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陽光充足，窗明儿淨，飯
堂內清潔衛生，兒童的飲
食得到了悉心照顧。

過去幾個月來，華恩兒童村的特困兒童，無論成
績和品格都有長足的進步，變得彬彬有禮、尊師
重道。因囘這樣的見證，人大的一個官員，請求院
長把他的女兒收進兒童村來接受教育。有一次，
楊主任帶了幾位商家來參觀兒童村，他們都驚嘆
兒童村的設備和成就。其中一個開米店的商家，
因受感動而說要把米送來捐助兒童村。另外一位
原來也是孤兒，參觀後表示想開辦一間兒童院。

楊主任又說，市長認為兒童村辦得非常成功。他
建議我們把舊有的一棟三層樓宇拆除，另建一棟
七層新廈，以收納更多兒童，因囘三明還有二百八
十名特困兒童需要關愛。由於這個兒童村的事
工，整個三明社區都受到很大的影響，單是義工
已有二十五名，他們來自不同社會階層，非常樂
意到兒童村來服務，如補習、帶孩子去看病、輔
導等等。

楊主任對兒童村的關愛更是無微不至，他告訴我
們要加晾乾衣服的設施，可以在飯堂的房頂加晾
衣架，或加購乾衣機幫助乾衣。因囘三明市三、四
月份很潮濕，如衣服沒乾就拿來穿，小孩子可能
感染皮膚病。最後他說，三明市區政府應工作需
要，他被調派去另外一個部門，他介紹了丁瑜女
士給我們認識，她是人大的新主任；據說，她對

兒童事工也非常熱心。楊主任的一番話，給我們很大的鼓舞。
過去兩年來的耕耘總算有點成績。但願榮耀歸於我們的天父！

當地傳媒爭相採訪

第三天是很忙碌的一天，早上我們在禱告會後，為將要興建的
龍岩角聲兒童村，召開商討會議。約十一時多，
剛病癒從醫院才出來一天的民政部魏局長，與常
為兒童村提供幫助的王主任，相偕來訪，他們對
兒童村的工作發表好評。

午餐的時間也沒有空檔，三明市的司法部送來牌
匾，讓兒童村正式成為司法部法律援助的機構。
午餐後是揭匾典禮，司法局長親自帶同幾位官員
出席主持，與我們的董事會主席李吳淑儀，一同
揭開牌匾的紅幕。當地報刊、電台、電視等傳
媒，前來爭相報導；會中兒童們活潑可愛的唱遊
節目，讓所有參加者都十分歡欣鼓舞！

兒童村的臥房內設睡床和
衣櫃，孩子們住得舒適。

陳明植和李吳淑儀為孩子
們送上禮物，令他們喜上
眉梢。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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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下午，兒童村的近鄰──兒童福利院的林院長，前來致
送感謝狀，那是因為「角聲‧華恩」基金，曾以金錢資助兒
童福利院的工作。在中國向兒童傳福音，是沒有自由的，但
我們可以愛心的行動，以生命去影響生命、影響社會！對於
很多還沒信主的人來說，我們是基督的親善大使呢！

愛心事奉撮合姻緣

晚上，林院長宴請我們。兒童村的陳院長向我們
神秘地說，當孩子們睡覺後，我們還會有一個特
別的晚會。我們都被她說的得心癢癢，不曉得這
是甚麼聚會﹖

當我們在各種的「應酬」外，還各司其職，進行
總務、核數、盤點、輔導、採訪等工作，如此營
營役役地忙了一天。晚上九時，當我們踏足村中
內的球場時，已見孩子們排好了隊伍。心中正狐
疑之際，突然乍聽劈啪連聲，隨即見鞭炮和煙花大放，喜
氣洋洋。原來，這天晚上，是兒童村裏的廚師小張和愛心
姐姐愛華的訂婚之喜！

