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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馆急转
靠近印州首府，餐馆急转，价钱面
议。有意者电：219-616-8584；773-
387-8615

按摩店转让、招聘
 好区按摩店转让。白人社区，价格面
议。另招熟手按摩师。317 373 5914

房屋出租
两处独立房屋，46街/Keystone Ave，
可合租或分租，安全、交通方便。有
意者致电：317－752-3583(秦太太)

搬家公司
干净方便
省时省力

1-888-218-MOVE

招聘保姆
急聘一个有丰富经验照顾小孩的保
姆。在雇主家照顾。请联系：317-

289-3666

津羽发廊
周年15%优惠( 印第安纳BTown)

发型设计，皮肤护理，脱

毛，按摩

诚聘理发, 美容, 指甲, 
按摩师

电话：812-339-5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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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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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加哥餐馆家具公司
铁椅，欧洲榉木椅百种款式，餐馆沙
发卡座170元起，耐火板餐桌台19.9元
起，同时承接卡座和椅垫翻新。3500 
S Morgan street, 2nd floor, Chicago  
60616（有车位）请来电773-376-

3716；预约电话847-387-0092。

印刷
名片、传单、菜谱、请帖。收费合
理，服务周到。808-2222 Mark Ste-
vens  514-2854 中文

如要您想登刊登分栏广告，请发电子邮件至aatodayin@gmai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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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碑镇的中国玛丽
（上接8月23日第8版）

第七章
图报恩阿龙生子心切      保阿龙陆伯命伤恶魔

阿龙回到家，惊魂未定。玛丽给阿龙泡
了一杯茶。玛丽说：“也好，我们华人不是
有句老话吗？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阿
龙说：“我们已经死了一个人了，怎么说
大难不死呢？”阿龙并没有感到庆幸，因
为他知道招上灵狗，早晚会有大祸临头。
要摆脱这灭顶之灾，他心里想着怎么办才好
呢？玛丽也心里害怕，对阿龙说：“阿龙，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们还是离开这里，
把我们的餐馆和别的生意都卖给别人吧！我
们惹不起，躲得起。”阿龙说：“我们已经
招上了，别人吓也吓死了，会买我们的生意
吗？”玛丽说：“那你说怎么办？”阿龙也
想不出一个好办法。谁都知道招上灵狗不是
逃就是死路一条。可是到这个时候，阿龙和
玛丽还不知道到底是招谁惹谁了。在墓碑镇
的华人都知道灵狗是一个恶魔，谁也不会去
惹上他。让这些家伙白吃白拿交保护费就
得了。阿龙他们也不例外。阿龙和玛丽绞
尽脑汁想着，玛丽说：“阿龙，是不是这
个威尔逊矿老板和我们过不去啊？”阿龙突

然想起那次街尽头广场上这个老板鞭打阿
林，自己出面打抱不平的事。可是这件事和
灵狗有什么关系呢？玛丽说：“也许是威尔
逊买凶杀人吧！我看一定是这样的。如果是
这样的话，那你还得到什么地方多呆上一阵
子，等到这里把事情弄明白了以后，你再回
来，这样的话，你会安全些，我们还要把我
爹和陆伯的尸骨运回广东老家去呢！”阿龙
想了想，觉得玛丽的分析有道理，便说：“
好吧，看样子，我是要出去躲一躲，可是要
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谁能做这件事呢？”
玛丽说：“这件事非得一个人不可。”阿龙
问：“这个人是谁啊？”玛丽说：“我会叫
翡翠去把事情弄明白，你放心先去躲躲。”
阿龙说：“翡翠？就是要她去管——”玛丽
说：“是的，那里可是最安全的。自从开张
以来，这欧普警官有事没事往她那里跑。他
们的关系不错。“你记得那个欧普？就是连
灵狗见了他都怕的那个？”阿龙记起来了。
这个欧普倒是一个人物。这些牛仔无法无
天，见了他倒还是惧怕几分。“那好吧，就
这么定了，我先去外面避一下。到时候再做
道理。”阿龙说。虽说玛丽是个小女子，阿
龙知道玛丽心里挺有定见，记得来墓碑镇的

路上，玛丽将榴樆捣碎发出奇臭，臭走那些
劫匪的事。急中玛丽能有很多智慧，她做事
干脆利落，从不拖泥带水。玛丽说：“事不
迟疑，我马上给你准备一下，明天赶在天亮
之前，你去金山，你就去找世五他们。”她
说完，就进屋准备去了。

