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暑假剛過，想必大家出外旅遊領略了不少異地文化。不知道你
的行程裡有沒有北方草原之邦蒙古國？如果還沒有，就如何規劃
等各方面給大家分享一些心得，希望將來用得着。
蒙古國位於亞洲中北地區，國土呈由西向東的橢圓形，面積為
156萬平方公里，是世界上國土面積第十九大的國家，也是僅次
於哈薩克斯坦的世界第二大內陸國。人口300多萬，約30%的人
口從事遊牧或半遊牧，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主權國家。
蒙古國的主要宗教為藏傳佛教，以蒙古族為主體的國家，人口絕
大多數是喀爾喀人，其他還有巴岳特人及布里亞特人等，少數民族
有哈薩克族、霍屯、查唐、烏茲別克族及圖瓦等突厥系民族。

現代城市 草原風貌
首都烏蘭巴托始建於1639年，位於蒙古高原中部，是一座具
有濃郁草原風貌的現代城市，也是蒙古草原上一座古老的城市。
市內除了高樓大廈拔地而起，城市邊緣區域傳統的蒙古包隨處可
見，透着神秘的異國風情。
蒙古國北鄰俄羅斯，南鄰中國，屬內陸地區，典型的大陸氣
候，冬天寒冷漫長，夏天日照充足，日夜之間的溫差很大。國土
四分之三被草原覆蓋，北部和西部多山脈，南部為戈壁沙漠，山
地、草原、沙漠、盆地、湖泊等多種地質形成了豐富多樣化的優
美景色。因此，去蒙古旅行，可以稱之為探索地球盡頭的一次真
正的冒險。完成這個冒險任務，需要做充足準備。帶好旅行證
件，提上行李及攝影器材，經歷一次征服大自然不平凡冒險吧。
1.最適合季節：夏季每年的5月底至9月底；冬季1月底至3月底。
2. 簽證：香港居民進入蒙古，享有14天免簽證有效期，買好機

票帶上護照便可。
3. 交通：市內有公共汽車，既可搭的士，也可以呼叫其他車
輛，順路的話司機願意隨時接載乘客。其他區域要提早安排
租車服務。

4. 衣着：前往蒙古不管是什麼季節，由於早晚溫差很大，需要
帶足保暖衣物，尤其是春季以外的季節。

5. 餐飲：蒙古餐食部分比較簡單，有俄羅斯餐飲、韓式餐飲、
中式餐飲，如果您喜歡牛羊肉就完全可以放心出發，如果怕
萬一不合胃口，可以自帶罐頭或即食麵豐富餐食。

6. 騎馬：蒙古旅遊一定要去騎馬，騎馬時，要穿長褲及可以保
護腳的鞋。

7.過關：不可以攜帶恐龍化石等珍貴物品離境，屬於違法，如
果被查到的話將會付出極大的代價。

8. 當地漢語導遊比較缺少，大部分是英語導遊，可以先做一些
資料搜集閱讀，導遊講解時可隨時進入狀態。
如此，事先全面了解蒙古國綜合情況、遊覽景點及線路，細心

作好以上各項準備，下一個假期你就可以整裝待發了。下一節，
我會給你說說做客蒙古人家的禮節等，讓你了解更多其他民族的
奇風異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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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 故 知 新溫 故 知 新 隔星期三見報 ■吳一敏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中文科主任

詩詞多用典詩詞多用典 避免太長氣避免太長氣

珠 落 玉 盤珠 落 玉 盤
■李昂尼 現職中學教師
gglit@hotmail.com逢星期三見報

寄情山水尋慰藉
四大名徑可「入腳」

隔星期三見報 ■松睿 退休教師區 區 有 遊 情區 區 有 遊 情

現在愈來愈少學校開設中國文學科，該
科可說是逐漸式微。「溫『故』知新」第
一次與大家會面，筆者希望以說故事的方
式，以多個文學作品作為例子，讓各位了
解中國文學中用典的手法，順道說明該典
故的內容及意義，使就算沒有修讀文學的
讀者，也可以通過此專欄略知一二。
俗語「拋書包」是用來形容說話時常引

