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

世宣教

深山體會
小趣

本著奉獻的心，筆者於2006年中毅然放棄穩

由於行人三五成群地佔據路面，車輛亦難以依照

定及滿意的工作，往內陸少數民族聚居的一個小

車道規定右上左下，自行車和摩托車只能在人群

鎮的青年中心當老師。這另類的生活有艱苦也有

中穿插。筆者常騎自行車上下班，最怕的是突然

樂趣，近文化的學習也不容易，以下先分享一些

跑出來然後不知去向的小孩、毫無危機意識的小

生活點滴，然後是遇到的困難，讓有心從事相類

狗、醉漢、在路邊忘情玩樂的小孩、在路中央打

事奉的人，對內陸地區的人和生活有多一點的認

架的青少年，還有旁人突發的「飛箭」（按：指隨

識。

時、隨地吐痰）、店主潑出的污水等。騎自行車已

生活的點滴
1. 城鎮風貌

經有這些「奇遇」，駕汽車的難度和速度可想而
知了。
鎮內沒有公園，沒有公眾椅子，連青年中心

由於農村的少數民族家庭可以有兩、三個孩

露天的地方也沒有長椅，學生們習慣了蹲下，無

子，街道上總會有一群群年齡相若的孩童聚在一

論在溝渠邊或任何地方，筆者跟他們交談時也要

起玩耍。小鎮的主要車道很骯髒，很多小孩喜歡

蹲下來呢！這算是近文化還是跨文化的學習呢？

在路邊玩耍，筆者也分不清哪一樣較骯髒！
城市裡的牲畜也多，只要在泥路上走，總

2. 下鄉探訪

會有人牽著馬車、牛、羊在你身邊經過；而狗、

偶爾要到鄉村探訪學生。公路多彎，而且高

雞、鴨、豬、田雞也隨處自由走動；如果害怕小

低不平，路上有很多從山坡上滑下來的石頭，車

動物的，定會被嚇得半死。

子顛簸非常，我們如坐針氈；但沿途風景之美有

大陸的交通以混亂出名，人車爭路，行人難

如置身歐洲的阿爾卑斯山脈呢！下了車還要走山

以橫過馬路；這兒的交通更混亂。人行路上堆滿

路，高海拔的山路特別難走，但我們爬山的速度

雜物、小販、蹲著或躺著的人，也有載貨的三輪

竟是學生的兩三倍。鄉民的家極為簡陋，地是泥

車、建築材料等堆塞，造成約七成的行人走在馬

地，家具甚少，只有床、櫃和儲備的糧食，坐的

路上，所有車輛都被迫慢速行駛和不停響號。也

小板

都很矮，只有約5吋 高。大多數人家都飼養

Great Commission Bi-monthly

No.84 February 2010 27

家禽家畜，所以雞、貓、狗、鼠等動物，都會在
屋子裡隨意走動。房子大多無窗，但鄉民一般都
在室內煮食，天氣寒冷時會燒柴取暖，燃著的火
發出濃烈的煙霧，刺激眼睛使淚如雨下；所以，
筆者經常要出外呼吸，也站起來伸展雙腿。

