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承蒙天父的厚愛, 讓我有機會跟著角聲的委員會到中國的角聲華恩兒童村. 我們去了四川的綿陽, 廣西的

河池, 福建的三明. 整個行程總共八天, 因著我們要探訪三個不同省的兒童村的關係, 我們整個旅程舟車

勞頓, 幾乎隔 兩天就要飛一次. 但奇妙的是, 與我同行的八個人,中有

八人已過了退休年紀, 但在他們的面上不見疲態, 說起話 走起路來還

比我個三十不足的 “青年人”更有幹勁, 可見天父真的不虧為祂做

事的人 這個行程有幾件令我特別深刻的事情, 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與我同行的人, 他們 大部分都是角聲的董事, 幹事, 牧師, 師母, 可是, 他 們對我這個少年人不但一

點架子都沒有, 反而充滿 愛心與真誠去待我, 他們 的言行實在是滿有著基督 的樣式

這次我到訪的地方實在是非常簡 陋, 到了一些公厠連門都沒

有, 只 有及腰的牆間, 但特別的是, 這班 角聲的同工他們沒

有嫌棄大陸的 貧窮落後, 反而會每年幾次自掏 荷包從紐約

飛到大陸視察, 看看 有沒有興建新兒童村的機會, 去 了解當

地的需要, 他們不只供應 他們創辦的兒童村, 就連當地的 神

學院, 聾啞學校, 智障學校, 也 不遺餘力的盡量幫助. 雖然在

人 的眼中, 他們已經過了年華階段, 但他們熱心侍主的精神,

卻未有 因為年紀的漸長與體力的衰退而 減少



第一個到達的兒童村是在籌建中, 當中認識了一位與我

年紀相若的弟兄 Franco, 他是從洛杉磯孤身走到大陸,

負責四川綿陽市角聲華恩兒童村的興建 工程.他本來在

美國唸土木工程, 但有心為神去做點事情, 機緣之下知

道四川 兒童村的興建工程需要人監管, 他便豁出至少一年的時間, 隻身走到名

不經 傳的梓憧縣租住一個在堂樓的栢文 (Apartment). 我到他的家參觀, 是一

個堂 樓, 一個走廊沒有燈的堂樓, 一個回家要借手提電話的燈照明的堂樓.

跟他聊天時, 我說他很偉大, 願意為神的工作出這麼大的 犧牲 (所謂的犧牲就是放

棄香港/美國舒適的生活, 放棄 香港家庭的溫暖, 放棄在美國相識已久的弟兄姊妹,

放棄 成為工程師所為帶來的收入) 他從容地回答, 覺得自己沒 有作出什麼犧牲, 反

而因為在這樣看似貧困孤獨的環境, 他能閱讀更多有關神的書藉, 與神更親近, 更深

經歷神. 他覺得在那裡所遇見的點滴, 他都可以帶回香港/美國與 弟兄姊妹分享, 讓

他們看見世界另一角落的需要, 又藉著 每天與地盤工人相處, 與政府官員交涉, 學

到了耶穌教導 的 “靈巧像蛇, 馴良像鴿子”的寶貴功課

其後, 我到了廣西河池市的兒童村, 這兒童村算是離開市區最遠的一個兒童村, 亦是我第一個到訪己開始

運作的兒童村. 那裡雖然座落在 “九分石頭一分地”的 山區, 可是天父沒有待薄他們, 祂給了他們一個



風景如畫的地方, 而兒童村的裝 修與設備非常齊全, 與我先前想象的 “以天空為天花, 以泥土為地板”

的景象大 有出入. 到了他們中間, 有一樣事情是令我特別難忘. 就是一

位在美國工作三十 年, 一年多前孤身隻影走來當院長的龔秀麗所分享

的一番話: “我常常教導小孩 要感恩, 因他們現在所有的一切都是白白

得來的, 是恩典, 不是他們配得的, 是白 白地給予他們的” 這句說話

給了我一記當頭棒喝, 還未來到這個地方時, 在美國 過著安定舒適生活

的我覺得自己很缺乏, 所躊躇的是什麼時候儲夠錢退休, 滿腦 子所著重

的就是世界所看重的知識, 金錢和才幹, 覺得自己處處不足, 要想盡辦

法靠自己爭取世界所認同的東西, 卻忽略了神已給我豐足的恩惠.

聽過了院長的話, 有數樣東西不停在腦 中盤旋: 為什麼有爸媽的是我不是那些 小孩? 為什麼住在酒店的

是我不是他 們? 為什麼自己會有自己的一個房間, 一張床褥, 一張大大的書桌? 在一間顧 及僱員感受的

美國公司工作, 還有一個 相信自己的上司, 等等數之不盡的待 遇…原來這都是恩典, 都是我不配得的

恩典. 原來當我們看重我們沒有的東西 時, 我們會失去享受神已給了我們極大 的恩典. 我很感謝神將我

帶到這個地 方, 讓我親身感受我在美國所不能體會 的恩典

終於到了最後一樣令我深刻的 地方了, 就是兒童村的小朋友. 有幾樣東西他們確實觸動了我: 他們的體

貼: 是他們主動盛飯 給我, 當我吃完了飯他們就二 話不說將盛在碟中的渣滓倒到 桌子中間的盆. 在放



煙花時那 些灰燼掉下來他們就拖著我避過那些 灰燼; 我

自己一個人站著時就主動拉我 她們的一組主動逗我說話,

在旅遊巴士 找座位時她們就自己坐得擁擠點, 讓我 能坐

在她們騰出來的座位

無可否認, 整個旅程讓我最欣喜就是他 們, 看著他們的臉

孔, 不明白為什麼他 們的爸媽會拋棄這樣可愛聽話 的小

孩, 甚至當他們入住兒童 村後, 也不再回來探訪. 當我想

到這裡, 心也會抽搐起來, 眼睛 也不由自主地滲出了些淚

水 可以提及有關他們的事除了他 們對人的關顧外, 還有他們的 紀律: 他們排隊拿飯, 輪流幫人 盛飯,

洗碗, 掃地, 清潔餐桌, 他們年紀最少可能只有六歲, 可是做著 的卻是很多在充裕地方長大了的成年 人

還不會做的家務. 看著他們飯後清潔 的 “環節”, 我就不能自主地不停地拍 照, 拍他們有效率地洗碗,

乾碗, 掃地, 抹枱, 心裡不停讚歎: “這樣的情景實在 是不可多得, 得多拍些照片留念, 將會擁有極高的

收藏價值” 後來想想他 們的紀律, 又看看自己常常以 “不可能” 為藉口而拒絕盡力遵行神的話, 不

禁自慚形愧. 若這些小朋友能透過兒童村的教導而培養出這麼好的紀 律, 為什麼我還要以 “我不會改

的了”, “我不能改的了” 去阻止神在我身 上所能做出有如奇蹟般的改變呢? 所以看見他們的規律, 也

得到了激勵, 讓自己不再以 “我是沒可能/沒能力去改變自己的壞習慣, 舊性情”為藉 口, 反而竭力靠

神做一個愛神愛人的 “小基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