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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一)  作用 

 

 評論屬於議論性的文章。議論文也有人稱為說理文、論說文、論辯文等。一般

論辯說理的文章，都是以議論為主要的表達手段，通過判斷、推理等邏輯方式來闡

明事理。在這個層面上，評論跟其他的論說文沒有分別。但是一般論說文可以用來

論辯一些比較抽象的道理，或者闡明某些現象；而評論則必須針對比較具體的人物

事件，就其有關方面作出批評議論。比如同是討論「習慣」，一般論說文可以泛論習

慣的形成、好壞，而不一定需要聯繫到個別人的個別習慣；但評論則必須針對某些

人的某些習慣對別人以至社會的影響來加以議論，不需要像一般論說文那樣正反理

論、面面俱到，議論的目標對象比較明確。 
 

 

(二)  應用範圍 

 

 在我們日常生活裏，可供評論的事物相當多；從內容方面考慮，常見的分類包

括人物評論、時事評論、經濟評論、政治評論、軍事評論、文學評論(包括書評)、藝

術評論(包括影評、劇評、樂評)等。 

 

 人物評論是針對某個或某些人物的言行、成敗、功過等作出評論，而作為評論

對象的，通常是對社會有一定影響、知名度比較高的人，像政治領袖、科學家、文

學藝術家、思想家、知名歷史人物等。其餘時事、經濟、政治、軍事等評論則分別

針對一些社會/政治事件、施政方針、經濟政策、軍事策略或部署等提出作者的議論

和批評。這些評論有時候可以以專論文章的形式發表，有時候可以以專欄的形式發

表，如果執筆者是報館的編輯，他的論述同時代表了報社的立場和觀點，則又可以

以社論的形式發表。 

 

 至於文學評論和藝術評論，則是針對某些文學藝術作品的風格或優劣、作者的

技巧或成就貢獻，文學藝術的思潮等，表達撰寫者的意見。 

 

 可見只要我們對日常生活裏任何一個生活範疇的任何課題有意見，都可以寫一

篇評論文章，在報章雜誌上發表。 

 

 對各種事物有所評論，既可以提升人們對事物的理性認識，促進民眾之間思想

意見的交流，使事理越辯越明，甚至可以通過這樣的議論批評，形成輿論，造成聲

勢，間接或直接影響事物的發展、政策的制訂，或新發現、新理論的產生。一個開



 144

明進步的社會，應該容納和鼓勵各種各樣不同觀點的評論。不管是主事者或者評論

者，都應該重視和珍惜評論文章所能發揮的傳意功能和社會功能。 

 

(三)  寫作注意事項 

 

 多數論者都認為：一般議論說理文章的三大要素是論點、論據、論證。論點是

一篇文章的觀點和主張，也就是文章的中心思想，表明作者對某個評論對象的態度

和評價。評論作為議論文的一種，對於所議論批評的人或事，是支持、是反對、是

斥責、是讚頌……，都應該有明確的立場，因而一篇評論文章應該只有一個中心論

點，而不應該同時出現幾個不同的論點。否則，文章的論點不可能明確，不可能鮮

明。當然，在中心論點之下，可以有若干個分論點，但是這些分論點必須與中心論

點保持一致的基調，從不同的側面闡明作者的觀點。 

 

論據則是用來證明論點的材料和依據。有充分的理由和依據，所提出來的論點

才能夠有說服力；一篇評論文章是否成功，不但在於它的論點是否明確，更重要還

在於它能不能用具體的材料事例來說明論點、支持論點，使文章中提出的意見觀點

顯得有根有據，合情合理。從另一個角度看，論據是論點確立的基礎。論據越真實、

豐富、典型，論點就越具說服力。 

 

 有了充分的論據，我們還必須把有關的論據分析歸納、整理綜合，將他們當中

隱含的道理跟文章的論點互相聯繫配合起來，才能使論據發揮支持論點、說明論點

的功能。這種借助論據來說明論點的過程，就叫論證。可見由提出觀點，到提供依

據，到予以證明，是一個完整的論辯過程，中間三個環節，缺一不可。評論作為議

論文的一種，基本上也包含了一般議論文的這些要素。 

 

