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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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八） 
文／孟 维 平

 
中  秋  月  饼（五）                                           李   宏

『续上期』儿子就像得了令箭：“我现在就
要做甜酥饼干。”
    我说：“也好，争取做的和今晚的月亮
一样圆，我们就当月饼吃，过个特色中秋
节。”
    傍晚出门散步前，看到儿子很认真的把
面坯摆放到烤盘上，我不放心地叮咛他，烘
烤的温度和时间要根据包装袋上的说明来，
他很乖的答应着。而我说完就觉多余：他又
没什么烘烤经验，不靠说明来操作，还有什
么选择吗？
 
    走到老胡家门口，正赶上他打理草坪，
我家先生把月饼递到他手中，站在他家车道
上庄严的宣告：“我家的月饼也许在月饼
界毫无地位，但在饼干界还是有一席之地
的。”之后勉励老胡，要把它当饼干吃。
    月饼失败也不是一点儿好处都没有，这
不，发现老公会说话了。
 
    回家一进门，诱人的香气扑面而来，浓
浓的暖暖的令人兴奋，以为儿子的成功毫无
悬念，不曾想儿子垂头丧气：“做坏了，虽
然说明让烤14-18分钟，但我用牙签戳一戳，
饼干是软的，我就不停的烤，不停的戳，直
到30分钟时，发现饼干开始变黑了，才赶紧
拿出来。”
    真是差错无处不在，防不胜防，只考虑
到他没烘烤经验，但他不乏吃饼干的经验，
他吃得饼干都是硬的，没想到他坚持不硬不
出炉，轻易的就失败了一炉。
    儿子接着说：“第二次一到时间我就拿
出来了。”
    我一看，这第二炉的饼干黄灿灿的，尝
着是熟了，但软软的，不酥，欠火候。
    我告诉他：“下次到时间，关了烤箱，
再放10分钟，饼干就会酥。”
    儿子答道：“妈妈，下次我就知道怎么
做了。”
    这个中秋，我和儿子的“月饼”各有各
的失败，丰富了我们的烘烤经验。

    隔天，先生实在无聊，端坐在早餐桌前
开始吃饼干界的月饼，我无意间瞥了一眼，
奇怪他手里的这一个居然模样端正，应该家
里剩的都是残次品才对啊？问他，他只默默
地把月饼翻了个，原来后面缺了一大坨，那
一定还在烤盘上等着或回油或返潮呢。
    就这么一翻个，先生一不留神没拿住，
只听“当啷”一声脆响，犹如铮铮铁骨般掷
地有声，月饼砸到了托盘里。他小心地拿起
盘子，仔细检查了一下，说：“没事，没
破。”然后又接着吃月饼，不经意间悠悠地
来了一句：“不知老胡是怎么对付这些劳什
子的？”
    我不服道：“有那么糟糕吗？”
    他答：“它不糟，它硬！到底不是低筋
面粉做的，它不酥，口感不好。要不你试
试？
    我回敬他：“我好好的，干嘛要试？”
 
    唉！秋凉了！同凉的还有我那做月饼的
心。
    但愿明年，明年中秋节，我又大发热心
做月饼。但愿能汲取教训，在没有读懂方子
之前，先不要大刀阔斧的改革。最好能循规
蹈矩，墨守成规，直奔成功。
    我那颗锐意创新改革寻找捷径的野心
啊！总闹得我不得安宁。

             『全文完』 
···原载于依诺1996的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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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W. Roark, OD, FAAO                 

Kelly C. Summers, 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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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106th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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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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ividual Tax Return) 办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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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作者來自上海，現為印城華人教
會牧師。

　　那天聚会，人人都要说一段爱与被爱的
故事。轮到我，我问大家，“为何我太太梅
影不穿高跟鞋？”大家开怀大笑。谜底揭晓
──因我高度还欠标准。真的，那年头我们
在上海谈恋爱，逛马路的时候，梅影总是自
觉地走在排水沟的内侧，以便让身材不够
“挺拔”的我稍稍对称一点。大家追问梅
影，当初看中我什么？梅影光是笑，没有
答案。如今到了美国，傍晚散步走马路，
虽不再有“对称”问题，但却常常撞见野狗
野猫。这时梅影会带着哭声死死抓住我的臂
膀，让我感到有些心醉。此时的意境只有男
人才能体会。

　　我自认是大男子主义，在与妻子的精
神角力中从来不甘示弱。夫妻俩吵架没好
话，她若说：“我走（离婚回娘家）。”
我会说：“不拦你。”我们说的都是气话。
好在吵得再狠，梅影从未踏进娘家把“人民
内部矛盾”扩大化，而是在外偷偷哭一场又
悄悄转了回来。我这人虽说脾性顽梗，但只
要看到她落泪，我一定会本能地表现“大丈
夫”的气概，不但认错，且会赔罪。她有时
破涕为笑，令我想起童年的儿歌，“一会儿
哭，一会儿笑，两只眼睛开大炮”。我难以
将心中的隐密告诉她，我不求别的，我只想
做个“男人”，有尊严、有权威、有妻子儿
女可以让我来保护。可现代社会家庭角色模
糊，男人做不成男人，女人又不想做女人。
我们常常吵了又好，好了又吵，两人都苦于
找不到自己的定位。

