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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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傾盆大雨 影響生活

我們每天都用的紙、筆和墨，原來各有自己的含
意。中國有句名言，不要以貌取人，而英語也有近似
的一句︰「You ca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早前
的《魔法保姆》（Mary Poppins 2）更把這濃縮為
「A cover is not the book.」還載歌載舞地唱出來。

如果我形容一位青年很純潔正直，沒有不良的過往
記錄，可說白璧無瑕，英語則是：「Whiter than
white.」比白紙更白，是指保持良好操守，並不是他如
一張白紙，什麼經驗也沒有。

在同一個團隊，理應共同進退，若各有各想法，就
會意見分歧，美國有句俚語：「They are not on the
same page.」留意不是「pace」，不要以為步伐不一
致，而誤把「page」寫成「pace」。若正統一點地
說，就是「We are in accord」，「We have an agree-
ment」，但若閣下希望別人明白自己的想法，和你共
同進退，其中看穿心意的描述，可說成：「Can you
read my mind?」

有些時候，我們需要多番討論，繼而讓步（com-

promise），才有成果。可是，有時當同事突然提出你
心中的方案，你可回應︰「Your suggestion really hits
the spot, it is exactly what I want.」真是全中了，不謀
而合，「We think the same thing/way.」

有時候，筆者也避免在這欄中，重複一再出現的題
目，陳腔濫調；誠如英語中的一句：「Much ink has
been spilled.」

最後，小學時，老師會教橡皮擦膠的英文字是Rub-
ber，可到了中學卻應用Eraser，不然容易因俚語而弄
出笑話。

初中的同學終於在今個星期初復課
（classes resume）了！所謂「貴人出門招風
雨」，在第一個復課天，早上下着傾盆大雨
（raining cats and dogs），不少同學回到學
校時差不多全身濕透（soaked / drenched
in rain），非常狼狽。其實在過去的周末
（weekend），天文台（The Hong Kong
Observatory）已因香港廣泛地區下豪雨
（heavy rain），而多次發出（issue） 黃色
暴雨警告（Amber rainstorm warning sig-

nal）、紅色暴雨警告（Red rainstorm warn-
ing signal），甚至黑色暴雨警告（Black
rainstorm warning signal），教育局都宣布
學校停課了。可能各位都曾經因颱風（ty-
phoon）、颶風（hurricane）或天雨獲得額
外假期而感到興奮，可是極端天氣（ex-
treme weather / extreme climate events）如
豪雨（torrential rain）為我們所帶來的自然
災害（natural disasters），以及對社區的影
響（influences）與後果（consequences），
你又知道多少呢？

豪雨會引致（cause）水浸（flood），所
以政府常在電視作廣播（broadcast），提醒
商戶、市民不要把污水（sewage）或垃圾廢

料（waste）倒進街上的下水道（drains），
以免造成淤塞（blockage）。一般的水浸會
令人們造成財物損失（property loss / prop-
erty damage） ， 如 車 輛 （vehicle） 拋 錨
（break down）就經常發生在雨季（rainy
season）。若豪雨持續，則會更嚴重地破壞
基 建 設 施 （infrastructure） ， 如 發 電 站
（power plants） 、 道 路 （roads） 與 橋
（bridges）等。此外，新界地區（the New
Territories）的農作物也會遭受破壞（de-
struction of crops），所飼養的家畜也可能
被浸死（loss of livestock）。雖然香港較少
因天雨而令居民被迫撤離家園（be forced
to leave homes），但洪水（flood）帶來的

禍害，或多或少都會對人們的正常生活造成
影響（disruption of normal life）。

對 於 發 展 中 國 家 （developing coun-
tries），豪雨可以帶來比我們想像中更嚴重
的後果。在衞生（hygiene）環境欠佳的地
方，若雨水未能即時排走，繼而受各種微生
物（microscopic organisms）、病毒（virus-
es） 與 細 菌 （bacteria） 污 染 （contami-
nate），便有可能引發水傳染的疾病（wa-
terborne diseases） ， 例 如 瘧 疾 （Malar-
ia）、霍亂（Cholera）便是廣為人知的疾

病。
聽起來很恐怖呢，對嗎？其實只要我們做

好本分，多注重環境衞生，盡一分力去預防
渠道淤塞，即使雨季來臨，就沒什麼好怕。

■程韻
作者簡介：英國文學碩士，在男校任教英語的女教師，愛好文學和動物。

不要以貌取人 應求同處一頁

有人誤以為粵語粗鄙，其實粵語歷史悠久，可追溯至
先秦，與古漢語息息相關。日常用語「卒之」，即終
於、最終之意，見《孟子．離婁下》：「卒之東郭墦
間，之祭者，乞其餘。」不少粵語詞彙常見於成語及古
詩詞，保留至今，如（唐）李白《行路難》：行路難！
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
濟滄海。

粵語的「行路」，即現代漢語「走路」，而粵語的
「走」即現代漢語「跑」的意思。我們現今常用的「走
馬看花」，本來形容得意、愉快的心情，亦比喻沒有深
入了解事物，略觀外象而已。語出（唐）孟郊《登科
後》：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走馬」是指騎着馬跑。（漢）劉熙《釋名．釋姿
容》：徐行曰步，疾行曰趨……疾趨曰走。

又如（唐）杜甫《客至》：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群
鷗日日來。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盤飧市
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
取盡餘杯。

（宋）蘇軾《浣溪沙》：麻葉層層檾葉光。誰家煮繭
一村香。隔籬嬌語絡絲娘。

粵語「隔籬」，即鄰舍。「舊時」即現代漢語「從
前」；「尋日」即現代漢語「昨日」，如《木蘭辭》：
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床，脫我戰時袍，着我舊時裳。

