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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語 習 文學 語 習 文 隔星期三見報 ■陳仁啟
作者介紹︰任教中學中文科超過18年。香港大學教育碩士、香港中文大學文學碩士。

說話先說重點說話先說重點 望稿不如望聽眾望稿不如望聽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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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勿以貌取「人」小強亦可敬
隔星期三見報漢 語 詞 典漢 語 詞 典

過往舊課程考試，中文科只設兩卷，即閱
讀與寫作。後來說話與聆聽也漸受重視。預
科舊課程的中國語文及文化科，四項能力均
需在公開考試考核。後來會考新課程及新高
中文憑試中文科又加設了綜合能力卷。

人人懂說話 仍要學組織
閱讀與寫作是文字形式的輸入與輸出；而
聆聽與說話則是言語的輸入與輸出。傳統的
語文教學較重視文字教學，而忽視言語教
學。往往有一種誤解，以為人人都懂說話；
人人都能聽話。因此，毋須在言語教學方面
花太多時間。
不過，要構思說話內容、組織材料、針對

不同話題、不同受眾、因應不同情境說出重
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至於專心聆聽別人的話語、掌握話語的重

點、辨識話語的毛病等，也不是一件簡單的
事。本文集中談說話。
學校的說話訓練可分個人短講及小組討

論。以往小組討論談得較多，現在就談談個
人短講。個人短講在舊預科中國語文及文化
科是一考核分卷；現在的中三全港系統性評
估（TSA）仍是一重要卷別。
個人短講就是要在一段指定時間，依據一

個指定題目發表自己的看法。這裡涉及內容
與表達技巧兩部分。
同學在進行說話前會有一段準備時間。例

如中三TSA，先有五分鐘時間準備，再進行
兩分鐘說話。同學便要在五分鐘內準備兩分
鐘的說話內容。

導言吸引人 結語要概括
構思說話內容與構思寫作內容有相似之

處。同學可先認真審題，把握題目的要求
後，便依題旨進行腦震盪，想到什麼便用簡
潔的文字寫在草稿紙上。寫得差不多了，再
進行篩選提煉。把重要的圈出來；把重複的
刪削；把相關的聯繫起來；再將資料的重要
性進行先後次序排列，建議把最重要的放在
前面，次要的放在後面。
然後，構思一段簡潔又能夠吸引人的導言

及一段概括力強又能深化主題的結語。
全篇說話內容主要有三個部分，即引言、

內容及總結。這樣安排便能令說話有頭有
尾、條理分明。當然，還要估計各部分所需
的時間，大致是引言及總結所佔時間少，把
大部分時間分給內容。

表情勿誇張 避免小動作
內容準備好了，便要開始說話。說話時要

有自信、聲線要適當、咬字要清楚、用詞用
語要準確。有些同學說話時可能太緊張，怕
說漏了重點，全程只是望着草稿紙，這是不
太恰當的。要能記住重點，說話時望着聽
眾，保持適當的笑容或配合說話內容作出恰
當的表情，但也不要太誇張。
有些同學會無意識地搖身、擺手或捏紙製

造噪音等，這都是要避免的。也有些同學在
無意中加入了不少沒有意義的口頭禪，這也
是不恰當的。要避免這些問題，在平日的訓
練中便要多聽老師及同學的意見，並盡量把
它戒掉。
個人短講是言語輸出的形式之一，涉及思

維的鍛煉，並不只是說說話而已。但操作上
比小組討論簡單，是初中中文科說話訓練的
重點，需要留意的事情也很多，日後的文章
再說明。

九根柱子撐着天
四條大繩繫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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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星期四．通識文憑試摘星攻略星期三．中文星級學堂
．文江學海
．STEM百科啟智

星期五．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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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籍簡介︰
本書是華東師大已故教授史存直先生（1904-1994）的遺著，是
作者晚年對文言語法的思考和總結。全書共十五章，從句法到詞
法，以宏觀的語法學視角，對比現代漢語語法，系統地梳理語法
要點、詳細地剖析傳統的文言語法系統，再輔以大量文言例句，
清晰且簡明扼要地闡述文言文特有的語法規律。

■資料提供︰

主語

中國文化內涵豐富，有人說雞和玉分別具
備中國文化中君子須有的五種德行。筆者今日
卻要談談蟑螂，這種為人忽視、厭惡的生物，
其實也有值得欣賞學習之處。
一個家庭，可以不養狗，也可以不養貓和

兔子。但無可避免，又或不知不覺或知或覺
地，養活了這夥「怪客」而不自知，我敢於打
賭這類「善長」遍佈世界。這位「怪客」不是
別「人」，卻是無人不曾聞其大名的蟑螂。
蟑螂古稱「蜚蠊」，閩、粵一帶則呼其為

