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名琴曲《阳关三叠》
由琴歌转化为琴曲，在古琴

的作品中很常见，琴曲《阳关三
叠》就是这样的一首著名的作
品。

渭城朝雨浥轻尘，

客舍靑靑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

唐代大诗人、大画家、大音乐家王维（699－759,一
说701-761，字摩诘，号摩诘居士）的这首诗《送元二
使安西》虽仅28字，却由景生情，道尽了人们依依离别
之情。诗中的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位于长安西北的渭
水北岸，阳关位于今甘肃省敦煌市西南，是古代通西域
的要道，西汉置关，因在玉门关之南故名阳关等地名，
故又名《渭城曲》、《阳关曲》，安西则是唐朝都护府
名，在今新疆库车一带。这首小诗语言通俗感情真挚，
文辞优美脍炙人口，在唐代时就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名作
而广为传诵，并收入唐代的《伊州大曲》作为第三段。
唐末诗人陈陶曾写诗说“歌是《伊州》第三遍，唱着右
丞征戍词。”（因王维曾但任过尚书右丞，故世称“王
右丞”）。再如唐诗中“不堪昨夜先垂泪，西去阳关第
一声”（张祜《耿家歌》）、“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
阳关第四声”（白居易《对酒诗》）、“高调管色吹银
字，慢拽歌词唱《渭城》”（白居易《南园试小乐》
）、“红绽樱桃含白雪，断肠声里唱《阳关》”（李商
隐《赠歌妓二首》）、“旧人唯有何戡在，更与殷勤唱
《渭城》”（刘禹锡《与歌者诗》）等等，足见此歌之
巨大影响力。明代著名政治家和文学家李东阳（1447-
1516）评说此诗：“此辞一出，一时传诵不足，至为
三叠歌之”。《阳关三叠》的传谱今有三十三种版本之
多，曲体结构也有好几种，目前所见的古琴曲《阳关三
叠》是由琴歌改编而成。最早载有《阳关三叠》琴歌的
是明代弘治四年（1491）宁波天一阁藏龚稽古所辑的刻
本刊印的《浙音释字琴谱》，而流行的曲谱原载于明代
《发明琴谱》（1530），后经改编载录于清代张鹤所编
的《琴学入门》（1864）。

中国当代著名作曲家王震亚先生（1922-  ）还根据
这首琴歌于1954年改编出混声合唱《阳关三叠》。

全曲分三大段，把王维的原诗反复唱三次，故称“

三叠”。开头加上了一句“清和节当春”，原诗配的旋
律为商调式，略带伤感。后面一段“遄行遄行，长途越
度闗津。惆怅役此身，歴苦辛，歴苦辛，歴歴苦辛，宜
自珍，宜自珍”的旋律，又发展成为了羽调式。虽然有
了调性的色彩交替变化，但曲调极为自然优美流畅，浑
然一体，音乐的艺术魅力也得到了极大提升，充分表达
出了诗歌的意境。其中“遄行遄行”一句还使用了八度
大跳的旋律处理手法，更好地渲染出压抑不住的内在情
怀。

这首可谓千古之绝唱的《阳关三叠》是中国琴歌音
乐中的杰作，作为古琴的独奏曲，同样是一首传统琴曲
中的杰出代表作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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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遗产中的中国传统音乐（11）

 中国古琴艺术（六）
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孟维平

这次我们要介绍的是French Lick 
West Baden Museum及其周边景点,这个
历史博物馆坐落在印第安纳中南部的橙镇
地区。博物馆的主题从早期开拓者的营
地历史，到西巴登泉旅馆（West Baden 
Springs Hotels）以及French Lick 
Scenic Railway都包含，恕我对于French 
Lick这个地方找不到合适的中文翻译。馆
藏文物从照片，艺术品，图画，地图，
以及有着French Lick本地历史的各种物
品，全都包含。并且，在French Lich还有
Body Reflections Hair Museum,以及印第
安纳标志性地点游览(Indiana Landmarks 
Tours)可以参加。

