牽手
章蓉
寂寂的黑夜裏，我把手伸出
去，卻是虛空。我不由得又將手按
回到自己的胸口上。此時，我多麼
渴望、渴望有一隻溫熱的手握住我
的手……
想起幾天前的一個街頭小
景。一個繁忙的交通路口，一個小
女孩想穿過馬路，卻被眼前的車水
馬龍嚇懵了。這時，一個比她大不
了幾歲的小男孩走過來，牽住她的
手，兩人走二步，停一步，走走停
停，從容鎮定，終於走到馬路對
面。這或許是尋常的一幕，卻令人
感動不已。因為小男孩牽著小女孩
的手，走過的是一段最危險的路。
又想起好多年前，和一個朋
友去探望生病的老師，推開門，只
見老師靠在病榻上，一副衰弱的樣
子，而他的妻子則坐在床邊，一隻
手緊緊握住他的手，另一隻手則正

拿著一本書，在給他念著什麼，老
師的臉上是那麼地柔和滿足。這夫
妻倆相濡以沫幾十年，令人好生羡
慕。
人生如旅途， 茫茫人海，多
麼需要有一隻溫暖的手相牽相攜。
其實，在這個人來人往、大家都是
匆匆過客的塵世，人期待什麼呢？
也許人的期待各各不同，在我，或
許期待著能與一個人在嘈雜的都市
里找到一個安靜的所在，坐下來喝
一杯咖啡或聽一支曲子，數著心跳
的節奏，在會心的微笑中牽住對方
伸出的手。
或許期待著能與一個人彼此
手牽著手，就像幼稚園的兒童一
樣，去芳草萋萋的郊外走走。手心
有些汗漬，心中卻是一片興奮與感
動。手是多麼微妙的傳遞，傳遞的
是溫情、友情、柔情、親情、愛
情……只是牽一下手，一種力量、
一種溫馨就會在心頭升起來，生命
就有了值得珍視的理由。
人生短促，然而對於一個個
體生命而言，，它卻是實實在在的
兩萬多個日日夜夜，七八十個春夏
秋冬，每個個體都要經歷自己的幼
年、青年、壯年和老年，而在這茫
茫人海中、漫漫人生路上，倘若總

現今是網路時代，任何人在網上可以讀到自
己喜歡的文章，交自己所想交的朋友，甚至在網
上可以談戀愛等等。平時朋友哪怕分別在地球的
兩岸，只要電話一通，就立刻可以交談了。不知
古代人知道今天的日子會作何感想？
喝酒與吟詩是古代人結交朋友的好方法。但
古人詩云︰“酒逢知己飲，詩向會人吟︰ 相識滿
天下，知心能幾人。” （喝酒最好是遇到知己好
友時再喝才會情趣盎然，飲詩最好是向懂得詩的
人吟才能心靈相通；我們認識的人雖是到處都
有，遍佈整個社會，但是彼此能真正瞭解的知己
卻能有幾個呢？）好一副活生生的人生“孤獨炎
涼”的寫照啊。讀到這篇詩，我們現代人又當作何
感想呢？
其實，雖然我們今天人與人交流的方法和速
度都已經比古代
進步到了無與倫
比的地步，我們
現代人對“孤獨”這
一詞的體會卻也
絕不亞于古人
啊。
有一個故事
說，一對夫妻離
了婚，女方可以
找到三四個朋友
傾訴苦情，而男
的乾脆一個也找
不到，只能呆在
家裡發狂。
我在巴黎的
女友告訴我，在
那世界上最浪漫
的城市裡，她除
了先生之外，沒
有知心朋友。固
然，現下認識人
甚是容易，一個
宴會，一家酒
吧，到網上交友
中心，可讓您選
個夠，要多少朋
友就有多少朋
友。可我們同時
還是到處仍聽到
和古時候一樣的
嘆息︰“知己難
覓，孤獨寂寞”。
原來，聖
經，傳道書曾
言“已有的事，
後必再有；已行
的事，後必再
行。日光之下，
並無新事。豈有
一件事人能指著
文文
說這是新
的？”自從人類的
始祖亞當和夏娃
互相從親密相愛
到彼此指責被逐出伊芳芳甸園，人就落在了孤苦
淒涼的光景中了。不憐憫人，無親情，背約欺騙
等等不合理的事成為了人的正常生活模式。
在如今這末世的世代，現代人更加變本加厲
地專顧自己，貪愛錢財，狂傲，心不聖潔，又易
忘恩負義，那“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
瘦﹗”的刻骨相思情意；那“兩情若是久長時，又
豈在朝朝暮暮”的堅貞不渝︰那 “哭倒長城見夫
君”的夫妻濃烈之親愛，早已成了昨日黃花，天方
夜潭了。
有一個人願意成為我們的朋友，他為我們特
地把神的話、神的愛帶到這世界上來；這個人在
我們還與他做對頭的時候，就為了我們一切的需
要而死在了十字架上，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
能與神和好；這個人向我們宣講了天國的福音，
撤去了我們與神、與他人之間的心靈隔牆，用他
的喜樂代替我們的悲哀，用讚美衣代替我們的憂
傷之靈。
這個人就是我們的救主，是我們永遠忠誠的
知心朋友-----耶穌基督﹗兩千年來，他一直在向
我們表白著他那戰勝死亡、比死還更堅強的對我
們的愛，一直在等候著我們。

