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土”艾格尔斯顿与
                      “泽地女神”斯特拉顿-波特

爱 德 华 . 艾 格 尔 斯 顿
（Edward Eggleston 1837 - 
1903）出生于印第安纳州的
韦威镇（Vevey）。自幼身体
欠佳，无法坚持每天去学校
上课。所以其所受的教育主
要靠父亲的家教完成。1856
年他被任命为卫理会牧师。
写 了 许 多 故 事 ， 其 中 的 一
些，特别是”湖西尔人”系
列，引起人们的关注。其中
包括：《湖西尔教师》、《
湖 西 尔 男 孩 》 、 《 世 界 末
日》、《信仰医生》和《为
孩子们讲的奇怪故事》等。

《湖西尔教师》是爱德
华.艾格尔斯顿1871年完成的
他最为畅销的小说。讲述的
是南北战争结束后，前联军士兵拉尔夫在印第安纳州偏远地
区接受了一份教师的工作。当时那个地区的不少人对”该死
的北佬”仍持敌对态度，给他的教学工作制造了许多困难。
在克服困难的同时，他还不顾个人安危与当地腐败政客们展
开了顽强的斗争。他的正义感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最终赢得了
人们的信任，同时也赢得了爱情。故事基于他的弟弟乔治.艾
格尔斯顿在印第安纳的教书经历。小说以真实地描述19世纪
美国乡村生活和方言的使用而著称。后者大大影响了同时期
的许多作家，其中就包括马克·吐温。这在他的《哈克贝
利·费恩历险记》和《汤姆·索亚历险记》中就充分得以体
现。

《湖西尔教师》一书已被翻译成德文、法文和丹麦文等
其他文字版（遗憾的是没有中文），在国际上，尤其是在英
语国家，享有盛誉。书中描绘的“词汇拼写竞赛”曾被英语
国家广泛采用并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在澳大利亚甚至

有学校直接抽出书中的这一章用于教学。

埃格尔斯顿的书最后印刷时间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现
在已难以找到。幸运的是共和制片的前身Monogram于三十
年代拍摄的影片《湖西尔教师》和《湖西尔男孩》仍能在
YouTube上找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和弟弟乔治童年时期在印第安纳州
韦威镇所住过的房子于1973年被
列为国家历史名胜古迹。

吉 恩 · 斯 特 拉 顿 - 波 特
（Gene Stratton-Porter 1863 — 
1924），作家、博物学家及自
然摄影师。她利用自己知名作
家地位及收入支持林伯洛斯特
泽地（Limberlost Swamp）及其
它印第安纳湿地的资源保护。
她写了多部畅销小说，它们被
翻译成多种语言包括布莱叶盲
文。据估计，斯特拉顿-波特在
全球拥有5000万的读者。她的小
说《林伯洛斯特的女孩》（ the 
girl of Limberlost)曾四次被改编
成电影。剧作家兼表演艺术家拉
里.加德（Larry Gard）根据斯特
拉顿-波特本人的故事创作出单
人剧《荒野之歌》（A Song of the Wilderness）。

《林伯洛斯特的女孩》故事梗概

小说以印第安纳州东北部为背景。大部分故事发生在林
伯洛斯特沼泽地或其附近的一个叫奥纳巴萨（Onabasha）的
虚构小镇。

小说主人公艾尔诺拉.康斯托克是一位与寡母凯瑟琳.康
斯托克相依为命的女孩。她们生活在林伯洛斯特沼泽地的边
缘。艾尔诺拉每天须要面对母亲冰冷的面孔。因为母亲觉得
是艾尔诺拉使她失去了丈夫罗伯特.康斯托克。当罗伯特溺死
在沼泽地的流沙中时，凯瑟琳正值生产艾尔诺拉。因此，她
将丈夫的死怪罪于艾尔诺拉：如果那时不是在生产，她就会
去救助自己的丈夫。

