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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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   聘
寻找做饭小时工，每天三小时，负责
晚饭及轻度打扫，Fishers Geist区，有
意者请于上午11点后致电317-200-
1940。

招  聘
Rice Cooker is hiring Full time Cashier 
and Carry-out packer. If interested please 
contact Michael at 317-702-6882 
1211 W. Oak St. Zionsville, IN 46077

聘兼职护工或家庭看护
$50/half day 3-4 hours. 5-6 days a week
Call or text  Karen at :317-414-3218
Email: kyan88@comcast.net

招   聘
诚 聘 熟 手 厨 房 杂 工 多 名 。 联 系 电
话：317-446-5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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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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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脚店转让
Avon地区，三年老店转让，有老客，
包赚钱。电话：317-701-0582；317-
603-2843

 楼房分租
Indy西边安静好社区独立楼房。有
BUS站，离downtown和IUPUI才7.5 
Miles。包水电气费。单人400/月，双
人500/月。请Call 503-588-8231。 

招聘启示
医生诊所招聘医学助理，需要简单英
文，有合法工作身份。有意者请致
电：317-966-3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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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城张老师学坊
张老师，南佛州特教硕士。1:1教学，
教学内容：克服学习障碍（自闭，阅
读，迟缓）；新移民、成人英语阅
读。邮箱：katsutraining@gmail.com；
电话：813-220-4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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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机
有一份不但让自己身体健康长寿，又
可以拥有让普通人都可以掌握的全球
生意。你愿意 拥有吗？
联系电话：317-645-3715；
微信号：godloveme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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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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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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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式快餐店转让
位于86街与Michigan Rd。有意者请与
（317）660-1799 联系。

A  PERFECT DAY SPA
您的魅力来自我的创意，改变从头，愉
悦在心。本店拥有十多年美发经验的美
发师，精剪各式男女发型，价格合理、
服务一流。从周一到周四，特价优惠。
电话：317-222-5669.地址： Michigan Rd. 
Indianapolis IN 46268

B u f f e t  出 售
印州中部Buffet店，地点好，学校附
近，简单易做，成本低。生意稳定、
包赚钱。有意者请电：317－776-
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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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是流氓
（上接2015年8月21日第8版）

三
父亲是在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后，

由我带着两个弟弟将高姨自杀的消息告诉他
的。尽管他没有说什么，但看得出来，他还
是很悲伤的。高姨终究是他深爱的女人。他
只是为了向党证明自己从没有与党有二心，
才写了那份与死不承认错误的爱妻脱离关系
的声明。他看着天空，口中念念有词，好象
在说：“古言云，识时务者为俊杰，好多比
我你地位高得多的老共产党人都为了生存在
讲违心话，你又何必那样死心眼呢。”当
然，这些话父亲是不会当着我们面说的，可
能他心里也不是这样想的。他只是恶狠狠地
说了一句“妈巴子。”

记得自从高姨指出“妈巴子”这句话是
流氓语言后，常挂在父亲口上的“”妈巴
子“已有好几年没有说了。

 

四
父亲和雪姨成为夫妻，是父亲文革后复

出成为这个城市的领导人之后的事情。父亲
是七七年平反成为这里市委书记的。那时，
距高姨自杀已有九年多，父亲也五十六岁奔
六十的人了。

雪姨刚好比父亲小二十六岁，比我小一
岁，是个三十岁尚未婚配的老姑娘。雪姨是
市物资局机关里的一位普通工作人员，其父
母都是我们城市一家街道工厂的工人。雪姨
共有五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雪姨中学毕业就
到机关里担任打字员工作。开始时，机关里

那些未婚青年好象也有人给雪姨写过纸条，
送过电影票，但都没有很好地发展。主要原
因大多是雪姨强调要与父母一道承担抚养弟
妹的义务，慢慢地那些原来怀着热呼呼希望
的青年冷却了。开始雪姨并没有当回事，但
随着岁月无情的流逝，弟妹长大后，雪姨自
己也就急了起来。