 當然，以上所述議論文的三要素，只是就內容而言的。從手法上來說，立論的

方法可以用歸納法，也可以用演繹法、例證法、類比法等。歸納法先舉若干例子，

通過這些例子的共同特性，歸納出一些普遍的道理，作為文章的中心論點。演繹法

根據一個已經得到論證的原理，提出適用於這個原理的個別例子，依據原理對這個

例子下判斷，從而由一般原理推出特殊情況下的結論。例證法先帶出論點，然後羅

列例證，通過典型事例，證明生活中確實存在某種現象或某種事理，從而印證自己

的論點。類比法則把自己所要論證的事物與另一種已知或公認的相同或類似的事物

做比較，用公認的事物來推論或證明這一事物。因此在結構上，並非一定按照提出

觀點、提供依據、予以證明這樣的論辯過程來安排文章內容的。 

 

 在具體的表達手段方面，寫作評論跟寫作其他議論文一樣，由於要清楚地表明

論點，並達到立論正確，以理服人的目的，因此要特別注意文章的條理和系統；清

楚地畫分段落，成為一個很重要的要求。文章中的每一個段落，都應該是一個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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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表達；好的議論文章，往往會在每一個段落中，包含一個明顯的主題句，揭

示整個段落的主要思想。 

 

段落與段落之間，需要形成有機的結合，互相呼應連接。中國傳統的「起、承、

轉、合」之說是一個極具概括能力的寫作原則；就算是西方，也有類似的說法。西

方人所說的 introductory paragraph 就是「起」，transitional paragraph 就是「承」和

「轉」，concluding paragraph 就是「合」。也就是說，不管使用的是歸納法、演繹

法還是其他論證方法，段落與段落之間大致上還是應該依照「起」(引論——介紹背

景，帶出評論對象)、「承」「轉」(本論——承接引論發揮、鋪陳，援引論據，進行

論證，說明自己對所評論的人物事件的態度和評價)和「合」(結論——概括前文或重

申論點)這樣的格式展開的。 

 

至於段落中間的句子，也應該做到互相銜接連貫。中國古代所謂的「文氣」，

其實就是文章流暢連貫的結果。要達到這樣的效果，可以利用各種各樣不同的修辭

手法。以論辯性文章來說，可以通過關鍵詞語的重複、代詞和關聯詞語的使用來達

成。關鍵字眼表達了文章中間的一些重要概念，適當的重複，不但可以使這些重要

概念在讀者心目中留下比較深刻的印象，還可以形成一定的呼應關係和節奏感。代

詞一般要在它所替代的事物已經出現了以後才能使用，否則讀者會不明所指。適當

使用代詞不但可以避免詞語運用上的無謂重複，還可以使代詞與它所替代的詞語之

間形成一定的照應聯繫，發揮篇章連接的功能。至於關聯詞語的運用，則可以更加

明確地說明句子與句子之間的邏輯聯繫，使文章條理彰然，綱目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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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空白格式範本 

 

 

 

 

 

 

 

 

 

 

 

 

 

 

 

 

 

 

 

 

 

 

 

 

 

 

 

 

 

 

 

 

 

 

 

 

 

 
標  題 

 
引論 —— 介紹背景，帶出評論對象 

 

 
 

本論 —— 承接引論發揮、鋪陳，援引論據，進行論證，說明 

自己對所評論的人物事件的態度和評價 

 

結論 —— 概括前文或重申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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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示例 

 

例一：時事評論 

 

 

 

全民換身份證必先諮詢 

正當三十萬市民為爭購「湯多金」股如痴如醉之際，大家不可忘記資訊科技不

只是帶來生活上的方便，同時也方便政府收集、儲存、利用大量有關每個市民的資

料，對個人進行各種審查、監管控制。 

自一九八一年開始，香港法律規定，警察有權要求任何人出示身份證明，若不

能出示證件，即有可能要負上刑事責任。雖然法例並無限定必須是以身份證作證明

文件，但是實際上市民已養成習慣，隨身攜帶身份證，預備隨時接受抽查。 

 

