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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愛妻念慈毋
兩個月前，黎瑞卿安然離世； 見由丈夫视自撲迏這我難以忘鼠的感精 。

真情流露 l瑞卿雖然是我小學的同
學，但是她留給我第一個

深刻的印象大約是十年前的事：那一天，敎

會一大群弟兄姊妹在望廈體育館打羽毛球 ．

我對她算是不錯的球技倒沒有甚麼興趣，但

大家收拾東西要離開的時候，我看到她獨自

把地上被打得快爛掉的羽毛球都一一撿起

來。雖然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卻引起我

對她的欣賞和好感。

婚期兩度延期

我們結婚前 ， 大概是八七年左右，她正

趕着完成香港理工學院的社工課程，而我則

爲了擔任澳門社工協會會長一職，也忙得不

可開交。幸好我們在敎會還有相處見面的機

會，我們一起上慕道班， 一齊追尋主的腳

綜 。 有＿次她對我說，她知道我一定會送本

聖經給她，因爲她已意會到我會做這件事來

表達愛意 。 八九年 ． 我們一同受洗禮加入敎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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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婚期曾經兩度延遲，一方面是準

備的時間不充足， 另方面是因爲「六四」事

件影響結婚的心情 。 記得雙方父母在商議我

們的婚事時 ， 正是澳門居民因回應「六四」

事件而進行最後一次的遊行，家長們的商議

還未結束，瑞卿和我已急不及待的離開，飛

快地加入遊行行列。八九年的日子對我來說

是深刻而沉痛的，我爲北京的學生流淚 ， 看

着他們英年早逝，我感到無奈又痛苦，瑞卿

和我都有同樣的感覺 。

好媽媽助孩子成長

我不知道瑞卿是不是一個天生的好堢

姆，但肯定的是被她照顧的小孩子都感覺到

舒適和溫馨 。 很多被媽媽抱着還哭的孩子 ，

放到她的懐裡都會乖乖的；此外，她爲初生

嬰兒洗澡、穿衣 、換尿布丶餵奶、處理大小

便都很熟練 。 浩楠能有這樣的好媽媽，我爲

他感到高興和自豪 。 瑞卿是很稱職的母親，

因此我對孩子的健康成長很有信心 。

到過我家的人都會發現，我家大門

口、客廳、廚房、書房、睡房，甚至廁所

，到處都寫上中文字：門、廚房、鐘、

鏡丶電視機、衣櫃丶檯丶睡房丶玻璃·… 

等等，這些都是瑞卿的傑作。她爲了刺激

孩子的學習動機，可謂絞盡腦汁。

我們敎導獨子浩楠是有默契的： 一是

不能雙重標準 ； 二是尊重孩子 ； 三是對孩

子說眞話，不可騙他；四是以愛包容孩子

所犯的錯，但不縱容。浩楠就在這樣的家

庭敎育下渡過了有母親的幾年愉快生活。

現在他雖然年齡還不到五歲，但是已學懂

很多同年齡小孩所不懂的事情。記得在醫

貌裡陪伴瑞卿的最後一刻，我們父子倆擁

在一起哭泣，但浩楠很快就哭完 ， 而且還

拿着紙巾爲我擦淚，受創的弱小心靈反倒

過來安慰我。

以身作則重家庭

人不單要有知識 ， 更要有好的品德與

修毅，這是瑞卿非常重視的。她要求孩子

待人以誠、有愛心，且以身作則，這對浩

楠的影響很大 。 瑞卿生前雖碰上不少橫蠻

無理的人 ， 但回家跟我講時 ， 既不責備對

方 ， 也不懷恨在心，反而禱告懇求主讓她

學習接納這些事情 ， 所以在她的心中祇有

無止境的寬容與愛心，找不到一顆仇恨的

種子。

在我們的婚姻生活中，也不是完全沒

後，她對信仰和醫治充滿期望，我想這是

任何人，甚至很多基督徒病患者的基本心

態。後來，她漸漸明白人生在世不應該要

求砷爲我們做些茜麼．反而要問自己能爲

神做些甚麼。

最後，她含着痛苦的眼淚禱告 ： 「砷

啊，如果你的心意不是要醫治我 ， 那就照

着你的旨意而行吧；我能爲你做甚麼，你

就讓我去作吧 ！」 這是一番非常難於啓齒
的話．將自己的寶貴生命獻在祭壇上，好

一個令人欽佩的女壯士 ！

英年早逝一生無悔

瑞卿自從一九八七年在香港包樂沛道

會決志信主後，在信仰歷程中一步一步地

與砷接近 ， 十年來· 她一直忠心且努力地

有風浪的，新婚後的生活

更考驗了我們彼此包容的

能力：她曾經爲了繁瑣的

家庭生活而愁眉 ，我也曾

浩楠受任、白女島
因她木無表情的態度而生

氣，但是我們終菸克服了

那一段艱辛的日子 。

她一切都以家庭爲

重，無論家中發生甚麼事

情 ， 翻起甚麼風浪，她都

強調夫婦要同心 ，如此的

情懐，絕不亞菸大丈夫以

家留爲重、甘願犧牲個人

利益的滔天氣慨 。

頭頂雇癟十多年

瑞卿是在九四年九月.. 
底發病的，根據一位中醫

的把脈診斷，她右腦內的

腫瘤可能在二十多歲的時

候就存在了 ， 換言之 ， 她

頂着這個怪物已十多年

了 。 瑞卿在面對這個病的

過程中，尤其是在手術

女、房-~快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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擡靠璉全家福

榮砷盆人。瑞卿在外工作並不曾擔當甚麼重

要的職位，她的上司曾經對我說，他很欣賞

瑞卿的處事態度 ， 即使是一些小事情，她都

不會叫人失望。從早期在聖經學院T作，到

手術後在明愛上班 ， 她都珍惜生命的每一

刻。去世前的一年，她帶着似乎用不完的愛

心與活力 ， 爲不少人提供關懐與實際的幫

忙，待助的人龍常常是排得長長的，當她勞

累的身體倒下來時，認識她的人都默然砷

傷，掉下熱淚。

喪禮中 ， 來譫仰她遺容的人絡繹不絕，

殯儀館前的花牌更不勝數。瑞卿雖然還不到

三十七歲就離開人世 ，但她所過的日子肯定

是「 一生無悔」°

最後 ， 我選用 （聖經）箴言三十一章

31一31節來表達我對愛妻瑞卿的懷念 ： 「嬌

艷是靠不住的，美容是虛幻的，祇有敬畏上

主的女子應受讚揚。她所做的事都有價值 ；

她應當公開受讚揚」 （ 現代中文譯本）。

安息吧，我的愛妻 ，孩子的媽 ！

口 陸偉聼

- 陸偉聰夫婦是我們的好朋友 ， 兩個

月前陸太瑞卿舊病復發入院治療 ， 但終

於六月五日安然離世。愛妻的安息禮拜

後，陸偉聰的心情尙未平伏，就要忙於

應付眼前排山倒海的工作：學院敎務、

議會選舉、個人進修… 。

封菌的專文是他在台灣開會時傳眞

回來的 ， 總算有個機會讓他重溫與瑞卿

一起走過的路，以示對愛妻的懷念。 瑞

卿住院期間，鄰床病友呂姑娘一直相

伴，目睹一切，「我陪她渡過人生最後

的十五天 」細述箇中感受。

下期預告 ： 為夫為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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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陪她渡過人生最後的十五天
因病相連 1 「我與瑞卿原不相識，五

月廿二日下午，她被推進

我的病房 ， 據說是突然昏迷 ， 病情相當嚴重

.. 」躺卧在病床上的呂姑娘細細回憶剛發

生的事情 I 呂姑娘月前因公受傷，在鏡湖醫

院三樓的二等病房休殺，與瑞卿朝夕相對十

五日。

瑞卿入院後，病情一直不隱定。湝醒

時，可以友善地與人傾談，禮貌地向人道

謝 ； 惡劣時，連吃藥也要幾個人窋忙。如是

者維持了十多天，崮至有一天，她D中還含

着未吞下的食物 ， 就昏迷過去了 。 兩日後，

六月五日的午夜，當人們還在酣睡中，她已

脫離世間的疾苦，悄悄地回到永遠的家鄉，

享受永恆的安息。

睡在鄰床的呂姑娘，雖不是瑞卿最親密

的家人，但在瑞卿人生的最後十五天中，呂

姑娘卻是最接近她的人。病房裡所發生的一

切事情，她都看在眼裡·放在心裡，她說 ：

「瑞卿已經擁有世上最甜密的愛情，最溫

蓉的親情，最眞摯的友情 ， 」

最甜密的愛情

人是情感的動物，愛情又是人生中最

寶貴又最難得的感情 ， 在這亻國男歡女愛、

離合聚散的社會潮流下，患難中的夫妻之

愛更顯得可敬可貴，不愧爲「患難見眞情

」 ．

瑞卿患病期間，丈夫陸偉聰白天還要

忙於理工學院的監考工作，晚上就捧着一

大疊試卷來到病房，一邊批改，一邊照顧

愛妻，眼睛熬得紅腫，連值班護士也催他

早點休息。瑞卿臨終前夕，偉聰不吃、不

喝、也不休，緊守着病床旁邊，手捧着

（聖經｝，把妻子喜愛的（詩篇｝（共

150篇）從頭到尾高聲朗詛一遍；當頴到

第130篇時，他的淚眼模糊了，聲音嘆住

了 ，因他知道可以與愛妻相處的時間不多

了。

，＇有螞蠣81日子
希望之源

一九九竺年夏

天 ，一涸被迫棄在

垃圾桶裡的男嬰， i:. 

