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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文 百 科 星期三見報

■迪尼路 現職中學教師 gglit@hotmail.com

香港主流學校的中文課程中，秦漢
古文、唐詩宋詞都涉獵不少，唯獨元
曲一類，似乎較受忽視。教科書觸及
不多，傳統學校學生必修的中國語文
科考試範圍，也未見元曲選入公開試
指定篇章，現今學子認識賞析元曲的
機會不多，思之也覺可惜。
元曲，是盛行於元代的戲曲藝術，

可分為雜劇和散曲。古人說︰「詩
莊、詞媚、曲俚」。曲比詩詞俚俗、
更接近口語，也更親切。
一般都認為曲是由詞發展出來，故

稱「詞餘」。其實曲並非直接源出於
詞，而是吸收詩、詞的修辭手法，加
之以更強的音樂感和表演性質。早期
元曲風格狂放不羈、玩世不恭，元代
文人周德清便以「粗俗」來形容早期
元曲的語言。後來則轉變為含蓄婉
約，而技法上也漸着重運用詩歌手
法，好似對仗、平仄、用典等，甚或
直接融入詩詞名句。
「雜劇」一詞最早見於唐代，泛指
歌舞以外諸如雜技等各色節目，和漢
代的「百戲」類近。雜劇由故事情
節、曲詞、賓白、科介等組成。曲詞
是歌唱部分，賓白就是說白，科介是
演出提示，規定表演動作和舞台效

果。元雜劇劇本一般由四折組成，
「折」即音樂的單元，一套樂曲伴唱
一折，所以劇情一般有四大段落。在
四折之外，還可以有楔子。楔子常在
劇本開頭，作用好比序幕，但也可作
為過場戲置於兩折之間。劇本的結尾
一般有兩句或四句對子，叫「題目正
名」，來總結內容。

《竇娥寃》悲到歐洲
談起雜劇，不得不提關漢卿，關漢

卿曾創作雜劇六十餘種，主題涵蓋社
會、愛情、歷史。其中《竇娥寃》最
為人熟知。此劇在百多年前便被譯成
外文傳至歐洲。王國維曾評道︰「把
此劇列之於世界大悲劇中，亦無愧
色。」而王實甫在唐元稹小說《鶯鶯
傳》上加以修改，寫成《西廂記》，
可說是青出於藍之作，該劇反對舊式
婚姻、開創戀愛自由的新風氣。
「散曲」則是一種樂曲的曲詞，可

配樂演唱，是元代一種獨有的詩體。
根據元代的戲曲藝人傳記《青樓集》
所載，元散曲的歌唱有多種形式，像
表演唱、舞蹈伴唱、樂器伴唱等。
元散曲主要有小令和散套兩種。小

令原是民間的小調，由單一曲子組

成，文人的小令多半較典雅，民間的
小令語言俚俗。散套則用數支曲子組
成。如馬致遠的《天淨沙．秋思》該
為香港學生熟知（多亦只止於此）︰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

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
天涯。」
又如張養浩的《山坡羊．潼關懷

古》︰
「峰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裡

潼關路。望西都，意躊躇。
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

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這些散曲，寫景狀物都清麗可喜，

雅俗共賞。今日的學生即使在課本上
沒太多機會見到，也值得自己找來讀
讀。

元曲初期粗俗 後期含蓄婉約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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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其中一個有趣的地方，是不同譯
者會以不同角度入手，過程中會受到個
人修養、經歷，以至世界觀等因素所影
響，因此即使是同一句句子，經不同人
翻譯過後，往往會予人不同的感覺。就
以同樣使用中文的內地、台灣和香港為
例。
外語電影的中文譯名在不同地方也有

不同譯法，本年初在奧斯卡電影頒獎禮
中獲頒授「最佳電影」的《The Shape
of Water》，在內地及台灣就分別被譯
作《水形物語》及《水底情深》，在香
港則叫《忘形水》。電影講述啞女伊莉
莎如何拋開世俗眼光，與水怪共墮愛
河。要在三個譯名之中選擇其一，當然
是《忘形水》最合我心意：「忘形」二
字表現出主角因愛而衝破枷鎖的意境，
「水」道出故事發生之處，三字放在一
起則令人聯想起劉德華的名曲《忘情
水》，具玩味之餘又不失浪漫情調，亦
善用了英語原名中的兩個名詞。
再以去年另一套大熱作品《Three Bill-