　　原以为信了耶稣的男人多少会失掉“男
人味”，如今的男人已经够可怜的了。现在
我不但信了耶稣，且做了传道人，我自觉不
失半点阳刚之气。看看耶稣的门徒，哪一个
不是铮铮铁汉，哪一个不像男人的样子？神
要天下做丈夫的敢为妻子舍己，可是男人天
生个个自我中心，叫男人一时舍命或能做
到，叫男人一世舍己难上加难。我信了耶
稣，我就愿学着去做。结婚十多年了，我从
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去爱妻子，我觉得她也从
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爱过我。梅影的脸皮没我
厚，说不出如此“肉麻”的话。可我只要看
她的笑脸就知道她很满足。我就爱看她笑，
她笑起来很甜。信了耶稣，她“女人味”更
浓了，于是我就成了一个“女人”身旁的
“男人”，反差强烈，色彩鲜明。

　　我和梅影一同受洗，耶稣成了家里的老
大。既然我做男人首先肯舍己，她做女人随
之顺服就是自然而然的了。我看过去连包青
天都难断的婚姻问题，今天在耶稣的面前都

变得很简单明了了。如今，孩子长得比我都
高了，若要他做一道填充题，“妈妈是爸爸
的什么？”他一定会不加思索地说：“妈妈
是爸爸身上的一根‘肋骨’。”是的，孩子
也信了耶稣，知道圣经的故事，可我仍然告
诉他，妈妈是爸爸在茫茫的人海中寻觅回来
的一根“肋骨”。话虽绕口且带着几分笑
意，但孩子知道，爸爸爱妈妈，妈妈也爱爸
爸，他活得很“安全”。孩子虽小，然而他
早已看到周遭太多的破碎了的家庭。都说婚
姻脆弱是因为没有血缘，但婚姻缔结本非血
缘，亚当只认夏娃是自己的骨肉，“骨肉”
理当先于、也重于“血缘”。

　　今天我们好像越活越小了，偶尔还会在
孩子面前嘻笑打闹，乐得孩子又是笑又是
跳。这次孩子去科罗拉多州度假，临行前向
众人宣布为的是让爸爸妈妈度蜜月，他想要
一个弟弟或妹妹。孩子还似懂非懂，好像结
婚蜜月一定与生育有关。我也喜欢多几个孩
子，开车外出后排有二三个孩子一起叫“爸
爸”、“妈妈”，那是很享受的。过去在大
陆只能生一个，想生不敢生，而今可以随你
生，却不再那么容易。孩子也抱怨我们不给
他弟妹，真叫我和梅影哭笑不得。

　　一年之后，我献身传道从印城来到加州
洛城读神学，梅影有感动决定带孩子与我同
行。她向神祷告，一家人要苦也苦在一起。
她说即使在加州不能继续大学实验室的工
作，就是替人做保姆也要挣钱来帮我付学
费。一年过去了，神真的关了大学实验室的
门。梅影原是个心气清高的女子，保姆这个
活对她来说真的不好做。第一家女主人不请
她一起用餐，她就憋着气硬挺著连续三周不
吃午饭。第二家做了半年好好的，有一天主
人责备了她，她就当即“Bye-Bye”，主人连
忙解释赔不是都没有用。第三家、第四家，
她慢慢学会了忍耐、学会了顺服。后来她在
疗养院陪伴一个老人，一周六天，每天十
一、二个小时。有一天，梅影拿着打工的钱
像是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似地高喊起来：
“嗨，是我在养你！”听得出她的话语中有
几分夸张、有几分自豪。如今，她不再与
人谈及自己的专业，打工之余她为我誊抄打
字，平日探访她与我同进同出，周末聚会她
帮我服侍弟兄姊妹。谁都说我好福气，神怎
么赐给我这样一位好妻子。

　　梅影来美国学会了两样本事：一是理头
发，一是做点心。三年来我和孩子的头发都
承包给了她。梅影手艺不赖，左撇子只靠一
把剪刀剪出来的平顶头，不比理发店的产品
差多少。梅影真正的绝活是点心，周六聚会
她做油条烧卖葱油饼，馒头粽子糯米糕，
叫弟兄姊妹一解乡愁。梅影“荣誉感”很
强，只要有人说好吃，下周她要努力做出更
好的。一年不到，我们小小的房间接待了上
百位新朋友，他们大都来自中国大陆，其中
有二十多位接受了耶稣。弟兄姊妹都喜欢梅
影，有刚从大陆北方来的弟兄会叫她一声

