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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宣18年——蒙福的宣教十架路

主耶稣曾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

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耶稣基督为全人类死在十字架上，就是祂活出这句宣告的

实际例子。过后，千千万万的耶稣基督门徒献身，放下优裕

舒适的生活，不论是天涯海角，走进各种群体去关爱，去服

事有需要的人。素兰的委身故事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妙爱。愿

荣耀全归于这位伟大成全诸事的神。圣经说：那召你们的本

是信实的，祂必成就这事。素兰的见证是祂（基督）的故事

（His-story）。

人只有这一生，转眼就过去了，绝没有反复的机会。那

我们怎会不想活得有色彩，充实而有意义？什么才是一个满

有意义，结结实实的生命？什么才是真正的福气？各有各的

想法。但，主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素兰往大学念书时，就怀着大志要从商，赚大钱，过

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这何尝不可呢？这不是人人所追求的

吗？可是，当这位大学生在追求学业的当儿，她总觉得，人

生还有她想要知道的事情，因为，她发现许多人，虽然赚钱、

发达、享受、仍然觉得人生空虚，毫无意义。她决定去寻

找。在大学活动及加影生命堂里，跟大家一起探讨时，她认

识了耶稣基督，经历了祂伟大的爱，她的人生起了变化——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祂活在人间，慈悲怜悯仁爱，不

折不扣地去帮助各种各样有需要的人，包括跨越种族，带给

人平安喜乐。

祂曾经说过：“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

事人，并且舍命，作多人的赎价”。

序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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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的爱是不求回报，牺牲的爱；自己不曾犯过罪，却愿

意担当世人的罪，使人能与他的创造主接连，生命才会满足。

素兰明白了，她找到了她问题的答案，人生的意义。她

越来越认识耶稣基督，与祂亲近。她懂得学基督去爱，并付

出，去服事他人；同时经历神在她身上一路的引领和扶持。

毕业后，她就急着上路到湄公河去。

这18年，她马不停蹄地去关心，去爱，去托住那些贫

穷、困苦的柬埔寨人。容易吗？疲劳吗？灰心吗？值得吗？

一切都是因为基督无限的大爱。耶稣基督的门徒之一，约翰

说：“我们爱是因为祂先爱我们。”

素兰跟我和内人，慧珍，一起配搭，一同经过她所叙述的甜

酸苦辣，由她亲笔写下她的经历和感受。希望同路人能借镜。

只有经过耶稣基督的大爱，祂的信实，祂所应许的同在

和恩典，才能持续不断地像她这样，持续去爱、去付出、忍

耐——把喜乐、幸福带给人。得到主耶稣的人，不但今生得

百倍，来世还获得永生。

这“佳美的脚踪”还未说要停下脚步。求主继续加添力

量给她，使用她照亮人群。

我和内人要感谢神，赞美祂在素兰和她一家奇妙的作

为。愿一切荣耀全归于我们的神！

罗亚绍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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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宣教故事					

西马华福姐妹会在1998年编写了一本《西马女宣教士拓

荒履踪》，借此纪念过去100多年来在马来半岛传福音的外国

女宣教士。“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

她们在深山、小巷、穷乡、绿野、河边、城市、医院、学

校、街道、邻舍……，虽然她们曾经感到吃力难行，步伐参

差，主却说，这是美丽的。”

6、70年代宣教士从我国撤走之后，华人教会却在艰苦

中枝叶扶疏。传福音、宣教两大教义，一直是中文教会讲台

的主流信息，可惜，那只是绝大多数人的口头禅而已。最

糟的是讲多了，连自己都不知所云。就曾在一个会议上亲

耳听过“编制秩序单也当作是传福音、开执事会也是传福

音”——总之，没有什么东南西北不是传福音，真是天下一

绝，这是当时许多人对传福音的定义。

洛桑会议过后，传福音、宣教更像现在流行的每年一投

选的“年度汉字”，长期高踞教会的排行榜。教会存在，就

是为了宣教、传福音，但讲归讲，讲了之后还是桥归桥，路

归路，有实际行动的，实在不多。热衷参加华福会议的信徒

不少，但实际做差传的教会不多；大马中文教会的差传，奉

献金钱者渐渐增多，情况可喜；差人出去，依旧少得可怜。

若所知不谬的话，则大马中文教会（部分华人在英文教会，

故使用中文的称为中文教会），很可能长期都是“最少差派

宣教士出国传福音”的华人教会。

序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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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情况逐渐改善，教会陆续有遣出宣教士。但华人教

