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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藏於文學 考題散見各卷

中文課程要求學生能掌握聽、說、讀、寫諸能力，因此
在公開考試也各設一卷並及綜合能力，評核學生的學習成
果。但是課程中除了以上所提、有明確試卷評核的外，也
還有其他學習範疇，雖沒有指明的獨立卷別，但卻散落於
各卷之中，這便是文學文化、品德情意、思維等內容。本
文以閱讀卷為例，說說公開考試中的文學文化元素。
卷一閱讀卷有白話文及文言文，各涉豐富的文學文化知
識，談起來混雜紛紜。為了方便說明，就選取 2014 年徐
國能的《第九味》一文略加說明。

味道暗藏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的主流，在此文中也可略見一二。
例如曾先生談及辣味時指出辣是「王者之味」，「有君子
自重之道在其中」。而且認為「用辣宜猛，否則便是昏君
庸主，綱紀凌遲，人人可欺，國焉有不亡之理？」這便是
儒家傳統對明君與昏君的論斷。談及甜味時，指出此乃
「后妃之味」「能解辣，最怡人，如秋月春風，但用甜則
尚淡，才是淑女之德，過膩之甜最令人反感，是露骨的諂
媚。」此不禁讓人想起唐太宗長孫皇后的「后妃之德」及

文憑試攻防略

妹喜、妲己、褒姒之類的禍水。
曾先生又說：「辣甜鹹苦是四主味，屬正；酸澀腥沖是
四賓味，屬偏，偏不能勝正而賓不能奪主。」這更是儒家
所提「三綱五常」的戒命，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不可逾越；談及苦味時則「如晚秋之菊，冬雪之
梅」，有「窮則獨善其身」之意，伯夷、叔齊、陶淵明等
隱逸之士躍然紙上。
文中也充滿中國傳統哲理。如曾先生對於父親勤寫筆
記不以為然。「他常說烹調之道要自出機杼，得於心而
忘於形。」這正是先秦道家或魏晉玄學所談的「得魚忘
筌」、「得意忘象」、「得意忘形」，甚或可推至佛家
禪宗「拈花示意」，「不立文字、以心傳心」的學習理
趣；曾先生又談及「好的筵席應以正奇相生而始，正奇
相剋而終⋯⋯」這正是陰陽五行相生相剋的理論。

題眼留白 引發遐想
至於文中的題眼—「第九味」，曾先生一直沒有告訴
作者「真義究竟是什麼」，但在與父親談及偶遇曾先生一
事中，作者已「覺得天地間充滿了學問，一啄一飲都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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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寛慰。」給人一種國畫留白的空間，引人無限遐
想。也有《紅樓夢》中「世事洞明皆學問」的深
度，更有六祖惠能「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的哲理。
了解此文，掌握一點近當代史也是不可少的。文
中第十段談及曾先生的身世，說他是湘鄉人，可
能是曾國藩的遠親。有這種背景才有機會師承御
廚，「喫盡天地精華。」

讀文先識曾國藩
首先我們便要了解曾國藩是何許人。他便是清
末「同治中興」的大臣，領導湘軍平定了曾經佔據
半壁江山丶險些把清廷滅掉的太平軍，是清末社稷
之臣，權傾一時。至於作者「學校畢業後」「被分
發至澎湖當裝甲兵」之說，同學也需先了解，1949 年
國共內戰後，國民黨退守台灣，行徵兵制，而澎湖遂成
前線的歷史背景。
中文對於大部分香港學生來說是母語，是第一語言，因
此不似作為第二語言的英文只要求學生達到聽、說、讀、
寫的應用層面便可。

