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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的信仰

中學時我就讀基督教學校，惟

聖經課於我只是耶穌的故事，沒去

深思細慮；且母親告知，自小已把

我契給天后娘娘，便以為有了可依

靠的神靈。

拍拖後，也有跟隨女友到教會

崇拜，卻只附和虛應，婚後有了孩

子依然陪同，並讓孩子上兒童聖經

課；可我對信仰仍很陌生，沒有祈

禱，遑論親近上帝，後來更不參加

崇拜。

我有穩定的工作，有自己的小

家庭，有一對可愛的兒女，我以為

這些都是自己努力的成果，非常珍

惜這一切。惟因沒讓上帝介入我的

家庭，我和太太之間很容易出問題。

奇妙的禱告

2018年夏天，我的臀部起了

個不小的膿瘡，這突然而來的病患，

令我落入苦不堪言的困局。

放膿手術後，醫生告知傷口癒

合期長達一個月，期間每天要到醫

從
未
經
歷
的
平
安

余
智
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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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洗傷口。這過程十分煎熬，清潔

傷口時痛入心脾，來回的路途也不

容易，平日走五分鐘的路現在要一

小時，坐車也恐因顛簸引致傷口破

裂……每天都是惡夢。加上我在

大學當講師，將有暑期課程，時間

上不容每天到醫院，怎麼辦？為此

我實在非常憂慮。

禍不單行的是，因心情煩躁，

與太太不免言語衝突。一晚，我們

因氣頭話，大吵至幾乎離婚。翌晨

我獨自去醫院洗傷口，一路上想到

家庭、孩子，鬱悶難過，身體與心

頭的痛互相交纏下，竟萌起尋死 

念頭……

的士到達醫院下車時，突然一

把聲音叫住了我，原來接着上車的

人，是我大學的同事，他這天剛陪

父親複診。知道了我的窘況，同事

讓家人送父親回去，留下來整天陪

伴。同事也是一位傳道人，這天的

一幕令我印象難忘，在醫院的一角，

他緊握着我雙手祈禱，一份溫暖從

他雙手傳來；他祈求上帝保守我的

家庭、保守我與太太的關係、保守

我的傷口治癒！

奇妙地，隨着禱告，我之前的

憂慮一掃而空，心裏有着從未經歷

的平安。這天看似巧合的偶遇，我

深知是出於上帝安排，是祂差遣同

事成為我的幫助，告訴我祂並沒離

棄我，讓我的身心在尋死邊緣「死

而復活」。這次經歷，讓我第一次

實實在在體會到上帝的恩典。

這天後，傷口的痛楚減輕了，

且比預期時間更早痊癒，我不用再

為暑期班擔憂。

如浪子回頭

為此，我告訴太太要重新回到

教會，原來她一直等待着我願意找

尋上帝的這一天。跟着，大學的同

作者一家四口

作者是在辦公室由同事

帶領作信主的決志祈禱



事帶領我決志，成為真正基督徒。

這同事也是信徒，常為我的家庭禱

告，告訴我上帝在等我回轉，只是

我「看不見」。

決志後，我常祈禱，常感恩，

常見證上帝與我們同在及施恩的經

歷，學習把一切交託給祂。從此如

開了心眼，看得見上帝為我們所安

排的一切。

回過頭看，原來以往身邊有很

多基督徒，包括我的太太、同事，

上帝藉着他們帶領我認識祂。上帝

一直不離不棄，忍耐、包容並等待

我悔改、認錯、回轉。祂赦免我以

前的罪，並重新接納我。我就像聖

經裏浪子回頭中那個「失而復得、

死而復生」的小兒子現實版（參路

加福音十五11-32）。

「看見」真的是恩典，讓我時

刻感受到身心平安！

每天的盼望

為更深認識自己的信仰，去年

我完成了兩個神學入門的主日學課

程，亦積極研讀聖經，並藉閱讀參

考書盼能多了解神學思想及經文意

義。同時，為要傳遞從上帝而來的

愛，我和弟兄姊妹一起熱切地參與

教會中不同的服侍。

有人問我，工作忙、孩子仍小、

加上教會生活的讀經和事奉，會吃

不消嗎？我的回應是當我們把工作、

家庭、健康等交託給主，有着這樣

的盼望，就不用擔心。就如小孩的

智慧由上帝賜予，不用為小孩的學

