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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星期五見報談英語趣

星期五星期一 ．通識博客（一周時事聚焦、通識把脈）

．百搭通識 星期二 星期三 ．中文星級學堂
．百科啟智STEM 星期四

語境不同 英語各異

（續1月10日期）
除了演戲，Ewan McGregor的最大

興趣就是電單車。原來他擁有約15部
歷史悠久、在1929年製成的古董電單
車。雖然陳舊，但是他可以站在這些
古董電單車旁，看着它們一整天也不
會厭。他這樣講述他對電單車的沉迷
（obsession on motorcycles）： 「I've
got some lovely, lovely old motorcy-
cles that date back to 1929. There's
about 15 of them, and I'd be quite
happy to just stand and look at them
all day.」有些人遇到壓力，需要做冥
想去得到安靜（Some people need to
get the peace of mind by meditation
when they face stress），而Ewan的方
法竟然是靠騎電單車：「I love to
ride them, of course. It's like medita-

tion for me.」
說起電單車，有一次駕電單車去

Tunisia，看一些舊星球大戰的場景，
誰不知連那兒的星球大戰粉絲都認不
出他。他說︰「We went down there
and I didn't get recognized by any-
body. I was wearing a Long Way
Down t-shirt with 'McGregor' on the
back, not one person recognized me.
I found a poster of myself and I stood
next to it, not one person.」（我們去
到那兒，沒有人認得我。我穿着「a
Long Way Down」的T恤，後面更印
有「McGregor」，沒人認得我。我找
到一張自己的海報，站在旁邊，還是
沒人認得出我來。）當你以為堂堂一
個大明星不被人認得很沒面子時，對
他來說卻是擁有真正自由的時刻，原
來可以在一個不被認識的國度做沒人
注意的普通人，是最幸福的事。

Ewan本身也是一個由蘇格蘭隻身
去荷里活闖蕩的成功例子，所以他十

分鼓勵年輕人出去闖，去探索這個世
界，看看世界的其他地方，嘗試欣賞
和自己生活習慣不一樣的人，所以他
這樣說：「I think if you can encour-
age people to do something, it is to go
out and explore the world and see
parts of the world, and appreciate
that people's lives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ours, then I think that is a good
thing to do.」

每個人都在尋找快樂，Ewan直言
他是個樂觀主義者，而且他經常都是
這樣 。或者人就是這樣，happy goes
lucky，如果你是一個開心人，就很容
易在生活中找到快樂。大家不妨學習
Ewan 的 positive affirmation： 「 I'm
quite a happy person. I can find joy
in lots of things. I am happy. I don't
have to look for it. I don't have to do
things to encourage my sense of opti-
mism. I have it anyway.」快樂不用尋
找，因為你生來已經擁有。

中學英語和大學英語教學之間的一個很大
區別是，前者僅強調行文流暢，而後者則側
重於學生能否於特定語境使用合適英語，以
符合特定目的或角色。電子郵件通訊就是一
個很好的例子。假設你正在向主管和同事發
送一封電郵，你將如何起草電子郵件？以下
是兩個例子。
示例 1:

Hey there,
I know there was a serious complaint

from a customer yesterday. However, I
have had too much on my plate and so I
haven't replied to it yet. SORRY—will han-

dle it soon. But so far, none of you have
sent me any ideas about his complaint yet. I
beg your input to get away from this trou-
ble, please…

Love,
XXX

示例2:
Dear all,
I am drafting a reply to the customer's

concern we received yesterday (for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the customer's email below).
However, the situation is quite complicated.
Could you share your insights so that I
could resolve the issue peacefully? Much ap-
preciated if your comments could be re-
ceived by tomorrow.

