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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程韻老師是
女性，但從小時候
起已是 a big fan
of / crazy about

（熱愛）cars（汽車），尤對private cars
（私家車）和motorcycles（電單車）感到
特別的fascinated（着迷）。還記得每次坐
public transport / public vehicles（公共交
通工具）時，都愛看各式各樣的車輛在街
道上穿梭行走，從來也沒有生厭的時候。
所以，我大學graduation（畢業）後第一
件做的事，便是 attend（參與）driving
test （車輛駕駛考試）以取得driving li-
cense（駕駛執照），第二件做的便是pur-
chase（購買）人生的第一架車，也暫時是
唯一一架。
早幾年更趁到德國旅遊時，前往位於

Munich（慕尼黑）的寶馬汽車博物館參
觀，簡直是在人生must do list（必須做的
事列表）的其中一件。
為何會突然談起車來呢？因為早陣子和
學生看報紙時，看到關於汽車的news arti-
cles（新聞文章），所以便想順道抒發一

下對車的情感。
在香港，隨處也可看見不同的車輛，有

grand（豪華的），也有 civilian（平民
的），一直以來在market share（市場佔
有率）高並穩佔席位的，也不外乎那幾個
知名的汽車品牌，包括Volkswagen（福
士）、Toyota （豐田）、BMW（寶
馬）、Honda（本田）等。

特斯拉興起 改變車觀念
到近年，Tesla（特斯拉）汽車的興起，
改變了很多drivers（駕駛者）對一般使用
petrol / gasoline（汽油）的車輛概念，
electric cars（電動汽車）不但外形美觀、
trendy（時尚），accelerate（加速）所需
的時間短，而且比舊款汽車要 environ-
mentally friendly（環保）得多。雖然on
the market（市面上），多款hybrid cars
（混燃車）也發展成熟，但對比electric
cars，始終未能做到零燃油。
可是，news article上提到，雖然香港政

府過去多年一直promoted（提倡）使用，
但 electric cars / hybrid cars，the waiver

of first registration tax for electric vehicles
（電動車首次登記稅豁免）卻在今年4月
取消，換言之，如今要購買一輛全新的電
動車，要比以前多付稅項。
這個policy（政策），在1994年已 in

force（實行），目的是為了 encourage
electric car usage（鼓勵使用電動車），並
逐漸取代燃油車，以達環保效果，現在卻
令consumers（消費者）對電動車卻步。

電動車急增 充電位不足
除了稅項外，ancillary facilities（配套設

施）是否足以應付倍增的電動車數目也是
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According to（根據）新聞上所說，電
動車的數目已由2011年的69輛，surged
（急增）至2017年的10,588輛，而pub-
lic recharging facilities（公共充電設施）
卻由872個增至1,518個，增幅 less than
double（不足兩倍）。
其實，以我鍾愛車的程度，不難留意到

一切關於「車」的變化。一般charging sta-
tion（充電站）都設於大型shopping mall

（購物廣場），例如觀塘的apm，元朗的
YOHO Mall與屯門的V city，幾年前都是
charger（充電器）在等人使用，現在卻變
成了人在排隊等着為他們的電動車充電，
可想而知，隨着電動車的盛行，往後的日
子就如找parking space（車位）泊車一
樣，想為愛駒充電，應該會更困難吧。
到底 the Environment Bureau（環境

局）現在所做的，是否如新聞提到，con-
trary to the original aim（與政府當初推行
電動車的原有目的背道而馳），就真的不
得而知，只是作為愛車狂熱分子，我當然
希望一切的設施更能方便使用者。
可是香港地少人多，隨着車輛數目再持

續增加，道路是否足以應付流量，又將是
另一個問題。

潮興電動車 排隊等叉電
英該要知

隔星期五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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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歌（nation-
al anthem）在美式足
球聯盟開賽前演奏時
連番受辱，風波沒完

沒了，說到底，美國國歌是歌頌什麼呢？
美國建國後，在1812年戰爭中向英國宣

戰，不過在英軍的進攻中，白宮被燒毀，總統
狼狽逃命，戰火蔓延至巴爾的摩北角（North
Point）。1814年9月13日，美國律師法蘭西
斯．斯科特．基伊（Francis Scott Key）登上
英國軍艦，請求釋放一名被虜的醫生，英軍容
許他們上岸，可是他倆須留在船上一晚，因為
英軍正打算攻佔他們眼前的麥亨利堡。
當時英國海軍力量遠超美國，守堡士兵背城

一戰（perilous fight），如雨下的紅火炮
（rockets; bombs）一整天不停向該軍堡轟
炸，直至日落。昔日通訊科技不如今天，黑暗
中無人知道戰果，若然基伊在天亮後看到聯合
積克旗（Union Jack︰英國國旗）高掛，代表
海港已經淪陷。
晨光一出（dawn's early light），基伊看到

