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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星期三見報

晝夜二十四小時
上古時代，人們還不懂得怎樣把一天
的時間等分為若干時段，更不曾發明任
何一種計量時間的工具。人們要知道時
間的早晚，最方便也是最普遍使用的方
法，就是看太陽的位置，看天色的明
暗。因之，在古代漢語中，大部分表示
時間的詞，都同太陽和天色有關，所用
的字大多是以日為偏旁的。
早、晨、朝、旦這些單音詞，平明、

平旦、明旦、質明這些雙音詞，指的都
是日出和天亮的時間，有如我們現在所
說的清早、清晨。黎明、向明、昧旦、
昧爽、凌晨、迎晨、侵早、侵晨都是天
將亮而未亮的時間。曉是天亮，分曉、
拂曉是天快亮，破曉是天剛亮。曙是日
剛出。昕是日將出，大昕是日出。
晚、昏、暮、夕和黃昏、薄暮，都指

日落和天黑的時間，有如我們現在所說
的傍晚。晚和夕有時也指夜間。
在早和晚對舉時，可以有早晚、晨

昏、朝暮、旦夕、朝夕、旦暮等多種說
法。夙夜也和早晚同義，夙興夜寐就是
起早睡晚，常用以形容一個人的勤奮不
懈。
現在我們所說的中午、正午，古人叫

做日中，表示太陽正中。
將近日中的時間叫做隅中，意思是說

太陽走過了東南角上，但還不到正中。
太陽西斜的時間叫做日昃，也寫作日

仄、日側，還有叫日昳的。
從太陽西斜到太陽落山這段時間叫做

晡時。古人每天吃兩頓飯，上午下午各
一頓，晡時就是吃下午飯的時間，所以
又作餔時。

吃上午飯的時間叫做食時。
《說文》說：「晝，日之出入，與夜

為界。」晝與夜為界，晝是從天亮到天
黑，夜是從天黑到天亮，故也說白晝、
黑夜。黑夜又叫夕，或叫宵。子夜、午
夜、中夜、中夕、中宵、夜分、宵分都
相當於現在我們所說的夜半、半夜。夜
闌是夜將盡。夜未央是夜深而未到天
明。夤夜是深夜。徹夜是整夜。
《樂府詩．孔雀東南飛》有「奄奄黃

昏後，寂寂人定初」之句，人定指夜深
人靜的時間。《詩經．鄭風．女曰雞
鳴》有「女曰雞鳴，士曰昧旦」之句，
雞鳴指半夜雞叫的時間。這兩個詞所指
的時間都在沒有陽光的黑夜，因而不能
用視覺所及的光度來說明，而是用聽覺
所及的聲音來表示。

漢 語 詞 典漢 語 詞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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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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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頤周敦頤《《愛蓮說愛蓮說》》 牽涉佛教傳入牽涉佛教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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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星期三見報

天子居紫宮 故稱紫禁城

《愛蓮說》是初中文言文名篇，作者是北宋
理學家周敦頤。「理學」興盛於宋代和明代，故
又稱「宋明理學」，這一哲學思想，把傳統的孔
孟儒學作了新的發揮，故又稱「新儒學」。同學
大多知道《愛蓮說》是詠物說理，把蓮花比喻為
君子，而較少留意此文的背景與理學思想的關係。
《愛蓮說》以蓮花比喻為君子，通過描寫蓮

花的特點，突出君子的形象，這是本文的主題。
其中，又以代表世俗人的牡丹和代表隱逸者的菊
花作陪襯，以突顯蓮花的君子形象。
「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牡丹代表富
貴，所以為世人所好，又自隋唐以來最盛。唐代
詩人劉禹錫《賞牡丹》一詩「唯有牡丹真國色，
花開時節動京城」，可見其受歡迎程度。

蓮花為佛教象徵
菊花的隱逸形象則與陶淵明有關。「採菊東
籬下，悠然見南山」是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
歸隱田園後的生活寫照。陶生於東晉亂世，年
輕時有澄清天下之志，後發現塵世污濁，無以
發揮，只好潔身自愛，歸隱山林。傳統士人的
「天下有道則仕，無道則隱」大概就是這種體

現，而「隱」則較近於道家。
蓮花傳統上是佛教的象徵。佛經中有《妙法

蓮華經》；而如來佛祖、觀音菩薩也以蓮花為座。
唐代釋道世《三寶敬佛》有云：「故十方諸佛，
同出于淤泥之濁；三身正覺，俱坐于蓮台之上。」
《愛蓮說》的「出淤泥而不染」與「出于淤泥之
濁」有相近的行文。
而「君子」是儒家的象徵。孔子曰：「君子

