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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親密用凝膠 充撑時間靠窩夫

（續6月19日期）
到了2003年，韋法連路終於有機

會當上第一男主角（main actor），
這套電影叫《Elf》（精靈），講述聖
誕老人（Santa Claus）的一個好幫手
（helper），這位置本來由精靈國
（Elf Kingdom）中的精靈負責，可
是韋法連路卻成為第一個「人類」幫
手。

《Elf》（精靈）是一部很合適中學
生看的電影，因為其主題（Theme）
圍繞着聖誕（Christmas）的故事。很
多人都知道聖誕老人的生平，但甚少
提及他身邊精靈的故事。這套電影把
精靈的一生，用有趣的手法顯現出
來。而且，傳統上精靈都是矮小靈活
的，可是電影卻找了身高有六呎三吋
的韋法連路來飾演，就像巨人到小人
國生活一樣，單是畫面已經相映成

趣。
另外，韋法連路因為《Elf》這套電

影的成功，漸漸得到其他男主角的角
色，其中一套電影不得不提，就是
《Anchorman: The Legend of Ron
Burgundy》。這套電影是他的成名
作，故事講述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電
視台怎樣用新聞報道去吸引觀眾，所
以新聞主播（Anchorman）這個職位
（position）就自然成為大家想博上位
的重要位置。一向以來，Anchorman
的位置都由男性負責，但那時電視台
為了提高收視，請了一位女性主播來
報道主要新聞，使原本是主播的韋法
連路感覺受到威脅，所以想出很多策
略去守住自己的位置，免得被這位女
主播挑戰。當中故事超級爆笑（ex-
tremely hilarious），大家可以看看。
《Anchorman: The Legend of Ron
Burgundy》這套電影的成功，奠定了
韋法連路在荷里活的笑匠地位。其
後，荷里活也再次拍攝續集，名為
《Anchorman 2: The Legend Contin-

ues》。
之前也說過，韋法連路最為人知的

模仿（Impersonation），就是前美國
總統小布殊。其實有好幾次機會，他
都可以親身在小布殊身邊表現，可他
卻婉拒了。他說：「I declined, part-
ly out of comedic purposes, because
when I was on the show Saturday
Night Live at the time, it didn't make
sense to really meet the people that
you play, for fear of them influencing
you. And then the other side of it is,
from a political standpoint, I don't
want to meet that guy.」（我拒絕
了，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為喜劇因素，
我當時還是一個Saturday Night Live
的節目主持人，如果遇見你所模仿的
對象，會令觀眾感到很奇怪，因為他
們有機會影響我的演出。另外一個原
因是政治因素，我個人覺得沒有什麼
很想跟這個人見面的感覺。）

看來這位搞笑主持對自己的演出很
有要求，並非一般喜劇演員。

近日和學生聊天時提到，我住在香港已一
段時間，自己變得不再「英國化」，就如一
些住在英格蘭時常用的字眼也已經甚少提
到，例如gel（凝膠）和 waffle（窩夫）這兩
個絕佳例子。對大部分香港人而言，gel只
是一樣用在造型設計上的透明液體，在頭髮
上使用以作定型。其實，gel這個字有另一
種解釋，意即表示與另外一個人很親密和有
默契，例如「We don't gel together」，可以
解作「我們並不合拍」。

另一個我現在甚少用到的詞是waffle（窩
夫）。當提到waffle，通常是說在香港街頭
或餐廳常見的小食或甜品，一種以牛油塗上
表面及在鬆餅鐵塊上製成的金黃色鬆餅。在

