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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工
Professional Tailor (Alterations) 专业改
衣店呈请有经验（part time）女缝工
一名，有意者请电 317-253-6995，地
址，1906 Broad Ripple Ave, Indianapo-
lis, IN 46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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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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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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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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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todayin@g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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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第8版）

第十章
夏方才被打命丧黄泉   翡翠小姐暗恋急请玛丽

其实这时阿龙也听说了这件事，只是他
不说罢了，他领教过矿主威尔逊的残忍，这
个家伙为了钱什么事都干的出来的。他想着
自己被绑在坟场边九死一生的经历，想起来
不寒而栗。现今这些是刚刚成为记忆，刚太
平了不几天，他阿龙家又要出头露面了。他
着实害怕玛丽又仗义出去惹事。现在见翡翠
告诉了玛丽，而玛丽也没有经过什么思考拔
脚就走，他的心里就着了急，心想这个死丫
头又惹出事端来了。阿龙禁不住拦住了她
们。

阿龙对玛丽说：“玛丽，你管的闲事还
嫌少吗？他们这样闹事，迟早是要出人命
的。已经出了一条人命了。这些工人还真
是！不好好干活，还闹事！吃饱了撑的。你
不能去？”

玛丽见阿龙说出这样没有人性的话，早
就憋了一肚子气的她，把火发了出来：“阿
龙，你在说人话还是说鬼话。说人话你闭
嘴，说鬼话你先去死！中国人在这墓碑镇都
死绝了。你看看这里有多少无名尸坑？你我
还能活多久？”

阿龙见玛丽现在越来越跟他顶撞了，也
生起气来：“我说你不能去，你就是不能
去，你去了我们的店怎么办？没有人做事
了，店就关门了？”

玛丽也不示弱：“那你就关门吧！翡
翠，你去警察局把欧普警察叫上！我们和他
一起去！”说完，他们俩就出门了。玛丽连
头也没回。

阿龙气得直跺脚。
这时，威尔逊还不知道他的矿上发生了

什么事，他和他的一些朋友们在凯罗尔酒吧
喝酒，马丁跌跌撞撞地到了酒店。

 马丁上气不接下气地大声嚷嚷：“不
好了，这些猪仔反了。他们追到这里来了。
他们来找你了！老板！”

 威 尔 逊 还 没 有 明 白 过 来 是 怎 么 回
事：“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马丁说：“这些猪仔要杀我，他们追到
这里来了。”

威尔逊一听，第一个念头就是去拔枪。
威尔逊拔出枪，众牛仔保镖从枪架取下枪。

威尔逊命令道：“走！我就不信这些猪
仔吃了豹子胆了。”

他们凶横横地走出酒吧，骑上马，朝矿
工来镇上的路跑去。没跑多远就来到第五大
街和坚果（E Toughnut St.）街口，见邝世五
等一大群华工过来。威尔逊和他的荷枪实弹
的人马在街上一字排开，就像这里司空见惯
的决斗阵势。邝世五和手无寸铁的矿工也在
对面的街上排开。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马
丁在威尔逊面前直指邝世五。

马丁大喊：“就是他，就是他打了我，
还骂了你。”

威尔逊给了马丁一把枪，恶狠狠地对马
丁说：“现在你可以报仇了。你不是有枪了
吗，把子弹嵌入他的猪脑里！”

马丁提着枪，走了过去。众人害怕。邝
世五站在那里，并不害怕。马丁走到邝世五
旁边，用枪柄猛敲了一下邝世五的头，邝世
五应声倒地。众人后退几步。邝世五突然一
个鲤鱼打挺，踢飞马丁手上的枪，和马丁
搏斗起来。邝世五将马丁击倒，抡起拳头就
要开打，突然听到一声枪响。邝世五吃了一
惊，原来威尔逊的一个牛仔暗地里拔枪，正
向邝世五射击，被警察欧普看到，他向这
个牛仔开了一枪，这个牛仔的枪从手里被打
落。欧普吹了吹枪头，将枪插回枪套。欧普
轻蔑地看了一下牛仔，一言没发，眼神里告
诉这个牛仔，你不能这样下流，打黑枪啊！

这时，玛丽也赶到了，她立刻上前，喝
道：“别打了，你们别打了。”说也奇怪，
邝世五和马丁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停止了
扭打。

