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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異鄉懷故舊 獨賞梅花寄身世
提起宋詞，不得不提周邦彥。周邦彥，
字美成，號清真居士，杭州人。他是北宋
晚年最為人所熟知的詞人，曾任大晟樂府
提舉官，任官期間對完善詞的體系作出很
大的貢獻。後世的人認為他是婉約派的
「宗師」，他更被稱為「詞家之冠」、
「詞中老杜」。
周邦彥的作品內容頗為豐富，這一回我
們集中說說他羈旅行役和詠物抒情之作。
有關羈旅行役之作，最為經典的當推《齊
天樂．秋思》，詞的上片描繪了蕭條秋
色，「綠蕪凋盡台
城路，殊鄉又逢秋
晚」，台城邊上雜
草叢生，遊子身在
異鄉又剛好遇上了
深秋時節，為全首
詞奠定了冷清基

溫故
知新

調。
這時「暮雨生寒」，傍晚時分的秋雨更
為此情此景添上幾分寒意。又聽見「鳴蛩
勸織」，蟋蟀鳴聲響個不停，似是勸加快
編織，以添厚衣抵寒，於是「深閣時聞裁
剪」，仍不時聽見那閨中女子在趕製冬
衣。「雲窗靜掩。嘆重拂羅裀，頓疏花
簟」，詞人撤去織有花紋圖案的竹涼蓆，
重新鋪上羅裀，以迎秋來，縱然夏日所用
已收藏好，但他「尚有綀囊，露螢清夜照
書卷」，留起那伴他走過漫漫長夜的綀
囊，將在那寒冷時節繼續和他度過一個又
一個的夜晚。上片將詞人那寥落的心情盡
現詞中。
詞的下片則追憶故人和往事，抒發了詞
人對荊江故舊的懷念。「荊江留滯最久，
故人相望處，離思何限。」詞人在荊江停
留的時間甚長，站在這處想起昔日之景，

花風采的伏筆。然後又細寫梅花的嬌態，
「露痕輕綴，疑爭洗鉛華，無限佳麗」。
梅花上還留有露水痕跡，好似美人洗卻脂
粉，更顯得麗質出眾。接着詞人回想起去
年賞梅的情景：「去年勝賞曾孤倚，冰盤
同宴喜」。他當時自己獨自一人賞梅，頗
有寂寞之意。「更可惜，雪中高樹，香篝
薰素被」，一眼望去，那高高的梅樹被厚
雪所覆蓋，就如香篝上薰着一張素白的被
子，令人心生好感。雖然內心寂寞，但這
一株梅花卻為他增添了暖意。
詞的下片，詞人的思緒又回到今年眼前
之景，「今年對花最匆匆，相逢似有恨，
依依愁悴」，今年的光景和去年不同，詞
人離別在即，已無心情觀賞眼前之景，竟
生出一種感覺，那花兒似有離恨之意，更
見那憔悴之情。花兒焉能有情，只是詞人
心中有意罷了。「吟望久，青苔上、旋看

恍如和故人遙相對望，昔日一別，離別的
情思無限延伸，連綿不絕。
又想起了當日「渭水西風，長安亂葉，
空憶詩情宛轉，憑高眺遠」，他憶起了汴
京也正是西風落葉的晚秋，想起了昔日和
三五知己在那以文會友、吟詩唱和，令人
無限懷念，於是登上高處，只求一醉，以
遣內心愁緒。「正玉液新篘，蟹螯初
薦」，有酒焉能無佳餚，他一手持蟹螯，
一手持酒杯，直至「重醉倒山翁，但愁斜
照斂」，即使夕陽西沉，喝至酩酊大醉，
但那愁思仍是無處可逃。詞人將遲暮之
悲、羈旅之愁與故人之情融成一片，令人
不禁嘆息。
至於詠物抒情之作則推《花犯．小石梅
花》。上片先從眼前的梅花着手，描寫其
風采依舊：「粉牆低，梅花照眼，依然舊
風味。」「依然」二字埋下了敘寫去年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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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墜」，看見那梅花散落，他不禁停留觀
望，落花無情，觀者有意，眼前此景又令
他想到「相將見、脆丸薦酒，人正在、空
江煙浪裡」，待那梅子成熟時，自己已身
處江中，暗傷羈旅飄泊之苦，他把這情思
延續，嘆曰：「但夢想、一枝瀟灑，黃昏
斜照水」，此後自己天涯飄零，只能在夢
中再見那枝黃昏夕照下的梅花了。不少人
認為此詞有所寄託，《雲韶集》曰：「此
詞非專詠梅花，以寄身世之感耳」，可堪
玩味。
●心台 中學中文科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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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清思

