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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時數有限「瘦身」
教好中文
中學生補習風氣很普遍。二十多年前，學
生最少也會補習英文科。英文科「補習天
王」往往是收入最多的「名師」。時間過去
了，補習風氣沒有改變，但收入最多的「補
習天王」已是任教中文科的，而非英文科。
原因可能複雜，但不可否認，現在中學生考
文憑試，最怕的是中文科，因為怕而去補
習，為求安心，所以促進了中文科補習市場
的興旺。
自從新課程實施、新的考試模式推行，文
憑試中文科被冠以「死亡之卷」的稱號。
「死亡」所指的，除了是不及格外，也是指
因中文不達標，即使其他科目考得不錯，也
不能圓升讀大學的夢，學界名之曰「跛
腳」。怎樣練就中文科成為「死亡之卷」
呢？相信原因複雜，但其教與學及評核模式
的安排是關鍵。
舊的中文科公開試只考閱讀與寫作兩卷
（預科另計）。後來新考法則變成五卷，分
別是閱讀、寫作、聆聽、口語溝通、綜合能
力，還有校本評核。卷別的分法效法英文科
的痕跡明顯。

問題是中文是學生的母語，英文則是第二
語言。第二語言偏向工具性的訓練，重點是
學生能否掌握此語言作為溝通工具；而母語
更重視深層次的語言文化學習、思維訓練及
文化傳承。
一位正常的學生在中文聆聽或口語溝通卷
中不及格，是否代表他在日常生活中不能運
用母語與人溝通？聽不明白身邊人說的話？
現在中文科的大毛病就是混雜。中文教師要
在有限的教學時間處理很多「必要教」及
「不必教」的東西。如果教師能集中教授
「必要教」的東西，而減去「不必教」的東
西，學生的負擔將能減輕。
所謂「必要教」的，是中文科作為學生母
語必不可少的學習內容。而所謂「不必教」
的，是指其他卷別、其他科目，甚至在日常
生活中學生已能得到訓練，中文科毋須獨立
教授及另設卷別考核的東西。
「聆聽與綜合」便是那種「不必教」、不
必考，存在只是增加師生學與教負擔的東
西。
聆聽卷考核，學生不及格。這代表他是聾

人？還是代表他聽不懂粵語？作為一位以粵
語為母語的健全學生，在聆聽卷中不及格，
這意味着學生有問題還是評核有問題？也許
當局也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取消了聆聽獨立
成卷，而併入綜合卷內，但聆聽一項仍佔全
卷百分之二十的分數。
綜合卷要求學生聆聽一段對話再閱讀一些
材料，依題目要求進行篩選整理、提建議，
再通過組織佈局寫文章。這一卷其實是英文
考試practical skill的中文版。
這種資料綜合的技能，別說英文科已在訓
練，不少科目的專題報告也正在訓練。而文
章的佈局謀篇也不正是寫作卷所要處理的
嗎？其實每一樣東西都重要，但在有限的教
學空間，中文科是否應處理更急切的項目
呢？何況每做一次聆聽及綜合練習，要消耗
100 分鐘左右的時間。如果一節課是 35 分
鐘，則需要用三節左右的課節才能完成，尚
未計算評講所佔用的時間。
中文科尚有校本評核部分。此部分分課外
閱讀與選修單元兩項評分。課外閱讀又分詳
盡閱讀報告及閱讀記錄。相信沒有人會反對

培養學生閱讀興趣是中文科的責任。
然而，用撰寫閱讀報告的方法培養學生興
趣，其功效向來成疑。更何況把這些閱讀報
告的成績計算在公開試內，這到底是增加興
趣還是增加考試壓力？而且，此部分的分數
計算非常細碎，詳盡報告計一個分，閱讀記
錄又計一個分。而閱讀記錄又要求深度、廣
度及閱讀數量。如此繁複的要求，耗去老師
及學生不少時間及精力，效果卻成疑。這種
安排又是否必須存在呢？
校本評核另有選修單元。課程指引建議
十個單元供學校選擇，學校也可自擬單
元。但學生必須學習最少兩單元，並呈交
一個分數給考評局。依課程的設計，每個
單元需佔 28 小時，則兩個單元需佔 56 小
時，如以 35 分鐘為一課節計算，則需耗 96
節課，如果一星期有 7 節中文科，則需超
過 13 星期，即大概三個多月。高中的學習
時間大約兩年半，扣除假期及特別活動的
日子，這三個多月的時間是何等的奢侈！
在時間緊絀的情況下，老師可以處理多少
東西？學生能否吸收得了？唯一的解決方

