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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編  後後  話話  

 上月，編者收到李黃淑卿老姊妹（陳紀年弟兄的 
泰水，一位九十多歲、居住在聖地牙哥的前輩）來教 
（信內附有一張 $100.00 美元的支票），作為贊助 
佳音月刊的印刷費用。對她老人家這麼樣的「好行 
為」、我們深受感動，也很感謝。編者希望有更多的 
弟兄姊妹學效她的「好榜樣」，“ 做光” 、  “ 做 鹽” ， 
為教會的各項事工多盡力，多做榮神益人的工作。 

 由今年一月一日、盧牧師來聖加百利堂上任開 
始，不經不覺已有兩個月了！這一段時間雖然不 長， 
相信大家對教會已經有一種“ 不一樣” 的感覺；至 於 
怎麼個“ 不一樣” ？卻又很難說出一個道理來。 “ 不 
一樣” 、祗不過是一個“ 很特別的感覺” （當然是一 
個“ 好” 的感覺）。我們希望這一種“ 感覺” 、可以 
一路延續下去……  

 ……今次 George 和 Pauline 返美，逗留期間（差不 
多兩個月）、為教會做了不少不為人知的“ 小事情”  
（釘釘槌槌的工作）。無獨有偶，Tim 和 Iris 夫婦自 
港回美定居後，非常熱心，常常為教會的事情勞心勞 

力。還有更令人驚喜的是：Charles 哥近來好像脫胎換骨 
一樣，每天在家裡勤讀聖經，值得大家倣效！    ◎  

聖加百利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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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牧    師師    的的    心心    聲聲                                  

 
 

各位主內弟兄姊妹, 

近日乍暖還寒，不時新雨綿綿，好一個大地回春的氣象――這是我在

聖加百利堂的第一個春天。記得杜甫在《春夜喜雨》中有兩名句：“好

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早上從牧師館走過停車場到辦公室，停車場的路面有很多裂縫，我驚

覺一些青青綠綠的小植物已靜靜地在這隙縫中鑽了出來!那是一塊柏油

瀝青路呀，那來泥土養料呢? 這些小植物的生命力真強，我要向它們

那股生命的韌力致敬！ 

現在是教會年曆中的大齋期(Lent)，“Lent＂ 的原意是春天的意思，而

“Lent＂ 與大齋期扯上關係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每年的復活節都是在

春分月圓之後的第一個星期日，亦即三月廿二日與四月廿五日之間；

而倒數四十週日，大齋首日即落在二月四日與三月十日之間，換言

之，整個大齋期在每年的春季中開始和結束，“Lent＂ 的意義也由春

天延伸至 “大齋期＂的意思。 

在春天的大齋期中看到地面上這般頑強的生命力是很有意思的。雖然

春天是蘊含著一股萬物欣欣向榮動力的季節，但對那從隙縫中鑽出來

的小植物來說是一股苦拼的動力，是在沙石混凝土中熬出來的動力。 

在大齋期中檢視一下我們的牧區生活，我們的團契、查經班、主日

學、青年部…它們的活力從何而來?也不是從各位弟兄姊妹的信守不

渝、無私奉獻、永不言敗的氣魄中拼出來的嗎? 再看教會曆代聖賢的

心路歷程，豈不都是從種種磨練試探中熬出來的嗎? 所以，各位弟兄

姊妹，靈命的長進不是偶然的，不是拾手的而得，是要下功夫的，更



是要藉著上帝的恩典苦拼出來的。我要向那股靈性生命中的韌力致

敬！ 

於此，再用已故懷特牧師(Eric Milner-White) 的禱文在大齋期中與大家在

靈命上共勉， 
  

2 

主啊，求祢在這大齋期賜福給我，讓我的禁食是由衷的，是有益的，

使我飽餐於在靈裏的禱告，使我在祢的神性中認識自己； 

求祢切切不要讓我誤以為：自己無所不知而無須求知，智慧老練而無

須糾正，聰明過人而無須神恩，登峰造極而無須長進，謙卑忍讓而無

須認罪，敬虔熱心而無須儆醒，魄力不凡而妄顧聖靈；否則我就故步

自封，永遠不進則退。 

求主指示我要克制慾望、剪除怠惰、彌補疏忽、改善習慣；不單如

此，更求主削弱、貶抑和廢止我的自以為是、自以為義、自鳴得意、

自滿自足、自我主張及自誇自負的生命。 

又求主助我克盡全力回轉歸祢，是熱衷的、真誠的、持久的、有果效

的。藉聖靈的引導，為了祢的榮耀，我主我神，阿們！ 

讓我再重申，靈命上的鍛鍊最忌流於形式，一定要意真心誠，並倚仗

著上帝的恩典，方有寸進。願主祝福大家靈命進步！ 

 
你的牧師  盧君灝        ◎ 

************************************************************************* 
 

March Birthday     三月 生 日  
 

HHAAPPPPYY  BBIIRRTTHHDDAAYYSS  !!  
  

