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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解】

在小思的幾個社會角色—教師、作家、學者—裏，最為人熟悉

的，當然是第一種，小思本人也最珍惜她的教師身份。要走近小思，我們

應當先了解這位「小思老師」。

小思談教育的散文很多，由教育精神、教育家到教學方法、教育政

策、教科書……，可以編出一本有份量的文集。本輯聚焦於小思怎樣看

學生，因為我們相信這是了解小思教育理念最直接的方法。當學生嘗試

走近小思，他們會發現小思也在走近學生。對，是走近，而不僅僅是在課

室、講堂裏教書。小思走近學生，是為了一起在人生路上學習活的一課。

本輯共選文六篇，由上世紀六十年代到新世紀的二○一二年，可以

代表小思大半輩子對學生的觀感。〈為甚麼路上談〉和〈活的一課〉發表

於《中國學生周報》第八百七十九期（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三日）、第

八百八十八期（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當時小思任教中學，以中學

教師的身份和主要是中學生的讀者交流。〈師徒關係〉和〈《赤鬍子》精神〉

發表於《星島日報》的「七好文集」專欄（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四日至

二十五日、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至四月一日），兩篇文章談師生之間

應該建立怎樣的關係，隱然回應〈為甚麼路上談〉提出的問題。〈赤子護

法〉和〈路途艱辛〉發表於《明報》的「一瞥心思」專欄（二○一○年二

月二十八日、二○一二年九月八日），表達了對學生和年輕世代的信心，

延續了〈活的一課〉的主旨。

【文本】

為甚麼路上談

我一直相信，青年人有許多話要說要聽。但除了大夥兒上天下地嘩

啦大談一頓外，總有些話只想向比自己年紀長的人說。可是，爸媽又不慣

做聽眾，哥姊又自顧不暇，於是，話都吞回去，化成一股悶氣。

我當上教師後，便自告奮勇，要作青年人的好聽眾，也想從了解

中，告訴他們許多應聽的話。好啦！一大堆傻得可以的事情就出現了。首

先，我安排班裏的同學，按天來教員休息室和我談談。你猜，我這番好意

惹來甚麼後果？膽子小的，聽見「召令」一下，早已魂飛魄散，待得進到

休息室坐下，已變成個啞吧，全部採用點頭搖頭代替一切言語。到頭來，

我就像個自說自話的傻瓜。膽子較大的，老早準備一套「官式」答話，在

應對如流的局面下，我卻一無所得。有些倒願吐吐苦水的，但大概觸到

傷情之處，話還未說，淚水早就流呀流的，旁人看來，活像我在用酷刑逼

供。時間花了不少，學生如獲大赦般走開了，我說的話一句也沒聽進去。

而當我苦着臉，感到吃力不討好的時候，往往還會聽到人家問一句：「鬧

完人嗱！」禁得住不生氣才怪！幸而，時間作了最好的見證。慢慢，我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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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了解更多，而學生也開始相信我了。我們談及許多問題。可是，始終

