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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星期五見報談英語漫

順應本性 民心自化
文解惑

隔星期五見報

古
早陣子有一套電視劇，講述職場高

層的權力鬥爭，引起不少話題。其
中，由惠英紅主演的大反派，不擇手
段要力爭上游，認為只要能當上最高
層，擁有足夠權力，就可以完全號令
天下，隻手遮天。但事實又是否真的
如此？當領導者就代表可以隨便按己
意做事？

本專欄前兩篇導讀過《莊子．應帝
王》，從中可見道家主張之帝王管治
要旨。莊子認為，作為管治層，應當
懂得順應自然之道，能以平常心來照

應萬物，而不必存在個人好惡私念，
更不宜凸顯或獨佔功勞。為此，莊子
在《應帝王》篇中運用了許多寓言說
理，其中包括以下一則：

肩吾①見狂接輿。狂接輿②曰：「日
中始③何以語女④？」肩吾曰：「告
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⑤，人
孰敢不聽而化諸⑥！」狂接輿曰：
「是欺德⑦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
海鑿河，而使蚉⑧負山也。夫聖人之
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⑨，確乎能
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⑩

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
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莊子借肩吾與狂接輿的對話，說明
在上者若僅以一己私意來制訂規則，

下屬只會表面順服，難以長治久安。
想以這種方法管治而不生問題，就如
同要海上鑿河、蚊負大山那樣，根本
是不可能的任務。即如鳥蟲，尚且會
想盡辦法來避開傷害，人們面對惡意
威脅，難道又會乖乖就範嗎？因此，
管治者若堅持一意孤行，剛愎自用，
最終只會造成上下分化，彼此關係撕
裂，自然問題叢生。

要避免如此，在位者應當「正而後
行」，認真檢討自身言行，能以身作
則，順應人心，與時遷移，才能感化
別人，避免無謂衝突。《老子》第五
十七章曰：「聖人云：我無為，而民
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正與本
章無為而治的精神一致。

譯文
肩吾去見狂接輿，

狂接輿問：「昨日中
始 給 您 說 了 什 麼
呢？」肩吾答：「他
告訴我：君主按照自
己的意志來制訂規章
法度，人民怎敢不聽
從歸化呢！」狂接輿
說：「這完全是欺騙
人的。這樣去治理天
下，就如同要到海上
鑿河，以及讓蚊子背
負大山那樣。聖人治
理天下，難道只是治
理外在表面嗎？聖人
順應本性而後實行感
化，任人各盡所能而
已。小鳥尚且知道要
高飛以避開弓箭傷
害，鼷鼠尚且知道要
深藏於社壇底下，以
避開煙熏和挖鑿等禍
患，你難道還不如這
兩種蟲子嗎？」

「Impossible」可指是絕望的境界，打破「im-
possilbe」便是排除萬難，更可用在力排眾議的情
況；本文分享現正上映的《殺神John Wick 3》的
預告片段背景樂曲：《Impossible Dream》

To dream the impossible dream
尋夢，尋求一個不可達成的夢想
To fight the unbeatable foe
進攻那戰無不勝的敵人
To bear with unbearable sorrow
去抵受不能承受的悲傷
And to run where the brave dare not go
並跑往即使勇者也會卻步的地方
To right the unrightable wrong
去糾正不可還原真實的錯誤
And to love pure and chaste from afar
也去愛，在遠方純潔並樸素的愛
To try when your arms are too weary
去試，當你的雙臂已是過度疲乏
To reach the unreachable star
去觸那觸不及的星
This is my quest
這是我的使命
To follow that star
去追那星
No matter how hopeless
無論可等絕望

No matter how far
無論可等遙遠
To fight for the right
為真理而征戰
Without question or pause
毫無質疑或停步
To be willing to march, march into hell
踴躍地步操，操進地獄
For that heavenly cause
來履行天賜的神聖使命
And I know, if I'll only be true
而我知道，若我是對的
To this glorious quest
就這光榮之旅
That my heart will lie peaceful and calm
我的心可獲安詳和平靜
When I'm laid to my rest
當我躺下（長遠）休息
And the world will be better for this
乃至世界因這更加美好
That one man, scorned and covered with scars,
（縱使）有一個人被嘲笑，傷痕纍纍
Still strove with his last ounce of courage
只要尚存一丁點兒勇氣，仍會繼續努力
To reach the unreachable star (repeat).
去觸那觸不及的星（重複）
這曲原是來自歌劇Man of La Mancha，由主角