「甴曱」（粵音︰gaat6 zaat2），今人習慣把
這詞冠履倒易為「曱甴」。（今俗稱「小
強」）然不懂其寫法的人雖多，倒是極少人沒
被牠驚嚇過。想筆者年幼之時，心中最懼者，
除去母親手中的雞毛帚子外，蟑螂當仁不讓。
黑亮的背甲配上三雙毛茸茸的長腿，加上從縫
隙中伸出的長觸鬚，每次出現都是我的噩夢。
記得有一會實在耐不住，拿起拖鞋要打，
稍一遲疑竟被這小傢伙「打蛇隨棍上」，癢癢
的往我手臂上直爬……
更糟糕的是出恭時遇上會飛的品種，打又

打不中、逃又逃不了，簡直是坐以待斃。
膽子比我大，身手比我快的「劊子手」確
實不少，但在「奮勇殺敵」後成功感滿溢之
際，要去幹那清理漿翼模糊的活時，倒是沒太
多人樂意去做。

入藥可防癌 反胃勿勉強
然據說蟑螂可以入藥，有防癌功效，亦有

人以此治病。《唐本草》便載︰「螢蠊，味辛
辣而臭，漢中入食之，言下氣。」曾聞越戰時
便有士兵靠吃蟑螂充飢。姑勿論閣下吃蟑螂是
為治病抑或果腹，吃這類「食物」還得是閣下
自願才好，如屬用強逼迫的話，恐怕感覺不比
受「十大酷刑」要苦。
外國有一齣遊戲節目，便強令落敗的參賽者

生吃蟑螂，「受害人」固然反胃，家庭觀眾想
必也在接下來幾天食慾減半。這樣，人類不免

又在蟑螂本已滔滔的罪行冊上，又添一筆了。
西方諺語有「一枚硬幣有兩面」之語，如
果我們的目光只聚焦在蟑螂腿上的細菌數量
時，那就難以察見牠的可愛、可敬之處了。蘇
軾說︰「古今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
蟑螂確是動物界的「豪傑」。何以見得？

試想一種有着一冊四億年族譜的生物，敵得過
龐如恐龍亦不能熬過的天災。
我再要說其有過人之節，諸位看官該不會責
我吹牛了吧？翻開百科全書，可以讀到以下描
述蟑螂的文字︰蟑螂屬雜食動物，能只靠水存
活四星期；能不吃不喝存活三星期；能閉氣四
十分鐘。一對蟑螂一年能繁殖後代十萬。蟑螂
的觸鬚能「聽」到聲音；其外殼能一定程度抵
抗輻射；蟑螂被切去頭部能生存一星期……讀
到這裡，不難想到，蟑螂似乎比備受人們盛讚
的蜜蜂和螞蟻更應得到詩人的歌頌。

人眼愛美麗 吃虧在外觀
蟑螂會傳播細菌，可蜜蜂也會叮人，螞蟻

亦不是益蟲，那麼蟑螂吃虧之處，當在其惹厭
的外觀上了。荀子主「人性本惡」，認為人的
眼睛生來都愛看美麗的東西。不錯！數千年前
的荀子早已為人們屠殺「黑金剛」找了藉口。
黑金剛生命力強，適應力高，能耐寒暑飢

渴，本配得上人類的欣賞。而除了外觀問題，
蟑螂被定義為害蟲、人人喊打的理由，恐怕在
於牠是病毒的「順風車」了。
人類為保障自身健康，無所不用其極。請
君看那被古人譽為兼具「五德」的雞，只因有
傳播疾病的潛力，一夜間殺害百萬，誅殺殆
盡。那麼踏死你一隻小黑金剛又算什麼？幸虧
黑金剛勝在量多，除之難淨，儘管人類苦心創
造的機關不少，仍妨礙不了黑金剛成為每一戶
人家的「寵物」。
話說回來，看畢這篇文章，如果我說蟑螂
具備謙遜低調、堅忍頑強的品質，你又同意
嗎？

在古人的心目中，天和地是對立的。
天就是懸在我們頭頂上的天空以及天空中的日月星辰，
地就是踏在我們腳底下的地面以及地面上的山嶽河湖。圓
而隆起的天，蓋着方而扁平的地。
古代神話說，有九根柱子支撐着天，使天不下塌；有四
條大繩維繫着地的四角，使地有定位。《列子．湯問》和
《淮南子．天文訓》都記載了關於不周山的傳說，說是共
工氏因與顓頊爭奪帝位，怒而猛觸西北的不周山，致使
「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
天柱、地維這兩個詞，正反映了古人對於天地對立關係的
看法。
《莊子．說劍》說：「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
地，以順四時。」《淮南子．天文訓》說：「天道曰圓，
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古人認為天圓地方，
因以圓方作為天地的代稱。人生活在天地之間，頭頂天
空，腳踏地面，所以說是戴天履地或者戴圓履方，簡稱戴
履或者履戴。
古人還把作為人類特徵的圓顱方趾與天圓地方聯繫起
來，說是「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淮南子．
精神訓》）。
又《管子．內業》有「乃能戴大圜而履大方」的話，
《呂氏春秋．序意》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的話，南
朝梁陸倕《石闕銘》有「色法上圓，制模下矩」的話，大
圜、上圓都指天，大方、大矩、下矩都指地。

