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2

中 文星級學堂

■責任編輯：鄭樂泓 ■版面設計：邱少聰

2019年1月23日（星期三）
2019年
2019
年 1 月 23
23日
日（星期三）
2019年1月23日（星期三）

兒女捨身盡孝 奉親不為回報
廿四孝故事中有很多兒女捨身盡孝的例子，今
天出場的主角分別是董永、郯子和江革。
《全相二十四孝詩選》有云︰「漢董永家貧。
父死。賣身貸錢而葬。及去償工。途遇一婦。求
為永妻。俱至主家。主令織布三百疋。始得歸。
婦織一月而成。歸至槐陰會所。遂辭永而去。」
我們常在影視作品中看見「賣身葬父」的場
景，大概靈感是來自董永。董永自幼家貧，父親
死後只能賣身為奴，籌得喪葬費用。
古時候的窮人會先把家中值錢的東西拿去典
當，到了山窮水盡時，還有什麼可以換來錢財
呢？只有自己的人身自由了。
在董永前往上班的途中，遇見一位女子，要求
和他結為夫婦，而且更在短短一個月內織好三百
匹錦緞，為董永贖身。其後，女子向他表明心
跡，說自己是天帝之女，為了幫助他而來，完成

任務後便要離開。這個故事也鼓勵人們行孝，董
永的孝行感動了上天，所以他得到了好的回報。
第二個故事是「鹿乳奉親」，有云︰「周。郯
子。性至孝。父母年老。俱患雙目。思食鹿乳。
郯子乃衣鹿皮。往深山群鹿之中。取鹿乳供親。
獵者見而欲射之。郯子俱以情告。乃免。」
這個故事的主角，大家可能覺得有點眼熟。他
就是韓愈「師說」裡頭的「孔子師郯子、萇弘、
師襄、老聃」的郯子。
魯昭公曾設宴招待郯子，在席間問少昊氏以鳥
名官之事，郯子博學多聞，發表見解，令在場人
士莫不驚歎。孔子聽聞這件事之後便求學於郯
子，可見郯子應該是當時的有識之士。
我們回到郯子行孝的故事。他的父母年老患有
眼疾，需要飲用鹿乳療治，於是他便披着鹿皮佯
裝成鹿，擠取鹿乳。有一次他遇上了獵人，險些

被射殺。後來獵人得知他的孝心，送他一隻乳
鹿，讓他可以在家中供奉雙親。郯子是有智慧
的，巧思取得鹿乳的方法，雖差點死於箭下，但
他的用心和付出都是值得讚揚的。
第三個故事是「行佣供母」，有云︰「後漢江
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亂。負母逃難。數遇
賊。或欲劫之去。革輒泣告有母在。賊不忍殺。
轉客下邳。貧窮裸跣。行佣以供母。母使身之
物。莫不畢給。」
江革自幼和自己的母親生活，而且對她十分孝
順，即使在走難時仍不拋棄她。好幾次遇到匪
盜，他聲淚俱下，以母親年邁為由，希望別人放
過他，匪盜見其孝順，便留他活口。更曾為了母
親的生活所需，而赤腳奔走。他的孝行使他被舉
薦為賢良方正，出任官員。同樣地，利用了行孝
會有額外的回報，鼓勵人們行孝。

■ 郯子擠取鹿乳為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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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相二十四孝詩選》是當時的啟蒙讀物，我
們可以看見行孝的方法有很多種，鼓勵人們行孝
是最終的目的，我們切記不要把焦點放在功利的
回報之上。
■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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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張時轍在《陳都閫宅看煙花》詩中，生動描
繪了煙花燃放空中的景狀：「空中捧出百絲燈，神
女新妝五彩明。真有斬蛟動長劍，狂客吹簫過洞
庭」。及至清代，放煙花的技術更成熟，規模也更
大，宮廷、民間、官府和佛寺逢年過節都放煙花。

