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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Jessica Zhang 

大家好！ GBCCA e-Newsletter 通訊季刊又和大家見面了。 萬分感謝眾位

GBCCA成員，EC Team 成員的賜稿和大力協助。 希望大家繼續投稿，支持 

e-Newsletter。 

  

從本期開始，e-Newsletter 將推出六個專欄。 

 

 時事新聞將向大家介紹 GBCCA的新人新事新動向新活動； 

 梨園情懷將推出中國國粹京劇的表演花絮，演員故事和知識介紹； 

 詩詞文學將是文學愛好者們交流詩文欣賞隽咏小文的空間； 

 廚藝美食致力於廚藝共享，食譜交流，將是一個色香味的享受； 

 五彩園藝更是給讀者帶來賞心悅目的各色斑斕； 

 遊記共享讓我們能夠隨著作者的筆尖和鏡頭神遊四方。 

 

希望大家喜歡這些欄目。 如果有什麼新的建議，請隨時和小編聯繫。  

 

您是否曾有靜心品茗時隨手寫下的一首小詩？ 是否有過有感而發的美文？ 

是否有溫馨廚房中妙手偶得的可心菜餚？ 是否在自家花園中看到蓬勃生命

綻放的驚喜？ 是否走過一山一水，用文字和鏡頭記錄下了當時的感慨？  

 

萬望您能夠賜稿給 e-Newsletter，分享生活的感悟和喜悅，讓這個期刊園

地更加豐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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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月 2日，大波士頓中華文化協會在 Framingham 的

Sheraton Hotel舉行了一年一度的年會。 不但有精彩的節目表演，

主題演講，抽獎活動，交誼舞和美食，還進行了 GBCCA 2019 年新一屆

的會長和幹事的交接儀式。  

劉瑋珊會長熱情洋溢地介紹了她的幹事團隊，也為晚會做了精彩的演

講。以下是劉瑋珊會長講話全文。  

女士們，先生們，尊敬的來賓們，大家晚上好！中國新年就要到了，在此，祝福各位新春快

樂，豬年大吉，闔家幸福， 健康平安！ 

我想在座的很多人都認識我，自從 2000 年參加 GBCCA Karaoke Club，幾乎每年的年會上，我

都會唱歌給大家聼，很開心，謝謝大家一路的陪伴。今天我作爲大波士頓文化協會 2019 年的會長站

在這裡，很激動，謝謝大家對我的信任。 

很多人也知道，我是波士頓京劇協會的創辦人，組織者，京劇協會成立於 2007 年，在擔任會

長一職的十年有餘中，傾心經營，對京劇藝術精益求精，會員們在自娛之樂的同時，宣揚京劇傳統藝

術，走遍了大波士頓的大小城镇和社区， 受到了廣大華人的喜愛，以及外國朋友的讚賞和驚嘆。 波

士頓京劇協會已經成長為一個具有豐富表演，以及演出經驗的文化社團。 

今晚，京協台柱演員李曉玲為大家獻上的經典傳統劇目：“貴妃醉酒”一段，無論從化妝，服

裝，唱功，以及表演等方面，都極高的表現了京劇藝術的魅力。 

我很慶幸的是 2019 年的幹事團隊，每個人都來自于波士頓京劇協會。 他們酷愛京劇，努力提

高自身的京劇藝術素養，同時，他們各個能力超強，才力超群，又肯為公益事業付出， 確實是一支

精英團隊。 

我作爲新一任的會長，我有信心擔當此重任，在這一年裏，除了幾個主要重點的活動外，還會

安排和組織一些更有趣的活動，吸引更多的朋友以及年輕人了解和參與 GBCCA；三月份我們的第一期

eNewsletter，即將與大家見面，非常感謝各位朋友投稿， 支持；五月中舉行傳統的“family 

night”， 希望演出團隊恿躍參加，及早做準備；會有文學講座，護膚知識講座，園藝講座，京劇藝

術欣賞講座；我也會舉辦 Cooking Class, 親自教授點心，美食的製作等等。。。。。 

可以透露一下，我的幹事們各個也都是燒菜高手， 今年的活動，會讓大家盡情享受美味佳

肴！ 我還要感謝我的先生陳富雄，無論我做什麽，他都會默默地支持和付出！當然了，我敢打保

票，自釣的鮮魚一定會不失衆望！ 

謝謝大家的大力支持，我會努力做好 GBCCA 的每一項活動，在这一年裏讓大家吃好，喝好，玩

好，樂好！ 

  時事新聞 

來自新任會長的問候 



 

