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月中，編者於香港接到周家全夫人的電話，
原來她打算訂購一批 2010 年的日曆送贈給洛杉
磯聖加百利堂的長者；她囑咐我代她將這些日曆帶
到美國，並交本堂的耆英會分發。這自然是義不容
辭的事；周夫人愛護本堂，送贈日曆，物重情義亦
重，謹代表聖加百利堂和我們的長者向她致謝。              
周夫人敬老尊賢，其實本堂的耆英們真是值得

我們尊敬的。在過去、在現在，他們當中大部分堅
定不移，戮力服務本堂，參與及支持不同部門的事
工，愛主愛人，出錢出力，貢獻良多，功不可沒。
上帝一定繼續保守他們，賜他們平安、健康和福
樂。在將來的日子，他們仍繼續發光發熱，憑著上
帝賜的智慧、遠見，作我們教會的南針，帶領我們
在主內得安慰和喜樂。
有人會用落日斜陽來比喻長者；又或以為「廉

頗老矣，尚能飯否？」從而懷疑長者的能力；也許，
有些長者也實在忍受著手痛、肩背痛、眼矇耳聾，
以為力不從心，不復當年，因而自我菲薄，⋯⋯
    在這裡，我願以這一節歌詞勉勵我們的長者，
亦以此自勉：                                                      
斜陽裡 氣魄更壯
斜陽落下 心中不必驚慌
知道 聽朝 (明天早上) 
天邊一光新的希望
互助互勵又互勉
那怕去到遠遠那方
前程盡願望 自命百鍊鋼
淚下抹乾 敢抵抗高山 攀過望遠方
小小苦楚等於激勵 等於苦海翻細浪
藉著毅力 恃我志氣 總要步步前望
秋冬將到了，斜陽顯得更加溫暖，更加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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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聖加百利堂都有一個共同的盼望－ 旺丁。正所謂：人多啦，
就高興。我們感謝上帝，今次堂慶崇拜，上帝用一百零五人的破紀錄數
字，來加增我們的喜樂。

人氣旺，氣氛盛，當然高興。但我們的主卻好像對旺盛人氣有點不
以為然。福音書告訴我們，當許多人要找耶穌時，耶穌就避開人群－ “耶
穌以後不得再明明的進城，只好在外邊曠野地方。人從各處都就了他
來⋯”(馬可福音 1:45)。基本上，主的真理時有叫人避之則吉的，例如耶
穌講完生命真糧的道理後，“⋯他門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
耶穌就對那十二個門徒說：你們也要去麼？”(约翰福音 6：66-67)。主耶
穌似乎不怎麼熱衷吸引群眾。

但再反過來說，難道我們成功邀請人參加崇拜而高興是錯了嗎？難
道我們因預嚐一下未來的成功而高興是錯了嗎？難道我們得到上帝的一
點鼓舞而高興是錯了嗎？難道我們為人多而高興是錯了嗎？當然不是。
只是我們要小心，人多不是我們的最終目的，讓人到耶穌前得生命才是
我們的最終目的。

為了使人能到耶穌前得生命，我們理應先讓人看到自己在基督面前
所得到的生命是甚麼樣的。可是我們知道自己不是聖人，我們絕大部份
信徒都是在罪中被割裂的人，在世俗洪流中被沖擊的人，甚至在身體軟
弱中被捆綁的人，我們自然就不願別人看清楚自己。然而，這是有點過
慮的；因為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就為我們死（羅馬書 5章 8節）。
我們不是聖人，只是被恕的罪人。所以，我們如讓人看到我們怎樣勇敢
地面對自己，不向罪惡低頭，在主恩典中努力更新向上，我們也可以被
主選擇為他作傳道的伙伴。

本堂定下 十月十八日為醫療主日。在午堂崇拜中，我們會為有需要
的人按手祈禱；祈求我們能與創造者復和，與人復和及與自己復和。藉
此，我們就可以在主的恩典中，以更強健，更完整的生命來為主作鹽作
光，榮耀上帝。請大家都記下這主日，並週知至愛親朋來堂，參加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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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團契 於九月五日禮拜六下午六時半假植劉寶珠府上擧行聚會，是晚主
題為「普頌聖詩金曲大選」。我們在之前的兩個主日邀請出席崇拜的會
眾選出十首自己所喜愛的聖詩，然後彙集統計，定出金曲名錄。在該晚
聚會時，各人競猜最受崇拜會眾歡迎的其中五首聖詩，猜對有獎。

    最受歡迎的十首聖詩揭曉，如下：
第一位 609 奇妙恩典歌
第二位 100 平安夜歌
第三位 1 聖哉三一歌
第四位 30 千古保障歌
第五位 471 東方破曉歌

國語青年團契 於九月四日禮拜五下午五時半假信實室擧行聚會。聚會開
始，我們先一起做飯、喝靚湯、用膳；然後唱詩、主題分享和崇拜。是
次聚會由劉曉卉統籌，主題分享由盧牧師主領。以後，每月第一個禮拜
五於同樣時間舉行聚會。歡迎青年朋友們參加，請聯絡劉曉卉或 Iris 
Fok。今年聚會的主題如下：
九月四日━祈禱唔使怕； 十月二日━信徒裝備說節制；
十一月六日━戶外活動； 十二月四日━信徒裝備說勇敢