小張廚師是從福州來的，他很愛我們的孩子，雖然兒童村
的薪水比福州少得多，但小張還是願意到這裏來，照顧孩子
的飲食，而且工作得很開心。兒童村收容了第一批孩子共三
十個，連同工合共便有三十五人。張廚師一個人弄飯煮菜給
三十多人吃，不是那麼囘輕易；所以，陳院長聯同幾個愛心姐
姐都來幫一把。就是這麼幫一把，便繫緊了一絲紅線。

因為兒童村的愛心事奉，而配合了一對愛心充盈的佳偶，
小張和愛華都生活在兒童村的愛心與幸福之中。現在，村
裏的同工一開始時就有早禱會，小張都有參加，他已經相
信有一位創造天地的主宰；而愛華和其他愛心姐姐，同樣
也有參加，亦很有心追求。因囘神的憐憫，他們看到正、副
院長委身的擺上很受感動；加上香港和美國的弟兄姊妹的
愛心、三明市官員和市民的鼓勵及認同，令他們倆在兒童
村裏的工作愈做愈起勁，愈過愈有力。

當角聲剛剛開始兒童村的事工時，很多人都抱著懷疑的態
度說：「明知中國規定不能向十八歲以下的孩子傳福音，
你們辦兒童村幹甚麼？」不過，我們相信，神的意念高過
我們的意念；他的作為我們不能預測。到了時候，福音的
果效，一定可以見出來。現時，村裏同工的改變，官員市
民的認同，都使我們認定這是合神心意的！

小朋友們外出活動，
增廣見聞，難掩興奮
之情。

之二 行程記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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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個氣氛浪漫的春夜，三明兒童村的孩子們，在觀賞
完璀璨的煙花後，都紛紛進入「黑甜鄉」；愛心姐姐們卻
精神爽朗，在副院長許佩文的指揮下，把禮堂的一角佈置
得喜氣盈盈。我們這幾位「美國嘉賓」，也應邀一起來湊
熱鬧。

「廚師小張是個老實人，三十一歲還沒有女朋友，他的媽
媽對他說：『你再娶不到老婆，就別回來見我！』誰知他
到兒童村才幾個月，就和愛華私訂終身。」佩文娓娓道
來，「看見他們真心相愛，我對他們說：『趁著董事們來
了，就訂婚吧！』今天晚上，你們都來為他們祝福禱告，
做訂婚的見證人。」

樂怡

99朵玫瑰花99朵玫瑰花
月暗花明飛輕霧，劃破長空滿天花；
兒童拍掌人歡樂，慶賀廚師快成家！

這個鏡頭，將會成為小張與愛華一生中
的經典，浪漫氣氛瀰漫不散。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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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而莊重的儀式，締結了一對情人的婚約；大家都為
這對佳偶而感恩，茶點前，先來大團圓合照。由美國飛
抵的角聲代表，包括：右一周簡艷珍、右二鍾小玲、右
五李吳淑儀、後排中陳明植。

之三 訂婚記喜

我們坐在花團錦簇的長桌上，嗑著瓜子、吃著點心，與年
輕活潑的愛心姐姐梅妹、梅花、劉梅、曉娟閒話家常。禮
堂的門突然開了，只見小張和愛華同時出現，大家都站起
來鼓掌，一陣哄動後，默默含羞的愛華和靦腆的小張，坐
在「許阿姨」佩文的兩旁。

今天小張穿上西裝，顯得風度翩翩；愛華薄施脂粉，穿
著白色的洋裝，倒也濃纖合度。佩文看見這雙「佳兒佳
婦」，笑得眼睛瞇成一條線。她站起來主持大禮，安瑩承
命頌讀「愛篇」：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
誇……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
永不止息！」

佩文又以《聖經》作訓勉：「《創世記》說，女人是用男
人的肋骨造的，妻子是丈夫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因此，
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你們將來
結婚，一定要彼此相愛，因你們再不是二人，而是一體
了……婚姻人人都當尊重，床也不可污穢，千萬要保持婚
姻貞潔，別感染時下的不良風氣……」

