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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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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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妹
子

作者：陈忠实

不应忘却的历史——美国华裔的抗战

（上接10月14日第8版）

第七节（下）
经过对新媳妇进门来一个月的

观察，克俭老汉发现，这娃不错，勤
苦，节俭，似乎是意料中事。从贫瘠
的陕北山区到富裕的关中来的女人，
一般都显示出比本地人更能吃苦，更
能下力，生活上更不讲究。四妹子已
经到地里开始上工，干活泼势，不会
偷懒，尤其在做计件工分时，常常挣
到最大工分。这个新媳妇的缺陷也是
明显的，针线活儿不强，据说陕北不
种棉花，自然不会纺线织布了。灶锅
上的手艺也不行，勉强能擀出厚厚的
面条，吃起来又松又泡，没有筋劲
儿。据说陕北以洋芋小米为主，很
少吃麦子，自然学不下擀面的技术
的。所有这两条，做为关中的一个家
庭主妇，不能不说是两个令人遗憾的
不足；不过，有精干纺织和灶事技能
的老伴指教，不难学会的。最让吕老
八担着心的，是这个陕北女子不太懂
关中乡村甚为严格的礼行，譬如说家
里来了亲戚或其它客人，应该由家长
接待，媳妇们在打过招呼之后就应退
避，不该唠唠叨叨。四妹子在大舅来

了时，居然靠在桌子边问这问那，有失体统。譬如说在家里应
该稳稳当当走路，稳稳当当说话，而四妹子居然哼着什么曲儿
出出进进，有失庄重。所有这些，需得慢慢调理，使得有点疯
张的山里女子，能尽快学会关中的礼行，尤其是自己这样一个
上中农家庭，更容不得张狂分子！

不管怎样，吕老八的心情，相对来说是好的。在棉田里移
栽棉花苗儿，工间歇息时，队长向大家宣传大寨政治评工的办
法。他坐在土梁上，噙着旱烟袋，眼睛瞅着脚旁边的一个蚂蚁
窝出神。蚂蚁窝很小，不过麦秆儿粗细的一个小孔，洞口有一
堆细沙，证明这洞已经深及土层下的沙层了。有几只蚂蚁从洞
里爬出来，钻到沟垄里的土块下去了，又有一个一个小蚂蚁衔
着一粒什物钻进洞去了。他看得出神，看得津津有味，兴致十

足，把队长说的什么政治评工的事撂到耳朵后边去了。
吕老八继续悉心观察蚂蚁。这一群小生灵，在宽阔

的下河沿的田地里，悄悄凿下麦秆粗细的一个小洞，就忙
忙碌碌地出出进进，寻找下一粒食物，衔进洞去，养育儿
女，快快乐乐的。蚂蚁没敢想到要占领整个河川，更没有
想到要与飞禽争夺天空，只是悄悄地满足于一个麦秆粗细
的小洞。人在犁地或锄草的时候，无意间捣毁了它们的窝
洞，它们并不抱怨，也没有能力向人类发动一场复仇战
争，只是重新把洞再凿出来，继续生活下去。

吕老八似乎觉得自己就是一只蚂蚁了，那麦秆粗细的
窝洞无异于他的那个三合院。在宽阔肥沃的下河沿的川地
里，他现在占着那个仅只有三分多地的三合院，每天出出
进进，忙忙碌碌。随便哪一场运动，都完全可能捣毁他的
窝洞，如同捣毁这小小的蚂蚁窝一样。

吕老八不易让人觉察地笑了笑，笑自己的胜利，外交
和内务政策的全部胜利。他和他的近十口人的家庭成员，
遵循忍事息事的外交政策，处理家门以外的一切事宜，几
十年显示出来的最重要成效，就是没有在越来越复杂的吕
家堡翻船。只是保住这一条，吃一点亏，忍一点气，算什
么大不了的事呢？

在村子里，他是个鳖一样的人，不争工分，骂不还
口，似乎任谁都可以在他光头上摸一把。而在家里，吕老
八却是神圣凛然的家长。他治家严厉，家法大，儿子媳妇
以及孙子孙女没有哪个敢冒犯他的。媳妇们早晨给他倒尿
盆。媳妇们一天三顿给他把饭双手递上来。媳妇们没有敢
翻嘴顶碰他的。十口之家的经济实权牢牢地掌握在他的手
中，一切大小开销合理与否由他最后定夺。这样富于尊威
的家庭长者，在吕家堡数不出几个来。就说那个队长吧，
讲起学大寨记工分办法来一套一套的，指挥起社员来一路
一路的，可是在家里呢？儿媳妇敢指名道姓骂他，他却惹
不下。吕老八活得不错。

