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1月15日星期五8 Indy Asian American Times Friday, January 15， 2016  休闲·生活  Leisure & 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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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 
文／孟 维 平

『编者按』二十多年前，在印城寒冷的冬
日，有一位年輕人對道路、真理、生命有了
全新的視角……，今天他是印城華人教會的
牧師。

      隆冬，美国女子花式滑冰选手Nancy 
Kerrigan在全美冬季奥运会选拔赛前被人用金
属棒击伤腿部。其竞争对手Tonya Harding的
丈夫因直接参与谋害被警方拘捕。此事引起
多方关注，甚至惊动总统克林顿。
　　一个叫Peggy Smith的向我们几个外国人叙
述时，在纸上重重地写了一个词“Sin”（罪）。
　　因妒，生恨，人之常情。
　　人类历史上第一桩血案，亚当的儿子该
隐妒恨兄弟亚伯的祭物蒙神喜悦，就杀了
他。这个故事太古老，也太简单。今天人们
上演的可要比自己的老祖宗诡诈得多，疯狂
得多。

一
　　我想起了卢刚，一个中国人，二年多前
也曾因妒生恨在美扮演了西部片中的冷血杀
手。
　　记得从大陆刚到美国，有人让我看叙述
这桩血案的报告文学《万圣节的悲哀》。
“我若是卢刚，或许也会这么干。”我丝毫
没有对自己的结论震惊。此文有两则附录可
作注脚，一则说，美国某一科研机构特别排
挤中国人，卢刚杀了人，排挤就停了。另一
则说，北京街头民意调查，许多青年人说杀
得好，只是不要杀自己的国人。我参加了一
个小型的作品讨论会，会议召集人开场白就
是“卢刚这小子杀得好！”
　　这个世界人都快要疯了，活得都这么
恨、这么毒。不管穷的、还是富的；不管男
的，还是女的；不管黄皮肤的，还是蓝眼珠
的。

二
　　有人说，人生是一场交换，知识、精
力、感情及至爱，每一种付出都要得着等值
或是超值的补偿。
　　有人说，人生是一个等待。存在主义萨
特有出名剧《等待戈多》曾在大陆上演。整
个剧情就是等待一位名叫戈多的朋友。戏演
完了，舞台上仍没有出现戈多。噢！也许这
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戈多。许多的年轻人站
着长时间地鼓掌，心心相通。人生本来就没
有什么意义，人生只是一个等待。
　　我曾想，卢刚为何恨，因为他付出的
多，补偿到的少；而别人却付出的少，补偿
到的多。卢刚为何想死，因为他认为他的朋
友戈多不会再来了。然而我们为何仍苟且偷
生？因为我们比卢刚多一点等待的耐心。
我们和卢刚实在没有什么两样，也一样在交
换，也一样在等待。下一次补偿会等值吗？
下一次戈多会来吗？不知道，也许正因为不
知道所以要等待。
　　这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吃不饱的有
愁，吃饱了却更愁。人人都觉得活得很烦，
活得很累。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人生的
路到底该怎么走？人如此的智慧，为何偏偏

不能为自己设计、安排一个如意的人生？
　　在大陆，美国对我来说是一个梦。梦醒
了，醒得这么快，眼前是一片空白。

三　
　　我听到了福音，听到了耶稣这个十分熟
悉且又那么陌生的名字。
　　这个世界真有过耶稣？祂真能改变人生？

　　祂是神？这世界真的有神？我走进了查
经班，走进了教堂，走进了基督徒的家。我
要好好了解人和神到底是什么关系？我更要
仔细看看信仰耶稣的人能否活出新的生命？
　　我似乎从来没有用如此严肃的态度对待
过人生。我真的不敢糊涂，若没有神，糊涂
人生也许是一件快事，但倘若真的有神，人
生糊涂可就惨了。

四
　　人是被造的，人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神
迹。人觉得不可思议，人只相信自己的眼
睛，于是人认定自己从猴而来的假设是对
的，人具有动物的本性亦是理所当然。
　　人为上帝所造。人无法理解，于是人的
生命意识只是一个无意义的偶然，既是一个
偶然，存在便是一切。
　　上帝赐与人智慧，人却用智慧去试探上
帝。吃了果子“不一定死”（创三4），人从
来都抱着同样的犯罪的侥幸在生活。
　　上帝赐与人选择的自由，人却自由地选
择了对上帝的背弃。吃了果子“如神能知道
善恶”（创三5），人一直都在扮演不甘受造
的叛逆角色。
　　上帝按自己的形像造人，给人尊贵和荣
耀，“叫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来二8）。
人却异化了，把自己当作上帝，于是这个人
以己为中心的世界就少了道德自律，规矩方
圆。
　　人笑井蛙之浅薄，岂知仰视浩瀚的宇
宙，人比浅薄的井蛙更可笑。人连自己都把
握不住，却指点江山，喝令三山五岭，傲视
苍穹，数说小小寰球。（此一为毛泽东诗词
语，二为“大跃进”民歌语）
　　人崇拜科学，但人却忘了，人的科学所
面对的是可数的有限的已知和无穷的无限的
未知。人对科学的崇拜，只能是一个可悲的
自恋。

