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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英語 唯趣是岸

很多人看過Ewan McGregor（伊雲
．麥格高）演的戲後，都覺得他是好
戲之人，原來對他來說，演戲一點也
不困難，只要你保持簡單：「I've nev-
er found acting that difficult. If you
ask me, it's all rather easy if you keep
it simple. But as soon as you lose that
original drive, it's not fun...The fear of
being rubbish is always what makes
you good, I think.」
不過，當你慢慢失去初衷，就會變
得不再好玩。當世人都害怕「恐懼」
時，Ewan McGregor卻認為，恐懼演
戲演得垃圾是令他變得更好的原因。
這種怕被人取笑或者被罵做得差的壓
力，令他變得更好。
很多人認識Ewan McGregor是因為
《Star Wars》（星球大戰），但如果
是從他出道就留意他的話，一定有看
過《Trainspotting》（迷幻列車）這
套當年上到mainstream（主流）的獨

立電影。不過，我們不能否認《Star
Wars》確是奠定了Ewan在荷里活的
男主角地位，要知道一個出身自蘇格
蘭的演員，並不是那麼容易打入美國
市場的。
雖然成為了炙手可熱的荷里活巨
星，Ewan卻沒有改變他有話直說的性
格。他這樣形容荷里活和那些美國傳
媒：「There are actors everywhere, a
lot of them in Hollywood, who in-
stead of pursuing good acting and
making good films thrive on being in
magazines and making sure they're in
the right ones and at the right parties
with the right people; in fact, that
seems to be what Hollywood thrives
on as a whole. 」意思是，有很多荷里
活的演員四處找機會上雜誌，而且是
上正確的雜誌和正確的人去正確的派
對，卻沒有真正去追尋好的演技和做
好的電影。這就是荷里活現在的發
展。
Ewan不喜歡電影圈的這一面，更直
言很多演員雖然覺得自己的角色有點
沉悶，但只要那個角色能令他出名，

他們都會照做可也（ I've always de-
tested that side of the business. I've
worked with too many people who
find the acting part of it slightly bor-
ing, but they do it because it's the
part that allows them to become fa-
mous）。
對他來說，雜誌和影相片是工作
沉悶的一部分，卻令他得以演戲
（the magazines and the photos
shoots are the boring parts of my job
that allow me to be on set doing my
work），但整體來說，他從不明白
傳媒中介人究竟在做什麼。中介人
收費不斐，而他拒絕付費（ On the
whole, though, I've never really under-
stood what press agents do. They
charge you quite a lot of money, and
I'm reluctant to give anyone my mon-
ey）。
Ewan已經是大明星，自然不用「博
出鏡」，但是很多沒有知名度的新晉
明星，確實需要巴結傳媒幫助宣傳，
才可令自己更有知名度啊。

（未完待續）

學好英語從來沒有捷徑。要講好英語，就
要多溝通；要看懂英文，就需常閱讀；要寫
得一手好文，就要勤寫作。不過，若想豐富
自己的詞彙庫，可以多遣詞嗎？我說，文法
上不可，但理論上可行。約個多月前我曾寫
道，若每日多學一個新詞，一年後自己的詞
彙庫將增300個。雖則是極大進步，但學詞
總有意境，不能抽離，所以改善詞彙庫，還
是需要多閱讀。
「我應該讀哪些文章呢？」這是個應由自

己解答的問題。有些人，或者包括在看這篇
文章的你，自稱每日閱報， 但不見得報紙
上所有欄目都有趣吸引。我也許會從自己感
興趣或與工作有關的事情入手。
舉例說，如果我是一個足球迷，我應該每

日到足球網頁看幾篇文章。你漸漸會發現，
在足球世界內總有些詞彙會不斷出現。當你
與外國人談到足球時，自然可以付諸應用。
同樣地，若然我是個建築師，我則會從

建築相關文章起步，了解與工作相關的事
情，最終會發現自己在談建築話題時得心
應手。
我也喜歡隨手看書。當然，找一個自己感
興趣的題材再選讀書本，內容難以理解亦沒

所謂，題材始終是自己喜歡的。
現今社會，棄閱讀轉投影視懷抱的人居

多，雖然老一輩未必喜歡，但看電視電影，
或在YouTube不斷看片，都可以改善閣下
的英語水平。
我年輕時，一齣名叫《老友記》

（Friends）的美國電視劇非常受歡迎。其他
人總會說我和劇中其中一名角色錢德
（Chandler）很相似。也許是自幼不斷翻看
劇集，令我不自覺地代入角色，更將他的行
為舉止、說話談吐複製過來。還是，其他人
只是指我總在說冷笑話或得不到女士歡
心……
時間快轉多年後， 我曾為一名小五小六