 

   祝祝生生日日快快樂樂！！    
 

 黃    松 ( 1日)  陳志謙（3日） 歐梁可師（6日） 

 陳    真（8日） 梁力斌（10日） 歐維中（10日）
 朱姚麗珠（14日） 陳何麗華（20日） 李世照（23日） 

   馮張富美（28日） 
 

願   新一歲裡，主愛更深，主恩更豐！ 
 

(如有遺漏，請務必通知辦公室)  

 

  

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上帝，因為祂顧念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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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務報告 
 

1. 謝謝 George  的幫忙，我們的聖體櫃 (The Aumbry) 已移到東牆十字架

左下方，聖櫃上面也修好一盞聖櫃燈  (Aumbry Lamp)。當這燈亮起

時，即表示櫃內放置了聖體，亦即表示基督親臨到我們中間，叫

我們在上帝的聖殿中肅然起敬的面對主。這個傳統可追溯到出埃及

記  27章 20-21 (見下)。這盞燈更提醒我們“那光是真光、照亮一切

生在世上的人。＂(約翰福音1:9) 
【你要吩咐以色列民把打成的純橄欖油拿來給你，是為點燈用的，

使燈常常點著。在會幕中法櫃前的幔子外，亞倫和他的子孫，從晚

上到早晨，要常在耶和華面前料理這燈。這要作以色列人世世代代

的定例。＂(出埃及記 27:20-21)】 
2. 慕道班 

本堂於三月十四日起，逢禮拜三晚上八時在本堂會議室舉行慕道

班，課程共十講，預期在年中聖靈降臨節左右洗禮及按首。課程

如下： 
 

 三月十四日  上帝與創造 
三月廿一日  人類與拯救 
三月廿八日  宗教萬花筒 
四月十一日  聖經與啟示 
四月十八日  基督教倫理 
四月廿五日  教會與宗派 
五月二日  聖公會信仰 
五月九日  聖禮與年曆 
五月十六日  祈禱與崇拜 
五月廿三日  信徒的使命 

3. 牧區議會將在第三主日(三月十八日)崇拜後舉行。 
 

 



 

夜間英文進修班照常 
 

＊＊＊＊＊＊＊＊＊＊＊＊＊＊＊＊＊＊＊＊＊＊＊＊＊＊＊＊＊＊＊＊＊＊＊＊＊＊＊＊＊＊＊＊ 
上課時間由下午  7:30分－8:45分 

＊ ＊＊＊＊＊＊＊＊＊＊＊＊＊＊＊＊＊＊＊＊＊＊＊＊＊＊＊＊＊＊＊＊＊＊＊＊＊＊＊＊＊＊＊  
（不收任何費用。完全免費） 

。  初、高 兩 班 繼 續 招 收 新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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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團契：  同心團契於二月三日下午六時半在 K. K. & Carol

夫婦府上舉行，出席的約有廿人。當晚除了有非常豐富的百樂大餐
外，還有 Iris Wai 姊妹講述、以：「如何吃得健康」為主題的討論，
十分難得。“ 沒出席的朋友：你們錯失良機了！”  

耆英會：  二月份的耆英會已於二月十八日（星期三）上午十時半

（10：30 AM）在圖書館舉行。參加的弟兄姊妹很踴躍、共十五人，
可謂盛況一時。 

   三 月 份 重 要 活 動 預 告    

同心團契： 同心團契將於三月三日下六時在副堂舉行，今次聚會將

由霍惠枝姊妹主持，當晚除一般百樂（Pot Luck）大餐外，霍氏姊妹特
備BBQ款待大家，請勿錯過。  

耆英會： 三月份的耆英會將於三月廿一日（星期三）上午十時半

（10：30 AM）在圖書館舉行，由關甘澍伉儷主持，請年長的兄弟姊
妹們留意（切勿“ 走雞” ）、屆時出席參加。  
 

 

