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詹姆斯·惠特孔·莱利

同心相牵挂，一缕情依依。 

岁月如梭逝，银丝鬓已稀。 

幽冥倘异路，仙府应凄凄。 

若欲开口笑，除非相见时。

（原文："An Old Sweetheart"

When I should be her lover for ever and a day,

And she my faithful sweetheart till her golden hair was gray,

And we should be so happy when either’s lips were dumb,

They would not smile in heaven till other’s kiss had come.)

这是在结婚半个世纪的金婚时刻，民国大师林语堂
送给妻子廖翠凤的纪念物上所刻的惠特孔莱利的诗。（
至于大师的个人感情问题请您上百度问度娘）。

莱利何许人也？

詹姆斯·惠特孔·莱利—
James Whitcomb Riley（1849年
10月7日- 1916年7月22日）
诗人和畅销书作家。莱利诗歌
所用语言以19世纪印第安纳方
言著称；在其一生中还创作了
大量儿歌。所以被称为"湖西尔
诗人"和"儿歌诗人"。其所创作
的大约一千首诗歌或富于幽默
或极具伤感，著名作品包括《
小孤女安妮》（1885）和《衣
衫褴褛的人》（1888）。

《小孤女安妮》中安妮的原型是儿时寄托在莱利家
中的孤女玛丽.爱丽丝。该诗由四个诗节构成：第一诗
节是对安妮的介绍；第二、第三诗节叙述的是安妮为孩
子们所讲的故事，每个故事讲的都是一个喜欢恶作剧的
坏孩子如何被妖精掠走；最后一个诗节告诫孩子们一定
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同情不幸的人。否则就会遭遇坏
孩子的命运。如果有时间，不妨到YouTube上找"little 
orphan Annie "。你会发现一些近百岁老人仍可对它倒背

如流。它为人喜爱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衣衫褴褛的人》叙述的是一位德裔流浪汉青年时
期受雇于自己父亲的故事。后来成了另一儿童文学作家
创作《衣衫褴褛的安》、《衣衫褴褛的安迪》的灵感

源泉；《衣衫褴褛的
人》还衍生出了两部
同名电影。

莱利以制作广告
牌和在当地报纸发表
诗歌开始其写作生
涯。由于得到诗人朗
费罗*的肯定与支持，
他在19世纪70年代末
得以在印第安纳报纸
上接连发表作品。在
19世纪80年代，他通
过在各地进行诗歌朗
诵而渐露头角。开始
在中西部，后来扩展
到全国范围与名人合
作演出。莱利终生未
娶可能是造成其酗酒
的原因。在1888年还
制造出由于酩酊大醉
而罢演的丑闻。尽管
如此，他还是越来越
受到人们的喜爱，并
迅速变得非常富有。

莱利在 1 9 世 纪
90年代成为了畅销

书作家。他的儿歌被汇编成书，由霍华德·钱德勒克里
斯蒂**插画，题为《童年的韵》，这是他最受青睐的作
品，销售量达数百万册。莱利赢得了他那个时代一个诗
人的辉煌。当时一些地方还为他每年举办莱利日庆典活
动，他还常被邀请在全国重要场合进行朗诵表演。他一
直继续着写作和举办诗歌朗诵会，直到1910年中风使其
右臂瘫痪而被迫停止。

莱利一生的主要贡献是他在促进中西部文化的形成
和对造就印第安纳文学黄金时期的影响。印第安纳有一
些以莱利命名的街道、建筑等，其中包括我们熟知的詹
姆斯·惠特孔·莱利儿童医院。

* 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1807-1882) 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
人之一。1807年2月27日出生于缅因州波特兰城一个律师家
庭。1822年进入博多因学院，与霍桑是同班同学。毕业后
去过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等地，研究这些国家的
语言和文学。1836年开始在哈佛大学讲授语言，文学长达
十八年，致力于介绍欧洲文化和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成
为新英格兰文化中心剑桥文学界和社交界的重要人物。

** 霍华德·钱德勒·克里斯蒂（1873-1952年），美国
插画家和艺术家。他出生于俄亥俄州的摩根县，在纽约学
习艺术。1898年，他与西奥多 罗斯福的狂野骑士一起前往
古巴。他发表在《哈勃氏》和其他杂志上的关于美西战争
的画作和信件，引起了广泛注意。他的关于年轻漂亮女性
的插画《克里斯
蒂女孩》出现在
流行杂志上。他
曾为西奥多·罗
斯福、卡尔文·
柯立芝夫妇、贝
尼托·墨索里尼
作肖像画。他的
大型作品《签署
宪法》收藏在华
盛 顿 特 区 国 会
山。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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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纳文学之黄金时期
作者 卢金

【作者简介】
卢 金 ， 1 9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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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雨节气如何养生?谷雨节气是二十四
节气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气，也是春季最
后一个节气，谷雨过后，空气中的湿度就
会增大。谷雨养生对人们来说，也是很重
要的。那么谷雨养生都有哪些方法呢?下面
小编从起居、精神、运动三个方面来为大
家介绍一下谷雨节气的养生方法，以保健
康，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起居养生 注意防潮