粵語查班正名為成人主日學  逢主日上午九時四十五分至十時四十五分在
圖書室擧行粵語查經，由 Iris Wai 主領。九月廿七日開始研習和討論的
是約翰福音。我們要天天向上(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要在靈裏
好好學習。誠邀各位參加。

國語查經班  每主日上午十時至十一時在本堂良善室擧行，歡迎參加。

藏畫義賣  丘民光、羅思凱伉儷雖家居甚遠，又行動不便，但無時不心繫
聖堂。他們將捐出多年來供私人鑑賞之藏畫義賣，所得收入，全部撥歸
聖堂。詳情容後公布。請留意並請悉力支持。

婦女部九月份活動  婦女部於 九月十二日舉行戶外活動，暢遊 Laguna 
Beach。詳情見本刊〈教友園地〉的專欄報導。

婦女部九月份特別活動  婦女部詢眾要求，於堂慶主日聚餐後在良善室再
次舉辦「隔熱架 Trivet 製作坊」。

耆英會 於九月十六日禮拜三上午十時半在圖書室舉行例會。

國語團契   於九月十九日禮拜六下午五時半於副堂擧行聚會。趙蔚藩弟兄
與眾人分享專題：信仰自由與意志理性。

堂慶崇拜  九月廿七日為本堂獻堂 27 周年紀念日 (該主日最接近 九月廿
九日之聖米迦勒與諸天使日)。當日，國語、英語和粵語三堂舉行聯合
崇拜。這是我們牧區的大日子，我們一起同心感謝上帝的帶領。當日
崇拜人數破以往紀錄----共有 105 人蒞堂慶祝，同頌主恩。

同心團契 於十月三日禮拜六下午六時半於張茂棋伉儷府上擧行聚會。是

第六位 536 天父世界歌
第七位 403 奉獻全生歌
第八位 618 恩友歌
第九位 425 信徒精兵歌
第十位 91 凡有血氣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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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的主題為：共慶中秋。

金婚紀念崇拜  余榮莊伉儷將於 十一月十五日(主日)下午五時正在本堂
舉行金禧五十周年結婚紀念崇拜。他倆青梅竹馬，甘苦與共；現白頭偕
老，又親見子女長大成才，感謝主恩，難以言表。他們衷心讚美主，誠
邀主內弟兄姐妹參加他們的感恩崇拜，一同分享他們的喜樂。崇拜後在
海皇翠亨村大酒樓聚餐；所有禮金，全數撥歸本堂作發展聖工之用。請
記下這日子。

普通話慕道班  本堂將於 10 月 6, 9, 13, 16,19 日晚上 7:00-9:00 在圖書室舉
行普通話慕道班，歡迎渴求救恩、尋找主道者參加；希望在信仰知識上
溫故知新者，也無任歡迎。

醫療主日 本堂定 十月十八日(即聖路加日前夕)為醫療主日。我們希望大
家藉共同敬拜主，從而獲得心靈內外的醫治。請大家向至愛親朋推介，
並邀請他們到來一起崇拜讚美，共沐主恩典。

我們為世界和平祈禱，特別為一個更安全，不受核
子武器威脅的世界祈禱；我們也為最近發生騷亂的中緬
邊界的百姓禱告。求主使真正的和平、真正的民族和諧
能早日降臨。
我們為散落在世界各地，居住在帳篷中或收容中心的難民和災民祈禱；

又請為在荒旱地方上，尋找潔淨水源飲用的人，特別是婦女及兒童祈禱。
為本堂的敬拜、團契生活及在洛杉磯地方所作的見證獻上感謝。我們又

為 九月廿七日的堂慶感謝主；當日崇拜人數破以往紀錄，使我們確見主的
保守和帶領，我們也看見未來的遠象。
為本堂所有事工祈禱：特別是最新開展的國語青年團契及十月份舉行的

洗禮慕道班禱告。請繼續為主日學未來的發展、主日學導師們，特別為剛加
入作導師的Virginia 及 Edmund 祈禱；求主賜他們能力與智慧，在主的愛中
恩上加恩，力上加力。
為那些失業、無助、無望的人祈禱：求主使他們在窮途中見到主的奇妙

作為，重獲盼望。
十月十八日為我們的醫療主日，是日將舉行特別崇拜，求主垂顧。願主

幫助我們，叫我們有健康的身心，也讓我們更有力量服侍主。又請繼續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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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又繼續為受H1N1 甲型流感
威脅的地區、政府及人民祈禱：求主除去人們心中的恐懼，叫患者早日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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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NG, Jane 龍黃荃卿 10 月 1 日 WONG, George 黃家榮 10月 19日

