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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聘保姆
要求身体健康，喜欢小孩。照顾孩子
和简单家务。待遇从优。电话732-
543-5106

急聘
蜀香园急聘暑期工，服务员、勤杂工
或后厨工均可。
有意者请联系：317-328-2888

招  工
快餐店新开张，诚聘前台服务员，需会
简单英文，需要报税，一周工作30-40小
时，$9/  时。联系电话：317-845-8898

孙强法律服务热线
孙强法律服务热线：317-703-0818
（留言必回）精办：政治庇护、面谈
培训、工作许可、 绿卡、入籍、延期
滞留、回美纸、亲人访美、家属的 I-
130/I-730申请等等 相关法律服务。
广告永久有效。

诚信装修
承揽室内外各种装修，价钱公道、服
务专业。电话：312-889-7915
email:wenquan.wang2012@gmail.com

搬家公
司

干净方便
省时省力
经济实惠

1-888-218-MOVE

美容美发专营
17年经验理发师，专营各式

男女理发、婚礼盘头化妆、美容
护肤面膜。

服务周到，价钱合理！
电话：317－964－1769
地址：10255 N  College Ave.,
    Indianapolis  IN,  46280    

归国搬迁售房
House建于2001年，位于东carmel，131 
街附近。5个房间；2.5个卫生间；二
层，双面楼梯；木制栏杆，有地下
室。3461 平方英尺。
房子南北朝向，宽敞明亮；后院与后
面邻居间有一排树；小区安静，邻居
友好；去商场、学校、医院、图书馆
都方便；学区好。要价：$279,900
有意者请联系张女士：
317-569-8948；317-285-8012

专业水暖
承接：商铺、新旧住宅的热水炉、上
下水道、厨房各种设备、水龙头、阀
门更换、安装、维修工程。30年专业
经验，随叫随到，价格公道。王师傅
电话：317-373-9968

印城精诚装修
商业店铺、翻新房屋、地下室、卫生
间、厨房、地板、瓷砖。拥有商业保
险，经验丰富，价格合理，免费估价.
联系：王文权，电话317-446-8788 

餐馆招聘
请启台、洗碗工、帮炒。有兴趣者，
请联系幸运楼 317-446-5850

如要您想登刊登分类广告，
请发电子邮件至aatodayin@gmail.
com，或致电：317-213-5825。
分类广告价位：每30个字$5; 加
入照片$5; 加边框 $20

床脚店转让
好区四年床脚店，生意稳定，接手即
赚，因老板另有发展现急转让。创
业好机会，价钱面议，有意者请速联
系。317-900-0588

寻找室友 
52和Lafayatte，交通方便，（IUPUI、 
downtown、highway），购物便利 
（Meijer、Walmart、中国店和餐馆） 
包水电气，价钱合宜。联系方式： 
317-490-8642

房屋出租
印城西北地段四居室三浴出租包水
电。有意请联系：317-703-9828

现金收购二手车
现金收购各种旧（废）车辆，废车处
理，拖车服务。有意者请联系王师
傅：317-828-0820

床脚店转让
Avon地区，三年老店转让，有老客，
包赚钱。电话：626-236-3566

招美甲美容按摩师

您的魅力来自我的创意，改变从
头，愉悦在心。

本店诚聘美甲、美容和按摩师，
待遇面谈。有意者请联系电话：317-
222-5669

地址： 7844 Notth Michigan 
Rd. Indianapolis IN 46268

分 类 广 告   CLASSIFIEDS
黄师傅专业地板

十余年专业地板施工经验，承接过多家建筑
公司工程。现承接商业、家庭各种木地板工
程。精心施工，免费评估。
电话：317-828-8257 。

机场接送
提供机场、公交车站等接送服务。有意者请
联系王师傅：317-828-0820。

回
乡
记

作者：李锋（上海）

（上接9月2日第8版）

老村长柳仁启是村里著名的能人，很会
动脑筋，忧郁的眼光中常会流露一种令人敬畏
的倔强，他一再说，要修一条从窝坨通大道
的公路。我想，这不仅是一条出山的路，而是
山里人急切要打破封闭与外部世界沟通的心情
和愿望。但靠山里目前的收入状态，要修一条
路并要将它维护好，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若没
有政府支持，单靠村里自筹的经济能力，明显
不行。我对老村长的建议是：更实际和更重要
的是，赶快请好一些的老师，把孩子的教育搞
好一些，有文化的他们才是山村真正未来的希
望；有了知识，才能真正走出大山，把现代的
意识和丰富的物质带回山村。