智能卡開啟龐大資料庫 

但身份證不但是一張證明身份(例如是否香港永久居民)的證件，同時也是一個

檔案號碼。審查身份證的警員，憑此號碼可以得到關於持有人的資料紀錄。同樣，

海關人員查證，也可以得到有關持有人的紀錄。 

只要想一想，日常有多少事項涉及出示身份證，就可估量這個到處張揚的「密

碼」可以開啟多大的資料庫。 

 

新身份證用途語焉不詳 

目前，這些檔案仍是個別處理，並且大部分以人手操作，彼此之間不一定有連

繫。每個檔案的資料也是有限，因為大部分需人手蒐集。 

試想，要是身分證不再限於以照片﹑出生日期等簡單資料作身分證明，或憑號

碼查持有人的檔案，而是本身就是一個電子資料庫，所記錄的資料包括多方面而詳

盡，每次用身份證都記錄上新資料。查證的人一下子可以“閱讀”到多個資料庫的

資料，甚至個別的政府部門資料庫連成一體，到時，身份證就會成為另一種工具。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大阿哥盯著你」—— 就會成真。 

入境事務處上周三在立法會的人事編制委員會要求保留一個副處長職級的職

位，繼續主持一項有關簽發新身分證的研究。表面上，入境處的要求只是基於目前

處理簽發身份證的電腦系統已過時及太殘舊，並且舊身份證容易假冒﹑偽造，所以

需要研究更新制度及添置新電腦系統，而在過程中同時研究更大幅改革的可行性，

使身分證更能追上新時代新科技新要求。但事實上是否這麼簡單? 
六百萬多市民全體換領新品種身分證，而按立法會文件透露，該身分證會用最

頂尖的科技，以「智能卡」的方式，載錄包括生物特徵的資料。總共儲存什麼資料，

文件語焉不詳，用途也不詳，法律根據也不詳，但研究可行性的過程涉及與內地及

澳門當局磋商，將來方便出入境、簽證等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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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二：經濟評論 

 
 
 
 

 
輕描淡寫難令市民放心 

這是非常影響深遠的頭號大事，不但涉及個人私隱，而且可以成為政治監察追

蹤的有力工具。然而卻到今沒有進行過任何諮詢，非但事前未嘗在立法會任何一個

事務委員會提出，要求暫時稍擱置，待事務委員會討論之後再提出，也為代表官員

所堅拒。究竟背後目標何在﹖輕描淡寫的煙幕之下，鐵腕冉然。急不及待，是否需

趕上配合《基本法》二十三條的立法日程？ 
當然，以上疑慮，政府會譏為神經過敏，又或捕風捉影。然而，在這些重大問

題上，政府一日不交代明白，市民一日難於安枕！ 

                                                          
（資料來源：明報 2000 年 3 月 1 日）

 
網上廣告收益不大 

鄧建初  

 

以市盈率(P/E)，衡量股價的方法，對在現階段仍然虧蝕的互聯網股來說，並不

適用。因此基金改用以「人頭計數」來計算其價值，原因是既無法以市盈率來衡量，

但又要向顧客交代，惟有設計一個認為可以衡量股值的指標，給市場一個共識，並

讓其他人接受其想法。即使現時不賺，將來如能大賺亦足以彌補損失，所以還可以

將盈利推遲一段時間也不打緊。試想想，互聯網最終仍要靠收費或廣告來提供盈利。

現時香港市場多免費上網，但網民則對廣告並無太大興趣，一見廣告即點擊其他有

用的網頁，故廣告效益並不如電視般理想。筆者認為，除了網上售賣貨品，證券業

網上買賣較有可為外，其他資訊傳遞不可能收取太多費用；所以將來能夠壯大的始

終寥寥可數。網絡股熱潮終有爆煲一日，那時候，有土斯有財的理念又會再次重生，

物業價格就會回升。  

 

（資料來源：香港經濟日報 1999 年 10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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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三：社評 

 

 

 

 

 

 
高危樓宇安全問題應先解決 

 

