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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山狼》到《狼圖騰》狼形象蛻變
早幾年有一本名為《狼圖騰》的書，引起國內
外很大的回響，故事主要圍繞主角陳陣在「文
革」時期於草原「上山下鄉」時和狼群發生的故
事，反映了當時動盪年代內蒙古風光和人文情
懷，當中關於狼群的描述更令人留下深刻的印
象，例如在文章中作者首遇狼群時的景象，令讀
者感受到狼群的氣勢磅礴：
當陳陣猛地轉頭向山谷望去時，他幾乎嚇得栽
下馬背。距他不到40米的雪坡上，在晚霞的天光
下，竟然出現了一大群金毛燦燦、殺氣騰騰的蒙
古狼。全部正面或側頭瞪着他，一片錐子般的目
光颼颼飛來，幾乎把他射成了刺猬。離他最近的
正好是幾頭巨狼，大如花豹，足足比他在北京動
物園裡見的狼粗一倍、高半倍、長半個身子。
此時，十幾條蹲坐在雪地上的大狼呼地一下全部
站立起來，長尾統統平翹，像一把把即將出鞘的軍
刀，一副弓在弦上、居高臨下、準備撲殺的架勢。
狼群中一頭被大狼們簇擁着的白狼王，牠的脖子、
前胸和腹部大片的灰白毛，發出白金般的光亮，耀
眼奪目，射散出一股兇傲的虎狼之威。

狼群的機動性、威脅性躍然紙上。書中還有不
少關於狼群的描述，就留給讀者們慢慢去發掘。
除了這一本書之外，我們在古代的文學作品中，
也不時能找到狼的蹤影。較為人所熟知的必定是
《中山狼》。
這是一則寓言故事，主角東郭先生在和中山狼

相遇，當時中山狼正受到趙簡子的追捕，巧遇東
郭先生，於是向東郭先生救助，中山狼的形象是
狡滑詭譎的，牠向東郭先生求救時說：「先生豈
有志於濟物哉？昔毛寶放龜而得渡，隋侯救蛇而
獲珠。龜蛇固弗靈於狼也。今日之事，何不使我
得早處囊中以苟延殘喘乎？異日倘得脫穎而出，
先生之恩，生死而肉骨也。敢不努力以效龜蛇之
誠！」利用了東郭先生的愚昧迂腐，哄得東郭先
生施於援手，於是東郭先生欣然地道：「墨之
道，『兼愛』為本，吾終當有以活汝，脫有禍，
固所不辭也。」
東郭先生其實並非不熟知狼的習性，當趙簡子

追到時，以死威脅東郭先生，他說：「行道之人
何罪哉？且鄙人雖愚，獨不知夫狼乎，性貪而

狠；君能除之，固當效微勞，又肯諱之而不言
哉？」出於一時的心軟，便救了中山狼。
當趙簡子離去後，中山狼因飢腸轆轆便想把東

郭先生吃掉，牠說：「我餒甚，餒不得食，亦終
必亡而已。先生既墨者，思一利天下，又何吝一
軀啖我而全微命乎？」中山狼的貪婪之相表露無
遺，那種得寸進尺、恩將仇報的性格令人髮指。
幸好有一老者來到，為東郭先生解困。
後來人們便用「中山狼」來比喻那些忘恩負
義、恩將仇報的人，在《紅樓夢》又有「子系中
山狼，得志便猖狂。金閨花柳質，一載赴黃粱」
的詩句配合故事情節。
在蒲松齡筆下也寫了關於狼三則的故事，和大
家分享其中一則：
有屠人貨肉歸，日已暮，欻一狼來，瞰擔上
肉，似甚垂涎，隨尾行數里。屠懼，示之以刃，
少卻；及走，又從之。屠無計，思狼所欲者肉，
不如姑懸諸樹而早取之。遂鈎肉，翹足掛樹間，
示以空擔。狼乃止。屠歸。昧爽，往取肉，遙望
樹上懸巨物，似人縊死狀。大駭，逡巡近視之，

則死狼也。仰首細審，見狼口中含肉，鈎刺狼
顎，如魚吞餌。時狼皮價昂，直十餘金，屠小裕
焉。緣木求魚，狼則罹之，是可笑也。
故事的屠夫使計令狼上當，以耳為誘成功捕殺

