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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镇的中国玛丽
（上接2月7日第8版）

第十三章
救人命，造七级浮屠；托地图，玛丽藏证据

玛丽下地道，来到邝世五的小房门口，
敲了敲门，饭店的伙计刚收拾完碗筷。伙计
开门看是老板娘，便不言语，匆匆离开了。

玛丽进门。邝世五见了玛丽欲要起身，
玛丽连忙叫他不要起来。

玛丽说：“邝老弟，你受苦了。”
邝世五由衷地说：“玛丽大姐，谢谢你

的救命之恩。世五这辈子永远忘不了的。”
玛丽问：“阿三兄弟不是和你在一起

吗？他现在怎么样了？
邝世五听到玛丽提到阿三，脸上一阵痛

苦的抽搐。玛丽看到邝世五的表情，料定阿
三出事了。

玛丽又问：“世五兄弟，难道阿三出了
什么事了吗？”

邝世五悲伤地说：“玛丽啊，恕我邝世
五无能，没有把阿三照顾好。他是我的好兄
弟。他是被威尔逊的牛仔活活地打死的。我
冒死把他救出来，我们偷了灵狗的马车。被
灵狗追踪，身受重伤的阿三受不了马车的颠
簸，死在鹅地。我把他葬在那里，我被灵狗
的牛仔发现了，跑了好久，可是跑不出他们
圈子，最后，我在崖壁上中弹落下。被你们
救起。灵狗肯定以为我死了。这么高的悬崖
摔了下来，谁能活啊。你们救了我，就算我
命大。我谢谢你。”

玛丽说：“世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们的劳工在矿上，在铁路工地上死的死，
逃的逃，被折磨的无数，死的还少吗？现
在，美国政府又做了一个‘中国人排外法
案’，他们的国会把中国人当成低等动物。
最可恶的是招华工的公司要被罚款，他们要
把我们中国人逼向绝处。亚利桑那州在移民
方面特别的苛刻。最近还修了一个法律，还
有更多的悲剧会发生。”

邝世五说：“可是我也不能连累你啊！”
玛 丽 听 了 邝 世 五 这 么 说 ， 脸 一 沉 ，

说：“亏你还是一个大男人，这话是一个大
男人说的吗？我个女人还觉得这种事情我还
做的不够，你一个男人老是谢啊，连累啊！
不好听。”

邝世五在金山常常听到阿贵的女儿像个
小子，现在站在他的面前，果真命不虚传。
邝世五有点难为情：“好吧，我不说了。”

玛丽舒了一口气：“嗳，这才是一家人
说的话。我们广东人，四海一家。再说了，
你帮了我的劳工阿三，现在你伤成这个样
子，要感谢，是我要谢你的。在我这里先安
心养伤吧！其他事情先有我担待着。”

邝世五见玛丽这样豪气，心里感到十分
宽慰：“大姐你能帮我两件事吗？”

玛丽：“兄弟你说，大姐做得到的，一
定帮你。大姐知道你也用命在帮我们的老
乡。”

邝世五说：“大姐过奖了。我做的没这
么好。可是，有些事我不得不做。这威尔逊
现在要解雇我们所有的华工，他已经杀了我
们好多人，都扔到一个废弃矿洞里。这是废
矿洞的地图。还有，这张图是阿三采到银块
的地方。你收好了。也许以后有用。他们知
道只有我知道这个地方，一定会追杀我。万
一我死了，你要把这个杀人的罪证给法庭。
我知道花旗法庭不会对他们怎么样，至少要
揭露他们的罪恶。让这个该死的威尔逊矿主
去地狱。”

玛丽听了，吃了一惊：“他们这样邪恶
呀！”

邝世五说：“对，第二件事阿三临死时
托，就是把他的遗骨送回广东。我是没有这
个能力了，我也只好委托您了。”

玛丽说：“人死了，骨需还乡。这是规
矩。你先安心养伤，等你伤好了。我们一起
来办这件事吧！”

邝世五心存感觉，他接着说：“大姐，
还有一件事，您要小心。这个威尔逊不知受
了什么人的指示，设了圈套让你跳进去。你
把你的命抵在阿三的合同里。我想这些人想
证明阿三的银锭是偷的，然后要想除掉你。
你可要小心呢!”

玛丽听了，倒抽了一口冷气。
玛丽冷静地说：“我知道这些人鲁莽无

知，我以为这些牛仔就是我们中国的水浒人
物，想不到他们这么邪恶。好吧。祸来如沙
尘暴，你要挡也挡不住。谢谢你的提醒。你
在这里安心养伤，养好了伤再做道理。阿龙
今天在家里，我告诉他你在这里，他一定会
来看你。”玛丽说完，就离开了。

亚利桑那的夜晚，天空总是那么的空
旷，深色的天上，巨大的月亮就像挂在天上
的一个金黄色的大灯笼。玛丽一路走回家，
一路在想，她把邝世五在他们那里的事告诉
阿龙，阿龙一定会喜出望外，甚至会立刻就
要去看他了。玛丽一边想着，一边跨进了
门。玛丽一进门就看见丈夫阿龙端坐在中央
神情严肃。玛丽正在纳闷今天阿龙吃了哪门
子枪药，哪里来的杀气腾腾。一路兴致勃勃
的玛丽，一下子心沉了下来。她想她还是不
告诉阿龙关于邝世五的事为好。

