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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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三） 
文／孟 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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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经过两年多的寻找和等待，印城
华人教会上月初终于迎来了新牧师张志刚，
这是他在教会的第一次讲道：

『续上期』
二 埋葬你的偶像

    创世纪35：1-4神對雅各說：“起來！上
伯特利去，住在那裏；要在那裏築一座壇給
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掃的時候向你顯現
的那位。”雅各就對他家中的人並一切與他
同在的人說：“你們要除掉你們中間的外邦
神，也要自潔，更換衣裳。我們要起來，上
伯特利去，在那裏我要築一座壇給神，就是
在我遭難的日子應允我的禱告、在我行的路
上保佑我的那位。”他們就把外邦人的神像
和他們耳朵上的環子交給雅各；雅各都藏在
示劍那裏的橡樹底下。

            

神要雅各到伯特利築壇獻祭是要雅各做一個
了結，帶領自己的妻子兒女棄絕偶像。大家
都知道拉結是偷了父親拉班的神像當作護身
符出來的。拉班追趕出逃的雅各，讓他氣急
敗壞地追趕其中的一個緣故，就是他所敬
奉的神像被人偷走了。雅各雖然沒有和自己
的妻子一樣去拜眼見的假神，但他的心裡仍
然是有偶像的，他的聰明、他的算計、他的
手（長）腳（快），都是他視為安心立命的
本錢。雅各從來就認定，沒有自己的聰明算
計，他怎麼得著長子的名分和長子的祝福，
沒有自己手長腳快，又怎麼逃得脫一次次的
危險和禍害。即使雅各整整14年在母舅拉班
手下當僱工一分錢無著的時候，他仍然是拜
偶像的。只是那時他是一個愛情至上主義

者，為了愛情他可以兩個七年為拉班白白打
工，他不能一天沒有拉結，拉結是他生命存
在的全部的意義，愛情是他唯一的自我救
贖！但他只是萬萬沒想到洞房花燭夜，到了
早晨睜眼一看，卻不是他心愛的拉結，而是
眼睛沒有神氣的拉結的姐姐利亞！

    多少的時候，當我們把不是上帝的事物
放在上帝的位置上膜拜的時候，當我們心想
只要得著某樣東西我的人生就有盼望的時
候，我們其實和雅各在洞房花燭夜之後的吃
驚是一樣的。到頭來我們會和雅各一樣驚
嘆，“哦，我的天哪，怎麼不是拉結！” 

    那牧師心中常有的偶像會是什麼？牧師
心中的偶像大都會是他的事工。我張牧師也
不例外，服事的壓力、人為的批評，都會讓
一個牧師進入極大的試探，不知不覺有時會
把當下的服事當作他的神明。如今神帶我回
到伯特利築壇獻祭，神一樣要我自潔更衣，
一樣要我埋葬偶像。是的，我要時常在神的
面前求問，我要搞清楚一件事情，我志剛到
底是誰？我要對神說，神啊，我只是你的僕
人，我生命的意義、我事奉的價值、我最深
的滿足、我裡面的安全感……，我所有的一
切都在乎你！

三 你要叫以色列

    创世纪 35：9-15 雅各從巴旦亞蘭回
來，神又向他顯現，賜福與他， 且對他
說：“你的名原是雅各，從今以後不要再叫
雅各，要叫以色列。”這樣，他就改名叫以
色列。 神又對他說：“我是全能的神；你
要生養眾多，將來有一族和多國的民從你而
生，又有君王從你而出。 我所賜給亞伯拉罕
和以撒的地，我要賜給你與你的後裔。” 神
就從那與雅各說話的地方升上去了。 雅各

便在那裏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澆
油。 雅各就給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

    神實在愛雅各，在他帶著妻兒女回去父
家的路上，在一個叫雅博的渡口，神的使者
與雅各摔跤，並把雅各的大腿窩捏了一把，
讓雅各腿瘸了。雅各的手長，從來就喜歡
抓，抓人、抓東西、抓環境，但這次他只是
抓住了神的使者，死都不放，要的是對方能
給他留下祝福。那人說：“你的名不要再叫
雅各，要叫以色列；因為你與神與人較力，
都得了勝。 ” 雅各他的名字就是“抓”，
但從抓人到抓神，從討人的祝福到討神的祝
福，雅各花了幾乎大半輩子，才總算明白了
這個屬靈的道理。如今雅各的手短了，雅各
的腿也瘸了，但他卻成了一個神眼中的得勝
者，神在他向父家走去的時候，預備了這個
器皿，以便他日後可以成為迦南地祝福的承
受著。雅各不是一個好弄的人、省油的燈，
為了得著這個頑梗不遜的雅各，神動用了他
的哥哥以掃，動用了他的母舅拉班，最後神
還動用了天使，才讓雅各成為了神祝福的管
道。

