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 年 2 月號2005 年 8 月號

功效︰

作營養、滋補品，用於平素體弱，有

助於恢復病後或手術後體質。

材料︰

生木瓜一斤、山班魚一斤、陳皮一塊

（1/3個果皮）、生薑二片、食鹽少許。

製作︰

1. 生木瓜去皮核，切成塊狀。

2. 山班魚去鱗、去鰓、去內臟洗淨。

3. 合以上材料，加水適量，

煎三小時，作膳食用。

木瓜山班魚湯

大暑，是一年中最熱的節氣。其氣候

特徵是：「鬥指丙為大暑，斯時天氣甚烈於

小暑，故名曰大暑。」大暑正值中伏前

後，經常會出現攝氏40度的高溫天氣，

在這酷熱難耐的季節，防暑降溫工作

不容忽視。

夏季氣候炎熱，酷暑多雨，暑濕

之氣容易乘虛而入且暑氣逼人，心氣

易於虧耗，尤其老人、兒童、體虛氣弱

者往往難以將養，而導致疰夏、中暑等

病。如果當你出現全身明顯乏力、頭昏、心

悸、胸悶、注意力不集中、大量出汗、四肢麻木、口

渴、噁心等症狀時，多為中暑先兆。一旦出現上述症狀，

應立即將患者移至通風處休息，給病人喝些淡鹽開水或綠豆

湯、西瓜汁、酸梅湯等。

夏季養生，水也是人體內十分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健身益壽之

物。俗話說「人是水澆成的」，這話不無道理。水約佔人體重量的

百分之七十左右，傳統的養生方法十分推崇飲用冷開水。實驗結果

也表明，一杯普通的水燒開後，蓋上蓋子冷卻到室溫。這種冷開水

在其燒開被冷卻過程中，氯氣比一般自然水減少了1/2，水的表面

張力、密度、粘滯度、導電率等理化特性都發生了改變，很近似

生物活性細胞中的水，因此容易透過細胞而具有奇妙

的生物活性。根據民間經驗，實驗結果，

每日清晨飲用一杯新鮮涼開水，幾年

之後，就會出現神奇的益壽之功。

日本醫學家曾經對460名65歲以上

的老人做過調查統計，五年內堅

持每天清晨喝一杯涼開水的人

中，有82%的老人其面色紅潤，精

神飽滿，牙齒不鬆，每日能步行10

公里，在這些人中也從未得過大

病，由此說來水對人體之重要，是千

真萬確的。

剛從羅省返港第一個約會就是與一位闊別四十年的好友聚舊，我們這班在香

港儘管各有各忙而又相識幾十年的老朋友又可藉此機會聚首一堂，撫今追昔，暢

談整個晚上。

四十年不是一段短的歲月！我與他在一個童軍公開旅相識，他出生於草根家

庭，就讀中文小學，考試成績驕人，更得以進入名校。他在幾次公開考試中都名

列前茅，對自己各方面的表現都引以為傲，中學畢業後考進一間過百人的電子廠

當物料管理主任，他目空一切、自以為是的工作態度，令人不寒而慄、敬而遠之。

後來公司派他去美國工作，幾年全無音訊，是日回來後與他暢談近況，發現

以往自以為是的他，如今判若兩人，傲氣全消，變成一個平易近人，親切有禮的

好好先生。他稱在美國工作的時候，遇到不少困難，處處碰壁，無論他用什麼方

法，均功敗垂成。這才發現自己的不濟，自己的不夠，自己的渺小，在美國的經

歷令他在人生中上了重要的一課，改變了生命的一課。在這幾十年，他學會了謙

虛、包容及寬恕，懂得享受、欣賞及體會人生。

從與他相遇的啟廸，勘破生命的真諦，從而可以享受由心內發出的平安。

歡 迎 新 會 員 加 入
名譽會員

附屬會員

譚國雄 吳進成

鍾日榮 馬敬修 林志生 梁智偉

岑永生 岑偉建 李凌凌 梁玉蘭

梁淑儀 莫秀兒 李耀文 石錦文

郭文端 黎煥湘 梁家明 林月眉

袁　詠 衛耀輝 邱霖業 曾萍芳

鍾紫茵 楊寶坤

唐鏡陞

基本會員

編者的話︰ 陳伯

有興趣購買紀念品的會員，請致電2957 6455與俱樂部職員聯絡。

售賣 紀念品

絲巾 $80

領呔 $40

是給木章持有人參加的傳統童軍聚

會，讓領袖藉此與老朋友聚舊或結識其

他領袖，分享童軍生活中的各種經驗。

為了使大家亦能感受這項童軍聚會的特

殊意義，訓練署將於本年9月舉行上述

活動，敬請踴躍參加。詳情如下：

日期 : 2005年9月24日（星期六）

時間 : 約下午三時半至晚上九時

地點 : 容後公佈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2957 6475 與訓練署

鄺巧華小姐聯絡。

基維爾聯誼會
（Gilwell Re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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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蟲夏草到底是蟲還是草？

