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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镇的中国玛丽
（上接10月4日第8版）

第九章
玛丽豪气立下生死状   邝世五废矿洞见尸骨

菲利普约了威尔逊来凯罗尔酒吧，酒吧
里赌桌都坐满了，菲利普先到了酒吧，他要
了一杯酒，在歌女面前拉把椅子坐下来，架
起二郎腿，脚随着歌女的声音起伏在晃动。
不知道是他有把握要威尔逊去做他想好的计
划，还是这个歌女的歌声和妩媚逗得高兴，
他塞了一些小费给那个歌女，还和歌女眉来
眼去了几下。这时，威尔逊来了，也拉了一
张椅子在他的对面坐下。威尔逊问：“你小
子是不是又给我找了一些猪仔啊？这么高
兴。”菲利普看了看威尔逊，心想，这家伙
今天穿的还不错，还带了领带，说：“你也
高兴啊！看你穿得像娶媳妇似的。”威尔逊
说：“你小子别给我兜圈子，有话就说，有
屁就放。我听着。”威尔逊说：“先生，你
这么急干什么？没人抢你的饭碗。”威尔逊
蔑视地说：“就是有人抢了我的饭碗我也不
怕。”菲利普看看威尔逊说话有点带劲了，
便说：“老大你听着，我给你带来的人都被
这个阿龙的媳妇给抢走了。”威尔逊一听阿
龙这两个字就觉得要吐的样子。他问：“怎
么，这个猪仔还在吗？不是已经被我们处死
了？”菲利普说：“很难说死了没死。可是
这个玛丽已经开了人力公司，这明摆着和我
们公司作对。把我的公司打下去。”菲利普
向威尔逊招了招手，威尔逊伸过头去。菲
利普在威尔逊的耳边将自己的计划叙述了
一番，威尔逊连连点头。说完，菲利普递
过一叠钱。菲利普说：“好了，我们成交
吧！”“成交，我们就这么定了。”威尔逊
说着，站起身了，转了个台，来到赌博台前
赌去了。

矿主威尔逊带着几个牛仔在CanCan饭
店前面下马，将马拴在饭店前的马桩上。他
们进。几个人横冲直撞地进入饭店。玛丽正
在和别的雇主谈话，见他们一大群人气势汹
汹地进来，觉得这五大三粗的矿老板好像为

搅局而来，就迎了上去。玛丽平心静气地
问：“先生，你是来雇人的吗？”威尔逊觉
得这女子并没有被他的蛮横样子所惊吓，只
能老实地回答：“是的，女士，我是来雇一
些银矿工。”玛丽听他的声音似乎不是来挑
事，略略放下心来，说：“那你就挑吧！
喏，这些华工都想到矿上干活。你看，这里
几位华工还是身强力壮，你在他们里面挑一
个吧！”

威尔逊狡诘地眨了眨眼睛，说：“不，
我这次来不是来找强壮的苦力，而是来找聪
明一些的技术员。”他看到阿三，便指着阿
三说：“你，我要雇的人就是你了。”阿三
想不到那个矿老板没有多少挑剔就选中了
他，便不由自主幸运地一笑。玛丽觉得有些
奇特。稍前的两个矿主把最强壮的两个工人
给挑走了，想不到这威尔逊却要了瘦骨嶙嶙
的阿三。玛丽开始还担心阿三雇不出去，
现在看威尔逊选中了他，笑笑，想探一下
这威尔逊为什么不雇强壮工而雇阿三这样瘦
弱的人，害怕他有阴谋，便问：“先生，矿
工需要体格健壮，你怎么会要这样一个生病
的黄鱼？”威尔逊看到玛丽奇怪，早就准备
好了回答：“矿上有的是体格强壮的矿工，
我要一个脑子机灵的探寻矿脉的人。这个小
伙子看上去挺机灵，也许是个探寻矿脉的好
手。”玛丽一听威尔逊的解释，很在理，放
下心来，说：“先生，您算是眼光独到的人
了。看这小伙子的眼神，挺灵活。准是块好
料。您知道这里的规矩，您要按月将他的工
资付到这里。如果他有什么问题，你到我这
里来解决。这是合同。您签一下吧！”玛丽
将合同递给威尔逊。威尔逊接过合同，给一
个手下。手下读了一下说：“这个合同没
有猪仔偷银子的惩罚条款。”玛丽没有在
意，只是解释说：“从我这里雇去的人怎么
会偷东西呢？我早就口头承诺，如果有人
偷东西，他偷一，我还十。这样难道不行
吗？”一般的情况下，玛丽解释到这里，雇
主就不会有什么异议了。可是这样的解释在

