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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姑媽」回鄉 銀飾慶祝苗年
「小雪」節氣來臨的時候，中國北方
已是天寒地凍，冰天雪地，正是「青山
也有白頭時」。不過，中國人累積千百
年的經驗而得出的結論是，這時候落
雪，意味來年豐收、物產富足。
在南方，才剛完成收割稻米。苗族，
中國其中一個最古老的少數民族，會在
這個時候慶祝新年，稱為「苗年」。
對其他民族來說，「小雪」只是很普
通的節氣，但對苗族人來說，這是一年
中最歡慶的時刻。
苗族人一早已收割好稻米，家家已為
慶祝豐收做準備。這時候，卻有農人拿
着一個穿底的竹簍，走落已收割的田
間，一吸一放的，原來他在捉魚。
田間積了些水，也繁殖了一些魚苗，
以吃碎草為生，叫做「田魚」。其實這
是小鯉魚的一種，顏色銀白，味道鮮
美，連柔軟的鱗片也可吃。利用稻田養
魚，可以減少害蟲和雜草，排洩物更可
以保持土壤肥沃。這個方法既可以增加
水稻產量，又可以有魚佐餐，一舉兩
得。
「苗年」，相當漢族的春節，散居外
地的苗人，都會趕回來過這個「苗
年」。一來慶祝豐收，二來預祝生意蒸
蒸日上。苗年除夕的晚飯是家庭盛宴，
而第二天的慶典，就是全族人的盛會。
貴州雷山縣，是苗族主要聚居地之
一。這裏的苗年傳統已傳承了數千年，
特別盛大。女士都盛裝赴會，頭戴銀

冠，上有銀花銀角。銀器首飾，是雷山
苗民過年不可少的裝飾物。據說這裡的
苗族少女，過年時身上都要有二三十斤
的銀器首飾。
製作花絲銀飾，最基本也最辛苦的，

是將四方形的銀條，拉成頭髮絲般幼細
的銀絲。一種專用的「拉絲眼板」，就
有52個大小不同的小孔。就是說一條銀
條，要經52次穿過眼板之後，最終才會
拉到像髮絲般幼細的銀絲。
這種叫做花絲工藝，一綑綑的銀絲，

才按圖案屈曲圈紮，然後燒接固定，才
製成精美的飾物。苗族人可能是中國人
之中，最喜歡銀的民族，這是數千年的
文化傳統。對於苗族人來說，銀寓意好
運，以及對未來的美好祝願。
苗年慶典，是一片銀海。這是苗族人

一年一度最隆重的節日，舊年過去，新
年伊始，大家一同慶祝。「姑媽」，代
表苗族已婚女子，她們會回娘家，參加
苗年最傳統、最熱鬧的活動。
哪些是已婚的「姑媽」，哪些是未婚
的姑娘？就要看她們的頭飾了。那些頭
盔上有銀色牛角的，就是還未出嫁的姑
娘。沒銀角而只有頭花的，就是已出嫁
的「姑媽」。
過去由於交通不便，遠嫁他方的「姑

媽」，每年只可以在苗年回娘家一次。雖
然現在情況不同，但這個習俗，已演變成
苗年期間的一場盛會。幾千名「姑媽」抬
着雞、鴨、魚、肉，和剛剛收割的大米等

禮品，浩浩蕩蕩地回娘家過年。
做妻子的挑着禮品，做丈夫的就吹着

蘆笙護送，這個算是苗族女人的節日。
而為了迎接回娘家過年的女兒和女婿，
娘家的人也忙個不亦樂乎。預計一班
「姑媽」快要到達村口時，家人會趕到
寨門口，擺上攔門酒。「姑媽」每過一
道坎門，就要喝一杯米酒，前後共12道
呢。
喝完整整一公里長的攔門酒，燃放完

