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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稿】■ 思考香港在大灣區文學中的角色思考香港在大灣區文學中的角色—專訪許子東教授

編按：《明月灣區》獨家專訪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教授、中國文學研究專家許子東教授，一起探討香港文學和大灣

區文學的共同未來。其中談及大灣區文學同中存異、多樣的文學發展可能，大灣區文學的文學傳統、地域性與競爭力，

如何加強粵港澳文學交流、解決本地文學界資金與場地不足的有效方案，以至《明月灣區》能夠擔當的角色。內容專業

而多元，發人深省。

●蔡宛芯 黃瀞翹 訪問及整理

歡迎各體文學創作投稿，詩歌、散文、小說、評論皆可。文章

建議字數二千字內，詩歌建議三十行內。請把作品連同作者簡

介及聯繫方法電郵至：mpmeditor@mingpao.com，標題註明

《明月灣區》投稿。

推廣大灣區文藝
共建《明月灣區》

公開徵稿

「 粵港澳大灣區 」（以下簡稱為大灣區）概念的提出已經六
年，為三地帶來很多發展機遇。在《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中提到，需要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在文化領域的合作。因此在
過去幾年，三地各有進行一系列針對大灣區文學的議題對話和探
討，唯依舊難以為其制定一個確實的定義與方針。有見及此，
《明月灣區》邀請專門研究中國文學的許子東教授，與我們一起
探討香港文學和大灣區文學的共同未來。而作為中外文化薈萃之
處的香港，又應如何善用自身的獨特優勢，協助推動大灣區文學
的發展？

同中存異的大灣區文學

二○一九年二月十八日發表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展望大灣區會成為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之後的第四
個大型灣區。許教授認為文學上，大灣區的情況比另外三個灣區
要複雜，需要面對更多的挑戰，卻也可能
更有發展潛力。原因在於其他三個灣區都
是單一的文化中心，它們各自的文學語言
和文學人口在同一灣區之中差異不大；大
灣區則與之相反，城市之間的文化差異較
大，香港、澳門、廣州等城市以粵語人口
為主，但深圳卻是移民城市，外來人口以
普通話為主要語言。語言是文學的基礎，
因此大灣區文學可以是一個多語種的文
學，除了粵語和普通話，也包括了英語和
葡萄牙語。同時因為深圳是移民城市，很
多的讀者和作者可能受中原文化影響更
深，其他幾個城市的文學人口則多受嶺南
文化影響，這都為大灣區帶來更多樣的文
學發展的可能。

要思索大灣區文學，先要釐清大灣區中
各地文學的共通及差異點。許教授認為香
港在文學傳統上較為多元化。狹義上的新
文學從五四以來以批判寫實為主流：有些
海外研究者，認為五四以後的中國文學現
代性被壓縮，集中於批判寫實（五六十年代甚至連批判寫實也被
壓縮，只有歌頌才是文學主流）。中國古代文學傳統按魯迅《中
國小說史略》的說法來看有至少四個傳統，其一為《三國演義》
等歷史演義逐鹿中原，其二為《水滸傳》等寫俠義忠勇、官民衝
突，其三是《紅樓夢》等寫世情男女的傳統，其四為《西遊記》
等神魔奇幻。有一度中國內地除了批判寫實，其他的文學傳統發
展相對薄弱。香港卻一直有金庸等寫俠客，三蘇和劉以鬯寫城市
男女、食飯穿衣，也有倪匡寫科幻的故事。所以香港文學放在廣
義中國文學視野中不僅別樹一格，而且還有互補對話的衝擊。廣
州的文學也和北方有區別，同樣寫革命歷史，歐陽山的《 三家
巷 》和主流的「 三紅一創 」（「 三紅 」指吳強《 紅日 》，羅廣
斌、楊益言《紅岩》，梁斌《紅旗譜》；「 一創 」指柳青《創業
史》）在選材和角色塑造上也不一樣，散文家秦牧《藝海拾貝》
也沒有以宏大敍事寫作，而是講一些比較精緻的文學道理。南方
文學比較接近世俗社會、世俗文化，寫老百姓日常生活。香港的
文學類型是比較多元化的，因此包含香港文學、廣州文學在內的
大灣區文學可以有自己的獨特性，也可以和北京、上海的文學對
話。「 大灣區 」提供了理解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學的另一個觀察角
度，其實也關係到以後大灣區文學的發展。