   查查    經經    班班    消消    息息：    

粵語查經班是每個星期五的下午八時，由韋啟鑾與林少蘭 伉
儷主持（地點並不固定）， 三月份仍在教會的圖書館舉行；目
前仍然選讀羅馬書。希望弟兄姊妹們踴躍參加。欲知詳情，請
與韋林少蘭姊妹聯絡。 

韋氏伉儷電話：                Phone: 626 -  831 -  4413 
*************************************************************0************* 

普通話查經班是每個星期日的主日崇拜後，同樣在禮拜堂的圖
書館舉行；由張才忠弟兄主持。希望弟兄姊妹們踴躍參加。欲
知詳情，請與張才忠弟兄聯絡。 

張才忠弟兄電話：             Phone: 626 -  576 -  5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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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  禱  事  項 

1.  請為身體軟弱的人禱告，其中包括關新、古萼春、黎張 亞莉、鄧
巫玉琪及謝炳迪等弟兄姊妹；求主醫治他（她）們，又安慰和幫助
他（她）們的家人。 

2. 為盧君灝牧師和家人祈禱，求主看顧他（她）們；今後，一切有主
的保護和引領。 

3. 為我們教會的傳播和對外事工、主日學的發展，教友間的關心、
愛護和各項活動。我們求主繼續照顧、增加兄弟姊妹們的信心。 

    

  上月（二月）出席   

 慶祝生日會的壽星  

 們（有老有少、也 

 有“ 中坑” ），非 



 常平均。這是切餅 

 時獵得的鏡頭。 

   

************************************************************************** 

2007 年“ 春 茗” 的盛況： － 良 仔 

 今年春茗的地點，雖然有些擠迫，但卻很清潔。參加的新知、舊
友，合共九桌，非常熱鬧；尤其是英文班裡、並非本堂教友的學生
也來參加、這是非常值得我們高興的。 

 我們的司儀，看來全程都很投入；只見他口沫橫飛、滔滔不絕，
有時更妙語連珠。當晚的聖經猜迷遊戲，大家都很投入，也有人講
笑話，整個宴會完全沒有冷場。 

 今次宴會有雙重意義，除了慶賀新春佳節外，主要是歡迎新到任
的盧牧師及師母一家人。新年新希望，祝今年教會及大家都順景、
快樂！ 

 我們的抽獎，在年青人努力推銷下，成積不錯，大家都很盡興。
感謝所參與的有工作人員、特別是 Charles 、Mie 、Janice 及 Iris 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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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最後 ，我們要感謝那些大力捐贈獎品的人、及熱誠參與各項事
工的兄弟姊妹們，謝謝。 

**************************************************************************            
                                                

                                                  教 友 園 地
  

““ 憐憐  憫憫  人人  的的  人人  有有福福  了了””    －  良 仔 

（Happiness Through Showing Mercey －）  
                                                   

¬ 葛培理牧師（Billy Graham）的“ The Secret of Happiness” 一書
中指出快樂有兩種，一種是表面的、物質的，另一種是內在的、
和平的，是從神來的。基督徒所追求的便是內在的和平心（Inner 

Peace）。 

∧ 葛牧師指出登山寶訓的八福（8 Beautitudes）便是快樂之源。八福
的“ 福” （Blessed）是蒙神恩救贖內心更新後得到的平安、喜樂。 

∨ 八福中的“ 憐憫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  

憐恤（Mercy）是指愛心，特別是向那些“ 不值得的” （undeserved）
及“ 有罪的” （guilty），我們更應該向那些“ 對不起我們的” ，及
“ 傷害我們的” 來憐憫他們。 

⇔ 葛牧師引用舊約創世記 50 章、約瑟和他的兄弟的故事來說明憐憫
的心。約瑟對曾經陷害他的哥哥說：“ 不要害怕，我必養活你們和
你們的婦人、孩子。” 並安慰他們。我們應當學約瑟“ 以德報怨”
的精神；能夠幫助別人，即使是“ 不值得” 的，也應該幫忙，這才
是“ 大愛” 、才有寬容之心。看見別人快樂，自己也會快樂，這才
是君子所為。 

