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易
去年底，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收
到一筆百萬元的捐贈，指定用於聘請
《韓國與基督教》專題研究的教授。
百萬元捐款對于國際知名的大學
而言，算不上是大數目，但當加大校
方得知這筆款項是由一位在洛杉磯縣
政府工作的普通公務員捐出，且款項
也是他出售租房後的所得，也是他全
部家當後，不由得吃了一驚。一查之
下，此人與加大並無淵源。這實屬罕
見，一時間，故事流傳全校，成為感
動人的美談。
在美國大學，大凡上百萬元以上
的捐款，捐款人一般都與校方有淵
源，或畢業生，或董事等，且也是腰
纏萬貫者，才會有的手筆。一位靠薪

大洛杉磯分校就想在韓國研
究中心增設一席《韓國與基
督教》的教職。該中心是全
美最大的韓國研究中心，已
設有《韓國與佛教》和《韓
國與儒家》。
加大洛杉磯分校認為，
當今的韓國人口中有 20%以
上的人是基督徒，基督教對
韓國的影響不可謂不大，因
此，有必要開設韓國與基督
教的研究。
校方找到當地最大的韓
國教會的牧師，但商議之
後，牧師認為要籌措百萬
元，費時過久，不切實際。
加大轉向韓國，他們當初認
為韓國不但人口有 20%的基
督徒，有許多大教會，更要
緊的是韓國人對傳揚基督教
的熱心，舉世無雙，以一個
小小的韓國，其向海外差派
的宣教士的人數為世界第二，僅次於
美國。但由於加大不是私立學校，在
當地又無人脈，籌款工作毫無進展。
尹顯然同意牧師的看法，他與校
方展開了會談，經過一連串的商議
後，尹向加大捐出了 129 萬元，除了
他賣出房屋的收入外，他的孩子也加
入了捐贈行列，共捐出六萬元。
尹先生不斷對人表示，他只不過
順從上帝的指引而已，是上帝指引他
這麼做的。
他說，把錢捐給《韓國與基督教
研究》可謂是十全十美，因為他愛美
國，所以把錢給了加大，因為他也愛
韓國，所以錢給了韓國研究中心，而
他又是基督徒，所以《韓國與基督教
研究》是再合適不過的捐贈目標了。

時自己也得到了完全的愛(即便別人沒有回應你
的愛，這完全的愛已經在我們付出時全然地從
神那裡降下覆蓋了我們)。
什麼時候你全身上下(身心靈)都能透發愛
的時候，什麼時候你就能真的與神合一，因為
劉老老
神就是愛，裡裡外外全是愛，不能容納愛以外
的東西。
男人。特別是作了老公的男人，真的只有
心中、情緒中自私自利的部分，是無法
邏輯沒有感覺嗎？有人看到我們夫妻感情很
進入與神的合一的。因為是不屬於神，與神是
好，就問有什麼秘訣沒有？
無法相合的。
秘訣是沒有,但是做法倒是有一個：「凡
老老開始學習更深的去愛，愛週遭的
事都不可虧欠人、惟有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 人，學習愛讓心得到完全的自由與情緒上的釋
欠．因為愛人的就完全了律法。」白話的說法 放，視野也豁然開朗了，也更能體會與體恤家
就是：什麼債都還得完，就是愛是還不完的… 人的難處與困境。
任何的債是還一分錢就
少一分錢，愛卻不同。
為什麼呢？因為
你越愛一個人，就看她
越可愛，也就越覺得愛
得不夠。愛債的增長總
是快過你的還債能力。
老老一直以為自
己是個還算不錯的老
公，可是當我更明白什
麼是真愛的時候，才發
覺過去的愛中充滿了自
私與自以為是的愛。若
是妻子不能感受或是接
納我表達愛的方式時，
總覺得是她的問題，現
在逐漸明白還是自己的
無知與虧欠。
愛是個很奇妙的
東西，你愛的越多，似
乎欠的也更多。可是愛
卻能讓你更願意去愛，
因為當自己浸透在愛中
圖：游建國
時才發覺，感受真是甜
美。能夠沒有條件地愛
時，才能愛得完全，同

了推翻暴君，為伊拉克人民帶去民主自由。
同樣也是發生在中東的故事。古以色列
人所羅門當政時，富甲天下，萬邦來朝，四境
平安，所羅門為了長治久安，便與鄰邦結親。
他聚了周圍國家的公主們，藉以鞏固與鄰邦的結盟關
係。表面上，所羅門所作是為了以色列人的福祉，但實
際上，這些嫁入以色列的公主們，也把她們的信仰和神
帶給了以色列。
所羅門以後的以色列王國陷入了戰亂，分裂。歷史
學家都罪歸給了所羅門晚年拜外邦的神之上。
因此政治正確，並非是道德正確，更不是屬靈正
確。有志於參與政治，改造社會的基督徒，尤其必須認
清這一點。
許多人認為他能夠在社會活動中堅持原則，但是實
踐表明，說來容易做來難。