引發創辦「希望之 b
源」的念頭。

矜是，一個來

自巴西的基督敎園

體「靑年使命画」

；開始與澳門社會

工作司計劃合辦一

個爲不幸嬰兒提供

充滿愛稅希望的安

身之所。這個夢想在澳門社會工作司及其他

社會颯體丶敎會組織與各界熱心人仕的支持

下終菸實現， 一九九四年三月「希望之源」

成立了 。

創立 「希望之源」的目標是爲未滿一

歲至三 1 四歲被迫棄或缺乏家庭照顧的兒

竟，提供一個健康和合適的環境，讓他們在

等待與父母團聚或被領投期間得到適當的照

顧。

然而，「希望之源」 並不是一1回提供領

瑴服務的機構·其主要宗旨只是爲不幸的兒

章提供一個愛與希望的安樂窩 。至於所有領

找的安排則全權由社會工作司負賈 。

在一九九七年初， 該會更得到演門社工

司的大力協助． ．成功地將院址擴充，使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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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赧1995年4 月 此首訪「希望之源」

希望之源接杵訪客

有需要的小孩受惠。本院末來的計劃是希

望爲未婚媽媽提供暫時性的居所，希望在

我們的愛心支持下，可以令她們明白在選

擇墮胎或迫棄親兒之外，還有其他可走的

路。我們極想給與她們希望，誤她們知道

這裡有很多家庭願意給她們的孩子一個

家。

希望之源供f:,

~* A.Marjory為嬰孩帚來希望

最溫馨的親情

有人說婚姻中最大的障礙，往往是來

自婆媳關係 ， 但瑞卿卻擁有一位非常疼愛

她的婆婆。「她倆婆媳相處如母女·婆婆

蘇女士來到病床親自服侍 ， 綬常在耳邊說

些安慰的話」，呂姑娘如此形容。此外 ，

瑞卿的長兄雖是鐵漢性格，但照顧妹妹時

卻付上最大的溫柔和愛心。

對病人來說，親情尤爲重要·家人的

支持和照顧 ， 都能給予病患者帶來生存的

希望，讓他們體會生命的尊嚴和意義。

最真摯的友情

瑞卿住院期間·探望的人絡繹不絕，

除了同事和朋友外，最常到訪的就是敎會

的信徒。剛入院的第一個禮拜日下午，敎

會的傳道人和一群弟兄姊妹圍在瑞卿的床

邊。一同唱詩·流淚禱告，場面震撼，旁

人也爲之感動。（聖經）說「若＿個肢

體受苦 ，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若是一

家庭祝福l 聖經缸織們：
「才德的婦人誰

能得着呢？她的價值遠勝過珍珠。

她開口就發智惹，她舌上有仁慈的

法則。她的兒女起來稱她有福，她

的丈夫也稱讚她」（箴言卅一 ：

10 • 26• 28上）。

今天，許多男仕都渴望娶得一

位賢淑的妻子。她能善解人意，明

白和包容夫婦彼此的不足，並時常

以耐心互相提醒；遇上困難時，用

溫柔的言語 ， 使整儲家庭能安然地

面對 。 當然，在家務上，她更好是

一流的高手，能與丈夫共同打理得

窗明几淨，又能承擔管敎子女的責

任。至菸信仰方面，最難得能彼此

同心，在信心、祈禱及事奉上互相

支持 ，促進各人靈性上的成長 。 所

以，賢妻良母確是任何家庭的重大

祝福。

然而 ， 在現實生活裡，不少婦

女在相夫敎子及不停施予的同時 ，

也會經歷疲乏困倦的情況 ，做妻子

的，雖然平日持家有道及樸賈無

華，亦會感受人性軟弱而少不免的磨擦爭

拗。如此問題，若應付得法 ， 往往能促進

家庭的交融，使關係得以增長。不然，聖

經告誡我們 ： 「寧可住在房頂的角上，不

在寬闊的房屋與爭吵的婦人同住 」（箴言

廿五： 24) 。

其賀夫婦間需要心意相通 ， 就是能敏

銳地察覺對方的需要 ， 體會對方的處境，

以其觀點和角度去看事物 。 若遇到難題

時，只懂逃避或不肯讓步 ， 又或者是冷嘲

熱諷，都只會加深矛盾，把問題複雜化，

甚至付上沉重的代價。因此，心平氣和地

正視問題，按步就班去探索磨擦的起因，

商議解決的方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相處

之道 。

誠然 ，人本身較容易受情緒影響 ， 使

我們難菸捉摸和適應 。 有時，過份情緒化

會使我們失去應有的責任感和自制力；故

此，學習控制個人的情緒 ， 以適當的方式

去舒緩是重要的 。事實上， 夫妻的親密就

個肢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

（哥林多前書十二： 26) 。

六月七日是瑞卿的安息禮拜， 出席者坐

滿整過禮堂，其中有背着書包的學生，也有

扶着拐杖的修女，大家都爲着失去這位愛

人、親人、友人而感到婉惜 。 特地到來送瑞

卿最後一程的呂姑娘這樣詳論：「雖然她英

年早逝，但她一生待人忠誠、眞摯，活得豐

盛有意義 ，可謂今生無悔 ！ 」

巳 時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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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
妻
良
母

＊赧1995年8月尻刊奎紮瑞鉀的來嵇

是雙方暢所欲言、坦誠相對的基礎 ；

我們切忌把心事抑壓，要用正確的方

式表達自己，不只是批評，而是聆

聽。這可鼓勵彼此表白心跡，也是生

命交融的眞實表現。

至於女性在夫妻關係的定位，聖

經也有提示 ： 「你們作妻子的，當順

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順服主。因爲丈

夫是妻子的頭」 （弗五： 22• 23上）。

筆者認同「順服」是發自內心的順

從，意即爲了尊重對方，甘心放下自

己的意願。在夫妻關係上，這便是在

生活中讓丈夫做頭，讓他自由地爲婚

姻、家庭扮演領導的角色。如此順服

的精神，自然需要付出和犧牲，當

然，這也是愛丈夫的一種表現。在行

動上接受丈夫，使丈夫感受被器重、

接納及欣賞 ， 建立他成爲有賣任感的

人，筆者深感這也是砷要丈夫作頭的

美意。

不過，若然作頭的蠻不講理．是

否做妻子的仍要順服他呢？首先，我

們要知道順服丈夫並不等矜逆來順

受 ； 砷的心意往往是要夫婦二人相輔

相承地滿足彼此的需要。所以 · 作妻子的實

在需要表達個人的意見 ； 但在無法取得共識

時，可讓丈夫作最後決策，因砷要丈夫爲這

些決策承擔責任。

無可否認 ， 才德的婦人以丈夫及家庭爲

重 ·使家中上下都因她的才幹得益，成爲丈

夫的榮耀 · 兒女的祝福 。 不錯，妻子的順服

會鼓勵丈夫更愛妻子·更顧惜她的感受 ． 更

願意順她的意思。聖經也這樣重申： 「 你們

各人都當愛妻子，如同愛自己一樣；妻子也

當敬重她的丈夫。又當存敬畏基督的心·彼

此順服」（弗五 : 33• 21) 。

親愛的朋友，聖經確賀敎導我們 ： 「 房

壓錢財是詛宗所逍留的，惟有賢惹的妻是耶

和華所賜的」 （箴言十九： 14) 。又說：「得
着賢妻的，是得着好處，也是蒙了耶和華的

恩惠」（箴言十八： 22) 。 但願我們也有如此

贅妻良母可成爲家庭的祝福·誠心所願 ！

口屈鑑濠

歡迎投積：本報園地開放作者自負言論文j!1;' 來槁宜在二千字內 ， 可用筆名發表 ， 但須具眞責姓名及地址·本報對來槁有取捨及耐改植 ·文稿刊出 ， 版楫歸本報所有 ·作品囍矜出版前一個月寄祗 懊門郵箱61的笠 。