会，无论差派多少宣教士出去，其人其事很少记录下来。一

方面宣教士很少写本身的宣教经历，另一方面也没人撰写他

们的见证。因此，在基督教中文出版界的宣教士故事，直到

今天，仍然是偏向西教士的，他们在我们土地上拓荒流泪，

撒种耕耘的事迹，我们都耳熟能详。

华人教会中戒毒成功、改邪归正的黑帮份子、癌症病人、

残障人士等等的见证，皆广受欢迎推介。多年来，各地区中

文教会的宣教士在各国默默耕耘，或许时代背景有异，尚未

有成就如戴德生那时代的伟大功业；可是他们当中也必然有

许多可歌可泣的见证，可以激励、可以造就肢体；只要把他

们在工场上有血有肉有泪的挣扎争战写下来，也必然有无数

感人肺腑、激动灵性的故事。

我们所知不多，不敢月旦，但有志于为中文出版界书写

华人宣教士故事补遗。已出版的有《从那高山到那低谷》，

作者为海外基督使团（OMF）的黄伟恩弟兄，他投身宣教事

工，已逾10年。他一手好文字，融合了知性与感性，而他的

生命也已是一篇好文章。两者皆值得一读再读。

另一位能挥舞笔杆的宣教士是在中国服事的李志坤弟

兄。他大学毕业，即来文桥实习，后来到香港建道神学院装

备，现在已是“顶上日见风光”的中年人了。他们都不是人

们所诟病的蜻蜓点水式的宣教士，而是一投入，就是一生中

最美好的年轻岁月、中年日子——也可能就是一生。志坤年

来不时为《文桥》及福音版递上沾着恩典与感恩泪迹的文

字，文桥也将于明年把他的存稿结集成书。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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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们出版了刘素兰的《柬宣18年》。她在大学期

间曾来文桥实习，之后到台湾华神装备，投入宣教，一去

至今十八年。她生命中最美好的青春岁月，都献给了主。她

说，“柬埔寨是我的心系之地，因我有一群柬埔寨儿女在这

里。我无怨无尤地与他们共同耕耘更美好的未来。”——“

因我有一群……在这里”叫人动容，为主的大爱，柬埔寨几

成了她另一个家乡。

素兰来文桥实习时已展现她是可造之材，她没投入文字

事奉，而是宣教，却也没“浪费”了她的写作恩赐。在与她

互动修饰那些文章的过程中，晨砚姐妹不必吐苦水，而是喜

乐绵绵。

读了多年西方伟大宣教士的见证，感人激动人的经历，

终于，我们也有自己的宣教士，用自己的语言，或他族的语

言，忠心把福音传给各国各族的人。他们生命写下的，不是

蜻蜓点水式的浮浅文字，而是持久深刻、平远响亮，就这样

呈到主前。

	 	 	 	 	黄子（文桥传播中心总干事）
	 	 	 	 	 	 										11．9．14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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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想过会写书出书。这些年来，弟兄姐妹听我叙

述我踏上宣教之路，所经历的酸、甜、苦、辣，他们一直鼓

励我写书。之后，罗亚绍兄长知道我写日记并且有投稿，就

催逼我写书，目的是要让同路人可借鉴，也证明神的信实和

慈爱，这下我才写。

这本书是我从写了20多年的宣教札记中，整理出来的文

章。我只希望读者看后，能看见神的荣耀与作为，深愿“祂

必大大兴旺，我必衰微。”

我也期盼看了这本书的人，能更积极参与、支持，帮助

世界上更多有需要的百姓和群体，让经历战争贫苦之痛、天

灾人祸之苦、受欺压逼迫的人们能有更美好的将来。

感谢文桥总干事黄子让这本书得以出版，感谢晨砚姐妹

逐字润稿、逐节校对完成这本书。感谢爱我的家人、爱我的

加影生命堂与万津福音堂，还有支持我投入宣教工作的各教

会；感谢栽培我的罗亚绍兄长夫妇，他们这20年来陪伴我走

这宣教路。最要感谢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拯救我、呼召我、怜

悯我、愿意使用我这不配的小女子。

愿荣耀、颂赞、尊贵全都归于救赎我的独一真神。

写于金边		2014年9月3日

自序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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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柬埔寨！
——我的心系之地

