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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氣是健康的天敵
▓彭聖師

和氣致祥

我們老祖宗說「和氣致祥」，「和

為貴」，又說「和氣生財」，「和平為

處世之本」；就是因為知道憤怒傷身，

生氣是健康的大敵；所以才找出了這些

良方，我們都受益匪淺，真是我們中華

文化的精髓所在。

當你在極度憤怒時，如果「換個

角度」看事情，「敵我易位」來着想，

你就會「心平氣和」，任何事情都可以

「和以處之」，就會「天下太平」，你

就不會「憤怒傷身」，從而健康長壽。

生氣的害處

根據最新的醫學研究，如果你是一

直在生氣，怒氣會殺人，而且受害人就

是你自己。生氣一個月，心臟病發機率

比常人高五倍，如果你已經生氣很久，

你要小心下垂的嘴角與忿恨的心情，會

讓你成為心臟病、關節痛與氣喘的受害

者。此外，心情會影響你的行為；中國

人早就說過「憤怒傷身」，怒氣與身體

疾病是息息相關的。

杜克大學的研究

專門研究憤怒與疾病的美國杜克

大學行為醫療研究中心威廉斯教授，在

2003年底發表一項研究指出，長期的憤

怒，會讓一個人的心血管，在短時間內

就快速累積惡性膽固醇，導致原本健康

的人，得到致命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比

心平氣和的健康人高出五倍之多，中風

與心臟病猝死的機率大為提高。不僅如

此，憤怒難平的人，得到癌症、關節

炎、糖尿病、各種過敏症與氣喘的可能

性，也都比一般人高。

憤怒導致自體免疫系統出問題

根據威廉斯對於1,800名，年齡從

18到45歲，身體健康、沒有抽菸、酗酒

等不良嗜好的成年男女進行了一年半的

研究發現，憤怒與敵意，會觸發身體在

血液中產生一種名為IL-6（一種淋巴球

Ｔ細胞助長素）的蛋白質細胞。原本是

當身體遇見外來傷害者時（例如細菌侵

入），用來指揮免疫功能細胞增生。可

是當一個人常常發怒，或者認為周遭環

境對他不利，時刻在不平的情緒當中，

很想去攻擊別人時，這些怒氣會讓腦部

誤判身體遭遇到了外患，身體啟動了奮

戰狀態，交感神經系統完全進入警戒，

釋放壓力荷爾蒙到血液裡面，促成心跳

和血壓上升，於是開始產生IL-6。

可是當人生氣時，並非真的有病

菌入侵，沒有外來敵人，於是大量增加

的Ｔ細胞，可能轉而向內攻擊這位怒氣

沖沖人的本人身體；有時候攻擊的部位

在手、腳關節處，就變成關節炎；有時

候攻擊的部位在呼吸道，造成了氣喘的

現象。有時候患者身上起疹子，長久難

癒；有時候神經發炎，造成身體許多部

位的疼痛。而且，這些症狀還可能交互

出現或轉移，讓患者摸不著頭腦，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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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作家也是林語堂的姪媳婦。畢璞甚至

