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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在四月當中聖加百利堂的園圃繁花似
錦，各部門的事工也呈現欣欣向榮的氣象。

前此，我們鼓勵信眾和教會友好，
趁著清明節和復活節「獻鮮花、念先人」，
結果得到踴躍的回應，計共收到五十四份
捐獻。據義務司庫的通知，就這項事工籌
得壹千元(尚有待核實)。從主而來的歸與
主；願榮耀歸與上帝。

四月十二日，復活節日當中，教堂裡面盛設鮮
花。我們的牧師在佈置莊嚴麗雅、花簇縈繞的環境
當中，向出席國語、英語、粵語聯合崇拜的過百會
眾傳述救主復活的訊息；詩歌班的頌揚歌聲，伴隨
著馥郁花香飄送。「死亡不足懼，墳墓無力量」；因
為主將樂園大門開啟，我們的先人、去世的摯愛親
朋和萬眾，也蒙復活救主的祝福，同登天家。

復活日裡面，四位受洗新葡，就如新播種的香
花; 但願他們以後，一直蒙主看顧，靈恩充沛，花
香四溢。

四月十九日主日，李福培(榮譽)堂長伉儷「花
燭重逢」。他們的結婚 60周年感恩崇拜，為熱鬧的
四月份，復增高潮，倍添氣氛。如同復活日一樣，
教堂放滿了鮮花；是日出席感恩崇拜和晚宴的的教
友和嘉賓凡二百多人，濟濟一堂。賀禮悉數作為教
會「活水泉」基金的捐獻，據悉籌得一萬六千元。
    我們的教會「滿園花簇簇，添得許多香」。花圃

的香花須園丁悉心栽種；教堂裡面的
盆栽擺設須靠義工的藝術調配、呼應
加工。千萬不要小覷他們的努力啊！
希望主的福音並聖加百利堂的芬芳
花香一起遐邇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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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感謝上帝賜給我們聖加百利堂一個美麗快樂的四月。聖堂在
救主復活日那天有一百多人參加崇拜，快要把我們全堂一百四十
個座位擠滿。接着的復活第二主日晚禱崇拜－－    福培與璟球的鑽
禧結婚感恩會，崇拜人數有二百之眾，把聖堂都擠滿了。樂哉！
我們真感謝上帝，因為祂以建立人數來加增聖加百利堂的喜樂。
我們在主裏再歡迎四位復活日領洗，成為基督肢體的兄姊：黃尹
如珍，祝曉寧，吳瑾及周民。

大公教會洗禮時有一個保證人(或代父母)的傳統，所以聖公會也要
求領洗者需有保證人(嬰孩領洗者則有代父母，或稱教父教母）。
根據學者研究，這傳統在公元第二世紀後期已經存在，因為我們
在早期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 約公元 150-225 年)已發現有關的文
字論述。不過，我們可能會質疑：既然領洗是個人的信仰決定，
何必需要一位第三者－－ 保證人呢？我們應否為傳統而守傳統
呢？

原來保證人是一個非常寶貴的傳統。首先，保證人是一信仰團體
的代表，幫助剛領洗者融入該信仰團體的生活；因為洗禮雖是個
人的事，也是團體的事。個人和團體間需彼此融和，雙方就可以
做益對方。即如婚姻雖是兩個人的事，但也是兩個家庭的事；若
雙方家庭能和諧相處，一對新人也自然會更加幸福

保證人第二項任務就是成為領洗者的師傅。若是嬰孩，代父母代
表教會的慈母角色，隨時隨地協助父母引導嬰孩明認信仰，並以
生活彰顯信仰。若是成人，保證人則更為領洗者樹立基督徒的榜
樣，循循善誘，潤物無聲地協助他們活出與基督徒標準相稱的生
活。基督徒與基督徒間之學習，仿若學徒制度。而學徒制度是一
有效的傳承制度，譬如英國的大律師就是從學徒（Pupilage）身份
實習(俗稱 “跟師傅”）培養出來的。初封職的神學生也要跟資深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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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一段時間，方可獨當一面。成熟的信仰也如是。

保證人的第三項任務就是為領洗者的信仰使命代求，正如基督為
門徒代求一樣(約翰福音 17:11,15)。我們若在主的家裏有甚麼事奉
的意願，任事的成果，這都是由上帝而來的，因為「不是你們揀
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子。」（約 15：16
上）。每位保證人都希望領洗者能長進，能在真理中站起來，生命
上結果子。為他們代求是不二選擇。

我們當中有不少當保證人或代父母的，希望我們都能克盡本份，
叫上帝託付在我們手中的人，可以作主更大的器皿，使我們聖加
百利堂的信仰活力生生不息。主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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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枝主日及復活節主日聯合崇拜
四月五日為棕枝主日。耶穌在世上的最後一週，祂到耶路撒冷去，為我
們受苦難。在這一個主日，我們國語、粵語兩堂舉行聯合崇拜。
四月十二日復活節，國語、英語、粵語三堂也舉行聯合崇拜，共同慶祝
救主復活。

四月九日禮拜四 設立聖餐日崇拜
為追念基督的善範及記念基督為我們受辱，我們在晚上八時舉行特別的
崇拜。當中一併進行濯足禮及卸除聖壇裝飾禮儀。是晚教會於崇拜之
前，在副堂設輕膳(收費四元)，接待與會信眾。
四月十日禮拜五 救主受難日崇拜
我們於晚上八時正舉行崇拜，記念基督為我們捨身受苦。當晚獻金全數
轉交聖公會耶路撒冷教區，支持他們在救主出生地所推行的各樣事工。
四月十一日復活節鮮花擺設
婦女部部長 Lisa 等召集本堂的插花高手、能手、新手於
四月十一日禮拜六回聖堂共同佈置鮮花。在復活節當
中，我們的聖堂佈置得像花園那般美麗。
羅思凱大姐新作《海隅看雲起》新書簽名會

我們的資深教友羅大姐在四月五日及四月十九日午堂崇
拜之後於副堂為教友所購買的新書《海隅看雲起》簽名
留念。這是一本小品文集，易讀樂讀，發人深省。新書
每本十元，售書所得，全數撥作本堂聖工之用。

四月十一日同心團契聚會
四月十一日(禮拜六)晚上六時半，同心團契假副堂舉行聚會，由關甘澍
弟兄主理。敦請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Dominguez Hills 退休教授伍伯
樑博士親臨分享，主題為「同心協力」。
四月十一日青年團契聚會
晚上六時半在牧師館舉行青年團契聚會。Bonnie 統籌有關的活動。
四月十二日復活節--聖洗禮 及「獻鮮花念先人」
復活節日當中，教堂裡面花團錦簇。我們的牧師
在佈置莊嚴麗雅、繁花縈繞的環境當中，向過百
會眾傳述救主復活的訊息。聖壇上擺設了「念先
人名冊」。我們的先人、去世的摯愛親朋和萬眾，
都蒙復活救主的祝福，同登天家。
感謝上帝，帶領黃尹如珍，祝曉寧，吳瑾及周民
到主的洗禮盆前領洗；他們已成為基督的肢體，
在人面前承認基督不以為恥，在基督旗下，向罪惡世俗魔鬼奮勇爭戰，
一生盡忠，事奉基督。今後我們都是上帝家裏的人了！
(有關洗禮照片登載於這一期的〈佳音〉專欄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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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二日〈佳音〉121期印刊 及 主日學導師會議
為配合復活節 和「獻鮮花，念先人」，2009 年四月號─121 期〈佳音〉
延至四月十二日印刊。
主日學部於是日下午一時半假良善室舉行導師會議，檢討及商議教學事
宜。
四月十八國語團契聚會
是日下午五時半假副堂
聚會。共用晚膳之後，韋
啟鑾堂長與團友分享研
經心得。
四月十九日婦女部聚會─麵包製作坊
婦女部於下午一時十五分在副堂的廚房舉行月會，Philip Chan 弟兄講授

