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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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 
文／孟 维 平

 中 秋 月 饼（四）                                           李   宏

『续上期』其实不能完全怪我偷懒，胆子
大，网上就有为虎作伥的方子，只说将面
粉，油和糖浆混合成面团作月饼皮，完全不
提是什么面粉以及各料间的比例，根本就是
不负责任的教唆诱导贴。
 
    而我原以为：雅致之人各有各的精细，
豪爽之人简化不算偷懒！ 
    所以就那么不精确的和了月饼皮面团，
有意“稍微”少放油：自家月饼嘛！标榜的
就是少油少糖的清淡和健康特色。
    拌馅时，我又自作聪明，把带奶油糖块
的糖酥饼干面团拌进馅里，为添加香浓的味
道，却忘了它是会发的。
    把月饼包好后，放到烤盘，用模子一
压，活脱脱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月饼，形状
规则，花纹精致饱满，是整个月饼制作环节
中最像月饼的时刻。
    入炉五六分钟后，我打开烤箱发现，因
为馅的膨胀，月饼开始变形，我刷了蛋黄，
余下的只能听天由命。
    时间到，出炉！只见月饼各个七扭八
歪，要紧的是有的馅撑破了皮，馅也被烤的
干硬。月饼更是硬邦邦的从烤盘上抠不下
来，早知月饼皮如此少油，之前应该给烤盘
喷油的。
    我催促先生：“赶紧找工具把月饼撬下
来，别用菜刀，省得把刀别坏了我没法切
菜。”
 
    先生不解道：“杀鸡何用宰牛刀，烤个
月饼还要我插手？”
    我说：“这不是遇到力气活了嘛！再说
还是个技术活。”
    先生说：“等过两天月饼回油，自然就
下来了。”
    我说：“月饼严重缺油，怕是回天乏
力，也回油乏力。”
    先生推说：“就算不回油，还能不返潮
吗？到时候自然就下来了。”
 
    晚上，已是国内的礼拜日以及中秋佳
节，我们去隔壁邻居家聚会，和祖国亲人同
欢庆，共渡佳节。
    我带着新开发出来的烤排骨去显摆，本
想再带月饼去锦上添花，可物不随人愿，还
沾烤盘上等解脱呢，我临时去阳台上摘了个
蒲瓜来炒。
    幸好我的月饼没去搅局，我们吃到了高
价优质月饼，尤其莲蓉馅的，口感细腻绵
软，很难得。
    可是舌尖上的中国食品，有着太多的毁
誉，如过期，添加剂，以次充好，等等，等
等。而且不完全是商品的缘故，即便自己做
的蛋糕，因清楚知道里面有那么多的鸡蛋和
奶油。所以品尝时一样难免颇多私心杂念，
难免顾虑重重，贪吃又不敢，始终不能尽
兴。
    那能不能自己做莲蓉月饼来吃呢？网上
显示，不像五仁馅和豆沙馅那般容易，莲蓉

馅制作繁复的多，充分展示了中国饮食文化
的食不厌精。所以问题是，为了这一口，肯
不肯下决心操劳琐碎数小时？当然，如有变
通之道最好！
    没想到很快就有了答案，上天眷顾垂青
有心人哪！
    主人最后端上来的烤红薯，是从中国店
买来的中国红薯，吃起来粉粉的，面面的，
甘甜可口，我直夸是栗子面的烤红薯，我大
快朵颐，吃了一块又一块。品着粉面甘甜的
红薯，我突然来了灵感：这不是和月饼的莲
蓉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吗？
    我当下和先生建议：“以后想吃莲蓉馅
月饼的时候，就吃烤红薯解馋吧，又省事又
健康。”
    先生道：“你不怕咱精湛的传统美食工
艺得不到发扬光大？”
    我回道：“用烤红薯代替莲蓉馅月饼，
看似厨艺工艺文明退化一大步，实则科学合
理饮食理念前进一大步，何乐而不为？”
    他继续发挥：“赶明儿我把萝卜嚼出肉
的味道，我健康一大步，你省心一大步，咱
们共创和谐家庭。”
    这番话在道理上是完全过关的，前景是
可喜可贺的，可我分明听到了不满情绪。
    是啊，是啊，当群众觉悟低时，改革步
伐不能太大。
 
