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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仁啟
作者介紹：任教中學中文科超過17年。香港大學教育碩士、香港中文大學文學碩士。

生死順其自然生死順其自然 何必長生不老何必長生不老

曉 夢 迷 蝶曉 夢 迷 蝶
■羅賓 現職中學教師
rcheung@stlouis.edu.hk隔星期三見報

求學豈為求分
修業進德乃正道

香港教育由考試主導。學子通過小學升中
學、中學升大學的關卡時，都據學業成績來
決定出路，甚至不少行業招請人才，都會參
考應聘人的公開試成績。既然考試主宰命
運，而考試成績又以分數等第反映，學生求
學時看重分數，也看似理所當然。在考試制
度下，分數確是一個比較客觀的比較指標，
學子考試求取高分，本無可厚非，惟倘看重
分數本身甚於追求知識學問，卻是捨本逐
末，誠不可取。
筆者平日觀察，多數學生在接過發還的試

卷後，只看一下分數便把試卷塞進抽屜書
包，或棄之如敝屣。他們大多關注分數等第
甚於老師評論講解，卻忽視了考測除有評估
的功能，也有助學習。透過考測，學生可以
知曉自己學問上未融會貫通處，好對症下
藥。這好比患病的人經過檢查後，還須遵醫
所囑，定時吃藥方能痊癒，而檢查本身並無
治病功效。

用力多者收功遠
試卷的分數，只能粗略反映學生在一範疇
裡的能力。因為知識、學問或能力無法量
化。而考測成績，會受擬題人的取捨、考生
的臨場狀態、運氣等客觀因素左右。故過於
執着分數，比如差一點滿分就扼腕浩嘆，或
剛好及格便洋洋自得，其實都頗為無謂。
試卷及格，不代表能力及格；考試滿分，

也未必學問頂尖。蓋學海無涯，用力多者收
功遠，知識學問的草原每天都在擴展，大家
都在上面作牛作馬，能吃多些，多少也對自
身有好處，至少吃的過程應是快樂的。
求學與求分數之間，本無衝突。只求分數

（單單鑽研出題走勢、答題技巧），固然學
問根底未必扎實；只着眼分數，也無益於學
習。惟思慮精純，一心探求學問，則既可得
學問，也不虞拿不到高分，不求分數而分數
自得，這才是求學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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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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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語 點 滴論 語 點 滴

愛之深 責之切
孔子有一個弟子叫宰予，也叫宰
我，比孔子少29歲，是孔子中期的學
生，與顏回、子貢同期。宰我約20歲
拜入孔門，以能言善辯見稱，26歲跟
隨孔子周遊列國，回到魯國之後大概
已踏入中年。之後，曾出仕齊國，參
與了田成之亂，並死於亂中。以下是
他的一則小故事。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
也，糞土之牆不可杇（音污）也，於
予歟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
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
言而觀其行。於予歟改是。」《公冶
長第五》
語譯：宰予大白天睡覺，孔子嘆
說：「腐朽的木不可雕刻，骯髒的牆
不可塗飾，對於宰予我要怎樣責備他
呢！」又說：「我以前觀人，聽他的
話就信他的為人；但如今觀人，聽他
的話還要觀察他的為人。這是宰予啊
給我的改變！」

宰我瞓晏覺 孔子發脾氣
孔門教化，誨人不倦，如沐春風，
何以孔子會動怒、公開責罵宰我，責
備他「爛泥扶唔上壁」（廣東俗語，
批評人難以成才，像劣質的泥土缺乏
黏性，無論怎樣糊也糊不上牆
壁」）？傳統批評他大抵有二個原
因：第一是中國人崇尚勤勞早起，聞
鷄起舞，宰我懶惰荒廢學業；其次為
中國人崇尚言行合一，坐言起行，宰
我平日言行不一。

但近人南懷瑾教授在《論語別裁》
中以為：古人曲解了這段經文的意
思，他以為孔子並不是批評宰我，而
是勸勉他要保重身體，他說「壞了的
身體」就會成為「朽木」、成為「土
牆」，不能擔當重任；故此勸勉人要
愛護身體。
惟這個說法不合其他《論語》章節
對宰我的評價，如孔子在《陽貨》
中，也曾責備宰我不守「三年之
喪」，對父母無情無義。由是觀之，
孔子對早年的宰我確實批評得厲害，
但後來似乎改變了看法。
筆者以為孔子在上述經文中批評宰

我，除了宰我「爛泥扶唔上壁」之
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欣賞宰我，認
為他是個人才，對他有要求，故此
「愛之深，責之切」。