我们曾住过的老房子还在，现在并不住
人，堆着房东的杂物。房子自然是更旧了，我
们以前经常上下的木梯也被抽掉。我们只得从
另外一边上楼，从走道的窗户往里看：房间里
推着一些杂物，但我们睡过的床还在那里，用
过的八仙桌上不恰当地放着几个簸箕，到处给
人的感觉都是一种没有人住的凌乱。但我们似
乎还是在那些熟悉又生疏的物件上，仿佛还能
看到自己过去晃动着的青春。我们没有进去，
也不想进去，深怕惊动了某一个角落尘封多年

作者（后排黑衣）和当年的插友老夏（后排白衣）与老乡们在曾经生活过的木屋前。

四  妹  子
（上接9月2日第8版）

第五节（下）
“吃下去！快吃！”大嫂催促着。
“ 这 是 规 矩 ， 不 吃 不 行 ， 日 后 不 吉

利。”二嫂说得很严重。
四妹子看见，他很为难。二嫂把她咬出

来的硬币塞到他手里，要他吃到嘴里去，他
不好意思把那只粘着她的口液的硬币填进嘴
里去。大嫂催促他，二嫂已不耐烦，疼爱地
打他的脑勺，逼他。她心里一阵发紧，偷偷
盯着他，他究竟吃不吃呢？他要是不吃，就
是……四妹子一侧头，看见他把硬币一下子
填到嘴里，不知为什么，她的心儿忽激一
闪，身上热燥燥的了。两个嫂子哈哈笑着，
收拾了碗筷，走出去了。

她坐在炕上，低着头，心里有些紧张，
胸脯感到憋闷，呼吸不畅。结婚仪式完了，
给死去的爷和婆烧过香叩过头了，合欢馄饨
也吃下了，现在，还有什么新的或老的风俗
习律要她去做呢？二嫂刚才说“吃了馄饨就
睡觉”，大约再没有什么事了？她坐在炕边
上，瞧一眼坐在桌旁的他，他有点失神地盯
着对面的墙壁，也不说话。

咣当一声，临街的大门关上了，院子里
响过一阵沉稳的脚步声，响到上房里屋里去
了，有一声威严的咳嗽，是老公公。

又接连着两声吱扭吱扭的门扇响，大约

是大嫂和二嫂在关门。
哄闹熙攘了一天的小院，完全静息了，五

月夜晚的温馨的风，送来洋槐花的香气，小院
里静极了。

他站起来，转身关上门，咣当！小厦屋与
小院也隔绝了。

“铺炕。”他对她说。
她没有抬头，略一迟疑，就转身上炕。炕

上的被子、褥子和单子，被闹房的小伙子揉搓
得乱糟糟的。她动手撕平了褥子，又铺平了床
单，绽开了被子，把一只绣花枕头摆平，又抱
起另一只枕头的时候，作难了，两只枕头该摆
在一头呢？还是该摆到炕的那一头？

她正犹豫间，愈觉胸脯憋闷，呼吸不畅
了，稍一回头，突然看见，他已经脱得一丝不
挂，正转过身去摸电灯开关拉线，咔喳一声，
电灯灭了。她随之被他抓住胳膊，压倒了，他
撕她的衣服，撕她的裤带，一只粗硬的手伸到
胸脯上来了，他那么有劲地搂抱住她，那么莽
撞蛮横地进入她的身体了。她几乎晕昏了……