經據典，旁徵博引的人。文學家引用典
故，原理就像「拋書包」一樣，把一些古
事、故事融入作品當中。他們運用的故
事，就是「典故」，而這種寫作手法，我
們稱之為用典。

多典故增加難度
那究竟什麼是典故呢？以下幾本權威詞
典有差不多的解釋。根據《辭海》所述，

凡「詩詞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來歷出
處的詞語」就是典故。
《辭源》：「詩文等作品中引用的古代

故事和有來歷出處的詞語」；而《現代漢
語詞典》則有言典故乃「詩文裡引用的古
書中的故事或詞句」。要數運用典故最多
的文學作品類別，就一定是詩詞，學生認
為詩詞難以理解正因為這個緣故。
詩詞本言簡意賅，學生除要掌握字面意

思之外，又要理解當中典故的意義，這無
形增加了讀詩的難度。
為什麼文學家，尤其是詩人喜用典呢？

首先，詩詞有一定字數限制，太多話要
講，倒不如利用前人的故事代替冗長的文
字，讀者看到故事，便意會到當中的道
理。其次，我國文學傳統喜隱晦，「畫公
仔畫出腸」從來都不是受歡迎的。

利用典故，變相不是作者直白說出來，
這種委婉營造出一種「美」。且看王維
《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
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隨意春芳
歇，王孫自可留。

反用其意勸歸隱
最後一聯「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

乃運用了《楚辭．招隱士》的典故。
《招隱士》主要描寫山中森然恐怖的景

象，作者極寫山裡的環境寂寞可怕，兇險
非常，當中「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
萋」、「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
留」幾句，正描述了荒草叢生的深山環
境，強調「不可以久留」，希望招隱居山

中的隱士（王孫）回家，不要再留在山
中。
然而，王維卻反用其意，先寫了山中水

清月明的寧靜環境，更說任憑春芳凋謝，
但秋色仍然很美，王孫不但不用馬上離
開，更「自可留」在山中。
《招隱士》的作者本想招王孫出山入

仕，王維卻極言山間之優美，推翻出山入
仕之說，反映出他對卑鄙的官場的厭惡之
情，表達出自己要離開官場歸隱田園的心
志。這種用典卻反其意之寫法更見王維作
法之高明。
其實運用典故不僅是古代文學家專有的

權利，現代不少作家、填詞人也喜用典
故，這不僅令讀者容易產生共鳴，亦使作
品格調更上一層，日後筆者也會向大家作
介紹。

深水埗土地貧瘠 需打拚方有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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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簡介︰
本書所收錄的各體文章都依時代排列，並按程度深淺，分為初、中、
高三冊。讀者在理解古文的要旨之餘，又能領略名篇的時代背景及文
學地位。

■資料提供︰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①，在新民②，在止於至
善③。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④，靜而后
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⑤。物有本
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
欲明明德於天下⑥者先治其國⑦；欲治其國者
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⑧；欲脩其
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
其意者先致其知⑨；致知在格物⑩。物格而后
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
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
國治而后天下平。

《禮記．大學．明德章》節錄

注釋
①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大學，大人之學，指治理國家的學問。道，理。大學之道，謂

從事「大學」教育的主要目的。明，彰明、弘揚。明德，指天賦靈明之德。
②新民：謂引導百姓革舊圖新。新，一作親。
③止於至善：達到而停止在極善的境地。
④定而后能靜：定，決定方向之點。「而后」猶「然後」。靜，謂不動。
⑤得：謂有所得。
⑥欲明明德於天下：謂想在社會弘揚大學教育所強調的「明德」。
⑦治其國：管理國家。「治國」之「治」讀平聲，下同。「國治」之「治」則仍讀去

聲。治音持。
⑧脩其身：脩通修。修養其本身。
⑨致其知：推究其知識。謂把知識應用在各種事物上。
⑩格物：一般接受朱熹的說法，解作窮究事物的道理，但朱子並未舉出「格」字此意

義在古漢語中的根據。今案「格」字見《尚書．堯典》：「光被四表，格于上
下。」《中庸》：「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察乎天
地」結構與「格于上下」相同，「格」字意義，似與「察」字相彷彿。若然，則或
可助成朱子「窮究」之說歟？

