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了得到別人的肯定和接納，她強忍著打罵和嘲弄；她放
下了自尊和理想。三十個寒暑的尋覓和付出，到頭來，只落
得一聲唏噓。幸而，在對人，對自己完全失望的那串日子，
她卻獲得了一份夢寐以求的愛，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地方。

十年寒窗
生在小康之家的瑞潔，自幼衣食無憂。可是，她的童年卻不
快樂。父母的期望，重重壓在她的肩頭上，為了贏得父母的
嘉許，她拼命爭取好成績。一疊疊的書，一堆堆的功課，還
要忍受家教老師的嘲笑，羞辱，甚至虐打。夜閑人靜，瑞潔
會問：「如果我的成績不好，父母還會這樣愛我嗎？」

踏進中學，瑞潔終於脫離了家教老師的「魔掌」，重獲「
自由」。可是，父母的要求，仍舊像夢魘般纏著她。表面
上，她是個循規蹈矩，名列前茅的好學生。心坎裡，卻時
刻有著一種迷惘，一種失落，一種莫名的恐懼。她很想找
到一個屬於自己的人生目標，一塊屬於自己的園地，卻不
得其門而入。

展翅高飛
多年來都在壓力中，別人要求下過活的瑞潔，終於在大學
那年，飛越太平洋，到這兒來尋夢。加大的校園中，她遇

秦黃業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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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個令她心怡的男朋友。也不知是為了愛情，還是為了
爭取獨立自主的那份衝動，很快她就踏上了婚姻之路途。
從此，她生活的重心，就從父母轉到丈夫身上。
　　
丈夫的快樂，成了瑞潔的生存意義。她把心思意念全部放
在丈夫身上，除了上班以外，大部份時間她都留在家裡，
打點家務，煮的是丈夫愛吃的東西，看的是丈夫愛看的電
影。是迷失？是沉醉？不管家人，朋友怎樣講，此刻的瑞
潔，深深相信自己已經找到了那塊完全屬於自己的園地！

春夢無痕
　　
好夢由來最易醒，就在這種陶醉中，結婚八載的夫君，居
然為了一個女人，拋棄了家庭，拋棄了自己。從婚姻出現
問題到完結，只是短短的幾個月。丈夫的決絕與無情，把
瑞潔推進了人生的幽谷。
　　
工作失去了，丈夫跑掉了，自己的尊嚴和人生的目標也喪
掉了！一連串突如奇來的打擊，使她身心疲憊，形神俱
裂，整天沒精打采，也不太與人來往。慢慢地她從傷痛到
沮喪，從沮喪到抑鬱，她身旁的好友為她擔心之餘，不斷
催促她去尋求輔導。
　　
為了讓友人安心，瑞潔抱著一顆破碎的心，踏進了角聲社
區中心，接受輔導。殊不知。沒想到，這一步，卻把她帶
進了人生的另一個台階。

柳暗花明
　　
輔導後的幾天，瑞潔從一位剛認識的朋友那裡，收到一份包
裹，拆開原來是一本新舊約聖經。當晚，另一個朋友約了她
吃晚餐，席間，友人送她一份聖誕禮物，一打開，又是一本
書，一本由 Rick Warren 撰寫的「直奔標竿」。一本聖經，
一本標竿人生，這不正是她此刻最需要要的禮物嗎？
　　
在聖靈的光照下，瑞潔深深地體會到，雖然人把她摒棄，
神卻是如此的愛自己，如此地願意親近這個一敗塗地，這
個連自己都不能接受自己的人。被神大愛所感動的瑞潔，
遂在輔導員的帶領下，打開受創的心，接受神成為自己的
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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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後的一段日子，在輔導員的循循善誘下，在弟兄姊妹的
禱告中，在神不離不棄的大愛裡，瑞潔終於站起來了。是
的，表面看來，她失去了一個家。可是，神卻藉著角聲的
輔導員，把她帶進了另一個家──就是今天瑞潔所屬的教
會。在那裡，她嚐到肢體間單純的愛；在那裡，她得到了
莫大的支持。
　　
在那裡她再也不需要用甚麼去交換愛。因為神是愛，祂是
愛的源頭，在教會這個大家庭中，瑞潔開始去接受無條件
的愛，同時也開始懂得去愛。