為什麼常常聽到，卻很少人用過？

冬蟲夏草到底有什麼功用？

老柴

　　冬蟲夏草又稱為蟲草或冬蟲草，是真菌冬蟲夏草寄生於蝙蝠蛾幼蟲體上的子座與幼蟲

屍體的複合物。屬於麥角菌目、麥角菌科、蟲草屬。顧名思義，冬蟲夏草當然冬天是蟲，

而夏天就變成草了。為什麼這麼神奇呢？原來，冬蟲夏草是一種叫做蝙蝠蛾的動物，將蟲

卵產在地下，使其孵化成長得像蠶寶寶一般的幼蟲。另外，有一種孢子，會經過水而滲透

到地下，專門找蝙蝠蛾的幼蟲寄生，並吸收幼蟲體的營養，而快速繁殖，稱為蟲草真菌。

當菌絲慢慢成長的同時，幼蟲也隨著慢慢長大，而鑽出地面。直到菌絲繁殖至充滿蟲體，

幼蟲就會死亡，此時正好是冬天，就是所謂的冬蟲。而當氣溫回升後，菌絲體就會從冬蟲

的頭部慢慢萌發，長出像草一般的真菌子座，稱為夏草。在真菌子座的頭部含有子囊，子

囊內藏有孢子。當子囊成熟時，孢子會散出，再次尋找蝙蝠蛾的幼蟲作為寄主，這就是冬

蟲夏草的循環。

　　蟲草菌素：為一種與核酸有關的物質，具有抗生作用與抑制細胞分裂的作用。

　　冬蟲夏草有滋肺陰、補腎陽的作用，所以可以作為滋肺補腎、止血化痰、

保肺、化痢、止癆嗽等調補的食品。

　　近年來台灣已經開始發展培育冬蟲夏草的技術，也成為保健食品的原料之

一。因為冬蟲夏草的藥性平和，不容易產生副作用，所以可以在潛移默化之中

改變體質。但是冬蟲夏草並不容易採集到，所以價格自然居高不下。如果可以

使用人工栽培的方法，利用菌絲體來深層發酵培養，並大量生產降低成本，應

該是大家的福氣喔！

文︰英

在此我希望各方好友將你們的見聞或心得提供給會訊，使大家能對自

己的健康提高警覺，保健自己。每屆年中流感非常流行，不去理會可變成

大病。常喝開水好處頗多，從小病變大病最快速的一條捷徑，莫過於發燒

發熱，許多人不知道流行性感冒的厲害，依據醫學原理，流感絕對不是偶

然在頭上灑了幾點雨發生，它有三天潛伏期，病毒浸入然後發作，逐漸發

燒，體溫一定超過華氏一百度可能升到一百零二度。停留三天，打針吃葯

或者喝中葯，仍要在似病非病的狀態下熬過三天，才是真正的康復，假如

病人在最後的三天內，作冷水浴或者再在雨中行走，引致病態復發流感

發生之際，病人的抵抗力變弱，甚至愈來愈弱，病毒到處流竄，可能

入腦，亦可能入胃，過了一個時期，就會出現腦膜炎或關節炎，故此

大病初癒認真要小心保健。凡是有潛伏性的疾病，多數是在中年的後

期發作，原因是體內的組織器官年復一年累積到某一個階段，才會出

現。這一類病魔潛伏在體內，不易發覺，即使體健如牛的人，仍要每年

作一次全身健康檢驗，預防不測。經常多飲水，對健康有很大裨益，原

因是水可溶化血中的雜質，排出體外。

同一個六月九日，卻不知交替了多少寒暑，同一艘渡輪上，卻不知交錯了多少過

客的身影。能留住的，只有歲月無聲。

一個俱樂部的釣墨魚之夜，鈎起的卻是千絲萬縷故友的回憶。共您結緣於童軍會，也許當時

年紀小，總有著與天比高的理想，臉上閃爍自信光彩的您，永遠有打動別人的魅力，教人相信夢想奇蹟都

能一一實現。您曾說過雨後總有醉人的彩虹，但今夜只有雨，沒有您 。

如果舊日重現，有您在旁，顛簸跌宕如今夜的船上，有您相伴去追風逐浪，亦不無樂趣。但這暮色沉沉

的大海上，卻找不到點的方向，也許已沉醉於浩瀚的思海中。細雨打在臉龐，更叫人懷念與您共渡風雨的日

子，您總是那種為了遮擋友伴風雨而默默地讓自己半身都濕透的人，教人感動，亦教人難受。風雨不改，

蒼海依然，但要再為您舉傘已是不能，只能遙送思念，在茫茫黑夜中，再想起您的好。

以往結伴相隨，如今孤單隻影。在左搖右擺的雙層渡輪

上，總幻想您就在另一層上，作弄窺視著我，就是知道

我最愛釣墨魚，您偏要掛我胃口，不肯相陪。仍然

希冀著想您神秘出現的驚喜，但已不敢抬頭一望，

只怕連夢也造不成。

今夜墨魚釣上一無所有，定會成您笑柄，雖

則您也不是箇中高手，只是一百步笑五十步罷了！

在這風雨飄搖的晚上，在思海裏能與您一起垂

釣，臉上是雨？是淚？已不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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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效︰