放下書本去煲劇 模仿明星學語感

隔星期三見報

命題說話是普通話水平測試中非常重
要的一部分。 這部分除了考核語音標準
度之外，還要看說話人普通話語感如
何，語音面貌是否能夠達標 。
很多學生在朗讀部分表現得相當不
錯，但一到命題說話部分，方言的小尾
巴就露出來了：比如翹舌音不到位，比
如陰平偏低的問題等；還有的人可以將
字音字調的標準度控制住，但語調總是
怪怪的，聽上去顯得生硬突兀、不自
然，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普通話的語感或
語音面貌不太好。這些都會影響成績。
翹舌音和聲調，這些都是有標準可循
的，但是語感和語音面貌是什麼呢？
先來說說「語感」。《現代漢語詞
典》對語感的解釋是：「言語交流中之
人對詞語表達的直覺判斷或感受」。 王
培光教授在他的《語感與語言能力》一
書中提出，語感是和語言相關的能力。
也就是說，語感指的是說話人對所使用
的語言的感覺和判斷，是一種主觀的能
力。比如我在講粵語的時候，是否能聽

出自己的語音語調有問題從而加以修
正，這是語感。
「語音面貌」又是什麼呢？面貌，
《現代漢語詞典》解為以臉來「比喻事
物所呈現的景象和狀態」，所謂語音面
貌，顧名思義，當然指的就是說話人呈
現出來的語音的客觀狀態 。 我自以為
自己的粵語很不錯是不行的，要讓母語
為粵語的人判斷是否標準，能不能聽出
我的北京口音，這是語音面貌。
語感既然是一種與語言相關的能力，
這種能力愈強，學習起來就應該更加事
半功倍。普通話之於粵語，是共同語和
方言的關係，差異最大的部分是語音。
所以，要想學好普通話，在掌握了基本
的普通話發音之後，培養和提升自己的
普通話語感就變成了非常重要的一件
事。
如何在練習中增強自己的語感呢？對
那些希望考到高分的學生，在考試前我
給出的建議通常都是：放下書本，不要
再聽範讀錄音，去找一些普通話的綜藝

言必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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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事有爭存智勇
修身立業顯族親

● 放下書本，找一些普通話的電影電視
劇來看，有助增強語感。
資料圖片
節目或者電影電視劇來看。找自己最喜
歡的明星，或者最感興趣的節目，每天
看上一兩個小時，找他們說話的感覺，
模仿他們說話的語氣和語調。臨陣抱佛
腳，這是最容易最有效也是最有趣的提
升語感的辦法了。
我有個學生，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克服
了他命題說話時總是揮之不去的那點怪
怪的腔調，呈現出比較好的語音面貌，
終於考到了一級。

