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常發現，學生在課堂上的寫作練習表
現普通，雖然也偶有佳作，但不多見。常
見的是內容空泛、文句累贅、用詞用語不
當，但寫隨筆、周記或投稿學生文學雜誌
時，卻都寫得很好。不少情況是同一位學
生在課堂外的寫作，優於作文堂的練習。
問題在哪裡？我認為與「為文造情」還

是「為情造文」有關。

為文造情 東拉西扯
「為文造情」就是為了要完成一篇文
章，而搜索枯腸，盡量把自己腦袋裡儲存
的已有經驗，或以為是材料的「材料」，
為配合功課的要求而苦心堆砌。辛棄疾
說︰「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
層樓，為賦新詞強說愁。」便是這種情
況。課堂上的寫作練習，便是促使學生
「為文造情」的典型。

題目已限定、時間已限定，收到題目那
一刻，便要在腦袋中迅速調動千軍萬馬，
在限時內完成任務。
可是，一時間哪有那麼多材料及經驗足

以資文？為湊字數，只能東拉西扯，虛應
故事，哪裡還有佳作？

為情造文 文以載道
「為情造文」則不同。先有內容，先有

情感，再調動文思，遣詞用字，斟酌用
語，以期準確把內容表達出來。這是先有
內容，再來表達，那便不會出現內容空泛
的問題。
文章貴在內容豐富，只要有內容，文辭

的運用再差，也有吸引人的地方。
為什麼隨筆、周記會寫得好些？因為題

目的限制少，時間也較充裕，往往容許學
生寫他們想寫的東西。學生能自由選擇內

容，選取自己最熟悉的東西來寫。先把最
重要的內容安頓好了，其他東西也好辦。
中國文學史上常有內容與形式之辯。魏

晉南北朝時期重形式而輕內容，終使文風
萎靡，終需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提
出「但凡物不平則鳴」，重視內容，「文
以載道」。
在實際的寫作教學中，也宜採取內容先

行的策略，即讓學生先在內容方面有把
握，再行寫作。
傳統的寫作教學，往往是在作文課時，

把事先擬定的題目抄給學生，要求學生在
課堂的指定時間內依題寫作。
問題就出在學生要在收到題目時才能構

思內容，但題目的內容要求未必配合學生
的生活經驗，學生即使有經驗，也需要一
段時間的調動，才勉強湊合材料。這樣寫
出來的文章，水平往往不高。

既然是練習，何不在寫作前，事先一兩
天讓學生知道題目或主題，讓學生有時間
依題搜集資料？在資料充足的情況下，學
生再在寫作課時完成文章，這樣做，作文
的內容定能豐富些。
對於能力較弱的班別，老師可以在寫作

課前先和學生討論題目，引導學生思考內
容，甚至集思廣益，由全班學生你一言我
一語，一起貢獻構想，材料準備好後，才
讓學生動筆。

搜集資料 避免空洞
杜甫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

神。」「讀書」是輸入，「下筆」是輸
出。在沒有輸入，或少輸入的情況下，又
怎能輸出呢？本文集中談寫作，閱讀留待
其他文章詳講。但寫作也不能完全忽略
「輸入」問題。

在這階段，資料的搜尋便是「輸入」，
在沒有「輸入」或「輸入」環境惡劣的情
況下（例如一收到題目便要寫作，而沒有
搜集資料的空間），文章內容往往是空洞
的，文辭表達等技巧再好，也難以起死回
生。
如果學生能在平時寫作教學的過程中，

有一好的搜集資料及組織材料的訓練，一
到考試，便能調動平日早已累積的工夫，
輕鬆地完成寫作考核。
而且，培養好的寫作準備的習慣，也有

利學生熱愛寫作，不再視寫作為畏途。所
以說先需「有情」才能「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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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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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儲資料再動筆先儲資料再動筆 文章才會寫得好文章才會寫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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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子原指貴族 漸賦道德含義
今天，我們的日常語言中，時有使用

「君子」一語，例如「真小人、偽君
子」、「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君子一言，快馬一鞭」、「君子成人之
美」等。「君子」一語，在古時其實有多
種含義，你又知道多少呢？

亦可解作丈夫
先秦經典如《詩經》、《易經》、《尚

書》中，已常見「君子」一詞，其中一種
用法是妻子對丈夫的稱呼。例如《詩經．
召南．草蟲》：「未見君子，憂心忡
忡。」又如大家耳熟能詳的《詩經．鄭風
．風雨》︰「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
君子，云胡不喜。」李白《古風（二十
七）》︰「焉得偶君子，共乘雙飛鸞。」
「君子」解作「丈夫」這一用法，今日已
很少見，可是研習古典經籍時，卻不可不
知。
「君子」一語，在周朝前後開始，常用

