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後為大
.
去年新當選的天主教教宗拉辛格, 按慣例為自
己取教宗的名字, 他選擇了歷史上許多教宗們所用
的 ”本篤”(Benedict ) 這個名字, 由於己經有十
五敖宗叫本篤 , 因此他只能叫本篤十六世。
歐美人為自己的子女取名字的來源是聖經 , 因此耶
穌十二門徒之首, 教會創始人的彼得的名字, 就成
為許多人為兒子取名時的最愛。
不過天主教教宗卻不能取名為彼得 , 因為天主教
認為, 彼得是天主教的第一位教宗。隨著時代的發
展, 不斷有人標新立異取新名, 但聖經仍然是西方
人取名字的主要來源 . 例如舊約中的”雅各”, 成
為近年來在男孩取名時, 用得最多的名字之一。而
成為近年來在女孩取名時, 用得最多的名字之一
是”哈拿”。
哈拿是舊約中的人物 , 她受人們喜愛, 不是因為

銘昆眼睛漸漸閉上,話筒從手中滑
落,吊在桌邊左右晃動。像個死刑犯,繩

她的兒子是以色列人的領袖, 而是因為她因
信心作了美好的見證。
山風 哈拿生活在三千年前的中東，是以色列的一
位婦人，因婚後久久無兒女，便心裏愁苦，
常常痛痛哭泣，祈禱上帝。在一次每年一次到耶和
華殿中的祈禱時，被祭司發現了她的苦情，祭司便
告訴她，上帝已經允准了她所求的，賜她一子。哈
拿便相信了，面上再不帶愁雲了。
中國有句俗話，“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說的
是家族生命延續的重要性。有人認為中國人過於注
重生兒育女。從哈拿的故事可見，凡是文明悠遠的
民族，都十分重視後代的延續。
到了次年，哈拿果然得了一子，按以色列人的
習俗，她應上耶和華殿年祭謝恩，但她沒有隨 丈夫
去，而是留在家中餵養孩子。她不是不謝恩，而是
做的比一般人更好，她視兒子為上帝賜予的，決定
在孩子斷奶後，送到耶和華殿中，使他永遠住在那
裏，跟隨祭司服事上帝。
一般的人哪能做到？好不容易生了兒子，還把