■培養學生閱讀興趣是中文科的責任，至於
閱讀報告是否有助推廣閱讀，成效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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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精簡這部分的要求。
中文科考卷所以成為「死亡之卷」，在於
應該教的沒有充分時間去教，一些可以不處
理或與其他科目重疊的能力訓練卻佔去了非
常多的時間。重複與龐雜是其弊病，既造就
補習天王的龐大收
入，也釀成了學生
對本科的恐懼。要
搞好中文科，「瘦
身」是第一步。

學語
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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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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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節將至，未知大家預備好了一
個大肚皮吃吃糭子喝喝濃茶沒有？說
到端午節，可能我們也只會想起食
物，其實不然。
端午節原為夏季的一個送離五瘟
神、驅除瘟疫的節日。在戰國時期，
因楚國愛國詩人屈原於這天投江自盡
而演化為現在的端午節。當天有很多
習俗，我們可從以下有關端午的詩詞
中認識一下：
雨淬菖蒲劍，雲榮角黍絲。光陰驚
老大，節物媚童兒。
讒口千年恨，懷賢一日思。蘭蒿無
好醜，采系用逄時。
宋代詩人陳宓將端午的習俗直接道
出來。菖蒲是香草之一，在端午時人
們會懸「天中五瑞」以辟邪驅瘟和逢
凶化吉。天中五瑞指：菖蒲、艾草、
石榴花、蒜和龍船花。菖蒲被認為是

天中五瑞之首，是驅除不祥的寶劍，
插在門口可以避邪，故有「蒲劍斬千
邪」之說。此詩的「菖蒲劍」，運用
了借代方式，以菖蒲代「天中五
瑞」，指出了習俗之一。
另外，女性又會製作香囊，載着香
草如白芷、丁香，以驅蚊辟穢。
至於詩中一句「讒口千年恨，懷賢
一日思」，相信大家必定理解到，這
就是在說世人懷念屈原先生了。話說
屈原早年受楚懷王的信任，常與楚懷
王商議國事。秦昭王在武關扣留楚懷
王之後，繼續輔佐楚頃襄王。
楚頃襄王六年，屈原斥責楚頃襄王
的決定，楚頃襄王大怒，又誤信上官
大夫讒言。屈原因此被驅逐，並被流
放於偏遠地區。楚頃襄王廿一年，楚
國被秦國擊敗，被迫遷都。屈原雖心
繫楚國，卻因被放逐而不能回朝效力

而十分痛苦和悲傷。最後懷抱一石，
投入汨羅江而死。後世端午節吃粽子
即是為紀念屈原。除此之外，划龍舟
也是其中一個習俗以懷屈原。
近日天氣反覆，俗語有言：「未食
五月粽，寒衣不入櫳」，大家可不要
掉以輕心，胡亂穿衣啊。祝各位節日
快樂。

■內地部分地方仍有端午節掛菖蒲的
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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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尹彤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語言通用教育學部講師
網址：www.hkct.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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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字水樂春風

東風吹散夫妻緣
我讀小學時，第一次接觸到宋代詩
人陸游（字務觀，號放翁）的作品，
是他的《示兒》詩，文字內容雖簡，
是他臨終前之作，但氣魄雄壯，仍具
收復國土之心，真不愧是一位愛國詩
人。此詩是：
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
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到中學時期，唸過他的《關山
月》，更見其愛國心，內容為：
和戎詔下十五年，將軍不戰空臨邊。
朱門沉沉按歌舞，廄馬肥死弓斷絃。
戍樓刁斗催落月，三十從軍今白髮。
笛裡誰知壯士心，沙頭空照征人骨。
中原干戈古亦聞，豈有逆胡傳子孫！
遺民忍死望恢復，幾處今宵垂淚痕。
全詩僅 12 句，就把現實的無奈和
心中的悲切充分表達出來。不能出戰
的將軍，皆因被和戎的詔書束縛，白
白戍守邊疆，垂老白髮了，是那麼無
奈。而戰馬不是戰死沙場，卻是在廄
中肥胖飽食而死；弓絃也是枯爛無用
而斷，有志之士更是無法一展抱負。
戰士的白髮、屍骨，遺民的淚痕，
都在月光下反照着，與沉沉朱門中之
歡欣歌舞成強烈對比。全詩盡顯其復
國之心。