约略记得小学三四年级时，我看见《南洋商报》刊登红高

棉大屠杀场出土的头颅相片。在我小脑袋里，柬埔寨是一个战

乱、不平安的贫穷国。一直到1996年，我第一次踏上柬埔寨土

地时，是一名女青年，当时只希望和这里的百姓分享耶稣里的爱

与平安——怎么也没想到，柬埔寨竟然成为了我的第二个家乡。

柬埔寨面积是181，035平方公里。位于东南亚中南半

岛南部，东部和东南部同越南接壤，北部与老挝（寮国）交

界，西部和西北部与泰国毗邻，西南濒临暹罗湾。海岸线长

460公里，人口约有1千5百万。高棉语为通用语言，与英语、

法语均为官方语言。国教为佛教，全国80%以上的人信奉佛

教，占族多信奉回教。首都是金边。

一来到柬埔寨，我就去参观Tou lS leng纪念馆和大屠杀

场，少许了解柬埔寨近代史。1970-1975年，西哈努克王被

当时的总理朗诺推翻。1975年，红高棉围攻金边市进行大屠

杀。金边郊外的大屠杀场（Killing	 Field）埋葬了近20万人，

在长青草的埋坑上，我还看见一些牙齿、碎骨头，破碎的衣服

泰国 寮国

吴哥窟
暹粒市

洞里萨湖

柬埔寨

金边市
湄公河

越南

柬埔寨，柬埔寨！

茶胶省

磅针省

三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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裤子夹在泥土里。ToulSleng纪念馆的种种刑具及照片向世人

见证了红高棉3年8个月的残酷罪行——这战争透过饥荒及酷

刑牺牲了近200万人性命。这场大浩劫也劫杀了柬埔寨知识分

子、有宗教信仰的百姓，摧毁了很多的庙寺与教堂。

1978年12月，越南解放军协助洪森等人入侵柬埔寨，红

高棉被迫退到西北，这场历史浩劫才宣告终止。1991年，联

合国在军事及经济上协助柬埔寨，使柬埔寨在各方面趋向稳

定。1993年，柬埔寨人民投票，选出拉那烈王子为第一总理，洪

森为第二总理。1998年，洪森成为第一总理，掌权直到今天。

像大多数的东南亚国家一样，柬埔寨的气候几乎全年炎

热，受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季节只分为雨、旱两季，5-

10月是雨季，11月至翌年的4月是旱季。最凉爽的时期从12

月持续到翌年的1月，最热的时期是4月。年平均温度为摄氏

29-30度。

柬埔寨的两个主要自然特征，一个是湄公河，从国家的

北部流到南部；另一个是洞里萨湖，洞里萨湖是东南亚最大

的天然淡水渔场，素有“鱼湖”之称。西南沿海也是重要渔

场，多产鱼虾。现代由于生态环境失衡，又过度捕捞，导致

水产资源减少。

柬埔寨是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之一，国内经济的四大支

柱为農業、旅游业、加工业（制衣业）和建筑业。作为一个

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多年来受到战争等因素影响，柬埔寨的

经济发展相对比较缓慢，每年经济增长约达6%。近年来，随

着柬埔寨大力推动旅游业，已取得有效的成绩。亦随着国内

政局渐渐稳定，成功吸引大量外资进驻，成为东南亚的新兴

投资点之一。农业是柬经济第一大支柱产业——农业人口占

总人口的85%，占全国劳动力78%。在洪森主政下，柬埔寨

近年的国民经济、人民生活水平和国际地位都有不同程度的

进步。

初入境时，我在金边大街上踏脚车，看见三轮车、大卡

车、摩托车、汽车、巴士在大路上如同无头苍蝇在闯自己的

方向，在杂乱无序当中还有“免意外发生”的系统。当时还

没有红绿灯，大家还有礼让精神，不让交通意外发生。更让

我大开眼界的是，一辆摩托车可以载客3、4人。女士们须从

旁乘坐。在街旁处处可见断手断脚的乞讨者、小丐童，以及

抱着孩子讨钱的妇人。

当我须坐货车去其它省份时，一辆原本只可以坐10名乘

客的货车，竟载了至少20名乘客，犹如沙丁鱼挤在一个铁罐

里。更精彩的是，车顶还可坐3、4名乘客！如果是雨天，滑湿

柬埔寨，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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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红泥路崎岖，凹凸不平，3、4个钟头的车程在车里接受自然