街頭上的waffle，通常是配以煉奶、砂糖或
花生醬的食物；而餐廳裏的 waffle，則是連
同新鮮水果或雪糕奉上。有些人則會以waf-
fle作早餐。

Waffle的另一個意思與說話有關。一般而
言，是在形容人在胡扯、吹牛，說話沒有重
點——「What is he waffling on about?」
（她在胡扯什麼？）「What did she say?
Oh nothing, she just waffled.」（她在說什
麼？噢，什麼也沒有，她只是在吹牛。）當
一個學生演講時沒有重點卻要充撑時間，他
也 許 就 會 waffle through his presentation
（在演說中胡扯一番）︰He just waffles
without making any important points.（他只
是在吹牛，沒有提出任何重點。）Waffle
與 Babble 是近義詞，兩者大概有相同效
果，除了babble一詞通常會形容小孩在牙牙
學 語 ——「What is the baby babbling

about or what is he trying to say?」（這個
嬰兒在牙牙學語說着什麼？還是他試着說些
什麼嗎？）

提到少用的詞語，又令我想起了另一個
字：senile（衰老），這個我多年未用過的
字。以前的我，有時會對自己暗暗地說
「You are going senile today!」（你今日又
老了一點！）我通常會在自己放錯了物品的
位置而無法「摸索」或想起放了在哪時跟自
己這樣說的。所以，senile一字，有時意指
「健忘」。字面上的senile是指一個因年老
而失去記憶的人，但絕對不要把這個詞與另
一個詞彙Alzheimer（老年癡呆、腦退化）
混淆，Alzheimer是一種腦部疾病的名字，
它會引起記憶、思維和行為問題。

我剛才提到「摸索」一詞，英語可叫作
「fathom」，解作解決問題或理解某些事
情。舉例說，有些人無法理解近期香港示威

活動的根源 ，即 some people could not
fathom the cause of the recent protest we
have in Hong Kong；另一個例子是he just

couldn't fathom why this person was being
so stubborn（他就是無法理解為什麼這個人
如此固執）。

■葉瑞萍博士
香港恒生大學英文系講師

聖誕老人的巨人小精靈

全球各地爆發新冠肺炎。近月在內地新聞中常聽
到「摸排」一詞，說有市民在疫情期間聚賭，遭公
安摸排搗破，淨化了社會風氣。有香港朋友說，這
標題乍看之下，令他摸不着頭腦。原來此「摸排」
非彼「摸牌」，也不是寫錯字或生造的詞，只是香
港人對這個詞彙較陌生，容易誤會為打牌（打麻
將）時提示下家拿牌的「摸牌」動作；其實，「摸
排」是內地常用新聞用語，有逐個摸清底細或逐一
核對查實之意，所以大家日後「摸牌」時，要先留
意公安有沒有「摸排」了。

在對內地的習慣用語不太了解的情況下，或許你
會猜：這會否是像「高富帥」、「白富美」之類的
「縮語」？又或是網路上湧現出來的潮流用語？假
如某些詞語未必人人看得懂，社會上不承認，也不
符合詞彙的規範，那就是生造詞了。不懂，那是理
所當然的！

不過，「摸排」已是規範的詞語，亦作「排
摸」，作動詞用，指為偵破案件，對一定範圍內的
人，逐個摸底調查。現代漢語詞典也收錄了這個
詞，例如：排模犯罪嫌疑人。另有「排查」一詞，
與「排摸」詞義相近，都屬新聞常用詞彙。例一：

「上海市金融穩定聯席辦對轄內虛擬貨幣交易所排
摸整治」；例二：「近期虛擬貨幣炒作有抬頭跡
象，為防範死灰復燃，政府正對轄內三種虛擬貨幣
相關活動摸排，計劃於3月底前完成摸排工作」；
例三：「現在各省應對支援，摸排，2月中下旬估
計是個大挑戰。」這裏指挨家挨戶調查的意思。也
有常用於呈現負面感情色彩的「被字句」，例如：
「經深入工作，一條有價值的線索終於被摸排上
來。」

使用時小心掉入歐化語句的陷阱，誤把「摸排」
當名詞使用，例如：「廣州市公安局經過近一年的
『摸排』和調查，終於抓到犯人。」應改為：「廣
州市公安局『摸排』了近一年，終於抓到犯人」，
原句的「調查」可刪除，因「摸排」已有逐一調查
之意。

