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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镇的中国玛丽
（上接9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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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碑镇的观音寺前围着很多人。六公司
的菲利普被围在中间，菲利普的西装领带显
然被愤怒的众人抓得衣冠不整了，狼狈不
堪。王木匠大声地说：“他们这些人来的
时候都签了合同的，合同中写的包工生死
有命，但是死后六公司负责将遗骨送回广
东老家。现在为什么你们不兑现呢？在靴山
墓地上葬着这些矿上死者，你们无一运回，
还有很多无名的冤死矿工，你们为什么不把
他们运回去？”众人义愤填膺，纷纷上前责
问。菲利普拼命狡辩：“乡亲们，你们先消
消气，我会把你们的意见带到公司，我们再
做商议，至于无名矿工，我们也不知道把他
们送到哪儿，这不好办。你们还是让我先回
去好吗？”“不行！”王木匠说：“你菲利
普口说不凭，白纸黑字写下来才算数。”菲
利普说：“乡亲们，公司不是我的，我也是
跑腿的。即使我写下来也不会算数的。”
王木匠说：“走，我们找阿龙去，让他主
持一下公道。”众人说：“走吧。”大家
都往CanCan饭店而来。他们来到CanCan饭
店，玛丽在前台收账，旺发亲自下厨炒菜。
阿华进门，喊：“玛丽，外面乡亲们和六公
司的菲利普来了，要见阿龙。”玛丽：“你
告诉他们阿龙不在，请他们改日再来。”人
群里有人喊：“现在阿龙越来越窝囊了。是
共济会会长却不敢为大家办事。”玛丽对这
样的品论不予评置。她也不知道阿龙什么时
候回来。正在这时，一辆马车驶了过来，在
CanCan前面停下来。阿三和倪伟将阿龙扶
了下来。众人看到阿龙头包着纱布，满身血
迹，都大吃一惊，大家不由得震惊。阿三和
倪伟将阿龙扶进饭店，玛丽让阿龙躺下，看
到阿龙伤成这个样子，不由得流下眼泪：“
阿龙，我要你去躲躲，可是你几乎遭到杀身
之祸。阿龙，我几乎害了你。”玛丽唠唠叨
叨地说着伤心话。翡翠见玛丽伤心成这个样
子，对众人说：“乡亲们，龙哥被打成这个
样子，一定是恶牛仔干的。你们先回去，让

龙哥养养伤，以后再和菲利普论理。”乡亲
们见翡翠说的有道理，便纷纷离去。饭店
内，玛丽哭着向阿三和倪伟问情况。阿三将
他们发现阿龙的经过描述了一遍。玛丽断定
这事是威尔逊一伙买凶干的。玛丽气的肺都
要炸了。“灵狗，我和你势不两立，我会报
仇的。”翡翠见状，安慰玛丽说：“玛丽
姐，龙哥现在伤势不轻，我们为他治伤要
紧，别的事咱们先放一放。”玛丽见翡翠说
的有道理，便对阿华说：“先把这两位兄弟
安顿下来。”阿三和倪伟谢过玛丽，跟阿华
走了。玛丽俯下身来，轻轻地呼唤阿龙：“
阿龙，阿龙，你醒醒。”阿龙睁开眼睛，目
光迟钝。只见阿龙张开干裂的嘴唇，声音几
乎听不见，玛丽凑上去，贴近阿龙，只听阿
龙说：“玛丽，这些人……可怕……我们斗
不过他们，我们就……别惹……他们了。”
玛丽听了阿龙的话，感到有些生气。玛丽在
他的耳边说：“怎么是我们惹他们呢？阿
龙，分明是他们惹我们，是他们杀我们，我
们现在连还手的力量都没有。阿龙，你几乎
被他们杀了，还说这种窝囊话！”玛丽说了
这些话，指望阿龙会附和他，可是阿龙却紧
闭着眼睛，不说话了。这时翡翠端了一碗粥
过来，翡翠对玛丽说：“玛丽姐，龙哥受了
这么重的伤，需要静养一段时间，让他喝点
粥，回回神，别打扰他了，让他好好养伤
吧！”玛丽端过碗，用汤匙细心喂着阿龙。
阿龙看着玛丽这么耐心地侍候，两滴眼泪从
眼角里淌了下来。玛丽知道阿龙此刻在想什
么，便说：“阿龙，饭店的事我先管着，你
好好养伤，你回来的事我会要他们保密的，
你就在家好好养伤吧。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
后福。我们这次遭过大难，逃过这一劫，也
许是件好事。我明天去观音寺求求菩萨，让
你很快恢复过来。”阿龙听了，吃力地点点
头，脸上微微一笑。玛丽说：“现在你先休
息一会，我去去就来。”玛丽叫了付其的女
人来照料一下阿龙，自己来到厅里，玛丽要
翡翠把阿三和倪伟叫到跟前。玛丽对他们
说：“阿三，倪伟，感谢你们救了阿龙，这
个恩我是会报的。你们如果不嫌我这店小，
我把你们留下来在这里干了。你看你们觉得