    這次印城華人教會聘牧花了好長的時
間，神不止是讓我學習做恆久忍耐的功課，
神一直在等我能感悟一個奧秘，那就是要在
離開原來奧斯汀磐石教會時得到教會的祝
福。多少的時候，我告訴弟兄姐妹，你如
果要離開一個教會，你要去牧師那裡“討”
一個祝福，為的是有一天你再回來的時候不
會臉紅；你若不明白這個道理，當你接著再
離開下一個教會的時候，你就再也不知道自
己的家在哪裡了，從此一個浪子的靈就會生
成在你的裡面。我牧師也是一樣，我也要順
服教會的權柄，即使在我離開的時候，如果
我得了原來教會的祝福，那我一開始就會在
新的教會得著祝福，我的生命中就不會有斷

層、有空缺。

    神還要我過“禧年”的生活，臨走之前
要去與所有曾經有過節的同工和好。聖靈光
照，我有錯的，得罪了人的，我就上門去道
歉，就去悔改。神要我走的時候不欠債，更
不要做債權人。是的，與其有一天我們在耶

穌面前彼此看見臉紅，不如我們趁著今天還
活著彼此和好！是的，我的名字要從雅各，
改為以色列！神是信實的，我知道許多的牧
師離開教會是不怎麼高興的，甚至還是難堪
的。我在奧斯汀八年雖然至終沒有完成神的
託付，對神、對人確實滿有虧欠，但臨別時
那神同在的榮耀是何等的大啊！磐石教會的
弟兄姐妹歡送我，差派我出來植堂的母會歡
送我，奧斯汀當地的華人教會眾牧者歡送
我。這些日子我不斷被邀請，吃了不知道多
少頓的飯。我是廚師出身的牧師，我只記得
過去我常常請人吃飯，但神這次卻讓所有的
事情都倒過來！還不只是我自己得了祝福，
更重要的是教會得了平安，上帝得了榮耀！
阿門！

    親愛的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中有沒有
留下上帝的指紋，有沒有留下被神觸摸過的
痕跡，或者說有沒有被十字架對付過的經
歷。如果有，你的名字也一樣要從雅各改為
以色列！ 親愛的弟兄姐妹，此刻请起立走
動，彼此祝福，也對自己祝福說：“你是以
色列！”“我也是以色列！”

              未完待续

   起来！
           上伯特利去…（二）                  文/张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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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 ce Hours:
Mon.& Thurs.: 8:30-5:30
Tuesday: 10:00-7:00
Wed. & Fri.: 8:30-3:30
Saturday: 8:30-12:30
For an appointment,
please call 317.577.0707,  
or visit: www.all-eyes.org 

Allisonville Eye Care Center
Comprehensive Eye Exams

全面眼科检查
Myopia Control, Contact Lenses

近视控制, 隐形眼镜
Management of Glaucoma, 

Diabetic Retinopathy, 
Macular Degeneration 

青光眼, 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
黄斑变性管理

Laser Vision Care
激光视力保健

Binocular Vision Disorders
双目视力障碍

Accredited Dry Eye Center
授权认证的干眼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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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mily Eye Health Care for both adults and children 
成人和儿童的眼科保健

Corneal Refractive Therapy (CRT) and 
other myopia control methods

非手术角膜屈光治疗（CRT）及其他近视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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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音乐成语
莺吟燕舞