威尔逊那里就不行了。威尔逊固执地说：“
猪仔们都习惯偷东西，他们中偷东西的太多
了，你这偷一还十只是口惠而已。我们不相
信！”威尔逊说到这里，玛丽也应该知道了
这威尔逊分明是在寻叉，但是玛丽没有意识
到这一点，她还是在争辩她担保的清白，她
说：“威尔逊先生，我这里雇出去的保姆，
苦力，马车夫，厨工，泥瓦工，脚夫，看
门，从来没有一个人偷过东西。你还不相信
我吗？”威尔逊听了，心里不是不相信，而
是故意不相信，否则就没有故事了。他故意
说：“我们不相信任何人，怎么能相信你一
个女人呢？”玛丽听到他对女人这么的不尊
重，十分生气地说：“那你说你需要怎样的
保证呢？”威尔逊手下帮腔说：“你说你的
人从来不偷，你敢不敢拿你的命保证呢？如
果敢，我们就信你。”这正是当事者迷，旁
观者清。在旁边的那些来雇人的雇主哗然起
来：“对啊！既然这么肯定，你怎么不敢
保证？害怕了吧！动真格了就不敢了！骗
人！”玛丽看到人们一阵骚动，玛丽的帮手
翡翠嚷了起来：“威尔逊，你怎么这么说
话，不是存心要闹事吗？我家老板娘还没有
失过信。你要就雇，不要就走人!”威尔逊
知道这个小姑娘，思维敏捷，谈吐伶俐，他
不想被这个姑娘家坏了大事，想威胁威胁
她。威尔逊拔枪：“你这猪仔小丫头，你敢
这样对我说话，你不怕我一枪崩了你！”玛
丽看到威尔逊原形毕露，闹事的架势出来
了，她愤愤地说：“好，威尔逊先生，我答
应你，但是咱们丑话说在前面，我玛丽做生
意一是一，二是二。如果这阿三偷了，我拿
命抵，但是，要是你无中生有，诬告阿三偷
东西，你也要拿命抵上。你敢不敢？”威尔
逊听到玛丽这么说，知道玛丽离受骗的距离
不远了。菲利普那里的钱很快就会给他的
了。威尔逊把枪放在桌子上，玛丽觉得威尔
逊把枪放在桌上是对她的挑衅，她捡起枪，
用口气吹了吹枪头。熟练地在手上转了转
枪。威尔逊和手下看着玛丽玩枪。都露出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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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的神色。威尔逊见玛丽爽快答应，就大声
说：“好吧，就一言为定。”他立刻吩咐手
下：“去，修改文件。”片刻，文件修改
毕，玛丽和威尔逊分别按上手印，合同算是
签署成功，生意做成。玛丽走过去，对阿三
说：“阿三啊！我拿命押在你身上了。你千
万为我们华工争口气。”阿三眼里含着泪
花，点点头：“龙嫂，你放心，我不会辜负
您的。不会糟蹋华工的名声的。”不一会，
阿三随威尔逊他们走了。刚出门，就见街上
的路人一下逃散，玛丽的饭店一下也涌进一
些人来，大家都很惊吓的模样。翡翠根据以
往的经验，说：“玛丽姐，那个醉魔灵狗抢
了牛仔的牛，人家来报仇来了。”玛丽叹口
气说：“又是那个灵狗。快关门，我们惹不
起躲得起。”翡翠惊慌地说：“那些人已
经在我们门口了。怕死我了。”玛丽走出
CANCAN饭店大门，见门口的泥土街上，又
有一场决斗。对面的店铺 C.H.&T Co. 也关了
门。外面有些胆大的人看热闹。玛丽赶紧关
上门，从窗户上向外看出去。一会，来了几
匹马，上面骑着一些牛仔模样的全副武装的
人，在玛丽的饭店前，栓好了马，几个人并
排在饭店前等着，玛丽知道这些人是来寻仇
来的。外面的空气紧绷着，一下子，街上除
了这些牛仔，空无一人了。玛丽要店里的阿
华去叫警长威特。阿华从后门离开，去警察
局报警去了。玛丽转向另一个街角，从那边
走来几个挎着枪的人，两拨人走近，没有多
说什么废话，在CANCAN中餐馆前决斗，他
们在CanCan门口的街上站着，空气凝固了。
双方的手都在往腰间的枪套里拔枪。也不知
是哪一拨人速度更快，玛丽根本没有看出
来。枪声响了，他们各自向对方开枪，地上
死了好几个人，血流满地，这批人打完，就
骑上马扬长走了。霎时，街上静得怕人。好
久都没有一个人出来。