離開幼稚園時 ,小雄就哭得天崩 師吩咐。
韻芳聽老師的話,狠下
地裂,像要震垮整個幼稚園,韻
心急步離開幼稚園,不理背後傳
芳衹好帶小雄回家。試了幾天,
來的小雄淒厲哭聲。上了車,猛
結果一樣。
踩油門…
「他看不見妳 ,就會停
小雄極端依賴韻芳。出
止哭。妳今天離開時 ,絕不能再 生以來,韻芳一離開他視線,他
回頭看 ,否則他會不放棄！」老 便大哭。又難伺候,挑嘴難

水過日子的公務員，捐出賣屋的所有
收入，令人好奇。
捐款人是從韓國來的第一代移民
尹党松，是韓國城最大一間基督教會
的長老。前年，他的地產經紀打電話
給他，說有人出價想買他的 18 個單
位的租屋，這位敬虔的基督徒認為是
上帝的意思，於是同意賣出房屋，賣
屋於去年初完成，所得 127 萬元。
百萬元收入對許多人而言也許算不得
什麼，但對於一個帶著 200 元來美國
的移民，算是一個成功，理應開香檳
慶祝，但尹党松則向上帝禱告，求上
帝給他如何使用這筆錢的指引。
當尹與教會牧師一起討論如何使
用這筆錢才能做到容神益人時，牧師
眼前一亮，他一拍手說，或許神的時
間到了。原來，早在 1995 年時，加

說來容易，做來難
小宇
白宮鬧出的洩密醜聞，完全是有人為了打擊政治對
手而玩的把戲，布希總統的道德形象蒙上了一層陰影。
因為，當初布希競選總統時，給了美國人民一個承諾，
他要以情新的道德形象來恢復白宮的尊嚴，當時克林頓
總統的不當行為，讓白宮成了民間的笑談消遣的對象。
孔子說，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意思是，說來
容易，做來難。布希在第二屆的任上，正好說明孔子所
言不虛。布希的高級助手們的所作所為，並非是為了個
人之私利，倒也是出於要鞏固布希的權力，推行布希的
政策的動機。
因此從個人的品德上看似乎無可指責，因為他們為

“藥”，像西藥一般地
加以嚴格的管理，所以
只能寇以“健康食品”
統稱罷了。實際上，有
一些健康食品是用提煉
西藥的方法做出來的，
所以服用量不大，反應
卻不小。
凡藥必有藥性。既
然健康食品實際上是藥，自然也必有
其藥性。因此，服用各式各樣的健康
食品而不知其“藥性”，無異于找一
個從來沒有學過醫術的人為自己開處
方。然而，現在不少的人就在做這種
瞎子摸象的事，摸到什麼就算什麼。
東方醫學的基本理念，是從陰陽
出發的。對於通曉“醫食同源”的每
一個中國人來說，就算沒有上過什麼
高深的學問，也知道寒涼的蔬果，怕
冷的人不宜多吃；熏烤的東西容易上
火，體熱的人適可而止。對於任何一
位通曉藥理的中醫師來說，如果對其

淺談健康食品

王大衛

中醫師

目前，不論男女老少，服用健康
食品已經蔚然成風。市面上各式各樣
的健康食品也琳琅滿目，應有盡有，
叫人實在不知何去何從。
現在所謂的健康食品，包括從中
國大陸進來的數目繁多的中、成藥，
實際上都是“藥”。只不過，它們大
都是用天然的植物提煉或泡制而成，
美國的食品藥物局（ FDA）目前還沒
有一套完整的法規把之當成正統的

老公的心

分離
李世宗
小雄開始上幼稚園。因從
未過跟媽媽分開過, 每次韻芳

美國阿通

要愛仇敵
圖: 游建國

手中所用的藥的藥性不明，簡直是不
可思議的事。離開了對中、草藥涼、
寒、溫、熱的藥性的認識，開方調藥
也是根本無法進行的事。
然而，由於西方的文化一向以來
都沒有陰陽、寒熱的觀念，所以，許
多由西方而出的健康食品的“藥
性”，也就迷糊不清，或根本無從談
起。因此，大部分的西方健康食品都
以單方獨味出現。換句話說，都是離
開了“藥性”而論症施治的。
就短期而論，對大多數人來說，
服用某種不知“藥性”的健康食品一
段時間，大概都不會有什麼大問題。
但是，如果該健康食品的“藥性”與
病人的體質不合的話，再繼續長期服
用下去，超出了人體的調整能力的
話，就要出現適得其反的後果了。
鑒於此，服用健康食品的人，必
須瞭解產品的藥性，選用適合於自己
的體質產品，就成為十分重要的課
題。