大的文化差異啊！

4. 四季轉變
農村及山區裡四季分明，有些樹突然開滿了
花，又在不知不覺間花朵全掉下來，滿樹換上了

主人家一般會宰牲畜（有時會宰豬）來款待，

綠色的葉子。五一假期裡，很多學生都回鄉下幫

煮好的食物用看來不潔淨的膠盆盛載，又沒有小

忙收割或插秧；原來勞動假安排在五月初是配合

碗和筷子，每人只有一個長柄木湯匙，人人都用

人民回鄉勞動，這是生長在香港的城市人所不知

它來從兩盆湯、一盆飯和一、兩盆肉中取食。肉

道的。這兒的蔬菜和水果有季節性，當找不到紅

質鮮美，但結實得難以咀嚼；縱然很不禮貌，筆

蘿蔔和豆苗的時候，洋蔥、苦瓜、茄子、櫻桃和

者常自備剪刀，把它剪成小片才可以吞吃。從未

枇杷便出現了。

嘗過如此「即宰即吃」，但的確新鮮，所以夏日

偶然發現在約1米高的草叢內有一個鳥巢，裡

時常有很多蒼蠅來分甘同味。鄉民大概沒有洗杯

面有4隻蛋；位置如此方便，叫我這個小個子可靜

的觀念，給我們喝酒或汽水的杯通常沾滿污漬，

悄悄地（不要被學生發現）觀察小鳥的成長。真奇

我們當然不會如此無禮地拒絕飲用。為此我們

妙，雖然晚間經常有傾盆大雨，鳥巢仍然屹立不

學會了感恩，因為隊員經常下鄉探訪，常常接受

倒；雖然筆者要蓋棉被、穿毛衣睡覺，羽翼未成

「款待」，但都蒙保守，並沒有染上甚麼難醫治

的雛鳥卻不怕寒風，大清早便吱吱在叫。神連小

的腸病。筆者也漸漸體會「成為肉身，住在人的

雀鳥也看顧，何況比飛鳥貴重的人呢！

中間」的滋味。

3. 結婚生子

以往我們開會時只記念人和事工，但漸漸也
會為我們農場裡的豬、羊和沼氣祈禱呢！置身於
農村，驚覺人與稼穡、牲畜、昆蟲、泥土、天空

在中心工作的頭半年，已有3位同事結婚，

是如此接近，如此賴以維生，如此有好感，又如

3位添丁；1位奉子承婚（很多人都是這樣），兩位

此厭惡（對害蟲）！所以，筆者更深的體會詩人說

新婚者很快又晉升為父母了。值得一提的，在這

「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

裡認識的所有已婚者（幾乎是所有成人），不像香

宿」時，是怎樣的心境；也更深的明白「人算甚

港人，每一對夫婦都會生小孩子。另外，這裡的

麼，你竟顧念他？」的意思。（參詩八3-4）

人很早婚，N族人自幼或十餘歲時便訂下「娃娃
親」，漢人也在剛20歲出頭時便成親，如果退婚

5. 工作效率與計劃

便要賠償對方數萬元。筆者所接觸到的漢族青年

大陸給人的印象是效率低，原來也有例外，

大多一見鍾情，急於訂婚，但很快便分手；反之

且看以下一些例子。我們所住的鎮內有蓋房子的

N族人的婚姻較穩定，離婚個案也較少。中心數

潮流，一排一層高的平房，只需三天便拆毀了，

十位同事中，只有少數幾位未婚，他們都急於找

一棟單層的房子只需數周便建成。去年鎮內的房

伴侶，是為了成全父母的期望，而且每逢長假期

屋多無門牌，但當政府有錢和有決心，一、兩周

回老家，總有人做媒。

內便為大街上的房子掛上門牌，更增設了很多燈

漫長的冬季裡，人人都穿上厚厚的大衣，

箱──不過都是宣傳政府的政策和人民教育。某

不察覺有誰懷孕；原來N族人不進補，胎兒和母

些服務機構的使用也較香港方便，如郵局、銀

體都很細小。有些N族女同事在生產前兩天還精

行、電訊公司在星期六、日都照常營業，電訊公

神奕奕地工作，突然沒有上班，原來是要生孩子

司更在晚上8時左右才關門，同時很多機構都有

了。筆者最初被嚇一大跳，後來見慣了，便明白

網上服務，不過常生故障呢！學校後面有兩間工

本地人的戀愛、婚姻及生孩子都是如此突然；很

廠，它們像便利店一般24小時工作，只有在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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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參觀時才停工數小時；原來城中也有重視生產
的單位呢！
本地人對開會、宴會、遊玩等都是即興的，

