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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
1.「讓我們國君為了雀鳥殺人，這是第二宗罪。」
2.「讓諸侯聞見此事而認為我們的國君重雀鳥而輕視士人，這是
第三宗罪。」

模擬試題
試根據文意，把以下文句譯為白話文。(6分)
1. 「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罪二也。」
2. 「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輕士，是罪三也。」

勸諫宜委婉 點醒勝批評
文 言 精 讀文 言 精 讀 星期三見報

有權勢者，尤其是古代的國君，一聲令
下，除可呼風喚雨，更操生殺大權。可
是，他們最不喜歡的，就是約束自己權勢
的事。故此，他們漸漸忘記自己的責任，
而只以一己之好惡行事，結果自然是慘不
忍睹。當世的領袖亦然，行使權勢之時，
如遇反對的意見，有沒有襟懷虛心納諫，
是境界高低的關鍵。當然，勸諫者技巧之
高低也很重要。有關道理，見於《晏子春
秋》︰

景公好弋，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
怒，召吏欲殺之。晏子曰： 「燭鄒有罪
三，請數之以其罪而殺之。」公曰：

「可。」於是召而數之公前，曰：「燭
鄒，汝為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
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罪二也；使諸侯聞
之以吾君重鳥輕士，是罪三也。」數燭鄒
罪已畢，請殺之。公曰：「勿殺，寡人聞
命矣。」
晏子之才識，在於明白直接勸諫國君不

要因個人好惡而濫殺士人，不但於事無
補，既不能讓國君反省，更有可能激怒
他。於是以委婉之法，先迎合國君心意，
列舉燭鄒之罪狀，再以罪狀暗示因鳥殺士
之舉會令國君遭諸侯恥笑。最終齊景公因
此事而覺悟。

為領袖者，須時刻以大局為重，不以個
人好惡行事；為勸諫者，須以委婉方式言
說，不以批評惡言相向。

譯文
齊景公喜歡捕鳥，差遣燭鄒管理那些雀鳥。
其後鳥都飛走了，齊景公十分憤怒，便下令官
吏殺掉燭鄒。
晏子說：「燭鄒有三條罪狀，請讓我列舉他
的罪狀然後殺掉他。」
齊景公說：「好。」
晏子於是召見燭鄒，並且在齊景公前列舉他
的罪行，說：「燭鄒！你是替我們國君養鳥的
人，卻讓雀鳥都飛走，這是第一宗罪；讓我們
國君為了雀鳥殺人，這是第二宗罪；讓諸侯聞
見此事，而認為我們的國君重雀鳥而輕視士
人，這是第三宗罪。」
晏子列舉燭鄒的罪狀完畢，便請齊景公殺掉
燭鄒。
景公說：「不要處死他，我明白你點明的道
理了。」

隔星期三見報

三九天最冷 朔方來寒風
每年冬至過後，天氣日漸寒冷。
中國民間習慣，從冬至起，每九天
為一個九；從第一個九數起，一直
數到第九個九，共計81天，稱為數
九寒天。其中第三個九，也就是冬
至後第十九天到第二十七天，即公
曆一月九十日至十七八日，是一年
中最冷的日子，稱為三九天。
嚴寒、隆寒、酷寒是說天氣很
冷。嚴冬、隆冬是說很冷的冬天。
冬季多吹西北風或偏北風，風從
西北內陸吹來，寒冷而乾燥，古代
把北方叫做朔方，因而把北邊吹來
的寒風叫做朔風。

雪虐風饕形容極冷
冬季又多冰雪，冰天雪地、雪窖
冰天都指嚴寒的地方，而雪虐風饕

則用以形容極冷，這裡的虐和饕都
作殘害解。
《詩經．豳風．七月》說：「一

之日觱發，二之日慄烈，無衣無
褐，何以卒歲。」觱發、慄烈都是
形容寒風刺骨或者寒氣逼人的。還
有凜冽，也表明同樣的意思。

料峭瑟縮形容顫抖
在嚴寒的冬天，人體有時會因禁

受不住風寒的侵襲而顫動發抖，瑟
縮一詞就是形容這種情況的。料峭
也形容顫抖，但一般用於春寒或微
寒，春寒料峭之類的話在詩文中多
見。
嚴寒季節，人的皮膚特別是手腳