知
心
有
幾
人

有人與你牽手同行，你將有何等的
福氣榮耀；反之，你又是何等的悲
哀可憐。可惜的是，有福氣的人終
是少數。
當耶穌的門徒彼得嘗試著像
他的老師一樣在茫茫海面上行走
時，夜黑浪高令他膽怯，小信疑惑
使他下沉。“主啊，救我！”一聲
單純和親切的籲求，主耶穌趕緊伸
出他那大能之手，使彼得有驚無
險，轉危為安。記得曾見過一幅
《主尋亡羊》的油畫，那在高山懸
崖上伸向落坑迷羊的是一隻大能的
救贖之手，正是這雙手，至今而且
永遠牽扶、引領著世上那些願意謙
卑地仰望、依靠他的人。也許，神
的手遠比人的手可靠，因著這至高
無上的“牽手”，生命才有了一種
真正的依託，人才有繼續奮鬥的勇
氣，也有了在黑夜中歌唱的歡娛。
沉沉黑夜裏，清風徐徐，我
似乎覺得有一隻手、一隻奇妙的看
不見、但能感覺得到的手正在撫摸
我內心的傷痛，先前的那份抑鬱、
那份落寞，那份說不出的憂傷正在
漸漸散去，代之而起的是一種平
安、一種舒心，一種說不出的喜
樂……
哦，我的上帝，請牽我的手！

解夢人
文：山風

圖：游建國

收穫季節, 身穿彩衣的少年人和他的十位哥哥
在田裏捆莊稼，突然間，哥哥們捆的莊稼過來，圍
住少年人捆的莊稼，彎腰下拜。
少年人正驚奇，十位哥哥突然撲過來，他們扯
手的扯手，拉腳的拉腳，有位哥哥還把少年人身穿
的彩衣，一塊一塊下撕，邊撕還邊惡狠狠地說：
“難道你真要做我們的王嗎 ？難道你真要管轄我們
嗎？” 一位哥哥說：“不如把他殺了，然後稟告父
親，就說他被野獸吃了。” 另一位說：“把他仍進
野地的坑算了。”少年人的哥哥七手八腳將少年人
往一個又深又黑的坑裏扔了下去，少年人拼命呼
喊，兩手想抓住什麼東西， 身子卻一直向深深坑底
墜下去…….。
“父啊， 救我” 一聲呐 喊， 把少年人從惡夢中
喊醒，少年人滿頭大汗，瞪大眼睛望著漆黑的四
周，努力回想自己身處何地 。
好半天的功夫，少年人才算清醒了過來，幾乎
每天晚上都會重複的惡夢過去了，但現實比惡夢更
可怕，少年人現在身處埃及王宮的天牢。少年人心
中又一陣絞痛，他想起父親對他的寵愛，親手將特
別的彩衣讓他穿上，並要他監督他的哥哥，哪知哥
哥們變了臉色，起了殺機。 當他和哥哥們在田裏做
工時，哥哥們先把他丟進野地一個坑裏，讓野獸來
吃他，後來乾脆把他當作奴隸賣給一支下埃及的商
隊。
少年人一動不動地躺在牢中的石床上，望著天
花板出神，他想父親，想他的弟弟，甚至想著害他
的哥哥們，眼淚不由自主地從眼眶裏流了出來。
突然門外一陣喧嘩，哐 當一聲，守門被打開
了，走廊的燈光透了進來， 刺痛了少年人的眼，少
年人一骨碌坐了起來，望了過去。只見兩個天牢的
獄卒，架著兩個人走進牢中 ，獄卒將兩個人扔在地
上，轉身對少年人說：“這兩人歸你管，你要看好
了。”說罷，一轉身，出了牢房。
牢門關上以後，牢內又是死一般寂靜，少年人
借著小視窗透進來的燈光， 觀察著新進來的兩位獄