下弦月

被遊雲反覆吞吐玩弄,月光乍現還滅 ,
冷風颼颼不輟。晴芬的房間門窗緊閉,風仍溜過窗縫
闖進來。偌大房裏,衹一盞殘弱的夜燈。把桌椅照出
拉長的黑影,模糊地黏在牆上、曲折地伸入天花板。
像群奇形怪狀的魔鬼 ,個個酒醉沉睡。晴芬枯坐,心
中的盛怒有如烈火,蓋過徹骨寒意。輕薄睡衣裏的軀
體,卻冰一樣僵硬。她一直盯著梳妝檯上那乾草編成
的人形 ,彷彿那般專注,會使草人變活人。呢喃地說:
「老天處罰她！雷劈,車禍,中風,什麼方式都
行！」
晴芬高高舉起尖刀,狠狠插入草人胸中。刀尖穿
過草人 ,刺入桌面。晴芬覺得握刀的手濕了,似乎是
草人胸膛濺出的血,趕緊開大燈。卻不過是她的淚,
草人胸上「若蕓」兩字,被刀切為兩半,醒目依舊。
古代的咒術沒靈驗,鏡中的她卻像吸血鬼,頭髮散
亂,蒼老恐怖。晴芬再也不能自持,啜泣涕零。又拔
起刀子、再刺入草人 ,機械地反覆動作。聲聲叩響,
像深夜出巡的死神腳步聲,被堅毅而殘酷的意志摧
逼,無人能攔阻…
若蕓搬入落杉磯的新房子,正和銘昆佈置客廳。
銘昆拿出新買來的畫 ,折掉包裝紙。若蕓凝視那畫片
刻,頻頻點頭讚許 :
「你好眼光！」
畫中金髮美女站在花簇繽紛的庭園中 ,窄衣長
裙,脂豔笑巧。活生生,像跨一步就可從畫裏走出。
若蕓覺得畫中女人,像她穿著超俗。她膚白面秀、高
佻豐腴 ,穿任何款式衣服都風生韻飛。因此,她再忙
都會抽空到衣櫥裏,逐件整理欣賞那兩排衣服,像司
令校閱部隊。她重視美麗的外表,衹因別人的讚美令
她振奮。銘昆就會投其所好:
「妳品味高雅,我就知妳會喜歡！掛這邊,如
何？」選定位置,若蕓點頭,銘昆便將畫釘上牆。兩
人說笑嘻鬧,合作無間,將幾面白牆佈置得協調溫
馨。不覺間,陰暗漸漸潛入屋內,像傳染病從牆角向
四面擴散。若蕓扭開燈,發現女兒小荷抱著洋娃娃,
不知何時站在她身邊 ,輕拉她衣角:
「媽咪,我好餓。」
「銘昆,吃飯去。」若蕓拎起皮包,掛上耳環。小
荷又拉若蕓,指向屋外。
「哦…好吧。」若蕓點頭,走到落地窗邊,喊立揚
去吃飯。立揚負責整理院子,整天悶不吭聲。正汗流
夾背,蹲著挖土。回頭望若蕓,猶豫不決。若蕓不耐
煩地問 :
「老公,到底去不去？」
「你們去吧 ,我種完花再收工。」立揚繼續挖土,
聽到若蕓開車離去後 ,使勁往下挖,直到地下水像黑
血從傷口源源滲出。立揚將兩株牽牛花摔進坑中 ,將
土掩上 ,蹦跳踐踏。但那「活埋」的快感,不能平息
他心中的窩囊和翻騰。兩手握拳顫抖,面目扭曲,正
如腳下凹凸不平的泥土…
兩年前 ,晴芬的老公銘昆開餐廳 ,租的店面還有空
餘部份店面,剛好夠若蕓開個小舖賣果菜汁。兩家在
同鄉會認識,雖不熟悉,因銘昆急於分租,就合夥了。
有天若蕓的車壞了,搭銘昆車上班,纔知兩人住得很

