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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子
　　　

        不久前，在北美华人医生圈中在流传着一篇题

为《十年》的文章。该文出自一位美国华人医生朋

友杜玫之手，她用心写出了自己在美国如何成为一

位临床执业医师的心路历程以及如何做一个顽强的

追梦人。《十年》也写出了许许多多与她有类似经

历的那些华人医生们在美国的弃而不舍的奋斗史，

在圈内引起很强的共鸣。

　　在美华人执业医师估计有5-6000人，《十年》

作者的经历是这群人的一个缩影，一路上走过来的

人，都有相似的历程，走的是相似的路。然而每个

人在这条路上绕过的那些九曲十八弯，经历的酸甜

苦辣则是各有不同。

　　有医生朋友读后写道：“难忘的十年！ 可受的

每一点苦，流的每一滴汗都塑造了现在的我们、也

融在今天的收获里…...”。

　　也有医生叹道，“（当年）我们夫妻两人一起

考，还要养孩子，三四年都没有休过一天假。后来

女儿考USMLE时，感慨万千说，竟想象不出我们当

年外国毕业的医学生如何会考过并且做出来了。为

我们全部在美的华人医生骄傲，这曾是一条炼狱般

的旅程！”。

　　更有医生说，“十年不易，今天的成就辉煌来

之不易，感谢当初有一颗坚持的心。如今才能淡定

从容地娓娓道来。”

　　我也在闲瑕之余，细细品味了《十年》， 并在

《美国医人》上转载了这篇文章(见文末链接）。这

么多年来，生活本已是四平八稳，本来已经是平静

如水的思绪，却又不得不使劲地往回拉，拉回到那

似乎已经遗忘许久的我的那十年。似水流年已抹去

了无数的记忆，我能回忆出的细节也很有限，只能

就随着作者的线索，用洪荒之力去追寻一下能回忆

到的那十年。

　　我的那十年应属上世纪1992年至本世纪的2002

年，也算是跨世纪的十年, 是人生之中最富变化性的

十年，令人心潮澎湃的十年。

        1992年的冬天显然是十分漫长却又异常寒冷，

经过了各种艰难困苦的曲曲折折，终于在12月9日（

清楚记得时间，因为那是一二-九），口袋揣着仅有

的，通过私下换来的200刀（刀是后来流行的，当时

很严肃，称美金或美元）开始闯荡美国了，那时虽

是一名留在高校的年轻教师，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无产阶级（刚留校时工资每月80元人民币左右，出

国前达到了每月120元人民币左右）。那个年代，尽

管对西方世外桃源只有耳闻，但是出国仍是高校年

轻人奋力追求的目标，所以自然有一种不知天高地

厚的，或者是誓死如归，破釜沉舟的信心，有着不

破楼兰终不还之气势。

　　那年代出国的人都要带上厨房用具。出国坐飞

机多半是人生第一次，绝对是有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那样极度的兴奋，以及对了解未知世界的无比的渴

