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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聲頌讚系列之二的CD「我心靈得安寧」已經出版，負

責小提琴的是蔣宜庭。這位年青的提琴手，因為一次頸椎

出血，造成肩膀以下全部癱瘓。靠著父母的愛和父神的恩

典，蔣宜庭得以艱苦地重新拿起小提琴，奏出觸動人心的

樂章。本文是蔣宜庭母親所寫的一篇見證，感人至深。 

當我先有機會，獨自聆聽角聲錄製的《我心靈得安
寧》，不禁流淚，跪地感恩。

宜庭七歲，曾贏得最年輕獨奏家美名；八歲與樂團合作，
步入國際舞台；後來為總統、外交使節演奏，全國轉播；
十二歲，到茱麗亞音樂學院學小提琴；十六歲，各國邀函
不斷……我們確切地以為，她這一生將永遠站在舞台上，
成為美麗與琴韻的化身。不料，頸椎內血管破裂，像一根
火柴，無情地燃盡她的所有！

◎終於持拐生活了

失去知覺的宜庭，動也不能動地躺在床上。望著自己的
手，她難過地流下眼淚，那從四歲練琴開始，就伴隨著她
長大的厚繭，在一片片脫落。萬般痛苦時，她緊抱著父親
嘶喊：「爸爸，救我！我還要拉琴！」

手終於能稍微動彈，她按著絃，要我幫她在指上加力，拉
出的卻是她無法置信的怪音。啟蒙她的父親，授課後趕到
醫院，為她拉琴，安慰她，她反而更傷痛，在走廊向神哭
求：「那琴是我的，還給我！」

靠著神給的力量，毅然結束在台灣的休學歲月，母女扶持
回紐約。那天大風大雨，飛機被氣流顛覆得厲害，許多乘
客尖叫，孩子害怕地哭，我倆帶著生死都不在乎的心，平
安熬過二十多小時的旅途。

我心靈得安寧
回到紐約，從高二讀起。第一年上學，我們非常倚賴計
程車，費時且不易。她因害怕跌倒而緊緊抓住我，我身
上則負荷著不同需要的背包，常難空出手來叫車；就算
叫到車，司機也常因我們動作慢而揚塵而去。

第二年，為磨練腳力與耐力，連哄帶騙地把她帶到兩個街口
外的公車站，常常是好不容易快到了，彷彿只一步之隔，卻
又眼睜睜地看著公車關門、開走，只好重新找計程車。

第三年，在離家16條街的大學就讀。我扶她上了公車，
再獨自步行與公車拚快，在學校門口匯合，目標是她能
獨立，激出生命潛能。

第四年，我不再陪她等公車，也不再與公車比
速度，而是直接到校門口等她。她若有困難，
自己開口請人幫忙，讓她儘快回歸人群，抬
頭挺胸上下學。感謝主！陪她上、下學四
年，她終於可持拐杖獨立生活了。

◎深信命在神手裏
「耶和華本為善，在患難的日子為人的保
障，並且認得那些投靠他的人。」（那鴻
書1�:�7）我們深信，命在神手裏。宜庭能
夠回紐約，搖櫓再苦，有耶穌常在，就沒
有什麼好害怕的。

學校生活，最大的敵人常是自己。她必須全
然接受自己：字寫得歪七扭八；體力不好，
別奢望上體育課、參加課外活動；上學遲到，
課間換教室遲到；課間想上廁所，顧不得形
象；任何移動，後面都緊跟著一個媽……

天熱，她散熱不好，頭暈腦脹走不動；天冷，她血液循環不
好，腳腫得走不動。每天，她緊握我的右肘，努力地拖帶自
己的腳。遇到大雪、大雨，必須以最快的速度帶她回家保
暖、休息，因她的眼、喉和唇，會在瞬間莫名其妙地腫起
來，喉嚨腫脹致呼吸困難最恐怖。所幸隨著體力漸增，怪
病也消逝了。當她睡著，我便為她按摩、禱告。