    姜夔(kuí，1154-1221），字尧章，号白石道人，南宋著
名词人、音乐家。姜夔是饶州鄱阳（今江西省鄱阳县）人，自
幼孤贫，寄居姐家，少年时虽诗词出众，名扬文坛。但其后屡
试不第，所以终生未仕，转徙江湖，靠卖字和朋友接济为生，
与杨万里、范成大、张鉴、辛弃疾等词人交往甚密。姜夔深通
音律，能作词能谱曲，文辞格律严密而空灵含蓄，音乐婉转动
听而感情真切，多抒发“感时花溅泪”（杜甫诗句）的坎坷羁
旅生活，以及超凡脱俗、飘然不群的性情。姜夔晚年居西湖。
有《白石道人诗集》、《白石道人歌曲》（17首）等书谱传
世，歌曲《扬州慢》、《杏花天影》等为其代表性作品，同时
也是世界音乐文化史上罕见的杰作。
    成语“莺吟燕舞”就出自姜夔自创词曲的作品《杏花天
影》（1187），原作如下：
    丙午之冬，发沔口。丁未正月二日，道金陵，北望淮、
楚，风日清淑，小舟挂席，容与波上。
    绿丝低拂鸳鸯浦，想桃叶当时唤渡。又将愁眼与春风，
待去，倚兰桡，更少驻。
金陵路莺吟燕舞。算潮水知人最苦。满汀芳草不成归，日
暮，更移舟，向甚处？
   词的上片以“鸳鸯浦”引发出“想桃叶”的绮思：借桃
叶隐喻恋人，暗寓了情人眼望春风，独倚兰桡，流连不舍。
下片写离情愁苦，“金陵路”三句以“莺吟燕舞”，象征金
陵秦淮河畔歌妓舞女的轻歌妙舞，并反衬作者离索怀人之悲
情。 “满汀”三句隐喻词人烟波日暮，羁旅未归而愁如芳草
的伤感，遂发出“移舟”漂泊，何处是人生归宿的茫然失落
之慨叹。
   公元1186年岁末，姜白从汉阳出发前往浙江的苕溪，第二
年夏天路过金陵时，思念远方的恋人，感慨人生的漂泊，忧
心家国的不定，思绪万千，在漂泊不定的小船上即兴创作了
这首艺术歌曲《杏花天影》。
   这是一首非常典型的宋代歌曲结构，很多宋词的结构都是
如此。该曲的曲式为换头合尾的两个段落（上下片两段词）
，所谓“换头合尾”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一种曲式处立手法，

即歌曲开头的三个小节“绿丝低拂鸳鸯浦”，与第二段开头的
三个小节“金陵路莺吟燕舞”在旋律上有很大区别，形成对
比，而其后的部分则在结构上完全一致。《杏花天影》的调式
为正声d羽调式（此曲的音阶中含有变徴，即还原的b,这种音
阶称为正声音阶）。《杏花天影》的旋律音节舒缓典雅，情绪
惆怅，几处大跳的音程和变化音的使用，都恰当地配合了情感
的起伏。当代音乐史学泰斗杨荫浏先生（1899-1984）与北京
大学中文系教授阴法鲁先生（1915-2002）合著的《宋姜白石
创作歌曲研究》一书为解读姜白石的艺术歌曲提供了丰富翔实
的材料。
    莺吟若歌，燕飞似舞。“莺吟燕舞”（亦作“ 莺歌燕
舞”）现常用来形容春光明媚，万物欢悦的美好时光，亦比
喻一派大好的形势。如毛泽东主席的词《水调歌头·重上井
冈山》中写道：“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
端。”

    印城華人教會門外的小松樹在寒冬中長得非常翠綠，
可已成為很美的聖誕樹了！
    今年聖誕，教會聯合音樂崇拜將提早到12月18日晚上
和20日的主日舉行,  讓大家可以在節日里合家團聚。
明年的印城華人教會在主恩和同工們同心合意事奉下有大
好的展望： 中文堂由新任牧師張志剛帶領，面目一新，
在主日早上九點半至十點半有第一輪崇拜聚會；  接著英
文堂由楊華西牧師帶領，継續從十一點至十二點多聚會， 
中西人士參與的越來越低多，朝氣蓬勃！  第三輪崇拜是
廣東話堂下午兩點開始的聚會，每月四次！而各堂都在不
同時段有主日學。 
    兒童部目前雖然正在聘牧，已經有兒童主日學，兒童
詩班和星期五晚上的AWANA，都很活潑！主日下午的中文
學校很出色的幫助中西學生參與各種活動，學習簡體文
字，中國文化和聖經中有趣的故事！
    教會在印城經過40多年，越來越成為本市和周圍華人
和中西家庭所信任的精神中心。教會的宗旨“愛神，愛
人，服事萬民”與2016年主題“歸回安息，重新得力”將
繼續鼓勵大家，在神的話語和耶穌基督救恩里面，以信心
愛心傳揚救人的福音，服務各階層同胞們身體健康和心靈
的需要。

  印城華人教會地址：3405E.116th St Carmel,IN 46033

 印城華人教會
    2016活動展望

在教會参加AWANA活动的小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