望…
若蕓認
為是立揚
把她推向
銘昆。婚
前若蕓看
中立揚相
貌堂皇,婚
後發現他
毫無主見,
像紙糊的
假人,彀裏
空無一
李世宗
物。若蕓
從溫哥華
搬到落杉
磯,聘立揚的公司答應辦居留權。不料電腦業不景
氣,立揚老闆衹給工作簽證,不辦居留權。立揚得過
且過,讓若蕓毫無安全感。若蕓回娘家拿錢買房子
後,更輕視立揚,為所欲為。立揚的朋友屢次提醒他,
他不承認戴綠帽,還替若蕓辯解:
「他們衹是事業伙伴！」
有天,晴芬在超市門口碰到立揚,責備立揚沒管束若
蕓,立揚也用同樣的話回答。晴芬憤怒反問:
「你真這麼想嗎？」立揚卻面無表情,掉頭而走。
晴芬看著他蹣跚的背影愈變愈小,快消失前,停住
腳。晴芬依稀可見他數度舉手摸臉…晴芬想起,聽說
立揚家窮,老母中風全身癱瘓,住在台灣的療養院,費
用全由若蕓娘家支付…立揚在拭淚嗎？晴芬的心緊
揪絞痛,同時明白立揚幫不了她,不會糾正若蕓了…
若蕓起先衹是喜歡銘昆的逢迎,卻漸被他的誠懇
体貼、死心塌地所感動。何況,銘昆答應替她解決身
份的問題。
「那不是我接受他的原因！他對我太好了,我從未
如此被愛過！」若蕓對來勸她的人,一律如此辯白。
對晴芬做同樣宣告後,便把她當敗兵,拒絕再與她對
話和談判…
銘昆辦妥離婚手續,常逼晴芬簽字。失婚的威脅
和病魔的折騰下,晴芬心力交瘁,瀕臨發瘋。想到多
倫多的姊姊也許能想出辦法,便去找她。她姊姊認為
老天自會開路,但得先對付癌症:
「加東抗癌協會是癌症病患組成的互助團体,這週
六請了安琪兒來演講。她定期來此地當義工,探望病
患。妳去,聽聽跌倒的人如何爬起來。」
晴芬到了醫院禮堂,驚見聚集了那麼多癌症病
患。有的枯坐輪椅,呆若木雞。有的瘦如竹竿,吹氣
能倒。有的已挖掉眼睛,帶著墨鏡。禮堂瀰漫凋零殘
敗,像地獄在人間的樣本。晴芬頭次參加這類聚會,
很不習慣。打開皮包,拿出墨鏡戴上,把假髮弄得膨
鬆如球,纔略覺舒坦。安琪兒出場時,晴芬墨鏡差點
跌落…安琪兒果然健康美麗！
「接受治療,但別把自己當病人。要投入周圍的世
界,和正常人一樣打拚、享受人生、爭取幸福…我們
都有共同經歷,是個大家庭。要彼此相愛,互相支
持…」安琪兒鼓勵聽眾,有些病患眼裏迸出希望,臉
上露出笑容。
會後茶點時間,晴芬猶豫良久,走向安琪兒。安琪
兒忙著與病患照相、交談。晴芬等待時,抗癌會長來
招呼她,知道她來多倫多做客,便說:
「天涯咫尺,海外一家。這醫院有最好的胰藏癌專
科醫生,安琪兒從外地來此治療時,人單影孤。那時
教會有位姊妹也在此治療,團契姊妹們常來探望她,
都和安琪兒成為朋友。安琪兒這名字還是她們取的,
因她善良溫馨,有如天使！」會長帶著晴芬擠到安琪
兒邊,介紹擁在她身邊的姊妹們。會長又立刻帶著姊
妹們去張羅茶點,留下安琪兒和晴芬。
「她們是我患難中最珍貴的朋友,生命的伙伴。妳
也一樣！我們不能使人生沒有黑暗,卻可以緊抓住光
明！喔…貴姓大名？」安琪兒銀玲般的聲音,很能鼓
舞人心,卻換來晴芬一盆冷水:
「一個人的光明就是另個人的黑暗,如果那個人擋
住了另個人的陽光！這兩人…還應當互相支持
嗎？」安琪兒意外嗅到敵意,目光在晴芬臉上搜索,
從墨鏡後隱約的輪廓尋找線索:

擋住陽光的
天使

索已勒緊脖子,懸在吊頭台上做最後的擺
動,一次比一次微弱…

他送出去？但哈拿非比尋常人，她對上帝的信心
和對上帝的敬畏，超越了她的同代人。她的義舉
造就了一位挽救以色列於危難之中的英雄。
哈拿的兒子在耶和華殿中長大，深得上帝
和以色列人喜愛，在他不到二十歲時，以色列發
生重大變故，以色列世仇非利士人入侵以色列，
並把約櫃擄走，以色列的領袖祭司也氣絕身亡。
這位二十歲不到的青年毅然挑起了治國救亡的重
擔，花了幾十年的時間，終於讓以色列人重歸上
帝。他就是以色列從士師時代到王國時代轉捩點
的撒母耳。
哈拿雖是一位婦人，但卻是一位信心的偉
人，她的行為, 也成為後世的榜樣. 哈拿痛痛哭
泣，切切禱告，原本是因為”無後為大”，只為
了求一個兒子，但她卻為以色列人求來了一代英
雄，可以這麼說, 之所以有名揚後世的的撒母
耳, 完全是因為哈拿有如此大的信心。
當然, 聖經中的這段記載, 也成了千古流
傳的佳話。

