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丽妹妹》的《美国悲剧》与德莱塞
（一）

1889 年八月的一天，嘉丽妹妹登上了由密苏里州哥
伦比亚城开往芝加哥的火车。由于马上将离开到现在还
从未离开过的家乡，泪水不禁淌了出来，同时心中也充
满了对未知将来的恐惧。但这些都动摇不了她去大城市
芝加哥的决心。

在这次长途火车旅行中，她遇到一位名叫查理.杜洛
埃的年轻推销员。查理衣着考究，夸夸其谈，把妹功夫
也很了得，给嘉丽留下不错印象。于是接过对方印制精
美的名片。

芝加哥南站（穷人区）到了。前来接站的姐姐米妮
将她领到自己和丈夫斯文.汉森所租的公寓。嘉丽需要尽
快找到工作以解决自己在汉森一家的吃住问题，同时也
能帮助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

起初她为自己将成为这个充满活力大城市的一份子
而激动不已。当她好不容易才在一家制鞋厂找到一份周

薪4块半的工作后开始意识到
以前对大城市所寄予的期望只
不过是幻想而已。每周上交4
块钱食宿费后剩下的钱连车马
费都不够。

冬天到了。每日长时间的
艰辛劳作加上单薄的衣着使她
因病而失去了制鞋厂的工作。
汉森家打算将她送回密苏里老
家，但她已横下一条心要在芝
加哥继续生活下去。

一天正当在大街上为寻求
工作而四处奔走时又碰到了杜
洛埃。他请她吃了一顿大餐
还"借"给她20刀让她去买得体
的衣服。他还说服了嘉丽搬出
汉森家住进他所提供的"免费"
住房，直到她找到新工作。他
俩很快就同居了。一段时间过

后嘉丽感到尽管杜洛埃并不如起初想象中那么完美，他
很自负和麻木不仁，但还算慷慨、善良。杜洛埃花了大
量时间"教育"这位乡下姑娘如何融入社会；如何穿着入
时及如何举止得体。

一天杜洛埃的一位朋友乔治.赫兹伍德到访。他是芝
加哥一家高级酒店的经理，成熟而魅力十足，更重要的
是 — 非常富有。他也觉得嘉丽美丽天真。两人一见倾
心，常常利用杜洛埃外出时频频相约。

杜洛埃在没征得嘉丽同意情况下为她在一业余演出
团体报了名。一场演出过后，出乎三人所料，嘉丽大获
成功。第二天赫兹伍德向嘉丽表白了爱慕之情。

他俩的恋情终被杜洛埃发现，后者搬出了公寓以从
经济上对嘉丽造成威胁。此时，赫兹伍德的老婆也得知
了丈夫婚外有情，打算起诉离婚。

一天晚上赫兹伍德加班处理一些文件时发现工作人
员忘记关闭的保险柜中留有一万多刀现金。当他正在数
钱时，无意中碰到钱柜的门而锁住了钱柜。这时他已无
法将手中的钱送回。他异常恐惧，决定携款逃之夭夭。
他赶到嘉丽的住所，一边告诉她杜洛埃受了伤很想见到
她，一边将她骗上通往加拿大的火车。这时的嘉丽早已
从杜洛埃那里得知赫兹伍德已有家室，决定不再与其交
往。赫兹伍德告诉她自己为了和她交往已和老婆离了
婚。嘉丽为其真诚所动，同意和他在一起，前提是将来

须与自己成家。

一名私家侦探在加拿大追踪到了赫兹伍德。侦探告
诉他如果他能如数归还所挪用的资金他将不会遭到起
诉。他被迫无奈照办了，交出了几乎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后与嘉丽仓促结婚。

他 俩 来 到 纽 约 ，
住 进 一 套 舒 适 的 公
寓。赫兹伍德被迫在
一家二流酒吧打工以
获得生活所需。他们
过着平静的生活，从
不出去消费或与他人
交往。

但 嘉 丽 与 邻 居 万
斯太太建立了友谊。
万斯太太是个举止优
雅，具有消费品味的
年轻女子。受了她的
影响，嘉丽开始不再
满足于做普通家庭妇
女的现状。

由于有过"偷盗前
科"，赫兹伍德难以再
找到工作。后来干脆
整天待在家里放弃寻

找新的工作，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微薄的积蓄一天天在减
少。渐渐的，他失去了往日的神采与尊严。生活的艰辛
迫使嘉丽再次出去寻找工作。她最终在百老汇合唱团谋
得一份职业。她的唱歌、表演天赋使其事业蒸蒸日上。
这时赫兹伍德已是她沉重负担，于是她决定离他而去。

