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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哲瑞联合律师事务所

移民

    

Website: www.hooyou.com

绿卡 签证

Zhang & Attorney, L.P.

22位资深美国执照律师

移民局行政上诉办公室前移民官加盟 二十年杰出服务品质保证

数千例成功案例 Oracle客户管理系统

国家利益豁免和特殊人才绿卡 PERM及职业移民 H、L及其他费移民签证

请将简历发送到 info@hooyou.com我们将为您提供免费评估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Suite 920 Houston, TX 77036
Email: info@hooyou.com 电话：1-800-920-0880 传真：713-771-8368

精办

绿卡申请 评估

纽约/休士顿/芝加哥/奥斯汀/洛杉矶/硅谷/西雅图七地办公 客户遍布全美

免费

Recovery Auto Sales. s. Inc
专业经销、维修各种车辆

www.recoveryautos.com
730 E 106th St. Indianapolis, IN 46280 
(106th/College Ave, in Carmel Area)

Toyot, Honda, Nissan,  BMW,  Mercedes-Benz, 
Lexus,  Ford, Chevrolet, Buick,  Dodge, Infiniti, 
Mazda, Mitsubishi, Subaru, Volkswagen,  Volvo

各种故障修理：刹车 换机油 发动机 变速箱
减震器 水箱

常年提供拖车服务、高价收购废旧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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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被古琴吸引，不少人是因为
看了张艺谋导演的电影《英雄》，
在李连杰与甄子丹饰演的角色互相
打斗的场景中，出现了一位琴师，
酣畅淋漓地演绎了古琴的魅力，而
电影中的老琴师正是由浙派古琴
艺术家徐匡华先生出演。如同这个
片名一样，古今浙派古琴也是“英
雄”辈出，风生水起。今天，11月
3日，太音琴展——倪诗韵古琴展
在浙江杭州西子湖畔开幕，该展的
主角——著名斫琴师倪诗韵先生所
斫之琴，备受琴人琴家钟爱，琴界
称之“倪琴”。后天，古琴系列活
动“凤鸣元音”将开启2017年的第
九场——“雷音琴韵古琴音乐会”。
“凤鸣元音”系列音乐会只是杭城
古琴文化活动中的一个项目，从今
年2月开始，著名古琴演奏家龚
一先生，李凤云、王建欣伉俪，
陈成渤等陆续在这个系列音乐会
中，为古琴音乐爱好者们带来了
古典音乐听觉的盛宴……浙江杭
州，一直是中国古琴舞台上的一
道亮丽风景，其古琴文化活动频
繁而且高质精雅，著名琴人琴
家常常在杭表演交流，不辞辛劳
地为古琴音乐的传播与发展而努
力，从中也可见浙派古琴良好而
可持续的生态。

浙派古琴应运而生
    古琴，又称瑶琴，居“琴棋书
画”四艺之首。古琴是汉民族最早
的弹弦乐器，至少有三千年的历
史，是汉文化中的瑰宝，历来被视
为文人雅士修身养性的必由之路。
古琴艺术蕴含了中华文明，承载了
汉民族厚重的文化与内涵。古今一
时，一众浙派古琴传人的志向正是
以雅乐仁天下。
    古琴的演奏风格，可追溯到
公元前春秋战国时期，《左传·成
公九年》中记载了楚乐师钟仪弹琴
的故事:晋侯在军中视察，看到被
抓的钟仪，“使与之琴，操南音”。
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钟仪演奏的
乐曲已有鲜明的地方风格。
    到了唐代，著名琴师赵耶利

说：“吴声清婉，如长江中流，绵
延徐逝；有国士之风；蜀声躁急。
若急浪奔涛，亦一时之俊杰。”

（宋·朱长文《琴史》）。唐代琴
坛出现了著名的“沈家声、祝家
声”，并有《琴史》记载唐代著名
琴师董庭兰“善沈祝二家声调”，
唐代诗人戎昱有诗称赞董庭兰“沈
家祝家皆绝倒”。宋代琴家成玉涧
《琴论》中说：“京师过于刚劲，
江西失于轻浮，惟两浙质而不野，
文而不史。”
    从钟仪奏“南音”，到唐代的

“吴声、蜀声、沈家声、祝家声”，
一直到宋代的“江西、两浙”的演
奏风格，都是古琴不断发展的结
果，正是琴派形成的酝酿阶段。
    古琴流派的形成，除了大的社会
文化环境的演变发展和推动以外，
其自身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代表人
物、明显的演奏风格、师承关系的
延续、谱系传承。

