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編輯：李鴻培

弦 定今生 訪看吳寒 保育興邦修身之樂

人－物－簡－介

吳寒，齋號九琴軒，著名古琴演奏
家，斫琴與琴史研究專家，美術評論家。
吳寒現任北京古琴文化研究會副會長，文
化部中國傳統文化促進會古琴委員會執行
主任，中國國家畫院古琴社發起人、顧問
等職。吳寒先後於 1999 年和 2006 年創辦
“翼雲國學堂”及“三和齋文化交流中
心”。多年來，吳寒堅持舉辦國學藝術講座與
傳習活動，並投入大量精力從事古琴研究與收
藏。迄今，吳寒已在美國、巴拿馬、澳門以及
內地多個城市舉行逾百場傳統文化講座與交流
展演活動。
長期以來，吳寒還大量查閱古籍，研究整
理關於古琴美學、理論、律學、演奏、傳譜、
記譜法等資料，陸續撰寫了《尋源四大名
琴》、《再述華夏國樂之父——古琴的精神內
涵》、《華夏正音——天地之音》等作品。近
二十年來，吳寒已編輯各類藝術圖冊逾百餘本
（冊），其中由其主編的《太古遺音》獲
2017 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資助項目。吳寒還
創造性地將古琴藝術與中國書法、繪畫、香
道、茶藝等進行美學和哲學比較，為古琴文化
的研究拓展了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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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意閒彈秋思時，調清聲直韻疏遲。”白居易
在《彈秋思》中如此描摹自己對古琴的鐘愛。在中華
文明五千年歷史長河中，古琴從一種絲絃樂器慢慢昇
華為華夏正音、興邦之樂，無論“文人四友”亦或
“君子九雅”，琴都無可爭議地冠居其首。在中國當
代著名古琴家吳寒看來，古琴是中國人審美最極致的
表達，古人所講求的修身、養性、正心，莫不與琴有
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孫志 張寶峰 北京報道

吳寒的生活就是一幅琴文化的活範本：黛帽青衿，香蘭古
木，夜闌月下，焚香撫琴。“古琴具有強烈的時空屬性和
民族屬性。它與俗人不彈，與俗物不彈，通體內外，極盡雅致。
古琴之音亦不推崇固定範本，而是追求似是而非之間的寫意精
神。”

斫琴修身承古今
登上直下西南的地鐵，在距離北京市中心 100 里開外的房山
區石樓鎮，我們來到了吳寒的古琴基地。茂林修竹，鹿鳴池
畔，與其說這裡是一個製作古琴的工坊，倒不如說是琴家修身
養性的桃源。“這裡有 40 畝地，我在此種樹栽花，養魚馴
鹿，斫製古琴需要這樣的環境。”
跟隨吳寒走走轉轉，繞過幾處亭榭，忽見一排房屋。一位師
傅正在屋門前埋頭持銼，打磨琴體。“這是我囤放木料和製琴的
地方。”言未盡，吳寒已快步走到師傅身旁，接過銼尺，躬身察
看琴板的弧度和岳山頂峰的角度，“這裡，太對稱了，外側要高
出 0.5 至 0.8 公分，這樣可抑止前兩弦過於敏感的震動，各弦音色
更加和諧。”
在另一間屋子裡，我們看到了吳寒囤積的木料，流水木，
雷擊木，蟲蝕木，上百年的青桐木，逾千年的漢木。木香裹着
歷史的塵埃，紋理透着時空的沉靜。“我囤了大幾千張老料，
可以做幾輩子的琴。”

攜琴訪友求知音
斫琴講究環境，彈琴更是如此。2013 年 7 月，帶着對王摩詰
“西出陽關無故人”的敬仰與遐想，吳寒踏上了拜訪陽關的旅
程。臨到古城遺址，日已西斜，遠眺大漠風煙，吳寒琴心怦動，
他解下琴囊，就地盤膝，在陽關落日之下，盡情彈起《陽關三
疊》。一曲作罷，淚欲沾巾。“那真是人、琴、天地渾然一體的
感動。”
作別陽關遺址，吳寒無意間發現關邊還有一座寺廟，而廟裡
竟只有一位主持居守。萍水相逢，琴者與佛士都心如鏡月，隨緣
暢敘。在這方圓數十里杳無人煙的孤寺，主持篤守青燈的恒心深
深打動了吳寒，他認定對方也是位有琴心的人。隔年再赴陽關
時，吳寒特地備琴贈與主持。再之後每次重遊陽關，吳寒都會攜
琴而行，與老友論琴法於古廟，觀落日於陽關。
攜琴訪友，是琴人圈子特有的交流方式。“有些人見朋友帶
酒肉，有些人帶詩書。而我們在見自己特別敬重的朋友時，一定
會背上一床琴。”吳寒說，琴與俗人不彈。