一輪爆竹，「姑媽」終於跟一年沒見的
家人團聚。各家各戶的廚房都熱氣騰
騰，糯米一早泡好，用木桶蒸籠蒸熟之
後，經過一輪搥打，成為苗族特有的小
吃－糍粑。糍粑是黏糯香甜的米糕，是
苗民慶祝苗年的美食。
大家齊集於村寨廣場，跳蘆笙舞、打

糍粑、吃長桌宴，齊來參與這盛大慶
典，也預祝來年稻米獲得大豐收。

●雨亭（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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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納銀買平安《六國論》針砭時弊
因疫情關係，停課多時，來屆文憑試考
生失去不少學習時間。考評局決定來年一
屆文憑試中文科卷一閱讀卷暫不考《岳陽
樓記》及《六國論》兩文，以減少考生的
溫習範圍，紓緩壓力。查去屆考試，此兩
文為深入提問的重點範文，來屆暫不考也
是合理，因考試慣例常有今年已考，下年
暫不考的情況。本欄曾討論過《岳陽樓
記》，這次就藉機談談《六國論》。
《六國論》是文憑試中文科12篇指定範
文之一。早在1980年開考的會考，《六國
論》已是「甲乙組共同課文篇目」的會考

範文之一。直至
2005年新會考課程
實施，不考範文，
此文才暫時退隱。
當局於2015年重擬
12 篇範文，並於

2018年開考，《六國論》又再榜上有名。
《六國論》的作者是北宋的蘇洵。他有
兩位著名的文學家兒子——蘇軾及蘇轍，
父子三人並稱「三蘇」，在「唐宋古文八
大家」之中佔了三席。據《宋史》載：
「蘇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他年二
十七才開始發憤學習，並參加科舉考試，
可惜皆不中。他憤而焚去所作文章，閉門
讀書。最後「遂通《六經》、百家之說，
下筆頃刻數千言」。嘉祐元年（1056
年），他帶着蘇軾及蘇轍兩名兒子到首都
汴京遊學，文章得到當時名士歐陽修賞
識，聲名大噪。
《六國論》分析戰國時代，六國最終亡
於秦的原因。歷代對秦統一天下、六國覆
亡的原因皆有不少分析。而蘇洵只提出一
個觀點——「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
善，弊在賂秦。」直指出賣土地、賄賂強

秦才是六國滅亡的主因。據蘇洵的看法，
直接因「賂秦」而亡的國家是韓、魏、楚
三國。而齊、燕、趙三國並不賂秦。他強
調「不賂者以賂者喪」，因為當賂秦之國
滅亡後，其他國家「蓋失強援，不能獨
完」。他特別說明，齊國不賂秦，但受秦
國遠交近攻的迷惑，依附秦國而不助五
國，最終「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至
於「燕趙之君」「義不賂秦」，能用兵力
抗秦國，如果不是後來策略錯誤，也不至
於亡國。所以蘇洵總結說：如果三國各愛
其地，齊國沒有附秦，燕國不用刺客，趙
國良將李牧猶在，那麼勝負便很難說了。
文章至此，其實可以完結，但蘇洵此

文，志不在論史，而是以此針砭時弊。他提
出六國與秦皆是諸侯，雖然勢力較秦弱，但
尚有勝秦之勢。如果「以天下之大，下而從
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正是

有意諷喻當時北宋的對外政策。
北宋立國，為矯唐末五代以來武人專

政、藩鎮割據的亂局，實行「重文輕武」
及「強榦弱枝」的國策，但這些政策最終
導致北宋積貧積弱，而且外敵環伺，最終
亡國。北宋經過太祖、太宗二帝的努力，
天下大致統一，但北方契丹人建立的遼
國，力量強大，而且自五代石敬瑭割讓燕
雲十六州後，令中原北部失去山嶺阻隔，
華北平原暴露在契丹人的鐵蹄之下。
宋真宗咸平年間，遼國入侵，真宗親征
險勝，雙方定立「澶淵之盟」，協定宋每
年輸遼歲幣銀十萬両、絹二十萬匹。後再
增加至銀二十萬両、絹三十萬匹，以換取
和平。而西北方由党項羌建立的西夏也時
常侵擾，宋向西夏納銀十萬両、絹十萬
匹、茶三萬斤，以平邊患。這種「賄賂」
的行為，不但不能減少敵人的野心，而且