玛丽没有去理睬阿龙，自己打盆水洗脸
洗脚。阿龙问：“玛丽，你为什么老是要把
祸往自己家里揽。你把那个邝世五藏了起
来，将来说不定哪天会有天大的祸从天而
降。威尔逊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显然，阿龙不用自己说给他听，他已经
知道了邝世五的事。不知什么人已经来过这
里，把整个事情说给阿龙听了。 

玛丽只得说：“唉，兵来将挡，水来土
掩。我们走着瞧吧！”

阿龙显得很认真，大声说：“玛丽，你
要害自己，那是你自己的事，可是你也不要
害了别人呢！你不要命，我可是还要命的

作者：梧桐（印第安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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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天天有人在饭店面前枪杀，我可不想做
枪下鬼。”

玛丽憋不住了，大声说：“谁叫你把我
骗到这个鬼不到的地方来。我可是受够了。
你知道吗？”

玛丽脱去衣服，生气地坐在床沿边。
阿龙并没有怎么生气，他将玛丽拉入被

窝。阿龙在被子底下含含糊糊地说：“你这
只母鸡怎么搞也不下蛋。我老龙家可是要绝
后了。报应啊……”

玛丽试图挣脱他：“好了，白天够累的
了。晚上少折腾。”

阿龙在被窝里动了一阵，便翻身睡去
了。玛丽躺在床上，好久都睡不着。

——待续——
（本文受版权保护，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母亲
（上接2月7日第8版）

四，走进母亲的娘家
当年去外爷家，虽只有一百一十华里，但因交通不方便，来

往只有坐滑杆或者步行。山区的滑杆，坐上去半靠半卧颇似躺
椅，抬夫一起步，摇摇闪闪吱吱作响，让我全身都放松。眼望青
天，白云悠悠，朦朦胧胧睡意即来，真是“摇呀摇，摇到外婆
桥”。后来去外爷家我看见舅舅，最后一次他从城里带回了另外
的新舅母，冉舅母不见了。

舅舅常常夸奖母亲，说大姐（指母亲）心地善良，人好，关
心、帮助他。只要听母亲讲过去娘家的事，我都要想起舅舅在成
都来学校看我的情况。他的模样很像大弟弟，那天，他笑容满
面，对我问寒、问暖，那也是我见他最后一面。

在外爷家每次返回家时，新舅母总是请人为我们家背上许多
食品：腊肉、挂面、菜等。母亲见到那些装满娘家的情和爱的背
篓，总是快乐满面，看了又看，摸了又摸，她高兴地说：“多好
的东西，哥哥嫂嫂真好，想得周到！”还舍不得一下子把它们吃
完。

无论何时母亲都爱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她的童年往事。称

曾外祖父，是当地医术高明、远近闻名的中医。他心地
善良，对贫穷的人看病不收钱，并经常接济困难的人家。
那时曾外祖父家里的田地多、粮食多，加上开旅馆、开船
运、进行食盐贸易等，是母亲娘家的兴盛时期。她说只要
孩子们的奶妈来了，只要孩子们不让走，随便奶妈住多长
的时间。

曾外祖父非常爱花，花园里有许多名贵的花种，有园
丁专门料理。此外，还有专为自己家种菜的土地和打鱼
船，每当家里需要时，家农马老汉和张老汉都会用船只从
河道运载、送到家。虽然我不是生长在那个久远的年代，
但母亲多次、反复地讲述和生动地形容，使我常常仿佛身
临其境。

外曾祖母去世后她的棺木曾经在家里停放了三年之
久。在家停放期间，请道士念经，念那些母亲听不懂的经
语。每次念经都是香火通明，满屋烟雾缭绕。一次要念七
七49天才结束。

五，母亲的逃难生涯
父母亲结婚以后，由于老家在偏僻的山区，交通极不

方便。父亲到四川大学读书，要步行一个月，直到毕业后
才能回家。后来父亲工作了，常年奔忙在外，母亲多独守
一方。

在我幼小的时候，曾经发生过的一段惊心动魄的事，
至今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

那是1935年红军路过旺苍时，祖父因为有田地和制造
铁锅的工厂，又是袍哥大爷，在当地是有钱有势的大户。 
加上他的两个儿子即父亲和伯伯都在外地上大学和工作，
在山区里是凤毛麟角的，使祖父更加有声望。有一天，突
然有一位好心人急匆匆地来到家报信说：“辜大爷，你们
赶快躲起来，抓人来了”。家人都不明白是什么事，但心
里很紧张，于是爷爷叫母亲和婶婶等全家人爬上阁楼去躲
藏。母亲回忆那阁楼平时没有人上去过，一家老小好不容
易才爬上去。里面没有光亮、只感到两眼漆黑，头上、脸
上全被蜘蛛网网住，地板上满是灰尘。这时平时叽叽喳喳
的我们，都不敢呼出声。其中，我最小，她们最担心我不
懂事吵闹。母亲说：“奇怪！你一下变得老实起来，显得
很懂事，紧紧地靠在我的怀里，一声也不哼”。忽然大
家听到“碴！碴！碴！”的声音。不知何故，祖父紧张极
了，知道情况不好。大人们都从木板缝隙往外看，远方的
场口（那时场口的房屋少）河坝(镇子入口处)里正在杀人，
正把一位远房的表亲一家往坑里拖。那表亲是小学教师，
他妻子怀里还抱着正在吃奶的婴儿，不由分说地被推到坑
里活埋了。看到眼前的残酷事实，祖父当机立断，他对两
个媳妇说：“走”。于是婶婶和母亲连夜去农民家借旧衣
裳，让全家人化妆、打扮成穷人。就这样祖父（祖母已早
逝）带领全家——媳妇、女儿以及几个孙辈孩子，开始了
逃难生涯。