WONG, Tie Bing 黃吳鐵冰 10 月 1 日 WU, Fei-Wen Li 吳李霏雯 10月 19日

KWAN Dalphine 關明華 10 月 3 日 YIN, Debra 沈德珮 10月 19日

CHAN, Yun Ping Choi 陳蔡婉萍 10 月 5 日 YU Wing Chong, 余榮莊 10月 20日

ZHANG, Rei Helen 張睿 10 月 5 日 CHEUNG, Charles 張茂棋 10月 24日

WANG Ying, Carol 王穎 10 月 6 日 LO, Peter (The Rev.) 盧君灝10月 24日

KWAN, Carol 關鄭桂好 10 月 12 日 WONG, Pui Patricia 黃佩玲10月 25日

WONG, Sandy 王黃學君 10 月 17 日 LEUNG, Ada 梁鄭國貞 10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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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a Chan

「陽光與海灘，你我都愛它！」九月份婦女會活動是暢遊 Laguna Beach。                 
洛杉磯位於陽光充沛的南加州；除了陽光充足之外，亦有很長的海岸線。它
與太平洋相連，因此有很多海灘。
Laguna Beach 就是其中一個著名的海

灘。它位處洛杉磯的南邊，從教堂驅車前
往，大概需要一小時的車程。Laguna Beach 
除了是一個海灘，亦是欣賞藝術品的好去
處，也有很多名人居住在那裡。
當日九時左右，我們在教堂集合驅車前

往，大約十時便到達目的地。當天天氣怡
人；大家急不及待，齊齊踏步在沙灘上。一
邊享受清涼的海風及和暖的陽光，一邊聽著悠揚的海浪聲，自然不會再被都
市的煩囂所困擾。年青人脫了鞋，光著腳，踏水嬉戲；亦有人赤腳漫步於沙

灘上，享受「足浴」，各適其適！
其後我們於街上散步，沿途觀賞商店窗櫥陳列

的貨品；貨品別具特色，林林總總，目不暇給。此
外，我們亦到 Laguna Beach Village 參觀。該處有數
間自製小飾物的商店，亦有成衣店，可惜大家都找
不到「心頭好」，所以沒有「戰利品」。Village 內有
一所露天餐廳，該餐廳居高臨下，面對太平洋。能

夠與知己良朋於餐廳內用膳，一邊享受美食，一邊欣賞「海連天，天連海」
----海闊天空的大自然景色，誰說不是一件賞心樂事！
中午時份，大家都「肚打鼓」，所以急急「打道回府」到蒙市的NBC用

膳，享用點心美食，席中大家少不免暢談一番。當天活動就在愉快之中寫上
句號。
在此衷心感謝當天為我們開車的弟

兄姐妹，沒有他們的付出，我們就沒有
如此愉快的旅程。謝謝！謝謝！
此外，假若當天有關顧不周的地

方，在此請接受婦女會的道歉！
我們誠摯希望大家可以和我們一同

分享當天的喜樂。請瀏覽本堂網址
http://www.saint-gabriel.org，是日的照
片，上載到該網頁當中。
十月份活動主題是「Living Green - 活出綠色生活」的研討。這是有關我
們每一個地球人的議題，由盧牧師領導我們去探討，請各位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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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時份，哈佛大學的黑人教授蓋茨 (Gates)剛剛訪問完中國大陸回
來，從機場坐著他的轎車回到他的家門，因找不到門匙而不得其門而入。他
懷著一肚子氣轉身走去叫他的司機用鐵柱將門撬開。正在撬門的時候，被對

面的好心人看到，以為是賊人入屋打劫，便馬上報警。好不
容易將門打開，進入屋不久，就聽到門口有人大力打門，同
時大聲說是 POLICE！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蓋茨一頭霧
水，走去應門，但看到有兩三位警察，如臨大敵，來勢洶洶。
其中一名白人長官叫克勞里(Crowley)大聲命令屋內的人立
即開門出來，並將每人的証件交給他。當時教授不知真相，

便拒絕步出走廊，只將他的哈佛身份証及駕駛執照從門縫裡展示給克勞里
看，同時氣憤的說： “這是你們差佬一貫對待黑人的態度嗎?!”本來克勞里
對教授不肯聽命步出，心頭已感到惱怒，今又聽到他喊出這句粗俗的話，真
是火上加油，便上前將門撞開，把教授拉出來，扣上手銬，以拒絕命令，行
為不當的罪名，帶回警局處理。
  本來這件普通案件，應是告一段落，但說來真是巧合，事發的第二天，
奧巴馬 (Obama) 總統出席一個新聞發佈會，有一位記者向他問起對於他的
朋友蓋茨教授被捕的事有何感想。奧巴馬毫不思索的回答說：“這警官的行
動太笨了（Acted Stupidly）！”就是因他快人快語說出這個“笨”字，記者們
便大作文章。第二天一早，全國報紙便以頭條新聞報導總統的言論，有的說
他公私不分袒護朋友，有的說他涉及種族主義；更有的說他干涉 地方公
安，影響該市的警察形象。還有警察工會要求他公開道歉。在另 一
方面，支持他的社論認為奧巴馬用“笨”字來指責這差人並無不
妥；既然蓋茨教授已將証件展示給警察，已証明他是主人而不
是盜賊，何以仍將他逮捕？雖然教授出言有些高傲粗魯而開罪
這位警官，但也無必要將他扣上手銬。（按警察手冊指出，市民
在自己的家中向警察大呼大叫，態度不檢，警察不應立即將他逮
捕，可尋求其他方法去勸服他或制止他。反之，這種情況發生在公
共場所而警方無法制止的話，為公眾安全起見，可將他逮捕。）有的指出有
些白人差人仍帶有種族歧視，一向就是這樣對待黑人市民，處事有欠公平。
支持與反對兩方面，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事端就像雪球那樣，越滾越
大。這時奧巴馬正在推行他的健保改革 (Health Care Reform)，誠恐因這場種
族爭議而影響到改革的進度。白宮的師爺 (Adviser)向奧巴馬獻計，來一個啤
酒會（Beer Summit），邀請教授和警官二人到白宮的 Rose Garden 借酒言
歡，希望一笑泯恩仇。該日，蓋茨和克勞里（Gate ＆ Crowley）二人依時出
席；這邊廂，是奧巴馬和副總統拜登(Biden)。拜登算是聞酒而來，乃是事前
沒有宣佈的陪客。有專家猜測，這是白宮方面有意的安排，給民眾一種黑白
平衡的視覺感受。
  那天的酒會只限一小群記者入內在距離酒會５０呎外採訪和攝影，且只

