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隨內地《中國好聲音》、《我是歌手》
等愈來愈多優秀的節目出現，讀者朋友或許
會有同感，中國沉默許久的搖滾歌曲又重新
走進了大眾眼球。筆者認為，這不僅是因為
時代進步帶來的轉變，同時也是搖滾詞曲自
身散發魅力的必然結果。
最近，名家談論某種流行文化作品時，都
喜歡用一個詞「走心」來形容它的好壞。所
謂「走心」就是說：社會呈現某種發展趨
勢，而這種趨勢就是以感動別人，照顧他人
內心世界需求而成為一種趨勢。或許搖滾歌
曲正好滿足了觀眾對真誠的渴望，其歌詞的
強烈寫實性及人文色彩，感動了人們的內心
世界，做到了真正的「走心」。

歌詞多寫心裡壓力
從80年代到現在，搖滾歌曲從崔健、竇
唯、何勇、唐朝走到了許巍、鄭鈞、汪峰，
他們帶來了許多優秀的作品。內地改革開放
初期，歌曲的音樂旋律受到了外國音樂的極
大感染，但是歌詞卻赤裸裸地書寫了人們封
閉多時，難以接受外界的痛苦及心裡承受極
大壓力的現實。崔健在他那首著名的《一無
所有》寫到：
「我曾經問個不休 / 你何時跟我走 / 可你
卻總是笑我 / 一無所有 / 噢……你何時跟我
走……我要抓起你的雙手 / 這時你的手在顫
抖 / 莫非你是正在告訴我 / 你愛我一無所

有……」
細細品味，我們便可在歌詞中體會作者當

時那種關於愛情與麵包膠的心理，這顯然
也是大部分人面對愛情與現實時，矛盾與焦
躁的內心世界寫照。
再看最近很火的歌手汪峰的《存在》，歌

詞這樣寫到：
「多少人走卻困在原地 / 多少人活卻

如同死去 / 多少人愛卻好似分離 / 多少人
笑卻滿含淚滴 / 誰知道我們該去向何處 /
誰明白生命已變為何物 / 是否找個藉口繼續
苟活 / 或是展翅高飛保持憤怒……」
作者通過反覆追問、敲打內心世界，引導

思考存在的真正意義，把怎樣才能存在得更
好的一個巨大課題，用簡單的語言呈現在每
個人面前……
人類發明了文字，文字媒介的價值就是記

錄人類文明，表達內在情感。無論是寫歌詞
還是寫文章，只要善用文字，表達自我內心
世界時，真正的「走心」引起共鳴，才可以
感動讀者，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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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一起「走心」

中文之煉丹術士

名 師 應 試 錦 囊名 師 應 試 錦 囊 ■吳一敏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中文科副主任

■張家豪
作者介紹︰現職中學中文科老師

當代中文作家中，論產量之豐、文體涉獵之
廣，首推余光中。
余光中祖籍福建，1928年生於南京，曾旅居

歐美和香港等地，後定居台灣至今。余光中憶
述幼時便背誦大量優美古文諸如《諫太宗十思
疏》等，打下扎實的古文根基，加之遍讀中西
名著，又對英語、西班牙語等用功甚勤，使他
能涵泳於散文、新詩、翻譯、評論這創作的四
度空間中。

把文字壓搥拉磨
余光中擅寫新詩，其詩風格多變，技巧層出
不窮，早已超越前人；其筆下文字圓熟、優美
典雅，想像力之所及，更溢出詩歌的界限，幽
默而新鮮的譬喻盈於其散文和文藝評論。
他曾如此勾勒自己的創作藍圖︰「我真想在
中國文字的風爐中，煉出一顆丹來。在這一類
作品裡，我嘗試把中國的文字壓縮，搥扁，拉
長，磨利，把它拆開又拼攏，折來且疊去，為
了試驗它的速度、密度和彈性。我的理想是要
讓中國的文字，在變化各殊的句法中，交響成
一個大樂隊，而作家的筆應該一揮百應，如交
響樂的指揮杖。」

「台灣是妻子，香港是情人。」
說起余光中，不少讀者都會想到他的《鄉

愁》。《鄉愁》一詩用語淺白而意象深刻，一
唱三嘆，乃兩岸三地芸芸學子的新詩啟蒙範
文。余光中半生飄泊，曾這樣吐露情感歸屬︰
「大陸是母親，台灣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歐
洲是外遇。」念祖國如母親的「鄉愁」，開鑿
了他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創作靈感的泉源。當時
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的余光中，居於九廣鐵路
的中途站沙田，他想像鐵路如臍帶，接連母親
與嬰孩（內地和香港），然鐵路不可企及的
「那一頭」才是他情感的終點站。其時回鄉無
門的遊子飽受鄉愁煎熬，遂有如詩的散文集
《青青邊愁》、《記憶像鐵軌一樣長》誕生。

文章的結尾很重要，對於整篇文有一個總結與深化
主題的作用，上兩期我們分別介紹了前中部分在中品
和上品作品之間有什麼不同，這期我們就看看最後的
總結部分，並對全文作出總結。
第四段（結尾）

