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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出租
两处独立房屋，46街/Keystone Ave，
可合租或分租，安全、交通方便。有
意者致电：317－752-3583(秦太太)

家具出售
在中国精心制作，同一式样全套 Of-
fice和 Dining room 家具，海运至美
国。每套$3,000，全部$5,500。有意者
请联系 317-681-4269。

酸奶店出售
86街与Keystone交口处闹区全新酸
奶、珍珠奶茶以及可丽饼店出售，有
意者请电317-441-3432面洽

餐馆转让
印州，外卖有送餐，适合家庭，廉价
转让，有意者请打电话773-387-8615
（在4点之前）

餐馆转让
印城一家日餐堂吃店转让，可加中

餐，是家庭。有意者电646-238-5833

搬家公司
干净方便
省时省力

1-888-218-M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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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wenquan.wang2012@gmail.com

津羽发廊
周年15%优惠( 印第安纳BTown)

发型设计，皮肤护理，脱

毛，按摩

诚聘理发, 美容, 指甲, 
按摩师

电话：812-339-5682

（上接3月8日第8版）
第十四章

那茬“地瓜小孩”出生时，家长去公社落户口，可以领到一丈
六尺五寸布票、两斤豆油。生了双胞胎的可以获得加倍的奖励。家
长们看着那些金黄色的豆油，捻着散发出油墨香气的布票，一个个
眼睛潮湿，心怀感激。还是新社会好啊！生了孩子还给东西，我母
亲说：国家缺人呢，国家等着用人呢，国家珍贵人呢。

人民群众心怀感激的同时，都暗暗地下了决心，一定要多生孩
子，报答国家的恩情。公社粮库保管员肖上唇的老婆——也就是我
同学肖下唇的母亲——已经给肖下唇生了三个妹妹，最小的那个还
没断奶，肚子又鼓了起来。我放牛回来时，经常看到肖上唇骑着一
辆破自行车从小桥上经过。他身体胖大，自行车不堪重负，发出吱
吱扭扭的声音。经常有村里人开他的玩笑：老肖，多大年纪了？一
夜也不能空？他就笑着回答：不能空，为国家造人嘛，必须不辞劳
苦！

1965年底，急剧增长的人口，让上头感到了压力。新中国成立
后的第一个计划生育高潮掀了起来。政府提出口号：一个不少，两
个正好，三个多了。县电影队下来放电影时，也在正片之前加演幻
灯片普及计划生育知识。当银幕上出现那些男女生殖器的夸张图形
时，黑暗中的观众发出一阵阵怪叫和狂笑。我们这些半大孩子跟着
瞎起哄，很多年轻男女的手悄悄地握在了一起。这样的避孕宣传简
直就像催生的春药，县剧团组织了十几个小分队，深入到各村演出
一齣小戏《半边天》，批判重男轻女思想。

此时姑姑已是公社卫生院妇产科主任，并兼任公社计划生育领
导小组副组长，组长是公社党委书记秦山，他基本不管事，挂名而
已，我姑姑实际上是我们公社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者、组织者，同
时也是实施者。

姑姑那时身体略有发胖，那口令人羡慕的白牙也因无暇刷洗而
发黄。她的声音嘶哑，有了几分男人嗓，我们经常能在高音喇叭里
听到她的讲话。

姑姑的讲话大多是以这样几句话开场：敲锣卖糖，各干一
行。干什么吆喝什么。三句话不离本行。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计划生
育……

那段时间里，姑姑的群众威信有所下降，连我们村那些深得了
她的恩惠的女人们也开始说她的坏话。

尽管姑姑不遗余力地狠抓计划生育，但收效甚微，老乡们根
本不接茬。县剧团到我们村演出，当那女主角在台上高唱：时代
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时，王肝的爹王脚在台下高声叫骂：放
屁！都一样？谁敢说都一样？！——台下群众群起响应，胡吵闹，
乱嚷叫。砖头瓦片，齐齐地扔到台上。演员抱头鼠窜。王脚那天喝
了半斤白酒，仗着酒劲儿，野性发作，分开众人，跳上舞台，前仰
后合，指手画脚，发表演说：你们管天管地，还能管着老百姓生孩
子？有本事你们找根麻绳把女人的家什都缝上吧。台下观众哄堂大
笑。王脚更来了狗精神，从舞台上捡起一块瓦片，瞄准那盏挂在幕
前横杆上、放射出耀眼光芒的汽灯，猛地投上去。汽灯应声熄灭，
台上台下一团漆黑。——为此王脚被拘留半个月，放出来后，他依
然不服，气汹汹地逢人便说：有本事把老子的鸡巴割了去！

