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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節氣 太陽轉一圈
在二千多年前，中國先民通過觀察太
陽周年運動軌跡，和天文氣候的變化規
律，將太陽周年劃分為基本等長的24個
時間段落，創設了中國人特有的知識體
系，就是二十四節氣。
二十四節氣不僅支配着古代中國的農
業生產，如今仍然影響着數以億計中國
人的思維和行為準則。例如其中的「雨
水」，孩子們會結伴去鄉間，聽鳥鳴、
採摘鮮草。媽媽則在家裡忙着準備湯
丸，因元宵節快到了。廣場上的舞龍燈
一片喧鬧，祈盼着新的一年會豐收。
二十四節氣是一個統稱，其中包括12
個中氣和12個節氣，中氣和節氣梅花間
竹地排列。12個中氣分別是春分、穀
雨、小滿、夏至、大暑、處暑、秋分、
霜降、小雪、冬至、大寒和雨水，分屬
於12個以地支排列的月份，即由農曆二
月開始，屬卯月，然後順序為辰月、巳
月、午月、未月、申月、酉月、戌月、
亥月、子月、丑月，再排到翌年一月，
即寅月，再從頭開始。
春分後的第一個節氣是清明，其後依
次是立夏、芒種、小暑、立秋、白露、
寒露、立冬、大雪、小寒、立春和驚
蟄，它們相隔在兩個月份之間。
從地球觀測，太陽一年裡在恒星間劃
過的軌道稱為「黃道」，以 360度黃經
來量度。二十四節氣正好把黃道分成24
個等分，即每個節氣相差黃經15度。春
分時黃經為0度，清明時黃經為15度，

如此類推。
春雨喚醒大地，隨風潛入人間。萬物

回復生命力，枯木藉以逢春，種子得到
雨水滋潤發芽。農業是華夏文明萌芽和
發展的基石，而水就是中國人最重要的
資源，所以就有了一個反映降水現象的
節氣。
四川省，位於中國西南部，是中國最

富庶的盆地。四季分明，森林茂盛，被
人譽為天府之國。每逢「雨水」，一場
春雨過後，山坡或林間，已經靜候一整
個冬季的竹子，吸收了足夠的水分，就
會破土而出。
中國是竹子這種神奇植物的原產地，

眾所周知，它是大熊貓的主要食物。大
熊貓喜歡濕潤的氣候，為了方便隱藏，
牠們選擇有斜坡、山溝的地方。而竹類
也喜歡濕潤的氣候，生長在斜坡上，所
以四川順理成章地成為著名的大熊貓故
鄉。
四川都江堰市附近，有一片茂密而美

麗的竹林，名叫竹海洞天。雨後春筍一
詞，可用來形容新生事物發展迅速，其
原意就是取自於雨水時節的春筍，大片
大片地發芽，快速生長。
竹子由竹筍開始，只需45天就好幾米
高，三五年間，就是一大片竹林了。竹
海洞天的管理人員，每年到了「雨水」
這節氣，就很忙了。為了給大熊貓採摘
豐富美味的食物，可能要連續辛苦好幾
天。

竹筍也是中國的傳統美食，歷史非常
悠久，而最好口感的出產時間，就是春
天這季節，因其水分含量好一點。在
《詩經》中，也有關於吃筍的題材。所
以「雨水」節氣，是享用新鮮竹筍的最
佳時節。
宋代詞人蘇東坡曾說過：「寧可食無

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
人俗。」而且「人瘦尚可肥」，但「士
俗不可醫」，可想而知，竹對中國人的
文化、精神等，影響之深。
四川人喜歡用竹筍做食材，煮出很多

好味道的菜式，他們就有句話：「門前
竹，千年福。」竹子一節一節向上生
長，寓意步步高升，是吉祥的象徵。而
它們本身，中空外直，不攀不纏，也是
有氣節的君子作風。

●雨亭（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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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圍找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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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教育局公布高中四個核心科目的
修訂方案，一個月的諮詢期也已於3月2日
結束。中文科的考評及課程改動較大。考
評方面，首先由四卷減至兩卷，保留卷一
閱讀及卷二寫作兩卷，寫作卷將增加實用
文寫作元素；刪去卷三聆聽及綜合和卷四
口語溝通（說話）。校本評核方面，則取
消提交選修單元和閱讀記錄的分數；保留
閱讀匯報，分數組合則須包括一次文字報
告及一次口頭匯報。課程方面，則刪去選
修單元，把其「融入」原有的必修課程
內，並加強中國文學和文言經典的學習內