彈鋼琴亦難超過3分鐘。

2. 不衛生的環境

不會提前相約。例如，學校通知翌日開家長會、

小鎮的衛生環境欠佳，蒼蠅特別多，在家裡

今天學生放學後須留校、明天提早放假、老師要

一天內可打死20多隻，同工C君一天內屠殺數十

即時開會、明天晚上要參加聚餐等；更甚的是，

隻，P君在此地住了6年，已練得一手高超殺蚊蠅

新年假期也是一天前才公佈。這對習慣了凡事要

絕技；由此可以見街外蒼蠅數量之多，是城市人

及早籌劃的筆者來說，花了很大的努力才逐漸適

所不能想像的。

應。

城中居民少洗手、少洗澡，但會隨地吐痰，

6. 權益維護
每當初夏天晴乾旱時，家裡便經常停水，筆
者忍受不住便向所住樓宇的維修主管(也是缺水的
鄰居)申訴停水的不便；他重新調校水壓，問題便
解決了，這個簡單的動作，鄰居們便不用忍受長

隨地丟垃圾，又會隨街躺臥。筆者曾派發參考資
料給學生，本想收回再用，但發覺一經他們接
觸，白紙自動變黑和變縐，只好作罷；這也是筆
者需要忍受和接納的。

3. 被辱罵

期間中停水了！筆者感到奇怪，他們竟如此習慣

雖然我們受到鎮內大部分人的尊敬，知道我

停水帶來的不便。又有一次，電視的影像不清，

們是在青年中心服務，但某次坐公車返小鎮下車

多次上門投訴後，副局長終於帶領7個人一同來修

時，被一位健碩的中年男子指著來罵，大概是說

理(可能是全局的員工)。

(口音難懂)：「本鎮不歡迎你，你來這裡有甚麼

當地人沒有消費者權益的觀念，生活上很

企圖？」然後便一面大罵一面攔阻和纏著我們。

多事情都逆來順受，從不投訴。像上述的經歷，

那時，筆者體會到在另一個城市的日本同工被多

不作調校，不願修理的原因，可能是出於人的惰
性。筆者想，假若自己也像他們一樣不發聲，繼
續忍受生活上的不便，所有鄰舍都享不到應有的
權益；看來，當地人在知識水平逐漸提高的同

位官員指罵其民族的感受。另一次當我和金髮藍
眼的同工剛坐上一輛計程車後，一個青年人罵我
們，並向我們吐口水，幸好有玻璃擋住。筆者想
到，基督被拒絕、被譏諷、被羞辱；使徒亦多被

時，也需要提高對享有的權益的認識。

攔阻和毆打……我們的苦楚驚怕又算得甚麼呢！

生活的困難

4. 謙卑服侍

1. 嚴寒的天氣
這裡沒有中央暖氣，小小的暖氣機只能把室
溫提升約兩三度。每年有三個多月要生活在較電
冰箱更低的溫度下，所接觸的物件都是冰冷的。
晾曬的衣物會結冰，水管因結冰而長時間停水，
辦公室的水管被凝結的水爆破，潤膚油部分凝
結，電腦因室溫過低而反應緩慢或死機。
在人方面，9位同工之中只有一位沒有凍瘡。

數百名農民修畢中心的培訓課程後，便開始
一場噩夢，約30個員工分組清潔他們曾住過的宿
舍及校園。筆者從未進過如此臭氣薰天和骯髒的
房間，每個房間裡都有數十隻蒼蠅，用蒼蠅拍打
一下便輕易擊中2隻，其密度可以想像。床單發
出臭氣，地面佈滿痰印，也堆滿垃圾，很費勁才
能把地板洗乾淨。學生不關上水龍頭，雜物堵塞
渠道，水滿溢流，流到地面上，並且往下流，流
到下一層。更由於建築設計錯誤，水並不是流向

筆者是怕冷之人，腳趾更會腫脹和刺痛，每天早

渠道，而是流向卧
室和走廊。如此辛勞及厭惡性

上穿衣襪也需15分鐘呢！手指不像夏天那麼靈

的工作，在香港時期的我，一定是用錢解決，但

活，舉動緩慢，彈撥樂器幾乎是不可能的活動，

現在要與所有同事們看齊，集體行動，不能怕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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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無論怎樣都要「忍受」。筆者深深體會到基