還是覺得有些不對勁。毛病在哪兒？我也想不透。

一天放學的時候，有一位同學跑來說有些事要跟我談。我也依照慣

例請她坐下。奇怪！她坐了老半天，卻開不了腔。最後，看來還是用了很

大的努功，才拼出幾句話來：「唉！一坐下來，就有去看醫生的感覺，也

像受審的味道。先前滿肚子話，都逃得無影無蹤。」噢！我完全明白了，

原來毛病就在場面太嚴肅，欠缺許多自然氣氛，人家要對我說的話被冷得

凝住了。我那本來要人聽聽的意見，也生硬得有如一堵牆，她們無法投進

去，得不到甚麼效用。於是我連忙帶她到植物公園去，這才發覺，路上

談，再自然沒有了。

現在，在我們的面前，還有一段路要走。這段路說長不太長，說短

也不太短。有時也許會寂寞些，想找個聲音，就讓我們結個伴兒，一同上

路吧！在麗日藍天之下，淒風苦雨之中，邊走邊談，不要太嚴肅，卻得誠

懇。讓我們「路上談」，談我們關切的要幹的事！

活的一課

一個很晴朗的下午，我跑到淺水灣去，不是游泳，不是旅行，而

是，上了活的一課。

是開放日，但這所學校卻沒有擺設些甚麼，至低限度沒有堂堂皇皇

的「圖文並茂」場面。大概我是去遲了點，打正門進去，沒有招待人員列

隊歡迎或來賓簽名儀式，冷清得連校役也沒個，使我冷了半截。好容易才

打聽得人們都在禮堂裏，於是轉彎抹角總算到達禮堂 — 的後台。哈，

你說奇怪不？我竟會跑到人家的後台去。在那兒正站着一群十一二歲的小

孩子，等着出台表演。可是，也許他們不想錯過看別人表演的節目，於是

嚷着要老師把通往前台的小門打開，好讓他們能探頭出去聽聽看看。職業

本能使我反應得很快，立刻為那位老師設身處地想：唔！你們這班小鬼，

門沒有打開，已經吵成這個樣子，打開了，還得了？一方面會影響台上表

演的情緒，另方面你爭我奪去看，秩序如何維持？唔！好啦，既然這樣熱

情請求，就開吧。可是，你們得守秩序，你們得靜靜的，你們得 …… 還

要說？自然一大套「老生常談」的訓詞了。但令我既失望又驚訝的，那老

師沒有如此做。只見她笑笑，然後簡潔地說：「開門，你們閉嘴。關門，

你們談笑。二者任擇其一。」孩子毫不猶豫的選了前者，教師毫不猶豫的

開了門，竟是如此爽快利落！這出乎意外顯然使我有點生氣。哼！毫無疑

問是個初入行的教師！等着瞧，一會兒，學生不吵個半死才怪！就看看這

活劇怎樣收科，這倒霉老師如何下場。可是，我老早準備好的那副「幸災

樂禍」表情，始終沒派用場，因為自從那門開了，直至輪到孩子上台去的

一段時間內，他們真的一聲沒響過。由於低估了教師的能力和學生的信

用，使我滿懷咎歉。但我不能細想，必須趕快跑到台下坐定，斂神細看全

由學生主持的遊藝節目。

原來，開放日的標題是：聯合國。不用圖文，卻由學生扮演各國代

表，實實在在的開會、議事、表決。我正趕上看他們的閉幕儀式。台上

表演的全是具有濃厚國家代表性的歌舞。只要看到那些簡單而不失真的

節目，就知道一定多是孩子的傑作。背後沒有教師「嘔心瀝血」的監製和

雕琢，一派純真、但又不失規矩的表演，使人看了，既佩服又開心。散會

後，學生在動手執拾場地，沒有任何教師「指導」，他們的行動充份表現

平日訓練有素。

真的，我上了一課。學生的能力是深藏而豐富的礦。必須先信任他

們，讓他們也建立自信。到時候，會發現他們好上自己十幾倍。但對於長

久在老師「提携」下的學生，要信任，放手讓他們自己幹，而又不出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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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還要付出很多的耐心和時間。