會因寒冷乾燥而裂開，情況輕的叫
皴，重的叫皸，生凍瘡叫瘃或凍

瘃。
冬天曬太陽取暖，稱為負暄或負

日，也叫曝日。
冬季遇到手指僵凍的情況，人們

常會用口吹氣使之溫暖，稱為呵
凍；如果毛筆凍結不能寫字，則呵
筆使之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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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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故仔難取高分作故仔難取高分 缺閱歷難獲共鳴缺閱歷難獲共鳴

珠 落 玉 盤珠 落 玉 盤
■李昂尼 現職中學教師
gglit@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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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題勝有題 意境更寬廣
筆者在中學教書，學生平日作文，多屬「命

題作文」，即學生按題意構思文章，而無須創
作文題。然而，偶爾學生參加徵文比賽，或投
稿，便須連題帶文一併創作，為詩、文命題，
其實很考工夫。筆者有幸，常有幸「先睹為
快」這類作品。學生創作的詩、文，常常見到
以「無題」為題目，筆者每每見之，總是不敢
怠慢，抱着期待的心態閱讀，然這類文章的水
平往往令人失望，主題內容也跟「無題」格格
不入。想是作者懶於構思題目，或是思而弗
得，故煞有介事，大筆一揮，題之以「無
題」。
古今中外的詩文，大都有命題。題目的作

用，不外乎點出主旨、吸引讀者等。中國古代
卻有一類詩叫作「無題」，「無題」乃例外的
命題法。「無題」其實並非沒有題目，之所以
用「無題」作題目，可能是因為遺失題目，而
由後人補上「無題」二字，也可能由於作者不
便，或不想直接用題目來顯露詩歌的主旨。
「無題勝有題」，用「無題」作題目，往往寄
託着作者難言的隱痛，莫名的情思，苦澀的情
懷，執着的追求。
歷代文人對「無題」這種詩體也很有研究的
興趣。清人張採田曾說︰「無題詩格，創自玉
溪，且此體只能施之七律，方可婉轉動情。」
近代學者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云：「詩詞中
之意，不能以題盡之也。」他認為無題詩之所
以無題，是因為沒有題目的限制，能讓讀者有
更寬闊的想像空間，以揣摩作者創作時的心
境，且能使詩的意境更寬廣，跟中國古代山水

畫的「留白」手法有異曲同工之妙。

李商隱代表 故意不起題
無題詩多為五言和七言。李商隱可說是古代
無題詩的代表人物，他的無題詩膾炙人口。古
詩和詩三百因失題而無題，李商隱的詩卻並非
失題，而是故意不為題。後世學者歸納李商隱
把詩取名作「無題」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是
無法為題。蓋因情感複雜，不能以一題命名。
二是無題可題。當時心情混亂，一時不知如何
下題。李商隱的無題詩，多作於他仕途不順
遂，感情失落之時，故李商隱以「無題」為題
的詩，雖看似沒有標題，實則詩人表達的感情
更加強烈、深刻。
《全唐詩》中收入了16首李商隱的無題詩，
另外，還有許多他的詩以篇首或句中二字標
題，如《錦瑟》、《為有》、《碧城》等，雖
屬有題，卻跟「無題詩」同工異巧。茲引錄兩
首李商隱比較有名的無題詩共賞︰

《無題》(昨夜星辰昨夜風)
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
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隔座送鈎春酒暖，分曹射覆蠟燈紅。
嗟余聽鼓應官去，走馬蘭台類轉蓬。

《無題》(相見時難別亦難)
相見時難別亦難， 東風無力百花殘。
春蠶到死絲方盡， 蠟炬成灰淚始乾。
曉鏡但愁雲鬢改， 夜吟應覺月光寒。
蓬山此去無多路， 青鳥殷勤為探看。

學 語 習 文學 語 習 文 ■中文科老師 王美琪

經常批改學生的作文，不難發現他們的文
章有以下問題：選材不當、立意平凡和文筆
欠細膩。筆者想借此機會分享一下，如何解
決以上三個問題。
首先，選材方面，學生應選擇一些貼近自
己身份和年紀的素材入題。例如其中一題寫
作題目為：
最近發生了一件事情，令我明白到執迷不