增加了他們的氣焰，也使積貧的問題更嚴
重。如蘇洵所言：「猶抱薪救火，薪不
盡，火不滅。」所以「弊在賂秦」是意有
所指的。
蘇洵的兩名兒子也各寫了一篇《六國

論》。蘇軾的《六國論》指出「智、勇、
辨、力」是「天民之秀傑」。統治者如果
能禮待這些人才，得為己用，則天下便能
牢牢掌握。他說：「故先王分天下之貴富
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
矣。」而蘇轍的《六國論》則指出六國因
「慮患之疏，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
勢」而滅亡。他所說的「天下之勢」是指
韓、魏兩國的戰略地位。秦能控制這個
「勢」，而燕、趙、齊、楚則不能，最終
秦統一六國。兩兄弟對六國均有各自的見
解，但始終不及父親「弊在賂秦」的觀點
更有針對性和時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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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學語語
習習文文

●陳仁啟中學中文科教師

我們常說「語言離不開生活」。人們
用語言作為表達的載體，以達到說出自
己看法，與他人溝通的目的。尤其是近
年香港的學生學習普通話，由於香港和
內地共同的歷史、文化背景，學習語言
的目的更多是能夠在生活和學術上進行
無障礙交流、溝通。因此，在學習普通
話的時候，中、小學生的教科書會將普
通話和生活中熟悉的事物進行聯繫，以
增強他們的交際能力。
然而在任教普通話的時候，我卻遺憾
地發現不少學生並沒有把自己的生活經
驗融入學習，而是單純地把自己想像成
「答題機器」地敷衍答題，結果當然是
給出不少讓人啼笑皆非的答案。
比如在一次聆聽練習當中，錄音是一
則天氣新聞，內容大概是說當天是颱風
天，下大雨，天文台懸掛了三號強風信
號，然後紫外線指數是二，強度屬於
低。
在這個練習當中，學生需要填寫正確

的紫外線指數，我本來以為結合題目的
天氣背景和後續形容作為提示，這道問
題的難度應該頗低，但出乎意料的是，
還真有同學出錯了。當我邀請同學給出
答案的時候，那位同學毫不猶豫地寫
「十二」。在我目瞪口呆之時，另一位
看到他答案的同學只是淡然的說了句：
「咦，你寫的十二啊？我答的是二。」
絲毫沒有發現這個答案不合常理。他們
真正了解這個答題背後的問題是在我揶
揄那位同學之後。
「你確定颱風、下雨天太陽還這麼熱

嗎？紫外線指數十二那麼強？」我此話
一出，同學們立馬哄堂大笑起來，答錯
的同學這才回過神來，訕笑着撓撓頭，
解釋說：「我聽到他說紫外線指數十二
就立刻寫下來，我沒想這麼多。」
我相信這位同學的解釋也正是不少同

學的心聲，聽到什麼就寫什麼，不用想
這麼多。可是，這是學習語言的正確態
度嗎？在絕大部分情況下，語言並非單

獨存在的，它不能跳脫我們生活的常
理。試想一下，如果答錯的同學並非在
回答題目而是跟人交流，對方肯定瞠目
結舌，覺得同學的話語前後矛盾，自然
不明所以。
語言既離不開生活，也離不開常理，

同學們請不要把自己變成「答題機
器」，要是如此，與他人溝通的目的難
道還能達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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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祉佑（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創辦於1976年，是香港地區首個專注推廣普通話的
民間團體，並致力提供各類型的普通話課程。）