按摩，下车时可真知道全身酸痛的滋味。如果是旱季大热天的

话，一路上风沙滚滚，柔软的黑头发都变成粗糙的褐色头发，

之后还得用比平常多两倍的洗发剂才能恢复头发原来的状态。

如果我乘坐德士，原本只可以乘坐5个乘客的德士，却载

着8个乘客！后座挤5个，前座挤3个，加上司机是4个也！一

个乘客和司机共享司机座。司机在那“极限空间”发挥他的

高超驾驶技术。

18年后的今天，金边的道路已都是柏油路，路边也极少

见到断手断脚的乞丐。摩托车只可载一名乘客，车夫须戴安

全帽。越来越多的红绿灯控制川流不息的车辆和摩托车。百

姓们越有能力买汽车或摩托车，道路却不能在高楼店屋林立

的市区扩建，造成上下班时间交通阻塞，甚至瘫痪。

当年我还常乘坐三轮车去市场买菜，今天在金边三轮车

近乎绝迹。三轮车可载3、4名乘客。三轮车夫生活清苦，他

们的三轮车就是他们的居所。他们的日常用品如肥皂、牙刷、

毛巾都放在三轮车座垫下。夜晚，三轮车夫就睡在三轮车。

柬埔寨是购买二手衣物的好地方，老百姓爱买从日本、

台湾、香港、韩国、中国来的二手服装，他们不介意平常穿

二手衣，有钱人则不屑买二手衣物。至于参加婚宴，他们必

定穿新衣，或从礼服店租借衣服。女士们须抹浓妆穿晚装赴

婚宴，我第一次参加柬埔寨婚宴时，还真有去星光大会的错

觉呢！在柬埔寨文化，参加婚礼必须浓妆盛装才算是给婚礼

主人家面子，也是他们戴金佩玉，“炫耀财富”的时机——

再穷，他们都有像样的晚装出席婚宴场合。

一来到柬埔寨，我就开始爱吃这里的香米。柬埔寨不愧

是“鱼米之乡”，所出产的米又香又可口，近年来，柬埔寨

香米在国际竞赛里频频得奖。这里的牛肉、猪肉、鱼肉都很

新鲜很好吃。我也很享受柬埔寨盛产的棕榈椰糖，既甘甜又

有说不出的自然香。

这里的百姓喜爱吃Machu	 Khreng汤，是一种酸甜可口的

汤，用排骨或鱼肉，加上香茅、prohok（一种发酵之鱼）、

阿参（asam）、姜黄根及其它柬埔寨香料煮成的美味汤。米

粉汤（Nom	 BanhChok）是由米粉和柠檬香草、姜黄根以及

椰浆制作而成的青咖喱，上面覆有薄荷叶、绿豆、香蕉花、

黄瓜和其他蔬菜。柬埔寨的炸蜘蛛、炸蟋蟀吃起来是酥脆，

还有一点咸香。

我不但学吃、学煮柬埔寨菜肴，还开始学柬埔寨语。我

柬埔寨，柬埔寨！



22 23

柬宣18年——蒙福的宣教十架路

去柬埔寨人教会聚会，学用柬文圣经。我还得了解柬埔寨教

会简史。

1 9 2 3年，美国的基督徒与宣教士联盟会（C&MA :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差派两对美国夫妇来柬埔

寨宣教。David	 Ellison夫 妇 在 马 德 望 开 始 圣 经 学 校 ，

Arthur	 Hammond开始 翻 译 圣 经 。 新 约 圣 经 于 1 9 3 3 年

译成，旧约圣经则在1940年。莫尼旺国王于1928年阻止传福音

工作，并将圣经学校学生监禁——1965年，柬文圣经得以出版。

1965年，所有的西方宣教士因签证不获更新而被迫离开

柬埔寨。当时，西哈努克国王与中国、越南联盟驱逐西方宣

教士离开柬埔寨，柬埔寨基督徒领袖则被监禁坐牢。1970

年，宣教士得以再回来，从1970-1975年，金边和各省份的

教会增长。

1975年，红高棉掌权时，所有宣教士再次被逼离开柬埔

寨，当时的基督徒约有一万人。1975-1979年，约80%的基

督徒领袖和基督徒死于波尔布大屠杀，只剩下两千名基督徒。

我从高明道写的《杀戮中的再生—柬埔寨教会剪影》摘

录一段当时发生的惨剧：

在那恐怖的年日,，很多家庭被一起处决。希谦夫妇和孩

子面对死亡的情景，却广泛流传，由其中一个难民转告作者。

希谦看见黑衣使者穿过田野，就知道轮到他了。他乏力

地倚着锄头，无奈这锄头将变成他一家的刑具。他看着他们

悠然地向他走来。他早已决定，当他受刑时不要发怨言，满

有尊严地从容就死。自从1975年4月17日全国被“解放”之

后，哪个柬埔寨人没有预备迎接这一天呢?

