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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逆雙向思考 刺激拓展論點
上周介紹的角色轉換思考法，是要令
同學們可以較有方法地發掘不同的論
點。這次我們再加入另一個維度，協助
拓展我們對論點的思考。
我們一般思考時，都會順着一個方向
想。例如我們要支持一件事情，就會自
然地去想這件事的好處。這種思考方式
可稱「單向線性思考」。
這是最直接的做法，除非你有很好的
學識基礎，或者對相關議題十分熟悉，
可以想到很多內容作為論點，否則單向
線性思考很容易會在想到兩三個論點後
走到盡頭。這時候，我們可以學習運用
一套進階的思考方法︰「正逆向思考
法。」

反方向想不存在
正逆向思考法是指我們想論點時，先
順其自然地往一個方向想（正向），在
想到一個論點後，試着反方向想這個論
點「如果不存在」會怎樣（逆向）。
「逆向」的意思不是「反對」原來的立
場；我們仍然站在原來的立場，只是回
頭用另一角度看，刺激思考。以下舉幾

個簡單的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關於「什麼是……」的

問題。如我們要說明「什麼是好學
生」，我們先列舉一系列好學生的標準
（正向），如勤奮、有禮、成績好等
等，當想不下去時怎辦？我們可以反過
來想「什麼不是好學生」（逆向），如
破壞秩序、遲到、欺負同學等等。經過
正向及逆向的思考後，我們對好學生的
理解就會比單向思考豐富了很多。
另一個例子是關於「有就如何如何」

的問題。如我們要討論「應否增設關愛
座」，我們可先想想「有關愛座就可
以……」如讓有需要的人士可以更方便
找到座位。

沒關愛座會怎樣
然而，這種正向的觀點往往太簡單直

接，這時我可以逆向地思考「沒有關愛
座又如何？」我們可以想到，有需要的
人士仍然有需要，但在沒有劃定的關愛
座的情況下，他們的需要可能會被忽略
或引起其他矛盾。這樣思考可以有助刺
激我們思考更多的論點。

正逆向思考法最好用於一些看似簡單
的辯題。好像「氧氣」一樣，有氧氣的
時候我們不覺得其重要性，但在「沒有
氧氣」的情況下，重要性就會很明顯。

探討值得討論方向
這兩周的討論都是有關發掘論點，為

何發掘論點這麼重要？首先，在比賽準
備初期，在未有豐富的資料的情況下，
用這些方法發掘論點有助我們有效率地
探討辯題可以值得討論的方向，然後再
進一步找資料。
如果一開始的論點方向就想得很狹

隘，之後找的資料範疇也會受限，難以
建立較好的主線。
其次，在發掘論點的同時，也會發掘

到對手的論點，可以更好地準備如何反
駁。人的思考往往會有盲點，如果沒有
不同的思考角度互相補充，很容易會掛
一漏萬。
最後，這些方法不只辯論台上可用，

在人生其他的舞台也是很好的思考工
具。如果欠缺了這些思考方向，人生可
能不只是輸了一場比賽這麼簡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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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不歸宿看星宿 鴆鳥泡酒能殺人

在今天四川成都的「武侯祠」，有一副
對聯，寫着：「三顧頻繁天下計，一番晤對
古今情。」說的是三國時代初期，諸葛亮隱
居隆中，新崛起的劉備，為了吸納人才，紆
尊降貴，三顧草廬，懇求指點迷津。
諸葛亮向以春秋時代之大政治家管仲，
以及戰國時代的名將樂毅自比。他雖足不
出戶，而知天下大勢，當時的人都稱他
「臥龍先生」。他感受到劉備的誠意，就
把自己對天下形勢和政局，向劉備詳細分
析，就是著名的《隆中對》。
據《三國志．諸葛亮傳》所載，《隆中

對》的內容，大致是諸葛亮說到：「自董
卓以來，豪傑紛起，佔城奪地者不可勝
數。而曹操比起袁紹，兵力弱、名聲細，
但曹操最終之所以能打敗袁紹，原因不僅
依靠的是天時好，而且也是人的謀劃得
當，政治智慧高明的結果。
現在曹操已擁有百萬大軍，挾天子以令
諸侯，這確實不能與他爭強了。但孫權佔

