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凯瑟琳·赫本因在该片饰演爱丽丝而获得1936年 第
八届奥斯卡(美国电影学院奖) 最佳女主角提名；该片同时
还获得1936年第八届奥斯卡(美国电影学院奖) 最佳影片
提名。

布斯·塔金顿（Booth Tarkington，1869-1946年）
，小说家及剧作家。他的第一部小说《来自印第安纳的先
生们》（The Gentlemen from Indiana）（1899年）描
写一位乡村编辑反抗政治腐败的故事。他在三部曲《混
乱》（1915年）、《安伯逊情史》（1918年；1919年
获得普利策奖）以及《湖西尔人》（1923年）中反映了
社会变迁对一个中西部家庭三代人的影响。《艾丽丝．亚
当斯》又译《寂寞芳心》（1921年；1922年获得普利策
奖）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讲述的是一位来自中下层家庭
的浪漫女孩幻想成为公主的故事。

塔金顿出生于印第安纳波利斯。他在普渡大学就读了
一年之后就转学到普林斯顿大学，但没有获得学位就辍学
了。1902-03年他担任印第安纳州众议院议员。

此 外 ， 塔 金 顿 还 是 一 位 卓 有 成 就 的 儿 童 文 学 作
家。1914年，他出版了脍炙人口的儿童小说《男孩彭罗
德的烦恼》，曾轰动一时，人们甚至将这部作品与马克·
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相提并论。随后，他又出版
了该书的续篇《彭罗德和萨姆》(1916)。这两部作品与
其后来创作的《十七岁》(1917)以及《温柔的朱莉娅》
(1922)均备受少年读者的青睐，成为二十世纪初美国儿童
文学作品中难得的经典名著。

塔金顿一生共创作小说五十多部，剧本二十五部（十
一部与他人合作完成），风格多以讽刺和幽默见长。塔金
顿是二十世纪初美国最受欢迎的小说家之一，小说《安伯
逊情史》(1918)和《艾丽丝·亚当斯》又译《寂寞芳心》
(1921)曾获得普利策小说奖。在美国历史上两次获得普利
策小说奖的人只有三位。他们就是布思.塔金顿、威廉·福
克纳和约翰·厄普代克。

（未完待续）

（二）

《安伯逊情史》与《寂寞芳心》

《安伯逊情史》讲的是
发生在印第安纳波利斯、
美版"富不过三代"的故事。
从 南 北 战 争 结 束 到 2 0 世
纪初，快速的工业化进程
使得一些人的社会经济地
位也发生了变化。显赫的
安伯逊家族受到屌丝出身
巨头们的挑战。年轻的乔
治·安伯逊是含着金钥匙
出生的富三代。由于打小
受到母亲的极度娇宠，养
成了为人傲慢、轻狂的坏
习惯。

他与同为名门望族出身
的少女露西一见钟情。但
对自己母亲伊莎贝尔和露

西父亲尤金.摩根间发生的那段糗事还一概不知。在小镇
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变为城市的过程中，安伯逊家族的威望
与财富也变得日益衰落。但露西的父亲尤金却颇具远见卓
识，靠抢先制造出当时的一种非马拉（靠引擎驱动）轿车
而前途一片光明。这时乔治母亲伊莎贝尔对尤金的感情已
经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当乔治蓄意拆散他们这种关系

时，悲剧发生了。从此，安伯逊家族的成员非亡即贫。为
了养活自己和姑妈，乔治找到一份接触易爆物的高薪（周
薪32块钱）工作（当时律师助理的周薪是8块）。一场雪
上加霜的车祸使乔治陷入绝望境地。就在这时，露西父亲
带着露西意外的出现在他的病床前...。（这是奥森.威尔斯
电影脚本的结局，与原著有异，但更为人接受）。

这是导演奥森·威尔斯继《公民凯恩》后的又一力

作。他的这两部影片均被认为是出自好莱坞最伟大的作品
（the greatest film of all time）。

没见过奥森.威尔斯？如果您和我一样老，就有可能看
过电影《第三个人》。片中饰演第三个人的那个人（有些
绕嘴）就是奥森·威尔斯。

2002年导演阿方索·阿雷奥（Alfonso Arau）将奥
森.威尔斯的电影脚本再次搬上了银幕。

亚当斯一家家境贫寒。父亲和儿子在一家药店工作，
满足生活现状，而母亲和女儿爱丽丝则充满幻想，希望得
到更好的生活境遇。一次爱丽斯和哥哥去朋友家参加派
对，巧遇英俊富有的阿尔特。一日，她和阿尔特在街头相
遇，她本不愿阿尔特知道她贫寒的家境，但还是情不自禁
地邀请他来见自己的父母。爱丽斯的父母为了这次晚宴忙
碌了好几天，还雇了临时黑佣。阿尔特来到爱丽斯家中，
感到非常不适，特意为他准备的晚餐也让他感觉索然无
味，当晚亚当斯一家还闹出许多笑话。爱丽斯眼观这一
切，决定不再和他来往。爱丽斯的妈妈抱怨丈夫没本事不
能让女儿过上体面的生活，劝其做自己的生意，为孩子们
提供更好的家庭环境。爱丽斯以其诚挚感动了爸爸的老
板，许诺为她爸爸投资兴建胶水厂，生产其已拥有秘方的
新型胶水。在这过程中阿尔特其实并未离开，灰姑娘最终
找到了她的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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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纳文学之黄金时期

清明养生方法有哪些?清明时节雨纷纷，
气候温暖、桃花初绽、杨柳泛青，正是祭
祖扫墓和踏青赏花的日子。除此之外，清
明还是一个重要的养生节气。在清明节气
我们要做好保健工作，注意预防以下这些
疾病。