“凤鸣元音”第八场
“陈成渤古琴独奏音乐会”，

一琴，一屏，一兰花，雅乐一气呵成。

    正是应和了上述条件，南宋末
年，浙派古琴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应时应运地出现在古琴历史上。

浙派古琴演奏风格
    浙派古琴创始于南宋，发展、
流传于元，兴于明。在从南宋后的
几百年中，浙派琴家辈出，形成了
其独特的演奏风格，主要包括以下
五个方面：
  追求器乐本身的表现能力。浙
派强调乐器的本身表现功能，就像
《杏庄太音补遗》上所说：“琴制
于伏羲之世，有音无文者也，后人
释以文，妄矣。谨依先言，去文以
存勾剔。”在现存的明代浙派琴谱
中，《梧冈琴谱》所收29曲，只有
一首《归去来辞》是琴歌，《杏庄
太音补遗》中所录72首琴曲，无一
首琴歌。
    指法规范洁净。自唐代曹柔发
明减字谱以来，右手指法一度繁
复，《神奇秘谱》之《太古神品》
中收录的一些早期琴曲中出现的右
手指法，如“却转”、“全牵”
等，在浙派琴谱里已经少有出现，
右手无名指“打”和“摘”的运
用，也大量减少。这是因为浙派琴
家主张强调乐器的表现，所有指法

为音乐形象服务，所以在后期指法
的发展中，更重视其演奏的合理性
和表现，明代刘珠《丝桐篇》：“
其江操声多繁琐，浙操多舒畅，比
江操更清越也。”明代浙派琴谱《
文会堂琴谱》中说浙派的演奏风
格“洁净而精当”。
    琴曲规模大。在《梧冈琴谱》
里所录29首琴曲，10段以上的大型
琴曲占12首；6至9段的中型琴曲14
首；3段的小型琴曲3首。其实，
中型琴曲中的几首都有一定演奏规
模和级别，演奏时间也在9分钟以
上，可以说，《梧冈琴谱》所收录
的较大型琴曲占一半以上。
    作曲技法丰富，手法灵活。如
《杏庄太音补遗》中《佩兰》一
曲，作曲者运用了七声雅乐音阶，
其中“偏音”变化丰富，是中国传
统律学的活化石，旋律优雅，颇具
研究性。在《潇湘水云》、《樵
歌》、《白雪》等曲中，经常用到
一些变音。浙派这些作曲技法的使
用，增加了乐曲的色彩，对于表达
特定的情感有推波助澜的效果，更
具可听性。
    演奏乐曲体系丰富而完备。琴
曲编录比较务实，重视音乐的表现
技巧。从《梧冈琴谱》和《杏庄太
音补遗》来看，琴曲可分四类：儒
学类（“猗兰、亚圣、文王”等）；
道家类（“列子御风、庄周梦蝶”
等）；山水应景类（“鹤舞洞天、
樵歌、梅花引、阳春、白雪、欸
乃”等）；历史人文类（“古交
行、楚歌、昭君引、屈原问渡、离
骚、归去来辞”等）。

浙派古琴得以传播和兴旺
    南宋浙派古琴一脉，从郭楚望
创始以来，传承相当规范和严谨。 
    从历史记载上整理，南宋浙派
古琴比较重要传承关系脉络如下：
郭楚望—刘志方—毛敏仲、徐天民、
杨瓒—徐秋山、袁桷、金如砺—徐
梦吉、宋尹文—徐和仲—徐惟谦—
张助—戴义—黄献、萧鸾等。
    在这条传承脉络中，每个琴家
都是古琴史上的重量级人物。其
中“浙操徐门”一脉的家族传承关
系较为清晰，依次为：徐天民—徐
秋山—徐梦吉—徐和仲—徐惟谦。
从元代至明代，期间历经几百年，
徐氏家族在浙派琴艺的传承发展上 

 担当起了历史的大任，正由
 于徐氏一族和历代其他琴人
 的努力，才使南宋浙派古琴
 一度威震琴坛，成为元明时
 期领导古琴风尚的中坚力
 量，并对后世琴学产生了巨
 大影响。
    宋初以来琴谱有了宫廷
 御用的“阁谱”和流传于民
 间的“野谱”之分，南宋时
 官至光禄大夫的张岩十分好

