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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書法略有認知的，必定知
道「草書」。廣義的草書，即是比
較潦草的書法形體；狹義的草書，
是一種特定書體，其筆畫連帶、結
體簡約，不少筆劃形體都有約定俗
成的規律，並非胡亂書成。
「草書」之名目，最早見於東漢
《說文解字．敘》，書中說︰「漢
興有草書。」草書在西漢已出現，
而成熟於東漢。然而當時的草書用
筆源於隸書，只是在隸書的基礎上
附以「草率」的風格，這種「章
草」，跟後世自成一格的草書又自
不同。章草字字獨立，跟後來的
「行草」相似。著名章草作品有陸
機的《平復帖》和皇象、宋克的
《急就章》。

寫字迅速 上下相連
後來楷書面世後，時人又喜書寫
潦草的楷書，後人為與章草區分，
稱之為「今草」。今草比章草在創
意上大有突破，講究寫字迅速，上
下字連寫，以游絲相連，且每個字
都有約定俗成的簡化規律。今草

中，筆畫部件的簡化方法通常是採
用草書符號，取代原有楷書字中的
部件。今天，內地流通的簡體字，
不少都採用了草書符號，此法稱為
「草書楷化」，如「車」寫成
「车」、「書」寫成「书」、
「過」寫成「过」、「圖」寫成
「图」、「盡」寫成「尽」等，都
採用了草書的部件。
今草於東晉已見流行，著名書法

家王羲之、王獻之父子便是今草名
家，王羲之的《十七帖》便是今草
的佳作。
梁武帝蕭衍在《草書狀》中提及

今草出現的原因：「諸侯爭長，簡
檄相傳，望烽走驛，以篆隸之難不
能救速，遂作赴急之書，蓋今草書
是也。」原來是為書寫便捷而成
的，可說是追求實用為主。
到了唐朝，草書開始擺脫實用成

分，成為一種藝術。其中，「狂
草」因過於潦草，不易辨識，表意
的功能已經減弱，進而成為一種純
粹的藝術。狂草講究間架、黑白佈
置，只追求酣暢的氣勢和美感，其

書法多以奇形怪狀、粗細對比誇
張，以充滿情感的線條相連。《舊
唐書》讚譽狂草︰「變化無窮、若
有神助。」
唐朝張旭喜歡在酒醉之後書寫作

品，他的傳世作品有《古詩四
帖》、《千字文》、《郎官石柱
記》、《悲清秋賦》、《自言
帖》、《率意帖》、《肚痛帖》等
等。張旭同期還有另一位較年輕的
狂草書法家—懷素，他也喜於醉後
書寫狂草，故後世並稱二人為「顛
張醉素」。
現代人學習書法，一般以隸書、

楷書為起點，待掌握基本書法技
巧、指腕能揮灑自如後，方習草
書。而學習草書，一般又以章草開
始，書法家王世鏜曾說：「初學宜
章，即成宜今……今處於章，習今
而不知章，是無規矩而求方圓，為
見其可也。」
除了臨摹先賢大家的字帖外，還

需熟知草書的簡化規則。而如果要
寫好草書，除了腕上工夫外，還需
有藝術家的胸襟和激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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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詩講格律 押韻讀古音
初中課文有杜甫《客至》一詩：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群鷗日日來。
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
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
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
這是一首律詩。但如果老師以此詩為例向
學生講解律詩的格律，未免會遇到一些困
惑。別的不說，只說押韻。
依據律詩格律規定，偶句末字必須押韻。
如果不依規定，便是一首不及格的律詩了。
而恰恰這首詩無論用普通話或粵語朗讀，偶
句末四個字都不押韻。例如：

「來」普通話讀[lái]，粵音讀[loi4]；
「開」普通話讀[kāi]，粵音讀[hoi1]；
「醅」普通話讀[pēi]，粵音讀[pui1]；
「杯」普通話讀[bēi]，粵語讀[bui1]。
難道「詩聖」杜甫作了一首不及格的律
詩？
所謂「押韻」是指偶句末字的「韻部」要

相同，而且要押平聲韻。漢語一個語音可由
三部分組成，分別是聲母、韻母和聲調。以
「來」的粵音為例，[l]是聲母、[oi]是韻
母、[4]是聲調。而「韻母」也可分「韻
頭」、「韻腹」和「韻尾」。
「韻頭」在「韻母」的最前，通常是[i]、