容，其中將增加文
言文建議篇章。
這個修訂是回應
過往對中文科課程
過於臃腫、龐雜，
考評過於繁複、瑣

碎，師生疲於奔命的情況；也是配合四個
核心科目的精簡，以省出時間給學生增加
其他學習經歷、深入鑽研選修科目和擴闊
學習視野的安排。
當局估計高中中文科修訂後，將能省出

50小時。這一重大修訂無疑回應了過往學
界對中文科的批評，但也有人認為是矯枉
過正。

剩校本評核口頭匯報
其中刪去口語溝通卷最受爭議。文件指

說話能力將融入校本評核內閱讀匯報中的
口頭匯報，但「匯報」只能是個人的、單
向的口頭表達，與舊有的小組討論難以比
擬。小組討論能促進學生之間互相回應交
流、刺激思維、有效聆聽、注意應對態度
等功能，而公開考評的效度和信度亦比校
本評核為高。

課程改革一向強調知識、技能、態度三
者並重，其中技能與態度是紙筆考試難以
評估的，而口語溝通卷正能完成此一任
務。學習語文，不但要懂得文字的書寫和
閱讀，也需懂得口語的表達和聆聽。

不利擅長說話學生
香港是一個商業社會，溝通能力對於學

生未來的工作和生活非常重要。一旦刪去
此卷，學校的說話教學無疑也會失去重
視，最終影響的是學生的溝通能力。
另外，不同學生在語文能力方面也有不

同的專長。改革後失去口語溝通卷，會令
一些較擅長說話的學生失去優勢。過去中
文科被視為「死亡之卷」，「致死」的正
是閱讀卷；如今刪去能「救人一命」的說
話卷，再加重閱讀卷的分量，必然合格率
堪虞。

普通話退出公開試
高中普通話科曾是會考的科目。新高中

課程實施後，普通話不再獨立成科，而成
為中文科的選修單元，用以校本評核。而
公開試方面，則容許擅長普通話的學生在
口語溝通卷中選擇以普通話應試。如今口
語溝通一卷取消，高中公開試的普通話元
素也將全面告別歷史舞台，對普通話教育
而言更為不利。
對於刪去聆聽及綜合卷、校本評核刪去

選修單元及閱讀記錄的異議不大，加強中
國文學和文言經典學習內容的用心也應是
良好的。不過，經此修訂，中文科真的能
省出50小時分給其他學科嗎？還是以往的
課時嚴重不足，如今只是令以前超耗的現
象稍有改善？
最重要一點，是我們應該讓學生學些什

麼呢？我國有五千年古老而優秀的文化，
文學文言浩如煙海，一切皆應學，但以高
中學生的水平，他們能學齊全嗎？如果課
程過度加強文學與文言的內容，可能只會
強化中文科「死亡之卷」的形象，增加學
生對本科的恐懼，最終得不償失。

隔星期三見報

學學語語
習習文文

●陳仁啟中學中文科教師

最近跟同學們上課，話題總是離不開
新冠肺炎的疫情問題，大家都希望可以
到外地逛逛。這天我們又開始說到疫下
戴口罩的事，有一位同學說：「我們這
口罩從上年就開始戴，看樣子一直要戴
到下年。」另一位同學馬上就糾正這位
同學，說：「不是『上年』、『下
年』，而是『去年』、『明年』。」現
在普通話科在中小學已經是必修科目，
香港同學的普通話發音也愈來愈標準
了，但是因為日常生活還是以粵語為
主，所以免不了在說普通話的時候，不
知不覺就用了粵語用詞。這讓我想起不
久前學員鬧的一個小笑話。
話說那天上完課正準備離開時，在校

門口看見一位陳同學在找手機，找了半
天也找不着，我就說：「你再仔細找
找。」陳同學說：「學校周圍都找過
了。」我說：「別光在學校周圍找，也
許放在教室裡了。」「我在教室周圍也
找過了。」我一聽，笑了：「要找就在
教室裡邊兒找，用不着在教室的周圍去