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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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他們三十秒鐘的時間。從 TV看到四人把酒言歡，相當和善；但他們說些
甚麼，不得而知。據警官克勞里會後對媒體說：“四人進行真誠及有建設性
的討論。” 不過，克勞里沒有透露討論的內容，只說當時
沒有人相互道歉。奧巴馬也在酒會後發表一份聲明：他很
感謝蓋茨和克勞里參與酒會，並作友善及懇切的對話；希
望大家能自這個事件，學到正面的教訓。
  綜合各界的意見，這事件的當事人多少犯上一些錯誤：
  先談哈佛大學教授蓋茨，根據警方的報告，他對克勞
里的態度高傲粗魯，且拒絕依從警官的警告。在他的心底
下，對白人差人早有成見，且懷有惡意，失去學者的風範。
警官克勞里也有不對之處。他以為差人高高在上，因

此濫用警權。可能在他的心目中，仍存有種族意念；明知
教授不是賊人，仍要將他逮捕，實有點太過。就是該市的市長，也認為過於
霸道，而公開向蓋茨道歉。
奧巴馬總統一向對外講話非常謹慎，但不知何故，今次因講錯一個“笨”

字而惹起這場不大不小的風波。事後，他承認開口失言，事前未了解全部案
情。真是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我在美國三十年，期間大小主流社會活動都積極參與，對各界人士亦頗
有交往。從他們的言行中，外表看來，似是友善平等，但心底深處、骨子裡
多少仍存留著種族主義的殘渣；深信當今主流社會仍有千千萬萬蓋茨和克勞
里那樣的人。無怪有人問，假如蓋茨教授生為白人的話，你看這場風波會不

會如此發生？
黑人領袖馬丁路德曾以“我有一個夢”作為口號，激發

他的民眾團結起來，爭取自由平等的利益與待遇，終於在去
年將奧巴馬送入白宮。我們也應有一個“夢”----結合所有亞
裔，形成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這個“夢”總有一天會實現

的。◎

http://www.pdfonline.com/easypdf/?gad=CLjUiqcCEgjbNejkqKEugRjG27j-AyCw_-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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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是一個不學無術、卻喜愛到處賣弄的“騙子”。一向以來，很多人
都被我“騙”過;並不是我存心要“騙”他（她）們，而是因我說過的每一
句話、做過的每一件事都“似層層”（好像“真的”一樣）。我好像讀過不
少書、在很多不同的行業耽過；同時，我又像到過很多地方、見過和認識不
少有名望的人；不然的話、最低限度也知道一些兒“底蘊”－－。可是，一
切都是“騙人”的；－－拆穿了，不值半文！雖說有些人不很相信，但－－
居然也有很多人對我所說的深信不疑。為了這一切－－我就應該感謝天父
了！因為－－祂賜給了我、很不錯的：記憶能力、人際關係、教會團契、家
庭溫暖和健康的身體，最最重要的－是能夠安享晚年和一切人間認為“最
好的福氣”。

自從 1990 年退休以後，最近這幾年，我每天的生活方式都
近乎“機械化”式的：“日日咁工，餐餐咁餸”（天天一樣）；
如無意外、這樣的生活方式就沒甚麼“大變改”了。平時、
一切起居與工作，就像例行公事一樣：－－每天 24小時中，
只有一、兩個小時是坐到電腦桌前，面對著屏幕，除了收看
“伊媚兒”或回郵外，雙手就放在鍵盤上、胡亂地“督”（拷）
一輪。如此這般，幾天過後，電腦的屏幕上就會顯示出：一版「自己“督”
出來的“所謂文章”」了！最近一個時期，我每天仍舊依照往日的生活方
式，天天照樣“督”著；可是、每次都因心神恍惚（我完全不曉得所因何事），
就算是一如過往、一模一樣地“督”個半天，也無法“督”出個一行半句
來。這時，不禁要自問一句：為何我會弄成這個模樣？（隱約間、忽然有一
個答案在眼前“一閃而過”，仔細一看，竟然是－『該是“老人痴呆症”
光臨的先兆了！』）