這些日子筆者體會了不同的工作態度、飲食

督降生人間謙卑服侍的「苦況」，然而，祂「取

習慣、生活文化、社會風氣等等，能夠把這些體會

了奴僕的樣式」卻不以為苦，仍然「內心柔和謙

寫下來，實際上是經過震驚、疑問、企圖改變、忍

卑」，何等令人崇敬！

受、無奈，才學會接受的，也明白了甚麼是服侍。

除此之外，愛講究的筆者須接受破舊的家

「主雖然以艱難給你當餅，以困苦給你當

具、物質的缺乏、單調的食物（不但沒有西方餐

水，你的教師卻不再隱藏；你眼必看見你的教

館，也沒有其它省份的飯館）、間中停水停電、

師。」（賽三十20）人在黑暗之處才見到真光，

不能上網；也要冒著山路的危險進出城市，抵受

在困苦之際更需要來到施恩座前。「耶和華必然等

差劣的治安，同工多次遭偷竊；此外，要與他人

候，要施恩給你們；必然興起，好憐憫你們。」

同住、與來自不同國家的團隊合作、與本地同事

（賽三十18）筆者曾由於工作與突發事件，竟在

共事，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惟有學習放下個人

同一天內忘記了兩件緊急的事情，於是猛然醒悟自

的喜好、執著、工作和生活方式，才能在這個環

己的能力不可靠，惟有緊緊倚靠主才能成事。種種

境中生存，服侍少數的同胞。

困難都教導筆者必須放下自己，這不是失敗的行

回想以往生活和工作上的舒適、方便、安全
感都是神的恩典，但只要存感恩的心和信靠的態
度，「苦況」便不再苦了，「我必不至缺乏」！
能夠服侍有需要的人──豈不是一個祝福嗎？

為，反之可以得著神的恩典及憐憫，豈不是更大的
得勝嗎？
（作者在國內以專業服侍）

為大使命中心奉獻方式
大使命中心是一個信心機構，經費完全仰賴神藉著教會和弟兄姊妹們甘心樂意的奉獻。大使命
中心美國總會、香港分會和加拿大辦事處三處，均可發正式抵稅收據。歡迎您採取以下方式奉獻。

一．美國及其它地區
1. 請寄美金支票或匯票，抬頭請寫GCCI
Great Commission Center International
848 Stewart Drive, Suite 200
Sunnyvale, CA 94085, U. S. A.
2. 電匯或轉賬
賬戶名稱：Great Commission Center International
賬戶號碼：01442-05175
銀行名稱：Bank of America
銀行地址：444 Castro St., Ste 100
Mountain View, CA 94041, USA
銀行Routing Number：121000358
3. 股票或共同基金奉獻：（美國本國）
請將股票轉讓予大使命中心在嘉信理財Charles Schwab的戶口：
賬戶名稱：Great Commission Center International
賬戶號碼：1572-7007
經紀公司名稱：Charles Schwab & Co., Inc.
經紀公司DTC號碼：0164
經紀公司編號：40
4. 慈善基金奉獻：
大使命中心可以幫助閣下設立慈善基金。若以大使命中心為受
益人，可減低遺產稅。有關細則請與我們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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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香港及澳門地區
1. 請用港幣支票或匯票，抬頭請寫「大使命中心有限公司」
或Great Commission Center International (Hong Kong)Ltd.
Room 1101, General Commercial Building
156-164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ong Kong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156-164號通用商業大廈1101室
2. 現金或匯票
請以現金或電匯存入香港恆生銀行，然後將存根寄香港分
會以便開發收據。
賬戶名稱：Great Commission Center International(HK)Ltd.
賬戶號碼：295-9-066032
銀行名稱：Hang Seng Bank Limited
銀行地址：83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ong Kong
銀行編號：HKSEHKHH
3. 股票奉獻，請與大使命中心美國總會聯絡奉獻方法

三．加拿大通訊處
1. 支票或匯票請寄：
Great Commission Center (Canada)
9670 Bayview Ave.
Richmond Hill, ON L4C 9X9, Canada
2. 股票奉獻，請與大使命中心美國總會聯絡奉獻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