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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文章提及周敦頤的《愛蓮說》，實
涉及佛儒互相影響的問題。其背景是隋唐
以來，佛道大盛而儒學衰微，及至宋代，
儒學始復興，而出現了「理學」。其中的
轉折則在於中晚唐有韓愈、李翱等人致力
排佛復儒，並引佛學之思辨表述來闡釋儒
學，而成為「宋明理學」的濫觴。恰巧本
年度文憑試中文科閱讀理解的文言文部
分，竟然出了李翱的《命解》一文。筆者
就藉此說說《命解》的要旨，並略述李翱
的思想。
《命解》一文的主旨與李翱本人的思想
體系，關係其實不大。此文主要是提出李
翱對命運的看法。他首先提出不信命運的
觀點：「貴與富在我而已，以智求之則得
之，不求則不得也，何命之謂哉？」再提
出相信命運的觀點：「不然。求之有不得
者，有不求而得之者，是皆命也，人事何
為？」然後李翱指出，無論信不信命運，
都有弊端：不信命運的人會唯利是圖，不
講道德；而信命運的人則會不思進取，不
耕作而望有收穫。李翱認為正確的態度應

是「爾循其方，由其道。」即是使用恰當
的方法、遵循道德以求財富，那麼雖得
「千乘之富」也不可以說是貪；反之則
「雖一飯之細也，猶不可受。」
真正能體現李翱思想體系的是《復性

書》。李翱認為，自兩漢以來，儒學已為
佛道二教所淹沒，因此他需復興之、振作
之。其中孟子談人之性本善，也已淹沒久
矣，故他作《復性書》以闡明。
他說：「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
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
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
也。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而傳焉。」

有「性」而為聖人
他指出：「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
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
慾七者，皆情之所為也。情既昏，性斯匿
矣，非性之過也。」即是說，「性」是善
的，聖人因據有「性」而為聖人。至於普
通人比不上聖人，是因為普通人的「性」
給「情」蒙蔽了，因而「性」不能彰顯。

他形容，水火好比「性」，而泥沙煙霧
好比「情」，水火之所以不清明是因為泥
沙使水混濁，煙霧使火不明。
所以，「情」令「性」不能彰顯，俗人

正是處於這種狀態；至於聖人則能駕馭
「情」，使「情」不能蒙蔽「性」，他
說：「情之動靜弗息，則不能復其性而燭
天地，為不極之明。故聖人者，人之先覺
者也。覺則明，否則惑，惑則昏，明與昏
謂之不同。」
但是李翱也指出，「性」與「情」是互

為瓜葛的，「性」是主，「情」則依其
下，「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
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所以，如果
一旦「情」給消滅了，「性」也同樣消
失。他說：「夫明者所以對昏，昏既滅，
則明亦不立矣。」

不為外物所累
那麼，要成為聖人，應該處於什麼狀

態？他在《中庸》中提出「誠」的概念。
他說：「方靜之時，知心無思者，是齋戒

也。知本無有思，動
靜皆離，寂然不動
者，是至誠也。」即
是對外物要處於一種
「寂然不動」的狀
態，即是不為外物所
累。這一說法，則跡
近佛教了。他又說：
「物至之時，其心昭
昭然，明辨焉而不應
於物者，是致知也，
是知之至也。」這種
「不應於物」的觀
念，也與佛教相近。
不過，李翱在《去

佛齋》中說：「佛法
之所言者，列禦寇、
莊周所言詳矣，其餘
則皆戎狄之道也。」又指責佛教中人︰
「夫不可使天下舉而行之者，則非聖人之
道也。」他們不養蠶織布而有衣穿；不耕
作而有飲食；安居而不勞作，役使千萬人

而奉養他們，而令其他人忍受凍餒。所以
李翱極力排佛。這種排佛復儒，引佛述儒
的做法，最終實現了儒學的復興，開啟了
「宋明理學」的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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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前飼養這些戰馬，是為了防範敵國進攻。如今敵軍已經敗退，
我為什麼還養着這些戰馬呢？」

2.「「應當運用這些戰馬，用來為人民提供勞力，令馬匹不受損害，也
能對人民帶來利益。」

模擬試題
試根據文意，把以下文句譯為白話文。(6分)
1. 「我先養馬，規擬敵國。今皆退散，養馬何為？」
2. 「當以此馬，用給人力，令馬不損，於人有益。」

戰馬推磨 浪費人才
文 言 精 讀文 言 精 讀 星期三見報

近來流行「佛系」人生態度，不少改圖
趣味盎然，令人會心微笑。當然，佛家思
想豈只是無所作為、被動的隨緣思想。事
實上，更是指導人生的智慧。
佛家說理，喜用譬喻，務求深入淺出，
令聽者容易明白。當然，佛家說理旨在導
引眾人脫苦海與離六道。但對一般人而
言，往往會回歸生活處，將其視作指導人
生的學問。如《大莊嚴論經．戰馬推磨》
這則寓言故事，人們會多聯想到愚人與用
人的問題上。原文如下：