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 作
例，內地及台灣分別譯為《三塊廣告
牌》及《意外》，香港是《廣告牌殺人
事件》。至於近來上映的恐怖片《He-
reditary》於內地、台灣及香港則分別叫

作《遺傳厄運》、《宿怨》及《祖
孽》，差異頗大，你又覺得哪個較佳
呢？
的確，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亦
比較喜歡香港的譯名，尤其當中「食
字」的元素更是十分有趣，印象較深的
例子有《毒蛇嚇機》（原名：Snakes on
a Plane，台譯《飛機上有蛇》，內地譯
《航班蛇患》）及《見習冇限耆》（原
名：The Intern，台譯《高年級實習
生》，內地譯《實習生》）等。
不過，走到網上世界看看，不難發現

內地及台灣網民對港式譯名都似乎不太
受落，有些甚至直指香港的電影譯名
「低俗」、「不知所謂」，可見翻譯雖
然皆以中文為母語，亦必須考慮到對象
的文化背景，確是一門高深的學問。

考慮對象背景 翻譯需跟文化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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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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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風流人物 名利夢一場
前兩回提到蘇軾出遊赤壁的情況，反映他

矛盾的內心世界，一方面想在困頓中解脫，
另一方面卻茫茫然而不知所措。到了翌年，
蘇子第三次出遊赤壁，這一年他已經48
歲，被貶黃州已兩年多，接近「知天命」年
紀的蘇軾，對人生似有另一番感悟。前後赤
壁賦在表達形式上較《念奴嬌．赤壁懷古》
自由，但在此首詞中，蘇子卻展現了人生得
失的灑脫和從容。

大江東去 今安在哉
全首詞的結構和傳統的宋詞相若︰上闋寫
景，下闋抒情。他一開首便以「大江東去」
起興，利用東去的長江水連結歷史人物，他
們都抵不過時間洪流的沖刷，今已不在人世
間，哪管他們昔日是如何「風流」。「故壘
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點出此處
曾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戰場。看見此古戰
場，他想起了「三國周郎」。
眼前的風光，也頗具戰場的威勢︰「亂石

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這時的風
光和之前兩次又不同，最初平淡如素，第二
次藏有暗湧，第三次雲譎波詭，從不同的角
度呈現出赤壁的奇特之處。
前兩句以對偶形式表達了此地的雄奇，山
川的結合，霸佔了眼前的視線，看見浪濤拍

打岸邊，形成的千層如雪般的白浪，頗有
「無聲仿有聲」的感覺。
風光本無情，觀者自有意。筆下的景色反

映了蘇軾內心的澎湃。他一直都是不甘平
淡，希望能建立功業，可惜「烏臺詩案」令
其原本美好的仕途蒙上了陰霾。他看見如斯
景色，不禁喚醒內心的豪情壯志，被貶的遭
遇彷彿也不值一提。那個為國為民的蘇軾彷
彿又回來了，那個滿腔熱血的蘇軾彷彿又回
來了。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提到︰「子瞻

佳詞最多，其間傑出者，如『大江東去，浪
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凡此十餘詞，皆
絕去筆墨畦徑間，直造古人不到處，真可使
人一唱而三嘆。」可見蘇軾的文字已達到了
爐火純青的境界，能完全呈現自己內心的胸
襟。
但是他終歸認清事實的真相，蘇子想到了

這如斯美好的江山，曾吸引了多少豪傑為其
付出一生，傾盡所有呢？而自己就算是其中
之一，面對當下的境況又如何建功立業呢？
此時的蘇軾，內心經過多年的沉澱，開始

懂得真正的自我開解。下闋主要是懷人抒
情，上闋中提到的周郎，在此起了關鍵作
用。在《前赤壁賦》，他也曾想起三國時的
曹操，曹操曾經稱雄一方，但「而今安在

哉」？頗有在上闋中「大江東去」的意味。
在此處的周瑜氣質非凡、才識高卓，功業美
人皆在其手中，的確具有「雄姿英發」的意
味。
根據史載，周瑜年方二十四，已成為江東