現 代 文 學 隔星期三見報

《國學叢刊序》

（續12月16日期）
窺倉沮之遺蹟。和闐古簡。鳴沙祕藏①。繼魯壁而重開。嗣釐冢而再
出。古所未有。悉見於今。此今易於古者一也。古者風化阻於山川。學
子勞於負笈。文翁②蒞蜀。西州方起誦聲。道真還鄉。南域乃興文教。
然交游終限於九州。馳觀不及於域外。今則聲氣相應。梯航大通。長慶
樂府。傳入雞林③。尚書百篇。攜來蓬島④。

（未完待續）

書籍簡介︰
《中國現代文學精華》所錄都是現代名家之作，有膾

炙人口的篇章，也有議論宏深的佳構。文章有文言的、白
話的，皆經考證，並附詳細
的參考資料。

羅振玉

註釋
①「和闐古簡」兩句：和闐，位於新疆塔里木盆地。匈牙利考古學
家斯坦因（A. Stein）在清末民初多次赴中國西北考古，在和闐發
現大批漢晉木簡。羅氏著有《簡牘遺文》、《小學術數方技》論
述有關材料。鳴沙，甘肅敦煌鳴沙山。光緒三十三、 四年間
（1907 - 1908），王姓道士在鳴沙山千佛洞發現古代藏書石室，
中有六朝至宋初之經書、佛典及佛像。佛典由古梵文、波斯文、
突厥文及回鶻文等寫成。其後羅氏據此編刊《敦煌石室遺書》、
《石室秘寶》、《鳴沙石室逸書》及《鳴沙石室古籍叢殘》等。

② 文翁：文翁，漢廬江舒人，漢景帝（前188 - 前141）末為蜀郡
守，有政績，使蜀郡文風大振，教化大興。

③ 「長慶樂府」兩句：長慶樂府，指白居易（772 - 846）《白氏長
慶集》中的「新樂府」。雞林，古國名，即西漢時古代三韓之一
的新羅，後統一整個朝鮮半島。東漢永豐八年（六六），新羅王
夜聞金城西始林間有雞聲，遂更國名為雞林。

④蓬島：即蓬萊山，古稱仙人居，此借指日本。

●苗家女銀飾盛裝慶苗年。 資料圖片

●陰天的紫外線指數還有十二？想也知
道不合理。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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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律
（續12月9日期）
古人把宮商角徵羽五聲和四季、五方、五行相配。這種配合關係，可

舉兩條舊注來說明。《禮記．月令》鄭玄注：「春氣和，則角聲調」，
所以角配春。《呂氏春秋．孟春紀》高誘注：「角，木也；位在東
方」，所以角配木，配東。其餘由此類推。顯而易見，這樣解釋是沒有
科學根據的。
古人對於五聲和四季、五方、五行的具體配合既然有了一種傳統的了

解，那麼古典作家的作品在寫到某個季節時連帶寫到和這個季節相配的
音名和方位，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歐陽修《秋聲賦》之所以說「商聲主
西方之音」，就是因為古人以秋季、商音和西方相配的緣故。
歐陽修《秋聲賦》接着還說：「夷則為七月之律。」夷則和七月的

聯繫要從十二律和十二月的配合來說明。
（未完待續）

書籍簡介︰
本書由北京大學王力教授主持編寫，經眾多專家學者

審閱修訂，分十四個範疇，從宏觀和微觀的層面系統地概
述了中國古代名物制度、政
治體制、衣食住行等文化和
生活的方方面面。

作者
羅振玉（1866 - 1940），字叔蘊，又字叔言，號雪堂，晚號貞松老
人。羅振玉是近代考古學大家，為甲骨文學的開山祖師，於文化遺產
的整理貢獻至鉅。他對殷墟甲骨文的搜藏研究、敦煌文獻和漢晉木簡
的整理及考釋，以及明清內閣大庫檔案的保存，均屬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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