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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情

【接下頁】

■梁燕城

記念南京的悲淚

2014年 12 月 13 日晨，天色肅

殺，見南京大屠殺公祭，再次垂淚。

這天本是我生日，且香港佔中

剛和平清場，又文化更新研究中心

剛獲邀請，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

靈性對話會議成為合作夥伴，心情

十分輕鬆。

但早上觀莊嚴的南京公祭儀

式，卻是感而下淚。想起近代中國

億計同胞在暴力中受害、無數婦女

受辱、中華民族文化受傷深刻。

12月在一個中國舉辦宗教研

討會中，徐錦堯神父說，當我們深

深體會中國文化價值時，就會深深

的愛上中國。的確，你若明白中國

文化數千年來的美善價值，怎可能

不敬佩和愛護。我加上一句，當我

們明白近代中國人的歷史及文化創

傷，就更不能不愛中國，不能不全

力以赴去重建中國。一個受盡外國

欺凌與侮辱，又因內部鬥爭而內傷

深重的民族，表現當然有不足，但

責罵絕不能幫助中國改進，只有以

基督那種完全犧牲的大愛，以完全

寬諒的心去與之同行，以僕人之心

去服事受苦者，才能醫治億萬人的

悲痛，才能得到信任而得提出可行

改革，重建公義之途。

可惜到今日，很多新一代年青

人，對中國的創傷毫不了解，只知

渺視侮慢中國人，他們不明白中國

過去列強欺凌的血淚歷史，不知今

日民族重建的何等艱困，不知中國

萬千貧困弱勢者仍在刻苦奮鬥，不

知世界霸權仍在竭力遏制中國的興

起，不知當前的一點和平安定是百

年民族難得的享受。帶著侮辱與輕

視的心態看中國，本就是百多年來

侵略者的西方主義思想，只會增加

創傷，形成撕裂。若心裡看不起中

國，毫無尊重，又怎能要求中國改

善呢？

40 多年前文革與香港暴動，本

已隨歷史而逝，但忽然衝突再現眼

前，爭取民主的理想被激進者騎劫

和扭曲，變成以傷害其他香港人為

方向，而且種下仇恨種子，港人將

要長期面對撕裂的惡毒對罵，香港

難得數十年的和平美好將被摧毀。

回頭看中國社會，仍是豪強壟

斷，官商勾結成利益集團。有學識

與權勢的人多失去道德人格，風氣

上驕奢淫逸，鮮廉寡恥，經濟上欺

騙成風，社會底線失守。政府剷除

既得利益集團，任重道遠，不是一

朝一夕可奏功。

悲淚 與歡笑

到以色列，沿耶穌足跡反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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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 的話

