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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分析下面任何—篇选文。评论其相关背景、读者对象、写作目的和文体风格特征等方面的意
义。

第 1 篇

未断奶的民族

对母亲的感情和感激，该是全人类共有之心理。但母亲节和妇女节、人权日一般，
都不是东方文化的产品。似乎：在西方，尊敬一个人，是尊重他的权利，在东方，歌
颂一个人，则是期许该人去牺牲。中国人的母亲崇拜给人的感觉像是学习雷锋运动。这
类运动，是否歌颂对方作出伟大的牺牲那么简单？还是树立榜样与模仿，要求同岗位的
人去学习？

香港的电视节目，为了提倡儿女成年了不要遗弃妈妈，在某故事中安插如下情节：
一日，妈妈出门了，一班放工回家的子女，无法料理自己的生活细节，手忙脚乱，说
明不能没有妈妈在身边。香港在各方面都很先进，但在人的观念方面却出奇地落后。首
先，母爱不应该是培养子女的依赖性，其次，为了使别人生活中不能缺少自己，不是用
成为对方奴隶的办法，最后，吹捧母亲伟大，也不应等于把她变成滥用对象。

传统中国妇女虽然把父系家庭从内掏空，但她战胜父权却付出很大的代价：她必须
当子女（尤其是男孩）的奴隶，义务地做别人不会替他们做的事，让子女觉得：妈妈是
世界上唯一任劳任怨，从不会拒绝自己，可以予取予求，而不用说声“谢谢”的人。她
这样做，等于在心理上把子女的儿童阶段无限地延长下去，使他们无从培养心理资源，
去面对自己的人生。换而言之，妈妈的人格本身没有成形，就会拖下一代的后腿。但在
令子女受害的同时，她也将自己变成受害者，而且是父系社会最大受害者。她用把自己
化为奴隶的方式来获得权力、影响、地位，正好符合父系社会用女性来服务男性之目
的。这说明：为什么中国式父系社会不搞父亲崇拜，反而是衍生拜老母教的肥沃土壤。

5

10

15

孙隆基,选自《未断奶的民族》(1995)

– 讨论作者如何利用写作技巧来阐述及发展其论点。

– 对这篇文本的中心思想的展现，以及对不同受众所可能产生的不同效果，有什么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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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篇

mingshengbao.com

明声报
加拿大

2018年10月19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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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身边的人总是一有空就低头看手机，戚居伟
（前）却说世界是四面的，被现实环境包围，
不希望自己的生活被手机困住，宁愿多花时间
细心观察身边的人和事。戚居伟说最喜欢观
察旁人一举一动，尤其乘地铁时，所处的车卡
内除了自己，几乎所有乘客都在玩手机，感觉
有趣。（图：杨柏贤）

【明报专讯】ICQ的“喔噢”声曾经冲击戚
居伟（Gordon）的世界，MSN、Xanga其后
相继出现，将小小的他带进网络洪流。20年过
去，Gordon成为平凡的80后社工，闲时打机、上高登、放空。与朋辈不同的，是他一直
拒绝开设facebook等社交网络帐户，更没申请流动网络服务，原因是有感“人应该未堕落
到要靠社交网络维系关系”，更不想被手机“困住”。

朋友最初说他是怪人，众人成长后，才慢慢发现时间宝贵，“（近期）朋友玩少
了facebook，开始同我讲，原来当年（我）无玩都唔差1。”

忧见朋友困虚拟世界决心与MSN同止步

1990年代尾，各种通讯软件兴起，Gordon毫不犹豫投身网络热潮，“以前玩Xanga，
人地2打一小段，我不是，我会长篇大论打出来……我一玩，就会经营。”忘我的日子在
千禧年代日渐流逝，facebook打着“连结每个人生活”的旗号，率先闯进大学生的生活。
他当时入读浸大社工系，“大学二年级时开始觉得（情况）夸张，夸张到有点烦闷，
当几个人坐在一起面对面吃饭，大家只会望住部电话，内容开始围绕电话见到的事。”

Gordon没有如同学们开facebook帐户，因深知以自己个性，一开户就会毫无保留地花时间
经营。他拒绝由MSN时代过渡到facebook，“无替代品，无太多失落感。”

“有些人把虚拟变成真实，但有些人却将虚拟变成更加虚拟。”Gordon说，现时身边
朋友见面时会分享彼此都不熟悉的facebook朋友动向，“某某去了旅行，啲相好靚3，与
我何干呢？”