望， 并且夹杂着深深的焦虑。

　　记得飞机的航线是从北京至东京，然后

从东京至洛杉矶，再从洛杉矶转至目的地波

士顿。乘座的是西北航空公司(Northwest)的

航班（已被另一航空公司Delta收购）。因是

无产阶级，所以没有钞票买机票，于是请了

一位先出国的好心朋友Dr. H 帮我垫上钱在

美国购了机票，再将机票从美国寄至国内。

到了美国以后，才将机票的钱还给朋友。

　　告别妻子，登上了飞机。飞机起飞已经

晚点了，此时的心情是此起彼伏的，在希望

之上，有一种辞故乡，一别遥遥无归期之凄

凉。

　　飞机起飞一小时后，一位日本乘务员突

然地走到我座位边，彬彬有理对我说，“

先生，您随身携带的行李里有一把菜刀，是违法

的”，他要把菜刀拿出来收走，于是那唯一的一

把心爱的，准备用于在美维系生活的菜刀就这样

被拿走了（现在还没有弄明白为什么安检时没有

查出，幸好沒有恐怖分子）。

　　屋漏偏逢连阴雨，因为到达东京时晚点，所

以沒能赶上去洛杉矶的飞机。“刘姥姥”这时也

焦虑的不知如何是好。好在最后航空公司安排的

有条不紊，在东京住了一宿，并通知波士顿那边

晚一天接机。虽然不顺，有一点感受我是记得

的，那就是日本人待人接物时彬彬有理的态度，

井井有条的秩序，干干净净的环境与故乡形成了

十分鲜明的对比（那是上世纪，现在好多了）。

　   接下来飞机从东京飞洛杉矶，最终到了目的地

新英格兰的波士顿，开始了在哈佛医学院附属医

院做研究（postdoc，蹭饭的工作）的日子。记得

在出Logan机场时（已是晚上了），老板尼克森-

威勒医生与一校友Dr. Z 已经在机场等候了。第一

眼看着老板，直觉告诉我她应该是很亲切友善的

一个人。

　　一个无产阶级刚刚到达资本主义极致的美

国，什么都觉得新鲜及好奇。故乡学过资本主义

的特点是压榨无产阶级的汗水，这一点抵美第一

天就体会到了。晚上到后，第二天马上就跟看老

板去实验室了，管它时差不时差的，由不着你，

美国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不过得顺便说一下，到达美国约第十天，那

把菜刀居然又寄给我了，我真佩服航空公司的诚

信。（未完 待续）

二、1992年至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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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华侨的故事：
传奇黑帮老大--司徒美堂（下）

（接7月28日第十一版）
　　安良堂快速发展的同时，为了适
应美国社会法制化进程，他开始聘请
有声望的律师担任法律顾问，毕竟帮
会也需要正大光明的途径解决，结
果，他聘请的律师让你吓一大跳。这
是一个名叫罗斯福的年轻人，他对这
位聪明能干的年轻人十分欣赏，称赞
他以后一定大有作为。后来，罗斯福
的确很有出息，还有出息到人们都意
想不到的地步。他成为了美国的第32
任总统，和华盛顿、林肯一起被称
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三位总统。
　　罗斯福在他手下任法律顾问长达
十年，两人关系铁到不能再铁，对于
罗斯福而言他就是久仰的大哥。后来
在罗斯福任总统期间，华侨有什么
事，只要他写信给罗斯福，罗斯福很
快就亲笔写信答复，尽力解决。
　　除罗斯福外，孙中山也是他的好
朋友。1904年，孙中山在美国宣传革
命时，在他家住了5个月。
　　当时清政府驻美国官员，妄图暗
杀孙中山。他当即放话出来，谁敢动
孙中山，就是跟他的洪门兄弟过不
去。慑于他和洪门的强大实力，清政
府只好放弃暗杀孙中山的计划。

　　在与孙中山相处的日子里，孙中
山时刻关心祖国命运的，远大志向让
他钦佩不已。他毅然开始支持孙中山
革命。不仅出人出力，还出钱，1911
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同盟会急
需经费，他将加拿大的维多利亚、温
哥华、多伦多三地的四所致公堂大楼
典押。加上美国及其他地区，共筹到
了所需款项15万7千213元。
　　武昌起义后，他又发动致公堂成
员，拥护孙中山出任总统。孙中山就
任总统后，感念他的恩情，马上就电
邀他回国任总统府监印官，没想到他
这个大功臣，却以“我不会做官”为
由，婉言辞谢了重任。
　　如此淡泊名利的“黑帮”大佬，
确实不一般！
　　在这之后，他虽身居海外，却继
续关心着祖国的命运。
　　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
事 变 。 消 息
传 到 美 国 ，
华 侨 各 界 一
片震怒，
他 更 是 奔 走
呼 号 ， 积 极
投 身 于 ， 祖
国 的 抗 日 救
亡 运 动 。 参
与 组 织 了 “
纽 约 华 侨 抗
日 救 国 筹 饷
总 会 ” ， 积
极 发 动 华 侨
捐款，他不顾自己已经70岁的高龄，
每天从早忙到深夜12点，当时，全美
洲的华侨总数仅约 20万，经济实力不
及东南亚华侨雄厚，但是，在他的组
织、宣传和倡导下，竟募得了数以亿
计的巨额款项，有力地支持了祖国的
抗日战争。据后来的统计，仅当时的
纽约一地，广大华侨平均每人就捐了
近1000 美元。
　　由于他对国内抗战作出的巨大贡

