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手寫我口的迷恩

鄧f士操

香港中文大學中圈話盲及文學

近年有人以為香港學弦語文水平龍落，寫作尤其美堯，關鐘在於大部分人的口

9 跟琨{弋漢語言書宙語脫話?下筆不易合乎規範。總數之道，是抽空益普通話學習含

在學校禮用當過語教語文多華莖擴而大之，以普i通話作海一切是學科的教學語育。

用蕾通話教學以提高寫作能力的主張，大括基於一個信怠:說普攝話多寫白話文多

使吉文合)下讓自能鰻所欲育。大家最常用也很乎是嚴管用的話，就是 f我手寫我

口J 0 

f我芋寫我口」這五錯字，可能是近來香港教育界最常聽到的日覽。中圈人向來崇尚

口號 3 流行的口號尤其沒有人提出疑問，看來不ý教師、家長、社會人士多以單教育決

策者多以為只要做到控手寫我口，自然熱往而不和台香港學生的語文能力安可以提高到

等問於全國的高水平了。

然而多說普通話的地霞，畢生的語文水平是不是就完全沒有問題啦?誰都知禮不

然。語文水平低落是否無分地峨的普蘊現象今還可以進一步研究，但每個地薩總會有權

樣那樣的需題。我們只要看看普通話地國甚楚以普插話為母語的學生，持題並耳之比我們

夕。中國人民大學的胡明撥設授在一篇論文擬出:

f罷內吉普文教育的現狀不容樂觀。……報刊雜誌、文學著作和碩士笠、搏士生的

學位論文裡出現錯別字和辭不建J蔥、文句不過的現象梧當普遍，甚至授多人連

信封都不知道該怎麼寫了給 J 1 

靚段又51煎另…校學者的文章說:

f高校教師皮映，學生入學時有控分數很高，{立質際潰、寫、聽、說能力低，書

i 見胡明綴: (語文測試干L1語文教學的現狀和評價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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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表達能力尤甚低，研究生不會寫文章已經比較普遍。中學教師反映，現在中

學生語文水平令人擔憂，視野狹窄，積累很少。 J2

可見「令人擔憂」的不獨為香港學生。再說，香港人不知道要下多少功夫才可以達到說普

通話地區的口語水平，達到了，也不見得就解決了問題，因為說得流利普通話，不能視

為語文水平必然過關的保證，要不然，中國大部分地區就不必費心施行語文教學，前面

引錄學者的意見，也變成無的放矢了。

這些現象，叫我們懷疑「我于寫我口」、「吉文合一」這些說法是否可靠。下面我們試

從: (一)口語和書面語的本質， (三)書面語的學習過程，和(三H我于寫我口」一語的原

義這三方面加以探討。

(一)口語和書面語的本質

首先，我們得了解口語跟書面語有不同的本質。語吉發生於大腦，通過發音表現而

為口語?有好幾萬年的發展過程。書面符號的出現，據現存資料觀之，最早不過數千

年。口語和書面語二者，有迴不相同的構思過程。就表達的媒介、方式、功能看，也屬

於不同的傳意模式。寫作讓人有時間再三思考，尋求最適當的表達形式，憑這一點看多

就知道書面語跟口語是兩種差異很大的媒介。除了最簡單的表達，例如: I好」、「不是」

之類， I言」和「文」不可能是合一的。刻意用書面把口語逐宇逐詞和停頓、提高聲調等情

況都記錄下來，通常不會成為一般可以接受的書面語。這本來是語吉學者的共識。著名

論吉學家朱德熙就說過:

「不管在哪種語吉裡，書面語和口語之間總是有一定距離的。就漢語來說，書面

語和口語的區別一直相當大。 J3

對這個問題的理解，我們還可以精細一點。所謂有一定距離，當然在某些語言，三者的

距離比較近，另一些則比較遠。至於就漢語來說，二者的區別相當大，實際情況是某些

方吉比較接近書面語。譬如說跟現代漢語書面語的距離，普通話比廣州話近一些。然而

倘若說普通話跟白話文的關係是「言文合~J '說普通話的人可以「我于寫我口 J '顯然是

不符事實的。朱先生所謂「就漢語來說J '應該是就普通話和現代漢語的書面語(白話文)

