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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一分認識 多一分諒解

上回提到，1812年的莫斯科發生了
一件大事：莫斯科大火。每當提起大
火，大家首先定必聯想為一件悲劇
（tragedy），因為大火必定造成大量
的人命及財物傷亡。不過，事實卻不
是完全如此。在某程度上，這次大火
對俄國人來說是一件好事，而且這場
大火還影響到歐洲甚至全球歷史。
首先讓我簡單說一下大火的情況。
這場大火發生在9月14日，大概要到9
月18日才熄滅，由莫斯科市中心開始
一直蔓延開去。當時，莫斯科的建築
主要以木材建成，因此這場大火輕易

地波及整個莫斯科，根據估算，全莫
斯科有四分之三的建築物被燒毀
（burnt down），當中不乏市內的重要
建築物，例如莫斯科國立大學（Mos-
cow State University）等，估算的死亡
人數達1.2萬人。
不過，這場大火對於俄國人來說，
不只是悲劇那麼簡單，甚至可以說，
這場大火拯救了整個俄國，這就要說
到當時的國際形勢。
當時，法國皇帝拿破崙(Napoleon)在
歐洲各地所向披靡（invincible），打
敗歐洲多個國家，包括奧地利（Aus-
tria）、普魯士（Prussia）等，直到
1812年，拿破崙揮軍攻打俄國領土，
史稱俄法戰爭（French invasion of
Russia）。俄軍節節敗退，只得用特殊

戰術來應付這個來勢洶洶的強敵：焦
土政策（Scorched earth）。這政策與
1812年莫斯科大火有何關聯？請看下
回分解。

上次為大家介紹了讀寫障礙（Dyslexia）
和專注力失調及過度活躍症（Attention Def-
icit and Hyperactivity Disorder），不知各位
對這類擁有特殊學習需要（special educa-
tional needs）的學生，有沒有多了一分認識
呢？若身邊有同學、朋友、學生，甚至親
人，出現這些症狀（symptoms），請問大家
又有沒有對他們更體諒（considerate），以
及表現出更多的理解（understanding）呢？
程老師希望透過這個平台（platform），能
讓社會大眾對融合教育（inclusive educa-
tion）有多一點認識，而對於擁有不同學習
需要的學童，能及早察覺（identify）他們的

差異性（diversity），好讓他們能得到適當
的治療（treatment），以免錯過黃金的治療
時間。今期，我將會為大家介紹自閉症譜系
障礙（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雖然
每間學校的自閉症學生的數量不是很多，但
也不容被忽視。
自閉症譜系障礙覆蓋一系列的症狀

（symptoms）、技巧（skills）和損害（im-
pairments），其中最為人認識的障礙就是社
交能力（social interaction）、語言溝通能力
（communication skills）和頑固（rigid）、
重複（repetitive）的行為（behaviors）等。
一般的病徵大概在三歲或之前便會出現，不
同的小童所出現的症狀或程度（levels of im-
pairments）可能不一樣，但他們的行為都是
很相似的。例如，他們不喜歡與別人有眼神
交流（eye contact），對外界的事物缺乏關

心（care），非常沉默（quiet），難與別人
有正常的雙向交流（interaction），常自言
自語（self-talk），有固定的（fixed）行為與
生活習慣（living habits），很難作出改變。
上教育課程時，教授分享了一個很典型的

（typical）例子。一個自閉症學童（autistic
child）每天都要走同一條路上學，一直相安
無事，直到有一天，該路突然被封作工程
（under construction），該名學童發現要更
改上學路線（route），便立刻失控大叫，不
論父母如何作安慰，也未能安撫（comfort）
小孩的激動情緒。
當一般人在街上看見這名小孩時，可能認

