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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語 習 文學 語 習 文 隔星期三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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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為交報告閱讀為交報告 豈能領略樂趣豈能領略樂趣？？
幾年前，我曾向考評局有關人士反映，
為了減輕學生及老師的負擔，文憑試中文
科的校本評核部分，能否刪去閱讀記錄這
一項？當時，有關人士反問我，難道中文
科不應培養學生閱讀興趣嗎？
我的回應是，中文科培養學生閱讀興趣

責任重大，無可推卸。問題是在公開試中
計算學生的閱讀記錄分數，是否能培養閱
讀興趣？還是有可能弄巧反拙？
之前的文章曾談過，普遍學校推廣閱讀
的方法，往往是要求學生交閱讀報告。文
憑試的校本評核，則是要學生把看過的書
籍記錄下來，並寫些閱讀感想。
看得愈多、書的種類愈廣、感想愈深
刻，所得分數也愈高。閱讀成為做功課，
甚至是公開考試，學生能感受到閱讀的樂
趣嗎？更令人擔憂的是，交閱讀報告的做
法會令學生不把焦點放在閱讀本身，而是

放在交功課方面。為了交功課，學生可以
隨便看幾頁書，甚至看看書籍的內容簡
介，便左抄右抄，寫出一些所謂「感想」
便算，真正的閱讀可能從來沒有實現。
我的想法是，語文科的責任是要培養學

生的閱讀興趣及閱讀習慣。那麼，學校或
老師要做的，便應該集中在「閱讀興趣」
及「閱讀習慣」這兩方面的培養。
切勿為了「交差」的方便，而犧牲真正

的目的。不過，坦白說，興趣及習慣的培
養是不能一蹴而就的，在這方面從來沒有
立竿見影的方法。一定要細水長流，鍥而
不捨，持續不斷地進行。因此，所要花的
工夫、時間也多，甚至還要犧牲其他的教
學安排，而所見的成果也未必那樣明顯。

讓學生自由選擇
在推行閱讀活動的過程中，有幾個重點

要注意：一、常規性地、持續地進行。不
可以短期的計劃形式，當計劃完結，就停
下來，那便沒有意思；二、納入教學進度
表內，有充足的時間讓師生進行閱讀交
流；三、給學生有較大的自由度選擇自己
喜歡的讀物；四、教學設計簡單方便，容
易操作，不會因要搞一次閱讀活動而變成
一場「大龍鳳」，如果這樣，並不能持
久；五、能讓學生感到輕鬆喜悅而且滿
足，不會有交功課或考評的壓力。
不少學校在每個星期均安排一段時間給

學生作恒常閱讀。有的一星期兩次，每次
半小時；有的每天一次，每次15分鐘到20
分鐘。這種安排均是好的。
不過，如果能再進一步，抽出一些時

間，恒常安排學生進行分享，效果可能更
佳。例如可以班別作為單位，每班分若干
小組，每小組可以選擇不同種類的書籍。

例如喜歡小說的一組、科普的一組、歷史
的一組、文化哲學的一組、散文詩詞等文
學性的一組、藝術體育的一組等。
以一個月為一期進行恒常閱讀，在月尾

安排閱讀分享會，每組輪流派一代表分享
他那個月的閱讀心得。
這樣不但可以給學生展示他們的閱讀成

果，同學之間也可以在聽取不同人的分
享，間接「閱讀」了不同種類的書籍。

照顧不同水平需要
不同學生的閱讀習慣千差萬別。有的可

能自小便由父母培養了良好的閱讀習慣；
但也有些學生的家庭，父母從來不看書，
家中也少有藏書，學生自然沒有閱讀的習
慣。面對不同閱讀起點的學生，學校所設
計的閱讀活動要能發揮照顧不同差異的功
能。在這些活動中，不同水平的學生均能

找到他們的滿足感，這樣才是最好的閱讀
活動。
或者，在推廣閱讀時，我們首先考慮的

應該是如何培養學生的閱讀習慣和興趣，
而非交差。

珠 落 玉 盤珠 落 玉 盤 逢星期三見報

■李昂尼 現職中學教師
gglit@hotmail.com

古人稱呼太複雜
姓名表字還有號

今天的華人社會，一般人的姓名多是三四
字，有的人還會給自己起洋名，跟國際接
軌。古人的稱呼，卻複雜得多了，除了姓、
名，還有表字、號等。

姓起於女系 氏起於男系
中國古代的姓氏，乃表明個人所出之家族
符號，多以遠祖食邑的地名表明之。遠古
時，姓本起於女系，氏起於男系，其後社會
漸以男子為主體，故姓亦改從男系，氏則有
時反為表女子家族之用。因此上古八大姓
中，「姬」、「姒」、「媯」、「姚」、
「姜」和「嬴」等字都以「女」為部首。
後來，同一祖先的子孫繁衍，家族的分支