找哇！」陳同學說：
「我就是在教室裡頭
『周圍』找嘛！」我忽
然明白了，他用的是粵
語，意思其實是說在教
室裡「到處」都找過
了……
粵語的「周圍」有兩

個意思，一個等於普通
話的「周圍」，一個等
於普通話的「到處」，
香港同學說普通話的時候要注意分清
楚。有關位置的詞彙，粵語和普通話有
差別的，例如粵語的「開面」、「出
面」和「埋面」、「入面」，分別等於
普通話的「外邊兒」和「裡邊兒」。但
有時又有「靠外邊兒」和「靠裡邊兒」
的意思，這時候的「靠」字是不可以省
略的。比方說「本書放響櫃筒開面」，
普通話就要說成「那本書放在抽屜靠外
邊兒。」如果你省略了「靠」字，就變
成了本書不是放在抽屜裡，而是抽屜外

面了。
又如粵語和普通話都有「早晨」一

詞，但粵語的「早晨」是「早」的意
思，普通話的則是從天將亮到八九點鐘
的一段時間，意思是不一樣的。再如粵
語的「晏晝」一詞，這是個比較模糊的
概念，可以指中午，也可以指下午，但
在普通話裡面則沒有相對應的詞。
同學們，我們在學好普通話的發音之

後，就要掌握詞彙、語法的差異，這樣
才可以更上一層樓。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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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良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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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了課室「周圍」，那課室裡面呢？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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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筍在雨後大片大片地發芽，快速生
長。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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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原文
《論語．為政》：「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語譯
孔子說：「君子只有和人志同道合，不會偏私結黨；小人卻只有偏私

結黨，不會和人志同道合。」

釋文
「比」，粵語讀如「避」，陽去聲。普通話則以去聲為舊讀，以上聲

為今讀。「比」有若干解法，這裡是「以利合」、「偏私結黨」的意
思，和「周」的「以義合」、「不偏私結黨」意思相對。前人喜歡把
「周」解成忠信。忠信似乎不是「周」的直接意義。不過，一個不偏私
結黨的人，肯定也是一個忠信的人。

釋義
小人是沒有德智、沒有修養的人。人因為偏私而結黨。偏私可以對人

而言，也可以對事物而言，唯利是圖就是一種偏私。偏私是人的天性。
每個人都不免會有所偏愛：父母可能會比較喜歡某一、兩個子女，老師
可能會比較喜歡某幾個學生，我們也會偏袒自己的好朋友。這是人之常
情，而有些人又確是特別討人喜歡的。不過，遇到要判斷對方的好壞的
時候，我們一定要用理智分析，不要讓我們的私心影響和控制我們。我
們一定要大公無私，才可以得到別人的信服，才可以問心無愧。
在日常生活裡，我們也應該避免為了個人的好惡和恩怨，結黨營私，

盲目排擠、攻擊和陷害跟自己意見不一致的人。我們結黨營私，排擠別
人，積怨既深，別人也可以結黨排擠我們，到頭來也難免身受其害了。

書籍簡介︰
本書選錄了六十則古箴言，文簡意賅，音節鏗鏘，易於

記誦，依內容性質分十五章。

現 代 文 學 隔星期三見報

《國學叢刊序》

（續3月3日期）
今且旁行斜上。盡譯遺經。海嶠天涯。爭開文館。矧茲宗國。尚有典

型。老成未謝。睹白首之伏生。來者方多。識青睛之徐監。方將廣魯於
天下。增路於椎輪。張皇未發之幽潛。開闢無前之涂術。信斯文之未
墜。佇古學之再昌。杞人之憂。斯亦惑矣。予性不通敏。幼學多歧。屠
龍之技未成。雕蟲之心轉熾。朝市中隱。閉戶自精。朋從往還。稽古相
勖。於是乃有國學叢刊之約，歲成六編。區以八目。曰經。曰史。曰小
學。曰地理。曰金石。曰文學。曰目錄。曰雜識。將以續前脩之往緒。
助學海以涓流。蚊負之身。知非可任。鴻碩之士。幸共圖成。跂予望
之。毋我遐棄。宣統辛亥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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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解
《國學叢刊》是一輯經史、文學及金石學的學術研究典籍，羅振玉在

序文中詳論其編輯旨趣。清末西學成風，國人重視科學技術。羅振玉在
致力農技的開創與農書的翻譯之餘，醉心國學。所編《國學叢刊》，旨
在發揚舊學精粹，他認為有清一代學術不但未嘗輕廢，而且屢有創新。
文中先論傳統國學的重要及今人治古學的優勢，繼而總述清代學術的輝
煌成就，以此勉勵後學奮發圖強。

●中文科將刪去口語溝通卷。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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