狼隻，同時也警醒了讀者不要因眼前小利而得不
償失。
從古至今，狼在文學作品中不斷蛻變，但狼那

貪婪殘暴的個性似乎已成了定論，大家不妨多讀
多思，欣賞作家筆下的功思妙想。

隔星期三見報

溫溫故故
知知新新

■心台 中文科老師

上星期略略介紹了先秦道家，若要
更深入地理解道家思想，可從莊子的
寓言故事入手，以下將淺談三則莊子
的故事。
第一則故事，出自《莊子．秋
水》。有一回莊子和惠子在濠水的橋
上遊玩。莊子說：「白鯈魚游得多麼
悠閒自在，看它們多快樂！」
惠子說：「你不是魚，怎知道魚的
快樂？」
莊子說：「你不是我，怎知道我不
知道魚的快樂？」
惠子說：「我不是你，固然不知道
你的想法；你也不是魚，你不知道魚
的快樂，也是理所當然的。」
莊子說：「請追溯你先前問我的

話。你剛才說︰『你怎麼知道魚的快
樂』，就表示你已經知道了我知道魚
兒的快樂而問我，而我是在濠水的橋
上知道的。」
以上就是有名的「濠梁之辯」。惠
施是名家宗師，兩人辯才了得，但故
事帶出的「齊物」思想更值後人咀
嚼。惠施認為魚和人是不可能相知
的，但莊子則認為可以相知。這體現
出莊子的「齊物」思想︰與物相融，
互相貫通。
第二則故事，出自《莊子．齊物

論》。有一天，莊子夢見自己是一隻
蝴蝶，他在花間翩翩飛舞，悠遊自
在，十分快樂，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莊
周。不久他醒來，才驚覺原來是一場
夢！莊周心想︰「究竟是莊周做夢變
成蝴蝶呢？還是蝴蝶做夢變成了莊周
呢？」
「莊周夢蝶」的故事，有理趣，其
意念比西方哲學的「懷疑論」早一千
年；也富美感，歷來是不少藝術作品
的題材。這故事也體現了莊子「齊
物」思想︰一切事物間沒有固定界
限，彼此可交合變化，無論軀體化成
任何物象，都可自適自足，當界限消
失，即可融化為一。因此我們的形體
究竟是人是蝶，也就不太重要了。
第三則故事，出自《莊子．逍遙

遊》。有一次，惠子對莊子說：「我
有一株大樹，名叫『樗』。它巨大的
樹幹上有很多樹瘤，因此無法以繩墨
取直；它的小枝因為彎曲而不合規
矩。即使長在路邊，路過的木匠都不
看它一眼。」
莊子說：「現在你有這樣一棵大

樹，卻擔心它沒有用處，怎麼不把它
種在什麼都沒有的鄉村，廣闊無際的
曠野裡，讓路過的人經過時，逍遙自
在地躺在樹蔭下休息呢？這棵樹既然

沒有所謂的用處，那麼它就永遠不會
被砍伐，可終其天年，又何來招致禍
患呢？」
寓言中的大樹，在世人眼中是「無

用」的，連木匠也不屑一顧。不過，
正因為大樹「無用」，令它不會遭受
砍伐，可保天年，又令其變得「有
用」。所謂「有用」、「無用」，其
實並非絕對，視乎人的識見、看待事
物的角度而異。在現今社會，我們常
以金錢、物質去衡量事物，甚或人的
價值。莊子認為，若能去掉世俗的價
值觀，擺脫觀念的局限、精神的枷
鎖，便可保存天年，達至逍遙的境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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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手開創一片天

■雨亭 （退休中學中文科老師，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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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歡韓國女作家朴垠玲所著的
《師任堂：光的日記》。書中就以一
幅《金剛山圖》縱貫全書，引發一段
刻骨銘心、亦可生死相許的浪漫愛情
故事，非常感人。
山水畫《金剛山圖》，今日可推舉
為國寶，究竟是否朝鮮古代畫家安堅
所作？此書以此為線索，橋段亦古亦
今，從而引出兩段跨越時空、迷離撲
朔、索連古今人物的情節。不過，我
卻喜歡從另外的角度去看此書。
我是從藝術的角度和親子教育兩方
面去看此書。
我覺得書中人物對藝術作品的評
論，可令讀者增進一些美術知識。對
如何欣賞山水畫，也可多知一二。當
書中說到女主角徐智允（現代的人
物，大學藝術系講師）被委派去寫一
篇關於《金剛山圖》的論文，而第一
次有機會看到此畫時，她就有以下一
些看法。
她覺得，無論從筆鋒拖曳揮灑的雄
偉山岩、細細點描的林木、或是山腰
間上騰升繚繞的雲霧，都明明白白地
述說着這是安堅作畫的特徵，但她就
是感覺到有異—作者透過女主角的
口，說出評鑑美術作品的方法，就是
先看畫家的筆法。
她從安堅《金剛山圖》固有的筆法
「短線點皴」，和裱褙的底層緞布使
用的是丹楓紋，而令她對作品的真確
性有點遲疑，因這是日本江戶時代常
用的紋樣—透過對裱褙、紙張、裝配
等較客觀的分析，也是鑑定美術作品
的另一方法。
當少女時代的師任堂（古代情節的
女主角）第一次有機會看到安堅的

