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應屆中國語文科文憑試已展開，相信學生最擔心的
試卷，莫過於被稱為「死亡之卷」的閱讀卷，雖然語
文學習並非一蹴而就，立竿見影，但考生可於試前多
做準備，或留意試卷的提示，爭取更好的成績。
首先，甲部指定閱讀篇章，考生必須掌握12篇指定

範文的寫作背景和基本內容，同時須熟記課文精華片
段或句子。例如︰
《岳陽樓記》︰「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
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魚我所欲也》︰「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
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
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
也。」
《出師表》︰「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
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
凡此種種，考生必須於試前能倒背如流，有助答
題。至於篇章的文言句式、修辭、寫作手法，學生也
要多複習。
至於乙部閱讀理解，閱讀卷多考核學生劃分結構段
及歸納段意，考生須留意題幹的提示，模仿題幹提示
的寫法。
至於段意的常用語，過去專欄已有提及，這裡不再

詳談。此外，考生須注意作者所運用的寫作手法。於
公開試中常見的手法，如下表：
前呼後應/前後呼應
出題年份：2008會考、2009會考、2011會考
說明：作者於文章前面交代，並於文章後面有呼應補

充。

承上啟下/過渡
出題年份：2011會考文憑試、練習卷2012文憑試
說明：上下文之間的銜接轉換，能把不同的段落層次

有機地連接起來，使文章結構緊密。

首尾呼應
出題年份：2011會考文憑試、練習卷2012文憑試
說明：所謂呼應是指在開頭和結尾的內容上要有着極

其密切的關係，是對同一情況作出解釋、說
明、交代的。

其次，閱讀卷常見與修辭有關的題目，學生也要清
楚掌握。於公開試中常見的手法，如下表：
襯托/映襯
出題年份：2014文憑試、2015文憑試
說明：是寫甲事物的時候，拿乙事物來陪襯，有主次

之分。

對比
出題年份：2011會考、2012文憑試、2013文憑試、

2014文憑試
說明：把兩個對立的事物，或者一個事物的兩個不同

方面加以比照。

反語
出題年份：2014文憑試
說明：以正話反說或反話正說的方式表達，故意令表

面意思和實際意思相反。
雙關
出題年份：2017文憑試
說明：字或是詞同時有雙重意義的修辭法。
另一方面，考生必須留意題幹的提示，或兩題題幹
之間互相提示。以2012年文憑試練習卷《目送》第
一、二題為例。第二題題幹提示學生第a部分與第b
部分呈現對比關係，第c部分與第d部分呈現對比關
係。學生如有留意到第二題的提示，回答第一題的內
容大意時，必須呈現對比關係。
2016年《紅水番薯》，考生須寫出葦芒花和牽牛花

在文中的作用，題幹已寫上野草的作用，考生只要參
考題幹的模式，即先寫植物的特點，再作解說和說明
在文中的作用，不難回答有關問題。
礙於篇幅有限，總括而言，希望考生小心閱讀題

目，留意題幹提示，多思考文章深意和作者情懷，定
能於「死亡之卷」脫穎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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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四季
《爾雅．釋天》說：「夏曰歲，商曰
祀，周曰年，唐虞曰載。」
祀字早已不用來稱年了，年、歲、載
三字則一直通用至今。
年是穀物成熟的意思。
農作物大都是每年收穫一次，中國自
古以農立國，古人把年作為歲名，正表
示對農業的重視。在古代史書上，常有
有年或大有年的記載，有年就是豐收，
大有年就是大豐收。人們至今還把一年
中農作物的收穫情況稱為年成。
歲是太歲，即木星。木星大約每十二
年運行一周天，每年行經一個特定的星
空區域，因而古人用來紀年。此外歲字
也有穀物成熟的意思，古人說望歲就是
盼望好收成。
載字原來解釋為開始。用載稱年，就
和人們平常說的「歲序更新」是一樣的
意思。

除上述年、歲、載三字外，古代還有
用稔、茲稱年的。
稔與年為同源字，也是穀物成熟的意
思。古代穀物一熟為年，因而也叫年為
稔。《國語．鄭語》有「凡周存亡，不
三稔矣」的話，三稔就是三年。
茲字，《說文》解釋為「草木多