從小到大，她總是活在那種叫人疲累不堪的交換條件式的
愛；如今，她所享受到的，是從神那裡領受來的愛，因著
神無條件的愛，瑞潔得以自由地付出愛。在愛與被愛中，
神就這樣溫柔地把她帶回社群當中，幫助她重建健康的人
生，也建立起健康的人際關係。

恩典夠用
　　
數月後，瑞潔找到了一份很合適的工作。賣掉了舊房子，租
住的屋雖小，女戶主卻是一位在靈命上常鼓勵她的基督徒。
　　
神所收去的東西，一件件的給她補償了。而神真正拿走
的，只是她要掌控自己生命的那份執著。從小學到大學，
從大學到婚姻，婚姻到失婚，瑞潔體會到，原來人生最大
幸福的，莫過於沐浴在神的愛裡，活在神的帶領中！

愛我的

我也愛他

懇切尋求我的

必尋得見 

    箴言 8:17

Lily的身體狀況一向不錯，很少生病。二零零四年感恩
節前夕，她正在餐館工作時，忽然發現自己罕見地流了鼻
血，機警的她立刻求醫。剛開始時，醫生認為這可能是空
氣乾燥所引發的症狀，開了些噴鼻劑給她，但Lily的症狀
並沒有改善，甚至還持續性地咳血。醫生見情勢有異，立
刻安排Lily接受專科醫生檢查，檢查結果讓Lily差點昏厥 
─ 醫生發現她罹患了鼻咽癌。

患鼻咽癌 身心受折磨
值得稱幸的是，Lily的癌症尚屬早期階段，經過妥善的治
療，有很大的機會可以康復。由於Lily沒有健康保險，醫
生將她轉診到一所由政府設立的醫院，在一連串的檢查之
後，開始漫長、艱辛的放射線治療(以下簡稱放療)與化學
治療(以下簡稱化療)。

放療一個星期，Lily就無法吞嚥食物，必需藉由腹部植入
體內的胃管補充Boost(一種補充營養的飲品)，到第三個
星期，她連喝水都有困難。開始化療之後，一天吐上十幾
二十次成了家常便飯，往往把先生剛由胃管注入胃裏的
Boost吐得精光，一星期體重就驟降十三磅，整個治程中
體重更是減少了三十磅，連站立、走路的力氣都沒有。

此外，放療與化療造成的全身疼痛，也成了Lily日夜揮不
去的夢魘。她無法入睡，坐立難安，必需倚靠打嗎啡來減
輕疼痛。此外，她的身體功能在治療過程中也受到許多損
傷，例如失去唾液、脖子無法轉動、嘴吧幾乎張不開、舌
頭因細菌感染腫大如鬆糕、嘴唇脫皮等等。種種痛苦，讓
Lily覺得自己彷彿快活不下去了。

的鬥士
生命

鄭瓊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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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照顧 心中感安慰
但這些磨難，並沒有打垮Lily。家人與朋友的愛，帶給她
很大的溫暖與力量，支持她堅定地朝康復之路邁進。在妻
子最軟弱無助的時刻，Lily的先生二十四小時細心地照顧
她：每隔兩小時，用小針筒慢慢地從胃管為太太補充營養
液；抱她上洗手間；為她打止痛藥；不斷地鼓勵妻子，告
訴她：「不怕的，我不相信這場病真能把妳擊倒。」此
外，兒子的懂事、貼心，也讓Lily很安慰。

