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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布城的中餐馆已经达到25家左
右，创下布城历史中中餐馆数量之最。不过，按
照时下的说法，没有最多，只有更多。随着布城
人口的不断增加，特别是随着布城华人数量的不
断增加，布城的中餐馆一定会越来越多。

布城的中餐馆在其发展史上大体可以分为三
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第
二个时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到本世纪前十
年，第三个时期在本世纪前十年之后。

第一个时期，中餐馆从一家发展到大约六七
家。第一家中餐馆是一位姓刘的老华侨于1979年
办的，名叫龙宫，在现在Hampton Inn所在的位
置。老板显然靠开餐馆把后半生的养老费攒够
了，80年代就回到了故国养老。由于那时候布城
华人数量很少，这些中餐馆面对的食客主要是美
国人，做的菜就一律美国化。所谓美国化，就是
以高热量高糖份的食物为主，食品多油炸，比如
炸馄饨，炸春卷；肉类多偏甜酸，比如甜酸鸡、
左宗鸡。布城老华人刘女士说，她跟交往了几十
年的一个美国老太太下中餐馆，老太太百点不厌
的菜就是甜酸鸡。那时布鲁明顿的人口跟现在相
比，除了学生人数少一些，其它居民并不比现在
少多少，所以这些为数不多的中餐馆都做得风生
水起。那时规模最大的有两家，一家叫湖南，另
一家叫香香锅。湖南店在鼎盛时期，厨房里有5
个员工，当班的服务生达到5至6人，带位就需要
两个，外卖的生意至少3至4人。湖南餐馆还第一
家开办了外卖业务。直到现在，湖南店的曹老
板回忆起当初的光荣岁月，还是满口的自豪。那
时，布鲁明顿来了珍贵的客人，比如杨振宁、牛
满江和刘宾雁等等，都是到湖南店来设宴的。香
香锅平时晚餐可以卖到100多桌，每逢周五和周
六或者特别的节日或者重大活动，比如情人节、
母亲节、新年、毕业典礼和橄榄球Homecoming
等等，来赴晚餐的客人几乎挤爆两个餐厅，一直
要夜里11点才能打烊，凌晨一点才能收拾完毕，
洗碗工把几大袋沉重的垃圾拉到外面的垃圾箱扔
掉。而那些规模小的中餐馆，好几家都是夫妻
店，每天也做得和和顺顺，一大家子的开支包括
子女读大学的学费都靠餐馆支撑下来。

第二个时期，来美留学的中国留学生逐渐多
起来，有的学生配偶开始投入布城餐饮业，布城
的中餐馆出现了一个发展小高峰，数量达到十来
个。这个时期前半段，中国人不如现在这样富
有，在国内做教授的，来IU做访问学者，也会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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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半时间投入到餐馆里，打工赚比国内工资高
很多的收入。那时，餐馆找人容易，像服务生
这种位置很是紧俏。布鲁明顿的老华人陆先生
把当时的中餐馆都干遍了，心里追求的是服务
生的位置，干的却都是洗碗工。快餐性质的中
餐馆也开始出现，而且生机勃勃，生意好到食
客队伍排到大街上。当初开快餐店的一个林姓
老板就说，颠炒锅把手腕都颠肿胀了，真心不
想生意再好。她很自豪地宣称，她老公的博士
学位和女儿的学士学位都是她这个鸡毛小店供
出来的。这个时期的后半段，中国人渐渐富裕
起来，餐馆老板们开始感叹找佣工难。中国学
生们已经在财务上壮大，餐馆打工的性价比不
再能吸引他们。几家老牌中餐馆比如湖南、香
香锅和China Gate终于渐行渐远，最后在食客
们的惋惜中，淡出视野。

第三个时期，中国留学生数量出现井喷式
增长，相应的，中餐馆也出现了重大变化。
学生们开办的提供地道中国菜的中餐馆成为这
段时期中餐馆发展的主旋律。大量中国学生的
到来，给本来有些式微的当地中餐馆提供了勃
勃生机，但一段时间之后，这些中国学生不再
能容忍美国化的中国菜，终于，有一天，平地
一声春雷响，一个叫荷院的中餐馆出现了。那
一段时间，荷院前面的停车坪总是塞满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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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华人自行车队闯入小五百决赛
IU华人自行车队（少先队）不断给人惊喜，

去年以微弱差距与决赛擦肩而过。经过一年秣马厉
兵，今年终于闯进决赛，在小五百（Little 500）历
史上写下壮丽一笔。

■ 本地新闻

一妇女因在Kmart不付款而拿走商
品被逮捕

4月4日，一妇女在西边Kmart外面把店家
的十几株树苗和植物搬到卡车上，没有付款就
欲开车离开。Kmart工作人员上前询问，该妇
女谎称，她父亲正在店里付款。工作人员并没
有在店内找到她父亲，随即报警。警方半路截
获该妇女，并将其逮捕，关入梦露郡看守所。
该妇女有偷盗前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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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民权自由联盟和计划生育组织挑
战印第安纳新通过的堕胎限制法