Best wishes,

XXX
當我向一些新生展示這兩個示例時，最

初，某些學生認為示例1更好，因為當中有
很多短語，例如「I have had too much on
my plate」和「I beg your input…」但一封
好的電郵通訊與詞彙的豐富程度無關，重點
是電郵的用字是否切合該語境。當我提醒學
生這應該是工作場所的電子郵件時，他們便
選擇了示例2。這是為什麼呢？

示例1用字太累贅，就像是一篇涉及太多
個人情感的敘事。在工作場所中，忙碌的同
事們大多對你是否很忙 「I have had too
much on my plate」 以 及 你 是 否 內 疚
「SORRY」不感興趣。所以寫電郵時，請
保持簡潔，省略所有不必要的細節，並直接
客觀地說明寫作目的：「I am drafting a re-
ply to the customer's concern we received

yesterday… Could you share your in-
sights?」請記得指明一個確切的日期以收集
他們意見「if your comments could be re-
ceived by tomorrow」。簡潔和精確對有效
的工作溝通至關重要。

示例1第二個問題是措辭。 郵件中有太多
非正式的詞彙用法。例如，開首「Hey
there,」以及結語「Love,」。「I have had
too much on my plate」以及「I beg your
input to get away from this trouble」也是過
於口頭化和非正式的詞彙。另外，請避免在
正式電子郵件中使用「haven't」之類的縮
寫。

示例 1 的最後一個問題是語氣。句子
「But so far, none of you have sent me any
ideas about his complaint yet」聽起來很自
大，作者似乎在指責主管和同事沒有發表意
見。相反，示例二中的「Much appreciated
if your comments could be received by to-
morrow」聽起來不但有禮，而且不卑不
亢。

新的DSE課程似乎也旨在提高學生的語
境意識，但就培訓工作場所 / 學術英語的
寫作 / 會話技能而言，似乎還不足夠。否
則，我收到的某些正式電郵中就不會仍有非
正式用語了。

■江影玉博士
香港恒生大學英文系高級講師

快樂不用尋找 生來已經擁有

文字為人類文明的產物，字體則是文字符號的體
式。不論中外文化，當中的文字皆經歷了不少演
變，才成為今天成熟的體系。以中國漢字為例，漢
字的字體演變，主要經歷了甲骨文、金文、小篆、
隸書、草書、楷書及行書等幾個發展階段。字體的
演變一般是緩慢和漸進的，新字體出現不代表舊的
就要廢除，而是要經過一段新舊並存的時間，才由
新體代替舊體。可是這不代表舊體就此消滅，只是
並不在社會通行而已。就像今天，我們仍很容易見
到使用小篆的圖章及書法作品。

小篆始於秦代，為秦始皇統一中國的政策之一。
若我們細究當中漢字的結構，便可以發現，其實小
篆當中有不少字形演變，已不能再按六書去區分
（漢字字形構造方式傳統稱為 「六書」，分別是象
形、指事、會意、形聲、假借及轉注）。至漢代，
由篆書變成隸書，更是漢字形體的一大改變，可說
是漢字形體的分水嶺。基於追求書寫的便捷，隸書
打破了篆書的結構，漸趨簡化；亦把篆書的彎曲筆
畫變為平直，書體失去篆書原有的圖像意味。

與隸書同時於漢代社會使用的還有草書。草書在

寫法上不求每一筆畫都清楚，粗具輪廓便可。由於
草書的字體難以辨認，故發展到後來，少作為一般
應用，而多作為具藝術價值的書法使用。

楷書是隸書進一步的簡化，跟隸書相比，它的筆
畫更平直，結構更方正，寫起來更便捷。故自漢末
以後，楷書就取代了隸書，在社會上作為正式的書
體應用，直至現在。

楷書通行後，又有一調和草書和楷書的字體，叫
行書。行書以楷書為基礎，加入一些草書的寫法，
書寫比楷書快，但沒草書潦草，所以從魏晉後成為
書劄手稿日常應用的字體。

總括而言，漢字形體演變的趨勢是由繁至簡，從
隸書變為楷書、行書後，漢字的結構就沒什麼大的
變化，雖然當中可能因為書寫習慣或印刷方式的不
同，而導致同一文字出現不同的符號體式（如異體
字、俗體字及印刷體中有所謂的宋體、明體），但
內裏的結構都是大同小異，不影響大眾閱讀理解。

針對同一文字出現不同符號體式的情況，中國先
於1955年發布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共淘汰
了1,055個異體字；再於2013年頒布《通用規範漢
字表》，成為社會一般應用領域的漢字規範後。香
港也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按社會需要，研訂了《常
用字字形表》，並以此為依據，先後編訂《小學常
用字表》及《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