佩文苦口婆心，令小張和愛華十分感動。兩人交換訂婚戒
指後，董事長淑儀便帶領祝福禱告；我們都按手在小張和
愛華身上，誠心獻上祝福。睜開眼睛，只見陳院長接替出
場，原來好戲還在後頭呢！

「現在是問題時間，你們有什麼要問小張嗎？」陳院長捉
狹地說。

「小張啊！你喜歡愛華什麼
呢？」曉娟笑問。

小張望著愛華眨眨眼睛：「
哦！我喜歡她老實、溫柔又
美麗。」情人眼裏出西施，
愛華聽罷甜沁入心。

「兒童村內人口眾多，你在
眾目睽睽下，怎樣追到愛華
的？」安瑩也來湊趣。

小張的臉「嚓」一下紅到耳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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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再也說不出話來。

「啊！讓我來說吧！那天晚上孩子們都睡了，我想到陽台
去透透氣，誰知推門一看，令我窘得要死！」可愛的梅妹
故作神秘、表情十足，「只見在月黑風高下，小張和愛

華在款款談心，原來這是
他們第一次約會。當時被
我撞破，羞得愛華掩臉而
逃！」

大家聽後馬上爆發笑聲。

「愛華，妳又喜歡小張什
麼？」

曾在中專讀法律的愛華，
這時倒是落落大方：「我
喜歡他老實、有愛心，而
且英俊瀟灑。」

此時，小張捧著一束九十
九朵的紅玫瑰，上前要獻給未婚妻。愛心姐姐們蜂擁而
上，攔阻準新郎獻花：

「除非，小張你跪下來求婚吧！」

小張被她們拉著扯著，也就「嚓囘」的跪在愛華腳前，雙手
奉上九十九朵玫瑰。愛華含情脈脈地接過來，感動得眼睛
滲出淚水。

「小張，愛華哭了！你還是抱抱她、親親她、
哄哄她吧！」大家七嘴八舌地鬧著玩。

「妳們這班小妮子，別玩過頭了，要
知道君子報仇，十年未晚啊！」佩
文嚷著「擋駕」。

「管他呢，我們一定不放過他們！
今夜不盡歡而散，誓不罷休！」

接著是滿堂歌聲、笑聲、掌聲……有
情的天、歡樂的夜，三明華恩兒童村，

就是如此溫馨！

大家都為這件喜事喝
采，鼓掌歡呼。

之三 訂婚記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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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二月春寒料峭，中國兒童村的四名委員：大隊長、
副隊長、亞玲、亞瑩；外加基建經理亞賢及福州姊妹亞
欣，一行六人浩浩蕩蕩，到福州、三明、龍岩去訪問兼公
幹。

向來有關交通食宿之事，都是由副隊長照管的，但這次的
行程，大隊長特別賣力，連訂購從三明往龍岩的火車票，
也一手包辦；大家在感激、感動及信任之餘，也就「一於
死跟」。

前往龍岩的行程，是兵分兩路的，兩位男士（副隊長及亞
賢）作開路先鋒，於二月廿一日晚上坐火車，先到龍岩視
察環境。

                  弄錯日期 另購兩張車票

那天晚上十二時多，大隊長好夢正酣，卻被副隊長那十二
萬火急的電話吵醒了：「喂！大隊長，你是怎麼搞的？你
給我們的火車票，是廿二日的車票呀！現在怎麼辦？火車
馬上就要開了，就算你送票來換，也來不及啦！我們已另
購兩張車票，但你們明天用今天的車票，是上不了車的，
明天趕緊到火車站換票吧！」

大隊長聽後心中惆悵，但面對現實也無可奈何，第二天只
好與亞玲、亞欣換票去也。誰知所謂換票，是要重新購買
兩張新票，與另兩張票換到同一車廂；四張車票白白作
廢，一共損失了好幾百元；本來大家都是出錢出力，現在

安瑩

【烏龍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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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要額外掏腰包，但都毫無怨言！