 

 

 

 

前言: 文協合唱團 2018 年度暑期退休會於 8 月 18 在衛斯理城的公共圖書館舉行，本

文乃依據當 日漢語聲韻研習心得分享的部分，由原來的投影片內容整理而成。  

本文: 詩經楚辭以降，漢詩的傳統已有兩千餘年，歷代文人單從文字的對仗排比，就能樂

在其中。 但詩詞歌賦另外還有藉吟唱來發抒性情的功能。漢語每個字有一定的聲調，如

果組合得當， 詩文也能變成樂曲。 李白的「 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就是一例，趙

元任的常州話版，在互聯網上早有流 傳，原音與內容如下： 

棄我去者、 昨日之日不可留  

亂我心者、 今日之日多煩憂  

長風萬里送秋雁、 對此可以酣高樓  

蓬萊文章建安骨、 中間小謝又清發  

俱懷逸興壯思飛、 欲上青天覽明月  

抽刀斷水水更流、 舉杯消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稱意、 明朝散髮弄扁舟  

 

詩社是我們文化裡一道特殊的風景，不僅活躍在文風鼎盛的江南，連日據時期的台灣，也 

能夠維持 300 多個。島內日本人還有他們自己的漢詩社「玉山詩社」。詩人們的吟法口

耳 相傳，用各自的鄉音酬酢唱和，有的詩社則有專用曲譜。趙元任輯成的「常州吟詩樂

調十 七例」則更進一步，用簡譜和拉丁字，把常州詩社唱腔唱詞準確地記錄了下來。  

古人對漢語聲調的認識見諸文字的，始於一千五百年南朝周顒所著「四聲切韻」。粱武帝 

蕭衍對此並不了解，而有「何為四聲」一問，大臣周舍答以「天子聖哲」。當時的首都建 

康，尚未通行現在屬於官話系統的南京話，說的是吳語，吳語有連續變調的特性，幾個字 

合在一起說，各個單字的聲調會變得不一樣，無怪蕭衍有此問題。隋文帝楊廣年輕的時候 

須學講楊州話為官，顯見關瀧地區的的語言在吳地不能溝通，各地腔調，均有不同，解釋 

起來並不容易。  

到了唐代，「平上去入」四聲的說法固定了，當時的僧人學習梵語，對語音的體會遠比常 

人敏感深刻，釋處忠在「元 五音標記法的五個音是相對音高，以蘇州話為例，最低音是

大約是 f # (1)，最高音是 c #,(5)，中間音可以是 a(3),每一個字只在起點處、拐點

處、終點處的音高進行紀錄，普 通話的一聲是陰平，二聲是陽平，三聲 相對於上聲，四

聲是去聲，用五度標記可標作 55, 35,214,51 如下圖所示。 廣東話的九聲五度標記法可

標作 55(陰平),35(陰上),33(陰去),11(陽平),13(陽 上),22(陽上),5(陰入),3(中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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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與平仄    嵇止 

詩詞文學 



 

 

及 2(陽入)，其中的七八九聲是入聲，音節較短，用一個數字就可表示: 台語的七聲八調

則可標作:44,51,31,3,24,51,33, 5, 其中 2,6 聲重複 4,8 聲為入聲  

            

 

近代漢語教學以普通話，也就是北方官話為主，普通話不含入聲，而日、韓、越南漢字文 

化圈內各族習得的漢語發音直接來自漢唐中土，反而保留了入聲，五聲標記法不計聲韻， 

入聲細微之處，必須以羅馬字表示，下表將粵語、台語文讀音、台語白讀音、日語、韓

語、 越南語從零到十的發音列出，其中的一、六、七、八、十的發音，須用近似 pkt 的

子音截 斷，皆屬入聲字。 

 

