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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是有生命力的。中國文字已有
數千年歷史，然而這數千年間並非一
成不變，而是不斷發展、與時並進。
不少中文字出現在白話文中的意思，
跟在古文中的意義可以是南轅北轍。
下文會歸納幾種常見的古今詞義變化
規律，並舉例說明。
首先是詞義擴大。有些字詞在古文
中意義比較狹小，後來意思變得比原
來廣泛了。最典型的例子便是
「江」、「河」。江、河在古代專指
長江、黃河，乃專有名詞，如今字義
擴大為泛指所有江河。如《史記．項
羽本紀》中：「將軍戰河北，臣戰河
南」的「河」，便專指「黃河」。再
舉一例，「親戚」在古文中，單指父
親兄弟等親屬，現今意思已擴大至統
稱一切有血緣關係或姻親關係的人。
如《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中︰
「臣之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中的
「親戚」便比現今的含義為窄。
其次是詞義縮小。跟詞義擴大相
反，有些字詞在古文中意思比較廣
泛，後來變得單一、狹小。例如，
「金」現指黃金，然在古文中泛指一
切金屬。如《阿房宮賦》：「金塊珠
礫」；又如《荊軻刺秦皇》：「秦皇

購之金千斤」，「金」都泛稱金屬，
否則千斤黃金便價值連城了。再舉一
例，「宮」本是一切房屋的統稱，
《說文解字》︰「宮，室也」，現今
意思縮小為專指宮殿。
此外，也有詞義轉變了，古今意思

風馬牛的。像「犧牲」兩字，古義為
祭祀的牲畜，乃名詞。如《左傳．曹
劌論戰》：「犧牲玉帛，弗敢加
也。」；現今則作動詞解，釋作為了
某種目的而放棄生命或權益。又如
「涕」字，古時多解為眼淚，如陳子
昂《登幽州臺歌》︰「獨愴然而涕
下」；今日則解作鼻涕，如果讀詩時
解錯，便成笑話。
另外，也有感情色彩轉變了的，即

由褒義詞變為貶義詞，或相反。例如
「爪牙」，本來比喻武將、勇士或重
臣，屬褒義。如《漢書．王尊傳》：
「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
人則用以比喻壞人的黨羽，變成貶
義。多舉一例，「明哲保身」一語大
家都常用，指喪失原則，只顧個人得
失的處世態度，是貶義；然此語在古
時則指明達事理，洞見時勢，含褒
義。
至於由貶變為褒，最常用的是

「乖」，今天我們常用「乖」來稱讚
小孩懂事、聽語。然古語中，乖表示
彆扭、性情怪異，古今字義可說背道
而馳。如《禮記．樂記》：「亂世之
音怨以怒，其政乖。」
也有由中性詞變為貶義詞的例子，

如「卑鄙」一詞常被我們用來罵人品
格低下，然卑鄙在古語中只表示地位
卑微低賤，屬中性詞。如諸葛亮《出
師表》：「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
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
篇幅所囿，以上只舉了幾種古今詞

義的演變現象，聊作介紹。古今詞義
是有趣的課題，一竅不通，解讀古文
時會鬧笑話；閒時鑽研，除了可以打
好語文根柢，也饒富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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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調子未唱完 古文不能忽視
香港中學的中文教育，由2002年中一級開始實

施單元教學，2007年第一屆採用沒有範文的閱讀
卷公開考試。在實踐的過程中，前線老師愈感憂
慮。經過學界的多次討論，最終決定在2015年重
設12篇文言文範文，並於2018年的文憑試中首次
考核。
有趣的是，12篇範文為何全部是文言文，而非
白話文？學界的討論是文言文用語精練典雅，學
生通過學習與背誦，有助提升語文能力。近代出
色的白話文作家，也是從文言文的學習中培養出
來的。這是合理的理解，但也忽略了對香港中文
教育的保守意識或注重傳統傾向的認識。這個意
識是潛移默化的，大家都覺得是理所當然，以致
不知道它正在發揮作用。如何認識這種意識？得
從較宏觀的歷史視野去檢視。
1927年2月18日及19日，「五四新文化運動」
旗手魯迅先生曾在香港上環的青年會禮堂演講，
題目分別是《無聲的中國》和《老調子已經唱
完》。
前文指中國人不能把自己的心裡話寫出來，因
為心裡話是活的，但用來表達的文言文卻是死
的，也是艱深的、小眾的。因不能表達，所以

「無聲」。魯迅說：「我們要說現代的，自己的
話；用活着的白話，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
說出來。但是，這也要受前輩先生非笑的。他們
說白話文卑鄙，沒有價值。」
後文則指出「老調子」（文言文）已經唱完，

但是香港這個地方卻仍然繼續唱。魯迅指出這是
港英政府管治香港人的手法，他說：「這時候，
我們不但不能同化他們，反要被他們利用了我們
的腐敗文化，來治理我們這腐敗民族。他們對於
中國人，是毫不愛惜的，當然任憑你腐敗下去。
現在聽說又很有別國人在尊重中國的舊文化了，
哪裡是真在尊重呢，不過是利用！」後文的批評
更加激烈，以致不能在報刊上登載。
魯迅為什麼對香港有如此的批評呢？1919年