他的眼睛从蚂蚁窝上移开了，漠然盯着农历四月晌午
热烘烘的太阳，心里盘算已定：该当给三儿子进行一次家
训，让他明白，应该怎样当好丈夫，这个小东西和媳妇刚
厮混熟了，有点没大没小的样子。一个男人，一旦在女人
眼里丢失了丈夫的架势，一生就甭想活得像个男人，而且
后患无穷。吕家堡村里，凡是女人当家主事的庄稼院，没
有不多事的。女人嘛，细心倒是细心，就是分不清大小、
远近、里外。必须使这个明显缺乏严格家教的山区女子，
尽快接受吕家的礼行，使她能尽快地谐调统一到这个时时

作者：李大玖

潜伏着危险的庄稼院里来……训媳莫如先训子。

第八节（上）
晚饭吃罢，帮大嫂洗涮了一家人的碗筷，把小灶房收

拾清白，锁上门，四妹子揭开自家厦屋的洋布门帘，看见三
娃子正坐在椅子上看书，她轻脚蹑步走到他背后，双手蒙住
他的眼睛。三娃子从底下伸过手来，在她腰里搔了一把，她
不由地放开手。他却就势把她按倒在炕上，搔她脖窝和胳肢
窝，痒得她忍不住嘎嘎嘎笑着，在炕上打滚，讨饶，他却不
饶，依旧使劲挠她搔她。这时候，屋里传来老公公呼叫“建
峰”的声音，他吐一下舌头，缩一下脖子，走出门去了。

四妹子整理一下衣襟，跳下炕来，捞起纳布鞋鞋底的夹
板，婆婆在把麻和抹褙子的布交给她的时候，郑重交待了，
从今往后，三娃子的衣服鞋袜统由她管了，要是穿得太脏，
或者穿着露出大拇指的烂鞋，村人不笑男人，而要笑话他的
媳妇了，男人的穿戴是女人的面皮。婆婆又婉言替她计划，
应该在新婚的头一年里，叼空做下够男人和自己穿五年的布
鞋和棉鞋，以防一年后怀里抱上娃娃，就忙得捉不住夹板
了。这是任何一个新媳妇都难得避免的事，趁早准备好，做
得越多日后越轻松。四妹子很感激老婆婆对她的指教，决心
在孩子出现以前，先把鞋准备充足，免得日后发紧迫。

进得这个家庭以后，她和建峰很快混熟了，熟悉了，
便更喜欢他了。这个关中小伙子，身体长得健壮，模样也不
赖，高眉骨，高鼻梁，条形脸，很有男子汉气魄。他不大说
话，尤其在村子里，从不多嘴多舌参与队里的什么纠纷。他
在屋里也不大说话，尤其跟老公公说话更少。他在小厦屋
里，和她枕在一只枕头上，却轻声细语说这说那，说他在中
学念初中时，物理和数学总是考满分，毕业那年，刚碰上“
文革”，没能参加高中和中专考试，就回家来了。他家的成
分高点，自知不敢在村里参与什么活动，就在家里看闲书，
竟然对电机摸出门道了，学会修理马达了。

四妹子初到这个家庭一月来的印象，没有什么不满意的
事。这个家庭的生活是令她满意的，早饭一般喝包谷糁子，
午饭总要吃一顿细面条，晚饭也是喝包谷糁子，馍馍通常是
玉米面捏的，但逢年过节，总会吃到麦子面馍馍，粗粮虽然
多了点，总都是正经粮食啊！不像在老家陕北，总吃糠，顶
好是洋芋，而洋芋在关中人的餐桌上，是菜不是主食。

——待续——
（文章来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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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第8版）

三、飞虎队中的华裔军人
飞虎队是中国民间对美国空军的称呼。根

据美国官方解释，飞虎队分为美军志愿援华航
空队、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第14航空队三个
阶段。

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美国对日军侵华表
面上持中立态度，不愿意直接介入。美国军史
记载，1941年4月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秘
密行政命令，同意向中国提供军援，并同意退
役空军飞行员陈纳德在美国现役军人和民间航
空人员中招募志愿飞行员，组织志愿航空队， 
100名飞行员、200名地勤人员赴华参战。

