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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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 
文／孟 维 平

         中 秋 月 饼（三）                                     李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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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期』她接着说：“花生油。”
    我问：“能否用家里现成的玉米油？”
    她一时语塞，明显感到意外。
    我意识到，不是每个人都极力尝试变通
并具有对比试验结果的，我不应该如此纠
缠，以免耽误她出门。
    她继续往下说：“Baking  soda ，苏打
粉。”
    我心里有些紧张：不知家里的Baking  
powder，发酵粉能否对付。
    她说：“低筋面粉，如果家里没有，可
以用蛋糕粉代替，这两种面粉都比普通面粉
细。注意，是专门做蛋糕的面粉，不是直接
做蛋糕的混合粉。”
    我心里想：多谢体贴，容许用蛋糕粉代
替，其实我想用家里的普通面粉代替，不知
到时候吃得出差别不？
    通话时，我一边用笔记录着，一边脑子
里盘算着，难免有时跟不上趟，还得重放，
我是说，让她再说一遍，这样罗罗嗦嗦，直
拖到她出门。

    放下电话，我接着盘算：这程序还是有
改革余地的。比如上面提到的烤排骨，原菜
谱是排骨先用干料腌一个小时，倒进湿料，
再入炉烤。我图省事，干料湿料一起上，腌
一到三个小时后入炉，这样下来，我没觉得
味道有损失。那么，做月饼皮时，先按一定

比例的面粉，油，糖浆和面团，省一个小时
后，再加进去一定比例的油和面，接着和面
团。我根据前面做排骨的经验，认为可以把
原料一次性配好，和面团，再省。
    关键是份量，这简直是压死骆驼的最后
一根稻草。霞的方子里，面粉，油和糖浆的
份量单位全用的是克，这和网上的一样，让
我无法操作。我家里虽也有磅秤，但只能称
体重，而我完全顾不上出门去买厨房用秤，
怕耽误做月饼。又一轮的创作激情高涨，只
想赶紧动手。
    没有厨房用秤，只能靠自己啦！我根据
大概的印象，当机立断把重量克倒换成容
积，用量杯，这个家里有。然后把杯量的普
通面粉，油和糖浆直接混到了一起，和成面
团。

    需要精确时，我展现的却是革命者的浪
漫主义情怀！
 
    与其说换算，不如说倒腾，在那一刻充
分施展我的天马行空，漫无边际，无厘头和
想当然。   
    聪明人嘛！点子多，胆子大！当然，当
然，碰壁也多！
   
          『未完待续』
 ···原载于依诺1996的新浪博客···

   起来！
           上伯特利去⋯（三）                  文/张志刚

Mark W. Roark, OD, FA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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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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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戏曲中的音乐成语

弹丝品竹 
 
    这条成语出自戏曲，说起戏曲，那可是中国传统音乐五大
分类中（其它四类为民歌、器乐、歌舞、说唱）非常重要的组
成部分。
    宋、金、元400多年是中华民族继黄帝时代、春秋战国、
魏晋南北朝之后的又一个大融合与大同化的历史时期。宋代随
着商业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市民阶层的逐步扩大，音乐的发
展也呈现出更加世俗化的趋势，应运而生的是以民间音乐为基
础的词曲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后者更是逐渐成为音乐
发展的主流，戏曲艺术的正式确立就是在这个时代。元代，以
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王实甫、乔吉甫等为代表的
杂剧大家群体，标志着我国戏曲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元杂剧
以唱为主，代表剧目有《窦娥冤》、《救风尘》、《汉宫秋》
、《倩女离魂》、《墙头马上》、《西厢记》、《两世因缘》
等等。宋金时期北方有 “院本”、“杂剧”，元代陶宗仪 

 