前些年，姑姑回家，前呼后拥；如今，姑姑偶尔回家，人们冷
冷地避着她。我母亲劝道：他姑姑，计划生育这事儿，是你自己琢
磨出来的呢，还是上头让干的？

什么叫“自己琢磨出来的”？姑姑气愤地说，这是党的号召，
毛主席的指示，国家的政策。毛主席说：人类应该控制自己，做到
有计划的增长。

我母亲摇摇头，说：自古到今，生孩子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大
汉朝时，皇帝下诏，民间女子，满十三岁必须结婚，如果不结婚，
就拿女子的父兄是问。如果女人不生孩子，国家到哪里去征兵？天
天宣传美国要来打我们，天天吆喝着解放台湾，女人都不让生孩子
了，兵丁从哪里来？没了兵丁，谁去抵抗美国侵略？谁去解放台
湾？

嫂子，你这些陈词滥调，就别给我啰嗦了。姑姑说，毛主席总
比你高明吧？毛主席说：人口非控制不可！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
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

毛主席说：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人是活宝，有人有世
界！我母亲说，毛主席还说：不让老天下雨是不对的，不让女人养
孩子也是不对的。

我姑姑哭笑不得地说：嫂子，你这是伪造毛主席语录，矫传圣
旨，在过去是要砍头的。我们也没说不让大家生孩子，只是让大家
少生，有计划地生。

人一辈子生几个孩子，都是命中注定的。我母亲说，这还用得
着你们计划？我看你们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姑姑们的努力，也确如母亲所言，是白费财力，还落下骂名。
刚开始时她们将免费的避孕套发给各村的妇女主任，让她们分发给
育龄妇女，并要求她们的丈夫戴上套子行事。但这些避孕套要么被
扔进猪圈，要么被当成气球吹起来，并涂上颜色，成了孩子们的玩
具。姑姑她们也曾挨家挨户发送女用避孕药，但妇女们都嫌副作用
太大而抗拒服用。即便当场逼着她们吞下去，但一转身，她们就用
手指或筷子探喉，将那药片吐出来。于是，结扎男子输精管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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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发：$6.99
印州执照，本地Salon发型师。提供优质美发，
美容，美甲服务。位于东Carmel, 近Main Street 
& Hazel Dell PKW。欢迎新老顾客惠顾。电
话：317-931-8186。

2012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  言

便应运而生。
那时候，村里盛传，男扎技术是我姑姑与黄秋雅共同发明

的。也有人说，黄秋雅的贡献是理论构想，我姑姑的贡献在临床
实践。肖下唇煞有介事地对我们说：她们俩，都是没结过婚的变
态女人，看到别人夫妻双双她们心中嫉恨，所以发明了绝户计。
肖下唇说我姑姑和黄秋雅先是在小公猪身上做实验，又在公猴子
身上做实验，最后，她们在十个死囚犯身上做实验，试验成功
后，那十个死囚被改判为无期徒刑。当然，很快我们就知道，肖
下唇是胡说八道。

那些日子里，广播喇叭里经常传出姑姑的叫喊：各大队干部
请注意，各大队干部请注意：根据公社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八次
会议精神，凡是老婆生过三个孩子及超过三个孩子的男人，都要
到公社卫生院实行结扎手术。手术后，补助二十元营养费，休息
一周，工分照记……