詩詞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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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兩漢時期，詩詞主要的功用為配樂，是文學史上樂府詩的時代，至今台灣話唱歌的另 

一個說法還是「唸歌詩」。用字的聲調之於詩詞有何作用，要到六朝時期，沈約提出四聲 

的八病之說後，才見系統性的論述。 

 

古人對聲母、韻母、聲調各個語音元素的區分還不十分清楚，所以八病中只有平頭、上

尾、 鶴膝、三項單與聲調有關，如下所示:  

平頭：五言詩的第一、二字與第六、七字（下句第一、二字）聲調相同。  

上尾：五言詩的第五字（出句最後一字）與第十字（對句最後一字）聲調相同。  

鶴膝：五言詩的第五字與第十五字的聲調相同。  

唐人更進一步，為避用不適合的聲調，把詩詞的每一個字都做了規範。 其中七言詩的聲

調規矩包括下列四組排列: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 五言詩的四個組合如下: 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

平  

唐朝的科舉考試有詩賦一科，定下格律，可以方便評分，影響所及，中唐以後，四句絕

句、 八句律詩，或五言、或七言，成為主要的詩詞格式。  

四聲中的上去入三聲較平聲有曲折變化，合稱仄聲。其中的入聲，前面提到在漢語官話裡 

不存在，如何處理，是以普通話吟誦詩詞的一大課題。  

被後人稱作絕句之最王之渙的「涼州詞」可為一例，全文及格律如下所示，其中的「白一 

笛不」四字屬入聲，是仄聲，出格的怨和楊兩字平仄相反，可用拗救解釋。第三句的羌字 

符合七言詩一三五不論，就是 1、3、5 字可不論平仄的例外，這首詩大致聲調諧和。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平平仄仄庂平平 仄仄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仄仄平 平平仄仄仄平平  

王之渙另譜的五言絕句「登鸛雀樓」也是如此，白為入聲，欲字可不論平仄。  

白日依山盡，黄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  

唐末五代，戰亂頻仍，時人對文學的偏好轉變，詩詞不尚工整，每句長短不拘的詩餘變成

主流。 兩宋時期，承平日久，詞曲創作到達頂峰，收錄在「全宋詞」中的詞人多達一千

三百多家，作品 有一萬九千九百餘首。宋詞也論平仄，但較為寬鬆，著重規範韻腳。其

中以岳飛所填的「滿江 紅」，最為傳世，該調九十三字，前段八句四仄韻(歇烈月切)，

後段十句五仄韻(雪滅缺血闕)。 九個入聲字不但符合平仄，也做為韻腳，烘托出全文悲

切沉鬱之氣。  

詩詞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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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髮衝冠，憑闌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  

中仄平平，平中仄、中平中仄。中中仄、中平平仄，仄平中仄。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中仄中平平仄仄，中平中仄平平仄。仄中平、中仄仄平平，平平仄。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  

中中仄，平中仄。平仄仄，平平仄 仄平平，中仄仄平平仄  

壯志饑飱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中仄中平平仄仄，中平中仄平平仄。仄中平、中仄仄平平，平平仄。  

 

古人填詩作詞的主要工具書「廣韻」已有數字化版本，也是本文主要的參考資料。 「廣

韻」原文在諸子百家中國電子書計畫的互聯網的鏈結是 https://ctext.org/guangyun/zh 

經過整理後的版本在韻典網 ytenx.org  

後紀: 文協合唱團 2018 年度的公演已於 11 月 3 日圓滿落幕，本次公演主打台灣歌仔

戲「我身騎白馬」 改編的同名合唱曲，歌仔戲七字一句，一聯四句，句句押韻，比古詩

還嚴謹。如本曲歌詞「身騎 白馬 走三關 、改換素衣 回中原、放下西涼 無人管、一心

只想 王寶釧」的四個閩南語發音的韻 腳所示。  

另有馬致遠的「秋思」一曲，屬元曲曲牌「天淨沙」，格律更嚴，「枯藤老樹昏鴉，小橋

流水 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中一、二、五三句平仄要完全相

同，第三句 的瘦馬兩字，一為去聲，一作上聲，都有規定。元曲所操語音已近現代普通

話，用普通話語的聲 調就可以準確地表達本曲該有的意境了。 演唱會僅有的一首以唐詩

譜就的「草」，節自白居易的「賦得古原草送別」:「離離原上草，一歲 一枯榮。野火燒

不盡，春風吹又生。」一二兩句的平仄為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一歲一枯榮 的一字

為入聲，要是譜曲的阿鏜沒有留意，這首歌就失去原詩的韻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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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豆是一種豆科草本植物，原產於印度和緬甸地區，現在東亞各國普遍種

