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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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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了多年，才獲得載滿一車的沉香木，並把它運回家中。」
2.「他於是把沉香木燒成木炭，前往市場售賣木炭，結果還是賣不到半車木炭的
價值。」

模擬試題
試根據文意，把以下文句譯為白話文。(6分)
1. 「積有年載，方得一車，持來歸家。」
2. 「即燒為炭，詣市賣之，不得半車炭之價直。」

急於求成 忘卻初心
文 言 精 讀文 言 精 讀 星期三見報

於這急速變化的世代，人們喜歡追求瞬
間的享樂，即時的利益，殊不知往往是愚
不可及。隨科技發展而來的，是靜不下來
的心，安不下來的身。如此這般，不少人
行事只因個人情緒與思緒左右，後果自然
是悔不當初。
《百喻經》有一則寓言正正描述世上愚
人的行徑。於處世而言，實在發人深省。
原文如下：

昔有長者子，入海取沉水。積有年載，方
得一車，持來歸家。詣市賣之，以其貴故，卒

無買者。經歷多日，不能得售。心生疲厭，以
為苦惱。見人賣炭，時得速售。便生念言：不
如燒之作炭，可得速售。即燒為炭，詣市賣
之，不得半車炭之價直。世間愚人亦復如
是。
這位「長者子」能自食其力本是不錯，

可是太愚昧，令自己辛苦的成果白白付諸
流水。他經許多工夫才能獲得一車珍貴的
沉香，這是他努力的成果。
其後到市場求售，他因沒遇上識貨的買

家而感到疲累與厭惡，這可謂被環境影響

心志。其後見售木炭者多人光顧，便被此
迷攝心神而忘了初心。
最後更不智地將昂貴的沉香燒成廉價的

木炭，結果可想而知。此寓言之旨，在揭
示世人易被外界影響心志，又因急於求成
迷戀眼前的風光，忘了初心。
其實，當我們安靜下來，智慧便會萌

生，只要思考一下獲取沉香的根本原因，
過往努力的目的，便不會因一時之情思與
利益親手破壞辛苦建立的東西。可是，能
明白又能堅守的人有多少呢？

譯文
昔日，有一位年長具聲望之人的兒
子，進入海裡打撈沉香木。累積了多
年，才獲得載滿一車的沉香木，並把
它運回家中。他將沉香木拿到市集上
賣，但由於沉香木價格昂貴，最終沒
有任何買家。
過了許多天，他仍是不能賣出任何
沉香木。他心中遂產生疲累及厭惡的
情緒，認為這是一種苦惱。他看見別
人售賣木炭，能時常迅速賣出，便產
生一種想法：不如把沉香木燒成炭，
如此便可以很快賣出了。他於是把沉
香木燒成木炭，前往市場售賣木炭，
結果還是賣不到半車木炭的價值。世
界上愚蠢的人也是這樣。

隔星期三見報

火樹銀花賀元宵 寒食紀念介之推
在夏曆整個一年中，舊時民間有着
各種各樣的節日，它們有的一直保留
到今天，有的則隨着時間的推移逐漸
被廢棄了。
春節就是夏曆的新年。夏曆正月初
一這一天，過去稱為元旦，又稱元
日、元辰、元朔、元正、正旦、正
朔、歲旦、歲朝、端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採用公曆
紀年，通用陽曆，一年之中不能有兩
個新年，所以把夏曆新年叫做春節。
屠蘇也作酴酥，酒名，據說是用屠
蘇草浸泡過的。古代風俗，夏曆正月
初一，家人先幼後長，依次飲屠蘇
酒，以避疫病。王安石《元日》詩有
「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
蘇」之句。
舊俗以正月初一為雞，初二為狗，
初三為豬，初四為羊，初五為牛，初
六為馬，初七為人，因稱正月初七為
人日。
正月十五為上元節，這天晚上叫元
夜，也叫元宵。唐代以來有元宵觀燈

的習俗，所以又
叫燈節。蘇味道
《正月十五夜》
詩有云：「火樹
銀花合，金橋鐵
鎖開。」後以火
樹銀花形容節日
夜晚燈光煙火絢
麗燦爛的景象。
又唐人有三元的
說法：上元節是
正月十五，中元節是七月十五，下元
節是十月十五。
古時農家每年春秋兩次祭祀土神，