業花上過多時間，我向太太說，要

多為兩個孩子祈禱，因「敬畏耶和

華是智慧的開端」（箴言九10）。
我們有一個信念：所有事情都

有上帝安排，無論發生了甚麼，或

有甚麼需要我們學習的，當中必有

祂的美意！

（文廸採訪）

因知小孩的智慧由上帝賜予，

作者夫婦常為他們禱告。

作者和太太一起受浸後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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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英蘭如 鷹 展 翅 高 翔

失去左手左腳的我，沒想過可

結婚成家，也就更沒想過會

成為失婚婦人。然而，經歷人生路

上的喜與悲，感恩有對我不離不棄

的主耶穌同行。

成家的挑戰

因不想拖累人，當年被車輾過

後失去一手一足的我，曾向男友提

出分手。可是他不理會，在我住院

七個月期間風雨不改每天探望我，

更不顧其父激烈反對，堅決要娶我

為妻。難得一班充滿愛心的醫護得

悉婚訊後，竟為我特製義肢，讓我

可在1991年踏上紅地氈，締結婚

盟。男友父親雖多番施壓反對，惟

最終仍肯在婚書上簽字承認我這嚴

重傷殘的媳婦。因這份恩情，老爺

每次到訪我都很開心，即使他每次

都買來不同食材，站在廚房門旁看

我如何處理，要考驗我單手斬雞鴨、

包糉、蒸蘿蔔糕……我也不介懷。

回想初為人妻時，丈夫上班後

我獨處家中，繁瑣的家務確令我手

足無措，我就祈禱求上帝幫助。主

知道我的需要，祂賜我信心和打理

家務的智慧與力量，使我單手單腳

也能掃地、煮飯、洗碗、洗熨衣服

等。在老爺每週來訪一兩次的「特

訓」下，我更練得一手好廚藝，單

手削刨瓜皮、水果皮、馬蹄皮，又

可切肉、斬雞鴨；不但能煮出「兩

餸一湯，白飯任老公裝，老爺來有

燉湯」，朋友造訪時，上帝更助我

煮出16人的飯餸！我還學會油漆、

打地蠟。朋友得悉後說：「你很慘

啊！」我說：「不慘！我能有一手

可用，還可這樣經歷人生。」因為



「我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

能做。」（腓立比書四13）
雖然奶奶不接納我，但我明白

她的感受，故定意包容接納，用愛

踏出自己的一步，盡力做個好媳婦。

知她喜歡吃瑤柱節瓜脯，我就努力

不懈訓練自己單手挑空瓜肉，弄給

她吃。每次探奶奶，我一定煮她愛

吃的南乳鴨、滷水乳鴿、豉油雞等

給她品嚐。經老爺多月的觀察和考

驗，我的廚藝和操持家務的能力終

獲肯定，他還向別人讚賞我是「一

手一腳撐起頭家」。自此老爺到訪

都會買靚叉燒慰勞我，有時我們更

暢談個多小時呢！

後來老爺中風，上帝幫助我照

顧他的起居飲食。我告訴老爺：「耶

穌能救我，也一定幫到你……我

們祈禱吧！」感恩老爺願意信主，

數月後恢復活動能力。可是幾年後

再度中風，因着主賜力量，我每天

到醫院服侍他，老爺終逐漸康復。

期間，我懷了第二胎。可是數月後

因小產，胎兒不保，但我知一切

都在上帝容許下才臨到。因小產我

要接受手術，那是2000年梢，人

人歡慶聖誕新年，我卻百般滋味在 

心頭。

渡過失婚的傷痛

香港爆發「沙士」前，老爺主

懷安息。自此丈夫忙於中港澳的工

作，我倆聚少離多。終於，丈夫沒

能抵抗試探誘惑；枕邊人半夜未歸，

我的淚水濕透枕頭。2006年他拋

妻棄女，當時女兒未成年，我不肯

離婚，他就搬出去。那段日子我家

沒糧，但對我恩重如山的上帝沒忘

記我，祂供應一切所需。住在圍村

的我，當時免費幫鄰里的小孩補習，

作者勸導女兒學習饒恕

被選為「再生勇士」的作者到

學校分享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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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就把田裏的收成送一些過來；

