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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聘保姆
要求身体健康，喜欢小孩。照顾孩子
和简单家务。待遇从优。电话732-
543-5106

急聘
蜀香园急聘暑期工，服务员、勤杂工
或后厨工均可。
有意者请联系：317-328-2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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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强法律服务热线
孙强法律服务热线：317-703-0818
（留言必回）精办：政治庇护、面谈
培训、工作许可、 绿卡、入籍、延期
滞留、回美纸、亲人访美、家属的 I-
130/I-730申请等等 相关法律服务。
广告永久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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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wenquan.wang201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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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国搬迁售房
House建于2001年，位于东carmel，131 
街附近。5个房间；2.5个卫生间；二
层，双面楼梯；木制栏杆，有地下
室。3461 平方英尺。
房子南北朝向，宽敞明亮；后院与后
面邻居间有一排树；小区安静，邻居
友好；去商场、学校、医院、图书馆
都方便；学区好。要价：$279,900
有意者请联系张女士：
317-569-8948；317-285-8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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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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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
West Carmel中餐馆堂吃店，诚请

一名企台part-time or full-time.有意者
请电：317-341-2764

床脚店转让
好区四年床脚店，生意稳定，接手即
赚，因老板另有发展现急转让。创
业好机会，价钱面议，有意者请速联
系。317-900-0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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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出租
印城西北地段四居室三浴出租包水
电。有意请联系：317-703-9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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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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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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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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妹
子

作者：陈忠实

不应忘却的历史——美国华裔的抗战

（上接9月30日第8版）

第七节（上）
乡谚说，老子少不下儿子的一个

媳妇，儿子少不下老子的一副棺材。
给三娃子建峰的媳妇娶进门，

游结在克俭老汉心头的疙瘩顿然消散
了。三个儿子的三个媳妇现在娶齐
了，做为老子应尽的义务，他已经完
满地尽到了；至于儿了回报给他和老
伴的棺材，凭他们的良心去办吧！他
今年还不满六十，身体没见啥麻缠病
症，自觉精神尚好，正当庄稼人所说
的老小伙子年岁，棺材的事还不紧
迫，容得娃子们日后缓缓去置备。

真不容易啊！自从这个操着陕北
生硬口音的媳妇踏进门楼，成为这个
三合院暂时还显得不太谐调的一个成
员，五十八岁的庄稼院主人就总是禁
不住慨叹，给三娃子的这个媳妇总算
娶到家了，真是不容易啊！

吕家堡的吕克俭，在本族的克字
辈里排行为八，人称吕老八，精明强
干一世，却被一个上中农成分封住了
嘴巴，不能畅畅快快在吕家堡的街巷
里说话和做事。上中农，也叫富裕中

农，庄稼人卑称大肚子中农。政府在乡村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
农下中农，团结中农，打击孤立地主、富农。对上中农怎么对
待呢？没有明文规定，似乎是处于两大敌对阵营夹缝之中，真
是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了。队里开会时，队干部在广播上高喉咙
粗嗓门喊着，贫下中农站在左边，地富反坏右站到右边，阵势
明确，不容混淆。这种时候，这种场合，吕老八就找不到自己

应该站立的位置了。在这样令人难堪的时境里，吕克俭已
经养成一种雍容大度的胸怀，心甘情愿地瞅到一个毫不惹
人注目的旮旯蹲下去，缩着脑袋抽旱烟。

这种站不起又蹲不下的难受处境，虽然不好受，时
间长了，也就习惯了。最使老汉难受的两回事，毕竟都已
过去了。五○年土地改革订成分，三十出头的年青庄稼汉
子吕克俭，半年时间，把一头黑乌乌的短头发熬煎得白了
一半多，变成青白相杂的青丝蓝短毛兔的颜色了。谢天谢
地，土改工作组里穿灰制服的干部，真正是说到做到了实
事求是，给他订下了富裕中农的成分，而终于保住了现有
的土地、耕畜和三合院住房。他拍打着青丝蓝兔毛似的头
发，又哭又笑，简直跟疯了一样，只要不被划成地主或富
农，把这一头头发全拔光了又有啥关系！