來說的。朱先生在下面幾句話說得更清楚:

「白話文學作品的語吉不是真的口語，而是拿北京官話做底子，承受到明清小說

相當大的影響，還帶著不同程度的方言成分，以及不少新興詞彙和歐化句法的

混合的文體。 J4

2 見胡明揚 〈語文測試和語文教學的現狀和評腎，載李學銘主編: {1教學與測帥，香港﹒商務印書館，

2002 '頁5 。

3 見朱德熙 〈現代漢語書面語> '載《普通話》季刊 l咽7年第一期，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出版。

4 向誰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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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觀察有助我們理解毒草百語的本質?更說明了海甚麼以譯過認為母語的人即使能認

字寫宇，不覓得就能寫作。我們無論操髒…種方盲，都要用上相當剪力去學習掌握書甜

。以為操其ftl!，方吉位入學會了普通話說能寫作的想法警是不切實際的。天下的語古?

經過長期發展，形成政J能、憨態各異的信息系統，二者可以相互影響警益p從來沒有

書醋詣的學習過程

按著我們要按討番雷諾學習的一姐告情氓。口語E是:當面吾吾既有不一樣的功能，

媒介、縛，遞方式、接枝條件方焉， m有很大丟棄嬰 3 兩者的學習過程，不可能是兩致的。

有教翱慨數大些人連倍封鶴不會寫。寫信封，不能說不是書衛語的一部分，{且顯然不能

發舉習口語的過程控學會。有學者把兒主義蓋自青少年學習吾吾吾語的過程分為個偶階段:

L 預備階段:發展暮本運動技巧?學會拼字或寫字。

2. 鞏自踏段:通常在七裁左右，兒讓崗始用書商表擺在口頭會銳的事物。這階段

部琨許多口語鵑 3 句子常常不完贅。

3. 潰變階段:九歲左右閑話。嘗試把闊論中發現的藉，錯構用之於寫作。此階段誨

要有關番區諾盲結權和用法的指導。

生. 綜合階段:寫作者己說掌握書面的表建方式，甚至寫上提個人特色哩這階設貫穿

人的一笠，但接少人在十五六歲葫達到這階段 c

經聽學習，操任何語莒或方吉者都有人善於說話費不善投寫作，皮之亦然。我們不

難看割不善投吉辭的作家，渡者說來頭頭是道多寫晶來吾吾難於素靜的人。如果接受土文

的分析，造學現象說不值得驚，峰。 rp盟自漠fi;以來，古漢語的體系業已串成。

，今天叫做「文章1 。那頭更多古人是怎樣學當文苦的呢?用現代語文教學觀念把

這個過程轉換成最簡單位一個需語 9 就是 f沉浸J (hnmersion) 0 r沉浸H是把學習者覺殼的

的語的語言環壤裡，讓學習者全樹接輯目的諦，說Iñf加以掌握。對學習者而盲，目的語

(Tar夸et lan伊格e) 是他正在學習耐不屬設第一語言玄的語言。臀如中國人要學習西班牙語多

把他放在茜班牙佼一臨時悶，就是混混;在學校裡島西班牙語教學，也是沉擾。以黨外!

話為母語的香港學生言學習普繼話最有效的方拾，自然是要目北京住上幾偕丹甚至幾年，

以收沉潰之效。但不要忘記雙學習使用現代書面漢語 p 其臣的語是自語文台不是普通

話。古人學文苦的口咒浸j方式無{宜，只是盡量接觸名為「文盲j 的目前詣。在學習期間 3

懿史百家、小說雜記，無辨不觀，臂之既久，下筆乃能成文可到鹿要沉沒多久呢?這得

視乎每個人的語言能力傾向(Langua哲e aptitudd 。根據文人的傳記資料 g 七八歲龍文放

5 參考支援斯特要穹的. Cr子rsta!) 贅，任紛等諱:練1機語言1'f辛辛豈是譏) (Camhridge Encyclopdia of Language) 

: <學議今摺訝:穹的發展> ' ~t家:你國校會科學出絞杖， 1955 '頁391-3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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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稀奇，但也有人讓了…輩子醬前文章寫不通的。憑這琨象也可以看見學習臼吉普餵書茁

語的美異。智力正常的小孩，不可能掌握不到自己生活中的第 4諱言?