听到广播的男人们，聚在一起发牢骚：妈的，有劁猪的，
有阉牛的，有骟骡子骟马的，哪里见过骟人的？我们也不想进皇
宫当太监，骟我们干什么？当村里的计生干部对他们解释结扎只
是把——他们瞪着眼反驳道：你们现在说得好听，只怕一上了床
子，麻药一打，恐怕不止是我们的蛋子，连我们的鸡巴也要被她
们割了去！到了那时候，我们就只能像老娘们一样蹲着撒尿了。

非常有利于妇女、手术简便、后遗症很少的男扎手术，遇
到了重重障碍。姑姑她们在卫生院扫榻以待，但没有一个人来。
县计划生育指挥部每天电话催报数字，对姑姑的工作极为不满。
公社党委为此专门召开会议，做出了两项决议：一是男子结扎要
从公社领导开始，然后推广到一般干部和普通职工。村里则由大
队干部带头，然后推广到一般群众。二是要对那些抗拒男扎、制
造和传播谣言的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对那些符合结扎条件但拒
不结扎的，先由大队停止劳动权，如果还不服从，就扣掉口粮。
干部抗拒，撤销职务；职工抗拒，开除公职；党员抗拒，开除党
籍。

公社党委书记秦山亲自发表广播讲话。他说计划生育是关
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社直各部门、各大队必须高度重视，符合
男扎条件的干部、党员要带头先扎，给群众做好表率。秦山突然
变化了腔调，用聊家常的口吻说，同志们，譬如说我吧，老婆已
经因病做了子宫切除手术，但为了打消群众对男扎的恐惧，我决
定，明天上午就去卫生院结扎。

秦书记在讲话中，还要求共青团、妇联、学校积极配合，
大力宣传，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男扎”高潮。就像历次运动一
样，我们学校最有文才的薛老师编出了快板诗，我们用最快的速
度背熟，然后四个一组，每人手持一个用纸壳或铁皮卷成的喇叭
筒子，爬到房顶上，树梢上，大声喊叫：社员同志不要慌，社员
同志不要忙。男扎手术很简单，绝对不是骟牛羊。小小刀口半寸
长，十五分钟下病床。不出血，不流汗，当天就能把活干……

——待续——

芝加哥餐馆家具公司
铁椅，欧洲榉木椅百种款式，餐馆沙
发卡座170元起，耐火板餐桌台19.9元
起，同时承接卡座和椅垫翻新。3500 
S Morgan street, 2nd floor, Chicago  
60616 （有车位）请来电773-376-

3716；预约电话847-387-0092。

专业裁缝
擅长结婚礼服、晚宴礼服，演出服装

营业时间：周一－周五 8：30－6：00
                  周六：9：00－5：00
地点：1906 Broad Ripple Ave. India-
napolis, IN 46220
电话：317－253－6995

聘家庭看护
诚招看护助理，帮忙照顾两个老人。
最好能住家（包括夜间），有经验者
优先，请联系 Joyce：317－702-6885.

印刷
名片、传单、菜谱、请帖。收费合
理，服务周到。808-2222 Mark Ste-
vens  514-2854 中文

如要您想登刊登分栏广告，
请发电子邮件至aatodayin@gmail.
com，或致电：317-213-5825

分类广告信息刊登价位如下: 
每30个字 $5; 加入照片$5; 加边框 
$20

外 公 周 诒 春 
（上接3月8日第8版）

周诒春与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
1918年外公因不堪谗言、愤而离开清华学校

校长之任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继续热心公益事
业。如参与中国华洋义赈救灾会(简称“华洋义赈
会”)的工作和协和医校(协和医学院前身)董事会
的工作。如1920年，他曾专程赴南洋为西北灾民
向华侨募捐（见胡适日记，民国十九年，一，卅
一）。但在此期间，他参加的最有意义、影响最
大的事，还是在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兼干事
长任上所作出的贡献。

1.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由来   
众所周知，20年代初，美国向清政府退还“