過年燒爆竹驅鬼
煙花之外，古代過年時都習慣燒爆竹，用以驅
鬼。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駕登寶津樓諸軍呈百
戲》：「忽作一聲如霹靂，謂之『爆仗』。」元周
密《武林舊事．歲除》也有載：「至於爆仗，有為
果子人物等類不一。」《荊楚歲時記》則說：「正
月一日……雞鳴而起，先於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惡
鬼。」後來，人們又用麻莖把爆竹編成串來放，此
為之「編炮」，近於今日稱的「鞭炮」。
放爆竹的目的也漸由避邪驅鬼，變成為節日增添
熱鬧、喜慶氣氛。王安石的詩：「爆竹聲中一歲
除，春風送暖入屠蘇」膾炙人口，往後，平民百姓
過年時都少不了要放鞭炮。
以前，放爆竹也有許多講究。比如除夕祭過祖宗
後，全家關上門吃團年飯前，須放關門爆竹，然後
才合家圍坐談笑、吃飯、守歲。
到了大年初一早上，要在開門外出前放開門爆
竹，稱之為「開財門」。
可惜今日的香港，因人煙稠密，都市地方都禁放
鞭炮，市民也不得擅放煙花，節日氣氛也似頗不如
舊時。

■迪尼路 現職中學教師 gglit@hotmail.com

纏足綁婦女 放足興國運
親愛的讀者，也許你不明白為何古人有纏
足風俗。事實上，此風俗在我國源遠流長。
據考究，早在北宋時期已有纏足出現。當時
社會一般認為小腳就是美。即使你有沉魚落
雁之貌，但沒有一雙「三寸金蓮」，亦難符
合當時美的標準。另外，舊社會一般認為女
子能力不應超越男性，因此纏足正好「讓婦
女行動艱難，防止她們不安於室」。漸漸
地，女性纏足更是忠守貞節的表現。
的確，為了一雙小腳，女性不惜承受心理
與生理上極大的痛楚。但是經過千多年纏足
之風，人們終究發現此風俗乃是對女性的桎
梏。於是，由女性決定放腳的一刻，一場翻
天覆地的女性身體革命掀起了序幕。
到了清末，維新派康有為在廣東及南海倡
創「不纏足會」和「不裹足會」；立德夫人
在上海創立「天足會」。其後大大小小着人
放足的團體由此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但同
時，保守勢力堅決反對放足，不少女性於放
足後，又被勸說再纏足。

中國。
腳的解放，婦女可以行動自如，確不用再
深居家中，意味婦女在父權社會上的枷鎖稍
稍放鬆。她們大多開始投身社會，胸懷大志
地貢獻社會和國家。放足此舉不僅讓她們由
深閨走出社會，更為往後的女性身體革命走
出了重要的一步。

遇難至少跑得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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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學生讀到李白《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詩句時都感
疑惑，古人也會放煙花嗎？其實，這裡的「煙
花」，並非我們今天說的「煙花」或「煙火」之
意。古語中的「煙花」可解作春天繁花盛開，如煙
如霧的春天景象，亦引申為都市繁華的景象，如杜
甫《清明詩二首之二》中詩句：「秦城樓閣煙花
裡，漢主山河錦繡中」也是相同用法。
不過，中國古時也確有放煙花的事情。據書籍記
載，煙花於約公元 10 世紀在中國發明，常用於盛
大的典禮或表演中。《後武林舊事》便載有宋孝宗
觀海潮放煙火的情景：「淳熙十年（公元 1183
年）八月十八日，上詣德壽宮，共請兩殿往浙江觀
潮……管軍命於江面分佈五陣，乘騎弄旗，標槍舞
刀，如履平地。點放五色煙炮滿江、及煙收、炮
息，則諸船盡藏，不見一隻。」
周密在《齊東野語．御宴煙火》中也記載了宋理
宗（1225 年至 1264 年）時皇室成員觀看煙火的故
事：「穆陵初年，嘗於上元日清燕殿排當，恭請恭
聖太后。既而燒煙火於庭。」
元、明時期，關於鞭炮煙火之類的記述更多。如
明張岱《陶庵夢憶》〈魯藩煙火〉的記載尤為詳
細：「魯藩煙火妙天下……及放煙火，燈中景物又
收為煙火中景物。天下之看燈者，看燈燈外；看煙
火者，看煙火煙火外。未有身入燈中、光中、影
中、煙中、火中，閃爍變幻，不知其為王宮內之煙
火，亦不知其為煙火內之王宮也。」

