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惊悚的”尼科尔森与幽默的哈巴德

梅 雷 迪 思 · 尼 科 尔 森
（Meredith Nicholson）1866
年12月9日出生于印第安纳州
的克劳福兹维尔（Crawford-
s v i l l e ） 。 他 主 要 靠 自 学 成
才，1884年开始从事报业生
涯，先后为《印第安纳波利斯
前哨》（Indianapolis Sentinel）
和《印第安纳波利斯新闻》
（Indianapolis News）工作直到
1897年。

他于1891年发表了处女作
《短程航班》（Short Flights）
，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于
1928年以前发表了大量的诗
歌，散文与十几部小说。其中
以下三部小说成为全美畅销
书：

《千烛屋》The House of a Thousand Candles (1906)于
1936年搬上大银幕。

《失踪人港》The Port of Missing Men (1907)于1914年搬
上哑片大银幕。

《印第安纳纪事》A Hoosier Chronicle (1912)

《千烛屋》故事梗概：约翰·格莱纳姆几乎走遍了欧
洲与非洲，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冒险。肆无忌惮的花钱方式
使他几乎挥霍掉从父亲那里继承的一切。于是他考虑在一
个地方安顿下来从事他的工程技术本行以养活自己。这时
他接到一个通知说：爷爷刚刚过世了，他必须回家才能看
到遗嘱。

老格莱纳姆的最后期望很简单：要想获得自己遗留下
来的所有财产，约翰要在他印第安纳州拥有的一座叫做“
千烛屋”的房子里过一年宁静而简朴的生活。如果没做
到，财产则由一位名叫玛丽安（约翰从未听说过）的女人
继承。

由于爷爷活着时他未能尽到孝心，约翰决定遵从老人
的遗愿入住了”千烛屋”。夜间，有人朝他开枪，房子内
还不时发出神秘声响，常有闯入者和”鬼影”出现，他还
发现房内有一条秘密通道，以及一位视此房屋为自己财产
的美丽女子。他开始怀疑周围所有人都在与他作对。

故事的结局固然是皆大欢喜。而安排这一切的竟然是
对约翰疼爱至深、尚存人世的爷爷。（俺也知道剧透，特
别是对惊悚作品的剧透，是一种罪过。但当你干过多次后
就会变得和现在的俺一样讨人厌。）

《失踪人港》说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冒险
家约翰.阿米蒂奇逃亡到一个理想王国。在那里他帮助统治
者平息了由企图篡位者发动的叛乱。事后，美丽的女摄政
王愿与他成婚，但他求婚对象却是本书的女主人公 — 美
国女人谢莉.克莱本...

浪漫的爱情，神秘的故事情节，令人窒息的战斗场面
使读者深陷其中。谢莉的勇敢与智慧无不在整个故事情节
中闪现。

《印第安纳纪事》讲述的是发生在印第安纳州蒙哥马
利小镇女孩西尔维娅与亲生父母的神秘关系以及她迷一样
的出生故事。

1928年，尼科尔森开始介入民主党政治，在印第安纳
波利斯担任了两年的市议员。由于民主党势力的上升使他
的仕业得以升迁，他先后出任巴拉圭、委内瑞拉和尼加拉
瓜三国大使。

1947年12月22日，梅雷迪思·尼科尔森于印第安纳波
利斯逝世，享年81岁，遗体安葬于皇冠山公墓（the Crown 
Hill Cemetery）。

弗兰克·麦金尼·哈巴德 

（Frank McKinney Hubbard）1868
年 生 于 俄 亥 俄 州 的 贝 勒 方 丹
（Bellefontaine） 1930年12月26
日逝世于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
纳波利斯，以笔名金·哈巴德
著称的漫画家、幽默作家及报
业人士。

《布朗县的安倍·马丁》
（Abe Martin of Brown County 
）是哈巴德创作的连载漫画。
自从1904年首次出现在《印第
安纳波利斯新闻报》上，连续
登载了共27年直至1930年哈巴
德去世，是那个时代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且备受人们喜爱与关
注的连载漫画。

哈巴德还创造了许多当今仍被人们使用的政治妙语。
北美著名电影人、专栏作家、幽默作家及社会评论家威
尔.罗杰斯（Will Rogers）称：哈巴德是美国最伟大的幽
默家。美国著名剧作家、电影编剧及报人劳伦斯.莱里
（Lawrence Riley）在1949年根据哈巴德生平故事写下了舞
台剧《金·哈巴德》。

哈巴德妙语选：

我们都愿为最佳人选投票，但他却从来不是候选
人。（We'd all like to vote for the best man, but he's never a 
candidate）.