印 第 安 纳 美 国 民 权 自 由 联 盟 （ A m e r i c a n 
Civil Liberties Union）和计划生育组织（Planned 
Parenthood）就印第安纳新颁布的堕胎限制法起诉
印第安纳立法和行政当局。该堕胎限制法禁止基于
胚胎基因缺陷而堕胎。法律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把
案子最终推向联邦最高法院。

尿我广告（PeeOnMeAds）在
中南印第安纳问世

Steve Litz一年前还是辩护律师，退休
后仍然没有歇着，退休后跟妻子到阿根廷
旅游，上卫生间的时候来了灵感。回到印
第安纳，立即行动，调查了印第安纳中南
部的酒吧、体育馆、饭店和夜总会，发现
把尿我广告贴到小便池是一个不可小视的
市场。而且这种广告比其它各类广告更为
吸引眼球。在男人尿尿的那小段时间里，
广告可能成为他唯一的关注点。目前，Litz
已经成立尿我广告公司。

IUCSSA选出新一届理事会
IU学生学者联谊会（IUCSSA）自从成立

以来，已然27个春秋。27年来，IUCSSA坚持
为全体在校中国留学生和B-town地区华人服
务的理念，致力于通过开展各种非营利性活动
为大家带来家的温暖。今年2月27日，IUCSSA
选出新一届理事会。过去的一年，是IUCSSA 
历史上发展最为迅速的一年，无论在活动的数
量、质量以及类型上都较以往有了极大进步。

IU生物学家获得进化研究基金
IU生物系教授Armin Moczek获得一百

二十五万美元基金，用于研究生物进化。
这项研究计划规模巨大，一共有22个研究
项目，由美国、英国和瑞士的8个研究机构
共50个科学家联合展开进行。IU获得其中
3个研究项目。该研究旨在深化和完善进化
论。

唐山谣，思想起
……
远离故国，最可怕的事是精神

的荒疏：小调是别人的，历史是别
人的。你跟周围的人，没有共同的
记忆，没有共同的歌。今天艾美给
我们流利地背诵了美国孩子打小记
熟地对国旗说话的“誓词”，刹那
想起我的家人，电视声音才起，就
能流利背完毛的《北戴河》全词：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
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
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
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
了人间！……

详细内容见B4版＞＞

金赛的花园和音乐会
园艺和音乐是金赛生命星空中

两个璀璨的星座，在金赛的一生中
扮演着异乎寻常的重要角色。这两
者提供给金赛的都是美，可以为金
赛在繁忙而且常常不愉快的人生中
提供宣泄和寄托的渠道，不仅让他
的身体而且让他的精神得到轻松。
它们是金赛一生中可以跟宗教同日
而语的东西，是他寻求身泰心宁的
手段。……

详细内容见B2版＞＞

布鲁明顿中国人的圈子里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
之一就是荷院。连美国人也开始注意到了荷院
的盛况。一个周末，地方上的英文日报Herald 
Times刊载了一篇文章。文章作者显然是个本地
的老食客，对几十年来的中国餐馆发展史了如
指掌。她有天也光顾了荷院，品尝之下，发现
这里菜肴的味道是以前在中餐馆里从未品尝过
的。随着荷院的成功，一大批同样模式的中餐
馆在布城遍地开花，但荷院的车马塞路却没有
能重演。清冷场面的后面似乎各有各的原因，
但原因其实很简单。曾经把中餐馆开得红红火
火的徐女士从宏观的角度分析，认为布城中餐
馆的市场容量其实并没有变大，中餐馆数量猛
地增长，就只能导致每个中餐馆的市场份额锐
减。而以前湖南店的曹老板说，开餐馆其实很
复杂，不在其间摸爬滚打足够的日子，就要做
老板，一定会遭遇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现在
找大厨不易，找一般的帮工也不易，一个餐馆
纵然出现了兴旺局面，也很难保持下去。一些
餐馆就遭遇了这种难事。大厨才干了几个月，
就可能要求提高工资，要求不满足，就立即跳
槽。满足要求吧，餐馆的成本又会剧增，生意
无法再做下去。

布鲁明顿的餐馆业正面临着一个瓶颈期，
未来局面怎样，让我们拭目以待。

农夫市场：亚洲节
春天来了，天气也暖和了，农

夫市场也跟鲜花一起开放。到农夫
市场去，就相当于在中国赶集，那
里有蔬菜水果各类肉食，还有各种
各样的表演。亚洲节也会在农夫市
场上向布鲁明顿市民展示多彩的节
目。
时间：4月16日  10 am - 12 pm  
地点：Showers Common
电话：812-349-3738
门票：免费

当初的China Gate店徽及其菜单（图片摘自网络）

布鲁明顿的饮用水达标
据三月在布鲁明顿市区八个测试点测试结果，

布鲁明顿市区的饮用水勉强达到联邦政府制定的标
准。布鲁明顿市长汉密尔顿说，随着天气渐渐暖
和，达标会具有挑战性，彻底改善水质还有很多工
作要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