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月6日 
January 6, 2017A8 连载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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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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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 要 您 想 登 刊 登 分 类
广告，请发电子邮件至aa-
today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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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  聘
装修公司诚请工人，无需经验，有意者
请电：317-646-8119

招  工
West Carmel中餐馆堂吃店，诚请一名
企台part-time or full-time.有意者请
电：317-341-2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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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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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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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妹
子
作者：陈忠实

印第安纳：美国的十字路口

（上接2016年12月23日第8版）

第十节（中）
她到这个家庭快半年了，大致

也可以看出来经济运转的过程，老公
公把生产队里分得的粮食，统统掌管
在自己手中，一家人吃饭的稀稠和粗
细粮搭配，由老婆婆一日三顿严格控
制，上房里屋的脚地，靠东墙摆着四
个齐胸高的粗瓷大瓮，靠南墙和西墙
摆着两只可墙长的大板柜，全部装着
小麦，玉米则盘垒在后院的椿树和榆
树的树杆上。据说每天晚上脱鞋上炕
以前，老公公像检阅士兵的总统一
样，要揭起每一只瓷瓮的凸形盖子，
打开木柜上的锁子，看看那些小麦，
在后院的玉米垒成的塔下转一圈。不
过她没有发现过，许是村里人的戏
谑之言。她确实看见过老公公卖粮
的事，那是夏收前的青黄不接的困三
二月，入睡定时光，屋里院里一阵自
行车链条的杂乱响声之后，悄悄地灌
了小麦，又灌了包谷，那些陌生人的
自行车货架上搭着装得圆滚滚的粮食
口袋，鱼贯地从院子推出街门去了。

她爬在窗台上，约略数出来，十一口袋。她明白，目下粮食交
易的市价，小麦卖到六毛，包谷卖到二毛七八，各按一半算，
也有五百多块。这时候，建峰从里屋回到厦屋，头发上和肩头
扑落着一层翻弄粮食的细沫尘土。老公公做得诡，一次瞧准时
机，把全部要卖的粮食一次卖掉，神鬼不知。不像村里一般庄
稼人，见了买主就想卖，一百也卖，二百也卖，反显得惹眼。
每年的这一笔重大收入，压在婆婆的箱子底儿，难得再出世。

另一笔较为重要的收入，就是养猪。政府禁止社员养羊、

养牛、养蜂，视为资本主义的“尾巴”，只允许养猪。毛
主席“关于养猪的一封信”，用套红的黄色道林纸印出
来，家家户户屋内都贴着一份，是县上统一发下来的。老
公公从地里回到屋里，扔下家具，就蹲到猪圈口的半截碌
碡上，点燃旱烟袋，欣赏那头黑克郎，直到交给公社生猪
收购站，装着七八十块钱回来，再愈加耐心地侍候那只小
猪崽。

第三笔重要收入，是大哥的工资。听说大哥的工资
是三十九元，每月七日开支以后，必定在开支后的那个星
期六回家来交给老公公，然后再由老公公返还给他十九
元，作为伙食费和零用钱，抽烟，买香皂或牙膏一类零碎
花销。老公公留下二十元，做为全家统筹安排的进项。老
公公禁止儿子回家来买任何孝顺他老俩口子的吃食，一来
是家大人多，买少了吃不过来，买多了花销不起，于是在
家里就形成一种大家都能忍受的规矩，无论谁走城上镇回
来，一律都不买什么吃食，大哥二哥的娃娃自然也不存任
何侥幸。屋里院里从早到晚，从春到夏，都显得冷寂寂
的，没有任何能掀起一点欢悦气氛的大事小事。

大嫂和二嫂，渐渐在她跟前开始互相揭短。二嫂说，
这个屋里，大嫂一家顶占便宜了。大嫂一家五口，四口在
吕家堡吃粮，每年的口粮款几近三百，而大嫂做不下二百
个劳动日，值不到一百块，大哥交的二百来块钱，其实刚
刚扣住自己家室的口粮，谁也没沾上大哥的什么好处，老
公公明明知道这笔帐该怎么算，还是器重大哥，心眼偏
了。二嫂还说，大哥最精了，小学校教员的伙食，月月没
超过十块，而给老公公报说十五块，一月有九块的赚头
了。二嫂说他们两口子最吃亏了，俩人一年挣五六百个劳
动日，少说也值三百元，而四个人的口粮不到三百元，算
来刚好扣住，而六百个劳动日秋夏两季可带的小麦和包谷
就有六百斤，六百斤小麦和包谷黑市卖多少钱？老公公心
里明白这笔帐怎么算着，却不吭声，老也不记着二哥的好
处。