考慮到家裏不能長期沒有收入，Lily鼓勵先生外出打工。
為了讓先生放心，Lily試著自己照顧自己，剛開始時，她
因無法行走，有如廁的需要時，只得忍痛爬行到廁所。

抗癌之路雖然艱辛，但對家人的牽掛，激起了Lily永不放
棄的決心。她說：「兒子需要媽媽，先生需要太太，組成
一個家不容易，生病後若放棄是不對的。」

克服痛苦 我要活下去
放療與化療結束，Lily仍須努力克服副作用對身體造成的
損傷。Lily告訴自己：要活下去，就要堅忍。為了讓體重
回升，她忍著吞嚥的痛苦，強迫自己進食。她請先生將麵
條煮爛，一小口一小口吃。剛開始時連一小瓢都吞不下，
她流著淚勉強自己吃，吃半碗麵得花上兩個小時。今年一
月開始，她也強迫自己吃米飯，並且堅持每天煲湯喝。

有很長一段日子，她每天的任務就是休息和進食。為了增加
體力，雖然全身疼痛，無法入睡，她仍強迫自己躺下休息。
因為吃得慢，吃得少，她每休息半小時就再試著進食。

在Lily和家人的努力之下，她的體重緩緩回升，到去年十
二月已回到108磅。醫生同意為她拆除胃管，讓她不須再
忍受二十四小時如刺在肉的痛。不過，為了避免再動手
術，醫生建議不縫合胃管的插入口，讓它自行癒合，因
此，拆管後好一段時間，Lily的傷口仍是疼痛難耐。

雖然Lily有很強的求生意志，但對於自己得到癌症，她曾
無法釋懷，經常自問：「我沒做過虧心事，在過去的工作
崗位上也幫助過許多人，為甚麼我會得到癌症？」她封閉
自己，不讓朋友知道自己得了甚麼病，更不敢尋求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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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轉介 角聲送關懷
去年聖誕節，一位社工將Lily轉介給角聲癌友關懷網同工
龔振成。龔弟兄安排了一位蘇姊妹去關心她。他們不斷
鼓勵Lily，為Lily禱告，提供Lily許多精神和實質上的幫
助。Lily表示她以前雖然沒有宗教信仰，但蘇姊妹的關懷
和龔弟兄的禱告卻讓她深受感動，相信上帝是看顧她的，
並且不再覺得罹患癌症是一件羞恥的事情。她一再叮嚀其
他癌患朋友及家屬：「有癌症不是因為你做了任何錯事。
癌症是可以戰勝的，要堅持，相信醫生，不要怕。如果需
要幫忙，一定要告訴親友。」

為了減輕關節疼痛，今年初Lily找到一位專治關節疼痛的
中醫師，但她無法持續負擔治療的費用。後來在龔弟兄的
安排下，她終於有機會接受治療，讓疼痛得到不少緩解。
此外，脖子不能自如轉動，以及嘴吧無法張開的問題，也
在一位針灸醫生的治療，以及Lily每天忍痛練習轉頭、張
口等努力下，得到很好的改善。

目前，Lily每四個月到醫院覆診一次，最近這兩三個禮
拜，她的體力改善了很多。經過這場試鍊，Lily對生活充
滿感恩，每天能夠坐在客廳看看電視，讀讀書，出門散
步，與家人相聚，這些看似平凡的事，Lily都很珍惜。對
於未來，Lily還有許多夢想等待實現，她也期許自己能夠
成為其他癌友及家屬的幫助，陪伴他們走出癌症的陰霾。

壓傷的蘆葦

他不折斷

將殘的燈火

他不吹滅 

馬太福音 12:20 



角聲中國兒童村事工，繼三明華恩兒童村之後的下一個計
劃，就是在福建省南方龍岩市籌辦第二個兒童村，名為「
龍岩市角聲兒童村」。

在三明市，我們的兒童要到市區上學，每天來回八次，非
常不便。計劃中的「龍岩市角聲兒童村」，是建在學校裏
面。現時，教育局和校方已允諾免費給我們兩棟房屋，讓
我們改建成宿舍、辦公室、禮堂和廚房。這是一個神所賜
的一個大祝福，因两為興建三明兒童村時，我們不單要補錢
拆房子，付年租，還要建路，所費不菲。這次免費給我們
兩棟房屋，讓我們看到神的恩典實在何其浩大。