再说威尔逊这矿老板花了钱，虽然打死
了一个老头，但是没有把阿龙弄死，自然心
有不甘。他在一家赌场找到灵狗。威尔逊要
了一瓶丹尼尔烧酒。给自己和灵狗各倒了半
杯，递了上去，灵狗用右手接过酒，喝了一
口。“好酒！”灵狗说。威尔逊说：“灵狗
先生，酒是好，可是消息可不好哇！这个家
伙还活着，还活得好好的。你说你这堂堂灵
狗，什么时候办事办的这么砸啊！”灵狗骂
道：“屎你妈！这个猪仔不在，你叫我打他
的魂啊！一定是你威尔逊走漏了风声。”威
尔逊急忙否认：“我，我怎么能走漏风声
呢？你别血口喷人，拿钱消灾，这是恒古
的道理。你身在江湖，难道连这点道理都不
懂？”灵狗被惹急了，一把抓住威尔逊的衣
领，把他提起来。其余的牛仔，纷纷拔枪。
灵狗大声说：“你他妈的老子我不尿你。老
子的脑袋别再裤腰里，你别惹老子生气，要

作者：梧桐（印第安纳州）

印州缘来介绍所
临时住宿，机场，客运站接送，婚
姻，各种职业介绍等。竭诚为您提供
优质的服务！
电话：317－964－1769

黄花梨家具出售
此套高档黄花梨十件套家具采用传
统工艺，精雕细凿，保证产品天然
环保，无毒害，风格高雅大方。 这
套古典家具做到收藏价值、艺术价
值与实用价值的统一结合。有意者
联系：pingwangiu@yahoo.com

电影文学小说

不，吃一颗老子的枪嘴。”威尔逊知道灵狗
这种狗脾气说杀就杀，是事后再想事的主，
你把他给惹急了，说不定什么时候真给你一
枪给崩了，也就不吭声了。但这个灵狗也不
是威尔逊想的那样，他是个表面糊涂心里很
清楚的人。拿钱消灾这个道理对于黑道来说
比什么都重要。他也像别人一样，挣钱吃
饭，况且他还要养活这么多人，信誉对他来
说也是第一要紧的。因此他说：“我不是不
想杀了他了事，可是那天真的有比这更重要
的营生。不打猪仔我不会死，不打仇家可是
要我命的。这样吧，改天我把他抓来，由你
来发落就是了。”威尔逊很忌讳直接参与这
件事，他和灵狗不同，他是一个商人，企业
家，不能直接出面干黑道。威尔逊说：“我
派人去调查这个阿龙究竟在哪儿，打听到
了以后，你就直接除掉他就行了。”灵狗
说：“老兄，那就一言为定了。找到找不到
这个阿龙是你自己的事喽。”他们俩碰了一
次杯，一饮而尽。威尔逊离去。

——待续——
（本文受版权保护，未经本报或作者本

人许可，不得转载！）

急聘住家看护
现急聘住家看护，帮忙照顾老人。有意者请致

电： Joyce ：317－702-6885 

足疗店招聘
Fischers足疗店诚聘前台接待员和足疗按摩师。

请联系 626-272-8252

国  之  瑰  宝

（上接8月23日第8版）

三、拓荒者的回归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病毒学的拓荒时

代，汤飞凡所进修的哈佛医学院细菌系的研
究重点此时正转向比细菌更小的微生物，拓
荒者的首要任务是找到新的方法。作为投身
病毒学研究的第一个中国人，在哈佛的三年
里，他的工作主要是研究病毒学实验方法。
他与同事们在病毒学发展的早期重要的贡献
包括用物理方法证明了病毒是可过滤、能离
心沉淀、能自我复制、有生命的寄生于细胞
内的微生物。他们还研制成第一代微孔滤
膜，用于测定出各种病毒的大小。

三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导师强烈要求
汤飞凡留在哈佛。优厚的生活条件，得天独
厚的研究条件，以及病毒学研究刚刚掀开的
无比宽阔的视野，吸住了汤飞凡的心，他决
定留下了。