一九九七年八月號

匪夷所思j在紐西蘭東_ 部一個偏遠

迎 的小島，將會是廿一世紀第一

線展光初現的地方，爲了取得

小島山頂有利的位置拍攝這道

接 晨光 ， 向全世界廣播來獲取利

盆，兩r•見台爭過你死我活 。

回顧二十世紀 ，在科技方

廿 面，最重要的大事莫過菸人類

太空探險的夢想 ，在前蘇聯和

美國的太空競轡當中實現 。 此_ 
外，電視機、傳眞機、塑膠、

合成纖維、尼龍、化學肥料、

世
原子能、電阻、集成電路、電

腦等，全部都是二十世紀出現

的名詞，也是影響着我們每日

紀
生活的事物。

二十世紀也是人類社會探

求改革的年代 ， 兩大不同思想

的
型態的陣營一一共產主義和資

本主義的爲此角力將近百年，

隨着東歐開放和前蘇聯瓦解 ．

挑
無論共產主義或資本主義目前

都正在摸索新的路向 。此外 ，

爭取平等人權不斷在世界舞台

戰 上出現，從馬T路德金爭取黑
人的權利，以更曼德拉爭取廢

除稹族隔離政策 ·都是社會變

遷過程當中重要的片段。

二十世紀也是戰爭的年

代，第一、二次世界大戰陣亡的軍人和平民合

共六千多萬，比法圉人口還要多。

二十世紀的中國，由孫中山先生領道的

革命推翻舊有的帶制 ； 百年以來， 中國在政治

上由封建皇朝，淪爲半殖民地，再成爲獨立自

主的共和囷，更在二十世紀結束之前，恢復行

使對香港和澳門的主權，以一國兩制的方式實

行之，這樣的變化 ， 是二千多年從來沒有發生

時代 雙月報 社會篇因

過的。

敎育方面，過去學而優則仕 ，藉着科舉考

試來選拔治國的人才，而孔孟之書、經史之學

就是學習的唯一內容，這種所謂的「敎育」 ，

塑造出來的只是一些呆頭呆腦、唯唯諾諾的

人，完全失去了兒童應有的活潑 、 健康、頑

強 、進取的天性；同時，所培養出來的治國「

人才」，也不一定能夠掌握傳統文化的稍華，

正如康有爲所說 ： 「 翰苑清才，而竟有不知司

馬遷，范沖淹爲何代人，漢詛，唐宗爲何朝帝

者·若問以亞洲之輿地，歐美之政學·張口瞪

目 ，不知何語矣。 」

隨着中國在政治、經濟、社會的劇烈變

化，敎育也發生巨大的變化，現代的學校從二

十世紀初建立·不單平民百姓可以進入學校·

就是女性也有受敎育的機會。

爲迎接廿＿世紀·各地都進行敎育改革·

強調敎育的前瞻性和發展性 。諾貝爾經濟學奬

得主梭羅指出 ： 「國家的強大，不再只靠少數

的稍英 · 也要靠社會基層的大多數；國際之間

的競爭，不再依靠自然資源，不再依賴物質設

備，不再單憑資金，而是由動腦和運用知識的

能力來決定勝負 。 」

未來的澳門 ， 由菸經濟發展朝向図際化，

我們需要提高語言的能力， 也要增加對圉際社

會的了解 。我們的生活和工作需要科技，在資

訊爆炸的時代 ， 我們需要學習搜集、分析、重

整、和運用資訊的能力。

社會既有競爭，也有合作的時候。因爲，

我們需要學會對人的尊重和圍隊的合作。終身

學習也是對未來人類的要求，我們需要學會將

資訊化成有用的知識，隨時學習新的技能。

科技－日千里 ， 就是今日的大學生，畢

業後四至五年內 ， 所學的科技都會變成落伍，

所以需要不斷地學習 ， 再學習。

回顧過去 ， 展望將來，我們要迎着風，張

開帆，勇敢破浪 ，發揮潛力，航向海關天空的

未來。 口 蘇朝暉

青少年綜合成長計員
紙鶴祝願 按澳門政府九六年人

口統計，居澳廿年以

上人仕只有四萬八千多人，這個數字是

現居澳門人口四十一萵人的百分之十

一 ； 即是說，澳門現在的人口， 有九成

是居澳少菸廿年的。這個問題提醒關心

澳門的人仕，我們詫異地問，這個小城

市原來是一個無根的城市。

而四萬八千人亦是一九七零年統計

數字的百分之十九 ， 那即是說在廿年

內，有八成澳門人口離開了這個城市

（或離世）。

過去有多少人對澳門有盼望？澳門

預備路入廿＿世紀 ， 有多少靑少年人繼

續對澳門存有盼望？香港穿上了歷史新

衣去迎接廿一世紀，澳門靑少年卻在恐

懼和暴力中凝望澶明天。

澳門靑賢社的服務個案中，他們或

有參與或在朋輩中發生，知悉到澳門幾

乎每天都有打鬥事件，報章已不再爲這

「等閒事」作出報導。

黑幫跑在前頭 ， 可入罪的法律跟在

背後，靑少年問題跑在前頭·澳門能夠

統籌靑年政策的部門還未冒出頭。

無論如何 ·澳門靑賢社在九七年邀

瞎了一些在邊緣徘徊的靑少年，弱能人

仕的靑少年，一同爲香港回歸及澳門未

來以摺紙鶴形式作出許願 ．在六月三十

日那天·一同支持靑少年繼續爲澳門奮

鬥的長者有畢漪汶校長、李瑞瑩校長、

梁官漢先生、陳楚堅先生、劉玫瑰女

士、愈濱先生、姚汝祥先生、曾熾明廳

長、鄒國偉處長、曾瑞琪主任，還有多

位長者出席。儀式中·部份出席的靑少

年獲得頒發曾摺紙鶴的紀念證，會場除

了有五千隻紙鶴見證了他們的許願外，

還有澳門靑賢社的事工展覽·愛心大使

課程展出等 。 溴＇＂「贊社供~:;

九十年代媽媽須知
責無旁貸j不久前，美國總統夫人喜 今天的社會已經注意到兒童福利的問 的答案頗爲相似時，我們就該留意了。 女全時間工作，而當這機構向一般婦女進行

來利 ． 克林頓寫了一本論 題 ． 菸是各類報章雜誌、研究資料以及各 一九九五年哈里斯 (Louis Harris) 調査時，結果卻發現社會上80%的婦女，竟

兒童成長問題的告 ， 舌名爲（兒童的成長需 類與此有關的運動和請座層出不窮，大家 機構作了一個民意測驗 ， 他們訪問過1502 與她們持同樣的看法。更叫人訝異的是，持

要靠社區向心努力｝；言下之意乃是說，政 在高呼「保護兒盅」、「爲兒童說話」等 位婦女 ， 問她們 ： 「如果您有足夠的錢讓 這種看法的人 ， 其中74% 自認爲同意女權運

府若能影響社區， 這社區就能敎投出健康的 口號， 但另一方面，許多婦女們卻以不結 您能安逸度日，你仍願全時間上班，半時 動 ， 67%贊成同胜戀， 58%是單身沒有孩子

兒意。但政府眞能幫助我們毀育兒女嗎 ？ 婚而生子爲榮 ， 她們以爲舐要能滿足孩子 間上班 ，作義工，還是在家照顧孩子？」 的。

誰能幫助我們養育兒女 ？
物質上的需要就是一個好母親。她們認爲 有人問爲何要作這個調査呢？不是人人都 其他資料也印證這個趨勢。一九九五年

祇有在受孕這件事上需要男人，其他時候 明白作「家庭主婦 」是死路一條，女人最 一份研究報告指出， 祇有4%的婦女擁有工
今天的美國兒盅正面臨極大的危險和挑

她們並不需要·再說男人本來也不太負 大的盼望就是有好事業嗎？ 程和數學的學位。當婦女堅持選擇男性的職
戰。他們澶受虐待、受饑荒之苦 ， 也是各種

實。但這樣做卻帶來很大的問題 ， 事實 不然 ！ 在以上這些接受調査的婦女 業，全心投入，並能留在這行業中夠長時間
罪行下的受害者 ，許多兒意長大後自己也變

上，大多數的單身媽媽連孩子基本物質上 中 ， 85%希望不必全時間工作，有31%選 後，她們的收入與異性幾乎完全相同。但有
成罪犯。

的需要都無法提供。 擇把家和孩子放在優先秩序上，另有20% 超過三分之一的婦女在大學選課時，選的是

今天的美圉有一千五百萬以上的兒童來
這樣說來，誰能養育孩子呢？其實祇 的婦女願作義工。三分之一的希望祇作半 較低收入的主修，如通訊丶敎育、與護理或

自單親家庭 ， 30%的嬰兒是未婚媽媽生的 ，
有那些肯終生委身在婚姻和養育之賁的男 時間的工作，祇有15%希望全時間工作。 衛生有關的科目、英國文學等 。 婦女偏向選

這個數字若與一九七零年相比，足足漲了三
女 ， 才有資格蕷育子女·祇有那些願同心 不論年紀較長 (45-55歲），還是較年輕 擇那些能使她們同時顧及家人需要的工作。

倍 ． 菸是有人建議．市、省及聯邦政治應當
協力付上代價的父母，才能爲子女提供穩 ( 18-24歲） ， 均有許多女人反對全時間 這個新跡象清楚顯示 ， 大部份的婦女儘

儘快採取行動。
定的生活環境、關懷和敎育。再說，政府 工作。若由高中女生或大學女生中抽樣， 管曾爲工作裝備好自己 ， 但仍把家庭的需要

但兒童的敎菱工作由政府來執行可以 又怎可能敎導你的子女明白 ， 「基本上 ， 所得的百分比仍是一樣的。這個調査是由 放在第一擾先。顯然女人所要的正是「女權

嗎？養育兒童包括以下幾方面的工作：敎 人人都需要腮識砷，人人也需要接受基督 「惠而浦 」 ( Wh」rl pool) 基金會資助舉 運動鼓吹者說她們不需要的」一她們想要

導丶滋澗、供應及關愛，若按傳統的觀念， 耶穌爲救主」呢？ 辦的 ， 這些令人輕異的資料 ， 雖在「惠而 走的是 「 媽媽線路」 (Mommy t racks)' 

這些都是父母的工作。但從那些受虐待和忽 浦」自己的報告中提及，卻沒有向外界公 這包括較具彈性的工作時間，選擇半時間的

略之兒童的人數一直在增加看來 ，顯然他們 九十年代女人的期盼 開。 工作 ， 甚至還有許多婦女決定做全時間的家

的父母並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再說，我們 當民意調査所得的結果，與調査者所 根據其他較保守的機構，諸如「關懷 庭主婦呢！

在尋找解決之道時，似乎也尋錯了方向。華 期望的不向時，我們會很肯定地說它錯 美菌的婦女 」禰音機構 (ConcernedWomen #~ 自（更新） 1997年5月酖

府絕對不是拯救我們孩童和家庭的救星 ！ 了。但如果這個結果與其他一些研究報告 for Aemrica) 的資料，其會員97%反對婦

本報在國際電腦網絡設有綱JI(http, //macau. c面net/-macautms/; 歡迎透過電酆 macaunns@ macau. cnn. net 提供意見、投稿或免費訂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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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玩意 I最近帶領一
個靑少年的

