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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節將至，祝
願有情人終成眷
屬。但單身貴族亦
是美事，不是有更

多時間增潤英語、以固有生字組成生鬼貼
地的詞彙嗎？
單身人士不欲被成雙成對之放閃黨導致
雙目失明？大可來場bedgasm。可別想歪
哦，這個由bed（床）和orgasm（性高
潮）組合成的新字，解作勞累了整天後，
終於可跳進暖烘烘被窩的那種放空快感，
很想要吧？
睡醒了仍與床鋪藕斷絲連嗎？那別離開
吧。一天到晚蜷在安樂窩內，將自己與厚
厚毛毯合二為一，不用活動身上一吋肌膚
就能遊走facebook和Instagram、看盡兩岸
及日韓英美劇，這不就是在nest（安樂
窩 ） 中 上 網 internet 的 至 高 境 界 ︰
Internest。
當然過度上網亦非健康，小心患上
onlineness。別人發帖永遠是首三名回應，

任何特發虛發、新聞趣聞都立時轉載，如
此的上網「過度活躍症」在未能獲得回應
時反而頓感失落（loneliness）。

一個人逛街 不怕忘目的
是時候動動身子了，來場masturdating

（masturbate 和dating）吧。這樣的「自
慰式約會」，即是一個人逛街，在電影院
購票多能買到最佳位置，走在街上亦不怕
destinesia （destination 「 目 的 地 」 和
amnesia「健忘症」的合成字）而被身邊
人嘮叨，就算到達目的地卻忘了出發初衷
又何妨？
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精彩，但與閨蜜開個

Galentine's Day（girls 和 Valentine's Day
的合成字）派對亦未嘗不可，這不就是
「女人的浪漫，刺身加嚿飯」嗎？這概念
源於美國電視劇Parks & Recreation，女主
角自定了每年的2月13日將另一半丟在家
中，相聚一起以精緻高雅的早午餐
（brunch）慶祝姊妹情誼。

相反，「男人的浪漫、豆腐火腩飯」，
男性相聚可整晚不發一言，觀看球賽、沉
迷 PUBG、吃頓「頹飯」，這就是
bromance， 即 是 brother （ 兄 弟 ） 和
romance（浪漫）的合成字，箇中的樂
趣，旁人識條鐵乎？
不過，好景不常，當其中一鐵漢大發柔

情，宣告拍拖封盤，兄弟情去如黃鶴，產
生另類「家庭慘劇」︰dudevorce，就是
dude（傢伙）和divorce（離婚）的合體，
「友盡」是也。

亂放閃光彈 愚蠢丘比特
如此「有異性、無人性」之舉可稱為

hiberdating，即是hibernation（冬眠）和
dating（約會）的合體，又稱「潛水」。
這類生物再次活躍於網絡平台時就是發放
「閃光彈」，不是臉貼臉的親密合照，就
是在這在那享用的二人大餐。如此「炫目
至盲」的表現在別人眼中其實只是
cupidity，即 Cupid（愛神丘比特）和

stupidity（愚蠢至極）的合體。
在對的時間、遇上對的人才是美事，別受

節目氣氛或因「葡萄」而誤墮情網，甚至在
缺乏周詳計劃下生下「化骨龍」，就此淪為
階下囚︰slave-at-home mom!和stay-at-home
（全職媽媽）不同，她們被誤會在家養尊處
優，其實就是羈絆家中，為子女的起居飲食
心力交瘁、過着奴隸般的生活。
另有不少女性不是慨嘆身邊男子早已

「封盤」、就是自己染上gaddiction（gay
「同性戀」 和 addiction「上癮」的合
成字）。她們終日沉溺在才華洋溢、體貼
入微的暖男中，孰不知對方只視你為
bestie（知己）。其實多個異性作為BFF
（best friend forever，情同手足的閨蜜）
亦不俗呢。
祝願讀者在情路上旗開得勝，展開

fantabulous（fantastic「難以置信的」和
fabulous「無與倫比的」合體）的人生；

單身的亦能找到自己的定位，享受
amazom（amazing和awesome的合體，表
示極好的）的精彩。

安樂窩中上網 網絡至高境界
恒管英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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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① 子張：顓孫師，複姓顓孫，名師，字子張，春
秋戰國時期陳國人，孔門十二哲之一。
② 行：通行，形容放諸四海皆通之道理。皇侃疏
曰：「云『子張問行』者，問人立身居世修善若為
事，而其道事可得行於世乎。」邢昺疏曰：「言可
常行之行也。」
③ 篤敬：忠厚老實，謹慎認真。篤，假借為
「竺」，厚也。《說文》：「竺，厚也。从二，竹
聲。」段玉裁注云：「从二，加厚之意。」又曰：
「古叚借篤為竺字，以皆竹聲也。」邢昺《論語》