雪文章卻寫不過，境是菩薩護理呢?美學怕還得進一步研究 c 我們相信用白話取代文

，在香萬語的掌揖容易得多。西，方於中世紀之末，位于用意大科古育取代拉丁文寫〈神

曲卜改變了敏詩'"盤問語的模式 c 比起歡劑，主兒們的臼話文題鸝來得很晚，卻是正確的方

向。然而今俏若以為自話就是引車聲漿者的口語 5 能講自然會寫，其識兒說等措於當時

皮搗白話文的林琴南之筆 i 。

(我手寫我口 j 的原義

最後，我們要能f我手寫我口ji車駕詣的出處探求其主主義。成語出於清末黃導憲 (1848刪

除的)集中五吉古詩〈雜感〉五苦之第二贅，益守 i錄如下:

J大塊擊揖沌 ， t第揮旋大關多事事苦不能算，知有幾萬年?事是軒建書契，今始裁五

。以子是說後人，若謂三代先 o f谷緒好尊古 5 日日故紙研，六經字街無多不敢

入詩篇?宙人業糟箱，兒之口流延。在J官甘翱盔，妄權叢彈?泣。黃土問搏人，

今古何單賢?郎今忽巳吉，斷自何代前?胡富敵混離，自爐熱香煙。在陳端溪

說，在列薛議主義。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拉J豪。即今流俗語?我若證嚮編 0

年後人，驚為古糖1泣。 J6

表主導章，年令五、六鄭學f午，詩，!lt詩作於向治七年(1868) 'f幸者才二二十竅。 全書時詩壇

以華訪古人為尚，後世號磊同光轉。黃氏輩子t這種詩風蘊為反感，後來在〈入境廬詩車自

中提出:今之世異乎古 s 今之人何盛與古人間j 的主張，強調要寫出「不乎是乎為我之

詩J 0 7 這略見解含在早年這當〈雜感〉已經表示得很明白。此詩大陸說古典今是相對的

觀念，千萬年後人視我，自然為古，是以 11谷儒好轉古卜殊為可笑。 1我手寫我口j

旬，指用自己的語吉入持 T 絕不是說口語跟書館語一致。所謂自己的語言，是不受古人

束縛的文字時已。她看這首〈雜感〉的原文， f勾當是任何時代的口音誰? (有時版本此均作

「我于寫苦口J 0 )黃民此處只論作詩應定的方舟， j訶且作的是舊體詩，甚至完全沒有擺倡

自詣的用意。〈自序〉吉: í丸事有物名，切於令者，皆攝取需f的發之。 J8 可見其論詩主

張。本來，借用一句話，或髒章取義，或引申為闊的意義事還本算提盟章的問題。然而

誤導人的觀念成了教育工作者的口號，卻特別值得輯注。謊行的口號威力太大了，稿若

不110緝察罷據!;Á制定教宵政策，其危險性崗是不吉聞戰的。

6 見錢仲聯違法 《人綴鐘詩室主君主i的發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叭，賞心，衍。

? 兒上番談氏〈自序〉。

旦河泣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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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能思J~擂。「主進思j是英詣mvth的音譯 3 根據牛津詞典，指普遍接受而立童不正確