威尔逊骑在马上，见有人发话，定睛一
看，是中国玛丽。他一提缰绳，向前：“
啊，这不是CANCAN餐馆的老板娘吗？你也
来凑热闹啊！”

玛丽抬头，看到威尔逊杀气腾腾的样
子，说：“威尔逊先生，你把人打死了，这
算什么皇法啊！现在你还在这里继续杀人。”

威尔逊有点不耐烦了，喝道：“你这个
臭娘们，我让你在这里做生意已经抬举你
了，你还到这里来搅和，你不要命了？”

玛 丽 见 威 尔 逊 恶 人 做 上 前 ， 也 不 示
弱：“威尔逊先生，每个人的命只有一条。
命大家都要。可是你不把华工放在眼里，甚
至残暴打死。你难道不怕报应吗？”

威尔逊无法无天的口吻说：“你们这些
猪仔又臭又脏，手脚又不干净，连畜生都不
如。合同上写着，偷东西要被处死的。躺在
地上的那个，偷了银块。死了也是白死。”

玛丽并没有被威尔逊你的凶相吓着，
说：“你说华工偷你的银子，你把证据拿出
来吧！”

威尔逊指着地上的银块，“我现在明白
了，你们华工是世界上最低等的动物，又脏
又烂。这种人死了就好像死了一只狗。你在
你前面看看，这就是赃物，有了这些赃物，
这个烂人死有余辜。”

玛丽气愤至极：“威尔逊先生，你住
口！我们华人也是人，你打中国劳工是要受
到惩罚的。你要解雇这些工人，必须按合同
办事。你要把所有的工资都发给他们！”

威尔逊撕着嗓子说：“好吧，按合同办
事，我会按合同办事的。你这个阿三也偷了
我的银锭。你等着自行了断吧！”

玛丽知道自己和他签的合同是上他的当
了，但是不怕，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
行，玛丽说：“你说话要有证据！如果你诬
告，我也饶不了你的。你也自行去了断！”

威尔逊对自己的手下说：“走吧，我们

走着瞧！”
这时，只见一辆马车驮着一口棺材来

了，玛丽要工人们将这个兄弟入殓，把他葬
在靴山墓地里。

玛丽走到邝世五前面，对他说：“大兄
弟，好样的，以后有难，到老姐这里来。兴
许我还能帮你。”

邝世五看看玛丽，说：“谢谢大姐。”
翡翠想和这位大汉搭上话，可是邝世五

领着大家回矿上去了。
邝世五和阿三回到矿上，虽然威尔逊没

有来找他们，但是每个人都知道这威尔逊总
有一天会来找他们的。他们都想散去，但是
他们等着他们的工钱，就连玛丽那里的钱都
还没有给玛丽。

第十一章
阿三做回乡梦，邝世五舍命斗尼克

平时阿三是个聪明人，这威尔逊看人还
是有点眼力。他说的没错，这阿三做体力活
不行，但是，他识别矿脉的眼力十分敏锐，
他能在沙土中的露石中识别矿脉。本来阿三
可以为威尔逊探到不少矿脉，帮他赚大把
的钱，可是阿三看到威尔逊对待华工这么凶
残，他情愿下井干活，也不愿意为威尔逊找
到任何矿脉的线索。但是阿三好像生来就是
找矿脉的主，矿脉对他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就像鸦片对那些烟君子。他常常上了矿井没
事在附近的山坡上转悠，记下哪里有矿，哪
里没有矿。他在鹅地的一段无矿区有了新的
发现。

那天他居然找到了两大块银块，那成色
竟然跟已经提炼过一样。他喜出望外，动手
经过一阵敲打，将他们挖出来。说也奇怪，
这两大块银块像是嵌在模子里，银块脱落
时，下面的石头模坯完好无损。这条小矿脉
在一块巨大的奇特的山石旁边。旁边就是一
条羊肠小道，离墓碑镇有十几英里地，直通
墓碑镇。阿三做好记号，以便以后找到更多
的银块，就离开了。