    礼拜天上教会，本来想给霞带些月饼，
让她惊喜的说：“只是稍微的点拨了一下，
没想到这事就成了。”现在，我只好说：“
等我明年买了秤，再向你学习吧。”
    可是，答应老胡的月饼总得兑现吧？下
午，先生拿了把餐刀，一个一个地把月饼全
撬了下来，有的当时就碎成几块，有的只撬
起一个壳，留下一大坨沾在烤盘上，先生表
示：“没办法，实在弄不下来。”
    最后，全须全尾的一共六个，正好代表
六六大顺，好事成双。
    可这月饼掂在手里沉甸甸的，硬邦邦
的，甩出去都是小规模杀伤武器，进攻防身
两用，实属保家卫国登钓鱼岛必备之良品。
我担心当作月饼送给老胡有损邻里关系。
    先生说：“做月饼哪能随随便便成功？
不知咱的月饼有多糟，哪知胡太太做的有多
好？邻里关系算什么，能改善夫妻关系才是
王道。”
    呵，呵，失败的月饼是正能量，也功德
无量。
 
    既然证明甜酥饼干，牛角面包，批萨的
生面团不能做月饼皮，我也就打算响应我党
号召---不折腾。尘归尘，土归土，让它们各
归其类吧。

『未完待续』

 ···原载于依诺1996的新浪博客···

      今天我怀着感恩的心来见证我是如何从一
个无神论者变成一个有信仰，相信上帝、相
信神并且立志永远追随侍奉主的！

      主啊！感谢袮在我无助的时候将托尼恩
赐给我，成为我的丈夫，在袮的指引下，我
们从遥远的中国来到了美国，虽然在整个旅
途中遇到了很多有惊无险的事情，但最终还
是顺利的到达美国。使我们处处经历了神的
恩典。2015年3月份托尼来到中国，我们在上
海办理结婚后回到了珠海，他迅速帮我办理
家庭团聚签证，当得知我必须在中国等待8
至一年，也许更长时间才有可能去美国和他
团聚时，他着急的说不能等待那么久，因为
他希望我6月份和他一起回美国，经过多次
与广州大使馆交流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给
我出了一个主意：如果你们两个人想同时离
开的话，建议我办一个旅行签证，因为这是
最快的签证，我去面签那天，依然发生一些
惊险，但奇迹般的通过了！此时托尼的签证
即将到期，因为他的签证是60天，机票是90
天，当我们去咨询出入境管理局，希望可以
延长他签证的时间时，得到了一个出入澳门
再返回的信息，就这样他的困扰解除了。

      6月25号我们到达芝加哥，也许是旅行签
证的缘故，导致过关的时候遇到了麻烦，经
过几个小时的等待后，我们终于可以登上飞
往印第安纳的飞机，下了飞机去拿行李的时
候发现行李不见了，没想到人已经到了印第
安纳波利斯，行李却还在芝加哥….总之惊险
不断，最后全部化险为夷，回顾所经历的惊
险，我并没有害怕的感觉，我只是觉得是好
事多磨，是上帝给予我的考验罢了！我真的
要感谢上帝，让经历难处时，及时帮助我化解。

      感谢主！让我成为托尼家庭的一员，他们
是一个大家族，家中有牧师、有律师、还有
牧师助理等等，每个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他们有2个教堂。特别是托尼的母亲，一位
87岁慈祥的老人每天在电脑上以每分钟打120
个字的速度写下了很多赞美诗，而且自己开
车去教堂，她告诉我神是无所不能的，我们
要敬拜神，相信神！是的，在这样的家庭里
生活，会让你感觉无比温馨，感受到很多的
爱！是他们让我有机会认识了华人教会的弋
平妹妹，认识了爱丽丝姊妹以及后面所有的
兄弟姐妹，其实我当初进入教会的目的是想
多认识一些中国人而已，并非想过自己会成
为一个基督徒，奇怪的是我每次进入教会都
有一种不愿意离开的感觉，每次听到祷告或
者听到赞美诗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流泪。也因
为教会，让我在最危难的时候，教会的姐妹
们伸出了援救之手，帮助我闯过了最艰难的
日子。还是因为教会，使我的先生从不愿意
踏入教会现在转变成愿意开始唱赞美诗。9月
6号我决志信主，这是我灵命的第一天，我和
托尼去母亲家，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母亲
的时候，她感动的热泪盈眶，抱着我说太好
了，太好了！我知道她是发自内心为我而高兴！

