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少憑欄寄傲，
化作經輪長號。
五億個春秋，

不過仰天一嘯。
知道！知道！

人老滄桑不老。
只有身處青藏高原，才能理解藏

民族的情懷。在這片絕世獨立的土
地上，你能感悟到一種超越生死的
純粹。當無處不在的經輪無時不在
轉動，當遙遠的夜空傳來長號和喇
叭的嗚咽，滄桑感油然而生，心卻
變得平靜而空靈。
2006年7月，青藏鐵路全線通車。

是年暑期，與家人一起到青藏高原
旅行。這裡是全世界旅遊資源最豐
富、最集中的地區，有高山大湖，
有森林草原，有沙漠戈壁，有長河
深峽……青稞酒，酥油茶，磬聲唐
卡，風情萬種的藏文化，化作綿延
不絕的莽山清風，洗滌着心塵。乘
火車，坐汽車，騎駱駝，半個月的
遊歷，收穫了前所未有的視覺和心
靈震撼。多年後回想起來，仍是激
動不已。
在地球六大板塊中，印度洋板塊

與亞歐板塊一道幹了件大事。曾幾
何時，印度洋板塊決定向東北方向
運動，遇到了亞歐板塊的強大阻

遏，兩不相讓。於是，一個埋頭俯
衝，一個巍然不動，兩股倔強的力
開始了驚天動地的碰撞與咬合。
這一僵持，竟是五億年的執着－
四億年前，阿爾金山地成陸；
三億年前，崑崙山地成陸；
兩億年前，唐古拉山地成陸；
一億年前，岡底斯山地成陸。
終於，在五千萬年前，藏南成

陸，喜馬拉雅山誕生。青藏高原，
這片神奇的土地，有了它最初的模
樣。一個前所未有的龐然大物，開
始從地殼隆起。其間，有緩慢的爬
行，也有猛烈的抬升；有整體的運
動，也有撕裂和斷塌；有山崩地
陷，桀驁狂躁，也有霽野銀妝，分
外妖嬈……
詩人說，西藏是一塊孤獨的石

頭，坐滿整個天空，沒有任何夜晚
能使人沉睡，沒有任何黎明能使人
醒來。面對大自然的神奇，人類除
了敬畏，已經沒有了欣賞和判斷的
能力，甚至思考也顯得多餘。面對
這份頂天立地的尊嚴和孤獨，我們
一切的傷感，都變得渺小，似乎是
為懦弱找來的遮羞布。每一份渴求
高尚的靈魂，都將在這裡接受無言
的拷問。
當汽車在高速公路上靜靜行駛，

你會真切地體驗到行走天路的感
覺。筆直的大路伸向天邊，路的盡
頭接着淡淡的雲彩。彷彿路與天
齊，天穹伸手可及。窗外，高山草
原恣意地鋪展着。透明的陽光下，
白雲在草地上走，走出一片濃濃的
影。牛羊在雲影下吃草，不理會蔭
涼來自何處。
天路飛馳，遊目騁懷，遙想萬里

河山，三級地勢騰躍而下。低處如
蟻的人群，密集的高樓，演繹着周
而復始的繁華。滾滾紅塵，只不過
我們腳下的喧囂。
人生的高度，終究是由精神界定

的。在青藏高原上行走，你不能不
想到藏傳佛教格魯派的鼻祖宗喀巴
大師。大師生於青海湟中，7歲出
家，16歲隻身前往西藏，從此再沒
有回過老家。在宗喀巴大師的身
後，是600年來根深葉茂的宗教源
流，如崑崙般高遠，達賴和班禪兩
脈弟子代代傳襲。遍佈青藏高原的
黃教寺廟，訴說着一種精神的追求
如何成就了世俗的偉業。
青藏高原還在成長着，一如既往

