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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拾穗的人  
	 	 文·晨砚

	 	 我是一个拾穗的人

	 	 像路得在田间

	 	 捡收遗落的麦粒

	 	 路得说，容我往田间去

	 	 我蒙谁的恩

	 	 就在谁的身后

	 	 我的文字，是一粒粒

	 	 遗落田间的麦穗

	 	 麦田主人说

	 	 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

	 	 也不要离开这里⋯⋯

	 	 我便坚守我的田地

	 	 我的文字

	 	 是主吩咐人给我

	 	 留下的麦穗

	 	 我背着个袋子一粒粒去拾取

	 	 主啊，祢也体念我的焦渴

	 	 祢让我喝祢麦田仆人打来的水

	 	 主啊，祢的话，我的活水——

	 	 主啊，祢让我一生都蒙祢的恩

	 	 在祢的田间拾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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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何写起

看《察世俗》说福音稿

如何写好福音文章，或者说，什么是福音文字？这是好

些人问过的问题。

简单的答案是：凡是有福音讯息，用了感性、理性或知

性的手法：一般人看得懂的文字，把所见所闻所感所悟，以

技术处理艺术加工出来的创作，都可算是好的福音文章。这

样说有一点抽象，那么回去看看在我国基督教文宣史上极有

历史意义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察世俗》是近代第一

份中文期刊，它的序文有这样几句，“⋯⋯随人之能�，

随教之以道，故《察世俗》必载道理各等也。神道、人

道、国俗、天文、地理、偶遇，都必须有这些随道之重

遂穿之。最大是神理；其次人道；又次国俗，是三样多

讲，其余随时顺讲。但人最悦彩色云，书所讲道理要如

彩云一般，方使众位亦悦读也。”

“随人之能�，随教之以道”，便是用了深入浅出的

语言，来传扬福音。无论读者对象是谁，是何阶层、信仰、

人伦、道德、天文、地理、偶遇⋯⋯就都说吧！使徒保罗向

那些全无犹太背景的道地外邦人传福音，是从“大自然”开

始的。他说：“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

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上帝。他在

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

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

足，满心喜乐。”

但这些都要说得精彩，像有色的云彩，这样才能使人

“悦读”——这便需要“技术处理、艺术加工”了。这“传

递技巧”是必须的，它和福音内容相辅相成。

技巧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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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何写起

唯有这样，我们的文字才能成为一道福音的桥，一条接

轨的桥梁。

除此，“国俗”也是可以写的，国家民情风俗，或者

我们再加进每天发生的大大小小时事，何为对，何为错，

这里便是个发声区。例如，某国要建赌场，在衡量国家经济

效益和社会成本之间，对社会学经济学专长的人便可以从他

们的角度切入，但这显然还不够，因为只凭数字，看来赌博

对社会造成的伤害（譬如有人因负债牵连他人，或自杀、家

庭破碎，或去犯案⋯⋯）“不是那么大”，而因着这赌业，

“吸引了许多游客，兴旺了旅游业，又制造了许多就业机

会”——�牲了小部分人，真那么严重吗？

但是，圣经又明明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上帝造的，是珍贵和尊贵的，我们这么说时，这便是福音

了。这让人知道上帝爱每一个人，衪不愿一人在罪和死

里沉沦——这样的事情，是不能在“数据”上衡量的。

如果时事涵盖面太大，不易下笔，那也可以写些见闻偶

遇类，以下是两年前福音版上的一则征文启事，可供参考，

题目是《教会小故事》：

教会里有什么温馨感人或撞击人心的小故事吗？

这可以是：

饥渴慕义，有人如鹿临溪；

有人受伤裹缠，走出幽谷；

收获喜悦，有人信主了；

有人以�侍人为己任，以奉献为喜；

有人对人嘘寒问暖，安慰伤心的人⋯⋯

就像写日记一样把它写下来就是了。

技巧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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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何写起

如果可以简单讲，
    合宜讲

如果可以简单讲，就不要复杂讲，那像嘴里含了一颗糖

在说话。句子无来由地复杂，就不爽利。

另一个问题是“合宜”，初学写作，要先把话“说对

了”，才来学精彩，不然掌控不住，徒乱阵脚。“这历史用

血泪雕琢出来”是精彩，“用血泪凝成”是合理。

公务用词，简洁明了

●	 高兴您的加盟——欢迎加盟

●	 带出果效——有果效

技巧篇

●	 付出努力——尽力

●	 发出伟大功能——尽显功能

●	 并非是高收入——收入不高、低收入

●	 肯定告知各位——实际上

●	 应该受到归咎——难辞其咎

●	 缺少管道申诉——求助无门

●	 都取得不同程度的成果——都各有成果

●	 作出非常紧密的合作——紧密合作

●	 配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配搭极为重要

●	 盼望多年校地，终于快要实现了——多年校地，落实在望

●	 一切是在历史重复发生着——历史在重复

●	 在衡量各方的观察后才做决定——衡量各方并观察后才

作决定

●	 收到一封通知书告知他已被接受为老师——收到了学校

录用通知书

●	 具体可测量性，有时间性的目标——可特定测评，并有

时限性的目标

●	 以非凡的方式联合一起——以非凡的方式连结

●	 仍然被遗留在教育系统之外——仍然摒弃在教育系统之外

●	 祈求所许的承诺被遵守——祈求遵守所许的承诺

	 报导文字，明确精简

●	 为正义作出更大的影响力——为正义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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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何写起