成長小組，內容包括協助他們

處理個人的情緒、人際關係、

身心發展等問題。在其中一次

小組聚會中，一位組員帶着四

隻目前還在流行的電子瓶物來

參與。由於爲數不少，在短短

的亻同多小時中，不論我們正在

進行小組活動、分享、角色扮

演、討論還是講解 ， 都總有一

隻或超過一隻不識趣的電子罷

物在提醒它們的小主人照顧它

們 。一會兒要餵食、 一會兒要

陪它玩、一會兒更要爲它們湝

理排泄物 。爲着有四個 「 生命

」在手，小主人在「 權衡輕重 」 的情況下，

唯有不停地昭顧它們。

宣傳的商人以及無可奈何地接受電子寵

霜
－
子
寵
物
熱

物的人會勉強地說養這些電子雞 、 恐龍、

嬰兒等可培養人們的愛心和責任感·事實

卻是不少母親只顧餵電子雞而不去弄飯，

哥哥姐姐寧可爲「電子BB 」清理排泄物

卻從未嘗試爲小弟妹換尿布 、父親着令子

女不要騷擾他 ， 使他可專心與電子恐龍玩

耍.. . 。電子龍物所培養出來的只是另類

的 「 愛心 」 與「責任感 」一－種只會向

死物付出的愛心與責任 。

閼報得悉電子系列還要再出新花樣，

推出的是毅 「 蠱惑仔 」－黑社會頭目 。

我們還容讓無良的商人繼績挖空心思替這

些 「 毒品 」 去想多一些建樹出來嗎 ？還當

這些只是玩具 ， 不用再大驚小怪嗎？好，

由得它吧！橫豎今天的電子寵物也可間接

地培妥孩子自我照顧的能力（因父母都只

顧投電子雞），說不定透過戥 「蠱惑仔 」

這負面敎材，還可培贅出孩子們的「正義

感 」 哩 ！ 口 知行

我 n勺 HJ: t交
緬懐過去 丨 「智以廣、德維馨，強
—-——－ 體．魄、作干城」仍記得

抑揚又雄渾的校歌，在幾年的學習中 ，

德、智、體、群、美敎育之薫陶，是如今

能執筆耕耘這小方塊園地，表逹一點對小

城一濠鏡一的感受．必修的功課，先

要向母校致謝。

群雄逐鹿中原之世代，波平如鏡的漁

港，喜迎內地的飽學之士、上主之僕，開

創一所黌宮學府 ， 讓莘莘學子受敎毅成社

會中有用的人。

（鞋丶襪丶褲、衫、領帶、校褸、校

章 ｝ 是我上學前檢査裝備（校服）的口訣 ，

「在天我等父者一」是上課前檢査心靈

的綬文 ； 知識與惹心的培益，母校功不可

沒，想當年一起上體育課踢波（足球）時，

面前＿片塡海地，是現在葡京酒店，打籃

球「軍事訓練」的場館，是那陣時澳門著

名的室內體育場館，它現在是中華廣場的

所在。在地理室、尊敬的黃就順老師指導

我，「上課時的坐相不要像 「 燒豬 」 一

樣，記錄他自編的筆記，使我的書法由寫楷

字轉成草書 ， 實得益不少，在此向列位師長

致謝 。

下課鐘聲一響，坐在課室近門處的我，

立刻飛跑去食物部 ， 與已先跑到的別班的同

學爭相叫嚷 ： 「雪條、 Cake仔、椰撻」，要

不然跑去體育館，霸住中圏那玩四人「軍訓

」 的籃球 ， 籃球架兩邊是高頭、大隻的學生

的天地，母校以籃球著名 ，我們幾個小子

（麻雀、西瓜－ ） 打足球，不會到籃球架

下飽受老拳之苦，學習的苦與樂眞給我受磨

練和造就，現在知道母校發展成爲本澳一所

具有規模作育英才的學府，實非常慶幸。

離別母校已近卅年 ， 當時錯過了「臨別

感言」，現借去年的黃小琳校友的口，爲我

對母校抒發一點感受，並作這小方塊的開場

白 ： 「現在我有自己的思想 ， 有自己的意

向 ； 很感謝（母校）多年來的栽培，使我能在

此時堅定自己的志向一向著我的志願邁

進。 」

口 大衛

醯束姦年C聶 ．

~· 曼羞看科卡料）

二

言有盡而意無窮
星星相識 l 現代社會 ， 光怪陸離·

每天都在新潮流的激盪

下產生不同的觀念 ； 有人求新、求變，不

好的要換掉。生活其中，你是自己的知己

嗎 ？在流露眞我的同時，有沒有迷失方向

呢？

比方婚姻也許在任何社會都是主要的

價值支柱；在夫妻的關係上都屬意是一生

一世的彼此委身 ， 共同成長及禍福與共的

生命探索。可惜，許多人將婚姻的意義與

要求不斷降低 ； 認爲祇享受婚姻的好處 ．

如有個伴聊聊天 ， 而不受大大約束是最好

的。筆者卻不認同這划算的婚姻觀念，因

爲若我們需要一個安歇的懷抱 ， 就不能把

環繞我們的雙手視爲束縛 ． 否則，我們就

永遠得不到所需的溫暖。事實上 ， 婚姻是

一個充滿動態的過程，在人類生存的歷史

上帶出無限美感。至於深入體會其美麗的

變化，就要視乎每對夫婦的持久忍耐 。

今天人類各方面的知識都急遽增加，

惟獨對自己內心世界的認識似乎十分有

留學生涯
不再寂寞 在西方有一亻鷗，島上

的居民最喜歡喝啤酒和

看足球比賽 。 對於一個忌酒又不看足球比

賽的我來說，島上的生活似乎最適合養

老 。 可是，爲了讀書，我在島上已經住了

三年 。

有人說 ，當一個人離開家鄉 ， 最好就

是甚麼也不帶走，因爲即使是一個水杯也

很容易觸起思鄉的情緒。就因爲這個原

因，我走的時候， 一本聖經也沒有帶走。

我想 ： 團契生活要過去了，和弟兄姊妹一

起那種歡樂、火熱的心也過去了，因我以

爲信仰只是生命中的一段小插曲。

在「啤酒和足球」的島上，忙碌的日

子尙好，不忙碌的日子就很寂寞。雖然同

屋的朋友都是基督徒，我們在家中組成了

一個團契 ，他們也帶我到一家敎會，但是

氣氛、感覺都和以前的不同；他們雖然都

是很熱心，很愛神的人，但我總是

體會不到他們的那份歡樂 ， 一切都

變得很無聊。很多時候一個人坐在

廚房，對着洗衣機回想過去的事 。就

是這樣度過了許多個星期六下午 。

有一日，我反問自己 ： 爲甚麼

同屋的朋友和我過着一樣的生活，

但他們卻比我愉快十倍呢？晚飯

後，我向他們提了問題，他們沒有

說甚麼，只是把一本聖經放在我面

前 。 我看着聖經 ，就好｛象重逢久違的

朋友 ，彷彿有一種莫明的陌生感 。

我明白朋友的意思 ， 從那天開

始，我重建自己的靈修生活 ； 不但

看聖經，而且每日禱告 ， 至少每天

晚上臨睡前是這樣 。

漸漸地，重拾對神的認識 ， 與

砷的關係甚至比在家鄉時更親密。

難過時，砷藉聖經安慰我；困難

時，砷就鼓勵我 ； 並在生活上供給

我一切的需要。例如有一份工作可

限。其實每個人的情緒感應是與生俱來的，

但在成長的經歷中 ， 我們卻學會把某些情緒

困鎖；怎料在困鎖情緒時，連自己也被困鎖

起來了！逃避情緒猶如逃避生命，並會錯失

許多生活經驗 。

其實情緒是不能分割的，我們需要正視

自己不快的感受，並有勇氣探深一層 ， 才能

有更多的發現、能夠自由地經驗不同的感

受，將它融入生命的不同層面，這是人格成

熟的表現。認識自己的情緒亦會有助明白別

人的情緒，從而設身處地諒解他人，這是與

人交往非常重要的一環 。

不錯，我們常常埋怨別人不了解我們，

甚至揚言「踏遁天下無知己」 。 不過，你我

又了解自己多少呢？確打，我們大多祇隱約

認識自己，我們實在需要從每日生活裡體驗

自己的感受；讓我們多點看清自己的樣子 。

言有盡而意無窮，培蔻善解內心感受以及分

別事物的情操， 願大家可以成爲自己及別人

知己的朋友。

口盡心

賺取零用錢 ； 安排我住在當地的家庭，即可

學外語，又可享幾乎是全島最便宜的房租 。

在這三年裡，我沒有甚麼轟轟烈烈、悲

壯感人的血淚見證 。 可是，只要細心觀察，

每日總會有神跡出現。我開始明白到：只要

愛神、重視神、留心砷的話，就會發覺神隨

時聽我們每一個禱告，因爲祂愛我們 。 我終

菸明白：砷從來沒有離開我，祂把我放在這

個島上，生活雖然寂寞，但好在不受世界潮

流影響 ，可以安靜聆聽砷微妙的聲音 。 以

前，我只懂得享受團契生活，如今更學會個

人與砷同在的樂趣 。

三年過去了，我深深體會到兩節經文帶

給我的應許：「日間，耶和華在雲柱中領他

們的路；夜間，在火柱中光照他們，使他們

日夜都可以行走。 曰間雲柱，夜間火柱 ， 總

不離開耶和華百姓的面前」（出十三 ： 21 丶

22) 。 口 許業生

圖說箴言 黎光偉

}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

． 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
Ca····-•··•S•~,<. 

爲了廣傳福音·本報所有文章·歡迎轉載、影印傳閱·唯諝註明出處；若作商業用途．需得本報書面許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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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心理學有一環 要忍受被父母遺棄的感覺。作者曾經錄影

旁非利亞人的亞大利是專門重訪童 幼兒的身體語言和面部表情，詳細記載他

重
年的治療。美菌有一個婦女 們跟父母之間相依的連帶關係。

組織·名叫「婦女支持小組 其中一個小朋友叫尊尼，在他兩歲的

」，目的是將背境相同的婦 時候，因母親入醫院生BB• 就將他送到 直古届「二凡驛彼西庭·來 talus• 在公元前159-138年，他用自己的名

訪
女召集在一起·互相發展身 托兒所居住。起初·小尊尼在陌生環境中 到旁非利亞，在別的加 命名這裡爲Attali 。而到公元前133年間·別

心·互相支持。其中一項她 顯出恐懼和失落，他的一雙大眼睛充滿徬 講了道，就下亞大利去，從那裡坐船往安 加滿王管理亞大利不善·海盜出沒，使那裡

們要做的作業，就是回到竟 徨，四處找尋父母的影跡。第二天，他的 提阿去」（使十四：24-25) 。 形同海盜賊窩，後羅馬大將龐貝出兵討平，

年四歲時期，彼此交流當時 父親來看他，小尊尼興奮到不得了。當父 土耳其南部的亞大利，有世界聞名的 且把該區歸入羅馬的版圖。而奧古士督把退= 的特別回憶。許多以爲褪了 親離開後，他望着大門不肯走開。第二 海灘，當地人說每年夏天，在這裡的外圍 征的軍人安置在這裡。

里 色的回憶，原來仍然色彩鮮 天，父親沒有來．尊尼蹲在門口好倦心．
旅客比本地人還要多，他們不單止是來享 亞大利不單是個海軍基地，也是通往土

明，很多在意識裡以爲不存 哭了很久，累了就走到托兒所堢姆的腳
受陽光與海灘，而更多的人是爲訪古探勝 耳其中部大路的起點，因此她也自然成了經

在的印象，卻突然浮現菸每 下，自己找尋安慰。第因天，父親來了，
而來。 濟繁榮一個大城市。直到六世紀拜占亭時

年 個人的腦海裡。 但是小蓴尼不肯上前迎接他，並推開父親
亞大利在保羅的行程中，似乎祇經過 代，亞大利更因其海陸交通便利而又取代了

一次，也沒有多作別的介紹。原來亞大利 別加 (Perge) 的商業和宗敎地位。保羅時
其中一位小組成員，一 帶來的禮物·揚心地躲在一角吮手指·對

在保羅時期是個新興的城市，商業方面是 期更是經濟的全盛期·亞大利的商人把木材
向是個理性人，因爲要做這 父親作出控訴。到了第五、六天，他開始 高峰時期，而當代的羅馬Hardrian• 也曾 從大掃運到埃及和希臘，而與敘利亞的貿易
個作業，突然情感澎湃，不 適應新環境，時常跟着堢姆，深恐這個剛 造訪這城市，他的像在亞大利的博物館中 往還也甚繁。
可收拾。她固憶起四歲的時 剛熟識的新媽媽亦會離他而去。 可見。但史學家找不到有關這城市詳細的 拜占亭時期，亞大利更成爲地中海的海