想到這期間的暴戾、憤恨、迷

執、愚昧、自從為義。這是何等顛

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時代！怎對得

起近代無數同胞的犧牲？怎能承擔

民族文化百年創傷的困苦。不禁悲

從中來，不可斷絕。

南京三十萬死難同胞，抗戰時

被辱的萬千婦女，近代億計被欺凌

的人民，我們深深懷念，為後代不

能從道德重建人格，為民族骨氣靈

魂的失落，我們深深致歉，也深感

哀傷。

關愛服事不離不棄

在佔中發生後不久，文更的

關愛貧困團隊再次進入廣西貧窮山

區，探望我們的孩子。在南寧先與

大學生與畢業生們吃飯，見一個一

個原是農村女孩，黑黑、瘦瘦、土

土的丫頭，忽然長大成人，有了生

命的方向，有了奮鬥目的，在社會

中不同崗位付出努力，有些已建立

家庭，生了孩子，最寶貴的是保留

了對他人的關愛的心。我們一批義

工付出了十多年的扶持，栽培了大

批兒女，對國家社會產生了貢獻。

然後又到各不同貧困縣城，探

望另一批黑黑、瘦瘦、土土的青少

年，又到他們家徒四壁的破房子探

望，看他們有些父親做工受重傷，

有些人失去至親，家人流淚擁抱，

在極窮困中，對前景十分迷惘。我

們與他們一同哭泣，全力協助與鼓

勵他們。窮人的故事，總是一代一

代的繼續下去，剛幫助了一代，第

二代又來。我們仍有長遠的責任，

但我深信，在中國發展下去，終有

一天，弱勢群體總會減少。

在這些同學當中，發現令人驚

喜的人，在融水縣的職業中學，學

生一般是水準低於一中和二中，但

奇特地，我們卻探望到一個很有天

份的青年牛英昌，他樣相高瘦而奇

特，他寫的新詩《秋》，在 2011 年

全國中學生語文能力競賽，獲廣西

八年級第一名。他的新詩部份如下：

秋，

我對她有著訴不盡的感觸。

她的詩意，她的浪漫，

她的華美，她的成熟，

都讓我感知到她的

博大和美麗。

秋，微笑著向我招手，

傾吐著她迷人的芬芳。

她讓桂花把淡然的清香

抹上了我的臉頰，

掩蓋了我淺淺的羞澀。

……

秋，

婉約、沉吟、博大，催人奮進。

秋是一枝彩筆，

山山水水是是非非

讓她已點綴成了美麗。

16 歲的牛英昌才華橫溢，但

由於家極貧，他不能入讀最好的

正規中學，只能到學費最省的職業

中學，不能發揮其文科天份，但他

很努力，在破舊的家外面的空地，

種了不同食物，以供家庭的需要。

我決定要把他的詩，發表在《文化

中國》，使這中學天才與中國名學

者並列，不致埋沒在山中小縣城之 

中。

文化更新已有十二年走在廣

西與雲南群山中，把仁愛留在貧困

兒童和青少年之中，十二年我們文

更一群義工團隊，在山中與孩子同

行，親自見一個一個青少年重建希

望，至今已有一萬三千人次得幫

助。我們所做的一切，對得起歷代

祖先與聖賢，對得起近代千萬死去

同胞，對得起祖國萬千同胞。作為

中國基督徒，我們已用生命的委

身，作了見証，我們的愛是不離不

棄中國的。

梵高 ( v a n  gog h )的星空

一連跑了 5 個縣，對每一群

資助學生，我和他們分享梵高的星

空，梵高畫的幾幅星空，都有深沉

而色彩繽紛的韻味，他是很痛苦的

人，因年青時做傳教士，到貧窮的

煤礦工人中工作，投入認同他們的

困苦之中，而畫下他們憂愁的臉

容。他後來亦屈屈不得志，在內在

外都很苦。然而他卻用極美的心靈

眼睛，看天地之美，畫下星空、藍

天、雲彩、綠野、大海、夕陽及微

風吹過的麥田。他後來痛苦地自殺

而死，但留下了驚人的美在人間。

文更多年前資助的學生黃美玲醫生和兒子 梁博士探望一個很有天份的青年牛英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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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高讓我們知道，不管人間如何冷

漠和不平，美仍留在天地之間，告

訴人類，宇宙人生仍有美善，一切

仍有希望。

看見我們資助那些辛勤學生，

如今仍是艱苦，但我相信，幾年之

後，他們就成為國家的人才。天上

仍有繁星、雲彩、夕陽、大地仍有

綠草、樹林、鮮花。人只要仰觀俯

察，就知天地有造物，心能與天地

精神相往來，上與造物者遊，即可

逍遙自在，又可奮進不息。

改進人權建議

這段時間，我得中國人權會邀

請，發表論文，提出未來體制改革

須重視以下各方面：

1.	執法人員如城管及公安，須全

面接受尊重人權的培訓，政府

可印製《人權指引》，從各級

教育執法人員，指示執法時對

人民如何有最基本的尊重。

2.	保障人民對政府立法及行政決

定有知情權，政府運作有透明

性。

3.	保障人民對政府運作有監督

權，建立機制使監督得以實 

施。

4.	保障少數民族文化及各大宗教

被尊重及保護，官員不得羞 

辱。

5.	保障人民有向高層反映不滿及

告發腐敗的管道，這機制必須

超過現有的信訪制，由中央直

接管理，不受地方權力影響。

6.	保障媒體有揭發社會罪惡及官

員貪腐與濫權的自由，地方官

員不得暴力干預媒體採訪。

7.	教育改革考慮12年免費教育。

中國目前必須發展出一種能客

觀監督和改善自身的體制、具獨立

性的司法系統及正確反映民意的傳

媒力量，就可完善自己。關鍵是政

府抱開放改革之心，願聆聽不同意

見，不斷在民意要求下改進，使統

治有合乎理性的發展。	

期間與加拿大及歐洲代表討

論，談當前中國人權所做到及未做

到的，我告訴他們，西方人只見到

中國體制的問題，未關愛到中國實

際千千萬萬的草根百姓的需要。連

偉大的馬拉拉也只是講，但我們文

更卻花了十二年，關懷近萬人次沒

機會讀書的女孩子，這是最實際中

國的人權關心。兩位西方人權專家

馬上站起來向我鞠躬，說：「你是

我們的英雄，我們只在理論上講人

權體制，你卻在中國落實去行出人

權。」中國本身也在推動人權改革，

我們定必付出一切去愛護和協助中

國，走向美好。

仁愛寬恕中共舞

在這些事後，我到以色列，沿

耶穌足跡反省思考，之後參加回家

運動，竟有一千信徒來自中國，還

有一千港、台、海外華人信徒，配

合一千世界各地的信徒，呼喚以色

列人與巴勒斯坦及全球阿拉伯人和

好。結果中國信徒的獻身、熱情、

和對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的愛心，大

大感動了他們。最後以、巴、阿眾

代表在台上彼此下跪，認罪悔改，

彼此寬恕，宣佈和平，然後留淚擁

抱。

詩歌音樂起來，大家相擁共

舞，和台上華人及歐美信徒一起，

我也走上台，與猶太人、巴勒斯坦

人、阿拉伯人抱在一起，共同因人

類普遍的慈愛共舞。還有台下三千

人，越跳越喜樂，全場為和平歡 

呼。

慈愛、寬恕、和平、歡唱、共 

舞，是人類追求的真正價值。回看

到處的戰亂與撕裂，真是愚昧、自

義、罪惡的極至。

來自中國的信徒揮舞五星國旗

喜獲文更探訪隊帶來的書包文具 學習有一顆感恩的心 以色列與巴、阿人眾代表彼此下跪，認罪悔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