近,之後,便一起上下班,分擔油錢。車程
中,從不痛不癢到切身感受,愈聊愈多、愈
深入。
有天半夜,晴芬醒來上廁所,發現銘昆不
在房裏。她在客廳找到銘昆,卻見他唏噓飲泣,一手
緊握個相框,一手蒙頭,全身緊縮。像隻吃了毒餌的
老鼠,受不了痛苦走出洞外,掙扎顫慄。趕緊問他:
「身体不舒服？」晴芬總是一覺到天亮,銘昆沒料
到被她撞見。猛搖頭,身一震,相框掉落地板上 。玻
璃裂成數片,照片上女兒小莉兩手各牽著爸媽,笑容
舒燦。
晴芬怔怔望著銘昆,見他眼紅腫漲。半晌,憑著女
人特有的敏感,直接問:
「你…陷進去了？」
晴芬總以為她的家與「外遇」無份。晴芬圓臉上
散佈斑點,胸無大志,容易滿足。銘昆矮小低調,有張
像幼稚園小孩畫出的臉,簡單醜陋。 兩人併肩站在街
上,不會引起任何過路人注意。但平凡如白紙、平穩
如大山的生活,對晴芬卻是真實的幸福。銘昆也曾認
同,如今卻否定:
「兩人生活在一起,自然會有感情。我一直誤認那
是愛情,直到被真正的愛情驚醒！感情與愛情不同 ,
有如白開水與白蘭地的差別！」銘昆嘗到愛情的滋
味,纔發現晴芬沒女人味,和她生活,不過柴米油鹽。
像沒味道的口香糖,已反覆嚼了十幾年。他立志悍衛
遲來的愛情,從懦弱侏儒突變成勇敢巨人。 晴芬和他
反覆激烈的爭吵,搖動不了他…
晴芬和銘昆不再同房。這晚,晴芬又拿起刀子,插
入草人,桌上杯子裏的水盪出層層同心圓。 晴芬見杯
內有隻蛾子正載浮載沉,便將蛾子撈起,輕輕用紙包
住,把水吸乾。走到院子,打開紙,蛾子挪動翅膀,振
翼飛去。晴芬微笑,回到房裏,又扳起臉 ,拿起刀子 ,
瞄準草人,手卻凝結在空中,不住發抖…她並不信草
人的咒術,更不願咒咀別人！ 可銘昆的餐廳資本來自
晴芬父母全部的退休金！她能不恨得昏頭嗎？她不
敢告訢在台灣的父母,唯一知情的姊姊,又剛搬去多
倫多,她向誰求助啊？
「老天幫幫我！」晴芬苦苦哀求,淚水簌簌滾落…
一個月後某晚,天空黑雲密佈,陰沉地令人窒息 。晴
芬枯坐房裏,草人躺在桌上,像被冰封的過氣演員…
突然,一聲瘋狂淒厲的尖叫,劃破死寂:
「怎麼會是我？！」白天晴芬接到醫生電話,說她
得了三期乳癌。她不到四十歲,而癌症竟挑上婚姻瓦
解時找上她！若蕓侵入她家庭後,她突然像磁鐵,把
最壞的事全吸上身。先是獨守空屋,以淚洗面。接著
是割乳、化療。而犯錯的是若蕓啊！晴芬從小相信
天理昭昭,但老天變得陌生又遙遠！ 她突然對任何事
都失去信心,不知如何度日…
晴芬的姊姊常打電話來疏導她,又到處搜集癌症
的資訊。數次提到,聽說多倫多有個叫安琪兒的女
人,十年前得了胰藏癌,現在卻健康美麗。要她別想
太多,醫病要緊。
銘昆也這麼說。晴芬生病前,銘昆親戚、晴芬好
友輪流來勸銘昆,好話講光,狠語用盡,銘昆毫不為
動。晴芬生病後,銘昆變得體貼,幫晴芬看小莉、做
家事,讓她安心去治療。晴芬覺得出現轉機…
「我衹是盡丈夫的義務,我們還是得離婚 。我對若
蕓已有承諾！」有天,銘昆明說,粉碎了晴芬的新希

