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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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第8版）

第八章
阿龙逃生被抓遇死神  阿三过路阿龙九死一生

阿龙走在小丘陵的小道上，放眼望去，圣彼
得罗河岸的鹅地上那条小径蜿蜒蛇游地伸向远处。
初冬的烈日一点没有收敛它的强光，晒得阿龙满头
大汗。阿龙向班森小镇方向走去。阿龙觉得迷路
了，因为这条路他记得走了两次。走到山坡的拐角
处，他看到有一个破旧的屋子，就走了过去。这个
屋子里有几个矿工模样的人住在那里。他敲门，开
门的是一个墨西哥人。这个人的帽子压得很低，几
乎遮住了他的眼睛。阿龙根本没有注意他们是什么
人。阿龙用生硬的英语问：“先生，朝班森镇怎么
走？”这个墨西哥人似乎连看都不愿看他一眼，用
手指指前面的一条路，“从那边走。”阿龙问他们
要些水喝。然后又上路了。

沙漠小丘，弯弯扭扭的小路走了不知多久，
他终于看到了班森镇。他加快脚步，来到了火车
站。前面有一伙人，这伙人里有两个面孔很熟。这
两个不是这个恶魔威尔逊的工头霍塞和卡洛斯吗。
这两个人和他交过手。阿龙想到这里，心里一阵寒
噤。难道他们是来抓自己的？阿龙赶紧向街角拐
去，没走几步，见迎面来了几匹高头大马，阿龙看
看周围，没有岔路可以逃生，阿龙只得向后，后面
也看到几个彪形大汉过来。阿龙心一凉，完了，自
己被他们围了起来，看样子这下死定了。他恨自己
过分疏忽大意，没有把这批虎狼魔鬼往恶里想。以
前在金山，这种围攻杀戮屡见不鲜。可是墓碑小镇
对华人移民也是这样，是阿龙没有想到的。现在前
后两伙人慢慢走近，就连他们的凶神恶煞的容貌也

看得清清楚楚，阿龙孤单一人，绝望的心紧张得颤
抖。心里自己跟自己说：还有逃路吗？他看到街两
旁的店铺都关着，这条街相似一条鬼街。前后的人
越来越近。阿龙认出来者就是灵狗他们。阿龙大
喊：“你们这些人要干什么？你们要杀我吗？你们
这伙恶魔，强盗，你们有没有法律？”灵狗用鞭子
托起阿龙的下巴，说：“我就是这方圆一百英里的
皇法。”灵狗说完，掏枪，用枪指着阿龙说：“还
要我亲自杀了你吗？”手下说：“不用了，灵狗，
余下的事我知道怎么做了。”灵狗瞄准，对着阿龙
的大腿开了一枪，阿龙应声倒地。灵狗吆喝了手下
的人：“做完买卖，来酒吧，我等着你们。”灵狗
的人将阿龙押到一个小山包。这个地方在镇子背
后，是一个荒芜的坟场，他们把他押到那里，想将
他处死后就丢在乱坟岗里。阿龙一边走，一边大
喊：“灵狗，你究竟要干什么啊？你这恶魔，强
盗！我既不认识你，也没有触犯过你，你为什么要
害我？”鲜血一路流到了小山包。小山包上有几颗
稀稀拉拉的树。他们把阿龙绑在一棵大树上。阿龙
的声音已经嘶哑了。人也昏迷过去。小头目示意手
下朝阿龙泼一桶水。阿龙醒了过来。阿龙看到小头
目，大叫：“你们放了我！你们放了我吧！”小头
目从鼻子里说：“哼，放了你，你要我们吃灵狗的
枪嘴啊！”一个手下说：“我们给他几枪，快处理
了，我们也好早点回去喝酒去。”阿龙听了，吓出
一身冷汗。他颤抖着说：“兄弟们，我家里有钱，
你们放了我，我把家里的钱都给你们，行不？”匪
徒们哈哈大笑：“兄弟，我们要了你的钱，我们还
能活命不？”一个匪徒从后面给阿龙当头一棒，阿
龙头上登时鲜血直流，立刻死了过去。小头目见阿
龙已经没有气了，就往阿龙身上补了两枪，走了。