候，一侗最深刻的印象一一有一天，她在家 原來人的＿生，由孩童開始，就要接 連續歴史記錄·所以對這城市的朝代興替 軍總部，但在七世紀中，亞拉伯海軍重擊拜

門前被三輪草撞到，立時呱呱地大叫媽媽。 受一次又一次的失落·失落穩坐母胎中的 過程所知不算詳盡，而這城最流行的砷像 占海軍，亞大利的地位因而成爲次要，後來

可是，當她母親目睹她鮮血披面的模樣時， 安全感，失落父母的全部關注·失落心中 是丟斯 (Zeus)' 她來自別加摩，在亞大 塞爾柱人 (Se]」uk) 在公元1207年把城奪

嚇得用手抓着自己的衣襟，即刻叫工人拿香 的夢想·失落夢裡情人，失落靑春，失落 利的博物館可一睹他的肖像。 去，亞大利又進入另一發展路向。

煙來，也不抱她一下。她哭得好瘻涼，不明 健康，最後是 失落生命。既然是一連 今天的亞大利城是在海岸旁，歷史學 今天在亞大利亞仍可見到馬蹄形城堡，

白爲何母親不抱她。結果是由她外婆抱起 串的失落，那麼，一生何求呢？ 者相信這城市是建築在一個古廢墟之上 是公元二世紀的建築，用作保護港口和城市

她，一直抱她到醫院。她仍然記得自己躺在 有人會追求在世的擁有，如金錢、名 的 。 離亞大利西面五公里處有另一古城· 的，而城牆上的阿拉伯文字刻 ， 卻是歌頌塞

外婆的懷中，鮮血染紅了外婆的衣襟。當年 譽、地位等等。可是，得到這些東西後， 名爲奧比亞 (Olb,a)• 在那裡出土的錢 爾柱人的偉大，因他們把城牆連接，且建起

受傷的疤痕早已痊癒，然而心中的傷一一媽 仍然不能消除內心深處的失落感，因爲，
幣和物品中，可見這是一個城市的中心， 不同的塔在其上，據一些古代的旅行家所記

媽不抱她，就仍然令她隱隱作痛。 人眞正的失落是「永恆」。倘若人不歸到
但因亞大利的興起，而使奧比一晝成爲次 錄，他們看見亞大利亞共有80座城樓·城內

回訪童年，許多時都會牽出很多舊傷 造物主那裡·與祂回復父屬關係，重獲砷
要，人口也遷到亞大利去了。 有窄巷，房屋三千間，因城市發展計劃，這

疤。成年人以爲小孩子不懂事，其實小孩子 兒女身份·進入永恆國度的權極·人仍然
亞大利屹起的原因，及其名字的來 些城樓與窄巷已不多存在了，今天仍可見到

歷：原來別加滿 (Pergamwn) 沒有優良 的城門是記念Hadrian.:!:到訪的，有點像羅
的眼是最雲亮的，只是他們的世界是那般無 會感到失落丶失落丶失落...... 0 

的港口，但因海軍要發展，需要有良好的 馬凱旋門的拱門形式云云·亞大利城牆上保
助，一切都要依靠成人。有一派心理學專門 口映映 港口作保護，別加滿王找羞這亞大利，發 留着的兩塔，代表着兩個時代的建設·一爲

硏究子女同父母的歸屬關係，成立了一套歸 本文乃溴「1電台「忘是谷」片目內容(il星翔日 展其海上勢力，亞大利不單港闊水深，而 羅馬時代．一爲塞爾柱時代。

屬道理。原來每個小朋友在長大的過程中都 叱8-4纘辻十五分鰻），由香港陽北傅禧十心桑作 ·
且擁有內陸平原沃土·別加滿王名叫At- 口量惠濰 (~自十束）

· 鍵廩人生 爲甚麼現代社會的西醫

自然療法與科學
健祛病、增強體質。

- <即對抗醫療法），憑其 二、「功能食品」必須逹到現代響理學

高度的科學技術，仍未能對好些疾病顯示出 上「無響」的安全水平。而藥物及維他命丸

確切的療法，而長期吃藥的結果，卻導致病 一般都有一定的養性，也給人體帶來一定的

人愈吃則體質愈弱；反而病者求助菸自然療 副作用。

法這類「非科學」的醫學，往往卻有滿意的 錯藥、藥的副作用、無謂的開刀及手術、 工·死亡率下降18% 。接着冏年南美洲寄 三、「功能食品」不必在醫生處方指導

結果。這裡筆者用「非科學」祇是相對軫一 斷錯症及醫療檢査意外所引起的。 倫比亞西醫罷工52日·死亡率下降了35 下服用，當然也沒有份量限制，而且亦可長

般人習慣的機械科學觀·亦即古典力學範疇 看罷上面的資料，可能有人會問 ： 西 ％。醫生復工後，死亡率馬上回復平日的 期服用作爲長久保健之用。

內的科學觀而言·由菸自然療法的理論學與 醫不是可以治好我們的病嗎？很抱歉，在 數字。歷史上最長的西醫大罷工是在以色 如何正磾選蠣功能食品
機械科學觀不盡吻合，所以慣矜使用對抗療 很多很多的情況下，西醫西藥所治療的舐 列，發生~1973年，罷工爲期85日·死亡

法的西醫，就將自然醫療貶爲「非科學」的 不過是消除我們的「病徵」，而不是治療 率下降50% 。（參考資料及文獻：見R
雖然以上的標準十分明確，但由菸較爲

醫學。 我們的「病因」。打個比喻吧：「假設大 S. Mendeloohn• Confessions of a Medical 
專業·所以一般的消寶者比較難菸掌握·讀

但是，爲何自稱爲「極科學」的西醫卻 廈發生火災·火警鐘響了·消防員立即到 Heretic• New York: Warner• 1979• 
者們如想學會如何選擇「功能食品」的話，

末能對許多種疾病顯示出較爲良好的療效 場，隨即將警鐘拆除，然後就收隊走了 PP186-187 。)
可以根據以下的簡單方法：

呢？這現象正正反映出問題根本不在科學， 」 。他們並沒有救火，因爲警鐘不再霫 基菸以上種種事實，現代人開始尋求
一、不要祇看那些彩色印刷，因爲賣花

而是人類本身有機體內運動的複雜性及其非 了。如果讀者們細心留意的話，不讎發現 另類更安全有效，又能起預防作用的醫療
一定讚花香。

恆常性 ， 實在超乎了機棫科學論所能描述的 他們這種治標不治本的「傳統」；再以糖 方法。因此，逐漸放棄西醫而採用營餐學
二、要有足夠的公僧力，最起碼也要能

範圍。在物理學中早已有這種現象 ：「當物 尿病爲例，發明胰島素 (insulin) 的那個 及自然爵納人，全球每卑＇艮頲7% 。
夠出示由香港醫務衛生處所發出證明該些産

體的運動速度不超過光的速度，用古典的牛 醫生獲得了諾貝爾獎。現在居然證實，腆
品不是藥物的文件，如果該公司或經銷商不

頓力學可以描述其運動的種種規律；但當物 島素對糖尿病一點好處都沒有，因爲它根
自然癢法與功能食晶 能出示這些證明文件的話，那麼就不要選購

體的運動速度超越了光速·古典力學就出現 本不能夠減少糖尿病的後遺症，例如盲
一談到自然療法及營養學 ，就不能 那些產品好了，因爲它們極有可能帶有葉物

極大的謬諜。」在醫學上·如果一味運用古 眼、血管問題和其他皮膚病，接受臏島素
不提「功能食品」，因爲自然療法在改善 或化學劑的成份，會對身體構成潛在的危

典機械力學試圖去描述人體內複雜的非機械 治療與否，後遺症比率一樣。但胰島素本
人體健康時·所講究的是這些食品能否回 險。雖然市面上很多機構均聲稱他們的產品

性運動，亦會一樣到處碰壁。 身是一種有音的物質·對血管壁有害·連
復、提高或保障生物體的自我復原能力 是經過美國食物及藥物管理局 (U.S.

續使用可造成不同的動脈疾病。研究證
（即自癒力）。因此，這些被選用的食品 FDA) 的認可，但問題是他們的產品極有

九成疾病西薑束手無策
實 ：身體可以忍受胰島素注射的最大中毒

必需符合安全、有效又沒有副作用的最基 可能是棄物，因FDA也認可藥物；何況該

根據新英倫醫學雜誌所霑：西醫祇對現 量約爲二十五年，到那時，病人的動脈會
本要求。 產品若眞的得到FDA認可的話，那麼就絕

代人百分之十的疾病有幫助。主要是一些意 自動分解，接着是生命的終止。
何謂功能食品？「功能食品」首先必 無可能得不到香港醫務衛生處的證明文件。

外、創傷、斷骨、流血不止、皮膚嚴重灼 須是天然的、有活性的、有機培植的、經 因此，若你想購買這類產品·必先要求

傷、急性腦膜炎及急性腸胃病；而百分之八 西畫鼴工死亡率下降 低溫處理而沒有破壞其天然食物本質且又 對方出示上述證明文件，以保障自己的權

十的疾病就包括 ： 心臟病、高血屋、腦充 有一個現象發人深省一全世界每一 具食療效用的食品。而除了具備以上一種 ^ 益°
血、糖尿病、敏感、皮膚病、消化系統毛 個地方，每當西醫罷工，社區內的死亡率 健康食品的共性外，還要符合下列要求： 註：在此向各位瀆考拉為一本好書｛西量元

病、肝病、腎病、癌症、愛滋病、稍砷病等 必然下降。 1962年，加拿大薩斯卡通省西 一、必須有特殊的保健功能，或者說 宅使原？）內容「人，t找形式求達 ·J.料拉之珍

等，這些都是現代西醫無法根治的。另外百 醫大罷工·死亡率下降1796 。 19761平，芙 有特別的生物學或營養學效應，這一點相 ~· 以搗霉各種量愚其相為主·計考撝勿錯過。

