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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慰‧眼淚‧傷痛

    與無止息的
梁燕城 博士

有愛就有幸福

廣西融水縣矗立多個奇詭秀美

的石灰岩山，由於平原稀少，石山

無資源，故十分貧困。文化更新九

年來都在融水第二中學資助窮困學

生，今年見到一位侏儒學生阿薩，

十五歲，父母已離婚，父有精神病，

出外做最低下的工作，每月只給很

少的生活費，放下他不理，留在學

校寄宿，很少見面關懷。他的人生

際遇是十分悲慘的，但阿薩卻是充

滿著陽光笑容的小矮人。

他見到我馬上很歡笑的跑過

來，說：「你是梁爾欣的爸爸嗎？」

梁爾欣是我的女兒，暑假帶著海外

華裔青年到融水關懷和教英語兩星

期，和同學們建立了深刻的感情。

阿薩知道今次來的叔叔阿姨，大都

是暑假那批哥姐們的父母，他緊緊

擁抱我們，沒有眼淚，只有歡笑。

原來他在學校寄宿長大，雖無

親人，老師和同學們都沒有看不起

他，反而人人都愛護與關懷。而暑

假文更的哥姐們，如今文更的叔姨

們，從老遠到來探望，都很關愛他。

他的身世雖悲慘，生活也貧困，但

在愛中成長，卻感到幸福。

愛

恭祝各位

聖誕快樂

新年蒙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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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更新九年前在融水已開始