当天，希谦全家被捉拿。他们被指为“旧滓渣”、“坏种”

、“光荣革命的敌人”及美国中情局特务——他们是基督徒。

他们被缚住手脚，在大树下熬过漫长的一夜。一家人整

晚合不上眼，不断彼此安慰，互相代祷。翌日清晨，几名少

年赤棉军来到，把他们押赴刑场—杀戮荒野。

在附近采摘野果的村民，屏息在树后观望。士兵命令希

谦一家为自己挖掘一个大洞穴。掘好了坟穴，希谦请求黑衣

使者容许他们作最后的准备。他们一家手牵着手围着坟穴跪

下，一面恳切呼吁赤棉和藏身在附近的同胞归信真神。

柬埔寨，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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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希谦的一个儿子慌张起来，跳起直奔入树丛去。

希谦平静地央求赤棉军让他去劝儿子回来。

“儿啊！你如此一走，不过能多活一两天，还要东躲

西藏，孤身逃亡，但你回来和我们一同就死，只有短暂的

痛苦，随后便可以永享天家的福乐。儿啊，你要知所选择

啊！”时间好像止住了，几分钟后，少年慢慢地饮泣着走回

父亲的身边。

希谦对赤棉军说:“我们准备好了。”

赤棉少年军竟没有人能下毒手，他们拖着用来击碎人后

脑的锄头，却迟迟不能举起，最后，是公社中那位没有目睹

刚才那一幕的最高干部亲自执行死刑。当希谦和家人—跌入

自掘的坟穴中，旁观的人仿佛看见他们的灵魂飞向天堂，去

到神为他们预备的美好住处……

这类事件广泛流传,，述说的不一定是基督徒，反而是向

来看不起基督徒的柬埔寨人。

1979年，洪森开门户让基督教再进入柬埔寨。1990年，基

督教受政府承认，很多宣教士和基督教机构开始涌入柬埔寨。

今天，柬埔寨的基督徒共有471，162人，福音派基督徒

则有240，196人。在全国1万4千个乡村里，约有70%村庄仍

然没有教会或基督徒，因此极须开拓教会与传福音的工作。

经过战乱与动荡的年代，许多柬埔寨人对自己的国土家

园仍然没有安全感，他们千方百计地想离开柬埔寨，移民、

出国嫁人或读书；一离开后，他们再也不回国。如果他们回

国，也只是为了探亲、娶老婆或赚钱。这些年来，我还没看

见或听到，出国的柬埔寨人回来帮忙建设他们的国家。

在柬埔寨，特别是金边步向繁华之路时，许多的家庭面

对很多问题：夫妻离婚、父亲酗酒赌博、婚外情；新一代的

青少年婚前性行为、道德泛滥……繁华的背后，家庭与人心

仍然是千疮百孔。

直到现今我步入不惑之年，柬埔寨是我心系之地，因我

有一群柬埔寨儿女在这里，我无怨无悔地与他们共同耕耘更

美好的未来。

写于金边  2014年7月3日

柬埔寨，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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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

《星洲日报》2014年8月8日国际新闻报道：“联合国与

柬埔寨政府共同成立的‘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ECCC）周

四判决，前红吉蔑领导人喬森潘与农谢犯下违反人道罪行，

必须终身监禁，这也是法庭首次对红吉蔑领袖做出判决。这

也意味着，这场1970年代震惊世界的柬埔寨200万人大屠

杀，终于由司法正义画下历史句点。”

这条宣教路一点都没有错

我怎么也没想到，一个进入大学第一年时，就在“国际

经济与管理学会”里极活跃，好为将来踏入社会商界铺路

的女生，竟在大学毕业后，收拾简单行李，就踏上了宣教之

路。

大学第二年，神把我带来加影生命堂，我整个生命扭转

了方向。在这里我才真正的重生得救，属灵生命开始成长。

神更预备了罗亚绍兄长夫妇苦心、耐心、爱心栽培训练我成

为主的门徒。在教会接受个人布道训练后，我时常出去传福

音，神使我对失丧灵魂越来越有负担——我在大学校园看见

这条宣教路一点都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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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群学生等着进入课

堂上课，我想，他们绝

大多数还不认识耶稣，

他们是失丧的灵魂。这

种负担越来越重，有次

我 在 长 途 巴 士 往 窗 外

看，一个惊惧的意念突

然抓住我，马路上奔驰

的汽车……正在奔向一

个灭亡。

我在大学第三年参

加泰南短宣队时，在勿

洞小城山顶往下望，就

如合艾……风化之城，几乎世界闻名，同性恋、妻女卖淫合

法，社会家庭也接受。这使我想起了圣经里的所多玛和蛾摩

拉，是这么的真实。再往前望，不远的青山就是前马共所居

之处……

前马共在勿洞的山腰，建起了友谊村及和平之村，在一

个动乱挣扎的时代，一班怀抱理想的人，他们也曾摸索前

行，寻找方向，奋战过，这算是他们生命的最后落脚之地

吧？我心有戚戚焉。短宣队第二天就来到了村里，我们希

望，能把他们可能一生都找寻不到的另一个方向，指示他

们，告诉他们，耶稣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勿洞小城有八万的人口，这些灵魂在主眼中何尝不宝贵