復琴悟道各有情
■吳寒撫琴
吳寒撫琴，
，引鶴來聽
引鶴來聽。
。

古琴文化展有望明年抵香江
近年來，吳寒走出琴舍，跋涉
四方，傾力宣傳古琴文化。2017
年，吳寒在澳門舉辦古琴講座，轟
動當地，許多耄耋老人紛紛趕到現
場一聆妙音。吳寒告訴我們，自己
一直在跟香港方面接洽“太古遺
韻——中國古琴文化大展”走進香
港、古琴文化走進香港校園等活
動，甚至有計劃策劃香港古琴文化
月。吳寒說，展覽計劃有望於
2019年實現。

冀中華文化感染港人
“到香港做古琴文化交流

是最有必要的。”吳寒說，古
琴文化具有強烈的民族屬性和
時空屬性，它不僅是中華傳統
文化的代表，更是傳統文化中
雅文化的代表。它一方面可以
直抵人心，另一方面可以通達
上古，因此最有利於人們領略
中華文化的魅力。
在吳寒看來，任何一種藝術
形式都是適應其文明世界內心精
神的產物，古琴也不例外。“古
琴的民族屬性就在於它是中華民
族獨有的華夏民族審美的核心表
達，有鮮明的民族個性與特點，

重視宣琴言志、以琴載道。凡稱
琴家，其樂音之中必有哲學思
考。時空屬性則指操琴需擇景，
富古意，要保持古之士人的風
範，不端坐不彈，衣不整不彈，
必須絕塵俗，勿褻瀆。”
吳寒認為，古琴不僅承載
了先人對於生活品味的追求，
更融匯了撫琴聽琴者的文化修
養和哲學思考。到香港宣介古
琴文化，將有助於香港同胞深
入了解民族文化的精髓，承繼
古人托物言志、兼濟天下的胸
懷與風範。

■吳寒向孩童傳授古琴之道
吳寒向孩童傳授古琴之道。
。

甘棄房產 整輯文獻傾力播琴
古琴自誕生時起，
古琴自誕生時起
，就自帶陽春
白雪、曲高和寡的氣質
白雪、
曲高和寡的氣質。
。操琴時那
種君臨天下、
種君臨天下
、不問有無的風範
不問有無的風範，
，既
令知音者迷醉，
令知音者迷醉
，也令世俗者遠之
也令世俗者遠之。
。
這種清高孤傲的品格，
這種清高孤傲的品格
，注定了古琴
文化的傳承傳播不會是一條坦途。
文化的傳承傳播不會是一條坦途
。
但吳寒就認準了這條路，
但吳寒就認準了這條路
，因為他清
楚“傳統文化需要衛道者
傳統文化需要衛道者”。
”。
“現在古琴界大都是演奏型琴

者，願做古琴文獻整理者屈指可數
願做古琴文獻整理者屈指可數，
，
而樂意自掏腰包操辦文化展覽活動
的，就更少了
就更少了。”
。”吳寒說
吳寒說，
，為了補齊
圈子裡的這塊短板，
圈子裡的這塊短板
，自己甘願坐上冷
板凳。
板凳
。目前
目前，
，吳寒正在緊鑼密鼓地整
理全國古琴古籍類典籍目錄綱要，
理全國古琴古籍類典籍目錄綱要
，預
計兩三年後可以完工。
計兩三年後可以完工
。而從 2012 年
啟動的古琴文化展，
啟動的古琴文化展
，在吳寒手上也聲
譽日隆，
譽日隆
，影響益廣
影響益廣。
。

為了更好地傳播古琴文化，
為了更好地傳播古琴文化
，
吳寒先後在北京市區和北京遠郊
開闢了兩個古琴基地，
開闢了兩個古琴基地
， 囤料
囤料、
、製
琴 、 交流
交流，
， 關於古琴的一切活動
開始有了專屬場地。
開始有了專屬場地
。 而為了保持
獨 立和純粹的運作狀態
立和純粹的運作狀態，
， 吳寒拒
絕了不少有意介入的資本，
絕了不少有意介入的資本
， 堅持
自掏腰包，
自掏腰包
， 結果為了給琴安
結果為了給琴安家
家，
吳寒和家人先後賣掉了北京和江