《南村辍耕录》记载有金元院本名目690个，并解释到：“唐
有传奇，宋有戏曲、唱诨、词说。金有院本、杂剧、诸宫调。
院本、杂剧，其实一也。”南方有“南戏”（因在浙江温州发
源，也称“温州杂剧”、“永嘉杂剧”），形成了南北方戏曲
音乐各自的鲜明风格特点。国学大师王国维（1877-1927）在
其1912年完成的著作《宋元戏曲考》的序中写到：“凡一代有
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
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弹丝品竹”出自南宋温州九山书会的才人（书会原为读
书场所，后成为南宋出身下层的文人和民间艺人编演话本、戏
曲、曲艺之所，编撰者称为才人）编创的南戏《张协状元》戏
文的开场白：“但咱们，虽宦裔，总皆通。弹丝品竹，那堪咏
月与嘲风。” 《张协状元》是一出“负心戏”：四川成都有
一名叫张协的秀才进京赶考，途中遭遇强盗，危难之际得到贫
女的救助，后与贫女结为夫妻，张协继续赴京，考中状元。贫
女寻夫至京，张协不但不肯相认，还大打出手，更欲剑杀贫
女。后枢密使王德用将贫女收为义女，张协忘恩负义的行为遭
到严厉训斥，张协悔罪，二人终又破镜重圆，以大团圆结束。
歌颂爱情的主题是人类不朽的主题。在丰富的中国民间文化
中，有着众多流传广泛的歌颂坚贞爱情的感人故事，如牛郎
织女、孟姜女哭长城、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天仙配、
张羽煮海等等，影响极为深远。但同时由于古代妇女的社会
地位十分低下，其命运中更多的是凄楚与悲鸣，这些也同样
引起剧作家们的关注而写进他们的剧本之中。妇女遭男子抛
弃一类题材的戏曲史学界称之为“负心戏”，《张协状元》
就是这样一出“负心戏”。 
    说起戏文《张协状元》那可是中国目前所发现最早也是
最完整的戏曲剧本，是中国学者叶恭绰先生（1881-1968）
于1920年在伦敦街头一家小古玩店偶然发现的，其重要意义
不言而喻。该剧由中国著名戏曲音乐家傅雪漪先生（1922- 
）作曲，在1992年10月重新搬上北京人民大会堂的舞台，戏
曲理论家张庚先生（1911-2003）高度评价其再现了南宋时
期的戏曲风貌。自戏文《张协状元》始，中国的戏曲艺术正
式登上历史舞台，至今已有逾800年历史，现在各地剧种已
发展到300多个，戏曲已成为传统音乐文化中最为重要的组
成部分之一。
    “丝”泛指弦乐类乐器，“竹”泛指吹管类乐器，弹
着琴、琵琶，吹着箫管、竹笛，“弹丝品竹”，常用来比      

喻深通音乐，情趣高雅的人。

“Joy To The World, The Lord Is Come!＂ 伴随着孩
子们响亮的歌声，印城华人教会AWANA 冬季结业暨迎圣诞
晚会开始了！家长及众多观礼来宾蜂拥而至前排就座，台
上台下充满了节日的气氛。
  “What Child Is This＂, “The First Noel＂, “Do 
You Hear What I Hear＂….一首首脍炙人口久唱不厌的
圣诞歌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紧接着由LIT （见习导师）
和高年级AWANA成员表演的小话剧“圣诞故事＂又把大家
带回到两千多年前的伯利恒（地名），那个被希律王追杀
的刚刚降生的婴孩，那个被东方三博士朝拜的婴孩，那个
被众天使保护逃到埃及免遭杀害又在希律死后回到拿撒勒
（地名）长大成人的婴孩，他是神派来的君王，他是世人
的救主。一场场，一幕幕，孩子们演得惟妙惟肖，意犹未
尽。从服装道具到台词设计，无不形象逼真，引人入胜。

有关主耶稣降生的熟悉的历史故事在圣经《马太福音》第
一章和第二章中都有描述。这时可爱的小班的孩子们上场
了，稚嫩的童声引起台下一阵阵的欢笑，各种相机手机拍
个不停。今年小班的孩子们可真不少，他（她）们虽然年
幼，但唱得非常认真动情。晚会接近尾声，场上灯光大
亮，大合唱“One Way, Jesus＂, “Lord,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Silent Night＂以及全场同心齐唱
的“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把迎圣诞的欢乐
推向高潮。
    美好的夜晚圣灵就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在庆祝主耶稣
降生的日子里再一次仰望那高悬的十字架，为那道成肉身
的圣子来到世上所做的救赎，为那从祂而来的平安喜乐感
恩。
 圣诞快乐！ 新年蒙福！