　　谷雨后，各地降雨增多，空气中的湿
度逐渐加大，此时养生要顺应自然环境的
变化，通过人体自身的调节使内环境与外
环境的变化相适应，保持人体各脏腑功能
的正常。

 　养生方面要注意的是：气温虽然开始转
暖，但早晚仍较凉，早出晚归者要注意增
减衣服，避免受寒感冒。过敏体质的人这
个季节应防花粉症及过敏性鼻炎、过敏性
哮喘等。特别要注意避免与过敏源接触，
减少户外活动。在饮食上减少高蛋白质、

高 热 量 食 物
的 摄 入 ， 出
现 过 敏 反 应
及 时 到 医 院
就诊。

　 　 此 时 阳
气 渐 长 ， 阴
气 渐 消 ， 要
早 睡 早 起 ，
不 要 过 度 出
汗 ， 以 调 养

脏气。另外，由于谷雨时节雨水较多，要
防湿邪侵入人体，出现肩颈痛、关节疼
痛、脘腹胀满、不欲饮食等病症。

　　精神养生 保持开朗

　　由于季节的变化，尤其是进入春秋两
季的时候，出现精神障碍或有精神疾患的
病人发病率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变化，其中
躁狂症和精神分裂症就是春季容易出现的
精神问题。所以，在情志、运动方面需如
清明节养生一样，保持心情舒畅、心胸宽
广，听音乐、钓鱼、春游、太极拳、散步
等都能陶冶性情，切忌遇事忧愁焦虑，甚
至动肝火，注意劳逸结合，尽量减少外部
的精神刺激。

　　运动养生 柔和适量

　　在运动上，要讲究适当，选择动作柔
和的锻炼方式，如太极拳、瑜伽等;避免参
加带有竞赛性的活动，以免情绪激动;避免
做负重性活动，以免引起屏气，导致血压
升高等。

　　可以多到空气清新之处，比如公园，
广场，树林，山坡等地慢走，打拳，做
操。坚持加强体育锻炼，提高身体的新陈
代谢，增加出汗量，运用物理方法排除体
内的湿热之气，以与外界达到平衡。

 （来源 中华养生）

谷雨时节谈养生

莱利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故居，现为莱利纪念馆。

矗立于格林菲尔德(Greenfield, IN) 
法院草坪上的莱利雕像。

猎镇郡(Huntington County) 是印第安纳
州东北的一个郡。猎镇郡有着很棒的四日户
外活动，猎镇郡的网站很有意思，作为门户
的照片非常吸引人，不管是整整齐齐又好看
的房间摆设，还是令人胃口大开的汉堡啤
酒，在此我们要附上网址http://visithuntington.
org/。此网站的制作之用心可以看出猎镇郡
对游客的欢迎之情。

这里的餐厅举国闻名，还有很棒的树林
可以远足，更有获奖红酒可以品尝，这些在
上方附上的网址都有细节描述，我个人对餐
厅非常感兴趣。

出门玩最重要的是衣食住行，要在一个
地方多玩几天，那就必然要找个合适的地
方住，本州的旅馆普遍价格平易近人，所
以，这里要说的就是猎镇郡的推荐住宿点并
不是旅馆，而是林间小屋或者野营地，比如
Zip Timber Lake的湖边营地。远足过后并不
一定要野炊烧烤，猎镇的市中心的尼克厨房
（Nick’s Kitchen），旅游频道上的原汁原味
的手作炸猪排说的就是这家，我个人觉得炸
猪排做的好吃是非常棒的，上过电视的话应
该值得一试。然后，可以走到一家名为古董
学（Antiqology）的店享受甜品，这家店的
冰淇淋和中西部口味选择最多的汽水。

猎镇的Salamonie Lake适合大型聚会，带

上一大群朋友去开派对是没问题的，但是
这里并不只有猎镇值得一去，还有罗安科
镇（Roanoke）可以一去，这个镇子适合逛
街，珠宝，艺术品，衣服，礼品，厨具，以
及其他各种物件，我得说，这种物品摆放异
常整齐的店铺简直是强迫症的天堂。这个镇
子里同样还有有爱的咖啡馆和品酒庄，有据
说是印第安纳最棒的红酒，当然我个人认为
这个要尝过之后智者见智了。至于这里的餐
馆，Joseph Decuis受到了广泛推荐，据说是
自家产的牛肉，听上去很不错。

除了以上那些比较常见的活动，猎镇郡
还有高尔夫课程可以参加，在风景好的地方
玩高尔夫也是种不错的享受和休闲。处于私
心，我打算介绍一个叫做Ari’s Gyros & BBQ 
Ribs Drive Thru的店，我个人是很喜欢Gyros
这种希腊卷饼的，地中海风格的餐厅是 很
好吃的，如果没试过一定要试试。至于烤肋
排，有的人喜欢甜些的，有的人喜欢不那么
甜的，我只能说烤化了的肋排非常好吃。最
爱的口味肯定要全部尝过才知道。

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也只能介绍一个冰
山一角，请在去玩前看看网站上的详细介绍
吧，至少我是很想把上面介绍的三十来个餐
馆每个餐馆都去试试的。

带我走进印第安纳
Take Me There：Indiana

  猎镇郡 ·Huntington County
文 赵乔   

Camp Timber Lake的湖边营地 /图片来源 http://www.rvparkreviews.com

Joseph Decuis餐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