下午也合该阿龙的运气，很少下雨的亚利桑
那的天突然乌云密布，看样子要下一场大雨了。风
吹起满眼的尘沙，打在阿龙的脸上，风越吹越大。
下起雨来。虽然阿龙身中两枪，而且被棍子击头几
乎死去，但是他并没有死。只是昏迷了很长时间。
大颗的雨滴打在他的脸上。这时，有两个衣衫褴褛
的华人后生到坟地的小亭子来避雨。他们刚进这个
亭子，雨就滴答下得越来越大。绑在树上的阿龙慢
慢地醒过来，他挣扎着身上的绳子，他移动着身
体，被一个躲雨的叫倪伟的看见：“阿三，你看，
那边的一棵树上绑着一个人，这个人没有死。”那
个叫阿三的说：“啊！还是个华人。这怎么回事
啊。走我们去看看。”雨下的越来越凶，他们俩也
顾不得大雨，奔到阿龙身边，阿龙看见了他们，微
弱地说：“救——救救我，救救我！”阿三和倪伟
赶紧将阿龙从树上解下来。阿龙两眼紧闭，脸色煞
白。阿三走近，惊叫起来：“倪伟，这不是金山阿
龙吗？我们找不见他，已经两年了。他怎么了？”
倪伟凑过来，一看，果然是阿龙，他叫道：“阿
龙，阿龙，你醒醒，你醒醒。”阿三摸了摸他的脉
搏，他的脉搏很微弱，阿三说：“他还在流血，我
们得快给他找个医生。”倪伟说：“阿三，来，把
他放在我的背上，小心，慢慢来。我背他下去。”
他俩下了坡，来到一个私人诊所。阿三把一只小小
的包裹从阿龙身上解下来。他发现包裹里有不少美
金。他对倪伟说：“看样子阿龙不是被土匪打劫，
他包里面的钱没被抢。”倪伟困惑地说：“在这蛮
荒之地，难道他还有仇家？简直不可思议。”

这时医生走了出来，对他们说：“小伙子，
你们的朋友运气好极了，他活了过来，两处枪伤也
没有伤到要害。”阿三问：“医生，你估计什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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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他能清醒？”医生说：“过几个小时就能醒来。
你们那时就可以带他走了。”阿三谢了一声，拉着
倪伟就出来了。阿三说：“我的肚子饿得咕咕叫，
这会趁阿龙还没醒来，我们去吃点东西，这里的
钱不少，我们救了阿龙，用一点钱他一定不会介意
的。”倪伟点点头，说：“好吧。”他俩拔腿就跑
到一家面包店，买了几个面包，狼吞虎咽了起来。
吃完了，准备去看阿龙，倪伟说：“阿龙一定也饿
了。走，给他也买几个。”他们给阿龙也买了几
个，来到诊所。阿龙已经醒来。阿三看见阿龙醒
来，格外兴奋地说：“阿龙，你终于醒来了。”阿
龙看看阿三，再看看阿三后面的倪伟，没有很大的
反应。倪伟也轻声地说：“阿龙，你不认识我们
了。在工地的时候，你是打钉工，我是铺石工。我
们不是一起吃过饭吗？”阿龙轻轻地说：“啊，你
们，能送我回家吗？”阿三见阿龙有了一些知觉，
问：“阿龙，你家在哪里呢？玛丽在哪里呢？”
阿三似乎听出话意来了，说：“我家在——墓碑
镇。”阿三一听，转身对倪伟说：“这墓碑镇不是
我们要去的地方吗？兴许邝世五就在墓碑镇。”倪
伟说：“阿三，现在阿龙神志还没有恢复过来，我
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是把阿龙送回墓碑镇。依我看，
阿龙如果从墓碑镇逃出来的话，他家在那里一定遇
到什么事了，我们把他送回去一定要小心一点。”
他们付了钱给医生，就出来了。在大路上，有一辆
空马车过来。这马车的车厢也有棚的，给阿龙坐很
合适。阿三看看小袋里的钱，足够了。就租下了这
辆马车。他们三个朝墓碑镇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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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第8版）