疏曰：「『篤敬』者，心存乎所行之事以致謹，非
但外之求詳於度數也。『敬』亦謹慎之謂，非儀容
之莊也。」
④ 蠻貊之邦：蠻指南蠻，貊指北狄，均指古代尚
未開發、沒有文明之邊遠地區。《詩經．魯頌．閟
宮》：「至于海邦，淮夷蠻貊。」陸德明《經典釋
文》「蠻貊」下出注云：「貊字又作『貉』。」
《說文》曰：「蠻，南蠻。」又曰：「貉，北方豸
穜。从豸各聲。孔子曰：『貉之為言惡也。』」
⑤ 州里：古代以二千五百家為州，二十五家為
里，此將州、里合稱，泛指地方鄉里。

藝育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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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提供︰藝育菁英

上回提到的格倫科峽谷，固然是蘇格
蘭高地出名的景點（attractions）之一，
但要說到高地最出名的景點，想必是全英
國水量最大（largest by volume）的湖泊
（Lake）：尼斯湖（Loch Ness）。
大家一聽到尼斯湖，應該會立即聯想

到 那 條 像 恐 龍 （dinosaur） 的 水 怪
（monster）：尼斯湖水怪（Loch Ness
Monster）。的確，尼斯湖水怪的傳說在
全世界皆廣為流傳，令不少人都慕名前
往，希望可以一賭水怪的真面目，甚或期
望一夜成名。

知名照片 只是鬧劇
這不是在發白日夢，1934年，威爾遜

醫生（Dr. R.K. Wilson）拍下一張尼斯
湖水怪頸部露出水面的照片，瞬間變為舉
世知名的名人。照片隨後在全球廣為流
傳，不單可以說是20世紀最廣為人知的
照片之一，亦是尼斯湖水怪照片中最有代
表性的一張，更被冠名為「外科醫生的照
片」（Surgeon's Photograph）。
不過，真相已經大白，這張照片只是

一個惡作劇（hoax）。自照片在上世紀

30年代刊登後，大家就已經一直懷疑照
片的真確性，例如波浪（wave）的大小
與尼斯湖水怪的體積不成正比等。但在
1994年，事實終於被公開了：原來這個
形態與蛇頸龍（Plesiosaurus）相似的水怪
只是由玩具潛艇（toy submarine）加上塑
料木（plastic wood）而造出來。整隻
「水怪」原來都只有 1 呎（foot）高
（high），18吋（inches）長（long）。
全世界都被欺騙了。
話雖如此，時至今日，尼斯湖水怪的

傳說仍然一直流傳下來。自公元565年記
載有水怪的出現開始，幾乎無間斷地有目
擊者自稱與水怪有一面之緣。不知讀者們
又有沒有興趣親身去尋「怪」呢？

這個世上，一樣米養百
樣人，人人都有自己的個
性與脾氣。然而，到底有
沒有那麼一種人，是人人

喜歡的？又有沒有一套行事準則，是放諸四海皆通
的？《論語．衛靈公》曰：

子張①問行②。子曰：「言忠信，行篤敬③，雖蠻
貊之邦④，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⑤，
行乎哉？」
儒家重視為學工夫，認為求學可使人提升質素，

下學而上達，格物致知，成為君子。而為學的意
義，除了吸收不同知識外，更要學習為人處事的知
慧。因此，君子為學，即學做人，以修身立德為
旨，並需時刻複習，力求內外一致，知行合一。
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所載：「他日從在陳

蔡閒，困，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
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
乎哉！』」知子張此問之語境，乃孔子及其弟子受
困於陳蔡之時，故尤其關心「行」之問題。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又載：「顓孫師，陳

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又《論語．子
張》載：「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

義。』」《太平御覽》卷915載孔子對學生的評語
曰：「子張為武。」綜此可知，子張年紀較輕，為
人勇武，故孔子在遇險受困之時，仍不忘勸其要忠
信篤敬，慎言慎行。
除了子張，當時向孔子求救的學生，還有子路。

《論語．衛靈公》曰：「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
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
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孔子認為，君子縱然捱窮受苦，仍不失志氣，能

夠安貧樂道；相反，小人處於逆境，往往就會自暴
自棄，一蹶不振。
總之，君子做人，凡事盡心，態度認真，忠厚老

實，言行時刻守正，不因對象或場所而改變態度。
孔子晚年「從心所欲不踰矩」，可謂君子「言忠
信」、「行篤敬」之典範。
《論語．子路》載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

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又《荀子．修
身》曰：「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橫
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說苑．敬慎》
曰：「顏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
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為身。』」均與本章文
義近同，可以互參。

忠信篤敬 四海皆準

■鍾可盈博士
恒生管理學院英文學系高級講師

■謝向榮博士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中文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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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奇看世界

