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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綱五常」是中國儒家倫理文化的
核心思想。「三綱」即倫理關係的基
礎：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五常」即人倫關係的原則：仁、義、
禮、智、信。《三字經》有言︰「曰仁
義，禮智信，此五常，不容紊。」「三
綱五常」對今日的華夏文化圈影響深且
廣。
「五常」中的「信」，即信實不欺。
《論語》中便多次提及「信」字︰「言
必信，行必果」《論語．子路》；「道
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
民以時。」《論語．學而》；「民無信
不立」《論語．顏淵》。可見孔子認為
人與人相處，「信」十分重要。
孔子的弟子曾參，乃春秋時有名的思
想家，注重修身養性，對「信」尤為看
重。「曾子殺豬」的故事便家傳戶曉。

曾參殺豬 以身作則
話說有一次，曾參的妻子要上集市，
年幼的兒子吵要求同往。曾參的妻子
為了安撫兒子，便欺騙他說：「你待在
家中，等媽媽回來，便把家中的豬殺了
煮肉你吃。」古時的升斗市民，除非遇

上節慶喜事，否則不輕易屠宰家畜。曾
參的妻子原意只為哄騙兒子，不料曾參
卻真的履行承諾，把家裡一頭豬殺了。
妻子從集市回來，得悉丈夫殺了豬，

不解且氣憤，然曾參卻認為，人的誠信
十分重要，要教育孩子守信，父母便應
以身作則，做好守信的榜樣。

抱柱守候 最終浸死
《莊子．盜跖》記了一則「尾生抱

柱」的故事︰話說尾生約了一名女子於
橋下相會，結果女子沒來，河水卻暴
漲，尾生不肯失信離開，抱柱守候，終
被洪水吞沒。
漢代司馬遷十分讚賞尾生的守信行

為。《二程全書》也用這個典故以為守
信典範：「好惡失其宜，是非亂其真，
雖有尾生之信，曾子之孝，吾弗貴
也」。古人重視信諾，至死不渝，尾生
守信的行為，千百年來都受人景仰。
今日，我們要形容別人守信，會說

「一諾千金」，這成語原來出自秦末民
間流行的諺語「得黃金百金，不如得季
布一諾」。
據《史記》所載，秦末漢初，有一位

楚國人季布，其人性情耿直，樂於助
人，尤其難得的是，凡他答應過的事，
不論有多困難，都會想盡辦法辦到。其
誠信廣受讚揚，不少關於他守信的事
跡，都流傳至今。
人無信不立，當政者更需守信，才能

得到人民信任。戰國時商鞅很受秦孝公
重用，推行了兩次變法。不過，變法初
期，政府威望未立，政策推行不順利。
於是商鞅想出「徙木立信」的宣傳技
倆。
他把一根三丈高的木頭豎立在南門

前，然後張貼公告懸賞：只要有人能把
這根木頭搬到北門，立賞十金。百姓見
任務如此簡單而酬勞豐厚，都心下忖
忖，沒有人敢嘗試。
於是，商鞅又下令把賞銀加至五十

金，重賞之下，終於有人把木頭從南門
搬到北門去，商鞅也履行諾言，賞此人
五十金。
此事很快就傳遍了整個秦國，百姓從

此知道商鞅言出必行，誰都不再懷疑他
頒佈的新法，商鞅變法也得以順利推
行，使秦國迅速富強起來，為日後統一
六國打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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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11月21日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①。其大本擁腫②而不中繩墨，

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③。立之塗，匠者不顧④。今子之言，大而無用，
眾所同去⑤也。」

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⑥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辟
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⑦。今夫斄牛⑧，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
矣，而不能執鼠⑨ 。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⑩之鄉，
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
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逍遙遊》

