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兵发誓效忠美国独立事业向被英军占领的萨克维尔要塞发
动攻击。当孤女爱丽丝将自己手工缝制的美国国旗升到要
塞上空时，这面旗帜立刻成为了自由的象征。当要塞被英
军夺回时，人们用法语高声呐喊"爱丽丝的旗帜万岁！"...

这就是《旧温森斯的爱丽丝》书中所讲的故事 — 一部
战斗与温情的故事。故事生动再现了印第安纳革命时期的
风土人情；仿佛将我们带入了当时就在密西西比河这边那
个蛮荒的西部边疆。

詹姆士·毛利斯·汤普森（James Maurice Thompson,  
September 9, 1844 – February 15, 1901) 美国小说家、
诗人、评论家和博物学家。

毛利斯·汤普森出生在位于印第安纳州霍华德县泰勒
镇西南的Oakfield（当时叫做Fairfield）。在佐治亚州种
植园长大成人后，开始从事律师生涯。1871年他与弟弟
比尔·亨利·汤普森合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在这期间他
的文章及短篇小说接连在纽约论坛报，大西洋月刊和哈珀
斯月刊上成功发表，这使其最终放弃了律师生涯而专心从
事写作。

身为一名作家，他以其作品浓厚的地方色彩而著称。
他写作题材涉及面广泛，从地方历史到有关箭术的文章，
可谓丰富多彩。他于1875年出版的第一本书《印州百
态》（Hoosier Mosaics)是一部描述生活在印州小镇中的
人们及其氛围的短篇小说集。随后，他将其已出版的文章
汇集成册—《箭术的魔力》（The Witchery of Archery）
。该书处处闪现着作者的智慧，而且语言浅显易懂，受到
读者诸多好评。同时，汤普森还出版了一些自然主义诗
集，但都不太成功。

汤普森的诗《向南方》（to the south)被同时期南方小
说家乔治·华盛顿·凯博颇具影响力、同时也具有争议的
文章—《已获自由人们的平等状况》所引用。这首诗表达
了汤普森对奴隶解放的反思，并从中暗示：一些南佬对奴
隶制的崩溃并不像北佬们认为的那样愤慨。

十九世纪80年代，汤普森转向小说界。其早期作品多
取材自于他童年时光南方淳朴生活这一主线。1886年在
他正在完成半自传体小说—《班克尔维尔的银行家》时，
寻根回到了印第安纳。他最成功、最著名的小说作品多被
认为是《旧温森斯的爱丽丝》（Alice of Old Vincennes)
。小说生动描绘了处于美国革命（独立）战争中的印第安
纳。该书出版不久，1901年二月十五日，汤普森死于肺
炎。享年五十六岁。

（未完待续）

序言

印第安纳自建州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200年。在此
期间勤劳勇敢的"湖西尔人"（Hoosiers, 印第安纳人的俗
称）在这片广袤的涛涛林海上建起了住房、学校和教堂。
于是它有了自己的文化并以此孕育出比其农作物更为强大
的产品 — 学者与天才。其中包括许多著名的作家。

我们也许都熟悉欧亨利、马克吐温和杰克伦敦等著名
美国作家，但身为我们引以为傲的"湖西尔人"（Hoosiers)
去了解一点本地文学史对进一步了解印第安纳的人文地理
我想不无帮助。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与探讨。

自1880到1920年期间产生了许多由印第安纳本土作
家所创作的享誉全美乃至国际文坛的作品。这些作家包
括毛利斯·汤普森（Maurice Thompson），乔治·艾迪
（George Ade），布斯·塔金顿（Booth Tarkington），
西奥多·德莱赛（Theodore Herman Albert Dreiser），
爱德华·艾格尔斯顿（Edward Eggleston ），麦金尼·
哈伯德（Frank McKinney Hubbard），乔治·巴尔·麦
卡宸（George Barr McCutcheon），梅瑞狄斯·尼克尔
森（Meredith Nicholson），金·斯特拉顿 - 波特（Gene 
Stratton-Porter）， 廖·华莱士（Lew Wallace）和占姆
斯·惠特孔·莱里（James Whitcomb Riley）等印第安纳
前沿作家。