地踏着自己的節律。天地間，唯有
它靜靜地，默默地，演繹着真正的
偉大和永恒。

《論語》中有樁千古懸案，便是「子見南
子」。筆者好奇：在這本兩千多年前成書的
《論語》裡，孔子和弟子談政、談禮、談樂、
談理想，林林總總的，唯獨不見談愛情。而孔
子編的《詩經》開篇卻赫然是愛情詩《關
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
子好逑」，那可是泱泱中華詩歌的鼻祖哦！孔
子周遊列國14年，在衛國被衛靈公夫人、風流
美女南子召見，南子還「環珮玉聲璆然」，史
書對他們談話內容隻字未提，使此事愈加懸
疑，加上孔子見過南子後一個勁向學生子路解
釋、發誓，就更令人遐想嘍！
去年3月，筆者在鄭州松社書店聽台灣著名
作家、政論家楊照講《經典裡的中國》，他用
「歷史式讀法」將經典放回其產生的歷史中，
以全新的角度力圖重回春秋時代，還原真實、
可愛的孔子，令人腦洞大開。更勾起了筆者對
兩千多年前孔老夫子感情世界的窺探：子見南
子，他動心了嗎？
遺憾的是，那晚楊先生並沒談及這個八卦問
題。可以想像，孔夫子講仁、禮、樂、政、
詩、教育等等，都是人生大道；而感情屬於個
體小事，即便在詩經裡，那也只佔「風雅頌」
中極小部分。楊先生沒講，也許是觸及男人的
敏感神經吧，小女子也不好追問。
《論語．雍也》中有段文字：「子見南子，

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
之！天厭之！』」意思是孔子見了美女南子，
學生子路很生氣。孔子向他發誓：「如果我真
像你想的那樣，那就天打五雷轟吧！」論語
裡，就這一小點「花邊新聞」，故而兩千年來
被猜測、爭論不休。
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南子派人對孔

子說：「各國君子，凡看得起我們國君，願與
我國建立兄弟般友誼的，必定會來拜見夫人，
南子也願意見您。」孔子先推辭一番，不得已
才去見她。南子夫人坐在葛布做的帷帳中。孔
子進去後先面朝北叩頭行禮，夫人在帷帳中拜
了兩拜，身上的環珮玉器發出叮叮噹噹清脆聲
響。事後孔子說：「我本不想見她，既然不得
已見了，就得還她以禮。」見子路不高興，孔
子發誓道：「我若有錯，上天一定厭棄我！天
打五雷轟吧！」孔子在衛國住了月餘，靈公與
南子同坐一輛車子，宦官雍渠陪侍車右，讓孔
子坐在第二輛車上，招搖過市。孔子說：「我
沒見過喜好道德像這樣喜歡美色的啊！」對衛

靈公深感厭惡，於是與弟子們離開衛國，去曹
國了。
這段話頗有意味。孔子在魯國打拚多年，一

腔政治抱負無法實現，55歲時失望地帶着一群
弟子離開魯國，開始推行大道、周遊列國的艱
辛旅程。第一站就到了衛國。衛靈公熱情迎接
他，還給他很高的待遇，卻沒有任用他。當時
衛國實際掌權者是衛靈公夫人南子。《左傳》
上說南子其人「美而淫」，應該是當時社會普
遍看法。不過她仰慕孔子的才學和品德，很想
與他一見，於禮於理，也很正常啊。
史書披露，南子是宋國公主，早年曾與宋公

子朝有染，嫁到衛國後仍藕斷絲連，穢名遠
播。《左傳》記載，定公十四年衛靈公為南子
召見宋朝，正逢衛太子蒯聵出使齊國，途經宋
國郊野，宋人衝他唱曰：「已滿足你們那發情
的母豬，緣何不歸還我風流的公豬？」這裡母
豬即指南子，公豬指宋公子朝。蒯聵萬分羞
惱，找人謀刺南子，被南子察覺，逃往宋國。
南子召見孔子在魯定公十五年——距此事不到
一年。
令人好奇的是南子見孔子時所言：「四方君