題解
大學，古讀太學。古時學子十五歲入

太學，學習修己成德、齊家治國的道
理。據朱熹所說，本章是曾子記述孔子
之言，屬於《大學》篇「經」的部分。
文中先提出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三
個治國綱領；接着舉出格物、致知、誠
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八條目，說明要治理好國家，治國者必
須具備崇高的道德修養。

一般香港人或旅客對香港的印象，多是人
來人往的旺角銅鑼灣、摩天大樓群集的中環金
鐘。概言之就是現代化、人多樓高，既有聞名
遐邇的夜景，也有美食和購物商場。之所以有
以上的套板印象，除了來自從小耳濡目染的旅
遊照片和廣告宣傳外，也緣於我們目光淺狹，
以及自以為熟悉而生出對周遭事物的麻木，以
為今天的香港農夫漁民都已轉行、摩登都市已
把鄉間地方都退往北方的神州大地去。古人生
活不稱心時，可尋山水慰藉，香港人似乎沒這
福分了。

郊野遠比城市多
其實，只要我們攤開一卷地圖，或在電子
地圖中切換至衛星模式，從鷹的角度俯瞰我
城，不難發現香港原來豐沛於綠色，我們每日
生活其中的市區，或被重巒疊嶂包圍、或被郊
野公園擠到向維港一隅。再看數據，城市郊野
的比例更是出人意料，已開發的土地只佔香港
面積的四分之一；其餘四分三？都歸屬大自然
的蓊蓊鬱鬱。
香港與其他先進城市如新加坡的最大分

別，在於香港是一個有山有水的立體城市，海
岸線逶迤多姿，半島與山相擁抱。
香港的山最高也不過一千公尺，然「山不
在高」，香港的山多因緊鄰海洋而每有自水平
線陡然拔起的壯闊氣勢，故其險峻磅礡不遜國

內外名山。此外，大大小小別有洞天的島嶼、
詭奇多彩的地質公園，執世界牛耳之河川濕
地，引人入勝的舊徑古村亦不容小覷。
香港這些自然資源是我們每人都可以隨意

享用，不似經濟發展的成果只供少數人收割。
所以自然資源應是最令香港人感到驕傲的資
產。現今港人跟古代風流墨客，其實都有享受
山水之樂的權利，在於你是否願意花半天時間
到郊外踏青。
若有意探索這片好像月球背面般神秘的四

分之三香港，大可從香港四大名徑「入腳」，
或攀登山頭如大帽、鳳凰、八仙等，此外也可
探尋古道村徑、濕地離島，觀察郊野村落的人
情百態，刻畫農民植茶種稻、栽蔗培蕉的田園
生活；或欣賞設魚排、築基圍，挖蠔捕蝦的港
灣風情。
當然，享受自然山水的無盡寶藏時，其中

浮現的社會現實亦不時引人低迴反思，例如看
到瀕危的土沉香因缺乏保育而亂遭砍伐變賣的
情況時，就不禁扼腕慨嘆一些人的唯利是圖；
看見本土農民生計受壓，而財團時刻覬覦郊
區，要開發建屋牟利，也令我看清資本家貪得
無厭的本質。
各位讀者倘有閒時，不妨乘着當下初秋天
高氣爽，帶着一點好奇心和欣賞的目光，與這
四分之三的香港結緣，暫離繁囂都市，進入
「天人合一」的境界。

深水埗，百年前是一條小村落，位於現今南昌街、汝洲
街一帶；這裡不比元朗、上水，土地狹小貧瘠，村民須為
生活打拚方有未來，這股精神於今仍存。
上世紀初，鴨寮街前的桂林街是一彎泥灘，居民於此經
營養鴨，設建鴨寮。後來，政府填海劃地，就把這條街命
名為鴨寮街，以紀念昔日風貌。當時，村中衛生條件欠
佳，加上養鴨，終於爆發了疫症，居民在村前興建了三太
子廟，以求驅疫。
上世紀20年代，填海工程告一段落，欽州街至南昌街、
沿海的通州街全填為平地，舊村逐漸拆掉，1924年又把原
來的碼頭從南昌街遷移到北河街。自此之後，渡船就在這
裡泊岸，上貨落貨、人聲沓雜，形成了喧鬧的市集。新工
業亦應運而生，家庭式的山寨如雨後春筍，這裡的人日以
繼夜、夜以繼日，有全家總動員的，也有把工序分發給另
些家庭的，直是全區舞動、日夜拚搏。
1992年碼頭拆卸了，舊街市搖身變成市政大廈，攤檔賣