五、生命的绿洲
新任中央防疫处处长汤飞凡回到长沙，

带来了卫生署的命令，政府财政困难，没有
搬迁费。要求一切自筹，员工除北平旧人外
一律就地遣散，仪器装备就地处理以节省运
输费。

汤飞凡觉得，到昆明再从头开始，不知
要到何年何月才能恢复生产。他心里隐隐约
约感到，尽快恢复防疫处的日常工作至关
重要。宣布了卫生署的决定后，他声明不照
办。愿意去昆明共赴国难的一道去，必需设
备装车运往昆明。

汤飞凡是个说干就干的急脾气，一改政
府机关的拖拉作风，雷厉风行地在短短几天
内卖掉了从北平带来的全部疫苗和抗毒素，
筹集了2000大洋，除了几件一时运不走的大
件设备留在长沙外，其余设备装车出发。中
国这支小得可怜的国家防疫队伍，押运着那
为数不多而又非常重要的设备，跋涉到了昆
明。

汤飞凡的急脾气挽救了中国防疫事业。
防疫处离开长沙两星期后，日军逼近长沙，
国军焦土抗战，是为历史上有名的长沙大
火。长沙成了鬼域，防疫处的房舍全毁，所
留仪器也只剩了一个旧锅炉。殿后的两名职
工费尽千辛万苦，终於把这台锅炉运到昆
明。就是这台劫后余生的锅炉，日后为抗战
立下了汗马功劳。

昆明成了大后方，许多机构迁到昆明，
防疫处不过是个小衙门，汤飞凡怀里的300银
元，就是防疫处的全部资产。可是汤飞凡怀
里还有几件别人没有的东西，那就是岳父何
键知道他此去困难重重，特意写给云南政要
的几封信。正是这千金难买的几封信，使防
疫处在昆明借到了房舍，从银行贷到了款，
于1939年初开始生产狂犬疫苗、牛痘苗等几
种简单的菌苗疫苗和诊断试剂，收入除维持
日常开支外尚有盈余。

但汤飞凡绝不就此满足，他下一个任务
是尽快建立防疫处的新址。日军的轰炸使他
下定决心火速在郊区兴建，他看中了西山滇
池外一块地方，不料被地方恶霸把持，先是
不给，后来在高官的协调之下松了口，以为
读书人好欺负，狮子大开口高出市价十倍。
汤飞凡牛劲上来，搬动了云南王龙云，硬是
以市价的五分之一要下了这块地。

地有了，可是没钱，汤飞凡三上重庆，
卫生署还是无钱可拨。就在汤飞凡无计可施
之际，一位金融界的朋友给他出了一条锦囊
妙计：倒空卖空，就是迄今仍被人广泛用来
盗窃国有资产的手法。他以所谓防疫处全部
资产做抵押，从惠滇银行贷了一笔低息长期
信用贷款，再由该银行做担保，从几家私人
银行借现金贷款，拆东墙补西墙加上透支。
汤飞凡冒着随时被关进监狱的风险，于1940
年春建成了防疫处新址。

新址虽然没有日寇的轰炸，可是远离市

区，防疫处首先要做的是安排好职工生活。
处里设医疗室，从汤飞凡起，所有医学院毕
业生轮流值班，小的内外科均能自己动手，
而且还能接生。所内还办子弟小学。

随着昆明人口的日益增加，物价飞涨，
职工的日子越发艰难。所幸汤飞凡所选新址
有的是地，防疫处借本钱给职工，在汤夫人
的带领下，养猪养鸡、种菜种花，除了自己
用，每周日防疫处安排一条小船，满载自力
更生的产品，到昆明市场销售。职工们在战
乱中能安居，防疫处的业务得以恢复。

