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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城僑社

蜂膠的神奇作用被越來越多的
人所認識。《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
指出，其適應症為抗菌消炎、調節免
疫、抗氧化、加速受損組織癒合，在
抑制糖尿病併發症方面具有優勢。

1、綠蜂膠有效降糖：有 55%的
患者(Ⅰ和Ⅱ型)服用蜂膠 1—3 月
後，血糖得到顯著下降，降糖總有效
率達94.7%。

2、綠蜂膠顯著改善糖尿病併發
症：服用綠蜂膠調節血糖，使得許多
糖尿病併發症得到顯著改善。一般
糖尿病引起視力下降、四肢發麻、酸
痛、下肢浮腫、感染傷口等都可有效
改善。

3、綠蜂膠含有豐富的蘆丁、槲
皮素、高良薑素、咖啡酸、a-兒茶素
等黃酮類化合物、微量元素和其他
活性成分，是天然高效的抗氧化劑。
黃酮類化合物等成分能清除血管及
其周圍過剩膽固醇，並強化血管，降
低血液粘稠度、恢復血管彈性、修復
血管功能。從而改善頭暈眼花、手腳
麻木症狀，降低過高的血壓，降低意
外發生的風險。

4、綠蜂膠調節血糖具有“雙管
齊下”的奇妙功效。一方面能直接調
節血糖、有助於防治糖尿病，另一方
面能參與預防和控制併發症。

① 綠蜂膠中的黃酮類化合具

有抗氧化和清除過剩自由基的作
用；活化細胞、促進組織再生、抑制
糖尿病性繼發感染、保護心腦血管；
抗菌抗病毒、消炎止痛作用；保肝護
肝、解毒降酶、修復肝臟細胞的作
用；遏制癌變、抗輻射。

② 綠蜂膠中的萜烯類化合物，
可調節和強化免疫，提高機體抗病
能力；降血脂、降血壓；祛痰止咳；殺
菌消炎、鎮痛消腫等。口服加外用綠
蜂膠，不僅能夠調理病菌感染，還能
降低血脂、血糖過度氧化對血管造
成的損傷，起到了疏通保護血管的
作用。

③綠蜂膠中的鈣、鎂、鋅、鉻等

微量元素和其他天然物質能修復胰
島細胞，提高分泌胰島素的功能，同
時改善胰島素作用的靶器官細胞的
質量，從而促進高血糖的降低。

④綠蜂膠中的黃酮類、甙類等
物質，能夠增強三磷酸腺苷酶活性，
刺激機體產生更多的三磷酸腺苷，
以供應機體能量，恢復體力，幫助消
除“三多一少”症狀。

⑤綠蜂膠中的梓醇、蝶芪雙向
調節血糖的作用，可以降低過高的
血糖，但是正常人服用後血糖卻不
會發生變化。

5、綠蜂膠多種因素共同作用防
治和保護糖尿病患者。特別是它強

有力的抗氧化作用，不僅保護β細
胞，避免β細胞進一步氧化損傷，使
β細胞逐步恢復了正常，降低了過
高的血糖；而且降低了高血脂、高血
糖過度氧化引起的血管系統病變幾
率，預防病菌感染，從根本上起到了
既降糖又能降低併發症風險的雙重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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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志光國繼志光國繼志光國”””

7月8日星期六，美國紐英崙地區一碧
晴空，萬里無雲。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先生
過境波士頓訪問，在母校哈佛大學演講後，
拜會波士頓僑社，接見僑團領袖等，波城唐
人街一下子熱鬧起來，一派喜慶。

馬總統決意拜會中華公所，尋找40
年前，第一份無給薪的為台灣奔走的義工足
跡，回眸那份充滿青年志氣的有使命感的往
昔。掌聲歡呼聲過後，把一塊由他自己書寫
的黑底金匾，在二百多位僑領的見證下，送
到中華公所主席阮洪燦手中，並即揭幕, 荘
重掛起,霞光四射，滿屋生輝。

「繼志光國」。繼承遺志，光耀國
家。言簡意賅，不難明白，字裡行間，言情
托意，要繼承往者之遺志，先烈的遺願，孫
中山先生的革命宗旨，向前導行，引領台灣
兒女，創造輝煌，光耀中華民國，留名中華
青史！這便是當為一方主人為民之意願。銘
刻於此，雋永千秋！