《金剛山圖》，她覺得此畫「山勢奔
放、曲流蜿蜒，兩種筆觸相互交融，
山峰走勢之間有如神靈一般，雖然有
着郭熙一派的畫法，但又截然不同，
這皴法，安堅老師果然是最棒的書畫
家啊！」
作者也是透過角色人物，帶領讀者

去欣賞藝術。
師任堂與少年愛侶李謙志趣相投，

一起研究如何調校出可和《金剛山
圖》中的青綠色最相近的色彩。當他
們發覺是可將青藍色與金黃色混和成
青綠色，其後加上些許灰色就成了！
兩人歡欣鼓舞，也由此共譜出一段戀
曲。
在師任堂已為人母，卻在學堂的子
母會上受盡冷嘲熱諷，她就以一支畫
筆，在被茶水污漬濕透的羅裙上，一
展其美術才華，也由此駁斥了那些眼
光勢利短淺的人。
她看着裙襬的皺褶，緩緩提起筆，
用冷靜而堅決的神態，然後下筆。她
的手有如長了翅膀的蝴蝶，輕巧地在
裙服上飛舞。
在眾人的輕讚中，一串串飽滿的、

令人饞涎的葡萄隨着筆尖走動而在裙
上呈現出來。這也是師任堂的藝術靈
魂。
在親子教育方面，師任堂是一個能

身教、言教，總是對人生感到正面和
樂觀的人。面對逆境，她不是逆來順
受，而是要去克服它、改變它。
由於丈夫家財被騙，居住的房子也
賣掉，她被迫帶着四個孩子，住進一
個有搖搖欲墜的屋簷、破爛不已的門
窗、腐朽若折的樑柱的屋院時，孩子
們都在抱怨，她卻帶着孩子去到荒

野，她告訴孩子：「這裡一鳥一蟲何
嘗不是自己去構建自己的世界？」
師任堂問孩子們是否眼中所見的荒

野，是一無所有、不能建屋、不能耕
種的地方？然後她叫孩子們閉上眼，
嘗試着感覺一下，周圍有什麼？
孩子們開始感覺到周圍有花，因為
嗅到有花香；周圍有鳥獸，因為聽到
牠們的聲音；周圍有風吹拂，因為可
感受到。所以，這裡並非真的「一無
所有」。
她用充滿愛意的神情凝望着孩子，

跟孩子分享：「生活時而美麗、時而
艱辛，每一個人的人生，都因所抱持
不同的希望而改變。」
她熱切地盼望，孩子們能抱持着對

生命美麗的嚮往而活。
她舉例說：「若是想要繪畫，就必

須要有一張空白的畫紙，這片荒地就
有如一張空白的畫紙，這也就意味着
你必須開始由自己揮灑。」
師任堂借用了孔子說的「繪事後

素」（《論語．八佾篇》），這是
說：繪畫是從一張空白的畫紙開始。
其實這句原意在於講「禮」和「仁」
這些道德基礎，不過套用一下文字原
意而已。
聰穎的孩子開始笑了，也領會母親

的心意。他們開始種植不同的花木蔬
菜，有如開始繪製自己的「畫面」。
師任堂就是用這方法教導子女，讓

他們自己感受、自己體驗、自己奮
鬥，用自己雙手開創一片天。
今天香港的孩子們，不要再整天自
怨自艾，抱怨這個那個，也不要坐着
等別人的施予，不妨自己去發展自己
的空間，開創「自己的一片天」。