言必有中

映雪囊螢

煙花三月無煙花

當時有人提出，婦人放足有莫大好處：其
一，晚清正處於內憂外患，纏足女遇難時亦
無力逃走；其二，纏足女人深閨弱質，多病
且母體弱，所以生子亦弱，令國家人才單
薄。正正因為纏足與國家興衰扯上關係，因
此，1912 年南京政府便公佈文函，通令婦人
放足。於是，放足潮由廣州和上海擴展至全

■在北宋時期已有纏足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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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遊取經 東歸西安
《西遊記》中的孫悟空，可說是家傳戶曉的神話
人物，有人更奉為神祇。反而師父唐三藏被貶為配
角，甚至真有其人的玄奘法師，大家卻又不甚了
解。現存西安的大雁塔原來跟玄奘有很大關係，還
有「雁塔詩會」和「雁塔題名」這些典故。
過去幾年，以《西遊記》、孫悟空為題材的電影
如雨後春筍，不知拍了多少部。故事題材千變萬
化，不斷改編改寫、加醬添油，比「西遊」更「大
話西遊」。加上電腦特技，化妝剪接，令人神暈目
眩，視覺大受刺激。
不過，這類天馬行空的杜撰，卻大受歡迎，票房
收入以億元計。這些買近百元一張戲票的觀眾，有
多少人看過《西遊記》這部小說？更遑論玄奘法師
的真正故事了。
《西遊記》與《三國演義》、《水滸傳》、《紅
樓夢》並稱為中國古典四大名著。《西遊記》是一
部長篇章回神魔小說，有人甚至冠以浪漫主義。不
過，這要先以不同角度去解讀「浪漫」的定義。
《西遊記》作者為明代吳承恩，他以唐朝玄奘法
師西行天竺（即今日印度），求取佛教經典和了解
真正經義這段真實歷史為藍本，經過藝術創作和加
工，增添了孫悟空、豬八戒和沙僧，還有龍王太子
化身的白馬，令小說情節更為熱鬧。
小說中唐僧師徒一路降魔伏妖，又或人禍是非，
歷盡九九八十一難，終於到達西天，得成正果。真
實的歷史當然沒有那麼多姿多彩，離奇曲折，不過
艱難險阻就少不了。

偷渡出境 絕不威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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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記載，玄奘自小熟習佛學，在夢中受感召，
立志前往西域朝聖。於是在公元 629 年私下從洛陽
「偷渡」出境，並不是如戲曲電影那麼隆重威風，
甚至由皇帝恭送出城。
當時因唐太宗對突厥用兵而封關，故玄奘是跟着
絲路商隊，受佛教信徒的幫助、信奉佛教的守衛放
行，幾經辛苦才經絲路到達中亞各國，最終於公元
630年抵達印度這佛教之鄉。
玄奘如願以償地就學於著名的那爛陀寺，並拜長
老戒賢為師。後又用了五年時間在天竺佛國尋道，
遍遊全印。到 645 年，玄奘攜經卷 657 部、佛像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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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和大量舍利，載譽回到長安。
649 年，大慈恩寺剛落成，玄奘遂擔任該寺首任
住持，興建大雁塔，用於收藏從天竺帶回的舍利、
佛像和經卷，並專心致力於佛經翻譯工作。
此寺是太子李治為追念其母文德皇后，而奏請太
宗皇帝敕建佛寺，並賜名「慈恩寺」。大雁塔坐落
在慈恩寺內，故又名慈恩寺塔。
大雁塔之得名，是據佛經故事而來。傳說是如來
佛祖借高空墜雁，來教化一班僧侶。僧侶就在落雁
之處，隆重地建塔葬雁，遂名雁塔。玄奘仿照印度
的雁塔而建一座 7 層方形佛塔，故沿襲印度塔之原
名。後因另有一雁塔，遂以大、小之名來區分。
大雁塔最初仿照西域窣堵坡形制，磚面土心，不
可攀登，每層皆存舍利，由玄奘親自主持修建。而
後經歷代改建、修繕，逐漸演變成具有中國建築特
點的磚木結構，成為可登臨的樓閣式塔。這一過程
體現了佛教建築藝術逐漸中國化。
塔內所存石碑有「大唐三藏聖教序」和「大唐三
藏聖教序記」，佐證了大雁塔與絲綢之路佛教傳播
的歷史。大雁塔內收藏的貝葉經，更是珍貴的佛教
文物。
由於慈恩寺與皇室有關，所賜產業又豐鉅，可說
是長安城內最具規模、最宏麗的寺院。所以，很多
文人雅士皆來遊覽賦詩，遂有「曲江流飲」和「雁
塔詩會」。
李治由太子到登上皇位，都多次來看，那些文臣
百官又怎會不來？杜甫、岑參、高適、薛據、儲光
羲也曾相約同登塔賦詩呢。
唐中宗年間，進士張莒遊慈恩寺，將名字題在大
雁塔下，此舉引得文人紛紛效仿，尤其是新科進士
更把「雁塔題名」視為莫大的榮耀。
當時，凡新科進士及第，除了戴花騎馬遍遊長安
之外，還要一起曲江流飲，作詩品評，皇帝也必於
曲江邊的樓上垂簾觀看。進士們會推舉擅書法者將
他們的姓名、籍貫和及第的時間，用墨筆題寫在牆
壁上留念，象徵由此平步青雲。
大雁塔現已成西安的著名古蹟及地標建築，連市
徽的圖案也選了大雁塔的剪影呢。不過，我希望大
家不要將焦點放在那號稱亞洲最大的音樂噴泉和優
美的公園設施，多看一下那些碑石和題詩吧。

