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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贈
「驅瘟逐疫」
香囊 藥膏 愈做愈起勁

林玖鈺：凝聚力是抗疫的關鍵
我們生存在既好亦壞的時代，天下興亡，匹夫有責。2020 年，注定不
是太平的一年，面對一發不可收拾的瘟疫在香港爆發，睜眼可見人性的優
劣。然而，大廈將傾，最先揚起的總是善良的塵埃。香港道教聯合會六宗
教聯絡部副主任林玖鈺道長，她常年致力於道教的傳頌，在疫情初初到來
的時候，便召集同修義工合眾人的力量，將她找到的抗疫藥方找師弟羅偉
強的中藥行製造成中藥香囊，免費派送給有需要的人群作為預防用途，一
做便是數月，至今已向文化機構、長者中心、警署、慈山寺、寶蓮寺等送
出共計七萬份中藥香囊。面對疫情第三波，他們得到著名老中醫李寗漢藥
方，製成「如茱萸寶~防疫黄金膏」贈送給有需要的人。
做好事、存好心是個如此淺顯的道理，在大世界的疲乏下，能夠站出來
為人間大愛行一好事，並不見得是微不足道的舉動。但林玖鈺說：「這在
我的人生裏面是不足稱道的一件小事。」
■採、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焯羚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年之後，疫情在香港開始越發嚴
新重，林玖鈺約了一位同道前往儒釋

示新
■林玖鈺展
茱
道功德同修會拜訪，「當時他們已經製 製作的如 萸寶
作出了第一個中藥香囊的樣板，我一聞 防疫黃金膏。
到氣味就覺得穿透力很強，我那時就一下
知道那個藥效是肯定合適這個病症的，是
可以起到平衡心肝脾肺腎的作用。」林玖
鈺隨即研究了新冠肺炎所呈現的症狀，認
為是對症下藥的藥方，「而這個中藥香囊
的來歷也不簡單，是一千五百年前南溪的
『仙方』，幫助過很多世人。」
「我認可這個處方，能使身心都舒展起
來。」有了這條藥方之後，林玖鈺決定將這
個中藥香囊製作出來，贈送給需要的人。
「最初其實只有幾百個，打算送給朋友，結
己的幾個人製作，久而久之，需要的人
贈善緣。」
手多了起來，便必須找到義工。」後來林玖
鈺得到善心補習社老闆娘的支援，提供了場
善緣助推
「藥金」
源源不絕
地給他們進行中藥香囊的製作，「由一開始
第一批中藥香囊一出門，便受到了受益者 只有幾個『自己友』製作，到現在義工團隊
的歡迎，有甚者願意花錢購買，但是林玖鈺 有 50 個人。」說起這種齊心協力的力量，
認為自己並不在這件事情上牟利，「對方便 林玖鈺覺得暖心不已。「『凝聚』是抗疫的
決定拿出藥金來製作多一些藥包，既能讓自 心，因為這個病毒是世界性的，病毒在空氣
己受益，也能造福其他人。」在這樣一種 中遊走，我們對抗它只能不問人種、宗教、
「善緣」的助推下，種子「藥金」從天而 社會地位甚至歷史因素。」
降，小小的中藥香囊從最開始的 500 個中藥
世界本就大同，雖然衍生出不同的文化或
香囊到之後的3,000個，不足兩月。
宗教，但都是「為人類服務」的，她說：
「我們的信仰裏有話說『一為神功，二為 「我們宗教講『濟世』，濟的是什麼？就是
弟子』，這是同理心驅使出來的善心，既有 當下。」這班義工團隊代表的就是凝聚力。
藥理，也有信仰的加持。」一邊做、一邊派
得到的支援和捐助多了以後，林玖鈺便發
發出去，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得到各界善長 起了社會性的關懷活動，其中令她印象深刻
仁翁的認可，收到善款或者捐贈的藥材。善 的便是贈送中藥香囊到泰山公德會，「泰山
意的良性循環沒有停止過，使得這件無意中 公德會的義工們都是一些癌症康復者，他們
開展的小事從個人的行為到機構性的公益行 經歷過最深的病痛折磨，知道其中的痛苦，
動，其中不乏有心人的支援，這種力量或許 便將歷劫後的一顆心拿出來，希望沒有其他
相較中藥本身的意義更深。
人再受到這種考驗。」這也是林道長掛在嘴
影響力似雪球，越滾越大，許多機構福利 邊的「歷劫度人」。
部門也在不斷加入，受惠的包括不同的安老
除此之外，他們關懷戰後老兵，亦送出了
院、街坊福利會、長者協會、不同宗教團體、 中藥香囊去東江縱隊老戰士，同時亦送了中
醫療診所以及泰山功德會等。製作量愈大，地 藥香囊給中西區、元朗、天水圍幾間警署的
方要大，義工團隊人手需要愈來愈大。
香港警察。林玖鈺說：「香港經歷了去年的
事情，其實是全靠警察去維護治安，我們心
派送予各方各界以表關懷
裏感恩，於是將這些中藥香囊加上心意卡防
「一開始這個中藥香囊只是由我們道教自 疫包一齊送去給紀律部隊人員。」