■迪尼路 現職中學教師 gglit@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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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詞有代替、指示的作用。有的代詞是謂詞性。謂詞性代詞只有指
示代詞和疑問代詞兩類。屬於謂詞性的指示代詞有「咁」（這麼、那
麼）、「咁」（這樣、那樣）。「咁」表示程度，如「咁高」（那麼
高）。我們認為「好似雪咁白」（像雪似的那麼白）的「咁」也是屬
於指示代詞。「咁」表示方式，如「咁講」（這樣講），也可以說成
「咁樣講」。「好似瞓着咗咁」（彷彿睡着了似的）的「咁」跟「咁
講」一樣，也是指示代詞，「好似瞓着咗咁」也可以說成「好似瞓着
咗咁樣」。「慢慢咁行」（小心的走）的「咁」，也可以說成「咁
樣」，也應該分析為指示代詞。
屬於謂詞性的疑問代詞有「幾」（多）、「點」（怎麼）。「幾」

表示程度，如「幾高」（多高），可用「咁」回答，如「咁高」（那
麼高）。「點」表示方式，如「點講」（怎樣講），也可以說成「點
樣講」，可用「咁」回答，如「咁講」（這樣講）。「點」也可以跟
「解」組成「點解」（為什麼），用來問原因，如「點解講」（為什
麼講）。
代詞也可以用來替代整個謂語，如「咁嘅嘢」（這樣的東西）的

「咁」、「呢本書，點呀？」（這本書，怎樣啊）的「點」都用來替
代形容詞短語。「咪咁啦」（別這樣子吧）的「咁」、「佢鍾意點就
由佢點啦」（他喜歡怎麼樣就怎麼樣吧）的「點」、「不如等我嚟
啦」（不如讓我來吧）的「嚟」，都是用來替代動詞短語。

代詞

書籍簡介︰
本書運用現代語言學方法，將粵語作為一個完整的

語言系統，從詞彙、詞法、句法等方面，全面論述粵
語語法上的種種表現，兼論粵語音系和各種拼音系統
的異同。一方面可作為研究和學習粵語的教材，讓讀
者對粵語的語言特點有較為完整的認識；另一方面，
以讀者熟悉的具體語言事實來說明比較抽象的理論，
做到既能介紹粵語特色，又
能普及語言學基本概念。

香薰精油近年愈來愈普及，有些
人將精油應用於醫療上，作另類療
法。但更多人喜歡在家中或在辦公
室裡添置擴香機，加入精油數滴，
頓時滿室芳香，令人心曠神怡。
其實只要翻查古書，我們不難發

現古人亦喜歡以合香來為居室增添
香氣。所謂合香，就是將不同的香
料加工後製成的香丸和香粉。
那麼古人喜歡以什麼作合香？古
人一般取材於天然的植物和動物。
木質材質帶有沉穩之感，因此不少
文人雅士鍾愛檀香和沉香等珍貴的
木材製成之合香。有些人更喜歡加
入茉莉花和桂花等作調和。
動物香料方面，則有龍涎香（鯨
魚分泌物）和麝香等。古人把材料
採收後，一般會將之碎成粉末，再
以蜜煉或蒸煮等不同工序處理，最
後揉搓成丸粒或保持粉末狀。用時
將之放在火爐上，香氣徐徐散發到
每一角落。
如各位都對製作古方合香有興

趣，可參考古籍，或上網尋找。今
天跟大家分享兩個古方，分別為
「鵝梨帳中香」和「二蘇舊局」。

鵝梨帳中香
此合香又名「江南李主帳中

香」，據說此古方為李後主宮所流

傳下來。古籍記載方法各異，其中
一種如下：先取沉香木一両和鵝梨
（即鴨梨）十枚，將沉香木研粉，
加入梨汁混合，放入清潔容器中隔
火水蒸，直至梨汁收乾為至。
此舉是借梨汁的果蜜香，將沉香
的木香昇華至另一層次。

二蘇舊局
蘇軾和蘇轍兩兄弟為宋代大文

豪。相傳二人鍾愛香品，故託人製
作合香。材料有沉香、檀香、琥
珀、乳香、煉蜜和茉莉花。將前四
種材料壓碎並混合，加入煉蜜揉搓
成丸，並將乾品茉莉花瓣鋪於蜜丸
表面再陰乾。
此方中每種材料各司其職，如沉

香馨醇厚重；檀香則清香淡雅。各
材料混合後能相得益彰。
中國合香史源遠流長，讀者如有

興趣，不妨找一些合用的古方動手
一試，為屋室添上香氣。

■周浩文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語言通用
教育學部講師
網址：www.hkct.edu.hk/
聯絡電郵：dlgs@hkct.edu.hk

■狼在中國文學中的
形象以負面居多。

資料圖片

■莊子夢見自己是隻蝴蝶，醒來後搞不
清哪個才是夢。 資料圖片

■■沉香沉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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