散居各處，各個分支的子孫除了保留姓以
外，另取稱號作為標誌，這就是「氏」。如
古人卞和是卞姓，和氏，故楚文王把他發現
的玉石名為「和氏璧」。古時貴族才有姓，
平民僅有名。戰國以後，貴族沒落，平民地
位上升，平民都有姓，所以「百姓」成為民
眾的通稱。秦漢後，姓、氏更是合而為一，
直至今天。

長輩稱其名 交往稱其字
至於「名」和「字」，本是兩碼子事。古
時，嬰兒出生3個月後，由父親取名。取名
的規範還有「五法六忌」，一絲不苟。
「字」即表字，即在本名之外，另取一個與
本名有所關聯的名字。
古人在成年以後，名只供長輩恩師和自

稱，自稱其名表示謙遜，而字則是在社會上
與人交往時彼此稱呼的。不少歷史人物的表
字廣為人知，本名反而隱沒於世，這種現象
稱為「以字行」，如：孟浩然，名浩，字浩
然，今天大家都知道孟浩然，很少人知道孟

浩了。
字與名通常有關連，如杜甫字「子美」，

「甫」為古代男子美稱；王維字「摩詰」，
為欣賞佛教人物維摩詰而名。另外，亦有將
「伯」、「孟」、「仲」、「叔」、「季」
加於字中，以示家中排行，如孫堅四子︰孫
策字伯符，孫權字仲謀，孫翊字叔弼，孫匡
字季佐。表字的傳統在20世紀逐漸式微，現
在已很少人會在成年後取表字了。

自己取外號 觀諡知生平
號，即是別名，古時又有自號、尊號、諡
號、廟號、年號之分，本文只略談自號和諡
號。自號乃自取的外號，如陶淵明自號「五
柳先生」，他在《五柳先生傳》中有解釋︰
「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
另一例子是歐陽修自號「六一居士」，他

也在《六一居士傳》中加以說明︰「客有問
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
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
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
曰：『是為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
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
乎？』」
至於諡號，則是後人依死者生前的事跡所

給予的稱號。《說文解字》︰「諡，行之跡
也。」《禮記．樂記》載︰「故觀其舞，知
其德，聞其諡，知其行也。」古時通常只有
王、公、卿、大夫等社會上層人物，才可在
死後得諡號。
而後人給皇帝取的諡號，也往往寄託了對

該皇帝的評價，如褒揚的會用︰「文、武、
成、桓、昭、穆、景、明」等；至於貶損
的，則用「厲、幽、暢」等。除了褒貶，有
時也可寄予同情，如「沖、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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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廟中諸神 看居民生活
油麻地，表現的是香港民間小商販
文化，創業艱難，守業不易。
油麻地本名「蔴地」，意思是「蔴
纜晾曬之地」，那裡本是一淺灘，漁
民泊岸之後，喜在岸上張曬船纜、漁
網。後來，有商人在該處經營桐油生
意，桐油可以保護蔴纜、漁網，故改
稱油蔴地，後為方便而簡稱油麻地。
現今新填地街仍多五金膠喉店舖，舖
內仍多兼營繩索繩纜、蔴包布袋、摩
打機械等生意，似在堅守昔日傳統。
油麻地與上環一樣，發展較遲，港
英政府先要發展的，是軍事重地和行
政中心，在港島為中環，在九龍為尖
沙咀。故中環有金鐘、政府山、植物
公園；尖沙咀有威菲路軍營、天文
台、木球會等。
另外，英人在接管九龍之後，用了
相同政策，把尖沙咀的原居民遷往了
油麻地（中環的遷往了上環），把該
處劃為外籍人居住專區。現今尖沙咀
尚有麼地道（印度富商）、緬甸台
（德國人居住地區）等地名，是為遺
證。

只為生計 野心不大
不過，油麻地與上環並不一樣，上
環本無原居民，一班階層較高的華人
為經商而來，他們有的是內地來的商
人、有的是外國回來的華人、有的是
與外商從密的華人買辦；他們為商而

商，從事的是大買賣，如南北行、如
先施百貨。油麻地，本身有原居民和
海上漁民，他們或被逼遷、或生活如
昔，均只為生計，故無偌大野心成立
大公司、大商行。
後來填了海、有碼頭、有街市，也
仍是小商販。加上當時的商業中心、
金融中心在港島，而不在尖沙咀，故
油麻地的經濟價值比不上上環，居民
的生活仍是相當草根。
這樣的生活卻發展出另一種香港的

獨特文化，民間小商販並不執着，而
反求諸己以適應社會的文化。

古廟一間 眾神齊集
油麻地的地標是天后廟，那是全港

最大的天后廟，街因而得名，廟因而
更旺。廟其實是一所「五開間的廟群
建築」，面對廟，最左面的是「觀音
古廟」，門額卻稱福德祠，廟內左面
供奉的是金花娘娘、關帝。次左的是
「城隍廟」、門額上卻是「書院」二
字，居中的是「天后古廟」，廟內主
神是天后，兩側陪神是包公、北帝、
觀音。次右的是「觀音樓社壇」，廟
內供奉的是觀音、龍母、金花、關
帝，廟內中央尚有一塊「社稷之神」
的石頭土地。
最右的開間沒有寫明神靈，門額上