琴，搜集了大量的官藏“阁谱”和
“密购瓦市”的“野谱”，编成《琴
操谱》十五卷和《调谱》四卷（未
出版，佚失）。在张岩家做客的郭楚
望，帮助张岩整理研究琴谱，接触
到大量的琴谱资料，吸取了传统琴
曲中的各种养份，开阔了眼界，终
于成为南宋浙派古琴的开山祖师。
    在浙派琴谱的整理和传承上，
浙派琴师杨缵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杨缵专门派徐天民从师于刘志
方，学习郭楚望的传谱，晚年时汇
集众多曲谱编成《紫霞洞谱》十三
卷（佚失），录曲486首，是历史
上第一部规模宏大的古琴谱集，取
代了当时民间十分流行的“江西
谱”，被时人称为“浙谱”。这
个谱集的问世和其中琴曲的广泛流
传，为南宋浙派古琴的兴起打下了
扎实的基础。 
    焦竑《国史经籍志》载：徐天
民著《徐门琴谱》十卷（佚失）。
    徐天民的弟子金如砺，《历代
琴人传》中说他“尽得徐君之妙，
又能玄探少师谱外不传之意”。金
如砺将徐所传的琴曲，编成《霞外
琴谱》（佚失），成为浙派代表性
琴谱之一。
    南宋浙派古琴至徐氏徐和仲一
代，大兴。徐和仲琴艺“得心应
手，趣自天成”，编有琴谱《梅雪
窝删润琴谱》（佚失）。
    黄献，字仲贤，号梧冈，11岁
入宫，师从宫内琴师戴义。黄献自
称：“朝夕孜孜，顷刻无息”，于
1546年编成《梧冈琴谱》，刊印出
版。《梧冈琴谱》是明代存见的第
一部明确为“浙派徐门正传”的琴
谱，对南宋浙派古琴艺术的的研究
极具参考价值。
    与黄献同时代的萧鸾，自幼学
琴，精研南宋浙派古琴，于1557
年，编成《杏庄太音补遗》，收72
首琴曲。
    钱塘胡文焕，于1596年编《文
会堂琴谱》，共六卷。谱记“今余
此谱。皆亲传之浙操，未经梓，有
目者当识其秘也”，强调了该谱是
未经刻印的浙派秘本。
    从以上的史料记载和现存琴谱
来看，浙派琴谱传承一直到明代都
是延续的。琴谱的传承，是南宋浙
派古琴在几百年间得以传播和兴旺
的重要原因。

“友省文化拾贝”系列（五）

    这里有一段英文的诗歌，配
以不同译者的中文翻译，你们看
看...

【英文原文】

You say that you love rain,
but you open your umbrella 

when it rains...
You say that you love the sun,
but you find a shadow spot 
when the sun shines...

You say that you love the 
wind,

But you close your windows 
when wind blows...

This is why I am afraid;
You say that you love me 

too...

普通翻译版

你说你喜欢雨，
但是下雨的时候你却撑开了伞；

你说你喜欢阳光，
但当阳光播撒的时候，
你却躲在阴凉之地；
你说你喜欢风，

但清风扑面的时候，
你却关上了窗户。

我害怕你对我也是如此之爱。

文艺版

你说烟雨微芒，兰亭远望；
后来轻揽婆娑，深遮霓裳。
你说春光烂漫，绿袖红香；
后来内掩西楼，静立卿旁。
你说软风轻拂，醉卧思量；
后来紧掩门窗，漫帐成殇。
你说情丝柔肠，如何相忘；
我却眼波微转，兀自成霜。

诗经版

子言慕雨，启伞避之。
子言好阳，寻荫拒之。

子言喜风，阖户离之。
子言偕老，吾所畏之。

离骚版

君乐雨兮启伞枝，
君乐昼兮林蔽日，
君乐风兮栏帐起，
君乐吾兮吾心噬。

五言诗版

恋雨偏打伞，爱阳却遮凉。
风来掩窗扉，叶公惊龙王。
片言只语短，相思缱倦长。
郎君说爱我，不敢细思量。

七言绝句版

微茫烟雨伞轻移，
喜日偏来树底栖。
一任风吹窗紧掩，
付君心事总犹疑。

七律压轴版

江南三月雨微茫，

罗伞轻撑细细香。
日送微醺如梦寐，
身依浓翠趁荫凉。
忽闻风籁传朱阁，
轻蹙蛾眉锁碧窗。
一片相思君莫解，
锦池只恐散鸳鸯。

    不知道这世界上是否还有第二
种语言能像汉语这样，拥有如此美
的韵律。
    当我们不假思索地跟随着众人
疯狂地学习英语、西班牙语……的
时候，是否能偶尔停下脚步，回过
头来欣赏一下我们自己的文化呢？
是否能偶尔静下心来品味一下汉语
带给我们的不一样的感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