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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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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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wenquan.wang2012@gmail.com

起点发艺
男士精剪：$10起；女士精剪：$18起。 
地址：8916 S Meridian St (Greenwood) 
IN 46217。电话：626-560-2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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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茶店急售
位于印州首府IUPUI医院及YATs旁，
客流量大，创业好机会，有意者致电
或留言 317-491-3148

瑞特车行
Richter Automotive, LLC

Used Cars for Sale!  二手车
BMW, Toyota, Mazda, Ford, Volkswa-
gen, and More!No overhead so we 
pass the savings on to you!   没有手
续费，帮您省钱！
网站www.richterauto.weebly.com
联系电话：317-941-9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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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脚店转让或承包
印州，三年床脚店，富人区，转让或承
包，接收即赚，有意电联 917-517-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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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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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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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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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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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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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美甲美容按摩师

您的魅力来自我的创意，
改变从头，愉悦在心。

本店诚聘美甲、美容和按
摩师，待遇面谈。有意者请联
系电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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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乡
记

作者：李锋（上海）

（上接4月15日第8版）

一
想起了出发到贵州之前的那些日子……
1967年的下半年，中小学经过长期的停课，陆

续开始“复课闹革命”，总算把在社会上闲逛的青
少年拢到了学校里。我是67届初中，从1966年停课
闹革命开始，下乡劳动、长征串联，每天生活在激
动、恐怖和无奈当中。时间已经到了1968年的下半
年，本该1967年毕业的我们究竟路在何方？大学已
经停止招生，毛主席最器重的工人阶级也开始忙于
派别斗争而无心生产，国家经济一路下滑，工厂失
去了大量更新血液的能力，共和国的经济濒临崩溃
边缘。而此时，1966年6月起，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
滞留在学校的66、67、68三届学生（在共和国历史
上称之为老三届）面临无法毕业，无法离开学校的
窘境。学校里到处是这些年轻、不安、躁动的年轻
人。而这些人的出生期，要么是赶在临近解放多子
多福的年代；要么就是共和国诞生初期，毛主席号
召多生子女、奖励光荣妈妈的时代。当时的中国造
了那么多娃娃，而到此时，都长大成人，成了“老
三届”。我记得，光我们上海的67届初中生就有26
万，据说全国的老三届总数超过千万！这些人能到
哪儿去呢？

毕 业 分 配 工 作 是 从 1 9 6 8 年 最 后 几 个 月 开 始
的。67届的，公布的分配方案是30%去“工矿”，也
就是上海的各类工厂（这已经是上海工厂最大的承
受力），70%去“插队”，既是去农村上山下乡（这
个比例到了68届就是100%）。

学校分配的初步名单公布，由于基本是本校老
师们的意见，我居然是在“工矿”之列。但此时工
宣队已经进入学校，这是中国教育史上最奇怪的一
个阶段，居然让一批一线工人，放下手中所有的工
作，到他们根本不熟悉的领域去发号司令。他们不
懂教育，当然，也不需要懂教育，但学校的最高权
力逐渐转移到他们手中。“臭知识分子”们根本不
是血统纯正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对手。

名单公布以后，理所当然引起班级的同学们的
议论，更有勇敢的好出身的同学直接去工宣队义愤
填膺地陈情：李锋是反动资本家出身，怎么能够留

欢 迎 刊 登  分 类 广 告

在上海工矿？！工宣队立即行动，以阶级斗争的锐利
眼光，严格审查了由老师们确定的名单，做了重大调
整。第二次正式公布工矿名单的时候，我的姓名已经
理所当然地被删除。

此时的上海，报纸上，电台里，广播中，到处看
到、听到的都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
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
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
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们
应该欢迎他们去”，整个城市刮起了巨大旋风，宣传
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马路上，整天是举着红旗，敲
锣打鼓迎接毛主席最高指示的游行；单位里，所有的
高音喇叭都在播放“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
需要的地方去！”激动人心的歌曲：墙上凡是有点空
的地方，都被刷上了新的醒目标语；里弄干部也统统
被动员起来，挨家挨户落实所管辖区居民家庭中有几
个人应该上山下乡。

文革进入深水区，随着各级政府一次次被打倒，
传统的组织结构被革命破坏殆尽，政策信息无法再用
以前层层传递的方式，所有重要的社会举动都是以
“最高指示”的形式直接下达。“圣旨”到日，尽管
没有封建社会的跪接仪式，但以另一种全国性的节日
狂欢代之：锣鼓、红旗、游行、标语以及口号。这真
是个激情澎湃、充满狂热和混乱的年代。