  温馨提示：寒假后AWANA将于2016年元月八日
     周五晚7：30开始活动，欢迎新老朋友一起参加
  印城華人教會地址：3405E.116th St Carmel,IN 46033

 圣诞快乐
    新年蒙福                                           

～AWANA冬季结业暨迎圣诞晚会纪实

                        文/赵群

戏文《张协状元》宣传册

    新年蒙福                                  

『续上期』
四 這是神的殿、天的門

    创世纪 28：10-17 雅各出了別是巴，向
哈蘭走去；到了一個地方，因為太陽落了，
就在那裏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塊石頭枕
在頭下，在那裏躺臥睡了，夢見一個梯子立
在地上，梯子的頭頂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
子上，上去下來。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
說：“我是耶和華－你祖亞伯拉罕的神，也
是以撒的神；我要將你現在所躺臥之地賜給
你和你的後裔。＂ ……雅各睡醒了，說：
“耶和華真在這裏，我竟不知道！＂ 就懼
怕，說：“這地方何等可畏！這不是別的，
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門。＂
    雅各在說什麼？他在說，伯特利這耶和
華神向他顯現的地方是何等的可畏，這不是
別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門＂。我在
想神為什麼要雅各在二十年之後再次回到伯
特利，而且要雅各就住在那裡，並在那裡築
壇獻祭。3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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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弟兄姐妹，雅各說，神的殿就是
就是通向天上的神的門，那神的殿到底代表
著什麼？我在聖經中看到兩個啟示，原來神
的殿是建在亞伯拉罕獻愛子以撒為神悅納的
地方，創22：1-2這些事以後，神要試驗亞
伯拉罕，就呼叫他說：“亞伯拉罕！＂他
說：“我在這裏。＂ 神說：“你帶着你的兒
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你所愛的以撒，往
摩利亞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
獻為燔祭。＂而摩利亞那個地方同樣也是大

衛數點人口得罪神，悔改獻祭最後蒙神赦免
瘟疫停止的地方，“代下3：1 所羅門就在
耶路撒冷、耶和華向他父大衛顯現的摩利亞
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珥楠的禾場上、大衛
所指定的地方預備好了，開工建造耶和華的
殿。＂
    親愛的弟兄姐妹，哪裡是神的殿、天的
門？當我們願意將心中的至愛獻出來給神，
當我們願意來到神的面前悔改、求赦免的時
候，神的殿就建在那裡，所有今天神的殿不
僅建在眾聖徒一起來朝見敬拜榮耀神的教
會，神的殿也一樣建在我們的心中，當我們
願意向神獻上心中的至愛，當我們來到神的
面前悔改求赦免的時候，那裡就是神的殿，
那裡就是天的門！
    印城是我的伯特利，那是我志剛二十年
前與神相遇的地方。雅各是二十年之後在伯
特利自潔、更衣、埋葬偶像、更換名字、敬
拜上帝。我的光景其實和雅各是一樣的可
憐，這二十年我已經大大失去了起初的愛心
和熱心，我甚至對神的渴慕和對靈魂的負擔
都大為減弱。如今我的心也不像當初那樣的
單純，雖然多了一分的老練，但其中也有了
不少的夾雜、詭詐和彎曲，一句話我的裡面
並沒有像我希望自己應該做出來的那麼好。
我知道今天神挪移我的腳步，把我再次帶回
到印城，回到這個有恩於我的印城華人教
會，回到我這個屬靈生命的出生地。今天我
是蒙召要來這裡築壇獻祭的，我要向他獻上
心中的至愛，要讓耶穌成為我裡面唯一的熱
情；我也要向他悔改，仰望他的恩典和憐
憫，並單單跟隨他，和親愛的弟兄姐妹一起
來建造神的殿，來榮耀他的名！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