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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活天才蘇東坡 幽默可愛在刁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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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論證邏輯 減少謬誤出現
辯論場上，不時聽到辯員指出對手犯
了「謬誤」。在初級的比賽中，若能找
到對手的謬誤，予以反駁，就可以取得
技術分。然而，可能由於指證對方太有
成功感，謬誤一詞在辯論場上已被用得
氾濫。還是要先回到What的問題︰謬
誤是什麼？

事實錯誤稱「訛誤」
不是所有錯誤都是謬誤。謬誤專指涉
及邏輯的錯誤，而一般涉及事實的錯
誤，可稱為「訛誤」。例如我說︰「人
普遍有四隻腳」，這種錯誤屬於「訛
誤」。我說︰「人有兩隻腳，『小明』
也有兩隻腳；由此推斷『小明』是
人。」這種錯誤是「謬誤」。
所以，想找出謬誤，就要基於對邏輯
的認識與掌握。過去的哲學家雖曾整理
了不同的謬誤形式，但這些形式繁多，
因此一般學習辯論的人都會推薦初學者
學習李天命教授提出的「四不」框架。
由於篇幅有限，我今天會選取當中的
「三不」作基本介紹，方便大家活學活
用。

理由需直接關係
第一個「不」是「不相干」，意指在

推論時，用不相干的理由來支持結論，
我給它一個通俗的別名——「唔關事」
謬誤。這是很常見的謬誤，我們在聽到
對方給出的理由時，要小心檢視這個所
謂的「理由」與他要證明的「論點」是
否相關。例如有一宗案件，一名少年偷
食物，證據確鑿。辯方律師向法官求情
說︰「請不要判被告有罪，因為他很
慘，已經兩日沒有吃飯。」
此處的少年的慘況的確讓人憐憫、體

諒；但若細心思考，會發現「是否有
罪」與「沒有吃飯」、「很慘」是「不
相干」的。所以，以此作為推斷其無
罪，是「不相干」謬誤。

雙重標準看情況
第二個「不」是「不一致」，意指一

段言論的內部有矛盾、前後衝突、自打
嘴巴，其中一種最常見的就是「雙重標
準」。「雙重標準」指在沒有充分理由
下，在相類似的情況採用不同的標準。

舉一個生活例子，媽媽說︰「弟弟做完
功課，可以去玩；哥哥做完功課，不可
以去玩。」媽媽這段話就犯了「雙重標
準」。要留意，不是任何不一樣的處理
手法都必定犯了「雙重標準」的謬誤，
要看看是否「有充分理由」及是否「在
相類似的情況」。如上述的例子，原來
哥哥明天有考試，弟弟沒有考試，所以
哥哥做完功課還不可以去玩，這樣就不
算是「雙重標準」。
第三個「不」是「不充分」，指提出

的原因、論據不足夠去證明結論。例如
以「個體」例子去過分論證「整體」的
情況，忽略了「個體」與「整體」之間
的差異問題，這種我們稱為「以偏概
全」，就是屬於「不充分」謬誤。
大多數人沒有經過嚴格的邏輯訓練，

說話中很難避免「謬誤」。反過來說，
我們學習謬誤，不只是為了批評別人，
也是用來檢視自己。如果我們細心聆聽
及思考，多問「是否相干？」「前後是
否一致？」「理由是否充分？」這樣可
以大大減少謬誤出現的機會，促成更有
益的溝通。

●任遠（現職公共政策顧問，曾任職中學、小學辯論教練，電郵︰yydebat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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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茶純粹喝茶 飲茶有點心吃