蘇老家的兩處房產 。
蘇老家的兩處房產。
“古琴學科建設
古琴學科建設，
，從現在起至
少需要兩三代人的傾力付出才能完
成，而絕非發表幾篇文章
而絕非發表幾篇文章、
、出幾本
書那麼簡單。”
書那麼簡單
。”吳寒說
吳寒說，
，任何生長
在這片土地上的人都應該熱愛、
在這片土地上的人都應該熱愛
、保
護自己的文化，
護自己的文化
，這應該成為一種信
仰。而普及古琴文化
而普及古琴文化，
，就是自己最
大的夙願，
大的夙願
，更是一生的執念
更是一生的執念。
。

國際峰會奏《山居吟》 曲終人讚
2017 年 5 月，“一帶一路”
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召開，
29 位外國元首及政府首腦齊聚北
京。在各國領導人商討國事之
餘，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夫人彭
麗媛邀請與會外方團長配偶來到
故宮御花園，欣賞中國傳統文藝
表演，其中第二篇章《山居吟》
即是吳寒帶來的宋代古琴名曲。
“最開始導演向我徵詢表演
曲目，我覺得‘一帶一路’之上

多有明山秀水，因此推薦了《山
居吟》。”吳寒回憶，導演之前
曾參觀過自己操辦的古琴文化
展，對展品故宮藏畫《弘曆撫琴
圖》印象深刻。
後來幾經推敲，導演乾脆按
照《弘曆撫琴圖》的場景裝置古
琴演奏現場，整個演出篇章也由
最初的《絲路長安》改名為《山
居吟》。
當天演出現場，吳寒一襲對

襟華服，正襟而坐，二位童子奉
香奉花。伴隨香煙裊裊、花香沁
人，悠遠淡雅的琴聲從吳寒的指
間流出：虛谷的回響、松間的長
風、蒼茫的暮色，似在眼前一一
浮現。琴音絲絲扣扣，縹緲悠
遠，撫琴和聽琴就融在古琴幻化
出的自然山水間，透過指尖所營
之境神遊交集。一眾外國貴賓徹
底沉醉其中，或閉目晃頭，或彈
指打板。曲至高潮，一些外國貴

多年來，吳寒積極投身古琴文化保護工作，復原四大名琴就
是一件“壯舉”。在複製齊桓公的“號鐘”、楚莊王的“繞
樑”、司馬相如的“綠綺”時，都很順利，唯獨蔡邕的“焦尾”
成了一道難題。根據形制定法，靠近古琴納音處的龍池從來都是
圓或長方等形，但古籍所載“焦尾”的琴頭卻上圓下尖，簡直聞
所未聞。古籍所載是否訛誤？真實焦尾究竟若何？吳寒陷入良久
苦思。
後來一個雨夜，在窗前撫琴的吳寒看着雨滴，突然頓悟：
“焦尾”本是蔡邕從火灶中搶回的一塊絕好木料。中國文化講究
陰陽和合，古琴亦如此。徒有火之燥烈，顯然不合古琴氣質，或
許蔡邕就是想借助水滴狀的龍池造型，來調和水火、平衡陰陽
吧。感悟至此，再無困惑，吳寒很快完
成了焦尾琴的複製。
與風格各異的名琴一樣，古琴演奏亦
有“一人一曲”之說，即同一首曲子，不
同人彈奏便有不同的韻味，而不強求千曲
一面、千人同音。“古琴不重音樂性，它
強調的是宣情言志、以琴載道，因此弱化
古琴有助民眾了解中國傳
具象、單寫其意才是古琴的精髓。”吳寒
統文化
話鋒一轉，“到現在我也不知道陽關古寺
製作：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主持的法號，我們彼此知音就夠了，這也
全媒體新聞中心
是琴人間的寫意之交。”

賓甚至舞蹈起來。一曲終了，外
國貴賓紛紛湧入澄瑞亭，交流合
影，彷彿完全忘記了後面的參觀
環節。
“當時彭教授說，這才是真
正的中國文化。”吳寒回憶道，
在那樣一個中國主場外交場合，
“第一夫人”彭麗媛在眾位國際
貴賓面前與己握手褒讚時，臉上
洋溢出的那份文化自信令他久久
難忘。

■吳寒多年來投入大量
精力整理古琴典籍。
精力整理古琴典籍
。

■吳寒在故宮表演。

■吳寒攜琴走四方
吳寒攜琴走四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