唐吉訶德高唱他的心願，雖然故事的主角是大傻
子，但若我們有心去肩上一項艱難任務，又或深
信眾人皆醉我獨醒，也應有視死如歸的心。

觸那觸不及的星

近年時有報道指中國文學科為中學
文憑試的「弱勢科目」，2019年報考
中國文學科的考生只有1,650人，佔中
學文憑試全體考生僅約2.9%。報章分
析中國文學科報讀人數下降的原因是
有三：一為取消文理分科，文學失去
了文科生必修的優勢；二是必修科過
多，大部分考生只選兩科選修，文學
難以入其眼；三者是文學科新增校本
評核，令教師和學生都「無時無刻處
於公開考試狀態」，工作量和壓力倍
增，自是捨難取易，另作他選了。

文學科未來走向仍需社會多加討
論，且先就過去考生表現，為正在修
讀文學的同學提點建議。

教育統籌局曾就中學文憑試中國文
學科校本評核舉辦分享會，會上提及
有關小說創作練習的評分原則。被評
為上品的練習應能做到「主題深刻，

或反映人生百態、或敘寫悲歡離合，
或呈現時代精神，能引發感悟；人物
個性鮮明，形象栩栩如生；敘事手法
獨特，情節鋪排巧妙；文字鮮活。」

而在2018年中國文學科教師會議簡
報中，亦有提及在文學創作卷中取得
上品的文章能「取材構思獨特新穎，
層次豐富，結構巧妙，描寫細緻具
體，有意識地運用多樣而合適的文學
創作手法。」

簡報總結部分就內容及技巧兩方
面，建議考生「宜有個人感受和見
解，不宜人云亦云。」、「可因應主
題，有意識地運用多樣而合適的文學
創作手法。」考生需在兩小時內寫出
一篇能具備以上條件的作品確非易
事。那文學創作能否如數理科目般有
公式可循？

台灣作家許榮哲分享了一個從編劇
老師身上學到的「故事的公式」。這

位具三十多年編劇經驗的老編劇指
出，只要問「七個問題」，就可以在
極短時間內想好一個「有頭有尾，有
衝突、有轉折」的完整故事。七個問
題分別是：
問題一：主角的目標是什麼？
問題二：他為了達成目標，遇到什

麼阻礙？
問題三：他如何努力以求達到目

標？
問題四：努力以後的結果如何？是

成功還是失敗？
問題五：若結果不理想，努力無效，

是否沒有「意外」可以改變現況？
問題六：意外發生了，情節將如何

轉折？
問題七：故事最終結局如何？
總括而言，說故事的公式是就「目

標阻礙努力結果意外轉折結局」。大
家認為此公式有效嗎？下期再談。

故事創作公式 問問題想編排

正面投訴文化 外地人能看懂？

筆者最近閱讀了侄女寫的日記，日記用英文寫成，
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作品。在日記中，侄女寫了一句，
「This was nonsense. We all sweated.」（這是多麼的
荒謬，我們都滴汗了。）「sweated」一詞實際上是廣
東話「滴汗」的直接翻譯，但在此文章的意思是「驚
訝得說不出話來」。

筆者的母語是廣東話，故我完全理解她的意思。作
為姑姐，我必須說我非常欣賞侄女的創意，請注意，
她在單詞中「sweat」添加了「-ed」作為過去式，表
明她確實知道英語語法規則。然而，作為一名英語老
師，我仍然糾正了她的「錯誤」，提出了較正統的詞
句 「we felt shocked」 ， 「we were speechless」 ，
「we were at a loss for words」 ， 「our jaws
dropped」以代替「we all sweated」。然後她問我：
為什麼我不能用「sweated」這個詞？這不是翻譯嗎？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坦白說，如果你問以廣東話