植。 明代醫學家李時珍的《本草綱目》載：「綠豆消腫下氣，治寒熱，止

泄痢，利小便，除脹滿，厚實腸胃，補益元氣，調和五臟，安精神，去浮

風，潤皮膚，解金石、砒霜、草本等一切毒。」綠豆味甘、性寒，無毒，入

心胃兩經，具有清熱消暑，利尿消腫，潤喉止渴及明目降壓的功效，對中暑

與咽喉炎等有不俗的療效，因此是民間常用的消暑食品。 

這款綠豆糕甜香可口，製作簡單，是家居和外出聚餐的好選擇。  

 去皮綠豆浸泡兩小時，放在大碗中上蒸鍋蒸至能夠捻成粉末。  

 趁熱加入麥芽糖或者桂花釀，並加入少量融化的黃油，攪拌均勻 

 用食物處理機或者手持攪拌棒把綠豆打成細緻的綠豆泥 

 將綠豆泥搓成丸狀，每丸 25克 

 用模具壓成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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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糖綠豆糕    Jessica Zhang 

廚藝美食 



 

 

 

 

 

                                                                                           

 

糯米鬆糕香甜軟糯，溫潤可口，在乾果和葡萄乾的陪襯下，更是回味悠長，

是不可多得的美食。 這一款果仁糯米鬆糕用了椰奶，更增加了一份椰香。  

 糯米粉 500克，糖 75克，鹽 3克，放入適量椰奶，攪拌成剛剛成塊能

夠碾碎的糯米粑 

 用食物篩子將糯米粑碾碎過篩成糯米糕粉備用 

 準備自己喜愛的果仁：山核桃，南瓜子，葡萄乾（略微泡軟）等等 

 蒸籠上鋪面積大的 cheese cloth，放一個圓形模具，均勻鋪上一層糯

米糕粉，再鋪一層果仁，和第二層糯米糕粉，最後放一層果仁。用

Cheese cloth蓋上。 

 大火蒸約 25分鐘 

 用 cheese cloth 的邊緣將鬆糕和模具一起取出 

 將鬆糕脫模，就可以享用了。  

 鬆糕的果仁還可以用甜赤豆，桂花糖，玫瑰膏或者其他甜品代替，做

出不同口味的鬆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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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藝美食 

果仁糯米鬆糕    Jessica Zhang 



 

 

 

 

 

 

花似金杯薦玉盤，炯然光照一庭寒。 

世間复有雲梯子，獻與嫦娥月裡看。 

             --- 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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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波仙子：中國水仙花    風淡雲清 

五彩園藝 



 

 

 

今年剛聽說美國有賣福建漳州的水仙花，思鄉之情油然而生，彷彿嗅到水仙

清幽的芳香。 把花蕾剝去外面一層深褐色的外皮，露出潔白如玉的肌膚。 

小心翼翼的劃開剝去緊裹著嫩芽和花苞的白色包膜，就好像給綠葉和花苞鬆

綁，讓它們更快更自由的生長。想讓葉子有不同的彎曲度就雕刻不同的深

度。刻好後在水裡泡上 24小時，洗去粘液，然後就可以上盆了。 

如果用熱水培植，20天不到就會開花。 雖然葉子捲曲度不太夠，但是仍然

亭亭玉立，潔白高雅，美麗妖嬈。 霜禽慾下先偷眼，暗香浮動月黃昏。 

       

 

五彩園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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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多黎各聖胡安     許方敏 

 