於抗戰時期在林語堂創辦的《宇宙風》

工作，和林語堂侄兒結縭。如今她也老

了，住在內湖康寧會館，去年我去探望

她，她腦筋非常清楚，近年仍有作品。

鍾麗珠大姊作品較少了，早幾年還

常在一起，老了後到加拿大與兒子住，

已很少回台灣。

6月17日臨上飛機下午，在長樂，謝

冰心的故鄉冰心文學館參觀，文學館旁

就是公園，位於鬧街又不失幽靜。

除了冰心先生生平，遺著，各種

圖片，甚至冰心逝世後不久，她愛貓也

大去，將之做為標本，放在館中。她從

1900年出生，1999年逝世，以中國人的

算法，正好一百歲，以西方人的算法，

她從二十世紀第一年走到最後一年。

冰心的書、畫均佳，又譯又寫，

雖然也碰上文革，也被「改造」過，終

究福壽全歸，應是近代中國際遇最好，

作品最豐富的全才女作家。尤其她的書

畫，寓意豁達又深遠。她九十三、四歲

時，有一群台灣作家及海外華文作家在

林海音及菲華林忠民帶領下去看她，並

致贈五千美金，但牆上僅有冰心先生與

海音先生的合照，未註明年代，較為可

惜。我打算年內把年代和照片找齊，寄

上，以補完整資料

全程八天，分別在福州、厦門、南

靖、漳州與當地作家學者見面座談，也

走訪更有價值的非常景點，每天步行數

公里路，但是每人始終精神奕奕，即使

大半時間大雨，淋雨，幸好沒人生病，

没人受傷，我們分別帶了一些金門、馬

祖高梁，一路杏花村，每晚喝一些，賓

主盡歡。去時行篋滿滿，又是酒，又是

書。回來更爆滿，書、茶葉、特產，不

只如此，更在精神上。（作者係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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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分會會長梅錫銳來訪

本會波士頓分會會長梅錫銳（右2）102年6月24日來訪，理事長陳三井偕同常務理事黃海
龍、秘書長劉本炎接待，就波士頓地區華埠活動情形交換意見。梅錫銳此行係參加僑委會
在北投僑園會館舉辦台灣小吃烹飪研討會，習得知識帶回波士頓地區推廣至中餐館。（編

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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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一項研究發現，

如果一個人只針對事實，不用敵意攻擊

的言語或行為來表達憤怒，而且發怒的

時間少於三十分鐘，對身體其實有好

處。

該項研究對兩萬三千多名受試者進

行研究發現，適當表達憤怒的人，他們

的血壓與心跳在表達過情緒之後，都呈

現健康的指數，體內的免疫細胞功能也

正常，甚至腦部腦啡的分泌還會增加，

出現類似喝了咖啡、可樂之後的愉悅

感。

反之，如果憤怒不適當表達，反

而容易造成憂鬱、沮喪的情緒，除了傷

神，也會傷害免疫系統的運作。

沒有表達生氣，並不表示你不生

氣；將憤怒完全壓抑，反而造成更長期

的憤怒傷害。計畫主持人派翠卡殷指

出。事實上，已經研究發現，婦女的乳

癌發生，除了基因問題，可能有一部分

跟壓抑憤怒等情緒有關。

聖經上說︰「生氣，卻不要犯罪；

不可含怒到日落。」這項關於生氣方式

的教導，從健康的觀點來看，顯然是非

常正確的。哥林多前書十三章第五節也

教導我們「不輕易發怒」，要以「愛」

來代替「憤怒」，就是這個道理。

控制憤怒的方法

對於很多人而言，控制怒氣最困

難的部分，除了並不了解自己長久處於

具有敵意的憤怒中以外，更多的人即使

知道自己容易生氣，卻不曉得該如何處

理。專家建議，控制怒氣可以從幾種生

理、認知、環境的調整方式來著手：

第一、均衡飲食：最簡單的方式是

讓自己吃得好，有均衡的飲食，以及充

足的運動。現代都會人常常用不當節食

來控制體重，沒有吃好，不僅傷身，血

糖太低、體內微量元素不足，同時也讓

人容易生氣。

第二、作伸呼吸：醫生建議，有意

識的練習緩長的一呼一吸，可以增加體

內帶氧量，同時有鎮定神經的作用。當

怒氣快要衝出時，先進行緩長呼吸法一

分鐘，才表達你的憤怒，通常可以達到

健康生氣的作用。

第三、改變用字：一個人在暴怒

時，通常思想裡面出現的是類似下面沒

有轉圜餘地的關鍵字眼︰「你總是」、

「我絕對不要再」、「我一定要」，而

這些字眼，通常還會讓人更生氣。專家

建議，常常生氣的人，要有意識的注意

自己的思想，當這些字眼出現時，把思

想中的關鍵字改以「你讓我生氣」、

「我不想要」、「我可以要」等等，雖

然也表達情緒，但這些字眼，強度較

弱。

第四、離開現場：在快要暴怒的時

候，立即離開現場三分鐘，改變環境，

讓自己冷靜一下，再回去處理事情；創

造具有支持性的環境。例如有可以聆

聽、傾訴情緒的朋友，可以減少一個人

長期累積憤怒。

第五、嘴角上揚：專家建議，在

你生氣的時候，把嘴角往上揚，露出微

笑的表情幾秒鐘，即使你沒有真的想

笑，卻因為微笑的肌肉牽動，就可以讓

腦部的指揮中心，將你從極度憤怒中短

暫釋放出來。這也許是個奇怪的發現，

「Always keep your chin up」笑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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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得了什麼怪病，事實上，卻是因為