■ 團隊製作的香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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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將香囊贈予紀律部隊以表感激
團隊將香囊贈予紀律部隊以表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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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在善心人提供的補習社中製作香囊
義工在善心人提供的補習社中製作香囊。
。
■林玖鈺熱心參與各類
關懷社會的公益活動。
關懷社會的公益活動
。
的喜悅和鼓舞士氣！

一定有克制病毒之物
社會歷經了去年的黑暴後，2020
年的疫情對於香港來說實屬更加實
實在在的一個重創，林玖鈺指出
「這對香港來說絕對是「大軍」，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出現現
狀是因為過去我們一直在消耗和平
的力量，已經對環境沒有太多的正
面付出。平心而論，香港人確實也
似乎在這樣的打擊下，才能靜下心
來省悟。」林玖鈺又說：「人的視
野是很重要的，因為我們必須知道
要在什麼樣的環境中生存，到底是
戰亂還是和平？我們總是關注環境
要平衡，但人心的平衡呢？我們有
■團隊獲李寗漢中醫
團隊獲李寗漢中醫（
（中）及一眾中醫界人物提供 重視嗎？」
面對新一波的疫情來襲，她覺得
新防疫藥膏的藥方。
新防疫藥膏的藥方
。
應該做的是保持平衡的心，「任何
年代、歷史上都有不同的病毒，我
疫境之中，紀律部隊、醫護等職業者是走
在最前線，普羅大眾面對病毒可以避之則吉 們的存在對天地有作為，既然天地給了我們
的時候他們要迎難而上，付出的是大愛。林 考驗，但萬物相生相剋，既然有病毒，便一
玖鈺認為，姑勿論香囊的藥效，但關懷的力 定有克制它的物件，我們不能夠去喪失這個
量比起小小的中藥香囊來說，更是一種慰問 信念。」
人生悠長，事實上真正的啟發卻是來自災
關懷、一份感謝、敬意。他們感受到接受者

難，林玖鈺講究人心的平衡，因為人是很渺
小的。她堅信乾坤是有正氣相扶的，林久鈺
參與「全城與成全」活動，弘揚正能量。
「天下萬物都是人造出來的，而人字只有兩
筆，人要安心立命，才能成就一個好的家
族，而好的家族才能讓這個華夏文明支撐下
去。」

「信仰是先天的緣分」
在19歲的時候，林玖鈺先後在短時間失去
了自己的父親和外公，這讓她產生了對生命
的不解，她去善終服務中心做義工，尋找死
亡是什麼一回事？「面對很多垂死的老人、
重病的人，我的任務就是讓他們展露笑顏，
在生命的最後一段時間有過快樂。」然而死
亡的意義始終讓她感覺看不破，旋即便接觸
不同宗教團體，試圖從中尋找生命的意義。
「信仰是先天的緣分，最後道教選擇了
我。」她說。很多事情就是偶然有了一個開
端，如同傳遞的火炬，黑暗中的引路人，就
那麼自然地水到渠成，「所以製作、派送中
藥香囊，只是一種緣分，這在我的人生裏面
是不足稱道的一件小事。」林玖鈺說道。
這世上沒有什麼超級英雄，不過是有一份
熱，有一些光，然後它們變成螢火，凝聚成
了星河。
■ 林玖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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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玖鈺團隊贈送中藥香囊予慈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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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玖鈺團隊送香囊予受社會事件影響最嚴重的天水圍警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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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赴大嶼山寶蓮寺送香囊
團隊赴大嶼山寶蓮寺送香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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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放映員劉亮
電影放映員
劉亮 守護鄉村
「精神園地
精神園地」
」
夏日，漫長的白天還沒結束，灣塘村的人
們已在期待天黑。晚上 8 點，湖南省邵陽縣
谷洲鎮灣塘村「露天影院」的幕布準時亮
起，劉亮開始為村民播放當晚的電影《八月
一日》。
調試發電機和放映機，架起幕布和音響，
再把觀眾的凳子一個個擺好……這套流程劉
亮再熟悉不過。從 1981 年起，他已做了 39
年鄉村電影放映員。「第一天上班起，我就
在心裏許下諾言，要為大家把電影放好。」
高中畢業後，劉亮報考了鎮上的專職電影
放映員。曾經為了看一場電影跑了 8 公里山
路的少年，用扁擔挑着膠片放映機，開始了
他的電影夢。「最開始的時候，我們用肩挑
設備，發電機、放映機和電影膠卷，加起來
有 200 多斤。到最遠的地方要走 15 公里山
路，肩膀磨出了繭子。」劉亮說，後來他買
了自行車，在後座綁兩個袋子裝設備，幾年
下來，自行車壞了3輛。
當年，看電影是山村裏最主要的文化娛樂