在接連發生樓宇石屎剝落擊斃女小販及商場「假天花」墜落險告傷人等事故後，

署理政務司司長孫明揚昨日透露，政府將會在下一個立法年度重新提出強制性驗樓的

建議，事前並會進行為期一個半月的諮詢。 

看來，血淋淋的事實已再度喚起人們對樓宇結構安全問題的注意。 

事實是，樓宇結構安全在本港這樣一個住屋、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已經成為一

個極其嚴重的潛在危機。據去年一項調查顯示，本港由二十年至四十年樓齡的一萬三

千多幢樓宇中，有近半數存在各種不同程度的潛在危險，其中，更有七百多幢被專家

評定為存在即時危險，必須立即進行檢驗及維修。另一項數字是全港有半數樓宇即二

萬五千多幢是超過二十年樓齡的，也就是說，樓宇結構老化已不是個別的而是普遍存

在的問題。 

除了樓齡因素外，本港樓宇結構安全的另一大隱憂，就是各式各樣大量非法僭建

物的存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由於寸金尺土，居住環境擠迫，不少住戶紛紛在樓宇

居住範圍外進行各種擴張、搭建，包括把原本用作晾衣、納涼的天臺、露臺密封成房

間，加建大面積的鐵籠，以及花籠、花架等。這些僭建物大都沒有經過正規的圖則工

程審查，屬非法違章建築，存在一定的危險性，加上冷氣機等附加物，墮下傷人的事

件過去已一再發生。 

在過去港英管治時期，只知推行高地價、高租值的「三高政策」，對樓宇結構安

全問題長期漠視不理，大量「欠債」，造成今日大批樓宇老化失修及僭建物處處、拆

無可拆的嚴峻局面。 

面對一而再發生的途人傷亡慘劇，樓宇結構安全問題已到了不能再拖、再迴避的

地步，必須立即行動起來，作出處理。而當前的關鍵措施，是切實推行強制性驗樓計

劃。按九七年七月政府提出的有關計劃，全港二萬五千幢二十年以上樓齡的樓宇將被

納入強制檢驗範圍，「由舊及新」，首批推行對象，為四千五百幢四十年樓齡的樓宇。

但是，有關建議在立法會遭議員反對而未能通過。 

無疑，有關強制性驗樓計劃，在推行上的確存在一些困難，例如一些舊樓因年代

久遠，業權責任不清﹔一些舊樓業主為年老長者，無力負擔驗樓費用﹔更有一個普遍

問題是部分舊樓沒有業主法團組織，驗樓工作根本無法推行。面對這些困難，的確需

要逐一加以研究、解決，但樓宇結構老化的現象只能是拖延越久越嚴重，問題不可能

自動消失或解決。因此，儘管困難再多，有關計劃仍是必須堅決推行，否則情況只會

越來越難以收拾。 

為協助部分業主解決費用問題，當局已設置五億元的維修貸款基金，但反應未如

理想，至今申請者僅十七宗，貸出款項僅六十多萬元。這就說明費用問題並不是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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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樓計劃推行的最大障礙，問題在於計劃的宣傳、推行未夠普及，很多人的樓宇安全

意識尚未建立或有待提高。 

因此，眼前當務之急是，政府有關部門必須首先「集中火力」，強制七百幢有迫

切危險及四千多幢四十年樓齡的樓宇進行驗樓，經濟有困難的給予貸款，未有業主法

團的協助組織，總之千方百計要完成對這一批「高危」樓宇的檢驗工作，以及跟進、

督促維修。然後再由此及彼，推廣到三十年樓齡的一批樓宇。飯只能一口一口吃，問

題既如此廣泛存在，如果把對象一下子遍及全港樓宇，徒事倍功半，倒不如分期解決，

立竿見影。 

對政府決定下一個立法年度重提強制性驗樓之議，各政黨議員不應以居民利益、

社會安全為「賭注」，為博取部分市民好感而反對條例的立法執行。強制驗樓無疑存

在一定的「擾民」成分，因問題曠日持久，困難已無可避免，但不解決則只會付出更

沉重、更「擾民」的代價。與其以人命傷亡為犧牲品，不如「壯士斷臂」，痛下決心

切除這個隱患好了。 

                                                          

