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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院長 的話的話

艱苦年代的

信心和愛心
梁燕城

這四年全世界經受各種大災難，中美惡鬥、香港大暴亂、病疫侵全球、俄烏之戰爆發、油價急升，

加上美國量化寬鬆，帶來全球通貨膨脹，經濟衰退之象形成。我們憑信心面對帝國興衰，歷史現實的暴 

虐，尋求如何堅持行出無條件的愛，去減少人間的苦難。

我們已有三年未入中國探望孩子了，十分懷念他們；不過仍不斷收到他們的信件。每封信都描述著

成長的艱辛和眼淚，我們只能通過視頻和他們交談和鼓勵。下面是一些來信，可窺見青年學生的奮鬥

和感情：

都安縣瑤中，
藝俸同學來信

今年年初的時候，由於我父親

因為耳鳴，不得不居家歇息，所以

我的母親剛過完年便進到水泥廠裏

打工去了。而我和三個妹妹也開啟

了今年的校園生活，我母親剛去工 

作，依靠家裏僅剩的微薄積蓄分擔

著我和妹妹們的學費和生活開支，

但到了出生活費時捉襟見肘，我也

沒有那麼大的勇氣和底氣再去問她

要，因為我覺得她已經很辛苦了，

我實在沒有那個臉面，而且她在外

工作也是需要花費生活開支的。而

在我們家處於這種尷尬局面下的時

候，是您們出現了！那些補助基金

猶如及時雨一般到來了，為這個炎

熱的夏天帶來了一絲清涼，感動也

密密麻麻地佔據了我的心頭。

還有今年發生了一件令我最難受

的事情，但我不是很想和其他人面

對面的溝通，就是我被逼放棄了美

術生的身份。因為之前成為美術生

是因為我父親說支持我，去培訓的

幾萬塊錢他會努力去掙，但由於他

身體出了狀況，在家養病，治療和

吃藥，這些都是一筆筆大開銷，但

是他沒有讓我放棄，但是我心裏已

經隱隱地有了答案。

真正說出來讓我放棄的是我的母

親，那時候我真的感覺我得到這個

消息後要窒息了，但是我不能拒絕

她，我不能自私地去追尋我自己喜

歡的東西，我不能看著他們再為我

操勞，我很清楚地知道，只要我肯

求，他們一定會心軟會讓我學，但

是我做不到，我想，我應該是真的

長大了罷，我真的有我自己的思想

了。

每一次的感謝信，雖然是紙上的

傳遞，但活生生的文字就是溫度的

渲染。很高興我能有寫信的機會，

也很感激您們百忙之中的「傾聽」，

感謝您們每一次的幫助，感謝您們

每一次的付出……

曾經我也會怨恨父母為甚麼會有

這麼多個小孩，也會怨恨為甚麼生

在這樣的家庭，但其實我更怨恨我

為甚麼出生，為甚麼這麼笨，為甚

麼身體不好花掉了那麼多錢？所以

其實我是沒有那個資格去怨恨我父

母的，有的只是自己真的不夠好，

不夠優秀。但是其實很多人都在開

導我，也有您們一直在幫助我，讓

我覺得好像一切坎坷與苦難都是生

活的恩賜，所以抱怨是最沒有用的

辦法，只有努力才是生活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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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迷惘和膽怯一直都在，但