為父母不懂教，放任他發瘋似的大叫。如果
對自閉症有認識的路人，起碼能理解當時小
孩的行為原因，至少對該個家庭多一分諒
解，少一絲奇異的目光。

■程韻
英國文學碩士，在男校任教英語的女教師，愛好文學
和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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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看許地山的《落花生》，印象特別
深刻，這小小的花生，居然也能生發出一段
人生大道理：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偉
大、體面的人。這道理就這樣根植在心裡。
花生有什麼好處呢？氣味很美、可以製油、
價廉物美，而這小小的豆，只把果子埋在地
下，等到成熟，才容人把它挖出來。換言
之，花生的實際功能，遠比不上它的文化內
涵。
花生固然好吃，把它當零嘴，可以吃個不

停，但終究不能飽肚。讓我挑，我更愛雞
蛋。雞蛋的好處太多了。簡單的下油煎香，
下點鹽，就是「醒神」的太陽蛋，生機勃
勃，能喚醒一天的好心情。把它打散，更能
變化萬端。最基本的炒蛋，是西式早飯的家
常菜，下鹽也好，下黑胡椒粉也好，甚至什
麼也不下，配合熱香餅、格子餅、香腸或煙
肉，也能滋味百倍。多一點變化，可混入切
成顆粒狀的番茄、青椒，甚或三文魚，做煎
蛋餅。加入洋葱，加入番茄，又或加入蝦
仁，一變再變，就是三道美味小菜。

全部打散，做蒸蛋，加點醬油，撒點葱
花，做得好時，又嫩又滑，有雞蛋的彈力，
又有流水的靈動。恒大「兩餸飯」，數蒸蛋
最給力，開胃、不膩。加入切片香菇、蟹
柳、瘦肉、蝦仁，可做日式茶碗蒸。打個生
雞蛋，放在石鍋飯、壽喜燒裡，蛋汁沾了鍋
裡的精華，別有一番風味。愛吃整個兒的，
可以弄水煮蛋，原味以外，更有多種味兒，
任君挑選：茶葉蛋、滷水蛋、薑醋蛋……餓
的時候，吃上一個，飽足又有營養。
不要太熟，便做溏心蛋，蛋心半生熟，以

醬油和味霖醃製，鹹中又有甜味。皮蛋、鹹
蛋，更是粥品的良配，可惜這種吃法，似乎
東方人更能欣賞。喜歡甜食嗎？法式焦糖燉
蛋、各式糕點，哪一樣不用雞蛋？
雞蛋，是最尋常的東西了。農村裡母雞下

蛋，小孩在稻草裡尋寶，找着，那興奮，要
比找到復活蛋還快活。橢圓形的一顆，那弧
度，是這樣的完美無瑕，但它卻從不炫耀。
沒有花俏的外貌，有時候甚至有斑有點，但
這無損它的內涵。一顆雞蛋，營養豐富，卻
價格親民，做起來容易，一下子便有了家的
味道。雞蛋，是平凡裡的不平凡，我們的人
生，不也一樣，平凡裡自有不平凡處。

雞蛋食法多 內涵不平凡
大清思恒

隔星期五見報

■陳美亞博士
香港恒生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了解文章意思 毋須逐字計較
論客座

隔星期五見報

英
上幾期筆者提到過不少查字工具，例如

Wikipedia、 The Free Dictionary、 Cambridge
Dictionary，以及上期集中講的Linguee。這些工
具有各自的優劣，各自的用途。這期筆者想講講
使用工具的思路。
筆者認為，即便一時三刻不理解，絕大部分
的字是不需要查的。一來平時閱讀，又不是考
試，時間也有限，沒必要咀嚼每個字；二來視乎
文章質量，好的文章總會前後呼應，字的意思可
能在下一句就說明；三是閱讀的節奏，其實就像
聽音樂，除了專業音樂家，普通人注重整體的感
受便足夠。
文章質量倒是不容易保證。香港學生學英

