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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校本評核 不如直接取消
文憑試課程實施十年，原先的規劃在實踐中發
現了不少問題。為此，政府成立委員會檢討問
題，以作修正。
課程原初的規劃建基於美好的願景，但事實證
明，龐雜、冗腫，導致師生應付課程及公開考試
疲於奔命。中文科更是重災區，因而被冠以「死
亡之卷」的稱號。要解決問題，重點是在於拆牆
鬆綁，減輕師生的過度疲勞。
不過，幾個星期前有關中文科的檢討小組提出
的建議，卻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他們也見到中文
科龐雜冗腫的問題。其中更把重點放在口語溝通
一卷上。認為此卷操作繁複，成本高，建議刪去
考試，改為校本評核。
口語溝通卷的考試操作的確繁複。考生須被編
成四人至五人的小組，討論 12 分鐘至 15 分鐘。一
個考室有兩名老師主考。每個考室每天考 6 組至 7
組，最多可考35名考生。
為了複核或應付考生上訴，每個考室均須安置
接駁電腦的攝錄機，記錄考試情況。每個考場大
約有 3 個至 9 個考室，並需設報到室及備試室。人
手方面，除了主考老師外，尚需要助理試卷主

席、報到室助理、備試室助理及電腦技術員等。
這種繁複的考試工序，還沒有計算擬卷及閱卷員
會議的安排，可見要安排這份卷的考試，使費也
不菲。
但是，把考試改為校本評核就能減輕師生的負
擔嗎？這一轉變當然是減輕了考評局的繁重考試
安排及成本，但卻把壓力直接給了學校師生。這
種安排，不但不能解決學校現場所面對的困難，
而且製造了更多的問題。
如上文所說，口語溝通的考試程序繁複，考評
局作為考試的專業機構也吃不消，現在卻要完全
交給學校處理。學校哪有專門機構的資源和技
術？老師平時已要為學生額外抽出時間訓練口語
溝通，教學的行政規劃也浪費掉不少教學時間。
現在還要處理考評局送過來的考試工序，這只會
再加重師生的負擔。
英文科現時已有校本評核涉及口語溝通的元
素，為了保存考生的記錄，老師需在考試時進行
拍攝，已令老師苦不堪言，在改善英文科的狀況
之前，實在不宜將中文科也改成老師負責。而
且，公開考試是隨機安排來自不同學校的考生在

同一小組內討論，能較客觀地得出成績，校本評
核則由同校學生進行校內評核。
所謂「塘水滾塘魚」，學校水平各有不同，如
何尋求全港一致的客觀水平？其實校本評核本身
就因學校水平不同而難以訂定全港一致的客觀標
準，因而要以公開試成績作調節，這已失去校本
評核的精神。
現在中文科所面對的問題，是師生為了應付龐
雜繁複的課程而疲於奔命，要解決問題，就應從
課程考評「瘦身」、減輕老師及學生的負擔着
手。口語溝通一卷的存廢及精簡與否，學界可以
繼續深入討論，取其有益的方案，但改為校本評
■口語溝通卷的考試操作非常繁複，每個考室均須安置接駁電腦的攝錄
核，反而會製造更多問題。
資料圖片
中文科要「瘦身」，不單不應新增校本評核的 機，記錄考試情況。
項目，反而要削減。例如選修單元能否只選一
個？閱讀活動的項目能否取消？這是更實際有效 現混亂的情況。如果按檢討小組的思維，取消此
卷應是理所當然的。
的做法。
筆者完全贊同政府現階段對文憑試核心科目進
另外，聆聽及綜合卷也是勞累師生而實效不高
的考試項目，一向有師生提出刪除的建議。就以 行檢討。而「瘦身」、拆牆鬆綁的方向也是正確
考試操作的問題而言，因近年不少考生不懂使用 的，但問題是焦點應該集中在最主要持份者的老
收音機，而濫用特別考室，屢屢造成考試安排出 師及學生身上，否則隨時會把好事變成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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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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是先秦諸子百家的思想學
派，對後世思想、文教都有深遠影響。
道家在春秋戰國時期以老子、莊子為代
表。漢初帝皇採黃老治術，「無為而
治」，與民休息，及至漢武帝時期獨尊
儒術，道家思想的主流地位漸被取代，
並融入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後來與民間
信仰、陰陽學說、神仙方術等結合，形
成道教，流傳至今。
道家學說起源於李聃。李聃原名
耳，字伯陽，世稱「老子」，和莊子合
稱「老莊」。
老子生於東周（公元前 571 年—公元
前 471 年），他的著作《道德經》（或
稱《老子》），是道家經典。李聃的學
說後被莊周、楊朱、列禦寇等人發展，
奉為道家學派之開教宗師。
老子早先提出「道」的概念︰他認
為「道」是宇宙本源和運行規律，
「道」神秘莫測。老子說︰「道可道，
非常道」，意思是道若可以言語說明，
便不是恒常的道。老子又提出「道法自
然」，意思是道是自然而然，聽任萬物

