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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瀘州之 旅

CRRS US
自從新冠肺炎在中國武漢
爆發，我們滿心感謝有心人士
熱烈響應支援，以禱告托住，
以金錢奉獻，以行動支持，董
事及義工積極采購醫護物資如
口罩、護目鏡、防護手套、防
護服、消毒及防疫物品等分批
送贈四川瀘州福音醫院及四川
西南民族大學。廣西武宣縣
婦幼保健院缺乏護目鏡，董事
會主席余健強牙科醫生立刻把
自己的物資寄付，以濟燃眉之
急。
且教會兩位牧師及醫生，
將剩下有多的口罩，即時到街
上送給街上服務工作者。又將
物資供四川西南民族大學，關
懷文更資助的少數民族學生，
他們都表示很感動。又收到廣
西武宣醫院，文更多年前資助
的貧困學生黃醫生(她今已是
兒科主任)消息，知當地缺乏
口罩和護目鏡，董事會主席余
健強牙科醫生立刻把自己的物
資寄付，以濟燃眉之急。黃醫
生十多年前因見文更團隊的愛
心見証，一生獻身愛人，對病
童特別關愛，後來有國內信徒
帶她到教會追求，成為愛主的
基督徒。今成為該縣新冠肺炎
救急專家組成員。
與此同時，梁燕城院長把
美國文更籌得的一千口罩帶
到香港，餘醫生亦安排把醫
護物資送運香港。梁院長在香
港參與街頭福音事工，並關愛
吸毒者與邊青工作，與吳桂
行弟兄、柳振平牧師及羅霞傳
道等，幾次向數百街頭露宿者
派發美國文更捐贈的口罩，另
派飯盒和水果，當場有多位露
宿者信主。之後各福音團隊在
17區的受難節街頭佈道會，
20

文化更新研究中心‧www.crrs.org

接觸一萬人，有164人決志，
一星期後各隊在12區佈道，
有251人決志信主，其中贈送
的一部份口罩是美國文更及香
港文更提供。這期間香港是疫
症高危期，很多機構街頭關顧
工作停止，但幾個基督徒街頭
事工繼續不停，街上貧苦者很
感受這種愛。此外當地的謝潔
貞牧師也代表美國文更向香港
的基層人士派送口罩，向他們
致以深切慰問及傳講福音。
因疫情影響，國內很多教
會及慈善機構相繼陷入經濟困
境，我們有見及此，捐資到河
北聾兒培訓中心；按捐贈者意
願，捐資到湖北教會；從國內
購買口罩送深圳教會。
現時中國疫情穩定，市民
復工復產，生活漸趨正常。反
觀美國，疫情持續吃緊，患病
及死亡人數飆升，高踞不下，
醫療物資極度短缺，美國文更
遂轉而向加州本地提供援助。
再次感謝大家的努力，在一天
之內購得一萬個口罩，捐贈南
加州角聲醫療中心及角聲社
區服務中心，讓他們幫忙派送
護老院及民眾，警局、消防局
等，剛巧當天（四月10日）乃

基督受難日及洛杉磯口罩令執
行日，此舉可謂意義重大。除
了角聲協助發送口罩到社區，
美國文更前董事會主席Esther
Woo也把籌集所得的口罩捐
贈南加數間醫院及護老院及
穆斯利難民。另一邊廂，北加
州把籌集所得的口罩捐送護老
院、教會及社區中心。
到目前美國文更已籌到美
元三萬多，用於上述各項目。
現在疫情稍見緩解，我們接下
來的工作是如何幫助受疫情影
響的有需要的人渡過難關。
聖經馬太福音25章40節：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
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
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麥弟兄

美國文更感謝各支持者的
恆切禱告，積極參與，金錢
及相關物資捐助，以致我們
的事工項目得以順利展開；
感謝各機構人士的配搭：三
藩市灣區AM1450今日華人電
台，匯點教會，Silicon Valley
Lighthouse Church, Serving
Others Worldwide，天鄰基
金會、愛鄰社、基督之家第六
家、角聲醫療中心、角聲社區
服務中心、中國愛德基金會、
四川瀘州福音基督教會、四川
瀘州福音醫院、四川西南民族
大學、廣西武宣醫院、香港謝
潔貞牧師、吳桂行弟兄、柳振
平牧師及羅霞傳道、加拿大及
香港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等（我
們感恩支持者眾多，不能一一
盡述，如有遺漏，謹此致歉。
）以致我們的工作得以落實。