这时，父亲文革前的秘书到物资局出任
局长。这位新局长在同机关干部谈话时知道
了雪姨的情况。于是，他连夜赶到我们家，
在书房里与父亲密谈了一会就走了。

第二天，父亲在家里接待了物资局局长
和物资局办公室工作人员雪姨。父亲先还是
与那位心照不宣的局长谈了几句工作，后就
和雪姨谈天说地起来。也许雪姨从来没有和
父亲这样大的官面对面谈过话，开始有一些
紧张，后看到父亲还很随和，也就能说上几
句。他们走时，父亲一改平时不送下属的习
惯，很高兴地将他们送到大门口，反反复复
说着那话“很好，就这样定了，就这样定
了”。

不久，雪姨就入了党，从打字员提升为
办公室副主任，后来就和父亲结了婚，成为
了我们兄弟三人的继母。

父亲同雪姨结婚前，我们就没有同父亲
居住在一起。我和二弟都在父亲平反前就分
别在就业的工厂和商店娶妻生子，住在各自
单位用厂房和仓库改建的宿舍里，三弟还在
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本来，对于已官
复原职的父亲，我们这几个在文革中跟着他
受过苦的儿子们，曾抱有幻想，希望能得到
某种补偿。父亲英明地洞察到了我们的企

图，为了粉碎我们的依赖思想，父亲很严肃
地将我们兄弟三人叫到他的书房里，讲述了
许多革命道理，他要求我们要安心工作，要
靠自己立足社会。我们对父亲虽然有一些看
法，但从内心上还是崇敬父亲作为一个革命
者伟大的品德。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把父
亲的住所当成我们公认的家。我们兄弟经常
带着妻子儿女回到共同的家一聚，共述父子
和兄弟的革命感情。父亲也乐意与我们兄弟
和孙子孙女们在一起。雪姨来到这个家后，
我们慢慢感觉到了有些变化。

这种感觉起初是朦胧的，最终的明朗还
是雪姨的杰作。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我大
弟临时休假，闲来无事，就和他的儿子回家
看望父亲和爷爷。像往常一样，他用自己的
钥匙打开门，只见暗暗的客厅除了电视机的
光亮外没有其他的灯光，于是，他五岁的儿
子也就是我侄子熟悉地打开了灯。这下，可
让我弟弟惊惶失措了。原来只穿着短裤的父
亲正抱着差不多没穿什么的雪姨在看电视。
父亲开始有一点尴尬，立即就升起了一股怒
火，他厉声地对着平时恩爱有加的小孙子吼
道：“这样没有礼貌，进房连门也不敲。真
没有教养。”我大弟那可爱的孩子被吓哭
了，我已过而立之年的弟弟低着头，牵着伤
心哭泣的儿子，红着脸边向门外退边小声
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就走。”弟弟走出家
门后，听到房里父亲怒骂声。“妈巴子的，
叫你不要这样，你偏要。妈巴子的。”接着
就是雪姨娇泣声。

我是在我自己的家里知道这件事的。大
弟怀着万分懊悔和失落的心情回到家后，他

那已经不再哭泣的儿子将刚才的遭遇告诉了
他母亲，也就是我的大弟媳。这个在我父亲
还是政治贱民时、顶着她那领导一切的工人
阶级家庭的百般阻挠、爱上并最终嫁给了我
弟弟的女子，一听就火冒万丈，她不顾我弟
的反对，硬是拖着我弟弟和他们的儿子到了
我家。当着我老婆和女儿的面讲述了这一
切。最后，我弟媳强调指出：“大哥大嫂，
你们说说，那不是我们自己的家吗？！回自
己家难道也需要敲门。他们为什么不注意
自己的形象呢。老爷子还好意思骂我的儿
子。”我发现我的妻子和女儿也一个劲地点
头称是，一股钻心的痛苦莫明奇妙地涌上心
头。我真不愿意承认，那已经不是我们的家
了。

