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名琴曲《梅花三弄》与当代
著名琴家吴景略
《梅花三弄》是中国古琴最为著名

的十大名曲之一。

琴曲首见于明代朱权编纂的《神奇
秘谱》（1425），题解中写到：“是曲
也，昔桓伊与王子猷闻其名而未识，一
日遇诸途，倾盖下车共论。子猷曰: ‘闻

君善于笛？’桓伊出笛为梅花三弄之调，后人以琴为三弄焉” 。

晋隋以来有此曲为笛曲的记载，创作者为东晋名将、名士、著
名音乐家桓伊（生卒不详），公元383年桓伊参加了著名的“肥水
之战”，以八万军力大胜八十余万前秦军。桓伊不但是员猛将，
还有着深厚的音乐造诣，《晋书》中载文说他“善音乐，尽一时之
妙，为江左第一。有邕柯亭笛，常自吹之”。

王徽之（公元338年－公元386年），字子猷，东晋名士、书
法家，书圣王羲之第五子。曾历任车骑参军、大司马参军、黄门侍
郎。王徽之生性高傲，放诞不羁。王徽之与桓伊在青溪不期而遇，
二人互相仰慕已久，应王徽之之邀，桓伊则下车“为作三调”，曲
罢乘车而去，“客主不交一言”。也正是由于桓伊和王徽之的不期
相遇，才导致了千古佳作《梅花三弄》的诞生。此曲后经唐代琴家
颜师古（581-645，名籀（zhòu），字师古，唐初经学家、训诂
学家、历史学家，名儒颜之推之孙）改编为琴曲而流传至今。

梅、兰、竹、松都是中国古代文人墨客极为推崇的高雅之物，
谓之“四君子”。梅似乎具全了其它三“君子”的特征：如竹般清
瘦，如松般多姿，如兰花般芳香。琴曲《梅花三弄》则是借描写梅
花高洁、芳香、清逸、凌霜傲雪的高尚品格，表达一种超凡脱俗的
人格品质、积极向上人生态度与精神境界。诚如北宋著名思想家、
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王安石（1021－1086）的名篇《梅花》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借梅
花而自比。

《枯木禅琴谱》（1893年刊本，清释空尘著）评介《梅花三
弄》为：“曲音清幽，音节舒畅，一种孤高现于指下；似有寒香沁
入肺腑，须从容联络，方得其旨”。所为“三弄”，是指琴曲中用
泛音来演奏的主题曲调在不同的徽位上重复出现了三次，清澈透
明的泛音音色空灵、轻盈，极富美感，完美地刻画出梅花的高贵的
艺术形象。现在《梅花三弄》除在古琴外，还被改编为笛箫合奏、
古筝独奏、钢琴独奏、琵琶独奏等多种演奏形式展现在音乐舞台之
上，特别是其优美动听的音乐主题旋律更是非常频繁地出现在当代
中国音乐家的音乐创作之中，如当今北京音乐台的台标音乐就是根
据《梅花三弄》的旋律改编而成的。（参见谱例片段）

乐曲由两部分构成，包括10个段落及尾声。前6段为第一部
分，所为“三弄”的经典泛音主题就出现在这一部分，描写的是梅
花安详高洁的静态。第二部分与第一部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的
段落标题为“凌风戛玉”、“风荡梅花”，旋律跌宕，节奏急促，
形象地刻画出梅花傲然挺立在寒风中的坚毅画面。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吴景略先生（1907-1987）是当代著名古
琴演奏家、被称为“虞山吴派”、“琴坛一代宗师”。早在上世纪

中期就将《梅花三弄》以及《潇湘水云》、《普庵咒》、《渔樵
问答》、《梧叶舞秋风》、《忆古人》、《胡笳十八拍》、《秋塞
吟》、《墨子悲丝》、《高山》、《流水》、《阳春》、《白雪》
等许多著名琴曲录制成唱片，影响极为广泛。吴景略先生的演奏清
丽飘逸，既有柔美如歌的抒情，又有跌宕奇妙的转折，令人神往。
著有《七弦琴教材》、《虞山琴话》、《古琴改良》等琴学论著。
其子吴文光（1946- ）现为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古琴艺术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他继承了父亲的事业，演奏的代表作
有气势磅礴的琴曲《广陵散》。

中华民族传统的古琴艺术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它是属于全人类
艺术宝库中的瑰宝。那已随旅行者飞船已遨游太空40年的悠远琴
声还将继续回荡在茫茫宇宙之中。

