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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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 
文／孟 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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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音乐成语： 
一琴一鹤

琴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传统
民族乐器之一，在第三十讲关于
唐代诗人刘长卿《听弹琴》诗中
的音乐成语“古调不弹”时已有
介绍。琴以其独特的演奏技法和
表现深邃、高远、沧桑、肃穆、
幽寂的意境而成为中国传统文人
最为喜爱的乐器，成为中国传统
文人标志性的修身养性之器。也
正因为琴所具有的如此厚重的文
化内涵，所以才在2003年11月成
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
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成为继昆曲2001年成功
申报之后的又一被世界各国广泛
认同的世界级音乐文化遗产。

鹤作为非常吉祥的鸟，在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含义同样非常丰
富，在道教中鹤是长寿的象征，
故有仙鹤之称，在绘画中常见与
松树为伴，名为“松鹤长春”
、“鹤寿松龄”、“松鹤延年”
等等。人若仙世，也常用“驾鹤
西游”来形容。

“一琴一鹤”语出北宋著名
科学家、政治家沈括（1031—

1 0 9 5 ） 所 撰 《 梦 溪 笔 谈 》 卷
九：“赵阅道为成都转运使，
出行部内，唯携一琴一鹤，坐
则 看 鹤 鼓 琴 。 ” 《 宋 史• 赵抃
（biàn）传》亦云：“帝曰：‘
闻卿匹马入蜀，以一琴一鹤自
随；为政简易，亦称是乎！’”
赵抃（1008—1084），字阅道，
为北宋名臣。他去四川做官时，
随身携带仅一张琴和一只鹤，他
为官清廉，一心为民，深得百姓
爱待。他看鹤鼓琴，志存高远，
常以鹤毛的洁白和鹤头上的红色
自比洁身自好与忠心为国。

沈括所撰《梦溪笔谈》（含
《补笔谈》、《续笔谈》）共30
卷，成书于十一世纪末，因作者
晚年归退后在润州（今镇江）卜
居“梦溪园”而得名。该书是一
部涉及到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工
艺技术、社会历史、音乐文学等
诸多领域的综合性笔记体著作，
英国学者、中国科学史专家李约
瑟（1900－1995，著有《中国科
学技术史》）高度评价其为中
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全书17目
609条，其中音乐有40多条，内
容涉及古代音乐理论、燕乐二
十八调、唐宋大曲结构、唐宋字
谱、演奏技艺、乐器形制等方
方面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
值。

 “一琴一鹤”凸现古代的文
人志士所追求的超凡脱俗的生
活方式与精神境界。不过改变其
中的两个字，即“焚琴煮鹤”，
马上就成为了一幅大煞风景的画
面！名琴居然会被当柴禾烧掉，
而锅里煮的竟是仙鹤！这条成语
最早的出处来自唐代大诗人李商
隐（字义山）根据民间俚语整理
而成的《义山杂纂》，鲁迅评价
其“书皆集俚俗常谈鄙事，以类
相从，虽止于琐缀，而颇亦穿世
务之幽隐，盖不特聊资笑噱而
已。”南宋胡仔(1110～1170)《
苕（tiáo）溪渔隐丛篆集》引
《西清诗话》：“义山《杂纂》
，品目数十，盖以文滑稽者。其
一曰杀风景，谓清泉濯足，花下
晒裈[kūn]，背山起楼，烧琴煮
鹤，对花啜[chuò]茶，松下喝
道。” 即用甘冽的清泉水洗脚；
在花丛之下晒内裤；在山的背面
盖房子；把琴当柴煮仙鹤吃；赏
花时喝茶，既闻不到花香，也品
不到茶味；幽静的松林里忽然来
了官家鸣锣开道的队伍。

成语“一琴一鹤”描写的一
种极为崇高的精神境界，而“焚
琴煮鹤”则是用极其诙谐幽默的
笔触嘲讽奚落世间那些大煞风景
的丑陋行为。

 我92年來美的第一站就是印第納波利
斯，那時妻子梅影在IUPUI作訪問學者，我隨
後帶著十歲的兒子來陪讀。妻子曾告訴我，
你是個學中文的，我看你最好是去學了烹調
再出來，這樣又可以賺錢，又可以辦身份。
這就是我如今一個廚師出身的牧師的來歷。

       我的外婆、媽媽都是基督徒，但我卻是
來到美國才信的主。93年的復活節我含著淚
講說受洗的見證，“我是一片歸根的落葉，
一個回家的浪子。我有兩個生日，一個是媽
媽給的，一個是耶穌給的。”同年的12月，
我在芝加哥的冬令會上蒙召獻身傳道。那天
我對主說，我只會炒幾個菜，我什麼都不
能。主卻明明地對我說“能不能在我，肯不
肯在你。”

        95年我要去洛杉磯讀神學，梅影在主面
前禱告，心裡的感動是“一家人要苦苦在一
起。”於是她放棄了工作、收入和身份，倒
過來成了我的陪讀。第二年她竟然也蒙召，
有感動要成為我的幫助，於是就進了同一個
神學院成了我的同窗。上帝很幽默，看我
們兩人相親相愛，就讓梅影在半個撒拉的年
齡又生了一個兒子，兩個兒子足足相差了十
五歲半。所以如今我們老大已經有了四個孩