最近，有機會讓我實習這學到的一課，我願「信任」使我的學生學

得更多，做得更好！我願「信任」使我更能欣賞和了解他們！我願我不會

失望！

師徒關係

說 我 保 守 也 好 ， 執 迷 不 悟 也 好 ， 多 年 來 我 一 直 嚮 往 幾 種 師 生 關

係 — 嚴格說應是師徒關係。說起來卻可笑，有一種思想不來自教育學

派理論，也不來自實際的教學經驗，而是來自武俠小說和武打電影。

從小時候聽的廣播小說：方世玉、胡惠乾進少林寺拜師學藝，到看

張徹、劉家良、成龍、洪金寶所拍的許多武打電影，都有我醉心的師徒

關係。

首先說師。為師的自然武藝高強，可是多不露相，不是一面嚴霜，

就是瘋瘋癲癲。對待學生的態度，也不見得溫柔敦厚，從開始，就有點不

問情由，既不講道理，也沒有規定課程，只見他，不斷地用種種辦法折磨

徒弟：上山斬柴、下廚燒火，已經等閒，更甚的頂缸紮馬、倒吊日曬，

完全跟要學的武藝拉不上關係。有時更用莫名其妙的方法，把徒弟折騰得

死去活來。聽眾觀眾很為徒弟不值，但不必着急，因為流水落花，一晃幾

年過去，為師的忽然一日，就把畢生絕技，在指點之間，毫無保留授予門

徒。而過去的所謂折騰，原來是基本訓練，順便測試徒弟人品與耐力。

再說徒弟。最初可能傲氣不群，或者不分好歹，但後來看到老師真

功夫，佩服得五體投地，便苦苦求入師門，可是師傅拒人千里。徒弟倒忠

誠一片，趕也不肯走開，終於感動了老人家。當徒兒的，甚麼苦差都得拼

命去幹，老師忽冷忽熱，罵的時候多，怪脾氣難於應付。但為了學藝，咬

緊牙不出一句怨言。如此這般，竟然就盡得真傳了。

從此，師徒心藝相通，江湖行走，再不相忘。

另一種思想則來自《論語》與《聖經》，也就是孔子、耶穌與他們弟

子的關係。

兩位聖者有許多相似的地方，他們都沒有固定的課室，都沒有固定

教學法，課程可以說有，又可以說沒有 — 孔門四科四教、耶穌對人生

的終極關懷，為求永生等等，好像是課程，但都從人生目的作考慮，很

難當成甚麼課程。他們一般受教者眾多，可是得其精髓的卻不多，孔子

七十二門人，耶穌也不過門徒十二。孔子有心愛學生顏回不幸短命死矣，

耶穌有個近身而出賣自己的猶大，都是為師者的憾事。他們坐而論道，起

而身體力行，最後各自成就大事業 —不朽。

我嚮往的卻是他們的師徒關係。

為師的帶着願意隨行的弟子，走遍天涯，一飲一食、苦難危厄與

共。共同生活，最騙不了人，如何完美的人，起居小節，最易顯出瑕疵，

但也最能顯出個性。英雄聖者慣見了，追隨者仍覺得不尋常，在理解其瑕

疵後，仍能從其一言一行中，學到大道理大學問，這就是人生教學。為師

的也明白弟子優劣，隨時隨地，因材施教。孔子對弟子，有「吾與點也」

的認同，也有「朽木不可雕」的責備，耶穌坦率說出「你要三次不認我」

的警告，也毫不保留地稱讚「是點着的明燈」。這種種授受關係，包含了

個性的認識、感情的交融、諒解與忍讓、學問思想的傳遞 …… 都不是一

本書可以記載。

川上山上，老師都有過寂寞無奈的試探。門徒從師學藝，從無到

有，過程中也得付出很多，不是平白呆坐，等待飼養。師徒在生活中，完

全授受的偉大歷程，真是何等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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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鬍子》精神