及示範麵包製作技巧。詳附圖。

四月十九日 李福培伉儷花燭重逢六十周年鑽禧結婚紀念感恩崇拜
聖加百利堂全體弟兄姊妹為李福培伉儷花燭重逢六十週年鑽禧結婚紀
念一同感恩讚美主。李福培先生與夫人陳景球女士皆本堂的創堂元老，
他倆多年來不但忠心事主，並且盡力服務本堂。是日二百多位親友、嘉
賓及教會弟兄姐妹出席在本堂舉行的晚禱感恩崇拜，一起頌揚上帝的恩
典與榮美。有關照片及李福培伉儷的見證辭詳本期《佳音》的專欄。
五月二日同心團契聚會━禱告的力量
同心團契於晚上六時半假副堂舉行聚會，Daisy Man 與大家分享專題：
禱告的力量。
五月份國語洗禮慕道班
五月六日、八日、廿七日、廿八日及廿九日晚上七時至九時「國語洗禮
慕道班」在圖書室上課。歡迎有意歸信者或在信仰上須溫故知新者參
加。請向保羅大哥或 義務幹事 Iris Fok 報名。
五月三十一日聖靈降臨日將舉行聖洗禮。
五月十一日 至 五月廿三日盧牧師休假
五月十七日的主日崇拜由 Fr. John Phalen 主持。當日九時正為國語及英
語聯合崇拜(國語翻譯)；十一時正為粵語崇拜(粵語翻譯)。
五月九日婦女部與慶節活動部籌劃參觀 Getty Villa
這亦是本堂慶祝母親節的其中一項活動。該日上午十時在本堂集合，共
同驅車前往 Getty Villa，約下午三時回程。免費入場，但須分擔停車
費 (每輛車十元)。名額只有 46 位，請從速向 Iris Fok 或婦女部長 Lisa
Chan 報名。
外展部開辦基礎英語班

5

每主日下午一時十五分在圖書室上課，由 Agnes Lau 老師授課，歡迎各
位參加。
聯合奉獻捐封
美國聖公會傳道外展部一年一度呼籲各位捐助及為該部門的事工祈
禱。希望大家鼎力支持。在十一月廿二日的感恩節聯合崇拜的奉獻禮之
中，我們一起把籌得的有關捐獻奉獻上主。獻金捐封放置於教堂入口處
備取。

為美國聖公會於6月 18-22 在佛羅里達州舉行的全
國亞裔事工大會(Episcopal Asiamerica Ministry 
Annual Consultation) 祈禱，求主使用該議會，
鞏固、更新和拓展我們在美國的亞裔福音事工。

為豬流感疫情所影響的地區、政府及人民，特別是
墨西哥人民及政府祈禱：
求主安慰遇難者的家屬，看顧受感染的人，保護看顧他們的醫護
人員；並賜智慧、能力給有關的政府人員、醫療及科研人員、制
定公共衛生政策的組織，使疫情得控制，及從中吸取經驗，日後
更適當地運用世界的資源和更有效的管理這世界。

為本堂今年的工作祈禱：
我們為國語慕道班、為主日學未來的發展、為主日學導師們、為
基礎英語班的導師及學員祈禱。
又請繼續為本堂的青少年事工禱告：無論是求學還是工作的，求
主賜他們聰明智慧和強壯健康的身體，引領他們謙卑順服，事奉
上帝。
我們亦繼續為剛領洗，成為聖加百利堂大家庭成員的王尹如珍姊
妹，吳瑾姊妹，周民弟兄及祝曉寧弟兄祈禱。
求主在前引導、在後扶助我們，使我們能彼此同心一意事奉主；
俾教會各項事工，可以在未來的歲月裡穩步向前，榮耀主名。

我們又為身體軟弱的人禱告，特別是：許璧珍、謝炳迪、關新、
蔡澧業，求主醫治他們，賜平安與他們；又求主祝福看顧他們的
人。

求主增強我們兄弟姊妹的信念，教我們做一個合主使用的器皿，
做一個更像基督的信徒，所做的一切，皆能榮神益人、蒙主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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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 Julie 吳伍梅芳 5 月 1 日 YAN, Anne Ngan-Ping 殷雁萍 5 月 18 日

WU, Shun-Yi Jiang 吳江順意 5月12日 WONG, Raymond 黃志雄 5 月 20 日

FOK, Yeung Yen Ming 霍楊琬明 5月13日 KWAN, Edmund 關文傑 5 月 26 日

CHANG, Fiona 張芳 5月18日 LEE, Sam 李志強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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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倆要為上帝的大愛與祝福感謝讚美主，上帝福保佑我們，使我們
今天能一同在此慶祝結婚 60 週年，重申我們的婚姻盟約。

我們滿心喜樂，衷心感謝各位親臨見證及分享我們的感恩崇拜。
60 年前我們於加州奧克蘭，在上帝面前締結婚盟。之後，上帝更厚

賜我們兒女 4名，孫兒 7名及曾孫 4名。
1963 年，我們移居本國，在比華利山

定居，我們的孩子全部都畢業於比華利高
中。

Leonard 和 Tim 都是畢業於靠近我們
家布萊登木市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Paula 則在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以優等生

之榮譽畢業；而 Debbie 是畢業於俄勒岡大學。
然後我們遷居到 Cheviot Hills，在那裡我們定居了 16 年。
我在 1989 年退休後，就搬到聖達戈的 Rancho Santa Fe，然後再遷

到 Laguna Niguel。2003 年，景球曾患上短暫性腦缺血發作症(TIA)，
輕度中風；並在同一時間，我發現自己也患上了複視症，不宜駕駛。當
時，我們作出了一個重大決定，就是遷往位於富勒頓的晨曦園區，它是
一個佔地 四英畝的退休人士住宅社群，提供獨立生活的完備支援及護
理設施予有需要的社員。我們在那裡生活
愉快，並且交結了新朋友。我們還經常參
加晨曦所主辦的活動，

26 年前，我感謝上帝透過洛杉磯主
教，呼召我在南加州籌建第一所華語聖公
會教堂；我更感謝上帝，賜我智慧，勇氣
和力量，與景球一起從始至今，協助和服
侍這聖堂。

我們誠摯感謝上帝恩賜我們愛心，耐
心，寬容與寬恕。我們更感謝主親自引領我們走過這麼多個的年頭。

在我們 60年的婚姻生活中，我們渡過了實實在在的愛戀、悲傷；
病患、健康；大起、大落；轉機、危機；一致、分歧。誠然，我們對日
常生活總是有些抱怨，但是，正如聖保羅在羅馬書所說的“⋯在患難中
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
所以，如果我們有機會再活一次，我們也不能再奢求甚麼，因為上帝已
無微不至地看顧著我們，把最適合我們的，都賜給我們了。依靠著上帝
的引導，我倆關係就好比一所建立在盤石上的房子，而不是蓋在沙土上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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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與大家分享一段聖言——
傳道書第 4章 9節起：
“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因為二人勞碌同得
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這人可以扶起他的
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沒有別人扶起他來、
這人就有禍了。⋯⋯有人攻勝孤身一人、若
有二人便能敵擋他‧”

我們要再度感謝你們今天的親臨，
分享我們的快樂和祝福，我們實在感覺非常榮幸。 (盧君灝牧師譯)

                   -English Original-
We give thanks and praise to God for His love and Blessings and for the privilege and 

opportunity to be here to renew our vows and 
celebrate our 60th wedding anniversary.