的學生補習，當他中一二的時候，他母親和
一些同事說過：「你知道嗎？他講『你好』
的時候，真的很像你啊！」隨帶一提，那時
的我仍在翻看《老友記》。
幾年前，我在大學任教的課堂內聽完一名

學生演講後，發現他全無香港口音。當我問
他有否在外國住過時，他回應說：「沒有，
從未在外國住過」；「那你在哪裡學英
文？」，他說自己在Youtube看很多影片，
他會看實況主一邊打電玩一邊聊天，然後從
中學習實況主的說話模式和詞彙。雖然有些

用詞確實不當，但起碼，他的英語會有進步
吧？
所以，學習英文並不局限於參考教材內容

和學習標準的句式結構。你可以透過自己感
興趣的方式學習，例如多看與自己嗜好有關
的，然後再在Instagram簡短寫下讀後感。
最好的方法是看劇，劇中同一個角色會不

斷出現，從中可以複製一個喜歡角色的說話
談吐。你將會為你的詞彙庫增值，更自然地
講英文。最重要的是，這樣學習英語，並不
難做呢！

■杜百恆
香港恒生大學英文系講師

恐懼做得差 才會變更好

孔子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活在人世間，比問
鬼神事來得更為重要。《呂氏春秋．慎行．疑似》
寫奇鬼戲弄人，人自以為聰明，最後卻反而受其戲
弄，誤殺親人，造成悲劇。奇鬼並非什麼超自然的
存在，反而與人在同一空間一起生活。這點與在萬
聖節之中，人扮成各種妖魔鬼怪，人鬼同道有異曲
同工之妙。在干寶的《搜神記》第十六卷之中，有
宋定伯賣鬼的故事，人反過來戲弄鬼。
南陽的宋定伯年少時，在夜裡走路遇上鬼，問

道：「是誰？」鬼說：「是鬼。」鬼問道：「你又
是誰？」宋定伯騙它說：「我也是鬼。」鬼問道：
「要到什麼地方去？」宋定伯回答說：「要到宛市
去。」鬼說：「我也要到宛市去。」於是宋定伯和
鬼一起走了幾里路。鬼說：「走得太累了，可以輪
流揹負着對方吧。」宋定伯說：「好。」鬼就先揹
着宋定伯走了幾里路。鬼說：「你太重了，恐怕不
是鬼吧？」宋定伯說：「我剛死，身體比較重。」
到了宋定伯揹鬼，鬼沒有重量。如是這樣，輪着揹

了好幾次。
宋定伯問：「我是新鬼，不知道鬼害怕什麼？」

鬼回答說：「只是不喜歡人的唾沫。」在路上要過
河，宋定伯讓鬼先過，聽着，沒有聲響。宋定伯自
己渡河，卻水聲咚咚。鬼問：「為什麼有聲音？」
宋定伯說：「我剛死，不熟悉渡河，不要見怪。」
快到宛市，宋定伯繼續把鬼揹在肩上，緊緊地抓住
它。鬼大聲呼叫，要求下來，宋定伯不理睬，直至
宛市，才將鬼放下，鬼變成了羊，宋定伯賣了它。
宋定伯恐怕它再有變化，就向它身上吐唾沫。得到
一千五百文錢後，宋定伯離開市集。
人死而成為鬼，鬼的原形是人。而鬼，必會歸

土。所謂塵歸塵，土歸土。與宋定伯相比，故事中
的鬼由羊變成，羊是鬼的原形。羊在中國有善良、
馴服的意思，此與故事中鬼的行徑一致。鬼打回原
形是羊，而宋定伯的原形又是什麼？干寶筆下的
鬼，脫去人類在生時的假面具，顯露了人的本性
來。人與鬼彷彿就生活在一起，是兩條平衡線，各
不傷害。利字當頭，宋定伯有可能不只一次遇鬼和
賣鬼，看他遇鬼時的反應和變賣鬼時的整個過程可
以推知。宋定伯騙鬼和賣鬼，最後獲利。鬼是反襯
人性最有力的鏡子。