時間須臾轉逝，一年前計劃的 2018聖誕節大型集體南加勒比海遊已經不知不覺中到來。

這次出遊總共約有 80多人，分乘不同的飛機，不同的時間甚至不同的機場從波士頓來到

波多黎各聖胡安。經過五個多小時的飛行，我們家和幾家朋友於淩晨抵達了 San Juan 聖

胡安機場，在機場休息室稍適休整之後就興致勃勃地迎著第一縷晨曦直奔 Cafe Marlloca 

開始了第一站 波多黎哥首都一日遊。 

踩著開門的點來到小早點館門口，就被滿滿一屋的顧客小刺激了一下，心裏默念不要沒座

啊，但同時又自我安慰：人多必定好吃😋。迫不及待地推門而入，滿眼望去果然所有的桌

子都被更早起的“吃貨”全部占領，他們難道提前排隊不成？！在得到店家首肯之後，我

們一行 8人在吧臺前一字排開就坐，感覺房間裏連最後一點的休閑氣氛都有如易燃氣體般

瞬間被這熱火朝天的奮不顧吃的精神所燃盡。感嘆此種小店本應是慢悠悠的度假畫風，但

奈何網絡時代，紅了之後，事物已非初衷。可是我們旅行中也不想錯過網紅呢。Marlloca 

是當地的一種小長條白面包，兩面鐵板一夾，烤一下，中間夾入🥓，煎蛋和🥓，其實味道

也和美式早餐並無二致，只有當地咖啡真是苦到掉眉毛的苦。突然想到每當老外問我為什

麼喜歡吃苦瓜（誰愛吃苦的東西？！），我總不知如何描述此苦非彼苦，這不也有喜歡吃

苦的老外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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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記分享 



 

 

       

飽歺之後，太陽才爬上一桿。剛從波士頓幹冷的寒冬飛到這黏濕的熱帶，大家還沒開逛就

已招架不住，紛紛脫衣褪衫，釋放即是身體又是心中升騰的熱氣。此次旅行前我們兩口子

不幸都患上拖延癥➕依賴癥，臨時把此遊定義為休閑（懶散）遊。因此今天漫步在聖胡安

市的小街小巷，我們的👀額外勤奮，到處東張西望，左顧右盼，既然不知瞧啥，也就只好

隨意隨心，反正個景入各眼。漂亮的彩色房子，數不清的西班牙式的城堡是我心中的聖胡

安打開的模式。窄窄的巷子青磚鋪就，雨後的地面一塵不染，兩側的房子粉刷成各種漂亮

顏色，墻壁上偶爾點綴著鮮花，配以藍天白雲，一派生機盎然。想起一年多前波城興起一

波捐款給波多黎各，是為把海嘯中流離失所的貓咪用飛機運到麻州動物救助站以期盼好心

人認領。想來這些🐱星人平時總有善良的人們施舍些食物以度日，海嘯之後人們自顧不

暇，便已無法照應它們，便想到了國際救助這個法子。 

走到舊城的最端頭便遇見了西班牙式城堡 Castillo San Felipe del Morro。趕上床鋪總

統的聯邦政府關門大吉日，城堡不開門，只能圍著城墻走一走，卻也遇見不少風景。城堡

是依海而建的防禦體系，面向大海一面是礁石峭壁形成天然屏障，另一面是縱深幾百米的

寬闊大草坪。城堡各個角落突出來的小瞭望臺獨具特色，僅容兩人錯身的狹小空間上蓋以

半球圓頂，簡潔開口鑿於目高之處用於偵察之用，整體小巧美觀，襯與鱗波閃閃的深邃大

海，呈現簡潔利落之美。但似乎在西班牙並未見過這種風格。聖胡安舊城中還有一個城

堡，Castillo San Cristobal 坐落於舊城的另一端。以前不知聖胡安是歐洲人在美國領

地上建立的第一個城市，文藝復興時期的西班牙曾是強霸一時的歐洲殖民強國，沿海國家

打就了其強大的海軍力量，始於 1492年的哥倫布新大陸發現之旅本質就是殖民擴張，哥 

遊記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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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布最終也因著發現美洲大陸而名垂千史。El Morro 城堡外，廣闊的草坪上大蜥蜴呆萌