高中是所小學校，校方允許我在課堂上穿梭。畢業時，
校方還發一份證書給我，可惜把名字拼錯了。宜庭那一

蔣宜庭能再拿起提琴演奏，蔣宜庭能再拿起提琴演奏，蔣宜庭能再拿起提琴演奏，蔣宜庭能再拿起提琴演奏，蔣宜庭能再拿起提琴演奏，蔣宜庭能再拿起提琴演奏，蔣宜庭能再拿起提琴演奏，
這段經歷雖然艱難，但每步這段經歷雖然艱難，但每步這段經歷雖然艱難，但每步這段經歷雖然艱難，但每步這段經歷雖然艱難，但每步這段經歷雖然艱難，但每步
都有神的祝福與帶領。都有神的祝福與帶領。

楊楚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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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共有兩個學生的名字，被刻在校門走廊的金匾上，
她就是其中之一。上了大學，我不敢再坐在課堂上，恐
不認識我的教授、助教、同學向我提問，或伸手要我交
功課，寧可在教室門口找地方坐。

◎剝盡一切遇見神
如果神問眾父母：「你們誰想要自己的孩子天生聰慧、無
人能比，又聽話、又好看，凡事順心如意？」過去的我，
必定一手快快舉起來，一手奮力推擠人群，並向神說：「
您所賜的福最好能像所羅門王一般！」若神再問：「誰願
意跟從我的愛子耶穌捨己，揹起十字架，且誕生在馬槽，
亦無佳形美容？」我必定憂憂愁愁地走了！

當被剝盡一切，我們遇見了神；當重新被傾滿，才知道祂的
計劃。去年初，無意得知曾師母需要人幫助錄製伴唱帶，
我們深受感動，樂意在聖工上有分，並因此結識角聲的閻
路得老師，同心合作。後來，角聲受「癌症關懷中心」之
託，錄製一張特別的�C�D，邀宜庭再度合作。神用她那曾日
夜疼痛、痙攣的手，為祂安慰憂傷、黑暗中的人，沒有往日
的技巧賣弄，也沒有亮麗的燈光、舞台、禮服及掌聲，只有
道不盡的感恩之情。

不論用鋼琴、小提琴，只要是敬拜服事，都能使她精神煥
發。儘管出門不方便，但除了上學，教會生活我們從不缺
席。兩年前，她發現自己所在的教會，以波多黎各和非裔
為主，其中有許多單親家庭，孩子因課業跟不上而輟學
時，她顧不得自己課業繁重，主動辦起課後輔導。

她就讀的大學，有許多活動、人才可以善加利用，她便去
競選學生會外展委員會主席，而課後輔導資歷為她贏得信
任。當選後，她帶隊康樂表演，到醫院為病童帶來歡樂。
她又邀請戰勝病魔、愛心貢獻者來校，向同學演說，啟發
大家省思。當她得知教會中有人遭受祝融之災時，便將角
聲所付錄製�C�D的酬勞全數捐出，換得滿心喜樂、感恩、
富足！所有這一切，只憑一顆單純擺上的心。

我們曾那麼相信，她這一生應該常走後台通向舞台的
門；群醫曾斷言，她這一生都得坐輪椅，走無障礙斜坡
的門；只有永生的神，給她一扇開了就沒有人能關，關
了就沒有人能開的門！因為主曾說：「我總不撇下你，
我也不丟棄你。」（希伯來書13�:�5）

角聲角聲佈道團音樂部最近出版了一張音樂�C�D，是角聲
頌讚系列的第二張�C�D，名為「我心靈得安寧」。當中收錄
了十二首堲樂，包括：《耶穌是我親愛救主》、《祂看顧
小麻雀》、《安穩在耶穌手中》、《自耶穌來到我心》、
《我心靈得安寧》、《有福的確據》、《與主相親》、《
信靠耶穌真是甜美》、《耶穌珍貴無比》等。全部由黎之
瑋編曲、閻路得演奏鋼琴、蔣宜庭演奏小提琴、俞裕定演
奏中提琴。

這些聖詩原作者，大多是在極大痛苦中經歷了耶穌的愛，
他們不但活過來，更寫下了美好的詩歌，鼓勵、安慰無數
身處困境中的人。�C�D出版的目的，就是希望藉著這些聖
詩，帶出從耶穌而來無窮無盡的安慰和愛。所以，隨�C�D集
還附有小書一冊，每首曲都有相應的聖經節，例如《我心
靈得安寧》就附上約翰福音16�:33的經文：「耶穌說：你
們在我裡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
心，我已經勝了世界。」《與主相親》就附上了雅各書 
4�:�8「你們親近神，神就必親近你們。」願每個人都能經歷
神的同在，在困苦中仍能唱出「哈利路亞」。