是您們都一直在用實際行動提醒著

我，這個世界並不壞，我也一直在

擁有很多的愛。所以不管未來就

算是萬丈深淵，走下去也是前程萬 

里，真的特別慶興與感激，一路有

您們！

「冬天的河乾涸了，但我相信，

春天還會來臨。」

從這信我們閱讀這位瑤族姑娘的

情懷、理想及家庭遭遇的困難，我

們將資助這位熱愛藝術的同學，完

成學藝術的志願。今等待她的高考

成績，我們告訴她，若成績可入讀

藝術學院，不用担心金錢問題。

還有……

田東縣田東高中
晶晶同學來信
有人為了你，犧牲他的時間、精

力或是個人財富，你該如何道謝？

也許沒有合適的字句來表達。你該

如何感謝一個不肯棄你而去的人？

就在你決定不再掙扎，任憑自己下

沉時，正是他們抓住了你的手，將

你拉上了岸。這一切沒有言語能夠

形容。

我曾怯懦、崩潰、自我懷疑，內

心裏甚麼東西腐爛了，惡臭熏天。

直到我逃離大山，打開另一個世 

界。那是教育給我的新世界，那是

我生命的無限可能。

晶晶同學明白他人為她的奉献和

犧牲，助她重新振作，追尋一個無

限可能的世界。

又……

田東縣田東高中
相榮同學來信
去年 7月底，我的父親過世了，

導致本來就不富裕的家庭更是雪上

加霜。家裡還要維持弟弟妹妹和我

三人上學，還要贍養爺爺奶奶和外

公外婆四位老人，生活的重擔全壓

在繼母一人身上。所以我非常感謝

你們的資助，減輕了我們家的一部

分壓力，我也能繼續安心學習。

我們素未謀面，甚至不認識，你

們卻無私地資助我們，這一份善意

深深地溫暖了我。若我今後不是窮

困潦倒，只要我有拿得出的錢，我

一定也會向你們學習，繼續捐助其

他的困難學生，將這一份溫暖延續

下去！

剛失去父親的相榮同學，悲傷以

外還要擔心家庭的收入，兩弟妹教

育及四位老人的生計，這十多歲的

兄長承受著無法形容的壓力，愛心

使他决定將來也要關愛他人。

從這三封信，均可見到這些高中

生面對的困難和壓力，他們都明白

陌生人無私的愛，而學會了愛其他

人、愛人民、愛國家、愛人類，這

就是文化更新多年的理想和精神，

以上天無條件之愛，貢獻中國。我

們沒有資金和能力救助世界所有受

苦的人，但能做多少就多少，這是

天國在地的使命。

底圖：廣西融水民族高中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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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我在思考，中國政府克服貧困問題已作出重大改進，我們服