不過，今天這時，忽然想到：『數十年前在香港讀新生晚報時，副刊裡
的一位作家－簡老八。（他是一位多產作家，每天為報章、雜誌寫短文，
自己又出版馬經、同時也為大報寫馬評；為音樂作曲、填詞；編劇之餘也客
串粉墨登場－－。）他在專欄裡、形容自己每逢遇到：「手執筆干、面對著
稿紙，腦袋裡卻是一片空白而無從下筆」這種情形時，他使用了這麼樣的一
個形容詞：“大腦便秘”。試想想：寫文章或吃“筆耕”飯的人，手執著筆

桿，面對著稿紙，腦袋裡卻是一片空白，一句或一段文字都
寫不出來；那一種痛苦、就好像老人們患了“便泌”，坐在
廁板上－“等痾”一樣痛苦。（他的形容雖說是粗俗點、卻
是寫實，崇拜他的人很多時也就倣效他了－例如黃霑等
人。當年在香港，有很多人－大多數是文人與演戲或藝術
界中人、或在報章副刊上寫稿的人，都稱他和他們這一群人
為“才子”。）

說起簡老八，我不得不給他一些“小介紹”（先此聲
明，我並不認識這位“名人”）：他是名金石家兼書畫家簡琴
齋老先生的八公子簡而清先生，也即是張榮岳副主教的妻

舅。他書香世代，在銅鑼灣的灣景樓二樓（電車路、維多利亞公園與銅鑼灣

－麥 仁

9

的大坑道交接處），有自己的琴齋書舍。簡而清先生兄弟姊妹眾多（都是很
有才華的人物），他們的名字都很好愛（簡而廉、簡而潔、簡而舒、簡而和、
簡而清、簡而美⋯⋯等，忘記了！）。他為人不羈、憤世嫉俗，一生傳奇；
既是文人、馬評家，又是音樂與戲劇等藝術作家還兼客串粉墨登場呢。

很可惜，簡老八形容的「大腦便秘」只不過是一時的、最長也不過數日
吧了；而我坐在屏幕前“督”個半天而完全“督”不出個一行半句，恐怕－
－、極有可能是“永久性”的呢！想著、想著，讓我的思緒頓時陷入迷迷糊
糊的境界－－

再回心一想，像我這樣一個（不長腦筍的）人，才十六歲那年、便要“單
人匹馬”獨自闖江湖、討生活；既嚐過戰爭、逃亡、失業、病痛、遷徙及移
民⋯⋯等“苦澀滋味”；也要通過遇溺、傷患、槍擊、炸彈⋯⋯等“危難關
卡”。八十多年來，在上主的恩慈護佑之下，不但能夠平安地通過這些層出
不窮的天災與人禍或其他障礙，還可以“大模斯樣”地過著讓人艷羨的“富
裕生活”。說到底，“我才是一個非常、非常幸運的人”！【記得馬禮全牧
師（前洛城華人美以美教會牧師）生前曾經講過很多
次：「⋯⋯我很“富有”⋯⋯，這個“富有”、並不
是人世間的“田舍”、“金銀”、“財帛”、或“股
票”。⋯⋯」】
那麼，我也敢說一句：“鄙人何嘗不是一樣？”

（⋯⋯我也很“富有”。）今天既然要面對這個“空
白難題”，我原曉得：「無論甚麼時候、在甚麼地方、
或者為了某些（如意或不如意的）事情、我都要感謝
天父上帝。」既然是這樣，我應該開竅了！

   (接續 126 期上文)⋯⋯當時，大陸到香港尚可自由通關；於是，三姨便
攜帶小表弟經香港到馬來西亞的檳城，與三姨丈會合。此
後，她就定居在檳城，當華文教師數十年，養兒育女。她
的四個兒子和三個女兒全部培養成博士，均事業有成，甚
至孫輩也全是博士，可謂博士之家。                    
三姨與她的弟兄姐妹感情很好， 特別和我的母親(即

她的二姐)最為親密，感情要好。在她的姐妹中，她們性格
極為相似，甚至寫的中文字也差不多，並且都嚴於律己，
而寬於待人。兩人寫信習慣也一模一樣，用很薄的信紙，
長篇大段；信紙正反面都寫滿了字，絕不浪費任何的一個
小空白處，甚至在信的週邊那一點小空白處，也塞上幾句，好像有永遠說不
完的話。