呢！我回应主的呼召说：“主啊！我来！大学一毕业，我马

上来勿洞。”

我清楚知道神呼召我——大学毕业后到泰南宣教。

但当我清楚神呼召后，就开始面对家庭里各种困难。年

轻可爱的小弟弟患红斑狼疮症，使我心酸不已；我又不敢把一

个这么重要的决定告诉家人，深怕他们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这期间我体弱多

病，接下来又碰上一

场车祸。有一天我去

买菜，从市场骑摩托

车回大学时，和一辆

大罗里相撞。我蒙主

保守看顾，只是脚部

受了一点伤。这场车

探访柬埔寨乡村

到和平之村传福音。

这条宣教路一点都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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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主让我知道我是完全属于祂的，我生命是祂所赐的，所

以祂对我生命有绝对的主权。我深深体会到：能够活着，在

天空下好好地吸一口气，就是一种福分；能够活着为基督，

事奉祂更是出于祂的恩典与怜悯。

脚部伤势痊愈后，我就想回家告诉家人去泰南宣教的事。

1.1  当死亡叩我家门时

1993年2月17日，我从大学回家。当我从德士下来，家

就在眼前。我看到木屋家铁窗口内是熟悉亲爱的脸孔——大

妹素珍！心里好不快乐满足。咦，为什么妹妹看到我回来没

有高兴地对我微笑？为什么她没有跑出来迎接我？那张圆圆

的脸木然地紧绷着，好像一尊石像。

一进到屋内，就发现气氛不寻常，整间屋子静静的，我

没有看到爸爸。我纳闷地问：“咦!爸爸呢？”

晴天霹雳的事情发生了！妈妈从厨房里走出来对我

说：“他进了医院，早上吐了一大碗血！”

小妹素蔚又说：“爸爸一直把那只羊留着，等你今天回来才

宰来吃。他又去买了三只甘榜鸡……”听了，我心疼痛地抽搐着。

没一下子，电话响了，是万津政府医院当局叫我们去医

院看爸爸。

一到医院，我飞跑着去看爸爸。心里不断地向上帝祷告

说：“主啊！求你拯救爸爸的性命，求袮给他机会来信靠袮

吧！”

看到爸爸还活着躺在床上，心里安慰不已。我在床边握

着爸爸的手对他说：“爸爸！大女儿来了，你知道吗？”

爸爸虚弱地回答说：“知道。”

我看到爸爸脸色很苍白，死亡仿佛就要临到他身上一

般，我恳求他说：“爸！你听话哦！你一定要信耶稣啊！耶

稣能拯救你的灵魂。”

爸爸喘着气说：“哦！哦！哦！”

医生来检查爸爸病情。父亲咳了起来，咳得好像要断了

气一样。他大力地呕吐，吐得满地都是血，血也染湿了他衣

服。爸爸喘着气说：“死啦！我死啦！”

这条宣教路一点都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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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每咳一次，就像要拉走我灵魂一般的触目惊心。站

在父亲身边，这时刻我体会到死亡是那么真实，人是这么衰

弱无能。看到爸爸受苦，我恨不得躺在床上的是我而不是父

亲，我真愿意代替爸爸承担他一切病痛……家人这时都哭了。

医生说爸爸必须送去巴生政府大医院急救，爸爸马上被

抬进救护车，车在马路上奔驰着。在救护车内，我一直握着

爸爸冰冷的手，抚摸着他额头，希望能给他一点安慰。

到了大医院，医生检验爸爸后又给他输血。医生把一条

管子插进爸爸鼻孔内，叫爸爸吸进去。天呀！这么长的管子

怎能透过鼻孔吞吸进去呀！我在一旁看得心惊胆跳，但我还

是得为爸爸打气说：“爸，吞呀！吸呀！没事的……”

最后，父亲终于把管子吸进去，我松了一口气。爸爸左

右手都插了管子输血输药物进入他身体。

随后，家人也来到大医院看爸爸。家人看到爸爸还安然

地躺在床上，就放心了一点。我告诉他们说：“让我留下来

照顾爸爸吧！有什么事我会打电话回去。你们要好好在家照

顾妈妈。”

家人回去后，我感到很孤单。医院这么多病人住着，愁

云惨雾笼罩，一片凄迷。我警醒地守在爸爸身边。一看到

爸爸有些好转，我又对爸爸传福音，劝爸爸信耶稣。爸爸

说：“我心里信耶稣就好了，你自己祷告吧！”