■畢在言
作者簡介：中文老師，行將退役，以言教始，盼不以言
教終。曾多年擔任公開試閱卷員、口試主考工作。

尖子教路

從今年開始，聆聽與綜合能力歸併為同一
卷，各佔新卷三分數的兩成和八成，合佔全
科成績 18%。換言之，單就聆聽而言，僅僅
佔全科成績 3.6%。這是否代表同學可以對聆
聽訓練掉以輕心？筆者認為語文科向來重視
「聽」、「說」、「讀」、「寫」四大能力
的均衡發展。「聽」除了是訓練同學對資訊
的接收和理解外，更進一步是要強化高階思
考能力，譬如是歸納、推敲、評鑑、比較及
應用。這些能力，在其餘各卷都是通用的。

學生多感立意難

題型與閱讀卷類似
■雞尾包

網上圖片

別温馨。買雞尾包的地方雖然改變了，但對雞尾包的喜
愛，我始終如一。後來，知道了雞尾包的緣起，對它更是
情有獨鍾。
雞尾包的味道，柔韌如絲、先澀後甘。戰後的香港，大
量難民從內地湧來，他們作客他鄉，物質匱乏、生活苦
澀；然而，他們擁有的是頑強的生命力，不問艱辛，總想
為這異地打拚出一個美好的未來，雞尾包就是在這樣環境
孕育出來的。據說，有麵包店東主不想把賣剩的麵包扔
掉，他把當天所有賣剩的麵包搓碎，再混合了砂糖作為明
早的餡料，物盡其用地把物資循環再用；這有點像西方的
雞尾酒，故命之名為「雞尾包」。
後來，餡料加入椰絲，使雞尾包更為可口大受歡迎！當
時香港人窮困、早餐無着落，麵包店東主這種助人利己的
精神，體現了香港人強大的凝聚力。
雞尾包的由來，不正是香港人的寫照嗎？當生活苦澀，
別人不重視我們的時候，我們卻群策群力團結起來，排除
萬難，以拚搏、求變、創新的精神改變現狀，這就是「雞
尾包味道」的寫照—詠生命曾經苦澀，成果而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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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引新卷三的樣本試題為例，考題設置甚
具深度，顯然不是單純的考記憶。8 題中，有
兩題要求考生歸納原因，如題 2 問「章知行為
什麼擔心話劇不受觀眾歡迎」，題 3 問「現代
版《牡丹亭》成功的原因」，隨問題後列舉
幾個選項讓同學辨析。這種問法其實與閱讀
卷無大差別，只是材料由文本變為語音，但
同樣要掌握信息當中的重點，繼而排除無關

說說詩語

筆者要求學生寫一篇以「××的味道」，發現他們無論
在填寫空缺部分或立意上均感困難。他們沒理會「味道」
這一道關卡，有的寫了「家庭的味道」，但是家庭非食
物，何來味道？如果寫的是體驗，勉強可改為「家庭温暖
的味道」，但是這樣搭配仍有商榷餘地，因為温暖本身已
是廣義的味道。
現以「雞尾包的味道」為例，說明文章之立意與層次。
我喜歡雞尾包，喜歡它那甜膩芳香的味道，和柔韌如絲
的感覺。特別是剛剛出爐的，那指尖上的軟綿猶温，彷彿
已化為味覺、嗅覺，令人垂涎欲滴！那撒落在兩道黃色糖
漿之間的點點芝麻，彷彿已與奶糖椰絲，和着麥香在口中
一起一伏了！雞尾包直是人間美食。戀着這份鍾愛，我彷
彿回到了從前。
雞尾包的味道，是一縷童年的思念。小時候在長洲，爸媽
返工前總留下每人一毫錢買早餐，一毫錢！可以買什麼呢？
可以買一個麵包，買什麼麵包呢？五十多年前，島上選擇不
多，來去只有幾款。豬仔包？太白太淡，視味雙失；奶油
包？一堆奶油，甜得庸俗；波蘿包？餡料外露，欠缺一份尋
幽的驚喜。惟獨雞尾包，甜膩藏在包中，吃時令人有一種意
外收穫的感覺；它像一艘小船，載着不多的豐盛，可以滿足
愛想像的小朋友。那時買麵包，多在中興街二號的聯發士
多；早上一開舖，就帶來口腹和心靈的滿足。
後來，翁熙和餅家在不遠處開張了；店內賣的麵包均用
鐵盤盛載，熱騰騰軟綿綿的，未吃先暖，在寒冷的冬天特