書籍簡介︰
古文的世界豐富而廣闊，本書從中甄選近百

篇文辭優美、感發人心的文章典範，加以註釋
和賞析，適合日常閱讀，可培養傳統文化素
養、增強對古文的理解。

註釋
① 樗：臭椿樹，木質差。
② 大本：主幹。擁：通「臃」。
擁腫：肥短不正。

③ 中：符合。繩墨：畫直線。規
矩：規畫圓，矩畫方。

④ 塗：路。把它立在路上。不
顧：不看。

⑤ 去：拋棄。
⑥ 狸：野貓。狌：黃鼠狼。
⑦ 敖：遨遊；敖者，指經過的動

物。梁：通「踉」，跳躍。
中：觸及。機辟：捕獸工具。
罟：網類器具。

⑧ 斄牛：犛牛。
⑨ 執鼠：捉老鼠。
⑩無何有：虛無。廣莫：遼闊。
莫：通「漠」，廣大。

彷徨乎：放任不拘的樣子。無
為：無所事事。

夭：折。斤：大斧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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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詞
量詞出現在數詞之後。意義上，量詞表示計算單位。粵語的
量詞可以劃分為幾個小類：個體量詞「一個人、一隻狗」；集
合量詞「一班人、一對筷子」；度量詞「公斤、呎」；不定量
詞「啲」（些）；臨時量詞「一碗飯」（比較「一個碗」）、
「一枱人」（比較「一張枱」）；動量詞「睇一下、去一次」
（專用動量詞）、「踢一腳」（借用名詞）、「睇一睇」（重
複動詞）。
大多數的粵語量詞都是單音節，多音節量詞為數不多，主要
是度量詞，如「公斤、公尺、公升、厘米、平方米」；由量詞
組合而成的複合量詞，如「人次、架次」。高華年（1980：
100-101）舉了三個雙音節的例子：「一串聯珠仔」（一串小
珠子）、「 一 kwaang3 laang3豬肉」、「 一堆雷（deoi1
leoi1）蟲仔」（一堆小蟲）。麥耘、譚步雲（2011）還舉了
「嚿溜」（gau6 lau6）（團）、「坺迾」（paat6 laat6/
pet6let6）（灘）、「排賴」（paai4 laai4）（排）、「半賣」
（bun3 maai2）（較小的一份）。不過，這些例子已經不常
用。

隔星期三見報

學學語語
習習文文

抒情感引共鳴 文章更能動人
寫作能力考核主要考核學生構思、
表達、組織和創作等能力。一篇好的
文章，除能敘述特定的事、描寫細膩
豐富外，如能用充滿感情的語言抒發
情感，引起讀者共鳴，立意深遠，文
章更能動人。學生宜選取貼合自己年
紀或日常生活經驗的素材入題。
例如說，2011年寫作卷其中一題為
「一場沒有失敗者的比賽」。比賽種
類甚多，此種題目學生較容易處理，
因為每間學校，都會舉辦各項球類比
賽，尤以班際足球比賽為甚，既刺激
又受歡迎，也能提高各班的歸屬感。
當哨子聲一響，各球員施展渾身解
數，雙方毫不示弱，奮力拚殺，你追
我趕，務求要在比賽中脫穎而出。有
些球員盤球像隻靈巧的小兔子，也有
些球員射門的技術像勇猛的下山虎。
學生應仔細描摹這場比賽的過程，
運用多樣的描寫手法如感觀描寫、靜
態描寫、動態描寫等方法刻畫場面。
為了營造緊張的氣氛，學生可刻畫
雙方經過上下半場賽，互射十二碼三

輪也不相上下，僵局維持了一段長時
間。但學校足球比賽，有限定的場
地，限定的規則，限定的球員人數，
最後以擲毫方式來分勝負。
學生花了逾45分鐘比賽，最後因擲

毫而落敗，相信此時可刻畫學生失落
傷心的場面，有的會垂頭喪氣，有的
會痛哭流淚，有的默不作聲。
不過，更重要的是要抒寫感受和體

會，並指出這場比賽並沒有失敗者，
因為學生已盡全力並發揮團隊精神，
已經戰勝自己，獲得珍貴的友誼。
當然，學生可以表達作為運動員，

是希望以公平的形式較量而晉級，而
非用「靠運氣」的擲毫的方式處理，
成功是要靠自己努力和付出，而非心
存僥倖。學生無能力改變規制，但可
以改變自己看待對勝敗的態度。