因我常做義工，獲不同機構頒獎鼓

勵，並獲贈物資，我便與有需要的

人分享，他們又把自家的農產品送

過來。我和女兒就這樣撐過窘迫 

日子。

我一直等丈夫浪子回頭，無奈

等到的卻是一紙離婚書。活在痛苦

中的我終日以淚洗臉，怎樣才可走

出悲傷的幽谷呢？我知靠人是不可

能，一定要靠上帝，於是我不斷祈

禱，向主哭訴痛不欲生的境況，哀

鳴中不斷詰問，連聖經也被淚水濺

濕。漸漸發現，主耶穌一直在聽，

並以聖經解答我的疑問、醫治我的

心靈。終於，我靠着祂「句號」（結

束）了所有負面思想，不再沉溺傷

痛中。上帝不但賜我活下去的力

量，更堅定了我幫助別人的人生目

標，使我可常懷愉悅的心境面對每

一天。

我靠着上帝渡過了最傷心的日

子，其實最痛的，莫過於當年只有

十來歲的女兒因父母關係改變而痛

恨爸爸。我雖無法改變現實，卻

可為女兒禱告，並勸導她：「主寬

恕人七十個七次，我們也要學習饒

恕！」感恩現時自己和女兒都已跟

她爸爸的關係復和。

英蘭更新成鷹蘭

我一直抓緊上帝，祂是穩固我

的手杖，靠着祂我得以忘記背後，

向着目標前進。多年來，我努力參

與以愛共融的義工服侍。雖失去一

手一足，過了半生，失婚又失業，

人看來是「四失」婦人；但因有上

帝同行，讓我能出心出力助人，

後被選為「再生勇士」，更獲一歷

奇培訓顧問機構聘為兼職生命導師

（擔任分享嘉賓）。我也常往

內地服侍，如苗藜族山區扶

貧、探訪老弱傷健和濫藥人

士，足跡遍及中港澳台等地。

有時我想，離婚後的英蘭，

竟更新為像鷹般高翔的鷹蘭。

感謝主賜我如鷹展翅上騰的

生命！

（何在凡採訪）

作者感恩終獲老爺

肯定

作者與父母合照



錢志群

新年裏

  試試三個「不」

人類啊，人累。在疫情反撲、

國際紛爭、政治鬥爭、天災

人禍、生活奔波、身心健康等各

樣壓抑中，人活得一點都不容易。

可是，時間似乎對人間冷暖無動於

衷，均勻流逝，2022年悄然來到。

年復一年下去，人在世上的光景也

就不多了。人還活着，就是一種慶

幸，因為生命無常難測，「其實明

天如何，你們還不知道。你們的生

命是甚麼呢？你們原來是一片雲霧，

出現少時就不見了。」（雅各書四
14）一些親人、熟人可能已經離世
或者重病纏身。既活着，新年時就

會習慣性地彼此問候「新年好」。

新年裏活得好不好，誰也無法打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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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面對事，可能處處事不順心；