中國內地、香港和台灣三地雖然都是使用中文，
可是由於文化背景不同，意識形態也有異，因此在
一般用語和新聞用語上有各自的術語。比方說，內
地新聞標題「前低後高式房貸藏貓膩？」在香港或
台灣則會直接說明：有某種問題或陰謀，而不會使
用「貓膩」一詞。另外還有像「精神文明」、「思
想準備」、「思想匯報」等習慣用法；而台灣則會
以「公德心」、「心理準備」及「心得報告」表達
上述意思。

摸牌之前 小心摸排
文視野中

隔星期五見報

鴨子形象不好 坐着易被擊倒
語世界英

隔星期五見報

鴨子duck不單可作為食材，亦可作為寵物。
早前從網上得知近年有一種鴨子叫Call duck
（柯爾鴨），內地稱為小叫鴨，全身白色，體
型細小，被人當寵物飼養，價值不菲，可以過
萬元一隻。

寵物鴨子可能是例外，其他鴨子都只是很普
通的禽鳥，英文有用 duck 作用語，但形象不
很正面。

其中有為人熟悉的跛腳鴨（lame duck）。跛
腳鴨行動不便，跟不上大隊，比喻作弱勢的人
或事。用在政治方面，跛腳鴨指即將離任、影
響力下降的公職人員，他們可能是退休，或是
競選失敗，任期快屆滿，不會連任，已有繼承
人，所以餘下的在位時間有限，實權亦減低，
不大有作為。政治以外，跛腳鴨也指效率低、
不成功的人、事或機構，需要幫忙或支援。

The president is now a lame duck. We
can't expect much from his administration.

總統現在已成為跛腳鴨，我們不能期望他的
政府有什麼作為。

Many people feel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n't spend such a large amount of money
on these lame-duck industries.

很多人覺得政府不應耗費如此龐大資金於這
些弱勢跛腳鴨行業。

You can't keep on helping him. He is a
lame duck who is relying on you all the time.

你不能一直幫他。他是沒用的跛腳鴨，只懂
倚賴你。

如果覺得跛腳鴨不足以形容一些不會成功的
人或事，也許可以進一步用死鴨（dead duck）
作比喻。死鴨可以指一些注定失敗、一定不能
繼續、沒有希望，不值得考慮的主意或計劃；
亦可以指一些做錯決定，判斷失當，因而導致

失敗或大禍臨頭的人。
The proposal is a dead duck. The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are going to vote against it.
這個建議（如死鴨）必敗無疑，大多數成員

會投反對票。
The restaurant was a dead duck from the

start. It was during recession time and people
in the area didn't need another restaurant.

這間餐廳一開始便注定失敗。當時正值經濟
衰退，而區內的人亦不需要多一間餐廳。

If his wife finds out that he has lied about
his whereabouts, he will be a dead duck.

若他妻子發現他撒謊隱瞞自己去向，他死定
了。

除 此 之 外 ， 還 有 坐 着 的 鴨 子 （sitting
duck），也不是好象徵，坐着的鴨子比起行動
中或飛行中的鴨子更容易成為獵人的目標，容
易被射中，所以坐着的鴨子指容易被敵人攻擊
的人或事，是容易擊倒，欺騙、利用或批評的
對象。

His firm is suffering from financial crisis and
has become a sitting duck for being taken over.

他的公司正飽受財政危機所害，已變成坐着
的鴨子（無力抵擋收購的獵物）。

The politician is not going to be a sitting
duck of his opponents. He has made rebuttals
in the twitter.

面對政敵的攻擊，那政客不會坐以待斃，他
在推特作出了反擊。

When problems happen to children, parents
are often the sitting ducks and criticized.

當孩子出了問題，家長往往成為批評目標，
無力招架。

這些用語中的鴨子，不論是坐着、跛腳或死
了，形象都不怎麼好，但其實鴨子樣子戇直，
頗為可愛，亦是著名的卡通人物，已成為了近
年風光的寵物。

大英萃恒
隔星期五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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