（唐）劉禹錫《烏衣巷》：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
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宋）程垓《蝶戀花》：晴日溪山春可數。水繞池
塘，知有人家住。尋日尋花花不語。舊時春恨還如許。

「幾時」（現代漢語「什麼時候」）、幾多（現代漢
語「多少」）、幾何（現代漢語「幾回」）等也常見於
古詩詞，如（宋）蘇軾《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把
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

（南唐）李煜《虞美人》：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
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曹操《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

粵語「諗」，即想念、思念。早見於《詩經．小雅．
四牡》：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
將母來諗。

大家研讀古典文學時，除了欣賞作品的內容及藝術技
巧，不妨也留意古漢語與現代漢語、方言的關係。

粵語歷史悠久 先秦保留至今
大清思恒

隔星期五見報

■陳潔珊
香港恒生大學中文系高級講師

六國倘自愛 存亡實難料
文解惑古

蘇洵《六國論》一文，起首即提出中心論點，認
為「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
作者首先闡述賂秦者的滅亡原因，批評韓、魏、楚
三國視祖先艱辛得來的國土如草芥，以割地求和來
直接壯大敵人實力，而結果只換來一夕安寢，其厚
賂政策就如抱薪救火，可謂自取滅亡。

至於齊、燕、趙三個不賂秦的國家，最終何以因
賂秦者而間接滅亡？作者續論道：

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①而
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
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②不賂秦。是故燕雖小

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為計③，始速
禍焉④。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⑤；後秦擊趙者
再，李牧⑥連卻之⑦；洎牧以讒誅⑧，邯鄲為郡⑨，惜
其用武而不終也⑩。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
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
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
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

作者認為，齊、燕、趙三國破滅，皆非因與秦
戰，而實在於其自私自保、策略錯誤及棄用良將所
致。然而，當時三國正處於秦國「革滅殆盡之
際」，其他諸侯國已差不多全被秦所滅，他們無法
得到其他國家援助，最終只能在勢孤力弱的情況下
戰敗。因此，齊、燕、趙三國之亡，也可說是因賂
秦國而間接破滅，遙應文章首段「不賂者以賂者
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完」之論。

該要知英
隔星期五見報

深蒂固根
隔星期五見報

■林健根 會計師

■ 謝向榮博士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中文系副教授

「全港青少年繪畫日2019」得獎作品

姓名︰梁凱晴

年齡︰17

學校︰英皇佐治五世學校

寫生地點︰離島區—馬灣涌村

■資料提供︰

育菁英藝
隔星期五見報

譯文
齊國未曾割地賂秦，最終也隨着

五國滅亡，為什麼呢？這是因為齊
國親附秦國而不幫助五國的緣故。
五國既已喪亡，齊國也就不能倖免
了。燕國和趙國的君主，起初有長
遠的計策，能夠守護自己的國土，
堅持不割地賂秦。因此燕國雖然是
個小國，卻在較晚才滅亡，這正是
用兵抗秦的成效。直至燕太子丹以
荊軻行刺秦王作為抗秦的策略，才
加速了亡國禍患。趙國曾五次與秦
交戰，兩次戰敗而三次得勝；後來
秦國一再進攻趙國，李牧接連擊退
秦軍。及至李牧因讒言陷害而被殺
害，趙國首都邯鄲也淪為秦國的郡
縣，真可惜趙國以武力抗秦卻未能
貫徹到底。況且燕國和趙國處於秦
國差不多已消滅淨盡諸國的時候，
可以說是計窮力竭，孤立無援，戰
敗滅亡，實在無可奈何。假使當初
韓、魏、楚三國都珍惜自己的國
土，齊國不依附秦國，燕國不派荊
軻行刺，趙國良將李牧仍在，那麼
勝敗存亡的運數，假若與秦國相
比，或許就不易估量了。

注釋
① 與嬴：親附秦國。與，相與，交好。嬴，秦王之姓，此借代作

秦國。
② 義：合宜。此作動詞用，指堅持作合宜的事。
③ 至丹以荊卿為計：至，直至。丹，燕國太子姬丹。荊卿，荊

軻，「卿」乃古代對別人之敬稱。為計，指荊軻行刺秦王事，
詳見《史記．刺客列傳》。

④ 始速禍焉：始，副詞，才。速，形容詞作動詞用，指加速。
禍，禍患，指亡國。焉，文言語助辭，表示感嘆。

⑤ 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語本見《戰國策．燕策》：「蘇秦將
為從（縱），北說燕文侯曰：『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
勝。』」惟蘇秦所言非實事，鮑彪注云：「設辭也。」事實
上，數字俱為約數，秦、趙交戰並不只五次。

⑥ 李牧：趙國名將，戰功顯赫，生平未嘗敗仗，與白起、廉頗、
王翦並稱為戰國四大名將。

⑦ 連卻之：連，接續。卻，退卻，指擊敗。之，代詞，指秦軍。
⑧ 洎以讒誅：洎，到，及，至。以，因。讒，讒言，指毀謗、陷

害別人的言論。誅，本指討伐，引申指殺害。
⑨ 邯鄲為郡：邯鄲，趙國首都，位於今河北省內。郡，古代地方

行政單位。此謂邯鄲成為秦郡，意指趙國滅亡。
⑩ 用武而不終：用武，指以武力抗秦。不終，沒有到底、未有完

成。
 智力孤危：智，智謀。力，力量。孤，獨，謂孤立無援。危，

險，謂形勢危急。
 向使：向，當初，過去。使，假使，如果。
 當：通作「倘」，假如，假使。

．通識博客 /通識中國 ．通識文憑試摘星攻略 ．文江學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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