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麦卡琴的“三国罗曼史”与
不易继承的亿万家财

《格劳斯塔克》 — 三国罗曼史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1870年，东欧小国格劳斯塔克（不错，是格劳斯塔克）
的统治者干录克王子在与邻国阿克斯法因（不错，是阿克斯法
因）的交战中被杀。为了签署和平条约，格劳斯塔克答应支付
阿克斯法因巨额赔款，期限为15年。而格劳斯塔克根本无法
支付这笔赔款。绝望中，当时的统治者，干录克的女儿叶提乌
公主计划通过与阿克斯法因王子劳伦兹通婚以抵消这笔赔款。
但在婚礼举行前，劳伦兹被刺。而刺杀劳伦兹的人被认为是美
国人格林法尔·劳里，叶提乌公主在美国遇到的真爱。劳伦兹
的父亲坚持严惩凶手。就在这时，真凶浮出了水面：叶提乌的
另一追求者，道斯伯尔金王国的统治者，邪恶的加布里埃尔王
子。阿克斯法因国的劳伦兹王子死了；道斯伯尔金国的加布里
埃尔王子被送进了监狱；于是叶提乌公主与真爱美国人格林法
尔完婚。

在加布里埃尔坐监期间，道斯贝尔金王国由他的弟弟丹坦
王子统治。丹坦王子颇受人
民的拥戴，他也是格劳斯塔
克王国的忠实朋友。但是，
两 年 后 加 布 里 埃 尔 越 狱 成
功，并得到道斯貝尔金王国
军队的支持，夺回了王位。
丹坦被迫乔装逃往格劳斯塔
克。为此，格劳斯塔克将面
对道斯貝尔金和阿克斯法因
两 个 国 家 的 宣 战 。 就 在 这
时，加布里埃尔被捉拿归案
并再次被送进了监狱，从而
避免了战争。同时，隐姓埋
名的丹坦王子与劳里家的美
国客人贝弗利.卡尔霍恩坠入
爱河；当丹坦重登道斯贝尔
金王位时两人完成了大婚。

叶提乌与美国夫君格林
法尔·劳里在发生于布鲁塞
尔附近的一次火车事故中丧

生，他们的儿子，年幼的罗宾王子继承了格劳斯塔克的王位。
可怜的小国王从此成为了无政府主义者们的刺杀对象。而背后
的黑手是一心想成为格劳斯塔克独裁者、曾遭流放的马尔兰
克斯伯爵。刺杀行动由于美国人特鲁克斯顿.金的介入而被阻
止。马尔兰克斯伯爵在随后袭击皇宫时丧生。

罗宾长大成人后，格劳斯塔克依然面临经济困境。一位名
叫威廉的极其富有却粗俗不堪的美国佬想为这个国家提供资
助。交换条件是：罗宾要娶自己的女儿并立其为皇后。但罗宾
实在无法与这样父亲教育出的女孩子进行沟通。他最终选择了
道斯贝尔金王国的公主，丹坦与贝弗莉的女儿贝弗拉为妻。

格劳斯塔克的债务最终由俄国的介入而被消免。做为交
换，他与俄国在一战中结盟。俄国退出战争后与格劳斯塔克又
签署了和平协议。这个国家开始了它的繁荣时期。

阿克斯法因一战后成为了共产党国家，面对着经济萧条与
政局不稳。它的统治者海德里克王子（劳伦兹的弟弟）与其长
子均在共产革命中遭杀害，其幼子胡伯特流亡到格劳斯塔克，
私生子格里高利则与其母生活在意大利。

胡伯特想娶道斯贝尔金国的弗吉尼亚公主（贝弗拉的妹
妹），但她事先与近水楼台的美国记者约克订立了婚约，后来
证明这是一对儿绝配。经过几次入侵格劳斯塔克的企图失败
后，共产主义在阿克斯法因垮台，使它又成为了君主制国家。
人民将没有王位继承权但倍受爱戴的格里高利推上了王位宝
座。而劣迹斑斑但拥有王位继承权的胡伯特则遭到自己人的刺
杀。