——待续——
（本文受版权保护，未经本报或作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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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两个人的轨迹
在各项工作进入正轨以后，汤飞凡申请

卸去日常事务，回到实验室重新进行中止近
二十年的沙眼病原体的研究。卫生部批准了
这一申请。

今天的人们已经不知道何为沙眼了，可
是在1954年，沙眼流行极广。世界卫生组织
估计全球六分之一的人患沙眼，高发区因此
失明的占人口总数1%，视力严重受损的占10%
。在中国沙眼发病率55%，致盲率5%，边远农
村患病率达80-90%，所谓十眼九沙。研究沙
眼病原体，从而找到预防治疗的方法，在当

时的确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但汤飞凡研究沙眼病原体，还

有另外一个原因。
在国家嬴弱中成长起来的那一

代知识分子，许多人都把日本当做
奋斗的目标。特别是英美派的汤飞
凡，一直对日本微生物学家的一举
一动密切关注，从心里暗暗下定赶
超日本人的决心。正因为这样，他
对日本微生物学家的成果也比别人
多了一些怀疑和保留。

战前的日本人在微生物领域除
了北里柴三郎这位大师外，还有一
位翘楚，而这个人的名字在很长一
段时间内在日本被人为的遗忘了。

日本名作家渡边淳一年轻时就
读于北海道札幌医科大学，一次偶
然的机会，他发现日本战前除了北
里柴三郎外，还有一位国际知名的
细菌学家野口英世。野口英世一直
在美国从事研究，在血清学、小儿
麻痹、狂犬病，防治梅毒等方面都
取得过显著的成绩。1928年赴非洲
研究黄热病，不幸感染此病身亡，
成为第三个因为研究此病而献身的
科学家。但在日本的细菌学教材中
却没有他的名字，如此知名的人物
肯定不会漏掉，而是因为某种原因
被删除了。难道是因为野口英世一
直在美国的缘故？

野口英世这个名字一直留在渡边淳一心
中，成名后，渡边淳一历时八年之久收集
材料，于1979年完成的长篇巨著《遥远的落
日》，荣获日本第十四届吉川英治文学奖。
这篇巨著使野口英世在日本被重新发现，并
受到了极高的尊重，许多日本人，特别是青
少年将其作为学习的楷模。

渡边淳一并没有如实地写出为什么日本
细菌学教材删除了野口英世，使他难以启口
的故事涉及一个中国人，一个让日本人不得
不从心里佩服的中国人。这位叫汤飞凡的人
生轨迹与比他大20岁的野口英世的人生轨迹
在沙眼病原体的研究上会合在一起。

沙眼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疾病，公元前
1500年古埃及的纸草书中就有记载。更有人

认为根据“黄帝内经”，公元前2600年中国
便有此病，但世人还是将埃及称做沙眼的故
乡。正因为沙眼历史悠久、流传广泛危害巨
大，自现代微生物学创立始，沙眼病原便极
受重视，七十年间始终没有定论，成为微生
物的一个老大难问题。