[u]和[y]。以「來」字為例，沒有韻頭，[o]
是韻腹、[i]是韻尾。古代所稱的「韻部」是
指韻腹、韻尾再加上聲調。所以「來」的粵
音韻部是[oi4]。
《客至》這首詩，「來」、「開」的韻部

（無論粵普）是相同的（[oi4]和[oi1]）。雖
然兩字的聲調有點不同，前者是「陽平」、
後者是「陰平」，但均是平聲。而「醅」和
「杯」的韻部則完全相同（無論粵普），但
問題是，前兩字與後兩字，無論粵普音，均

不同韻部，讀起來就不押韻了。
老師怎樣向學生解釋這個問題呢？簡單的

答法是：「這四個字現在讀起來不押韻，但
在杜甫的年代讀起來是押韻的。古代讀音和
現在不同。」這樣回答是正確的，但如果要
再深入點解釋，還是可以的。
何以解釋「在杜甫的年代讀起來是押韻

的」呢？因為語音是動態的，會隨着時代的變
遷出現變化。同一個字，在古代和現代的讀
音會有不同。音韻學家把漢語的發展分成四
個階段，分別是「上古」（兩漢以前）、中
古（魏晉隋唐）、近代（宋元明清）及現
代。當然，這種分法也是很粗略的，例如
「上古音」，商周時期的讀音與兩漢已經很不
同，否則漢代古文經學家也無需花盡工夫研究
古籍。不過，為了討論的方便，也尚且用之。
杜甫是唐代人，因此他講的語音應屬「中

古音」。那麼「中古音」是怎樣的？我們如
何能知道杜甫時期的讀音？或者針對本文，
如何證明杜甫《客至》的押韻是對的？要了
解「中古音」，必須從《廣韻》一書入手，
因為此書記載了「中古音」的讀法。根據
《廣韻》，「來」、「開」的韻部是平聲

「十六咍」；而「醅」、「杯」的韻部是平
聲「十五灰」。而在「十五灰」下面又標示
「咍同用」。即是「灰」、「咍」兩韻部的
字，在作詩時是可以同用的。由此推斷，這
兩個韻部應該是接近相同的。
根據音韻學家唐作藩對《廣韻》韻部的擬

音，「灰」的韻母（也是「醅」、「杯」的
韻母）是[uɒi]；而「咍」的韻母（也是
「來」、「開」的韻母）是[ɒi]。兩個均是
平聲，而前者比後者的韻母只多了一韻頭
[u]，即是說，兩個韻部的韻腹、韻尾及聲
調是相同的。所以說，「詩聖」杜甫作的詩
是及格的！
現在回頭說說《廣韻》是一部什麼書。此

書的全名是《大宋重修廣韻》，宋真宗大中
祥符元年，由陳彭年等人所編修的。書名有
「重修」二字，即是說之前是有底本的。那
便是唐朝天寶年間孫愐等人增補了《切韻》
而成的《唐韻》。唐代科舉考試興盛，作詩
是其中一項重要科目。作詩講究押韻，因此
需要韻書作為評核的依據。當時以《切韻》
為據，而《唐韻》正是在此基礎上加以豐富
的。所以說《切韻》、《唐韻》、《廣韻》

一脈相傳。
隋代統一南北。開皇初，蕭該、顏之推、

劉臻、魏彥淵、盧思道、薛道衡、辛德源、
李若八名學者在一次聚會中「論及音韻，以
今聲調，既自有別，諸家取捨，亦復不
同」，因此經過斟酌討論「因論南北是非，
古今通塞」，定下了一些標準。
當時，年輕的陸法言把這些討論內容記錄

下來，20年後（隋仁壽元年），編撰成《切
韻》一書。所以說《切韻》也不是記一時一
地的語音，而是對隋代前後，各地語音的一
些綜合及取捨。
由隋代的《切韻》發展到宋代的《廣

韻》，中間也經歷了四百多年，其間的語音
也多所變化。就本文所提的「灰」、「咍」
二韻部，在《切韻》年代當然是兩個不同的
韻部，否則也不會二分。不過到了唐宋應該
發展趨於一致，因
此，《廣韻》才註明
「灰咍同用」。到了
現在，兩韻的讀音又
不同了，才造成老師
們教學上的困惑。