「咦?妳聲音好熟悉。我們…認識嗎？」
「當然認識！」安琪兒竟是若蕓。晴芬摘下墨鏡,
若蕓驚懼,惘若置身錯亂時空,撞見中世紀的黑死病
冤魂。片刻纔回過神來,左顧右盼,將聲音壓小:
「妳…怎麼來參加這聚會？」
「姊姊住多倫多,我來看她。我是乳癌患者…妳不
知道嗎？」晴芬摘下假髮,圓滑的頭上仍有數撮稀落
的毛髮,像沾了幾塊泥巴的黃氣球。
「銘昆沒告訴我…」會長帶著姊妹們弄來更多茶
點,興奮地拉住若蕓,介紹身邊的男士:
「安琪兒,這是史密斯,前峰報的記者。他聽說妳
戰勝癌症,又鼓勵病患,要為妳寫篇專訪。」會長見
晴芬緩緩帶上假髮,邀請晴芬:
「看來,妳成了最新被安琪兒鼓勵的人。能不能也
接受訪問？」晴芬不知若蕓曾是癌症病患,全落杉磯
沒人知道,包括銘昆…想必若蕓已刻意埋葬那段過
去…她眼中的魔鬼,竟是別人眼中的天使！距離使若
蕓方便轉換面具,真假難辨,但眼前卻是戳破的良
機。癌症鬥士、天使義工竟偷人丈夫,正是火熱題
材！保證史密斯血脈賁張,多倫多華人跌破眼鏡！晴
芬見若蕓臉一陣青一陣白,對若蕓累積的怨恨,頃刻
間從體內億萬個細胞竄出,一齊衝到喉嚨…
「安琪兒,真謝謝您！內人聽妳演講後,生病以來
頭一次胃口大開呢！」一個男士扶著太太,擠到若蕓
面前,恭敬彎腰致謝。他太太羸弱得彎不了腰,臉上
的笑容卻朝陽般柔燦。手上牽的小女孩,跟著兩度鞠
躬。小女孩兩眼清純澄澈,無邪、好奇地瞧著若蕓。
兩隻辮子上下甩盪,彷彿述說她和媽咪一起盪鞦韆的
快樂時光。那太太、女孩,都和她與小莉年齡相彷,
家庭也正在災難中掙扎。而若蕓的鼓勵,正對他們注
入新力量。晴芬看在眼裏,心痛肺裂,陷入沉思…
「能接受訪問嗎？」史密斯追問。晴芬猶豫,半晌
纔開口:
「我…纔剛認識安琪兒,衹能說…我也願意支持這
位天使！」晴芬擠出微笑看若蕓,若蕓愣了片刻,環
視眾人,確定沒事,僵硬的臉纔鬆弛下來,由衷地說:
「謝謝…癌症很容易復發,治療要徹底！」
晴芬回來後,沒向任何人提起巧遇若蕓,心裏明白那
是老天刻意的安排。癌症帶晴芬到死亡邊緣,使她看
淡得失。她卻覺得,若蕓並未被癌症淨化,身体雖征
服癌症,心靈卻被癌症征服。她痊癒後,表面上恢復
原來的善良溫馨,但內心憂慮癌症隨時會復發。對生
命無常的懼怕,使她需藉人的讚賞,反覆肯定自己的
存在。又及時緊抓世上歡樂,連非份的也不放過。同
為癌症患者,晴芬能理解,甚至憐憫…
但晴芬很意外,銘昆竟沒告訴若蕓她得乳癌。她
猜想,銘昆怕若蕓同情她。晴芬的乳癌對銘昆而言,
已非她的生與死,衹是愛的障礙。晴芬覺得,「愛」
是被濫用的名詞。誰知道愛的炫麗外衣裏,包裹的是
那種動機與內涵？愛是非理性,但愛到泯滅人性,本
質便是醜陋。可以是慾望、佔有,或隨便什麼,反正
不再被道德束縛了。如此銘昆,值得她緊抓不放嗎？
何況,她根本喚不回銘昆,衹能選擇寬恕他…
多倫多回來後,晴芬聽不到若蕓的消息。銘昆在
家的時間增多了,卻加緊要求離婚,日益焦燥。某晚,
晴芬決定在離婚協議書上簽字,銘昆喜不自勝。晴芬
回房,找到抽屜裏的草人,扔進垃圾桶。心中的大石
頭突然掉落,輕飄飄躺在床上。
她感謝老天…有時捨棄是最大的得著,但老天得
用心良苦,透過人難以接受的方法,人纔會做到。一
陣子後,肚子餓了,上廚房弄泡麵吃,聽到銘昆房裏隱
約傳出哭聲。晴芬得癌症後,數次無意間發現,銘昆
深夜在房內哭泣。夜闌人靜,那巨人又萎縮為侏儒,
受不了良知的苛責。但他的哭聲激起的不再是晴芬
的同情,而是輕蔑。她知道,隔天早晨銘昆將迫不及
待去找若蕓。
銘昆和晴芬的離婚生效後,把房子給晴芬,和她恩
斷義絕。自己租公寓,準備和若蕓另起爐灶。
兩個月後,晴芬聽說若蕓靜靜賣掉房子,悄悄搬走
了。有人說,近年房價暴漲,賣房子賺大錢,遠走高
飛,不足為奇。有人講,立揚找到新公司願意辦居留
權,匆忙就任。眾論紛紛,卻沒答案。因若蕓未曾留
下地址電話給任何人,包括銘昆。晴芬卻從此總是癡
癡守在電話邊,盼望接到銘昆的電話…