Body Reflections Hair Museum是个
很独特的博物馆，你肯定想不到关于头发
的各种用品可以变成陈列收藏，事实上，
自古以来人类就是很注重外表的，尤其是
在头发会越留越长的古代，打理头发从古
至今都是一件大事，因此有一门学科叫做
美容学就不难理解了。当然了，虽然话是
这么说，不过考虑到美国的历史，这个博
物馆能收集到的展品大多是近现代产物，
就是那些曾经在时代的浪潮中最为先进时
髦，如今已经被更为精致的产品替代的前
辈。在这个博物馆你可以了解到美容学的
历史，可以看到古董烫发器，装点发式的

珠宝，工具，甚至来自精灵的头发。这个
博物馆地方不大但是非常精致，有很多的
展品可以欣赏。

我之前有提到铁路对不对？是了，我
有提到铁路，大家都知道美国的铁路是很
好看的，我是说坐车沿途风光是很好看
的，在French Lick坐火车，20英里的路
程可以途径Hoosier National Forest，
并且经过长达2,200英尺的印第安纳州第
二长隧道，伯顿隧道，还会途径露出地表
的石灰岩，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我们
印第安纳是一个富有石矿的州。每年，
铁路还有各种活动举办，比如Wild-West 
Hold-ups, Chuggington: A Traintastic 
Adventure, The Wizard of Oz™ Train 
Ride, and Day Out With Thomas。这些
活动显然是很有趣的，但多少有点时间上
的特别之处，有特别想参加的可以事先查
一下，不那么执着的也可以直接碰运气。

而印第安纳标志性地点游览，更类似
于历史介绍，导游带领餐馆French Lick
地区，让你能更深刻的了解到这个被19世
纪的那些富有的健康追寻者和上流人士喜
爱的地点，让你有机会知道这里到底有哪
里独特有什么历史。从而了解为什么这两
处旅馆能够进行价值几百万美金的翻新，
显然这里又一次成了度假的好地方。

带我走进印第安纳
Take Me There：Indiana

  见证历史的小镇·French Lick
图/文 赵乔   

French Lick镇始建于1857
年，在2010年的人口普查中，
人口为1,807。它是著名的篮球
巨星拉里·伯德（Larry Bird）
的故乡 。 

牙周病的自觉症状
和临床表现

作者 陈剑 牙医   

（接上期）
牙龈炎
牙周病的早期称牙龈炎，又称龈

缘炎。病损主要位于游离龈和龈乳
头，在这个阶段，牙槽骨并沒有受到
损伤，因此是可以完全治愈的。

在龈缘附近的牙面上长期积聚的
牙菌斑，牙石是引起牙龈发炎的始动
因素，此外食物嵌塞、不合适的假牙
或牙套等均可促使菌斑的积聚，引发
或加重牙龈的炎症。

龈缘炎一般自觉症状不明显，牙
龈边缘会有轻度的紅肿，許多人刷牙

或咬硬物時会伴有出血，或者在咬过的食物上有血渍，这是
促使就诊的主要原因。但龈缘炎一般无自发性出血，这可与
血液病及其它疾病引起的牙龈出血鉴别。有些患者偶而感到
牙龈局部痒、胀等不适，并有口臭等。

临床检查可见有牙石，牙龈颜色由淡红色变为深红色。
牙龈质地松软并可有轻度肿胀，以致使牙龈边缘变厚，变圆
钝。探诊时牙龈易出血。牙周组织健康时，龈沟深度一般不
超过3毫米，当牙龈有炎性肿胀或增生时，龈沟可加深达3毫
米以上，形成假性牙周袋。健康的牙龈在刷牙或探测龈沟时
均不引起出血。患牙龈炎时轻触即出血，探诊也出血。探诊
后出血是诊断牙龈有无炎症的重要客观指标。

牙周炎
当牙龈炎沒有及時被发现和得到有效治疗后，牙周组织的

破坏就会变成不可逆的。牙龈紅肿和出血会继续加重，牙槽
骨逐渐吸收，牙龈与牙根分离，使龈沟加深而形成牙周袋。

牙周组织和牙齿的密切关系就如同树木和泥土，由于牙
周组织被破坏，特别是牙槽骨吸收加重时，支持牙齿力量不
足，出现牙齿松动、移位，甚至脱落等现象。此时患者常感
咬合无力、钝痛，牙龈出血和口臭加重，许多患者会误认为
这是“上火”所致，不少患者也会感到牙齿变长，牙缝增
大，吃饭时易塞牙。