四川省瀘州是一個二三線
城市，特產「瀘州老窖」享負
國際盛名的烈酒之一。
2019年11月，神保守，給
我機會跟隨「文化更新」去瀘
州短宣探訪。本人對於瀘州
認識有限，也不知道會遇上什
麼？只是憑著信心，知道神的
旨意及安排一定有其原因！
在這次之行我們探訪了兩
間教會，一間綜合式醫院。兩
間教會都是「三自教會」！
首先我沒有太大期望，因
為已經聽聞過中國教會可能受
限制！
其中一間合江教會是在郊
區，我們有機會參加他們的
崇拜。崇拜的程序：唱詩、
講道，都等同一般香港及海外
基督教會大同小異！我感受「
不」到逼迫的壓力！反而見證
到當地基督徒的單純，他們一
顆對基督真誠崇拜的心！見到
他們從崇拜中得到的喜樂與和
平，令我自愧不如！雖然他們
都是上了年紀的信徒，但他們
對基督「火熱」的一顆心，真

是在小孩身上才可以看到！現
在我才明白梁博士常常提醒我
們怎樣「回到初信像小孩一般
的心智，才可以經歷上帝」的
真締。
另外一間教會值得我們去
深入了解！
瀘州教會在教堂旁邊是一
間5層高的福音醫院。醫院是
教會辦的私營醫院，但是他們
的收費比其他醫院還要便宜，
如果病人付不起費用的話，教
會及醫院會資助有需要的病
人。這是一間以骨科為主的醫
院，亦有其他專科，還包括牙
科診所。
醫院也培訓醫師及醫護人
員！這次「瀘州之旅」我的同
行另有兩位醫師及醫護人員。
醫院院長特意安排我們與當
地醫師及學生進行講座及研討
會，藉此給我們美中醫學有更
深入的交流。
最令我喜出望外的是：醫
院的頂層天台用來開辦福音幼
兒學校。在另外一個地點，教
會也開辦一所福音護老院。

3歲到90歲，都能照
顧到！
教會及醫院位於
瀘州市中心平民區，
對於市民十分方便。
「美國文更」在經濟
上支持瀘州教會及醫
院。這次「瀘州之
行」令我見證到怎樣
用「愛及關懷」去把
文化差異拉近！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說出「
愛」的重要性：「如今常存的
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
中最大的是愛」。
最令我感受到神的大能
是，這綜合醫院的名字：「福
音醫院」！醫院大門牆壁上，
「耀眼奪目」寫著「福音醫
院」四個字！旁邊就是教會，
十分巨大的「十字架」在教堂
上！這「訪宣旅程」給我很不
同的經歷！
瀘州教會正在籌款興建一
所更大型的綜合醫院，社區中
心及教堂。希望神會大大使用
瀘州教會的事工。聽到廖牧師

的異象分享，令我感受及見證
到神的大能！
過去數年，我在不同國家
參與了很多次不同性質的短
宣。今次「瀘州之旅」給我很
不同的感受！
「耶穌看著他們，說：在
人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
能」。(馬太福音)。見證到神
的大能！宣教的工作要符合神
的心意。神的方法比我們的方
法要高明呢！

禱告瘟疫得止息，
病患得醫治，
人們得平安！

馬太福音10章42節：無論
何人，因為門徒的名，只把一
杯涼水給這小子裏的一個喝，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人不能不
得賞賜。
天情通訊‧2020年‧特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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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愛 還愛