隔星期三見報

學學語語
習習文文

■陳仁啟 作者介紹︰任教中學中文科接近20年。香港大學教育碩士、香港中文大學文學碩士。

武功高強司馬懿 九門提督楊德祖

■雨亭 （退休中學中文科老師，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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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在看某電視台播放的一套以
「三國」時代為背景的劇集。起
初，覺得它的橋段頗具創意，但看
了幾集……不再看下去了。
此劇開始時，講東漢末年，獻帝
劉協病重，臨終前與皇后伏壽密
謀，命國丈伏完去尋回劉協一個自
小流落在外的孿生弟弟（劇中稱劉
平），秘密入宮，李代桃僵，取代
劉協為帝，力求擺脫曹操「挾天子
令諸侯」之局面。
歷史上確有皇后伏壽與父合謀，
欲誅曹操之事，惜事敗反被曹操所
害。而此劇之杜撰也頗有意思，部
分亦符史實，值得一看。
可惜，演劉平的演員毫無表情，
什麼也不慍不火。最慘的是寫他因
自幼寄居在京兆尹司馬防之鄉間老
家，與其次子司馬懿一起長大，情
同手足。故當劉平入了宮，司馬懿
竟佈置人馬，動用全家族之力去準
備營救搶人。
司馬懿確是一位政治家、軍事
家，但行事謹言慎行，絕不會魯莽
行事，更不知他竟是一位武功高強
之俠士。曹操一向知道他聰明，又
有才華，多次想收為己用，而司馬
懿則多次迴避，最後才勉強順從。
曹操察覺司馬懿「有雄豪志」，
但又發現他有「狼顧之相」，是不
甘為臣下的人，心存顧忌，只要一
覺有威脅就殺他。所以，司馬懿蟄
伏在曹操、曹丕、曹叡、曹芳四代
君主之下，極力掩藏。到晚年時機
成熟，才發動「高平陵之變」，一
舉奪取曹魏政權，可見其忍耐力之
強，絕非衝動魯莽之人。
劇情講到，有人要對司馬懿查

探，假獻帝竟扮成太監就可午夜出
宮。他夜行千里，快勝高鐵，轉瞬
去到司馬懿的家，突然出現在他房
間內，卻沒驚動他的家人。更難忍
受的是兩個唇紅齒白、面如冠玉的
俊男，四目交投，默默無語……然
後，司馬懿幽幽地說：「你還是先
回去吧。」那麼我不再看下去了。
此劇另一重要人物，就是楊修。

楊修也頗有才學，亦受曹操器重，
授丞相府主簿之官，《世說新語》
言︰「以名公子有才能，為太祖所
器。」此官之俸祿，比當時已負盛
名之「建安七子」還要高呢。
但劇中卻將他塑造成武功高強，

更官至「九門提督」之類，手擁雄
兵，受各方拉攏，也屬過分，雖然
其父祖輩的確是四代為太尉。
在香港初中中國語文教科書，常

有一課《楊修之死》，乃節錄自羅
貫中的《三國演義》第七十二回
「諸葛亮智取漢中，曹阿瞞兵退斜
谷」。
此篇交代了曹操為何要殺楊修，

但教授此篇就依中文科的要求，探
究文章的寫作方法和文章結構，而
非講歷史。
在作者巧妙的筆下，以「倒敘」
方式，把結局的部分先寫，再按事
情發展，逐一鋪寫出來。其中包括
了七件事，把曹操與楊修由關係惡
化，變成憎惡，再起殺機，最後有
藉口就殺之。層層推演，愈演愈
烈。
七件事，最先講的，是「雞肋事
件」，先倒敘寫及楊修之死的結
果，故事開始，講曹操在斜谷駐軍
已經很久，想進兵，又被馬超堅守

着；想退兵回去，又怕被蜀國恥
笑。心裡猶豫不決，剛巧庖官送上
雞湯，曹操見碗裡有些雞肋，心中
有些感慨。
正當他沉吟自語時，夏侯惇入

帳，請問今夜是什麼口令，便隨口
答曰：「雞肋、雞肋」，夏侯惇遂
傳令下去。但當行軍主簿的楊修見
傳「雞肋」二字，便叫隨行的士兵
收拾行裝，準備回程。
有人把這些情況報告夏侯惇，夏

侯惇十分驚訝，於是問楊修何解要
收拾行裝？楊修說：「以今夜號
令，便知魏王不日將退兵歸也。雞
肋者，食之無肉，棄之有味。今進
不能勝，退恐人笑，在此無益，不
如早歸。來日，魏王必班師矣，故
先收拾行裝，免得臨時慌亂。」
夏侯惇還大讚說︰「公真知魏王