华莱士的《宾虚传：基督的故事》（Ben-Hur: A Tale 
of the Christ）成为世纪畅销书。莱里因创作出《小孤女
安妮》（Little Orphant Annie）而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最
重要的诗人。汤普森、艾迪和塔金顿各自创作了包括《
旧温森斯的爱丽丝》（Alice of Old Vincennes），《湖
西尔人》（The Hoosiers）和《来自印第安纳的先生们》
（Gentlemen from Indiana）等作品。德莱塞是一位公开
共产主义者，他写下了许多有关社会重要话题的小说和纪
实文学作品。与以上作家们有所不同，德莱塞是个另类，

他自己所在州公民们对其非常不喜欢。这可能是由于他在
其作品中"对资本家的贪婪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的"无
情揭露"有很大的关系。而在共产党掌控的国家他则备受
推崇，笔者曾在青少年时期就读过其欲望三部曲之《金融
家》的中译本。

1880 — 1920 四十年间，这个印第安纳文学史上人才
倍出的时期，已被公认为印第安纳文学之黄金时期。

文学黄金期还带动了其他文化领域的成长。如由一些
著名印象派风景画家组成的" 湖西尔派"（Hoosier Group)
的崛起。一些印第安纳作曲家如保罗·德莱赛等也在此期
间变得名声显赫。在此黄金期的四十年间，印第安纳作家
出产了大量畅销书.

（一）
毛利斯·汤普森 （Maurice Thompson）

1779年乔治·克拉克将英国军队驱赶出位于印第安纳
温森斯地区的萨克维尔要塞，进而使俄亥俄、伊利诺伊、
印第安纳、密西根和威斯康星地区摆脱了英国人的占领与
统治，为最终赢得革命战争的胜利打下坚实的基础。

就在前一年，也就是1778年，法属温森斯前哨基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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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纳文学之黄金时期

印第安纳里士满(Richmond，Indiana) 
坐落在，那里的知名景点有好多个，其中
最为值得一去的就是格林米勒公园（Glen 
Miller Park），这个漂亮的公园里有泉水，
虽然不是不老泉，但是人们还是会用瓶子
装回去，作为健康生活的一部分。公园这
种地方其实挺适合玩Pokemon Go的，漂亮
的公园就更适合了。公园并不大，不过你
们也知道里士满是个小镇，大概是找不到
激情澎湃或者蔚为壮观的景象或活动的，
安于感受乡土风情和平和的自然风光的人
会更喜欢这种小镇。完善的儿童乐园设备
很适合小孩子玩耍，大人也可以沿着远足
小路走走，属于老少咸宜的地方。

印第安纳的博物馆是很多的，里士满
也不例外的有几个博物馆，首先就是福特
车博物馆了（Model  T Ford Museum），在
里士满的镇中心，属于印第安纳历史站点
的一部分。这个博物馆说起来属于必须一

看的景点，博物馆算不得大，但是绝对很
有历史意义，蕴含的知识足够丰富，对于
那些古董车和老爷车的爱好者，能算得上
是天堂。另一个博物馆则是韦恩郡历史博
物馆（Wayne County Historical Museum）
，想要了解本地的历史，知名人物这里绝
对是合适的地方，而且最有意思的是，这
里有两具木乃伊作为展品！这可不是随处
可见的，如果到里士满参观可不能错过这
里。

小商街（Depot District），这里可真
心值得走一圈，小商铺和酒吧饭馆，这些
都比较常见，但是这里的墙壁就不那么常
见了，墙上的各种画作令人惊艳。有的房
屋看上去如同正在燃烧，有的则是家庭围
坐的休闲一景，都是画家的奇思妙想，画
风迥异，有的看上去像是六七十年代的画
作。还有自制冰淇淋，巨型座椅，有30种
口味三明治的神奇店铺等等。甚至还有一
辆巨大的火车在家具展示厅的三楼，很是
有趣。

葡萄酒窖（J&J Winey），这里的葡萄
酒据说偏甜，当然了，作为一个不会品酒
的我，只能说，自己尝试才知道。不过，
据说这里的酿制啤酒不错，当然了，还是
一个不会喝酒的我，只能说，亲身尝试才
知道好不好。购物完后，来这里吃点开胃
菜，喝喝小酒大概是不错的享受吧。