例文一（中品）
我們年輕一代好應該盡自己所能，多做義工，把你
手中的玫瑰贈予他人，因為我們也會有老去的一天。

例文二（上品）
「助人為樂」的本義原來是要發自內心去幫助別

人，把自己的尊嚴、利益先放下，盡全力去幫助，才
能獲得無上的滿足感。這充實的一天讓我學習到了很
多無價之寶。日後我要改變對事物的態度，因為只要
肯做，就可以做到。我自身的疲累在需要幫助的人面
前，顯得十分渺小。只要抱「犧牲小我完成大我」
的精神，每個人都盡一分綿力，便能幫助到好多有需
要的人。在社會上，即使有些人是冷酷無情，但是不
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對全部人都抱有絕望的心
態。因為在這個世界上，依然有像上班族男士般熱心
公益的人，也有像小學同學般努力幫助他人的人。這
時，我身的校服變得光潔亮麗，因為我也成為這樣
的人。

文章忌草草收尾文章忌草草收尾 盡可能深化主題盡可能深化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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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討論非常講究「風度」和表達得體的問題，但很
多同學可能都會以為風度只是指不要常常搶發言。但其
實並非如此。以下將從各方面討論「風度」的問題。
首先，出現兩人同時發言時，如果出現疊聲的情況，

同學應該如何處理呢？建議同學第一次時理應禮讓的，
而且禮讓時應該表現得落落大方。例如：微笑和做出
「請」的手勢。千萬不要讓別人發言後露出一副失落和
不甘的嘴臉，這樣會失去寶貴的加分機會。建議同學更
應專注地聆聽，因為下一位發言的很大機會是自己。那
麼每次都禮讓，不就沒有機會發言了？所以同學在第二
次出現疊聲情況時，的確可以選擇不讓。

切勿語氣過激
另一個有關風度的問題，就是要注意發言的語速。尤
其遭到同學質疑和反駁時，同學很容易會語速加快，或
語氣激動。又或會冒出「我剛才都不是這樣意思」的句
子，語帶生氣。同學宜改善用字，例如改為：「我想剛
才同學可能誤會我的意思了，我不如再解釋得詳細一
些。」至於語速太慢，亦會令人不耐煩。一到考試時，
小組討論的節奏都較明快，所以同學稍為中斷了一下，
很容易被搶發言。討論的中段，也有同學為發言而發
言，但可能因為覺得自己沒有重點，就愈說愈長，拖足
一兩分鐘。這樣很容易弄巧反拙。
如以上技巧較難掌握，可以考慮在內容上、用詞上作

改善，使自己成為一個得體的發言者。首先，不要使用
通識的用語，如：「我很大程度上不同意」、「我某程
度上同意」。同意就是同意，立場不宜不堅定。
不過，還是有例外的情況，例如針對以下題目：「行

人專用區街頭表演盛行，有人認為這是城市景點，亦有
人認為對居民造成騷擾，試談談你的意見。」這一題，
其實同學既可以認同是城市景點，同時也認同部分表演
會造成騷擾。因為題目根本不是問：「街頭表演是好還
是不好？」或「應禁止還是不應禁止」。因此，同學宜
特別注意題目的指示了。

尚 友 古 人尚 友 古 人

烏蘭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語言傳意學部講師
網址：http://www.hkct.edu.hk
聯絡電郵：dlc@hkct.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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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陽紙貴因左思
西晉文學家左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今山東淄博市

東）人。父親左熹，字彥雍，出身於小官吏。妹妹左棻，
比左思小兩歲，左思母親早死，靠父親撫養成人。左思少
年時代曾學過鍾繇、胡昭的書法，並學鼓琴，都沒有學
成，他的長相也不怎麼好，還有些口吃。有一天，左熹的
朋友來看左熹，無意中談到左思的學習情況。左熹說：
「這孩子所知不多，讀的書比較少，不及我年少時。」左
思聽了，很不是滋味，便發憤學習，閱讀了很多書籍。左
思的妹妹左棻學習也很勤奮，寫文章、作詩都很好，才名
遠播。在她18歲的時候，被晉武帝司馬炎選入宮中，拜
為美人。於是，左思一家都搬到京師洛陽居住。

當官之便 趁機埋首書堆
左思在洛陽期間，專心準備創作《三都賦》，整個書房

堆滿了書、紙、筆。有時深夜偶得一句，便翻身起床記下
來。當時，賈謐為秘書監，薦舉左思做秘書郎。左思知道
擔任秘書郎，可以閱讀朝廷內部的藏書及各種歷史檔案，
這對他創作《三都賦》是極為有利的，所以在任職以後，
他經常鑽在書堆中，閱讀了大量圖籍，搜集了大量資料。
當時，文壇上的名士陸機也曾打算寫《三都賦》，現在聽
說左思在寫，不禁拍手大笑，便寫了一封信給他弟弟陸
雲。信中說：「這裡有個鄉下佬竟想作《三都賦》，等他
寫好了，把它拿來蓋酒罎子吧！」
十年以後，《三都賦》終於完成了。好多人對這一作品