康斯托克一家靠养鸡卖蛋和出售其它农产品为生，但康
斯托克夫人却拒绝砍伐森林或在此搞石油勘探，尽管邻居们
都在以此改善生活。

艾尔诺拉是个纯朴的女孩。为了能够支付上高中所需费
用，她到泽地里捕捉昆虫并将它们制成标本然后卖出。由于
天性聪慧、富于同情心，使她在学校赢得了许多朋友。艾尔
诺拉还从父亲那里继承了音乐细胞，偷偷练就一手超好的小
提琴功夫。她一直不明白母亲为何不喜欢小提琴。一次在学
校演出时被母亲看到，母亲顿时气得昏了过去。原来她是不
想看到自己深爱的、已死去丈夫的灵魂”依附”在她不喜欢
的女儿身上。在艾尔诺拉高中毕业典礼上，母亲凯瑟琳为她
准备了极不合时宜的服装。更有甚者，凯瑟琳还毁掉她十分
珍惜的蛾子标本，而凭借这个标本足以使她进入大学。当她
提出抗议时，凯瑟琳扇了她耳光。艾尔诺拉在忍无可忍的情
况下离开了凯瑟琳。这一切都被邻居玛格丽特看在眼里，她
决定将一个秘密告诉康斯托克夫人。原来凯瑟琳一直深爱着
的丈夫生前生活并不检点，可以说是花里胡哨，还一度打算
抛弃过她。听到这个消息后凯瑟琳开始意识到自己原来忽视
了既有爱心又具天赋的女儿。

后来艾尔诺拉与从芝加哥来此养病的富二代菲利普在克
服了重重困难后结下了不解之缘。

《林伯洛斯特的女孩》出版于1909年8月，被认为是印
第安纳文学的经典之作。它是吉恩.斯特拉顿-波特小说《雀
斑》（Freckles）的续篇。

注：由于始于上世纪初的欧洲移民大量涌入，油气资源
过度开采和农田改造，林伯洛斯特泽地（Limberlost Swamp）
现今已不复存在。1990年代的自然保护计划只恢复了它的一
小部分，一些几近灭绝的生物始显回归迹象。

结语

我们用了四个月的时间（三月至七月共九期连载）完成
了向大家介绍《印第安纳文学之黄金时期》（1880 — 1920
年）这个吓刹活人的大标题。其实它就是一个知识普及的过
程，没有半点学术性可言。每期介绍的人物和其作品都是经
文坛”官方认证”的，而不是凭我们的武断选择。尽管听
到、看到了一些朋友们造就人的褒奖，据我所知，缺点和错
误是存在的。对我个人来讲，收益也颇为丰厚，查阅资料的
过程也是我学习的过程。感谢坚持阅读本系列文章的读者、
朋友，也感谢曾提出过宝贵建议（特别是在英文诗歌、妙语
翻译上的建议）的朋友们。如果您错过了哪一期或还想仔细
读一读以前的文章，请加我微信@jim62597103或点击《炉火
真金》就能找到所有的文章了。再次感谢您，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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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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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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洛斯特的女孩》出版于1909年8月，被认为是印第安纳文
学的经典之作。

爱德华.艾格尔斯顿（Edward 
Eggleston 1837 - 1903 ）

《湖西尔教师》The Hoosier School-Master封面和1935年由共和制
片（Republic Pictures）前身Monogram Pictures拍摄的电影《湖西尔教
师》海报。