為母語的香港年輕人，我相信他們當中有90%的人確
實知道這「sweated」 一詞在這個語境中的含義。

問題是，如果你假設一個說英語的外國人會明白
「sweated」在這個情景中的含義，那麼問題便出現
了。

「Sweated=speechless」的概念是香港人創造的，即
使在中文書面語也沒有這個概念，更不用說在英語
了，那你怎麼能指望來自其他文化的讀者能理解你的
意思呢？這就是為什麼我經常告訴我的學生，在撰寫
學術論文時盡量不使用口語式的成語（idioms）和俚
語（slangs）。

由於文章的讀者來自不同的文化，他們將英語作為
標準的通用語言學習，故他們可能無法理解一些根據
當地文化或歷史背景創造的口語。對於非正式場合或
創造性寫作，當地口語、成語、俚語是可以接受而且
具有創意，但在學術、正式和工作場所交流時，運用
這些由當地地區性文化創造出來的詞彙，便不是明智
的選擇。這就是為什麼我總是告訴學生選擇詞彙時需
考慮到語境。

然而，有一天，我偶然發現了一張某政府部門的宣

傳海報「positive complaint culture for better adminis-
tration」。乍一看，我不明白這意味着什麼，「com-
plaint」（投訴）是一個負面的詞，它怎麼可能是一種
positive culture（正面的文化）？但當我看到部門名稱
及中文翻譯時（正面看投訴，共建好制度），我便明
白其含義。傳媒最近幾年常常廣泛報道香港的「投訴
文化」現象，海報作者便把它直接翻譯出來，成com-
plaint culture，而由於部門是宣傳要積極正面看待處
理這些投訴，他們便加了「positive」一字在前。這是
一個很創新的口號，但我非常好奇以英語為母語的外
地人是否能一眼便理解「positive complaint culture」
這個詞。為什麼不把它翻譯類似為「Better adminis-
tration: Receptive to constructive complaints」? 這會
否有助本地及非本地讀者更容易了解背後的信息？

當然，創意力有助於創造許多新的短語和詞彙。順
帶一提，如果你現在Google「positive complaint cul-
ture」這句話，你可以看到它已出現在不同的網站，
而開首的數十個是來自香港政府的。

也許在不久的將來，它會成為一個通用的英語詞
彙，廣泛出現在香港學生的作文及正規書寫。

■謝芷艿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講師

大英萃恒
隔星期五見報

文視野中
隔星期五見報

■林健根 會計師

根結語歸
隔星期五見報

■謝向榮博士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中文系助理教授

註釋
① 肩吾：虛構的人名。一說為神名，乃

崑崙山山神。《莊子．大宗師》：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
不可受……肩吾得之以處大山 。」
成玄英疏：「肩吾，神名也。」

② 狂接輿：虛構的人名。一說，「狂」
謂狂士，「接輿」即楚國隱士陸通，
字接輿，事蹟見西晉皇甫謐撰《高士
傳》。

③ 日中始：諸家多以為乃虛構人名，說
見《經典釋文》引李頤注。一說，
「中始」為人名，「日」則指日者，
即古代從事占筮、星相者之通稱，詳
見《莊子集釋》引俞樾《莊子平議》
說。惟俞樾《群經平議》釋《尚書．
大誥》「日，民獻有十夫予翼」句，
又徵引諸例論證「日」可獨立成句，
當是。《漢書．淮南王傳》「日得幸
上有子」，顏師古注：「日，謂往
日。」疑此處用例並同。

④ 女：同「汝」，你。
⑤ 經式義度：經，綱紀。式，規矩。

義，同「儀」，標準。度，法則。泛
指法度，詳參王念孫《讀書雜誌》。

⑥ 人孰敢不聽而化諸：孰，代詞，誰。
化，歸化，服從。諸，語助詞，猶
「之」。

⑦ 欺德：欺誑之德，指欺詐行為。
⑧ 蚉：同「蚊」。
⑨ 正而後行：成玄英疏：「順其正性而

後行化。」
⑩ 矰弋：古時繫有絲繩，用以射鳥的

箭，泛指弓箭。
 深穴乎神丘之下：深穴，深挖洞穴。

神丘，社壇。
 熏鑿：指煙熏和挖鑿等驅鼠方法。
 而：同「爾」，你。
 曾：副詞，竟然。
 無知：一本作「無如」，於義為長。

■江影玉博士
香港恒生大學英文系講師

■香港人應該會明白什麼叫正面投訴文化，但譯成英文，外
國人可能就不懂了。 視頻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