We are very happy and grateful for the 
presence of you all to witness and share this 
occasion.

60 years ago we were bestowed by God in 
Holy matrimony in Oakland California. We are 
blessed with 4 children 7 grandchildren and 4 
great grandchildren.

In 1963, we moved to this country and made 
our home in Beverly Hills. All our children graduated from Beverly High School

Brentwood was our next home. Both Leonard and Tim got their degrees at UCLA, 
while Paula went to UC Berkeley where she graduated Phi Beta Kappa. Debbie got her 
degree at the University of Oregon. 

Then we moved to Cheviot Hills where we stayed for 16 years.
When I retired in 1989, we moved to Rancho Santa Fe in San Diego County, then to 

Laguna Niguel. In 2003 Ginger had TIA, a minor stroke and at the same time I discovered 
that I had double vision, which prevented me from driving. At that time, we made a 
major decision to move to Morningside, a retirement community in Fullerton with 4 acres 
of land, complete with assisted living and skills nursing facilities. We are happy there and 
have made new friends. We also participate in a lot of activities sponsored by 
Morningside.

Twenty six years ago, I received my call from God through the Bishop of Los Angeles 
to establish and start this Church, the first Chinese Episcopal Church in Southern 
California. I thank God for giving me the wisdom, courage, and strength to support and 
serve this Church up to now with the help of Ginger.

We thank God for giving us love, patience, 
forbearance and forgiveness. We are grateful for His 
guidance in leading us all these years.

During our 60 years of marriage, we had 
experienced times of love, sorrow; sickness, good 
health; ups, downs; changes, crises; agreements, 
disagreements. It is true that we always have 
complaints in our daily lives, but, as St Paul says in the 
letter to the Romans, “we rejoice in our sufferings, knowing that suffering produces 
endurance, and endurance produces character, and character produces hope,” so, if we had 
a chance to live our lives again, we wouldn't have anything to blame. It is because God 
had planned our lives and He has always provided us with what is best for us. With God's 
guidance, our relationship is like a house built on solid rocks and not on sand.

We would like to share a passage from the Book of Ecclesiastes Chapter 4 beginning 
with verse 9

“Two are better than one, because they have good rewards for their labor. For if they 
fall, one will lift up his companion. But woe to him who is alone when he falls, for he has 
no one to help him up. … …  Though one may be overpowered by another, two can 
withstand him.”

Again, we feel honored by your presence today; we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for 
sharing our happiness and blessing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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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英會：四月十五日（星期三）是本堂上了年紀的“耆老”們、每
月一次歡聚的“好”日子。是日上午，天色灰暗，好在沒有下雨的跡象；
時鐘已經標示著十時廿七分，教會的停車場仍然空無一車。走進圖書
館，裡面只有植媽一人獨個兒坐在那。相信盧牧師看到這個情況，內心
一定非常焦慮。誰知三分鐘後（十時卅分），一連有多輛汽車駛進，如
此一來、圖書館裡頓時聚集了十一位“老青少年”來。今次參加聚會的
兄弟姊妹非但踴躍、也很守時，這樣的場面確實難得。

聚會期間，盧牧師讀出今天的經文，也講出他對上週日有四個人決
志信主，接受聖洗禮的個人感受。跟著有多人熱烈發言，各抒己見；各
人講著、講著，忘記了時候。等到 Ada 和 Peter 走進來，這時簡短的午
禱剛好做完。
各人開始討論
到民生大事
（民以食為
先），直到 Lynn
提出去“教會
的食堂”（仁
仁酒家）時，
完全沒有異議
的聲音。

我們走進
仁仁酒家，出
奇地發現
Robert 哥已經在坐、原來已恭候多時了！大家見到他，二話沒說便一同
坐到他的桌子。跟著只聽到七嘴八舌的、一輪 order。不一會、豬、牛、
海鮮就滿滿的擺上一大桌。十四個人見到“好東西”自然不會客氣，原
來：他的到來是為“愛人”（Lynn）“做生日”（慶祝壽辰）請客兼找
數（付帳）；多謝哂罅、亞 Bob 哥！◎

http://www.pdfonline.com/easypdf/?gad=CLjUiqcCEgjbNejkqKEugRjG27j-AyCw_-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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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障的寫信人 April & Alex故事區

有一個人遇上嚴重的車禍，結果兩條腿跟左手臂都廢
掉了，右手也只剩下拇指和幾根指頭。但他的腦子並沒受
影響。

起初，他想：「我什麼事都不能做，我只不過是個廢人罷了！」
    後來他想到，他平常很喜歡收到信，那現在為何不寫信給別人呢？
一定有人跟他一樣喜歡收到信，他還可以勉強用右手寫信的啊！
    但是該寫給誰呢?
    「監獄裡的囚犯，他們一定會喜歡接到信的。」心裡閃過這

樣一個念頭。
    可是，他一個囚犯都不認識啊！於是他向監獄褔音團
契求助，並查問寫信到監獄裡給囚犯的可行性。據他們說

是可以的，但信件當是有去無回頭，要他有心理準備。理由是：根據獄
方的規定，囚犯未經批准是不能和外面通訊息的。
   這個殘障的人於是開始寫信給監獄裡的囚犯。
   他持續地寫，一星期寄出兩封信。這項工作幾乎花掉了他所有的力
氣。在信中，他把他的生命、經歷、智慧、信仰還有他的人生觀都寫進
去了。因為沒有收到回信，有時他也會覺得沮喪，也想過放棄。但最後
他仍然堅持下去，寫信似乎成了他生活裡唯一能做的事。
    最後，他終於接到一封回信。不過，並不是監獄中的囚犯回信給他，
而是監獄裡負責檢查囚犯來往信件的管理員寫給他的。
    這封信很短，信上簡單地說：「請儘可能用品質好一點的信紙寫信，
你的信箋快要被翻爛了。」
    殘障的寫信人竟成了享譽監獄的作家，他幫助無數的囚犯重拾他們
的新生命。
    朋友！當你失意、沮喪，想放棄的時候，不妨也想想這個殘障的寫
信人啊！上帝賦予每個人工作和服務的機會，並且都是他能力所能及
的。即使是殘障的人，上帝依舊使用他，讓他去幫助別人。
    上帝使用我們，並沒定下太多的先決條件；祂不是看我們的聰明才
智，而是看我們是不是有一顆純正善良的心。只要我們願意潔淨自己，
心存善念，上帝就會使用我們，讓我們成為衪眼中貴重的器皿。

         不管我們是四肢健全，還是手足殘障；不管我們是
聰明，還是愚笨；也不管我們是富有，還是貧窮；只要
我們願意自潔，上帝就會樂於使用我們，讓我們作出貢
獻。
      “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
       成為聖潔，合乎主用，豫備行各樣的善事。”