真正的關懷 建基於責罵
去年，筆者在榮休晚宴中，分享了

對 「V 嘩 女 籃 」 （V 嘩 代 表
Very-Good）的感受，我笑謂把她們
分為兩組，一組叫「呼喝組」，另一
是「歡樂組」，兩組對待殊異。前者
由練習到比賽，時刻都遭受呼喝，要
求人人有智慧；後者來自五湖四海，
有風紀、舞蹈組，無論練習或出場，
均可自由出入，無論表現如何，均可
得到讚賞、歡樂。
會畢，已為人母的陳凱茵走來笑

問：「老師，我屬於什麽組？」我戲
之謂歡樂組；她抗議：「老師，你記

錯了，我是呼喝組，否則，我怎會來
此晚宴？」席上，人人爭相說自己是
呼喝組。大概她們也明白，真正的成
長，建基在要求上；真正的關懷，建
基在「愛之深、責之切」上。

以言語出眾 朽木成浮雕
孔子晚年寂寞，說：「從我於陳、
蔡者，皆不及門也（都不在身邊
了）。」著名的孔門十哲古有長處，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
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
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先進》。十哲中，顏淵、閔子騫、
冉伯牛、季路（子路）等人大概已
歿，令老人家不勝唏噓。不過注意名
單上，仍有宰我的名字。宰我年輕時
或許令老師擔心、動氣、失望，但
「愛之深，責之切」，孔子對他仍懷
念不已。或許，「朽木已成浮雕，土
牆已為固壁。」

《逍遙遊》是《莊子》一書的第一篇，對莊子的
學說起提綱挈領之效。陳鼓應指此篇的「主旨是說
一個人當透破功、名、利、祿、權、勢、尊、位的
束縛，而使精神活動臻於優游自在，無掛無礙的境
地。」本文是舊課程預科中國文學的文選之一。隨
着新學制、新課程的實施，此文本不再為中學生所
接觸。現在中文科重定12篇範文，本文又再回歸。
但是此次重定範文，《逍遙遊》只作節錄選讀，而
不是全文。

莊子談「無用之用」
範文節錄的是文章最後的兩節：一是惠施提出大
瓠大而無用的問題；另一是惠施提出樗樹大而無用
的問題。對於這兩個問題，莊子皆予駁斥，並提出
小用不及大用，以至無用之用的觀點。
對於大瓠無用的觀點，莊子說了一個故事。宋人
有發明「不龜手之藥」的，因而世代用於從事「洴
澼絖」（漂洗絲絮）的工作。有人以百金買了藥的
配方，並幫助吳國打敗越國，列土而封。同一藥，
有的只用於漂洗絲絮，有的卻能用於得地封賞，這
便是小用不及大用的道理。
另一是樗樹大而無用的問題。莊子指出狸狌動作
靈巧，卻容易踏中機關，死於網羅之中。斄牛身體

龐大，不能捉老鼠，功能卻很大。樗樹正是「擁腫
而不中繩墨」，「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木匠對
它起不了興趣，它正能不受斧頭砍伐，沒有東西來
侵害它。因它「無用」反而能享盡天年，這便是
「無用之用」。

文章要旨不在用
以上是範文節錄兩段的大概主旨，即小用不及大

用和無用之用的觀點。但是，如果以這「用」字來
理解莊子思想，又是否能把握要旨呢？當然不能。
無論「小用」、「大用」乃至「無用之用」皆為
「用」。「用」即是工具。莊子思想豈是強調工具
主義？
《人間世》有類似的說法，且以「無用」的櫟社
樹讀白：「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
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
邪？」這與樗樹的情況一樣，正因「無用」而能得
天年。這正是否定了工具的作用，只有不作任何的
工具，不為任何之所用才能存生。

生死安時而處順
在此，又要追問一個問題。莊子否定工具主義的

目的，又是否在於追求保存生命？即如後世道教追

求長生不老？《養生主》記秦失弔老聃一段：「適
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
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即是說死與生
皆有時，因此，視生死應是「安時而處順」。如果
這樣說，則生死順其自然，無需強求。那麼又何必
要求長生不老呢？所以「無用之用」所得的
「生」，並非保存性命、求長生不老之「生」。
其實，求長生不老和保存性命之「生」乃是形

骸、軀體之「生」，這是自然之物件，有生必有
死，這是道之規律，所謂「安時而處順」便是。莊
子之妻死，而莊子擊盆而歌，便可見其不着緊於形
軀之生死。所以在解「無用之用」時，強調保存性
命便是不當了。