從甲骨到行書 演變由繁至簡
文視野中

隔星期五見報

像蝙蝠一樣瞎
語世界英

近半年，新型冠狀病毒肆虐全球，造成大量
人命傷亡。科學家發現這病毒有蝙蝠基因，所
以大家都對蝙蝠留意多了，認識多了。蝙蝠的
英文是bat，是遍布全世界的哺乳類動物，住
在洞穴或森林，夜行。有些蝙蝠眼睛大，視力
很好，但亦有蝙蝠眼睛小，視力退化。大部分
蝙蝠捕食昆蟲，在空中獵食，捕獵速度極快。

英文中跟蝙蝠有關的用語，都是基於蝙蝠的
這些特性，以蝙蝠作比喻。例如蝙蝠多居於黑
暗地方，視力退化，所以形容人視力不好、看
不清楚、視線糢糊，就會說(as) blind as a bat
（像蝙蝠一般瞎眼）。

The old woman is as blind as a bat without
her glasses.

那老婦不戴眼鏡時像蝙蝠一般弱視，看不
清。

She can't possibly read the little words in
these documents. She is blind as a bat.

她不可能閱讀這些文件的細小字體。她的視
力像蝙蝠一般不濟。

又例如蝙蝠捕食十分敏捷，飛行速度極快，
所以形容行動迅速，動作快捷，就會說 like a
bat out of hell（如逃出地獄的蝙蝠）。想像蝙
蝠避開地獄烈火，猛然拍翼從地獄飛出的景
象，所以這是比喻一些動作快速但狂亂。

When the thief saw the police, he ran away
like a bat out of hell.

那賊人看見警察，如飛出地獄的蝙蝠一樣，
發了瘋拔足狂奔。

He was arrested because he drove his car
like a bat out of hell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他被捕了，因他在深夜時分瘋狂飆車。
蝙蝠猛烈拍翼飛行，快速但雜亂無章，而蝙

蝠這個動作亦用作比喻一些瘋狂、混亂的行
為。說某人have bats in the belfry（鐘樓內有

蝙蝠）是一個暗喻，說這人行為愚蠢、失常。
用語中的belfry是教堂頂部的鐘樓，很多時是
蝙蝠棲息的地方，蝙蝠受鐘聲影響，會到處亂
飛，以belfry比喻人的頭部，have bats in the
belfry即是頭腦混亂，想法沒道理，行事不理
性。

The risk of contacting the virus hasn't disap-
peared. You have bats in the belfry if you
don't wear a mask in public areas.

感染病毒的風險尚未消除，如果在公共地方
不戴口罩，根本就是腦袋有問題。

What he said is completely nonsense. He
must have bats in his belfry.

他說的全都是廢話，他一定是精神錯亂、發
了瘋。

據說形容詞batty亦是由此而來，是糊塗、愚
笨、錯亂的意思。

This is certainly a batty idea. Nobody will
agree.

這肯定是愚蠢的主意，不會有人同意。
Somebody from the social welfare depart-

ment should go and help the batty lady. She
lives alone and often yells in her flat.

社會福利署應該派人幫助那個神志不清的女
人。她獨居，常常在屋內大吼大叫。

從這些英文用語看來，蝙蝠bat的形象不太
好，但中文蝙蝠的蝠字與福字同音，形象又不
是太差，這算是東西文化的一點差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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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鶴延年》

作者︰秦天柱

簡介︰秦天柱，1952年生於四川省成都市。現任中

國美術家協會理事、四川美術家協會副主席，四川

省詩書畫院副院長、四川省中國畫學會副會長等、

中國一級美術師。

擅長寫意花鳥畫，在中國當代花鳥畫領域獨樹一

幟。秦氏主張借物傳情、有感而發，通過平實的物

象宣洩情感。作品重意境、講構成，奔

放而不粗狂、精細而不拘謹。畫面清新

淡雅，在傳統的基礎上凝練新意，有詩

一般的意蘊。

墨大展水
隔星期五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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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中跟蝙蝠有關的用語，都是基於蝙蝠
的特性，而且形象都不太好。 資料圖片

■ 林嘉頴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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