他又睡著，第二回作夢，夢見一棵麥子長了七
個穗子，又肥大又佳美，隨後又長了七個穗子，又
細弱又被東風吹焦了。這細弱的穗子吞了那七個又
肥大又飽滿的穗子。埃及王醒了，不料是個夢。
到了早晨，埃及王心裏不安，就差人召了埃
及所有的術士和博士來。埃及王就把所作的夢告訴
他們，卻沒有人能給他圓解。
那時酒政對埃及王說，“我今日想起我的罪來。從
前埃及王惱怒臣僕，把我和膳長下在護衛長府的監
裏。我們二人同夜各作一夢，各夢都有講解。在那
裏同著我們有一個希伯來的少年人，是護衛長的僕
人，我們告訴他，他就把我們的夢圓解，是按著各
人的夢圓解的。後來正如他給我們圓解的成就了。
友，他們大約五十開外的年紀，雖然滿臉驚恐的
我官復原職，膳長被掛起來了。”
神情，但卻遮不住昔日養尊處優的生活痕跡，他
埃及王遂即差人去召約瑟，他們便急忙帶他
們肥頭大耳的模樣，讓少年人心中雪亮，這一定
出監，他就剃頭，刮臉，換衣裳，進到埃及王面
是埃及王宮中的內臣，冒犯了埃及王，被撤了官
前。
職，下到天牢，等候判決。 這兩位平日作威作福
埃及王對約瑟說，“我作了一夢，沒有人能
慣了的內臣，顯然被突如其來的打擊打昏了，兩
解。我聽見人說，你聽了夢就能解。”
目發呆，回不過神來。要知道，進了王宮的天
約瑟雙目放光，朗聲回答埃及王說，“這不
牢，除非有奇跡發生，否則一輩子也別想出去，
在乎我，神必將平安的話回答埃及王。”埃及王就
如果王發怒，腦袋就得搬家 。
把兩個夢對約瑟說了。
少年人起身，來到他們兩人面前說：“ 兩位
約瑟對埃及王說，“王的夢乃是一個。神已
大人，不必愁煩，事情總會有轉機的，愁壞了身
將所要作的事指示王了。”
體，總是不妥。”這兩位獄友抬眼看了少年人一
“什麼事？請你快說” 埃及王一臉焦急，殿中大
眼，又垂下了腦袋。
臣，術士們也屏氣等待。
“我在這裏也關了些日子，也見過不少大人 “七只好母牛是七年，七個好穗子也是七年。這夢
在此處呆過，有不少人後來又蒙了王恩，官復原
乃是一個。那隨後上來的七隻又乾瘦又醜陋的母牛
職了。”少年人繼續說道。 這兩大人一聽，一絲
是七年，那七個虛空，被東風吹焦的穗子也是七
希望的亮光閃過他們的眼睛。
年，都是七個荒年。這就是我對王所說，神已將所
“少年人，你不知道，我們兩位可是得罪了王 要作的事顯明給王了。埃及遍地必來七個大豐年，
啊。”其中一位說道。
隨後又要來七個荒年，甚至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豐
“我是酒政，他是膳王，一齊管著王的飯食， 收，全地必被饑荒所滅。因那以後的饑荒甚大，便
也不知怎的，今天王對飯食酒菜極為不滿，令人
不覺得先前的豐收了。”
掀了宴席，把我們下到這裏來。”另一位唉聲歎
埃及王一聽解夢，大喜，但聽到大荒年，旋
氣道。
即又發愁。忙問，“當如何做可避此災害。”
少年人一聽，心中明白，但嘴上卻不斷安慰
約瑟答，“王兩回作夢，是因神命定這
他們，這兩位王宮內臣聽了少年人的勸，情緒漸
事，而且必速速成就。王當揀選一個有聰明有智慧
漸平靜，於是他們三人又分頭睡下。
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又派官員管理這地。當七
幾日過去，這三人竟混熟了，閒聊之中，酒 個豐年的時候，徵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叫他們把
政和膳王得知這少年人原是王的內臣侍衛長的奴
將來豐年一切的糧食聚斂起來，積蓄五穀，收存在
隸，由於精明能幹，竟被升至府內大管家，後得
各城裏作食物，歸於法老的手下。所積蓄的糧食可
罪了侍衛長夫人，侍衛長一怒之下，將他下到天
以防備埃及地將來的七個荒年，免得這地被饑荒所
牢。
滅。”
哪知到了天牢，少年人精明能幹，獄卒乾脆
埃及王和眾臣僕都以這事為妙。王對臣僕
讓他做了牢頭，管理起獄中大小事來了。酒政，
說，“像這樣的人，有神的靈在他裏頭，我們豈能
膳王對此十分驚奇，他們在王的身邊幾十年，也
找得著呢，”
沒見過如此俊美和如此智慧之人。
王招手讓約瑟上前，說，“神既將這事都指
一天早晨，少年熱照樣到酒政和膳王跟前問 示你，可見沒有人像你這樣有聰明有智慧。你可以
安，但見這兩人愁雲滿面， 就驚奇道：“兩位大
掌管我的家。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我的民都必聽
人今日為什麼面帶愁容呢？ ”
從你的話。惟獨在寶座上我比你大。”話畢，摘下
“我們各作了一夢，沒有人能解釋。”酒政說 手上列印的戒指，戴在約瑟的手上，給他穿上細麻
道。
衣，把金鏈戴在他的頸項上。
少年人說，“夢不是出於神嗎？請你們將夢
次日，約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王令約瑟坐他
告訴我。”
的副車，喝道的在前呼叫說，跪下。猶如王駕到一
酒政便將他的夢告訴約瑟說，“我夢見在我 般。約瑟面見埃及王，從而掌握治理埃及全地大
面前有一棵葡萄樹，樹上有三根枝子，好像發了
權，身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位時，年僅三
芽，開了花，上頭的葡萄都成熟了。埃及王的杯在 十。
我手中，我就拿葡萄擠在埃及王的杯裏，將杯遞在