第六节（上）
太阳挨近地天相接的地方，变得双倍的大

起来，整个西部天空都变成了红色，远处的地
面上腾起一层红色的雾障。头顶的天空，缕缕
轻纱似的云丝似动非动。绿色的麦穗和麦叶，
也变成紫红色的了。顺着灌渠排列的杨柳林
带，静静地在蓝天上扯开一排绿色的屏障。渭

河平原初夏时节的傍晚，呈现出富丽堂皇的气
度。四妹子在田间大路上走着，又想起家乡此
时的情景，太阳早早被门前那座荒草丛生的黄
土山峁遮住了，天却久久黑不下来。

他——吕建峰，她的夫婿，现在和她井排
走着，一副漫不经心的散散涣涣的神气。

按照这儿的风俗，结婚的第二天，夫妻双
方要到女方的娘家去回门，带上好酒、点心等
四样礼物，去看望养育过女儿的老人。丈母娘
和丈人爸必定要欢天喜地地热情接待女婿和女
儿，七碟子八碗不屑说，临告别时的一碗荷包
鸡蛋是断不能少的。四妹子的大和妈远在陕
北，千里之遥，无法向心爱的女婿娃儿表一
番老人的心意，也没有福分接受女婿的敬奉之
情，这一切全都由二姑来代替，二姑真是跟大
和妈一样亲哪！现在，她和他到二姑家回门完
了，正双方赶天黑前回到吕家堡去。

她在他身边走着，尽管已经有过昨天晚上
的夫妻生活的第一夜，人生最神秘的大事已经
失去了神秘的色彩，她依然感到局促。从她和
他背见到昨晚，不过一个月时间，统共也就说
下不过十来句话。她不摸他的脾性，也没有达
到那种离不得的程度。她想和他说话，仍然羞
口难开，说不清的重重顾虑。

“二姑待人好哇！给我吃那么多鸡蛋，我
都要吃不进去了！”他说。

“可你……还是吃下了。”她说。
“呢！你知道不知道？”他神秘地闪着眼

的记忆。我们只是不断地站在走廊上，站在房
门前，站在屋檐下拍照。除了我们自己，没有
人会理解这栋老木屋有什么好。当建筑与生命
结下了缘分，在特定的时空中，在特定的群体
中，会产生令人晕眩的奇效。我们二十岁之前
的一段生命，就是与这栋木屋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在窝坨访了几家熟人，不少当时的
老人已经作古，他们当时最优待我们从远方来
的孩子。大部分古老的木屋还在，只有能干的
柳仁启自己盖了砖房，外表还贴上白色的瓷
片。这是山里人值得骄傲的奢华了。

登上山岭，一眼望去，梯田里的稻苗已
经翠绿一片，层层叠叠。由于是雨天，山峦笼
上了轻轻的白色烟雾，像画家笔下的山水泼
墨。在绿、黑、白之间，点缀的是贵州特有的
木屋，门前和廊上挂起大串的红辣椒与黄玉
米，由于色泽的鲜亮使整个画面生动起来。当
年在这里劳动的时候，似乎并没有发现山区的
美，而现在的我们在此情此景中却是难以自
拔。

下山的时间到了，老乡们无不留恋。远
方的客人惊动这个偏远安静的小山村的情况并
不多见。新媳妇们拉着他们的娃，都站在远处
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两个奇怪的上海人。而我们
的熟知，都来拉手道别，山村的狗们，大概难

作者：陈忠实

皮，作出一副认真的模样，“丈母娘为啥要
给女婿吃鸡蛋？”

“你是新客呀！”她不在意地说。
“不对不对。”他摇摇头，诡秘地笑笑

说，“那是给女婿加料，盼得女婿上膘，晚
上好多来几回……”

“啊呀……”四妹子听见这样赤裸裸的
丑话，立时飞红了脸，羞得蹲下去，双手捂
住脸，在路边的杨树下呆住了。

他哈哈一笑，走过来拉她的胳膊，爬在
她的耳边说：“话丑理端，跟庄场上给种牛
加料是一回事……”