1959 年至 1962 年間，中國大陸經歷了因天災人禍而引發的全國範圍大
飢荒。筆者當年正值發育期，那種飢腸碌碌的感覺至今仍刻骨銘心。高中時

http://www.pdfonline.com/easypdf/?gad=CLjUiqcCEgjbNejkqKEugRjG27j-AyCw_-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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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學過半數因營養不良而致患上水腫病。那時，我們都住校。逢星期六、
日放假回家，家長們都竭盡所能，不管是青菜、番薯藤，甚至蕉樹心都熬成
一鍋，讓這些面黃骨瘦的學子吃飽，然後歸校。晚上，集體宿舍經常聽到呻
吟聲。原來，很多同學因脹氣，肚皮竟撐成個籃球的樣子；他們 痛得在床
上打滾。1960 年冬的期中考試，班上的三個同學就昏倒在教室裡。教育局只
好向上級申報，因而特批了每人兩個蔗渣餅(用搾了糖的蔗渣磨粉，再壓成
餅)。這餅的滋味就和馬糞紙一樣；啃到口裡，幾經艱辛才能夠咽到肚中。
之後，因胃痛而缺考的同學就更多了。

   馬來亞的報章，鋪天蓋地報道大陸的慘況；有些更誇
大了災情，說是百姓衣不蔽體，餓死的人隨處可見。三姨
心急如焚，日夜擔擾國內的弟兄姐妹。那時，三姨丈長期
臥病在床，我的七個表兄妹們全部都需供書教學，這是三
姨負擔最重的時候。她節衣縮食，鼓勵兒女們勤奮讀書。
大部份的表兄妹都考取了獎學金，減輕了家庭的負擔。凡
她的學生家長或“走水客”(指經常靠帶小商品跨國賺錢
的小商人.)要返大陸的，都托他們幫忙，用南洋的大藤蘿，

或大布袋，塞滿麵粉、糖、奶粉，甚至食鹽等食品，送到中國大陸親友去。
三姨又到處打聽一般食品的“營養食法”。有一次，她寄來一大鐵罐食品，
罐上貼上一張說明，說是營養補充粉，也標誌了詳細的食用方法；罐內另藏
了一支陳年白蘭地酒和像米粉的東西。我們如法泡制，把粉用水煮成糊狀。
結果，全都變成黑糊，無人敢貿然嘗試。幸好後來弄清楚，原來這就是何首
烏米粉。據鐵罐上的說明，每晚睡覺前喝一小勺酒，也就可以避免水腫病的
發生。其用心良苦盡在點滴間。所幸，大陸的各親友均無一人患水腫病。

1987 年，我父母獲簽證移民美國，但父親卻不愿出國，任憑如何勸說均
不為所動。三姨聞說後，立即從馬來亞飛回大陸，苦勸我父親出國。因為歷
史原因，三姨本來是不太愿意回大陸的。若然我的父親不愿到美國，母親也
就不能成行，而她與分別了半個世紀的二姐也不能團聚。結果，父母還是到
了美國；之後，三姨也從馬來亞移民到洛杉磯，並在母親居住的房屋旁購屋
定居了。

    每天，三姨和母親總一起坐在餐廳裡面面相對。我們探母
的時候，經常見到他們東斜西歪地睡著了。過了幾年，他們

因年邁而不良於行，漸漸地減少了見面的次數，但他
們姐妹感情一如既往。有一天，我問母親是否因行動
困難而少到三姨家去時，母親的回答卻令我大出所
料。他說三姨在家放了個佛像，而且整天播放“阿彌
陀佛”的梵歌，晝夜不停。三姨經常念誦佛經，我父母
是虔誠的基督教徒。母親時常勸她信奉上帝，甚至邀她

參加教會團契活動，但她在信仰中卻站穩立場：凡“教”必信和凡“教”不
信。她保持模糊態度，直至母親帶著深深的遺憾去世了。

母親的辭世對三姨有很大的打擊。不久，她家的佛像和佛經都沒有了，
而三姨的健康也每況愈下。七個兒女分佈在世界各地，最近的女兒都在三藩
市。他們都非常孝順，經常從馬來亞和美國各州飛來飛去探望她。後來，三
姨住進療養院，而巾雄妹經常熬些湯水或燉品送到療養院。去年，巾雄妹突
然告訴我：“三姨突然決志信奉基督，要求我表弟邀請牧師為她洗禮！”她
在辭世前不足兩個月，成為了基督徒，得享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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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姨的遺願是海葬。她是個偉大的母親，為社會培養了一大批的精
英兒孫，甚至台灣著名的歌星“文章”也曾經是她的學生。她選
擇了死後海葬，也是為免除兒孫日後奔波掃墓之苦，可見母愛
何等的偉大。

箴言十六章九節說“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
他的腳步。”我精明幹練、善良大愛的三姨如今在天堂和我母
親永遠相聚了。拙文獻給我兒時的巾幗英雄。感謝上帝賜給我母
親和三姨的奇異恩典！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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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二）
選購番茄，要挑選：果形周正，無裂口、無蟲咬，肉肥厚，心室小，成熟適
度的果實。成熟適度的番茄，酸甜適口，口味好，營養價值高。
吃番茄，益處多多，其吃法也多多，生吃、熟吃，作生果、作冷盤、作菜、
作湯、作羹。
烹飪番茄時，多數人喜歡將番茄去皮，其做法是：燒滾水，將番茄放入滾幾
分鐘，撈起用自來水冷卻，即可將皮撕掉。