当机体抵抗力降低、可形成牙周脓肿，是牙周炎发展到晚
期，出现深牙周袋的一个常见的伴发症状。此时牙龈呈卵圆
形突起，红肿，表面光亮；牙齿松动度增加，有叩痛；患者
伴有局部剧烈跳痛。有些患者可有体温升高、全身不适，颌
下淋巴结肿大、压痛等症状。

     (未完待续)

冬季养生进补
作者 金小明博士  

中医认为，人体的机能随着一年四
季的变化而经历春生，夏长，秋收，
冬藏。冬季是万物闭藏的季节，自然界
呈现一派萧条收藏的景象，人体的阳气
随着冬季的寒冷而闭藏，所以冬季的养
生之道为“藏”。冬气又内应于肾。肾
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素问
六节藏象论》)。肾藏精，所以冬季应
以滋养肾气肾精为主。肾所藏的先天之
精，是生命的基础，是人体的根本。肾
的精气旺盛则毛发黑润、齿牙坚固、腰
背挺直、反应敏捷、耳聪目明。反之，
肾精枯衰则发枯齿摇、耳闭失聪、喘息
咳嗽、腰膝酸软、二便不利。 冬不摄
养精血，既损伤肾的生理功能，又不能
满足春天生理功能活跃的物质需要。 所
以，冬季的闭藏与积蓄精气也为来年春
天万物复苏提供充沛的物质基础。人作
为自然的一分子，应该顺应这种自然变
化，冬天尤应固摄于内，以改善健康状
况。

（1）冬令进补的原则与方法：冬
季人的食欲与消化吸收功能比较好，有
利进补，是体虚的人补益调养的最好时
机。冬令进补以虚则补之为原则，总体
来说是缺什么补什么，但是也要考虑冬
天的季节特点。进补的方法上有食补和
药补两类。对于脾胃虚弱者，进补前应
调整好脾胃功能 （又称底补或打基础之
意），以利补品的消化吸收，以及避免
虚不受补的情况。可选用芡实炖牛肉，
或芡实、红枣、花生米加红糖炖服，以
增进脾胃机能，生姜羊肉大枣汤也具有
同样的效用。 

（2）食补：食补的好处是相对平
和安全而有效，故常有药补不如食补之
说。一般体质不虚、仅想增强体质的
人应以食补为主。冬季食补药性应偏于
温热养阳，但以温而不散，热而不燥为
要。虽然食补重在补肾温阳，但亦需因
人而异。偏于阳虚的人食补以羊肉为
主。羊肉性温热，具有温补强壮的效
用。当归生姜羊肉汤更适宜阳气虚、气
血不足的老年人。羊肉也可以与补肾的
药物如杜仲等搭配进补，或者用杜仲煲
猪骨汤进补，这对于一些腰痛的患者会
有所助益。鸡肉偏甘温，能温中益气、
补精填髓。偏于阴血不足的人，可食用
鸭肉。鸭肉甘寒，有益阴养胃、补肾除
虚之效。用一只鸭与当归３０克炖服，
有益气补血、润肠通便效用。烹调时可
加入桂皮，生姜等，既调味开胃，又增
加食物的温性。

冬季宜多食的食物还有萝卜、核
桃、栗子、白薯，藕、海参等。银耳，
桂圆，红枣等也是不错的冬令补品。冬
季进食宜提倡晨服热粥，应少量多餐，
不可暴饮暴食，也不宜多咸。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金小明博士，现为印
第安纳大学医学院副教授，目前从
事脑损伤，脑损伤后癫痫，和神经
性痛症的发病机理以及治疗方面的
现代研究。金教授毕业于浙江中医
药大学中医专业，并获针灸硕士学
位。来美后于西弗吉尼亚大学功读
博士学位，后在斯坦福大学从事博
士后研究。基于对传统中医的浓厚
兴趣和信心，他曾在美国美洲中医
学院（American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和五系中医药大学 
（Five Branches University）兼职任教
数年，最近开始进行 针灸以及中药在
治疗神经系统疾病方面的研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