第二天，我和大弟不约而同地来到父亲
的办公室，将父亲和雪姨家的钥匙交给了父
亲。父亲甚至连看都没有看放在他办公桌上
的钥匙，就压低嗓门说：“妈巴子的，你们
想造老子的反？”在这庄严的市委书记的办
公室里，这粗野的骂声，也充满了权力的威
严。自此以后，我和俩个弟弟不时有“宁愿
跟着叫化子娘，也不要跟着当官的爹”的感
叹。不久，我们三兄弟经过考试，分别到北
京和省城上学深造后，父亲家就更难得见
到儿子和孙子们的身影了。就是有时父亲发
话，想见见孙子孙女，我老婆和弟媳总是有
各种理由而让父亲难以如愿。

——待续——
说明：摘自百度文库。这篇小说原发表于大

型文学期刊《长城》2009年第5期上。

作者：于建嵘

好莱坞的黄面孔法则
作者：梧桐（印第安纳州）

一、好莱坞电影中的黄祸（黄色恐
怖）起源历史

黄面孔法则起源于西方历史中一个种族
歧视的名词。这个名词是对东亚人极端蔑视
的黄祸（Yellow Peril）或黄色恐怖（Yellow 
Terror）。

黄面法则也可能根植于早期从中国回来
的基督教徒们对中国人的描述。他们描述的
中国人大部分都是十分无知、猥琐和病态
的。在欧洲和美国人的眼里，中国人简直就
和动物一样。历史上的西方人认为东亚人对
世界其他肤色的人具有极端的危险和威胁。
这种肤色上的威胁来自黄种人的人种，他们
极像猴子，低等的人类、原始人或疯子。
这种黄色祸害的理论一直延续到现在。1890
年代，德皇威廉（German Emperor Wilhelm 
II）做了一场梦，他梦见菩萨骑着一条龙来
进犯欧洲，醒来，他极端害怕。他担忧西方
世界的人数将被东方黄种人超过，黄种人将
向白人开战，白人会被黄种人统治，白人会
成为东方黄种人的奴隶，黄种人将最终进行
白种人种族灭绝。德意志第二帝国皇帝威廉
二世还亲自在德国画家赫曼·画克纳科弗斯
（Hermann Knackfueszlig) 的那幅臭名昭著的
《黄祸图》上，题写了这样一行字：“欧洲
各民族，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这幅画
在1895年送给了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后
世保留下来的画作中，我们看到画的中央昂
首挺立着长着两个翅膀的天使长圣米迦勒，
他手里拿着蛇剑，在和其他手拿武器代表欧
洲的基督教徒在解释什么。他一定指后面的
那尊佛和一条龙。佛指的是亚洲的黄种人，
龙很明显是指中国。他们要去消灭黄种人和
他们的文化。从那时起，黄祸概念就深深根
植在西方白人的意识中。更有甚者是西方社
会对东亚社会的一种无理性的恐惧，他们认
为移民最终会导致西方社会文化、历史、人

民及生活价值观的灭顶之灾。这种空穴来风的
恐惧引起西方社会对东亚人的极端反感和憎
恨。因此，西方社会对亚裔和华人的蔑视、排
挤、压迫、驱逐和杀戮一直没有停止过。

根植于中世纪对成吉思汗和蒙古人入侵欧
洲的恐惧，在西方国家蔓延。美国历史学家
吉纳·马切堤（Gina Marchetti）对黄祸做过定
义：黄祸代表种族恐怖、外来文化和性焦虑，
西方将被一种不可反抗的、黑暗的、隐匿的东
方武力包围和制服。亚洲人代表威胁西方白人
的邪恶势力的谬论还来自于十九世纪末中国的
苦力奴工移民西方各国，尤其是美国。十九世
纪，中国大陆处在腐败的清政府皇朝，中国人
作为苦力和劳工进入西方各国和美国。白种美
国人看到越来越多的东亚人进入白人社会。虽
然华工做的都是最低层的活，但黄种人不怕吃
苦，十分耐劳的精神是他们害怕。他们担心有
一天他们的工作会被黄种人抢走，致使他们大
量失业；他们担心大量移民会让他们的工资减
少，影响他们的生活生平。更有甚者，担心有
一天那些黄种人会毁灭他们的西方文明，用黄
种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取而代之。