長期的憤怒，導致自體免疫系統出了問

題。

研究發現，那些敵意指數越高的

人，他們體內的IL-6蛋白質成分比例也越

高。而IL-6對身體造成的另一項最大的風

險，是它同時會在血管裡面累積，造成

動脈粥樣硬化，導致心血管阻塞與中風

的機率大增。

「持續生氣超過一個月，你罹患心

臟病的機會就快速提高了五倍。」威廉

斯指出。

威廉斯分析那1,800名男、女也發

現，當一個人的憤怒與不信任的關連度

越高，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風險就越高。

同時，威廉斯的研究也發現，當怒

氣讓IL-6增加分泌，造成Ｔ細胞大量增

加，我們的身體其他的免疫機制，反而

相對減少。這是因為身體的平衡機制，

導致其他免疫系統受到壓抑，結果反而

讓身體當真正遇到外來敵人時，可能沒

有足夠的免疫力。

俄亥俄州立大學的發現

俄亥俄州立大學的發現除了杜克大

學的研究，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的醫學

院也發現，敵意程度較高，以及憤怒指

數較高的人，血液中的類半胱胺酸指數

也偏高。類半胱胺酸是一種化學物質，

會對於心血管壁造成損害，早經醫學研

究證實，是造成冠狀動脈疾病的元兇之

一。

研究也發現，容易生氣的人，罹患

癌症的機率，似乎也比一般人高，只不

過醫學人員還無法釐清怒氣與癌症發生

之間的關連過程。所以，杜克大學根據

多年來的研究發現，做出結論：「一個

怒氣高的人，二十年後死於各類疾病的

機率，比冷靜的人高出七倍。」

健康危機

所有的醫學報告都提醒我們：發怒

是會成為習慣的。而一旦成為習慣，就

會長期傷害我們的身體。威斯康辛大學

醫學院，在美國三大超市進行了一項有

趣的研究發現，單單從超市購物，就可

以看到許多跟怒氣習慣有關的現象。

有以下幾種購物行為的消費者，健

康大有危機：「在超市購物時，當別人

的購物車擋著你的路，你會喃喃抱怨，

想盡辦法立刻推開」、「排隊結帳時，

不停探頭觀察隊伍行進的速度，懷疑

結帳小姐偷懶」、「當你排在快速結帳

區，你會仔細觀察前面人的購物籃裡，

是否真的只有五件以下商品，如果有人

東西比較多，你會生氣，甚至會出聲叫

他去排一般結帳區」、「如果你要的貨

品在貨架上找不到，你立刻為浪費時間

懊惱不已，甚至責怪配偶（或找你來購

物的朋友）」。

憤怒的人容易發胖，研究主持人

施樂利指出，憤怒的人往往伴隨大吃大

喝來宣洩以上這些行為，都跟憤怒的情

緒相關，而且當中都帶著敵意的反應。

而從研究發現，他們本身罹患心血管疾

病、痛風的比例比其他人高出二成，而

且體重更比其他人平均高出五磅。「這

些人體重較重，可能是因為他們更容易

用大吃大喝來宣洩自己的憤怒。」

適當憤怒表達有利健康

值得注意的是，用短暫合宜的方式

表達怒氣，對健康反而有幫助。美國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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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桂林中山小學
▓蒙天祥