方式。每當劉亮騎着自行車來到村裏，村民
們早已搬着凳子在坪裏等候。上世紀九十年
代末期，隨着村民們生活水平提高，彩色電
視機、DVD 開始普及，人們在自家就可以
看光碟，電影放映的行情急轉直下。常常幾
個月才有一兩場電影放映，觀眾也寥寥無
幾。放映隊的五個同事紛紛辭職，只剩劉亮
放不下這一份曾經給鄉親們送去歡樂的事
業。他在郵政局找了一份郵政代辦管理工
作，一邊兼職補貼家用，一邊堅持在各村放
電影。
在優秀的中國電影作品不斷走出國門、亮
相各大國際電影節的上世紀九十年代，劉亮
卻遭遇了放映電影以來最傷心的事：他用僅
有的 8,000 元積蓄買了一台「模擬數字放映
機」，想要改善電影畫質，沒想到這台機器
比之前的放映機效果還差，最後只能當廢鐵
賣掉。劉亮大哭了一場。「在現實面前，我
的電影夢想過於奢侈。」他說，儘管如此，
還是不想放棄。「如果我也放棄了，鄉村電

■劉亮正在放電影
劉亮正在放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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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這片精神園地真的就消失了。」

為留守老人兒童公益放映
2007 年起，邵陽縣農村公益電影
放映全面鋪開。劉亮辭去了郵政代
辦管理員的工作，與妻子一起，承
擔了在全鎮 36 個行政村放映電影的
工作。他還貸款買了一輛麵包車，
灣塘村村民在觀看電影。
。
用來裝載國家配發的數字放映機。 ■灣塘村村民在觀看電影
畫質鮮明、色彩飽滿的數字放映機
成了劉亮的「第四代」設備。
了一個可以容納近一百人的「電影院」，鎮
「目前，農村主要的觀眾是留守老人和兒 上的孩子們都喜歡跑來看電影。7 月 20 日，
童。考慮到他們的喜好不同，我就把動作 全國電影院有序恢復開放營業，劉亮的「電
片、喜劇片等與戲曲片搭配在一起放映。」 影院」也重新開門了。
劉亮說，為確保每個放映點不放重複的影
「39 年過去了，全鎮老百姓都習慣了有
片，他專門為每個村組建立了電影放映檔 我放電影，也喜歡看我放的電影，我很滿
案，還準備了不少村民喜愛的種植、養殖科 足。」劉亮說，電影曾填補他兒時娛樂生活
教短片。
的空缺，而過上了好日子之後，電影也能豐
現在，58 歲的劉亮有了 6 台放映機，每年 富人們的精神世界。
放映公益電影 350 多場，他在自家樓上搭起
2018 年 ， 劉 亮 作 為 鄉 村 電 影 放 映 員 代

表，參加了第十七屆中國電影華表獎頒獎典
禮。與無數次只在電影裏見過的演員「同
框」，讓他覺得自己也短暫地進入了銀幕
裏。而回家之後，他又搬起設備，在放電影
的山路上奔波不停……
夜漸漸深了，灣塘村安靜得只能聽到電影
的聲音。孩子們有的在爺爺奶奶的臂彎中入
睡，有的目不轉睛地盯着幕布上的故事。多
年以後，他們會記得自己的童年有田野、蟲
鳴、星空和電影。
文、圖：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