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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八千年玉振金声钧天广乐高山流水
闻九州音铜琶铁板急管繁弦白雪阳春

中国古代音乐成语赏析（二十八） 

                              孟维平

  我必与你同在 （上） 传    明

魏晋南北朝时期
的音乐成语（二
十八）
弦外之音
所有的弦乐器（
拨弦、击弦、擦
弦）都是依靠
弦的振动发出
声音，弦若不
振当然是没有

声音的。此处特指
音乐虽已结束，但
音乐已营造出的一
种使人浮想联翩、
回味无穷、不可言
传的审美境界。这
条成语原本是描述
音乐“余音袅袅”
、“绕梁三日”般
的美妙与魅力，现
在则常借用来比喻
有话不明说而是婉
转地表达出意思，
让听者自己去体味
话外之音，言外之
意。
语出南朝宋·范
晔《狱中与诸甥
侄书》中的最后

一段：“吾于音乐，听功不及自挥，但所精
非雅声为可恨。然至于一绝处，亦复何异
邪！其中体趣，言之不尽。弦外之意，虚响
之音，不知所从而来。虽少许处，而旨态无
极。亦尝以授人，士庶者中未有一豪似者。
此永不传矣！”（我对于音乐，听的水平不
及自己的弹奏能力，而又以所精通的不是雅
乐正声为遗憾，但是当达到了一定的精妙
时，雅与不雅又有什么区别呢！这之中体会
到的意趣感觉，非言语能够表达清楚。那弦

外之意，余响之音，真是玄妙的令人不知其
从何而来。这种时候虽然并不太多，但音乐
的神韵真的是太具无穷魅力了。我曾把这种
感觉说给别人，但士大夫中竟无一人有半点
同感。看来音乐的这种妙处是永远也不可能
给别人说清楚的。）这段关于音乐感受的文
字虽然不长，但却揭示出了作为声音艺术的
音乐审美的重要特征，及音乐对人精神世界
的影响与作用。 范晔（398—445），字蔚
宗，是南朝刘宋时期顺阳（今河南省南阳市
淅川县）人，曾任彭城王刘义康的参军，官
至尚书吏部郎、左卫将军、太子詹事等。范
晔出身士族家庭，从小就博览家中藏书，书
法好，通晓音律，会作曲，琵琶弹得也好，
对音乐有着深刻的感悟与理解，故其行文尤
其注重语言音节和谐的声韵之美。作为著名
史学家、文学家的范晔一生最大贡献就是博
采众家之长编纂了称之为前四史之一（另三
史为《史记》、《汉书》和《三国志》）的
史书《后汉书》（上起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元
年、下讫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即公元25至
220年共196年的东汉历史），中国现代最负
盛名的史学家、语言学家、诗人陈寅恪先生
（1890-1969）对其高度评价：“蔚宗之为《
后汉书》，体大思精，信称良史”。元嘉二
十二年（445年），范晔因被告发密谋拥立刘
义康，结果以谋反罪被宋文帝刘义隆处以极
刑，范晔临刑悲叹道：“可惜！满腹经纶，
葬身此地。”时年仅四十八岁。《狱中与诸
甥侄书》就是他在生命即将结束时的一封绝
笔信。本文中还涉及有关史学文学的特点、
语言声韵等多个方面的理论论述，在中国古
代文学批评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顺便提及：范晔不信鬼神，反对天命，他的
侄孙范缜（约450—515，生活在南朝齐、
梁之时），同样是一位了不起的唯物主义思
想家、无神论者，是著名的《神灭论》的作
者。

    四次訪問以
色列，都有不同

程度的震撼，特別想到三千七百年前以賽亞
先知書上的話：
“造成你的那位，現在如此說：你不要害
怕！因為我救贖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
你是屬我的。你從水中經過，我必與你同
在；你𧼮過江河，水必不漫過你；你從火中
行過，必不被燒，火焰也不著在你身上。- - 
- - - 因我看你為寶為尊；又因我愛你，所
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換你的生命。
不要害怕，因我與你同在；我必領你的後裔
從東方來，又從西方招聚你。我要對北方
說，交出來！對南方說，不要拘留！將我的
眾子從遠方帶來，將我的眾女從地極領回，
就是凡稱為我名下的人，是我為自己的榮耀
創造的 - - - - - ”