几年后，嘉丽成为了百老汇光鲜亮丽的喜剧明星。
而赫兹伍德已沦为街头流浪汉。因饥饿难耐而向嘉丽乞
讨后，使用煤气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这时，嘉丽已得到她当初想要得到的一切 — 巨额的
财富、豪华的服饰以及显赫的社会地位。可是她并未因
此而满足，期盼命运的变迁会使她对新的、目前还不确
定的东西有所追求。奋斗目标的实现并未使她快乐。显
然，她永远也无法获得自己想要的幸福生活。

谈几句电影：1952年同名影片由上世纪大名鼎鼎的
影帝劳伦斯.奥利弗和当红影后珍妮弗.琼斯出演。该版电
影情节改编较多，大大美化了嘉丽和赫兹伍德，与原著
人物性格有出入。劳伦斯奥利弗的发挥依然可圈可点，
而三十多岁的珍妮弗琼斯出演十八岁的嘉丽就多少有点
那个了。

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1871～1945
），小说家。生于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Terre Haute）
镇。父亲是贫苦的德国移民，育有十三个子女。德莱赛
排行倒数第二。其父约翰勤奋而严厉，他办的毛纺厂不
慎起火，自己受伤，经济陷入困境，情绪不好，对子女
粗暴。其母则待人亲切，疼爱子女，德莱赛从母亲的身
上学到了对别人的同情心，其父顽强的精神则使他在困
境和失败面前鼓起勇气奋然前行。德莱赛的童年生活很
穷苦，家里人多，经济拮据。他的兄弟姐妹有的酗酒有
的遇到不幸的婚姻，唯有一位哥哥保尔独闯江湖卖艺，
成为了流行歌曲作家，为他树立了榜样，家中的种种苦
难后来都被他写进小说。德莱赛15岁中学没毕业便自己
谋生，独自来到了芝加哥，先后在餐馆和五金公司干粗
活，尽管如此，他还是被这个充满兴奋和刺激的大城市
生活所吸引（与嘉丽妹妹何其相似）。1889年，他在一
位好心的中学老师慷慨资助下进入印第安纳大学念书，
无奈次年即辍学，到芝加哥某地产公司和家具公司当收

帐员，整日挨门逐户去敛钱。他先后做过饭店洗碗伙
计，洗衣房工人，火车站验票员、家具店伙计等工作。
这些经历使他接触到下层社会各种人物和阴暗面，为日
后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也决定了他的创作中的悲剧
性思想和自然主义色彩。1892年，德莱塞进入了报界，
开始记者生涯，先后在芝加哥《环球报》、圣路易斯《
环球—民主报》和《共和报》任职。1895年，德莱塞寓
居纽约，正式从事写作，同时编辑杂志。他一生的大部
分时间从事新闻工作。走遍了芝加哥、匹兹堡、纽约等
大城市，广泛深入地观察了解社会，进一步为日后的文
学创作积累丰富的素材。

《嘉丽妹妹》（1900）是德莱塞的处女作，也是他
的代表作之一，至今仍享有极高声誉。可是它遭受过被"
封杀"，不允许公开发行的命运。这曾使德莱塞陷入经济
困境并给他造成精神摧残。那时美国正经历着快速的社
会变革 — 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度阶段。
整个美国文坛沉浸在理想主义氛围中。许多作家更情愿
描述生活中美好、乐观的一面。小说被认为是为人提供
娱乐的东西；作品中充斥着被浪漫色彩掩盖着的虚幻的
理想。事实上剥削者与被剥削者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
社会中的丑恶现象没有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反应。德莱塞
通过《嘉丽妹妹》真实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生活阴暗的一
面。这就是他不断遭受迫害的原因。该书被列为"禁书"
，不准在美国出版。（当然遭封杀的原因也和该书与传
统道德标准相抵触不无关系。那时资本主义虽然正在蓬
勃发展，但人们的思想还很"封建"。人们一时还无法接
受像出卖贞操、为人二奶这类国人早已见怪不怪的鸡毛
小事）。但一些散发出去的赠阅本却引起了许多重要作
家的注意。在美国文学史上他第一次广泛、真实地描写
了美国多阶层的社会生活,并且在写作上是"第一个充分捕
捉当代美国本土气息的小说家",为美国现实主义文学开辟
了新的一页。