怎么样？”阿三说：“玛丽大姐，我们正在
找邝世五，听说他就在这一带的矿上，我们
想跟他一起上矿上干。”倪伟说：“玛丽大
姐，阿三想找到一条矿脉，发点才，挖点银
子就回广东老家。我们不想一辈子都待在
这个寸草不生的鬼地方。”玛丽思索了一
下：“也好，我也听说世五在矿上，可是阿
龙还没有见到过他，上次一个兄弟的尸体半
夜放在观音寺里，我猜就是世五干的。”阿
三听到有世五的消息，急着打探：“玛丽
姐，那世五是在哪个矿上？”玛丽说：“我
猜测会是在威尔逊的矿上。”倪伟问：“那
我们要去做工怎么个做法啊?”玛丽说：“
那你们就要经过六公司介绍去那里。六公司
和你们签约，然后再去矿上。”阿三：“玛
丽，刚才我们听这么一大群人说六公司根本
不践约。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窝去。”
聪明的翡翠插嘴：“玛丽姐，他们能不能向
你雇呢？你可以代表阿三和倪伟。他们折磨
人不就是诬告劳工偷他们的银子吗？你可以
让他们拿出证据来啊！这样我们的人就少吃
点冤枉苦啊！”玛丽说：“翡翠，你也真是
个强女。不过你龙哥现在这个样子，我还能
做这些吗？你看我们的摊子太大了。小赌
场，烟馆，还有你的那一摊子，我的送货公
司。”翡翠鼓励玛丽：“玛丽姐，我观察过
了，你不是一个小女人，你是一个有胆有识
的大女人。阿龙哥现在这个样子，他可能一
时半会还回不过来。你一定能做男人的事。
而且比他们做的更好。”玛丽语塞。翡翠见
玛丽没有反驳，便进一步说：“玛丽姐，这
里的事很多非你莫属。龙哥被人折磨成这个
样子，你难道还不想报个仇什么的。现在你
只有干了。”玛丽本来就是个有胆有识的巾
帼女，她父亲阿贵自小教她练拳脚，也颇有
几手，但是家里有阿龙这么一个徒弟，就像
半个儿子，什么事都用不了玛丽操心。因
此，玛丽的侠胆都给了阿龙。玛丽倒成了小
女人了。现在，阿龙几乎被人打死，刚从死
神那里夺了一条命回来。这主心骨折了，那
种捡起倒下的旗杆重新竖起来的勇气，在这
个小女人心头重新燃起，积聚在内心的那
种困境中女人的野性火焰重新点燃。玛丽

作者：梧桐（印第安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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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好吧，翡翠，这起草合同的事你去
办。记住，写明我出去的人都是诚实人，
我来担保他们，偷一我赔十。你把它写上
去。”翡翠说：“记住了，玛丽姐。”阿三
和倪伟也说：“玛丽姐，你做这个，就从我
们开始吧！”玛丽说：“阿三，倪伟，你玛
丽姐一定不会使你们失望的。”