自然發展，人類應順應自然，任萬物自
治自理，不加干預，讓其按本性發展，
以達至「無為無不為」。
老子的學說由莊子繼承和發揚。莊
子本名周，據學者考究他生於戰國（約
前 369—286），世傳《莊子》一書，
一般以為《內篇》出自莊子本人，《外
篇》為莊子門人所著，《雜篇》則為後
學所加。莊子好用寓言故事闡述他對
「道」的理解。莊子繼承老子「自然無
為」的思想，提出「齊物」和「逍遙」
的理念。
莊子沿襲老子「順應自然」的人生
觀。莊子「鼓盆而歌」的故事大家想必
耳熟能詳，他破除傳統生死觀念，認為
人的生死乃自然之事，如四時更替變
化，無悲歡可言。
他認為只要悟得死生乃自然的道
理，便能從死生的悲歡中解脫，進入逍
遙之境。此外，莊子也反對追求知識、
發展科技，「抱甕灌畦」的故事說明，
人應安於簡樸生活，因為知識、科技令
人失去天真純樸，有違本性。

「齊物」，意思是超越萬物差別，
是達到逍遙境界的途徑。莊子認為事物
間本沒有固定界限，因此我們避免用是
非、大小、好壞等主觀思想看待外物，
而應打破人以自我為中心的精神限制，
達至「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
一」，有名的寓言故事「莊周夢蝶」、
「濠梁之辯」等，都闡述了齊物思想。
「逍遙無待」是莊子認為最理想的
精神境界，他認為只要我們去掉世俗價
值觀，順應自然過活，便可解除肉體和
精神的束縛，得以保全天年，達至逍遙
境界。
莊子的《逍遙遊》，想像詭奇，意
境恢宏，至今仍是香港中學生考試必修
的篇章。
儒家思想積極入世，追求「內聖外
王」（意即內有聖人之德，外施王者之
政）；道家則講清虛自守，獨善其身。
兩者看似背道而馳，實則各有啟發，互
為補足。
觀乎歷代不少騷客名士，都兼採兩
家，就可知一二。

古文英華

映雪囊螢

順應自然過活 逍遙兼保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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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這個是什麼字？怎樣唸？怎樣
解？
這個字刻在一塊大石上，矗立於西
安市東面的中山門裡，一個叫永興坊
的小區外。
這字沒有粵音，普通話讀 biang，這
也是勉勉強強拼出來的。正確讀音不
大清楚，反正是夾雜着陝西的方言。
這個字是指西安著名的一種麵食，
沒有特殊意思，是陝西有名的「褲帶
麵」。因為麵又長又寬，好像古人使
用的褲帶，故得名。
相信大家都理解到這個是合成字，
就正如把「招財進寶」四個字組合成
一個字，這個字也是這個意思吧！
在永興坊街前還有幾樣特色的擺
設，有一雲石階台，上刻金字：「舌
尖上的陝西」和另一個石匾：「陝西
非遺美食文化街區」。相信這些地道
的美食，都可令人大快朵頤。
該街區是一片明清風格的仿古
「坊、肆」建築群，清一色青灰古
磚，棗紅色門柱。在街口正中，有一
金色雕塑群。設有一桌一椅，桌上擺
放了竹柬紙筆，桌後立一雄偉濃髯之
古服大臣塑像；桌前有一侍臣塑像，
正作謙恭讓座狀；椅旁有一童子像，
正俯身磨墨。這是著名的「永興坊納
諫台」。
永興坊，原來唐朝魏徵府邸舊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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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字水樂春風

魏徵提十思 勸居安思危
望樹木茂盛、去堵塞泉源卻希望河流
長遠，那是沒可能啊。
魏徵先用兩個具體而顯淺的比喻，
令他立腳穩固，跟着他用正面的說
理，再用反面的強調，形成有力的對
比，去支持他的論點，清楚而具說服
力。
跟着他提出他的「十思」，就是希
望君皇遇事時，如果真的能夠做到：
「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
所作，則思知止以安人；」
「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
溢，則思江海下百川；」
「樂磐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恐懈
怠，則思慎始而敬終；」
「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
邪，則思正身以黜惡；」
「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
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
總括來說，這些建議，都是「積其
德義」的具體方法。包括知足自止、
不要擾民、謙沖包容、廣徵意見、節
遊勤政、虛心納諫、正身黜惡、賞罰
公正等。如能做到這些知人善任，
「弘茲九德」之措施，則天下可「鳴
琴垂拱」而治了。
魏徵引用了古聖先賢「怨不在大，
可畏惟人」、「載舟覆舟」、「奔車
朽索」這些至理名言和深刻的比喻
（以後也常被借用的成語），務使太
宗體悟到「得民者昌，失民者亡」的
道理。
魏徵克盡諫官宰相之責任，規勸太
宗，成就了「貞觀之治」。到他死
時，太宗嘆息說：「人以銅為鏡，可
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
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
鏡，以防己過，今魏徵俎逝，遂亡一
鏡矣！」
人家是「煮酒論英雄」，我在永興
坊則是「煮麵論賢哲」了。