●高蔚
香港恒生大學中文系講師

「孝」是中國傳統倫理的極重要德目，有「百行孝為先」之說。時至
今日，人們常以是否「孝順」來評價一個人的品格。為何「孝」在中國
人倫思想裡如此重要？「孝」與「順」又是怎樣的關係？
中國社會長期以農業為主要的生產模式，於是形成以家族為本位的社
會網絡，例如俗諺有謂「養兒防老，積穀防饑」，便見傳統中國農業社
會中，家庭是人們生活的重要保障。後來雖然商業發展漸盛，然而家族
宗法制度不但沒有失色，反而發揮着維持家族利益的作用（明清時期，
孝道更是推動商業發展的助力）。就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再加上漢代
「獨尊儒術」後，儒家所倡的「孝悌」便成為國人的重要道德觀念。可
見，「孝道」的形成，雖有現實利益的考慮，但也由於儒家的提倡，使
其不止於功利，而是人格的彰顯。於是「孝」成為中國人長久以來，用
以衡量一個人道德水平的基礎標尺。
《說文解字》：「孝，善事父母者。」孝的意思是善於與父母相處。
孔子亦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
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第一》）孔子認為年輕人最優先應該
學會的，是與父母兄弟的相處，然後再推而廣之，博愛眾人，最後仍有
餘力，便可以從事研究。那麼「孝」是否只局限於對父母親的愛呢？
《孝經》列為儒家「十三經」之一，是闡述儒家孝道的重要經籍，其
作者目前未有定論，一般認為是秦漢時儒門學者所著，經中「開宗明
義」篇謂孔子曾言：「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
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
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這是為「孝」作定義，簡言之，就是指出「孝」有不同的階段、層次，
以及實踐的方法。

文山字水樂春風

教育由教孝開始

入獄獲特赦 布衣任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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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苞，清初散文家，曾獲江南鄉試第
一名。康熙四十五年考獲進士，但因母
親生病而未出仕。到康熙五十年，以戴
名世《南山集》案被牽連入獄。後得重
臣李光地極力營救，並得康熙皇帝親筆
批示「方苞學問天下莫不聞」，遂免死
出獄。日後在機緣巧合下，以布衣身份
入上書房，作皇帝的文學侍從。
我第一次讀到方苞這人物，是遠在初
中時期讀過他的作品《左忠毅公逸
事》。那時已覺這位清代桐城派散文創
始人的文章精妙，認識其詞彙、句意
後，更獲益良多。不過當時較多要去掌
握文中人物如左光斗、史可法之生平、
言行，反而對作者了解少了。
現在，從書籍、史料中，更知此人學
問淵博，經歷過康、雍、乾三朝為官，
生平頗富傳奇，尤其在康熙一朝甚受重
視，影響深遠。
他重視唐宋散文，提倡寫古文要重
「義法」。他說：「『義』即《易》之
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
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為經而法緯
之，然後為成體之文。」
他又提出文章要重「清真雅正」和
「雅潔」，即說古文中不可把魏晉六朝
人的藻麗俳語入句。又說：「凡無益於
世教、人心、政法者，文雖工弗列
也。」（《送李雨蒼序》）
他的治學宗旨以儒家經典為基礎，尊
奉程朱理學，日常生活都遵循古禮。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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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黃宗羲、顏元的「反程朱理學」的思
想，持論嚴拘；寫的散文，簡練雅潔而
有斷制，沒有支蔓蕪雜的毛病，開創清
代古文的新面貌，因此被稱為「桐城派
的鼻祖」。
我又發覺一個有趣的情況，就是在一
些網上的資料，見過方苞的畫像，是方
面鳳目，五柳美髯的。但在一些書籍上
所形容，他卻是尖嘴猴腮，長着兩撇老
鼠鬚，眼睛雖灼灼有神，只不過細微如
豆。
「盡信書不如無書」，那麼你信哪
邊？據部分書籍記載，方苞曾於康熙二
十六年南闈赴試，本是第一名，但拜見
主考左玉興時，卻嫌他「活鍾馗」的模
樣，怎麼去見聖駕？就把他黜到最後一
名，他一氣之下，拂袖而去，不肯出
仕。後來，戴名世《南山案》發，方苞
雖受牽連，但因是知名文人，故獲特
赦，當康熙南巡時遇到已受特赦的方
苞，既欣賞他淵博的學問，也想有個朋
友，可坦言傾談的，遂召他入上書房。
不過，歷史書上記載的，又是另一套說
法。
根據《清史稿》記載，方苞在科場中
一路過關斬將，康熙三十八年中舉人，
四十五年應殿試，即由皇帝親自主持、
在京城舉辦的最高級考試，只要能夠參
與殿試，一般就不會名落孫山，至少也
能當上知縣。然而，在應試前夕，方苞
卻因母親病重而需回鄉侍候，故最終沒