角聲頌讚系列之二

我心靈得安寧
CD已經出版

江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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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角聲情》，收到由華恩三明兒童村轉來的三封信，

出自三個身份截然迥異的人。

第一封來自兩位年逾八旬的三明兒童村助養者葉開春張鳳

林夫婦。他們長期靠美國社會福利金為生，但仍欣然助養

兒童村其中一名孤兒；並以「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

到了時候就要收成」，來勉勵兒童村的同工。

第二封來自三明兒童村副院長許佩文。她感謝兩位可敬老

人家，他們的支持，使她深切體會到，神總是在最需要的

時候賜與力量。信裡又說出了所助養的孤兒林光東，已由

小流氓變成了乖孩子。

第三封信由孤兒林光東執筆，他感謝助養人與院方的幫

助。小小年紀，已曉得承諾好好讀書，長大要報答眾人的

愛心。

短短三封信，言有盡，愛無窮…這是兒童村裡其中一個助

養者與受助者的故事小縮影，也是兒童村裡其中一個反映

主恩無限的真實寫照。

三明兒童村許副院長：你好。

我倆十分高興能為三明兒童村的事工出一點力，助養一
名孤兒。

你們經由角聲佈道團紐約總
部轉來孤兒林光東小朋友的
照片、信、成績表等相關資
料的影印件，早已收到。本
當直接給光東回信，給予撫
慰與鼓勵。但考慮到歷史傷
痕的陰影仍在，我們覺得還
是暫時避免與助養孤兒直接
通信為佳。為此函達。

我倆都已年逾八旬，長期靠
美國社會福利為生。有幸在
晚年有機會參與助養中國特
困兒童事工，是天父賜給我
倆一份特殊的恩典。一息尚
存，自當按時付上助養金。
並為你能親自參加這項改造
生命的工程，深感欽佩與欣
慰。聖經有言：「行善不可
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
就要收成。」（加拉太書
6�:�9）

天父在上，必賜你力量與智慧，帶領團結全體同工，在
當地政府與院長領導下出色完成這一偉大事工。   

哈利路亞！
             助養老人 葉開春
                                       張鳳林夫婦敬上

             �2�0�0�7年4月1日

         三封信 

流露神裡有愛

華恩三明兒童村

第一封 
來自年逾八旬的助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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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親愛的林爺爺張奶奶：

您好。自從我來到兒童村我就感覺到在兒童村是我最開
心，最高興的地方。我也再沒有覺得有另一個地方比這
個兒童村更好的了。

我叫林光東，今年十二
歲，身高一米多。我在
這裏生活的非常好。有
陳院長，許阿姨教我們
知識、品德。還有愛心
姐姐們每天照顧我們，
關心我們。我們感到開
心快樂，同時我們覺得
要感謝他們。而且每天
都日夜操勞的為我們著
想。我們很感動。

親愛的林爺爺、張奶奶，
許阿姨已經把你們寫的信
給我看了。你們寫的很
好，也讓我很感動。你們
是一個沒有錢的人，而是
靠著美國的福利金才得到
這一點點錢。又把錢一點
點的收集起來，再把它送
到這裏給我。我很感謝你
們。

我以後會好好的讀書。長大了一定會報答你們的愛心。

祝你們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林光東送
                                    �2�0�0�7年�5月�26日

第三封 
來自十二歲的孤兒

敬愛的葉弟兄、張姊妹：

你們好。首先向你們道
歉，這��晚才給你們回信。
我五月二十三號回到三明
兒童村，你們的信已經擺

在我桌子上整整一個月了，連忙打開來讀。我感動得熱
淚盈眶。讀你們的信就好像打了一針強心劑。神總是在
我最需要的時候加給我力量。葉伯伯、張伯母，我感謝
你們這樣的疼愛我們，疼愛我。

我想像有兩位老人家相依為命，節衣縮食的把錢省起
來，是因為要供養一個可憐的遠方的孩子。雖然他們不
認識這個孩子，與他無親也無故。衹不過聽說他很苦。
沒有了父母，爺爺又很老，假如沒有人幫助他，他會孤
苦伶仃，沒有好的前途。