无意中找到银块，阿三无论如何不敢往
工棚里带。阿三想起前几天夏方才被活活打
死的情景，心里一阵颤抖，恐惧盖过找到银
块的喜悦心情。他知道那些工头趁工人下井
的时候去搜查他们的床铺，生怕矿工们偷了
银子藏在床上什么地方。于是他将两块银块
埋了起来，又小心翼翼地做上明显的记号，
以防以后找不到。幸好这里十分容易找到。

这时候，阿三看到前面林子里有人影一
闪。

阿 三 大 叫 ： “ 谁 ， 他 妈 的 给 我 站 出
来。”阿三捡起一块大石头，准备打架。但
是前面静悄悄的，没有一丝声音。阿三在暗
处观察了一会，便放下心来。

阿三始终盼望有一天，他们自由了，他
将银块起出来拿回家娶媳，买田地，成家立
业。

阿三回到矿上，邝世五正在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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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邝世五关切地问：“你上哪儿去了，我
到处找你都没有找到。你还生着病呢！这两
天天气变化特别大，你要小心啊！”

阿三说：“我这两天好多了，出去走动
走动，明天还要下矿呢！”

“我看你的身体还没有恢复过来，还是
再休息几天吧！”

阿三说：“我的大哥，我老这样闲下
去，没有工资拿，将来回家拿什么去成家立
业啊！”

邝世五：“办法总会有的，身体要紧。”
阿三很感动，在他生病的时候，总有这

位大哥关心着他。他知道邝世五也关心每一
个矿工，但是，对他特别好。和世五在一
起，心里总是感到很踏实。

那天的反抗让阿三觉得，他们回家的时
候快到了，因为全花旗国都在驱逐华人，这
威尔逊也会很快地把他们驱逐。虽然他拿到
了玛丽预支的工资，他知道不是从玛丽那里
雇来的劳工工资还没有着落。不管怎么样，
威尔逊一旦付了劳工们工资，劳工们就人走
鸟散，这个日子也许就在眼前了。

阿三对邝世五说：“世五哥，我总觉得
我们回去的日子近了。“

邝世五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
如果撵我们走了，我还不打算立刻回广东。”

“为什么？这个鬼地方有什么好呆的！”
邝世五说：“阿三，依我看，如果能回

去，你还是先回吧！”
阿三说：“世五，你不觉得我们欠玛丽

还不清的人情吗？”
世五点点头：“是啊，你说的对。”
阿三说：“那么，我难道让玛丽损失钱

吗？她已经帮助我雇了出去，这威尔逊没把
我的工资给玛丽，我要逼着威尔逊把我的工
资付给玛丽。要不我真的对不起她。”

世五听阿三这么一说，觉得也在理。就
说：“你说的对，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
也好对玛丽有个交代。她帮着我们太多了。”

阿三说：“世五，知恩图报真君子。等
我们把这件事做了，我们回广东家好吗？在
那里我们还是老朋友！”

“那当然，”邝世五说：“我们都准备
到北边去农场干活了，兴许那里有活可干。
我们也得准备准备了。”

阿三说：“世五，我查到了一个矿脉，
找到了两块大银块。成色大约百分之八十甚
至九十。既然我们准备远走高飞。我想我陪
你去看看。现在银块我暂时拿不回来，但是
很快我们散伙的时候可以去取，那时候，我
们可以用它换钱回香山县。现在你跟我一起
去吧！去看看我把它们藏在哪儿。”

邝世五应允，现在也是他休息时间。阿
三带着邝世五来到墓碑镇以南的无名的群山
中。阿三和邝世五沿着小道在一个峡谷中停
了下来。仔细辨认着岩石。突然他在一块开
凿过的银矿石边停下来。

——待续——

足疗店转让
足疗店转让，学区好，生意稳定。有意者晚

九点以后致电：317-800-8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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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  之  瑰  宝
（上接11月15日第8版）

十一、身后那些事
没有通知亲友，没有举行葬礼，何琏一

个人伴随遗体火化，悄悄地捧回骨灰，放在
自己的卧室。完成了汤飞凡在遗书中的交
代：把桌上的六本书还给谢少文。然后是漫
长寂寞的岁月，二十年。

曾经与世界先进水平并驾齐驱的中国防
疫生物制品业自毁长城，每况愈下，加上十
年动乱，与先进国家的距离越来越大。这些
年来人心涣散，私欲横行，以至在萨斯流行
期间大失国人所望，甚至发生实验室感染的
重大事故。

