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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擊成千古恨 看文法當聰明人

（續12月6日期）
上次提及過Ewan McGregor 飾演
《Star Wars》裡的Obi-wan Kenobi，
這位來自蘇格蘭的荷里活明星如何看
演戲、荷里活、狗仔隊、傳媒、婚姻
以及作為父親？今次我會多講一些他
鮮為人知的興趣，以及對人對事的看
法，慢慢地，你會用更多角度去看
他，而不是只當他是一個 Jedi Mas-
ter。
Ewan McGregor是少數出名以後，
仍不介意接拍小型製作或者獨立電影
的明星。他曾經說：「I like the fact
I get to work on different kinds of
projects, and I'm not concerned about
if it's a studio picture or an indepen-
dent picture. I think (that) leads to
quite interesting work and choices.
That makes me happy. More of the
same please.」
所以，只要是一套有趣的電影，那
場演出會令他覺得開心，他就會答應
演出。和那些只看薪酬以及大製作的

大明星比較，Ewan更重視自己能不能
嘗試到新角色，發揮到演技。或者，
這和他自己本身也是因為當年的一套
英國獨立電影《Trainspotting》紅到
上主流，一舉成名有莫大關係吧。
近來很多荷李活明星，為了迎合市
場，都趕去拍Marvel Superheroes電
影。對於一些只飾演Superhero不演其
他角色的演員，以及為何他不去演一
個Superhero，原來他有這樣的看法︰
「I see my job as very simple: I have
to pretend to be different people. So,
to make it interesting and to live up
to my job description, I should pre-
tend to be different people all the
time. They must never fall into the
same category. And because I'm an ac-
tor, it's not about me. If I was wor-
ried about my image, I wouldn't be in
this business at all. I'm not worried
about how I come across in a film, as
long as my character serves the story.
I don't care what people think about
me.」
（我認為我的工作十分簡單︰需要
扮演不同的人。為使這份工作變得有
趣與符合工作內容，我應該要時刻都

扮演不同的人。演員不應停留在同一
個範疇。還有，我是一個演員，這
（角色）與我自己無關。如果我擔心
自己的形象，就不會在演藝界了。我
不擔心我在戲內如何，只要我的角色
能為那電影故事服務，我便不介意別
人怎看我。）
很多明星都介意自己的形象受損而
不去演某些角色，但是Ewan卻不會，
否則他又怎會在《I love you Philip
Morris》中和Jim Carrey一起飾演同
性戀者呢？
Ewan愛演不同的人和情況，但最

愛的還是愛情戲，他直言自己不是浪
漫之人，卻覺得演愛上別人和那浪漫
的感覺很有趣。戀愛令人做出超乎想
像的事： "I'm always interested in
playing different people, in different
situations...It doesn't matter to me
whether someone is in love with a
man or a woman. I find the idea of
love and romance interesting. I'm not
good at it. I like playing someone
who's falling in love because I like the
sensation of it. People do extraordi-
nary things when they're falling in
love."

水同學會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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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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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 者 可 有 收 過 詐 騙 電 郵 （Scam
e-mail）？網上世界發展一日千里，稍不留
神連結到似是而非的網頁，便「一點擊成千
古恨」！因此，各位不論在網上或線下世界
都要時刻保持警惕，別讓騙徒乘虛而入！
首先來個熱身遊戲，以下關於網絡詐騙的
生字你知多少？
1. Botnet 2. Keystroke logger
3. Malware 4. Pharming
5. Phishing 6. Ransomware
7. Scareware 8. Skimming
9. Smishing
別慌張，這不是一篇詐騙文章，不懂或答

錯了也不用你花上一分一毫！齊來看看答案
吧：
1. Botnet「殭屍網絡」：一群彼此連接以執
行特定任務的電腦，而任務通常由黑客遠程
發送命令。
2. Keystroke logger「鍵盤側錄」：詳細記
錄鍵盤輸入的惡意程式。
3. Malware「惡意軟件」：破壞電腦正常運
作的電腦軟件。
4. Pharming「網址嫁接」：重新導向
（Re-direct）的詐騙技巧，入侵使用者電
腦、植入木馬程式，或利用域名伺服器的漏
洞將使用者引導到偽造網站，乘機盜取重要
資料。
5. Phishing「網絡釣魚」：手法層出不窮，
最常用的是連接到虛假網站的電子郵件。
6. Ransomware「勒索軟件」：鎖上電腦