（資料來源：大公報 1999 年 8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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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四：文學評論 

 

 

 

 

 

心靈底蘊的展露 

—— 評《哭與不哭》 

 
好的作品，往往可以從不同的層面去解讀。《哭與不哭》即是一篇敘事佳作。寫

親情，寫死亡，寫人情，但歸結起來，都離不開心靈內蘊的揭示。 

 

就敘事的內容看，本篇寫的是：「我」由於舅父突然亡故而引發內心的情感嬗變。

因為是「近距離接觸」，加上平日親情淡漠的關係，故「我」開始時是拒絕「死亡」

的，直到最後才接受死亡的事實。此中，有親情、生死、身內身外、情感理智諸種元

素的交互作用，從而再現了人性斑駁的景象。 

 

瞧瞧那個年輕的「我」，怎樣一次次地用意識去掌控情緒，但一直都未能奏效。

然而一旦情感淹沒了理智的堤岸，當潛在的心潮湧動起來時，男兒淚便奪眶而出，內

在的「我」終於突破自身性格的規限，心靈的底蘊即時顯露，眷戀、寬容、悲憫之情

也隨之而至。於是，「我」親近了已逝的親人，同時也更新了活著的自我—冷漠、疏

離、逆反，在淚眼盈動的一瞬間，全都消解了。 

 

就情節的處理看，作者確是花了一番功夫的。即如在順序的敘述中，安排了對比。

一面是家人與「我」的情感反差(哭與不哭)；一面是「我」前後兩段的情感變異(不哭

與哭)，這就形成敘事的張力。試想，當讀者面對那天呼天搶地、歇斯底里的嚎啕痛哭，

及不聲不響、死死守著情感「紅燈」的強烈對照的場景時，能不悚然心動？又如，文

中也細心地安排了伏筆，即寫「我」在壓抑哀傷情緒時，內心始終忐忑不安(「忐忑」

一詞用得頗好)，末了，終於演化為決堤的淚波，將情節引向高潮。 

 

本文沒有太多的背景鋪敘，有的只是事件和心理。文內對「我」心理轉變的分寸

的把握，可謂恰當。例如，瞻仰遺容時，感到舅父的身軀比過往更加熟悉。「熟悉」

二字，語意豐厚。可以說，那是舊日親情在當下的折射；也可以說，是對已故親人的

重新認識和情感認同；更可以詮譯為「我」對死亡事實的接納…… 

 
自然，本文也有瑕疵，個別情節交代不周。如在未證實舅父死訊時，媽媽竟以「白

頭人不送頭人」為由，阻止婆婆上醫院，似不合情理。另，文尾寫「我」對死亡的感

覺也顯得空泛一些，可略作充實。 

 
 

（資料來源：香港理工大學中國語文教學中心陳家春先生）



 152

例五：電影評論 

 
 
 
 
 
 

 

 

 

 

 

 

 

 

 

 

 

電影會死去嗎？ 

史文鴻 

 

九九年一月十一日晚上，《香港電影雙周刊》舉辦了慶祝該刊物二十週年的放

映會，大會所放映的影片及放映後舉行的討論會主題均集中在電影會否死亡的問題

上。 

 

為甚麼電影會成為會死的病人？ 

電影經歷了百多年歷史，究竟患上甚麼病症，會使人懷疑它會否死亡呢？其實

回顧電影的百年經歷，也曾經歷過要掙扎求存和被人質疑會否死亡的階段。最明顯

不過的，是五、六十年代電影的冒升，西方的電影，特別是美國電影，入座率開始

飽和及下降，那時就有人擔心電影已經走上死亡之路。當時由荷里活帶領的商業電

影就以瑰麗的彩色、極度闊銀幕及大製作回應，挽救可能被電視取代的電影。 

其實這個階段香港已經通過，七十年代初電視在香港冒起，到七十年代末、八

十年代初走上收視高峰，也分別使粵語及國語片受到很大的衝擊。可是，粵語片就

如荷里活電影般脫胎換骨存活下來，國語片則於八十年代之後死了。死與不死，其

實是相當複雜的問題。 

 

