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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约翰·厄普代克是一位多产的战后美国作家,曾获得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等多项奖项。然而,
他最著名的是他的“兔子”小说系列四部曲。《兔子,快跑》是他的兔子系列的第一部,也是约翰·厄普
代克最受认可的书名系列,它考察了一个被困在没有成就感的贫乏枯燥的生活中的年轻人的经历,以及
他离开家庭、寻找新生活的同样没有成就感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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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language style and writing technique of "Rabbit,Run"
Liwei Chen
Jincheng College, Sichuan University
[Abstract] John Updike is a prolific post-war American writer, who has won many awards such as the National
Book Award and the Pulitzer Prize.However, he is best known for his "Rabbit" novel series of
tetralogy."Rabbit,Run", the first of his rabbit series and his most recognized title series, examines the
experiences of a young man trapped in a poor, dull life without accomplishment, and his equally unfulfilled
attempts to leave his family and find a new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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