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心安處便是家
這裏有�6�0個孩子，他們來自不同的地區、不同的家庭，
有著不同的不幸，卻都有著同樣的幸運——來到了兒童村
這個溫暖的大家庭。

孩子們都是天真質樸的，你對他們好，他們便對你好，你愛
他們，他們便愛你。可是因為家庭的原因、環境的影響，他
們都有著各自的性格特點，有的沉悶，有的調皮，有的膽
小，有的暴躁，有的太安靜，有的太聒噪……重要的是，一
旦與姐姐之間有些小小的衝突，這些敏感、自尊的孩子，便
覺得姐姐們不夠愛他，不像父母和親人般愛他。

所以，這裏的姐姐必須付出更多的
愛、更多的耐心、更多的責任，才能
讓他們有安全感，慢慢接受這個家。

自信源於有愛
昌是個乾凈、帥氣的男生，卻總是
不夠自信。很多事情，他明明可以
做得很好，卻總是放棄機會。或許
是因為在他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我在他身上放了很多的關注。

一直很想找出他不夠自信的原由，
家庭、環境還是其他？孩子有時候自己也不懂得講出來。
我衹能盡可能用我的方法去愛他，給他自信。

還記得去年，合唱團練習時，姐姐讓他上去唱，他死活不
願意。我後來問他，是不是不喜歡唱歌，他說喜歡，衹是
不喜歡一個人唱。每次合唱團唱歌，他也都是聲音最小，
衹張嘴巴不發聲。其實教他們唱歌的姐姐說，他的天分不
錯，音律把握得挺準確的。

幸運的是，兒童村裏，有那��多的人愛他。從院長、許阿姨
到姐姐，經常找他聊天，帶他出去，不時鼓勵他，給他機
會，讓他學會做很多事情，並當著他的面誇讚他，好讓他
心裏有小小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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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玲玲是福建三明市三明日報的記者(上圖左二)。從三明

華恩兒童村一開始，她就來當義工，教孩子們做作業，慢

慢更帶來了好幾位其他的記者也來當義工。她對兒童村的

孩子有一份特別的感情。每個週末，她都來兒童村幫這幫

那。本文由她親自執筆，縷述與孩子們共處的深情感受。

題記
三明華恩兒童村是2�0�0�5年成立的一家兒童慈善機構。因
為在這裏做義工的時間比較長了，院長、員工都比較信任
我，再加上兒童村的愛心姐姐有時候人手不夠，我有幸在
這段時間做了幾天替家，體會到了愛心姐姐們的辛苦，也
感受到了孩子們的一些感情和需要。

跟小孩子相處是很累人的一件事情，經常被他們氣得七竅
生煙。但當他們對你小心翼翼地笑或慘兮兮地哭時，心又
不由自主地軟下來。每每看到他們長高一點，力氣大一
點，心裏就覺得很溫暖，有時候想，能這樣看著他們長
大，其實也很幸福。

福建三明日報記者的兒童村之愛

孩子說�:“做我媽媽吧！”

..................................... 福建三明市三明日報記者劉玲玲

劉玲玲在工作之餘劉玲玲在工作之餘，來三明華恩兒童
村當義工，教孩子們功課，做作業。村當義工，教孩子們功課，做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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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成長是明顯的：話漸漸多了起來，開始與院長、姐
姐們開玩笑，可以一個人上臺講話、唱歌。去年12月，
兒童村成立一週年紀念會上，許阿姨讓他做司儀。我一
直擔心他緊張出錯，可沒想到他做得很好，大方得體。
現在的他，活潑、聰明、好學，雖有些調皮，但欣慰的
是，我看到了希望。

不記得誰說過的，愛是自信的源泉。

渴求知識的心靈
他們是一群正在朝氣蓬勃地成長的孩子，有著旺盛的好奇
心和求知慾。經常會有小孩子問，飛機為什��可以飛？恐龍
為什��會滅絕？老虎和獅子誰更厲害？

他們總是說想看科幻電影、武俠電
視；總是纏著姐姐講《三國》、《水
滸》和《哈利波特》；總是有一堆問
不完的問題，千奇百怪、五花八門，
讓姐姐無法應付。當我們回答不上
來，無法滿足他們的求知慾的時候，
會突然覺得汗顏。

院裏建立一個圖書館，買了各種各樣
的圖書，讓他們到書的海洋裏去尋求
答案。院裏資金有限，院長便到社會
上尋求幫助，一年下來，圖書館也有
了小小的規模。因為懂得一些書籍
的分類，我便定期幫他們整理圖書
館。整理書籍時，我經常偷偷觀察旁