⇐ 我們的憐恤心，要有所行動，要在平常生活中表現出來，做神的
“ 光” 和“ 鹽” 。這好像是“ 活水” 在體內流動之外，也須要向外
流動，要善待別人。只向內注水，沒有出路的水，像一池死水。做
人不能太自我，太 self-centered。因此，我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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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關心別人的須要，要體諒他人。 

b） 不能心存偏見。 
  c）和別人分享福音。 

⇑ 偏見是憐恤心的最大障礙。 



偏見是 Prejudice 或 Prejudging，往往論斷他人而未曾清楚了解事
實。或是好偏聽，或是以單一角度看事情、先入為主，不願意全
面來了解。偏見是弱點，不是力量。這世代的人由於本身驕傲，
或由於人事複雜，或本身不愉快地作出判斷。 

⇒ 上星期，盧牧師講道時提到路加福音：貧人、飢餓人、哀哭人須
要多、得到多，富人容易滿足，何況世界上的獎賞回報，遠不及
神的讚許“ Great is your reward in heaven” （馬太福音5：11）。
在國語查經班研讀以賽亞書時，師母指出：做教徒的不應輕易發
怒，即使被激怒了，也不要“ 含恨到天明” 。發怒對自己對人無
益，也容易受引誘犯罪。我們轉消怒氣。 

⇓    路加福音 6 章中提及“ 四福四禍” ，那是良善生活標準。其中：
“ 人都說你們好的時候，你們就禍了” 。“ 你們不要論斷人，就
不被論斷。”  “ 你們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 “ 善人從他
心裡存在的善，就發出善來，惡人從心裡所存的惡，就發出惡
來；因為心裡充滿的，口裡就說出來。”  因此，心中要存善，不
要存恨。 

◊ 路加福音也指出：“ 咒齟你們的要為他祝福，凌辱你們的要為他
禱告。善待那善待你們的人，有什麼可酬謝的呢？” 看來，做基
督徒的還有很多要學習，還有很多事要反省、悔改；還有很多挑
戰來承擔。求神指引。希望能多做“ 榮神益人” 的事，多做神的
事工。 

〈    “ 我們不要懼怕，因為神是我們的拯救，我要倚靠祂。” “ 祂是我
的力量、是我詩歌。” （以蔡亞書 12 章）。馬太福音 5：11 節也
安慰了我們，給基督徒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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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田甫 -- 
        

 

   若要快樂，就要尋找快樂的源頭；尋找快樂的國土。 

   尋找快樂的國度，據說最好就是在行李箱內放一條寬鬆長筒裙(紗

籠)，脚穿一雙舒適的鞋子。輕輕鬆鬆到南太平洋島國萬邦杜( 又譯瓦

努阿圖 )度假。讀者文摘還報導：根據英國新經濟基金會的全球快樂

指數，網址:-(www.happyplanetindex.org)透露，萬邦杜是地球上最

快樂的地方。該會調查了一百七十八個國家與地區，根據當地資源運

用的情況、居民壽命的長短，以及快樂程度進行評比，排列出快樂指

數。頭五名依次序為南太平洋島國萬邦杜、南美洲國家哥倫比亞、中

美洲國家哥斯大黎加、西印度羣島國多明尼加、中美洲國家巴拿馬。

亞洲區以越南排名最高，排第十二；大陸排第三十一；台灣第八十

四；香港八十八。美國排名第一百五十位，非洲的辛巴威(又譯津巴布

韋)名列榜末。 

 

   看了讀者文摘的報導，你的感覺怎麼樣？是不是和我一樣想知道？

萬邦杜、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多明尼加、巴拿馬。還有排名第十

二的越南。到底這些國土的人民的快樂是什麼？是經濟？地理環境？

風俗文化？但是，這五個國家真的離我很遙遠。亞洲區的越南好像距

離不那麼遠。依目前看來我沒有計劃遠行、也不會瀟灑走一回。不過

我給自己一個小小的目標、一個既容易又可以實行的希望、就是花點

時間到圖書館享受啃書之樂！ 

 