大灣區文學的競爭力

要發展大灣區文學的競爭力，先要保持其本來特色。三地大部
分地方都有粵語基礎，因此許教授認為應發揚粵語寫作來保持大
灣區文學的競爭力。有人認為粵方言寫作會令廣大普通話讀者看
不懂，但許教授認為並非不可嘗試。他提到胡適當年推崇《海上
花列傳》說過，中國的方言文學有三個最容易發展，其中就有粵
語。粵語成為文學融入中國文化圈，教授認為香港的流行曲有莫
大的幫助，起了先鋒的作用；加上廣東是個GDP超越俄羅斯的大
省，近億的人口相當於一個大國的人口，粵語以使用人數來計根
本不算方言，可以成為主流語言，這是粵語文學的基本讀者人
口。再來，方言文學不代表它的受眾只會是粵語人口，他提及過
去二十年中國內地最出色、最有突破的小說之一是金宇澄以改造
過的上海方言寫作的《繁花》，以方言寫作的同時又讓不懂方言
的人也看得懂，粵方言寫作也能達到如此效果。香港三蘇的小說
便是又可以用廣東話讀，又可以用普通話讀，是中國文學的財
富。要是大灣區文學消滅粵語的特點，這將是一件非常可惜的
事。

此外，許教授認為大灣區主流的文學是鴛鴦蝴蝶派，是言情、
是武俠、是世俗，這個主流不應該否定，大灣區文學要堅持文學
的多元性才能與其他文學競爭。大灣區是新概念，但大灣區各地
有悠久的歷史。香港有純文學，但不要以避俗求雅的角度，而要
用文學史的眼光去看待、整理金庸、倪匡、三蘇等人的作品，不
要因為它們不符合正統的純文學觀就輕視。整個大灣區的文學評
論不應用一種從現有的別人標準來套，而是參照自己原有的文學
傳統，從自己的文學人口出發來評論作品，發展新的大灣區文學
傳統。只有建立在自己的文學人口基礎上，才可以形成文學地域
特徵，越有地域性，越有國際性，越有競爭力。

香港圖書館、大學與三地文學交流

現時香港官方性質的主要有以下兩大途徑促進三地
文學交流：其一是公共圖書館，香港公共圖書館隔年
舉行「 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 」、「 中文文學創作獎 」
等，會請來學界著名的專家、作家作評審，給予各地
作家互相溝通的機會。

其二是各大學邀請三地著名作家來港授課，除了學
術分享，當作家來港居住一段日子，一般都能在香港
的土壤上激發出新的創作靈感，豐富三地之間的文
學、文化交流。

對大灣區文學的展望

香港文學雖然一直有自己的發展，然而若要融入大
灣區文學文化依然是新挑戰。
許教授提出如果希望推動香港
的文學文化發展，建議可以建
立某種作家營，邀請本土和外
地作家以合約制或寫作計劃的
方法推動創作，並要向社會匯
報成果。在香港或大灣區出版
文學作品時，可以配合一系列
講座，與市民廣泛接觸和推廣
大灣區文學。

要發展文學當然要解決資金
問題，許教授直言香港現在投
放在文學發展的資源嚴重不
足，最快捷的方法就是政府牽
頭組織商業機構支援。許教授
就此提出兩個建議：第一，邀
請大灣區裏的商人捐錢，創立
一個作家創作基金；第二，邀
請當地商人借出地方，舉辦作
家營時，提供來自大灣區作家

的居住地方。許教授舉出深圳「 紅樹西岸 」樓盤例子
作參考。當時，深圳的發展商在「 紅樹西岸 」剛建成
之際，拿出約十套房子與創作人合作。在文化交流活
動中，當地邀請來自不同地方、不同範疇的創作人（主要為畫
家、導演）到當地創作，而發展商則負責提供他們的居住之處，
為期一年。最後那些創作人在進行文化交流的同時，亦有為發展
商留下不少值錢的作品、畫作，更能夠讓商人為自己在新的界別
打一個廣告，滿足自身利益。這些方案有效解決本地文學界發展
資金、場地資源不足的問題，從而有效加強粵港澳三地在大灣區
文學文化中的交流。

許教授笑言，其實要獲得支援並不困難，關鍵是讓社會及政府
重視文學的發展，覺得文學是應該扶持的：「 大灣區嘛，原意就
是要和東京、紐約、舊金山比較的，而且要有中國的優越性才會
有這種項目嘛。大灣區的確是需要一些創意。 」