庚子赔款”，规定须用于向美国派遣留学生。利
用此笔退款，先后派出数批“庚款”留学生。当
年第一、二批的留学生中，就出了梅贻琦和胡
适、赵元任、竺可桢等日后的著名人物。到了
1924年，这笔退款尚余留本金加利息1800万美元
(时值)。当年5月，美国会通过提案，决定将余款
再次退还中国，成立一个由中、美两方15名知名
人士组成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共
同管理和使用所谓的第二次庚子赔款。自民国十
四年以后，美国财政部依据1925年7月16日美国大
总统令，按月支付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
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10名中国董事中，除颜
惠庆、顾维均和施肇基是留美的外交高官外，其
余几乎均为留美或留英的文教名人，包括曾任清
华学校校长的周诒春（继任兼职干事长）、北京
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南京高
师(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
丁文江，还有黄炎培和范源濂，美方有哥伦比亚
大学教授孟禄等人。

2. 促成几件关系近、现代中国文教事业大计
的大事

1925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天津举行
第一次年会。通过了筹办“有永久性质之文化事
业，如图书馆”的计划。1926年，董事会决定斥
资100万元筹办北京图书馆。同年又与教育部协
议，在原京师图书馆的基础上共同创办国立北平
图书馆。成为当年东亚最大的图书馆。1931年该
馆的文津街馆舍（即今国家图书馆之古籍馆）落
成，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最先进的图书馆。
此后，又陆续筹建起北大图书馆、清华图书馆、
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和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

校等。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第四次董事会正

式接受尚志学会嘱托，组建静生生物调查所，并
决定聘任秉志为所长。静生生物调查所1928年正
式成立于北京，是今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和植
物研究所的前身。以建所前去世的中国生物学早
期赞助人范静生（范源濂，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
董事之一）的名字命名。

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是1913年成立的。它是近
代中国最早的从事地质科研与教育的机构。20世
纪20-30年代，是地调所的重要发展时期。这一
时期，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下，地调所
先后建立了古生物研究室、新生代研究室和土壤
研究室等，并涌现出一批嗣后我国科学界的重要
领头人。例如地层古生物学家尹赞勋、古脊椎动
物专家杨钟健、地震专家李善邦、土壤专家熊毅
等。就在1930年前，该所取得了极富意义的重大
考古成果——北京周口店原始人的发现。之所以
能取得可列为全世界第二的考古发现，是与该所
有能力延聘了像杨钟健、裴文中这样的学者，制
定了可学的挖掘计划分不开的。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还先后以较大款额资助
了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和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即后
来的湘雅医学院)这些在中国近、现代科学、教育
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学校。

在所有这些大事件中，外公作为中华教育文
化基金会的董事兼干事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后来也成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的胡适称赞
他“任事最勤劳，最熟悉者”。

3. 在董事会改组风波中的风范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成立之初，就曾面临过

政客、军阀企图侵吞、挪用第二次庚子赔款的严
重威胁。因此，文化学术界和基金董事会自身均
把防止政治干涉、保证学术教育事业的独立看得
非常重。

1928年7月27日，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
长和监察院院长的蔡元培在国府席上提出改组中
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案。任命胡适、赵元任、
汪兆铭、司徒雷登……为董事。计改去顾维钧、
颜惠庆、张伯苓、郭秉文、黄炎培、周诒春等六
人。又任命蔡元培、胡适、赵元任、汪精卫、施
肇基、翁文灏、蒋梦麟、何朝枢、李煜瀛、孙科
和美国人孟录、贝克等五人为新董事会的董事。
并在新一届董事会上修改章程。此议随即以国民
政府令发布。由于违反了当初中华教育文化基金

会董事会成立时，关于董事会改选不受政府和政
局变更影响的章程规定，而且要革去六位任期尚
未满的名人的董事职务，引起了轩然大波。

蔡元培以及时任大学院副院长的杨杏佛提出
改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顾维钧等六人的理
由，是当年批准第一届董事会人选的是曹锟贿选
政府，且顾、颜等人有政府背景。

胡适是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第三次董事会议
上被增选为董事的。他认为政府改组令是政治干
涉。事关教育文化事业能否独立，因此坚决抵
制。尽管他被重新任命为新的董事，但他对国民
政府的不当做法“愤恨至极”。