我昔曾聞：有一國王，多養好馬。會有
鄰王，與其鬥戰。知此國王，有好馬故，
即便退散。爾時國王，作是思惟：「我先
養馬，規擬敵國。今皆退散，養馬何為？
當以此馬，用給人力，令馬不損，於人有
益。」作是念已，即敕有司，令諸馬群，
分佈與人。常使用磨，經歷多年。其後鄰
國，復來侵境。即敕取馬，共彼鬥戰。馬
用磨故，旋轉而行，不肯前進。設加杖
棰，亦不肯行。
國王之目光短淺，只看見眼前與局部利

益，便想出戰馬民用的方法。可見他見識
有限，只以短暫利益角度出發，而忘記國
家安全的大責任。
愚蠢的國王將用作保家衛國的戰馬借給

百姓推磨，令牠們失去作戰能力，戰事的
結果便可想而知了。
此外，不少人將寓言視作點明任用人才

之理，以故事而言也無不可。
國王之弊在於未能顧及大局以及錯用人

才，最後只會糟蹋與埋沒人才，也令國家
失去支撐的力量。

譯文
我昔日曾聽聞：有一位國王，養了許多優良
的戰馬。適逢有鄰國的國王與他開戰。敵軍知
道那位國王擁有優良的戰馬，便立即退兵。當
時那位國王這樣想：「我先前飼養這些戰馬，
是為了防範敵國進攻。如今敵軍已經敗退，我
為什麼還養着這些戰馬呢？應當運用這些戰
馬，用來為人民提供勞力，令馬匹不受損害，
也能對人民帶來利益。」
國王有了這個想法後，便馬上命令官員執
行，將眾多戰馬分配給人民。這些戰馬多年來
常被用來推磨。其後鄰國再度侵犯邊境。國王
立即下令取回戰馬，與敵軍戰鬥。
可是，由於戰馬已習慣推磨的工作，牠們習
慣了繞圈而行，不肯向前跑。即使運用馬杖與
馬鞭鞭策牠們，牠們也不肯向前奔跑。

隔星期三見報

一年分四季 各佔三個月
（續3月28日期）
關於一年四季的劃分，中國古代是以
每三個月為一季，即以夏曆正月至三月
為春季，四月至六月為夏季，七月至九
月為秋季，十月至十二月為冬季，但也
有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作為四季
的開始的。這和國外的情況有些不同。
歐美各國，通常都以春分、夏至、秋
分、冬至作為四季的開始；由於公曆1
月在一年中最冷，7月在一年中最熱，
所以將1月作為冬季的中心月份，將7
月作為夏季的中心月份，即以公曆3月
至5月為春季，6月至8月為夏季，9月
至11月為秋季，12月到次年2月為冬
季。
當然，由於各地地理位置不同，冷熱
時節長短不一，上述各種辦法有時並不
切合實際，因此現今氣象學界多主張用
候溫（5天為一候，候溫就是每5天的
平均氣溫）來劃分四季—候溫大於22℃
的為夏季，小於10℃的為冬季，介於兩
者之間的分別為春季和秋季。

《爾雅．釋天》有云：「春為青陽，
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據
郭璞注：春季「氣清而溫陽」，因稱青
陽；夏季「氣赤而光明」，因稱朱明；
秋季「氣白而收藏」，因稱白藏；冬季
「氣黑而清英」，因稱玄英。另外，古
人還慣於以青、朱、白（素）、黑
（玄）四色與四季相配，稱春季為青
春，稱夏季為朱夏，稱秋季為素秋，稱
冬季為玄冬。
《爾雅．釋天》又云：「春為發生，
夏為長嬴，秋為收成，冬為安寧。」發
生、長嬴、收成、安寧也是四季的別
稱；長嬴亦作長贏。
東陸、南陸、西陸、北陸四者本是太
陽在一年四季裡行經的方位，後來用作
春夏秋冬的代稱。《隋書．天文志》中
說得很明白：「日循黃道東行，一日一
夜行一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天：
行東陸謂之春，行南陸謂之夏，行西陸
謂之秋，行北陸謂之冬。」
在古籍中，秋季的別稱特別多。古人

用五行學說說明季節演變，秋季於五行
屬金，樂音配商，色尚白（素），用此
數者組成的詞，如金秋、金商、金素、
商秋、商素、白商、素商、高商，都指
秋季。
古代以每三個月為一季，也就是說，

春夏秋冬四季都是一樣長短，為此又給
夏曆一年十二個月排定了次序，即以正
月為孟春，二月為仲春，三月為季春，
四月為孟夏，五月為仲夏，六月為季
夏，七月為孟秋，八月為仲秋，九月為
季秋，十月為孟冬，十一月為仲冬，十
二月為季冬。
古書上常見三春字樣，其含義有三，
須視具體情況而定：一是指春季三個
月，即孟春、仲春、季春的合稱；二是
單指春季的第三個月，即季春；三是指
三個春天，即三年。三夏、三秋、三冬
同此。古書上有時又可見四孟字樣，是
孟春、孟夏、孟秋、孟冬的合稱；四
仲、四季同此（與春夏秋冬合稱四季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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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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道淹沒儒學佛道淹沒儒學 李翱爭取復性李翱爭取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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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字難書寫 簡化助識字
文字是有生命力的。漢字從甲骨文開始

