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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亲爱的父亲                                                                                                     
                                           
                                           

                                           许海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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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                  孟 维 平

唐诗中的音乐成语（三十四）

锦瑟年华

    “锦瑟年华”常用来比喻幸福美好的青
春时代。
    瑟是中国古代传统拨弦乐器，早在周代
的《诗经》中就频繁出现“窈窕淑女，琴瑟
友之”之类的诗句。《周礼·乐器图》记
载：雅瑟二十三弦，颂瑟二十五弦，饰以宝
玉者，曰“宝瑟” ，绘文如锦者，曰“锦
瑟”。瑟在隋唐时期依然经常运用于音乐生
活之中，之后则逐渐减少。
    “锦瑟年华”语出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著
名七律《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
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
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字
面直译为：锦瑟为何有五十条弦？每弦每柱
都令人思念起青春华年。我的心如庄子为蝴
蝶晓梦而迷惘；又如望帝化作杜鹃寄托春心
的哀怨。沧海明月高照、鲛人泣泪皆成珠，
蓝田红日和暖、可看良玉亦生烟。悲欢离合
之情岂待今日来追忆，只因当年漫不经心而
早已惘然。）
    李商隐（813-858）字义山，号玉谿生，
是晚唐时期的著名诗人。李商隐祖辈迁荥
阳（今河南荥阳市），在唐文宗开成二年
（837年）李商隐考中进士，当过秘书省校
书郎、弘农尉。李商隐由于处在牛李党争的
漩涡之中，导致一生困顿不得志，中年丧

妻，又屡遭贬斥，抑郁而终，有《李义山诗
集》传世。李商隐的诗精工典丽，委婉含
蓄，寄慨深远，特擅七律，有“七律圣手”
之美称，《唐诗三百首》中收录李商隐的诗
作22首，排在第四位。由于仕途坎坷，政治
抱负无法实现，生活又多劫难，无尽的痛苦
时刻在折磨着诗人，故李商隐的诗多抑郁感
伤，特别是一些广为传诵的爱情诗和无题诗
（如《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
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
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
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更是
写得缠绵悱恻，含蓄深刻，隐晦迷离，《锦
瑟》就是李商隐极负盛名同时也难于解读的
诗作之一，故诗界曾发出“一篇《锦瑟》解
人难”的慨叹。对《锦瑟》一诗的创作意旨
历来众说纷纭，笔者以为此诗作于李商隐妻
子去世之后，诗中充满生离死别之深情，似
更有着怀念亡妻之意。瑟通常为二十五弦，
琴弦若断成两截即为五十弦，故五十弦可能
暗含有断弦之意，而“断弦”与“续弦”在
古代有表示丧妻和再娶之意。在李商隐的笔
下，每一弦、每一柱都在表达对那美好年华

的思念，而百年合好白头到老的心愿早已成
为泡影。还有的说法认为这是一首伤国、伤
时、伤世之作，等等，不一而足。诗人追忆
青春年华，伤感不幸遭遇，寄托愤懑的情
怀，虽含蓄深沉，但情真意切跃然纸上，文
辞隽永，用典精当，感人至深。迷蒙的诗意
更给后人增添了无尽的想象空间。
    李商隐虽有“七律圣手”之称，其五绝
同样写的也是的杰作频出，如《乐游原》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
好，只是近黄昏。” 寥寥数语，勾勒出“迟
暮之感，沈沦之痛，触绪纷来，悲凉无限”
（何焯语）的心境，“夕阳无限好，只是近
黄昏”更成为千古之绝唱。
    用来比喻幸福美好的青春时代的成语“
锦瑟年华”，竟出自怀才不遇、伤感一生的
李商隐之诗作，反差似乎真的是有些太大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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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二十五弦瑟

ANDERSON UNIVERSITY

Harp Camp
School of Music, Theatre, and Dance

JULY 13-17, 2015
ANDERSON UNIVERSITY CAMPUS
1100 E. 5TH, ANDERSON, IN 46012

ELIGIBILITY: ANDERSON UNIVERSITY 
HARP CAMP IS OPEN TO AGES 7-70.
COST: $325 INCLUDES TUITION AND 
DAILY LUNCH
HOURS: THE CAMP RUNS EACH DAY 
FROM 10 AM - 5 PM 

Dr. Heaven Fan 
Adjudicator at the International 
Harp Competition & Festival of 
Mexico and National Taiwan Harp 
Competition; Faculty at Anderson 
University and MasterWorks 
Festival; Founder/Director of 
Anderson University Harp Camp. 