   再說，是不是找到快樂的國土、置身其中就能產生快樂？相信不是

的。快樂需不需要學習？快樂是不需要學習的。我們每一個人來到這

個世界上，都是來學習的，學習就是一種成長，活到老學到老，人需

要不斷的成長。有人恨鐵不成鋼，就會說「看你，愈活愈回去了」這句

駡人的話，是邁進快樂之門的重要因素之一。愈活愈回去，回到快樂

的童年，回到天真孩童的笑臉。這一週我住在二兒子的家中，天天和

四歲的孫女承謙、五歲孫兒承恩在一起，分享孫兒孫女天真的笑臉、

快樂的笑聲和童言童語。承恩不再塗鴉了，喜歡畫一些卡通動物和人

物，常常自個兒玩耍，到了他需要什麼？他會找大人幫忙。承謙活潑

而且話很多、常常會冒出一些令你驚訝的句子。例如 ：她叫自己做：

ANGELINE公主謙(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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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給孫女起的英文名字叫 ANGELINE、中文名字叫李承謙)。 

 

   我跟親家奶奶聊天時，她說起孫女的一則趣事。記得ANGELINE三歲

多的時候，有一天，她大聲嚷着說：〞外婆我要大便〝。外婆回說：〞

我來幫妳〝。當外婆走到浴室時，發現她巳經坐在厠所上，外婆見到這

情景開心的讚她：〞ANGEL好乖呀！會自己脫褲子、會自己上厠所啦！

真乖。〝誰知小孫女一本正經的，對著外婆說：〞真是不可思議呀〝！

外婆聽見高興得不得了，還津津樂道小孫女的乖巧和聰明。 

 

   其實「快樂」，是包含了喜悅、歡欣、幸福、甜蜜、滿足、安詳等

的代名詞。每個人都有快樂与不快樂的時候，但快樂到底是什麼？我

認為，當我們沒有感到不快，那就是快樂了。如果你要刻意的去追求

快樂，我想這會變成自尋煩惱，等於把簡單的問題複雜化。人的快樂

與不快樂、天下所有的事，都是相對的。沒有不快樂，就沒有快樂的

存在。正如生命是矛盾的，若沒有矛盾，就不是生命；找到生命中的

平衡點，人才算是活著。 

 

   有一位朋友這樣問我，你現在快樂嗎？我要如何回答呢？當我快樂

的時候，身邊一切的事物，都會變得很簡單、很輕鬆。只要在生活裏

觀別人、觀察自己，就可以得到快樂；能夠付出，跟別人分享，也是

一種快樂。 

 

   同樣的問題，問不同的人，你「快」不「快樂」？他們的答案都不

盡相同。我熟悉的老朋友，他一定會這樣對你說，我讀大學那段日子

最快樂。那是一種無憂無慮、多姿多釆的大學生活。是的，作學生時

的黃金歲月，那是一種、燦爛的、自由自在的、無拘無束的、無與倫

比的快樂。但是，到了成長的我們，我們又會有太多的抱負和責任，

如名利、地位、權力等等，更有數不盡的理想和追求。 

 

   今年七十三歲，本名嚴以敬，他是香港著名畫家。畫家有感「不能 

成龍，只能成虫」，於是改名「阿虫」。他說自己是天生悲觀的人， 

就因為不開心，所以更要學習豁達，看透世情，才能畫出那些画，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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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有共嗚。在他的作品中，我感悟到他給讀者的訊息是：快樂，唾

手可得。當中的勸世文，能發人深省，讓人開心。他提醒我們：「如果

你想找朋友訴說心事，結果卻不能，因此不快樂嗎？然而，一隻螞

蟻、一塊石頭不可以作朋友嗎？當然可以，只要把自己縮小，或者把

螞蟻、石頭放大，讓世上的萬物都作你的朋友，快樂便唾手可得」。 

 

   太好了，快樂的秘訣就在此。我熟悉的老朋友，他的作風和畫家的

理念很相似。因為他幫助人無數，相信他也享受到「助人為快樂之夲」

的樂趣，因此，他能樂此不倦的去幫助人，他的快樂是唾手可得的。

但願人人都可以採摘唾手可得的快樂。     
 

 ------寫於2007-2-7加州------    ◎ 
 

 

 

 

盧牧師、韋堂長及列位弟兄姊妹： 
 

   本人萬分多謝您們二月十八日（上星期日）所贈予我的
美麗紀念牌。更感謝上帝兩年來賜我事奉的能力、及眾弟兄
姊妹的支持，使我能夠完成堂長的任務。現期望大家在盧牧
師及韋堂長的帶領下，得蒙上帝聖靈的祝福，使聖加百利堂
的前程遠大光明。 
 