「五四運動」爆發。再早幾年，胡適、陳獨秀已
提出「文學革命」，提倡「白話文運動」。接下
來的幾年，中國內地的中小學教科書已開始採用
白話文教材。反觀香港，當時的學界仍在「讀
經」。更因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為了安撫
香港華人及力拒來自「五四運動」而興起的民族
主義，愛好中國傳統文化的金文泰被委任為港
督，提倡中文。他聘任前清太史賴際熙、區大典

等人籌建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課程以傳統經史為
主，並成立了漢文中學（即今金文泰中學），由
賴際熙的學生李景康任校長。所以，白話文在大
陸風靡的時候，香港卻是傳統經史文化的重鎮。
這情況直到上世紀40年代初才有改變。
之後的幾十年，內地政治局勢變幻無窮，不少

文化人來到香港，把新新舊舊的文化思想也帶進
來。形成了新舊文化在香港的紛沓並陳。
如果說北京大學是「五四」以來新文化的重

鎮，那麼南方的東南大學及其後的南京國立中央
大學就是傳統文化的堡壘。以柳詒徵、繆鳳林等
的《學衡》派為中心，還有熊十力、錢穆等堅持
傳統的學人與之抗衡。1949年，一大批後者的文
化人來港。錢穆、唐君毅、張丕介等人組建了新
亞書院；而由廣東一帶幾所南來私立大學所組建
的聯合書院，一起成為了推動中國傳統文化的重
鎮。其後兩書院和崇基學院合併，成為香港中文
大學。因其大量畢業生從事香港的中小學教育工
作，也把重視傳統文化的意識帶到學界，形成了
現今香港中小學文史教育的基本色調。
魯迅所說的「老調子」並沒有「唱完」。時代

雖然改變了，白話文也早已成為香港中文教育的

主流，但並不因此而忽略了對文言文的重視。香
港是一個中西薈萃的地方，也是新舊文化並陳的
聖地。在這裡可以看到前衛，也可以看到保守，
因此也不要訝異為何只把文言文列為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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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啟料事如神 史書仍斥白癡

■雨亭 （退休中學中文科老師，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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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小愛看電影，尤其是歷史戰爭
片。但我每每先認定哪邊是忠、哪邊
是奸，小孩心態，現在看來相當幼
稚。
荷里活的戰爭片和動作電影，泛濫
着「大美國主義」。上世紀60年代，
正值孩童時候，曾看過的一套史詩式
戰爭片《碧血長天》（《The Longest
Day》），講二次世界大戰盟軍準備在
1944年6月6日登陸法國諾曼第，大舉
反攻。此片場面浩大，雖是黑白片，
但值得一看，據知很多情節都符合歷
史。
片中我最「仰慕」的一位將軍，頭
戴二星鋼盔、口叼古巴雪茄，在諾曼
第灘頭上指揮着千軍萬馬，英勇地突
破德軍陣地，大有「雄姿英發，羽扇
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 」（蘇
軾《念奴嬌．赤壁懷古》）之氣
概……我對歷史的知識，也是這樣一
點一滴地累積起來。
電影和小說，當然可以虛構或藝術
加工，可以有蘭保（電影《第一滴
血》主角，為一越戰退伍軍人，英勇
善戰），可獨力對抗整支軍隊；亦可
以有美國總統坐上戰機，飛上天打敗
外星人拯救地球。不過，這不是歷
史，我們不會信。
那麼，歷史可以相信嗎？
我記得有人這樣反問過：「歷史是

誰寫的？」這個已經是答案了。
歷史是改朝換代者寫的！歷史是勝
利者寫的！歷史是得益者寫的！
你看整個明朝的皇帝，一般主流史
家、歷史教科書，都說除了明太祖朱
元璋和明成祖朱棣外，其他的都是荒

淫無度、言行古怪的昏君。無他，太
祖是擊敗群雄、開基立業之主，你不
能說他是無能之輩；成祖敢於篡位，
把江山打回來的，一生雄才大略，修
《永樂大典》、派鄭和下西洋，宣揚
國威。

明朝只有兩個好皇帝？
除此以外，後代的皇帝真的乏善可

陳。正德皇帝被民間封為風流皇帝，
戲曲《游龍戲鳳》就以他為主角，已
將他的風流韻事美化了。事實上，他
封自己為大將軍，領兵出戰。勝敗也
好，他都升自己的官，有趣得很。
其他的呢？不上朝33年的萬曆，他

不朝不廟、不批不覆，無可奈何地以
怠政來對抗士大夫集團的清議。不
錯，他有他的理由，他有他對朝臣不
滿之處，但皇帝做到要怠政，你想史
家會放過他嗎？
還有一位常被史評家定性為「白