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
君願見。」南子對56歲的孔夫子嬌滴滴地自稱
「寡小君」，這裡包蘊女人的嬌嗔驕矜，自有
「撩撥」意蘊；而「寡小君願見」又有一種居
高臨下、自鳴得意的味道，覺得天下男人理該
膜拜在自己石榴裙下。只是見到孔子後，孔子
一身正氣打消了這位美人的傲慢，代之以崇敬
乃至「惺惺相惜」了。所以自那以後，落魄中
的孔子多次去過衛國，每次都被盛情相待，不
能不說是南子之功，史書上也再無「子見南
子」記述了。
從女性同理心來看，南子作為宋國公主，嫁

給大自己30歲的老男人，痛苦是不言而喻的。
南子和那位公子朝才是真心相愛，只不過為了
「政治聯姻」，不得不屈就自己，成了愛情的
犧牲品。美女心中的苦楚自不必說。南子天生
麗質，加之冰雪聰明，不知受到多少男人追
崇。她在政治上也有眼光有手段，所以衛靈公
對她言聽計從，她才是衛國的實際掌權者。在
衛國歷史上，除了「風流」之外，她對國家並
無什麼傷害反而有功，她愛文學愛浪漫，頗有
點現代文藝青年的範兒。
傳說孔子是「奇人異相」。《史記．孔子世

家》說他「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

而異之。」各種版本描述，孔子身高一米九左
右，堪稱古代版「姚明」。他剛出生時，頭頂
凹陷，如一山丘，其母以為是個怪物，差點將
他遺棄。長大後孔子外貌仍存不少缺陷，諸如
鼻孔外翻、雙眼凸出、大暴牙齒、大耳垂肩、
雙手過膝、身材不勻等等。但「人不可貌
相」，大凡見過孔子的人，都會被他溫和而充
滿正氣、威嚴而不兇猛、謙虛而親和的內在氣
質所吸引。孔子還不是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弱書
生，他臂力過人，曾獨自推出陷入泥潭的馬
車。孔子還有海量，他周遊列國豪宴百次，總
能以一擋十、從無醉倒。熱愛生活的孔子更是
一位浪漫之人，他說自己很嚮往在暮春時分穿
上春裝、約五六好友、帶上六七兒童、去沂水
之濱遊覽，在祭祀的土台上吹吹風、唱唱
歌……孔子從三千多首春秋詩歌中選出305篇
編成《詩經》，那時他已年過七旬。而詩經首
篇就是描寫愛情的《關雎》，可見愛美之心人
皆有之，孔老夫子也喜歡淑女，但不是南子那
一類。此乃人性的閃光，也是孔夫子可愛之
處，他並非人們想像中整天板着面孔、憂國憤
世的樣子啊！
太史公在《史記．孔子世家》中曰：「高山

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
可見司馬遷十分敬仰孔子，他曾專程赴孔子老
家曲阜，看了孔子用過的車馬衣服，見到孔子
的追隨者，多有感慨。豈料他寫下的那段「子
見南子」，竟引發多少文人雅士難解的「千古
懸案」。誠如明末文學家李笠翁所言：人生猶
如戲台，歷史也是戲台，且只有兩個人唱戲，
沒有第三人。哪兩個人？一個男人，一個女
人。南懷瑾先生比較客觀，他說：「見南子就
有不軌之念麼？非也。南子雖然名聲不佳，孔
子也瞧不起她，但她畢竟是國君的如夫人，她
想要見，有何不可？孔子崇尚禮儀，有何失
禮？」學者楊照講得更好：「孔子不是真理發
言機，他也有自己的生活和種種喜怒哀樂，他
是所有人的孔老師！」
今天，「子見南子」這一懸案，讓我們看到