星條旗（The Star-Spangled Banner，美國國
旗）飄着（wave），士兵成功守住國土，受綁
的人獲得解困，土地仍是自由，仍是屬於勇者
的家園（home of the brave），基伊便將日出
時澎湃的心情及境況，寫成一首詩，那詩的首
段便是日後美國國歌的歌詞。而我國的義勇

軍，以行動譜寫我國的血汗史詩（epic），相
比下更為偉大。
團結一心保家衛國，步向共和，原是中美共
享的立國背景，當然我國與老美的國情不盡一
樣。人民對國家領導人有期望與訴求是合理
的，但是否定先賢為國捐軀的史實，搞分化，
顛覆國家，是普世不容的。
不論古今，不論美國的北角還是旺角，國歌
國旗也是icon（圖標），挑戰國家象徵，即是
與國為敵。要是香港的年輕人不尊重我們的國
歌，我們仍置之不理，豈能對得起曾在抗日戰
爭中為國捐軀的英烈先賢？

我非常喜歡《狼圖騰》（姜戎，2004）這部
書，也看過根據此書而拍成的電影，當然沒遺漏依
據原著簡化了的少年版《小狼小狼》。不過，我只
喜歡原著，因《小狼小狼》只講作者如何飼養小
狼，而刪去很多作者的時代背景，好像少了些味
道。
至於電影版《狼圖騰》（Wolf Totem），由一

位法國導演執導，拍成「3D」立體效果，已相當
好、相當高水平，只是書本寫得太好，太震撼了，
導演很難拍出來。唉，算了吧。若只求視覺感官刺
激，處處用電腦技術，觀眾不如去看一套電腦動
畫，何必有文學原著呢？
我曾提過據李微漪的紀實文學小說《重返．狼

群》而拍成的影片，作者說她的故事是真人真事
的。此書的題材也是跟《狼圖騰》一樣，記述有人
想飼養一匹狼，跟着人與狼之間就產生一段微妙的
感情。我沒看過原著，只看過影片，內容很感人、
很有人情味；畫面也很美，拍出了草原風光，正所
謂「人靚景靚」。
「活着」並不等於「自由」，有些動物，你可以

豢養在家、可以抱牠上床、可以對牠愛撫親吻，這
些是家畜、是寵物，牠們已經「進化」（或可說是
「退化」） 成跟人類相親相伴，但並非所有動物
皆如是，大家好應該反思一下生命、生存和生態的
問題。

城中養狼 反被犬欺
作者李微漪也坦言放歸小狼與否，內心有一番矛
盾，人與狼之間建立起的一份感情，又如何割捨
呢？城市中養狼，狼又怎會適應呢？年幼的狼與家
犬一起生活，反被犬欺，要靠人來保護，狼的尊嚴
去了哪裡？
有一點我不明白，為何作者會將小狼當狗來放
蹓？牠會傷人、也會被傷害的；牠會被捕、人也會
被檢控的。若小狼習慣了「蹓狼」，作者又會否將
牠當狗來養？至於在街上走失了小狼和午夜狼嚎，

可算是「劇情」需要吧。

反哺之心 不輸人類
李微漪帶着小狼回到草原，生活相當愉快。一

次，李微漪想出外，但小狼拉着她的褲腳不讓她出
去。她不聽，結果那天下冰雹、大風雪，她也受寒
而病了。當她病了時，小狼叼來一野兔給她吃來養
病。這是依着動物的本性：「能吃便能活。」
又一次，男女角被風雪所困而斷糧時，小狼也叼

來野兔給他們解困，這反哺之心是否比人類更勝
呢？所以，不要輕言「狼心狗肺」，世上一些不孝
子，比不上獅、狼。
李微漪的狼和陳果（《狼圖騰》的主角，也算

是姜戎的化身）的狼，遇到最大的敵人是誰？同樣
是人類。
人類的「文明」、人類的「開發」、人類的

「血腥」，都給草原和野生動物帶來無限的破
壞、無限的災難、無限的滅絕。人們根本就不理
會什麼叫生態平衡、不理會什麼叫保育，只會濫
捕、濫殺。
無節制的開發、開墾，造成野生動物的生活空

間，甚至生存空間愈來愈小，繁殖機會也愈來愈
細。加上人類追求的物質物慾，做一件狼毛皮大
衣，要殺多少頭狼？又還有幾多野生的狼可供人殺
來做大衣？
近年來世界各地都有人為動物發聲，希望那些有