葉伯伯、張伯母，光東這孩子兩年前來的時候很壞蛋，
我叫他「小流氓」。可是今天的他，不打架了。很聽
話，愛讀書又聰明，衹費了不到五分鐘就學會了踏單
車。我會請他寫一封信給你們。他的字體還不錯呢。你
們可以直接寫信給你們助養的孩子，信可托羅省角聲基
金會代轉或直接寄到中國。

謝謝你為我禱告。從八月十五號始我要當三明兒童村的
院長。我們計劃明年在廣西省的河池市開始一個新的兒
童村。相信你都知道廣西省的貧苦。那裏有很多的孤兒
等待著我們去幫助。盼望有更多有愛心的人士伸出援手
支持這些孩子們。

再次從心底裏謝謝你們。沒有你們的禱告支持，我做不
了甚麼��。請特別為我接受三明院長職分並籌備廣西河池
市的工作代禱。願厚賜百物的神，大大的祝福你們。

                                主內弱肢許佩文敬上 
                                     �2�0�0�7年�5月�2�5日

敬愛的葉弟兄、張姊妹：敬愛的葉弟兄、張姊妹：

第二封 
來自兒童村副院長

林光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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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節近，我去電給我們《號角》達城寫作組的方牧師：
「方牧師，你好！我是角聲的Lily，下個月是感恩節，你
或師母一定有很多感恩的見證，是否可以登在《號角》
上？」

農曆新春將到，《號角》截稿前一週，我急忙打電話向方
牧師求助：「方牧師，二月是中國年，你能否跟讀者談談
何謂真正的祝福？」

又到截稿時間，我又是不得已撥電話給方牧師。他在電話
另一端回答我：「Lily，又缺稿了嗎？」

我因為要負責達城角聲書室，同時兼管達城號角園地，
所以，每期都無法有充足的時間來組稿。每次，方文傑
牧師都是那樣溫和地回答我：「我祈禱看看神有沒有給我
感動，好嗎？」我當然也禱告：「願我主耶穌作成祂的工
作。」結果，方牧師一定在截稿前把稿件電郵給我。他和
他的賢內助方師母總是在我處於燃眉之急時，及時撲滅我
心中那焦慮之火。

神真的很恩待達城文字部。在兩年前能邀請剛從加州羅
省來達城信義會主導堂的方文傑牧師、方劉愛靈師母參
與達城《號角》的文字事工。他們的教會是從零開始，
每年服事上千的人。他們工作繁重，仍能在百忙中執筆
宣教，支持角聲事工，這份真情厚意，是神賜給角聲莫
大的福氣。

文字的救火員

達拉斯角聲同工李胡麗燕....................................................
今年3月，角聲癌友關懷網在北加州灣區借用柏克萊華人
浸信會，舉辦了一場粵語癌友關懷訓練。那一次來了十
一位基督徒，其中一位是在奧克蘭(Oakland)中國城附近
華人宣道會信心堂牧會的楊友光牧師。之後，他又參加
了4月16日角聲在密爾必達市(Milpitas)餐福和癌友之家
的開幕式。他的心深深地被觸動了，他知道，在華人社
區裡，有許多癌症病人，正孤獨地面對癌症的衝擊。

為了使他教會的弟兄姊妹瞭解如何幫助患癌的朋友，他
邀請了角聲的粵語義工訓練員林爾羊和我，到他的教會
參觀，並願意讓角聲在他的教會舉辦癌友關懷訓練。他
又承諾向奧克蘭中國城附近的華人教會和他認識的牧師
推薦這個訓練。因此，角聲就在6月間在華人宣道會信心
堂舉辦了一場國語和粵語的癌友關懷訓練。

在他的大力推薦之下，一些中國城附近的粵語教會就宣
佈了這個訓練，不少基督徒紛紛報名參加。結果，6月
16日當天的訓練，竟然有五十八位來自十間粵語教會的
參加者。其中十三人，是由吳傳興牧師從一個半小時車
程外的加州首府Sacramento的Laguna 華人浸信會帶來
的。顯然，牧者和基督徒都重視這個本地的關懷事工。

癌症的確影響許多華人家庭，但我相信神將興起華人教
會牧者和基督徒，藉著真誠的關懷，把神的愛傳遞給那
些沒有依靠、沒有盼望的癌症患者及家屬。角聲癌友關
懷網的同工也再一次被楊友光牧師和吳傳興牧師的熱忱
激勵起來。讚美感謝主。

推動
癌症關懷訓練的手

...............................角聲癌友關懷網事工主任龔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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