兩千多年前一位精彩的人，一位博學有情的男
子，一位不畏艱辛倡導周禮、有教無類教書育
人的真君子。這樣的孔夫子當然更可愛、更可
敬了！

有學子叩門問曰：「吾等是否須
讀古文哉？」答曰：「然。蓋方今
之世，中文日頹，多染西化，不堪
入目也。」學子曰：「然則，是否
讀《古文觀止》、《古文辭類纂》
此類選本，抑逕讀原書？」吾沉吟
良久，曰：「選本較善。《古文觀
止》固佳，然有乙本，卻合汝等細
讀。
學子喜而問道。余從書櫥揭示一

書曰《古文粹讀》，曰：「此乃今
人高孟元、高強所編著，極好。」
學子翻閱，喜，央借而去。
書出版於二零零九年，據書前張

紅運〈序〉云：「高孟元、高
強……用心良苦，期望借此為青少
年學習古文提供一些精粹的文本，
因此，從篇章的選擇到字詞的註
釋，他們都有意思地針對這個閱讀
群體。」其言對極，尤以「精粹的
文體」句切中所選。書分「求學
篇」、「治學篇」、「寫作篇」、
「為政篇」、「愛國篇」、「雜談
篇」。當中以首三篇最堪後生小子
讀。特推介略談之。
「求學篇」援引刻苦攻讀之逸

事，如李白遇老嫗，要以鐵杵磨成
針，懶散之李白頓而悟學。車胤囊

螢夜讀之典故，吾等童時多聞之，
今引原文以觀，特感深刻。「囊
螢」事見《晉書．車胤傳》：
「胤恭勤不倦，博學多通。家

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
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
文章短而甚精練焉，編者註釋亦

詳。
書中引名人苦學之事，皆短而可

誦，堪稱後生小子楷模，讀之再三
應感羞愧，豈可再迷手機乎！
「治學篇」中有〈推敲〉篇，乃

吾授寫作課輒引用，蓋文章尚推
敲，一字一句須迸吐心血，始可得
佳句；此乃唐時賈島苦吟之事也。
又如〈王安石改詩〉段：
「王荊公絕句云：『涼口瓜洲一

水間，鍾山只隔數重山。春風又綠
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吳中
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
岸』，圈去『到』字，注曰『不
好』，改為『過』，後圈去而改為
『入』，旋改為『滿』，凡如是十
許字，始定為『綠』。」
一字之易十餘回，其嘔心瀝血可

見。「綠」為形容詞，茲引之而成
動詞，全詩頓生色不少，江南春
意，躍然眼前也。王荊公與賈島俱
是「推敲大師」。
「寫作篇」如〈脫套去陳，乃文

學之要訣〉、〈切忌拾人牙慧〉、
〈文章須多改〉、〈語貴含蓄〉須
細讀，既可習文言又可領其意。如
選自清．黃人《小說小話》曰：
「小說之描寫人物，當如鏡中取

影，妍媸好醜令觀者自如，最忌攙
入作者論斷。」
單從「最忌攙入作者論斷」句，

已見此位黃人先生，實為現代小說
之先模，與後來評者之切忌作者介
入論先後輝映。
此書所選之文，既有深意又可窺

文言之境，比之《古文觀止》等
書，實為青少年之最佳讀本也。坊
間已無，出版者宜再加翻印，以惠
天下學子。幸甚！

龜的警覺性頗高，稍為一點風吹草動，或遇上
襲擊，就會把頭尾手腳一併縮進龜殼裡。老鼠如想
拉龜，會是「無埞埋手2」，難以成事。廣東人就
用以下俗語來比喻無從下手的事：

老鼠拉龜
粵語中，比喻多變，相類的還有：

狗咬龜（狗吃龜）
老鼠和狗均面對同樣的困局，在運用上當然是「老
鼠拉龜」較為普遍。本着上述情況，人們創作了以
下的歇後語：

老鼠拉龜——無埞埋手/狗咬龜——無埞埋手
狗，雖則是動物，但與人類一樣，是不會無故
傷殘同類的。以下的西諺同樣指出此點：

Dog does not eat dog.（狗是不會吃狗的）
根據上述的說法，愛吃骨頭的狗是斷不會吃同類的骨
頭的，所以如果有狗咬狗骨，應表示出現了同類相殘
的情況。廣東人就用以下俗語來比喻「內訌3」：