从此，三国国泰民安。

格劳斯塔克小说系列所描述的宫廷内明争暗斗、皇室
间阳奉阴违以及浪漫的爱情故事与英国小说家安东尼·霍
普（Anthony Hope）1894年出版的《曾达的囚徒》（The 
Prisoner of Zenda）系列小说有些类似。一经出版就成了那个
年代的畅销书。在虚幻类小说中有一亚类被称做“格劳斯塔克
式罗曼史”（Graustarkian romance）类，它就来自麦卡琴的

虚幻世界 — 东欧和中欧的这些小国。

麦卡琴的这个小说系列包括以下作品，其中一些已被拍成
电影：

《格劳斯塔克：王权背后的爱情故事》Graustark: The 
Story of a Love Behind a Throne (1901) （1925年搬上大银
幕）。

《格劳斯塔克的贝弗莉》Beverly of Graustark (1904) 
（1926年搬上大银幕）。

《特鲁克斯顿.金：一个格劳斯塔克的故事》Truxton King: 
A Story of Graustark (1909) （1923年搬上大银幕）。

《格劳斯塔克的王子》The Prince of Graustark (1914) 
（1916年搬上大银幕）。

《夕阳的东边》East of the Setting Sun (1924)
《老鹰与渡鸦旅馆》The Inn of the Hawk and Raven 

(1927)
《盛宴与恶棍》Feasts and Villains （已失传的短篇小

说。2009年由John Brandon重写）。

《布鲁斯特尔的亿万家财》

花钱，特别是在一定的期限内花光大笔的钱，唉！难呐！
您一定知道马克.吐温《百万英镑》的故事吧！如果嫌它还不
够"狗血"，下面的故事肯定不会让您失望。

蒙提·布鲁斯特尔是效力于哈肯萨克公牛队的小职业联盟
棒球投手，他的铁哥们斯派克.诺兰则是这个队的接球手。一
次因赛球后的酒吧斗殴他俩被警察关进了局子，二人无钱保
释。这时出现一个陌生人愿为他们出保释金，条件是二人得答
应跟他去纽约。在曼哈顿的一家律师事务所他被告知：他的一
位未曾谋面的姑老爷刚刚过世，布鲁斯特尔将继承他的全部遗
产，但须满足几个荒唐条件。他可一次性地拿走一百万刀，或
在30天内花掉3千万以便继承3亿刀的遗产。

如选择前者，这家事务所将按照遗嘱把这份遗产捐献给慈
善机构。如选择后者，他将在30天后不能拥有任何目前不属
于自己的东西。他只能向慈善机构捐献3千万的5%，在赌场中
输掉5%，而且不能购买昂贵的物品后将其销毁。最后，他不

能将这事告诉任何人包括自己的铁哥们斯派克。如果30天后
未能花掉全部3千万，剩余部分将被没收，更休想继承那3亿
家产。布鲁斯特尔决定接受花光3千万的挑战，事务所的一位
女助理安吉拉被指派监督他的花销。

年薪不到一万一，对钱没概念的布鲁斯特尔这回住进了广
场饭店（Plaza Hotel）的昂贵套房，高薪雇用了个人助理，
并开始出入华丽场所及赌场。可是斯派克不仅没为他输掉任何
钱，反倒赌赢了不少。布鲁斯特尔意识到这样下去根本无法一
个月内花掉这3千万。于是他决定参加纽约市长竞选活动，将
大笔的钱用于抗议活动，号召人们不为任何一位候选人投票。