作營養、滋補品，用於平素體弱，有

助於恢復病後或手術後體質。

材料︰

生木瓜一斤、山班魚一斤、陳皮一塊

（1/3個果皮）、生薑二片、食鹽少許。

製作︰

1. 生木瓜去皮核，切成塊狀。

2. 山班魚去鱗、去鰓、去內臟洗淨。

3. 合以上材料，加水適量，

煎三小時，作膳食用。

木瓜山班魚湯

大暑，是一年中最熱的節氣。其氣候

特徵是：「鬥指丙為大暑，斯時天氣甚烈於

小暑，故名曰大暑。」大暑正值中伏前

後，經常會出現攝氏40度的高溫天氣，

在這酷熱難耐的季節，防暑降溫工作

不容忽視。

夏季氣候炎熱，酷暑多雨，暑濕

之氣容易乘虛而入且暑氣逼人，心氣

易於虧耗，尤其老人、兒童、體虛氣弱

者往往難以將養，而導致疰夏、中暑等

病。如果當你出現全身明顯乏力、頭昏、心

悸、胸悶、注意力不集中、大量出汗、四肢麻木、口

渴、噁心等症狀時，多為中暑先兆。一旦出現上述症狀，

應立即將患者移至通風處休息，給病人喝些淡鹽開水或綠豆

湯、西瓜汁、酸梅湯等。

夏季養生，水也是人體內十分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健身益壽之

物。俗話說「人是水澆成的」，這話不無道理。水約佔人體重量的

百分之七十左右，傳統的養生方法十分推崇飲用冷開水。實驗結果

也表明，一杯普通的水燒開後，蓋上蓋子冷卻到室溫。這種冷開水

在其燒開被冷卻過程中，氯氣比一般自然水減少了1/2，水的表面

張力、密度、粘滯度、導電率等理化特性都發生了改變，很近似

生物活性細胞中的水，因此容易透過細胞而具有奇妙

的生物活性。根據民間經驗，實驗結果，

每日清晨飲用一杯新鮮涼開水，幾年

之後，就會出現神奇的益壽之功。

日本醫學家曾經對460名65歲以上

的老人做過調查統計，五年內堅

持每天清晨喝一杯涼開水的人

中，有82%的老人其面色紅潤，精

神飽滿，牙齒不鬆，每日能步行10

公里，在這些人中也從未得過大

病，由此說來水對人體之重要，是千

真萬確的。

剛從羅省返港第一個約會就是與一位闊別四十年的好友聚舊，我們這班在香

港儘管各有各忙而又相識幾十年的老朋友又可藉此機會聚首一堂，撫今追昔，暢

談整個晚上。

四十年不是一段短的歲月！我與他在一個童軍公開旅相識，他出生於草根家

庭，就讀中文小學，考試成績驕人，更得以進入名校。他在幾次公開考試中都名

列前茅，對自己各方面的表現都引以為傲，中學畢業後考進一間過百人的電子廠

當物料管理主任，他目空一切、自以為是的工作態度，令人不寒而慄、敬而遠之。

後來公司派他去美國工作，幾年全無音訊，是日回來後與他暢談近況，發現

以往自以為是的他，如今判若兩人，傲氣全消，變成一個平易近人，親切有禮的

好好先生。他稱在美國工作的時候，遇到不少困難，處處碰壁，無論他用什麼方

法，均功敗垂成。這才發現自己的不濟，自己的不夠，自己的渺小，在美國的經

歷令他在人生中上了重要的一課，改變了生命的一課。在這幾十年，他學會了謙

虛、包容及寬恕，懂得享受、欣賞及體會人生。

從與他相遇的啟廸，勘破生命的真諦，從而可以享受由心內發出的平安。

歡 迎 新 會 員 加 入
名譽會員

附屬會員

譚國雄 吳進成

鍾日榮 馬敬修 林志生 梁智偉

岑永生 岑偉建 李凌凌 梁玉蘭

梁淑儀 莫秀兒 李耀文 石錦文

郭文端 黎煥湘 梁家明 林月眉

袁　詠 衛耀輝 邱霖業 曾萍芳

鍾紫茵 楊寶坤

唐鏡陞

基本會員

編者的話︰ 陳伯

有興趣購買紀念品的會員，請致電2957 6455與俱樂部職員聯絡。

售賣 紀念品

絲巾 $80

領呔 $40

是給木章持有人參加的傳統童軍聚

會，讓領袖藉此與老朋友聚舊或結識其

他領袖，分享童軍生活中的各種經驗。

為了使大家亦能感受這項童軍聚會的特

殊意義，訓練署將於本年9月舉行上述

活動，敬請踴躍參加。詳情如下：

日期 : 2005年9月24日（星期六）

時間 : 約下午三時半至晚上九時

地點 : 容後公佈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2957 6475 與訓練署

鄺巧華小姐聯絡。

基維爾聯誼會
（Gilwell Reun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