文 : 朱易

餵飯,淺眠易驚醒。弄得韻芳餐餐辛
耗,夜夜苦熬。韻芳寶貝小雄,但小
雄像塊黏糖梗在她喉嚨,叫她快透不
過氣來…
韻芳回到家,小雄哭
聲盈貫耳際,心裏揪成一團。她以為
她會哭,相反地,一股難抑的喜悅竟
如脫韁野馬在心裏狂馳亂騁。究竟,
五年來,她第一次呼吸到自由的空
氣…
兩年後。有天,韻芳送小雄
上小學。停車後,小雄一眼看見要好
同學,開了門,拎起書包,連再見都沒
說,便滿臉笑容,興奮飛奔而去。
「小雄,等我！你忘了拿外
套！」韻芳追小雄,他沒聽見,沒回
頭看,倏地消失人群裏。小雄每次下
車都會親別韻芳,依依不捨,離了車
還會回頭招手。這些,小雄竟驟然全
忘了！韻芳氣喘,呆立半晌。突然意
識到,小雄已發現他自己的世界。
「小雄…開始長大了。」韻
芳緊捏小雄外套,喃喃自語,失去焦
距的雙眼突覺刺痛。
抬頭,見太陽揮灑炙熱,彷彿
正對她無聲無憚地譏笑。低頭,凝視
外套,明白這天小雄鐵定用不著。韻
芳又覺辛慰又覺痴傻, 笑了出來。
韻芳開車回家,想到小雄也將逐漸走
離她的天地。一路上,淚水簌簌滴落
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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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沙龍》 歡迎海外遊子來相聚
每個星期日下午 3 ： 00—5 ： 00P.M. 〔晚餐招待〕
我們是一群來自大江南北、五湖四海的異鄉客旅；不論我們現在從事任何行
業，但我們心中對中國文化關懷的那把「文心之火」永不止熄。
如您有空，又有一顆「文心」；請來《文心沙龍》，讓我們溫馨的聚在一起分
享基督的愛、一起談天說地，以慰文化人的鄉愁。歡迎參加，免費供應茶點、晚餐。

《 座談主題：中國文化與福音 》
4 月 23、30 日 中國人的女性觀 與 聖經的女性觀
（主講人：賀章蓉 博士 ，華南師範大學教授 克萊蒙大學訪問學者 ）
5 月 7 日 中國傳統倫理觀 與 聖經的倫理觀
（主講人：曾慶華 山行文化報 社長）
地址： 813 E. Chestnut Ave., San Gabriel , CA. 9177 （於 San Gabriel Bl.和 Chestnut Ave 的交口靠
近順發超市， 可停車在「現代牙醫廖述佑博士」的停車場內，走路到後面房子。）

電話：(626) 285-6249 陳志平 ( 909 ) 322-9563 曾慶華

深度醫治與釋放退修營 新書介紹 山行文化書籍
講員: 梁瓊月牧師
愛修祈禱園自 1987 年創辦以來,一直著重從事禱告與內在醫
治釋放事工,被雅稱為「創傷者的避難所」。
為因應各地弟兄姐妹特別的需要,今年將舉辦第六梯次週末深
度醫治與釋放退修營.對象為
1.必須是重生得救已受洗的基督徒.
2.上過梁牧師或聽過梁牧師「醫治釋放」錄音帶.【基本課程 6 捲:
饒恕(上下)、內在誓言(上下)、瞭解不敬虔的魂結(上下)】

時間
地點

名額

2006 年 4 月 21 -22 日 (星期五-六)
愛修祈禱園 Agape Renewal Center
1040 Walnut Ave, Pomona , CA 91766
Tel: 909-287-0300, Fax:909-287-0368
每一梯次 25 名

報名費：每人 120 美元. 名額有限. 報名截止日: 2 週前 .2 週前全額
退費, 一週前退費 50% . 一週內不再退費.支票抬頭請寫 : ARC
請郵寄至 :Agape Renewal Center
1040 Walnut Ave, Pomona , CA 91766 請註明: 報名醫治營

免費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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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山行文化報 主辦
1、來函索取者，寄至：
14520 Walters St., Corona ,CA 92880
2、每星期日下午 3:00— 5:00P.M.，
請親自到《文心基督教會》找 曾傳道
813 E. Chestnut Ave., San Gabriel , CA 91776
3、有任何需要；可電話連絡。
電話：（626）378-1851 朱傳道
（909） 322-9563 曾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