狗咬狗骨
後也比喻壞人之間互相攻擊，其書面語是：

狗咬狗
廣東人也有以下一個意義相仿的俗語：

籠裡雞作反
其書面語是：

窩裡反/窩裡翻/窩裡鬥
「狗咬狗骨」，在中國歷代皇朝的權力鬥爭

上，司空見慣。最深入民心的有二個事件：其一、
「玄武門之變」——唐朝李世民殺死長兄皇太子
李建成和四弟齊王李元吉及二人諸子，奪得了太子
之位，最後當上了皇帝；其二、「曹丕與曹植之煮
豆燃萁」——曹操死後長子曹丕繼位。曹丕妒嫉
其弟曹植的才華，於是命他在七步之內作一首詩，
否則殺之。才思敏捷的曹植沒走到七步，便完成了
以下的《七步詩》：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丕聽後大為感動，對曹植最終只貶不殺。後人用
「煮豆燃萁」來比喻兄弟相逼、骨肉相殘。
話說回來，狗若互噬，只會弄至雙方一嘴毛。
按此，人們創作了以下一個歇後語：

狗咬狗——一嘴毛/狗咬狗——兩嘴毛
比喻壞人之間互相爭鬥，大家都沒有好下場。
狗有個習性——愛咬東西。據說，這個行為可

紓緩其無聊或緊張的情緒，所以狗見東西就咬是可
以理解的。主人為了防止此等劣行，會找一些破爛
東西，如爛木條、破衣服給狗「過咬癮」。久而久
之，狗潛意識地「逢爛必咬」，所以「狗咬穿爛
的」是有跡可尋的。按此，廣東人創作了以下一個
形容趨炎附勢的俗語：

狗咬着爛嘅，人「舐4」着好嘅
（狗咬穿爛的，人舔穿好的）

此語盡現粵語描繪事物的一貫「抵死」本色。以下
一個俗語與此語近義：

見高拜，見低踩
相傳呂洞賓是唐末進士，後來修道成仙，與鐵

拐李和何仙姑是「八仙」裡的人物。呂洞賓濟世為
懷，歷來被民眾視為「好人」的象徵，所以狗見了
呂洞賓這麼好的人也咬，真個是不識好歹了。按
此，民間有這樣一個俗語：

狗咬呂洞賓，不識好心人
意思是有人對你很好，你除不明曉對方的好意或不
領情外，還做出一些對對方不利的事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爛身爛世」指衣衫襤褸。
2 「埋」，有葬的意思，指將屍首埋「入」黃土中。

粵語中，「埋」字就收納了「入」的意思。據此，
「無埞埋手」就是指無處入手了。

3 「內訌」，也作「內哄」、「內鬨」。
4 粵方言中，「舐」讀「拉1-2」。
【專欄簡體版】https://leoleung2016.wordpress.
com/

■黃仲鳴

古文選本

狗咬龜．狗咬狗骨．狗咬着爛嘅．狗咬呂洞賓
如夢令．青藏高原

歷史與空間 字裡行間

■江 鄰

■梁振輝香港資深出版人

■闞則思

粵語講呢啲
詩語背後

孔子見南子，動心了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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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中孔子與南子相見的畫面。 網上圖片