以稱呼貴族或士大夫，當時的達官貴人皆
稱作「君子」。詞義與之相對的是「小
人」，用以稱呼社會地位低下的平民百
姓。
「君子」在古時也常解作在位者或君
王。唐孔穎達《五經正義》便清楚定義：
「君子謂人君也。」又如《易經．乾卦．
九三》云：「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
無咎。」這裡所指的「君子」，原作人君
之意。《禮記．曲禮上》提及的「君
子」：「故君子式黃髮。」也作如是解。
「君子」也可解作「國君的兒子」。周天
子時分封諸侯，建立邦國。諸侯稱為國

君，國君的兒子便是「君之子」，簡稱
「君子」。

貴族才受教育
古時教育尚未普及，只有貴族子弟—

君子才有知書識禮，接受良好教育的機
會，他們文化水平、品味和個人修養都較
高。後來「君子」一語漸漸賦予道德含
義，用作稱呼道德修養高的人。
後來「君子」解作品格高尚、才德出眾

的人，即使是平民布衣，也可以是「君
子」。自孔子開始，「君子」專指品德高
尚者的用法漸成主流。
「君子」是儒家思想中的一個重要概
念，是儒者倡導，人格追求的最高目標。
記錄孔子言行的儒家經典《論語》，便不
下一百次提及「君子」一詞，孔子認為，
能行「仁德」，便可稱為「君子」，與之
相對的則是「小人」。
君子的品格應是所有人追求的目標。

《論語》中提及了成為「君子」的條件和
必備的素養，如《里仁第四》︰「子曰：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如
《述而第七》︰「子曰：『君子坦蕩蕩，
小人長戚戚。』」《衛靈公第十五》︰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
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千百年來，「君子」都是廣大士人孜孜

追求的目標，也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君
子」的德性和抱負也成為歷來不少文藝作
品的題材。不少事物，都被文人賦予君子
的意象，託物言志，如蓮花、菊花、蘭
花、梅花、松、竹、梅、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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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益農事 淫雨久下成災
（續6月20日期）
時雨、甘雨、膏雨都是下得適時而有

益於農事的雨。苦雨、淫雨是久下成災
的雨。
《說文》說：「霖，雨三日以往。」

又說：「澍，時雨，澍生萬物。」霖是
連下三天以上的雨，澍是下得適時的
雨，甘霖、嘉澍義同時雨。
霽指雨止，引伸為霜雪消，雲霧散，
天氣放晴。成語有光風霽月，形容雨過
天晴時風清月明的景象，也比喻人物的
品格高尚，胸襟開闊，如黃庭堅《濂溪
詩序》：「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
中磊落如光風霽月。」又比喻政治清
明，如《宣和遺事》元集：「上下三千
餘年，興亡百千萬事，大概光風霽月之
時少，陰雨晦冥之時多。」

霽顏怒氣消釋

另外，霽還有消釋的引伸義，如色
霽、霽顏都表明怒氣消釋，臉色由嚴厲
轉為和悅。
旱和澇是一對反義詞。旱是久晴不雨

或者雨水太少，因而影響農作物的正常
生長，甚至使作物枯死。澇是因雨水太
多太急致使農作物被淹沒，也寫作潦。
銀竹比喻大雨，李白《宿蝦湖》有

「白雨映寒山，森森似銀竹」的詩句。
傾盆形容雨水急劇，蘇軾《介亭餞楊

傑次公》有「前朝欲上已蠟屐，黑雲白
雨如傾盆」的詩句。

商羊起舞 天將大雨
商羊是古代傳說中的一足鳥，大雨前

常「舒翅而跳」，見於《說苑．辨物》
和《論衡．變動》，後因以商羊起舞作
為天將大雨的徵兆。
有關風雨的聯綿詞和疊音詞很多，習

見常用的，如颼颼、蕭蕭、淅淅、颯
颯、獵獵是形容風聲的，拂拂、習習是
形容微風吹動的，淅瀝、淋鈴是形容雨
聲的，瀟瀟是形容小雨的，霏霏是形容
密雨的，滂沛、滂沱是形容大雨的，涔
涔是形容雨水流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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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百科啟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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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搭通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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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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咂手指
詞義
普通話「咂」的意思是用嘴唇吸，如：咂了一口酒，咂手指。小孩兒「咂手指」這個

動作也可以用「嗍」和「嘬」來表達「吮吸」的意思，如：嗍 / 嘬手指、嗍 / 嘬棒棒
糖、嗍 / 嘬奶嘴。在表示「用力反覆吮吸」的時候，「嗍」或「嘬」用得更多。
「咂嘴」一詞的意思是用舌尖抵住上顎的前部發出吸氣音，表示稱讚、羨慕、驚訝、