除此以外，社會對文學文化的關注，在發展過程亦擔當着不可
或缺的角色。香港公共圖書館與大學在推廣文學上一直付出不少
努力，在不斷舉辦活動的同時，亦鼓勵年輕一代重拾對文學的熱
情，唯理解到其要兼顧的事情遠多於此，因此在文學上的支援只
能付出有限的能力，可謂獨力難支。過去幾年，香港社會對文學
的支持更為不足，導致香港文學文化發展開始步入瓶頸期，例如
大型書局突然倒閉、高中中國文學科面對「 殺科 」命運等，都可
以看到現代人對文學的重視性不及以往。

成立香港文學館專門舉辦及推廣文學活動

因此，近年有人提出成立「 香港文學館 」，專門負責舉辦及推
廣文學活動，必定能為本港文學發展帶來更多的機遇和契機。許
教授認為成立「 香港文學館 」在協助推廣文學上，有很多功能。
它的作用在於透過不同的活動，使文學融入民眾的生活中，帶動
文學和整體文化的發展。

第一，它能夠定期邀請世界各地的作家來港舉辦講座，增加粵
港澳三地文學文化的交流，促進文化融合。

第二，它亦可以跟香港的各大專院校合作。近年，政府投放了
不少資金於大學發展上，文學館能夠與大學合作開辦或進行不同
類型的文學項目。許教授以自身作為例子，說今年度會前往香港
嶺南大學開一門有關香港文學的課程，若有香港文學館，便能夠
邀請不同界別的人士參加，擴大聽眾的層面，強化民眾對文學的
認識與關注。

第三，也是最為重要的作用，文學館能夠舉辦項目公開募捐、
邀請商家投資，透過這些資金邀請專業作家參與「 非終身制 」的
寫作計劃。許教授笑言可能實際操作會比自己想的複雜，他及後
補充：「 台灣就是這樣的做法。我參加過台積電的評獎，給年輕
得獎者一筆錢，然後給你出一本長篇小說。他們可以一年不做別
的，只在家裏寫東西。那這樣的專業作家項目，假如由文學館來
舉辦就是最公正的、最有權威的，也可以漸漸變成一個榮譽。 」

提到要注意的地方，許教授認為建立文學館的話，應該要繼承
「 香港公務員制度的優良傳統 」。首先，文學館可能像公共圖書
館那樣，納入政府的體系，不一定變成私人機構，避免被單一社

團流派壟斷，或是變成牟利的團體。其次，文學館不應該是一個
提供「 鐵飯碗 」的作家系統，專業作家應該越少越好，汲取內地
作協體制的經驗。

有關委員挑選，許教授分享自己在參與頒獎時的做法，舉辦機
構會給他們傳一份很廣泛的學者作家名單，讓顧問在他們認為合
適的名字旁邊打勾，獲得比較多勾的人會被挑選出來組成一個委
員會。多年以來在香港，那些文學愛好者，還是作家、市民都沒
有特別反對這個制度。因為這樣能夠確保文學機構或者活動，不
會成為某一派別、組織的工具。教授以自身經驗證明，此刻香港
在文學競爭的「 公平性 」上做法其實是蠻好的，亦期望在未來日
子裏能夠繼續保持。

《明月灣區》的角色

最後，被問到在未來《明月灣區》在推廣大灣區文學文化上能
夠擔當一個什麼角色時，許教授認為《明月灣區》能夠邀請不同
界別的專家，就着《明月灣區》角度寫文。許教授指出，若只是
單純介紹眼下大灣區的美好就會跟外界的普通文章無異，缺乏獨
特性。因此，許教授建議每期設專題，從過去百年大灣區三地文
學有什麼成果、特色講起，則能夠更有意義。先盤點現在我們有
些什麼東西，然後在體制的層面上再思考，有什麼可以合作的，
從而共同獲得利益及共同進步的機會，例如舉辦作家營、會議、
大學之間的溝通等等。透過不同活動與機遇，研究三地能夠如何
互通，互相促進文學發展。特別是總部位處前海、深圳灣附近的
騰訊、華為、中信等大公司，它們的成功背後，有幾個城市廣大
市民的努力支持，地理位置又正好在大灣區中心，它們出來做點
實事，支持大灣區文學發展，順理成章。「 香港、澳門和內地這
幾個地方是很不一樣。只要能夠將這幾個地方的文學文化並置起
來，就會有新的東西出來。 」