面對人，可能常常人不順眼。人心

總是跟着事情走，跟着感覺走，跟

着心情過，忽喜忽憂，常無寧日。

誰不想活好，可是如今便捷的

網路上眾說紛紜，聽這個學那個，

有時甚至將自己折騰得夠嗆。我們

不妨看看聖經是如何教導的，畢竟

「聖經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於教訓、

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

有益的」（提摩太後書三16）。我
讀聖經多年，體會到好的活法至少

要做到「三個不」：

一是不憂慮事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明天

又是未知數，於是我們就很容易設

想出很多未發生的事，把將來的擔

子統統放在今天背，天天活在焦慮

中。焦慮從不幫助人，「你們哪一

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

（馬太福音六27）反倒會使人無事
生非，使事更糟，而且身心在壓抑

中慢慢帶來各種不健康的狀況。聖

經勸導我們：「你要把你的重擔卸

給耶和華」（詩篇五十五22）這位
大能又大愛的上帝，因上帝的兒子

主耶穌說過：「我的軛是容易的，

我的擔子是輕省的。」（馬太福音
十一30）上帝的能力豈可輕忽？祂
能造天造地，托住日月，戰勝死亡。

先認識了主耶穌，然後就「應當一

無掛慮，只要凡事藉着禱告、祈求，

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上帝。

上帝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

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腓立比書四6-7）上帝賦予信祂的
人都有向祂禱告的權柄。

二是不計較人

人都很複雜，個性不同不說，

每個人心裏都有罪。別人的驕傲、

嫉妒、自私、怒氣等等，都可能影

響我們的心情和事情。當然，我們

自己也是罪人。認識了上帝，上帝

就會教導和幫助我們活出另一種愛：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

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

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

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凡事



包容……」（哥林多前書十三4-7）
多反省自己，多原諒別人，多憐憫

別人，多給別人一些愛心，這樣你

與人相處就有更多的融洽，而且每

少一份計較，就會多一份喜樂。

三是不貪戀財

沒有錢在世上就會有生活上的

困難，幫助人更是力不從心；但是

錢財畢竟是為了生活而已，夠用即

可，不能成為我們的偶像，否則就

抓個沒完，不知不覺中反成了錢財

的奴隸，因為「貪財是萬惡之根。

有人貪戀錢財，就被引誘離了真道，

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提
摩太前書六10）當然你有好房子、
好衣服，還能出去旅行，這些不一

定是貪心，貪心是因為賺錢而影響

了愛上帝，愛家人，愛他人，生活

變得不正常了，那就是個問題。所

以聖經勸導我們：「敬虔加上知足

的心便是大利了；因為我們沒有帶

甚麼到世上來，也不能帶甚麼去。

只要有衣有食，就當知足。」（提
摩太前書六6-8）使徒保羅的心態

實在值得我們每個人學習：「我知

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

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

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祕訣。」（腓
立比書四12）
保羅特別強調，喜樂是上帝給

我們基督徒的特別心意和要求。他

甚至因為傳福音而被關在監牢裏都

不忘勸我們：「你們要靠主常常喜

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腓
立比書四4）「因為這是上帝在基
督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帖
撒羅尼迦前書五18）基督徒不是不
哭，不是沒有難過的事，但會常常

喜樂，因為喜樂是基督徒能反映從

上帝而來的新生命的本質改變。

好心態，說到底就是對生活的

好態度。新年來臨之際，我們不妨

來到上帝面前，試試這三個「不」。

朋友，如果你願意謙卑來到上帝面

前，祂一定會成為你最好的幫助。

（歡迎瀏覽作者網頁 www.zhiqunqian.com）

（本文轉載自美國《中信》月刊2022年1月號

第7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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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黎海華
畫／何小貞

渡輪



一

你，徐徐靠近

倚着石墩，等我

如當年等着急喘奔至的女孩

碼頭從篳路藍縷的歲月

打造至今一身光鮮

你，始終如一

載我往返

那年海面晴好瀲灧

女孩依然感到天旋地轉

隨着填海工程碼頭不斷擴建

維港伸展空間愈來愈窄

風險雨惡之際巨浪迅雷劈過來

我，從你肩頭坐看

晴雨不定的氣象時局

不暈不吐

逐漸變得氣定神閒

靠着你臂彎

渡過愁風苦雨

泅過歲月

從林立的大廈和人潮凝望

黑夜七彩的燈飾

海面光影不定

正目眩神馳

一回首

你，依然在燈火闌珊處

等我

二

渡輪，是一份緬懷的情愫。當

年九廣舊軌並總站拆了，愛丁堡廣

場鐘樓皇后碼頭隨後也拆了，獨餘

尖沙嘴鐘樓玉立於維港天空之下。

鐘樓下人約黃昏後，鐘聲穿透歷史，

覆蓋沿岸新世紀建築羣。鐘樓成為

古蹟地標。多年後文物保育聲音終

被聆聽。時過境遷，浪淘盡一切雜

質，珍珠被發掘，真理的清音得以

昂揚於塵囂之上。

（作者是阡陌文學工作室總監， 

資深文字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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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籽