分之十的疾病是由西醫所引起的，例如 ：用 圉洛杉磯的西醫固抗議保險制度而集體罷 當菸現代所說的平衡或調節生理節律、保 口杜家．

攢獻方法：現金可直接存入大·量行 213-HI02詞4堇<!>■•行 2Hl1:1--000633一1 景戶．然後寄同量量·背面往朗姓名、電話及地址 ；支票抬頭黷寫「滇門碁．養文字鑷．」，寄．懍鬥舅縉61呤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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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97聖經問答比賓

日期 ： 8月29日（星期五）下午三時

地點 ； 東望洋街澳門神召會禮堂

範圍 ： （新約｝四蘊音，使徒行傳

形式 ： 小組必答題、搶答、背金句等 。

組別 ． 小學組（小學六年級或以下）

初中組：（中一至中三 ）

高中組： （ 中四或以上）

（廷 ． 以圣亻民前．就瀆級別為準）

參加 ： 每間敎會最多祇可派三隊代表參加

不同組別的比賽，每隊必須三人，

每隊報名費50元。

報名 即日起致電／傳眞353774聯絡黎姑

娘 • 8月 11日截止報名 。

聖經公會福音遠足

香港聖經公會將於8月 30日（星期

六）下午舉行福音遠足，希望聯同本澳靑

年前往路環挨家遂戶派發聖經，歡迎各靑

年園契預留時間參加，詳情稍後公佈 。

差傳嘉年華及培靈會

主題 ：福音初到之地

時間： 9月 13日下午3:00嘉年華會

培正舉行．入場費10元；

同日晚上8:00培靈會

矜二龍喉浸信會舉行·免費入場。

內容 ． 嘉年華會中將有大型展覽·展期是

9月 10--14日，由十多間香港差會

及本地福音櫬構負責。

全澳及青年培靈大會

全澳培靈大會

日期： 10月 16 、 17日（週四丶五）晚8: 00

主題 ： 時代對生命的挑戰

講員 ： 麥希眞牧師

青年培靈大會

日期： 10月 18日（星期六）晚8:00

講員 ： 楊牧谷牧師

地點：馬大臣街志道堂

主辦 ：澳門基督敎聯會

信心堂十週年

八月十九日（星期二 ）晚上基督敎信

心堂將借用砷召會舉行十週年堂慶感恩

會 ， 該堂由蔡證光牧師夫婦創立 。

中華傳道會三十五週年

爲慶祝三十五週年堂慶 ·中華傳道會

將舉行一連串慶祝活動，包括九月七日的

三十五週年感恩崇拜、聯歡午餐、還有製

作紀念品及紀念特刊等 。

溴門大學基督教文化週

澳門基督文字協會將矜九月廿九丶卅

日 ． 十月二、三日 （ 共四天 ）在澳門大學

校園舉辦第一屆基督敎文化週 。 每日上午

有文化專題論壇 ， 由美籍華人學者王懋軒

敎授主講，且即席撣毫示範售徂 ；每日下

午放映基督敎電影，並設有基督敎告展及

琭展。期間歡迎基督徒學生隨時前往協

助 ， 或進行個人佈道工作 。

誠聘督課導師

播道會誠聘基督徒督課導師一名 ．性

別、年齡不拘 ， 高中以上程度，富經驗，

稽理科。逢周一至五下午5:30--6:30• 時

薪五十元 ， 有意者電529548王先生洽。

其他消息

信徒聯禱會： 8月 20 日（ 三 ）晚八時

菸培正中學宗敎室，播道會負資。

時代 雙月報 教會篇囯

香港聖經公會溴門大型展覽
紀念馬禮遜 一八零七年基督敎第

一位宜敎士馬禮遜來

華宣敎，痰門是他踏足中國的第一站 。馬禮

遜牧師也是首本中文聖經的翻譯者，爲紀念

這位中文譯經功臣，香港聖經公會特別在澳

門舉辦一連串與聖經有關的活動 。

填色比賓

多月前 ， 香港聖經公會致函本澳所有敎

會、機構及小學 ， 邀睛他們參加全襖 ［ 智惹

的話 】 兒意塡色比賽 。

在本地文字協會的宣傳及浸信冉局的協

助下，兒童反應熱烈·更可貴的是許多天主

敎學校也一同加入比孖行列。

結果，大會收回作品逾二千份，參賽的

敎會及學校超過四十間 ， 其中約有廿間學校

是沒有宗敎背景的。經大會評選後，各組得

奬名單如下 ：

得獎摯生與主禮嘉省合照

- 基督教托兒所終開幕
籌備多時的「國際傅敎證道會托兒所」

（見本報去年10月號封面專訪）·終菸七月

三日正式開幕啓用，出席開幕儀式的有社工

司副司長及多位政府部門代表（下圖）。

該托兒所位菸鴨巷麗明樓六號地下（蔡

高學校側），特爲貧窮家庭之歲半至三歲半

子女提供日托服務· 有意垂詢者請電353193

聯絡許約翰牧師 。

新成立福音歌樂團

由葡籍靑年盧東尼及鄔澤平爲核心的 「

啓道會福音歌樂弱」矜七月廿八日成立。該

樂四主要是招聚成功戒毒的靑年信徒·參與

街頭音樂佈道工作。

愛鄖之家獻堂感恩禮拜

位菸靑洲大馬路逸麓花園第一座六樓F

座的「愛鄰之家~生命小組敎會 」菸七

月廿八日晚舉行獻堂禮·敦請台灣敬拜中心

主任、大衛營砷學院院長、台北都市人基金

會莖事長陳公亮牧師主領。

兒童組
冠軍 ； 丁凱怡

亞軍 ＇ 癟浩彥

季軍 ： 梁可星

優異：溫淑玲鄧錦成伍浩雲

羅碧琪湛蓁高素雯

少年組
冠軍 ： 鄭心怡

亞軍：余學欣

季軍：李姵璿

伋異 ： 雷應呂潮章曾嘉雯

賴志才林凱欣劉可瑩

頒獎典禮已於七月十三日下午假借宜

道堂舉行，得獎學生在家長陪同下·興高

采烈地喜獲獎品，且在自己的作品前留下

俏影 。

聖經展覽

馬禧遜牧師在三十多年的時間翻譯中文

聖經，讓中國人能用自己的語言認識上帝的

話。此後，爲中囷不同地區而譯成的多種方

言版本的聖經也陸縝面世。因此，香港聖經

公會菸紀念馬禮遜來華一百九十年之際 ， 特

在馬禮遜牧師的安葬之地一澳門 ， 舉行大

型聖經展覽 。

這次展覽菸七月十一至十三日假借宣道

堂舉行，逾百人參加了開幕日的感恩崇拜，

主禮嘉賓包括聯合聖經公會總幹事、亞太區

總幹事、香港聖經公會總幹事及董事，還有

澳門的加文狄牧師、黃鐘牧師及藍欽文牧
師 。

感恩崇拜中，聖經公會特爲出版馬禮遜

牧師譯本 ( 1823年）（紀念版聖經｝及（新

嚴東話聖經｝舉行奉獻禮。禮畢 ， 衆嘉賓爲

聖經展袞的開幕剪綵（下圖） 。

中外嘉省為生經辰戈「.,琭打綵

紀念馬禮遜來華一百九十週年

九七澳門差傳大會

福音初到之地

本期收人：（港幣）高偉綦2400• 樂泉堂1200• 遁疽堂3000• 何國偉100; (葡幣） Dior C han 600• 代印刷2040• 不記名 （美金100)800 • 二龍喉沒惜會1000(右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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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
人本乎道，發而成為古行思想，使行道

