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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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236-3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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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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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是流氓
（上接2015年9月4日第8版）

四
好在父亲工作忙。他的口号是将四人帮

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于是为了响应英明领袖
的伟大号召，他根据中央的十个大庆油田等
类似的经济发展目标，绘制了我们城市的宏
伟蓝图。革命的事业和革命的理想就象兴奋
剂，使父亲充满了活力。他没日没夜地工
作，他经常告诫部属们，要为官一任，造福
一方。他则要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改革开放后，父亲的自我感觉更是良好。他
那花白的头发，在雪姨的“强迫”下染成了
乌黑发亮，真如焕发了革命青春。

父亲在岁月的流逝中，在人民群众有肉
吃和有电视看而为他们这些掌握权力的革命
者歌功颂德时，又一次深刻体会到了一个革
命者伟大的人生。他在赞扬声中开始忘记了
青年时代在黄沙塘于家和在文化大革命中所
受到的欺压和羞辱。他甚至不愿意再去回顾
更不想思考那些岁月。然而，那岁月的痕迹
象幽灵一般，时不时钻进他的生活。

那时改革开放和引进外资是联系在一起
的。有一天，父亲的部属很高兴地向父亲汇
报说，终于钓到了一条大鱼，美国某大集团
公司董事长原来是我们市某县五十年代出去
的。那可是个能人，从讨饭到打工、再到开
小店最后办成了有几十亿美元家产的大公司
了。他富了不忘乡亲，有意到家乡投资，现
在由省里某厅某领导陪同已下榻在我市的某
宾馆里，希望书记能前往共同晚餐。父亲哈
哈一笑，也没问这外商姓何名谁，就兴高彩
烈地前往宾馆。在宾馆的总统房的客厅里父
亲见到了那位由省某厅某领导陪同、由大小
秘书伺候着的美国大公司的董事长。可双方
刚准备握在一起表示友谊和问候的手却在半

空中凝固了，一个共产党的市委书记和一个
来自美国的大公司董事长都目瞪口呆地盯着
对方。最后，还是父亲首先清醒过来，他
将原伸过去准备握手的大手变成了挥动的
手势，很不礼貌地指着对方而十分威武地
说：“你不是五二年叛国的大地主于朝龙的
二儿子吧？！”美国公司的董事长也很快从
当初的惊惶中解脱出来，他的手很绅士般地
将油光发亮的头发整理了一下，扶了扶昂贵
的金丝眼镜，很大度地说，“家父是本市某
县的黄沙塘于家的于朝龙先生。难道你不认
识？！”并回过头来很鄙视地用英语对其秘
书说了些什么。

那已准备好的美味佳肴父亲是无缘享用
了。尽管省里某厅的领导和父亲的部属想从
中调节一下这俩位关键人物因历史造成的紧
张而尴尬的气氛，父亲还是气愤地离开了宾
馆，并将随之而来的因胆怯脸都变了色的部
属狠狠地骂了一通。部属有口难言地不敢作
任何解释。

于朝龙的儿子并没有被父亲的粗鲁和权
势所吓倒，尽管他明显地感觉到各级官员对
他的态度的变化。第二天，他就用美元租了
这座城市最好的十部小车，同他的秘书带着
各种礼品回到了他当年亡命而别的故土。当
他知道那些留在家乡的兄弟和母亲都先后命
归九泉时，并没有流下一滴眼泪。他的秘书
给全村每家都送去了贵重的礼品，全村人都
感激不尽地接受了，并自发地拿着工具同他
一道整修着他父母兄弟的坟墓。后来，他向
村里人很礼貌地鞠了三躬，留下二十万美元
给村里人修水库和建学校就走了。他是直接
从老家到省城坐飞机走的，以后再也没有了
他的消息。

村里人不管乡和县里的反对，用于朝龙

儿子留下的美元，很夸张地为于朝龙夫妻及
儿子们修建了一座很大的坟墓，并在坟墓不
远处修建了方圆百里最好的学校。村里最有
学问的老夫子亲自书写的“朝龙学校”几个
大字，立在学校的屋顶，红红的，好远都可
以看到。

这些情况父亲是知道的。在公开场合他
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干预。他只是对几十
年没有往来的乡亲们感到不解。他曾私下
说，“妈巴子的，共产党对你们还不好。几
十万美元就将你们收买了。”尽管父亲表现
得那样不屑一顾，但可以看得出，父亲对于
朝龙儿子用金钱得到的尊敬在骨子里还是很
在意的。

就在于朝龙儿子回于家村后不久，我父
亲叫雪姨将大学毕业后回到故乡工作的大弟
和二弟找回家。在父亲的书房里，父亲同那
俩个日益疏远的儿子很认真地说：我老了，
干革命几十年总算明白了一些道理。我知
道，你们对我不关心你们的前程有意见，不
是我不关心，而是时机不到。你们想想，我
在位时，你们在我手中能做多大的官呢，搞
得不好还会有人东告西告的。现在我要退
了，对你们还是要有个安排的。我想，老二
你可以从政，老三你可以从商，你们大哥在
外省教书，我就没有办法管了，如果他愿
意，可以调回来，从政从商由他选。