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
子哉！」君子的形象是儒士追求的理想。
不過，如果我們稍為了解歷史，便知儒學是

中國傳統的本土思想，而佛教則是外來宗教。佛
教初傳於東漢，大規模地在華傳播則在魏晉南北
朝，至於唐代已在中土大盛，並開始出現漢化的
宗派，例如禪宗、淨土宗等。
佛教在唐代的鼎盛，曾受到儒學之士的排斥，

其中「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的韓愈便
力拒佛教，陳明華夷之辨，並向唐憲宗諫迎佛骨，
可見儒、佛的水火不容。
然而，就在這矛盾激化的時刻，逐漸出現融

和的趨勢。儒學雖是中土本有思想，但其「未知
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只重

現世，而不重形而上思辯的特質，在學術思想的
競爭史中漸漸輸給道、佛。魏晉玄學追求玄妙、
理趣，已要從道家中探求。及至佛教的傳入，其
思辯理趣更勝儒、道。其中禪宗在唐代大盛，更
非儒學所能冀及。

拒佛變三教合流
唐代儒士在面對挑戰時，一方面仍然擺出排

拒佛教的姿態，但也逐漸思考為儒學建立形而上
的理論框架。而理論的建立則以佛、道為參考。
所以韓愈的學生李翱著《復性書》，以佛、道的
思維方式建構人性本質的來源。及至宋代，周敦
頤著《太極圖說》，以道家的概念，建立儒家的
宇宙觀體系。經過了這一番的努力，張岱、程顥、
程頤、朱熹等大儒輩出，更新後的儒學因而成熟，
並在宋、明大盛，而成為「理學」，可與佛道爭
長短。
周敦頤另有《題蓮》詩云：「佛愛我亦愛，

清香蝶不偷。一般清意味，不上美人頭。」便直
接指出了與佛同好蓮花，不與佛專用的看法。這
與佛同用蓮花為象徵的做法，便是牽涉到儒學發
展及三教合流的這一學術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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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神州大地，古建築無數，除了有
深厚的歷史底蘊，其佈局、建築風格，
都可體現中國文化的特點。
要數中國古建築，位於北京的紫禁城

（今天的故宮博物院）最具規模。紫禁
城位於北京市中心，是明、清兩朝的皇
宮。紫禁城自明永樂十八年建成，至今
已逾600年。這座皇宮先後曾有24位皇
帝居住，其間的500年，一直戒備森嚴，
不許平民百姓涉足、窺視。
中國古時天文學家認為，紫微星垣居

於中天，位置恒久不移，似是天帝所
居，故稱為「天宮」，而皇帝既為「天
子」，也應居於地上的紫宮，而此處應
是高牆深院，是平民的禁區，故稱「紫
禁城」。

左祖右社 前朝後市
紫禁城的建築規模依循《周禮．考工

記》「左祖右社，前朝後市」的概念，
從南方的永定門至北面的鐘鼓樓，建成
一條長八公里的中軸線，延伸出「五門
三朝」的九重宮闕。以紫禁城為中心，
東邊是皇帝祭祖的太廟（即今勞動人民
文化宮），西邊則是皇帝祭祀土地和谷
神的社稷壇（即今中山公園）。
前邊是國家施政場所，後方神武門外

有經商貿易市場（即內市）。

陰陽五行 皇帝居中
由京城進入皇宮，須經正陽門、大明

門、天安門、端門、午門五座城門，符
合《周禮》所載「天子五門」之制。入
宮後再經太和門、乾清門才可謁見皇

帝。此七道門亦暗合天上北斗七星之
數。
紫禁城的整體佈局，也依陰陽五行學

說建成。皇宮分為主朝（南），後寢
（北）兩大部分，因南方從火，故用作
施政場所；北方從水，故用作宮寢居
處；東方從木，故凡文治類的宮殿如文
華殿、皇家內閣都在東。歷代太子的宮
室都在東方，故稱作「東宮」，東從
木，意指太子青春成長；西方從金，故
凡兵刑武備有關的設施如武英殿、軍機
處都在西。太后居於西華門內慈寧宮，
西從金，意味太后已在人生秋暮。
文武百官舉行大朝時，也須按「文東