春季的一次在立春後第五個戊日，叫
春社；秋季的一次在立秋後第五個戊
日，叫秋社。社的本意是土神，這裡
是指祭祀土神的節日。
清明前一天為寒食節，相傳是為悼

念介之推而設。介之推是春秋時晉國
貴族，曾經跟隨晉文公流亡國外19
年，文公回國後賞賜隨從功臣，卻把
他給忘了，他也不爭功，便隱居到了

綿山中，後來晉文公派人放火燒山，
想逼他出來受賞，他卻堅決不出，終
於抱着一棵枯柳，活活燒死在綿山
上。燒山的那一天正是清明前一天，
從此人們便定每年清明前一天為寒食
節，禁止舉火，以示悼念，稱為斷
火；事後重新起火，稱為新火。
舊俗以夏曆二月十五日或十二日為

百花生日，亦稱花朝節。
俗語有花朝月夕的說法，花朝特指

二月半，月夕特指八月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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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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勿搞錯邏輯勿搞錯 思考要靈活思考要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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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蒙教育 影響品性
近幾十年，香港的幼兒教育愈趨普及，

也比從前更受重視。不少教育專家都說，幼
兒教育對人的影響不比中、小學教育小。中
國古時也重視兒童教育，當時稱為「啟
蒙」，啟蒙之書則作「蒙學課本」。
「啟蒙」一詞，出自《易經》蒙卦︰

「蒙者，蒙也，物之稚也。」「蒙」即事物
的初生階段，古人已意識到兒童教育影響深
遠，孩童時期建立的價值觀、處事、處世、
待人態度，都影響長大後的品性。《易經》
也說︰「蒙以養正，聖功也。」於蒙昧無明
之際，教之以先賢之道、感之以自然之美，
可以培養聖人之德。
中國古時的啟蒙書籍，以《三字經》、

《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合
稱「三百千千」)、《幼學瓊林》、《增廣
賢文》、《聲律啟蒙》最普及常用。

《三字經》最顯淺
《三字經》成書於宋明之間，乃上述蒙

學課本中最顯淺的，其用語平易通俗，讀來
琅琅上口，內容包括自然萬物、人情世故、
歷史故事等。譬如開首幾句︰「人之初，性
本善，性相近，習相遠」，短短12字，已
集儒家「性善論」、古代教育觀的精華。
《千字文》原名為《次韻王羲之書千

字》。其獨特處乃由1,000個不重複的漢字
組成。據說是梁武帝取了王羲之寫的一千個
字體，予親人練習書法之用。後因覺其雜亂
無章，於是又命侍郎周興嗣整理成一篇文
章。雖限於千字，但辭藻優美、旁徵博引，
是兒童學習漢字和書法的好文。
至於《千家詩》則收錄千餘首唐、宋

詩，大都通俗易懂，適合孩童記誦。明代甚

至以《千家詩》作宗室皇族孩童的啟蒙教
材。

《幼學瓊林》易記
《幼學瓊林》，最初叫《幼學須知》，

作於明朝，用對偶句寫成，易誦易記，其內
容包羅萬象，幾乎囊括一切時人常用的詞彙
和常識，如成語典故、歷代典章制度、風俗
禮儀、諺語格言等，故有人說「讀了《增
廣》會說話，讀了《幼學》走天下」。
《聲律啟蒙》為清進士車萬育所著。按

韻分編，包羅天文、地理、花木、鳥獸、人
物、器物等的虛實應對。對句包括言對、事
對、正對、反對等。音調和諧，律動自然，
盡見漢文音韻之美，如「雲對雨，雪對
風」、「晚照對晴空」、「來鴻對去燕，宿
鳥對鳴蟲。」今人雖已不多做古典詩詞，但
古人詩詞仍吟咏不止，因此了解一點詩詞聲
律，即使對現今的孩童理解和吟咏古詩詞都
大有好處。

《增廣賢文》集諺語
《增廣賢文》則是民間諺語集成，由明

清兩代文人不斷增補，集合了不少古人的生
活智慧，包括行事為人的宗旨、處世的技巧
策略、對世事人生的體悟等。不少諺語如
「知己知彼，將心比心」、「酒逢知己飲，
詩向會人吟。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水太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傳誦至
今，實屬「警世恒言」。
反觀今日的幼兒教育，高舉「贏在起跑

線」的至理，着着爭先、貪多務得，卻似忽
略品格教育、美感培養和對人情世故的摸
索。

學 語 習 文學 語 習 文 ■王美琪 中文科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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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4月11日期）
是否一切的能動句都可以變為被動句