重臣，地位舉足輕重。年已四十八的蘇子境
況，自是不可同日而語。這一種強大的落
差，看似是自嘲，但也是一種大解脫。「談
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既是指周瑜用兵如
神，其實也指出當下在自己談笑之間，周瑜
又何嘗不是「灰飛煙滅」呢？在苦悶之中，
蘇軾為自己找到了解脫的妙想。

已屆暮年 離開苦痛
孔子曾說︰「四十五十有而無聞焉，斯亦

不足畏也已。」這時蘇子正好是孔子所說的
年紀。他想自己的坎坷不遇，如何又與周瑜
比肩呢？因為他的精神在古戰場上穿梭千年
後，又再重回現實，所以他便道︰「多情應
笑我」，此處用了倒裝句式，既切合宋詞體
制要求，同時頗有自詡「多情」的意味。
「早生華髮」一句，更提醒了自己已屆暮
年，應該從苦痛之中走出來。看似是有點消
極，卻把自己的悲哀浪漫地呈現。
「人生如夢」，此刻在蘇軾眼中，一切

也如夢幻泡影。周瑜的名成利就如夢，自己

被貶遭遇如夢，哪些千古風流的人物又何嘗
不是如夢呢？他終於可以在困境擺脫。面對
如此境況，他執起酒杯，敬江上明月一杯，
以感激大自然為他帶來的慰藉。唐圭璋《唐
宋詞選釋》提到︰「述弔古之情，別出明
月，與江波相映。此境此情，真不知人間何
世矣」，可謂精闢矣。

隔星期三見報

溫溫故故
知知新新

■心台

學習需要模仿 背書累積素材

■莊志恒 中學中文科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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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星期背默《岳陽樓記》！」
每次宣佈要背默，同學不是一臉委
屈叫苦連天，就是輕嘆一口氣無奈
接受。有些愛討價還價的，說着
「分兩次默好不好？每次默一段好
不好？默不好不要改正好不好？」
不少同學內心都有着「背書無用
論」，背來幹什麼？需要做功課的
時候再去翻書不就行嗎？死記硬
背，有何可活學活用之處？同樣的
狀況好像套用在文史類的科目都適
用，背歷史人物無用，背年份無
用，認為那些資料都是死的，上網
按個鍵便能查得一清二楚，花時間
去記的都是書呆子。所謂「背死
書，死背書，背書死」，這某程度
是背書所背負的原罪。

記誦不分科目
其實，絕大多數知識的吸收都是
由記誦開始。數學的方程式是記
的，我不懂如何證明畢氏定理，但
我知道直角三角形的邊長就是a2+
b2=c2。我不知道π為什麼是3.14，
但我懂得用它來計算圓面積。元素
周期表是背的吧？經濟學上也有一
大堆的定義要背，什麼是機會成
本，什麼是供求定理。連記得都做
不到，怎麼談理解，怎麼談融會貫
通？
有人又會質疑，方程可以應用，
定理可以依從，背一簍筐的古文有
何意義？背誦有沒有意義，其實在
乎背的人在用什麼心態去背。我還
真看過同學背古文的時候，可以不

求甚解到不僅不明白字義，甚至連
字音也只是有邊讀邊，找個方便易
記的音讀，這樣背書就像要你背上
自己不懂的一堆亂碼一樣，就是勉
強撐得過默書，也不能真正將所背
的文字收歸己用，那確然是在浪費
時間。
背書從來都不是學習的目的，而

是學習的方法和過程。學習常常由
模仿開始，背書就是在很親近的距
離讓我們熟習和理解文字。只要選
對了素材，就能慢慢將優秀的文字
素材累積，加深理解，以至能應
用。

體會文化價值觀
除了文字以外、我們還能體味當

中的文化以至價值觀。如宋詞的用
字典雅，感情婉約，秦觀《鵲橋
仙》「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
間無數」、「兩情若是久長時，又
豈在朝朝暮暮」，談的是七夕典
故，也是種愛情哲學。
讀李白，除了「黃河之水天上
來」的浪漫奇詭，有「將進酒君莫
停」的豪氣，也有「抽刀斷水水更
流，舉杯消愁愁更愁」的哲理思
考。
不背過屈原的《離騷》，不會理