拒当CD-ROM单向沟通如偷窥

Gordon因此被冠以“怪人”之名。曾有朋友在facebook相约饭叙，他不知道，事后被嘲
讽；有朋友劝他开facebook，说他可以只当一个“CD-ROM”（意即只读不回），他却
觉得单向沟通感觉似“偷窥”，坚持不加入，保留自己特色，拒绝被磨平：“人应该未
堕落到要靠社交网络维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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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流动上网拒绝随传随到

Gordon说，念大学时趁减价买了一部智能手机，现时拥有人生第二部具基本功能的智
能手机。记者见他的手机只下载了地图等交通类应用程式，还有通讯软件WhatsApp。
不过，由于他的手机服务不涵盖流动数据上网，故只会在家或办公室等有Wi-Fi的地方才
能上网。他说自己拒绝随传随到，亦希望多花时间观察生活，“我的世界是四面的，为
何要困在我的电话内？”朋友要找他，要不等他上网，要不直接致电。

错过重要资讯一度动摇

不常上网、不用社交网络，也有牺牲。Gordon说早几年进修时，曾有老师将课堂资料
上载至facebook，令他错过了一堂十分感兴趣的课，笑言遗憾一生，放弃不开户的坚持亦
一度动摇。

他笑言自己已常因不用facebook被当成怪人，着记者不要把他写得那么怪。邀约访问，记
者惯用WhatsApp联络受访者，向Gordon发信息后，等他回覆要花半天，又深怕错过他每
次上线的时机，最终还是回到人与人沟通的基本步，直接致电他，不消数分钟便约好了。

朋友近年减用fb“原来当年无玩都唔差”

与同辈步上两条平行线，步入30岁，Gordon却发现朋友使用facebook的频率减少，见面时
多了分享近况，而非“朋友的朋友”的动向，“朋友玩少了facebook，开始同我讲，原来
当年（我）无玩都唔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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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报》2018年4月5日

1	 无玩都唔差：广东方言，即“没有玩，也不是那么差”
2	 人地：广东方言，即“别人”或“他人”
3
 啲相好靓：广东方言，即“照片很漂亮”

– 谈论这篇文本如何挑战受众去重新思考他们的原有想法。

– 讨论这篇文本如何呈现主人翁，以及其呈现方法如何使得本文更具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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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分析下面任何一篇選文。評論其相關背景、讀者對象、寫作目的和文體風格特徵等方面的意
義。

第 1 篇

未斷奶的民族

對母親的感情和感激，該是全人類共有之心理。但母親節和婦女節、人權日一般，
都不是東方文化的產品。似乎：在西方，尊敬一個人，是尊重他的權利，在東方，歌
頌一個人，則是期許該人去犧牲。中國人的母親崇拜給人的感覺像是學習雷鋒運動。這
類運動，是否歌頌對方作出偉大的犧牲那麼簡單？還是樹立榜樣與模仿，要求同崗位的
人去學習？

香港的電視節目，為了提倡兒女成年了不要遺棄媽媽，在某故事中安插如下情節：
一日，媽媽出門了，一班放工回家的子女，無法料理自己的生活細節，手忙腳亂，說
明不能沒有媽媽在身邊。香港在各方面都很先進，但在人的觀念方面卻出奇地落後。首
先，母愛不應該是培養子女的依賴性，其次，為了使別人生活中不能缺少自己，不是用
成為對方奴隸的辦法，最後，吹捧母親偉大，也不應等於把她變成濫用對象。

傳統中國婦女雖然把父系家庭從內掏空，但她戰勝父權卻付出很大的代價：她必須
當子女（尤其是男孩）的奴隸，義務地做別人不會替他們做的事，讓子女覺得：媽媽是
世界上唯一任勞任怨，從不會拒絕自己，可以予取予求，而不用說聲「謝謝」的人。她
這樣做，等於在心理上把子女的兒童階段無限地延長下去，使他們無從培養心理資源，
去面對自己的人生。換而言之，媽媽的人格本身沒有成形，就會拖下一代的後腿。但在
令子女受害的同時，她也將自己變成受害者，而且是父系社會最大受害者。她用把自己
化為奴隸的方式來獲得權力、影響、地位，正好符合父系社會用女性來服務男性之目
的。這說明：為什麼中國式父系社會不搞父親崇拜，反而是衍生拜老母教的肥沃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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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隆基,選自《未斷奶的民族》(1995)