    舊約全書說以色列是上帝選民，可惜因
為不斷犯罪悖逆，曾先後被亞述和巴比倫滅
國，在主前538 BC 開始回歸復國，後來又
淪為羅馬殖民地；到新約時期，以色列的領
導階層緊抓權位，拒絕預言中來拯救他們的
王，把上帝兒子耶穌基督釘上十字架，甚至
對基督復活後30多年間教會的見證，也完全
拒絕，只盲目地與羅馬帝國鬥爭，結果在公
元70 AD又被羅馬大軍以泰山壓頂之勢攻陷了
耶路撒冷。

    根據投降羅馬的俘虜約瑟夫的“猶太戰
史”他們的抵抗雖然不絕如縷，可歌可泣，
卻逐漸被一一消滅，餘下的猶太人被趕散到
歐，亞，非各地，在一千九百年間歷盡滄桑
和浩劫。然而，就在六百萬猶太人被希特勒
大屠殺前後，這個剩餘的種族竟逐漸從歐，
美，俄，非，中東甚至中國等地回到巴勒斯
坦，在一次次戰火下重建以色列國！從1948
年到今日，弱小的以色列面對四圍數十倍的
穆斯林強敵，卻逐漸變成了一個最先進的經
濟，軍事，科技，農業，文化和資產社會國
家，他們把海水變為淡水，把沙漠變成良
田，他們的高科技產品和農產供應到歐美各
國，儘管在戰爭陰影下，每天猶太移民和成
千上萬的遊客依然從世界各地湧進來。這個
民族的命運，向全世界證實了新舊約全書中

的耶穌基督，是又真又活的神！以色列是他
的選民，為上主的榮耀而創造，也是祂要管
教，懲戒和救贖的！

   但是前面的話不單是先知對以色列的預
言，也是許多人被主拯救的見證，更是我自
己的見證：           
              中國到越北
    我的家鄉在廣西與越南邊境相鄰的小
鎮，雖然山明水秀，民風卻迷信骠悍，很少
讀書人。我在抗日戰爭中生於廣東韶關，父
母既隨軍抗戰，又暗中加入地下黨的活動。
據姐姐說：她曾抱著剛剛出生兩天的我藏到
江邊蘆葦叢中，逃避日軍轟炸和機槍掃射。
我們从小在大難中苟存性命，直到二戰結束
後父母才回到家鄉；不幸父親染上肺結核，
當時是無可救藥的絕症，1948年，父親就撒
手去世，我才五歲，弟弟三歲。

    母親帶兩個姐姐，弟弟和我，離開家鄉
回到一水之隔的越南芒街外家。外公外婆和
舅父待我們很好，他們在法屬越南搞出口貨
物，相當富裕，母親為祖父母到越南河內海
防各地辦貨，運到芒街後轉發到國內。我和
弟弟就在芒街讀華文學校。二姐出嫁之後，
大姐在家就像母親一樣管教我和弟弟。媽媽
難得回家一趟，有時會帶回珍稀的葡萄和餅
乾給我們嘗，然後帶我們去觀音廟誦經禮佛
吃素。我從小愛看佛經和佛祖行傳圖書，更
喜歡吃廟裡又熱又香的素菜，常常盼著媽媽
回來去廟裡拜佛！

    在芒街從來沒有聽過福音，只知道二姐
嫁到天主教人家，每逢禮拜天上教堂，是在
芒街的西式地區。教堂附近有市政廳，環境
優美，飛機場，軍校和我讀書的群英中學都
在該區，還有法國醫院。我在芒街幾年，雖
然是無父孤兒，童年也相當快樂。有時頑皮
打架，曾被筷子插傷眼睛，送到醫院治了三
天才重見光明；另一次從涼台上翻到碎玻璃
的陰溝裡，頭破血流，幸虧法國醫生妙手回
春，只留下額上一個終身疤痕；還有一次在
江邊學游泳，得意忘形，越游越遠，差一點
就淹死。回想起來，都是神的保守！

    1952年以後，越盟黨和法軍衝突日漸激
烈，到奠邊府戰役後，法軍全面撤出印度支
那（越南-老撾-柬埔寨）。芒街早就人心惶
惶，外公外婆，母親和舅舅們都不知前途何
去何從？當時, 二姐跟夫家準備南撤;大姐希
望共產黨來了，她可以回國完成大學;表哥
表姐早就從中國把扭秧歌舞宣傳到芒街我們
家。