解那種詰屈聱牙；多背背《詩
經》，你會喜歡上那種直率真摯的
百姓生活的側寫。
什麼是語言節奏的優美？來背背

如《歸去來辭》等辭賦吧；更不用
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

一家之言」的《史記》了。

讀古文借古鑑今
很多人認為古文是「古事」，讀

來無謂，讀書，理性上能借古鑑
今，情感上就更加是一體互通，
《詩經》有《碩鼠》言官吏中飽私
囊下的百姓生活；有《月出》、
《關雎》談男子對女性的愛戀傾
慕。古往今來，又有幾多文學作品
無關乎親情、愛情、友情、和哲理
思考等共通情感？不過是表達方式
隨時而變而已。
杜甫「讀書破萬卷」，韓愈「口

不絕吟於六義之文，手不停披於百
家之篇」。錢鍾書學貫中西，寫下
了學術評論巨著《管錐篇》，梁實
秋的散文亦旁徵博引，順手捻來，
自然有道。
當然，現在網上資源豐富，什麼

詩詞歌賦全集都有，但若每次要用
的時候才慢慢去找，總不及在腦裡
直接掏出來得方便和瀟灑。說穿
了，要扣上死記硬背的帽子，背書
的最大死因其實應該是「悶」，不
夠快樂。
我倒不是反對快樂學習，但事實

上，若果快樂是學習的元素，那
「刻苦」至少也應該有同樣的地
位。學音樂要練琴考樂理，做運動
要練技術操體能，不斷練習的過程
與背書同樣的悶，到得心應手之時
自能享受喜悅。只強調學習要快
樂，卻無視其刻苦面，很多時只是
讓自己偷懶的藉口而已。

歲星
古人認為木星在黃道帶裡每年經過

一「次」，十二年運行一周天，所以叫
「歲星」，並用以紀年。
每「次」都有特定的名稱。這種紀

年法叫「歲星紀年」。唐柳宗元《捕蛇
者說》：「其始， 太醫以王命聚之，
歲賦其二。」又：「自吾氏三世居是
鄉，積於今六十歲矣。」清方苞《獄中
雜記》：「每歲大決，勾者十三四，留
者十六七，皆縛至西市待命。」以上句
中的「歲」，都是以歲星紀年，「年」
稱作「歲」。

辰星
水星古代又叫作「辰星」。
《史記．天官書》：「辰星之色：

春，青黃；夏，赤白；秋，青白，而
歲熟；冬，黃而不明。」先秦古籍中
談到天象時提到「水」，並非指行星
中的水星，而是恒星中的定星（營
室）。如《左傳．莊公二十九年》：
「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孔穎達
疏：「水昏正，謂十月定星昏而正中
時也。」栽，指版築豎四根木柱。古
代所說的辰星，不一定指水星。西漢
蘇武《詩四首》：「昔為鴛與鴦，今

為參與辰。」又：「參辰皆已沒，去
去從此辭。」這裡的辰，指的是北
辰，北極星。

熒惑
火星表面大部分呈紅色，熒熒像

火，亮度常有變化，而且在天空中有時
從西向東，有時又從東向西，令人迷
惑，所以古人又稱之為「熒惑」。
值得注意的是，先秦古籍裡談到天

象時所說的「火」，不一定指行星中的
火星，而是指恒星中的「大火」。

填星鎮星
土星每二十八年運行一周天，每年

填滿了二十八宿中的一宿，所以古名又
叫「填星」。
又好像每年鎮壓了二十八宿中的一

宿，所以古名又叫「鎮星」。

星宿
「星宿」是鄰近的若干個星的集
合，不是指一顆一顆的星星。
古人把比較靠近的若干個星假想地

聯繫起來，給以一個特殊的名稱，如
畢、參、井、翼、軫等，後世又名「星
官」。

書籍簡介︰
本書從天文曆法、教育科舉、宮室車馬、服飾器物等方面列舉

了近千組古代文化詞彙，讓讀者一覽中國古代物質文明和精神文
明之概貌。

■無論周瑜當年如何
名成利就，到了蘇軾
的年代都已「灰飛煙
滅」，如今只存在於
歷史和戲曲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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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廂記》是元劇代表作之一，現
今仍是常見劇本。 資料圖片 ■《忘形水》劇照。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