第一阶段：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1941下
半年至1942年7月）

1941年8月1日，大队正式在昆明成立，由
陈纳德担任指挥官，下设三个中队，分别是第
一中队，又称亚当与夏娃中队（Adam & Eves）；
第二中队，又称猫熊中队（Panda）；第三中
队，又称地狱天使中队（Hell’s Angels）。

1942年7月4日，由于美国已正式对日宣
战，遂将志愿大队并入美国陆军航空队第10航
空队第23战斗大队，美国志愿大队从成立到解
编，不到1年的时间，却创下辉煌的战绩，期间
总共出勤任务102次、飞机512架次，击落、击
毁或损伤日机372架、卡车112辆、仓库15座，
为抗战时期的外籍志愿空军参战史画下光荣的
句点。

第二阶段：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1942年
7月4日-1943年3月5日）

美国志愿大队裁撤后，美军开始派遣正规
部队来华作战，由第10航空队负责中国、缅甸
及印度战区（CBI Theater）的空中作战任务，
成立驻华航空特遣队，作为美国陆军航空部队
正式到中国参战。组成包括原编组的第23战斗
机大队（74、75、76中队），加上第16战斗机

中队（原属第51战斗机大队）、第11轰炸机中
队以及第9侦查中队，由陈纳德将军担任指挥
官。

虽然特遣队的P-40战机及B-25轰炸机数
量相较日本航空部队仍远远不足，补给也十分
艰苦，却能在陈纳德将军的灵活调度下，保持
优胜的作战纪录，除了保护驼峰航线，增援各
地空防及适时支援地面部队等主要任务外，还
能不断对缅越、滇西及广东沿海之敌占区进行
轰炸，为抗战形势的优劣转换，做出重大的贡
献。据统计，截至1943年3月10日特遣队解编
前，确定击落日机149架，可能击落85架，本
身仅损失16架P-40战机及1架B-25轰炸机，重
新掌握华中、华南的制空权，在14航空队成立
前，充分填补了中国当时薄弱的空防，并达到
以少量的兵力牵制日军的目的，功不可没。

第三阶段：第14航空队（1943年3月10
日——1945年9月）

1943年春，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转折时
刻，盟军在中缅印战场的作战任务负担日益加
重，罗斯福总统于是下达特别命令，于3月10日
在昆明正式成立第14航空队，仍由陈纳德将军
担任指挥官，陆续编成部队主要包括第68、69混
合联队、中美空军混合团及第312战斗机联队、
中国战区勤务指挥部、轰炸机分遣队、侦查等
部队，终于形成一支战力完整的空中劲旅。

14航空队的作战范围，东到台湾、西到
成都与缅甸萨尔温江，南到中南半岛、北至黄
河流域与西安，幅员之广，几乎涵括了半个中
国，而随着编制扩大及作战需要，美国的军事
援助也大幅增加，让整个14航空队的实力逐渐
达到顶峰。根据美军的统计，抗战期间，14航
空队共摧毁了日机2,315架、桥梁356座、机动车
辆1,225辆、火车712列，战果辉煌。

飞虎队是美国以空中力量支援中国抗战的
一个标志。中国飞虎研究会会长翟永华告诉笔
者，当时美国驻华最高统帅史迪威请求美国组
织能说流利中英文的美籍华人技术员，再从陆

军中甄选华裔士兵作为航空地勤人员，组建第
14航空队，由陈纳德统一指挥。

出于战时需要，美国总统罗斯福废除了
排华法案，鼓励华裔参军。美国一方面积极在
美国国内招聘美国华裔入伍，另一方面，积极
培训并且与中国军队协同作战。第14航空队特
组织中美混合联队，由中国空军的三个大队与
美军混合编队，美方任司令、中方任副司令。

14航空队第407中队共206人，其中华裔占
95%。

黄玉智认为，飞虎队中有美国华裔1200

人。一些华裔老兵回忆道，第14航空队中一
些技术性较强的地勤人员几乎95%都是美国华
裔。飞虎队中有许多华裔英雄。美国出生的华
裔梁汉一，原籍广东恩平圣堂歇马村，二战期
间加入第14航空队，后来官至空军准将。1971
年尼克森访华时曾特意邀请他驾驶空军一号飞
到中国。

——待续——              
                              （摘自共识网）

1944年在中国的“飞虎队”华侨队员合影。（林旭娜 翻拍，来源：南方日报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