邊看書的孩子，目不轉睛、一動不動，似乎書就是整個
世界。尤其是春，她衹有九歲，幾乎所有的時間都在看
書，你隨時看到她手裏都捧著一本書。

然而，書裏的世界仍然滿足不了他們。老李對我說：「玲
玲姐姐，我們老師說，書本的知識很重要，可是實踐知識
也很重要。我想出去走走，如果我這次考試考好了，你可
不可以帶我出去。」這樣的請求，我是沒辦法拒絕的。
好在院長信任我，同意我在週末帶一些孩子出來。每次
帶他們出來，他們都很興奮，很開心，不停地問東問
西，讓我感覺到原來這個世界是這麼��美好、這麼��新鮮。

做我媽媽吧！
在兒童村，經常可以聽到小一點的孩子叫院長、許阿姨、
愛心姐姐們為「媽媽」。也許因為年輕，我起初並不喜歡
小孩子這樣叫。記得有一次，輝的衣領窩起來，我幫他翻
衣領，被一個前來參觀的人看到，問我，這是你的兒子
嗎？我當時有些生氣，反問一句：「我有那��麼老嗎？」

在剛去做義工那半年的時間裏，我一直都認為，教他們
功課、送他們禮物、陪他們聊天，就是對他們的關愛。
感情，我並沒有融入太多。

美美今年九歲，她媽媽過世的時候，她哭得很傷心，說自
己再也見不到媽媽了。我當時安慰她說，我們姐姐都可以
做你的媽媽，替你媽媽愛你。以後，她真的每次見到我就
叫「媽媽」，她總是對其他孩子說她要做玲玲姐姐的乖寶
寶。那個時候開始，我的整個心便融入了這裏。

老葉是個好學上進的男孩子。在很多孩子的眼裏，他聰
明、活躍、自信、幽默，是大家心目中的榜樣。院長、
許阿姨愛他，姐姐們寵他，孩子們崇拜他，我想他大概
真的甚麼��都不缺了。

然而，有次，我跟他開玩笑說：「老葉，我將來不能賺錢
了，你要養我啊！」他竟然說：「那你當我的媽媽吧！」
我一愣，眼淚差點掉下來。從那以後，我見他就叫「兒
子」。後來，他對我說，以我的年齡當他的媽媽太年輕
了。但我說：「我不管，反正你要養我的，不能反悔！」

我其實在想，他們需要的真的衹是愛，發自內心的愛，
像媽媽一樣的無私、無利的愛。

後記
做義工一年多，經常會有人說，你真有愛心，能堅持那��久。
其實，我一直不覺得這有甚麼��，衹要你願意，每個人都會堅
持。因為你會發現，衹要愛開始了，根本就沒辦法停止。

當你帶他吃完漢堡，他說將來請你去五星級酒店時；當
你被他氣哭，他抱著你對你說對不起時；當你拿著他送
你的烏龜，聽他說烏龜長壽時，你知道你所付出的一切
都是值得的。

劉玲玲(右二)與孩子一起包餃子劉玲玲(右二)與孩子一起包餃子，
與他們打成一片與他們打成一片，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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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裏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

音，又醫治各樣的病症。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

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馬太

福音9：35-36）

六月初，各地角聲分會主任雲集在多倫多，進行一年
一度的主任會議。李偉強牧師在靈修中，根據以上的經
文分享到“憐憫與服侍”的信息。他特別引用了Star�-
buck的商業信念為例子，提醒我們要在服侍社區大眾時
的態度。他解釋Starbuck在訓練員工時，都會強調：「
我們並不是從事『咖啡行業』，而是從事『人的行業』
（We are not doing coffee business, but people busi�-
ness.）。」按照這一個商業信念和策略，Starbuck的員
工會留心客人的需要，甚至可以把常客的名字記下來，
好在客人下次到訪時，能以他們的名字稱呼他們，以表
親切和重視。根據Starbuck的例子，李牧師提醒我們，
「憐憫」人的事奉，仍是「人」的服侍（people minis�-
try），而不是「工」的服務。對角聲來講，怎樣才是作
「人」的服侍呢？

記得勞伯祥牧師有一次在同工會中說了一句相當驚人的說
話，他說：「假如我看見有同工對前來求助的人說一句不
客氣的話，我就會『認真』對待他。」事後，他解釋說：
「每一位來找我們求助的人，都是帶著很多憂慮和難處而

工
人的服侍

的服務
與

.................................................角聲副總幹事葉啟明牧師

來。我們對他們態度不好，他們就會受到額外的傷害。所
以，每一位踏進角聲的人，無論是否幫得上，我們都要以
上賓的態度對待他們。」我想這段說話，就是勞牧師為「
人」的服侍下了註釋。對勞牧師來講，「憐憫」就是體恤
人內心的情況和需要。作「人」的服侍，就是不要讓求助
者看面色，不可輕易把他拒絕；幫不到者，也要讓他覺得
舒服；離開時，心靈得著安慰。