《蘇東坡傳》是幽默大師林語堂先生最
「偏愛」的一本英文著作。一般作家都
「垂青」自己的成名作，而林語堂最喜愛
的，倒不是暢銷西方的《生活的藝術》，
也不是後來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京
華煙雲》，而是人物傳記的《蘇東坡
傳》。
林語堂偏愛《蘇東坡傳》，是因為他偏
愛蘇東坡的才華和憫人諷己的「幽默」。
《蘇東坡傳》於1945年開筆，雖然他在
原序中聲稱，他寫這本書並沒有什麼特別
理由，只是以此為樂而已。實際上，此書
從醞釀到脫稿，竟歷時一二十年之久，實
是嘔心瀝血之作。
早在1936年，他準備舉家遷美時，沉重
的行李中，珍本古籍、參考資料總達13
類、百多箱，全帶到美國。其中有關蘇東
坡的書籍，竟佔相當大比重，可見他早就

有撰寫《蘇東坡
傳》的計劃，而
非遊戲之作。
林語堂厚愛蘇

東坡的原因，不
僅在於他從蘇東
坡的著作中汲取
了精神營養，而

且從蘇東坡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於是
《蘇東坡傳》中的蘇東坡，多少有點現代
化了，因為這是一個經過林語堂藝術加工
的蘇東坡。
因此，此書也許不是研究蘇東坡的最重

要的史料，但卻是研究林語堂內心世界的
難得材料。
林語堂說，蘇東坡是個秉性難改的樂天

派，是悲天憫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
好朋友。他是散文作家、大詞人，又是新
派畫家、偉大書法家。他更是假道學的反
對者、佛教徒、士大夫……形形色色，多
姿多采。
他飲酒成癖，卻是位心腸慈悲的父母

官；他政治上往往堅持己見，卻生性詼諧
愛開玩笑；他喜歡月下靜靜漫步，詞風卻
豪邁奔放。所以，很多人一提起蘇東坡，
在中國的文壇上，自有一股親切而敬佩的
感覺。
林語堂認為，蘇東坡是一個多才多藝的

天才，更有天真爛漫赤子之心。他喜歡讀
蘇東坡的作品，因為在他的作品中，往往
流露他的本性，亦莊亦諧，真篤而誠懇，
完全發乎內心。他的寫作是自得其樂之
外，字字皆真誠地發自肺腑。
林語堂自認被蘇東坡的魔力所傾倒，他

覺得蘇東坡的身上，有一股「道德的力
量，非人力所能扼制。這股力量，讓他憂
患來臨時，也一笑置之。」他的《蘇東坡
傳》，就是盡力去描寫蘇東坡這種「魔
力」。
在林語堂的筆下，蘇東坡融合了佛、
道、儒各家的哲理，是一個林語堂所理想化
了的人物。歷史上的蘇東坡是否真的達此境
界，就未知了，但書中的蘇東坡，就折射了
上世紀四十年代的林語堂的精神世界。
近30萬字的《蘇東坡傳》，無論在文學
價值或是史學價值來看，都非常出色。不
僅對資料有詳細的考證，也對是非善惡有
透徹的判斷；既體現了學者的治學系統方
法，又有哲學家的高度思想，更有文學家
的藝術技巧。
書中不求枯燥的史料堆砌，而是富有濃

厚的生活氣息。不知道900年前的蘇東坡
是不是真的如此幽默風趣，但若確實如
是，書中的蘇東坡倒是真的稱得上是位幽
默大師，但他「其大處為國為民，忠貞不
渝，至大剛之氣，足為天下師」。而「其
可愛處，偏在他的刁皮」。
全書分4部分：「童年與青年期」、

「壯年期」、「老年期」和「流放歲月
期」。書中有寫到圍繞他的人生的，有父

親蘇洵、母親程氏、弟弟蘇轍、妻子王
氏，小妾朝雲。蘇東坡生於宋朝最興盛的
仁宗皇帝時期，年紀輕輕已經顯露才華，
考科舉一擊即中當進士，才氣縱橫的他本
可扶搖直上。
哲宗皇帝執政，他屢次被貶官流放。皇

帝駕崩，蘇東坡峰迴路轉地被攝政的皇太
后召回京城，任翰林學士知制誥。到徽宗
皇帝長大後，他再被貶謫。公認的文壇泰
斗一生起起落落，再起再落，富裕過亦貧
苦過，但他始終保持高尚的文人品格。