二嫂这样算，大嫂却有自己的算盘。大嫂说，二哥订
娶二嫂的七八百块钱，全是她的男人的钱，老二不记大哥

图文：王贤忠（印第安纳）

的好处，有了媳妇就忘了拉光棍的难受，反倒算计起大哥
了，跟着二嫂一坡滚！大嫂说，老二人倒老实，净是二媳妇
鬼精。老二有木匠手艺，跟队里的副业组在城里十八号信箱
做工，每月五十七块钱，给队里交四十块，计三十个劳动
日，留十七块伙食钱，而实际上连五块钱也用不了。咋哩？
民工自己起伙，粮由家里拿，自己只买点盐醋就行了，十七
块伙食费都给自家省下了。更有叫人想不到的事，民工利用
星期天或晚上加班，挣下钱就是自己的，不交队里，也没见
老二给老公公交过。二嫂搂下的私房钱谁也摸不清，净是苦
了她的老大，被老公公卡得死死的，每月上交二十块，一年
到头也买不起一件新制服，她的男人是小学校里的教员中穿
戴最破烂的一个……

四妹子心里反倒有了底：这个家庭里，其实最可怜的是
她和男人建峰了。两位嫂嫂，都有一点使老公公无法卡死的
活路钱，而她和老三建峰真是被彻底卡死了。她和他在队里
劳动，年底才决算，不管长出短欠，统由老公公盖章交办。
这个家里通过各个劳动力挣来的粮食，也由老公公统一管
理，卖下的余粮钱不做分配。她和老三连一分钱的支配能力
也没有，而俩人的劳动所得在这个家庭里却是最多的，花销
却是最少的……吃亏吃得最多了。

结婚几个月了，公公和婆婆没给过她一分钱，老公公
且不说，老婆婆难道不知道，起码需得买一札卫生纸吧？总
不能让人像老辈子女人那样，在潮红时给屁股上吊一条烂抹
布吧？从二姑家出嫁时，二姑塞给她五块钱，就怕她新来乍
到，不好张口向老人要钱，买札纸啦，买块香皂啦。五块
钱早已花光用尽，总不能再去朝二姑开口要钱吧？建峰睁开
眼爬起来去上工，放工回来抱着大碗吃饭，天黑了就脱衣睡
觉，从来也不问她需要不需要买一札纸，纯是粗心吗？

他对她太正经了，甚至太冷了，他只是需要在她身上得
到自己的满足，满足了就呼呼呼睡死了，她没有得到他的亲
昵和疼爱，心里好委屈啊！

——待续——
（文章摘自努努书坊）

招       聘
Rice Cooker is hiring Full time Ca-

shier and Carry-out packer. If interested 
please contact Michael at 317-702-6882 
1211 W. Oak St. Zionsville, IN 46077

招    聘
小型公司请全职客服人员，需英文听

说没有障碍，学习能力强，善于沟通，有电
子技术背景更佳，工作地址在Carmel和Fish-
ers。起薪$12/小时，试用期3个月后依据个
人能力调整薪资，可提供W-2。

有意者请联系：317- 652-5059

（上接2016年12月23日第8版）

印第安纳：在历史上发挥过大作用的
小州

美国历史上最伟大总统之一的林肯就
是在印第安纳的玉米地边上长大的。1816
年，在林肯只有九岁的时候，他们一家从肯
德基搬迁到了印第安纳。少年林肯在印第安
纳上山抓鸟，下河摸鱼，耕地劈柴，读书思
考。当林肯在1830年离开印第安纳搬到伊利
诺伊州的时候，他已经长成一米九三的瘦高
个了。可以这么说，印第安纳的水土铸就了
林肯的性格和个性，为后来林肯废除奴隶制
和保卫美国领土的完整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
础。 

让林肯成为不朽历史人物的事件是美国
南北战争。林肯长大的印第安纳，在这场战
争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南北战争
打响之后的第二天，印第安纳人民就在州府
印第安纳波利斯（Indianapolis）举行了两次
集会。与会群众一致表示，印第安纳要旗帜
鲜明地留在美国联邦，坚决挫败南方独立分
子分裂美国的企图。在整个南北战争中，印
第安纳有约21万年青人参加了联邦军的陆军
和海军，占当时全州人口的15%。战争是残酷
的。在美国南北战争中，一共有两万五千多
人牺牲（其中包括阵亡的七千多士兵）。印
第安纳州在这次美国唯一的内战中，为联邦
军提供了兵力、粮食、铁路运输线和水路运
输线，为联邦军最后战胜以戴维斯（Jefferson 
Davis）为总统和以李将军（Robert E. Lee）为
军事首领的南方邦联（Confederate States）做
出了关键性的贡献。

在惊叹印第安纳为美国的南北战争做
出重大贡献和牺牲的同时，顺便感慨一下南
方邦联这两位重量级人物的最后归宿。戴维
斯总统（实际上是个伪总统）在输掉了内战
之后，在监狱里被关了四年。出狱之后，他
的日子过得相当滋润。他当过保险公司的主
席，重新被当选为美国参议员（尽管最后没
有当成），还差一点当了德州农业和机械学
院（现在的著名的德州农工大学）的校长。

