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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姆音樂名聞天下。

今天晚上是由羅姆傳道同工主領敬拜的聚會，

他們先帶領唱詩讚美，然後有幾位弟兄姊妹講見證

和分享經文。當時我負責看守一部定位的攝錄機，

看著他們魚貫上台，身旁負責音響的弟兄在我耳際

輕輕地說：「羅姆人從未在與其他族群聚會中作主

領，姊妹也很少能站在台上講話。」

這是去年9月29日至10月3日於匈牙利布達佩斯

舉行的羅姆人宣教研討會的一個晚會。在這個會議

上，我認識了許多羅姆人教牧同工和服侍羅姆人的

教會機構領袖同工。大家聚首五天，一同敬拜上

帝，聆聽真道，學習事工，彼此相交，主內一家。

有一位牧師說：「這個會議真是一個神蹟，羅姆人

從風聞到眼見 ──
東歐羅姆人宣教研討會及

塞爾維亞短宣後感
程國儀

和中國人有甚麼相干？我們彼此不相識，也沒有來

往，為甚麼中國基督徒從遙遠的他鄉來到歐洲舉行

羅姆人宣教大會呢？我想只有神的愛感動你們，我

也衷心感謝你們的愛心和服侍。」真的，惟有神的

愛才能跨越種族文化的鴻溝，惟有神的愛才能感動

我們推廣羅姆人的宣教事工。而且我們是故意安排

羅姆傳道人領會、領唱、講道和見證的，為要他們

作主、作屬靈領袖。

當晚我聽了弟兄的話，心中一動，眼光慢慢地

掃瞄會場，仔細地數算一下參加的150多位教牧同

工，發現他們來自15國家，即：阿爾巴尼亞、波

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保加利亞、加拿大、克羅地

亞、英國、芬蘭、匈牙利、荷蘭、羅馬尼亞、塞爾

維亞、俄羅斯、斯洛伐克、馬其頓、美國等。聚會

用英語和塞爾維亞語，另有4種即時翻譯的語言。

敬拜隊開始奏樂歌唱，馬上傳送了一股熱情，

台下的眾多羅姆人隨即響應，站起來拍手和唱，一

時全場歡欣讚頌，歌聲不絕，忽然有數位羅姆人手

拉手步出通道，翩然起舞，並且邀請在座的人共

舞。片刻間在歡樂歌唱及掌聲中，組成了一條跳舞

的長龍，環繞著會場，舞手蹈足，隨走隨唱，載歌

載舞，喜樂滿溢全個會場。忽然，一幅圖象浮上心

頭：「我觀看，見有許多的人，沒有人能數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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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從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站在寶座和羔

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樹枝，大聲喊著說：

『願救恩歸與坐在寶座上我們的上帝，也歸與羔

羊！』」(啟七9-10)