（訪問及整理者為《明報月刊》實習生。）

▲成立「香港文學館」，專門負責舉辦及推廣文學活動，必定能為本港文學發
展帶來更多的機遇和契機。香港作家聯會於二○○○○四年便率先發起聯署，三十
多位文化界名人碩彥共同倡議在西九文化區籌建香港文學館。其中發起人包括
饒宗頤、羅忼烈、何沛雄、曾敏之、劉以鬯、也斯、海辛、陶然、黃慶雲、犁
青、潘耀明等等。（明報月刊資料室）

▲許子東教授與我們一起探討香港文學和大灣區
文學的共同未來。（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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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年十一月十二日上午，香港中央圖書
館演講廳舉行香港作家聯會、《香港作家》網絡
版、《明月灣區》文藝版主辦，《明報月刊》合
辦之「 大灣區文學講座：不一樣的大灣區方
言 」，主題是大灣區方言的探討，與會者都深感
興趣，其中黃坤堯教授提到「 三及第 」文體，牽
引起我對這方面的回憶。

眾所周知，科舉時期，參加考試的士子，最希
望考中的是三及第：即是狀元、探花和榜眼。

科舉制度在晚清時期廢除，但是，大灣區人民
對此仍是念念不忘，清末民初期間，廣州的陳塘
和澳門的福隆新街，也曾有過花榜三及第選舉的
鬧劇，而最普遍的是食店中有生滾三及第粥、三
及第炒粉和三及第湯麵等食品。而在那個時期，
更出現了「 三及第文體 」。

所謂「 三及第文體 」是指文章之中，既有文言
文，也有白話文，此外，還加插了大灣區最為普
遍的方言廣州話。

三及第的興起

三及第文體在大灣區始於何時？一般人都很難
作出精確答案，我則認為從遠代開始，日積月累
而成。由宋朝開始，嶺南文化已日趨興盛，到了
上世紀，珠江三角洲文風，更是遍及遠近。起
初，人們認為文言文艱澀難懂，明朝章回小說崛
起，輸入了白話文，淺白便當，讀起來毫不費
力。但是，久而久之，珠三角人總是覺得白話文
欠缺珠三角文化色彩，加入一些廣府方言。清末
民初，出版事業如雨後春筍，於是，三及第文體
蔚然成型。

高深的文體

有一些人以為三及第文章跟我們平日口語相差
不多，淺薄無華，不足以成為一種文體，即使做
成文章，毫無價值可言。其實不然。要做三及第
文章並不容易，要做好一流三及第文章，更不容
易。依據筆者經驗，寫作者需有下列技能：

第一、必需具有深厚的國學基礎，古典文學中
的古文、成語與詩詞歌賦，都有最基本的認識。

第二、必需具有流暢的白話文寫作技巧，不能
半通不通，貽人笑柄。

第三、對於廣州話的歇後語、市井俚語、新潮
名詞，乃至於江湖切口等等，不止瞭如指掌，更
要驅役自如。

三及第大行其道

談到三及第文學，一般大灣區人都忘不了何淡
如，他是出色的三及第詩人，他的名句如：

一拳打出眼火 對面睇見牙煙

又如：

四面雲山誰作主 一頭霧水不知宗

又如：

有酒何妨對月飲 無錢不得食雲吞

享譽百年，仍為人們傳誦不已，可見三及第文
學自有其存在價值，不能以「 淺薄無聊 」一語薄
之。

大灣區三及第文學，年遠且不說，自從辛亥革
命後，便漸漸蓬勃。民國初期，在廣州，一群寫
作人在報章上使用三及第形式寫短評，竹枝詞者
甚多，其中最為人所稱道者為黃魯逸，他筆鋒尖
銳，無論詩詞短評，都擁有大批讀者，可惜很早
辭世。繼之稱雄者為鄧羽公，他不止以三及第文
體寫散文、雜文、詩詞，更以之撰寫功夫小說，
他自己創辦《羽公報》，報中文字，完全使用三
及第文體，該報銷行甚廣，直至中日發生全面戰
爭才停刊。上世紀五十年代，他退休在澳門，常
常向筆者憶及當年廣州報壇三及第文章蓬勃盛
況。