这就是我要介绍的里士满了，一个充
满值得探索的乐趣的小镇，要从小事里欣
赏人生嘛。

带我走进印第安纳
Take Me There：Indiana

  里士满·Richmond
文 赵乔   

格林米勒公园（Glen Miller Park）/图片
来源 http://www.richmondindiana.gov

作者 卢金

毛利斯·汤普森与他的著作《旧温森斯的爱丽丝》

哪些牙齿疾病需要做
“根管治疗”？

哪些情况需要采取根管治疗？采用根
管治疗又能够解决那些问题？这里向大家
介绍几种较为常见的、适用根管治疗的牙
体疾病。

牙髓炎
牙髓炎即牙髓发生的炎症，牙髓指牙

齿内部的那些血管和神经组织，当这些组

织发生炎症的时候，疼痛一般是比较明显
的。它会造成牙齿遇冷遇热疼痛，有时会
有咬合疼痛，甚至夜间也会有剧烈疼痛。
有的时候，疼痛向头面部放射，会被患者
误认为是头痛。绝大多数的牙髓炎都不能
自行消除，如治疗不及时，还会进一步引
起根尖周炎等其他更严重的后果，甚至
最终导致牙齿的拔除。因此一旦罹患牙髓
炎，就需要进行彻底的根管治疗，将感染
的牙髓去除，再用人工材料密封根管，杜
绝再感染的途径，才能解除疼痛，保存患
牙。

根尖周炎
绝大多数的根尖周炎是由牙髓炎发展

而来的，当牙髓炎（即牙齿内部的炎症）
没有得到及时治疗，会向牙齿的根部发
展，造成牙根周围的组织发生炎症，这就
是根尖周炎。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根尖周
炎是牙齿内部的炎症扩散到牙齿外部而
形成的。患了根尖周炎，牙齿会有咬合疼
痛，有的时候剧烈有的时候相对轻微，炎

症急性发作的时候，会引起牙齿一定程度
的松动，有时会有牙床肿胀或者溢脓。但
有些根尖周炎的患者没有太多不适的感
受，这是因为他们的抵抗力较强，而且炎
症处于慢性进行过程。无论哪种类型的根
尖周炎，不经治疗均不会自愈。

外伤和隐裂牙
有时候牙齿会意外受伤导致折断，但

牙根条件尚好，这种情况下可以用根管治
疗的方法保存牙根，再进行修复。而所谓
隐裂牙，是指牙齿表面或牙齿内部存在一
些裂纹，这些裂纹有的容易发现，有的需
要仔细检查之后才能发现，如果裂纹很
深，就会造成牙齿出现类似于牙髓炎或根
尖周炎的症状，需要用根管治疗的方法，
而且还应该进行牙冠修复。

修复需要
有的牙齿虽然没有炎症，但由于位置

不正或大小畸形，在某些修复设计中就需
要将它们进行根管治疗，然后制作牙冠以
达到美容的效果。有些牙齿缺失后，需要
将缺牙处两边的牙齿进行根管治疗，然后

整体设计牙冠，以恢复缺失牙齿的功能。

以上四种情况大致涵盖根管治疗的适
用范围，根管治疗是解决牙髓病变的重要
方法，当以上情况出现时，必须在专业牙
科医师的操作下开展根管治疗，也只有及
时而彻底地进行根管治疗才能解决牙髓问
题、保存患牙。

(转自kq520.com 陈剑牙医推荐)

【作者简介】卢金，1958年生
人。早年毕业于天津医科大学
医学系，中国医科大学微生物
与免疫学系。九十年代初以访
问学者身份在丹麦奥胡斯大学
微生物与免疫学研究所工作学
习。1994年接受阿拉巴马大学
伯明翰分校的邀请来美从事
微生物研究工作。从1998 到
2015年间主要从事药物研发工
作。曾先后在礼莱、施贵宝分
支机构、中国在美投资药企等
公司任职。其在药品研发中的

主要贡献是为后来（2011年）上市的抗丙肝药Incivek在
生物检测方面所做的工作。目前经营生物科技公司Gene 
Tech，同时担任国内一家民营大学的顾问。他打小就酷
爱中国古典文学。后来更是对俄国、欧美文学名著爱不
释手。从现在起，他将自己所读过的一些东西做了整理
以与大家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