布鲁斯特尔对抗性言论导致两位主要候选人威胁要起诉

他，他花了几百万得以在庭外摆平。然后他花钱请来纽约洋基
队与自己所在的哈肯萨克公牛队进行一场比赛。当他得知自己
已成为得票最高的非候选人时，不得不退出对抗竞选活动。因
为一旦自己当选他就能得到六万块的年薪，这在遗嘱条款中规
定是一笔他不能拥有的财产。否则，他将失去那三个亿的继
承权。在与洋基队赛后的一个派对上他花掉了最后的三万八千
块，这使斯派克、安吉拉和身边所有人对他的这个举动感到非
常诧异，因为布鲁斯特尔现在已是一文不名。

第三十天，也是期限最后一天，他发觉自己的侍从已全无
往日对待他的那种毕恭毕敬的态度和甜言蜜语的恭维，他认识
的所有人都躲着他走。退出竞选抗议活动后他得知他的“谁也
不选”主张赢得了胜利，这将迫使人们进行新一轮，没有上次
候选人的竞选。

事务所的一名年轻律师，也是安吉拉的未婚夫，被事务所
买通，他的任务就是确保不让布鲁斯特尔完全花掉那三千万。
期限的时间点就要到了，这位律师告诉他由于他未能按遗嘱规
定花掉全部三千万，所以他不能得到那三个亿。愤怒的布鲁斯
特尔一记重拳将他击倒，对方提出起诉他。这使他想到自己需
要一位律师，于是他将律师聘用订金交给了安吉拉。当转账完
成后他真的变得身无分文，满足了遗嘱规定的所有条件，布鲁
斯特尔顺理成章地继承了姑老爷留给他的三亿家产，成了一位
年轻土豪。

《布鲁斯特尔的亿万家财》是乔治.巴尔.麦卡琴1902年以
笔名理查德.格力维斯（Richard Greaves）完成的小说。1906
年被改编成舞台剧，在百老汇公演。小说和/或剧本曾十二次
被改编为电影，其中四次出自印度宝莱坞，使它也成为了备受
人们喜爱的阿三传奇故事。

乔治·巴尔·麦卡琴（George Barr McCutcheon 1866 – 
1928) 是美国备受人们喜爱的小说家和剧作家。著名作品就是
我们上面所介绍的《格劳斯塔克》系列小说和《布鲁斯特尔的
亿万家财》。

麦卡琴1866年7月26日生于印第安纳州蒂珀卡努县
（Tippecanoe）。父亲尽管自己没受过正规教育，却十分热
爱文学并鼓励儿子写作。麦卡琴记得在他孩童时期，父亲在
县里的许多地方往来奔波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在普渡大学
学习期间麦卡琴与后来的幽默大师乔治.艾迪（请见笔者4月
21日印州华报的
介绍）是室友。
大学期间，他担
任《拉菲耶每日
邮报》编辑同时
写下了讲述华百
士 河 （ W a b a s h 
R i v e r ） 地 区 生
活的讽刺系列小
说。

他是卡通大师
约翰·T·麦卡琴
的兄长。1928年
10月23日于纽约
曼哈顿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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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鲁斯特尔的亿万家财》的封面。

乔治·巴尔·麦卡琴（George 
Barr McCutcheon 1866 – 1928) 
小说家和剧作家。

部分乔治·巴尔·麦卡琴的著作。

夏至养生三忌三宜

中医认为夏至节气进入阳气最旺时节，
这一时节的养生保健，要顺应夏季阳盛于外
的特点，注意保护阳气，饮食宜清淡，不宜
肥甘厚味。

夏至养生三宜

一、饮食宜多吃“苦”