從前風聞羅姆人喜愛音樂，這次大會以及其後

的短宣探訪行程中，有許多機會近距離接觸羅姆

人，更發現他們有神特別賜予的音樂天份，羅姆人

的身體中都孕育了音樂節奏的細胞。他們在敬拜中

會自然而然地手舞足蹈，「聞歌起舞」，繼而「載

歌載舞」。又有一次，他們在敬拜中臨時組成讚美

隊，邀請各地羅姆信徒上台領唱，台上樂手隨即伴

奏，配合得天衣無縫，而且熱情洋溢，感染全場，

引人注目仰視創啟的神的偉大。

原來羅姆人從印度遷移到歐洲後，不斷吸收歐

洲各國的音樂元素和特色，形成別有風格的羅姆音

樂，尤其聞名於東歐的匈牙利、羅馬尼亞、巴爾幹

半島國家如塞爾維亞、波斯尼亞、克羅地亞、馬其

頓等等。羅姆音樂著重使用高音符以及音符之間大

跨度的滑動，歌唱以情感豐富而著稱。羅姆人也是

西班牙盛行的佛朗明哥舞的主要源頭之一，迷人浪

漫的羅姆人歌謠與佛朗明哥舞蹈的互相搭配，風靡

全世界，也成了西班牙的文化代表。1 羅姆人旋律

節奏輕快的音樂，加上熱情奔放，令人倍覺愉快，

但卻與他們長年在歐洲受盡歧視壓迫的民族情懷大

不相配。

美國的黑人也擁有音樂和節奏的天份，但他們

著名的爵士樂卻都是憂鬱悲愴的。原因是美國黑人

音樂，除根植於其非洲音樂傳統的基礎上，也結合

他們在現實上的遭遇而創作出來的。他們長期為

奴，生活充滿了艱辛，音樂難免有憂鬱之感。爵士

樂源於藍調，主要表現出黑人的悲慘境遇和底層生

活狀態(藍調的英文原字Blue除了指「藍色」之外亦

有「憂鬱」之意)，故大多比較淒苦，表達了為奴和

貧窮受逼迫的心聲。羅姆民族的悲傷遭遇也極為相

似，但他們的音樂卻是如此奔放歡愉，我想是神特

別的恩賜，要使他們能夠在一無所有之中享受歌唱

的人生，得即時的安慰。

一位與會的羅姆牧者告訴我有關他們一段罕有

傳述的慘痛遭遇。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德國納粹將羅姆人一同列入種族清洗的對象，捕殺

了50萬以上的羅姆人，相似於同期猶太人的命運。

直到如今，他們仍深受歧視。大會地點布達佩斯，

是匈牙利首都。而匈牙利新興的政黨(Jobbik)正是

以反羅姆人口號，挑起匈牙利人仇羅姆的情緒而得

勢，他們是國會中第三大政黨。一位羅姆牧者說：

「我們來參加會議，入住這間酒店，或多或少會擔

心本地的工人會否給我們難堪。因為過去幾年來，

發生超過60宗本地人攻擊羅姆人的殺人或放火事

件。」

「我們是世界孤兒，沒有國家歡迎我們，」這

位羅姆牧者又說：「縱然是我們可以定居的地方，

本地人也不喜歡我們。數百年來我們受盡欺壓鄙

視，別人叫我們吉普賽人，就是輕看我們是流浪

的、看手相的、騙人的、偷竊的。我們卻希望別人

看我們是『羅姆』，就是人。」是的，他們是按神

形象所造有血有肉有情的人。耶穌也愛他們，為他

們的罪釘死在十字架上了。求主賜我們愛心去服侍

羅姆人，將福音傳給他們，轉化他們的生命。

2008年歐盟人權機構的報告指出：「居無定所

的羅姆人，無論在住房或教育等層面，都是最受歧

視的族群，情況甚為嚴重。」2 根據哈佛大學FXB

醫療及人權中心今年年初的報告，3指出自從2008

羅姆人婦女在台上分享神在她身上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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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來，匈牙利人對羅姆人的暴力、殺戮、仇視吉

普賽人的軍事訓練和宣傳等，都不斷加增。雖然東

歐七國於2005年發起「容納羅姆人的十年」(Decade 

of Roma Inclusion)計劃，4目的在改善羅姆人的生

活，卻因本地人的拒納，得不到任何成果。前聯合

國消滅種族歧視委員會(UNCERD)主席麥克爾謝里

菲斯曾說：「委員會沉痛地理解到，羅姆人數世紀

以來所遭遇到種種不人道的待遇⋯⋯人道的普世價

值，不容忽視，否則人類歷史又何以能夠前進去追

求真善美？」5 世人尚有惻隱之心，教會豈不更應

重視羅姆人的生活和福音需要呢！

親身經歷了羅姆人的音樂恩賜之後，心裏深感

神對他們的眷愛，並且想到80% 的羅姆人是文盲

的，如何向他們傳福音呢？如何培養他們成為主的

門徒、福音使者呢？若用傳統的傳福音方法，先要

他們明白聖經上的救恩真理，查經培訓靈命，就先

要提高他們的知識水平，費時日久，路長途遙。因

為必須先教羅姆人他們識字，培養讀書思考的習

慣。固然這是必須走的一步，可是若從他們本身已

有的條件進行福音工作，或能更具功效，事半功

倍。

那就是以唱頌福音故事的方法傳道和教導聖

經，並訓練他們講述及唱述自已跟從主的故事和生

命轉變的經歷，加上學習和生活的培訓，定必逐漸

提高散居歐洲各地羅姆信徒的宣教潛力，在基督信

仰日漸下滑的歐洲，成為天國一支強大的福音精

兵，復興歐洲。

願主親自興起羅姆福音大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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