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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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 師 應 試 錦 囊名 師 應 試 錦 囊 逢星期三見報 ■王美琪 中文科老師

暑假重溫各卷 迎接來年挑戰

尖 子 教 路尖 子 教 路 ■劉穎珊 中文尖子
逢星期三見報

反思有限制
觀點忌單一

考評局出中文記事抒情的題目很多時都給予
很多限制，尤其反思的方向。例如第一年文憑
試有關唐老師的題目，期望同學寫唐老師如何
「體會到中國文化的可貴」。
之後幾年，同學需探討「必要的沉默」、思
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道理、反省手提
電話不離手的風氣……不過，同學除了要寫這
些重點方向外，結尾部分還應將思考方向拓
展，使文章的觀點不致單一。這樣才更有機會
取得較高的分數。
以第一年文憑試題目為例，唐老師平日待人

接物上體現什麼可貴的中國文化為重點，但同
學亦可在文末略為思考老師以身作則的重要、
「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
1. 「必要的沉默」︰重點在於記事，反省為

何該情況必須沉默。除此以外，同學也可以思
考君子慎言的概念、因事制宜的態度、略寫沉
默在什麼時候不合理。（例如面對不公義時，

應該不平則鳴）
2. 「智能手機」︰雖然重點為記述沒有帶手

提電話如何令同學更能欣賞身邊的一切美好事
物，留意他人的需要。不過，同學不能一面倒
反對或貶低手提電話，可以在結尾部分提到，
最重要的是平衡和節制，手提電話有其重要
性。
3. 「夢想看似不切實際，其實很有意義」︰

不少同學都會將重點放於論述夢想的意義。議
論文強調引經據典、舉名人論證，近幾年不少
同學闡述時都能舉出古今中外的例子。不過，
題目的另一部分是「夢想看似不切實際」，因
此同學闡述時應該提到夢想為何被認為不切實
際？又或那些名人堅持夢想時如何被奚落嘲
笑？
總括而言，同學下筆前應從多方面思考，仔
細思索文章的重點及分論點、拓展和昇華方
向。

隔星期三見報鑑 往 資 治鑑 往 資 治

文憑考試已告一段落，校內期終考試也
曲終人散。各莘莘學子，應趁着暑假，好好
重溫各卷的學習要求和重點，以迎接來年的
挑戰。

閱讀留意立意
首先，在閱讀卷方面，學生應注意以下
幾方面，包括立意、組織和手法。文章立
意，乃每篇文章的靈魂，因此，學生應先深
入閱讀文章內容，掌握作者的寄意。當然，
作者如何將立意帶出，學生就要了解文章的
組織，作者如何通過段與段之間有機的結
合，並運用恰當的寫作手法，呈現主題。

寫作重視扣題
其次，在寫作卷方面，學生須留意四大
評分標準：內容、字詞、組織和標點。
內容方面，必須扣題，寫作內容應對準
題目的關鍵字，取材宜選擇切合自己年紀、

生活範圍的內容，切忌荒誕失實，欠缺共
鳴。字詞方面，盡量以優秀典雅的文字入
句，多用四字詞語、修辭手法等，令文章華
麗奪目、賞心悅目。組織方面，宜注意各段
之間是否銜接、呼應，或留有伏筆照應。

聆聽掌握文體
在聆聽及綜合卷方面，必須先熟讀及掌

握各文體格式，如：演講辭、建議書、一般
書信等。而且，謹記寫作部分的段落結構組
織，如首段如何平實直接地呼應文題背景，
過渡段是否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結語段能
否再次呼應背景等。
以上種種，務求在語境意識及表達組織

方面爭取較多分數。至於整合拓展是否準
確、圓足，見解論證能否從多角度切入分
析，力求飽滿，則需多觀摩考評示例及同儕
作品，以及平時多就單一議題作出多方面思
考。不過最重要反而是，拓展及論證兩大部

分能否正面回應題目要求，例如題目要求說
明「某活動如何吸引」，而考生只細數活動
內容特色，只會功虧一簣。

口語了解類型
最後，在口語卷方面，學生應了解題目

類型：協商、交流、爭議、評論四類。
學生須因應不同性質的題目，互相啟發

砥礪，以期做到對討論題目有更深入的了
解，更具啟發性的討論結果。說話卷評分分
為兩部分，分別是闡述語言（內容）與應對
態度（技巧），也即是筆者經常說的「識見
學養」和「說話魅力」。說話卷的重點在於
「溝通」，因此學生在本卷上並不能自說自
話，或壟斷發言、獨領風騷。
總括而言，學生要考好中文，並不能一