老師腦袋想什麼？

．通識博客（一周時事聚焦、通識把脈）
．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百搭通識

得冷，便不會害怕寒冷啦。」能有這樣神奇的體質，也是挺
有趣的。
物理老師的奇思妙想在課堂尤為突出。大概他的大腦裡蘊
藏了成千上萬的「神奇思維」。若是課堂上提起了一些有趣
的東西，老師會暫時停止講課，和同學一起討論一些神奇有
趣的事情。一講到那些神奇的物理，老師的雙眼便像放出了
光芒一樣，炯炯有神。
物理科因物理老師顯得更神奇了。老師的「兩個大腦」值
得我們學生去探討，或許可以得出「奇思妙想得真知」的結
論呢。

．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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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知識和思考能力是各卷共通的。聆聽
卷雖然佔分減少，甚至似是食之無味，但筆
者希望同學仍然要認真對待每次的聆聽訓
練，不要抱住失分也無關緊要的心態，要仔
細審視自己發揮不足的地方，加以改進並回
饋在各卷當中。

庾肩吾以詩明志

當時，長江中上游地區的梁朝將領不
服侯景，紛紛起兵，抗拒叛軍。為此，
侯景就假託簡文帝的詔書，派庾肩吾前
往江州（今江西九江），招降鎮守江州
的簡文帝的第二個兒子蕭大心。蕭大心
見到簡文帝的詔書，就投降了侯景。但
庾肩吾卻不願再跟從叛軍，就單身匹
馬，悄悄地離開江州，向東逃跑。
不料，庾肩吾剛跑到會稽，侯景的叛
軍也打到了會稽，很快攻破了城池，庾
肩吾被叛將宋子仙捉住。
宋子仙知道庾肩吾很有才華，就對他
說：「聽說你很會寫詩，今天你可以寫
首詩讓我看看，要是寫得好，我就不殺
你。」並讓士兵立即拿來紙墨，放在庾
肩吾的前面。

■物理是
神奇的科
目，圖為
中學生做
實 驗 情
況。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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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因分少而輕心

梁朝內亂 慘被活捉

．中文星級學堂
．文江學海
．百科啟智

賦詩求死不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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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的、似是而非的選項。而由於聆聽錄音只播
放一次，不像文本般可翻來覆去地閱讀，故
此對同學而言難度可能更高。
再者，新卷三不乏要同學分析話語者的各
種辭令技巧。選項中經常出現大量術語，如
聯想、類比、對比和雙關。
有時更會問到寫作手法及目的，如敘事、
詠物、言志及抒情。同學倘若連這些用語的
意思都尚未搞清，又如何在電光火石之間分
析某話語所用的技巧呢？而這些語文知識，
不只是出現在聆聽卷，往往也是其他卷的座
上客，同學又豈能忽視？

南北朝時，有個叫庾肩吾的人，從小
聰明， 8 歲已能寫詩。長大以後，做了
梁朝的官員。梁武帝末年，朝廷不顧許
多大臣的堅決反對，接受了野心勃勃的
東魏大將侯景的投降。
侯景降梁不久，就發動叛亂，打進建
康（今江蘇南京），又攻入梁朝的宮城
─台城（在南京雞鳴山南）。梁武帝被
侯景囚禁在台城內，憤恨而死。於是，
侯景便立梁武帝的兒子蕭綱繼位（簡文
帝），控制了江南一帶地區。