的信念成觀念。 9 這{盟譯青海兼取其意的詞，近年頗為龍衍。我以為用來指稱:我手寫我

口」這旬語言倒是很哈爾的也

本文嘗試澄清一些有鶴的迷思，下面的庭作幾點金會、結，並嘉定番話藍的語吉環境對學習書

商語的方向提出租寵的看法。

書崗語跟口語是南個不闊的信息系統，學會了自語，不晃得能夠掌握書面吉普 c

(三)中攝入學腎「文吉J 的傳說，是通過讀書會即能接纜毒面誰去學智書宙語，也正

是現代言語文教學上稱為:沉浸j 的方法。二千年來比法行之有致?說廣州、i諧的香

港人能寫白話文都是用造種方式學會的。

(三)用紅霞的方法‘學習普通話自是有效的。無論把學生放在北京一設日子或者在學

校全面用普通話教學、溝通，都有助於掌握普通話詰撞口語。但即使其水平梧

當於北京學生多不見得其寄回漢語就能過觀。

(聞周沉浸的觀念:辛苦 3 間的語如果是書面漢語，那麼就聽該全吾吾接觸白話文，大量

閱讀。這不是說在課程裡多加幾第轍文〉而是說吾吾天都要擴書。要是古人依輯

:當〈史言tJ>'學會文盲，那末一年捏獨白語文書籍的分量近於或倍於繫部《史吉苦，

積之若干年，寫起白話文來吃住在北京站不大讀書的人肯定有把握得多。

通話地區備學生在香豆豆語種賠上，能番話是醫生有一定實勢，但不是庫爾性的優

勢。真正的優勢在是養成良好的聞蹟習慣 d!P沉浸於毒而語中，從福站

。培養不到閱讀風氣 3 學生只知道聽付考試，才是令入攜妻重的。

(五)今天不少引用「我手寫我仔 J這句話多甚張把它看成口號的人，既不了解口語和

畫面諧的本質，也誤會了這句話的原義。黃道憲筆下的五言古詩?絕對不[IlJ於

她的口忱。

(六)香港學生為了觀十二當問胞口頭上溝罷手都應該學好民倍共用語，時H普通話

跟露面漢語在調膜上的距離較小?自j昆主多，會普通話對寫色韶文有幫助。但這跟

英盟入學寫英文、拉京人學寫自語文…樣，不見得不學鑫耳語詞能寫。以為能

說普通話毅能寫作多或者不會普通話就不能寫 3 都是騁。顯不攝的誤會多

碰到反證。

(七)釐定教育策略 9 應考譜數賢輝、師賢、言吾吉環境、學習動磯和心理種種因素。我

9 The N ew OxfOJ、d Dictionary of 主沿革;lish (199窮;在myth一詞千字的第二義頃為a widely held but tatse 快Iief Of 

idea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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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都用第一語盲即母語思考，母語教學對學生的思維發展有簡意義是無可懷

攘的。香港政緝參考了教育專家的研究報告而定出母語教學政策 9 總算是有所

根據的。母語教學純辛辛是教育問題多不忠、親愛聞主義址在一起。教育上最值得

觀注的 3 是思維翱學習的發展。舟母語是表臂，本來不錯礙掌握草草語醬面詣，冉

持不會減低學習外語的能力。教學上放棄了藉以思維的母語 3 對{攝入發展的負

醋影響倒是由得注意的。當然更應該注意的是使罵母語是當今世界的義本人

權 c 香禪大部分學生的母語是粵語噹j+1話)多說粵語教學是死路，是罔顧現實

而且充溝暴力的古論。

(八)在適當的條件 F 多全面用普通話教學未嘗不是可行的方向，卻不是唯…的方

舟。語文教學有[捷方古教學J模式 (bidialectal education) ，指學校語言為標準;主

罷問學生母語為另…方盲。香港不妨在一些學校試用適禪:模式，但這不是唯一

的出路 3 倘若思慮不同雙為了實琨某種謗、法而削弱了學生的思維訓練和對學習

內容的理解，恐怕主義利少聽多的。過去有一段詩期不讓水.t讓j畫餅詣的人設調教

中文，是錯誤的法葉，今天以為說不好普選話說不該教中文，同樣是錯誤的。

教育工作者應該對母語、主吉、嫖準龍、目的諧、語音頓i甸、語吉習得各種觀

念有清晰的了解多能問作積極的思考，同時誨要配合當前的資源、師資、環繞

等因素多作實驗和研究。建要注意的，是不可鹽進「我手寫我口j 的能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