   下列是多年來鼓勵我的座右銘：  
~~~~~~~~~~~~~~~~~~~~~~~~~~~~ 

 

 Be careful what 
  You think,   Your thoughts become 
  Your words,   Your words become 
  Your action,   Your actions 
become 
  Your Habits,   Your Habits become 
  Your character,   Your character is 
everything.  



（※  用中文可以簡單地翻譯為：「三思而行」！） 
 

     －  Ginger Li  李陳景球 
   

    11 

 

  麥  墨  筆  語   —  麥 仁 

  

﹏  尋 根 之 旅 （四）﹏  
 

 我們平常看到古舊建築物的大門外，都會擺放兩隻“ 石” 或
“ 其他物料” 製成的獅子。原意是：“ 擋煞” 、“ 借它們來看門口”
或“ 壯聲威” 。獅子的腳下、一般是一隻小獅或一個小球。不過在玉
龍公園的大門外，卻有四隻石獅子，而且很例外，這些獅子的腳下、
一律“ 空空如也” ，什麼都沒有，這個情況真的很少見到。【只不過、
我在麗江的畫冊裡，發現此地的“ 木（沐）王府” （即土司住宅）門樓
外，同樣擺放著四隻一模一樣的石獅，可能是自己少見多怪了！】 

 入園後、看到的只不過是一“ 潭” 深綠色的水映入眼簾，跟一
般有山有水的公園差不多、不覺有何特別。於是緊緊尾隨著導遊向前
行，路旁的花花草草很多，最吸引我的是這裡的蘭花。他們把蘭花種
在砍掉了樹榦的樹頭上（好像我們牧師館前的樹頭一樣），且生長得很
茂盛。一旁有幾架攝影機孤零零地架在三腳架上、朝向著水潭，機旁
卻沒人看管；原來幾位影迷（攝影迷）只不過聚在另一旁談天說地。他
們為什麼將攝影機置諸一旁而不顧呢？我不禁有點納悶。於是轉頭過
來、再望向攝影機對著的方向，這才發現一個難得的美麗鏡頭。 

 這裡不單有湖、有亭、有樓、有樹，還有一條“ 五孔橋” ，加
上水中的倒影。（很多介紹雲南旅遊的圖片都會採用這個“ 鏡頭” 、請
看附圖）。這時、我聽到影迷中有一位好像帶著些廣東口音的（他為了
照相、特地從廣州來此）；我忍不住用廣州話問他為什大家都不動手
（拍照）。他說：「他們這群“ 影友” 已來了兩天，今朝晨早、公園一
開門便已進來了；只是玉龍雪山整個早上都被雲霧遮蓋，所以未能獵
取到“ 玉龍雪山的全貌” ，大家惟有在此苦等（雲開）。【玉龍雪山是

喜馬拉雅山脈中的一條支脈、也是北半球最南的雪山。山高約一萬七
千多尺，比美國本土（亞拉斯加和夏威夷除外）任何一個座高山都要
高，所以山上終年積雪。積雪的山頭因為濕氣重，很多時都有雲霧繚
繞、久久不散的景象。】我再朝那方向細看，果然看到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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濛濛的雪山影子，希望雲霧快些散去，讓他們可以快快完成任務、早
些回家。不然的話，又不知要等到何時了！ 

 在玉龍公園裡，有很多亭、台、樓、閣、橋樑等值得觀賞的古
舊建築和事物，只是我們的時間有限，沒可能慢慢仔細欣賞。正當大
家左顧右盼的時候，忽見導遊小姐在湖邊走來走去、同時用很古怪的
聲音叫出一連串好像：“ 蛙” 、“ 鴿” 、“ 雞” ……等動物的鳴叫
聲。這時、大家都被她突然而來的動作弄得“ 滿頭霧水” ；錯愕了大
約一分鐘，水池底慢慢地湧出很多細小的氣泡，只要聲音在那個方向
響起，附近池底就有氣泡湧上來；於是有幾個人學著導遊小姐的呼叫
聲，氣泡也就跟著聲音、此起彼伏，大量湧上來，非常神奇。原來，
這個泉名“ 珍珠泉” ，亦算得是“ 名正言順” 了！麗江古城裡面幾條
小河的流水，都是從黑龍潭流出，由此可知這裡地下泉的水源是如何
豐富了！ 

 從玉龍公園走出來、汽車便朝著“ 白沙” （一個古老鄉鎮）駛
去，看那裡最有名氣的“ 麗江壁畫” 。汽車停靠好後，在未進入前、
先看圍牆上的東巴文字－一種非常獨特的“ 象形文字” （看附圖，其
中有不少“ 字” 、相信很多人都可以意會的）。看過字、照過相，大家
相繼進入“ 大寶積宮” （前身是寺廟，現今卻是一間“ 博物館” ），這
裡仍然有十二幅壁畫（受國家保護的重點文物）被保存下來。寺廟的正
壁是“ 如來佛會圖” 、南壁是“ 南無孔雀明王大佛母海會圖” 。這些
畫裡的神佛很多（有藏傳和漢傳兩樣），此外還有道教的伸像在內；最
多人物那幅壁畫、總共有 167 個神佛。 

 見過“ 滿天神佛” 後，一行人由後門溜出來，這是一條窄窄的
長巷，行人稀少，只有十來檔“ 雜架攤” 擺在那裡。攤檔上的品種不
多，而且大部份貨物相同，很難引起遊客的購買慾，所以，大多數在
“ 拍烏蠅” （無人光顧）。我們沿著這條巷弄慢慢踱步，“ 欣賞” 一下
納西鄉鎮的“ 風土人情” 。這條長巷的兩旁，堆著早晒乾了、等候搬



進房舍內的“ 玉米樹” 枝葉，偶然遇到拖拉機或牛隻經過時，就得左
閃右避，否則可能會“ 被拖累” 。路中心的牛糞星羅棋佈，只要稍為
大意都會“ 領野、中招” ，小孫女兒對此情景卻很感興趣，真正是
“ 小見多怪”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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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麗江，導遊小姐帶著大眾參觀一家玉器公司。未進入前先
告訴我們：來這裡、是公司編排“ 必須一到” 的地方；如認為價錢過
高、不合理，就不要購買，沒有“ 不好意思” 這回事的。於是大家魚
貫進入，在商場走了一圈；完全遵照導遊小姐的吩附，「聽教聽話，什
麼東西都沒買」就走出來。正是「進入寶山空手回」的真實寫照。 

 午飯時，我們在古城裡用餐，吃完後見時候還早，導遊小姐給
大家一段“ 自由活動” 的時間。於是，各人都利用了這段得來不易的
時間：關家兩位小姐就用這段時間作大規模的“ 血拼” （shopping）
行動，其他的女士們大多數也做著同樣的事。我這個“ 無慾無求” 的