有所得，故稱為德。對人而言，即使人在言

行思想上的表琬，本乎道，發為德，本應合

情合理，恰知其分 。 但奇妙的是，人的古行

思想，總有出入偏離正道，這究竟為何呢？

敬天法天，小至孝親愛人，總是希聖希

賢，以個人修身爲起點，治國爲人，皆朝

着「允執厥中 」的標竿去追求。古話說 ：

「萬有在道中，皆受其則，爲道所張」，

其基本要旨在「中」。但「中」的意義甚

抽象，中庸上說「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

「才叫做「中」；俗語說：「恰到好處」

也就是這個意思了。

不偏不倚恰到好處

孔子說 ： 「致中和天地位焉，藹物育

焉」眞是一切美好，老子又說：「順道而

行」就可以「無爲而無不爲」，更是呈現

出完全的理想境界。其實大家所共識的乃

是「萵有皆由道來，皆履道則」 ， 誠如聖

經所講「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道就

是上帯，萵物是藉着他造的」一樣，中囷

人能說出「道不可須臾離」（孔子）及「行

道順乎自然」（老子），可見體悟的又古早

又深刻了。

我們明白道的存在充滿萬有，人也在

其中，可是人本乎道而行出來的卻又甚有

出入偏頗，很是爲難 ， 這又是爲甚麼呢？

原來人在天性中本就有不完美性，因以致

亡，好比人駕駛汽車在公路上行，本應有

客觀公認的合適速度，駛快了、慢了都會

發生危險，可是人就是會在快慢上出問

題。雖訂出法律、派出警察，還是不斷的

出問題，而人在道德的實踐上，也是如

此，很難拿捏得恰到好處 ，

道為本體德為作用

道德一辭 ， 源自遠古，義在道爲本

體 ， 德爲作用。「道先天地生，爲天下母

」（老子） ，萬本一源，乃出自造物主上

蒂，人本乎道，發而成爲言行思想，使行

道有所得 ， 故稱爲德。對人而言，即使人

在言行思想上的表現，本乎道，發爲德，

本應合情合理，恰如其分。但奇妙的是，

人的言行思想，總有出入偏離正道，這究

竟爲何呢？

中庸一書上說「誠者，天之道也，誠

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

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

固執之者也 。 」可見只有聖人（完全完美

的人）才能「從容中道」（可惜古今中外無

一人達到），我們都是「追求中道」的人

（擇善而固執之才行），這其間是大有困惑

的了 。 老子主張「棄聖絕學，返撲歸顛

」，才可回復到那個「恰好」，但現今誰

能力挽狂瀾，使大家棄聖絕學呢？這眞是

痴人說夢的法子 ， 反而孔子的體會確有些

眞知灼見，他說 · 「道（道者，天理之當

然，中而矣）之不行也 ，我知之矣，智者

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

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智者、

賢者與愚者，不肖者皆不中也，這不正是聖

經上所說的「世上一個義人（言行思想恰到

好處，或稱成熟完美的人乃罪人的反義辭）

也沒有」，眞是對極了。

克己不成無為落空

所以思前想後，人要言行思想逹到「恰

到好處」·歸納起來只有兩個方法，第＿個

方法爲靠人（包含自己），如孔子主張「克己

」復禮·老子主張清靜「無爲」 。 兩千多年

來到今天，事實證明「克己」不成 ， 「無爲

」落空，人的無力感，是不容否認的。所

以，聖經上說：「除祂（耶穌）以外，別無拯

救」，是干眞萬確的 。

但耶穌是誰呢？耶穌是上蒂的獨生子，

他本爲道（完美的本體）·道就是上帝（父與

子原爲一），道成了肉身來到人世間，爲了

挽救人的不完美，賜人永生成爲完美聖潔，

這就是第二個方法了，也是唯一的方法。人

因信祂得重生，有了祂的生命，聖經上說：

「凡從上帶生的·勝過世界，不在罪中」，

這是唯一的由「追求中道」而逹「從容中道

」的秘訣，聖經上說：「上帯說我是阿拉

法，我是俄梅戛，我是創始成終的，是昔在

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獨一的眞砷」，人

若想也應該道德完美從容中道 ，就唯有信靠

耶穌基督這條正路，面對人生最需要、最寶

貴、最眞實的眞理 ，豈可失之交臂呢 ！

口 王懋軒（本會原問）

I 教會消息、 l 
大陸千萬人信仰天主基督基督徒比我還差勁

據官方最新的統計資料顯示，目前中圉

也沒有常到敎會聚會，所以信仰沒有基礎。在信仰問答 l問：很多暴苷徒的行為_ 比我還差勁，我為何要

佶碁苷教？

答：你的問題有情理，但是著眼點錯

了，容我解說。世上各園體中皆有不良分

子，這些敗類不能代表整個睏體。正如每

一間學校裡面都有壞學生，你不會因此而

不進入學校讀告。這就是所謂不可以偏蓋

全，或因喧廢食。

有些所謂信耶穌的人，動機不正，有

所貪圖，希望混水摸魚。耶穌基督在世

時，把這一類的追隨者稱之爲「吃餅得飽

的信徒」，今天稱爲「麵包信徒」，或「

飯碗信徒」，或「吃敎」°

有一種更嚴重的情形，就是一些別有

用心的陰謀家，混入敎會，正如耶穌基督

所說的：「他們是披着羊皮的狼」°

有些基督徒是出菸傳統，固爲父母信

基督敎。他們也順理成章的例行外表儀

式，卻沒有眞正的信仰 。 敎會中一般把這

樣的人稱爲「掛名的基督徒」 ，即有名無

打的意思。

有人爲了要與基督徒結婚 ，就受洗加

入敎會，以求取對方或對方家長的同意。

有人在基督敎學校讀書，感覺基督敎

不錯，或因要討老師喜歡，或因群衆心理

的影響等 ，而受洗加入敎會 。

有人因一時感動而受洗加入敎會 ，但

沒有對基督敎敎義進一步的學習與了解，

信仰伊斯蘭敎的有一千七百多萵人 ，信奉天

人生中一受到考驗，就站不住腳，終菸隨波逐
主敎和基督敎的人數分別約四百萬和六百五

流，與一般人無異，沒有基督徒應有的表現。
十萬，佛敎、道敎由於沒有嚴格的入敎儀式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眞心皈向了基督，
和規定，因而確實人數難以統計。

人生也逐漸走上正途 ； 但因時日尙短，仍有 美國增長最快的教會
未逮之處·品格上與習慣上的瑕疵·還未完

全清除·靈性功力不足，以致有時傾跌，給人

留下不好印象。假以時日，即可進入佳境 。

上述種種的情況，造成一些人歸信基督

的攔阻 ， 你也是其中的一位，這是可以理解

的。但是請你注意兩件事：

（一）基督徒信仰的對象是耶穌基督，

而不是任何人。基督徒的座右銘是「不看

人、不看環境丶祇仰望主耶穌 。」 耶穌基督

是何等崇高偉大，滿有慈愛憐憫、眞理與公

義 。 其十架大愛是人類的希望與歸宿。祂伸

美國的有關研究顯示，＿百零七家增長

最快的堂會分別屬菸八個宗派，其所佔比例

如下：美南浸信會百分之十九、砷召會百分

之十五、波士頓圉際基督敎會及獨立靈恩敎

會百分之九、圉際四方福音會百分之六、聯

合循道會百分之五、獨立非靈恩敎會百分之

五丶播道會百分之四、長老會百分之四。此
外，大多數敎會所在地的社群有一個共同特

色，就是白種人減少 ， 而美籍非洲人、亞洲

人和拉丁美洲人的人口遞增。

巴西足球隊熱心傳道

開雙手歡迎接納一切皈依祂的人。祂說過「 巴西Uberlandia 有個足球隊伍是一個熱

凡到我這裡來的，我總不丟棄他 。 」（約翰 心傳福音的球隊 。每次球賽開始前，他們都

禰音六章卅七節 ） 會在中場向每個對方球員作見證，給他們簡

（二）兩千年來，基督福音使者前仆後短的聖經敎導，邀腈他們信主，並送一本新

繼的付上生命代價，把基督的愛與眞理傳遁約聖經 。 數星期前，全隊對方球員，連球證

世界，在各國各民中有千千萬萬的人，誠心在內，含著眼淚要求信主 。 有個不耐煩的觀

悅服的歸信了祂，獲得新生、力量、喜樂， 衆衝出中場去投訴，結果當場也信了主。

脫離罪過，破碎心靈得痊癒，家庭復合 ， 社 聖縂！翻譯文巳達2167種！
會改良。這是對人類最大的貢獻與祝福 ！ 去年全球聖經分發的數足，超過一千九

朋友，不要讓任何人或事物擱阻你來信百萬本，這個數目並不包括其他的聖經分發

仰耶穌基督，祂正在等候你，打開你的心歇組織 。據悉，聖經翻譯語文已達二千一百六

迎祂進入吧！ 口滕近蹕 十七種，這一年在聯合聖經公會圖害館登記

＃載自（美國）｛砒角} 1996年11月號 的新語文譯本就有三十九種。

（葡幣）播迷會轉406• 中華傳道會250• 代印刷900• 關淑鈴300 • 溴門聖經學院80 。

信仰篇國

編輯手記 I 

親人逝去，畢竟是件傷心的事 。 但爲了

本期主題，我祇好硬着頭皮邀請偉聰兄抽空

撰稿 。 想不到他一口答應，且態度認眞。記

得那天他正趕着去機場赴台灣開會·臨行前

冒着滂沱大雨送來家中的珍貴相片（見封

面）。他的行動，是對出版工作的支持，也

是對愛妻的一份懐念和敬意。

埋首菸案頭的編輯工作之際，內子已三

番四次地提醞我：「媽媽的生日快到了·別

忘了寄賀卡喲！」＿忙之下，眞的差點給忘

記了。男人就是這樣，整天祇顧工作，往往

忽略了身邊親人的感受，希望日後不再讓爲

妻的焦急，爲母的失望。

最近讀者也許

會發現，「澳門基

督徒文字協會」的

標誌已煥然一新。

新的標誌以活潑有

力的草行轡「文」

字，來代表文字協

會是最適合不過的

了 。 希望新的標誌

帶來新的活力、新

的動力 。

上月收到了兩封來信，謝謝何讀者的意

見和鼓勵，我們一定竭盡所能，不負衆望；

另一封信寄自國內靑島，談及基督敎會的一

些情況。現謹節錄如下：

本人也是一個偶然的機會，活到（時

代）雙月叔，之役我去函索閎，謝甜你們的

兌心，目為一個隹在香港又素未揉面的平信

徒，你們免每翔免芮郵寄來給我無誤！

今天收到六月號（第20期），標題及內

容却很汲引我，使我不得不放下手中約工

作，來個「先嗪為快」。聞故之餘，內心深

顙（時代 ）叔今拔無諭時代如何史連，仍能

堅持為 1真理「求真、傳真」（六月就（紙

料手記）中心念，思）的原則，繒積不斷去餵

没主的小羊； 去喚醒在時代洪流中游活無

向丶掙扎求存的棲涼人群！

為了精益求精，杖對工夫似乎面要加

強 。 Mi (時代） 雙月赧拉守真道，在時代的

前熲將真光照亮人．心！

香港讀者：何國偉

我淆了 2翔（天風）有閘姜喈教代表大

會的赧逹，深惑不安。（天風）一九九七年

鯤塋載 1 中國碁喈教協會會卡扭文燥的工作

赧告（同心協力達土暴骨的身體 ） ，在今掞

的十大任務中，找到愿主祅升學思想的達

設，引用了一段語：「 T主教指出「 Jfl在禮

幷的人不少，迷至裱擁搞 。這容劣使我們而

枕無天，忽戎敖會的綦本走設。我們較多同

工忙淤日當寧務和會蟻，不大想到教會表久

之計 。」 T主教的這番語·語重心I:.' 氐是

援醒，也是鞭茱。 」

國內讀者

經文選讀

上蒂說 ：我要拯救愛我的人 ；

我要保護敬拜我的人。他們求告我，

我要回答；他們在患難中 ， 我要分擔

他們的苦難 。我要拯救他們，使他們

得光榮。

｛詩篇｝九十一 ： 14- 15 (現代中文譯本）

香港聖經公會（ 電話： 23685147) 

九龍漆成道67武安年大成902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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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俗語云 ： 「＿樣
米養百樣人。」