番茄豆腐雞蛋湯
材料：雞蛋 2只、番茄 8安士、豆腐 8安士、青蔥 1棵，生油，鹽、 雞精、
做法：（1）雞蛋敲入碗中，加適量鹽攪勻；番茄去皮後切成半寸小粒；豆
腐切成半寸小方粒；青蔥切成蔥花待用。（2）燒紅鑊，落油，下番茄炒勻
後，放入適量雞湯或水，隨後放入豆腐，猛火燒至湯滾時，倒入雞蛋漿攪拌，
湯滾收火，落鹽、雞精調味並放入蔥花，即成。
提示：倒入雞蛋漿，有兩種倒法：（1）湯滾時，將蛋漿快速倒入，並用湯
殼將其攪勻；蛋熟後呈小片散亂狀態，通常人們將其稱為“蛋花湯”；（2）
湯滾時，用湯殼伸入湯中按同一方向作圓周緩慢攪動；待湯水緩慢轉動時，
將蛋漿慢慢倒入湯中，邊攪邊倒入蛋漿，蛋熟後呈絮狀，另有一番韻味。

荷包蛋番茄湯
材料：[四人份] 雞蛋 4只、番茄 9安士、牛肉 3安士、蔥 1棵、薑絲少許、
生油、鹽、味精、胡椒粉、麻油。
做法：（1）番茄去皮後切片；牛肉切薄片，然後用生粉 1/3 茶匙、鹽適量、
幾滴麻油、生油少許拌勻醃 20 分鐘；蔥切成蔥花。（2）將雞蛋煎成荷包蛋
4只待用，煎蛋時灑上適量鹽花。（3）在鍋中放水或雞湯適量，猛火燒滾，
放入番茄，煲至番茄熟透，放入荷包蛋。湯滾起即放入牛肉片和薑絲，並用
殼攪散。湯滾即停火，放入鹽、味精調味，將浮油去掉，拍入胡椒粉少許，
撒入蔥花，即成。
提示：不用牛肉，可以用雞肉、瘦豬肉；也可以不放肉。

③蘆筍是治療癌症的妙藥--是有效的食療法，亦可以用來預防疾病的發生
   居住於美國賓夕法尼亞洲匹茲堡的生物化學家－卡爾‧羅茲 博士，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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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在該市出版的一本營養雜誌上面，發表一篇極惹人注意的文章，說是蘆筍
在治療癌症方面，有著極優異的結果。這裡特地請人翻譯出來，供給癌症
患者，以及有關係的人士作為參考：

我羅茲自稱是一名生物學者，在過去的數
十年之間，不斷的研究有關食物的健康問題，
不敢說有多大的建樹，但卻有了多少的心得。
今天在此與各位談談有關癌症的問題，希望對
同患者有多少的幫助。
   數年之前，我的好友李察德‧賓西爾大學
博士，發表了專題演講說：「蘆筍或許能夠治療
癌症」以來，我頗有共鳴之心。從此以後，我
在自己本份的工作之內，時常與賓西博士共同
從事研究蘆筍與癌症的關係；如此，經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我們發現了蘆筍
確是能夠治療癌症，而且效果還相當的良好。我們特地從很多的實例中，舉
出具有代表性的 4、5個例子供大家做為參考：
（一）一名男子罹患了惡性的淋巴腺癌，醫生診察之後，只有搔搔頭，說是
絕對沒有恢復健康的希望了。該男子請求於我們，我們告訴他蘆筍療法。如
此只經過了 1 年後，醫生再檢查的結果，竟然全無癌腫的痕跡了。醫生在驚
愕之餘，宣佈了他已經痊癒。於是他又重新回到了他工作的崗位，從此不再
罹患此病了。
（二）一名 67 歲相當成功的商人，10多年前罹患了膀胱癌，他輾轉求醫，
吃盡了各種的藥品，以及試盡了各種療法，仍舊是絲毫不見效，幾乎是要心
灰意冷了。最後，他抱著姑且一試的心理嘗試了蘆筍療法；前後只實行了 3
個多月，再前往醫院檢查之後，發現膀胱裡面的腫脹物已經完全的消失，再
度恢復了健康。
（三）一名男子罹患了肺癌，於 1971 年 3 月接受了切開手術。醫生檢查之
後，發現癌腫已經擴充開來，情況相當的嚴重了，實在不能再著手醫治了，
於是他把切口再封閉起來，使患者自生自滅了。4月 5日 起該男子開始了蘆
筍療法，每天有恆地持績下去，如此到了 8月，當他前往醫院接受 X光檢查
的結果，發現所有的癌腫竟完全的消失了。
（四）一名婦女長年以來為皮膚癌所苦，他吃藥打針，不但沒有治癒皮膚
癌，反而在幾年之後長出了 7種不同的皮膚癌；醫生都感覺到束手無策，拿
她毫無辦法。這時她接受了友人的勸告，實行了蘆筍療法，每日不斷；3 個
月之後再前往檢查，結果是一切的皮膚癌症都消失了，疼痛亦無形中消失。
醫生告訴她癌症已經完全的痊癒了。
  這位婦女表示，蘆筍療法不僅治癒了她的癌症，亦治好了她的腎臟病。