这时一封信来自大洋彼岸，写信人是他
的老师颜福庆。

出身基督教牧师家庭、毕业于耶鲁医学
院的颜福庆是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先驱和领
袖。汤飞凡就读湘雅医学院时，颜福庆任院
长。离开湘雅后颜福庆就任协和医学院副院
长。鉴于当时国内几所较好的医学院都是外
国人创办的，颜福庆矢志创建中国自己的医
学教育体系。乘国民政府成立第四中山大学

的机会，颜福庆倡议设立医学院。南京
政府批准此议，医学院与1927年9月于
上海开学。次年颜福庆辞去协和职务，
专任此时已经改为中央大学医学院的院
长。

医学院虽然设立，可是经费靠中华
教育文化基金会和中国红十字会资助，
十分困难，师资尤为缺乏，开学时只有
教师8人。百废待兴的颜福庆想起了人在
美国的汤飞凡。

颜福庆在信中，没有天花乱坠的许
诺，只是如实地列出办中国人自己的医
学院的困难，和对学生的殷切希望。正
是因为这种开诚布公，使汤飞凡骤然生
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豪情，当即决
定归国。1929年春，汤飞凡携夫人归上
海，任中央大学医学院细菌系副教授。

所谓中央大学医学院，其实只有29
个预科学生，以及极少的教职员。汤
飞凡任教的细菌系压根就没有，颜福庆
给汤飞凡的第一项任务是筹备开始细菌
学的课程。汤飞凡认为理论必需联系实
际，细菌科的重点在实习。到上海后立
即着手建立实验室，在教学之余开始利
用极其简陋的设备进行研究，于1930年
开始陆续发表论文。从此，中国有了自

己的病毒学研究。
1932年，中央大学医学院独立，改名为

国立上海医学院，汤飞凡升正教授，同时受
聘为英国在上海的雷氏德研究所细菌系主
任，可以利用该所齐全的设备进行复杂的实
验。1935年汤飞凡到英国国家医学研究所进
行短期协作，与1937年初归国。

从1929到1937的八年中，汤飞凡在所研究
的病毒的本质及有关的方法学，牛胸膜炎的
病原学，以及后文着重介绍的沙眼病原学等
方面，均有重大进展，所发论文许多篇被权
威性专著或教科书引为经典文献，可以说短
短几年内硕果累累。

如果再给汤飞凡几年时间，以他对科学
的执着、严谨和敏感，以及病毒学研究的历
史机遇，实现东方巴斯德的梦想不是没有可
能的。可是爆发于1937年的抗战，彻底的改
变了一切。

许多年后，与人谈到这个少年时的梦
想。有人说这是命运，汤飞凡的回答是：“
不是命运，是我自己的选择。”

在民族存亡的关头，汤飞凡作出了自己

的选择，一个中国人的选择。

四、一个中国人的选择
1937年，不仅汤飞凡的命运，整个中华

民族的命运也到了转折关头。命运没有给汤
飞凡另一个八年的研究时间，给予他以及中
国人的是八年炼狱般的民族兴亡。

8月13日，中日于淞沪会战。
按今天的叫法，汤飞凡不仅是海归，还

是国际知名科学家、外企高级主管、太子
党，名符其实的社会精英和既得利益者。对
一个一直在象牙塔内从事科学研究的知识分
子，没有人苛求他在民族救亡中做什么。对
一个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即使他愿意为抗日
出力，象当时的知识分子一样，能做的只有
呐喊助威。

汤飞凡的确象其他的知识分子一样，放
下手中的科研工作，走出安静的实验室，投
身抗日救亡的洪流。他要做的不是上街示威
游行，不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而是真正的
匹夫有责。

汤飞凡动员夫人参加红十字会的后勤支
援，自己报名参加了上海救护委员会的前线
医疗救护队，随上海医学院的师生组成的医
疗队驻扎宝山。在他多次强烈要求下，汤飞
凡被分配到第一线救护站，对伤员进行初级
创伤处理，救护站离火线只有几百米。

几百米，救护站在日本人炮火的覆盖
下，几次几乎被击中，数人相继受伤。就在
炮火中，汤飞凡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超
越生死的激情。三个多月中日夜工作，中间
只回家两次。夫人十分担心日军的炮火，身
高一米六零的汤飞凡有自己的主见：“因为
我目标小，炮火打不中我，所以我干这个最
合适。”

三个月中，医疗队转战宝山、闸北、苏
州河南岸，直到上海沦陷，称得上出生入
死。在那一代科学家中，不记得是否还有别
人象汤飞凡一样直接参战。即便汤飞凡在
1937年后一事无成，以他火线救护之举，足
以算得上英雄了。