●	 所以决定选择了在这一区组屋开展了关怀事工——所以

把关怀事工锁定在这一区

●	 国民能够使用到上帝所祝福给马来西亚的资源——国民

能享用上帝赐下的资源

●	 我们可以为着我们国家的每一个方面来祷告——我们可

以为国家各个层面祷告

●	 都应当是作为今天存活的我们所该热切关注的——都应

当是今天存活的我们该热切关注的

●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而有所改变——随着社会环境变迁

而改变

●	 全国上下超过一万名基督徒或40所教会/团体将参与这运

动——全国来自40所教会及团体，超过一万名基督徒将

参与这项运动

●	 向贫困承诺的大日子——向“减低贫困”承诺的大日子

●	 赤贫的问题在我们的世界和时代里捆绑了超过了10亿

人——这时代超过10亿人仍陷在赤贫中

●	 这阻止了残障儿童有意义地接受教育——成为残障儿童

规格教育的阻力

●	 要有更好的装备——要加紧装备

●	 没有通透的理解和认识——缺乏认知

●	 得到情绪上的发泄——宣泄情绪

●	 网民就会表现出他们的不满——网民就会反弹

●	 今日教会成长及成熟许多——今日教会日趋成熟

●	 有很真实的演出——演出逼真

●	 可读性很高——大可一读

●	 作出深邃奥妙的详细讲解说明——抽丝�茧，逐一阐明

●	 各组都把自己练习已久的戏剧呈现给大家——各组都努

力呈现练习已久的戏剧

●	 渐渐地她可以独立地流畅地操作电脑——渐渐她可以操

作电脑了，独立又流畅

●	 这是进行情感交流与亲情汇聚的日子——这是亲情、友

情交流的日子

日常用语，也要讲究

●	 我也受到这分喜悦的感染——我也感染了这分喜悦

●	 她很有感触地分享她孩子生命中改变的过程——她分享

孩子生命的改变，感触良深

●	 学习敏感于他人的好——学习感受他人的好

●	 没有敏感于他人的好——对他人的好无动于衷

●	 他们不会因自己的出身贫困所打倒——他们不因自己的

出身贫困绊倒

●	 他不胜感到受背叛的感觉——他实在吞不下那背叛的滋味

●	 一个在他们之间造成障碍的事�——于是一个障碍横在

他们之间

技巧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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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何写起

●	 被医生检验后证实是盲肠——检验后证实是盲肠

●	 还要面对来往医院的不方便——来往医院也不方便

●	 从来没有缺席过物理治疗——从来没有断过物理治疗

●	 因糖尿病导致肾衰竭而入院——因糖尿病肾衰竭入院

●	 我没有选择地睁大我的眼睛——我毫无选择，睁大我的

眼睛

●	 我在清醒的情况下看到了——我在清醒当下看到了

●	 车验证后才能换上车主的名字——车验证后才能转手

●	 关键原因乃是在家中是否有爱——关键乃是家中是否有爱

●	 于是他们找有关部门帮助——于是他们向有关部门求助

●	 不亏待员工如此的行为是一种的善行——善待员工是一

种善行

●	 透过认真坚持的努力——不屈不挠

●	 一开始保持着担忧的心情——	一开始诸多担心

●	 会给更多关怀——格外关怀

●	 他是没有什么——他也不怎么样

●	 在他衡量之下——他衡量一下

●	 不想分享他的感受——不想再说他的感受

●	 抱着相当挣扎的心去决定是否要参加营会——很有些挣

扎是否要参加营会

●	 要有渴望神的态度，并且加上我们的行为——渴慕神，

又身体力行

先要合宜，更要精彩

●	 城市中确实有一个贫民区，叫人大开眼界——叫人瞪目

●	 如咒诅般生生不息——如咒诅般纠缠不息

●	 如鸟高飞，自由欢唱——如鸟高飞，放声欢唱

●	 他喝了杯厚咖啡——他喝了杯浓咖啡

●	 您凝固在我的记忆里，像流淌不止的泉水——你徜徉在

我的记忆里

●	 不饶恕和苦毒永不止息——不饶恕和苦毒仿佛无了期

●	 她那些少的家珍——她那一点点随身的家珍

●	 明显地不足以让我们到裁缝那儿去做衣�——摆明没能

让我们到裁缝那儿去做衣�

●	 将几个故事搓揉成一条细线——将几个故事搓搓揉揉，

日子成为一条连绵的细线

●	 可是连带有太多的回忆积存在这柜子身上——可是这柜

子实在积存了太多回忆

●	 从早餐到偶尔的宵夜有更多的汽笛声来提醒她时间——

一天到晚笛声不断，提醒她早餐时间到了，偶尔因这

样，我们也有场宵夜

●	 据说猫去皮有九种方法，妈妈正知道同样多的方法来烹调

一只鸡——妈妈不遑多让，她有各种手法来泡制一只鸡。

技巧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