說到牌匾，確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
筆。牌匾，又呌匾額、題匾、橫匾或名匾。
從中國的文化傳統來看，也是一筆豐厚的文
化遺產.就是這種獨特的文字，在中國以致亞
洲延至世界，有一種不同凡響超然的魅力，
把名人志士、一生為之奮鬥的人生目標、主
旨明示於屋宇廳堂、庭園景觀，讓人忘卻不
了！從草民到官宦、從小生到狀元、從弱勢
族群到達官顯貴，家中或張貼或高掛名言牌
匾以明志。皇宮花園，更是要把牌匾美化之
極致，民間把皇帝所賜之匾額，當成是生命
之最髙榮譽。現今生活品質提升，名言毛筆
字鏡框匾額家中一掛，廰室立為之清雅，書
香四溢，既點綴得家室美侖美奐，又可銘記
志向，一舉兩得！

名言牌匾可銘記勵志，由於其可以“終

久留名”，書者都是非常嚴肅對待的。基本
上可分三種類型。

第一類: 書法家書寫的。書寫者在書法
藝術界有名望，其藝術性較高，他們一般都
用自己最擅長的書體冩出，這類牌匾在旅游
景點多見。如已故中國書法協會副主席、曾
被譽為 “隸書天下第一人”的劉炳森書冩
的“宏寳堂”牌匾(如圖); 現仼中國書協主
席張海寫的”龍吟齋”，是以行草筆法為
之(如圖); 已故僧人曾任中國書協顧問趙樸初
用楷書冩的“普明寶塔” (如圖) 等等。

第二類: 名人書冩的。這類名人主要
是政界、或名響一方者，如康熙皇帝或慈禧
太后等旳政界首領寫之牌匾。這些名人書寫
者不是以書法藝術家著稱，屬 ‘“名大於
書”者,其兿術性高低不同。如乾隆皇帝御
筆的、屬真行書體的、掛在蘇州獅子林的
“真趣”牌匾(如圖) ，遊客仰觀而至，說是
沾一下“過時的皇氣”呢。民國時期李鴻
章以楷行書體寫的 “棣萼聯輝” (如圖) ，
寫得雖不怎麼樣，沒顯出一代官閥的霸氣，
卻也因筆跡而令人遐想其稱雄一方的威名。
台灣政界領袖宋楚瑜為台灣日月潭文武廟冩
的“萬代瞻仰”橫匾，以魏碑體(在書法五
種字體裡列屬楷書) 冩出，展示出魏碑體的
“力屈萬夫”, 硅角凌勵之體勢(如圖)。

第三類: 書畫家多棲型的. 這類牌匾, 藝
術水凖不低於第一類. 由於是藝術家冩的，
所以有龍飛鳳舞之勢，盡顯筆墨風流。有如
明朝董其昌用行草體冩的 “孔方齋” (如
圖) : 專研鄭板橋體的藝術著作等身之周樍寅
教授寫的”征獻樓”牌匾(如圖); 徐悲鴻用
行楷體冩的“金濤齋” (如圖) 等.

而國內台灣港澳旳庭園景觀，牌匾也被
當成主要點綴與景色交相輝映。一處景點和
一色庭園，一張匾額便可如畫龍點睛般的把
其特色、氣氛凝聚起來，以致觀光客不由自
主地便在其底下, 拍照留念。這種對景點高
度概括的題匾形式，是中國式庭園的特點。
她跟隨著中國人的腳步，在世界各地生根開
花。如我們波士頓唐人街的牌樓，便醒目地
鐫刻著孫中山先生的「天下為公」書法，金

光閃閃，既是對中山先生的懷念、名言的銘
記，更是對他的一份景仰，一份懷念。便是
這幾個字，你來波士頓沒在下邊照個相，見
一見，就好像你沒有來過波城唐人街一遊！
無論你是黃面孔、白面孔或是黒面孔，感覺
都是一樣。「天下為公」牌樓美國多處大城
市、和世界各地不少地方都有，她既顯示著
我們華人的足跡、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文字
藝術，也昭示著我們華人領袖的世界胸襟，
我們是可以與世界各族人相處融洽的。