錢人家不要再穿皮草皮大衣，減少殺戮珍貴或瀕臨
絕種的野生動物。

獵殺動物 只為娛樂
有時，人類不是為了飽暖、為了保護自己的牛羊

馬匹，而去殺害野生動物的。他們為的竟然是「娛
樂」。閒時三五成群，開着「悍馬」吉普、越野四
驅，就在草原上飛馳追逐僅餘的狼群。
他們的娛樂是打獵，就算有野生動物保護區又怎

樣？偷獵的、半公開的狩獵依然存在。獵人用的
槍，擁有強大火力和精確的瞄準器，要打狼的哪部
位都可以，甚至要避免打着一些當眼的地方，免損
害毛皮的價錢，而非考慮傷害狼的性命。試問還有
多少狼供人獵殺？那麼連狗也遭殃！

活着不等於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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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灣仔
姓名︰喬灝顓
學校︰英皇佐治五世學校
評語︰作者個人風格鮮明大膽，建築物的刻畫比較寫實，
然而人物則以立體主義的風格來描繪，形成視覺效果的衝
擊，富有強烈新鮮感。

■程韻
作者簡介：英國文學碩士，在男校任教英語的女教師，愛好文學和動物。

■雨亭
剛退休中學中文科老師，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

隔星期五見報

歸根結語

■林健根 會計師

對不少香港家長來說，9月
是重要的月份，因為它代表
着新學年的開始。自古以
來，中國文化均十分重視下

一代的教育，而學校的設立，在中國歷史上可以說是
由來已久。
早於新石器時代，中國已出現類似學校的場所。最
初的學校是由氏族長老，或有威望的人物，為下一代
講授知識。從新石器時代的居所遺址所見，最初的學
校建築在眾多小房子的中央部分，其地不但用於教
學，更是氏族集會的場所。而到了周代，學校的規模
已十分完備。
特別的是，周代的學校往往兼具多重功能。據史學
家呂思勉所考證，當時的學校除了具教學用途外，也
是鄉人議政、集會，甚或舉行禮節儀式的地方。

10歲入學 先學書計
至於教學內容方面，周代學童的入學年齡大約是
10歲，較現在稍晚。《禮記．內則》清楚記述道：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
女鞶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
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九年教之數日。十年
出就外傅，居宿於外。」
所謂「出就外傅，居宿於外」是指兒童10歲時，

需要離家居於學校接受教育。「外傅」則是指負責教
學的老師。在此之前，家庭需肩負教育子女的責任，
由基本語言、知識，以至日常禮儀，均需一一兼顧。
至於學校的教學內容，以六藝為主，即禮、樂、射、
御、書、數。但隨着年紀不同，教學內容也有所變
化。如書、計之學，可於學童10歲初入學的時候教
授。而射、御的學問，則需留待13歲時學習。

女子學女容女紅
然而，由於傳統社會重男輕女，周代的女性並無接
受學校教育的權利。即使是家庭教育，女性學習的內
容，與男性也大不相同。如《禮記》指出：「女子十
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
紃，學女事以共衣服。」女子所學習的主要是女容禮
儀、女紅縫紉之事。至於上文所述六藝，並不包括於
女子教育之內。
不過，縱然生為男子，但由於西周時期只有官府之
學，平民並沒有接受教育的機會。一直到了東周以
後，私人辦學才愈趨普及，新興的知識階層也得以建
立起來。由於篇幅所限，東周以後的發展將於下期再
談。

恒管清思
星期五見報

周代學校多功能 教學之外還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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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字水樂春風
隔星期五見報

星期二．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星期四．通識文憑試摘星攻略星期三．中文星級學堂
．文江學海
．STEM百科啟智

星期五．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文江學海星期一．通識博客（一周時事聚焦、通識把脈）

．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百搭通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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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ctions: Read the clues (information that helps you to find the answers) and write the answers in the
boxes. Each answer starts with the last letter of the word before it. The last word finishes in the first letter
of the first word.

Word train puzzle

To find more English language activities visit www.britishcouncil.org/learnenglish
Send your feedback to earnenglishprint@britishcouncil.org

① a word which makes a verb negative
② the day after today
③many trees together
④ not light
⑤ it cuts
⑥ the opposite of west
⑦ use a watch to know the _______
⑧ a very big, grey animal
⑨ not alone; with other people, for exam-

ple, "We are going on holiday
_______ in August"

⑩ "very much, for example, 'I _______
love chocolate"'

 12 months
 water falling from the sky

■ 香 港 的
電動車數量
正在上升，
但充電位仍
不足。
資料圖片

■特朗普總統就職禮時，由「賈姬．伊凡
柯」演唱國歌。 作者供圖

Answers for last Friday（1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