武西」的規矩站班。而皇帝居於中央，
表示皇帝為天下中心，地位至高無上。
各宮殿的命名，也與《周易》中的陰

陽五行契合。太和殿中的「太和」二
字，有陰陽融和之意，殿內的金鑾寶座
位於中軸線的正中，凸顯皇帝至高無上
的皇權；保和殿乃陽中之陰，為皇帝御
前更衣之所；乾清宮之陰中之陽，規制
仿傚太和殿，為後廷之冠；往後便是交
泰殿、坤寧宮，取天清地寧、乾坤交
泰、天地陰陽渾然一體之意。
在數字上，單數為陽、雙數為陰。故
皇宮前朝的宮殿，不論面闊、開間、進
深都是單數；後宮則一律為雙數。這些
細節也體現了古老的陰陽學說。
至於紫禁城的其他建築特色，如飛簷

翹角、台階、磚瓦都別有匠心，跟中華
文化息息相關，囿於篇幅，在此不能一
一提及了。各位讀者若有機會到紫禁城
觀賞，可千萬不能馬虎。

學 語 習 文學 語 習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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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答案：
1.「我懷有這孩子時，蓆子擺放不端正便不坐；肉割得不方正便
不吃，是為了胎教。」

2.「現在他稍為懂事而我卻欺騙他，是在教他不講信用呢！」

模擬試題
試根據文意，把以下文句譯為白話文。(6分)
1. 「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

也。」
2. 「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

以身作則 子女成才

譯文
第一則
孟子年少時一次背誦時，他的母親正在織布。孟子
突然停止誦讀，過了一會兒才繼續誦讀。孟母知道他
因分心而忘記內容，於是叫孟子來問話：「為什麼在
中途停頓呢？」孟子回答說：「有所忘記，然後又記
起來。」孟母於是拿刀割斷她已織的布，引以訓誡孟
子。從此以後，孟子不再因分心而忘記背誦的內容。

第二則
孟子年少時，東邊鄰居在殺豬，孟子問母親：「東
邊鄰居為什麼要殺豬呢？」孟母說：「要把肉給你
吃。」孟母後來懊悔地說︰「我懷有這孩子時，蓆子
擺放不端正便不坐；肉割得不方正便不吃，是為了胎
教。現在他稍為懂事而我卻欺騙他，是在教他不講信
用呢。」於是買了鄰居的豬肉給他吃，以證明沒有欺
騙他。

文 言 精 讀文 言 精 讀 星期三見報

一談及教育，不少人會立即聯想起學校
或教育機構。可是，為孩子提供教育的最
重要場所，不在學校，而是家庭。換言
之，父母才是最舉足輕重的教育工作者。
不幸的是，不少家長將教育的責任推給
他人，只懂得時刻評價別人提供的教育服
務，而忘了父母的身教言教才是教育最重
要的一環，而且責無旁貸。韓嬰《韓詩外
傳．孟母戒子》中兩則故事，正好指出父
母身教言教之重要性。
第一則

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然中
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諠也，呼而問之

曰：「何為中止？」對曰：「有所失復
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自是
以後，孟子不復諠矣。

第二則
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

「東家殺豚，何為？」母曰：「欲啖
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妊是子，
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
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
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教育所重者，在「為學」與「處世」。
父母如何以身教言教教導孩子，是孩子能

否成才的關鍵。
為學而言，應讓孩子明白務必專心致

志，持之以恒；處世而言，應讓孩子明白
務必言出必行，信守承諾。
孟母於第一則故事中見孟子背誦時因分

心而忘記學習內容，便立即斷機杼以明示
學習貴專心，否則會一事無成。
此外，孟母也因一句戲言而自省昔日嚴

謹的胎教無非是希望孩子為人正直。然
而，她一句欺騙之言，等於在教導孩子成
失信之人，故立即改過。
現今為人父母者，應學習孟母教子的故
事，以身作則，成為孩子的啟蒙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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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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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謂謂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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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主謂謂語句中也有不同的情況。像︰
1. 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史記．留侯世家）
2. 章小女，年可十二。（漢書．王章傳）
3.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千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
也。（通鑒．赤壁之戰）

這幾個句子，固然可以算是描寫句。但像︰
4. 公子顏色愈和。（史記．魏公子列傳）
5. 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史記．項羽本
紀）

6.遺民淚盡胡塵裡，南望王師又一年。（陸游．秋夜將曉出籬門迎涼有感）

這幾個句子，就顯然是敘述句了。
由此可見，從內容方面來對句子進行分類是不易得到清楚界限的。但如果以形式

為綱，把句子按謂語分為體詞謂語句、動詞謂語句、象詞謂語句和主謂謂語句，就
可以不管有無助動詞，有無時間副詞或助詞，始終不變。

■周敦頤的《愛蓮說》，以蓮花比喻君子。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