仕途婚姻 皆不如意

星期一

沈園再遇前妻夫婦
在山陰城東南的禹跡寺，附近有一
沈園，是當地的名勝。在春光明媚的
日子裡，陸游前去遊覽。恰巧這一天
唐琬也和趙士程到那裡遊玩。他們見
到了，正是千言萬語，卻無從說起。
趙士程夫婦先離開，命小侍向陸游奉
上酒菜。
陸游目送唐琬與人挽手而去，是那
麼錐心之痛。他對唐琬的愛是刻骨銘
心、不能磨滅的，只是當日母命難
違。眼淚和苦酒一口咽下，他對着一
堵粉牆，題下《釵頭鳳》一首：
紅酥手，黃縢酒，滿城春色宮牆柳。
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
索。錯、錯、錯。
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
桃花落，閒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
託。莫、莫、莫！
詞的開頭三句，追憶往昔美滿的愛
情生活，和恩愛夫妻之間的柔情蜜
意。而「東風惡」，一語雙關，含蘊
無限。跟着寫夫婦被迫離異，無限美
好，突然一轉為無限痛苦。滿懷愁怨
要一連三個「錯」字，連迸而出，是
誰錯了？
春色雖如舊，但人卻憔悴了、消瘦
了。這是「幾年離索」給她帶來的巨
大痛苦。她終日「淚痕紅浥」，繡帕
為淚所濕透。何嘗再山盟海誓？一切
也如桃花凋謝，園林冷落，已隨物事
變化，只好罷了、罷了、罷了！
相傳陸游寫了《釵頭鳳》一詞後，
唐琬看了非常傷感，也和了一首：

■陸游在沈園遇上唐琬夫婦的場面，
成為戲劇的取材來源。
資料圖片
世情薄，人情惡，雨送黃昏花易落。
曉風乾，淚痕殘，欲箋心事，獨語斜
欄。難！難！難！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鞦韆索。
角聲寒，夜闌珊，怕人尋問，咽淚裝
歡。瞞！瞞！瞞！
多情善感的唐琬也在黃昏花落、夜
角聲寒時，暗掩淚眼、斜欄獨處，有
如一縷無主芳魂，上下如鞦韆蕩漾不
定。想把心事告知別人嗎？的確是
難、難、難！因為世情涼薄，人情險
惡，明明是恩愛夫妻也會被拆散，心
中苦痛只有收藏掩飾，「咽淚裝歡」
來隱瞞。
不過，有人認為這首詞是後人冒唐
琬之名而偽作，無論如何，唐琬不久
後也真的鬱鬱而終了。總而言之，這
兩首詞達到了內容和形式的完美統
一，是催人淚下的作品。兩詞節奏急
促，聲情悽緊，先後的感嘆，更蕩氣
迴腸，大有「慟不忍言、慟不能言」
的情致。
此後陸游輾轉江淮川蜀，幾十年的
風雨生涯，依然無法排遣對唐琬的眷
戀。陸游 67 歲時，重遊沈園，看到
當年題寫《釵頭鳳》的破壁，遂另寫
了首詩以記此事，其中有幾句是：
林亭感舊空回首，泉路憑誰說斷
腸。壞壁醉題塵漠漠，斷雲幽夢事茫
茫。他對唐琬之心不變。