癡」的天啟，還說他是個文盲。史家
指他除了做木工，就是在吃喝玩樂。
這些多是清朝的史官文人所渲染

的，他們的目的，就是盡量醜化明朝
的皇帝，以證明明朝滅亡是有其原因
的、有必要取代的，而且清兵入關是
為明朝「弔民伐罪」，這就是勝利者
的權利。
若直接查看《明熹宗實錄》，可發
現不是這樣。在《實錄》中曾記載，
天啟親御文華殿講讀的記載比比皆
是，對軍國大事親自發表議論的，更
史不絕書。天啟六年十一月，袁崇煥
曾上疏，宣稱只要在關外修城屯田，
就可讓後金投降，還奉承奸臣「魏忠

賢與閣部諸臣，俱一時稷契夔龍之
選……故敢卜事之必成。」但被天啟
批覆訓斥。
天啟告誡袁崇煥：「以朕計之，奴

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戰必能勝，勝
無輕談也。」他是主張要積極出擊，
而不是一些自欺欺人的策略。
他十分重視平遼總兵官毛文龍的

「塘報」，一早已接到情報，後金與
蒙古勾結，有繞道薊鎮攻入關內的圖
謀，要嚴加提防。這些見解完全與當
時袁崇煥所想所做的不同，他更說毛
文龍「屢獲活夷，斬首級……雖功微
小，實挫賊鋒。其復遼之基，端在斯
乎。朕心豈不嘉悅。」這番話是否招
袁崇煥之妒而殺毛文龍呢？
天啟那時只21歲，對軍事形勢已十

分了解，分析和預測也十分精準獨
到。他在《明熹宗寶訓》卷四中，給
閣臣訓示說：「（後金）賄買西虜，
更換旗幟，借路潘家口等處，進攻謀
逆。」不幸的是當時沒有人信、沒有
人去查看防範；更不幸的，是日後金
人真的這樣做，連路線和更換旗服的
方式來借道入關都一模一樣。
在《明熹宗實錄》後面，記載着很
多群臣爭吵、互相攻擊之事。他說：
「屢疏紛囂，全無正論。遼左繼陷，
皆因經撫不和，以致官民塗炭。」這
正正道出他對東林黨爭的不滿。
有這樣的見解和思維，為什麼還說

他是「白癡」皇帝呢？父親光宗在位
僅30天就暴斃，他年僅14歲就即位，
之前並未受過正式的太子之教育訓
練，僅此而已。歷史可否還他一個公
道？

■迪尼路 現職中學教師 gglit@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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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
宇內、囊括四海之意，併吞八荒之心①。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
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鬥諸侯②。 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③。

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冊，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
腴之地，收要害之郡④。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
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⑤。 （未完待續）

過秦論（上篇）古
文
英
華

註釋
①秦孝公：任用商鞅以變法，富國強兵。殽函：秦函谷關，今河南省靈寶縣西
南。殽，一作崤。關在西崤山谷中，深險如函，故曰崤函。雍州：今陝西省主
要部分、甘肅省（除去東南部）、青海省的東南部和寧夏回族自治區一帶。
窺：伺機而取。「席捲」三句，都是併吞天下的意思。

②商君：即商鞅，由衛入秦輔佐秦孝公變法，使秦富強。務：致力於。連衡：即
連橫，西方的秦國與東方諸國分別聯合以破其團結，從而各個擊破的策略。
鬥：使諸侯相鬥的意思。

③拱手：兩手相合，形容輕易。西河之外：魏國黃河以西的大片土地。
④惠文、武、昭襄：惠文王、武王、昭襄王。蒙故業，因遺冊：承接已有的基
業，沿襲前代的策略。舉：攻取。

⑤弱秦：削弱秦國。愛：吝惜。致：招納。合從：連合南北六國共同對付秦國的
策略。從：同「縱」。採用合縱的策略締結盟約，互相援助，成為一體。

賈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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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定
指納幣訂婚。
《詩經．大雅．大明》：「文定厥祥，親迎於渭。」鄭玄箋：

「問名之後，卜而得吉，則文王以禮定其吉祥，謂使納幣也。」這
是說周文王卜得吉兆後納幣訂婚，親迎太姒於渭濱。後世因以「文
定」代指訂婚。

冰人
媒人。
《晉書．索紞傳》：「孝廉令狐策夢立冰上， 與冰下人語。紞

曰：『 冰上為陽， 冰下為陰， 陰陽事也。士如歸妻， 迨冰未泮
（以上二句為《詩經．邶風．匏有苦葉》中語），婚姻事也。君在
冰上與冰下人語，為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為人作媒，冰泮而婚
成。』」後因稱媒人為冰人。明謝讜《四喜記．憶雙親》：「這一
曲《鷓鴣兒》就是我孩兒的冰人月老。」又省稱「冰」。《聊齋志
異．寄生》：「父遣冰於鄭，鄭性方謹，以中表為嫌，卻之。」

委禽
即納采。
古代結婚禮儀（六禮）中，除納幣外，男方都要向女方送雁作為

見面禮，故稱。《左傳．昭公元年》：「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
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杜預注：「禽，雁也，納采用
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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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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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等人組建的新亞書院錢穆等人組建的新亞書院，，後來成為香港中文大學後來成為香港中文大學。。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古文的「金」是指金屬，而不是黃
金，所以樊於期的人頭「秦皇購之金千
斤」，用的應該只是當時作為通用貨幣
的銅。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