当贴上“反修防修”、“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标签的运动在全国掀起后，谁也没料到，这次运动范
围之广、之深，几乎牵连到城市居民的每个家庭，
而且足足影响了一代人。记得1966年6月文革刚开始
时，《人民日报》上曾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触
及每个人灵魂的大革命》。这句话是应验的，随着文
革的进程，几乎每个家庭、个人，都会在不同时期遭
遇各种各样的灾难。今天得意者，可能就是明天落魄
者；今天整人的人，明天可能是挨整。于是，每个人
的灵魂都被文革那个粗壮的手指“触及”了。而此时
的上山下乡，由于人数众多，涉及面广，又成了触及
每个家庭灵魂的大运动。

我在家里最小，哥哥姐姐们几乎都走完了读书的
历程，轮到上山下乡的就我一个。文化革命早已将父
母在精神上彻底打垮了，爸爸再也没有了文革之前的

威严和睿智，眼看没有能力将我留在身边，只甩出
一句话：“走吧！”；妈妈泪眼涟涟地看着我，一
句话也说不出来。家里把仅存的、所有的关系都找
出来，为的是凑一点点钱，能够为我准备行装，身
边另外还能带上100元，作为救命钱已备不时之需。

事情简单到只要报一个名，第二天姓名就出现
在学校大门旁的红榜上。里弄的干部们就再也不用
每天到你家去敲锣打鼓，落实毛主席最高指示了。 

当时上海学生可选择去插队的地方是7个。北
方4个：黑龙江、辽宁、内蒙、安徽；南方3个：江
西、贵州、云南（也有些学生自找乡下亲戚插队，
是被允许的）。

北方不在我的考虑之列。黑龙江、内蒙，都是
建设兵团的形式。当时中苏边境紧张，那里是反修
防修的前线，有浓厚的屯垦戍边色彩，对成份要求
很高，绝对需要根正苗红的学生去戍守。上海人对
于安徽，一直没有好印象。原因在于几乎上海街头
所有的要饭者，都来自安徽。殊不知，这实际上是
安徽淮北某些村落的固有传统，但当时的上海人却
把整个安徽看成是要饭的地方。

我的选择应该是南方。没有选江西，因为我长
征串联从上海一路走到南昌，走过浙江、江西的山
山水水。以浙江的山清水秀和富庶与江西比，确实
会对江西的红土地以及老百姓的贫瘠有深刻印象
（其实后来去的贵州落后和艰苦远甚于江西）。一
个人总是对已知的事物有清楚的判断和评价，但对
于那些遥远的、未知的世界却会充满幻想。我当时
的选择居然是云南。理由太简单：就是因为曾看过
一个电影“美丽的西双版纳”，原始森林深处的神
秘而葱茏，少数民族的热情而温柔，这一切都给年
青的我留下深刻印象。上海静安区对口插队的云南
地区是楚雄，我特地赶到一个家里有《辞海》的老
师那里查了一下：是彝族自治州，成昆铁路经过境
内，大量的森林资源，盛产水稻、甘薯、玉米等。
少数民族、森林茂密、交通便利、能吃大米，《辞
海》上简单的介绍几乎全部符合当时上海人的标
准。美丽的云南，甚至让我产生了赶紧要前往的冲动。

——待续——
（版权文章，如需转载，请联系本报。）

中美外交神人“ 蒲安臣”
（上接4月15日第8版） 

出访美国
蒲安臣也具有优秀职业道德和良好个人品质，加上本来

信仰并为之奋斗的国家人权平等理念，他不负清政府之重托
和信任，1868年首先从上海起锚扬帆，直奔美国试刀，代表
中国和自己的国家较汁抬扛谈判。借助自己在美国政界的名
望和人脉进行游说宣传。他在纽约演讲中说道：“我期望中
国保持自主，维护独立，拥有平等，并且对其他国家赋予同
等权利”。遵循中美相互平等互惠原则，浦安臣最后在华盛
顿与美国政府签署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丧权辱国”《天津
条约》的全新续增版，史称《蒲安臣条约》，可以说是美国
人和美国人签了一个关于中国人的法令——这次是在相互平
等的基础上。

条约内容包括中美贸易平等，公民最惠国待遇，限制
干涉中国内务，华人在美居留和旅行权并受到平等保护等
条款，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双方人员在对方国家的教育上学权
利，这等于为后来的中国派遣留学生奠定了政策基础，所以
从这一点说，早期中国幼童赴美留学最初起源于这个条款的
设立。下面引用条约中关于居住和旅行的一项条款，中文原
件目前收藏在台湾。