                  弄錯時間  臨場更換車票

廿二日深宵二時多，三位女士睡眼矇矓，跟隨大隊長到火車
站。根據大隊長的「印象派」思維，火車是二時四十五分開
出的，誰知快要入閘時，大隊長把車票拿出來一看，票上白
紙黑字明明印著：「開車時間：十二時四十五分。」

大隊長一時愣住了：「怎麼搞的？到龍岩只有一班火車，
每天都是午夜二時多開出的，怎麼車票上變了十二時？」

她的三位忠心跟隨者，都是第一次乘搭這火車，自然更莫
名其妙！一向機靈的亞玲，馬上跑到閘口查詢，原來從三
明到龍岩的火車，自從春節以後，便加多了一班車。要坐
的火車已開走，你說怎麼辦？

「哎呀！就算是撿到的車票，也會看一眼啊！大隊長你真
是……」亞玲忍不住發話。

「我從來沒幹過買車票這種瑣事，我就知道幹
不來。」看見大隊長那怯怯的樣子，誰也不忍
心再責備。

亞玲趕緊跑到售票處辦交涉，亞欣沉著應戰，
亞瑩安慰大家說：「出門在外，常會出現意想
不到的狀況，既來之、則安之。」

事情可沒那麼簡單，當亞玲從售票處回來，拿
著四張不是軟臥，不是硬臥，更不能坐的車
票，對大家說：「沒有位置啦！只有站的票
了，售票員說先上車，然後問掌車小姐，如有

坐或臥的位置，就可以補票換座。哪可得看運氣啦！」

亞瑩聽後暗暗叫苦！想到這漫漫長夜、遙遙長路，要她那
伶仃小腳撐著笨重的身軀，在車上搖搖晃晃站五、六個小
時，心中便怕得要死。她「哇」一聲坐到椅上，為保持長
夜搏鬥的「戰鬥力」，殷殷招呼大家快坐下來。

                  峰迴路轉 補票換得硬臥

此時大家各懷心事，只有默默禱告；結果峰迴路轉，事情
並沒那麼糟。她們上車後，都換到硬臥的票，只是三層的

大夥兒由美國到福建的兒童村，每次
都要長途跋涉，乘飛機、火車、汽
車、步行等，一程便要三十小時。

【烏龍第二章】

【烏龍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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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位，除了禮讓大隊長睡中層外，另三位嬌生慣養的女
士，都得踏著有欠安全的梯子，爬到六呎高的第三層去。

畏高的亞瑩鼓起勇氣，第一個爬上去，「到步」後馬上手
顫腳軟，直坦坦地躺了下來。隔床的亞玲跟著上來，她問
亞瑩：「妳那麼快便睡了麼？」

「喲！頂頭只有兩呎高，不睡下來，還能坐起來麼？妳小
心，別碰頭了。」亞瑩喘著氣說。

「哎！買了三次車票，花了這許多冤枉錢，才睡到這種地
方。」亞玲嘆息。

「那些冤枉錢，就算是愛國捐獻吧！」亞瑩一語解頤。

「國家可要感謝我們的『烏龍』大隊長呢！」亞玲笑著揶
揄。

「別說了，大家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嘛！」亞瑩說道。

「小小的事情算什麼『難』，這只是我擺了『烏龍』而
已，大家就有『烏龍』同當吧！」大隊長真是糊塗得可
愛，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

「是啊！凡事謝恩，一切應往好處著想。就
說我吧，這次挑戰了我爬梯的極限，讓我知
道自己有能力排除萬難。」亞瑩笑說。

「這次讓我更感激副隊長，從前他每次買好
車票，何時要上車、怎樣去車站……說得清
清楚楚，叮嚀又叮嚀，我總是嫌他太『長
氣』，現在才知道他的好處啊！」亞玲懂得
欣賞副隊長了。

「我說呀，這次行程發生這許多枝節，都是
因亞瑩的緣故。試想，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她可就沒東西寫啦！」大隊長打趣地說。