万万没想到，十来年后又来了“四清运动”。这一
回，历时半年，吕克俭的青丝蓝兔毛似的头发脱落了一多
半，每天早晨洗脸时，顺手一搓，头发茬子刷刷掉在水盆
里。吕家堡原有的三户富裕中农，一户升为地主，一户升
为富农，两位已经佝偻下腰的老汉，被推到那一小撮的队
列里去了，作为惩罚，每天早晨清扫吕家堡的街巷。谢天
谢地，吕克俭又侥幸逃脱了，仍然保持着原有的上中农成
分，这一回，他没有丝毫的心思去感激那些“四清干部”
的什么实事求是的高调了。没有把他推到地主富农那一档
子里去，完全出于侥幸，出于运气，从贴近工作组的人的
口里传出内幕情报，说是为了体现政策，不能把三户上中
农全部升格为地主富农，必须留下一户体现政策，不然，
吕家堡就没有上中农这个特殊地位的成分了。

“四清运动”结束后，吕克俭摸着脱落得秃秃光光
的大脑袋，对老伴闪眨着眼皮，说出自己的新的人生经
验：“你说，工作组为啥在三户上中农成分里，专选出咱
来‘体现政策’？咱一没给工作组求情，二没寻人走门
子，为啥？”老伴不答，她知道他实际不是问她，而是要
告诉她这个神秘的问题，果然，吕老八很得意地自问自

作者：李大玖

答：“我在吕家堡没有敌人！没有敌人就没有人在工作组跟
前乱咬咱，工作组就说咱是诚心跟贫下中农走一条道儿的。
因此嘛！就留下咱继续当上中农。”

这是吕克俭搜肠刮肚所能归结出来的唯一一条幸免落难
的原因。得到这个人生经验，他无疑很振奋，甚至抑制不住
这种冲激，跑到院子里，把已经关门熄灯的儿子和媳妇以及
孙子都喝叫起来，听他的训示：

“看明白了吗？甭张狂！你只要一句话不忍，得罪一个
人，这个人逢着运动咬咱一口，受得！人家好成分不怕，咱
怕！咱这个危险成分，稍一动弹就升到……明白了吗？咱好
比挑了两筐鸡蛋上集，人敢碰咱，咱不敢碰人呀！我平常总
是说你们，只干活，甭说话，干部说好说坏做错做对咱全没
意见，好了大家全好，坏了大家全坏，不是咱一家受苦害，
用不着咱说长道短。干部得罪不起，社员也得罪不起。咱悄
悄默默过咱的日月，免遭横事。这一回，你们全明白了吧？
不怪我管家管得严了吧？”

一家人全都信服老家长了。
“四清”收场，“文革”开锣，吕家堡村的工分一年

年贬值，成分却日渐升价。贫农下中农的成分越来越值钱，
地富成分且不说，中农也不大吃香了，上中农几乎无异于地
主富农。吕克俭为三娃子的媳妇就伤透脑筋了，旁的条件且
不谈，一提上中农这个成分，就使一切正常的女子和她们的
家长摇头摆手。谁也拿不准，说不定明天开始的某一运动，
就轻而易举地把上中农升格成富农或地主了，谁愿意睁眼走
进这种遭罪的家庭？眼看着三娃子上唇的汗毛变成了黑乎乎
的胡须，脸颊上日渐稠密地拥集起一片片疥子疙瘩，任何做
家长的都明白孩子的身体发育到了该结婚的紧迫年龄，却只
能就这么拖着……谢天谢地，杨家斜村突然来了这个陕北闺
女，不弹嫌上中农成分，他抓紧时机，三下五除二，当机立
断，办了。

——待续——              
（摘自努努书坊）

招       聘
Rice Cooker is hiring Full time Ca-

shier and Carry-out packer. If interested 
please contact Michael at 317-702-6882 
1211 W. Oak St. Zionsville, IN 46077