二次大戰後，珠江三角洲新生刊物如雨後春
筍，而後起之秀的三及第文作家紛紛冒起，其
時，報壇有「 三生有幸 」之說，所謂三生有幸，
是說三位筆名中都有一個生字，他們是：靈簫
生、筆聊生和小生姓高三人。他們最受讀者歡
迎，也是稿費最高，收入最豐的三人。（編按：
「 三生 」有二說，一為靈簫生、筆聊生、怡紅
生；二為靈簫生、筆聊生、小生姓高，因後來小
生姓高大紅且多產，其收入凌駕怡紅生之上，故
人們便以小生姓高取代怡紅生，此處依後說。）

靈簫生即衛春秋，以寫愛情小說名噪一時，其
作品有《海角紅樓》、《款擺紅綾帶》等，拍成
電影，撰成粵曲，他的作品單行本遠及南北美
洲，筆者移居美洲，常於華僑家中看到靈簫生小
說的單行本。

筆聊生即陳霞子，是香港《晶報》創辦人，不
止社會小說、雜文、詩詞使用三及第文體，更使
之融入社論，發揮嬉笑怒罵效果，乃至新聞標
題，亦不脫方言本色，即使數字之微，也教人拍
案叫絕。

三及第在報紙

小生姓高又有筆名為三蘇，即高雄，他是香港
最高產作家，一天可寫二、三萬字，擁有讀者極
多，他以《經紀日記》、《三蘇怪論》二書，使
讀者印象深刻，至今仍使粉絲讚許不絕。他成功
之處，乃在於文中對白，使用大灣區人民口語，
在他筆下，每一個人的個性、脾氣和修養，都活
躍紙上，收到「 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的效果。
報壇上流傳他的軼事甚多，例如：他擔任《新生
晚報》副刊編輯時，對其延聘的作家所給稿費特
高，水準也要求極高，作家的出品稍為馬馬虎
虎，便立即收回地盤，作品腰斬，雖是多年老
友，也毫不容情。因為，他本人使用三及第文體
極為得心應手，故而要求他人也如此。

談到三及第文體，香港流傳一段軼聞：
港英時期，英國王室成員常常以宣慰殖民地人

民為名，派出皇親國戚到香港訪問，藉以遊山玩
水，其所花耗的無非是香港人的民脂民膏，人民
早已嘖有煩言，但在權威之下，多是敢怒而不敢
言。某年，派來訪問者是英王室御妹，當時赤鱲
角機場仍未修建，由倫敦飛來的王室專機，必需
使用九龍的啟德機場降落，再乘小輪船前往港島
總督府，小輪船渡海時，照例鳴炮歡送。

次日，《明報》在報道新聞時有標題：
「 打炮廿一響，送御妹過海 」
依照字面而言，標題毫無問題。但如使用珠江

三角洲方言讀來，便把貴賓罵慘了，讀者看了該
標題，人人都作會心微笑，王室及御妹只好吃了
一回啞巴虧。（編按：這是出自港聞版編輯韓中
旋之手，後來韓因此而被金庸辭退了。）

大灣區是一個多姿多彩的地區，同時也擁有多
姿多彩的文化，三及第文體，活潑而生動，不止
值得我們保留，更值得我們好好發揚光大。

（作者又名李瑞鵬，詩人，九十歲，
作品曾多次獲獎，並有作

品結集。）
大學在學些什麼？

●香港中文大學 潘銘基老師

打開聯招指南，看到全港大專
院校的不同主修課程，五花八
門，十分豐富。同學們說，有
些學系的畢業生較為吃香，有
些則是「 乞食 」學系，然後大家
七嘴八舌爭着強調自己所屬的學
系最為乞食。

我會以為「 乞食 」不因學系，乃因自己。一所大
學幾十個到上百的主修，那麼工作便只有一百幾十
種嗎？當然不是。錢穆在他所寫的「 新亞書院學
規 」裏，合共有二十四條，這裏只說首二條：

一、求學與作人，貴能齊頭並進，更貴能融通合
一。

二、做人的最高基礎在求學，求學之最高旨趣在
做人。

說得簡潔有力，也給那些以為上學最重要是讀書
的學生與家長帶來當頭棒喝。作人也好，做人也
好，是錢先生對大學生在大學生涯裏的期望，這顯
然跟學生是主修什麼沒有關係。