科学家所争议的是沙眼病原为细菌病原
还是病毒病原？1887年，微生物学创始人之
一寇霍从埃及沙眼病人中分离出一株杆菌，
称为寇-魏氏杆菌，宣布发现了沙眼的病原，
开始了沙眼细菌病原说。但该杆菌很快被证
明是引起埃及流行的另外一种病：眼结膜炎
的罪魁祸首。按照这个思路，在以后的几十
年里，30多种细菌曾被冠以沙眼病原，又被
一一否决了。沙眼的病毒病原说开始抬头，
从二十世纪初在沙眼病人眼里发现包涵体，
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证明沙眼材料滤掉细菌
仍有感染性，沙眼的病毒病原说似乎站了上
风。

就在这时，野口英世的一篇论文引起了
轰动。1928年野口英世在北美印第安人中分
离到沙眼病原菌，并能在猕猴眼结膜上引起
类似人类沙眼的颗粒性病变，故称为颗粒杆
菌。

微生物界不少人对此表示怀疑，包括当
时人在美国的汤飞凡。一直从事实验技术创
新的汤飞凡认为野口并没有用与传统方法有
多少不同的分离方法，就解决了微生物学三
十多年的难题，轻而易举得令人难以置信。
当时一些细菌学家用野口英世的方法并没能
重复结果，

野口英世是位伟大的科学家，但也有他
本身的缺点，如由残疾而引发的自卑心理、
好大言等等。沙眼病原体的发现不被肯定，
野口英世受到的打击很大，他迫切希望在黄
热病研究中作出成绩。到非洲后不久，野口
从一个病人血中分离出钩端螺旋体，在未能
重复的情况下断然宣布是黄热病的病原。

野口英世再一次失误了，很快查明，给
他提供病理材料的医生误诊，野口英世拿到
的实际上是一个出血性黄疸的样品。此后不
久，野口英世死于黄热病。盛传是因为连续
的两次失误使野口英世羞愧万分，自卑心理
占了上风，故意使自己感染上黄热而自杀。

1929年春，刚回到上海的汤飞凡在实验

室草创，能够按自己的意愿开展研究后，所
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重复野口的实验。一个
中国人出於怀疑的动机，重复一个以身殉职
的日本巨人的工作，汤飞凡捅了一个大大的
马蜂窝。

上海的沙眼病人有的是，他和著名眼
科医生周诚浒合作，选出24个症状典型的病
例，严格按野口的论文分离细菌。经过七个
月的实验，分离出各种常见细菌中只有一次
是野口所说的颗粒杆菌。用这株杆菌接种家
兔和猴子，没有产生沙眼症状。

汤飞凡的结果发表后，激怒了以野口英
世而自豪的日本人，恰巧这时一些细菌学家
包括美国洛克菲勒研究所的专家发表文章，
相继证实了野口关于沙眼病原的工作，汤飞
凡一下子置身风口浪尖，他所要捍卫的已经
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誉，也是中国人的尊严。

科学本应是超乎世俗的，但往往被世俗
所累。科学家本应超乎民族国界的，但每每
要背负祖国的责任。真正的科学家是敢於担
当这种责任的，汤飞凡正是这种人。

从1932年到1935年三年内，汤飞凡进行
了系统的实验，比较了各种菌种包括野口的
原始株，甚至亲自参加人体实验，把颗粒杆
菌接种到自己眼中，终於证明该杆菌无致病
性。汤飞凡于1935年发表的论文，彻底推翻
了野口的细菌病原说。汤飞凡的结果得到国
际上的公认，日本人无话可说，野口英世就
这样从日本细菌学教材中消失了。

1937年初从英国进修回来后，汤飞凡打
算继续研究，寻找沙眼的真正病原。他不愿
做一个批判家和验证人，日本人没有办到的
事，中国人要办到。可是恰恰是日本人使汤
飞凡不得不中断沙眼研究，从抗战开始，到
汤飞凡重新研究沙眼病原体，一晃就是将近
二十年。1954年，经过抗战磨炼的汤飞凡，
已经不能再等待了，他要结束心中的中日战
争，了结二十多年前的恩怨，让日本人心服
口服。

1954年，汤飞凡57岁。野口英世着手分离
沙眼病原体时也是57岁。两人生命的轨迹在
此碰撞，一个因此堕入深渊，一个因此步入
了辉煌。

——待续——

汤飞凡先生

作者：京虎子（华盛顿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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