對我來說，作「人」的服侍乃是走多一里路。多年前，
到角聲疊湖營附近的一間麥當奴買漢堡飽。吃過後，走
到停車場才發現車匙不在。想想，最有可能，鎖匙是掉
了在麥當奴的盤子上。回去找，盤子已經不見了。到櫃
面查詢，他們說沒有見過任何鎖匙。我對他們說，鎖匙
可能是掉了在垃圾之中。經理聽見，就進內把垃圾袋拿
出來，當著我面前，為我在垃圾堆中，找回了鎖匙。他
為我走多了一里路，我想這就是「人」的服侍。

多年前的一個下午，我在角聲中收到了一位福州女仕從
街上的來電，是要查詢一處地方的地址。在電話中，我
給了她指示，但她卻聽不懂。再給她多次的解釋，她還
是不明白。最後，我告訴她，沒辦法了，她要自己試
試。當時，我感覺到她在焦急，也很驚慌；但我也真的
沒有辦法，最後還是掛了線。然而，就在我掛斷電話的
一刻，我內心感覺到非常之不舒服。突然間，我也開始
為那位女仕感到焦急。不知怎的，我當時竟然情不自禁
地走到街上，去找那位連名字樣子都不知道的女仕。天
大地大，當然是找不著了。事後，我跟自己說，以後不
要這樣掛斷別人的電話。現在回想過來，我那次所行
的，就是李牧師所謂做「工」的服務，而不是作「人」
的服侍。而現在更相信，那次我其實是失去了一個為「
人」走多一里路，見証主愛的大好機會。

最近我又得了一個為「人」走多一里路的機會，而我險
些又錯過了。一個下午，時間是五時四十五分，社區部
的同工都離開了。我剛剛到洗手間，一位女學生氣喘喘
的走進社區部來，要求幫助翻譯成績單。我向她道歉：
「負責人已經離開了。你明天再來罷。」她回答我說：
「我昨天已經來過了，是一位先生約我今日五時四十五
分再來，他會幫助我。」聽她說是有預約，我就更覺得
不好意思。在沒有任何辦法下，我再跟她道歉。她也沒
我辦法，只好帶著無奈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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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離開十秒鐘之後，我就見到一位社區部的同工，從
他的房間走出來。（原來，他關上了門，我就誤以為他
已經離開。）我把情況告訴他。他說:「是呀，我是約
了她五時四十五分來的。」聽見他這樣說，我猶豫了五
秒鐘，就衝到街上，去追那位女仕；幸好，她給我追上
了。我不知這可否算是「走多一里路」。不過，我是很
清楚知道這次就是作了一個服侍人的行動，而不是單單
做一項服務的工作。

在主任會議中，勞伯祥牧師聽了李牧師的分享，作了一
個簡單的回應：「在今日社會中，『憐憫』已經淪為商
人做生意的策略和手段，他們『憐憫』的目的是要賺
錢。但我們的目的，是要為耶穌賺得他們的靈魂。」

此刻，勞牧師以上所講的兩句說話，還在我的心谷中震
盪著，當中迴響的聲音，好像是耶穌在說：「你去為他
們多走一里路罷，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
一般。我要憐憫他們，要借助你的手去『服侍』這些『
人』。」

耶穌...就憐憫

他們，因為他

們困苦流離，

如同羊沒有

牧人一般。

馬太福音

9:35-36

角聲餐福使命團柳林慧中 .............................................

這一天是角聲「餐福之家」、「癌友之家」的開張典
禮。我們發出去的邀請函共一百多封，管飯菜的弟兄姐妹
憑著信心想，大概有一半人會到來吧！所以，大家預備餐
食時，美食繁多，加上「香蕉葉餐廳」、「五餅二魚餐
廳」的供應，份量足夠一百人享用。

早上十一點鐘，典禮正式開始，牧長、賓客和弟兄姐妹們
絡繹不絕，魚貫而入。在十二位牧師的祝福和禱告之下，
一個大的彩帶就被拉開了，接著餐福之家的門正式打開。
在「讚美祂」合唱團與華福總幹事以及趙靈牧師的美妙歌
聲展開了序幕之後，大家走進會場。方未艾牧師讀了一段
經文，「大使命」王永信牧師簡單而扼要地給予鼓勵與祝
福。整個會場充滿了歡喜與快樂！門外的氣球迎風而吹，
看起來是一個歡喜快樂的日子。