“嫂子”，够别扭也够亲切的。有人回国
了，写信回来告说，连他的妻子也记住了美
国的“嫂子”的名字。梅影笑了，她笑得很
甜。是神给了她一颗温柔善良顺服的心，
让我这个做丈夫的老觉得爱她不够。不说
别的，我们朝夕相处，我的话她何止听了百
遍，可每次与人讲到神，她都在一旁静静地
专注看着我，眼里不失那份起初听到福音的
感动。那一天，她告诉我，到了秋天，她将
白天打工，晚上与我一同去神学院修课。

　　神啊，　赐下梅影与我同奔天路，我心
足矣！

『后记』本文寫於1996年夏，原刊於《海外
校園》29期。此文一年之後，梅影真的懷
孕，並生下一男孩，取名“天雨”，諧音
“天予”，又為“恩雨沛降”，如今天雨已
就讀大學，而他們的大兒子早已是四個孩子
的父親了。    

Chinese Community Church of Indianapolis
cordially invites you to attend

the Installation of
Rev. Zhigang Zhang, Mandarin Pastor

On Sunday, March 6th, 2016 at 9:30 AM

蒙主恩典，謹訂於二零一六年
三月六日星期日

上午九時三十分於印城華人教會，
舉行中文堂張志剛牧師就任典禮。

 
敬請光臨
共頌主恩
 

印城華人教會敬邀
3405 E.116th St Carmel, IN 46033

清代戏曲中产生的
音乐成语

一板一眼

    说起这条成语，读
者们一定都非常熟悉，

也会很恰当地使用它，如用来描绘某某人
说话、办事有条不紊，有章有法。当然，
有时也用来比喻做事过于死板、僵硬而缺
乏灵活的人。语出清代著名谴责小说作家
吴趼人（1867-1910，著有《二十年目睹之
怪现状》）创作的小说《糊涂世界》：“
如今的时势；就是孔圣人活过来；一板一
眼的去做，也不过是个书呆子罢了。”
    成语“一板一眼”源于中国传统的音
乐理论——板眼，板眼是对音乐中节拍形
式的通称。我国传统音乐中强拍多以板敲
击按拍，称“板”；次强拍及弱拍则以鼓
签或手指按拍，称“眼”，合称板眼。明
代著名戏曲理论家王骥德（?～1623）《
曲律·论板眼》称：“古拍板无谱，唐明皇
命黄幡绰始造为之。牛僧孺目拍板为‘乐
句’，言以句乐也。盖凡曲，句有长短，
字有多寡，调有紧慢，一视板以为节制，
故谓之板眼。”现在由于大量借鉴了西方
的音乐理论知识体系，音乐生活中多用五
线谱和简谱，所谓板眼比较类似于今天乐
理中的节拍：如一板一眼（二拍子）、一
板三眼（四拍子）、有板无眼（一拍子）
、无板无眼（散板）等。不过，“句有长
短，字有多寡，调有紧慢，一视板以为节
制”，可以看出在中国传统音乐中，板眼
还有着比节拍更为丰富的音乐内涵。在我
国传统的工尺谱中，用合、四、一、上、
尺、工、凡、六、五、乙等十个谱字表示音
高相当于sol、la、si、do、re、mi、fa(
或升Fa)、sol、la、si，板眼则以符号“
、”或×(板)、○（眼、中眼）、●（头
眼、末眼）等来记述，如一板三眼，记
为：、● ○ ●。我国近代著名音乐教育
家、理论家、民族器乐演奏家刘天华先生
（1895-1932）不但向沈肇州、周少梅学习
传统乐器二胡琵琶等，还用工尺谱记录下
他创作于1931年的二胡名曲《光明行》。
    板全称拍板，是中国传统音乐中的一
件碰奏体鸣乐器，多由檀木制成，又称檀

板，多由3块板组成，无固定音高，声音
短促坚实响亮，穿透力极强，它是控制整
体音乐进行的关键性节奏乐器。唐代玄宗
时期，梨园著名乐工黄幡绰善奏此板，故
又称“绰板”。拍板最初是由西北传入中
原的，唐代的散乐、宋代的民间说唱、器
乐合奏、教坊大乐、元代的宫廷音乐和杂
剧，以及明清的宫廷、民间音乐中都很常
用。拍板可分为鼓板、书板、坠板三种；
鼓板多用于器乐合奏，书板和坠板则多用
于说唱艺术。
    

《中国古代音乐成语赏析》共四十八集，
今天已全部连载完毕。中国古代的音乐与
文学关系极为密切，都是传统文化中的瑰
宝，音乐成语则是这二者结合而产生的艺
术与智慧的结晶。两年的时间，我和《印
州华报》紧密配合，承蒙贵刊的信任和读
者们的关爱与鼓励，终于“一板一眼”地
完成了这项工作。衷心感谢《印州华报》
给我提供了这块弘扬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
沃土，能为印州的华人朋友作出自己的一
点贡献，我的心里极为高兴。由于笔者学
识有限，尽管是“一板一眼”地努力撰
写，其中的缺点和错误依然在所难免，在
此还恳请广大读者多多批评指正。
            
                全文完

于说唱艺术。

刘天华二胡曲《光明行》手稿
（刘天华已有所改进的工尺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