连汤飞凡生前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
就，也因为人的私欲而长期被剽窃。

汤飞凡死后，中国的沙眼病毒的基础研
究渐渐终止，与汤飞凡合作的眼科专家张晓
楼站出来理所当然地包揽了各种荣誉，也包
括靠重覆汤飞凡在自己眼里做的人体试验而
发表的那篇论文。

汤飞凡属於自绝于人民，他的名字不能
被提起，文革中更成了国民党残渣余孽、反
动学术权威、漏网大右派，於是这个名字消
失了。人民画报上是张晓楼灿烂的笑容，报
刊上一篇又一篇的介绍这位沙眼病毒发现者
的先进事迹。写文章做报告接受采访，更为
可笑的是，写论文时不得不引用当年的论

文，他居然把第一作者汤飞凡免去。在黑白
颠倒的年代，因为政治的需要，也是可以理
解的。但是拨乱反正后反而变本加厉，岂止
是利欲熏心？

拨乱反正以后，本来汤飞凡没有戴帽
子，不属於平反之列。但医学界的呼声太
大，卫生部于1979年6月为汤飞凡举行追悼
会，给予汤飞凡高度评价。

中国在重新发现汤飞凡，外国人一直没
有忘记他。1980年6月，中国眼科学会收到国
际眼科防治组织(IOAT)的一封短函：因为汤
博士在关于沙眼病原研究和鉴定中的杰出贡
献，国际眼科防治组织决定向他颁发沙眼金
质奖章。希望能够得到汤博士的通信地址，
以便向他发出正式邀请，参加1982年11月在旧
金山举行的第25届国际眼科学大会。

沙眼防治的最高荣誉终於属於汤飞凡，
可是IOAT不知道，这世上早已没有汤飞凡。

颁奖仪式后来改在1981年5月的全法眼
科学大会上举行，卫生部决定由汤飞凡的学
生王克乾代为领奖，并明确通知了一起与会
的时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主任委员的张晓
楼。

发奖前一天下午，中国驻法使馆一位官
员突然通知王克乾，组织决定明天改由张晓
楼领奖。大会上张晓楼满面春风地接过奖章
和奖金，并发言。令人不解的是，发言中没
有一次提到汤飞凡的名字，均以“我们”代

替。等大家看到奖章，才发现原来颁
发给汤飞凡奖章改刻了两个名字，第
一名居然是张晓楼。

誉满京华的通天名医居然能够施
展乾坤大挪移，周旋于使馆和IOAT之
间，两天之内偷天换日。

奖 章 拿 回 来 ， 又 是 一 轮 报 道 采
访，张晓楼正式成为沙眼病毒的第一
发现人，国际金奖的获得者。可是有
一 个 难 题 ， 原 来 奖 章 是 发 给 一 个 人
的，虽然临时刻上两个名字，奖章还
是一个。张晓楼没有被难倒，他用原
本属於汤飞凡的奖金复制了两枚镀金
奖章，自己留一枚，交给汤家一枚，
原件上交卫生部，一个圆满的结局。

人道青天不可欺，善恶人尽知。
张晓楼的做法引起公愤，当年12月政
协会议上，不少委员就提议严肃处理这种剽
窃行为。国际上也有不少疑问，汤飞凡夫人
和学生们从一开始就强烈要求卫生部澄清。

但是名医的能量无法估量，一件原本简
单的事情一拖就是五年。总是说要顾全大
局，维护中国科学界的声誉，始终没有解
决。何琏骨子里的将门血气终於暴发了，于
1986年8月写信到IOAT，要求一个公正。

四个月后IOAT回信：经了解，沙眼金质
奖章是授予汤飞凡的，为了澄清起见， IOAT
将复制一枚新的奖章。不久汤家收到新奖

章，旧奖章自动作废。新奖章的后面只刻着
一个名字：汤飞凡。

汤家除了新奖章外，依旧保存那枚私自
复制的旧奖章，作为近代中国科学史上一大
丑闻的见证。

1992年，国家发行中国现代科学家（第
三组）邮票，里面包括汤飞凡。三年后，为
夺回本应属于自己丈夫的成果和名誉而耗尽
精力的何琏在北京逝世。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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