在1904到1910年之间，六万三千左右的中
国劳工被带入南非，在金矿淘金。例如郎德家
族金矿大量雇佣中国劳工。这一举动引起了
广泛的非议和反对。大量的中国劳工进入南
非，使南非的白种人感到生存空间、工作、工
资和生活水平等各方面都受到了挑战。1904年
3月26日，伦敦各个阶层的市民在海德公园举
行了反对南非华人移民的集会，约有八万人参
加。行业联合国会的国会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
议，决议说这次集会由工会代表大会议会委员
会（The Parliamentary Committee of the Trade 
Union Congress ）通过了一项宣言，称反对政
府同意允诺将华工进口到南非来。1910年，由
于南非白人的反对，很多人被遣返了。在这一
时期，美国西部的白人也进行了相同的措施，
将华工遣送回国。

在美国，这种仇视和残害更是有过之而
无不及。十九世纪，自认为优等种族的高加
索白人认为他们在地球上应该拥有绝对的优
越感，而黄种人是上帝创造出来的最低等的
人种。这种理论使种族之战永远没有停息
过，自十八世纪有史记载的华人移民美国大
陆开始，美国政府和白种人敌视、残害、驱
赶和关押华人的事件从来没有停止过。

1850年美国通过了《反异族通婚法》，
规定白人女性禁止与黑人男性通婚。该法主
要是美国社会担心通过黑白通婚，使美国社
会黑人化。但实际上这也是黄种人移民在西
方的性恐惧开端。

1868年，清政府请林肯和约翰逊总统时
代的美国派驻中国的官员安森·伯林顿作为
中国的外交代表和英美两国谈判。当时美国
政府急需大量的劳工。内外交困的清政府认
为，让大批无业人去移民倒是一个不错的选
择。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清政府通过伯林
顿竟然和美国政府谈成不错的结果，鼓励华
人移民美国的《伯林顿条约》由此诞生。这
个条约规定任何宗教的美国公民以及任何宗教
的华人，在对方国家都享有思想的自由，不受
任何宗教信仰、崇拜或各种残疾的迫害。而且
也赋予两国公民在对方的国家居住而保留归化
的权利。1862年的加州，由于美国开始建造横
跨美洲大陆的铁路工程，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美国人发现中国人聪敏勤劳，不怕吃苦，十分
适合建造铁路，于是派人去广东一带骗来大量
的劳工。中国劳工在使美国人骄傲的横跨美洲
大陆的铁路建设上立下汗马功劳，但是，好景
不长。恐慌症并没有因为在铁路工地的贡献而
消失。

1875年，一股强大的所谓“黄祸”的仇外
恐惧寒风袭来，美国白人，尤其是加州的美国
人把华工看成在他们本国的罪犯，华工对白人
的工作造成威胁。由于华工越来越需要妓女来
维持他们的性需求，大量的华女通过人贩子卖

入妓院。妓女对维持白人社会的一夫一妻制也
造成威胁。而且，这个时期进入美国的华人也
越来越多。因此共和党的议员佩琪提交了一份
《1875年的佩琪法案》（Page Act of 1875），
联邦政府移民法第一次限制移民，将外来的移
民称为“不欢迎的人”。理由是这些华人是被
强迫苦力。随着恐慌症越演越烈，美国政府的
恐黄种人症导致对《1875年的佩琪法案》的补
充，1877年美国政府公布了《调查中国移民问
题的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公然宣扬排华
主张。该报告中说，美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
种族，亚洲人都是劣等民族。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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