      还有一件难以忘记的事，一次在大卫.李
家里的家庭聚会，那天的主讲师是一位美国
牧师，大卫.李介绍说他是一个有名望的牧
师，他的工作就是到处给大家诵经，传递神
的福音，最主要的是他有先知性讲道。他用

一口流利的英语讲解他家中发生的事情，大
卫.李给我们当翻译。当时牧师指着一位美国
女孩说她的姐姐由于赡养了几个孤儿导致资
金紧缺的事情，我们看到那个女孩哭的很伤
心，牧师开始为她祷告。惊讶的是在众人中
牧师突然走到我的面前说：请你站起来，我
要为你祈祷！正当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的左手已经握着我的右手，他的右手放在
我的头顶上，我感觉他吹了三口气，然后嘴
里在为我祈祷，说的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
但感觉全身发热，脸上、额头以及双手开始
出汗，牧师说：你是神的孩子，神一直在找
你，我当时心里想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不敢
相信，但是后面发生的事情使我不得不信，
只见牧师用右手摸着自己右侧腰部对我说：
你的右边经常会疼痛吗？我说是的，牧师又
说：你以后不会在疼痛了，因为神会医治
你。当时大卫.李问我，你的右边真的会疼痛
吗？我说；“是的”，以前经常感觉疼痛，
不敢坐沙发，去医院做过多次检查，结果什
么也没查出来。我问大卫.李；他怎么知道我
右边会疼痛呢？真的是神奇了呀！大卫.李
说：牧师有先知，同时把我的疑问告诉了牧
师，牧师笑着说：在给你祈祷的时候，是神
告诉我的，因为牧师的右边有疼感。牧师又
说：你经常会做梦吗？我说；不经常做梦，
牧师又说；今天晚上你会梦到神。我似乎半
信半疑的点了点头。牧师接着说，我说一
句，你跟着我说一句，于是牧师说一句，我
也跟着重复一句，至于说的什么，我至今也
不明白。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思考刚刚发生的
事情，始终感觉不可思议。说来的却很巧，
那天晚上我真的梦到神了，我清晰地看到一
个身影来到我的面前，金黄色的披肩卷发，
身穿长泡，手上拿着一个手杖，微笑着拉着
我的手说；我一直在找你，我的孩子，我知
道你这里不舒服，以后不再疼痛了，我感觉
有很多问题要问他，我很想问他你就是我的
天父吗？我真的是你的孩子吗？但是还没等
我问呢，突然梦醒了，醒来之后我发现这个
梦就像真的一样清晰的印在了我的脑子里，
永远无法消失。

      亲爱的天父；袮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宇
宙中唯有袮是第一无二的真神，袮借着耶稣
基督的宝血救赎了我们脱离死亡，使我们得
到永生，是的，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不配
做袮的儿女，如果有一天我们来到袮的面前
时，求袮允许我们带着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侍
奉袮，使我们人在心在，有一颗平静的心来
领受袮的话语，愿袮的灵进入我的心，使我
得造就和帮助，在生活中会遵照袮的旨意而
行，做个蒙神喜悦的人，因为袮说过：“并
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
到底。必然得救”。前面两句话在路加福
音21章17节再次重复，可见神的话是如此重
要。神又说：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
损坏。你们常存忍耐保存灵魂。（或作必得
生命）我特别喜欢阅读圣经，虽然还有很多
话无法理解，但我想只要真诚、善良、按照
主的旨意去做就一定能够萌神喜悦。

      亲爱的天父；求袮与我们同在，愿袮的仁
爱、和睦、平安充满每一个家庭，使每个人
在主的慈爱中不断的成长和成熟，更加彼此
相爱，直到永远！

我愿追随 袮
                                    文/田英华

Ph.D, CPA 十五年经验
资深移民律师

 个人报税 (Individual Tax Return)
 小型企业报税 (Tax Return for 

Corporations, Partnerships & LLCs)
 税务咨询 (Tax Advice)
 ITIN 服务

办理各类移民
 家庭类移民 (Family-based Immigration)
 工作类移民（工卡，绿卡）(Green Card)
 特殊签证 (Special Visa Services)
 公民 (Citizenship) 
 以及各种其他类别移民