助學工作，孤兒何剛少時父親有精

神病，用刀砍傷兒子的臉，而後自

殺，母親是打石工人，養大兩兒子，

在何剛初中二時因塌石死亡，文更

剛到融水工作，即資助何剛學業，

團隊中的李醫生夫婦認他為兒子，

建立親情。歲月如流水，至今何剛

已大學畢業，今次見到他，長得十

分英俊，在融水的農村貸款銀行工

作，因其勤懇而被賞識。

在南寧見文更資助的兒女們，

去年因父親失蹤四年而哭得像淚人

的阿蓉，及初中時不停哭泣的小

粟，均已成功進入大專，兩人彼此

不認識，但大家都笑得很美麗。原

來日子就是這樣過去，孩子們都長

大，且有了前途。還有大學畢業在

傳媒工作的學琴、當秘書的紅娟、

當醫生的美玲、到北海港海邊當老

師的春鑾 ( 她一生最希望看海 )，

在研究院的羌娟、豔蘭、潮興都紛

紛來見面，都長大成人，成為俊男

美女，真的就像看到自己兒女成長

一樣，文化更新的叔叔阿姨們都很

欣慰，我們的援手已為他們開展了

人生的新希望。我們感到幸福，他

們也很幸福。

怎樣才叫幸福？從多年在草

根大眾中思考，幸福不是單在物質

生活的豐足，卻是精神上的歡悅喜

樂。侏儒阿薩天生有缺陷，身世悲

慘，但為何如此喜樂？因他受到多

人的尊重和愛護。文化更新資助的

多位同學，同樣來自艱辛和悲痛

的背景，為何如今感到幸福喜樂？

正因在其遇到家庭災難，最為絕望

時，有人關愛他們，認為他們有尊

嚴，是寶貴的孩子，故施以援手，

之後終圓大學夢，且工作有成，又

以愛心反哺社會。因經歷過真誠的

愛，又以真誠愛來關懷其他不幸的

人，這是幸福喜樂的根源。

貧困世界無止息的眼淚

今次在融水，探訪職業中學不

同的家庭，見一位男同學小聰，父

親已去世，母親有小兒麻痹症，一

拐一拐的拿茶給我們喝，家中差不

多收入全無，小聰很瘦很蒼白，幸

有政府提供廉價住宿，但生活缺乏

前景。女同學藝群，父有精神病，

母當清潔女工，希望就寄託在這又

小又弱的女孩身上。兩家庭生活非

常艱苦，文更是不能袖手旁觀的。

黃昏時探望學生阿成，在昏暗

的民工平房中，見到他 19 歲的哥

哥阿翔，為了供弟弟讀書，到廣東

工作，剛停工回家，找新工作，臉

色很蒼白。知他原本讀書很好，但

因貧困，為了弟弟，放棄了高中，

出外打工。我們與職業中學老師探

討，知他已超過 18 歲，得不到免

學費補助，我們立即支持其 2000

元學費與書簿費，明天可入學。老

師和他們一家都很歡喜。

這次我在中國的行程，探望多

位貧困學生，也會見約 250 多位學

生，很多類似故事，隱藏著貧困世

界無止息的眼淚。這次行程，開始

於 11 月 2 日回港，4 日到桂林，

馬上入龍勝縣，與加拿大義工隊會

合，再到三江、融水探訪關懷同 

學，出南寧，上午見大學同學，晚

上見已畢業的文更兒女，也有新入

學的弟妹，十分高興。

梁博士探訪阿成、阿翔的家

廣西文更兒女們和探訪隊員祝各位聖誕、新年快樂

文更董事May Tong和學生緊緊擁抱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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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深遠山中的傷痛