在陆续介绍了七首古琴名曲之后（《潇湘水云》、《胡笳十八
拍》、《阳春》、《白雪》等名曲就不在此为读者一一介绍了，还
望读者多多聆听欣赏之），从下期开始将为读者介绍被联合国列入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四项由少数民族创造的
音乐艺术代表作——侗族大歌、蒙古族长调民歌、蒙古族呼麦与新
疆的十二木卡姆艺术。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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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遗产中的中国传统音乐（12）

 中国古琴艺术（七）
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孟维平

韦恩堡是印地安纳州第二大城市,也是
个短期度假的好地方,一如大部分印第安
纳的镇子,这里有着美丽的乡村风光,安静
祥和的小镇,悠闲的生活节奏。这里有很
多景点，此次我要介绍几个比较不错的地
方，当然不可能包括韦恩堡的全部，更多
细节还要亲身实地感受，不过起码给大家
一个明确的访问目标。

首先是韦恩堡的儿童动物园，这
个动物园是很有历史的，建立于1965
年，占地四十亩，有上千的动物，2015
年，Tripadvisor提名其为全国第七的动
物园。动物园有考拉，长颈鹿等，提供家
庭会员的优惠票价，可以经常去拜访。可
以带上食物野餐，也可以让孩子与动物亲
密接触。由于占地广阔，动物可以更加贴
近自然，所以也要花更多时间慢慢游玩，
一次一个生态区就会占一天半天的时间，
所以计划拜访时间和多次拜访会很明智。
值得一提的是，动物园很干净，而且有其
他的小朋友可以让小朋友们交上新朋友，
开心玩耍。

还有一个地方湖边公园和玫瑰园
（Lakeside Park& Rose Garden），当
然了，我不建议目前这个季节去，风景很
好，但是有季节性。玫瑰园不仅好看，还
十分浪漫，说到浪漫，这里推荐给所有脱
单的人，不管你是多年相伴的夫妻，还是
热恋中的年轻人，去这种地方约会都是很
好的，至于结婚照啊，婚礼，对于喜欢这
种浪漫的人，肯定是不错的，当然了，先
实地考察喜不喜欢此处风景更重要。

再有就是狐岛乡村公园，这个地方很
适合冬天拜访，当然，林中雪景是要求天

气的，不过，不管什么季节，公园都是很
好的，贴近自然，感受各个不同季节的大
自然的美好，各个季节都有不同的活动可
以参加，很适合全家度假。附近有温暖贴
心的乡村旅馆。占地605亩的公园有270亩
是州立自然保护区，有上百种的动植物生
态可以了解。公园甚至包括一个沙丘，这
是本州的独特地形了，沙丘和林地混合。
公园有七英里的小路，超过六英里的小路
在冬天是可以滑雪的，当然是在雪深足够
的情况下。三个野营区，还有篝火区，
烧烤设备，可以游泳的湖边，以及钓鱼
的条件（需要2美元的准许费），还有观
鸟塔。哦，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狗狗沙
滩，狗狗也可以下水游泳的哦，也就是说
在这个区域可以不用牵引绳，当然我强烈
建议不要取下哈士奇的牵引绳。

总的来说，韦恩堡是个很不错的地方
可以探索。

带我走进印第安纳
Take Me There：Indiana

  韦恩堡· Fort Wayne
文 赵乔   

韦恩堡的儿童动物园，给孩子们
提供了一个最近距离接触动物的机
会。（图片来源 http://kidszoo.org）

牙周疾病的治疗
作者 陈剑 牙医   

（接上一期）
牙周组织修复再生能力

很强，在病因刺激物彻底地
除去后，大多数病情可以得
到控制甚至治愈。牙龈炎在
彻底清除菌斑，牙石，并长
期保持口腔卫生后，一般都
会完全康复。至于牙周炎则
因为已经形成了牙周袋和牙
槽骨吸收等病变，治疗过程
就要复杂得多，往往需要采
用多种方式进行系统的，综
合的治疗。在治疗结束后，如果能保持口腔卫生，坚
持定期牙周保养（Periodontal Maintenance)和复查，
牙周组织可以长期保持稳定和健康。
1. 基础治疗
清 除 牙 菌 斑 和 牙 石 ， 治 疗 包 括 龈 上 洁 治

（supragingival scaling)，龈下刮治(deep cleaning, 
subgingival scaling)和根面平整(root planing);治疗蛀
牙和改进不良修复物防止食物嵌塞；咬合的调整，修
复，矫正，夜磨牙的治疗；注意全身疾病的防控如抽
烟，糖尿病，心肺疾病，骨质疏松症，癌症等疾病；
拔除预后极差或不利于将来修复缺失牙的患牙；对患
者进行细致的口腔卫生指导和效果监测，建立复查，
复治系统。
2. 局部药物治疗
局部药物的作用是为减少菌斑的形成或降低微生