夏至后的饮食原则是“春夏养阳”，养
阳重在“养心”。养心可以多喝牛奶，多吃
豆制品、鸡肉、瘦肉等，既能补充营养，又
可达到强心的作用。

夏至除了清淡饮食，还可多吃苦菜类蔬
菜，如苦瓜、香菜等。因苦味食物具有除燥
祛湿、清凉解暑、利尿活血、解除劳乏、消
炎退热、清心明目、促进食欲等作用。

不过，苦味食物均属寒凉，虽然能清热
泻火，但属于清泻类食物，体质较虚弱者不
宜食用，否则会加重病情。以下是为大家推
荐的几类苦菜类蔬菜：

1、芹菜：性味甘苦、微寒，具备清热
利湿、平肝凉血的作用。时常食用对咳嗽多
痰、牙痛、眼肿者具备较好的匡助疗效，芹
菜还具备降低胆固醇和血压的作用。

2、丝瓜络：性味甘苦，有通经络、行血
脉、凉血解毒的功效。丝瓜络清冷微寒，瓜
肉鲜嫩，下汤或者炒肉均可。

3、莴笋：具备清热化痰、泻火解毒、利
气宽胸的作用，对幼童来讲，还能起到帮助
长牙、换牙的功效。

二、宜晚睡早起

古人对于夏季养生是很有讲究的，《素
问·四气调神大论》曰：“使志无怒，使华
英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此夏气之
应，养长之道也”。

就是说，夏季要神清气和，快乐欢畅，
心胸宽阔，精神饱满，如万物生长需要阳光
那样，对外界事物要有浓厚的兴趣，培养乐
观外向的性格，以利于气机的通泄。

起居调养，要顺应自然界阳盛阴衰的变
化，宜晚睡早起，此时昼长夜短，中午午休
一会儿，对恢复体力消除疲劳有很大帮助。

三、夏至前后半月最宜节气针灸

根据中医学天人相应理论，夏至是人体
阳气最旺的时候，因此夏至的养生要注意保
护阳气。

慢性呼吸道疾病患者，夏天容易因吃寒
凉食物导致胃痛、腹痛、腹泻的患者，可
以在夏至前后15天适当开展夏至节气针灸治
疗。通过夏至节气针灸治疗可以扶正固本，
提高免疫力。

此外，有胃痛、腹痛、腹泻等消化系统
问题的人，通过针灸可以固护脾胃。

而冬季里爱发作颈肩腰腿痛的患者，在
盛夏针灸可以更好地驱散体内的寒邪。

夏至养生三忌

一、忌夜食生冷、空腹饮茶

夏季夜短，年事稍长之人，或体质稍弱

者，腹中常冷，不易消化饮食。

生菜、瓜类等本为夏季忌食之品，夜间
尤其要注意忌口此类食物。夜间亦要注意少
吃肉、面、生冷、粘腻之物，否则容易引发
腹胀、吐泻交作等病症。

过多饮茶，尤其是空腹时饮茶，极易导
致茶水消耗人体的阳气，如果再是喜欢食咸
之人，咸味引茶入肾，消烁下焦肾阳，使人
易于罹患手足疼痛之痹症，以及下元虚冷的
腹泻、阳痿、痛经等病症。

因此，夏季饮茶，应是在餐后饮二到三
杯为宜，有饥饿感则立刻停饮。

二、忌冷水洗浴

冷水洗浴是很多青年男性最喜欢的消暑
方式之一，但夏季天气炎热，人的汗孔肌腠
均处于开泄状态，因此，寒气极易侵入人
体，导致阳气暗损。

可以见到的病症如手足发冷，小腿抽
筋，双目视物不清，甚至变生原因不明的发

热证等。同时，即使是热水洗浴，亦要注意
浴后避风，对小儿尤其如此。

三、忌夜卧贪凉

中医认为“头乃诸阳之会”，头部是人
体阳气的汇聚之处，夜卧吹冷，极易导致阳
气折损，天长日久，则阳气散尽而毙命。

因此，我们现代人尤其要注意，不可晚
上睡觉整夜开空调冷气，这种习惯易导致伤
风、面瘫、关节疼痛、腹痛腹泻等，对身体
损伤严重。

对小儿则不要在其睡着之后持续扇风取
凉，否则容易罹患手足抽搐、口噤不开、风
痹等病症，人们往往不知其害，所谓爱之
深，则害之甚。

谚语有“避风如避箭，避色如避乱，加
减逐时衣，少餐申后饭”的养生口诀，均可
以理解为夏季的养生要求。

（来源 搜狐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