■雨亭 （退休中學中文科老師，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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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散逸大半，現僅傳
篇。而《小戴禮
記》則成為現今通行的《禮記》。《禮 年），唐朝詩人。其詩多揭露社會黑
仭仭
仭
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
記》不僅描述古時的規章制度，也是一 暗、針砭時弊。其樂府詩，常用口語，
部仁義道德教科書。《禮記》中的《大
仭仭
仭
仭仭仭仭仭仭仭語言通俗自然，看似平常，但仔細玩
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
學》、《中庸》兩篇被朱熹選入《四 味，卻於平淡中見奇特。
書》，對後世影響深遠。
仭仭
仭
仭仭仭仭仭仭仭不少體育健將、藝術家的技藝，在凡
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
這幾句譯作白話文，意思大概是︰璞 人看來都好像容易企及，然只要仔細研
仭仭
仭
仭仭仭仭仭仭仭究，知其妙處，便會明白到背後日積月
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
玉的質地再好，若不加琢磨，終不能成
為器具；人雖是萬物之靈，若不學習， 累的功夫，殊不簡單。
仭仭
仭
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
終不會明白道理。因此古代王者建設國
4、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學。
家，統治人民，都以教育為先。
仭仭
仭
仭
仭
仭
仭
仭
仭
仭
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
現今社會物質富庶，加之科技發達， （2016 年 4 月 26 日，在知識分子、勞
知識唾手可得。青年應把握光陰，勤奮
仭仭
仭
仭仭仭仭仭仭仭動模範、青年代表座談會上的講話）
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
向學，學習知識，明白道理，方可成為
語出東漢王充的《論衡．實知》︰
仭仭
仭
仭仭仭仭仭仭仭「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學。學之乃知，
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
社會棟樑。
不問不識。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
仭仭
仭
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
2、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 亦何常師之有？』孔子曰：『吾十有五
（2018 年 5 月 2 日，在北京大學師生座 而志於學。』五帝、三王，皆有所師。
仭仭
仭
仭仭仭仭仭仭仭曰：『是欲為人法也。』曰：精思亦可
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
談會上的講話）
語出南宋陸遊的七言古詩《冬夜讀書
為人法，何必以學者？事難空知，賢聖
仭仭
仭
仭
仭
仭
仭
仭
仭
仭
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
示子聿》︰「古人學問無遺力，少壯工 之才能立也。」
仭仭
仭
仭仭仭仭仭仭仭王充（27
仭仭年－約
仭97仭
仭仭仭仭仭
夫老始成。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
年），字仲任，會
要躬行。」
稽上虞人，東漢哲學家。後漢三賢之
仭仭
仭
仭仭年－1210
仭仭
仭仭仭一。著有《譏俗節義》、《政務》、
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
陸游（1125
年），字務觀，
號放翁，越州山陰人，南宋詩人、詞 《論衡》、《養性》等書。但只有《論
仭仭
仭
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
人。後人每推陸游為南宋詩人之首。陸 衡》傳世。
游自言「六十年間萬首詩」，是兩宋著
仭仭
仭
仭仭仭仭仭仭仭這幾句譯作白話文，意思大概是︰人
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
詩最多的文人。他的詩充滿愛國情懷， 的才智有高低之分，通過學習才能認識
仭仭
仭
仭仭仭仭仭仭仭事物。通過學習才能知道理，不請教別
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
因而傳頌千古。
這首詩譯作白話文，意思大概是︰古 人就不能認識事物。子貢說：「我的老
仭仭
仭
仭仭仭仭仭仭仭師是無時無刻都在學習的，又何必要有
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
人治學，不遺餘力，年輕時勤下苦功打
下基礎，老來才有所成就。書本上得到 個固定的老師呢？」孔子說：「我 15 歲
仭仭
仭
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
的知識終歸是淺薄的，要深刻真正理解 就有志於學問。」五帝、三王，都有所
道理的真義，必須親身實踐。
師承。有人說：「這是為了給其他人作
仭仭
仭
仭
仭
仭
仭
仭
仭
仭
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
俗 語 說 ︰ 「 讀 萬 卷 書 不 如 行 萬 里 榜樣。」我說：認真思考也可給其他人
仭仭
仭
仭仭仭仭仭仭仭作榜樣，為什麽一定要勤學呢？世間事
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
路」。學習書本的知識道理固然重要，
但也要通過實踐，才能學會應用知識的 理很難憑空思考而得知，聖賢的才能卻
仭仭
仭
仭仭仭仭仭仭仭可以通過學習而成就。
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
方法，體會道理的真諦。
仭仭
仭
仭仭仭仭仭仭仭孔子說︰「思而不學則殆」。縱是天
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
3、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 賦異稟，如不好好學習，終是不能學到
（2016
年 4仭
月 26
日，在知識分子、勞
真理。賢如三王五帝、萬世師表都不恥
仭仭
仭
仭
仭
仭仭仭仭從師而學，我輩凡夫俗子，又豈可疏
仭仭仭仭仭仭仭仭仭
動模範、青年代表座談會上的講話）
語出北宋王安石的《題張司業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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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中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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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臨安春雨初霽》，則着意
寫景和悠閒心態，其中「小樓一夜聽
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兩句更是人
皆稱頌。不過，他的仕途和婚姻，就
不是那麼如意，「夢斷香消四十年」
（《沈園》），更反映他被情愛糾纏
數十年。
他 20 歲那年，與表妹唐琬喜結連
理，婚後二人生活美滿，夫妻恩愛，
偏偏陸游的母親對這姪女兼媳婦十分
不滿，認為她「繾綣阻礙錦衣還」。
就是說因夫婦感情太好了，兒子才未

能用心赴考而落第，要兩人離婚。
陸游後與王氏結婚，而唐琬也改嫁
趙士程。幾年後，陸游再赴試，他省
試第一，殿試卻黜落了。這是因丞相
秦檜的孫兒也赴考，其他人自然要讓
路，令陸游受到雙重打擊。

映雪囊螢

言必有中

蒲劍斬千邪 食粽悼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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