一些人以为
《嘉丽妹妹》是
一个"美国梦"得
以实现的故事。
但是，看过《嘉
丽妹妹》（无论
小说或是电影）
后，许多人（特
别是女生）为之
洒泪。所以《嘉
丽妹妹》的故事
绝不是什么"美
国梦"，而是德
莱塞另一部伟大
作品的书名 — "
美国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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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丽妹妹》第一版没有任何图案
设计的封面。

一年一度的中国语言文化节2017年4月15 日在IUPUI的
Compus Center 顺利举行。 几乎来自整个Indiana州的各大
学，中学，小学中文班的老师，学生，家长齐集一堂，一起
欢度这个具有浓厚中国文化氛围的节日。

这次文化节的具体环节包括讲故事比赛，赛后活动，文
艺表演，及最后讲故事比赛的获奖者颁奖仪式。

讲故事比赛是文化节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最能展现中
国语言文化风采。来自各中文学校的孩子们，用中文生动
而有趣的讲述一个中文故事。这对于生长在美国的孩子们来
说，还是有一定的难度。所有参赛的孩子几乎都在年初就开
始准备，通过学校的初赛，选拔后才能够参加这次决赛。比
赛本着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裁判在比赛中紧张有序的
评分，家长也可以坐在台下旁听。

孩子们结束紧张的讲故事比赛，就可以参加赛后轻松欢
乐的赛后活动。赛后活动是Indiana各大中文学校的老师组
成的志愿活动。这次文 化节，老师们精心准备了像：飞行

棋，国画，手工剪纸，踢毽子，毛笔书法，十二生肖认知，
筷子夹糖共七项 活动。这些活动都独具中国文化特色。吸
引了一大批来此参加活动的同学和家长。踢毽子一定唤起了
家长儿时的回忆。 飞行棋是很多男孩的最爱。尤其是国画
部分，孩子们很多是第一次用毛笔水墨作画。用简单的笔画
勾勒出物体的形状，讲究韵味而不是相像，而且在画的过程
中不能像铅笔画一样可以修改。这项活动，许多家长也纷纷
参与其中，提笔作画，直呼极具挑战性。

下午的活动中心是在学校的大舞台。 各中文学校精心准
备了一台文艺节目，获得满堂喝彩。IUPUI 的傣族舞《雨竹
林》灵动优 雅，非常具有民族气息。 IUPUI 大学生扇，把
中国武术的雄宏和气魄表现得淋漓尽致。Broad Ripple High 
School 的Jordan Davis，用中文演唱了一首《龙的传人》 把整
个文艺演出推上高潮。Jordan Davis 不仅嗓音洪亮，而且非常
有明星范。 他边唱边和台下观众互动，气氛迭起。

当然文化节最激动人心的要数最后的颁奖仪式，大学生
组，K-12 年级分组，分别颁出金奖，银奖，和铜奖。我校

传播中国文化，展现中国语言风采
--记 2017 中国语言文化节
作者    IUPUI 中文学校 谭小英老师

西 奥 多 · 德 莱 塞
（Theodore Dreiser，1871
～1945），小说家。

《 嘉 丽 妹 妹 》
电 影 广 告 图 案 设
计。

本次派出了20位小选手参加比赛，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
共获得六个金奖，十个银奖，和四个铜奖。由于金银奖取前
50%，因此我校80%的选手都在各自分组的上游水平。真为
孩子们感到骄傲。这些奖项也将给予孩子们积极的鼓励，变
成他们努力学习中国文化的动力。

中国语言文化节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落下帷幕。非常感
谢这次活动的组办单位CLTA-IN 和Indianapolis 孔子学院，

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学习和交
流中国文化的良好机会和平
台，通过这次活动向大家展
示了中国文化的美丽和博大
精深。期待明年再相聚。

舞蹈班的学生们和老师
们。 

（摄影 Lars Magnusson）

iupui Sunday Chinese school 的得奖同学们和校长。（摄
影 Lars Magnus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