「啊！這麼說，我還得謝謝妳這『烏龍』大
隊長呢！」

大家說笑一陣，也就倒頭睡去。感謝神，明
天又是新的一天！

連番烏龍之後，大家倒
頭睡去，迎向美好的新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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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四 烏龍記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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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篇短文，是
三明市華恩兒童村

其中兩名兒童的作品。

第一篇是劉丹龍寫的，題目是《難忘的暑假》。沒有矯
揉，沒有造作，雖然只有二百餘字，然而，這當中每一筆
一劃，都躍動著真情，叫人心情激盪。除了少數標點符號
之外，我們沒有為這篇短文作過任何修飾。我們希望能保
留著劉小朋友的純、他的真、他的誠。

我們雖然沒有見過劉小朋友和他的妹妹，沒有見過他的大
姑和大伯；但是，我們見到了他們的淚，在難捨難離的一
頓晚飯之中，我們見到了無言的感恩之淚。在閃爍的淚水
裡，我們又見到了愛，見到了恩。

我們不難想像特困兒童們所面對的嚴峻生活環境，在困局
中，我們又可以為他們做些甚麼 。

第二篇題為「野蘭花」，小女孩的名字叫黃雪華。在前文
兒童村六記之一建村記恩的文章中，說到小朋友的成績
和品格都有很大的進步。讀「野蘭花」時，不難見到小朋
友的作文能力確有水準；而更重要的是，她從野蘭花中得
著啟示，激勵自己努力學習，自力更生，將來在社會中立
足。

這是神的愛，也是神的恩---源自神的愛，感動了角聲的一
些弟兄姊妹，促成了兒童村的事工，培育了兒童的成長。
這一切，都見證了神的恩典。

    兩篇小短文
十分真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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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腦海裡，有一件事是在暑假發生的。

這天，大姑叫我在她家裡吃晚飯，因為我明天就要到三明
市華恩兒童村去讀書。大姑為我炒菜的時候，她的眼睛裡
流出了眼淚。她實在是不想我和妹妹兩個人走；但是不走
也不行。大姑說：為了我和妹妹的前途著想，還是把我和
妹妹送到三明市華恩兒童村。

大姑她家裡自己有兩個孩子都養不起，而且大姑她和大伯
一天載客才十幾塊錢，來兒童村坐車的錢還是向別人借的
兩百塊錢。從那刻開始，我決心要
好好讀書，長大報答我的大姑和那
些有心的好人。在這次作文裡，我
要對他們說聲「謝謝」。我知道光
是說一聲謝謝是沒有用的，我要用
我真誠的成績來回報他們。

之六 童心記真
難忘的暑假

劉丹龍

在東霞小學二樓花圃，有幾盆野蘭
花；它們擺在最顯眼的地方。我非常
喜歡野蘭花，不是因為它的名字好聽
才喜歡，那是因為它不像玫瑰般美，也不像葉蓮那樣驕貴。

野蘭花不怎麼美，也不怎麼驕貴，所以我才喜歡。我不是
在那花圃中的花朵比那朵更好看。我也喜歡別的花草，比
如說：玫瑰、文竹、吊蘭、月季花、萬年青、毛松、鐵
樹、三角梅… 但是我更喜歡野蘭花。在我的老家有兩三盆
野蘭花。到了春夏兩季，野蘭花開花了，有粉紅、白色，
真是無比的美。不過野蘭花有一個優點，它的生命力強。
有一次，換花盆時，一不小心把一株野蘭花丟在地上；我
沒去檢。過了一年，經過風吹雨打而長大的野蘭花，終於
綻開了它那美麗的花朵。從此，它令我十分佩服。

野蘭花的那件事，激勵了我幼小的心靈；使我懂得，生命力
強，就有好的成就。從不懂的弄到懂，還要動頭腦，這就是
學習。如果是這樣的話，長大了就能在社會站穩腳步。

野蘭花
黃雪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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