五
　　亚当夏娃偷尝了禁果，有了羞耻之心。
神怜悯人，“用皮子作衣服给他们穿。”
（创三21）何为羞耻，人的心明明可知，所
以人只能带着面具在生活中扮演各种角色，
好同学、好朋友、好夫妻、好兄弟、好姊
妹，真戏假做，假戏真做。人人都怕上帝，
在上帝面前个个衣衫褴褛，捉襟见肘，无羞

可遮，无耻可掩。常言“人非圣贤，孰能无
过”，错了，“孰能无过，敢言圣贤”。
　　人生为何诸多苦痛，就是因为人是属肉
体的，人总是“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
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弗二3）。肉体的私
欲把人卖给了罪，人就受罪的辖制。在这个
物欲横流的世界上，你尊何为大，你就成何
之奴仆。你以财为重，你会财迷心窍；你以
权为大，你会权欲熏心；你以色为念，你会
色胆包天。
　　专横、暴虐的罪一旦在人里面作了王，
人就沈溺于罪欲，心智就昏暗了。道德成了
玩偶，任你亵渎，律法成了空文，更激动你
去犯罪。人甘以生命换食禁果，罪性使然也。

六
　　人受罪的奴役，但罪给人的工价乃是死。
　　死见得太多了，人都要死就成了天经地
义。然上帝造人乃是要人生，不是要人死。
是人背离了上帝屈从了罪，死──上帝对罪
的咒诅和审判才临到了人。
　　卢刚固然应该死，杀人者偿命。Tony 
Harding应否去奥运会曾众说纷纭。总统克
林顿认为未被证明有罪之前，任何人都是无
辜的。这都是人的法律原则，然上帝的审判
是不同的。人是看外在的行为，上帝是看内
在的动机。在上帝的眼里，恨弟兄的就是杀
弟兄的，起淫念的就是犯奸淫的。站在上帝
面前谁能夸口比卢刚好多少。从博士到杀人
犯，卢刚也只是闪了一念之差，走了一步之
遥。要是人可以不死，谁能说自己不会比卢
刚想得更诡诈，干得更疯狂。
　　人都要死，死就变成了一个儆醒，让人
垂下头意识到自己的有限和脆弱；人都怕
死，死就化作了一个盼望，催人仰起头求索
如何再得新生命。

七
　　“你在哪里”（创三9），伊甸园里神在
呼唤偷尝了禁果背弃神、躲避神的人。
　　人是神爱心的创造，精心的杰作，神不
愿看到人任罪宰割永远沉沦。“你在哪里”，
千百年来神一直在呼唤失丧的人。
　　神怜悯人活在罪中的软弱，顾念人受制
于时空的局限。于是神遣他的爱子耶稣来到
人间，来找寻迷失路途的羊群，离家出走的
浪子。
　　耶稣爱人，但人不爱耶稣，耶稣被人所
杀，耶稣为人而死。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
悲剧。
　　一个“义”字怎么写，无罪的羔“羊”，
为有罪的“我”去死。神付了重价，以其独
生子买赎了我们。
　　你要永生，还是永死。神给了人第二次

选择生死的机会。第一次是我们祖宗的错
误，把罪和死亡引入了世界，将其子子孙孙
置于罪的桎梏和死亡的阴影之中。然这第二
次的生死选择，则让我们自己决定。
　　只要信，就可得永远的生命。真的就是
这么简单？不用积蓄什么功德，不用畏惧什
么律法。功德无法赎抵人的罪愆，律法无法
逼着人去行善，乃是耶稣代人受罚，祂的血
洗去了人的不义，免去了神对人的忿怒，使
人能重新与神和好，成为神国的儿女。
　　信仰耶稣基督，不是信仰基督教；信耶
稣基督的人是基督徒，亦不是基督教徒。把
耶稣基督归入宗教范畴的是神学家的事。耶
稣基督不是讲论时势纵横的先哲，也不是劝
人为善的圣贤，祂是人的救主和好朋友，祂
以普世的大爱和超越死亡的大能告诉人：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十四6）