的內容沒有作過研究，就隨便加以議論和責難，這使左思
感到很苦悶。便把它拿去給當時一位著名的文學家張華去

看。張華看了對左思說：「你的《三都賦》寫得好極了，
簡直可以和東漢張衡的《二京賦》相媲美。可惜沒有引起
社會上的重視。你最好去請一些有學識、有名望的人士評
介一下吧！」於是，左思懷惴惴不安的心情，前去拜訪
博學多才、享有盛譽的皇甫謐。
皇甫謐讀完《三都賦》也跟張華一樣大為讚賞。並且為

這篇賦寫了一篇序言。這樣一來，人們就爭互相傳抄
《三都賦》，使得洛陽的紙價一下子貴了好幾倍。從前那
些責難過左思的人，如今都轉過來恭維他，連嘲諷他的陸
機在讀了《三都賦》以後，也不得不連連稱讚。

倒楣國舅爺 官運不亨通
然而，左思的官運並不亨通，他雖然與晉武帝攀上了親

戚，但左棻是以文才而不是美貌被選入宮的，並未受到晉
武帝的寵幸，更不用說晉武帝來提拔這位舅爺了。晉朝的
等級森嚴，由於門第的限制，有才能而出身寒微的人只能
屈居下位，而世族子弟卻依靠父兄功業竊據高位。左思借
題發揮，寫了一首《詠史》詩，來抒發「英俊沉下僚」的
不平。「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
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
朝。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
招。」他用松和苗做比喻，來批評門閥制度的不合理。左
思的《詠史》詩共有8 首，名為詠史，實為詠懷。他對當
時門閥世族把持朝政的現實感到非常不滿，因而大聲疾
呼，抒發了蔑視權貴的反抗精神。詩風雄渾，語言遒勁，
高出於當時其他詩人。 （標題與小題為編輯所加）

鬱鬱澗底松①，離離山上苗②。
以彼徑寸莖③，蔭此百尺條④。
世胄躡高位⑤，英俊沉下僚⑥。
地勢使之然，由然非一朝。
金張藉舊業⑦，七葉珥漢貂⑧。
馮公豈不偉⑨，白首不見招。

書籍簡介︰本書精選一百五十多首詩
歌，按照朝代順序先後排列，以故事的
形式，生動形象地展示著名詩篇的出典
和背景，閱讀故事不僅是一個輕鬆愉快
拓展知識的過程，也可以幫助理解詩歌
的含義，可以加深對古代社會的了解。

■資料提供︰

■劉穎珊中文尖子

註釋
①鬱鬱，茂盛貌。
②離離，下垂貌。苗，初生的草木。這兩句用澗底高

大的青松，比喻出身寒門的賢士；用山上矮小的苗
葉，比喻出身世族的庸才。

③徑寸莖，直徑僅一寸的莖稈。指山上苗。
④蔭，遮蓋。百尺條，指澗底松；條，樹枝。徑等之

苗能遮蓋百尺之條，也是地勢使之如此。
⑤世胄，世家子弟。躡，登。
⑥下僚，小官。
⑦金張，指西漢宣帝時的大官金日磾和張安世。藉，

憑藉；依靠。舊業，先人的遺業。
⑧七葉，七代。珥，插。貂，貂鼠尾。漢代凡侍中、中

常侍等大官，冠旁皆插貂鼠尾作裝飾。珥漢貂是在朝
做大官的意思。

⑨馮公，指馮唐，生於漢文帝時，武帝時仍居郎官小職。
偉，奇偉不凡。最後四句，雖詠漢代史實，但作者所
抨擊的卻是當時的社會。

兩者比較
例文一的結尾段未能深化文章主題，可說是結尾草
草。相反，例文二能清晰指出「助人為樂」的意義，結
尾段落更可起到總結全文的作用。

例文一總評：
立意：利用一次探訪老人並與其詳談的經歷，不僅帶出

助人為快樂之本的體會，更能點出社會上忽略老
人問題的情況，帶出反哺精神。

總評：取材恰當，情境真實，惟感受略欠深刻。
結構：順序記敘事件的經過及作者的所見所感，段落銜

接自然，亦能恰當運用首尾呼應。
例文二總評：
立意：本文藉一次賣旗的經歷，詳述由討厭賣旗之苦

到明白助人之樂，當中從苦到樂的轉變及醒悟寫
得自然流暢。文末更能抒發對社會上冷酷之事的
看法，認為世上仍有不少人抱持善心，態度樂觀
積極。

總評：取材切當，情景真實，善用修辭。
結構：本文先詳述賣旗的辛苦及討厭賣旗的感受，中段

藉一位小學同學的行為引發「我」的醒悟，最後
抒發體會與感受，組織脈絡清晰，層次分明。

■汪峰（右）在《中國好聲音》的節目片段。 資料圖片 ■崔健 資料圖片

■口語考試很講求風度，很多同學都誤解風度就是不搶
發言，其實風度還可見於很多方面。 資料圖片

詠史（其二） 西晉 左思

■■余光中余光中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