平日多讀好文章
學生平日可多讀優秀的文章，學習

文筆和立意。與運動有關的文章也不
少，例如羅家倫《運動家的風度》提

到：
「有風度的運動家不但有服輸的精

神，而且更有超越勝敗的心胸。來競
爭，當然要求勝利，來比賽當然想開
記錄。但是有修養的運動家，必定要
達到得失無動於衷的境地。」
又或者劉心武《起點之美》：
「到現場觀看賽跑，多數人總願選

擇離終點最近的位置，我卻偏愛在起
跑線附近觀看。運動員在起點上的美
往往被人忽略。其實，當運動員們在
起點脫下外面的罩衣，露出結實而富
有彈性的筋肉，先略事活動臂膊腿腳
腰肢，再漸漸彈跳、抖擻，準備
進入比賽，那神情，那體態，那氣
氛，就已非常之優雅；等到運動員們
在起跑線上找準自己的道位，在裁判
員一聲威嚴而悠長的『預備—』聲
中，各自凝聚起他們的注意力拚搏進
取，並透過他們的每一塊肌肉每一根
筋腱顯現出他們肉體所蘊藏的爆發力
彈射力承受力，那他們簡直就是一列
力與美的活雕像。」

《運動家的風度》和《起點之美》
的文字並不艱深，取材生活化，立意
並能從哲理、文化、人生價值等層面
思考，令文章意味深遠。
學生更可抒寫自己於比賽的感受。

例如體會到「團結就是力量」、「勝
負不計，盡力而為」、「逆境自

強」、「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等
等，突出比賽取勝並非唯一收穫，藉
以深化主題。
總結而言，取材要適切，立意深
刻，寫作就能突圍而出。學生還是要
多閱讀優秀的文章，這樣「產出」才
會更佳。

封建禮教壓迫 梁祝終化蝴蝶

■雨亭（退休中學中文科老師，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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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標準《梁祝》迷。每逢有《梁
祝》之演出，我必購票進場，不管是香
港管弦樂團、香港中樂團還是其他樂
團。
《梁祝》者，是音樂迷習慣對何占豪
和陳鋼所編作的《梁山伯與祝英台小提
琴協奏曲》（「The Butterfly Lovers」）
之簡稱。這首曲我很喜愛，幾十年來，
無論是小提琴首演者俞麗拿、日本的西
崎崇子，或是用高胡演繹的黃安源……
不同的版本，我都喜歡。
我甚至由頭至尾，用我那不倫不類、

走腔甩板的音調將全曲哼出來，而且能
掌握到全曲故事的發展。
《梁祝》，是1958年由上海音樂學院

學生何占豪，以上海越劇《梁山伯與祝
英台》為主旋律作基礎，創作了一首弦
樂四重奏。然後陳鋼加上編曲配器、俞
麗拿等的修訂成曲，並於1959年，為迎
接國慶10周年作首演。無獨有偶，我最
近一次去聽，是9月29日，於文化中心
音樂廳，聽「港樂」演出之「國慶音樂
會—梁祝與長征」。
全曲可分呈示部、發展部和再示部三
個樂章。呈示部已可分引子、主部、連
接部和結束部四個環節。
開始時，是幾聲豎琴作引子，帶出長
笛有如黃鶯出谷的悠揚鳥鳴，彷彿流水
與雀鳥之聲構造出江南春曉圖，接是
雙簧管以柔和抒情引出一段「小過
門」。聽過何占豪親自介紹過，這段
「小過門」正是由越劇曲調摘取過來，
叫人陶醉，百聽不厭。
跟就是這呈示部的主部登場，即以
小提琴奏出那家傳戶曉的主旋律，你可
以說這段就是主題曲吧。然後是大提琴
以渾厚圓潤的音調，與小提琴的輕盈柔