                                   (提摩太後書二章廿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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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生我，劬我，撫養我長大，十月懷胎不容易。        
母親疼我，護我，栽培我成人，哺育恩情數不清。

母親最崇高，純潔。高過崧峰峻嶺；潔過冰霜白雪。晶瑩剔透，不
含半點渣滓，是信賴的源頭。

無與倫比的堅貞，深藏克服一切困難的潛力；強勁有力的雙臂，宛
若壁壘的護垣，阻擋風暴，堅忍不拔。

犧牲、捨己，深植母心。有擔當、有準備。面對付出時毫不猶豫。
不索回饋，不求報償，默默奉獻，心甘情願。母愛就是這樣單純，樸實。
既不分貧賤富貴，也不論愚昧與智慧，都是母親的心肝寶貝！滿懷溫馨
的愛，唾手即可得。

古時孟母教子三遷；今日陪讀不輸陣。一個比一個靈光堅強。
不過，時光的流轉永不止息；生態萬物的變更亦在所難免。日新月

異乃實際進步現象；創新突破更是當今求生存的必然趨勢。不僅個人如
此，國家亦然。確有深思熟慮之需。

因為廣闊的視野與深邃的新思維觸角，均已尖銳地延伸各個生態寰
宇階層。努力推行新思維、新理想、新事物的突破與改變事實；不再完
全依靠歷史經驗的借鏡與追溯回顧。迫切地求新求變以達到進步目的。
欲罷不能，滯停即落伍，再無緩衝的空間餘地了。

數據顯示：二十一世紀的創新變化為以前廿世紀加起來的總和。足
見無所不在丕變中，實非故意標新立異來顛覆傳統；而是 時代
交替所帶來的競爭衝突事實。

前不久，一篇文章推論：「三十年後的世界。」謂：
足不出戶，即可解決一切生活所需的種種⋯⋯。凡事都由
冷冰冰的機器代勞操控運作，包括出國旅遊、匯款、付
賬⋯⋯等各項繁瑣雜務。只要攜帶一只手機便可以上天下
地，通行無阻，過境入關無礙。白雲蒼狗，儘在多端的變化
中⋯⋯。

嗨！到那時，我看！即使最清澈平靜的母愛漩渦中，恐怕也難免不
激漾起一抹微波漣漪吧！

君不見，今日試管嬰兒已成氣候，普及全人類，再也算不上什麼大
秘密啦；不孕症的症候群，也有腹可借、可代胞，不足為奇。

有母親代女兒育胎的；姐代妹產子的；妹代姐生娃的；屢見不鮮。
除親朋戚友是最好的借腹對象之外；甚至於還能用金錢包租的(租腹租
胎胞)，亦復不少。待產後退租走人，留子不留娘。皆合約註明，銀嬰
兩訖，法律生效。

既然借腹代胞都成功了，哪十月懷胎的辛苦煎熬豈不也就沒了!?連
哪生死交關的難產分娩，現在拜醫學昌熾之賜，上手術檯剖腹取嬰，母
子均安，不也稀鬆平常嚒！分娩的危險痛楚既已排除消失，是否春暉之
恩情，亦隨之跟著減分呢？疑惑難解，忍俊不禁。

從前生男育女，完全聽天由命，如今由於醫術昌明，已迎刃而解，
配合得恰當，想生男、欲生女，僅小事一樁。如果異想天開，希望擁抱
個聰明睿智的超人兒，還可以向精子冷凍庫去選購特優品種耶！照優生

http://www.pdfonline.com/easypdf/?gad=CLjUiqcCEgjbNejkqKEugRjG27j-AyCw_-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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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說法：將來人類會愈來愈聰明精幹，優生的衍化結果不是夢，指日
可待。一舉成功，就像嫦娥奔月似的夢想成真：太空旅行已落實；優生
衍化的進展還會太遠嗎？

非常、非常令我擔心害怕的倒是「伊甸園」中那
棵『生命樹』的安危呢！聖經記載：始祖夏娃偷食了「智
慧樹」上的果子，人的智慧就日益增長。為了不讓「生
命樹」受損毀，上帝安設了「基路伯』和「四面轉動發
火燄的劍」把守『生命樹』的安危。好讓人類繼續與各
形各類自然生態保持和諧的共處共生存。

破壞自然就是毀滅『生命樹』的徵兆，是非常，非
常嚴峻危險的事實，萬分令人憂心膽怯。

應該認真換個角度來觀察世態的種種變化疑問，用三稜鏡來透視跡
象狀況；用望遠鏡來拉近事物距離；用顯微鏡來細察錙銖；用放大鏡來
觀望全貌。及時採用新觀點、新思維面對新潮流，不能一味「囿於一隅」，
坐井觀天，偏頗狹窄，予事無益反而生分，生隙。

倒不如虛懷若谷，化小愛為大愛，把濃郁的
母愛，漸漸釋溢化開、放寬、放遠、放大。用
恢宏的氣度俯視天下蒼生；以惻隱之心看待那
些失怙失恃的可憫兒；不只減低自己的落莫感，
還能紓緩兒女當前面臨的時代壓力，當此金融海
嘯風暴洶湧難纏之際，反當以實情為懷，把繁文縟節的老套拋開，胸懷
豁達，推己及人。瀟瀟灑灑分享這大時代獨特溫馨幸福的饗宴──與主
同在，與眾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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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申請來美的華人，凡是持有 “出世紙”( Natural Born
Visa又稱 Paper Son) 的，不管是真是假的，一律把他們送去兩個拘留
所。若是在美東著陸的就送去紐約市碼頭對面的愛麗絲島 (Ellis 
Island)，著陸於西岸的就送去天使島 (Angel Island)。天使島是位於三
藩市灣以東的小島，華人稱之為“坐水監”。為甚麼要把他們拘留起來
而不讓他們進入目的地呢？原來移民局發現移民所持有的“出世紙”
大多是假的又或是買來的。還有，他們發覺凡
是美籍華人離美返家團聚，當回來時都向移民
局登記喜獲嬰兒，且多是男嬰，有的是雙生
的。原來不管他們的妻子有無懷孕，日後可將
這些無形的出世仔紙賣給想要來美的華人，賺
一筆可觀的美金。這種作法
和現代跟美籍華人作假結婚，藉以來美居留，
異曲同工，同樣是欺騙的手法。
在拘留所期間，工作人員整理他們的入口証件，亦即是查考他們的

証件是否屬實。通常拘留二、三個月不等才輪到“問口供”的日子。在
審問時，若被發現口供不符合的話，他們就面臨驅逐出境，同時被列入
黑名單，以後不得再申請來美，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據稱，送去天使島坐水監的華人，從 1910-1940 年前後有十二萬之

多，其中有的是來美與家人團聚、有的是來找工作、有的是來圓淘金夢。
雖然他們的目的不同，但他們的苦悶、焦慮和擔心非言語可以形容。其
中有不少受過良好教育，在等待、渴望的環境中，把他們的感受和心聲
發洩在詩句上;有的還用正楷刻在木牆上，留給後人。這些引人注意的
詩作，用不同的文字寫成，一共有 135 首，其中絕大多數是中文，茲將
數首抄下：