肺腑也。」遂亦收拾行裝，於是寨
中諸將，無不準備歸計。當夜曹操
心亂，不能穩睡。巡寨時只見夏侯
惇寨內軍士，各準備行裝。
操大驚，急召惇問其故。惇回答
說主簿楊修，先知大王欲歸之意。
操大怒曰：「汝怎敢造言亂我軍
心！」喝刀斧手推楊修出去斬，將
首級掛於轅門外。
跟着，羅貫中以「原來楊修為

人，恃才放曠，數犯曹操之忌」來
將其他六事補敘出來，包括：「闊
門事件」、「一合酥事件」、「夢
中殺人事件」、「吳質事件」、
「鄴門事件」，到「答教事件」
時，曹操已大怒曰：「匹夫安敢欺
我耶！」已有殺修之心了。
今借「惑亂軍心」之罪，堂而皇

之地殺他。

■迪尼路 現職中學教師 gglit@hotmail.com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
於戎，東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孫支
①于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並國二
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
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
舉地千里，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②之計，拔三川之
地，西並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
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
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③，廢穰侯，逐
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
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④

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
秦無強大之名也。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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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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余：受戎王之命出使秦國，秦穆公知
其賢，設計招致，用其謀伐戎。戎是古
代西部少數民族的統稱。百里奚：原是
虞國大夫，晉獻公滅虞，成為晉國俘
虜，秦晉通婚，晉獻公將他作為女兒的
陪嫁奴隸送給秦國。後逃至楚國，被楚
人捉住。秦穆公用五張公羊皮將他贖
回，任命他為大夫。蹇叔：百里奚好
友，百里奚向秦穆公推薦，穆公將他從
宋國迎至秦國，以為上大夫。丕豹：晉

大夫丕鄭之子，丕鄭被殺，丕豹逃奔秦
國，秦穆公用以為將。公孫支：本秦
人，遊於晉，後被秦穆公任命為大夫。

②張儀：魏國人，秦惠王用以為相，以連
橫之策破關東六國合縱之約。施：蔓
延，延續。

③范雎：魏國人，奔亡秦國，游說秦昭
王，拜相。

④向使：假使，倘若。內，同「納」，接
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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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襲
指帝位、爵位等世代相傳。
原始社會堯傳舜，舜傳禹的傳賢制

度叫「 禪讓」。夏禹不傳賢而傳
子，帝位開始世襲。商代王位是兄終
弟及，無弟然後傳子。周代王位由嫡
長子世襲，餘子分封為諸侯。
諸侯的君位也由嫡長子繼承，餘子

分封卿大夫，卿大夫下面是士，都屬
貴族階層。

笄禮
古代貴族女子十五歲許嫁時舉行的

加笄儀式。
女子的笄禮和男子的冠禮儀式相

同，只不過主持者是女性家長，加笄
的是女賓。笄，束髮用的簪子。
行笄禮時要改變幼年的髮式，先把

頭髮綰成一個髻，叫「結髮」；然後
用稱作纚的一塊黑布把髮髻包住，再
用笄插定髮髻。《儀禮．士昏禮》：
「女子許嫁，笄而禮之，稱字。」

冠禮
古代貴族男子二十歲時舉行的加冠

儀式。
舉行冠禮之前，先選定吉日、賓。

賓是負責加冠的人，一般是父兄僚友
或長輩。加冠在宗廟裡舉行，由父兄
主持。冠禮進行時，賓要給冠者加冠
三次。先加緇布冠（即用黑麻布做的
冠），表示從此有治人的特權；次加
皮弁（用白鹿皮製成，如後代的瓜皮
帽），表示從此要服兵役；最後加爵
弁（赤中帶黑色的平頂帽，用極細的
葛布或絲帛製成），表示從此有權參
加祭祀。每加一次冠，賓都要對冠者
致祝詞。三次加冠後，主人設酒饌招
待所有參加冠禮的人，叫「禮賓」。
禮賓後，冠者入家拜見母親，然後由
賓取「字」、依次拜見兄弟姑姊，最
後，冠者要換上玄色禮帽禮服，帶着
禮品，去拜見國君、鄉大夫（在鄉而
有官位者）和鄉先生（退休鄉居的官
員）。主人向來賓敬酒、贈送禮品。
貴族男子20歲加冠後可以娶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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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客至》時發現不押韻，真的不是杜甫
出錯。 資料圖片

■秦始皇若真的逐客，秦
國可能沒機會統一天下。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