APPLY ONLINE TODAY! 
WWW.ANDERSON.EDU/HARP-CAMP 
FOR MORE INFORMATION, 
CALL (800) 619-3047 OR (765) 641-4543.

WORLD-CLASS INSTRUCTOR

    2014年在美期间，一个在国内电力系统
从事老干部工作的朋友给我发来微信问：“
你的父亲叫XUSHAO？”我说 “是的”又问“
他是上海电力系统一百零八将之一？”“  
咦？你怎知道？”“我在《上海电业学校同
窗留影集》看到了他的照片，跟你很像，只

是他的名字被编在已故里。。。。。。”
 
    是的，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42年了，
但岁月碾过的是那份积压在儿女心底的怀
念！我恳请朋友把老干部呈送给他的书转送
给我，因为这是唯一一本记载父亲生命轨迹
痕迹的书。

    捧着影集，思绪即刻泛滥。。。。。。

    父亲祖籍安徽，在上海出生。童年是在
淮海路重庆南路老式洋房的阁楼里度过的，
据小姑回忆说：小时候因为家里孩子多，,
虽然不寒酸,但也不富裕,有一次,他们家的
邻居在吃西瓜,父亲闻到了味道,很香,但他
却狠狠地把门一关“哼!啥了不起,我家才不
吃!” 小姑的讲述,再一次让倔强、刚烈胸怀
大志的父亲清晰地展现在我的脑海，泪止不
住的落，我知道，您这是在对自己承若：我
一定要为家人创造幸福！可就在您用自己的
智慧、勤劳、刻苦、努力成就了家人的幸福
之后，自己却早早地离开，那年，我16岁，
您才42岁！

    父亲的中学是在上海比乐中学完成的，
后来考上了上海的同济大学，但恰逢上海电
力学院招募首批学员，于是他和其他已被上
海各大名校录取的一百零八名同学一起组成
了上海电力学院的首届生，后来首届毕业生
成了上海电力系统的中流砥柱（被誉为上海
电力系统一百零八将），而父亲却被中央核
工部点名去了中国第二机械工业部兰州404
厂，从事核事业的开发和研究直至生命的最
后！

    父亲长得很好看，总让所有认识他的人
低估他的年龄。有次，他回上海探亲，跟着
外婆去菜场买菜，结果卖菜的营业员对外婆
说：你这个儿子长得很漂亮，有没有对象
啊？我女儿。。。。。。外婆一脸得意地
说：这是我女婿。

    父亲最爱读书看戏还有看电影，很有情
调！记得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跟着父亲
去书店和看电影还有拍照，但是总不过瘾，
那时候电视机稀奇也很贵，他干脆带着我和
弟弟去商店买了一台幻灯放映机让我们在家
里看样板戏。我还清晰地记得那营业员对着
我和弟弟说：你们这个“哥哥”真好！

    父亲还是一个既和蔼可亲又非常严厉的
人。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不小心打碎了花
瓶，还嘻嘻笑，结果他第一次大声严厉地批
评我说：做错了事情还笑，为什么不总结一
下以后应该怎么做？虽然当初有点难堪，但
这次批评让我受益终生，我知道人就是在不
断地自我纠正中长大的！

     父亲总是那么慈爱、善良，关心别人
比关心自己更多：小时候一直听见父母“
吵架”而吵架的原因都是因为父亲让母亲
休息，而母亲总是在那里忙个不停；父亲总
是“先替别人打算，然后再替自己打算”记

得1970年随外婆一起去兰州探亲，
每次见父亲回家总是远远的把工作
衣放在离家门很远的地方，并告诉
我们，千万别碰！后来才知道，他
经常为了获得现场（放射源控制
区）设备运行的第一手资料就直接
冲进去！