老頭，只得獨自在大街上流連（大部份時間都是坐在長椅上、以“ 看
人” 作為消遣），也算得是“ 各自精彩” 了。“ 麗江古城” 是中國目前
三個最熱門的旅遊景點之一（其餘兩個是“ 九寨溝” 和“ 三亞” ）。在
古城裡，我曾跟同行的 Robert 兄說：「退休後、走來麗江享受這裡的
“ 悠閒” 生活，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可惜此地與洛城聚居的兒孫們
距離太遠，交通又不方便，所以不敢興此“ 妄想” 。） 

 時間到、人也集齊了，便走到大水車前和兩位導遊小姐拍照留
念，跟著說“ 拜拜” ，旅遊車便離開麗江朝著大理駛回。汽車在半途
中突然駛進一個被高牆“ 圈” 著的停車場，原來這裡面早停舶了幾十
部旅遊車（很多、可能過百，圍牆外看不到），人與車同樣熙攘。汽車
是離開的多，進入停車場的小之又小。大停車場圍繞著一個巨型倉
房，走進裡面、只見燈火通明，“ 人” 、“ 煙” 混雜，喧嘩叫買聲刺
耳；幾條通道兩旁擺滿了飾櫃，玻璃裡面除了綠油油的玉製首飾外，
很難再找到其他東西。那些“ 緬甸玉” 製成的首飾、在強烈燈光照射
底下閃亮耀目，令人目為之眩。人們的嘈雜“ 聲” 、加上他（她）們吐
出來的“ 煙霧” ，讓毫無購買慾的我，很難待下去；於是獨個兒返回
車上，乖乖地等候。等到大夥兒全都返回車上，只見女士們全都掛上
“ 蓮子蓉” 般笑臉，吱吱咋咋、不停地誇耀自己的豐收。這時大停車
場上仍然停放的汽車已經寥寥無幾了。有幾個清潔工人拿著掃帚，在

喏大的停車場上、一撥又一撥的慢慢地掃著；看見這個景象，內心難
免聯想到“ 廉價勞工” 的問題來；我以為這個景象在美國絕對不會發
生，美國有最低工資的限制。一個工人、一輛掃地車的開消，需費多
少？（小數長計呀！）掌燈時分，大夥兒返回大理的「風花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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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飯，在這家飯店，我們已是“ 識途老馬” 。 （未完，待續）   ◎          
************************************************************************** 

 

 

玉龍公園（黑龍潭）的兩      
張照片，可以比較一下有     
雪山作背景和沒有雪山作 
背景的不同。（上、右兩圖） 

   下圖是水車前的團體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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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Rector                                    Fr.  Peter  Lo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One morning, as I made my way from the rectory to the office, I was 
surprised to find some budding greeneries creeping out from the 
cracks of the ground of the parking lot: from the surface of the asphalt 
ground where the nutrition of the soil is out-of-the-way.  This reminds 
me of a couple of verses of the poem of Tu Fu (712–770 AD, a 
prominent Chinese poet of the Tang Dynasty.) In his poem “Welcome 
Rain on a Spring Night”, he wrote: “Good rain know season; at spring 
be happen. Follow wind secretly enter night, moist thing soft without 
sound.” I was thrilled by the robustness of the little plants. Amazing! 
The vitality of these little plants commanded my greatest respect. 
 
We are now in the season of Lent. “Lent” used to mean Spring in old 
English, but now “Lent” means the forty weekdays before Easter. All 
this may account to the fact that the Easter day always falls between 
March 22 and April 25, which means the first day of Lent should fall 
between February 4 and March 10. As such, the whole season of Lent 
is always embraced by Spring, and naturally the meaning of “Lent” 
shifts from Spring to meaning the forty days before Easter. 
 

It is inspiring to see the robustness of life from the little plants of the 
cracks.  Spring is a time of vitality, yet the vitality of these little plants is 