木屋拘留幾十天，所因墨例致牽連；

可惜英雄無用武，只聽音來策祖鞭。

從今遠別此樓中，各位鄉君眾歡同；

莫道其間皆西式，設成玉砌變如籠。

本擬舊歲來美國，洋蚨逼阻到今秋；

織女會牛郎哥日，乃搭林肯總統舟。

餐風嚐浪廿餘日，幸得平安抵美洲；

以為數日可上岸，點知苦困木樓囚。

番奴苛待真難受，感激家境淚雙流，

但願早登三藩市，免在此間倍添愁。

從韻腳上可發現詩人們主要來自廣東或台山。詩句的內容引經據
典，陳述如何忍受離鄉萬里之困苦；能夠入境或將被遣送回家尚且是未

國民不再甘為牛，意至美洲作營謀；

洋樓高聳無緣住，須知樓所是監牢。

說去花旗喜溢顏；千金羅掘不辭艱；

離親有話喉先哽；妻別多情淚對潸。

浪大如山頻駭客，苛政似虎備嚐蠻；

毋望此日君登岸，發憤前程莫懶閒。

囚困木屋天復天，自由束縛豈堪言；

舉目雖現惟靜坐，關心自悶不成眠。

日永樽空秋莫解，夜長枕冷倩誰憐；

參透箇中孤苦味，何如歸去學耕田。

http://www.pdfonline.com/easypdf/?gad=CLjUiqcCEgjbNejkqKEugRjG27j-AyCw_-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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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之數，心中懊惱。其中也有描述家鄉困苦景況和家人對新生活的渴
望，以及對中國長期貧窮和政府政策的無奈。另外，還有對繼來者的忠
告，鼓勵他們要把握機會，在美好好努力，為家鄉的親人爭取好的生活。

記得六姑母在生之時，曾經將她來美的辛酸史沉痛地向我們講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不久，六姑丈在美用八百美元買了一張出世紙藉以
申請六姑來美。她坐了二十一日的船，漂洋過海來到三藩市。本以為可
與久別夫君重聚，誰知海關人員走來，叫她坐到另一邊等候坐船過海去
坐水監，那時她的心情可想而知。在拘留期間過著牢房的生活，除了苦

悶和焦慮外，最折磨的是日以繼夜的去背熟那些假而
厭煩的口供，諸如：假父母、兄弟、姐妹的名字及出
生日期。因所有的名字日期都是假的，故極艱難才能
牢記。除此之外，還要記下假“老竇”家鄉的房屋內
外的方位，是坐北向南，還是坐南向北。屋內的陳設，
如灶爐的位置在那裡，睡房有幾個窗戶，尿壺放在那
一邊⋯⋯等，像這些厭而煩悶的口供，足足寫滿三張
長而褪了色的黃紙，最少有一百多條。她知道在問口
供時，若有半句答錯的話，她就無法見到她的丈夫了。
因此她小心翼翼的回答，幸好她全部答對，移民官無
法刁難她，放了她上岸。姑母一面講下去，一面把口

供紙摺起來，放回信封內。她對我們說：“我要把它保存起來，將來交
給子孫下代，讓他們知道我來美的艱苦；生活在拘留所的六十九天，一
生難忘。”
天使島位於三藩市灣區以東，是灣區第二大島，全島只有七百四十

英畝。在第二次大戰期間，德日的戰犯暫禁於此，然後轉運去卡羅萊納
州 Carolina。戰後不久，加州政府將島改為國家公園。數年前發生大火，
燒毀不少建築物。在清理中，公園管理員無意中發現木屋牆上刻有無數
詩作。歷史學家認定是以前移民的佳作遺物，應以保存，以供世人觀賞；
於是加州的議會撥款一千六百萬元重修。經三年多的經之營之，終於今
年二月十五日正式開放，讓後人可以體會到以前新移民來美的境況。
以前我們祖先移民來美，主要目的是用他們的勞力去換取應得的工

錢，寄回去養家。但當時政府對亞洲移民，特別是我華人，極為歧視及
不公平待遇。不管你是否為美籍公民，就是土生土長的，在他們眼中全
是次等公民；又因一般華人要賺錢養家，在這種壓力下，不得不逆來順
受，甘心作低價勞工。結果搶去了不少白人飯碗，因而激怒他們，導致
他們發動排華。1882 年，國會制定法案，不准華人來美；直至 1943 年，
因中美並肩對日作戰，才由羅斯福總統簽字將這法案廢除。但每年批准
來美名額少得可憐，只有 105 人而已。
戰後中美雖是盟友，但華人在工作上，及在社會上仍受到種種歧視

及不平等待遇。幸好，華人一面忍受下去，一面發憤上進，且一步步的
打入主流社會，爭取在法律上應有的權益。白人做得到的，我們也做得
到，甚至比他們做得更好。今日不論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教育上，華人
都佔有一席之地，提升了華人在美地位，正如木屋牆上的詩句，勉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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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不要忘記既已身在美國，發憤前程，莫懶閒。
我在此寄語在美全體華人，不論男女老幼，要團結一致，繼續去爭

取我們華人在美的平等地位，像美國黑人，奮鬥了二、三百年，終於將
奧巴馬送上總統寶座。希望有一天，白宮的主人，將是我們的炎黃子孫。
看官，不要笑，主耶穌曾經說過：“只要有信心，凡事都能。”◎

山東小子

(續上篇) 汽車走進青島市，大街、小巷都張燈結綵，不過並非歡迎

我們這二十四人的旅遊團。為啥？今年是二零零八年，是祖國的奧運

年，是中國人民的奧運年；青島的浮山灣，更被選為奧運滑浪風帆的比

賽場地。為迎接大日子的來臨、為迎接參賽者、為迎接世界各地到來的

貴賓，車經之處，皆精心裝飾，煥然一新。聖火炬的街道裝飾，高懸在

公路兩旁，綿延數里，蔚為奇觀，比參觀任何景點更具意義。奧運加油，

青島加油，青島人民加油，要把滑浪風帆賽事辦好，好實現“同一個世

界，同一個夢想”的承諾。
    早上吃過濰坊酒店的自助早點，來到青島又是吃午飯的時間，不能
餓著肚子參觀呀！當地的導遊哥哥安排我們一伙人，吃一頓「交東風情

宴」。對於吃，咱是老粗，一竅不通，反而，對於「上鑼絲」
倒有點心得。我一生機械出身，沒有下廚
經驗呀！我們一行人分坐三桌；八人一
桌，享用十人用的菜式，要說吃不飽才怪

呢！參加旅遊團，能住得好，吃得飽是首選，參觀尚算
其次。每到一個景點，只能跑馬看花，未能深入了解。
愚見以為，在景點住宿一宵，花一天時間慢慢「遊」，省卻「旅」的時
間最為理想。能做得到嗎？別忘了又「旅」又「遊」呀！
    青島的旅遊景點多的是，有的要自掏腰包，有的免費參觀。吃飽飯，
導遊哥哥帶我們到「海味超市」散步。我這個中原出生的小孩子，對於
海產，陌生之極。就算在省、港、澳居住七十多年，腦子裡祇有黃河鯉
魚的影子。團員之中，除了一個上海出生，另一個是我中原出生，其餘
皆為「老廣」----廣東人是也。廣東人大部份喜歡吃海產。廣東的海岸線
較長，人們對於吃海產，素有研究，但來到「海產超市」都眼前一亮，

http://www.pdfonline.com/easypdf/?gad=CLjUiqcCEgjbNejkqKEugRjG27j-AyCw_-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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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試吃，又大包小包的選購。為的是「海產超市」貨品，皆為密封乾貨，
又或是半製成品，品質精良，裝潢精緻，香港離島漁村大澳等的產品，
望塵莫及。我細心盤算，當有二千多種之譜，向導遊哥哥求證，他亦表
贊同。在這樣的情況下，我亦特選小螃蟹乾一批，算是入寶山而沒有空
手回。
    年輕的時候，我亦喝喝啤酒。試想想，五、六拾年代的修車技工，
要是不煙、不酒，定難以存活。但自從我要吃血壓丸子之後，第一個戒
掉的習慣，就是喝酒，怕的是酒精和血壓丸子的混合。