落葉歸根

這些日子，不少人身邊總有幾個親朋跟你道別，移

民他鄉。那天在博物館的展覽中，看到這幾組標題，

感到百般滋味，也不免有另類的自我解讀。的確，在時

代的轉折中，許多人因着不同原因，飄流各地，在各種

相遇中，有人執着於緬懷過去，也有人努力開展新生活。

安全而溫暖的家，誰會不愛？這世上的苦難和波折

很多，但聖經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馬太福音十一28）「在我父的
家裏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我

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約翰福音十四2）你願意
把生命的重擔，交給在天上為我們預備永恆居所的主耶 

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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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你或你的家人、朋友身在天涯海角或佇留香港，

《中信》月刊（香港版）都期盼能透過曾經歷上帝大能的見證人，
分享他們奇妙的生命之恩，祝福每一位讀者，

為你或你的家人、朋友在時代的轉折處帶來鼓勵與盼望。

歡迎訂閱或介紹《中信》月刊實體版或電子版，讓人在這寒凍冬日，

不論線下或線上都能被上帝轉化生命的愛，熱暖心裏的盼望。

掃瞄右邊二維碼即可網上訂閱實體版或電子版《中信》月刊

查詢請致電：2810-9933（黃先生）

《愛的看守　愛的割捨》

這本書細說

五位飽歷婚姻風暴之過來人的真實故事

這本書盼望

成為經受婚姻創傷尋覓治療者的同路人

這本書期願

為婚姻路上的他與她禱求得真愛的祝福

書裏每個真實個案後均附有思考題目

是每位盼守護婚姻的讀者不容錯過的

歡迎與本會聯絡查詢索取：                     

電話：2810-9933  電郵：lit@ccmhk.org.hk    

最新出版



（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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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願意

相信耶穌基督嗎？

若願意，請做以下禱告：

天父上帝，我從心裏

承認祢是獨一真神。祢愛人

類，曾差遣祢的獨生子耶穌

基督降世代罪，為我們釘死

十字架上，第三日復活，救

我們脫離罪和死的權勢。我

相信耶穌基督是人類唯一的

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

只有藉着祂，我才可以回到

天父那裏，認識真理，得着

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認

識祢是真神，我的人生方向

和路線都錯了。我是個罪人，

如今決定回頭，不再走自己

的路，願意一生跟隨耶穌，

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求祢

幫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

堅定。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

告，阿們！

你若做了以上禱告，

希望你填寄「讀者回應」（本頁右表）

與我們聯絡。

讀者回應頁

I. 個人資料（請參閱下方「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姓名（英文） 

地址（英文） 

 

 

聯絡電話  

電郵  

我是新讀者 □ 是 □ 否（讀者編號：  

II. 本期讀後感
 

 

□ 我要訂閱貴刊繁體版。
□ 我尚未相信，盼能進一步認識耶穌。
□ 我願意相信耶穌（這是我第一次表示信主的）。
□ 請寄有關信仰材料
□ 請為我介紹教會

III. 我願意支持貴刊
□ 我是基督徒，願每月把《中信》月刊，送給遠近親
友閱讀。

□ 我願分擔《中信》月刊印刷費   元。
 （請填寫上方個人資料，並參看後頁奉獻方法。）
※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本會不能收集第三者的個人資料。
如要介紹親友成為讀者，可把《中信》月刊送給親友，或鼓勵他們