杜杜說起三船敏郎來，自然也提起黑澤明，惹起我一連串回憶。

我不會忘記他們二人合作的《赤鬍子》，對我的教育工作態度有多大

影響。

這套電影拍成於一九六五年，大概到六六、六七年以後，才在香港

放映，那正是我投身教育工作的始點。當時的學生當然沒有現在的那麼複

雜、那麼多問題，但一代有一代的困難，對初入行的年輕教師來說，總會

面對一些難以應付的問題學生。愈是熱誠，就愈容易遭意想不到的冷水潑

得身心俱冷，滿以為自己付出足分，到頭來學生卻全不接納，甚至曲解好

意，這樣情況遭到無數次，就難免洩氣。我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洩了氣。

剛入行就洩氣，這危機令我很恐懼，後頭的日子正長，除非我改

行，或像一些看化了的同行，成了老油條度日，否則，我必須自救。教育

學院課程沒有教我怎樣應付這種心理危機，那時候還年輕的我真是求救無

門。自問又真的熱愛教學，給少數甩開餵藥的手的學生弄得我放棄，未免

心有不甘，怎樣辦？這幾乎是我天天撫心自問的問題。

就在這時候，黑澤明導演、三船敏郎演的《赤鬍子》在香港上映，

其中一個情節給了我極大啟示，有如救生圈，借了力，我總算「得救」，

到今天，在教學途上，每遇甩開我的手的人，我總會想起電影裏三船敏郎

扮演的「先生」。靠一套電影來作救生圈，看來有點幼雅可笑，但對我來

說，這是事實。這電影重映的機會不多，於是，我買了一套錄影帶放在家

裏，作為心理療劑。

《赤鬍子》裏，三船敏郎飾演的醫生，是個沒有笑容、兇得像個汪洋

大盜的老師 — 既是醫生，又是醫學教師，他收了許多徒弟，邊行醫邊

授徒。有一天，他從妓院裏救出了一個病重的雛妓，命令年輕醫學生負責

看顧餵藥。年輕醫生滿懷愛心不眠不休地照顧着小女孩，可是對人類失去

信心的孩子，每一次都帶着仇視痛恨的目光，用力把送藥的手甩開，打翻

了盛藥的調羹，無數次的惡意拒絕，令年輕醫生傷心頹喪，老師在旁看得

清楚，一言不發接過了調羹，蹲下來、帶着微笑面對小女孩，這是他的學

生和觀眾第一次看見他的笑容 — 一個汪洋大盜的臉上，有如春陽和煦

的笑容，太矛盾了，很容易給人奸的印象，但三船敏郎演技在這刻發揮得

十分出色，觀眾完全忘記他先前的黑口黑面、兇神惡煞的樣子。可是，女

孩子並沒有領情，一次又一次用力推開老醫生的手，老醫生側着頭，笑容

更和煦，一再送上藥匙，惶恐的孩子臉上仇恨顏色逐漸褪去，也側着頭看

着老醫生，再試探性的推開調羹。今回用的力不那麼大，老醫生再送上藥

的時候，終於她張開了口，吃了醫她身體疾病的第一口藥，同時也接納了

治她心靈創傷的首服靈方。

那麼詳細敘述了上述片段，只因每一次想起連串鏡頭，小女孩推開

藥匙的抗拒力度，和老醫生再送上一口藥的決心和艱難，那種感覺，三十

年來，仍然沒有退減。赤鬍子精神，就是指這組鏡頭。

赤子護法

到屯門一家中學去參觀書展，聽說歷年辦得很成功，主要是中文

科鮑老師親自去書店點書，不是胡亂讓書商取倉底貨來賣。學生也熱心

買書，且全由他們主理，很成功把讀書、辦事、團隊生活結合在一個活

動中。

意料之外，不是書展這個活動給我開眼界，而是親歷了一次令人感

動、嚴正不阿的護法行為。 

我跟賀校長邊談邊走向書展所在地，走到禮堂門前，順步見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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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在進門前，遠遠已看到門內旁邊坐着兩個學生，都在低頭看書，我正