據江東，已經歷父
兄三代，加上江東
地勢險要，民眾歸
附，又任用了有才
能的人，所以只可
以把孫權作為外

援，卻不可謀取、打他主意。
荊州北靠漢水、沔水，一直到南海的物

資都能得到。東面又和吳郡、會稽相連，
西邊和巴郡、蜀郡相通，這是大家都要爭
奪的地方。但是它的主人劉表，卻沒有能
力守住它，這大概是上天拿它用來資助劉
備你的。」
諸葛亮又問：「你可有佔領荊州的意

思？至於益州地勢險要，有廣闊肥沃的土
地，自然條件優越，當年漢高祖就是憑借
此地而建立了帝業。益州牧劉璋昏庸懦
弱，張魯在北面佔據漢中，那裏人民殷實
富裕，物產豐富，劉璋卻不知道愛惜。
有才能的人都渴望得到賢明的君主。劉

備你既是皇室的後代，而且聲望很高，義
氣聞名天下，可廣泛地羅致英雄賢才，再
能佔據荊、益兩州，守住險要的地方。先
和西邊的各個民族和好，再安撫南邊的少
數民族，對外聯合孫權，對內革新政治，
大勢可定了。
一旦天下形勢發生了變化，你就可派一

員上將率領荊州的軍隊直指中原，再親自
率領益州的軍隊從秦川出擊，老百姓誰還
不用竹籃盛着飯食，用壺裝着酒來歡迎你
呢？如果真能這樣做，那麼稱霸的事業就
可以成功，漢室天下就可以復興了。」

諸葛亮這一番精闢的分析，令劉備對當
時的形勢豁然開朗，也令他覺得諸葛亮是
難得的人才，於是禮賢下士，懇請諸葛亮
出山，幫助他完成興復漢室的大業。文首
所述的對聯，就是《隆中對》的最佳寫
照。
不過，類似《隆中對》的策略，在三國

政治人物中，早有人提出過，這說不上是
諸葛亮的首創，或者可說是「英雄所見略
同」。
當孫策死後，孫權新立，江東形勢未

穩，全靠周瑜等人努力維持，才漸趨安
穩。不久，周瑜推薦好友魯肅給孫權。孫
權非常欣賞魯肅的見識，向他請教天下大
事。魯肅就向孫權提出了「鼎足江東」的
策略。
魯肅認為，曹操已成功控制漢帝，形勢

有利，「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
除。」孫權想要一統天下的設想亦不易實
現，因而最好的辦法是「鼎足江東」，等
待機會。利用曹操無暇南顧之時，進攻劉
表，佔取荊州。「竟長江所極，據而有
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
劉表死後，魯肅進一步勸說孫權要據守

荊州，結交劉備：「夫荊楚與國鄰接，水
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

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
此帝王之資也」，這看法根本與諸葛亮一
樣。
魯肅又分析形勢說：「今表新亡，二子

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
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
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
同，則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
圖之，以濟大事。」
魯肅與諸葛亮對荊州之見解，基本一