深圳及河北探索之旅
Peony Ho

22

感謝神，今年以是我
參與文更事工踏入的第
七年，回想第一次跟著
Esther
Woo姊妹的帶
領，到雲南山區教中學
生暑期英語班，到現在
探訪及支持瀘州醫院的
事工，和資助及關顧四
川西南民族大學的學生
等等……感恩有這福
份可以參與神的工作，
其實在這過程中也感受
到神的愛，和更加明白
「施比受更有福」的意
義。
文更資助的學生，好
多都是來自少數民族，而且大部分都是
住在山區及農村地區，他們都是非常貧
窮，很多父母為了賺多點錢，都到了大
城市工作，所以我們這班學生也有不少
是留守兒童。而當中也有不少是來自單
親家庭的，由於貧窮，父母病倒時，也
沒有錢去醫治……其實這班學生除了面
對貧窮問題，加上在成長過程中，沒有
父母在身邊教導指引，面對問題和挑戰
時，對他們來說也真不容易。
而他們知道要脫離貧窮，便要勤力
讀書，每次與他們分享時，他們也不停
的感謝文更給他們經濟的資助，所以他
們才有能力上大學，最感恩是聽到他們
說到將來當他們有能力時，也要學我們
這班做義工的亞姨叔叔去幫助有需要
的人，真是好感動，覺得神的愛可以由
我，這個小僕人身上，透過幫助這些學
生而能繼續下去……
神好祝福，在一九年十一月份，當我
們再次探訪這班學生時，我可以親眼看
見到神的「以愛還愛」的見證。
勒伍亞芰及車家會是兩位少數民族
的學生，亞芰的爸爸早已過身，媽媽也
改嫁，她是住在四川涼山的一條愛滋村
中，由於村中十分貧乏，品流複雜，而
文化更新研究中心‧www.crrs.org

且毒品泛濫，四處都有廢
棄而曾經用來吸毒的針
筒，在她初中時，親眼
看到當時只有六歲的表
弟拿著地上的針筒，學別
人吸毒，把針筒注射到手
上，不幸的是表弟因此而
感染了愛滋病，不久也去
世了。亞芰好明白自己的
家鄉有很多問題，所以在
一九年暑假，亞芰便組織
了一個補習團隊，帶著愛
心，回到家鄉去，幫助當
地的小學生補習功課，她
表示得到文更的資助，自
己能上大學讀書，是幸運
的一個，所以她想付出一點能力幫助有
需要的小朋友。
車家會，是另外一位受資助的少數民
族同學。和亞芰一樣，爸爸在她讀初中
時去世，媽媽酗酒，沒有人照顧家會，
但她十分堅強和獨立，她也在一九年參
加另一個團隊，去關顧一些因愛滋病失
去父母的孤兒，當她去服侍這些孩子，
教他們讀書時，她覺得自己有能力去幫
助他們，是一個福份，雖然自己貧困，
但看到這班孤兒，她覺得自己能上大
學，已是十分幸運，所以好想學我們去
幫助和慰問那些孩子。
我被亞芰和家會的行動所感動，也見
證到主的愛流轉下去。腓立比書二章4-5
節說：「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
顧別人的事。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
心」。

希望你也能與我們一起
參與文更的事工，
見證主的大愛，

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願神祝福你們每一位。

余健強‧牙科醫生‧美國文更主席

2019 11月份，美國文更由梁燕城教授
聯同，Esther Woo, Vincent Law 及義工
們往瀘州福音醫院及成都民族大學作關
懷事工，而我則往深圳及河北省為文更
開拓新工場。
11-18-19 淩晨六時三十分到達香港機
場，Uncle Rolland 及蕭文華姊妹已不辭
勞苦大清早從深圳駕車來接我往深圳，
以愛相待，為減低我舟車勞頓，而Uncle
Rolland更老當益壯，作多方面支持，僅
此致謝。到達深圳安頓後，馬上參加深
圳市基督教會深圳堂崇拜，深圳堂原位
於羅湖區。創建於1898年，其宗派背景
為禮賢會。1949年，重建新堂，于1984
年5月27日始得復堂並重新恢復聚會，
成為深圳第一間恢復崇拜重新開放的教
堂。
1998年，政府在福田區梅林花果山邊
規劃了4400平方米（包括綠化帶）作這新
堂建設用地。
其外觀宛若聖經中所記挪亞時代的
方舟，禮拜天有四場崇拜，參加人數約
6000多人次。
當天崇拜後有浸禮，眾多信徒受洗加
入教會。禮成後與蔡博生牧師討論文更
在當地的未來可行的事工。蔡牧師除主
持深圳堂事工外，也是廣東省十三屆人
大代表，廣東省基督教三自愛國會副主
席，廣東省和神學院副院長，會議違成