■米奇（中大通識碩士，工作數年又跑
去英國留學，順道看看外國文化。）

情緒勒索雖然最常出現於極
不平等的上下關係中，但其實
日常關係融洽者，也可能出現
情緒勒索。如劉備與孔明可謂

達到十義中的「君敬臣忠」，然而劉備臨終前於白帝
城託孤，可謂情緒勒索的佼佼者。劉備於病危時召見
諸葛亮，希望他能輔助太子劉禪：「君才十倍曹丕，
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
才，君可自取。」
劉備一生「誓與漢賊不兩立」，但其臨終之言卻把
諸葛亮與曹丕相比，當中意義絕非字面義而已；而在
那個名節比生命更重要的時代，劉備一句「君可自
取」的託孤之言，更令諸葛亮立即涕泣對曰：「臣敢
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劉備由是成
功以自憐、讚賞等手段，令諸葛亮陷入情緒勒索的圈
套，不敢稍有差池，終其一生為漢室死而後已，以免
落得亂臣賊子之名。
大智如諸葛亮也不能無視周遭的眼光，而跌入情緒
勒索的陷阱中，何況一般凡人？我們總是不自覺地為
符合他人的期望而生活；這是因為我們覺得如果拒絕
別人，便代表自己是個不好的人。因為想做好人（或
避免做壞人），我們很難拒絕不合理的要求，而容易
成為默許「情緒勒索者」對自己為所欲為的「被勒索

者」，最終造成惡性循環，形成華人社會的恒常價值
觀，身處其中的大人小孩無一倖免。

是美德還是責任
以教導小孩分享為例，其實一般幼兒很少主動表示

願意分享。當幼兒拒絕分享時，身邊的大人很自然便
會說一聲「孤寒 / 小器 / 不聽話」。然而，這話真的
要聽嗎？珍惜自己喜愛的，不想隨便與人分享，這都
是人之常情。為什麼非分享不可？只因古有孔融讓
梨，分享是傳統美德，懂得分享便能符合社會期望，
代表自身擁有良好的家庭教育。中國傳統有不少為人
津津樂道的德目教化內容，值得我們借鑒學習，可是
個個都學孔融讓梨，難道個個都想學孔融讓梨？
願意分享固然是美德，但不願分享是否便代表是一

個壞人呢？（同樣的問題可套入任何德目中）。不停
滿足他人的訴求，或有機會令自己變強，畢竟要滿足
他人，是需要具備一定的解難能力；但他人也可能因
你的「好配合」、「高能力」，忽略你的需求與感
受。能力愈高是否真的責任愈大？還是這只是情緒勒
索的伎倆？需知道分享是美德而不是責任，如何分配
食物其實是自身的權利。然而很多時候因為標籤效
應，美德最後演化為責任，不做好人便會成為壞人，
結果造就情緒勒索的出現。

中文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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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備託孤暗勒索 諸葛亮只能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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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ostic puzzle: Family

Instructions: Use the clues (information that helps you to find the answers) below to make words
about family members. Then, use the letters in the yellow boxe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in number 13.

To find more English language activities visit www.britishcouncil.org/learnenglish
Send your feedback to learnenglishprint@britishcouncil.org （Answers will be out next Friday）

Puzzle
譯文
子張問行事通達的準則。孔子說：「言語忠誠

老實，行為忠厚認真，即使到了落後的邊遠地
區，亦可通達無礙；相反，言語不忠誠老實，行
為不忠厚認真，即使在本鄉本土，能行得通
嗎？」

①My father's sister is .............. .
②My son's sisters are my .............. .
③My father's only wife is my .............. .
④My grandfather's only son is my .............. .
⑤My mother's daughter, but not me, is my .............. .
⑥My father's father is my .............. .
⑦My mother's brother is my .............. .
⑧My father's mother is my .............. .
⑨My daughter's brother is my .............. .
⑩My mother's son, but not me, is my .............. .
My aunt's daughter is my .............. .
My mother's only son or daughter is .............. .
 You love your parents and y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more than anything. For you, what is best?

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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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江學海

組別︰油尖旺
姓名︰林雍嵐
學校︰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評語︰作者對於情景呈現的能力頗強，把細

雨紛飛的朦朧景象表達出來，恍如沾
濕了鏡頭的相機拍下的唯美照片般，
引人入勝。

網址：www.yadf.hk

■孔子認為，只
要言忠信，行篤
敬，就算去到哪
裡都可以通行無
阻。圖為孔子雕
像。 資料圖片

■尼斯湖一直盛傳有水怪，而且還被拍下
來，可惜照片大多都是假的。 資料圖片

■辛苦工作一天後跳進被窩放空的快感，
稱為bedgasm。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