或加密硬盤上的文件，要求受害人繳納贖金
以取回電腦或文件的控制權。
7. Scareware「恐嚇軟件」：告知使用者電
腦有成千上萬的病毒，必須立即付費以清理
病毒。
8. Skimming「盜讀」：未經授權的讀卡器
讀取信用卡資料。
9. Smishing「短訊釣魚」：由 SMS +
Phishing拼綴而成，意指含有釣魚網站連結
的短訊，誤導或欺騙接收者連結到網站並提
交個人、財務、密碼資料。
熱身過後，一起來挑戰閱讀Phishing（網

絡釣魚）的實例吧。相信不少讀者都是網上
串流媒體Netflix的觀眾兼擁躉，而Netflix自
然而然常被黑客利用。以下是偽冒Netflix的
虛假電郵，要求收件人「重啟」會籍：
We were unable to validate your billing

information for the next billing cycle of
your subscription therefore we'll suspend
your membership if we do not receive a re-
sponse from you within 48 Hours.
Obviously we'd love to have you back,

simply click restart membership to update
your details and continue to enjoy all the
best TV shows.
VERIFY NOW
We're here to help you if you need it. Vis-

it the Help Center for more info or Contact
us..
- The Netflix Team
假如你對網絡詐騙只略懂一二，那如何巧

妙利用固有的英語知識來一眼識破虛假電郵
呢？第一段句子極其冗長，而且屢犯錯誤。
副詞「therefore」用在句中的話，副詞之前
要用分號（；），而副詞後的逗號則可用可
不 用 ： 「; therefore, we'll suspend your
membership...」此外，「Hours」也不用特
地使用大楷。
另外，心細如塵的讀者看到文末，發現兩

個句號時肯定會感到非常突兀。試問Netflix
會容許其電郵犯這種低級錯誤嗎？
網上資訊泛濫，可疑內容俯拾皆是，不能

有半點鬆懈。太累了嗎？索性放鬆試試Dig-
ital detox（數碼排毒），遠離網絡世界，實
實在在地感受簡樸生活吧。

■李樂軒博士
香港恒生大學英文系講師

扮演不同人 不怕人怎看

文學理論中的「後」思考，批判大眾認同的文化
觀念，質疑主流意識形態的「常識」。例如，殖民
主義一直向被殖民者灌輸宗主國的價值觀和思考模
式，透過優越感和同化手段令他們日益疏離自身的
本土文化，以致殖民者退去後，被殖民者在政經文
化各方面的發展，仍受西方約定俗成的文化思想和
傳統價值體系所影響。值得注意的是，當西方這套
經營模式移植到東方時，兩者在現實執行、持續運
作、大眾認受等各個層面上，必然有所落差，甚至
產生許多矛盾（諸如民族意識、歷史尋根、本土性
等）。
後殖民主義正針對這種西方霸權，研究其遺緒的

意識形態和文化衝擊，從差異與矛盾中重新尋找自
己的身份定位和文化認同，以反抗殖民者的無形操
控和持續剝削。後殖民理論學者霍米巴巴Homi
Bhabha指出後殖民文化就如樓梯一樣，這是一個曖
昧的過度空間，代表了流動、無家的狀態，藉以強
調 後 殖 民 的 混 雜 性 （hybridity） 和 中 間 性
（liminality），再現文化差異的轉譯及價值轉換的
過程。至於學者史碧瓦克（Gayatri C. Spivak）的
質問：「被壓迫的底層能夠發聲嗎？」則關心到由
下而上的邊緣發聲、小寫歷史等問題，乃至這群被
壓迫底層的組合差異（包括不同部落的原居民、都
市勞動平民等）及各自面對的現實生活情況。
以香港為例，周蕾《寫在家國以外》中提到「香

港的文化形態是駁雜的、充滿異質的，同時又是兼

收並蓄、多元化的。既包含中國傳統模糊的輪廓，
又同時具備外來或西化的養分。」準確概括了香港
後殖民時期所再現的文化特色。而陳冠中小說《金
都茶餐廳》主角「鹹蝦燦」的混雜身份，更隱喻了
曖昧的後殖民港人身份認同。首先，「鹹蝦燦」是
澳門用以貶低中葡混血兒的稱呼，而故事中的「鹹
蝦燦」是位「半唐番」，他的英裔父親退休後不知
所終，廣東裔母親於九七回歸前已隨改嫁的尼泊爾
裔軍官移民英國，人物本身已充滿殖民主義色彩。
他自己則拒認後父，留港自視為「九七後滯港英
裔」，主觀地向西方霸權靠攏，甚具後殖民的菁英
身份認同。
小說以茶餐廳為題，展現了香港民間的本土情

