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
語譯：「實踐仁德，依憑的是自己（註），又怎能依憑
他人呢？」

「由」字通「油」從他處挹來
「由」這個字，在甲骨文是「油」的本字；上面是一滴

「油」，下面是盛器，字意為「油注入盛器中」。上古，
一般液態食用品是油和酒（包括醋，醋字從酉，也經發酵
而成，故屬酒類），但酒從發酵到釀製，均盛載在酒埕
中，無須由他處挹注而來，故古人不會把二字混淆。
由於油須從他處挹注而來，故這字有「由來」之意；

《爾雅．釋詁》：「由，自也」，故這字能衍生出：緣
由、因由等詞語。另外，也引伸了經由、依憑等意思，這
類詞例有：言不由衷、居仁由義。
《論語》中，「由」字共出現過35次，其中26次皆指子
路。子路，是孔子早期的學生，姓仲名由，子路是字，
「由」與「路」皆含「通往」之意。觀子路一生，由率
直、粗鄙到成熟，忠誠殉國；真是人如其名，一切作為緣
由本心、在正路上直奔無悔，活現出「由仁義行」。

亦解作「依據」
其餘9次，除可解釋為從、自之意外，也可解作依憑、

依據之意。如：「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
大由之」（先王之道之所以為美，是因為無論事情大小，
皆依據「禮」而行。）又如孔子論知人之法，他說：「視
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要了解一個人，先要
看看他所做的是什麼事，其次是觀察他做那些事情的原
因，最後要細察他「心之所安」在何處。）很多人表面做
的是「善事」，但「因由」卻是沽名釣譽，或是為了自身
更大的利益。這些，都是孔子加以鄙視的。
儒學以為「為仁由己」，基督教以為「為善靠上帝」，

兩者的理論有鴻溝差距。使徒保羅有如是經歷：「立志行
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
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他的經歷很真實，引起許多人共
鳴，人想擇善卻身不由己，那種自疚之苦，真難以形容。
然而，他提出的解決之道是否可行，則有商榷餘地；他以
為靠「上帝之助」就能戰勝這「取死的肉身」。不過，以
筆者的觀察，在重大的道德抉擇上，靠此道選擇行善的人
極其少數。究其原因，其實那是一弔詭：因為，在「依靠
上帝」之先，人必須先靠己力去「戰勝自己來依靠上
帝」；如果「依靠上帝的力量」也從上帝而來，那就不應
有失敗的個案了。但正如保羅所說，「肉身」是軟弱的、
靠不住的，這包括了基督徒。

為仁由己 踐仁不易
事實擺在眼前，「行仁」終須「由己」；至少，「由
己」是行善的必要條件。當然，「為仁由己」並不表示
「踐仁容易」。惟以下一則小故事希望給讀者帶來啟發：
多年前，筆者唸教育文憑，有一位同學寫自己成長的經

歷。她兩歲時，由於吃飯常打破瓦碗，於是，母親給了她
一個「椰殼碗」，並責罵她：「人吃飯，你吃飯，打爛
碗，浪費米飯！」她謂每逢捧着那個「椰殼碗」，感覺就
是捧着「羞恥」。因此，她立志「行善」，「為仁由
己」，她沒有依靠任何人，只細心觀察別人端碗的方法。
結果，她很快就收復了失地，更令自己的自信大增，把危
機化為轉機，給自己下一個人生階段帶來了正面的機運。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註：傳統也有解作「踐仁從自己開始」，兩解皆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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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聞海上有仙山
山在虛無縹緲間

常聞「三山五嶽」一語，究竟「三山」是
哪三山？其中一說指是東海的蓬萊、瀛洲、
方丈三座仙山。「三仙山」最早見於戰國
《列子．湯問》，乃道教傳說中的神仙居
所、人間仙境，古籍記載蓬萊、瀛洲、方丈
三山上盡是雕欄玉砌，山上花果，吃了能長
生不老。
歷史上渴望長生不老出了名的秦始皇想必