益」，也就是草木滋長繁茂。「離離原
上草，一歲一枯榮」（白居易《賦得古
原草送別》），如果說把年作為歲名起
源於農業社會的話，那麼把茲作為歲名
就該是發生於遊牧社會的事了。《呂氏
春秋．任地》有「今茲美禾，來茲美
麥」的話，今茲、來茲就是今年、明
年。
年歲還有不少的代稱，如星霜，因為
星辰運轉一年循環一次，霜則每年至秋
始降；如寒暑，因為「寒往則暑來，暑
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周

易．繫辭下》）；再如通常說的寒暄，
意思是人們見面時談一些天氣冷暖之類
的應酬話，其實寒指冬季，暄指夏季，
一寒一暄，也就代表一年。
中國在地球的北半球上，大部分地區

屬於北溫帶，一年分為春夏秋冬四季，
也稱四時。據近人考證：在商代和西周
前期，一年只分為春秋二時，所以稱春
秋就意味着一年。《莊子．逍遙遊》有
「蟪蛄不知春秋」的話，意思是說蟪蛄
生命短促，不到一年。此外上古史書也
稱為春秋，因為記載史事必先標明年
份。後來曆法日趨詳密，由春秋二時再
分出冬夏二時。現在我們還可以看到，
有些古書上所列的四時順序不是春夏秋
冬，而是春秋冬夏，就是這個緣故。過
去有一種說法，認為春秋二字是春夏秋
冬的節略，用來代表四時的，其實並非
如此。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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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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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讀精華片段熟讀精華片段 留意寫作手法留意寫作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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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創紀傳體《史記》多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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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香港的文憑試課程中，不論中國語
文科、中國文學科、中國歷史科，都把一
本書列入必讀範圍，那就是《史記》。
《史記》大家想必都聽過，即使沒聽過書
名，也必對其中記載的歷史故事和成語耳
熟能詳。
《史記》的作者司馬遷，為西漢的太史
令，首創紀傳體的撰史方式，整理、記錄
遠古至漢初之史事。
《史記》既為研習中國歷史的必讀典

籍，其文字水平也高，富藝術美，不少內
容後來都成為話本小說和戲曲的材料。南
宋學者鄭樵褒揚《史記》：「六經之後，
唯有此作」。而當代的魯迅也在《漢文學
史綱要》裡稱讚《史記》乃「史家之絕
唱，無韻之離騷」。

承父遺志修書
司馬遷繼承父親司馬談修史的遺志，讀
萬卷書、走萬里路，後來獲罪而發憤著
書，旨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
一家之言」，負史家之職責，繼《春秋》
之精神，終成《史記》這一不朽典籍。
《史記》記載黃帝至漢武帝的歷史，

《史記》不採此前史書常用的編年體制，
而首開紀傳體的撰史形式。紀傳體以描寫
人物的生平為主，年代先後為副，此法為
不少後世史書仿傚，唐後幾成定例。
《史記》的主題，共分《本紀》、

《表》、《書》、《世家》和《列傳》五
類。《本紀》記執政者之事跡；《表》則
以表列方式整理史事發生次序；《書》記

載歷代典章制度；《世家》記述對社會、
政治有影響力的家系或貴族事跡；《列
傳》則記錄社會不同階層人物的面貌。
司馬遷每於客觀述史之後，附以主觀的
個人感受或評價，以「太史公曰」起頭，
呼應他「成一家之言」的論史精神。
《史記》除了記述史實，也促成「史

學」的出現。錢鍾書在《管錐篇》中提及
司馬遷寫《史記》時對當時皇帝的取態，
司馬遷先是在《五帝本紀》中以黃帝開
頭，這跟漢武帝推重效法黃帝有關，然司
馬遷又提出與另一篇文章《封禪書》結合
來讀，此既表達對武帝的尊敬，也有批評
諷諫漢武帝勿昧於鬼神封禪之事。
錢鍾書在此指出，司馬遷對後世而言，

功勞不止在於寫史書，也由於他探究史事
背後的意義，故他可說是史學的鼻祖。
《史記》富文學性，藝術成就高，其中
塑造人物形象尤其出色，如在《項羽本
紀》中寫出了項羽極複雜的性格；而在
《刺客列傳》中，以秦舞陽烘托出荊軻的
勇敢，而樊於期、高漸離等配角，其人其
事佔篇不多，然寥寥數筆，人物性格特徵
都躍然紙上。
今天，不少膾炙人口的歷史故事，如大
禹治水、臥薪嚐膽、屈原投江、鴻門宴、
四面楚歌，材料主要來自《史記》。
由此可見，讀《史記》除了有助了解中
國歷史，也可在認識客觀史實的同時，學
習分析和評論歷史，知其所以，也知其所
以然。此外，書中不少篇章也可看作文學
作品閱讀，增進文化素養和文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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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在夜裡鳴叫，鳴得不是時候；在早晨不鳴啼，不鳴啼也不是時
候。」