墓碑镇Can-Can饭店，张灯结彩，中国
玛丽打扮的丰满华贵，正堂坐着，旁边站着
一排将要被雇佣的男男女女。阿三和倪伟也
在其中。这个墓碑镇的雇佣生意真的被翡翠
说中了，在别的地方，这些做小工很多是墨
西哥人，华人习惯称他们为老墨。可是这里
的墨西哥人大部分是贩牛的，也是墨西哥的
牛仔。因此杂活和矿上的劳工市场很多都是
华人。墓碑镇的杂活有牛圈养牛的，有做清
洁的，又扫街的，有做保姆的，有为各家做
饭的，还有赌场，酒吧，洗衣等。有的是零
时工，有的月工和年工。年轻力壮的人都往
矿上走。矿上虽然苦，但是收入要比打零工
的多。而且，这墓碑镇有的是去处，自从阿
龙计划了名副其实的地下商业，这些赚了钱
的矿工抽鸦片的抽鸦片，逛妓院的逛妓院，
赌的赌，吃的吃，反正钱有的是。附近的矿
点老板们也需要这些能干活的中国人，因此
开业的第一天就成交了不少雇佣合同。消息
传到菲利普那里，菲利普十分吃惊：“怎么
啊？有人这样抢我们的生意，不出一个月，
所有的被雇工都会回到玛丽那里去了。”菲
利普手下进来：“先生，这是一份玛丽的合
同。你看看我们是否有空子可钻。”菲利普
接过合同，仔细地读着每一句话。看到偷
一赔十这一条，心里顿时有了鬼主意。“有
了，这个玛丽。想搞垮我们的生意，没那么
容易，咱们走着瞧吧。”手下不知菲利普在
说什么，问：“先生，你说什么啊？”菲利
普说：“我说咱们走着瞧，他们班门弄斧没
那么容易。我叫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待续——
（本文受版权保护，未经本报或作者本

人许可，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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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再一次选择
抗战胜利了，防疫处要再一次搬迁。卫

生署让汤飞凡在三个城市中选择：上海、南
京或北平。南京是首都，但汤飞凡不喜好官
场气息，而且昆明这几年的经验让他体会到
天高皇帝远的自由。上海的繁华和纷乱让他
却步，而北平的文化气氛和悠然的生活节奏
使他下决心搬回北平防疫处原址。而且他知
道，经过日本人的经营，天坛旧址已经发展
到相当大的规模，有极其完备的疫苗和血清
制造设施，相当大的实验动物室，完全可以
用于大规模的科研和生产。

此时的汤飞凡野心勃勃，憧憬着创
建全国性防疫和生物制品系统，因此除
昆明设分处外，在上海也设立了分处。
可是等汤飞凡赶到北平天坛，大吃一
惊。

在中国接收人员到达以前，日方在
一周内破坏了全部设备，将器材用坦克
压碎，菌种血清销毁，动物杀死后深埋
地下，留给汤飞凡的是破烂不堪的、空
荡荡四面漏风的几栋建筑物。抗战结束
了，可汤飞凡心中的中日交锋还没有结
束，怒火中烧的汤飞凡决定在这里建设
一座更大更好的研究生产基地。

几年后，日本人所作所为的真正原
因开始大白于天下。1949年初，汤飞凡
的学生钟品仁来到封存了四年的地下冷
库，在满地的垃圾之中，发现了六支写
有日本女人名字的试管。经过培养实验
后，发现前5个试管是毒性鼠疫杆菌，另
一支试管的毒性已经消失。这些由於日
本人的疏忽而没有来得及毁灭的证据，
证明日军在此进行长达七年的细菌战的
研究，

汤飞凡这时才知道他的对手、侵华
日军细菌战的大本营原来就在中央防疫
处旧址。日本人在这里研究策划细菌战

的时候，一定不止一次咬牙切齿地诅咒中央
防疫处这个令他们夜不能寐的名字，和汤飞
凡这个令他们恨之入骨的中国人。

1995年，侵华日军投降50周年之际，原
西村部队(1855部队)卫生兵伊藤影明和其他一
些老兵来到北京，到北京天坛等处指证日军
的犯罪遗址。北京市崇文区地方志编纂委员
会根据这些最新线索，花了两年时间收集采
访，使日寇细菌战的研究真相大白。除了用
俘虏进行惨无人道的人体试验外，他们还发
现1943年北平的大规模霍乱流行是日本人故
意散布的。他们用全北平人作他们的细菌实
验对象，夺去了两千条人命。