的商品改變了，成衣變成T恤、藤籃變成電子零件、膠花
變成飾物。但沒有改變的，是這裡的人的生活方式，勤勞
如昔、刻板如故。

生活逼人 還須努力
從北河街直上，穿過市集，你就會感受到一股無奈。
「啄、鐸、鐸、啄」，賣豬肉的刀起刀落，動作單調重
複，手中砍的是骨頭，口中嚥下的卻是生活壓力，均很沉
重。「各位街坊、各位街坊；埋嚟揀、埋嚟買，今日興旺
做特價，開平乳腐7蚊罐……全港最平，全港最靚……快
啲來買、快啲來買。」賣雜貨的雖然音量十足，但語調平
淡，更顯得生活單調、惹人寂寥。
這區雖然草根，但不乏善心人，明哥就是其中表表者。
他經營的「北河燒臘飯店」，除了以價廉物美見稱之外，
又常派發免費飯盒予有需要的人；他更在附近開了分店
「北河同行」，可算是一個成功小商戶。但可曾知道？他
也是個為生活打拚的人！也走過人生低谷，但他抱着「命
運是對手，永不低頭」的態度，最後修成正果、渡過難
關，這是深水埗精神。
不遠處的坤記糕品專家，店舖小得像報紙檔，但店內的
甜品遠近馳名，尤以芝麻糕、紅豆糕、白糖糕為最。糕點
之所以出色，原來老闆兄弟為求食品上乘、新鮮，凌晨交
替工作，選材、洗浸、磨粉，全不假手於人或機器。「一

分耕耘，一分收穫」，這也是深水埗精神。

狹小校園 實踐理想
不但販夫走卒如是，知識分子何嘗不是？上世紀50年

代，錢穆、唐君毅等國學大師創辦的新亞書院遷入桂林
街，校舍只有三間兩層，一層用作師生宿舍和辦公室，剩
下的一層就作課室；「校園」狹小得連普通小學也不如，
怎配稱為大學？然而，錢、唐等人的胸襟、學養，把這些
客觀不利的條件全都比了下去。
那時，內戰剛止，市面蕭條；學生交不起學費，教員有
時連微薄的薪津也收不到，諸賢就募捐、撰稿，甚至典
當，把書院支撐下去。這是新亞精神，「手空空，無一
物，路遙遙，無止境。……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千
斤擔子兩肩挑……」校歌並不是文人的浪漫，而是理想的
實踐。如今，書院已成豪宅，旁邊有一座細小的紀念花
園，白雲千載，歌頌着新亞昔日的奮進。
其後，許多才子才女都在這裡成長，黃霑在桂林街、胡
燕青在鴨寮街、文潔華在大南街。他們都過着相似的生
活：「巷裡的小孩都在一隻生果木箱上做功課，有時站着
寫字，有時蹲在木凳仔上，手腳常挨木刺，便隨手把它拔
出來。」（文潔華《陋巷》）這種困境是生活的洪爐，能
人格鍛煉得堅毅。玉不琢，不成器；鐵不煉，不成鋼。
當然，少年十五二十時，最容易失去人生方向，人需要
愛去支撐容易倒下的身軀，這份愛，可以來自父母、可以
來自老師，或者教會，因為他們也曾為生活打拚。「只有
一件事使我安心。父親和母親，就睡在下層，一同把我撐
起，教我感受到生命的高度。」（胡燕青《雙層床》）

■鴨寮街 資料圖片

■本來深山環境被典故用作勸說
人才出山，王維卻用這個典故，
反而說希望歸隱田園。 資料圖片

北方草原之邦 拿背包就出發

■烏蘭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語言傳意學部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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