招    聘
小型公司请全职客服人员，需英文听

说没有障碍，学习能力强，善于沟通，有电
子技术背景更佳，工作地址在Carmel和Fish-
ers。起薪$12/小时，试用期3个月后依据个
人能力调整薪资，可提供W-2。

有意者请联系：317- 652-5059

（上接9月30日第8版）

二、获得美军最高荣誉勋章的华裔英雄

唯一获得荣誉勋章的美籍华裔
2000年6月20日，美国总统比尔·柯林顿在

白宫为二战中牺牲的美国华裔军人佛朗西斯·
魏（Francis B. Wai）授予“荣誉勋章”（the 
Medal of Honor）。柯林顿总统在亲自签署的表
彰状中赞扬佛朗西斯·魏“非凡的英雄主义和
忠于职守的献身精神是军队的最宝贵的传统，
也是他本人、他所在的联队和美国军队的最高
荣誉。”

荣誉勋章代表美国军队的最高荣誉，由美
国国会提名，总统亲自颁发。佛朗西斯·魏是
获得这一殊荣的唯一美国华裔，是千万为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英勇战斗的美国华裔代表。

据夏威夷地方报纸记载，佛朗西斯·魏出
生于夏威夷，他的父亲是第一代中国移民，母
亲是夏威夷人。佛朗西斯·魏是夏威夷最优秀
的冲浪手之一，中学时代在田径、美式足球、
棒球等运动都达到专业运动员水平。1939年获
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银行及金融学士学位。
他原打算进入房地产界，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慨

然决定弃商从戎。因为战功卓著被提升为上
尉，八次获各种表彰。

美国总统柯林顿亲自签署的表彰状记录
了他的英勇事迹：“上尉佛朗西斯·魏以非
凡的英勇行为证明了自己是最杰出的美国军
人。1944年10月20日，在菲律宾群岛的莱特岛
Leyte，佛朗西斯·魏上尉在红海滩登陆之时，
日军埋伏在棕榈树林和稻田中，凭借优势地形
以精确的火力打乱了美军阵脚。佛朗西斯·魏
发现已经登陆的四批美军群龙无首，被日军火
力紧紧压制在海滩开阔地带，他主动开始指
挥。他的命令清晰而简明，自己带着队伍冒着
日军密集的枪林弹雨，没有地形掩护的情况下
勇敢冲锋。佛朗西斯·魏沉着勇敢的行为感染
了所有美军士兵，大家都紧跟在他身后冲锋。
为了让队友确定日军火力点，佛朗西斯·魏多
次故意将自己暴露在日军的枪口下。当他带领
队伍向最后一座日军掩体发动突击时，不幸中
弹牺牲。佛朗西斯·魏的队友们在他的精神感
召下继续冲锋，最后攻克了日军阵地，取得了
战斗的胜利并且占领了海滩。”

美国军史网上的一篇文章介绍了更多细
节：佛朗西斯·魏所在的联队登陆地点是一片
狭窄的沙滩，日军在沙滩上用坦克作为屏障构
筑了坚固的工事，并利用战壕、沼泽和茂密的
丛林作为掩护。战斗开始时日军故意让美军登
陆，然后用机关枪扫射、用迫击炮猛轰，美军
伤亡惨重。当时亲眼目睹此次战役的总部技术
员Harold Rant说佛朗西斯·魏“是一个站在最
前方的英雄，虽然我们都知道他会死。他是一
个伟大的夏威夷上尉，最受欢迎的长官。”
“他真的摧毁了三个掩体。他跳跃、奔跑、躲
避，在机枪扫射中匍匐前进，侥幸躲过子弹。
当他炸第五个掩体时，他被子弹射中，胸口中
了10枪。”

莱特岛战役是盟军二战期间太平洋战场最
大规模的登陆行动。盟军在西南太平洋盟军总
司令麦克阿瑟率领下，以20多万人的兵力对抗
日军7.5万人，美军以3500人死亡、1.1万受伤的
代价，击毙7万日军，重创日本海军和空军，切
断了日军在亚洲战场重要补给线，将25万日军
困在吕宋岛，为最后将日军赶出菲律宾奠定了
基础。