蹴而就、立竿見影。因此，大家好好善用這
個暑假，平日要多磨劍，為來年的中文考試
做好準備。

忠言逆耳利於行
漢王聽諫還霸上

語譯
劉邦看到秦王朝的宮室、帷帳、名種狗馬、貴重寶器和

宮女數以千計，便想留下來在皇宮中居住。樊噲勸諫說：
「您是想擁有天下，還是只想作一個富翁啊？這些奢侈華
麗之物，都是招致秦朝滅亡的東西，您要它們幹什麼呀！
望您盡快返回霸上，不要滯留在宮裡！」劉邦不聽。張良
說：「秦朝因為不行正道，所以您才能夠來到這裡。而為
天下人鏟除殘餘的逆賊，應以儉樸為根本。現在剛剛進入
秦的都城，就要安享其樂，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助桀為
虐』了。況且忠實的勸告往往都是不好聽的，但是卻有利
於人們的行為；好藥雖然是苦的但能治病，望您能聽取樊
噲的勸告！」劉邦於是率軍返回霸上。

耳聰目明，具各種知識技能，明人情世故，這些於莊子
眼中，也只是「小聰明」，能去禍福，超生死的，才稱得
上是「大智慧」。同理，因社會教化而衍生的善行，只是
矯揉造作的「禮教之善行」，能達至大德不德的境界，方
是「自然之善行」。莊子始終強調人應該順應自然與追求
智慧。有關討論，見於《莊子．雜篇》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窺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
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
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
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
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

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
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
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
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
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
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
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莊子借孔子之口，批評神龜能預知未來，能報夢他人，

卻未能逃過殺身之禍。故此小聰明與人為之善皆不足取。
最後，莊子以嬰兒學語為喻，點明人應順應自然，方顯大
智慧與自然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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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現於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任
教，教授中國文化課程。考評局資深主
考員與閱卷員。哲學博士、文學碩士、
專欄作家。PROLOGUE 集團教育總
監、中國語文科與通識教育科名師。

古 文 識 趣古 文 識 趣 隔星期三見報

神龜報夢知未來 智有窮時禍難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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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江學海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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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朝陳的末代皇帝陳叔寶，有個才貌雙全
的妹妹樂昌公主。公主的丈夫是任太子舍人
的徐德言。當時，隋文帝楊堅統一了中國的
北方，積極準備攻滅陳國。陳叔寶自恃有長
江天險，把國政拋在腦後。

憂亡國先留信物
徐德言是個很有政治頭腦的人，預感到國

家危亡，十分憂慮。一天，他對樂昌公主
說：「天下大亂近在眼前，到那時，我們夫
妻可能被拆散，但只要我倆情緣未盡，總會
再度團圓。所以，應預先留下一件東西，作
為將來相認的信物。」
於是，徐德言從梳妝枱上拿起一面圓形銅

鏡，用劍把它劈成兩半，一塊留給自己，一
塊交給樂昌公主，說：「以後我夫妻一旦離
散，你可以在每年正月十五那天託人把這半
面銅鏡拿到京城市場上去叫賣。只要我還活
着，就一定能打聽到，並且以我的半塊鏡子
為憑，與你團聚。」
不久，徐德言的預言果然成為事實。公元

589 年，隋文帝派他的二兒子楊廣為元帥，
和越國公楊素一起領兵渡江南下。由於陳叔
寶不理政事，邊防薄弱，隋軍很快就攻下了
陳國都城建康，陳叔寶被俘，陳朝滅亡，徐
德言被迫逃亡。
楊素因為滅陳有功，獲得很多賞賜，其中

包括樂昌公主等14個美女。楊素回到隋都大
興，便把樂昌公主也帶到大興。

正月十五賣破鏡
徐德言在逃亡途中，打聽到妻子可能到了

大興，便千里跋涉，來大興尋妻。但人海茫
茫，他怎麼也打聽不到妻子的消息。於是，
徐德言就租了一間房子住下，抱着破鏡重圓
的一線希望，耐心等待着正月十五的到來。

好不容易，正月十五這一日終於到了。徐
德言起了個大早，懷揣着半塊銅鏡，來到熱
鬧的市場。到了中午時分，他找到一個高聲
叫賣半塊銅鏡的老人，就上前說道：「老
丈，我要買這半塊銅鏡。」
說完，他把老丈請到附近一家小酒店，取