悟只會招致失敗。
根據以上描述，試以你的經歷和體會，寫

作一篇文章。
有學生寫作此題目時，會以成年人的角
度，或以某公司的總裁身份去寫作，甚或有
學生寫自己是職業「老千」，因執迷不悟而
招致失敗。凡此種種，予人一種失實之感，
因為學生只是十多歲，何來會有這些經歷？
閱卷者一看，心中有數。雖不至離題，但欠
缺真實感和感染力，自然難臻上品。

韓劇故事 難有共鳴

筆者也不建議學生選擇愛情題材寫作，因
為學生年紀尚輕，愛情閱歷並不豐富，意念
往往來自電視、電影或小說，而近年韓風盛
行，更有些學生以韓劇中的男女主角經歷入
題，寫來難免過於濫情造作，欠缺共鳴。
其實，選材不必求高深特別，選取一些環

繞親情、友情、家國等情懷入題，已能感動
人心。當然，如能從平凡之中看見其內在最
不尋常之處，言為心聲，出乎個人胸臆，並
能從哲理、文化、人生價值等層面思考，立
意深刻，自可上上品。

平凡題材 觸動心靈
試想想，朱自清千古傳誦的《背影》，何

以見得有交通意外、患癌離世、與家人失散
重遇等情節？魯迅《風箏》寫哥哥破壞弟弟
苦心孤詣製作的風箏，最後獲悉這是對弟弟
精神的虐殺，想盡辦法希望得到弟弟的寬
恕，只可惜弟弟早已忘記此事，作者無法作
出任何補償，無法釋懷，心情更加沉痛。

取材雖然平凡，但魯迅卻巧妙運用懸念，
製造衝突矛盾，令作品更加深刻。學生只要
仔細刻畫，着重情感渲染，結合巧妙佈局，
即使以親情或友情為題寫作，也能觸動別人
的心靈。
此外，文筆方面，建議學生多模仿名家的

筆觸。寫作是要展示你畢生所學，因此我主
張學生平日多寫作，如喜歡寫敘事抒情文
章，應多找這類文章多讀幾遍，看看名家如
何謀篇佈局，為何要用某種手法來表達情
感。如喜歡寫議論文，不妨多看此類文章，
看看如何論證論點，運用恰當的手法逐步深
入分析。
要寫作好，學生一定要有「輸入」，要文

思泉湧，一定要多讀多模仿，只有經歷模仿
和修正，日積月累，寫作才會得心應手。
學生平日要積學儲寶，增加生活體驗，才

能開拓思維。同時，學生還需要留意遣詞造
句、佈局謀篇。筆者認為，寫作絕無捷徑可
走，只有多讀多練，文章才能有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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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5月23日期）
（二）在他動詞後用介詞「於」字介

出施事，如：
1. 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孫子．虛
實篇）

2. 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
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國策．
趙策）

3. 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漢書．
賈誼傳）

（三）單用「為」字，如：
1. 不為酒困。（論語．子罕）
2. 妻子為戮。（左傳．文公十三年）
3. 父母宗族，皆為戮沒。（史記．刺客
列傳）

4. 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史記．屈
原賈生列傳）

5. 誠令成安君聽足下之計，若信者亦已
為禽矣。（史記．淮陰侯列傳）

（四）用「（主語）+為 +（施事）+

（所）+（他動詞）」這個格式，如：
1. 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為盜所
驚。（史記．秦始皇本紀）

2. 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
詐。（史記．淮陰侯列傳）

3. 衛太子為江充所敗。（漢書．霍光
傳）

（五）用「見」、「被」、「受」等
字，如：
1. 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楚辭
．漁夫）

2. 盆成括見殺。（孟子．盡心下）
3. 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
人，豈可同日道哉？（史記．李斯列
傳）

4. 錯卒以被戮。（漢書．酷吏傳）
5. 被污惡言而死。（漢書．酷吏傳）
6. 武受賜矣。（左傳．昭公元年）
7. 是重受弔也。（左傳．昭公十年）
從以上各種辦法看來，漢語在文言文
中也是沒有voice這個形態的。

漢語怎樣表現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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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天雪地、雪窖冰天都指嚴寒的地
方。 資料圖片

■寫作時不宜以韓劇劇情作為題材，因為缺乏真實感，會變得濫情造作。 資料圖片

■為了鳥兒而殺人，會被諸侯恥笑，景公
冷靜下來就明白晏子的進諫了。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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