1944年佛朗西斯·魏被追授优异服务十字
勋章。1996年，一些美国亚裔向美国国会投诉
亚裔军人在二战期间遭到不公正待遇，军功被

压低，升职机会少等等，美国国会要求当时陆
军部长检讨二战期间亚裔美国人待遇问题，最
后决定将原来获得杰出服役十字勋章的22名亚
裔升级为荣誉勋章，佛朗西斯·魏是其中之
一。

华裔空军烈士黄新瑞
黄新瑞是抗战期间著名的空军英雄，曾

参加空战百余次，击落日机八架，因战功卓著
升为大队长，曾获三星奖章两枚。黄新瑞在空
战中两次受伤，最后一战被数倍于他的日机围
攻，不幸坠机牺牲。

黄新瑞是广东台山人，9岁移民到美国
与父亲团聚。他父亲是著名爱国华侨，早年
曾支持孙中山先生革命捐助大笔资金。9·18
事变后黄新瑞立志学好飞行技术回到中国参
战。1934年他从美国专业飞行学校毕业并获得
美国飞行执照，与同学数人一起回中国加入广
东空军，任驱逐机少尉飞行员。

1937年8·13淞沪会战爆发，黄新瑞所部
驻防南京东部句容，中队长黄泮扬、副队长马
国廉都是美国归侨。8月15日，6架日轰炸机袭
击句容，黄新瑞首先击落领队敌机，5名日军
飞行员全体毙命，机上携带的4枚500磅重型炸
弹均幸未爆炸。此役中国空军大胜，宋美龄亲
自慰问，史称“句容空战大捷”。

日军吃了大亏后，改派战机为轰炸机护
航。黄新瑞等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起飞应
战，黄新瑞数度单机挑战三架日本九五式驱逐
机，充分发挥波音机爬高优越特点，上下翻腾
苦战，终难摆脱日机四面夹击，座机油箱中弹
起火，不得已弃机跳伞。鉴于此前同僚刘兰清
因开伞过早，在空中被日军劫杀惨死，黄新瑞
直到低空才将伞打开，得以幸存。

此后黄新瑞奉调南昌。日军飞机常常到
南昌、广德、芜湖一带侦察。黄泮扬与黄新瑞
两名美国华裔飞行员驾驶仅有的两架波音机负
责拦截。黄新瑞与战友共击落五架日军侦察
机。

黄新瑞回到广东驻防后，配备了英国
CLADIATOR型双翼驱逐机，简称格机。1938
年4月初黄新瑞驾驶格式驱逐机与日机三次交
战击落日机二架。但日军在中山县境海外三灶
岛修机场，增加大批三菱“九六”式下单翼驱
逐机，对天河机场与广州市区狂轰滥炸。中国
空军最初还能与日方激战，很快就因战机不断

损耗陷于劣势。
4月13日，50余架日机来袭，中方仅存九

架格机，分三组迎战。黄新瑞第一组与日机在
石牌上空交战，黄新瑞首先攻击日轰炸机三
架，以一个半横滚姿态向敌俯冲，左僚机邓从
凯从旁掩护，右僚机黄肇濂从高空拦截。黄新
瑞刚击中日机轰炸机领队机，一大批九六式日
机立即从顶部向他发起围攻。黄新瑞的机头中
弹起火爆炸，左手受伤不得已弃机跳伞。

1940年，黄新瑞升为大队长，接收俄制
E-15型新机后驻成都双流机场待命。1941年3
月14日，日军首次零式战机60余架集体出动，
掩护27架轰炸机组成的轰炸机联队袭击川西。
零式战机倚仗优秀性能，隐藏在云层中，逃过
中方防空监视哨，中方地面指挥官误判，仅下
达了全力攻击日军轰炸机的作战命令。黄新瑞
率机拦截日军轰炸机群，突然遭遇大批零式
战机攻击。双方恶斗不到21分钟，中方伤亡惨
重，飞机损失近半，副大队长等6人阵亡，多
人轻伤。黄新瑞座机中弹受损突然坠地，黄新
瑞头部重伤壮烈牺牲。

——待续——              
                              （摘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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