宋定伯賣鬼 人心最可怕

■梁萬如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高級講師

吃飽豆精力充沛
語世界英

Bean / Beans（豆子），小小的種子，卻種
類繁多，營養豐富。豆類食物含有耐久性澱粉
質、蛋白質、食物纖維和其他礦物質，可以日
常食用，亦可作為動物飼料。
飼養馬匹，就是用豆作為飼料，因為豆是高
能量食物，馬匹吃飽了豆，自然精神奕奕，健
康有力。英文亦引申用full of beans（吃飽了
豆）形容一些人精力充沛、活力十足，甚或士
氣高昂、熱情高漲。
The little boy has fully recovered. He is

now running around, laughing and full of
beans.
這個小男孩已經完全康復，現在到處跑，開
懷大笑，活力十足。
These young people are bright, intelligent

and full of beans. They work with energy and
enthusiasm.
這些青年都很聰敏、智力高和充滿活力，工

作時精力充沛，又富有熱誠。
He will likely win the election. People like

him because he is always lively and full of
beans.
他很大機會勝出選舉，人們都喜歡他，因為
他生動活潑、士氣高昂。
豆雖然是營養食品，但畢竟體積很小，通常

都是小小一粒的，所以beans亦用來比喻一些
極其細小的數量。說一個人not know beans
about something（對某件事丁點豆子都不知
道），即是強調這人對某件事情完全不懂、一
竅不通，沒有半點認識。
It's really disappointing. There is not a

bean in his report.
真令人失望。他的報告空洞無物。
Don't ask me about tennis; I don't know

beans about it.
網球的事不要問我，我對這一竅不通。
He wants to have his own restaurant but he

does not know beans about running a business.
他想開一間餐廳，但是對於經營一個企業一

竅不通。
豆可以用作食材，但亦有其他作用。據說古
希臘已有選舉制度，不記名，就是用小小的豆
子來投票，白豆代表贊成，黑豆代表反對，投
票時把豆放入一個瓶子裡，完成後點算黑白豆
的數目。如果不小心，中途發生意外，打翻了
瓶子，豆子灑出，那秘密就洩露了。有說這就
是短語spill the beans（打翻了豆）的來源。說
某人spill the beans，即是說他把秘密告訴了別
人，有意無意間洩露了應該保密的資料。
His mom told him not to let other people

know about her age but he spilled the beans to
his friends.
他母親叫他不要透露她的年齡，但是他在朋
友面前說漏了嘴。
Everybody in town is guessing who in office

has spilt the beans about the confidential pa-
per of the government.
城中人人都在推測是誰洩露天機，公開了政

府的機密文件。
He didn't spill the beans even he had discov-

ered the secre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nag-
er and the secretary.
他發現了經理與秘書的秘密關係，但是他沒

有透露，守口如瓶。
這些用豆子作比喻的用語，其實都來自豆子
的特性和用途。豆有豐富的營養，體積細小，
亦曾在歷史文化中發揮作用，全都借用到語文
應用之上，很有意思。

大英萃恒
隔星期五見報

水同學會吹
隔星期五見報

■馬漪楠
（曾獲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英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與丈夫岑皓軒合著暢銷書《Slang：

屎爛英語1，2＆3》，《全家變泰》及《放養孩子─育出自學力》。）

■Lina CHU
linachu88@gmail.com

逢星期五見報談英語漫

《獅子山下》

畫家︰許昭奇

簡介︰許昭奇，1947年生。長期從事美術創作和教學，作品多

次入選全國美展。油畫《春雨》獲第十一屆全國美展優秀獎，並

被中國美術館收藏。其他部分作品被徐悲鴻藝術委員會、香港大

學美術博物館及國內外私人機構收藏。2015年參與策劃徐悲鴻

藝術委員會與香港青年協會主辦的「萬馬奔騰萬眾一心」裝置藝

術活動，打破健力士世界紀錄。

■資料提供︰

墨大展水
隔星期五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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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飽了豆形容人活力十足。 資料圖片

文視野中
隔星期五見報

鬼 事之 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