出自己珍藏的半塊銅鏡，和老人的銅鏡拼接
起來，果然成為一塊完整的銅鏡。
徐德言不禁哭了起來。這老人是楊素家的

僕人，受樂昌公主的囑咐來賣銅鏡的。
他問清原委，說：「你放心，我馬上回去

向公主報告。」徐德言當場借來紙筆，寫下
一首詩「鏡與人俱去，鏡歸人未歸。無復嫦
娥影，空留明月輝。」寫完，把半面銅鏡和
詩一起交給老人帶給公主。這首詩的大意
是：鏡子與人一起失去，如今鏡子歸來了，
人卻依舊沒有歸來。這好比月中沒有嫦娥的
身影，只空留下明月的光輝。

楊素感動還公主
樂昌公主見了丈夫保存的半面銅鏡和親筆

詩，十分感傷，終日茶飯不思，啼哭不止。
在楊素的再三追問下，她才吐露了實情。
楊素聽了很受感動，決定讓他們夫妻團

圓。他把徐德言叫來，當面把樂昌公主送
回，並送給他們很多禮物，讓他們回江南去
住。徐德言和樂昌公主叩謝了楊素的大恩，
告辭而去，一起返回了江南家鄉。

沛公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①

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 將為富家翁耶？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
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②，無留宮中！」沛公不聽。張良曰：「秦
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③為資。今始入秦，即
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④苦口利於病，
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⑤霸上。 （漢紀一）

註釋

①樊噲：西漢開國元勳，大將軍。
②霸上：在今西安市東。
③縞素：比喻儉樸。
④毒藥：古人認為凡藥就有三分毒性，故也稱之為「毒藥」。
⑤軍：駐軍。

後主無德亡國 駙馬破鏡尋妻

語譯
宋元君半夜夢見一人披頭散髮在側門旁窺視說：「我來自

名叫宰路的深淵，我本是清江的使者，出使河伯的居所，漁
夫余且捉了我。」宋元君睡醒後，派人占卜，卜辭說：「這
是一隻神龜。」宋元君問：「有一個叫余且的漁夫嗎？」左
右侍臣回答：「有。」宋元君說：「命令余且來朝見我。」
第二天，余且來朝見。宋元君問：「你捕獲了什麼？」余且
回答：「我捕捉到一隻白龜，周長五尺。」宋元君說：「獻
出你捕獲的白龜。」白龜送到，宋元君一時想殺掉牠，一時
又想養活牠，心裡疑惑，便卜問吉凶，卜辭說：「殺掉白龜
用來占卜，是大吉之舉動。」宋元君於是把白龜挖空，以龜
板占卜數十次，推斷起來沒半點失誤。孔子說：「神龜能給
宋元君報夢，卻不能避開余且的魚網；才智能占卜數十次沒
半點失誤，卻不能避開剖腹挖腸禍患。如此說來，才智也有
困窘之時，神靈也有考慮不周之處。即使有高超的智慧，也
敵不過萬人的謀算。魚兒即使不畏懼魚網卻也會害怕鵜鶘。
摒棄小聰明方能彰顯大智慧，去除矯飾的善舉方才能令自己
回復自然的善性。嬰兒出生沒有明師指導也能學會說話，只
因為自然地跟會說話的人相處吧。」

模擬試題：
試根據文意，把以下文句譯為白話文。(6分)

1. 「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
2. 「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參考答案：
1. 「神龜能給宋元君報夢，卻不能避開余且的魚網」
2. 「嬰兒出生沒有明師指導也能學會說話，只因為自
然地跟會說話的人相處吧。」

詠破鏡① 南朝．陳．徐德言
鏡與人俱去，鏡歸人未歸。
無復嫦娥影②，空留明月輝。

註釋
①鏡，古人所用的銅鏡。
②嫦娥，神話傳說中的月中仙女。

書籍簡介︰本書選取了《通鑒》中
的一些頗有意義的段落，以小故事
的形態呈獻給大家。同時還把這些
小故事分成了德政、謀略、情操、
勸諫、用人和教訓等幾類，並以其
他典籍中的類似故事相配套，使得
讀者在閱讀時可以更好、更明白地
了解古人所要傳達的思想。

■資料提供︰

■■劉邦劉邦

■暑假到了，同學別只顧去玩，有空要溫習一下文憑試呢。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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