樣。二人策略和政治目標亦一樣，只是角

度和立場不同而已。不過，魯肅提出的時
間，整整比諸葛亮的《隆中對》早了七
年。這可以說是魯肅專美於前，而諸葛亮
擅美於後。
有學者說，《隆中對》有其不足之處，

時局的發展亦有變化，但綜觀諸葛亮提出
時，是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即
赤壁之戰的前一年，當時曹、劉、孫三家
之發展趨勢，仍未定形，而諸葛亮有預見
三國鼎立的局面，這《隆中對》確有值得
欣賞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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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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閒來無事，在網上看內地娛樂圈
的八卦新聞。看到有個明星被批評沒文
化，表現是經常讀別字。
好奇，於是找到他讀的錯別字列表，
（括號是他讀錯的字音）：剛愎（fù）
自用、諾（ruò）蘭、蓬頭垢（gòu）
面、鴆（jiū）殺、木訥 （nà）、恣
（sì） 意 、 星 宿 （sù） 、 粗 獷
（kuàng）、挾（xiá）持。
看着這張錯別字列表，不禁啞然失
笑。我還真不信網上的鍵盤俠們可以在
不查字典的情況下，一字不差地讀對這
些字。因為其中有幾個字大多數人都會
讀錯，正好用來做個科普。先說最多人
讀錯的兩個字吧：
鴆（zhèn），是傳說中一種有毒的
鳥，用牠的羽毛泡酒，喝下去能毒死
人。常見的成語：飲鴆止渴。鴆殺，即
毒殺。這個字混淆了另一個非常形似的
字：鳩，也是一種鳥，常見的如斑鳩。
常用的成語有：鳩佔鵲巢。熟悉樣板戲
的人，應該對這個字也很熟悉，對了，
就是《紅燈記》裏面的反一號侵華日軍

憲兵隊長鳩山。兩個字都是形聲字，右
邊都是形旁的鳥，左邊的聲旁，一個為
冘，一個為九，粗心的人不仔細看，真
的分辨不出來。
宿，有三個讀音：sù舍，一 xiǔ未
眠 ，星xiù。而最常用的讀音是sù。宿
營、夜不歸宿，都是讀sù 的，把星宿讀
成星sù的也很常見。這個字屬於常見
字，一般而言，不會有人專門為這個字
查字典，不查字典就不會知道自己讀錯
字。
粗獷、挾持、木訥，和他一樣讀錯的

人也真的不在少數。這幾個字都是形聲
字。
獷的聲旁是廣，其他幾個常見以廣為

聲旁的字：礦、曠、鄺，都讀送氣聲母
k（kuàng），所以想當然的會把「粗獷
（guǎng）」讀成「粗kuàng」。
挾的聲旁是夾，其他同一聲旁的常用

字是怎麼讀的？狹、俠、峽，都讀xiá，
因此就xiá持了！
訥的聲旁是內， 同一聲旁的字：納

入、吶喊，都讀nà，木訥（nè）也就成

了木nà。
愎、諾、垢，讀錯真是沒有藉口。大

概是兒時讀書不認真，這種「見邊讀
邊」是孩子們碰到不確定的字時最常見
的做法，然後就一直錯下去了。從沒有
人告訴過他這是錯的，就更不要提自己
去查字典了。
恣（zì）這個字卻是大多數人都會讀

錯的，會將聲調錯讀成「zī」。看看其
他同聲旁同為「次」的字：姿態、資
訊、諮詢，都讀做zī，只有恣須讀zì。
我不清楚他讀錯字的場合，但是恣意

和肆意是同義詞，如果不是讀書而是像
其他錯音場合一樣出現在訪談中，他說
「肆意」也是對的。詞典表示，恣意妄
為與肆意妄為都是可以的。
這件事提醒我們，不論你是明星、官

員還是普通人，一定要用嚴肅的態度對
待我們的漢字。雖然個別讀不準的字並
不影響我們閱讀，然而在公眾場合出糗
就很沒面子了。所以任何字稍有不確
定，都要去查字典，否則就會貽笑大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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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蔚
香港恒生大學中文系高級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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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詩作者難考究 誰能更上一層樓？
據古籍所載，今山西永濟縣城西南，舊存一座三層高樓（一說五

層），前望中條山，俯瞰大黃河，常有鸛雀棲息，故名鸛雀樓。由於高
樓視野壯美開闊，唐代諸多名家均喜登臨作詩，留下了許多優秀的傳世
名作，其中尤以下列此首《登鸛雀①樓》最為傳誦：