電影是甚麼？ 

電影最狹窄的定義，是一種技術上的界定。它要以菲林或膠片在大銀幕之上放

映，而觀眾要在電影院中欣賞這類電影放映。事實上，目前對電影會否死亡的憂慮

正正是由這方面引發的：首先是放映硬件及軟件，如 DVD 在質素上、VCD 在價廉

及普及程度上，均能影響到電影放映的收益，加上翻版猖獗，使製作成本不菲的電

影生產冒上更大的風險。 

不過，電影作為一種文化，還可以有其他起碼三個不同層面的意義：首先是電

影經歷了近百年的發展，已經成為一組重要的社會紀錄或檔案，世世代代的人還是

會繼續應用這些檔案的，儘管應用的方式不一樣；如幾十年前的報紙，今天的應用

方式變成了微型膠片。 

電影更深刻的社會意義，是它本身也是一種藝術形式，盛載著重要的藝術價值。

今天的藝術欣賞和研究，已經多了一項電影，一些高等學府也開設電影這門學科。

要求高質素藝術的研究和欣賞，還是要看電影，而不是影帶或影碟。後者和前者的

關係，就像真正繪畫和畫書之間的關係。有沒有學者一生用畫書教畫而未看過真跡

的呢？起碼他會要求大家以看到真跡作為藝術體驗的最終依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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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電影更是一種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可以高檔得像去博物館，也可以

是屬於大眾品味，結合商場的購物、消閒及娛樂的消費模式。前者強調的，是偉大

的經典電影；好口碑的電影作品，都會吸引到大量觀眾欣賞，電影院會是電影藝術

公眾的朝聖地。對後者來說，電影是現代人消閒娛樂生活的一個環節，也肯定有很

大的吸引力。 

面對以上各環節，電影業的萎縮及人們對其死亡的擔憂，肯定來自不同的理解。

第一是藝術欣賞和研究越來越依賴影帶及影碟收藏；第二是生活吸引太多，加上近

年經濟不景，也在一定程度上打擊票房，構成對電影製作及放映前景的憂慮。 

 

電影生存之道 

若果我們參照過往的經驗，特別以香港國語片及粵語片為例，我們對「電影會

否死亡」之問題，可以得到審慎樂觀的答案。我們要審慎的原因是：電影製作的確

需要很大的成本，若果沒有市場的支持，根本是無法活下去。港產國語片在香港之

死，就說明戰後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一代對傳統國語片缺乏興趣，從而令其死亡。相

反，港產粵語片能滿足這一代人的要求，所以能經歷了八十到九十年代中一段漫長

的興旺期。 

目前港產片面臨的挑戰，是質素方面比不上外語片，以致票房萎縮，構成危機，

但這只是一類的電影戰勝另一類，電影還是可存活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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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例六：思想評論 

 

 

 
 

為孩子開書目 

 

經常有人向作家文人提出這樣的問題：「讓孩子讀些什麼書比較好呢？可不可

以給我開一張書目﹖」 

這樣的問題也有人向我提出過，提出這問題的人並不都是無知之輩，大概只是

因為他們知道我兒子已經養成了讀書習慣，希望我來介紹一下經驗。殊不知，有了

讀書習慣並不等於他會沿著我指給他的路往下走，就算他沿著我指給他的路往下

走，在這個瞬息萬變的時代，我也不敢肯定，我指給他的路就是一條通向幸福的康

莊大道。所以，他們的問題也是我的問題，我也真的不知道，怎樣給我們的孩子開

書目﹖而且，即便我開出了這張書目，也不一定有益於他的成長。 

…… 

此一時也，彼一時也。舊時代的國人，活在一個封閉的世界，一生只是讀經論

文，「五四」之後，國門開放，我們看到了外部世界的精采，我們知道除了老祖宗

那一套，還有新科技，新文學，不管我們怎樣為出不了學問大家而惋惜，在這樣的

時代，要我們再回到故紙堆中，也是不可能的了。到了我們的兒輩，傳媒已進入第

四次浪潮，連電視電話都嫌落伍，信息高速公路消除了一切地理障礙，蜂擁而來的

信息令我們眼花繚亂，當我們看到飛速敲擊著電腦鍵盤的下一代，我們還有給他開

書目的自信嗎? 