呢？顯然不是這樣。
一般地說，以自動詞充當謂語的，一
般都不能改為被動句（有例外）。即使
充當謂語的是他動詞，也不見得句句都
能改為被動句。就我們的語言習慣來
看，在沒有必要的時候，總不願意用被
動句，所以在漢語裡，被動句就沒有西
洋各國那樣多。
在這裡，我想提出一個有趣味的問題
讓大家思考一下。既然主語有施事和受
事的區別，賓語是不是也可以有施事與
受事的區別呢？如果說可以，就應該說
明可以的理由，如果說不可以，也應該
說明不可以的理由。我是認為不可以

的，現在就來申述我的理由。
可能有人會想，既然主語能允許有施

事和受事的區別，為什麼對賓語就不可
以同樣辦理呢？大家應該想清，主語是
和謂語相對待的，是謂語的陳述對象，
所以我們可以把一個動詞的施事提出來
作為陳述對象，也可以把一個動詞的受
事提出來作為陳述對象。而賓語乃是動
詞的連帶成分，動詞對它總是保持一定
的關係，即賓語是動詞所影響的對象。
所以賓語就不能有什麼施事賓語。
這麼一說，所謂「存現賓語」當然就
是在道理上講不通的了。因為「存現賓
語」對前面的動詞來說正是它的施事。
那就難怪「存現賓語」不能和其他賓語
在內容上得到統一了。

能動與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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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文憑試中文科口語溝通部分已告一段
落，但筆者仍想借此機會，提醒其他同學於
說話部分要注意的事項。
首先，學生平日在課堂學習上，切勿囫圇
吞棗，只接收老師教學內容而不加思索，學
生應多做拓展工夫，由寫帶動說。當老師提
供討論問題時，學生不妨多作思考，可從
「六何法」思考問題。
若要舉例，學生必須考慮例子與論點之間
的邏輯關係。例如今年文憑試中有一題題
目：

年輕人的生活色彩繽紛。你認為什麼顏色
能象徵現今香港年輕人的特質？試談談你的
看法。
題目要求學生須選擇適合的顏色以象徵現
今香港年輕人的特質。學生應掌握顏色的意
思與年輕人特質之間的關係，而非就某些事
物有紅色便聯繫至年輕人特質。
有學生表示年輕人在新年時會收到紅封包，
而紅封包也是紅色，有吉祥之意，故紅色最能

象徵年輕人的特質。又或者年輕人像黑色，因
為年輕人要上班，晚上又喜歡應酬娛樂，「黑
眼圈」很大，像熊貓似的，因此選擇黑色。以
上胡亂推論，令人貽笑大方，自暴其短。
就邏輯謬誤方面，最常見有以下三種，包
括因果謬誤、以偏概全和不相干的謬誤。

成因不應單一化
因果謬誤是指以因果關係來解釋沒因果關

係的事情。例如某某學童跳樓輕生，是因為
他父母的呵責。事實上，學童跳樓輕生成因
頗多，但歸結為父母呵責，乃是單因謬誤。
此種謬誤，文憑試口語溝通中屢見不鮮。
另一種是以偏概全，把適用於某個例子的

準則作為通則，並套用在所有例子上。例如
台灣捷運站斬人案的兇手也是因為懶惰被呵
責而動殺機，故懶惰會涉及生命安危，這是
以偏概全的例子。

論據論點不相干

不相干的謬誤則是提出的論據與論點不相
干，無法證明論點。例如2015年其中一題：

有人說「貧而無怨難，富而不驕易。」你
同意嗎？
學生通常會列舉古今中外名人例子證明，

惟學生誤用例子，張冠李戴，舉出愛迪生、
李慧詩等例子，只可證明其堅毅不屈，而非
貧窮而無怨言。
另一方面，學生應拓闊思考角度，可從不
同角度、不同持份者、六何法等角度思考討
論題目，但絕不能墨守成規，成為「公式
化」。無論什麼題目，都是以「嚴重性」、
「影響性」、「可行性」、「廣泛性」等名
稱，雖無不可，但討論起來，予人生硬，欠
自然靈活。
總括而言，說話卷實際是考核學生「識見
學養」。因此，學生要在說話卷取勝，必須
先做好闡述語言，對應題目論述。不過，此
等工夫絕非立竿見影，學生平日要多思考，
就老師課堂上的提問多思索。

■■以李慧詩做例子以李慧詩做例子，，證明堅毅不屈容易證明堅毅不屈容易，，但要說貧窮而無怨言恐怕有點困難但要說貧窮而無怨言恐怕有點困難。。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火樹銀花用作形容煙火絢麗燦爛的景象火樹銀花用作形容煙火絢麗燦爛的景象。。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