每個人與生俱來就有其獨特

的性情，而隨着人慢慢成長

•. 對各樣事物亦抱有不同的

觀點，這可從繪噩世界裡看

到 。 一直以來，許多繪噩藝

術家，對物象遠近、光暗、

選擇的角度以及時間的掌握

等 ·均認眞硏究，其目的是

要找出一個看物象的觀點，

使盡家們能將該物象表逹得

更清楚、深入，令觀衆能看

到最眞實的一面。

今次要給大家介紹的 ，

是一幅立體派的作品，立體

主義可以說是繪噩史中最講

求角度的主義。這幅名爲〈

鬥牛士或鬥牛迷〉（上圖）完

成軫一九一二年，爲近代繪

畫大師畢加索的作品。

畢加索 ( PICASSO)• 一八八一年生

菸西班牙，他父親是個繪盜老師，由菸家庭

的培聳，以致畢加索在小時，他的繪噩天份

已得到發揮。在他十四歲那年．更遠赴巴黎

，直到一九零一年 ， 便在該地舉行第一次畫

展。不過，畢加索並沒有因此而自滿或停滯

不前 ， 反而他更不斷地改變自己的風格·探

觀
點
與
角
度

索更新的繪畫技巧。終於在一九零六年，

開始了他的立體派繪畫，不久，他便聲名

大鵲，亦將繪畫藝術帶領至更寬闊的空間。

立體主義的晝家乃將一物象，以不同

的角度繪在同一僭畫面上 ，以達至使觀者

更全面的看該物象。

其實，倘若每一件事情，都以各種不

同的觀點來看，來分析，相信我們能看得

更仔細、深入。聖經也就是一個好例子，

單是記載耶穌的生平，便有多至四個作者

來表達，使人們更了解主耶穌的特質 ，更

明白聖經是如此眞實 。

口黎光偉

懊門富地方色彩的行業
王這套菸一九八九年三月一日發行

的新郵票共四枚（右圖），葡人施

偉狄設計·採水彩造法，面額分五角、壹元

丶四元、五元四種。

擔水婆

五十年代，以擔水爲生的人在澳門平靜

的街道上是常見的勞動者之一。 靠擔食水爲

活的男挑夫，從地下水源汲取「井水」或」

「山水」，以供煮食及飲用。

這是一行吃力的職業，男挑夫無論嚴寒

或酷熱摸黑起早，在肩上挑一條扁擔 ， 每端

各吊着一個用煤油罐做的鐵皮桶 。

擔水爲生雖是辛苦的工作，但也有年靑

體壯的婦女加入這一行業，祇要她們能夠將

兩個盛滿水的水桶挑起就可勝任。她們聚在

井旁或水池邊，七嘴八舌地閒話家常 ， 道東

家長 、說西家短，吵吵鬧鬧，好不熱鬧。言

畢， 她們挑起水桶各散東西。由於水桶的重

瘋，使她們行走起來步履短密 ， 步伐徐疾有

致，束在腦後的辮子也搖來擺去。

隨着水質得到改善和完善的輸水系統，

使食水可供應到每一角落；故此，以擔水爲

生這傳統行業已銷聲匿迹了。至於男挑夫亦

隨着時代的變遷·放棄了挑擔而改用自行車

運送食水 ， 這樣 ，幹起活來就更快和更省力

了。到了今天 ， 過去以擔水爲生的男挑夫的

面貌和形象，祇給我們留下一片回憶 。

蛋家

在本澳內港人家的風情繼中·蛋家可算

是在芸芸衆生相中， 和葡圉水手結下不解之

緣。

在陸上，以往使用的交通工具是人力車

和三輪車 。 那麼，在水上就是蛋家蜓＿＿

種細小而外殻薄弱的木蜓。 這種形如胡桃核

的蛋家蜓在波濤中上下頲簸，載着乘客、貨

物在島與島之間來回往返，有時甚至遠及橫

琴島。小艇分別由兩名膚色黝黑的蛋家婦

前後掌櫓，她們都深諳擇船之道，小蜓在

波浪中徐徐前行 。 她們殷勤、好客、熱情

、健談。

在衆多以撐艇爲生的蛋家婦之中，有

一些是專爲葡國戰艦服務的 。基本上，每

一名海員都有一位專用的蛋婦爲她們洗衣

服、縫釘衣鈕、來囧接送和幹其他粗工細

活。

然而，此情此景已今非昔比；這是由

菸現時的大、小船隻幾乎全部都是機動船

。另外， 那些既是水手的朋友，又是伴侶

的蛋婦亦已在內港消失。這引人遐思的海

上風情，則被收入風物誌和歌謠中流傳下

來。

叮叮佬

收買廢銅爛鐵的小販專挑在澳門舊式

住宅區內買賣 。 他沿着預定路線行走，邊

走邊敲打金屬圓牌，發出聲音吸引區內住

戶注意。「叮叮佬」名字就是這樣來的。

「叮叮」是擬聲字，其音與敲打金屬圓牌

時的聲音相似。在澳門，提起「叮叮佬」

，衆人皆知是甚麼一回事 。

在這古老「基督城市」裡，我們所見

到的「叮叮佬」形象是一個穿黑綢衫褲 ，

褲長不過腳踝，足踏布鞋，頭戴竹帽或圓

錐形的幼藤帽，肩上挑着一條扁擔 ， 擔的

兩端各懸掛着一個籮営，他一面使勁地用

小鐵棒打着圓牌，一面用箱靈的目光掃視

各戶尋找顧客。由菸社會的進步和城市的

演變，「叮叮佬」 這＿行業和其他許多行

業一樣已趨沒落。在擠滿汽車的街道上，

各種吵耳的嘈聲中 ， 「叮叮 」 的聲音實在

是微不足道，且與時代十分脫節。

「豆腐花 」 小販

「 豆腐」由豆漿凝固而成， 是一種常

南海十三郎的風采
更嶧－層， （閃亮的風采｝與

（南海十三郎｝確實有很多類

似的元素，它們同時講述天才藝術家的一

生，同樣有深刻的父子情，亦同時道出他

們與世界的對立與融和，對他們兩人被稱

「天才」的描寫亦同樣令人看得目定口呆

0 雖然如此，但兩部電影所敘述的完全是

兩種不同的人生。

（閃亮的風采｝請述澳洲一天才鋼琴

家，由菸小時受專制的父親抑壓而決意離

開家園，跑到老遠的英國去追尋鋼琴家的

夢想。但由菸對鋼琴過份的熱情與瘋狂，

導致他在一次比賽中，精神崩漬而神經失

常，十多年的心血也銷聲菸音樂界。直到

認識了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他才漸漸學

習再次投入世界，投入鋼琴的理想領域中

而（南海十三郎｝（右圖）則描述一位

傳奇的廣東戲曲劇作家 ，他自小已是不羈

任性，但靠着他那編劇的才華，年紀輕輕

已有不俗的成就，亦因此他變得更孤高自

傲。由於他難以融入社會，對自己的才華

與理想也祇能孤芳自賞 ， 最後走進似瘋似

癲丶寂寞潦倒的人生。

見和十分有營猞的食物，故此，無論在那

處有中國人社會的地方都不難找到。「豆

腐」由矜本身的營狡成份，很自然便成爲

食謂之一 ，而且十分迎合中國人口味。「

豆腐花」相信是廚師和甜品師傅的巧手傑

作，這種推測毫不出奇。他們泡製了一種

甜品，稱它爲「豆腐花」。「豆腐花」十

分美味可口，尤其是在夏天 ，艷陽似火，

氣溫高漲的日子，喝一碗「豆腐花」別是

愜意 。

以前，「 豆腐花」小販沿街叫賣，並

且在每日的固定時間內停留在固定地點擺

賣 。 他肩上挑着一條扁擔，擔的一端掛着

一盛滿豆漿的大木桶 ，擔的另一端通常都

吊着一個支離破落的櫃子，櫃子裡面安放

着碗和糖漿。有些較有心思的小販 ，還在

擔竿上吊着小凳，務求顧客能舒適進食 。

今天，「豆腐花」小販面臨與超級市

場塑料盒「豆腐花 」競爭生意；雖然兩

者都是 「 豆腐花 」 ，卻不是同一固事。 總

覺得塑料盒的「豆腐花 」就是欠缺了「豆

腐花」小販那神來之指 。

，jf,H-來源：溴門郵電司

同樣是天才橫溢的藝術家，一個力求在

瘋狂自我的世界中，尋找機會投進世界；而

另一個則藐視機緣，自尋瘟癲的境地。（十

三郎自況之文）道：

「年華方盛頁才名 羽鉲品題早誠护」

4為依人挑李眾塋樸王桀見湃嵒

無心繒犢笙歌祠 有念風雲佔幔亭

歲月催佘何取拴 飛花躅目溈千瑊」

人生際遇每每光怪陸離，你又會怎樣選

擇去經歴這干色的人生呢？

口偉

綫翦現代基督教音梟－）
里有人說：「音樂是反映時代文化

的一種指標。」無疑音樂在某程

度上可顯示當時的潮流文化與社會背景。今

期筆者並不談流行音樂的發展，祇談一些比

較少人注意的現代基督敎音樂。筆者願大膽

撰寫本文 ， 賀感謝香港JESCO的朋友提供藍

本協助 。

所謂現代基督敎音樂 (Contemporary

Christian Music)• 本文簡稱爲 (CCM )•

在澳門是頗爲陌生的名詞 ， 可能很少人留意

它的存在。 CCM誕生菸十六年代的美國，

當時美國正受越戰問題的困擾，年靑的一代

對生命感到迷恫與失落，他們對社會產生極

大的不滿及怨憤，於是社會上出現大逗嬉皮

士的靑年人 。 這群靑年人對「人生意義」產

生疑問，剛反映在當時的搖滾音樂文化上。

而那時美國南部加洲的靈恩派敎會開始了耶

穌運動 (」esus Movement)• 運動很快傅遁

整個美國，許多人心靈都得安慰及飽足，很

多嬉皮士都信了耶穌，而CCM也因此而得

到萌芽和發展。

一群在嬉皮士文化背景成長的年靑人，

不容易融入傳統的敎會生活，所以他們尋

找適合自己形式的宗敎生活。 iiii由矜嬉皮士

大部份喜愛搖滾音樂，所以便創作與傳統聖

詩不同的新歌 ，亦將當時的流行音樂 ，配上

以耶穌爲主題的歌詞 ， 讓大家容易明白、接

受基督敎的信仰， CCM就在這環境下產生

了。

早期的CCM歌手 ，如Love Song 組合

Randy Stonrhill 、 Andrae Crouch 、 2nd

Chapter of Acts 、 Petra 、 B.J. Thomas 丶 Bob

Dylan 、 Cliff Richard等的歌手，都因爲信耶

穌後唱基督敎歌曲，而最重要的第一代

CCM歌手，便是六十年代Larry Norman 。

口 陳志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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