戴维斯总统在81岁高龄时病逝，得以善终。
那位李将军呢，他在向联邦军投降之后，
居然马上就做了华盛顿学院（Washington 
College）的校长，一直做到1870年他去世为
止。他刚去世，华盛顿学院就改名为华盛顿
和李大学（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
以纪念这位南方邦联的军事首领。当年南方
邦联州之一的乔治亚（Georgia）亚特兰大市
（Atlanta）的郊外有一块高达251米的神奇
巨石，巨石的侧面刻有一副巨大的浅石雕，
上面刻着骑在高头大马上的戴维斯总统、
李将军和另一位著名南方邦联将军杰克逊
（Stonewall Jackson）（右图）。在美国，分
裂分子的雕像居然一直让人膜拜，这个度量
不是所有的国家和政权都能有的。也许真是
这样的大气，才让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
级大国。

如果说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飞
机，我相信大部人都不会有意见的。美国人
也知道飞机的发明意义之重大，所以都希望
自己的州和航空有点关系，都希望自己的家
乡是航空的诞生地。美国人的这一点很像
中国人。中国很多地方在那里争来争去，
都说他们家乡才是西施真正的故乡。俄亥俄
（Ohio）和北卡（North Carolina）为到底谁
是航空的诞生地吵了几十年。俄亥俄说自己
是正宗的航空诞生地，因为世界上第一架飞
机就是莱特兄弟（Wright brothers）在我们俄
亥俄的代顿（Dayton）发明的！而北卡则自
豪地说，哪算什么！莱特兄弟不是跑我们北
卡来了？飞机的第一次起飞，就在我们北卡
小鹰镇（Kitty Hawk）附近的海滩！后来，一
个来自俄亥俄的众议员狡猾地提议，我们都
别吵了，让国会投票决定到底谁是航空的诞
生地吧！2003年6月13日，美国众议院讨论了
航空诞生地的议案。除了来自北卡的三位众
议员，其他所有众议员都认为俄亥俄是航空
诞生地。结果，美国众议院以378-3的压倒性
票数，确认了俄亥俄州代顿市为唯一的、合
法的航空诞生地。

那么，俄亥俄和北卡关于航空诞生地之

争和印第安纳有什么关
系呢？很多人可能不知
道，莱特兄弟里的哥哥
（Wilbur Wright）是在
印第安纳东部一个名叫
密尔维尔（Millvi l le）
的小镇出生的，在1884
年莱特一家搬到俄亥俄
之前，他们大部分时间
都住在印第安纳。1878
年的某一天，莱特爸爸
给莱特兄弟买了一架用
纸、竹片和软木制作的
看起来像直升飞机一样
的玩具。莱特兄弟迷上
了 这 飞 行 器 玩 具 ， 他
们一有空就玩，玩坏了就自己造一架。莱特
兄弟出名之后承认，他们爸爸给买的飞行器
玩具，是他们兄弟俩发明飞机的火花。可以
这样说，现代航空的种子，是在印第安纳开
始萌发的。因此，印第安纳应该高调一些，
要让所有美国人都知道，印第安纳是莱特哥
哥的出生地，发明飞机的火花就是在印第安
纳擦亮的。走过的，路过的，都来参观一下
莱特哥哥的诞生地和博物馆（Wilbur Wright 
Birthplace and Museum），感叹一下飞机的发
明给现代社会带来的多么深刻的变化。

开车的人都知道汽车倒后镜的重要性。
如果车上的倒后镜被撞歪了，顿时就会有
一种眼睛被蒙起来开车的感觉。最早的汽车
是没有倒后镜的。在1911年首次印第安纳波
利斯500英里汽车大赛中，赛车手雷·哈朗
（Ray Harroun）在自己的赛车上安装了一
面倒后镜，最后一举赢了汽车大赛的第一
名。据说这是第一次在汽车上安置倒后镜。
赛后，雷·哈朗自己说，赛车道太颠了，倒
后镜什么用都没有。不管怎么说，那是汽车
上第一次在汽车上使用倒后镜，是划时代的
小事。自从那时起，倒后镜成了汽车上必备
的一个重要部件。我们大家开车时都要看很
多次倒后镜，因为习以为常，所以反而不觉

得倒后镜的重要性了，就像眼睛没毛病的时
候，是感觉不到眼睛的重要性的。

开车的人也知道，当十字路口的红绿
灯坏了的时候，有种不知所措的感觉，停下
来不好，往前开又不敢。在汽车时代的早
期，十字路口是不需要红绿灯的，因为总共
也没有几辆汽车。汽车多起来之后，十字路
口一般有警察在那里指挥交通。每个十字路
口有个警察，那也不是很现实，警察有更重
要的任务（如抓坏人）。于是，自动交通灯
就诞生了。自动交通灯的发明人是印第安纳
卡梅尔市（Carmel）一个叫雷斯利·海恩斯
（Leslie Haines）的居民。1923年，卡梅尔在
市中心的十字路口按装了美国第一个自动红
绿灯。当时卡梅尔的人口只有400，居然也需
要红绿灯，那时卡梅尔市政府的想法也太超
前了。此后几年，美国大大小小城市的十字
路口都按装了自动交通灯，成为城市交通必
不可少的安全设备。

因此说，小小的印第安纳在美国历史上
起到了大大的作用。大的作用影响到了美国
的领土完整，小的作用影响到你我现在的日
常生活。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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