侍中國農村教育 22 年，親見農村面貌的改變，貧困兒童因完成大

學教育而改變了命運；但只要仍有孩子需要，我們仍舊全力以赴。

城市孤隱者及
自閉兒童的問題

現 今 我 正 探 索 城 市 孤 隱 者 
(Hikikomori) 及自閉兒童 (中國稱
孤獨症兒童 ) 的問題，與中國愛德
基金會合作，籌款資助有自閉兒童

的家庭，與其父母同行，幫助與其

孩子溝通，找尋改善內心自困的出 

路。另一面推動社會接納和協助一

些自困愁城的孤隱者，及發展社會

服務幫孤獨自閉症的孩子，安排其

獲得生存的方法。並特別發展對自

閉天才的計劃，有一小部份孤獨自

閉症孩子是特級天才，若能及早發

掘出來，可能是科學、數學、藝術

及文史哲的大師，對國家和文化將

有大貢献。

我們一向支持的瀘州福音醫院事

工，是教會與社會服務的結合，是

中國教會的發展方向，其關愛工作

因提供免費手術給貧困人士，很受

社會歡迎。

瀘洲政府撥地 100畝建大型福
音醫院及教堂，至今已成功建好地 

基，開始建造教堂和醫院。在病疫

期間原有的福音醫院對地區防疫作

出了貢獻，不過這段時間各方奉獻

並不夠，今年仍欠 1100萬才能達 

標；若不達標，政府可能年底收回

土地。期盼有能力的機構或個人能

支持。

我年歲已到古稀之年，不過心仍

很年輕，盼自己在人生最後一段日

子，仍能對國家和人類作出貢獻。

香港戒毒工作的
見証

病疫期間我在香港參與一些關愛

草根大眾的工作，知道在國內從事

戒毒和關懷愛滋病工作的陳子明弟

兄，因國內病疫清零，已退回香港，

並展開關顧香港草根大眾的工作。

陳子明在 13歲時開始吸毒，而且
還加入了黑社會，生活一塌糊塗。

那是作為牧師、傳道的父母做夢也

沒想過、傷心至極。他在 13歲時開
始吸毒，又加入了黑社會，生活充

滿恐懼，毒癖帶來很大痛苦。父母

是牧師傳道，做夢也沒想過兒子變

得如此墮落、傷心至極。

1989年 6月 20日，走投無路的
陳子明在家中割脈服藥自殺。剛好

當時有些基督徒來到家，他們見情

況馬上跪在地上為他祈禱，為他裹

傷，說：「子明，不要死，耶穌愛

你！」他見這些不認識的人卻這樣

愛自己，深深受到感動。像自己這

種人，怎可能有人願意愛？他自己

祈禱說：「耶穌，如果你是真的，我

就願意嘗試去接受福音戒毒。」

在這痛苦掙扎期間，母親流著充

滿期盼的淚眼、拖著他來到晨曦福

音戒毒中心見陳保羅牧師。結果因

著上帝的救贖，轉化了他沉淪的生

命，他在福音戒毒所住了一年多，

親身經歷那些原是黑社會的人，竟

會真實的關愛他，每個人都說是耶

穌的愛改變了他們。他很明白，戒

毒並不困難，人心和性格的改變才

最吸引他。

終於他在戒毒所作了一個禱告：

「上帝啊！若祢救我脫離毒癮，我

願意將我的生命與別人分享。」1989
年，由陳保羅牧師為他施浸，之後

還獻身一生服侍上帝，終於完全戒

除毒癮。

成功戒毒後，他有機會經營一

間印刷廠，也賺到一些錢，生活開

始稍為富裕，表面看來也很循規蹈 

矩，但一方面勸人戒毒，另一方面

仍軟弱，私生活不檢點，因此內心

很是糾結，自卑、矛盾、掙扎、虛

偽的感覺更不時湧現。

後來，遇到一位已成功戒毒的老

師，鼓勵他到內地去服侍同胞，他

被聖靈深深感動，重新得力，拋棄

一切敗壞，帶著一份微小的信心，

開始了在內地的戒毒事工，並娶得

一位賢妻，一同事奉。上帝不斷

陶造他、讓他能以「過來人」的身 

份，來服侍國內那些與自己一樣，

曾經被毒品毒害的癮君子同胞，幫

助很多人回頭。

他成立了國際晨曦會漁夫生命輔

導中心，配合當地教會開始了福音

戒毒事工，包括兩個農場，一個中

途之家。十多年來幫助國內很多青

年戒毒，以及不幸被愛滋病傳染的

母親和孩子。也支持中國政府的戒

毒工作，常向社會大眾作反攻毒宣

傳，曾成為四川資陽禁毒大使。

我在 2018 年到深圳教會分享
時，陳子明曾帶我參觀去了解戒毒

事工，見到很多因戒毒而人生改變

的年青人，充滿喜樂，我也深受感 

動，為他獻身服侍中國人的心感謝

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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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夫生命輔導中心
在香港草根大衆的
工作

病疫期間子明退回香港，得到香

港弟兄姊妹支持，在荃灣工廠區其

中一層，建立生命輔導中心，藉各

方捐助提供食物銀行，供應社區貧

困階層需要，也讓劏房孩子到寬大

和有空調的中心做功課。

子明曾約我去，在晚會分享幾

次，後來帶我去了解其事工，參加

午間免費午餐的工作，見有幾位教

會姊妹先來煮菜，香味四溢。而後

來近百位社區的公公婆婆及露宿者

上來中心，先有詩歌和短信息分 

享，然後多位義工來分派食物，還

有一些上中心做功課的小妹妹幫手

派發，大家樂也融融，我感到這

是很美的景象。我們很支持他這 

努力。

推動青年創業及
地緣屬靈戰略

香港經過一段慘痛撕裂後，正在

逐步重建。我曾三次被不同人仕邀

請至港九至高點看維港，在高處為

香港祝福，上帝在呼召我在服侍中

國人時，同時要關懷香港。

第三次高處禱告在 7月 1日回歸
25週年，登上大廈 75層的頂樓，
俯視整個港口，為香港祝福祈禱。

在一段靈性靜默時，感到聖靈的榮

耀臨在，知上帝呼召我們以愛醫治

香港人的傷痛。

文更支持一群專業人士創辦的

「凝聚民心」運動，我曾參與其關

懷劏房兒童活動、及獲特准向監房

中青年講中國歷史文化。近期運動

的中堅企業家李文輝禁食 21日，為
過去數十年各種罪和壞習慣懺悔，

淨化身心，盼能為香港重建作出貢

獻。

李文輝又和藝術家林旭輝推動

「萬人創」事工，支持青年人在科

技、文化、藝術、餐飲及中小企上

發展，以某些資金協助以萬計的

青年創業。最先一項是投資著名

美國品牌的意大利披薩（Pieology 
Pizzeria) ，由華人著名籃球運動員
林書豪及其兄弟在西岸創辦，在蘭

桂坊德己立街（D’Aguilar Street）
入榮華里處開香港第一店。林旭輝

在這很有香港古雅味的街角盡頭，

於週圍破舊牆壁繪上色彩盎然的壁

畫，成為一藝術文化角落，與企業

結合。聘請青年去管理及推展，然

後提供資金投資專利加盟店，鼓勵

青年以這品牌創業；若成功即交其

經營，可在全港、大灣區、到全國

開加盟店。

食物銀行

探訪漁夫生命輔導中心，和煮免費餐廚房同工合影

了解事工 兒童溫習

派餐義工

李文輝與林旭輝弟兄推動「萬人創」運動，
資助青年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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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間 Pieology Pizzeria 在蘭桂坊開店，由青年
主導打理，蘭桂坊之父盛智文與梁博士及太太
和梁美芬議員出席開幕禮支持。

蔣麗萍姊妹邀請到一高處頂樓，為香港前途祈禱

將中國與港台之旗放在一起，
祝福能合一、和平、以愛連結、共走前路。

果州群島上祝福香港

這是以品牌企業支持年青人開創

自己的事業。他們也鼓勵其他企業

或愛護香港的機構，用類似理念支

持青年創業。我也參與及支持他們

這救港的鴻圖。

此外，有一群信徒常恆守望香

港，並在不同日子坐船到香港東南

西北四個方位，祈禱宣告基督寶血

遮蓋保護香港。我也參與了一次為

香港的船上祈禱會。在風和日麗的

一天，坐船到香港東南邊界的果州

群島，於波濤起伏及烈日照射下，

和一群基督徒到島上唱詩，熱烈為

香港的平安和醫治祈禱。既有靈裡

的喜樂雀躍，也有為世間到處戰亂

衝突而感到悲傷流淚。從荃灣廠區

派飯，到灣仔高樓祝福，到蘭桂坊

街角畫壁畫，到波濤小島唱詩祈 

禱，到船上為香港求平安。這可說

是基督大能的地緣屬靈戰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