风多、雨多是清明节前后的气候特征，但
人们扫墓踏青，户外活动增多，如果不加
留心就容易受到风邪的侵犯。无论是扫墓
还是踏青，都应做好保暖工作，最好准备
一件可以随便穿脱的外套，防止外邪的入
侵”。孕妇、老人和身体虚弱的人扫墓时
更要注意保暖和休息。

清明时节，风比较干燥，加上人体内肝火
旺盛，内外相结合，就容易出现口干、鼻
干等症状，在外出时，除了保暖，还要多
饮水。饮食方面，以平肝补肾润肺为主，
以健脾扶阳祛湿为食养原则，姜、葱、韭
菜宜适度进食，要避免吃燥性、刺激性食
物如羊肉、辣椒等，多吃新鲜上市的果
蔬。

“春季的野菜种类比较多，扫墓踏青后
挖些或买些野菜带回家，成为不少人的选
择。”专家说，“如果是在市郊挖的野
菜，最好回家长时间浸泡，清洗一下野菜
上的污染物。”

专家提醒，现在进入了植物性日光皮炎易
发季节，绝大多数野菜含有光敏性物质，

容易引发皮炎。光敏性强的野菜有马齿
苋、芥菜、灰菜、马兰头和红花草等。“
如本身就有光敏性疾病，或曾被晒伤，以
及有红斑狼疮的患者，外出踏青时最好不
要过多食入野菜。”专家说，“如食入较
多野菜，最好不要晒太阳，否则皮肤会像
暴晒过一样，满脸通红、火辣辣地痛，甚
至会起大水疱。”“从清明节开始，虫类
的活动开始活跃，到野外应避免深入草
丛，最好穿着长袖衣裤及长靴，束紧袖领
及裤脚口，避免皮肤暴露。”专家提醒，
春季也是花粉过敏症高发期，有过敏体质
的人到野外扫墓应戴好口罩、墨镜，应选
择花草树木上风方行走，必要时还应带上
防过敏的药物。

春天，风和日丽，柳丝吐芽，经过冬寒季
节，人们只能让情趣生发，切不可扼杀。
应多做户外活动，到山清水秀的郊外春
游，助其畅达，赏心怡情，心胸开阔。对
养生保健大有益处。

外出踏青，尤其是带孩子出行的，注意不
要随意采摘食用不认识的野菜、蘑菇。出
现眩晕、呼吸困难、嘴唇发紫、呕吐等食
物中毒症状时，应及时喝一些温水，人工
催吐，并尽快到附近医院就医。

	 （来源	中华养生）

作者 卢金

牙疼，到底是什么在作怪？

1. 虫牙即，蛀牙，龋齿
表现为刺激痛，即遇冷遇热疼痛，或

者说吃甜点，米饭，面食会敏感或疼痛，
一般来说，不会因为直接吃甜东西就造
成牙疼的, 但甜东西和碳水化合物含糖量
大，被口腔细菌利用后形成酸，可以腐蚀
牙齿造成龋齿，引起牙齿的疼痛。

2. 牙神经发炎 (pulpitis)
龋齿或外伤侵及牙神经会造成急性牙

髓炎，髓腔内的炎性渗出物无法得到彻底
引流，导致局部组织压增高。使感染容易
很快扩散到全部牙髓，并压迫神经产生剧
烈的疼痛。俗话说“牙疼不算病，疼起来
要了命”说的大概就是这种疼痛。

3. 智齿冠周炎 (pericoronitis)

智齿或第三磨牙一般在18岁以后开始
萌出。由于人类进化的原因，这颗牙经常
没有足够的空间萌出。因而形成错位阻
生。萌出过程中的智齿被牙龈瓣覆盖形成
一个盲袋，食物残渣容易聚集在此处难以
清洁，因而常常会反复发炎。

4. 牙根尖发炎 (periapical periodontitis)
急性牙髓炎没有及时治疗，炎症继续

向下发展导致牙根尖周围组织发炎，急性
发作时也会导致剧烈疼痛。牙髓炎和根尖
周炎经过应急处理后，都要做根管治疗。

即医生将牙齿内的病变牙髓组织清除，在
根管内封药消炎，并将根管扩大清洁，然
后用牙胶将根管充满，最后再把牙补好。

5. 牙周组织发炎 (periodontal inflamma-
tion and abscess)

牙齿与牙龈之间由于长时间聚集牙菌
斑和牙石造成牙周病，有时会因身体抵抗
力下降而急性发作形成急性牙周脓肿。

6. 牙隐裂（crack tooth)和牙折裂
(tooth fracture)

牙齿咬着过硬的食物或异物，常易发
生隐裂，引起疼痛。隐裂难以查出，但通
过一些特殊的临床表现和检查可以早发
现，当隐裂发展为折裂时，才比较容易发
现。

7. 牙酸蚀和楔状缺损 (dental erosion 

and abrasion)
牙酸蚀是非蛀牙类的牙齿损伤，当牙

齿持续受到酸的侵蚀，会引起过度敏感，
甚至造成牙神经的损伤，比如过度的食用
柠檬，橙子类食物，反酸症，厌食症和使
用一些药物。

楔状缺损是牙齿唇颊侧颈部硬组织发
生缓慢消耗所致的缺损，由于这种缺损常
呈楔形因而得名。常由于刷牙过度和姿势
不正确，牙颈部的结构，酸的作用，牙龈
萎缩，咬牙和磨牙症等引起。过度的楔状
缺损会造成牙齿折裂和神经损伤。

陈剑医生整理和推荐
来源：kq520.com, 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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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奥森·威尔斯导演的《安伯逊情史》剧照。

坐落在卡梅尔Palladium音乐厅对面，以布斯.塔金顿名字
命名的剧院。

清明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