經過很短的車程，我們來到世界有名的青島啤酒展 覽
館。從舊日的人手釀製，直到現代化的自動生產過程， 導
遊都作詳盡的介紹。走到中途休息室──「啤酒廊」，
眾人得品嚐到特製的青島啤酒，更有山東名產花生混以 啤
酒醃制的「啤酒豆」作為下酒物。這一種啤酒，據導遊哥哥 告 訴
我們，非一般的青島啤酒，因為太新鮮，不宜長期存放，祇宜在廠內品
嚐，是為一絕。就憑著導遊哥哥的一席話，我心動，大著膽子破戒，也
喝了一小杯。自責祇此一次，下不為例。走到最後一站，那是休息大廳，
各人再來一杯與別不同的生啤。我省了，不喝了，我不能放任亳無節制。
閒來，到處溜溜，走到紀念品小賣部看看，影入眼簾的是小帆船。心生
一念：青島環海，又是奧運滑浪風帆指定的賽場，值得買下來作為紀念
品。是故，我選了兩艘同式樣的帆船，預備送給兩個孩子作為家庭擺設；
也祝願他們在事業上一帆風順，業務蒸蒸日上，滿載而歸。

中國人滿有智慧，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自古以來，都是自給自足，
樂也融融。海濱城市，漁民不少，他們的漁獲吃不完，便要想辦法保存。
一直以來，漁民都利用自然的太陽光去晒魚乾，既省且便。不過時代不
同了，保存漁獲的方法也不同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來到昔日漁民
晒魚乾的地方──“小漁山”，現在它是小漁山公園，是青島的一處旅
遊景點。我本想在這裡找兩條小魚乾帶走，有可能嗎？
    導遊哥哥是青島人，除了對市區景點作詳細的介紹之外，也縷述有
關的歷史。他對歷史的認識深入，據云，德國人，日本人曾先後占領青
島，亦曾留下很大的影響力，近代更有韓國人的到來。德國人最早侵佔
青島，留下了很多由德人一手包辦的建築，其中最有名的當為今日的「迎
賓館」，亦即是昔日的「總統府」。導遊哥哥告訴我，當時的德國工程師
自德國輸入部份的結構材料，花上三年多四年的時間，建成以特厚的花
崗石作外牆的堡壘式府第，又辦公，又居住，公私兩便。我笑笑說，應

是中國人民的血汗和民脂民膏的結晶才對。
    極目遠眺，綠油油的大片陸地；不，那不是
陸地，是海濱的海床。因天氣變化，沿岸一帶的
海床，生滿大片的「綠藻」。據聞，青島市政府頭
痛萬分，得動用大量的船隻，調派無數的義工，
齊心清理，把「綠藻」一船一船運到岸邊，再一
車一車運走傾倒。這也算是「五四廣場」外望的
奇景。

五四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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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紀念青島學生運動的海濱廣場，附近更有開放式的海浴場。導
遊哥哥說，泳季到來，附近居民多穿泳衣前來，男士們可眼福不淺。站
在「五四廣場」靠岸的地方，隱約可見滑浪風帆比賽場地──「浮山灣」。
中國人說，「見山跑死馬」；遠望「浮山灣」能看清楚嗎？就是拿著千里
鏡，坐在直升機上，用我患白內障的眼睛去眺望，亦一樣祇能看個大概，
東南西北都分不清啊!

夕陽西下，忙碌的一天「遊」暫且停下來，該是吃飯時候了。青島
人的家常便飯，擠滿一桌；這樣的「民間小吃」，頃刻之間使我想起國
內的近況和人民的苦難。中部及西南部的雪雨、三一四西藏事件、五一
二汶川地震、和華南水災等接連發生；農作物失收，人民生活不好過。
今天我們仍有美好的菜飯，吃個飽，得感謝上帝；身在福中，應當珍惜。
我是基督徒，自小受洗加入教會，姨父是河南聖公會牧師，家父又是齊
魯神學院畢業，一生執教鞭到退休。這樣的背景對我的影響深遠；不貪
名利，不偷不搶，樂道安貧，一樂也。

飯後，入住青島市的錦江飯店。早上在酒店推窗外望，紅頂黃牆的
建築物盡現眼前，這可說是青島老區的特式吧！近代的高樓大廈都建在
新開發區。市內公車交通四通八達；導遊哥哥說，在青島自行車幾乎絕
跡。山巒起伏，地勢忽高忽低，馬路根本不宜自行車行走。
    喝過礦泉水的人，都知道嶗山礦泉水
中外馳名，但導遊哥哥特別提醒大家為安
全著想，少喝為妙？遊覽嶗山九水十八潭
則可，惟獨不要喝它的水，今非昔比啊！
嶗山有千多米高，是道教的四大名山之
一。我在上山的第二檢查站停下來，因膝
蓋軟骨增生，再前進「潮音瀑」，「蔚竹庵」
等景點，對我是一種負擔。看瀑，拜神，由他們去吧！

原定搭乘中午的航班回港，是時候到機場辦理登機手續了。從嶗山
開車，約一小時車程，便到達青島國際機場。下車後，跟導遊哥哥以及
開車的師父說聲再會；後會有期，告別了兩位山東朋友。香港的領隊小
妹妹帶領我們進入登機閘口；航班經兩度順延，到十六點四分才啟程南

飛香港----我的第二故鄉。
環境的變遷把祖籍山東的小伙子變成了三顆星的香

港永久居民。喂！可不能忘祖呀！但從家父在生時的口述
筆傳，都難令我了解兒時的山東概況，奈何？走遠門要花
一筆，自身能否適應，誰有這閒情逸趣相陪，天時、地利、

人和三者須得配合，缺一不可。在政府有盈餘的財政年度，凡七十歲以
上的老人，除了每月七百零五元的福利外，另加賞三千元的額外補助；
對老人家來說，這是一大喜訊。打著香港居民的旗號，我回老家的夢想
實現了一半。為自己的體力著想，我選擇了多坐車少走路的旅遊團。更
巧的是孩子的姨父有空相陪，夢寐以求的組合，讓我達成了心願。我不
是尋根，因為先父年少之時便跟著拿槍桿子的爺爺到河南，為什麼住在
河南，我一無所知。我們在山東無田、無地、無親、無故，就是有也無

