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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金节又一次庄严地来临。这是
一个不仅对于黑人、而且对于其他少数民族甚
至对于整个美国社会都很有教益的日子。节日
前后，布鲁明顿的纪念活动层出不穷。有庆祝
早餐，有社区义工活动，有颁奖典礼......

如果说白人当初来到美国是来投奔自由，
那么黑人当初来到美国则是来受奴役的。本来
黑人在遥远的非洲大陆，穷则穷矣，但既自
由，也自足，还快活。但孰料祸从天降，从
欧洲来的白人们把他们当成牲口捕的捕、捉的
捉，然后再成船成船地载到美洲大陆去贩卖。
人类历史上有史可查的大规模的贩卖人口活动
应该就是这场贩卖黑奴的运动。与白人们当初
来到新大陆的豪迈兴奋迥异，黑人们当初是满
怀着悲哀和愤怒被人像牲口一样牵到美国的。

到了美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即使有
林肯的解放黑奴宣言，黑人们照旧不能与白
人享有同等尊严。虽然独立宣言上有掷地有声
的“人生而平等”的庄严宣告，美国宪法也贯
穿了平等的原则，但黑奴无论是在正式的立法
规定中，还是在一般国人的心目中都没有站到
作为人应站到的那一高度上。都说民主和自由
是西方的文化传统，但是黑人居然在上世纪60
年代以前都没有沐浴到民主和自由的阳光。就
说布鲁明顿，直到上世纪初四十年代中期，还
像传统的南方蓄奴州一样有着黑暗丑恶的种族
隔离制度。不要忘记了，当时的美国人正欢呼
二战胜利结束，黑人们却没有能够一道分享胜
利的喜悦。布鲁明顿当时的电影院、游泳池、
餐馆、酒吧大都对黑人恶眼相向。华盛顿街和
六街那里曾经是一个有色学校，所有的黑人子
弟都在那里上学，黑人也都居住在那里。1925
年，三K党在布鲁明顿曾经很活跃，在以布城
为中心的梦露郡有1457个三K党成员，而在1922
年，布鲁明顿的黑人不过是四百多人而已。

到了60年代，黑人中产生了一批以马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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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艺术 

路德金为领袖的英雄人物，他们上街游行、示
威、集会，一时激荡而成汹涌澎湃的要平等要
自由的潮流。黑人与白人一样的平等自由也第
一次被庄严地写进法律。但即使如此，社会上
的传统、偏见与仇视一直在阻挠着黑人拔高为
人。马丁·路德金被种族主义分子的枪弹夺去
了生命。第一个进入白人学校上学的黑人小姑
娘居然要几个彪形大汉般的警察陪着才能安然
上学校学习。三K党四处执炬游行，焚烧黑人
教堂，毒打和枪杀黑人。

但黑人为了争取平等权利不屈不挠。那位
黑人小姑娘孤身一人在学校里，没有其他同学
理她，吃午饭、玩乐都是形单影只，但她挺过
来了，完成了她的学业。而渐渐地，同学、同
学的家长也不得不接受了她。另外一位黑人妇
女在公共汽车上面对着众白人的虎视眈眈，居
然勇敢地不给白人让座。有一位黑人女医生竟
然勇敢地来到一座种族主义分子聚居的小城市
开业行医。三K党的总部曾经设在这里，居民
之间充满了对黑人的仇视，但这个女医生无所
畏惧，在这里定居下来，生活至今。 

面对着黑人的顽强，美国这个白人主宰的
社会不能不最终接纳黑人。哈佛、耶鲁一类的
大学，黑人一样可以跻身其间；律师、医生、
企业家这类被视为高级的职业，黑人一样可以
涉足；管理社会、国家的官僚阶层，黑人也可
以当仁不让了。三K党虽然仍旧存在着，但已
经变成了主流社会所不齿的东西。这一切，都
应该归功于黑人的积极奋争。黑人并非天生的
政治动物，但他们的政治热情极高，又非常团
结。凡黑人众多的大城市，比如纽约、华盛
顿、洛杉矶、亚特兰大，市长的宝座经常尽数
落入黑人之手。议会里，黑人议员也为数不
菲。黑人的努力没有白费，几十年过去，虽然
他们在就业、教育、居住环境等各方面依然堪
忧，但相比60年代以前的境遇，那已是天上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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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裔美国人在今天的美国社
会中有着独特的形像。在医生、IT
行业中，印度裔美国人占有很大比
重；在学生的spelling bee比赛中，
印度裔孩子经常名列前茅。印度裔
美国人由此被戴上了“模范少数族
裔”的桂冠。不过，在这一切光鲜
表现的后面，印度裔这一群体其实
也有其它族裔的问题，比如贫困、
暴力等等。重新解构印度裔美国人
这一群体，有助于大家了解任何一
个种族都不是整齐划一的。
时间：02/04/16 5PM- 6PM
地点：Mathers Museum of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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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了。
每年一度的马丁·路德金节是一个提醒，提