親自填妥上表及簽署後寄回本會。

※ 訂閱資料如有更改、增刪，請與本會聯絡；或參閱本刊郵寄信封
背頁詳情。

 電郵：lit@ccmhk.org.hk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1. 中國信徒佈道會將依照在收集個人資料時所說明的目的使用該等個人
資料，包括但不限於閣下的姓名、郵寄地址、電話號碼及電郵地址。

2. 向本會提供個人資料純屬自願，如閣下未能提供足夠個人資料，本會
可能無法有效處理你的申請或提供有關服務。

3. 本會可能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郵寄地址、電話號碼、傳真
號碼、電郵地址、所屬教會 /機構名稱），以便本會日後與你通訊、寄發
刊物、發出收據、義工招募、籌款、收集意見、推廣活動、作課程邀

請及與中國信徒佈道會相關之項目等用途。

4. 閣下之個人資料絕對保密，除上述用途之外，將不會以任何形式出售、
租借或轉讓予任何人士或組織。

5.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486章），閣下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正
任何閣下提供給我們的個人資料，或要求停止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作

直接推廣的用途。任何有關查詢請聯絡：

中國信徒佈道會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新蒲崗雙喜街9號匯達商業中心9樓；或
電話：（852）2810-9933　傳真：（852）2868-3212
電郵：admin@ccmhk.org.hk

簽署同意聲明： 

日期： 
（轉後頁）

姓                                        名

郵編



第一次去灕江是我上大學的時

候，幾個年輕人搭了一夜的

長途汽車，早上四點在睡眼惺忪中

被司機的聲音叫醒：「桂林到了。」

我們幾個掙扎着站起來下了車，突

然看到晨霧中一條清澈的河流像海

市蜃樓般出現在面前， 水清如水晶，

幾乎看不到水的存在，河底的一切

都無阻隔地出現在眼前—這就是

灕江。

灕江清晨如桃花源洞口

我們幾個都噤了聲，好像凡人

闖入了仙境，不敢隨意喧嘩造次。

那個清晨我們哪裡都沒去，就靜靜

地坐在灕江邊，等晨霧散去。

灕江似乎有一種神性：她讓我

們忘記了旅途計劃、交通時刻表、

訂旅館這些旅途中最佔據我們頭腦

的事，我們忽然從繁忙疲倦中被切

換到另一個完全不同的神祕世界。

我們都覺得，即使晚上沒旅館，就

澳門讀者請存入

銀行戶口：中國銀行 02-11-20-061980（港幣）
 02-01-20-091560（澳門幣）
支票抬頭請寫「澳門中國信徒佈道會」

地址：澳門東望洋斜巷2D志安大廈地下
電話：（853）2835-3306
電郵：ccmmacau@macau.ctm.net

（轉後頁）

IV. 請為我以下的事代禱

 

 

 

 

 

 

如讀者有感動，願意在經濟上支持本刊，請把奉獻：

‧ 存入下列銀行戶口：
 滙豐銀行001-327600-001
 恒生銀行286-374434-001
 恒生銀行286-374434-280（人民幣） 
恒生銀行286-374434-203（美元）

‧ 支票：抬頭請寫
 「中國信徒佈道會有限公司」或
 CCM Christian Mission Ltd 並寄回本會收。

‧ 繳費靈 PPS：中信商戶編號為6127
 首次使用 PPS請致電18013或登入www.ppshk.com，
 登記後請致電18033奉獻。
 請以奉獻者聯絡電話登記為「賬戶號碼」。