牌匾的作用、文化價值是巨大的。外國
人都說中國是人才輸岀大國，而中國的文化
底藴造就了人材輩岀這樣的環境。歷來的志
士仁人，有誰不是靠立志成業、發奮圖強，
發光發熱，照亮歷史？他們把志向當座右
銘，把名言、奮鬥目標高高掛起，照亮自己
的前路，以至於時刻不忘記，一生一世不忘
記，看一眼房中的牌匾名言，時刻鞭策自
己，激勵向前。這便是牌匾的力量，名言的
力量！這種力量，不止影響一人、一家, 有
時甚至整個人種族群。這種文化，西方是沒
有的; 這種意識形態，西方是欠缺的。因
而，我們應該為自己有這種文化感到自豪，
讓其傳揚四海。

馬英九總統先生，受慈父教誨，求學
時候，已苦練毛筆，以唐楷為宗，哈佛上學
時，也見其執毛筆寫字之照片。人們都說哈
佛上學如上戰場，經常身心俱疲，但他仍能
騰出時間執筆練字，可見其對中華傳統文化
之執摯。「身在曹營心在漢」，那時已立下
志向，練就了日後可縱橫官場、表現為官另
一面的手藝。

闋於對“楷書”的定義，有一些歴
史常識我們要分辨。距今約二千三百年前之
秦始皇時代，既統一六國也統一文字，以小
篆體為官方通行之書法，意思是說，我們通
常所說的楷體書，秦朝是篆字體了;漢朝卻以
隸體為楷模天下之書體，其時所說之楷書，
則是隸體字。所以，對楷書字體的定義，朝
代之不同是有差異的。中國歷史上最發達的
唐朝，以楷書為官方通行字體，而唐楷書的
成熟，則是經過由漢朝、晉朝直至唐朝幾百

年醞釀的結果，集篆書、草書和隸書之大
成，也匯整了各書體之法。永字八法，正是
楷書典型的行筆法則，最後才堂而皇之地由
官方定為「楷模天下」之書。唐朝的繁榮昌
盛，也使書法文化得到空前的發展，草書體
之大草、小草的書法水凖，也由於張旭、懷
素等書法大家的出現，達到空前的高度, 書
分楷、隸、篆、行、草五種字體的叫法，就
在這時候開始傳開書壇了。楷書，是書法五
種字體最後的一種定名書體，此後再也無法
出現其他種書法字體了。當然，明清之際，
也有所謂草隸、草篆等的一些叫法，是用草
書筆法冩隸體結構或篆體結構字，但還是歸
屬書法體裁裡的隸體或篆體。還有所謂行楷
體的，是楷體以行書筆法冩出的; 行草體
旳，是行書或草書字體夾雜其中，或筆法互
為運用，其歸屬楷、行書抑或草書則就沒有
這麼嚴格了。這些，都是自唐朝有對書法五
體的定義以後，對“書分五體”叫法內容的
豐富，無法萌生出另一種獨立的書體。

「繼志光國」四個字，以唐楷書體寫
出，字體四平八穩，是書體裡的「官方語
言」. 馬總統先生書就這些字，是非常認
真，一絲不苟的，楷書之法，已圓渾運用得
爐火純清，點劃分明，公正嚴肅，寓寄著
「楷模天下」之意，與「官方意識」合拍。
因而以楷書寫此橫匾，無論從馬總統先生之
身份，及他所擅長之書體，抑或所選其書體
之表證特長，都恰如其份，充分展現出楷書
在此四字上、書者書以言志的作用。

「繼志光國」四字匾額，從政治層面可
解釋為“繼承孫中山總理遺志，光耀國家
“; 若従文化層面的書法方面去理解，也可
詮釋為: 繼承古人遺志，弘揚中華書法藝
術，光耀國家。咱們是搞藝術旳，願與大家
一起努力，讓我們旳牌匾文化、中華國粹的
書法兿術在海外發掦光大，光耀中華！

15年7月仲夏寫於波士頓家中

梅宇國

波城副刊

----從馬英九先生之橫匾所想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