文，很多人會讀《南華早報》（SCMP），是可
以的，筆者覺得香港電台的英文版也很棒，每篇
報道都很簡短，沒有SCMP那一大頁字密密麻
麻造成的壓迫感，而且報道都有中文版本，實在
看不懂，切換到中文版看一遍，或者先看中文版
的新聞都可以，很方便。在手機上下載一個
app，隨時可以讀。
當然，質量不好的也要讀，多讀才知道什麼

叫好，什麼叫壞，才會知道自己想讀什麼，喜歡
讀什麼。每個人適合的讀物都不一樣，一定要多
讀。
筆者也非常喜歡美國的 NPR News。New

York Times（《紐約時報》）的文字會稍難，根
基不好的人會有挫敗感。說文章質量好，方便理
解，舉個簡單例子。NPR News一月一日有篇關
於中國嫦娥四號即將出發登月的報道，標題是
China’s Lunar Lander To Explore Moon’s Far
Side，內文好幾次提到了rover這個字：
Sometime early in 2019, the Chinese civilian

space program plans to land a six-wheeled rover
on the moon’s far side ... the rover carries
ground-penetrating radar that can peer beneath
the lunar surface.
Rover 是什麼東西，其實標題已經寫了：

lunar lander，登月着陸器。說不用查的意思
是，關鍵的字詞，文章會反復提及；另一層意思

是，有些字你不需要知道其確切意思，例如這裡
你知道是一種探勘用的電動工具就可以。
有些文章，你看來看去，看不懂，如果真的
讓你茶飯不思，便去查字典吧。
細心的讀者可能會發現，筆者每期都會引用

不少例子，去說明一個想法。這裡有個重要的觀
念，就是我們「認識」一個字詞，往往是在一個
語境裡的，脫離了語境，它並沒有任何意義。反
過來說，它在不同語境裡有各自的意思，就像我
們一樣，每天在不同崗位扮演不同的角色。
為什麼這很重要？因為從此我們可以了解

到，使用工具查字時，我們查的不是所謂「這個
字的意思」，而是「在這個句子裡這個字可能有
什麼意思」。說「在這個句子裡」，是特定的；
說「可能」，畢竟你無法確定，不是嗎？這個觀
念很重要，是使用工具的前期思路。所以我們使
用工具，只是盡可能把一個字「定位」，雖然
GPS不一定準確。到具體執行操作，就看我們
覺得哪個工具最準確、方便、順手。
你要對文章的類型作初步評估。這是正經八

百，還是搞笑網絡文章？舉個例子吧，你在網絡
討論區上看到 troll 這個字。你用 Cambridge
Dictionary搜索，對該詞動詞形態的定義有4
個，3個是「釣魚」有關的，剩下一個是「引起
罵戰」；你再看看字典的examples corpus（例
子庫），收錄的不少現實例子似乎都和「引起罵
戰」毫無關係。用這個字典查，我們得知troll的
「可能」意義。換成Urban Dictionary（一個專
收錄俚語的字典，且有大眾撰寫編輯功能），
「點讚」第一的定義是「one who posts a
deliberately provocative message to a newsgroup
or message board with the intention of causing
maximum disruption and argument（故意用偏
激語言意圖引起混亂和罵戰的人）」我們再把這
個解釋套進句子中，看看是否契合文意。
所 以 思 路 是 ， 我 們 首 先 從 Cambridge

Dictionary的例句功能對troll粗略「定位」，而
使用Urban Dictionary進行精確化判斷（確定/
否定）。使用Urban Dictionary這個動作本身包
含了你對語境類型的預先判斷。
下期再說說其他的工具的特點和以上的思

路。

該要知英
隔星期五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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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看世界米
隔星期五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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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提供︰
全球水墨畫大展

■Raymond Chik（chikyukfung@hotmail.com）

墨大展水
隔星期五見報

逢星期五見報談英語漫

■1812年的莫斯科大火，不但沒有燒
毀俄國，反而從法國手中救回俄國。

網上圖片

■自閉症學童的典型例子，就是每天都要走同一條路上學，有一天突然封路，就會失控
大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