和形成二部對唱，跟是全樂隊
合奏主旋律，令人感受到二人情
感的昇華。
接的是連接部，這段以跳

躍活潑的音符，交代梁祝二人三
載同窗，同遊共讀的快樂時光。
獨奏的小提琴有如與樂隊互問互
答，代表二人衷曲互唱，
可是好景不常，長亭十八里

相送，依依惜別，這結束部的旋
律又轉為慢板。小提琴與大提琴
如泣如訴，好像有無窮的綿綿情
話，卻又欲言又止。有時又斷斷
續續的，反映英台之內心矛盾，
真令人肝腸寸斷。
進入發展部這樂章了，此章可分「逼

婚」、「樓台會」、「哭墳、投墳」三
段。
「逼婚」一段，作者巧妙地以銅管那
冷峻低沉的音調加以人性化，代表了來
逼婚的祝父，造成強烈的壓迫感，非常
具體。小提琴用散板的節奏，表達出英
台的驚惶、傷痛、悲哀與反抗。
可是小提琴只是孤鳴獨奏，英台何嘗

不是孤掌難鳴？以銅管為代表的封建父
權，帶整隊樂隊的聲勢，強勁的快
板，有如形成了很大的壓力，令形孤勢
單的英台無力反抗。
山伯、英台之「樓台會」，又是一段
小提琴與大提琴的對答。慢慢的琴音，
百感交集，哀怨纏綿。如訴如泣之音
韻，把兩人相思苦痛表達得淋漓盡致。
節奏一轉，樂隊有如京劇快板般的齊

奏，與提琴慢板獨奏交替出現，形成對
比。這取材了越劇囂板「緊打慢唱」的
手法，代表山伯憂傷而終。小提琴再以
淒厲聲調帶出哭靈祭墳這一段。個人悲

苦的控訴，打不倒封建的壓力的，最後
只能以死相抗。在鑼鈸鼓號齊鳴聲中，
有如天崩地裂。天地也動容了，山伯墳
墓在風雨交加、雷電聲中裂開，英台縱
身投墳，樂章也達到最高潮。
樂曲進入第三章再示部，即令人鍾愛

的「化蝶」。
長笛吹奏出那柔美的旋律，與豎琴的

滑奏相互映襯，把人們引向神話般的仙
境。這段等於樂曲起首那呈示部的主旋
律，有如再奏一次，但很奇怪，節拍和
旋律卻令人有一種安詳、平和、自由、
生機的感覺。大家耳際聽小提琴再次
奏出了這象徵愛情的主旋律，腦海中展
現出梁山伯與祝英台在封建禮教壓迫
下，化作一雙蝴蝶，在花叢中歡樂自由
地飛舞。
二人不惜以死來爭取婚姻、愛情之自

由和權利，甚至女子求知識的權利，所
以此曲並非單是代表了地方戲曲和傳統
音樂，它可與《牡丹亭》相提並論。
有很多人將「化蝶」配入舞蹈、電

影、戲曲、太極，可想而知，《梁祝》
的確令人鍾情。

■王美琪 中文科老師

■迪尼路 現職中學教師 gglit@hotmail.com

書籍簡介︰
本書運用現代語言學方法，將粵語作為一

個完整的語言系統，從詞彙、詞法、句法等
方面，全面論述粵語語法上的種種表現，兼
論粵語音系和各種拼音系統的異同。一方面
可作為研究和學習粵語的教材，讓讀者對粵
語的語言特點有較為完整的認識；另一方
面，以讀者熟悉的具體語言事實來說明比較
抽象的理論，做到既能介紹粵語特色，又能
普及語言學基本概念。

■學生平日可多讀
優秀的文章，例如
《起點之美》就與
賽跑有關。

資料圖片

■《梁祝》講述梁山伯與祝英台之間的愛情故事。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