由蔡牧師安排梁燕城教授來年五月在兩會
期間主持講座及研討日後文更事工方向，當
晚有機會參加深圳堂英語崇拜，由國外牧師
及會友主持崇拜，不少本地弟兄姊妹參加崇
拜，會後有很寶貴交流時刻，也令我對當地
教會發展有更深刻暸解。
次日早上六時多乘早機往邯鄲，邯鄲，
是河北省地級市，國務院批履確定的中國河
北省南部地區中心城市。邯鄲是國家歷史文
化名城，有3100年的建城史，8000年前孕
育了新石器早期的磁山文化；戰國邯鄲為趙
國都城，魏縣為魏國都城；漢代與洛陽，臨
淄、南陽、成都共享「五大都會」盛名；到
達邯鄲機場，11月份的河北省已相當冷，
要臨時找禦寒衣服，當地河北省基督教協會
會長，邯鄲市基督教北堂劉玉文牧師已在等
待接機，邯鄲市不單是古都，更是中國成語
出產地，有1/3成語源于此地，在北堂與劉
牧師交流中，瞭解中國教會的關懷事工已伸
延至養老院事工，我們馬不停蹄去了解附屬
香柏樹養老院，由負責人王長老安排，香柏
樹養老院占地及院舍面積相當大，現時主要
是照顧會友的父母，院舍除一般老人所需措
施外，還有崇拜廳及祈禱室，因為附屬于教
會，可以向老人家分享福音，與老人家交談
中，體會到「喜樂乃是治病的良藥」，一老
人家來養老院時身體經常失控抽縮，不單行
走有困難，連坐都有問題，家人沒法照顧，
把她送來香柏樹養老院後，院方工作人員六
個月來多方面關心照顧，我與她交談時，她
不單能說，也能走及坐。感謝主。另外一對
室友，我與她們交談下，才知道一位是90
多歲，另外一位是八十多歲，精神奕奕，腰
骨挺直，看來只有七十多歲，中國養老行業
有很大市場需求，但因為資金緣故，香柏
樹養老院還未能充份發展，也需外國養老院
技術，知識交流。希望文更很快能安排相關
人材作培訓，及資金協助。除香柏樹養老院
外，我也有機會參觀當地市交郊聖聰特教中
心，此中心是一間照顧一些腦癱、弱智，沒
有人願意照顧的兒童，此中心需不屬教會，
卻是由教友楊小梅醫師所創辦，楊醫師本身
是一殘障人士，她是小兒麻痺患者，所以對
殘障兒童特別有感動，由數個腦癱兒童開始

到今天一個有數十殘障兒童的特教中心，都
是由楊醫師靠自己作鄉間醫生，行醫所賺的
錢，及全家人投入，艱難地成長，文更已開
始安排資金幫助，希望疫情過後，很快能安
排短宣隊往河北省，離開邯鄲市，乘車往保
定，保定，古稱上谷、保州、保府，因城池
似靴，又名靴城，位于河北省中心地帶、是
京津冀地區中心城市
保定與北京相伴而生，保定之名取自「保
衛大都，安定天下」，歷代為京畿重地和「
首都南大門」；有「北控三關，南達九省，
畿輔重地，都南屏翰」之稱。清代，保定為
直棣省省會，是直棣總督駐地，自1669年
至1968年三百年間，為河北政治、經濟，文
化、軍事中心。也是歷代不少大武術家誕生
地，有武術之鄉美譽。到達保定後，郎福珍
牧師特設午宴接待，宴後參觀及探討有關當
地事工需要，中國教會趨向發展關懷事工，
當地教會除牧養會友外，也建立一所全新路
嘉醫院，院方會同時開設中，西醫，牙科等
部門，十分願意與文更共同合作，幫助當地
居民醫療及關懷上的需求。會談後，馬上乘
車往石家莊。石家莊地處中國華北地區、是
河北省的政治、經濟、科技、金融、文化和
信息中心，
石家莊市基督教愛國會主席及石家莊市
基督教福音堂主任牧師周愛琴牧師親自接
待，討論有關石家莊教會關懷事工的發展，
使我對地方的需要有更深的瞭解，夜宿福音
堂教牧宿舍，翌日，中國基督教三自委員會
副主席及河北省基督教三自委員會主席靳雲
鵬牧師一起共進早餐，詳細討論河北省關懷
事工的需求及方向，為文更提供一個更完善
的河北省關懷事工藍圖。也為此次文更深圳
及河北省探索之旅，劃上一個很值得感恩的
句號。另外，也一提緬甸事工路向，緬甸有
接近二百萬華人居住，全國基督徒人數少于
2%，當地政府容許福音工作，故此，我與
當地督教組織安排文更事工，原本今年二月
與梁燕城教授共同去緬甸探訪當地教會，但
因疫情而取消，但明年已安排梁教授往當地
主領培靈會及在神學院授課。願神保守當地
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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