此後七年，果然是大豐年，地的出產極豐極
他手中。”
盛。約瑟聚斂埃及地七個豐年一切的糧食，把糧食
少年人一聽，對酒政說，“恭喜大人。你所 積存在各城裏。各城周圍田地的糧食都積存在本城
作的夢是這樣解，三根枝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內， 裏。約瑟積蓄五穀甚多，如同海邊的沙，無法計
埃及王必提你出監，叫你官復原職，你仍要遞杯在 算，因為穀不可勝數。
埃及王的手中，和先前作他的酒政一樣。”
埃及地的七個豐年一完，七個荒年就來了。
酒政一聽笑逐言開。少年人又說，“你得好 正如約瑟所說的，各地都有饑荒。惟獨埃及全地有
處的時候，求你紀念我，施恩與我，在埃及王面前 糧食。及至埃及全地有了饑荒，眾民向法老哀求糧
提說我，救我出這監牢。我實在是從希伯來人之地 食，法老對他們說，你們往約瑟那裏去，凡他所說
被拐來的。我在這裏也沒有作過什麼，叫他們把我 的，你們都要作。
下在監裏。”
當時饑荒遍滿天下，約瑟開了各處的倉，
膳長見夢解得好，就對約瑟說，“我在夢中 糶糧給埃及人。因為天下的饑荒甚大，各地的人都
見我頭上頂著三筐白餅。筐子裏有為埃及王烤的各 往埃及去，到約瑟那裏糴糧，賣約瑟為奴的哥哥們
樣食物，有飛鳥來吃我頭上筐子裏的食物。”
也來埃及買糧，上演了一出“骨肉相殘在前，笑泯
少年人說，“你的夢是這樣解，三個筐子就 恩仇在後”的人間劇，此是後話。
是三天。三天之內，埃及王必斬斷你的頭，把你掛
在木頭上，必有飛鳥來吃你身上的肉。”膳長一聽
立時長籲短歎起來。
到了第三天，是埃及王的生日，他為眾臣僕
設擺筵席，果然，埃及王下令把酒政和膳長提出監
來。酒政和膳長出牢之前，少年人在他們身後喊
道，“你得好處的時候，在埃及王面前提說我，救
我出這監牢。我的名字叫約瑟。”
酒政官復原職，他仍舊遞杯在埃及王手中。
但膳長卻被掛了起來，正如約瑟向他們所解的話。
酒政卻不紀念約瑟，竟忘了他。
過了兩年，埃及王作夢，夢見自己站在河邊，
有七隻母牛從河裏上來，又美好又肥壯，在蘆荻中
吃草。隨後又有七隻母牛從河裏上來，又醜陋又乾
瘦，與那七隻母牛一同站在河邊。這又醜陋又乾瘦
的七隻母牛吃盡了那又美好又肥壯的七隻母牛。埃
及王就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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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觀賞

《文心沙龍》
歡迎海外學子來相聚
每個星期日下午 3 ： 00—5 ： 00P.M.
〔晚餐招待〕

座談主題：中國文化與福音
4 月 16 日 耶穌與華陀

（主講人：王大衛 中醫師
「四福音書原文思」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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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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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李世敏
書名：驚奇之旅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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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

華南師範大學教授 克萊蒙大學訪問學者）

時間：四月十五日（星期六）
晚六時三十至八時三十
地點： 9468 Broadway,
Temple City, CA 91780
電話：（626）757-6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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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基督教會）
電話：(626) 285-6249 陳傳道( 909 ) 322-9563 曾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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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朱易
書名：教會復興中的平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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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