作家白先勇教授在他作品中提到，

1943年他在桂林「中山小學」上過學。

全國有無數間「中山學校」，唸過中山

學校並不特別。不過，時過七十年，從

海峽彼岸來到此岸，校友從童年到白

頭，能聚在一起話舊、唱同一首校歌，

就很難得。

桂林「中山學校」教出哪些學生

呢？除了白先勇，還有前台北榮民總醫

院院長、名醫彭芳谷博士；與U2飛行

員陳懷生同期的吳培義空軍少將；屏東

師範大學法律系教授李士珩；五十年前

鼎鼎大名、紅遍華人社會的電影明星林

黛，都是該校的校友。

桂林「中山學校」是抗戰期間，由

一批教育家創辦的。屬於私立性質，設

有小學部和中學部，首任校長尚仲衣，

曾任北京大學教授，是有名的抗日民主

人士，在大陸與名教授崔戴陽（國立師

範大學「國父思想」教授）共事多年。

名譽校董有李宗仁、白崇禧、邱昌渭

（湖南人、曾任廣西省政府教育廳長、

民政廳長、立法委員、總統府秘書長、

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政大政

治研究所主任）等人。第二任校長周淑

青教授，是邱昌渭的夫人，留美學教育

的，學生認為她最嚴格；第三任校長姓

張，上任不久就從大陸撤退了。

民國37年，筆者以不足齡兒童進入

桂林中山小學讀一年級，還記得要背誦

國父遺囑。上課的課程大致有國語、算

術、唱遊、習字、體育…等等，那時的

體育課已經有踢足球。

印象最深刻的，是同學「擠老米」

的遊戲。桂林的冬天很冷，下課時間，

同學都擠到走廊牆角，把兩三個同學推

進角落，於是大家迅速一擁而上，用身

體擠進去。同學越圍越多、一層一層向

裡擠。由於大家不是穿棉袍就是穿襖，

體重又不似大人，所以怎麼擠都不傷不

痛。同學用盡力氣，邊擠邊喊，直到下

一堂課的上課鐘響，才筋疲力盡地散開

來。這時，個個身體暖烘烘的、回到教

室精神振作聽課。爽得很！

民國102年春天，桂林「中山學校」

幾位校友在台北相聚。白先勇開玩笑指

著我說：「你這麼小，是冒充的！」直

到我唱出校歌的前幾句，學長們才確認

我這小學弟。桂林「中山學校」的校

歌，經幾位校友各喃幾句，終於全首拼

▲曾紅遍華人社會的電影明星林黛（1934－
1964），是桂林中山小學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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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生氣！

結論

我 們 老 祖 宗 早 就 說 過 「 怒 氣 傷

身」，不過怒氣與身體疾病的關連細

節，一直是醫學界極欲探討的領域。現

在多個深入的研究，已經將背後的謎團

逐漸解開。

當我們在極度憤怒時，如果你能

「換一個角度」看事情，以「敵我」地

位互易來着想，你就會「心平氣和」，

那麼任何事情都可「和以處之」，就會

「天下太平」，也不會「憤怒傷身」，

從而「健康長壽」了。（作者為退休大

學教授）

分會繼今年慶祝春節、春季愛心探訪活

動系列之後，又成功地推出一項回饋僑

社的活動。副會長吳睦野說，美容主題

鮮少在僑社活動出現，因此美容部分特

請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北加州分

會支援，由身兼世華工商婦女-北加州

分會創會長的吳毓苹策劃，她希望對

許多職場上的姊妹們有幫助，提供白天

「上班妝」及夜晚「宴會妝」的參考。

此次嘉惠僑胞的免費活動頗受肯

定，今後將計劃推出多樣化的服務活

動。（編輯室）

舊金山灣區分會2013年6月16日星

期天在南灣華僑文教中心舉辦了一項適

應季節又別開生面的講座，僑胞完全免

費入場。

講座以「仲夏美容健康」為主題，

內容包括：專業美容老師歐陽冰儀講解

示範多色彩臉部化妝法、自然養生醫師

葉茂榮解釋生吃蔬果的益處及「忌食生

冷」的錯誤觀念、風水老師林文榮敘說

健康與居宅風水問題等，內容實用、講

說生動，很受歡迎。

會長吳毓苹表示，這是舊金山灣區

舊金山灣區分會舉辦健康講座

▲吳毓苹會長(前排右四) 、副會長吳睦野(後右四) 及魏德珍(前右五) 、財務長徐德慧
(前左二)、 總務長周燕春(前左三) 、理事梁文翔(前左四) 及汪昌泰(後左一) 與志
工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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