嶗山覽雲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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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找尋。祇是在有生之年能回老家看看現今山東概況，心靈得到安慰，
於願己足矣。至於登泰山看日出日落，雲海奇景，對我並不重要。廿一
世紀的今天，科技日新月異，互聯網聯繫世界每一角落，要拍攝一張身
在歐洲的玉照，電腦可辦得到；要了解任何問題，互聯網有答案。年長
的人，本來就當跟隨時代的巨輪走，老有所學，追上時代。不過，這一
次我帶著照相匣子，也只是隨便拍攝幾張照片，算是有個真實交待；回
香港之後，我才用較傳統的方法，以文字將五天旅程詳細記錄下來。香
港有個私隱條例存在，故文內沒記人名，也沒錄下正確時日，只作空談，
輕描淡寫，提過便算。
    航班誤點，降落香港國際機場已是傍晚時分，拿了簡單的行裝，和
我們的領隊小妹妹親切的說一聲再見，便各自分乘公共交通工具回家
去，齊魯之旅結束。提起領隊小妹妹，自五天前早上八點十分見面開始，
她便一直陪伴團友左右，每晚也到居住的酒店房間問安，很是盡責。小
妹妹是一位經驗豐富的旅遊從業員，四川地震發生初期她正帶隊在四川
景點九寨溝當值。啊！見過大場面啦，了不得。側聞，她有意轉換工作，
可惜！可惜！  (全文完)

（接上文）每日三餐用餐的餐廳與廚
房、都非常接近小禮拜堂。我們在這裡舉行退
修會期間，負責膳食的修士很是體貼，在晚餐
桌上，他居然端出“中餐”來。這一來、確實
出乎眾人意料之外！（當然，他的所謂中餐，
是從“老番的 cook book”學來的－雜
碎。）這樣的“唐餐”雖然並不正宗，不過大
家還是十分受用，心裡有一份“被人關愛”般
（甜滋滋）的味道。來到這裡，我們都好像小孩子一樣，很多平日的生
活習慣都得“修改”或“調整”一下。好像：高談闊論、動手動腳⋯⋯
等，在這裡、除了開會時可以偶一為之外，其他時候絕對不能使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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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話，就會影響到別人的靜坐、沉思、禱告或靈修⋯⋯；因為在這裡，
無論什麼時候（一天廿四小時），都有人作靜坐、沉思、靈修或禱告呢！

第一天由於是初到貴境，大家對這裡的一切都很陌生。當我走進
分配好的房間一看時，立刻呆在當場。因為房子裡除了兩張沒有床單的
“床”和一張所謂“桌子”、另加一張殘破的椅子外，其他甚麼東西都
沒有。看到這個情形，我立刻從房間走出來，向別人一問，原來這兒所
有的房間都一樣、沒有例外。（“舖床”原就不在服務範圍，一切工夫
都要“貴客自理”。首先要到洗滌間取出清潔的床單、返回房間自己整
理。等到離開的時候，床單還得自己動手拆除，拿回洗滌間，讓管理的
修士清潔乾淨，以備後來者使用。）房間裡既無電話與電視，連最起碼
的收音機或時鐘也欠奉。所以每個黃昏、吃過晚飯後，大家都不會返回
房間；反而是三三兩兩，在四周閒蕩。等到晚禱的鐘聲一響，我們便四
方八面朝小禮拜堂走去。晚禱完後各人也很自律地返回房間“尋夢”去
了。修道院裡有很多不成文的規矩，所以、在這裡“睡覺”、保證打擾
不到別人，最平安！（昨晚臨睡前，我們已被通知：「避免騷擾到別人，
明天在吃早飯前、最好不要講說話。」）

每個早上，修院的值勤修士會到每個房間的門上“敲”幾下。（不
要誤會，那是這兒“循例”的 wake-up call，聽到敲門聲可以不必理會；

如趕急開門、閣下可能撲一個空，因為敲
門的人早已遠去。）第二天早上，梳洗後
見時候還早、仍未到早禱的間，很想找個
“自己人”談談。誰知諾大的地方，連一
個自己人都找不到。我在走廊再望出外面
的花園，好像看到有人掩影於花叢之間。
原來花園的後方，有一道露天的梯級可以

走上屋頂。屋頂是平坦的，後邊與小山接攘；所以從花園、可以直接走
上山來。

我走上房頂一望，這才明白：“為什麼我在下面看不到一個自己
人”。原來在這上面、已經聚集了十多個人啦；那幾個年青的小伙子已
爬得更高和更遠了！這時太陽還未露臉，天色仍未完全明亮，就在這個
房頂、讓我眼界大開。我看到一片白茫茫的“雲海”
就在我們的腳下。不遠的地方，一個個大小山峯被
雲霧繚繞著，這個情景跟唐白居易寫“長恨歌”時
所描述的：「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
差不多。最難得是每一個在這上面的人都好像非常
沉醉、不發一聲；自己當時也被此情此景所薰陶，
頓時有點“飄飄然”、有置身於仙境的感覺，我能
不頌讚天父上帝奇妙和偉大的作為麼？。這時亞
Joe哥（我們的永遠堂長）在我耳旁柔聲說：「在這
裡、不准說話真好，不怕有人“罵”，耳根可以清淨了！」大家這樣沉
默了好一會，若不是鐘聲忽然響起（已是早課的時候了），相信很多人
還要沉醉好一陣子呢！

除了那一次退修會，這麼多年來我們在那兒祇舉辦過另一次“一
天的退修會”（所以沒有過夜，是晚上另有安排）。後來，教會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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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舉辦“退修會”，每次提到地點的時候，有很多人都會說“聖十架
修道院”，可是、每次都不成功。因為她是一個“熱門”的地方，預訂
的團體多得很呢。

這些年來，兄姐們每逢講起“聖十架修道院”，那一幅幅、一張
張“舊日的圖片”立即會在我的腦海裡翻騰。因為我們在這個地方，曾
經留下很多與“故人們”歡笑與快樂相聚的記憶。今時今日、當日的
“故人們”有很多早已離開、返回天家了！所以、每逢想到“聖十架修
道院”，我就會聯想起他（她）們，那麼不一樣的音容笑貌⋯⋯；這些
回憶是多麼溫馨、甜美？

所以、我老認為：“聖十架修道院”是我們教會裡的一塊“珍貴
的瑰寶”。可惜、如今這一塊「瑰寶被燒毀了！」 (完)

＊ 對 不 起 ＊ － 麥 仁 。

上月中的一個晚上、我被二十多年的老毛病“咳嗽”再一次弄
到昏迷，跌倒在客廳裡。（因為我的呼吸管道容易受到騷擾，只要稍
微不順，咳嗽便會隨之而起。一旦咳起來、很多時會變成“有氣出、
沒氣入”，身體因為缺氧而致昏迷。所以我對“因咳嗽而致昏迷”的
情況很有經驗。幸好我當晚於倒下時、不左不右，剛好倒在客廳的正
中，頭部離火爐不足兩尺，否則“大件事”了！）昏倒後、咳嗽停止，
呼吸回復正常，不久、我也甦醒過來。那時只感到全身疼痛難當；想
站立起來、卻又力不從心，整個人躺臥在那裡，完全動彈不得；惟有
大聲呼叫老伴，有了她的協助、我才能起來、再坐到椅子上去。

跌後，全身疼痛非常，我依照自己的經驗，每六個小時吃三片
“Advil”止痛藥，滿以為藥到可以痛止，誰知這一次，藥片絲毫起不
了作用，不得已唯有看醫生。走進診療所，看醫生、照 X 光和驗血自
然是免不了。醫生說：幸好骨頭沒有受傷，受傷的只是筋肉部份，
“Advil”止痛藥不能多服，多吃了對腸胃不好；於是他給我開了新的
止痛藥和筋骨鬆弛劑。回家後、我照著醫生的指示服藥，兩天過後，
不但筋脈的疼痛依然，還要加上新的“不便”（那是“大便不通”），
肚皮臌漲。於是往醫院看急診（週末家庭醫生不上班），他給我一大
瓶瀉油，另外兩小瓶藥丸。回家後遵醫囑服藥，過了幾個鐘頭大便來
勢洶洶，弄得我頻頻往廁所走，大便好像完全清除了！祇是肚皮仍然
臌漲。再過兩天又看醫生，他說：「你少運動，連帶腸胃的運動也不
足，宿便不能排擠出來。」既然如此，唯有再“多瀉”兩次。