    有一天，我回校上課。課室靠江邊，從
窗口看到北崙江上許多浮屍；也看到北岸遠
處的中國邊境紅旗飛舞，遊行隊伍的歌聲口
號喧天；放學走在街上，遇見運送屍體的行
列；回家聽說解放軍把人吊在橋頭上，要芒
街的親人送錢去贖才放下來；晚上，我從噩
夢中驚醒，聽到四圍槍聲大作，那時媽媽已
遠去海防市辦事，我嚇得滾到大姐懷中哭起
來，大姐嘆氣說：“罷了！別哭！明天我們
到江邊找船去海防！”

    大姐真的放棄回國讀書，她帶著我和弟
弟，跟著舅舅一家到碼頭。我們得到一位越
南籍老師的幫助，上了一艘撤軍眷的機輪, 
躲在船艙裡,經過下龍灣, 到達遍地煤渣的鴻

基, 住了幾天後，終於到了海防市。

    離開芒街，我們就像脫根的飄萍，媽媽
給親戚打工，大姐嘗試在街頭賣布，賺了錢
給我們上學零用，舅舅向來是文質彬彬的老
師，現在和幾位老師同事到碼頭當苦力搬
運工。我們有幾個月住在一只破船裡；有時
媽媽跟人合租一間房，一家幾口一張床；有
時就和別的難民住在親戚家中。我在華僑中
學上夜校，那時奠邊府之戰正酣，五年級老
師上課時，把戰鬥描繪得槍林彈雨，驚險萬
分！到了冬天，我常常肚子不飽，一天早上
又冷又餓，在街上把僅有的錢買了一碗熱騰
騰的番薯粥，小販叔叔從擔著的鍋中特別給
我添一點肉汁，其香味至今不能忘懷！還有
一天上學，從鄰家玻璃窗口望進去，看見裡
面有松樹掛著小蠟燭，下面有些很美的禮物
包，心頭忽然覺得溫暖，幾天后，鄰家把松
樹丟在街上，我拗了一枝回家，大姐買兩支
小紅燭，幾塊小餅干，我們就在樓梯間跟同
住的難民小孩慶祝聖誕！雖然童稚無知，卻
是神恩！

    還有一次在海防市住租房，隔鄰有家福
音堂，看到有人在裡面講故事，向我們招
手，我卻匆匆趕回家。當時眼睛紅腫疼痛，
也沒有錢求醫，晚間睡著了，蚊帳上有涼液
滴到眼中，第二天眼睛竟然好了！門口的中
醫就說:“昨夜樓上嬰孩拉尿，從板縫流下
來，這童子尿醫好了你的眼睛.” 真巧！後
來才想到神的恩典多麼奇妙！

             越北到越南
    1954年日內瓦國際會議決定：越南從北
緯十七度的濱海河分開，南北兩國，居民可
以選擇親中俄共產黨統治的北方；也可選遷
移到親西方自由的南方。舅父一家歷盡艱苦, 
想念外公外婆和芒街, 回去了。他能彈能
唱，後來當了越共文工團幹部，表弟們也編
進了越共南下的正規軍；就差沒有和我在戰
場上對著幹！這是後話。
    媽媽和姐姐帶我和弟弟在1955年上了美
軍巡洋艦，海上三日，遇到風暴，巨浪如
山，最後平安抵達西貢碼頭。一下船，就有
當地華僑熱情歡迎，每人收到一百元，還有
食品。不久母親租到一間14平方米的小茅
屋，在門口擺小攤和裁縫，我和弟弟睡在屋
頂，做飯挑水衛生都在後門。母親到親戚家
幫工，大姐管教我們，讓我和弟弟報名到附
近較平宜的陽明小學，大姐賣攤兼裁縫，婚
後大姐夫繼續供我讀中學。我們貧民區對面
就是中華基督教會光中堂。聖誕節時，我們
也進去聽唱詩和三博士的故事，又領到花生
糖果，覺得教會是個光明快樂的地方！
    西貢價廉物豐，南方人單純樂天，雖
然華人和越南人之間偶有摩擦，一般也不
難相處。華人社會團結富裕，有五幫公會（
廣府，潮州，福建，海南，客家），十四所
華人中學，六家醫院，華人掌握南方經濟命
脈。越南人則跟我們難民一般，在邊緣謀
生，但比起北方，生活從容多了！我上小學
中學的時候，南方發生內戰，我們住處不遠
的地方，也成為巷戰戰場,烽火四起。幸得幾
場內戰,都被當時的總統吳廷琰平定了，而他
倚靠平定累次變亂的軍力，竟然是我老家的
芒街軍! 芒街軍其實是一支華人少數民族“
儂”族人,曾在芒街法屬軍校受訓，他們有善
戰敢死的傳統,百戰百勝,在越南可說無人不
知! 後來被吳廷琰分散到第五師團，傘兵，