某晚,月圓雲渺。銘昆輾轉無眠。之前,他曾回
過家,在門邊徘徊,見到燈亮、燈滅,鼓不起勇氣敲
門。銘昆認識若蕓後,經常失眠,床頭隨時放著安眠
藥。銘昆將一顆接一顆的安眠藥送入嘴,用兩排鍘刀
似的牙,上下咬,左右磨,想把一切的愁恨粉碎。苦澀
的滋味,像麻藥使他感到超脫。
銘昆上床蓋被,片刻,眼皮沉重。思緒漂浮在過
去和現在之間,遊蕩在晴芬和若蕓左右。朦朧中,腦
裏浮現小莉倚在門邊,看他搬出家時,迷惑又哀傷的
眼神。她纔五歲,何等無辜。銘昆將被拉高蓋過頭,
盡情流淚。之後,銘昆蠕動身体,跌到床下。他用最
後僅剩一點力氣,掙扎爬行,倚著桌邊拿起電話,撥了
九一一：
「快送救護車來救我！」講完電話,銘昆喃喃唸
著:「我得活下去！若蕓,無論天涯海角,我一定能找
到妳…」銘昆想到若蕓和他合夥時,在銀行存了份詳
細的個人資枓,也許能查到蛛絲馬跡。
銘昆眼睛漸漸閉上,話筒從手中滑落,吊在桌邊左
右晃動。像個死刑犯,繩索已勒緊脖子,懸在吊頭台
上做最後的擺動,一次比一次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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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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慰鄉愁，一起拾回那曾經擁有的「文心」。歡迎參加，免費供應茶點、晚餐。

《 周日 3 ： 00—5 ： 00P.M. 的快樂時光 ：文心沙龍 》
4 月 30 日 女人 與 男人 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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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倫理 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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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3451 陳志平 ( 909 ) 322-9563 曾慶華

克萊蒙國語浸信會 新書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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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一家 歡聚一堂

免費贈送

歡迎參加我星期日
上午 10 ： 45A.M.的聚會（午餐招待）

作者：李世敏
書名：驚奇之旅

周五晚 7:30P.M.的《輕鬆之夜 》
（6:30P.M.晚餐招侍）
歡迎帶您的朋友、長輩、孩子一起來。
慕義團契活動聚會（周五晚 8 ： 00-9:00P.M.）
讓成人聚在一起、查經、

分享如何培養孩子成長的經驗。
地址： 1364 N. Towne Ave.
Claremont, CA.91711
電話： (909) 720-6371

牧師：鄭更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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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