在汤飞凡之前，防疫处的主要任务是制
造疫苗和血清，汤飞凡认为，防疫处不能只
生产不研究，而且在抗战时，中国已经没有
一个机构进行微生物研究，防疫处应当承担
这个责任。出於这个目的，汤飞凡广泛罗织
人才。到1942年，防疫处发展到近百人，其
中大学毕业生15人，这批中国防疫事业的先
驱，经过汤飞凡的调教，很多人后来成为新
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骨干。

绿洲建好了，汤飞凡开始实现他早在长
沙时为防疫处绘画的蓝图。汤飞凡心中的防
疫处，应该象美国纽约州卫生研究所(New 
York State Health Laboratories) ，着眼于控制传
染病，他认为中国应该有同样的中央机构。
然而在中国，疫苗、血清的供应一直处於无
政府状态，除防疫处外，许多私人办的实验
室也在生产。由於利润高制造容易，大家蜂
拥而上，大多数产品质量很差，事故频繁而
无人过问。即便是中央防疫处本身的水平也
不高。

汤飞凡完全改造旧的结构，设立了检定
室，对所有产品进行质量监督和控制；设立
培养基和消毒室，统一供应实验用培养基和
消毒器材；设立动物室，并分设菌苗、疫苗
和血清室。此外，参考国外，汤飞凡建立了
技术管理制度。在产品上，停止生产无效或
副作用大的老产品，增加当时防疫需要的新
产品，改进了各种菌种。经过一段时间，防
疫处的生物制品质量达到欧美同类产品水
平。正是因为这次整顿，为日后支持盟军滇
湎作战奠定了基础。

中国现代生物制品业在抗日烽火中诞生
于昆明西山。

在防疫处各项工作进入正轨时，汤飞凡
的下一个目标是生产国产青霉素。青霉素可
以说是二十世纪的一大发明，自弗莱明发现
后，1941年研究出了提纯方法，使青霉素得
以临床应用。虽然一系列关于提纯的论文被
发表，但具体生产工艺属於军事机密。更重
要的是，不同菌种青霉素的产量相差悬殊，
高产株如稀世珍宝，外人根本无法拿到。加
上防疫处简陋的条件，许多人认为生产青霉
素压根就是天方夜谭。

这些困难汤飞凡心里知道，可是前方的
负伤将士正在因为伤口发炎而死去，后方的
民众因为疾病流行而丧生。在汤飞凡心中，
有些事终归是要有人去做的，哪怕只有万分
之一的希望和可能，哪怕是知其不可而为

之。
在汤飞凡的感召下，防疫处上上下下掀

起了寻霉热，全体职工及家属从早到晚到处
寻找绿毛，找到后拿去分离。一次又一次的
分离，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可是汤飞凡依然
十分执着。终於有一天，技正卢锦汉发现自
己的皮鞋上有一团绿毛，拿到实验室，从中
分离出一株能产生青霉素的菌种。这支从旧
皮鞋上分离出来的菌种被用于国产青霉素的
生产，后来汤飞凡从美国、印度等地要到了
其他一些菌种，加上国内的一共30株，比较
的结果，还是来自旧皮鞋的那株产量最高。

一只普普通通的旧皮鞋，穿在普普通通
的人的脚上，做着不普通的事业。

六、中国不亡
有了菌株，汤飞凡带领大家进行生产工

艺的研制。一个步骤是一段艰辛的故事，一
个步骤是一段奋斗的历程，终於生产出每毫
升200-300单位、每瓶两万单位的国产青霉
素。多少抗日将士因为它起死回生，多少中
国人因为它度过难关。

中央防疫处因此名扬全国，国际上也知
道在中国昆明有一个NEPB(National Epidemic 
Prevention Bureau) 。科学(Nature) 杂志1943年
专门介绍中央防疫处，文章用惊奇的口吻介
绍了青霉素生产车间：没有自来水，只有一
台又旧又漏、而且每天用完后都要修理的锅
炉；用过的琼脂要回收使用，回收的设备是
一只破木船，放在湖里进行透析；没有商品
蛋白栋供应，完全自己制造，胃酶用完了，
用从自己养的猪的胃……