完成廣西行程，11 日回港，當

晚上錄製福音課程，12 日又開始雲

南工作，與香港同工飛昆明，坐車

七個小時到越南邊界麻栗坡，漸走

入雲南那山巒起伏的大山世界中。

下午五時半到中越老山戰場博物館

時，霧鎖群山，陰風怒號，細雨橫

飄。當年中越戰士在老山衝殺，血

流遍野。如今山間一片寧靜，剩下

近千烈士的灰沉墓碑，令人紀念無

數為國捐軀的年青人，躺在邊陲荒

野，教育新一代青年人犧牲為國的

精神。

麻栗坡因長年戰亂，到處有地

雷陣地，也有斷腿村民，經濟發展

緩慢，是中國最貧地區之一。麻栗

坡縣政府傾全縣之經濟能力，建了

一所新中學，顯然十分重視教育，

但有了硬體，已無力購軟體，缺乏

電腦及圖書，教育局長不斷歎息，

文更也考慮拔刀相助。

雲南麻栗坡、文山、丘北等地，

我們見了約 100 位被資助的貧困學

生，也探訪部份的家庭，走入深遠

的山中，探望農民家徒四壁的家。

有一女生連家都無，父拋棄母親，

要兩母女離開，無家可歸。母親是

農村醫生，是政府為了幫助農村缺

乏醫療，用短期培訓的醫務人員，

能醫小病，類似文革時的赤腳醫

生。鄉長容許兩母女住在鄉中狹小

的醫務所，相依為命。母女兩人很

樂觀地用笑容歡迎我們探訪，但我

很感受到，兩人內心的悲傷，挺著

艱辛，堅強活下去，等待將來的希

望。女兒見母親的傷痛，立志讀醫，

做正規醫生，回鄉鎮服務。我想當

她考上大學，一定想辦法幫忙。

四川的心靈重建

18 日從昆明飛四川成都，到

西南民族大學交流，資助其社會心

理學院一群學生，主因在四川大地

震後，美國文更黃偉康博士，連續

支持心靈重建五年，在民族大學訓

練災區老師與校長心理輔導。這學

校心理及社工系日漸成熟，成立學

院，文更自然傾力支持。

19 日在宗教學院演講，該學院

有很多藏族學生，重視研究藏傳佛

教及少數民族的民間信仰，我就西

藏文化的價值與院長們再作了很好

的對話，之後又與社會學院院長及

書記，就心靈重建課題及人生的意

義等交談。

第二天與資助的學生們見面，

其中一位男同學阿宇，哥哥到福建

打工，供他讀書，十多年來見面不

足一月。阿宇在入大學前探望哥

哥，見兄每天工作 11 小時，但工廠

和宿舍不見天日，空氣很差，十分

辛苦。40 多天在工廠與哥哥同住，

知道原來哥哥捱苦堅持十多年是為

了供自己入大學。說至此這男生痛

哭失聲，認為不能不努力，如今得

資助，減輕家庭負擔，十分感動。

當然每一位同學都有悲慘的故

事，不能一一盡述，我們只能以無

窮的愛去撫慰和醫治創傷，鼓勵其

重建希望。

西南民族大學受助同學和梁博士

希望將來讀醫的麻栗坡女生和梁博士等

西南民族大學受助學生和梁博士

梁博士和香港同工探訪麻栗坡受助學生家庭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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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很傷心，想到要用一生的愛報答

他，儘管如此，卻無法贈與一雙靈

巧健康的手，使他也可以雕刻或繪

畫。

一次杜勒看到哥哥正跪在地

上，合著粗糙的雙手虔誠向上天祈

求，雖然雙手已無法讓他實現成為

藝術家的夢想，但他祈求將他的才

華和能力加倍的賜予杜勒。

誠摯的畫面，映入杜勒的眼

睛，他想向整個世界表示這份真摯

的愛與感激，要畫下這雙粗糙的

手，畫下它的高貴與無私；這一幅

長滿老繭，指甲破損指節粗大且佈

滿了皺紋的手曾握過畫筆，也曾握

過工具、曾飽經風霜，歷盡艱辛為

人類創造了幸福，我向同學們表示

這一幅簡單而又深刻的名畫流傳

至今 450 多年。這雙粗糙的手，

代表了誠摯，代表了為他人的夢想

和美好而捨棄自我，這雙手變成了

偉大的藝術作品，代表犧牲與虔誠

雙手，表達了生命的高層道德與境 

界。

當人們看到這幅畫的時候，就

會想到這個世上所有做過勞工的粗

糙的雙手，是高貴而美麗，人們應

該尊敬和感激。當我們見到父母、

丈夫或妻子的手變得粗糙，就知道

他們為家庭付出的犧牲。當我握到

很多農民或城市民工的手，是如此

粗糙，我就要感謝他們，農民的手

種出了食物供我們所需，維持十多

億人的生存，城市民工的手建造了

中國一棟棟的高樓，及一條條的公

路，是他們的付出，建造了中國的

現代化。還有在老山戰場數千戰士

的犧牲，維持了中國人的尊嚴。

21 日從四川成都飛北京，參加

社科院與燕京神學院合辦的「基督

教與構建和諧社會國際論壇」，大會

中遇到很多有靈性又有學識的人，

令人驚喜。

想起二千年前，一雙釘痕的手，

以受苦流血去擁抱人類，醫治人心

靈的創傷罪疚。這是：無條件的愛，

受苦犧牲可在人類的黑暗殘酷中，

點亮生命，我相信愛與犧牲是和諧

社會的基礎。

一雙粗糙的手

我每次見學生，都打了一領

帶，上有文藝復興時德國名畫家杜

勒 (Albrecht Durer,1471-1528 或 譯

丟勒 ) 所畫的祈求之手，杜勒年輕

時和他的哥哥阿伯特 (Albert) 都

天才橫溢，藝術能力很高，但由於

出身貧寒，常常在艱苦的生計和學

畫中彷徨掙扎。最後他們想出了一

個辦法，就是其中一人工作去支持

另一個專心習畫。阿伯特自己首先

去工作掙錢，維持兩人的生活。

在哥哥的幫助下，杜勒去了紐

倫堡藝術學院。哥哥則去了危險的

礦場工作。儘管工作辛苦，但這位

天性樂觀、而又樂於付出的兄長，

看到杜勒能實現他的藝術夢想，所

以非常的充實和快樂。

四年之後，當杜勒完成學業，

漸有名氣，賣出木刻畫，賺到的錢

可以維持他們的生活所需時，才發

現哥哥的雙手因為長久的從事勞

動的緣故，變的又粗又硬，手指關

節甚至已經發炎變形動彈不得。杜

支持文更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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