在辦理註冊文件時，我們發覺雙方都忽略了現址舊樓中的
一家小型糖果廠，原來租約還未期滿。若要他們遷出，他
們要求一筆很大的補償費用──人民幣三十萬元作搬遷費。
這是個龐大的數目，我們現正籌款之中，那來巨款支付？況
且，三明兒童村還要繼續收納孩子，經費實在短絀。

那時候，我剛剛在龍岩，於是便跟項目經理陳兄表示，讓
我們慢慢跟他們商談。晚上，我們請鄭校長吃飯。席間，
我表明說：這件事情我們有不對的地方，因两我們沒有查詢
糖果两的搬遷問題；不過你們也沒有說明。」我又把籌款和
三明收孩子的情形與他分享。校長很是感動，並說他會想
想辦法，看看怎两樣解決這三十萬的問題。

第二晚，校長再約我們吃晚飯。當我們到餐廳時，看見他
的太太，女兒，妹妹和岳父都來了。他太太是個企業家，
經營和培養優良豬種的農場。岳父則是一個醫生。我們跟
他們分享三明市兒童村的事工，及籌辦龍岩兒童村的異
象。他岳父說：「辦兒童村不難，但難得的是，人們信任
你們，捐贈金錢給你們，並遠路送到來中國。」我說：「

角聲第二個兒童村
籌建開始  已見神恩

陳明植

壞消息: 補償三十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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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植

他們不是信我們，他們信的是我們大能的上帝，慈愛的天
父。」他說我們說得很好。對於他的認同，我們感到十分
興奮。他又表示有興趣到三明一行，我們當然無任歡迎，
只要先通知陳院長便可以了。

第三天，我們起程回美國，把這事擺在神的手中，求神帶領。

經過一波三折之後，我們的申請終於獲得批准了。我們又
收到三明陳院長的消息，說龍岩校長果然帶同太太及岳父
一同到兒童村來探訪。院長說，看到那两多可愛的孩子，他
們都很開心。不過，我們仍然不曉得如何解決那三十萬元
搬遷補償的問題。

項目經理陳兄在四月再到龍岩辦理其它登記手續。他的匯
報，大大出乎我們意料之外，因為，我們收到一個大喜
訊！他說，糖果两改變了他們的要求。搬遷補償從三十萬減两
六萬五千元！更使我們欣喜若狂的，就是校長的岳父，竟
然代我們先墊付了這六萬五千元。糖果廠並已簽署承諾於
六月底搬出！

哈利路亞！讚美神！在我們的銀行戶口還沒有開好，資金
更談不上到位的時候，神成就了大事，為我們開路，將所
有難處一一解決；但願一切榮耀歸給我們的天父。

                                                   
      附圖是學校糖果两所在之建築物

好消息: 只需六萬五!

龍岩市角聲兒童村未來的所在地包括這所糖果
廠。在搬遷補償方面，我們看見神成就了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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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村的口號是「激發愛心，尊重生命」。過去兩年，我們經歷
神的祝福，看到愛心在中國得著激發，著實令人興奮。

從福建廈門來美經商的一位鄭姊妹，在德州知悉角聲佈道團
在福建三明開辦了兒童村，便與我們聯絡。去年年會，她更
來到紐約參加我們的愛筵。我們邀請她與兒童村委員見面，
商談兒童村發展情況，她欣然參與，更即時助養十個孩子。
我們再邀請她到三明參加兒童村的落成禮，她也答應了。