多少年后提倡的自力更生、土法上马，
实际上是抗战时期中国卫生防疫系统的写
照。这些勇于担当责任的中国防疫勇士就是
这样一步一步地作出了不可能的事情。

1942年，在中国战场作战的盟军中发现
天花病例，调查得知他们种过牛痘苗但未发
痘，因此怀疑是牛痘苗失效。当时盟军所用
疫苗均运自英美，唯独牛痘苗因无法长途运
输，所以就近采用印度的疫苗。事情发生
后，盟军对印度的痘苗失去信心，他们了
解到，中央防疫处刚刚完成对中国用的牛痘
苗天坛株的重新筛选并研究出了新的生产方
法，於是用印度苗与中国苗进行比较。比较
结果，中国苗比印度苗毒力稳定，而且发痘
率高。

盟军因此注意到远在昆明的中央防疫
处，派专人考察，给予防疫处很高的评价。
防疫处不仅产品质量获得国际好评，而且实
验室的技术水平也得到承认。防疫处检定室
被选为美军指定临床化验室。经过考察，盟
军决定，不仅牛痘苗采用中国株，而且其他
疫苗和血清也不再越洋运来，改由防疫处供
应。

中央防疫处的任务和责任骤然加重，不
仅要生产高质量的疫苗和血清，供给在滇湎
泰作战的盟军，还要及时发现诊断该地区的
传染病，并且尽快制备防疫用品，事关盟军

的战斗力。此外防疫处生产的疫苗和血清还
要供应大后方的防疫需要，甚至支援陕甘宁
边区。

正是由於汤飞凡制定的严格的生产规
范，和改进的生产程序，中央防疫处提供给
盟军的疫苗万无一失。以狂犬疫苗为例，国
外的疫苗接种后有万分之一到三千分之一出
现严重反应，其中四分之一死亡。使用了中
央防疫处用中国天坛株制备的狂犬疫苗的盟
军，没有发生一起意外。

云南一向流行斑疹伤寒，对在缅甸和泰
国边境的盟军也是一种威胁。中央防疫处于
1943年制成了中国最早的斑疹伤寒，并用于
盟军免疫。

1945年，在滇缅边境战场上，盟军中发
生了一种”不明热”的流行，严重威胁着部
队战斗力。美国组织了一个以哈佛大学专家
为主的斑疹伤寒考察团对此进行调查，但一
直未能搞清病因，只好求助于中央防疫处。
汤飞凡派助手魏曦赴现场，通过调查和实验
证实其实是恙虫病。采用了针对恙螨的防制
措施后，”不明热”得到控制。魏曦因而获
得美军“战时功绩荣誉勋章” 。

除了以上工作外，作为中国唯一的防疫
机构，防疫处还有一项秘密任务：对付日寇
细菌战。这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每一个举
措都事关重大。汤飞凡率领着那一小批防疫
工作的先驱们，一次又一次挫败了日寇的阴
谋。试验室如战场，疫情就是命令。有人前
线流血，有人后方抗敌，安静的滇池关系着
连天的烽火，昆明西郊那一百多人足顶十万
甲兵。

1945年8月15日，汤飞凡拿起电话，对方
驻昆明的美军军医。他们提前得到日本投降
的消息，第一个想要通知的，是他们心目中
一位真正的中国人。

胜利的消息在西山传开，胜利的喜悦和
笑容在每一个防疫人脸上。汤飞凡宣布放
假，当晚在家中小客厅举行酒会。大家尽情
地狂欢。

小客厅装不下几百人，大家索性在湖边
狂欢。而汤飞凡却离开人群，回到书房，默
默的背诵起少年时记下的、令每一个湖南人
读罢怒发冲冠、热血沸腾的“湖南少年歌” ：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待续——

作者：京虎子（华盛顿D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