白日②依③山盡④，黃河入海流。欲⑤窮⑥千里目⑦，更⑧上一層樓。
《登鸛雀樓》為經典名詩，「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更為不朽佳
句，本港中小學課本多收錄為範文。惟此詩之作者，向為文壇疑案，眾
說紛紜。就目前所見材料，此詩最早收錄於唐代文人芮挺章編撰於唐玄
宗天寶三年（744）的《國秀集》，惟詩題並非《登鸛雀樓》，而是《登
樓》；作者亦非王之渙，而署名為「處士朱斌」。《國秀集》另收錄有
王之渙《宴詞》一首及《涼州詞》二首，卻沒有《登鸛雀樓》一詩，而
朱斌所作五絕《登樓》中，僅末句「更上一重樓」與今傳《登鸛雀樓》
「更上一層樓」句有一字之差，餘皆相同。然則此詩作者當為朱斌，詩
題原作《登樓》。
又據宋人范成大《吳郡志》所引唐代張著《翰林盛事》記述：「朱佐
日，吳郡人。兩登制科，三為御史。武后嘗吟《登鸛雀樓》詩，問是誰
作？李嶠曰：『御史朱佐日詩也。』」後宋人鄭虎臣《吳都文粹》及明
人張景春《吳中人物志》等，皆沿襲其說。李嶠於唐高宗時以進士出
身，時任天官侍郎，絕不敢用戲言欺騙武則天，若《翰林盛事》之說屬
實，則《登鸛雀樓》一詩當由朱佐日所作。惟朱斌是否即朱佐日？若
是，何以在武后時期已擔任御史的朱佐日，芮挺章在唐玄宗天寶時《國
秀集》中又題為「處士朱斌」呢？因無確切史料可證，只能暫且存疑。
民國臧勵和《中國人名大辭典》以為，朱斌字佐日，從者甚眾，惟亦不
過臆論，無法考定。
不論朱斌與朱佐日是否為同一人，至少我們可以知道，上引唐代文獻

在提及《登鸛雀樓》一詩作者時，似乎都未錄為王之渙所作。但在宋代
文獻中，北宋李昉等所編《文苑英華》載此詩由王之渙所作，後人鮮有
異說，北宋司馬光《溫公續詩話》記為王之美，李頎《古今詩話》記為
王文奧，彭乘《墨客揮犀》記為王之奐，沈括《夢溪筆談》記為王文
奐，又南宋陳應行《吟窗雜錄》記為王之奠，江少虞《新雕皇朝類苑》
記為王文渙等，多皆視為傳抄過程之訛誤罷了。
如果唐代朱斌或朱佐日「白日依山盡」一詩真為王之渙所作，那麼芮

挺章《國秀集》、張著《翰林盛事》所錄，顯然屬於張冠李戴；相反，
若然現傳王之渙《登鸛雀樓》詩果由朱斌或朱佐日所作，今人便一直在
以訛傳訛了。由於作者存疑，清代彭定求編纂《御定全唐詩》時，嘗在
王之渙《登鸛雀樓》詩下加注謂「一作朱斌詩」，復在朱斌《登樓》詩
下加注謂「一作王之渙詩」兼取二說。
近年，有學者撰文分析，指出《國秀集》編纂粗陋，內容自相矛盾、
作者張冠李戴等問題嚴重，殊不可信；而范成大《吳郡志》所引，亦不
過誤錄小說家言，並非《翰林盛事》原文。相對而言，王之渙作《登鸛
雀樓》一說，證據更為充分。相關問題，頗為複雜，礙於篇幅，暫且略
過。有關王之渙詩作之特色，稍待下篇再論。

■ 謝向榮博士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文學院院長

註釋
①鸛雀：一種大型水鳥的通名，又名鸛鵲，即鸛。李時珍注《本草綱
目》曰：「鸛，似鶴而頂不丹，長頸赤喙，色灰白，翅尾俱黑，多
巢於高木。」

②白日：太陽。
③依：依傍。
④盡：盡頭，此指太陽依傍山巒沉落，逐漸消失於視野之中。
⑤欲：想要，希望。
⑥窮：極限。此指作者想要站得更高，看得更遠，以達到極點。
⑦千里目：目，眼，引申指目所能及之處，概即視野。千里目，指千
里之遠景盡入眼簾。

⑧更：愈加，再。

譯文
太陽挨着西山慢慢下沉，黃河向着大海滾滾奔騰。想將千里風光盡

收眼底，就得繼續登上更高樓層。

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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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三
見
報

●● 四川成都四川成都
「「武侯祠武侯祠」」門門
前掛着的對前掛着的對
聯聯，，講述的是講述的是
劉備三顧草廬劉備三顧草廬
的故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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