2.「人的發言與沉默，跟這有何分別呢？不應發言時發言，和應當發言
時不發言，皆足以招來災禍啊！」

模擬試題
試根據文意，把以下文句譯為白話文。(6分)
1. 「或夜鳴，鳴之非其時也；旦而不鳴，不鳴非其時也。」
2. 「人之言默，何以異此？未可言而言，與可言而不言，皆足取禍

也。」

唔叫要死 叫錯都死

譯文
鄰舍有一隻雞在夜裡啼叫，鄰人厭惡牠這不
祥的啼叫，便把牠烹來吃。過了數天，另一隻
雞天亮時卻不鳴叫，鄰人便又把牠烹來吃。鄰
人對我說：「我家的雞有的在夜裡鳴叫，有的
在天亮時卻不鳴叫，對這類不祥的事我該怎麼
辦呢？」我告訴他說：「雞的鳴叫會對人不吉
利的嗎？只不過是對牠們自身不吉利罷。雞在
夜裡鳴叫，鳴得不是時候；在早晨不鳴啼，不
鳴啼也不是時候，那是牠們自作不吉祥因而被
烹吃，跟人有什麼關係呢？若牠們按時鳴叫，
那麼人將依賴牠們報曉，誰會烹吃牠們呢？」
我又想到：「人的發言與沉默，跟這有何分別
呢？不應發言時發言，和應當發言時不發言，
皆足以招來災禍啊！」故此寫下來作為發言和
沉默的告誡。

文 言 精 讀文 言 精 讀 星期三見報

古往今來，「慎言」向來是立身處世
重要的一環。所謂「禍從口出」，稍一
不慎，便會得罪他人。得罪了君子還
好，他們有的是容人之量。要是得罪了
小人，恐怕轉頭便遭到報復。話，從來
都應論身份、論場合、論時機地說。稍
為明白世事種種，便知「沉默是金」是
至理名言，「予欲無言」更是聖人智
慧。一則有關雞鳴之故事，道盡說與不
說的道理：

鄰之人有雞夜鳴，惡其不祥，烹之。
越數日，一雞旦而不鳴，又烹之。已而
謂予曰：「吾家之雞或夜鳴，或旦而不
鳴，其不祥奈何？」予告之曰：「夫雞
鳴能不祥於人歟？其自為不祥而已。或
夜鳴，鳴之非其時也；旦而不鳴，不鳴
非其時也，則自為不祥而取烹也，人何
與焉？若夫時然後鳴，則人將賴汝以時
夜也，孰從而烹之乎？」又思曰：「人
之言默，何以異此？未可言而言，與可

言而不言，皆足取禍也。」故書之以為
言默戒。
雞的職分本是司晨，夜裡鳴叫是失

職；早晨不鳴啼也是失職。一隻不分朝
夕地鳴叫的雞，已失去報曉的價值，最
終只會被烹。
為人處世，其理亦然。我們除需要明
白何時應發言與沉默，更應明白在不應
發言時發言，和在應當發言時不發言，
皆會招來禍患。

■中文科老師 王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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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知言養氣》
（續3月7日期）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①？」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②；不得於心，勿求於氣③。』不得於心，勿求

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④，氣、體之充⑤也。夫志
至焉，氣次焉⑥；故曰：『持其志，無暴⑦其氣。』」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
曰：「志壹⑧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⑨。」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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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可得聞與：可以聽你的解說嗎？
②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在語言上得不到領會，就不向心裡尋找。
③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在心上得不到領會，就不向氣尋找。
④夫志、氣之帥也：志，意志、志向。帥，統帥、主導。
⑤體之充：充滿體內。
⑥志至焉，氣次焉：志到達一個地方，氣就在那裡駐紮。
⑦暴：濫用。
⑧壹：專一。一說通「噎」，滯礙、不通暢。
⑨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蹶，跌撞而行。趨，快走。人走得急而
跌跌撞撞，這是氣的問題，但反而動其心。蹶音決。

■同學在考試前須把課文精華片段背熟，例如《岳陽樓
記》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