爸爸能在生死关头说他心里信耶稣，已使我宽慰不已。

这时已接近夜晚10点半，我才想到该吃晚餐了。

我坐在椅子伏在爸爸床边，整夜不能好好睡；旁边一位

老人一直在痛苦地呻吟与呼喊。黑夜，是这么漫长，天好像

永远亮不起来……

1993年2月18日，我终于挨到清晨4点多，爸爸又咳，又

要呕了！我飞快地把盆子端到他面前，爸爸一吐出来，又是

满盆的血！我看得手脚都软下来。血！血！是生命呀！爸爸

还能吐多少血呢！我泪水不争气地夺眶而出。一直到早上九

点钟，爸爸已排泄六、七次，尽都是血。

我心力交瘁，只求上帝让爸爸度过这一关；他回家后，

就算是只能活几天，我也甘心。然而，生命是上帝掌管的，

我只有呼求上帝施恩于父亲。生命原来是这么脆弱虚幻，病

房栏杆外，朝阳多美丽，天边是一大片彩霞，我却无心欣赏。

这条宣教路一点都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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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说父亲的肝已受损，身体内也出血，须接受特别检

验，他要爸爸签字许可医院检验，这就如要父亲在死亡证书

上签名一样。

约11点钟，我陪送爸爸去检验。我安慰父亲说：“爸，

不要怕！只是检验一下而已，没事的，你放心吧！”

我在检验房外只能不住地祷告，祈求主保守父亲。爸爸

终于被推出检验房，人还好好地活着。

下午3点多，我同家人一起回万津，留下大弟弟在医院照

顾父亲。我很舍不得离开父亲，多么想继续留在医院照顾他

陪伴他。

回到家，父亲不在，整个家只像一个空壳。我不敢再想

下去，明天将是怎样的一天，日子还是要过……我泪流满

面，迷迷糊糊睡下去。

1993年2月19日，又是新的一天。早上我和小妹一起祷

告，又有能力来面对这一天。我看到母亲这些日子实在是承

受了不少打击，她身体又不好，我怜惜母亲，母女俩坐着倾

谈，我安慰鼓励她。母亲说：“你这个查某儿（女儿）怎的

这么大胆不怕事！”

我活了25年，妈妈终于承认她眼中的女儿已长大。我告

诉母亲说:“	我是因为信靠上帝，所以任遭何事都不惊慌。”

我同母亲谈福音，妈妈听得好入神，妈妈说：“我知道

信耶稣很好，但以前所拜的也不是说要放就能放。以后，我

一定会信耶稣。我知道耶稣有保佑我。这次如果你父亲好起

来，他要信耶稣就让他信吧！”

我赶快说：“妈咪，这是你亲口说的啊！你要叫爸爸信

耶稣啊！”

嘿嘿！我为主打了漂亮的一战，心里不禁欢唱哈里路亚

赞美主！是主叫我在患难中仍然能够唱得胜凯歌，在危机中

看到转机——我看到神奇妙的作为。

处理好家事，我向邻居借摩托车，要骑回大学上课做功

课。在冷冷的晨风里，想及父亲，眼里的两袋泪水不争气地

又破漏，泪湿满面，好几次眼前像下大雨般朦胧不清……怎

这条宣教路一点都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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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是这么遥远，好像一直到不了大学一般。一路上，我一

直祷告，上帝与我同在。

1993年2月20日，星期六清晨，我骑摩托车回家。妈妈

一见到我，就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你爸爸好很多啦！现在

他脸色比较好看，又有力气讲话。”

一听到妈妈这么说，我心中大块石头放下啦！

我又赶去医院看爸爸。这一次来医院，虽然是阴天，整

个医院却很明朗，因为爸爸确实好很多了。这下我才有心情

去注意医院其他病人，为什么我不能爱其他病人好像爱自己

父亲一样呢？我向神祷告说：“主啊！求袮帮助我把袮的爱

带给更多人，世人在袮眼中都宝贵。”

1993年2月21日，父亲终于可以出院，这真是天大好消

息。再细细思想，这些日子以来所遭遇的一切患难与打击，

使我经历神同在与大能护佑，上帝的确是听祷告的神！当死

亡叩我家门时，我不惊慌。我深信主掌管一切，一切事情发

生必有主美意在其中。

1.2 死亡第�次叩我家门

父亲出院后，我又盘算着该如何把去泰南宣教的事告诉

家人。这事已在我心底憋了将近4个月！当母亲一听到这消

息时，她很伤心，激烈反对，她更禁止妹妹再去教会，唯恐

妹妹也步上我后尘踏上宣教之路。母亲问我说：“你父亲

身体不好，你弟弟又有病，家里正需要你，你怎么可以这样

说走就走，又去那么遥远的泰国？为什么你不在吉隆坡找工

作？”