    父亲最后一次来上海是参加秦
山核电站项目开发研讨会的，1973
年5月，他在一个星期内奔波于嘉
定、海盐、上海之间，每次回到家
里我们都已经熟睡，但是，即便再
晚，他还是要回到我和弟弟住地方
看看我们熟睡的脸，因为来上海一
次实在不容易，他不想错过和我们

在一起的分分秒秒！就这样，工作的压力和
辛劳终于在他回兰州之后倒下了，从此就再
也没有站起！

    

2004年，我工作的单位承接了TQNPC核电机组
维修项目，我决意要去，我要去寻我父亲的
踪迹去抓住他曾经留下的影踪。项目结束的
时候，我去拜访了当年和他一起在404厂工作
的同事（现任核电站总工程师）他一看见我
就滔滔不绝地对我说：你父亲非常了不起，
我们都非常喜欢和他一起工作，他话不多但
心很细，他很博学、厚道、严谨还有为人处
世的真诚和善良，他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很崇
敬，只是可惜。。。。。。

    我亲爱的父亲：
    只可惜您为我们缔造了幸福后自己却走
得那么早；
    只可惜您没能亲眼看到您的儿女子孙长
得有多好；
    只可惜每年12月13日我只能在日记里和
您说话。。。。。。

    虽然您离开我们已经42年了，但历史可
以见证： “您永远在我们心里活着！”

         安得森大學在今年2015年首度舉辦了第
一屆豎琴夏令營 (Anderson University Harp 
Camp)！這個在印地安那州唯一的豎琴夏令
營爲豎琴學生及豎琴愛好者提供了一個為期
ㄧ週的豎琴研習： 學員將會有機會與國際級
師資范慧雯豎琴博士 (Dr. Heaven Hui-Wen 
Fan) 學習有關演奏豎琴的技巧，了解豎琴音
樂，和學習演奏獨奏曲、重奏曲、室內樂、
以及樂團豎琴片段。豎琴夏令營的課程將會
包括豎琴講習，大師班，豎琴重奏練習，有
趣的團體活動，以及音樂發表會。豎琴夏令
營學員不但可以在美麗的安得森大學校園研
習，學員並有機會在近期才剛完工的全新音
樂廳演出。

         曾經被報章雜誌評論為「演奏極具使人
神魂顛倒的魅力」及「大師級的豎琴演奏」
，范慧雯博士曾為美國豎琴協會所舉辦的的
美國國家 Anne Adams 比賽得主，並獲得印
第安那波利斯藝術委員會和 Lilly Endowment 
所頒發的 Creative Renewal Arts Fellowship 
Award 藝術獎。她的演奏足跡達至美洲、
歐洲、亞洲、以及澳洲。現任安德森大學及 
MasterWorks 音樂節豎琴教授及安得森大
學豎琴夏令營創辦人及教授主任，范慧雯博
士曾於許多美國和台灣的豎琴比賽中擔任評
審。2016 年也受邀至墨西哥國際豎琴大賽舉
行獨奏會及擔任評委。

        安德森大學豎琴夏令營將與安得森大學弦
樂營以及安得森大學音樂事務夏令營同時舉
行。豎琴學員可以同時選修這兩個夏令營的
課程。歡迎任何有興趣的大人和小孩一起來
學習彈奏這個美麗的樂器！ 從沒接觸過豎琴
的學員也歡迎喔！

安德森大学 2015 年
竖琴夏令营

 
《持续招生中》

適合年齡：7歲到70歲
開課時間：
     7月13日至7月17日 - 早上10 點至下午5 點
上課地點：安得森大學音樂系館
     (1100 E 5TH, ANDERSON, IN 46012)
課程：學習豎琴獨奏，重奏，室內樂，
               大師班，及參與音樂會演出。
           豎琴夏令營成員亦可同時
        選修弦樂營及音樂業務等課程。
費用: $325
網站：
       http://www.anderson.edu/harp-camp
詳細課程內容和優惠方案請洽：
       (800) 619-3047 或 (765) 641-4543

作者许海红的父亲许韶在影集中的照片

作者小海红和父母亲的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