汤飞凡决定重建天坛总所，可是依然没
有经费。吉人天相，汤飞凡这次有了别的办

法，他在昆明结识的美国人谢拉曼此时担任
美国救济善后总署中国分署北平办事处负责
人，拨给汤飞凡几批救济面粉。当时市场粮
价爆涨。汤飞凡用面粉支付了施工和设备费
用，于1947年元旦建成了万余平方米的中央
防疫实验处总处。这几批面粉后来却给汤飞
凡带来了大麻烦。

汤飞凡利用美国医药援华基金会捐赠的
一套小型青霉素制造设备，建立了中国第一
个抗生素生产车间，于1948年生产出堪比进
口产品的每支20万单位的青霉素。汤飞凡认
为，除青霉素外，将来还要开发生产其他抗
生素，所以命名为抗生素室。这个室后来发
展成为中国医学科学院抗生素研究所。当时
中国没有实验动物业，汤飞凡在北京西郊
建立实验动物饲养场，能够饲养繁殖实验动
物，并且培养了中国第一代实验动物人才。
在新址修建过程中，防疫处于1946年春已经
开始恢复生物制剂的生产。

一天，马海德带来一位客人，是军事调
解处军事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的苏井观，请求
汤飞凡紧急支援十万支牛痘苗，以扑灭张家
口一带暴发流行的天花。汤飞凡领人加班加
点按时完成了订货，为扑灭天花流行起了决
定性的作用。他超越党派的科学态度给共产
党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汤飞凡虽是国民党
高官贵婿，政府官员，可是他从骨子里是个
学者，对政治毫无兴趣。抱负远大的中共开
始注意汤飞凡这位知名学者。

抗战胜利后的短短几年里，防疫处除了
旧有产品外，还生产了用于预防结核的卡介
苗，和用于麻疹和肝炎的丙种球蛋白。按汤
飞凡的计划，等卡介苗的生产达到一定规模
后，将进行全国性推广接种，但是内战使该
计划成为泡影。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淮
海战役正在进行，北平党政机关或撤走或瘫
痪，卫生署电令汤飞凡于广州设分处以备南
迁。

一封电报后再无其他指示，汤飞凡屡次
催问，皆石沉大海。他只能亲赴南京，于11
月中旬离开北京。到南京后一无所成，心灰

意冷的汤飞凡来到上海租界，决定接受哈佛
的聘请，举家移居美国。

时间已经是1949年4月5日，中国人民解
放军的百万雄师就要横渡长江，汤家的大件
行李已经运往香港，几个小时后全家飞往纽
约。夜不能寐的汤飞凡最后一次巡视各个房
间，走到书房时，汤飞凡突然改变了注意。
去国离乡寄人篱下，他不甘心。

这一次是汤飞凡自己选择了人生最后的
道路。

汤飞凡在上海等待北平的消息，北平也
在等他。北平解放后，已任华北军区卫生部
长的苏井观来到防疫处，命令保护汤飞凡住
宅，一切保持原状。上海解放后，北平立即
要求上海军管会打听汤飞凡的消息，得知人
仍在上海，军委卫生部正式去函，欢迎汤飞
凡回来主持防疫处工作。7月平沪线修复通
车，上海军管会安排汤飞凡乘第一班火车回
到北平。

1949年的中国共产党人朝气蓬勃，从上
到下真心实意充满信心地建设新中国。这种
前所未有的热潮也感染了汤飞凡。1950年防
疫处改名为中央政府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
所，汤飞凡任所长。1951年兼任新成立的中
央生物制品检定所所长。

建国伊始，卫生部门最紧迫的任务是控
制传染病流行，保障疫苗供应。汤飞凡集
中精力组织大规模生产和解决各种技术问
题，在全所努力下1951年产量比1949年增加7
倍，1952年又比上年增加13倍。

建国后，根据汤飞凡等专家的建议，卫
生部在全国范围内普遍种痘，生物制品检定
所承担了牛痘苗的生产任务，经过十几年的
努力，中国于1961年消灭了天花，比全球消
灭天花早16年。

1954年，汤飞凡的心中有一股再也按捺
不住的冲动，他要做一件中断了将近二十年
的事情，他的毕生之役。

——待续——

汤飞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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