献，故而1941年召开“国
民参政会”之时，他被邀
请作为华侨参政员出席会
议。就在他取道香港，准
备回国参加会议时，太平
洋战争爆发。这年日本空
军偷袭珍珠港，不久，香
港、九龙相继沦陷。正在
香港的他也成为日军的阶
下囚。
　　当日军得知他的真实
身份后，立即采用种种软
硬兼施的办法，企图威逼
他出面组织香港帮会，并出任“维持
会长”之职，以协助日军搞“强化治
安”。实现日本人“以华治华”的罪
恶目的。当时75岁高龄的他，表现出
了高度的民族气节。他大义凛然，严
辞拒绝：我老骨头一把，要杀便杀，
绝不会当汉奸。
　　日军想动他，可一想到他的身
份，就不敢轻易动手了，最终他在洪
门弟兄的帮助下成功脱险。如此铮铮
铁骨的“黑帮”大佬，确实不一般！
　　作为积极抗日的爱国者，他在江
湖中的影响力举足轻重，受到了当时
国共两党的敬重。到达重庆后，蒋介

石夫妇，
对他毕恭
毕敬，到
访必迎，
出则亲自
搀扶到门
外，殷勤
之至，且
以 “国府
委员”的
头衔，力
邀他加入
国民党，
但他却委

婉的告诉蒋介石，自己是因爱国回来
的，而不是为做官回来的，他说：“
谁能在国家于危难中，救人民于水火
者，我就拥护他，支持他。”
　　皖南事变后，他通电蒋介石表
示：反对分裂、坚持团结，反对投
降，坚持抗战。
　　1945年初洪门致公堂改称“中国
洪门致公党”，他被选为该党全美总
部的主席。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毅然
选择回到祖国北京定居，1949年9月
30日，他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并参加了开
国大典。后来，还担任过全国政协委
员、以及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80多岁的他，虽然已进入暮年，
但却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积极参加了
许多重大的社会活动，他说：我的心
是年轻的。我很高兴我最后还能为，
我们国家的繁荣和自由，贡献我微薄
的力量。　　
　　1955年5月8年，司徒美堂因突发
脑溢血在北京去世，享年89岁，他传
奇的人生，就此画上句号。
　　他去世的消息传遍了整个世界，
全世界的华人都为之悲痛不已。周总
理亲自为其主持追悼会，中国侨联主
席廖承志在悼词中说：“他一生所走
的道路，反映着国外爱国侨胞，从鸦
片战争以来所走的道路。”随后其遗
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葬。
　　江湖上从来不缺大哥，但能在变
幻莫测的时局中，一直稳坐龙头大哥
这把交椅，并受到国共两党政府的尊
重和礼遇，死后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
墓的大哥，全天下却唯独他一个。
　　因为他的一生，为无数华人赢得
了尊严，更为祖国的命运呕心沥血，
如此碧血丹心，赤诚爱国的黑帮大
佬，怎么能不叫人佩服？尊敬？！
　　心正，黑也是白;  
       心邪，白也是黑。
　　革命洪流逐逝波，
       致公一老导先河。
　　忠诚爱国输财策，
       勋业长留史乘歌！
　　司徒美堂，他是真正值得，我们
每个中国人尊敬的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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