能透過科舉出仕。
到了康熙五十年，方苞在《南山案》
中被牽連入獄，作為文壇領袖，案件引
起各方注意，最終獲特赦。朝中大臣李
光地向康熙力薦方苞，最終康熙帝徵召
方苞以平民身份入值南書房，負責編校
書籍。由於在《南山案》中坐過牢，故
方苞對當時司法制度和監獄管理的殘酷
與黑暗有很深的體會，最後把所見所聞
寫成《獄中雜記》。
在部分小說中，方苞還有一個更重要
的角色，也就是康熙帝的密友，傳說康
熙曾與方苞、張廷玉二人密談，分析到
眾皇子的才德。當時太子已兩次被廢，
無可能再出來辦差了，皇長子使用魘鎮
之術，已被圈禁，也永無機會。既然嫡
長皆絕，只能立賢。剩下來的皇子之
中，三阿哥具備文才，但無治事之力；
八阿哥胤禩則甚得百官愛戴，力薦他接
任太子。
不過，方苞卻認為，八阿哥只是學了
皇上風度儀表和為人之道，並沒有學上
為君之道。相反，四阿哥胤禛為人誠
孝，辦差認真，雖落了個陰騭刻薄之
名，但對治理腐敗的政局，反是最合適
的人選。
康熙聽了之後，猶豫不決，方苞再加
一句︰「看皇孫！有一個好皇孫，可保
大清三代盛世！」康熙想到胤禛之子弘
曆，就是日後的乾隆帝，瞬間拿定主
意，創下日後的康雍乾盛世。

引文認為，「孝」是德行的根本，教育應由教孝開始。能愛惜自己的
身體，不使父母擔心，是孝的開始；然後修養人格，做一個有道德的
人，並且幹出一番事業，揚名後世，使父母也感到榮耀，是孝的完美實
踐。所以「孝」就是由敬事雙親開始，到長大後進社會擔任職位，為國
家人民服務，最後要達成的是一輩子的人格修養，使自己無愧於天地
間。因此，「孝」既是對父母的愛，也由於對父母的愛，而發揮出對天
下人的愛，這是儒家思想由親及疏、推己及人的重要體現。
現代人提及孝道，總會在「孝」字後面加個「順」字，組成「孝順」
這個詞語來描述這種敬愛父母的品德情誼。這個現象，固然與現代漢語
普遍習慣使用雙音節詞有關；但是，為何所跟隨的是「順」，而不用
「敬」、「愛」、「養」等其他與孝行也有關係的字詞呢？「順」是否
真的是孝道中不可或缺的態度？孔子曾說孝就是「無違」。（《論語．
為政第二》），不過他在「曾子受杖」一事中的取態，則強調了侍親要
隨機應變，不能愚昧順迎的道理。

不惜身體屬不孝
《孔子家語》載，孔子的學生曾子受到父親杖責後，還想着如何令父
親安心，全然未有顧及自己的身體狀況，他以為這就是孝。可是孔子知
道後卻很生氣，孔子解釋，如此不知愛惜身體，若因此而喪命，反而陷
父於不義，這便是極大的不孝。
這裡所說的原則，與前面《孝經》所說的「孝之始」有異曲同工之
妙。而且，《孝經》的「諫諍篇」正好為我們解答了實踐「孝道」時，
順從是否最大的考慮這個疑惑：「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
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
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父有爭
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
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免陷君親於不義
孔子因應曾子所問，提出身為人子、人臣，遇到君父有過失，都應該
力陳真相，而不是曲恭隱瞞，而諫諍的目的不是要違拗上意，而是以免
陷君親於不義，這是為人臣子者應盡的本分。能夠恰如其分地實踐「孝
道」，需要愛敬、智慧，與勇氣，實在不單單是一句「從父之令」可以
涵蓋的。

●葉翠珠 語言通用教育學部助理講師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網址：www.hkct.edu.hk/
聯絡電郵：dlgs@hkct.edu.hk

●雨亭（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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