接著由「癌友之家」的癌症病人，見證怎麼樣從癌症當中

神在餐福之家 癌友之家

所行的頭一件神跡
神在餐福之家 癌友之家神在餐福之家 癌友之家神在餐福之家 癌友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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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來，而癌友的弟兄姐妹們亦一同獻唱了一首讚美詩
歌。之後由餐福一位弟兄講到怎樣進到餐館團契，信了耶
穌，並棄置偶像，如今在餐館團契服事的情形。感人的見
證之後，餐福各領袖及弟兄姐妹合唱了一首歌《知心的朋
友》。接下來「癌友之家」總負責人龔振成弟兄分享「癌
友之家」的工作，再由角聲餐福使命團總幹事柳林慧中分
享餐福過去一年來「耶和華祝福滿滿」的見證，並將感謝
狀送與「基督徒聚會」鄭啟光牧師夫婦與他的同工。

大會在溫馨而且欣喜的氣氛之下進行。沒想到賓客不斷的
湧進來，椅子不停的搬進來！大家非常開心，午飯時候到
了，大家歡喜的等著午餐的到來。

在後面服事的共有十多位姐妹，她們拿起大瓢，一瓢一瓢
的往人家的盤子裏放。有「香蕉葉」提供的咖喱牛肉，炒
米粉，麵包，以及各樣豐富的菜式。半個鐘頭之後，分飯
食的弟兄姐妹突然意識到，飯食快要發光了！大家看見近
百人的長龍仍然在後面，每個人在談笑聲中，拿著空盤子
輪候著美食的供應，沒有人查覺飯菜就要「彈盡糧絕」！

眼見所有飯菜將近派光，幾位姐妹心中都不免著急。想
想: 後面的長龍應該怎樣應付，正是不知如何是好！

當分發飯食的姊妹，把最後一條牛肉放在客人的空盤子上
之後，奇蹟就出現了！一大盤、幾十片、漂亮的日本壽司
包飯，裏面有魚有蝦和其他款式，突然出現在供應飯食的
桌上！接著，還有一盤、一盤、再一盤....

分飯食的弟兄姐妹看見了，大家如釋重負，彼此低語說：
「是誰這麼聰明去買了壽司飯？」一個問一個，可是大家
都不知是哪裡來的。

就在這時，有客人說：「人家都是先擺上好東西，等客人
吃夠了，再擺上次好的；你們怎麼把好吃的日本壽司放在
後面呢？」

正當大家都摸不著頭腦的時候，遠遠走過來笑臉迎人的李弟
兄。壽司包飯就是他送過來的！奇妙的事，原來是這樣的：
就在前一個鐘頭，李弟兄準備來參加「餐福之家」的開幕典
禮。就在他在上完班開車出停車場時，一輛卡車突然從外面

回來，就在兩車對開的時候，車上的司機高聲的問他道：「
怎麼辦？今天多了十箱壽司飯！」怎麼辦？李弟兄正要趕往
開幕典禮，於是毫不加考慮說:「放在我的車上！」原來，
這位司機本來要送一百箱壽司飯出去，但工廠竟然出了一百
一十箱，足足多了十箱，也不知道是寫單子的人寫錯，還是
工廠的人看錯，又或者是送貨的人拿多了，總之這多出來的
十箱，最後就搬進了李弟兄的車上來！

李弟兄趕到餐福中心，正要進來的時候，看見大排長龍，
每人拿著空盤子，所以他想到一個好主意，乾脆把剛才工
廠多做的壽司搬進來！每一箱有壽司兩大盤，每一盤的市
價是1�8塊錢，合共就是二十盤！

如果李弟兄早走五秒鐘離開公司，
他就不會碰到那位卡車司機；
如果李弟兄不來餐福中心，我們也
沒有辦法應付當時的情況；
如果李弟兄太早來，我們也不知道
壽司是我們需要的東西；
如果公司的單子沒有點錯，多了幾
箱，我們也沒有這些壽司；
如果工廠的工人不是多做了十箱，
我們今天的開幕典禮，將會成為一
個非常尷尬的場面！

前面這段真實故事，聽起來是不是
很熟悉呢？你是否在聖經中看見這
是耶穌所行的頭一件神跡呢？那就
是在加利利的迦拿婚宴所行的，酒
用罄了，耶穌就把水變成了酒，並現出他的榮耀來。同樣，
神在「餐福之家」、「癌友之家」也行了頭一件神跡，飯用
罄了，神變出了一盤盤壽司來，顯出了祂的榮耀！

願讓所有服事餐福和癌友的弟兄姐妹完全順服在神面前，
確信我們的神是一位供應的神，也是一位及時供應的神。
祂從來不誤時、不誤事。願主的恩典祝福「餐福之家」、
「癌友之家」，成為全美國這兩種弱勢人群的祝福！

神真的在餐福的事工裏面！真是太奇妙了！神同在，神的
祝福同在！

在在角聲餐福之家及癌友之家的啟幕角聲餐福之家及癌友之家的啟幕角聲餐福之家及癌友之家的啟幕
禮上，神就在這裡顯出了頭一個神禮上，神就在這裡顯出了頭一個神
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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