而立，騙得頑皮小孩以為他們沒準兒步履沈滯，行動緩慢，便大膽試圖靠近想摸一摸；誰

知還未來得及伸直手臂，蜥蜴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移步幾尺之外。如此反復多次，甚是

有趣，不知蜥蜴和孩童誰在逗弄誰。不經意之間，海上一道彩虹🌈架在城堡之側，天作之

美，美不勝收！ 

 

 

 

遊記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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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親汪大蘭宗梅（蘭芳）從小就喜歡京劇,自幼外公就請富雲霞老師親授梅派青衣，

七歲唱《汾河灣》十一歲能演《坐宮》。 她一生崇拜梅蘭芳大師，但由於出身於書香之

家父母允許只准愛好不能入行，雖然如此，我母親始終熱愛国粹，一直不斷地認真專研梅

派唱腔藝術。                                 

小時候的我常常聽她吊噪子，念道白，和朋友一起探討戲曲。母親有一副天生的好嗓

子，圓潤，寬，亮，甜，曾在各地演出了許多梅派名劇，如《玉堂春》《凰還巢》《宇宙

鋒》《白蛇傳》《寶蓮燈》《龍鳳呈祥》等等。與她同台演出的內行名角有顧仰臣，劉秉

昆，王玉田，童祥岑，李崇善和姚玉成等。文革開放，傳統戏恢復后，己是高令 70多歲

的母親，在上海京劇院一团的協助演出下，還有上海京劇院一級演奏員尤繼舜先生親自操

琴，在上海逸夫舞台演出了全本的”穆桂英掛帥”“斷橋” 等名剧，深受京劇界內外行

友人贊揚和戲迷們的歡迎和愛戴。                              

記得小時候母親經常說,京劇之能稱為國粹,是在於它對藝術的嚴谨和嚴格，四功五法

都要顧全到，服裝和裝扮，演員在舞台上的唱念身段在舞台上都要給觀眾呈現高雅和美的

的感覺，而京劇的劇本內容也是有教育意義的，它有忠孝仁儀，盡忠報國, 真摯愛情，善

與惡的分別，和教為人處世的人生道理。現在我能有體會到母親說的這一番話。 由於這

些年來自己也在不斷的學習和了解京剧,特別是加入了波士頓劇协的 10多年來對國粹有了

更多的認識和深愛，非常感謝我母親給了我京劇的熏淘，也非常感謝劉瑋珊會長為我們的

戲曲愛好者提供了一個平台，讓我們能為弘揚國粹和傳承中華文化盡上一些微薄之力.附

上幾張母親 75歲登台的劇照. 

 

梨園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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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劇名票 汪大蘭     by Mary Wong 



 

 

 

 

 

 

 

    京劇藝術耐人尋味，韻味醇厚。京劇舞臺藝術在文學、表演、音樂、唱腔、鑼

鼓、化妝、臉譜等各個方面，通過無數藝人的長期舞臺實踐，構成了壹套互相制約、相得

益彰的格律化和規範化的程式。 

京劇作為創造舞臺形象的藝術手段是十分豐富的，而用法又是十分嚴格的。不能駕馭

這些程式，就無法完成京劇舞臺藝術的創造。由於京劇的形成之初，便進入了宮廷，使它

的發育成長不同於地方劇種。要求它所要表現的生活領域更寬，所要塑造的人物類型更

多，對它的技藝的全面性、完整性也要求得更嚴，對它創造舞臺形象的美學要求也更高。 

因而，京劇的表演藝術更趨於虛實結合的表現手法，最大限度地超脫了舞臺空間和時

間的限制，以達到“以形傳神、形神兼備”的藝術境界。表演上要求精致細膩、處處入

戲；唱腔上要求悠揚委婉、聲情並茂；武戲則不以火爆勇猛取勝，而以“武戲文唱”見

佳。 

20世紀的第壹個 50 年，是中國京劇的鼎盛時期，著名的的“四大名旦”、前後“四

大須生”都產生於這個時期。 李曉玲是一位出身於梨園世家的專業京劇演員，致力於在

美國傳播中國傳統戲曲文化。 在以後的期刊裡，李曉玲將繼續與大家探討京劇這門獨特

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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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京劇藝術特色        李曉玲        

梨園情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