《禮記．中庸》說：「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
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
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古
人認為天覆地載，故也以覆載作為天地的代稱。
古人還把天空比作被覆萬物的蓋笠，把地面比作裝載萬
物的車輿，《淮南子．原道訓》有「以天為蓋，以地為
輿」的話，宋玉《大言賦》有「方地為車，圓天為蓋」的
話，因稱天為蓋天、天蓋、圓蓋，稱地為輿地、地輿、方
輿，舊時的地圖也有叫輿圖或者輿地圖的。

（下回待續）

野叟獻曝 貽笑大方

■謝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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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中文科與通識科老師、哲學
博士、文學碩士、專欄作家。

隔星期三見報

主語和謂語是相對待的。通常是主語在前，謂語在後，但有時因感情關係，先將謂語
說出，再補出主語，就成了所謂倒裝句。如：
1. 賢哉，回也！ （論語．雍也）
2. 小人哉，樊須也！ （論語．子路）
3. 何哉，爾所謂達者？ （論語．顏淵）
4. 誰與，哭者？ （禮記．檀弓）
充當主語的，最常見的是名詞、代詞和以名詞、代詞為中心詞的詞組。如：

1. 孟嘗君不說。 （國策．齊策）
2. 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孟子．梁惠王下）
3. 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 （論語．微子）
4. 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 （韓愈，原道）
5. 吾不忍其觳觫。 （孟子．梁惠王上）
6. 此誰也？ （國策．齊策）
7. 孰可以代之？ （左傳．襄公三年）
8.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論語．微子）
9. 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 （史記．高祖本紀）

（未完待續）

書籍簡介︰
文言文是不是很難？其實漢語詞彙古今雖有差異，也有繼承。要準確掌握詞義，辨別古今詞義的
異同，才能讀懂祖先留下來的著作文章。漢語歷史悠久，文言成語、典故一向生動精練表現力
強，大多數在今天仍有旺盛的生命力，但使用時不能望文生義或斷章取義，不妨嘗試窮源溯流，
把來龍去脈了解清楚。

■資料提供︰

世人作價值判斷或道德判斷時，往往因視野識見之不同，程
度水平自有高低之別。對於思想狹窄，目光如豆的人，其判斷
往往是貽笑大方。我們固然可用井底之蛙形容見識不多之人，
但僅限於諷刺那些自負的庸人。對於一些普通人，他們因識見
所限，視某平凡不過的事物為瑰寶，而欲獻給他人。我們應同
情諒解，提醒他們或會受別人哂笑與譏諷，有關內容，見於
《列子．楊朱篇》，原文如下：

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縕黂①，僅以過冬。暨春東作②，自曝

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纊狐貉。顧謂其妻曰：「負
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
曰：「昔人有美戎菽③，甘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
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眾哂而怨之，其人大慚。」
因環境經驗所限，貧窮之農夫因曬太陽取暖，以為見人所未

見而欲獻給國君，動機自是不錯，惟因他宥於一己之見，恐怕
只會惹來屈辱。成語「野叟獻曝」後用來比喻人所獻的事物平
凡不過，也有用作形容自己所獻之東西或意見的自謙之詞。

注釋：

譯文
從前宋國有一農夫，冬天時僅穿破麻衣，很艱難才捱過
嚴冬。到了春耕時，他獨自曬太陽取暖，而不知道天下有
寬廣的大廈和暖室可以居住，也不知道世上有絲綿袍和皮
裘可以穿着。他於是回去跟妻子說：「曬太陽的溫暖舒
適，從來沒有人知道。我將這個妙法獻給國君，一定得到
重賞。」
同鄉的富人聽後告訴農夫：「從前有個人以戎菽、甘
枲、莖芹、萍子等常見的菽麻菜為美味，於是向當地的富
豪推薦野菜的美味。富豪嚐了一口，覺得口裡刺痛難受，
肚裡不太舒服。大家都哂笑與譏諷他，使他既狼狽又慚
愧。」

①縕黂：指破麻衣
②東作：指農事
③戎菽：指普通豆菜

模擬試題
試根據文意，把以下文句譯為白話文。 （6分）
1.「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
2. 「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眾哂而怨之，其人大
慚。」

參考答案：
1.「曬太陽的溫暖舒適，從來沒有人知道；我將這個妙法獻給
國君，一定得到重賞。」

2.「富豪嚐了一口，覺得口裡刺痛難受，肚裡不太舒服。大家
都哂笑與譏諷他，使他既狼狽又慚愧。」

■個人短講在中三TSA仍是重要卷
別。 資料圖片

■■天圓地方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天圓地方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連傢具也有其影連傢具也有其影
子子。。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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