可想而知，当我两个一直对父亲抱有成
见的弟弟，从革命者的父亲口里听到这些严
肃而富有亲情的安排时，真是目瞪口呆不敢
相信。他们看着父亲那少有的慈祥而真切的
眼光，深深地体会到父爱的伟大。我二弟后
来多次对我说起他那时的感受，最后总是感
慨地说，无论如何还是血浓于水啊。

父亲是八十年代中期从第一线退下来

的。那年父亲年已六十有五。当时，中央在
反复强调什么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省
里领导找父亲谈话时，父亲一再说自己身体
还好，可以为党奋斗终生，最后还是同意退
居二线。但提了一个要求，就是：“江山是
我们这些老家伙打下来的，应该交给我们信
得过的人。我们的孩子生活在我们身边，受
我们教育多年，是信得过的最可靠的革命事
业接班人。比如我家二小子，就是很有觉悟
和政治水平的好青年，应该好好培养。”

据说，省里面的领导非常同意父亲的观
点，因为，中央就有相当权威的人公开说过
类似的话。于是，在父亲从书记成为顾问委
员会主任的同时，我大弟就从工厂的工程师
成为了市团委书记，后来就成为市委组织部
长进了常委班子。在顾问委员会完成其历史
使命，父亲最后完全退下来时，大弟已是市
政府常务副市长了。

事实又一次证明，我父亲的决定是十分
正确的。我大弟的确非常具有政治家的天
赋。他不仅继承了我父亲敢说敢干、能够面
对一切困难的无产者精神，而且在所有的公
众场合，他都能将高姨礼貌和给人信任的修
养完整地体现出来，更为重要的，他所受的
教育比父亲们能更快地接受新思想和新事
物。他在为城市的经济发展做了大量工作的
同时，还能用许多非常合理的口号将社会流
行的诸如卡拉、桑拿之类披上改革开放的外
衣。在他的策划下，我二弟就能从一个工薪
人士，迅速地合情合理合法地成为了掌握上
千万资产的大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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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2015年9月4日第8版）

一、好莱坞电影中的黄祸（黄色恐
怖）起源历史

1880年，加利福尼亚州的州议会对该项
法令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中国人与白人通
婚和黑白通婚一样被禁止。同年，加州的立
法者又引进民法第69条，“禁止签发结婚证
予白人与黑人、混血人和蒙古人之间的婚
姻。”

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个《排除华人
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排除华人
法案》替代了1868年的清政府和美国政府制
定的鼓励华人移民的《伯林顿条约》。十年
禁止华工入境。杀戮华人不需要理由，重伤
甚至残杀华人、焚烧和抢劫华人财产的事件
屡屡发生。尽管美国在以后不断地反思这些
行经，但这种余毒一直延续至今。美国政府
有这样的法令还不足以将华工赶尽杀绝，十
年以后又制定了《盖瑞法》（Geary Act），并
在1892年5月5日在国会通过。该法案是对1882
年《排除华人法案》的延长，要求所有的华
人在美国都要携带身份证。如果身上不带身
份证，就会面临被遣送或做苦力一年的惩
罚。另外规定，华人不得上法庭做为证人，
在人身保护令期间不能得到保释。《1917年
的移民条例》在本地人的影响下制造了“亚
洲人禁区”。然而，在1907年美国联邦政府
法律规定一个妇女一旦和美国公民结婚，就
可以取得公民资格。但是1922年的《喀布尔
条例》改变这一法规，只批准那些嫁给非亚
裔男子的独立女性申请成为美国公民的资
格。值得一提的是，1922年，日本公民试图
进行示威游行，他们认为他们是白种人的成
员，这样他们能名正言顺地被归化。结果被
美国最高法院否决。最高法院认为日本人不

属于高加索人种的成员。1921年的《紧急指标
条例》和1924年的《移民条例》，根据原始
国籍限制移民。《紧急指标条例》依赖的是
19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这个数据在白种的
盎格鲁·萨克逊清教徒（WASP）人群中引起
了仇外心理。1924年的《移民条例》采用的
是189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这一数据更有利
于WASP，因此该条例对日益增加的来自东南
欧、亚洲来的移民进行制约。1929年建立的原
籍分配计划，更是明目张胆地在现实人口的比
例中用分配指标方式来保持种族分布，压制亚
裔和其他族裔人口的增长。直到现在，美国社
会的种族歧视一直存在着。