有讀過《列子》，《史記》載秦始皇遣方士
徐福率數千童男童女出東海求仙。後來徐福
尋不着三仙山，多番推託，最後被逼得緊
了，索性便一去不返。《三國志》提到徐福
最後一次出海，漂流到亶洲後滯留不歸，落
地生根。後人考據，亶洲即今之台灣，也有
說是日本。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美麗的傳
說總惹人無限遐思。

蓬萊此去無多路 青鳥殷勤為探看
三仙山中，歷來經史子集中言及瀛洲、方

丈的較少，倒是「蓬萊」一語常見於文藝作
品，幾可視作「仙景」的同義詞，而道教故
事「八仙過海」的構思者，也不知有心無
意，把八仙的宴會場地設於蓬萊仙境。
古人雖說「蓬萊無可到之期」，然今山東

省蓬萊市北面臨海處，卻矗着一「蓬萊
閣」。蓬萊閣與黃鶴樓、岳陽樓、滕王閣並
稱為「中國四大名樓」。市因閣而得名，來
到蓬萊市的遊客，十九慕於蓬萊閣的名聲。
蓬萊閣始建於北宋，千百年來不少人口耳

相傳，風和日麗之時在蓬萊閣上望東遠眺，
有緣者可看到「非乘槎可上」的三仙山載浮
載沉於浩浩東海上。然海市蜃樓之幻象畢竟
虛無縹緲，千年之後，嫦娥吳剛都被嚇跑
了，八仙仍在蓬萊觀牡丹。

■松睿
退休教師，閒時不休，讀書、代課、練口語，期
望自己仍有餘力幫助學生進入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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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考評局考試大綱指引所指，閱讀卷主要
考核學生理解、分析、感受、鑑賞、運用不同
策略等能力，而所謂的理解，其中一項就是考
核學生劃分結構段及歸納段意的能力。

分段有誤 段意無分
首先，回答此類題目時，學生須小心劃分段
意，否則段落劃分有誤，段意則不給分。
如屬敘事抒情的文章，學生可留意敘事中的
時間線來劃分段落層次；論說文章，學生則不
妨留意作者的立論、論據與論證的安排。
以2013年張曉風《我交給你們一個孩子》第
一題為例，學生須將全文十二段自然段，劃分
成四個結構段。

留意脈絡 以事分類
學生如留意作者敘事的脈絡，自能發現第一
至六段，主要是敘寫兒子上小學時離家的情
景；第七至九段敘寫兒子徵求家庭教師；而第
十段起則記述兒子讀了作者的詩而感到難過。

題幹提示 模仿寫法
其次，學生也要留意題幹的提示。
例如2014年徐國能《第九味》第二題，題幹

已寫了曾先生家世出身及離開「健樂園」的情
況，學生如能留意題幹中曾先生離開「健樂
園」的情況—人生的轉捩點，就能寫出經營
「九味牛肉店」乃是人生的低谷，正正與家世
出身形成一個強烈對比。
此外，學生歸納段意時，可模仿題幹提示的

寫法。
例如以2012年曾敏之《橋》為例，第一、第
五部分的內容大意已寫給學生，學生可模仿題
幹提示的寫法，先交代事件，再寫作者所抒發
的情感。當然，學生也可熟記以下段意常用
語，有助答題。
1. 記敘抒情：記述主要發生的事情/事情的起
因/經過/結果，抒發了/出……之情。
2. 描寫抒情：描寫人物/景物/物件，表達了/
抒發了……之情。
3. 說明議論：說明/討論/指出事情/借（寫作
手法）說明/說出……（道理）。
礙於篇幅所限，是次只集中討論如何有效歸

納段意。
學生如要成為劃分段意的高手，平日要多讀

文章，留心篇章的敘事脈絡、論說文章的結構
等。

行仁由己 道德自主

過去的暑假，想必大家出外旅遊探親領略了不少當地文化。
而我也趁暑假，回味了一些自己民族的一些習俗，分兩期分享
給大家。
蒙古人是自給自足的遊牧民族，生活中每一個細節都充滿了
智慧。日常所需的一切均取材於大自然及蓄養的牲畜。就以一
隻羊為例，羊奶、羊肉可以飲食；羊皮可以製衣；羊毛可以紡
織衣物；羊角可以入藥或磨成羊角杯；甚至羊骨也可當骰子玩
耍。物盡其用的生活方式看似最原始，但也是最環保。