在《蘇東坡傳》中，林語堂是懷着崇敬
的心情去描述這位「快活天才」的一生
的，那麼在之後的《武則天傳》中，他對
這個古代的女強人的感情傾向是憎惡的，
這是二書相反之處。
他可把自己的繪畫藝術觀，傾注於書

中。他在第二十章〈國畫〉中，深入淺出地
介紹蘇東坡天才橫溢的風格，何嘗不是作者
自己的畫論。毫無疑問，此書是林語堂在學
術上和藝術上成熟的標誌，難怪連一些「蘇
學」的研究者都非常推崇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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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山山
字字水水

●雨亭（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

考考你：下面哪一個詞語是普通話詞
語？
1. A. 宵夜 B. 質素
C. 銜頭 D. 臭狐
2. A. 行雷 B. 八卦
C. 電髮 D. 生果
前幾天有位學員給我發短信，說在我
們學校的facebook上面看到一個粵普對
照短片，表示「宵夜」這個詞是普通話
詞語，就覺得很奇怪。她說以前的教材
上寫着，「宵夜」是粵語的說法，普通
話應該說「夜宵」才正確。

約定俗成變新詞
這位同學沒有說錯，根據《現代漢語
詞典》（第五版）（下稱：現漢）的詞
條，有「夜宵」一詞，指夜裏吃的酒
食、點心等，是名詞。但也有「消夜」
一詞，既有名詞「夜宵」的意思，也有
動詞吃夜宵的意思；但要留意，這個

「消」是「消化」的「消」。不過隨着
社會的發展，語言的約定俗成，一些詞
語在讀音、詞義上出現了一些變化，當
然也包括新詞的產生。所以到了《現代
漢語詞典》（第六版）的時候，「消
夜」註釋，即也作「宵夜」。

花邊新聞更八卦
像這類以前不規範的，現在卻被收進

《現代漢語詞典》（第七版）的詞語有
很多，其中也有很多粵港澳地區的詞
語。比如上述的第二題，正確答案是
「八卦」，以前「八卦」只有一個義
項，即我國古代的一套有象徵意義的符
號，用作占卜的。現在增加了一個義
項：形容詞，沒有根據的；荒誕低俗
的，如「八卦新聞」。以前我們想表達
「八卦新聞」的時候，就得說「花邊新
聞」了。
我們再舉個例子，廣東人很喜歡早上

去茶樓「飲茶」，以前我們都要說「喝
茶」，但廣東人的「飲茶」會一邊喝茶
一邊吃點心，跟北方的「喝茶」是不一
樣的。所以現在「飲茶」一詞在詞典的
解釋除了有「喝茶」的義項外，還有一
個義項是「到酒樓、茶樓喝茶、吃點心
等，分早茶和下午茶，是粵港一帶流行
的生活方式。」那同學們以後去「飲
茶」的時候，就不用刻意說「喝茶」
了。

莫名其妙無厘頭
還有一些詞語如以前的「搞定」，現

在說「搞掂」也可以；「指言語、行為
等沒有來由或沒有意義，讓人莫名其
妙」也可以說「無厘頭」了；「出遠門
回來時捎給親友的小禮物，或泛指上門
拜訪時所帶的禮品。」也可以直接說
「我帶了些手信送給你。」
同學們，這些詞你們學會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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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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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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嗚謝」令聞者心酸

●郭錦鴻 語言通用教育學部講師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網址：www.hkct.edu.hk/
聯絡電郵：dlgs@hkct.edu.hk