醒着人类社会曾经有着那么一段黑暗的岁月，在
那段岁月里，一部分社会成员没有被当成人来看
待；也提醒着良知是存在于人类之中的，并且总
有复苏的一天。马丁·路德金节也是一个讴歌，
讴歌百折不挠地争取社会平等的英雄马丁·路德
金，他是人类历史上一根光辉的标杆，他富有感
染力的呐喊会永远回响天空大地。 

文/奔雄   图/平雅

IU 庆祝马丁路德金节的Leadership早餐现场

汉密尔顿市长把饮用水质量问题
提到议事日程

当选市长后，新市长汉密尔顿就向公众宣
布，布鲁明顿的饮用水质量将会是他上任后的
一个任务。1月14号，也就是上任后两个星期之
后，汉密尔顿市长向公众发布布鲁明顿饮水质量
情况以及他的治水计划。布鲁明顿市区的饮用水
基本安全，但有一个指标超标。这个指标是消毒
副产品（disinfectant byproducts）含量。为了改善
这个指标，市长将会促成有关部门改善管道和加
强监督，并会向州主管部门申请提高水价，以便
能负担因改善水质而提高的成本。

■ 本地新闻 IU橄榄球主教练续签六年合同
IU橄榄球队主教练凯文·威尔逊（Kevin 

Wilson）因为上个赛季的卓越表现，得以续签六
年价值一千五百三十万美元的合同。威尔逊在上
个赛季中带领IU橄榄球队打入美国大学联赛决
赛阶段的比赛。这是IU自从2007年以来再次打
入决赛阶段。

印大市中心中国buffet，3600
呎，150座位，无限停车场，
无限潜力，意者请面洽（812）
339-3388 

 

GE将把家用电器生产部分卖给中
国海尔公司

GE宣布将以15亿4千万美元的价格把家用电
器生产部分卖给中国海尔公司。海尔公司是世界
上最大的家用电器公司。GE在布鲁明顿的车间
也将随着这个交易属于海尔公司。

Lawrence郡宣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跟梦路郡相邻的劳伦斯（Lawence）郡宣布
出现由丙肝引起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丙肝一般
由注射毒品时共享针头等器材而感染。

IU资深副校长MaryFrances McCourt
将到宾州大学高就

IU资深副校长MaryFrances McCourt接受了
宾州大学的聘请，将于3月21日到该校担任主管
财务的副校长。

去年11月攻击穆斯林妇女的男性
将由郡外陪审团决定是否有罪

去年十一月，一个白人男性在布鲁明顿市区
一餐馆前公开暴力攻击一个穆斯林妇女，该男
性随后被IU开除学籍，并被逮捕。近日，检察
官、辩护律师和法官达成协议，由非梦露郡公民
组成陪审团，决定该男子是否有罪。

电影《好天主教徒》将于1月25日
在布鲁明顿开机

《好天主教徒》由Paul Shoulberg执导并负责
电影剧本写作。该电影来源于Paul Shoulberg父母
的真实故事。其父是牧师，而其母是修女。Paul 
Shoulberg试图以这部电影说明牧师和修女也是普
通的人。

讲座消息

那年到南国

……
我们在佛罗里达玩了似乎有十天，除

了迪斯尼乐园，还去了海滩、肯尼迪航天
中心和海上世界。在海上世界，跟提着花
篮、打扮成中世纪淑女、四处逛的漂亮女
郎留了影。看了人从50米的高台上跳入水
中。天天有惊喜，时时都快乐。

……
多年过去，那趟南国之行的点点滴滴

仍然历历在目，仿佛就在目前。而同行的
旅伴们却如星辰一样，各自散落在宇宙的
不同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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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人性的度量

终 于 见 到 8 5 岁 的 来 恩 教 授 
她 写 的 书 
是 关 于 人 的 濒 临 死 亡
以 及 这 群 人 对 性 的 渴 望
性 是 人 性 的 度 量
一 直 量 到 
人 生 的 最 后 一 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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