美方（国务卿凯格）的反应则很强硬，称如
片面改订基金会章程，即停付庚款。坚持董事改
选应由董事会自选决定。而蔡元培等态度亦很强
硬。双方争执不下，眼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的事
业要受损。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外
公，丝毫不考虑个人的“面子”和去留，而是同
有关的中、美方当事人频繁协调，委曲求全，尽
管他是基金会中出力最多的董事之一。8月11日
在胡适致蔡元培的信中提到：“文化基金董事会
所管款项出入不在小数，所牵涉机关（如北京两
个图书馆及地质调查所等）也不少。开办以来始
终任事最勤劳、最熟悉者为张伯苓，周季梅(周寄
梅，即周诒春)、颜骏人(颜惠庆)三君。……周季
梅君之忠于董事会，外人或不之知。去年太平洋
关系会议执行部苔微士君来华，以重俸延聘季梅
为常川干事，半年驻檀香山，半年驻中国。季梅
因不忍离开文化基金董事会，坚决辞谢。故今年
二月间先生与我联名提议，…… 谓如季梅(若)肯
连任，则自然请季梅连任。” (见<胡适日记全编
>(五) P.251) 

由于外公委曲求全，与胡适等一起四处周
旋。一方面，设法说服了顾维均和张伯苓两位董
事自己提出辞职，另一方面，对蔡元培等人一再
说明事态的严重性。最终并通过时任教育部长的
蒋梦麟，巧妙地使国府原来的命令名存实亡，改
为政府授权由原董事会“将应行改组事宜妥善办
理”。这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四次董事会
终于得以于1929年1月在杭州召开。

面临自己被无故解职，外公在会议上下继
续做工作。为了使原提董事人选（尽管已没有
他）能顺利当选，他挨个拜访参会人员，递交印
有董事候选人次第的名单。同时继续向孟禄等美
方董事作解释工作。但胡适在会上仍愤愤不平。

周诒春(1883 -1958年)，籍贯安
徽休宁。民国时代名人。尝为清末
赴美留学生，先后入威斯康辛大学
和耶鲁大学攻读教育学。1913年
至1918年间，任清华学校的第二
任校长，为日后的清华大学奠定下
坚实基础。曾长期参与主持管理美
国退回“庚子赔款”的“中华文化
教育基金会”。抗战期间，在贵阳
创办清华中学。抗战胜利后，先后
任过国民政府的农林部长和卫生部
长。周诒春的一生为中国中、高等
教育的近、现代化贡献良多。我辈
作为其后人，为了编撰他的传记，
发扬光大他的精神，今特广为征集
史料。望周诒春先生在美的同窗、
故旧及同事的后辈，以及他的下属
和学生，能贡献您们对他宝贵的记
忆，文字或口述录音均可，在此谨
先致以深切谢意。

联系人：李之清   国内地址：北京
圆明园西路2号绿苑16号楼2单元
404号
Email：lzq680222@sina.com

征集周诒春史料启事

作者：李之清（中国北京）

认为“寄梅与骏人在基金会任职最
久，最勤劳有功”，“他们(指周、
颜)这样忍辱远来，为的是要顾全大
局”，“而这班浑人反加以罪名，
如何叫人心甘！”气愤之余，胡适
初拟提出辞职，后又提出应挽留周
诒春，至少要继续担任非董事的干
事长。最后，他甚至绞尽脑汁，想
出了与周诒春等共进退（即一起辞
去董事）、籍以安慰去者的方案，
获得通过。1929年6月，在中华教
育文化基金会第六次（天津）年会
上，胡适重新次被补选为董事。一
场大风波至此终于得到平复；中华
教 育 文 化 基 金 会 的 事 业 也 得 以 继
续。

——待续——

印州缘来介绍所
临时住宿，机场，客运站接送，婚
姻，各种职业介绍等。竭诚为您提
供优质的服务！
电话：317－964－1769

房屋出售
因为搬迁，位于Zionsville小区的精
致房屋出售， 面积4461平方英尺，
卧室4间，小区安全、学区评分
高，屋后景色好，售价： $274,900
从3月31日起，每周日下午1点－4
点为开放日，欢迎参观。
地址： 6779 Woodcliff Circle, Zi-
onsville, IN 46077
电话： 317-258-89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