■讀之，可提高古文素養。
作者提供

輝仔：婷婷，你早幾日唔係話返鄉下拜祖先嘅，搞
乜紮住隻手掌返嚟呀？
婷婷：畀狗咬囉！
輝仔：咁唔好彩呀，講個經過嚟聽下！
婷婷：嗰日我喺祠堂後園，見到一隻狗同一隻龜糾
纏緊；點知行近啲，原來係隻狗想咬隻龜！
輝仔：乜話？「老鼠拉龜」我就聽過，「狗咬龜」
就真係第一次聽喎！
婷婷：當時我心諗，隻狗梗係好肚餓，唔係點會連
冇乜肉淨係得個殼嘅龜都想咬吖！
輝仔：狗餓起上嚟，唔好話龜喇，連狗呀、狗骨
呀，都照咬喇！
婷婷：咁咪即係「狗咬狗」同「狗咬狗骨」，真係
自己友都冇面畀呀！
輝仔：唔係你估！繼續講喇。
婷婷：見佢餓成咁，咪遞件蛋糕畀佢食囉！
輝仔：嗱，唔好同我講你隻手掌就係佢……！
婷婷：咪就係咁囉，唔領情都唔使噬過嚟㗎！
輝仔：咁今次就真係正正式式嘅「狗咬呂洞賓，不
識好人心」嘞！咦，話時話，畀狗咬嗰日你着成點
呀？
婷婷：關着成點咩事呀？
輝仔：如果着到「爛身爛世 1」，話又唔係咁講
嚹！
婷婷：點解嘅？
輝仔：冇聽過人講，「狗咬着爛嘅」咩！
婷婷：吓，嗰日我又真係着咗條爛牛仔褲喎！不過
條褲係限量版，唔係cheap嘢嚟㗎！
輝仔：你都傻嘅，隻狗識分咩，又咪係一條爛褲！
嗱，婷婷，睇你以後仲敢唔敢做好人！
婷婷：我唔會為咗一次痛苦嘅經歷，而放棄我做好
人嘅原則嘅，哼！

記憶軟件
■星 池

近來，每當空閒之時，會收拾東
西，把家中堆積的雜物稍稍清理，
丟掉一堆破了、壞了、霉爛了、無
法再用了的物件。騰出位置，擴大
視野，恍若為心房好好打掃一下。
可是，過程比結果重要，我更為享
受藉由翻看舊物來貼近昔日的感
覺。此刻坐在電腦前，十指於鍵盤
躍動，覺得人腦非電腦，記憶並不
太可靠。輸入腦袋的資料，往往容
易變質或流失，甚至沒意識地選擇
所記載的事，弄錯時間、顏色及形
狀不足為奇。硬盤未能有效運用，
或許需要依賴一些記憶軟件。
收拾途中，瞧見不少舊照片、校

刊、書籍及紀念品，令我尋得往日
的回憶與感受，此等軟件助我覓回

無法即時記起的事情，連硬盤也像
運轉得更暢順。隨意拿起一張背景
是母校課室的照片，多年前滿臉傻
氣的我被凝固在那個時空，並發現
原來該課室比記憶中狹小，驚覺眼
睛於拍下影像後，會經美化後才儲
存入腦袋。手握的照片就是證據，
指控自己的記憶是虛假的，課室的
佈置，桌椅的擺放，顏色形狀也有
少許偏差。觸摸照片，一切皆是真
實，卻遠不及記憶畫面當中的柔和
色調那麼親切。注視照片中的同學
們，縱能依稀記得某些臉孔，但其
姓名早已忘掉。輕輕翻轉照片，一
組名字已詳列於背面，使我把那些
名字與臉龐連結起來。
事實上，曾寫下的文章，亦是重

要的記憶軟件。透過接觸昔日所撰
的文字，可抽絲剝繭窺探自己的閱
歷及情感，不僅可回想曾經發生的
事情，更可準確記載那些年的人與
事、想法和情緒，真正可與當時的
自己相遇，憶及遺忘的種種往事。
此外，朋友除了是觀照你自身的一
面鏡子，亦屬一種頗為特別的記憶
軟件。有時，他們忽然會提起你的
一些過往言行，你卻早已忘記，他
們卻幫你儲存妥當，相反亦然，你
也為朋友記錄其忘掉的記憶。即使
家居空間有限，某些東西必須捨
棄，可是有些物件尚需保存。年紀
愈大，累積的經歷愈多，可惜記憶
力卻愈來愈減退，因此愈來愈珍惜
此等令人懷念的記憶軟件。

浮城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