就以我個人的經驗來說，有時候我雖然和兒子一道逛書店，上圖書館，但一進

了門，我們就分道揚鑣。兒子說﹕「一小時後在門口等。」然後，一溜煙就不見了，

不知消失在哪個方向。有時我在科技部找到他，有時在歷史部找到他，有時又在工

具書部找到他，偶爾，我也會在文學部和他相撞，但看看他面對著的那排書櫃，我

那尚未成形的笑容就凝固成了尷尬的懊惱。他看的是武俠小說。 

…… 

不過，如果我們僅僅把這種現象歸之於下一代的審美趣味發生了問題，未免失

之於偏頗。因為有時候，我們不得不承認，孩子對於他們所讀的書的議論，也有一

定的道理。比如我問他為何同是武俠小說，偏好金庸而冷落梁羽生時，他道﹕「梁

羽生小說只有武沒有俠，金庸小說有武又有俠，而且俠的成分高過武的成分。」 

他評論古龍的武俠小說道﹕「古龍的小說有一股悲涼之氣。這是別的武俠小說

都沒有的。」 

如此，能說他是懶於思考才迷上武俠小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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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次我和兒子一道看電視，正在上映的是日本海軍史。我發現他對那段歷史

的許多細節都如數家珍，當電視上播出日本第一條軍艦時，兒子道：「比中國還不如，

他們的第一條軍艦還是英國造的。」播出日俄戰爭中的旅順口大決戰時，他就說﹕「知

道這次海戰的作戰計劃是誰制定的嗎﹖」接著他得意洋洋說出答案，然後詳細講出那

次海戰的佈陣，交戰的經過，滔滔不絕。 

我不由得驚問：「怎麼，你讀過日本海軍史﹖」 

「豈止是海軍史，戰國時代以後的日本史，從《日本戰國史》到十卷本的《織田

信長傳》，沒有哪一部我沒讀過。」 

從《安徒生童話》那條路到日本近代史的途徑，有什麼必然的聯繫嗎﹖這個謎，

有一天我無意中翻檢他的電腦遊戲碟時，終於破解了。 

原來，很大一部分的遊戲碟，是日本製造，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又都是有關日本

戰國史的。就是在這時候，我意識到自己和兒子的讀書之路，永遠不會重疊。 

我總算看到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我們不是從一個渠道獲取信息的。所以我們雖

然在同一地點起步，眼睛看的卻是不同的方向。上一輩的書目，再也不會適合於下一

輩了，不管那些書目培養過多少英才。我想，這也多多少少可以解釋，為何那麼多的

聰明人在我們前頭活過了，留下了那麼多的經驗和教訓，我們卻還是不斷地迷路，失

足，走彎路。 

我們讀不同人物的傳記，發現他們有不同的書目，就是同一領域的精英，影響他

們成長的書也不同。富蘭克林在印刷所不成系統地抓到什麼讀什麼，成了總統；羅斯

福在名校受到成套的科班教育，也成了總統。邱吉爾說他的文學修養大部分得益於吉

本的《羅馬帝國興衰史》，另一位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英國作家戈爾丁，則說他從未讀

過這本書。《唐‧吉訶德》一向是世界文學史上的經典之作，毛姆和安德烈‧莫洛阿

的回憶錄中都談到這部書對他們的巨大影響，但納博科夫卻把它說成是垃圾，曾有過

在講台上當眾把它撕毀的激烈之舉。這樣一想，我就覺得還是不要開書目的好。 

就算是一條現成的路，自己摸索著走過一遍，與有人領著走過一遍，效果是完全

不同的。何況，在我們面前，常常是沒有路的，要靠我們自己去開拓。 

 

 

(節錄自 2000 年 9 月 16 日大公報《怎樣給我們的孩子開書目》，內容稍有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