待人接物便很重要。近來我在放假，設定了電郵
裏的假期自動回覆，說明我在假期中，回覆較晚，
而且長時間不在香港。有學生在看了自動回覆後，
還再多補一個電郵，要我「 從速 」告訴其考試的表
現。我得承認，考試過後，我只在電腦輸入了考試
得分，但我在旅途之中，居然沒有帶上全班六十多
名同學的答題卷，致使無法「 從速 」回答學生。這
是我的錯，同時也為中文系主修生的遣詞用字以至
尊師重道感到憂心。

「 做人 」是要訓練的。給老師發電郵、參加和組
織不同類型的學生活動、導修分組報告的分工合
作、大學五件事（讀書、住宿舍、拍拖、上莊和做
兼職）何者為重和如何分配時間，這些在某程度上
跟主修學系相關，但更多的是自己的追求，是做人
的考驗。

大學提供了訓練如何做人的平台給所有大學生，
但學生們有沒有認真對待則另作別論。一場演講，
難得邀請了校外的主講嘉賓，機會難逢，理當珍
惜。演講十一時三十分開始，同學一直魚貫進場，
開講時間也只能延至十一時四十分。好不容易開始

【【萬花萬花筒筒】】■■

學以致教
●聖保羅書院 蒲葦老師

能成為中文、文學老師，是我
一生最大的榮幸。有說「 人類
一思考，上帝就會發笑 」，但
對一位文學老師來說，他的思
索、感受都可指向教學分享，不
論是快樂，還是談不上快樂。時
間、地點、人物、起因、經過、結果、感受等等，
學以致教，就是一位老師的學以致用。

文學老師得天獨厚。當其他老師都在埋首追分，
計算方程之時，他仍可在教員室公然打開報紙，人
道他是頹廢中年，他只輕輕的交代一句︰「 家事國
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一轉身，便將一段新聞釘
在壁報。同學們，都看到了？天災無情，人間有
愛，要特別珍惜互相重視的人啊！

即使是百無聊賴的一天，盡是孤獨之感，《 中
庸》也會對我說︰「 君子慎其獨也。 」一再提醒我
要好好和自己共處，不要過於鬆懈，得失都不要忘
形。唐君毅說得妙，「 在孤獨中，你生活於所有的
時代；孤獨的一個人，在一個人與莫有之間，蘊藏
着無限。 」同學們，善用孤獨，不要讓孤獨腐化成
毒菇，磨菇的菇。

「 同學可以具體形容孤獨的感覺嗎？試試看。 」
三四秒之後，文心同學說︰「 孤獨就像公園裏一張
長時間沒人坐的長椅。 」說得太好了，我明白，也
體會過。然則喜怒哀樂得意挫折於我都有特別的用
處，甚至昇華成為師生之間的交感共鳴。開卷固然
有用，至於掩卷，我們還可以一起歎息一起感動。

劉世龍《名家在講台上》回憶梁啟超的課堂，說
他「 講授到緊要處，便成為表演，手舞足蹈，有時
掩面，有時頓足，有時狂笑，有時歎息。講到悲
處，竟痛哭流涕不能自已。 」我想，如果我明天在
課堂也仿效梁師風格，一定超震撼。據說AI比很
多老師都有用，老師將逐漸被淘汰。我猜，如果一
台AI也以痛哭流涕不能自已回應所讀文章，同學
或會發笑。又據說，若一再追問，AI 還會發脾
氣，似乎有欠文學修養。

身為文學老師，我很慶幸，人之所以為人，仁之
所以謂仁，在在說明，無論如何，「 我 」應該就是
最好的教材。尤其能趕在死線前交了這篇稿，今天
我特別感到自己非常有用。

葉聖陶先生說得更好︰「 教是為了不用教，學是
為了能自學。 」我粗略理解後，決定來幾節自由
「 放空 」的文學課，誰說這些課不是學以致用？說
笑而已，明天的課，還是會算入正常課時。

學問之道，求其放心
●澳門濠江中學 陳奇川老師

自古以來，聖人重學。《 論
語 》開篇就是「 學而 」。孟子
追慕孔子，主張好學、深思、
力行，學問之道，求其放心。
荀子更有《 勸學 》一文流傳至
今，激勵後人。生也有涯，學也
無涯，若理智地以有涯隨無涯，大可不必擔心殆
矣。