和海燕別擊
兵團。吳廷
琰培植天主
教，強硬反
共，他強迫
華人要入越籍，禁止華文學校，要剷除越南
佛教中根深蒂固的親共勢力，引起僧侶“自
焚”, 軍官和美國大使不滿, 終於兵變突發, 
置他於死地。吳廷琰死後，南越局勢就每況
愈下了。
    第一件讓我終生遺憾的事發生在我初中
二年級，那時政府下令要華人入越籍，華校
要改上越文課。此令一出，整個華人社會吃
了一顆炸彈！我們學生群情洶湧，居然有人
馬上組織起來專找越南人打架。那時我在天
主教辦的中學，是交半費的窮學生。有一位
最要好的同學是富家子弟，常帶我到他家
玩，他功課很好，是良友益友！他父親當時
經商，順勢而為，率先入籍，不料消息被另
一同學知道，在校中宣揚，馬上班中群情洶
洶，人人在課室和操場都對他破口大罵，動
手邀他打架，這同學涵養很好，從不被激怒
說話或還手，當時有人指著我說：“你是他
最好朋友，這樣的人你怎麼說？”  我衝口
而出：“我沒有這種朋友！”此言一出，他
臉色變青，慢慢變得滿臉通紅，顯然非常激
動，然後他對我搖頭說:“可惜可惜！” 從
這天之後，他不再上學，從此不知去向。當
時我有凜然大義滅親大是大非的感覺。事過
境遷，抗爭一兩年後，除了幾個有錢有勢的
離境到台灣香港或大陸，百萬華人，全部歸
順入籍，換了越文名字和證件，上越文課。
兩岸政府沒有護僑的行動。我常撫心自問，
為何當時做出這種嘩眾取寵向朋友反目的行
為？是時代的無奈？是人性的愚蠢懦弱？信
主之後，每想此事，自責是罪性深重，才作
出猶大賣友的言行，只求主饒恕我。更祝福
他！如果有生之年，還有機會一見這位林姓
同學，我要向他負荊請罪，求他的寬恕。
     無奈和遺憾的事當然還有不少，我們是
以補習班名義上完幾年課程，拿到中華民國
僑委會高中畢業證。由于沒有條件到台灣上
大學，有些同學另闢蹊徑從柬埔寨回大陸，
我也沒有這種條件，就留在斗室裡寫些文章
拿點稿費，只覺前途一片灰暗，人生毫無意
義，憤世嫉俗，染上惡習，自暴自棄，對母
親，大姐和弟弟，其他同學朋友，一律無情
無義。那時，政府安撫華人，還未向我們徵
兵入伍，但我隱隱感到：共產黨和戰爭的陰
影逐漸接近了。

           【未完待续】

        歡迎您來自由參加：

福音飞行布道团 
4月中旬即將舉行的特別聚會 

天上奇妙福音！人間優美頌贊！ 

 IUPUI印大普大校園Taylor Hall   :  4月17星期五晚上7點 

 CCCI印城華人教會(迦勒團契等) : 4月18星期六上午10至12點 

 CCCI 印城華人教會中文主日崇拜：4 月19禮拜日上午9至10點半 

CCCI印城華人教會粵語福音崇拜 : 4月19禮拜日 下午2點至3點半 

講員簡介 

           馮津牧師：  原籍廣東，抗戰時出生天津，五歲移居北京，操
純正北京話。一九七三年任多倫多北約華人浸信會主任牧師，在
北美洲牧養教會廾七年。自二零零零年開始擔任加拿大遠東電台
廣播牧者，努力按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鄭偉昌牧師： 福音飛行事工創辦人,早年在慕迪的飛行宣教部
進修,常常鴐駛飛機到美國不同城市,尤其是小城鎮, 體會到有很多
散居在美國偏遠地區的華人靈魂的需要,神將這負擔放在他心裡.經
過多年禱告及預備，于1993年成立了國際福音飛行事工.喬宏弟兄
夫婦及多位牧者也曾參加一同服事。鄭牧師也每月飛來印城服事
粵語堂及Agape教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