synonymous to bitter struggle for survival. 
 
These little plants are displaying their vitality through their struggles 
with their environment, so does our parish life. Shall we look at our 
fellowships, Bible study groups, Sunday school, Youth ministry…they 
are also struggling for their vitality within the church family–thanks to 
the faithfulness and sacrifices of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The same 
principle also holds true for the spiritual life of the saints and of us. It is 
not at all easy to capitalize our spiritual life; indeed, it is very difficult. 
You’ve got to, by the grace of God, struggle for it, to fight for it, to battle 
against temptations and failures. This kind of spiritual uplift always 
commands my greatest re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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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 like to share with you in this season of Lent a prayer of the late Rev 
Eric Milner-White, Dean of King’s Colle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Lord, bless to me this lent. Lord, let me fast most truly and profitably, 
by feeding in prayer on the spirit. Reveal to me myself in the light of thy 
holiness. 
 
Suffer me never to think that I have knowledge enough to need no 
teaching, wisdom enough to need no correction, talents enough to 
need no grace, goodness enough to need no progress, humility 
enough to need no repentance, devotion enough to need no 
quickening, strength sufficient without thy spirit, lest standing still, I fall 
back for evermore. 
 
Show me the desires that should be disciplined, and sloths to be slain, 
show me the omissions to be made up and habits to be mended. And 
behind these, weaken, humble and annihilate in me self-will, 
self-righteousness; self-satisfaction, self-sufficiency, self assertion, 
vainglory. 
 
May my whole effort be to return to thee; O make it serious and 
sincere, preserving and fruitful in result, by the help of the Holy Spirit, 
and to thy glory, my Lord and my God.  
 



May I mind you that the uplift of spiritual life cannot be accomplished 
with outward gestures, it is something to do, by the grace of God, with 
a sincere heart and a faithful dedication. 
 
In His service 
 
Peter Lo+ 
 

月 刊 歡 迎 投 稿 ， 請 將 稿 件 交 給 麥 懷 順 弟 兄 ；  
（來稿無論是鴻文、偉論，冷飯、小炒﹔  
內容不計長、短、雅、俗，一律歡迎﹗ ） 

介 紹 自 己 的 教 會 給 別 人  - -  將 月 刊 送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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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一輯攝自農曆新年期間、各項活動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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