刚走出县城地界，全家人已经精疲力竭，一家农民收
留了我们。不巧碰上了一只便衣红军前来巡逻，情况紧
急。祖父机智地从窗户跳出去，钻进山坡的矮刺巴林里躲
藏起来。为了家人的安全、为了防止万一，事先他煞费苦
心地告诉媳妇们，遇到意外叫家人假装不认识他，此时他
的逃离正是为了保护一家人。可红军不放过这些可疑的妇
女，他们抓住母亲用绳索将她吊了起来，脱掉她的外衣

作者：辜学薇（印第安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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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不招供就杀”。当时，在外面的祖父听见，急如热
锅上的蚂蚁。他正要站出去救母亲，却被同行的另一家亲
戚在房屋后面死死地拖住，不让他出面。这家农民认为母
亲老实、勤快是好人，上前求情。红军不肯饶过母亲，继
续抽打她、并要她招供。在这紧急关头，忽然两个年仅7岁
和9岁的堂兄姐上前，死死地抱着母亲的腿，哭着叫：“二
妈是好人、二妈是好人、你们饶了她吧！”。姐弟俩又转
向红军跪下，不停地将他们的头叩碰在地上。那沉重的叩
碰声，加上我的嚎啕大哭声，旁边的农民低泣声，红军停
止了对母亲的抽打，饶过了她一命。

后来母亲经常念着这一对堂兄姐，她说：“可爱的X狗
子（她对堂兄的爱称）俩个东西机灵”。1950年这位堂兄
参加了海军，1953年还回家看望过母亲。堂姐1950也参了
军。

虽说母亲逃过一命，但那支红军队伍并没有放过我们
一家。他们要婶婶和母亲到红军队伍去缝衣服、被单。这
样一来，一家人虽然有了饭吃，可与祖父却不能相认。母
亲和婶婶再三叮咛孩子们小心讲话、行事，不要让红军发
现破绽。母亲说小小年纪的我们，处处观察大人的脸色，
个个都变成了小机灵。几个月过去了，红军认为母亲和婶
婶手巧、做的针线活好，动员她们跟随红军长征去当缝
工。她们哪里敢答应？！后来在祖父的安排下，她们脱离
了红军队伍， 继续逃难生活。

逃难中，母亲和姑姑都染上了重病，祖父既是爹又是
娘，请来滑竿抬她们。母亲尽量克服病魔带来的痛苦，并
要我自己走路。可那时我仅三岁多啊！也许是印象太深
刻，至今我还记得。我脚上没有鞋，赤着小脚丫、走在那
滚烫的尖石河滩上，疼痛难忍。不懂事的我，哭叫着：“
疼、烫”，于是祖父马上把我抱起来，后来我一直在祖父
的背上……

奔波一日复一日，祖父携带的银两耗尽。除了沿途饮
河水、采野果外已经没有其他食物来源。母亲说祖父最着
急，但他也机智沉着，他看见路旁有一家农民正在院坝里
用石磨子推玉米，他马上上前，脱下他外面的旧衣服，将
里面穿的一件缎子背心与农民交换。换得了许多玉米粉，
使家人度过了难关。

时光由春到夏，树叶由绿而黄，到第二年秋雨来。祖
父带领全家已经辗转了几个县。直至红军北上离开家乡以
后，我们才结束了流离失所的艰难生活，回到了家。在安
顿好一家人以后，祖父第一件事就是送母亲和我到重庆，
到父亲工作的地方。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红军在长征中张国焘搞分裂、另立
中央，家人目睹的大量杀人情景正是张国焘极左的错误路
线。

1950年以后旺苍县修建了红军院，里面住着当年参加
革命队伍的老红军。70年代我回老家的时候，在乡间的许
多山崖上、在一些房屋的土墙壁上、粱担上都还看见写
有“中国红军万岁”的红色大幅标语。同时先生老家的大
院门前还挂着“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军苏维埃政
府”的牌子。据说，它是当时红军四方面军军长徐向前的
驻地——办公所在地。

——待续——
（本文受版权保护，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诚征室友
西北52街，交通便利，价钱合宜，有
意者请电 （317）490-8642

商用房屋出租
71街 michigan Rd, 900 英尺四间商业
办公间外加会客厅和地下室。价钱合
理交通方便，请电317-703-98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