不哀嚎不見血
蒙古人最高款待禮節離不開羊。尊貴的客人到達時，一定會
宰一隻羊給大家品嚐。先不說羊肉的煮食方法，光是屠宰過程
及食用羊內臟的習俗也蘊含了滿滿的智慧。屠宰羊也是以最溫
柔的方法進行，過程不哀嚎不見血，充分體現了蒙古民族的愛
護生靈，回饋大自然的美德。
蒙古人不像其他民族，割喉放血或吊起動物來屠宰。族人認
為這樣會增加牲口的痛苦感，盡量快速完成整個過程。先將羊
隻安撫一下，然後將其迅速殺死，一般來說，幾秒之內羊隻便
可安詳死去。
之後將毛皮和肉分開，取出內臟進行分類及清洗。羊肚洗乾
淨，小腸盤結好，大腸小心清洗防止弄破。然後拿個小碗，將
腹腔的血舀起備用，最後剔開肉和骨頭，馬上煮熟享用或吊掛
起來風乾慢慢食用。草原牧人以熟練及速度快為驕傲，一般十
多分鐘便可結束宰羊的整個過程。

善待有靈魂的生物
這種避免羊隻受苦的快速宰殺方法，體現了蒙古人的生命

觀。祖先教誨族人，善待一切有靈魂的生物，哪怕是一棵草一
隻螞蟻。牧民們感謝蒼天大地賜予食物，珍惜以牲畜生命換取
的溫飽，食用時絕不浪費一滴血一塊肉，從頭到腳，物盡其
用。尤其羊內臟的每一個部位也都是美味佳肴。這裡就特別介
紹一下羊血腸。
在羊血裡加入葱、蒜、鹽、麵粉和少許肥肉拌勻，將大腸用

水及灌入其他切小件的內臟清理好，把拌好的羊血一邊擠壓一
邊捋動灌入大腸，最後放到水裡煮熟便成香噴噴的血腸。
這個過程一般都是交給婦女完成，手巧的牧民懂得清除異味

兒的獨特清洗方法，用最短的時間完成整過灌腸過程，香噴噴
的血腸加上煮熟的羊心、肝、肚等，匯成一盆營養價值極高的
內臟宴。
遊牧民族生活簡樸，食物種類少但絕不浪費食物。有需要宰
殺牲畜時，他們盡量挑老弱體力較差的羊隻，更忌諱折磨牠
們。蒙古民族珍惜生命，對犧牲生命來換取的食物心存感恩，
這些很值得今天的人們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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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語言傳意學部講師 烏蘭
網址：www.hkct.edu.hk/
聯絡電郵：dlc@hkct.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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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習俗 溫柔宰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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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簡介︰
首創按原詩韻律押韻，以英語及插畫重塑唐詩之美，有助讀者輕
鬆踏出接觸唐詩的第一步。

UPON PASSING THE STATE EXAMINATION
Meng Jiao (751 — 814)

My humble past
isn't worth boasting in any way,

But I'm unrestrained
and full of inspiration today.

Riding high in the spring breeze,
off I go at full gallop,
To view all the flowers
of Chang'an1 in one day.

往日齷齪不堪誇，
今朝放蕩思無涯。
春風得意馬蹄疾，
一日看盡長安花。

登科後
孟郊（751 — 814）

1 The capital in Tang Dynasty. It is now the city of Xi'an.
Background:
This poem was written immediately after the poet knew of his success in the
State Examination and was filled with exaltation. He failed twice in the past.

■2012年考題是曾敏之（左）的《橋》，以不同
的橋抒發家國之思，如羅湖橋（上）勾起作者年
輕時報效國家的熱忱，而對天橋（下）則有種
「雖信美而非吾土」的感慨。 資料圖片

■長安即現今的西安，圖為始建於
唐朝的大雁塔。 資料圖片

■中國四大名樓之一的蓬萊閣，位於山東蓬
萊市北面。 作者供圖

■資料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