上海沦陷后，汤飞凡回到雷氏德研究
所。租界虽然一切依旧，但山河破碎，汤飞
凡已无心研究。此时接英国通知，要求准备
撤往英国。对汤飞凡来说，到英国继续工作
是理所当然也是最好的选择。

还是颜福庆，又一次改变了汤飞凡的人
生。

时任国民政府卫生署长的颜福庆鉴于战
争期间瘟疫猖獗，以为重建中央防疫处为当
务之急，能当此重任非汤飞凡莫数。一封书
信自武汉至上海，请汤飞凡到长沙重建中央
防疫处。

正在自惭无为、于无奈中打算再一次去
国的汤飞凡接信后精神为之一振。当即辞去
月薪六百两银子的雷氏德研究所的职务，携
家眷返乡。

颜福庆的这封信，使科学界少了一位巴
斯德，中国多了一位民族英雄。

在国难当头时，许多中国人没有选择，
他们肩负保家卫国的担子，他们只能浴血沙
场，用大刀步枪以及自己的生命与日寇搏
斗。有些中国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忍辱偷
生，做汉奸当亡国奴，要么挺身而出，随时
准备为国家流尽最后一滴热血。许许多多的
中国人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站着死，象那些英

勇不屈的将士，和那些“生在湖南、死在山
东” 的学生，以及那些“一寸山河一寸血、
十万青年十万兵”的青年。还有些人象汤飞
凡有更多的选择，他可以出国而不必当亡国
奴，何况他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继续研
究，何况他已经为抗战尽力了。

汤飞凡象许许多多中国人一样作出了选
择。汤飞凡不是完人，不是圣人，他身上有
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有一点，熟悉他的
人，包括他的敌人，都承认他是一个真正的
中国人。

中央防疫处始建于1919年，因为东三省
鼠疫流行，北洋政府决定在北平设中央防疫
处，制备血清、疫苗以及指导全国防疫工
作。1935年奉命迁南京，北平总处改为北平
制造所。1936年正式迁往南京，尚未来得及
修建新址，战争爆发。中央防疫处再迁长
沙。

1938年汤飞凡到长沙时，中央防疫处如
一盘散沙。办公地点是暂借的，职工包括从
北平撤来以及本地招的一共20来位，没有一
个高级技术人员。从北平运出的设备原本不
多，一路散失，只剩可怜的几个，充其量能
制备狂犬疫苗。日常靠出售从北平带来的牛
痘苗和抗毒素维持。更要命的是，日军连日
空袭，处长陈宗贤不在长沙，人心涣散，一
半职工成了白天踢球晚上喝酒的混混。

汤飞凡的到来，使防疫处的工作恢复正
常，很快提高了技术水平，更重要的是建立
了感情，有了一批死心塌地跟随他献身中国
卫生防疫的手下。

陈宗贤回长沙后，两人开始防疫处重建
工作。可是此时武汉告急，政府已迁重庆，
根本无力顾及建设卫生防疫机构，只是命令
防疫处迁移。往哪里迁？陈宗贤主张迁往重
庆，汤飞凡认为重庆过於拥挤而且交通不
便，建议迁往昆明，便於同外界联系。两人
争持不下，只好一道去重庆请示。

到重庆时颜福庆已提出辞职，卫生署长
人选未定，主意无人愿拿。汤飞凡与陈宗贤
都是牛脾气，扬言如果自己的建议不被接受
就辞职，重庆因此出现一场小小的风波。已
任防疫处长九年之久的陈宗贤在政府内人脉
甚广，在卫生届也甚有人缘，相比之下汤飞
凡只是上海一书生。可是汤飞凡有陈宗贤没
有的背景，除了原任卫生署长颜福庆是他的
老师外，内政部长何键是他的岳父，这在官
场已经足够了。

卫生署的决定公布了，陈宗贤调离，汤
飞凡接任防疫处长，防疫处迁昆明，卫生界
一片议论。时人之议也好，千夫所指也罢，
历史证明汤飞凡的选择是明智而且是至关重
要的。中国官场任人唯亲的传统这一次的
结果不是昏庸和灾难，而是绿洲，生命的绿
洲。

——待续——

汤飞凡先生

作者：京虎子（华盛顿D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