那麼，學之意義在哪？在用。單從語文科來說，
內地語文課標倡導核心素養，共有四端：語言、思
維、審美、文化。其中，語言為學科的根基，故溫
儒敏教授提倡「 以一帶三 」。學好語文，重在聽、
讀之輸入，說、寫之輸出。如此反覆，語用功夫就
能煉成，思維的發展與提升、審美的鑑賞與創造、
文化的傳承與理解，也就能夠落到實處。如此看
來，語言文字為學之用，核心素養為學之體。

誠然，聽說讀寫確實重要，但是想更重要。當
下，資訊科技發達，一部手機就能解決十萬個為什
麼，但弊端是令人惰於思考。孟子有言：「 盡信書
不如無書。 」對於所學知識，若是照搬，就有可能
碰壁，甚至誤入歧途。孫陽之兒按圖索驥，認癩蛤
蟆為千里馬，鬧出千古笑話。趙括只會紙上談兵，
不知戰爭實乃以命相博，最終落敗而死。現在不乏
學生睜眼抄襲作業，閉眼死記硬背，一旦考題變了
花樣，就不知所措了。若是學思結合，多問個為什
麼，想必不致於此。凡事知易行難，只有知行合
一，才能進一步談創新。

學以致用，何以達成？唯有多方合力才行。第
一，學生除了讀好「 有字之書 」，還要讀好「 無字
之書 」，真正做到「 六經註我 」，而非「 我註六
經 」；第二，家長督學，不能只看紙面分數，而應
關注孩子是否擁有立得住的人格、帶得走的能力；
第三，教師不能照本宣科，而應注重啟思導疑，激
發學生學的興趣，用的熱情。近年，國家改革語文
課程，無非為了培根鑄魂，啟智增慧，使人才為社
會所用，進而實現民族復興。

如今，內地課標大力倡導任務驅動、情境創設，
這無疑是為學創造用之環境。此舉運用得當，既能
激發學之興趣，又能實現用之成效。當然，現學未
必現用，若是一切均向成績看齊，為考而學，以考
為用，那就未免失其本心，殆矣！

▲標題「 打炮廿一響，送御妹過海 」出自《明
報》港聞版編輯韓中旋之手，後來韓因此而被金
庸辭退了。（明報資料室）

編按：「三及第」文體曾經在香港蔚然風行，作者舉例介紹，再回憶久遠過去

的文壇景貌，展示「三及第」的特點，謂其為灣區特有的文體。

笑柄就是這樣「煉」成的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 樊達賢老師

記得有次中學視藝課，老師要
求我們以小組設計作品，主題
為動物。組長這樣建議：「 不
如製作受傷的貓頭鷹，牠前身
布滿大小不同的傷口，相反，背
面就體無完膚的，象徵成長時總
有美好和瘡疤。 」道畢，我們面面相覷。有組員提
出疑問：「 體無完膚不是指受滿傷嗎？ 」組長反
問：「 體無完膚不是指皮膚完美無瑕嗎？ 」

《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中有句經典對
白：「 你信不信十年後，我連log是什麼都不知
道，還可以活得好好的。 」答案毋庸置疑。然而，
「 活得好好的 」與「 書到用時方恨少 」似乎不可劃
上等號。中學階段所學習的，在成年後不一定有特
定的考核。不過，闡述個人看法、展現自身識見，
往往可能牽動昔日所學。若我們翻開腦內筆記，才
頓覺紙頁潔白簇新，屆時可能悔不當初。更甚，若
一不小心在眾人面前掀開該缺頁書冊，最終體無完
膚的可能不只是貓頭鷹的肌膚。

笑柄就是這樣「 煉 」成的。
「 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 」若只計較當前所

學能否為他日所用，所涉獵的範疇難免狹隘。與其
抱着「 學後必用 」的心態篩選課題，不如放開心
胸，增值自己。學習是一生的課題，持續汲取知識
才是避免淪為笑柄的最佳辦法。

灣區特有文體：三及第文學 ●李烈聲

了，至十二時十
五分仍然有學生進來。有
人在演講，聽眾展現的是怎樣的精神
面貌呢？有兩對情侶坐在演講廳的第二排，恩
愛的互相靠頭而睡，公私兩忘；有些學生在演講途
中一直打開手提電腦，日理萬機，也可方便老師統
計哪個品牌的手提電腦最受歡迎。要減少以上這些
行為，我們要在哪部教科書裏加以呈現、在哪個大
學主修裏會講授呢？這實在是難題，讀大學最重要
的就是要明白「 求學之最高旨趣在做人 」。學會了
做人，便不負「 學以致用 」這四個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