■周嘉慧 聖士提反堂中學

我覺得物理是一門很神奇的科目，我的物理老師更是一位
令我覺得神奇的老師。他有許多奇思妙想，以致於我懷疑他
有兩個大腦，一個是正常的，還有一個便是裝滿奇異思想
的。
我對物理科頗有興趣，所以亦與物理老師有較多的交集，
見識到他那充滿神奇思想的大腦。記得在一次放學後的補課
中，有幾位同學拿着實驗室的紅外線燈到處照。當時天色已
晚，同學好奇紅外線燈究竟能照到多遠，於是他們便拿着紅
外線燈走出了實驗室，站在走廊上向四處照射紅外線。
老師當時正在和我們講解題目，準備制止玩紅外線燈的同
學。但在聽到那些同學在門外發出驚奇的聲音後，他便突然
對正在做題的我們說：「我們出去看看吧。」
原來是同學發現紅外線燈可以射到很遠的地方，覺得有趣
而發出驚奇的聲音。
老師主張將紅外線射至學校對面的港大某建築物上，他也
很好奇紅外線可以射到多遠。於是我們補課的一群人在安靜
的走廊上探究紅外線，不時發出驚訝的聲音，物理老師也與
我們一同玩了起來，已經忘了補課這一回事，與其說我們是
在補課，不如說我們在玩耍。物理老師的奇妙思想的確不
少，還帶動了我們這群學生去探索。
他的身體機能方面也是非常神奇的。他一年四季都只穿短
袖襯衫，冬天也不例外。我們穿着毛衣、戴着圍巾，上課都
冷得發抖。老師卻敏捷得像隻兔子，只穿短袖，卻顯得精神
抖擻。我曾問過他是否會感到冷，他回答：「如果自己不覺

■文嘉俊 中文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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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只播一次
瞬間抓住重點

半命題作文 多點自由多道關
今年卷二出現了「半命題作文」這類新題型，這類題型
要求考生先填寫空缺部分後寫作，如「××也瘋狂」。驟
眼看來，這給考生多了一點自由；但細思下，卻是給他們
多設了一道關卡。就以上題為例：關卡在「也」字，考生
必須填寫一類「平時不瘋狂」的人物方為切題，如老師、
淑女等；倘若填寫「我」、「一心」、甚至「城市」、
「晚上」等與「也」字無關的人或事物，則不合題意，未
見官先打八十大板，文斯為下矣！

■ 《 第九味
第九味》
》 中的曾先生
中的曾先生，
， 可能
是曾國藩的遠親，
是曾國藩的遠親
， 曾國藩是晚清
名將，
名將
， 有了這些背景資料
有了這些背景資料，
， 對於
文章就更易理解了。
文章就更易理解了
。
資料圖片

庾肩吾此時年已過六十，頭髮斑白，
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不假思索，揮筆
寫道：「髮與年俱暮，愁將罪共深。聊
持轉風燭，暫映廣陵琴。」
詩中，庾肩吾以三國時期著名文學家
嵇康的悲慘結局自比，也準備赴死，所
以在詩中說道：「自己的年歲已大，現
在遭受厄運，就像風中燭火一樣，馬上
就要被風吹滅，但是自己卻不想苟且偷
生，願學嵇康，從容赴難。」
這首詩寫得真切自然，非常感人，充
分表現了詩人的才學和氣魄。宋子仙看
後，很是讚賞，就下令釋放了庾肩吳，
並任命他為建昌縣令。庾肩吾表面上答
應了，但到建昌後不久，又逃到了梁朝
轄下的江陵（在今湖北），繼續擔任梁
朝的官職。

南朝梁．庾肩吾
髮與年俱暮①，愁將罪共深②。
聊持轉風燭③，暫映廣陵琴④。
註釋
① 指詩人年事已高，進入了暮年。
② 將，和的意思。這一句大意是，憂愁和
罪孽也都很深重。
③ 聊，姑且；持，拿着。轉風燭，指在風
中隨時會熄滅的燭火。
④ 映，照。廣陵琴，三國魏末，文學家嵇
康因不願與欲篡曹魏政權的司馬氏家族
合作，被殺。臨刑前，撫琴彈了一曲
《廣陵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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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四

■資料提供︰

．通識文憑試摘星攻略

星期五

．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文江學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