(Other Immigration Services)

许红江 博士,注册会计师

网站：www.shomoimmigrationlaw.com E-mail: xushomo@gmail.com
地址：6214 Morenci Trail, #203, Indianapolis, IN 46268, USA

 电话：(317) 224-7832 
(Chinese, English) （中文，英文）

 (317) 217-8548 (English, Spanish, 
Russian) （英文，西班牙语，俄语）

商学院副教授

 上诉 (Appeals)

Hongjiang Xu

明清时期的音乐成语（四十六）

琴剑飘零

    琴（或名七弦琴）是中国传统音乐中
的弦乐器，剑是古代的兵器，此二者均为
古代文人随身之佩物，含有刚柔相济之文
人风范。如“琴剑事行装，河关出北方”
（唐代诗人薛能《送冯温往河外》诗）
，“重入修门甫岁馀，又携琴剑返江湖”
（宋代陆游《出都》诗）等诗句都用琴剑
来描写怀抱家国的志士仁人的情怀。“琴
剑飘零”，加上飘泊孤零的含义之后，则
多用来形容那些报国无门、潦倒失意、落
拓四方的悲情之士。

     

语出明代初期诗人钱晔的七言律诗《赠周
歧凤》：“琴剑飘零西复东，旧游清兴
几时同？一身作客如张俭，四海何人是孔
融。野寺莺花春对酒，河桥风雨夜推篷。 
机心已共沙鸥静（一作：机心尽付东流
水），惟有家山在梦中” 。钱晔字允晖，
晚年自号避庵，有《避庵集》存世，江苏
常熟人，明景泰（1450-1456）年间曾入
职浙江都司（都司是明代官署名，为地方

军事领导机构）
。钱晔善书法，
诗词多吊古伤今
之作。周岐凤
（1364-1438）明
代知名儒者，善
书画，精鉴赏，
因上书谏言不济
而弃官。钱晔的
这首感情深挚的律诗深切地寄托了他对好
友周歧凤怀才不遇、落魄江湖、孤独凄惶
状况的忧虑与同情。首联“琴剑飘零西复
东，旧游清兴几时同” ？直点主题，用“
琴剑飘零”刻画出好友亡命天涯、四海漂
泊的状态。颔联“一身作客如张俭，四海
何人是孔融”用了两个历史名人来比喻周
歧凤的人品：东汉名士张俭（115-198）因
上书弹劾作恶贪官反被通缉而被迫四处逃
亡，“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
容”（百姓们爱其是大贤，宁可家破人亡
也要保护他）；汉末文豪孔融（153－208
）是孔子的第19世孙，《三字经》中还记
载有“融四岁，能让梨”的故事，是著名
的“建安七子”之一，但“豪气贯长虹”
、“文章惊世俗，谈笑侮王公”的孔融终
因抨评时政，秉笔直书，言辞激烈，触怒
曹操而惨遭杀害。颈联“野寺莺花春对
酒，河桥风雨夜推篷。”表达出的是对友
人荒村独盏、夜雨孤舟的流亡生活的无比
关切之情。“机心已共沙鸥静，惟有家山
在梦中” 是诗的尾联，诗人笔锋一转，似
乎在抚慰周岐凤不如就此求得淡泊宁静，
隐居遁世，彻底解脱，企盼梦中再重返故
乡吧。这是亡命之人无奈的选择与归宿，
同时也是对险恶世道的控诉与抨击。
    明代前中期文坛领袖李东阳（1４４７－

１５１６）所著《麓堂诗话》中评价这首诗
为当时广为流传的佳作：“维扬周岐凤多
艺能，坐事亡命，扁舟野泊无锡。钱晔投
之以诗，有‘一身作客如张俭，四海何人
是孔融。野寺莺花春对酒，河桥风雨夜推
篷’之句。岐凤得诗，为之大恸。江南人
至今传之”。
    “琴剑飘零西复东”是全诗的首
句，“琴剑飘零”更是点睛之笔，后来遂
演化为成语而广为使用。

明代初期著名诗人钱晔画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