如果一个家伙赞同你所说的一切，那么他不是个蠢货
就是想要扒你的皮。（The fellow that agrees with everything 
you say is either a fool or he is getting ready to skin you）.

一些人整天忙碌于无所事事，以至于好像他们是无可
或缺的。（Some folks can look so busy doing nothin' that they 
seem indispensable）. 

对美貌的惩罚是闲言碎语，而对相貌平庸的唯一嘉
奖就是不会遭到怀疑。（Getting talked about is one of the 
penalties for being pretty, while being above suspicion is about 
the only compensation for being homely）.

美丽只是皮囊一样肤浅。如果你贫穷或无知，它可是
无价之宝。（Beauty is only skin deep, but it's a valuable asset if 
you're poor or haven't any sense）.

罪犯们所走的路是艰难的，因为这条路太拥挤了。
（The reason the way of the transgressor is hard is because it's so 
crowded）.

活着吧！这样你至少能得到怀疑的好处。（Live so that 
you can at least get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孩子们终究还是孩子，许多中年人又何尝不是呢？
（Boys will be boys, and so will a lot of middle-aged men）.

不速之客才是最令人愉悦的客人。（Nobody can be as 
agreeable as an uninvited guest）.

很难说到底什么才能使人幸福，反正既不是贫困也不
是富有。（It is pretty hard to tell what does bring happiness; 
poverty and wealth have both failed）.

一万个人中只有一人懂得货币问题，而我们每天都
能 见 到 他 。
（Only one fellow 
in ten thousand 
understands the 
currency question, 
and we meet him 
every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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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哈巴德的《安培·马丁的年监》（Abe Martin's Almanack）”
的封面及安培·马丁的经典造型（右）

《攻占巴士底狱》Jean-Pierre 
Louis Laurent Houël (1735-
1813)

梅 雷 迪 思 · 尼 科 尔 森
（Meredith Nicholson 1866 — 
1947）

法国国庆日与巴士底 日

巴士底日(Bastille Day)，又稱法國國慶日，是
在每年的7月14日，以紀念在1789年7月14日巴黎群
眾攻克了象徵封建統治的巴士底監獄，從而揭開法
國大革命序幕。

法國國慶日，法國政府於1880年規定，每年
的7月14日為法國國慶日。這一天的夜晚成為歡樂
的海洋，法國的標誌艾菲爾鐵塔為火樹銀花所映
襯。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佔了象徵封建統治
的巴士底獄，推翻了君主政權。1880年，7月14日
被正式確立為法國的國慶日，法國人每年都要隆重
紀念這個象徵自由和革命的日子。

雖然為紀念巴黎人民攻克巴士底監獄這一光輝
的日子，曾一度將1789年的7月14日作為國慶日。
但1814年封建王朝復辟後，宣佈7月14日為“國
恥日”和“殺人犯的節日”。1870年，共和國恢
復，1879年，共和黨人成立了政府，議會由凡爾賽
遷到了巴黎。翌年6月，法國議會正式通過法令，
將1880年7月14日定為法國的國慶節，直至今日。

巴士底監獄建造於14世紀，當時是一座軍事城
堡，目的是防禦百年戰爭英國人的進攻，所以就建
在巴黎城門前。後來，在巴黎市區不斷擴大下，巴
士底要塞成了市區東部的建築，失去了防禦外敵的
作用。18世紀末，它是控制巴黎的制高點，自亨利
四世後，法國國王在裡面駐紮了大量軍隊。監獄
專門關押政治犯，例如文學家伏爾泰便曾在此處坐
牢，因此不少當時的民眾視巴士底監獄是法國王權
專制獨裁的象徵之一。

19世紀的浪漫主義歷史學家把巴士底監獄當作
法國專制王朝的象徵，並把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
監獄被人民佔領的事件描繪成偉大的功績，代表英
勇的巴黎人民解放被壓迫的農民的一次革命勝利。
自從1879年，為了紀念法蘭西第一共和國的建立，
法國政府宣佈把7月14日定為國慶節。

（摘自 万维网）

《千烛屋》The House of a Thousand Candles (1906)和《失踪人港》
The Port of Missing Men (1907) 封面。

弗兰克·麦金尼·哈巴德
（Frank McKinney Hubbard） 
笔 名 金 · 哈 巴 德 . （ K i n 
Hubband)。

国庆日的庆祝活动少不了阅兵仪式。最早的阅兵仪式均在巴黎西南的隆尚跑马
场举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移师至香榭丽舍大道。从密特朗当政时期起，
游行路线相对固定，队伍从星形广场出发，沿香榭丽舍大道前行至主席台所在
的协和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