讀者有否發現，近年來，我們生活周邊出現誤用字的情況，好
像比以前更普遍。誤用字的出現，或緣於筆誤，或緣於「鍵
誤」，甚或緣於刻意「戲謔」的習慣。然因資訊媒體發達，其影
響力不容小覷。今次跟大家分享一對已「深入民心」的誤用字：
「鳴」和「嗚」。
在企業網站、廣告、文宣、活動場刊等，我們不時發現有主辦
單位使用「嗚謝」一詞向彼方表達謝意。顯而易見，「嗚謝」是
錯誤的。不過據筆者統計，過去五年，搜尋器找到使用「嗚謝」
的網站，其數量一直上升，新近搜尋結果更達121,000條。撇除
網上字典及單純討論文字的網站，「真誠誤用」的單位包括政府
部門、大學分部、中小學校、大型慈善機構、社會組織、宗教組
織、藝術團體、宗親及聯誼會、商業機構、數碼業界年度盛事專
頁、來自 51 個國家和地區超過3,000官員及商界領袖出席的國
際高峰論壇專站等，足以反映「嗚謝」被誤用的領域遍及各界，
情況嚴重。

雀鳥叫聲稱為鳴
《說文解字》謂：「鳴，鳥聲也。從鳥，從口。」許慎解釋得
很清楚，「鳴」就是雀鳥叫聲，由「鳥」、「口」二字構成，是
會意字。《論語．泰伯》載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意
謂雀鳥快死之時，其叫聲會顯得特別悲哀，「鳴」即「叫聲」。
清代段玉裁注「鳴」曰：「引伸之凡出聲皆曰『鳴』。」他告
訴我們，「鳴」在古代有引申義，即凡「出聲」之舉，皆可用
「鳴」表達。《論語．先進》載孔子不滿冉求盲目為季氏搜括錢
財，斥其道：「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說大家可
以響起鑼鼓來聲討冉求。「鳴鼓」的「鳴」便有「發出聲響」之
意。南宋詩人章甫有《自鳴集》六卷，證明「鳴」的施事者後來
已不限於雀鳥。
翻查文獻，「鳴」引申為「表示」，並以「鳴謝」指「表示謝
意」，這用法主要在明清小說出現。明神宗萬曆二十五年（1597
年）羅懋登歷史小說《三寶太監西洋記》第五十回有「肅此鳴
謝」之句；清初徐震《珍珠舶》第九回載主人翁楊敬山請僧啟懺
後，獲救濟轉生人界的鬼魂「為此特來鳴謝」；清咸豐年間實鋆
《文靖公遺集》有「以詩鳴謝」之題，如是種種，足證古今「鳴
謝」的意義無有二致。

嗚呼後借指死亡
「嗚」在《說文》未見收錄，但其在春秋時卻是常用字，較多
配「呼」作感嘆用。《論語．八佾》載孔子痛心冉有未有勸阻季
氏祭祀泰山時，嘆謂：「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西漢
董仲舒《春秋繁露．竹林》抒發眾生情志與天道可通感時，嘆
道：「嗚呼！物之所由然，其於人切近，可不省邪？」宋本《廣
韻．上平．十一模》：「『嗚』，嗚呼。」元刊本《玉篇》：
「『嗚』，呼嘆詞也。」可知「嗚」在古代配「呼」成嘆詞，是
主流用法；至清代小說時，其又用來借指死亡，再演成今日「一
命嗚呼」之謔稱。
再看看其他配詞。「嗚咽」在漢《列女傳》出現，形容淒涼低
沉之聲，至五世紀的《後漢書》已見其作動詞用。「噫嗚」同見
於《後漢書》，動詞，指低泣；「嗚軋」在杜牧《樊川集》詩
〈題齊安城樓〉有載，指吹角聲，屬罕用詞；「嗚」在東漢隸書
碑刻《北海相景君銘》曾被寫成「歍」，但「歍」是「噁心」之
意，兩字本義不通。
說了這麼多，其實想說明的道理很簡單：以「鳴謝」作「表示
謝意」之法由來已久，有歷史依據；以「嗚謝」來多謝別人，即
盡失原意。嘆詞「嗚呼」屬單語素，兩字具聯綿關係，拆出首字
配成「嗚謝」於理不通：「嗚呼地表示謝意」，令人難以想像；
「嗚咽地表達謝忱」，更令聞者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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