奇怪怎會坐在門旁讀書？人已走進門了，其中一個男生立刻站起來，哦！

校長和來賓來了，學生站起來，很有禮貌，我這樣想。誰料，他很溫和地

說：「校長，這是出口，請由入口處進來。」我真的錯愕了，認認真真看

着他的臉。

是個中一小男生，眉清目秀的形容詞，用在他臉上，一點不過分。

他溫和說了這句話後，也沒有多餘話說。我和校長趕快退出來，再從不及

一步遙的入口進場。我們轉身去他身邊，都情不自禁地讚賞他的執法不阿

態度，絕不因面對校長而容讓。

執法，公正嚴明，不因犯法人身份高下而異。護法精神在此。

讚賞這個孩子的行為後，我以成人心理思前想後，記住他那赤子之

臉。忽然，泛起了難言鬱結。如果站在那崗位上的是我，校長與來賓這樣

走錯路進入禮堂，而入口也不過就在旁邊，我會怎麼辦？我大概會笑了

笑，打個招呼就讓他們進去，反正他們已經進了會場，不見得破壞甚麼法

規，更可說小事一樁而已，何必犯顏叫大家下不了台。愈想我愈慚愧，也

愈珍惜那中一學生的行為，赤子護法，難得啊！

路途艱辛

錢穆老師寫新亞校歌：「路遙遙無止境」，到今天，咀嚼了人生幾十

年，方知這六個字飽含多少艱辛，也始體會「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

十個字中，「我」字的前輩如何犯險除厄。

據當年錢先生教過的老學生回憶，錢先生堅信的是「入乎時代之中，

出乎時代之上，才可見歷史真相」。故老師以一介書生，布衣終老，不肯

投身政治。匡互生認為「我們堅信腐敗的教育不能解決糾紛的政治，糾紛

的政治，更不能改良腐敗的教育 …… 對於教育有覺悟又抱決心的志士，

在這積弊之下，不是感受處處牽制的痛苦，就是被熔化於這種洪爐烈焰。

倘若我們還不及早從依賴官辦教育的迷夢中警醒，將來病根益固，恐至於

無藥可醫的地步了。」我深信前輩所走路途萬分艱辛。

錢先生頂住或明或暗政治的干預，唐君毅先生數入港英官衙抗拒禁

懸旗命令，都為了不使教育受政治掣肘。如今想起，他們路途艱辛得很。

我們當學生的，朦朧迷糊地跟着他們走，並不曉得前輩艱險困乏。

今天，目睹年輕一輩，同樣走上一條艱辛險苦的路途，看着他們清

純面目，在複雜成年人世界的糾纏中顯得更清純，我心很刺痛。對他們要

面臨的困乏，我擔憂更多。

此際，已非三言兩語可以道盡我心中感受。僅借比我年輕的安裕文

章〈感謝你們〉末段「你們以後的路途艱辛還多着，香港巔巔不平的不

會少；把身體鍛鍊好，多些讀書閱報，多走多看，擴闊視野。你們還年

輕。」向你們致意。

【賞析】

〈為甚麼路上談〉寫於小思當教師的早期。年輕的小思本着一腔熱

誠，努力聆聽學生的心聲，但在教員室會面，總像有一堵無形的牆，令學

生不敢暢所欲言。小思想出了和學生去散步、邊走邊談的主意。路上談是

她叩開學生心扉的辦法，也是她在《中國學生周報》一個專欄的名字，本

文就是該欄的第一篇。小思的作家和教師身份互為表裏，吸引了不少學生

讀者，以致大半年後小思因為太忙而停寫「路上談」，有讀者來信請她收

回成命（見《中國學生周報》第九百一十九期，一九七○年二月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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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大孩子信箱」專欄）。

〈活的一課〉也發表於「路上談」專欄。內容寫小思到一所學校看表

演，但她沒有在禮堂裏看，而是跑到後台去。在那裏她遇見一群十一、二

歲的學生，他們正等候出場，但不想錯過同學的表演，於是請求老師打開

後台的門讓他們「偷看」。老師開出了要守秩序、保持安靜的條件，學生

答應了，老師就如他們所願。小思大出意料之外，她從這件小事學會了要

信任學生，放手讓他們成長。這是小思受教的一課，文中她把自己放在學

習者的位置——老師也是學生。

〈師徒關係〉說小思從通俗的武俠小說和電影、《論語》和《聖經》之

中，都得到師徒關係的啟發。小思說，武俠小說和電影常常有這樣的情節

模式：師徒經過一番互相觀察，才確認了彼此的關係，但這關係一旦確

立，就「心藝相通，江湖行走，再不相忘」。至於《論語》和《聖經》，

當中的老師（孔子、耶穌）和學生（弟子、門徒）苦難危厄與共，整個生

活都是課程。小說、電影和經典的相通處，是師生經過深入相處，學識、

個性、感情各方面都互相了然，不像現代的學校，師生關係完全出於制度

安排，並非個人的意願。

〈《赤鬍子》精神〉也是談師徒關係。小思從黑澤明的電影《赤鬍子》

得到堅守教師崗位的支持力量，明白到建立信賴關係的重要。三船敏郎飾

演的醫生外表兇惡，但無比溫柔耐心地給一個受驚的小女孩餵藥，終於突

破了她的心防，令她願意接受治療，也由此向他的徒弟示範了怎樣當一位

稱職的醫生。只有一點令我不解：既然醫生這麼有愛心，為甚麼對徒弟完

全不假辭色？難道是一種考驗，就像〈師徒關係〉所說的武俠電影模式？

也許該把《赤鬍子》找來開開眼界。

〈赤子護法〉寫小思在一所中學裏遇到一位盡忠職守、連校長和貴賓

都不予通融的初中學生。她當下大為讚賞，更「以成人心理思前想後」，

如果自己處在那學生的位置，恐怕不敢阻攔師長，所以譽之為「赤子護

法」，向稚齡學生表達欽佩之情。此文遙遙呼應了三十多年前的〈活的一

課〉。

小思在二○一四年後不再寫專欄，〈路途艱辛〉是她三十多年「專欄

生涯」晚期之作。本文回憶了匡互生、錢穆、唐君毅幾位前輩和師長竭力

「入乎時代之中，出乎時代之上」的精神。年輕時候的小思不了解他們的

艱辛困乏，數十年後，經歷了人生種種，回頭反省才有所體會。這時眼見

年輕一輩也在艱辛前行，但他們更青春單純，小思不禁憂慮痛心，以祝福

向他們致意：「你們以後的路途艱辛還多着，香港巔巔不平的不會少；把

身體鍛鍊好，多些讀書閱報，多走多看，擴闊視野。你們還年輕。」（這

幾句話引自一位香港作者安裕的〈感謝你們〉）路的意象令我們不禁想起

「路上談」。小思對青年後學的期許和信心，在很多年後更形堅定。（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