■雨亭 （退休中學中文科老師，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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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垓下歌》

項羽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
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項羽（公元前232—前202），名籍，字羽。楚國下相（今江蘇宿遷）人。秦末反秦
義軍領袖，稱「西楚霸王」，終為劉邦所敗。

【賞析】
在秦漢之際，項羽是一位蓋世英雄。24
歲隨叔父起兵反秦，27 歲與劉邦滅秦，
自立為「西楚霸王」，分封十八位諸侯
王，號令天下。戰場上他能將敵人嚇得心
膽俱裂，韓信在劉邦面前評論項羽時說
「項王喑惡叱咤，千人皆廢」。他的戰場
指揮藝術出神入化，不論敵人力量多麼強
大，幾乎戰無不勝。鉅鹿之戰，他破釜沉
舟，指揮楚軍以一當十，擊潰秦朝精銳的
長城軍，之後又迫降章邯率領的 20 萬秦
軍；彭城之戰，劉邦率領 56 萬大軍佔領
了他的都城，他只率三萬騎兵長途奔襲，
將劉邦的軍隊殺得個落花流水。
楚漢對峙，只要他出現在戰場上，勝利
的天秤就會傾向楚軍。然而劉邦鬥智不鬥
力，派人策反了他的大將英布，派彭越騷
擾他的後方，派韓信開闢第二戰場。終於
在垓下，他被漢軍重重包圍，走到了命運
的終點。這一年，他才31歲。
英雄末路，最讓人感慨唏噓。《垓下
歌》就是在項羽英雄末路時的一曲悲歌。
即便窮途末路，項羽對自己的力量仍充滿
了自信，他仍要對這個世界宣告他自己的

「力拔山兮氣蓋世」。然而時勢不利，連
他經常騎乘的烏騅馬都跑不動了。無論對
手多麼強大，他從來都無所畏懼，然而
「時」即「天時」或「時運」，卻是超越
人類之上的力量，任憑何等的英雄都無可
奈何，只能接受將要失敗的命運。而在生
命的最後時刻，最讓他放心不下的，是他
心愛的女人—虞姬。
這首詩裡，有睥睨一切的豪情，有英雄
末路的悲情，還有愁腸百結的柔情。這首
詩裡的項羽，英雄氣短，兒女情長。而這
也讓後世之人，對這位失敗的英雄懷抱更
多一分同情吧。

■項羽最終敗於劉邦手上。

書籍簡介︰
本書由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陳引馳先生編著，甄別、挑選最適合
大眾閱讀的古詩共263首，加以註釋和賞析。閱讀這些優美的古詩，
能體會詩人們的萬種情懷，也對整個中國古代詩歌有一個最直觀的認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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