能夠一次承諾助養十個孩子，真是難能可貴。為了感謝她的
愛心，我們特別做了一本紀念冊子，两內容包括勞牧師撰寫的

兒童村宗旨、我們的感謝信和十個可愛兒童的資
料，預備在落成禮當天送給她。

落成禮當天，貴賓中來了一位非常客氣的陌生
人。這位男士姓肖，在廈門經營多間連鎖店。這
次是代太太來致送賀禮的。他的太太，原來就是
支持我們的那位鄭姊妹。於是，我們把那本特製
的記念冊送給他。禮成後，我再跟他打招呼，他
說，很多孩子依偎著他；其中一個小女孩特別貼
著他，還央著他不要那两麼快離去。說話時，他的
眼睛也紅了起來。原來這女孩是他們助養的十個
小孩之一。他說這些孩子真可愛，能夠住在兒童
村，他們一定很幸福。

今年四月，我們帶領一團人到兒童村參觀。委員龔姊妹為了
預備旅程，早於三月時便到三明和廈門安排。原來在落成禮
之日，龔姊妹已拿下了肖弟兄的電話，於是，聯絡他在廈門
照應。肖弟兄十分慷慨，不但在廈門接待了龔姊妹等多人，
還送贈了一筆錢給两兒童村。

寫這篇稿時，我與龔姊妹通電話，她告訴我，原來肖弟兄在
落成禮時，亦把一筆奉獻交給了一位愛心媽媽。感謝神，祂不
撇下孤兒和寡婦，肖先生鄭女士真是我們孩子的天使！

他們是兒童村孩子
                           的天使

龔姊妹一行多人到廈門探訪
肖弟兄，肖弟兄熱情款待。

陳明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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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她認識我們的事工，所以為我們安排了一筆二萬美
元的捐款。她就是華人癌症紀念基金會（Chinese Cancer 
Memorial Foundation）的董事徐靜雲女士。

早在1999年4月我初任美國癌症協會北加州華人分會主任
時，就認識了她。那時，她是該分會已卸任的第二屆董事
會會長。她有一股熱心幫助華人癌友的熱忱，常常為癌友
獻出時間和金錢。在我擔任分會主任的那五年多裡，她常
常鼓勵幫助我的工作，甚至透過她所參與的華
人癌症紀念基金會為經濟拮据的華人癌友提供
緊急救濟金。

2004年因著她的膽識和熱誠，力邀名歌星蔡
琴在加州聖荷西為美國癌症協會北加州華人分
會舉辦籌款義演。那次義演不但籌募到鉅額經
費，徐靜雲女士與蔡琴小姐也成為好朋友。
2004年9月我離開美國癌症協會北加州華人分
會，加入角聲開始癌友關懷網的事工，但我與
徐女士仍然保持聯絡。

今年徐女士再度力邀蔡琴小姐到美國為五個華
人癌症機構舉辦三地六場的巡迴演唱。籌備期
間，徐女士曾詢問我角聲癌友關懷網的經費來
源，當我告訴她我們是憑著信心仰望神靠奉獻
運作時，她就表示希望今年的義演有更多結
餘，可以透過華人癌症紀念基金會為角聲癌友
關懷網的事工奉獻二萬美元。

在北加州義演前的記者招待會裡，蔡琴小姐表
明她是基督徒，經常為這次巡迴義演跪在床前
禱告，對義演的水準和要求絕不亞於商業演
出。結果神恩待蔡琴小姐的巡迴義演，為這些
華人癌症機構募得超過目標的款項，也為角聲
癌友關懷網帶來一筆特殊的捐款。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
祂旨意被召的人。』神知道我們所需用的，並且有豐富的
預備。願神祝福這位基督徒歌星蔡琴小姐，也賜恩典給善
心的徐靜雲女士。

$20,000 捐款 
      因為她認識我們的事工

上：龔振成主任透過徐靜雲
女士得到二萬美元捐款。

下：龔振成(左)與蔡琴(左
三)於記者招待會合照。

 角聲癌友關懷網龔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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