八
　　我已人到中年，在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男
人的时候起，我似乎就没有掉过泪。那天牧
师带着我祷告，我竟然失声痛哭无法抑制，
几十年的泪水都归并到了一起。
　　我一直很骄傲，在我个人的辞典里只
有“尊敬”而没有“敬畏”。我一直自以为
是，一切行为只是为了证实自己的存在。若
有人问我你相信上帝吗？我会告诉他，我不
信，我只信自己。上帝在哪里我不知道，我
只知道自己有一个脑袋，两只手。我戴过红
（卫兵）臂章，叫过“万万岁”，我上过
街，喊过“要民主”。我曾自认为是理想主
义者，但什么是我的理想，最后我连想都不
愿去想了。我越活越烦，冷漠的心态要让脸
上多带点笑容都会感到不自在，好像这个世
界欠了我什么，好像别人会惹着我什么。我
越活越假，自信的外表包裹着内里的伤痛，
忙碌的生活矫饰著魂灵的虚空。我越活越
累，我会为比别人多赢一分沾沾自喜，同样
也会为比别人少却一分而暗暗神伤。有时连
自己都会觉得生活似乎没有一点超越意义，
人活着真像动物，只为寻求更好一点的生存
条件。
　　是上帝的怜悯让我这个如此不配的罪人
来作祂的儿女。受浸的那天我流泪作见证，
我真是归根的落叶，回头的浪子，是上帝十
字架上的大爱才让我觉得这人生还有意义，
这世界还有希望。
　　我无法抑制心中那获得新生命的喜悦，
我几乎告诉了每一个曾祝愿我到美国来寻梦
的亲朋好友。我告诉他们，到美国一年有
余，最大的得着是信靠了耶稣基督。当我学
着过一种交托的生活，我便感受到一种从未
有过的安宁和清新。人生短暂，实为客旅，
能有属天的平安喜乐常相随，这可比什么都
实在都珍贵。
　　真的，如今我有两个生日，一个是母亲
给的，一个是上帝给的。

   ···原载于《海外校园》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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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小说《三国演义》中的音乐成语

大吹大擂  鼓角齐鸣

    说起明代初年的大文豪罗贯中（约
1330-1400）编纂的历史名著《三国演义》
，绝对是家喻户晓，它是中国第一部长篇
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是古典长篇小说四
大名著之一（《水浒传》、《西游记》、
《红楼梦》）。 
自1994年84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开
播，由作曲家谷建芬（1935- ）作曲的男
中音独唱歌曲《滚滚长江东逝水》就广为
流传。其实这首脍炙人口的《临江仙》词
并不是出自罗贯中之手，而是由明代中叶
的著名文学家杨慎（1488～1559）所作，
杨慎号升庵，记诵极博，著作达百余种，
有《升庵集》传世。明朝正德六年（1511
）杨慎获殿试第一，嘉靖三年（1524），
因“大礼议”得罪世宗朱厚熜，受廷杖，
谪戍云南永昌卫。贬谪使杨慎对历史、对
人生有了更加深刻的感悟。据说在发配云
南充军走到湖北江陵时，正巧路遇一个渔
夫和一个樵夫在江边煮鱼喝酒，谈笑风
生，此情此景使早已洞穿世事、淡泊洒脱
的杨慎忽然又顿生感慨，提笔写下了这首
千古绝唱的咏史词《临江仙》。其词曰：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
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
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后人刊印《三国演义》时将这首意境高
远、哲理深邃的词选作第一回的开篇，开
门见山，高度地凝结了《三国演义》所展
示的宏伟历史画卷给人们带来的人生感
悟。一曲《滚滚长江东逝水》，读来已是
万千感慨，唱毕更觉荡气回肠。
   “大吹大擂”与“鼓角齐鸣”都指的是
吹号角，擂战鼓。鼓、角都是古代军队中
常用的乐器，用于军队作战，鼓舞士气。
这两条与音乐相关的成语均出自《三国演
义》这部小说。前者出自第四十回《蔡夫
人义献荆州，诸葛亮火烧新野》，讲的是
曹军大将许褚等中了诸葛亮的计策，最后
还被大火烧得惨败：“许褚复回坡前，提
兵杀入，至林下追寻时，不见一人。时日
已坠西，许褚方欲前进，只听得山上大
吹大擂。抬头看是，只见山顶上一簇旗，
旗丛中两把伞盖：左玄德，右孔明，二人
对坐饮酒。许褚大怒，引军寻路上山。山
上擂木炮石打将下来，不能前进。”后者
出自第九十五回《马谡拒谏失街亭，武侯
弹琴退仲达》，描写蜀将马谡违背诸葛亮
的部署，屯军山上，结果被司马懿断水烧
山，大败而逃，张郃紧紧追赶，多亏魏延
及时赶到才得以逃脱：“前面鼓角齐鸣，
一彪军出，放过马谡，拦住张郃。”
    

     顺便提一下，由于马谡把街亭失掉，
司马懿大军长驱直入，诸葛亮身边只有一班
文官，根本来不及再调兵遣将，这才又引出
诸葛亮上演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戏——空城
计：城门大开，城头上诸葛亮焚香操琴，泰
然自若，此举还真就吓退了司马懿的十五万
精兵！
     写《三国演义》的罗贯中与写《水浒
传》而名扬天下的施耐庵二者是什么关系
呢？一种说法是师徒关系，施耐庵年长罗贯
中约二三十岁。还有一种说法可能是读者意
想不到的，施耐庵竟然是罗贯中的化名！据

报道，2006年8月在山东举行的“罗贯中与
《三国》、《水浒》国际研讨会”上，来自
国内外的500位专家普遍认为，由于《水浒
传》在明初是禁书，不可能实名出版，所以
身为山东东平人的罗贯中化名“施耐庵”，
山东口音发音为“实乃俺”，倒着写就是“
俺乃是”，非常巧妙地托名出版。
   “大吹大擂”现在常用来针砭那些过度宣
扬的不当行为。“鼓角齐鸣”则多用来形容
军乐队的宏大音响，或盛大而热烈的场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