懷；然而，「發錢寒」老闆破產令「Can Do金都
茶餐廳」面臨封舖危機，也寄寓港人港地在後殖時
期所受的打壓。面對茶餐廳的經營困局，主角陷於
兩難抉擇：北上開新餐廳，還是留港救亡快將倒閉
的茶餐廳？這正隱喻了當年港人面對後殖的困局。
然而，主角認為：「如果茶餐廳都死，香港好快玩
完」，在這文化認同的底線下，主角再三強調的
can-do精神和小說結尾「Do 唔 Do 先？」的詰
問，則鮮明而深刻地表現被壓迫者的反抗與堅持。
小說全文以廣東話書寫，中英夾雜，茶餐廳餐牌更
全部附有中英對照，例如「羊腩煲叫 mutton
goulash，西多叫 toast a la francaise 。問你服未？
最出位係雲吞唔叫wonton，叫 Chinese ravioli」再
現了香港多元混雜的文化和雅俗共賞的色彩，也反
映了港人對西方霸權的反叛與留戀，充滿戲謔和反
諷。

（文學理論中的「後」思考之二）

矛盾中找定位 反抗殖民剝削
文視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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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瑞琴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高級講師

準備開戰 氣球升空
語世界英

說起來已是去年的事，上月即2019年 12
月，英國舉行了大選，首相約翰遜領導的保守
黨取得壓倒性勝利，而科爾賓領導的最大反對
黨工黨則經歷了嚴重失敗。大選結果當然與英
國脫歐問題有關，但不少人亦把工黨失敗歸咎
於科爾賓領導無方。媒體上有批評說「...the
party's leadership went down like a lead bal-
loon...」意思即是指工黨的領導徹底失敗。
某人說的話、做的事go down like a lead bal-
loon（像鉛製氣球般下墜），即是說這些說話
或事件不受歡迎、無人喜愛，令人不滿或反
感。氣球理應向上升，但鉛製的氣球則相反，
急速下跌，象徵有反效果，徹底失敗。這用語
其實源於美國報章漫畫，美國原版是go over
like a lead balloon，後來英式英語多用 go
down like a lead balloon。
He tried to lighten the atmosphere with a

joke, but unluckily his joke went down like a
lead balloon.
他嘗試說個笑話緩和氣氛，不幸地，他的笑
話卻惹人反感、無人喜歡。
His new book goes down like a lead balloon.
The readers are all disappointed.
他的新書很失敗，讀者都感到很失望。
Going over like a lead balloon, the council-

or's proposal was finally voted down.
那個議員的建議極不受歡迎，最終被否決。
除了 go over、go down外，亦可以用 sink

（下沉），sink like a lead balloon亦可寫作
sink like a stone（如石頭下沉）。這與中文的
石沉大海不同，石沉大海是音訊全無，但是英

文說一些提議、主張等等sink like a lead bal-
loon/stone，是表示這些主意完全不獲支持，
不能引起大眾注意或興趣，即是完全失敗。
The movie sank like a lead balloon probably

because the plot was not realistic.
這齣電影很失敗，吸引不到觀眾，大抵是橋
段不夠真實吧。
My suggestion of going camping during the

weekend sank like a stone. Nobody responded.
我建議在周末去露營，可惜不獲支持，沒有
人回應。
鉛氣球下跌象徵失敗，但氣球上升亦不代表
好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軍隊曾利用搭
載觀察員的觀測氣球查探敵方情報，把觀測氣
球放送上天，即表示敵軍有異動或我軍將採取
行動，所以氣球上升是開戰的先兆。現在英文
用the balloon goes up（氣球升空）比喻即將
有麻煩事發生，危險逼近，或者情況變得嚴
峻。
The balloon goes up when an unknown vi-

rus has infected a number of people in the city.
城中不少人感染了那種不知名病毒後響起警

號，全城出現危機感。
Trade talks have not been very successful.

Businesses need to get prepared before the bal-
loon goes up.
貿易談判不大成功。企業必須在危機未到

時，未雨綢繆以備不測。
The balloon went up when the government

announced a possible change of retirement age.
政府宣佈可能更改退休年齡後，氣氛緊張

了，情況變得嚴峻。
氣球作為一個用來比喻的事物，可以是失

敗，可以是危險，意義源於不同的歷史背景，
平日閱讀會見到，討論交談也可以用到。

大英萃恒
隔星期五見報

■Lina CHU
linachu88@gmail.com

逢星期五見報談英語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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