吉 恩 · 斯 特 拉 顿 - 波 特
（1863 — 1924）。

司徒美堂先生安葬于八宝山
革命公墓，墓碑上刻写的“
司徒美堂先生之墓”为曾任
美术家协会主席、妇联名誉
主席的何香凝敬题。

这个中国黑帮老大，美国总统竟
然给他做小弟，中国领导人也对他毕
恭毕敬，死后还能安葬八宝山？！

孙中山、蒋介石、罗斯福，这些大名鼎
鼎的风云人物，你一定都知道，可这位，与
他们熟识的中国黑帮老大你知道吗？他不仅
能搅动世界风云，美国总统罗斯福还被他雇
佣做小弟，孙中山能与他一起拜把子称兄道
弟，蒋介石夫妇视他为座上宾毕恭毕敬，还
深得毛泽东的敬重登上开国大典，死后周恩
来主持追悼会入葬八宝山，这个不一般黑帮
大佬，他凭什么，能如此叱咤风云呢……？

他，就是司徒美堂。

1868年，司徒美堂生于广东开平县，这
是个穷困潦倒的农民家庭，而贫穷两个字，
使他自幼就尝尽了艰辛。年仅5岁时，他的父
亲，就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了，9岁时，因为交
不起学费他失学了，去县城的一家小作坊当
学徒，由于长期营养不良，他长得很瘦弱，
时常遭受一些恶少欺凌，为了不再被欺负，
他开始拜师习武，几年苦练，竟练成了一身
好拳脚。

他12岁那年，一位去美国做工的华人回
到了家乡，这位乡邻将美国描述成了人间

天堂，于是他从母亲手中接过凑来的50块龙
洋，从广东开平步行至香港，搭乘大火轮“
加力”号，漂洋过海就去美国闯荡了。

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刚刚踏上旧金山
的码头，他就被美国流氓用马粪抛了一身，
这时他才清楚，美国并不是人们想象的人间
天堂，而且当时在美国，华人是备受歧视，
被骂作“黄猪”。

之后他经人介绍，去了一家名为会仙楼
的“杂碎”店当厨工，每天工作16个小时，
月薪却仅有12元，在那个中国落后的年代，
许多外国人，都会去中餐馆吃霸王餐，白吃
白喝还不算，稍不顺心还砸店打人。年强气
盛，学过功夫的他，便毅然加入了当地的洪
门致公堂，那一年，他才仅仅17岁。

虽然加入了“黑社会”，但生活还得继
续，身无长技的他，依然老老实实的在餐馆

洗碗打杂，平静的生活使他十分知足，毕竟
他在中国连吃饱都是件困难的事，可老天爷
并没打算让他过的安稳太平，有一天，几个
美国地痞又来滋事，有武功的他义愤填膺，
以一对十，没想到三拳两腿，竟然就将一个
白人打死了。

老华侨的故事：
传奇黑帮老大--司徒美堂（上）

那时一个中国人打死了白人，简直就是
天大的事，一时之间他轰动了全美。毫无意
外，他被判了绞刑，他的人生似乎要戛然而
止了，然而这却偏偏是他传奇之路的开始。

别忘了，他可不是一个势单力孤的华
人，人家可是有组织的，洪门致公堂当即出
面力保他，聘请最好的律师为他辩护，说他
是自卫过当，于是在组织的大力营救下，他
仅蹲了10个月的班房就被放了出来。

而他这10个月的班房也没白蹲，出来后20
岁的他，一战成名，作为一个敢打死白人的
华人，那对于当时饱受欺凌的华人来说，就
是英雄般的存在，从此，他在美国变得无人
不知，无人不晓。

经过这次事件后，他意识到，华侨要想
在国外取得发展，改变这种寄人篱下，任人

宰割的命运，那只有团结自助。

于是他在波士顿成立“安良工商会”，
简称“安良堂”，隶属于致公堂总堂。

他被洪门人士拥为“大佬”，又因排行
老五，所以大家都尊称他为“洪门五叔”。

在他的领导下，安良堂迅速发展，在极
短的时间里就跃升成为了，洪门致公堂下最
强势的组织，在全美31个城市设有分堂，成
员达到2万多人。

但这个帮会，却从来不干坏事，而是
以“锄强扶弱， 除暴安良”为宗旨。

如此行侠仗义的“黑帮”大佬，确实不
一般！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