從前、假若聽到我因身體不適而休假的話，那一定是“偷懶”、
言過其實。我甚少生病，偶然也有頭痛發燒、傷風感冒，但也不致無
法工作；所以請假休息、完全是“懶惰”，不願工作。很多時會聽到
人說：“小病是福”；真不明白、“福在那裡”？這次“罷工”，不
是“偷懶”的，真的是「身體疼痛兼疲憊不堪」，坐不下來，罷稿是
不得已也。請原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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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曉寧弟兄 供稿
指甲板縱紋
√指甲上有數條明顯縱紋表示長期神經衰弱、機體衰老的象徵。容易出

現：神經衰弱、長期失眠、多夢、易醒、難以入睡等。
√消耗性疾病，體力透支（如身心疲勞綜合症）。
√免疫功能差，容易感冒等。
指甲板橫紋
√橫紋深粗者，表示一次嚴重的疾病。
√橫紋多且細者，多見于長期慢性消化系統疾     

病。飲  食消化不注意，就會出現腹脹、腹
痛、洩瀉等症狀。

指甲的斑點
瘀黑斑點──表示腦部血液循環發生障礙的征兆，一般右手指甲出現，
表示左腦有問題。
指甲白點──消化不良，指甲上出現 1個或數個白點：
# 成人多見肝功能代謝不良或受損，特別是乙肝慢性病人。
# 小孩多見于腸胃積滯，消化不良或蟲積或缺鈣。
# 習慣性便秘，長期造成腸胃功能紊亂也會出現點狀白點。
按壓指甲
一般而言，恢復快的表示正常，慢的表示體內有障礙。
用一只手按壓住另一指甲尖 3秒，見指甲白色後可放手，觀察 5個手指
甲床下血液循環恢復的快慢，如果馬上呈微紅狀，則表示健康，說明血
液循環暢通，內臟機能活潑；若恢復慢，說明血液循環不良，則表明某
個內臟存在問題。
指甲半月痕
正常：雙手 8-10 個手指要有半月痕。半月痕面積佔指甲的 1/5，顏色為
奶白色，越白越好，表示精力旺盛。
不正常：
Δ寒底型：半月痕少或無半月痕。半月痕越少，表示精力越差。這種人
的臟腑功能低下，氣血運行較慢，容易疲勞乏力，精神不振，吸收功能
差，面色蒼白，手腳厥冷，心悸、氣短、易感冒、體質下降等。
Δ熱底型：連小指也有半月痕者，或半月痕增大均屬熱底型。表示臟腑
功能強壯，身體素質較好。但在病理情況下，則屬于陽氣偏盛，臟腑功
能亢進。可見面紅、上火、煩躁、便秘、易怒、口乾、好動，甚則有血
壓高等。
Δ寒熱交替型：也叫陰陽失衡型。半月痕的邊界模糊不清，顏色逐漸接
近甲體顏色者。寒熱的變化可因保養的不同而異，提示人體內寒熱的變
化。
所謂“精足人壯（半月痕足）；精弱久病（半月痕變色）；精少人老（半
月痕少）”。
手指無半月痕的人，即使暫時無病，也需迅速補養身體。特別是只剩下
拇指有半月痕時，體內正在告訴你已經用“底油”了，要趕快“加油”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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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建議：精力的補充要靠優質中性蛋白質，如奶類、蛋類、豆類、魚
類和黑色性食物、種子性、胚胎性食物，保證營養，堅持保養。

觀手知健康
手感溫暖、潤澤：五臟調和、身體健康。
手感熱：主心腎陰虛，多見煩躁、上火、失眠多夢等；
手感涼：主脾腎陽虛，多見體弱怕冷、消化吸收功能差；
手感濕：主心脾兩虛，多見易疲倦乏力。手掌多汗者，多為脾

胃積熱，心火盛、心理壓力、精神緊張；
手感乾：主肺脾兩虧，多見皮膚乾燥、易感冒；
手感粘：主內分泌失調，特別是糖尿病人多見。

We give thanks to God for this beautiful and joyous April. On Easter Sunday 
our church was packed with more than 100 worshippers- the 140 seats in the 
nave are almost fully occupied. And the Evensong of the following Sunday, 
the 60th Wedding Anniversary thanksgiving service of Ginger and Joe, was 
packed with more people- 200 plus! We give thanks to God that He 
increases the joy of St Gabriel by increasing our membership. And let’s 
welcome the new members of our parish who were christened this Easter 
Sunday: Yue Chun Wong, Xiaoning Zhu, Jin Wu and Min Zhou.

The Catholic Church keeps a tradition that when one asks for baptism, one 
has to have a sponsor (or Godparent(s) for infants). Anglican Church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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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ps this tradition. According to the scholars, this tradition has been around 
in the late 2nd Century, for which is mentioned in the writings of Tertullian (c. 
150-225 A.D.)an early Church Father. However, one may still question the 
wisdom of keeping this tradition because baptism is a personal matter, where 
a third-party intervention seems unnecessary.

In fact, this is a valuable tradition. In the first place, the sponsor i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faith community, who is to help the new members to 
integrate with the life of the community. Though baptism is a personal 
matter, it also bears a community significance. It’ll benefit each other if one 
could integrate into the community smoothly. It is like a marriage, which is a 
matter of the couple, yet it also bears significance of the two families 
concerned. If the relationship of both families is in harmony, then, the couple 
will enjoy their marriage more freely.

The second responsibility of a sponsor is to be a mentor. For infants and 
children, sponsors are called to play the role of a loving mother on behalf of 
the Church, assisting the parents to nurture the child by faith in words and 
deeds. For adults, sponsors are expected to set up a Christian example, to 
guide and influence the baptized with patience and skill. It is something 
similar to Christian apprenticeship. Yet the system of apprenticeship is an 
effective one for acquiring practical knowledge, for example, the British law 
students are trained to be barristers through a system called pupilage, which 
is in fact, an apprenticeship system. Newly ordained clergy are trained to 
take up a parish independently after assisting a senior clergy (a mentor) for 
some time. Mature Christian faith also tends to pass on in the same manner.

The third responsibility of a sponsor is pray for the baptized for their 
mission, as Christ prayed for His disciples for their mission (John 17:11,15). 
Shall there be any wishes to serve, any accomplishment to be achieved, all 
comes from God. This is because “You did not choose me, but I chose you 
and appointed you to go and bear fruit” (John 15:16a). Every sponsor would 
like to see the baptized be grown up in faith and bear fruits in life; so, the 
best way to see that happen is to pray for them, 

There are a lot of members in our congregation who are sponsors or 
Godparents, entrusted into their hands by God to take care of the faith of the 
baptized. I pray that we can all endeavor our best to guide, nurture and form 
the sense of mission of the baptized so that the vibrant faith as witnessed by 
St Gabriel’s would pass o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Bless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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