自從 1949 年以來，她陸續接受了 30 次的腎臟結石的切開手術，由於醫療費
用毫無著落，以致演變到從政府方面接受特別醫療補助費哩！她竟然靠著廉
價的蘆筍治好了多年的皮膚癌以及腎臟病，怎能不叫她欣喜萬分呢？不過我
聽到了這道消息並不感到震驚，因為 1971 年，賓夕法尼亞大學發行的醫學雜
誌，即提起蘆筍可能是腎臟結石的妙藥，又如 1972 年的雜誌亦刊載蘆筍可能
消除膀胱結石等等。

http://www.pdfonline.com/easypdf/?gad=CLjUiqcCEgjbNejkqKEugRjG27j-AyCw_-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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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蘆筍應該如何吃才能治療癌症呢？
   這個問題並不困難，只要把蘆筍先行煮熟（或者使用罐頭裝的蘆筍也可
以，功效是相同的），然後把蘆筍放入果汁機裡面打成泥狀，把這種蘆筍製
成的泥狀物盛在容器裡，放入冰箱的冰凍室裡面，早晚各吃 4 大匙。
   據羅茲博士說，這種的蘆筍泥的效果非常良好，患者在連續服用 3個星
期或 4個星期之後，即會發現效果。至於吃法不必拘泥於形式，憑各人的愛
好即行，用菜湯沖泡，或者冷開水沖稀之後飲用亦可。因為這不同於一般的
化學藥品，即使多吃亦不致造成災害，有時候甚至有吃的必要呢！身為生物
化學家的我，以本身職業的立場深信古老的一句說法：「有效的食療法，亦
可以用來預防疾病的發生」。
   如今大家都談癌色變，我與妻子為了預防這種棘手的疾病，每天 3餐都
食用蘆筍泥(用菜湯沖泡或水沖稀之後飲用)，然後按時進行血液檢查，結果
我倆的身體一直健康無恙。站立於生物化學家的立場，我曾經仔細地研究癌
的成因以及治療。依我看來，蘆筍療法乃是時下最新的癌症治療法。我們從
事有關蘆筍的研究之後，發現它含有多量的某種蛋白質；這種蛋白質能夠增
值新的細胞，不但能夠抵抗癌腫的增值，亦能變成我們身體的刺激劑，使新
陳代謝加強，增進身體的健康。總而言之，蘆筍療法並非化學藥品療法，是
故，不必擔心有副作用，絕對不會毒害及身體，可以放心的使用。

   如果閣下有幸讀到這一篇報導，不妨告訴那些癌症所苦的人，教他們試
一試這種療法，這也算是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事呢！

The congregation of St. Gabriel’s all share one common 
aspiration- more members. As the saying goes: more people, 
more gladness. We thank God for cheering us by using a 
recorded congregation of 105 members in our recent Parish 
Anniversary.

That’s no wonder that ambience is always boosted by a 
crowd. Yet, it seems our Lord is not very favorable to big 
crowds. The Gospel tells us that when a large crowd of people 
was looking for Jesus, He avoided meeting them: “Jesus could 
no longer openly enter a town, but was out in desolate places, 
and people were coming to him from every quarter.”(Mark 
1:45). Moreover, our Lord’s teaching could sometimes appear 
to be disturbing, for example after the teaching of the brea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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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 many of his disciples turned back and no longer walked 
with him. So Jesus said to the Twelve, “Do you want to go away 
as well?””(John 6:66-67). Jesus seemed not very keen to attract 
crowds.

Yet on the other hand, are we wrong because we 
successfully invited people to join us in the worship? Are we 
wrong to foretaste the future success of our parish? Are we 
wrong to be encouraged by God in respect of evangelism? Are 
we wrong simply because we should not cheer at increased 
membership? Of course not. It only calls us to be more cautious 
about the essence of church growth- that increased membership 
is not our ultimate goal. Leading others to Christ so that they 
may have life in Christ is our real goal.

In order to lead people to Christ, it seems appropriate to 
exemplify before others our lives in Christ. But we may well 
aware that we are not saints, and most of us are alienated by sin, 
eroded by the tide of secularism, even wounded by our fragile 
body. We naturally tend to keep others from looking at our lives 
closely. However, the worry is not really necessary because 
“God shows his love for us in that while we were still sinners, 
Christ died for us.”(Romans 5:8). We are not saints, we are just 
forgiven sinners. So, if we could face ourselves honestly and 
squarely, refute the evil, seek renewal in our Lord’s grace, we 
are also eligible for our Lord’s partners in evangelism.

St Gabriel’s will be celebrating a healing Sunday on 
October 18. During the main service, we shall pray and lay 
hands on those who come forward for healing. The core theme 
of this Sunday is reconciliation- to reconcile with our creator, to 
reconcile with our neighbours and to reconcile with ourselves. 
As such, in our Lord’s grace we can spiritually become more 
robust and single-minded as the salt and light in this world, for 
the glory of God. Please join us with your friends to worship on 
the Healing Sun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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