精神層面非形軀
依勞思光的說法，莊子的思想在於強調一種本體
的自我，這既非軀體的「我」，也非認知的
「我」，更不是德性的「我」。而是一種觀賞之
「我」，即為「情意我」。所以一切生死、知識、
道德皆為其否定，只保存其觀賞萬物之主體。而
「無用之用」所保存的「生」，即是這觀賞主體的
生命，或說是精神層面的，而非形軀之生命，這是
值得留意的。

筆者3月因工作關係，帶着13名學
生到韓國作語言文化交流。這次經
歷，讓我回想自己對「朋友」的看
法—某一天晚上，我跟了一名學生傾
談。當中他提及自己擇「友」的要求
很高，我不禁問了他一句︰「那麼，
你孤獨嗎？」
他的回答讓那時快被睡魔吞噬的我
在想：這個學生，倒像自己。

德性朋友 互相學習
大學時代，筆者上了一課有關「友

誼」的哲學課，說到亞里士多德如何
界定「友誼」。他把友誼分成三種：
享樂友誼、效用友誼及德性友誼。
「德性友誼」是一個很高水平的友
誼，因為這是與心性、品德相關的。
這種友誼能從具有一樣美德的人當中
發現，二人會從對方中認識到自己，
又使自己成為更好的人。
一般而言，德性朋友會從享樂或效

用朋友中發展過來，也就是說德性朋
友要從與個人喜好相近，與個人利益
相關的朋友中，找出與自己德性相近

的人建立關係，從而互為學習，成為
德性朋友。

道不同者 不相為謀
其實，中國偉大思想家孔子，也曾

就「朋友」下定義。《論語》：
「道，不同，不相為謀。」所說的
「道」有多個解說，可以是志趣、思
想、價值觀。這樣的話，孔子就是把
亞里士多德對友誼所下的定義籠統地
說了一下。看來，孔子對朋友這回事
沒有具體要求。
不！孔子在《論語》中教我們如何

擇益友：「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
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
友善柔，友便佞，損矣！」當中所說
的「直（正直的）」、「諒（誠實
的）」及「多聞（見識廣博的）」是

擇友的條件。孔子亦曾說過「樂多賢
友」，意思是人生的快樂之一是得到
具賢德的友人。
如此看來，從前的思想家對於擇友

的要求也是異曲同工。

踏出一步 認識對方
於筆者而言，要建立友誼或要建立

何種友誼，我們都要先踏出第一步。
如果未曾認識，我們不可能了解對方
的志趣、思想、價值觀是否相近。如
果未曾分享想法，我們不可能了解對
方能否讓自己成為更好的人。這是一
門高深學問，我們要學習分享，學習
信任，學習體諒，以達至最後互相學
習，共同成為更好的人。
所以，如果交朋結友只是為了讓自

己不感孤獨，那不如單獨一人更好。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語言通用教育學部講師 廖尹彤
網址：www.hkct.edu.hk/
聯絡電郵：dlgs@hkct.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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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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OON OVER
THE MOUNTAIN PASS

Li Bai (701 — 762)
The bright moon emerges
from behind Tian Shan1,

Amidst a sea of clouds boundless in its span.
From tens of thousands of miles,
Blows the long-travelling wind

through Yu Men Guan2.
The Hans descended Bai Deng Road3;
The Tartars spied on Qing Hai Wan4.
From battlefields since ancient times,

Returned not a single man.
Warriors gaze at the border town:

Many look miserable,
yearning to return to their clan.

On this night at home in tall houses,
Their loved ones would sigh and sigh...

stop they hardly can.

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
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
漢下白登道，胡窺青海灣。
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
戍客望邊邑，思歸多苦顏。
高樓當此夜，嘆息未應閒。

關山月
李白（701 — 762）

1 One of the largest mountains in northwestern China.
2 Border pass in ancient northwest China, also known as Jade Pass or Yu Men Guan in
Dunhuang, Gansu Province.

3 The original name of this place is Bai Deng Terrace（白登台）. This is the place
where Liu Bang（漢高祖劉邦）, the Emperor of the West Han Dynasty（西漢漢高祖）
(B.C. 206 — B.C. 195) was besieged by the tartars for seven days. It is now in the
east of Datong, Shaanxi Province.

4 East of Qinghai Province. The tartars (barbarians who made raids on Chinese towns
from time to time in ancient times) were still keeping a stealthy watch in Tang Dynasty.

■隨着範文回歸中文科考試，莊子的《逍遙遊》再度成
為考生的考試範圍。 資料圖片

■■玉門關玉門關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宰我睡個午覺就被孔子罵了。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