為難等。人們在品嚐、吮吸的時候會發出這樣的聲音，如：咂話梅。

對話
阿美：你怎麼這麼大了還喜歡咂手指？
大明：因為媽媽做菜的時候，我整天幫她用手嚐味兒，嚐得多了就

習慣了，覺得手指很好吃。
阿美：咦！太噁心了！我不敢吃你們做的菜了。

啜手指
詞義
粵語中小孩「咂手指」這個動作會說成「啜手指」；而普通話裡的「咂話梅」，粵語

對應的說法是「嗒話梅」。

對話
阿美：點解你咁大個仲鍾意啜手指㗎？
大明：因為阿媽煮餸嗰陣，我成日幫佢用手指試味，試得多就習慣咗，覺得啲手指好好

味囉。
阿美：咦！太核突啦！我唔敢食你哋煮嘅餸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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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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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人選擇一切機會索取錢財，人們不但不怨
恨他，反而稱讚他的賢能。」

2.「如今為官之人，也跟這三名商人的處境一樣
啊！」

模擬試題
試根據文意，把以下文句譯為白話文。(6分)
1. 「其一擇可而取之，人不尤其取而稱其能
賢。」

2. 「今之為士者，亦若是夫！」

重利益輕德行 郁離子嘆怪象
文 言 精 讀文 言 精 讀 星期三見報

無論在哪個時代，要堅持原則，秉持
美德也是困難之事。尤其是在重利益，
輕德行的環境，要潔身自愛，不與人同
流合污，除需要無比定力，更要承受被
孤立取笑，潦倒失意的惡果。
相反，不執着於原則，只投人所好的
人，以及唯利益是尚，毫無品格可言的
人，由於手段高超，反而得到世人的讚
許。劉基《郁離子》一則蜀國商人的寓
言，正正點明此道理。

蜀賈三人，皆賣藥於市，其一人專取

良，計入以為出，不虛價亦不過取贏。
一人良不良皆取焉，其價之賤貴，唯買
者之欲，而隨以其良不良應之。一人不
取良，惟其多賣，則賤其價，請益則益
之不較，於是爭趨之，其門之限月一
易，歲餘而大富。其兼取者趨稍緩，再
期亦富。其專取良者，肆日中如宵，旦
食則昏不足。郁離子見而嘆曰：「今之
為士者，亦若是夫！昔楚鄙三縣之尹
三，其一廉而不獲於上官，其去也，無
以僦舟，人皆笑以為痴。其一擇可而取

之，人不尤其取而稱其能賢。其一無所
不取以交於上官，子吏卒，而賓富民，
則不待三年，舉而任諸綱紀之司，雖百
姓亦稱其善，不亦怪哉！」
作者以從商之道寓為政之道。商人如
堅持貨真價實，反不被賞識。可是只要
懂得將貨就價，善用交際手腕，即使人
品與貨品的質素成疑，也能取悅人心。
作者以「怪」字形容現象，流露無限感
慨。其實，政壇如是，商界如是，其他
領域也都一樣。

譯文
蜀地有三名商人，皆於市集賣藥。其中一人專門蒐集好藥
材出售，量入為出，不以虛價出售，也不謀取過多利潤。另
一位商人把好藥與壞藥都收來賣，價格的高低視乎買者的需
要，然後以好藥和壞藥應付顧客。
第三個商人不蒐集好藥，只靠多賣藥材，以廉價出售藥
材，顧客請求添一點藥材就便添一點，從不計較，於是人們
爭相購買他的藥材。他那間店舖的門檻，一個月便需要換一
次。過了一年，他便變成富翁。
那名好藥與壞藥都賣的商人，買藥的顧客稍為少一點，過
了兩年也都富起來。而那名專賣好藥的商人，他的藥店每天
即使在正午也靜如夜晚，生活潦倒得吃了早飯而到晚飯便無
米下鍋。
郁離子聽說此事，嘆息地說：「如今為官之人，也跟這三
名商人的處境一樣啊！從前楚國邊遠有三個縣，那三名縣
官，其中一人為官清廉，卻不被上級官僚喜歡，當他離任
時，連一隻船也租不起。人們都譏笑他是癡呆。另一人選擇
一切機會索取錢財，人們不但不怨恨他，反而稱讚他的賢
能。另一個則有利便會沾取，無所不貪。他用索得的錢財攀
附上司，並待吏卒如子，把富豪當作賓客來敬奉。於是不到
三年，他便被推舉擔任掌管綱紀的要職，即使是平民百姓也
稱頌他的好，這不是奇怪的事嗎？」

■雨水太多會令農作物被淹沒，甚至泡
爛。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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