就不斷演化。這其中，可分為繁化與簡
化。漢字的繁化，主要為了更準確表達意
思。我們常聽說「古字多兼職」、「古字
無偏旁」。古字常有「一字多義」的情況
出現，例如古文中的「辟」意思可有
「避」、「闢」、「僻」等，後人為了避
免歧義，造成誤會，會加上不同偏旁，加
以區分；至於簡化，則為使文字更便於書
寫和學習，如草書便把字形簡化，《水滸
傳》現存的元刻本中，也有把「劉」寫作
「刘」。而最大規模的漢字簡化，則不得
不提近代推廣的簡化字。
隨着近百年來西學東漸，漢字難寫難讀

的特點，在清末民初時便受知識分子關
注，他們總結中國識字率低的主因在於漢
字有「三多五難」。「三多」是字數多、
筆劃多、讀音多；「五難」是難認、難
讀、難記、難寫、難用。
文學家魯迅曾經說過：「漢字不滅，中
國必亡」，並認為「漢字是愚民政策的利
器」，是「勞苦大眾身上的結核」，「倘
不先除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漢字
的艱深，使全國大多數的人民，永遠和前
進的文化隔離，中國的人民，絕不會聰明
起來，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壓榨，理解整個
民族的危機。」
毛澤東也認為：「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
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眾。」

曾考慮變成注音
曾有學者，如瞿秋白、吳玉章等，提出

把漢字拉丁化，變作如西方文字般以表音
形式出現，然這提議也遭不少文人學者反
對。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發佈《通用規

範漢字表》，收錄簡化字（或稱簡體字）
約2,200個，並以此為規範，通行全國至
今，而未被簡化的字，稱為「傳承字」。
此次漢字簡化的方法，主要分以下幾

類。
其一是以現有同音字或近音字代替，而
讀音大多以普通話為準，此法用得最多，
例如「豐」寫作「豐」、「穀」寫作
「穀」、「醜」寫作「醜」、「鬥」寫作
「鬥」、「麵」寫作「麵」。
其二是省去字形的一部分，例如「廣」
寫成「廣」、「廠」寫成「廠」、「寧」
寫成「寧」、習寫成「習」。
其三是以簡單的符號替換原來筆劃較多

的偏旁，簡化的部分既不表意，也不表
聲，不按「六書」法則，例如「對」寫成
「對」、「鄧」寫成「鄧」、「觀」寫成
「觀」、歡寫成「歡」，雖然簡化後的偏
旁都是「又」，但本字原有的部件卻是風
馬牛。
其四是改換形聲字的聲旁，讀音多以普
通話為準，例如「鐘」、「鍾」都化作
「鐘」、「艦」寫作「艦」、「鄰」寫作
「鄰」。
其五則是復推古字，或用俗字、異體

字，例如「從」寫作「從」、「網」寫作
「網」、「電」寫作「電」、「塵」寫作
「塵」、「眾」不作「眾」、「無」寫作
「無」、「體」寫作「體」。
簡化字筆劃較少，寫起來更快捷；而正

體字(或稱繁體字)，則與古字關係更直接，
看起來也較美觀。現時，因政治原因，香
港、澳門、台灣三地仍通行正體字。
內地雖用簡化字，但出版古書古籍，或

寫書法時，仍會兼用正體字。

學 語 習 文學 語 習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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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籍簡介︰
本書取材自日常生活情景，從人的身體主要部位入手，選取與五
官、四肢有關的生活常用詞彙，將生活中的趣味帶到語言學習中。

■資料提供︰

咧嘴
詞義
普通話「咧嘴」表示嘴微張，嘴角向兩邊伸展的動作，如：我的笑話剛講到一半，

他就咧嘴大笑起來。

依起棚牙
詞義
粵語「依起棚牙」表示嘴角向外彎、露齒的動作。粵語還有「依牙鬆槓」一詞，譬

如「打交前雙方依牙鬆槓」，神態便恍如螃蟹遇到敵人時會舉起「蟹槓」的模樣；也
可引申為表示對食物不滿意，如「老陳請我哋食嗰餐飯，食到依牙鬆槓」；至於「打
牌嗰陣時，旁觀者不得依牙鬆槓」則表示旁觀者不應該提出意見。

對話
大嫂：好少見到隔籬屋個婆婆笑到依起棚牙噃。
二嫂：梗係開心啦，佢個新抱終於添丁啦，仲係龍鳳胎。
大嫂：唔怪得啦。

對話
大嫂：很少看到隔壁婆婆這樣咧着嘴笑。
二嫂：她兒媳婦終於生了，而且還是龍鳳胎，當然開心啦。
大嫂：難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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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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後，至隋唐時期大盛，所以中晚唐才會出
現排佛復儒的情況。圖為象徵佛教傳入東漢的白馬寺。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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