母亲对我的要求是合情合理，母亲的心也实在被我刺透

了。然而，她还是预备好吃的东西让我带回校园，又给我50

令吉。想着母亲的爱，牵动我心弦，在撘巴士回校园的路途

上，我一路哭着，哭红了眼睛。

要去泰南宣教的事，虽然父亲一句话也不说。但是，我

知道他黯然神伤，因为我将要去一个遥远的地方。

这次，我该背十字架跟随主或撇下家人？我也很爱我家

人呀！

这条宣教路一点都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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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赐我坚定的意志跟随祂，我不能违背上帝的呼

召——既然这是主的呼召，那么，一切后果就让主自己去负

责吧！我深信主必看顾到底，我只需继续信靠顺服祂！掌管

天地宇宙万有的主宰，必有能力把我所面对的家庭危机成为

转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转眼间，大学期末大考已近在眉睫，我还要修改毕业论

文，做功课……那段日子我是在和时间赛跑，分秒必争。就

在那么一个紧张忙碌的星期日夜晚9点多，有人敲我宿舍房

间。我一打开房门，竟然是教会的一位姐妹——月萍，她见

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父亲又再次吐血入院了！”

听到这消息，我惊慌地哭了起来，一时接受不了这事

实，整个人几乎要崩溃。月萍姐妹带我去公共电话亭打电话

回家。打完电话，我马上回房收拾东西，同月萍姐妹和俊威

弟兄在校园巴士车站等哲辉弟兄。

没一下子，哲辉弟兄驾着教会的福音车来载我回家。一

进入车内，看到弟兄姐妹坐满整辆车，我心里倍觉温暖，我

的重担弟兄姐妹和我一起担当，上帝的爱透过他们彰显。

回到家见到母亲，倍觉心酸，母亲承受的痛苦不轻。母

亲见到我回来，欣慰不已。

这一夜，我只有祷告，把父亲交托给主，我求主让这家

庭危机成为家人信主的契机。

人生变化无穷，我只有坚决依靠主，一步一步走下去。

我已预备耽误学业，我要住在医院照顾病重的父亲，父亲的

生命比我的文凭学位更重要。

隔天，我赶去医院照顾父亲。父亲一直吐血又排泄血，

我必须用水盆盛装他所吐的血，跑进跑出厕所处理。父亲

很痛苦，他以为他就要离开世界了，他要弟弟上来医院看

他……爸爸病情稍微稳定后，我站在病房栏杆旁望着他可怜

的病容，不禁悲从中来，偷偷落泪。

感谢主，教会的弟兄姐妹不只为父亲祷告，他们也探访

慰问我家人。我还记得1993年3月31日，下午两点多，罗亚

绍兄长带着一班弟兄姐妹来医院捐血给父亲。我从医院楼上

往下望，他们正从停车场步入医院。看到他们，就好像是见

这条宣教路一点都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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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自己家人一样，大妹素珍更和姐妹们相拥起来，好不欢

欣。罗亚绍兄长和弟兄姐妹一起为父亲祷告，我看到父亲眼

里有泪水。

弟兄姐妹浩浩荡荡地来到医院捐9包血给父亲，他们排

排躺在白色的床上捐血，我看到了神的爱，在弟兄姐妹身上

彰显出来！我也看到了天堂的美——我永远无法忘记这美丽

的画面。大家真是主内一家人哪！医院里其他病人也为着弟

兄姐妹的爱心感动，他们的爱，为医院泼上了亮丽的希望之

色，也为沉默的医院带来了喜乐欢笑声。

罗亚绍兄长向躺在病床上的父亲传福音，我坐在病房门

外，不停地为父亲祷告。约半小时后，罗亚绍兄长从病房里

走出来告诉我：“素兰，你父亲已经祷告信靠主耶稣！“

那个时刻，喜乐溢满我心，我兴奋得要昏了头。上帝是

信实的，祂垂听了祂孩子们的苦求——流泪出去撒种的，必

然欢呼收割。我们的苦难没有白受，眼泪没有白流。我连蹦

带跳地去向弟兄姐妹道谢他们捐血给父亲，又向他们报告父

亲信耶稣的好消息。

我心里不停地感谢赞美上帝拯救父亲的生命，医治在死

亡边缘挣扎的父亲，祂使父亲不再出血。

父亲出院后，我回校园赶写毕业论文。一交上毕业论

文，我马上赶回家给妈妈看《耶稣传》录影带。我传福音给

妈妈，妈妈信了耶稣。妈妈对我说：“女儿呀！上帝医治了

你父亲，你应该去宣教，向上帝献上感恩。”

原本反对我去宣教的母亲也信了主，她还祝福我去宣教

呢！

这条宣教路一点都没有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