 賬戶號碼：  讀者編號： 

 奉獻金額：  奉獻日期： 

 PPS付款編號：  聯絡電話： 

奉獻後：請將銀行存款單／網上捐款記錄／繳費靈付款

編號，連同前頁個人資料交回本會，以便發回收據。

傳真：2868-3212；電郵：account@ccmhk.org.hk
郵寄地址，請參前頁。

下載奉獻表格



孫基立

灕江—
     天國的掠影

在灕江邊躺一個晚上都沒關係。

那次旅行，我們看到許多如畫

的山水、奇峯怪石、在夜幕下跟漁

人和鸕鶿去江上抓魚……而那個

在灕江邊的清晨，就如同桃花源的

洞口，我們在那裏被點化，進入了

另一個世界。 

多年以後，當我回憶起這個清

晨，總有點不真實的感覺。因旅行

過後，我又回到了熟悉的世界，每

天被計劃、目標、應酬捆綁，無法

抵達另一個世界：農人的恬靜，如

畫的山水。

天國華美裝飾現今世界

這讓我產生了類似莊周夢蝶的

感覺，到底哪個世界才是真實的？

後來，這樣夢蝶的感覺讓我產

生了種植的興趣。我在書桌上放了

一盆紫色的盆花，讓自己在繁忙工

作的時候，也能一抬眼就欣賞其生

長和綻放。我住在郊外，很幸運地

有一個花園，以前很少打理它。灕

江的回憶讓我對園藝開始感興趣，

在屋外種植了粉色的攀緣玫瑰、彩

色的鬱金香、素白的鈴蘭……它

們每年發芽，開花的季節也成為我

小小的驚喜。我每工作一段時間，

就去花園裏走走，工作的壓力在走

進花園的那一刻就消散了；灕江所

屬於的那個世界，就這樣又藉着花

草的華美進入我的生活。

這也讓我想到基督信仰。實在，

基督徒也生活在對天國的期待和現

世的掙扎中。許多基督徒對現世是

悲觀的，將所有期待都寄託在天國。

其實只要我們花精力、用雙手勞作，

天國的掠影也可以出現在我們現今

的生活。基督信仰給予我們很多靈

感，可用天國的華美去裝飾現今的

世界，也讓我們知道，生活本來按

照上帝的意願應該是怎樣的。

（讀者如想多了解風土民情與信仰，可參閱以

下作者網站 https://bit.ly/3jCz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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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剛

除夕晚，為孩子們添購了新衣，從帽子到鞋子，全身煥然一新。內

子又加緊訓練他們拜年的禮儀：進屋叫人、說賀年語、雙手接利

是等。對於兩三歲的小孩，像這樣繁瑣的禮儀，真不知能領受多少。

初一早上必然到父母家拜年。門一開，迎面茶几上擺滿孫兒們喜

愛的糖果零食和各式禮物，小孩興奮衝上，各取所需，昨夜彩排過的

禮節全都忘卻了。爺嫲看見三個打扮可愛的小孫兒已笑不攏嘴，毫不

介意他們的放肆。

這時候母親會端出一大鍋甜湯，不是冰糖燉燕窩，就是燉雪蛤，

都是她花幾天功夫精製烹燉的。她給我們每人盛一碗，說：「新年頭

吃碗甜的，有甜美的開頭，一直到年終。」接着，爺嫲給孫們逐一發

紅封包，又逐一給他們別出心裁祝福的話。孫兒當然聽不懂老人家的

心思，連昨夜學過的恭賀語也都忘了。內子只好作示範：「要說，祝

爺爺嫲嫲身體健康。」於是三個孫兒搶着說，逗得爺嫲又笑逐顏開。

眼下歡樂的情景與我兒時拜年的記憶重疊。同樣是大年初一的早

上、同樣有新衣甜湯、同樣的笑聲祝福聲。那時，父母帶我到爺嫲家

拜年。還記得一幕，爺爺會用雙臂把我高高舉起，再降到地上，如此

多次上下挺舉，這新年遊戲是最刺激好玩。玩後對我說：「祝你快高長大，

明年爺爺可能舉不起你了。」

轉眼間，數十個大年初一飛速流逝，我從牙牙學語到成了三個小

孩的父親，生命的成長和延續一直跟隨着這種文化儀式。拜年：一個

讓父慈子孝具體呈現的機會。而給我較深刻體會的是長輩對晚輩的祝

福，這些祝福語聽來平淡，卻包含着渾厚的情愫。又想起聖經的話：「向

來位分大的給位分小的祝福，這是無可爭議的。」（希伯來書七7，《和
合本修訂版》）原來冥冥中造物者已將祝福的權柄賦賜長輩們，讓他們
平淡的祝福能惠及晚輩。

拜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