物的致病力。药物包括：含漱药物如洗必泰液，米诺
环素微管 (Arestin), 抗氧化剂 (AoProvantage).
3. 全身药物治疗
药物有：甲硝锉，阿莫西林，四环素，米诺环素

等等。下面这几种情况往往需要全身用药：当基础治
疗后仍有牙周组织的不断破坏；青少年等高危人群；
有全身疾病；急性或复发性严重牙周感染患者；种植
体周围炎患者。
4. 牙周手术
在基础治疗没有效果时，应该考虑牙周手术，将

袋壁翻开，在直视下进行彻底的根面平整和清除感染
组织。此外，也可用手术来纠正牙龈外形，治疗牙槽
骨的病理形态，植骨等。
5. 激光治疗 (LANAP)
牙周激光治疗是近二十多年发展起来的新技术，

是用牙科激光仪从牙齿根部周围去除发炎的牙龈组织
以促进牙周组织再生。一般可用于对手术有畏惧感的
患者。

Jane J Chen DDS
4715 Statesmen Drive, Suite E
Indianapolis, IN 46250
317.578.9696
www.chenddspc.com

冬季养生进补
作者 金小明博士

（接上期）

（3）药补与补益中药：中药进补一般宜于各
种虚证，如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久病体弱、年老
体衰、妇女产后以及外科手术后的病人，多可选
用药补。最好在医师指导下，根据病人体质病情选
用。

华人社区中有许多事务繁忙的脑力工作者，他
们往往有气阴虚弱的情况。人参不失为一种比较好
的冬季调养补品，气虚体质者则尤其适合。人参在
中药中被列为“上品”。《神农本草经》认为，人
参“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
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人参大补元气，
冬季可服用偏温的红参。大概一周炖服一到二次，
一次10克至15克，连续吃数周即可。相反，阴虚火
旺体质和平时容易上火的人群就不适宜食用。如果
是气虚体质，平时又比较容易上火的人想要进补人
参，那么应该在冬至以后再进补，而且是早上进食
会比较好，不那么容易上火。有些人刚开始服用人
参后，反而感到疲乏嗜睡，这可能恰恰是药物引起
的身体调整过程。一般增加睡眠，几天就以后这种
情况便会消失。阿胶也是一味常用的补血药，可以
单独加水或黄酒蒸化，或与黄芪人参等同用。

冬季药补，须根据自己的体质和病情来进行，
避免产生偏差和造成不良后果。血虚用十全大补膏

以补气血、壮筋骨; 阴虚者，可以服用琼玉膏，
以养阴润肺，或知柏地黄丸，以滋肾清虚热; 阳
虚者，可服参茸补膏，以助阳益肾，治阳虚畏寒及
性功能减退。对于肾虚便秘的人，可以用肉苁蓉来
煲汤，可以缓解便秘症状。对于气虚的人，可用党
参、北芪等药材煲汤进补；气血双亏的病人，可用
十全大补丸。脏腑的亏虚，应当辨证用药，以达到
虚则补之的目的。

（4）注意事项：冬季进补时如有感冒，发
热、腹泻，或其他急性病症，应暂停进补，以防
补物恋邪，康复后再补。冬季饮食切忌黏硬、生
冷或油腻食物，因为此类食物易使脾胃之阳气受
损。 而胃口好，胃无饱胀感时进补药膳，吸收的
效果会比较好，容易达到药膳食疗的目的。 对于
脾胃虚弱，平时容易腹泻的人来说，可以用山药、
莲子煲粥或者炖汤喝，可起到调理脾胃的效果。

（5）其他方面的调养：

精神调养：除了保持精神上的宁静恬淡，及时
调摄不良情绪外，冬季还要防止季节性情感失调。
此种情况是指有些人往往在每年冬季发生情绪抑
郁、懒散嗜睡、昏昏沉沉等现象，多见于年青女
性。可以多晒太阳，补养阳气可以调养情绪。

起居保健：冬日宜早卧晚起，以待日光（《黄
帝内经》）。指的是冬天应早睡晚起，以太阳出来
后起床为宜。虽然现代生活方式往往不允许，但是
其指导思想可以借鉴。冬季起居养生应注意保暖，
尤其要注重双脚的保暖。双脚的寒温往往反映一个
人的阳气的盛衰。脚冷表明阳气不足或运行不畅，
而足部受寒又可以影响内脏阳气而导致腹泻、月经
不调等病症；此外冬季应定时开窗换气，以利于呼
吸新鲜空气。

锻炼强身：冬季参与室外活动，可使身体受到
适当的寒冷刺激，促进心肺机能与新陈代谢，鼓舞
阳气，有益健康。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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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