卻有「書院」二字，門外有「永錫安
寧」、「海不揚波」二石碑，看舊照

片，原來這是觀音樓的主樓。
其實，最初的天后古廟在官涌，

1870年已經存在，當初為漁民所建，
規模不大，但其時油麻地日漸繁榮，
當地商販便聯合了漁民、陸上居民成
立了五約組織，所謂五約，就是油蔴
地、尖沙咀、官涌、旺角、深水埗五
個地方，五約於1876年齊集了資金，
建成了天后廟。他們也知道，要建立
鬧市，就得求變、與他人合作。
廟的主神是天后，左面是書院，右
面是公所及土地；除宗教功能外，也
有教育和政治功能。天后廟後經多次
擴建，於20世紀初變成現今規模。

各司其職 反映需要
廟中神靈眾多，每一個神靈，均說
出人某一方面的特殊需要。如天后，
人需要的是海上平安；如觀音，觀音
既可使永不揚波、又可借庫，這反映
出人需要平安和財富；如金花娘娘，
那是保小孩平安的神靈，人們望的是
兒女健康成長；至於包公、關帝，那
表示油麻地已進入商業社會，人需要
的是公平交易、黑道勿來侵擾。
而土地、城隍，那表示油麻地已是

一個具規模的社區，人需要的是一個
繁榮、物阜民豐的市集。
百年之後的今天，人的信仰或許有

改變；但人的心靈需求，變化仍不
大。

■松睿 退休教師

《老子．第七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①，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

身存②。非以其無私耶③？故能成其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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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其不自生：以，因為。其，指天地。因
為天地的生命不是自己賦予的。一說解不
自私其生。

②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後，使退居。外，使外。是說聖人把自己
退居後面，反而能超越在眾人前面；把自
身置之度外，反而令自身得以保存。

③ 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這難道不是
因為他無私嗎？所以最後能成全他的私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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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解
《老子》第七章藉對天地聖人的歌頌說明無

為、以退為進的好處。

■■老子老子

■語文科的責任是要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
及閱讀習慣。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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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賢人，卻不能以禮相待，憑什麼要求人才盡忠呢？」
2.「正像不擅長駕駛車馬，駿馬便不能發揮日行千里的才能。」

模擬試題
試根據文意，把以下文句譯為白話文。(6分)
1. 「雖有賢者，而無禮以接之，賢奚由盡忠？」
2. 「猶御之不善，驥不自千里也。」

伯牙碎琴 知音難求
文 言 精 讀文 言 精 讀 星期三見報

自古「朋友易得，知音難求。」於
今日而言，尤其貼切。這世代人人都
可在社交網站結交朋友，來個相識滿
天下，或在社交場合呼朋喚友，來個
廣納名片。
可是，一旦捫心自問，便惆悵知音

杳然。無他，不了解人，而妄求別人
了解自己，最終只會得泛泛之交。
此外，於用人而言，道理亦然。

不了解人才，而要求人才推心置
腹，也是一種奢想。為領袖者，務
必謹記。

有關討論，見於《呂氏春秋．本味
篇》︰

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
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
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
志在流水，鍾子期又曰：「善哉乎鼓
琴！湯湯乎若流水！」

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弦，終身不
復鼓琴，以為世無足復為鼓琴者。非
獨鼓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
者，而無禮以接之，賢奚由盡忠？猶
御之不善，驥不自千里也。

伯牙之所以破琴絕弦，終身不再彈
奏，在於他認為唯一知音者鍾子期已
不存在，自己彈琴沒有人會再懂得欣
賞。
「高山流水」喻知音難得，也表明

能相互理解，有共同理念的重要性。
作者其後指出任用人才之道，即領

袖須以禮待賢士，了解人才，才能讓
他們心服並發揮所長。
總之，不能成為他人的知音，卻希

望別人成為自己的知音。除能說成自
私自利，還能說成什麼？

譯文
伯牙正在彈琴，鍾子期在傾
聽。伯牙在彈奏而心意在高山，
鍾子期說：「彈得真好呢！我好
像看到巍峨的高山！」一會，伯
牙又彈奏意在流水的樂曲，鍾子
期又說：「彈得很好呢！我好像
看到浩蕩的江河！」
鍾子期死後，伯牙萬分悲痛，
拉斷琴弦與摔破古琴，發誓終身
不再彈琴，認為這世上再沒有值
得為之彈琴的人。不僅彈琴是如
此，對待人才也是同樣道理。即
使有賢人，卻不能以禮相待，憑
什麼要求人才盡忠呢？正像不擅
長駕駛車馬，駿馬便不能發揮日
行千里的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