《過秦論．上篇》 賈誼
（續4月17日期）
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①。此四君者，皆明知
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②，並韓、魏、燕、楚、齊、趙、
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
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
臏、帶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③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
萬之眾，叩關④而攻秦。
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士逡巡⑤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⑥之費，而天下
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⑦，追亡逐
北，伏屍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強國請服，弱國
入朝。
（未完待續）

註釋
① 孟嘗君田文、平原君趙勝、春申君黃歇、信陵君魏無忌，都以招納賓客聞名。
四公子時代不同，本文並舉以綜括八十年間東方人才薈萃之勢。
② 約從離衡：相約為合縱，離散秦國的連衡策略。離：使離散。並：聯合。甯
越、徐尚等許多外交、軍事等人才替他們謀劃。
③ 之屬、之徒、之倫：這些人。蘇秦：洛陽人，當時的「合縱長」。甯越、徐
尚、翟景、倪良、帶佗、王廖等人的事跡今天已不詳。齊明、周最等人溝通六
國間的意見。蘇厲：蘇秦的弟弟。樂毅：燕將。吳起、孫臏等許多人統率六國
的軍隊。吳起：魏將，後入楚。孫臏：齊將。田忌：齊將。廉頗、趙奢：趙
將。
④ 叩關：攻打函谷關。叩：擊。
⑤ 延：迎。逡巡：有所顧慮而不敢前進。
⑥ 鏃：箭頭。
⑦ 制其弊：控制並利用他們的弱點。亡、北：敗兵。漂櫓：形容戰爭中血流成
河，使盾牌漂浮起來。

■迪尼路 現職中學教師 gglit@hotmail.com

西安市為了繼續完善一些城巷的歷史
風貌，及彰顯古城歷史底蘊，而在原
址上建造和修葺的。魏徵舊邸也可算
是一地標。
魏徵本隨太子建成，「玄武門之
變」後，太宗以其梗直正氣，並不殺
他，更封為諫議大夫。魏徵最為後人
熟悉和敬仰的，是他對唐太宗多次冒
死犯顏直諫，氣得太宗大怒，要殺此
「田舍翁」，譯成俗語，即要殺這
「鄉下佬」之意。
幸得長孫皇后勸解，才令太宗沒披
上殺害忠良之罵名。太宗也有多少怕
了他，有一次，太宗「得佳鷂，自臂
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固久
不已，鷂竟死懷中。」可見一世英雄
的太宗也怕他三分。
所以，長孫皇后告訴魏徵：「聞公
正直，今才得實。願公常守此志，勿
少變更。」即鼓勵他繼續這樣去輔
助、規勸太宗。
魏徵寫有《諫太宗十思疏》，勸太
宗當居安思危，積德防患。香港有些
學校已將之列作論說文之輔助篇章，
我們不妨一讀。
「疏」者，乃古代人臣向君王建議
的一種文章體裁，有特定的身份和作
用，與「奏」同，屬上行的公文。
此篇是魏徵以「十思」進疏，勸告
君主應「居安思危，戒奢以儉」，更
要「積其德義」，才可令國家富強、
政局穩固。這是此篇諫書的主旨了。
他一開始就用比喻的方式說到「求
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
者，必浚其泉源。」意思是要樹木生
長高大，必先穩固其根本；想要河流
長遠流着，必先深治其泉源。
天子既居人君之位，統領天下，就
該累積如天一般高的德義，才能長保
江山福祉。若不知居安思危，用節儉
而戒奢華，就好比你去砍伐樹根卻希

隔星期三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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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詩英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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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
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
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

無名氏

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
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
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
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賞析】
「行行重行行」，「行」的重
複像是邁步，一步一步，綿延重
複，遠行者與送別者之間的距離
愈行愈遠。「與君生別離」，活
着分離或硬生生的分離，因此爆
發的痛苦與「行行重行行」的單
調構成頓挫的節奏感。「相去萬
餘里，各在天一涯」，相隔萬里
之遙，我在這端，你在那端。
「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
萬里之間重疊着無數高山峻嶺、
深谷桑田，兩個極端間的交流變
得阻礙多艱。
「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
枝」，天各一方，但瞻望故舊的

心意未嘗稍歇；「相去日已遠，
衣帶日已緩」，因為思念，人逐
日消瘦，為伊消得人憔悴。然而
「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
遊子像被浮雲遮蔽的太陽，被讒
邪羈絆不歸。無望的相思令人衰
老，更何況「歲月忽已晚」，時
光飛逝，更感悲涼。
離別、相思、衰老紛至沓來，
但思婦最終拋開這些，努力加餐
飯，繼續生活，心態樸實而堅
強。鍾嶸《詩品》評《古詩十九
首》「文溫而麗，意悲而遠」。
本詩尤其表現了憂傷中的溫厚與
堅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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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亭 （退休中學中文科老師，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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