“啊呀！”四妹子听见他越说越粗鲁，
忽地站起来，用手打他的脊背。他笑着跑
着，她追着他打。

一条大渠横在眼前。
他一跷脚，从大渠上飞越而过。她站在

渠边，看看又看看，没有勇气跷过去。
“叫声哥，我背你！”他在对岸说。
她转过身，朝原路往回走去，她给他

示威，看他怎么办。她头也不回，加快了
步子，一副回娘（姑）家去的死心塌地的走
势。一阵奔跑的脚步声响起来，他终于堵在
她面前了，嘻嘻哈哈笑着，装出一副可怜
相：“好你哩！你要是走了，我今黑可只好
搂着枕头睡了。”

四妹子真是哭笑不得，那么腼腆的吕建
峰，现在尽是酸溜溜的话往外冒。她用拳头
打他的肩膀，他不躲避，哈哈笑着：“用劲
打！真舒服啊！女人打人真舒服哟……”

她和他顺着渠沿走，柳树浓厚的荫凉
下，幽暗起来。他说下一串串粗鲁的话，着
实叫她羞了，却也叫她和他亲近了。她很想
贴着他的肩膀走，却不好意思，而第一次想
亲近这个关中男子的心思，毕竟萌生了。

——待续——
（文章来源：努努书坊）

得看到如此热闹，摇着尾巴，激动地窜来窜
去。

我也不知自己什么时候能再回到这熟知
而又陌生的土地？我回过头去，看了看正在
不断招手的老乡，也许我们不会再有精力与
时间重回窝坨，也许这是我有生之年对于这
个山村、对于这群人们最后的一瞥。所以，
我很想用力地记住这个场景。

突然，有人放鞭炮了。强大的声响震撼
了山谷，鞭炮散发的烟雾虚化了还在挥手的
乡亲们的身影。我知道，这是山里人对于贵
客最隆重的欢送，不善言辞的山里人用另外
一种响声来代替语言。我的眼眶湿润了，没
有回头，反而加快脚步朝山下走去。

后记：
还是在我生病前一年写的文章，现在

读起来，还能感受到当初落笔时自己的那份
心情。最近在邱剑云老师的鼓励下，又写了
《入学记》与《康复记》，也有了再扩充一
下《回乡记》的动能。文字从7200多字增至
20000多字，尤其增加了下乡前的一些情况。
我觉得有一定的责任将那些历史还原出来，
不管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其它。我的命运，
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的缩影；我的经历，是

千千万万青年当时真实的写照。提笔之际，
那个时代的往事又仿佛历历在目。感谢生活
留给我如此多的回忆，使我不至于因为这一
生太少色彩而感到缺憾。由于文章没有给自
己需要艺术加工的定位，基本都按照当时的
实际情况叙述下来，故事是极为真实的。我
想，这样的叙述也许给做文革史料和研究的
人有一点参考作用。而有类似经历的人，则
一定能在其中能找到自己的影子。

现在的年青人未必能对这样的故事感兴
趣，因为这一切已经离他们彻底地遥远了，
当时的生活与现在的社会生活状态相距又何
止十万八千里。若是有一点希望他们能够读
一读的理由，就是我感觉到，他们的未来也
未必会一帆风顺，现在的社会变化之大、之
快，是谁都难以逆料的。是否还会有战争？
饥饿？经济大衰退？我不得而知。在甜水里
长大的他们，起码能在思想上从前辈的经历
中获取某些经验，以应付可能会出现的各种
变化。这并不危言耸听。

——完——
（《亚美导报》对本文拥有版权，如需转

载，请注明出处。）

床脚店转让或承包
印州，三年床脚店，富人区，转让或承
包，接收即赚，有意电联 917-517-2110

乡亲们用他们最隆重的方式——燃放鞭炮，欢送两位曾经在这里插过队的知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