2. 好莱坞电影中的黄面孔规则
黄面孔演员在美国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

了。有记录的第一场戏是1909年伏尔泰的《中
国孤儿》（Voltaire’s Orphan in China）。《中
国孤儿》取材于元代纪君祥所创作的《赵氏孤
儿》。伏尔泰为了将《赵氏孤儿》的背景偏西
方化，故意将原来的中国春秋时期的下宫之难
改编成宋元蒙古人灭汉时期。这个故事成为成
吉思汗和他所爱慕的女人伊达美之间的情爱，
成吉思汗为情爱感动，特赦了伊达美和她的丈
夫、孩子和王子的故事。这部戏在法国引起了
轰动，在高达192场的演出中，舞台上无论是
主角或是配角，清一色都是用法国演员来表演
中国人的角色。在这些早年的戏剧中，绝大多
数的白人演员连亚洲人都没有见过，当时的观
众也从来没有看到过亚洲人。靠着当时的基督
教布道者到亚洲去传教带回来的片言只语，在
舞台上，白人创作者竭尽想象丑化之能事，对
生活在贫穷野蛮时代的“愚昧”的黄种人的形
象描写得到十分猥琐丑陋。远在电影时代到来
之前，欧美的观众在没有接触活生生的黄面孔
华人之前，已经从舞台上对黄面孔华人有了刻

板成见。到了电影时代，这种对黄面孔蔑视、
不肖一顾的概念便成了一种“黄面孔”潜规
则。这个潜规则就是电影中黄面孔必须是反派
的小角色，例如苦力、小偷、妓女、魔鬼、骗
子、乞丐、罪犯、恶棍等等。黄面孔的角色必
须由白人来扮演。

好莱坞华人电影历史是一部和美国华人移
民史相呼应的历史。随着时代走的好莱坞电影
业，也追随这一“黄祸”的理念，用白人至上
的霸道凶残的态度，在电影领域实践着这一理
念。在十八世纪末的好莱坞也有一些亚洲移
民。华人的形象集中反映在十八世纪牛市年代
的默片中，如《黄孩子》和《玎玲孩子们》。
在《黄孩子》中，作者不仅嘲笑黄孩子，而且
把黄孩子画成猪头人面。接下来的整个十年，
亚洲人一般都被描绘成“黄祸”，“一种入侵
美国的不要脸的毁灭性的力量，最终夺取这
个国家，打碎他们的社会和经济体系”。1908
年，大导演格里菲斯（D.H.Griffice）导演的
电影《致命时刻》（The Fatal Hour）是一部
彻底诋毁和丑化华人的电影。电影中的反面角
色叫胖李，他是一个罪恶的无赖。有段时间他
从事骗卖白女人的勾当，有一个叫亨特里克斯
的人和他一起做。胖李写条给亨特里克斯要五
个白女人。有个白女人看出被他骗了，咳嗽了
一声，被侦探发现。胖李逃走了。一个女侦探
从胖李给亨的信中知道他逃到哪里去了，立刻
通知警察去抓捕。但是被亨发现，亨通知了胖
李。警察将被骗的女人们救了出来，但是没有
抓到这两个嫌犯。反而这两个嫌犯把女侦探给
抓了，把她绑在柱子上，同时用枪对准她，到
12点就开枪。最后女侦探获救，他们两个罪犯
落网。

除了格里菲斯的电影外，还有在欧洲拍的
电影也是同样。

1910年的影片《黄魔鬼傅清》到美国播

放，故事说的是一个中国的魔术师傅清来到一
个经理的办公室，看见著名魔术师乔·贝林和
他的太太黛西也在门外等着。黛西生得天仙
一般，傅清对她垂涎已久。傅清猥亵的偷看黛
西，但是黛西总是鄙视、厌恶地回他一眼。贝
林进入经理办公室，门口剩下傅清和黛西。傅
清淫心不改，古技重演。贝林从办公室出来，
看到此情景大怒。他把傅清打到在地，和黛西
扬长而去。傅清十分恼怒，发誓报复，躺在鸦
片房思忖报复计划。当晚，贝林在台上演出，
这个中国人悄悄走到黛西的化妆室，在另外两
个中国人的帮助之下，把黛西劫走。

另外一部相似的电影叫《抓住孟傅同》
（“Take The Meng Fu Tong)，它是格里菲斯
导演的一部探案电影。这部电影的人物有牛仔
和中国人，是亚利桑那·比尔的系列电影。电
影讲的是比尔和他的妻子贝慈在欧洲追踪一群
以孟傅为首的小偷劫匪。这些劫匪干尽坏事，
丧尽天良，被人们深恶痛绝。电影中的比尔和
他的妻子为西方人，他们开着一辆车追缉一辆
坐满中国小偷匪徒坏蛋的车。

然而，大导演格里菲斯导演的电影并不是
每部都如此。在其1919年导演的《被粉碎了的
鲜花》中，华人主人公并不是一个坏蛋。相反
的，他是一个爱花似玉的男子。他的名字叫陈
欢。佛教徒陈欢从中国来到英国。他经营一个
小店。看到穿着破烂衣服瘦小的小姑娘露西被
她的父亲暴打，露西十分漂亮，他爱上了她。
后来露西姑娘被她父亲暴打致死，陈欢和这个
暴徒父亲打斗，陈欢杀了这个凶恶的父亲。自
己也在心爱的姑娘床前自杀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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