“美国人民前往中国，或经历各处，或常行居住，中国
总须按照相待最优之国所得经历与常住之利益，俾美国人一
体均沾。中国人至美国，或经历各处，或常行居住，美国亦
必按照相待最优之国所得经历与常住之利益，俾中国人一体
均沾。”

尽管《蒲安臣条约》在后世被某些人认为是一个卖国条
约，从世界发展和中国进步角度来看，其实它是鸦片战争后
西方和中国的第一个平等条约，推动了中国的门户开放，当
时广泛受到了中美两边开明人士的欢呼点赞，“彼条约实为
最自由最平等之条约也”（梁启超语），也标志着中美友好
平等关系的开始。

作为曾经的中国赴美留学生，我要特意多说几句《蒲安
臣条约》对中国留学教育的重大作用和深远影响。在依据条
约的基础上，1872年开始，清政府选派4批120名中国幼童留
美，由此开始了中国留学美国的新篇章。幼童培养回国后基
本成为了各行业人才，包括铁路专家詹天佑、民国总理唐绍
仪、驻美公使梁诚等，极大促进了中国的民主进程和现代发
展，还有几位从军的，后来在甲午海战和中法海战中为国捐
躯。而梁诚后来又经过争取“庚子赔款”，进一步推动了赴

美留学，也才有了今天的“清
华大学”（北京和台湾）。由
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大
陆留学美国一度中断，70年代
末由曾经的留洋生邓小平亲自
拍板，重新恢复了赴美留学，
而今天高达数十万的中国留学
生在美读书学习，接受西式教
育。饮水思源，蒲安臣居功至
首。

漫游欧洲
在美国取得开门红后，

蒲安臣又继续以清朝“钦差大
臣”身份，马不停蹄出访了英
国、法国、丹麦、瑞典、荷兰
等欧洲各国，在法国就待了长
达6个月。在欧洲先后拜会了
维多利亚女王，觐见了拿破仑
三世，会晤了俾斯麦首相，四
处努力游说公关。除了英国和
普鲁士各发表了一份符合蒲安
臣要求的声明，蒲安臣没有能够和任何欧洲国家成功签订类
似的实质性合约，但他的积极演说让西方各国更好地了解的
中国的内部情况和对外态度，尽管蒲安臣有时为了宣传，也
有意把清政府美化了不少。

鞠躬尽瘁
1870年，当他正与俄国沙皇艰苦谈判时，却因为鞍马劳

顿身心疲惫，加上俄国严冬的恶劣气候，突然患肺炎病倒不
治，于2月23日在圣彼得堡去世，为大清国捐躯异国，终年不
到50岁。消息传到清廷，为表彰感谢蒲安臣的贡献和牺牲，
同治皇帝下诏，清政府追授蒲安臣清朝最高一品官衔，赠与
家属抚恤金一万两银子（也有说一万美金，现值大约二百多
万美金）。蒲安臣遗体最后运回美国，在波士顿公开举行了
隆重葬礼，仪式上悬挂装饰的是美国星条旗和中国黄龙旗，
据说蒲安臣出访时采用中国元素亲自设计了大清黄龙旗，这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面国旗，也就是说蒲安臣也是中国第一面
国旗的设计者。

尽管蒲安臣生前是为中国政府服务并殉职，但赢得了世

界的尊敬。他出访过的欧洲各国纷纷表示痛惜和悼念，也不
妨碍美国大批主流媒体报道了蒲安臣去世和葬礼 (（我甚至在
网上找到了纽约时报1870年2月24号关于蒲安臣去世的新闻报
道），介绍他的生平事迹，赞扬他高贵的品质和崇高目的，
哀悼美国的损失。其实他的突然逝去也是中国外交的巨大损
失，他去世后的中国外交基本丧失了对西方有力的宣传和交
涉能力。如果有蒲安臣在，或许此后数十年的中国外交史就
会多少不一样，后起的“卖国贼”李鸿章大人也或许不需要
承担那么多的忍辱负重，可惜历史没有如果。当然蒲安臣不
可能独自改变中国的整体外交弱势，但应该会在强权夹缝中
争取更多一点的生存空间，他生前代表中国取得的外交成就
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待续——
（摘自在水两方的博客）

蒲安臣（中）与中国使团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