– 討論作者如何利用寫作技巧來闡述及發展其論點。

– 你對這篇文本的中心思想的展現，以及對不同受眾所可能產生的不同效果， 

有什麼看法？

– 3 –

Turn over / Tournez la page / Véase al dorso

TRADM19/1/AYCHI/SP1/CHI/TZ0/XX

www. i bpast papers. com

PDF Compressor Free Version 



第 2 篇

mingshengbao.com

明聲報
加拿大

2018年10月19日星期五

首頁 要聞 加國 中國 港聞 國際 娛樂 財經.科技 時尚.生活 社會動態 體育 分類網

當身邊的人總是一有空就低頭看手機，戚居偉
（前）卻說世界是四面的，被現實環境包圍，
不希望自己的生活被手機困住，寧願多花時間
細心觀察身邊的人和事。戚居偉說最喜歡觀察
旁人一舉一動，尤其乘地鐵時，所處的車卡内
除了自己，幾乎所有乘客都在玩手機，感觉有
趣。（圖：楊柏賢）

【明報專訊】ICQ的「喔噢」聲曾經衝擊戚
居偉（Gordon）的世界，MSN、Xanga其後
相繼出現，將小小的他带進網絡洪流。20年過
去，Gordon成为平凡的80後社工，閑時打機、上高登、放空。與朋輩不同的，是他一直
拒絕開設facebook等社交網絡帳戶，更沒申請流動網絡服務，原因是有感「人應該未墮落
到要靠社交網絡維繫關係」，更不想被手機「困住」。

朋友最初说他是怪人，眾人成长後，才慢慢發現時間寶貴，「（近期）朋友玩少
了facebook，開始同我講，原来當年（我）無玩都唔差1。」

憂見朋友困虛擬世界決心與MSN同止步

1990年代尾，各種通訊軟件興起，Gordon毫不猶豫投身網絡熱潮，「以前玩Xanga，
人地2打一小段，我不是，我會長篇大論打出来……我一玩，就會經營。」忘我的日子在
千禧年代日漸流逝，facebook打著「連結每個人生活」的旗號，率先闖進大學生的生活。
他當時入讀浸大社工系，「大學二年級時開始覺得（情況）跨張，跨張到有點煩悶，
當幾個人坐在一起面對面吃飯，大家只會望住部電話，內容開始圍繞電話見到的事。」

Gordon沒有如同學們開facebook帳戶，因深知以自己個性，一開戶就會毫無保留地花時間
經營。他拒絕由MSN時代過渡到facebook，「無替代品，無太多失落感。」

「有些人把虛擬變成真實，但有些人卻將虛擬變成更加虛擬。」Gordon說，現時身邊
朋友見面時會分享彼此都不熟悉的facebook朋友動向，「某某去了旅行，啲相好靚3，與
我何干呢？」

拒當CD-ROM單向溝通如偷窺

Gordon因此被冠以「怪人」之名。曾有朋友在facebook相約飯敘，他不知道，事後被嘲
諷﹔有朋友勸他開facebook，說他可以只當一個「CD-ROM」（意即只讀不回），他卻
覺得單向溝通感覺似「偷窺」，堅持不加入，保留自己特色，拒絕被磨平：「人應該未
墮落到要靠社交網絡維繫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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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流動上網拒絕隨傳隨到

Gordon說，念大學時趁減價買了一部智能手機，現時擁有人生第二部具基本功能的智
能手機。記者見他的手機只下載了地圖等交通類應用程式，還有通訊軟件WhatsApp。
不過，由於他的手機服務不涵蓋流動數據上網，故只會在家或辦公室等有Wi-Fi的地方才
能上網。他說自己拒絕隨傳隨到，亦希望多花時間觀察生活，「我的世界是四面的，為
何要困在我的電話內？」朋友要找他，要不等他上網，要不直接致電。

錯過重要資訊一度動搖

不常上網、不用社交網絡，也有犧牲。Gordon說早幾年進修時，曾有老師將課堂資料
上載至facebook，令他錯過了一堂十分感興趣的課，笑言遺憾一生，放棄不開戶的堅持亦
一度動搖。

他笑言自己已常因不用facebook被當成怪人，着記者不要把他寫得那麼怪。邀約訪問，記
者慣用WhatsApp聯絡受訪者，向Gordon發信息後，等他回覆要花半天，又深怕錯過他每
次上線的時機，最終還是回到人與人溝通的基本步，直接致電他，不消數分鐘便約好了。

朋友近年減用fb「原來當年無玩都唔差」

與同輩步上兩條平行線，步入30歲，Gordon卻發現朋友使用facebook的頻率減少，見面時
多了分享近況，而非「朋友的朋友」的動向，「朋友玩少了facebook，開始同我講，原來
當年（我）無玩都唔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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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無玩都唔差：廣東方言，即「没有玩，也不是那麼差」
2	 人地：廣東方言，即「别人」或「他人」
3
 啲相好靚：廣東方言，即「照片很漂亮」

– 談論這篇文本如何挑戰受眾去重新思考他們的原有想法。

– 討論這篇文本如何呈現主人翁，以及其呈現方法如何使得本文更具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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