子，小的才剛剛上大學。想想那年頭，我們
是全時間讀神學、全時間開拓教會、全時間
養育孩子、全時間⋯⋯，如今整整二十年過
去了，我們都不敢回首這年日是怎麼一步步
走過來的，如果說那需要一點膽量，那實在
都被主給嚇出來的。

       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祖宗雅各在人生無望
倉皇出逃的路上，在一個叫伯特利的地方與
愛他的耶和華神相遇。神對他說“創28：5
我也與你同在。你無論往哪裏去，我必保佑
你，領你歸回這地，總不離棄你，直到我成

全了向你所應許的。 ”雅各對神說“28：20
神若與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
給我食物吃，衣服穿， 21使我平平安安地
回到我父親的家，我就必以耶和華為我的
神。”二十年之後，當雅各帶著妻兒女和耶
和華滿滿的祝福向父家走去的時候，他對耶
和華神說了這樣的話“32：10你向僕人所施
的一切慈愛和誠實，我一點也不配得。”

       95年我被印城華人教會差遣去傳道，如
今2015也剛好二十年，我不能不由衷地讚嘆
神的慈愛和信實。當年雅各遵命到他曾經與

神相遇的伯特利築壇獻祭。如今我也一樣，
回到了印城，回到當年與神相遇的地方來築
壇獻祭。

       哦！印城——我的伯特利！

作者簡介﹕

　張志剛，印城華人教會牧師。畢業於上海
教育學院。1992年來美，93年複活節和妻子
一起在印城華人教會受洗歸主；同年在芝加
哥冬令會蒙召奉獻傳道。95年進修於中華歸
主神學院，96年妻子也獻身傳道,入同一神學
院就讀 。97年在洛杉磯開拓并牧養華夏基督
教會七年。2003年進到洛杉磯佳音社，在大
眾媒體上從事傳福音的事奉。自2007年開拓
并牧養奧斯汀磐石教會八年。2015年底任印
城華人教會牧師。張志剛牧師經常在各處帶
領聚會，傳悔改赦罪的道領人歸主。著有海
外校園叢書《心裡揣著一團火》。

张志刚牧师和梅影师母今年六月在
小儿子 Samuel的高中毕业典礼上

张志刚牧师的大儿子一家在今年四月的全家福，很快他们就要有第四个孩子啦

『编者按』印城华人教会的中文堂牧师张志
刚将在11月1日上任，11月7日晚6点教会将
举行聚餐欢迎会，11月8日张牧师在教会有服
事。

   哦！印城
      —我的伯特利
                                           文/张志刚

Specializing in Family Eye Health Care for 
both adults and children                            

专门服务于成人和儿童的眼科保健

Mark W. Roark, OD, FAAO                             
Kelly C. Summers, OD 

10967 Allisonville Rd., Ste.120       
Fishers, Indiana 46038

Office Hours:
Mon.& Thurs.: 8:30-5:30
Tuesday: 10:00-7:00
Wed. & Fri.: 8:30-3:30
Saturday: 8:30-12:30
For available appointment times, 
please call 317.577.0707,           
or schedule appointment on line:
www.all-eyes.org
Like us on Facebook!

 

Allisonville 眼科中心服务时间：

星期一，四：8:30-5:30          
星期二：10:00-7:00                   
星期三，五：8:30-3:30               
星期六： 8:30-12:30               
请打电话 317.577.0707 约诊，或

上网: www.all-eyes.org 了解更详

细的服务，脸书跟踪！

 

眼科医生洛克访谈
近日，印州华报從 Allisonville眼科護理中心的医生洛克博士处
了解到，自從1971年，近視眼的發病率在美國增加了66％！在亚
裔人群中，近视的比例更高得惊人。幸運的是，现在有更先進的
技術， 比如CRT等，來治疗近視了。
什么是CRT疗法？
CRT代表“角膜屈光療法＂，在美國2002年6月被批准使用。有许
多患者自2003年以來在Allisonville眼科中心接受此治疗并获得
喜人的效果。這種治療通过在夜間睡眠时戴一個特殊的镜片，重
塑角膜， 从而使患者不再需要在白天戴任何眼鏡或隐形眼镜。
目前世界範圍內的研究發現，CRT能够非常有效的降低近視加剧
的速度。
什么是治疗近视最好的年龄段？
從學齡前兒童到20几岁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时期，治療越早，效果
越好。
是否还有其他治療方案可选用？
基于成功的研究和臨床經驗, Allisonville中心通常还會推荐患
者选择以下一種治療方法:
1）白天使用的特殊軟性或硬性隱形眼鏡     
2）某些特殊設計的矫正眼鏡也具备降低近視速率的功能
如何才能找到适合我的孩子的最佳治療近视方案？
在Allisonville中心预约一個全面的眼部檢查之後, 眼科保健醫
生洛克博士或薩默斯博士將提供免費諮詢, 并与您讨论适合的治
疗方案。
改善您的孩子的视力状况，提供光明的未来，今天就开始行动
吧！
医生简介
洛克博士:

• 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IU，並獲得驗光博士學位.
• 美國驗光科學院院士 
• 熟悉多種類型的特殊隱形眼鏡的功能和效用，包括角膜屈

光治療（CRT）
• 多年为激光視力矯正患者提供服务

薩默斯博士: 
• 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IU，並獲得驗光博士學位
• 美國和印第安納州驗光協會的成員

薩默斯博士目前正在接受新病人, 年龄不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