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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序

走 入 旷 野 的上 帝

对于很多华人，非洲很遥远，与我们没有
什么直接关系。我们也需要坦白承认非洲人与华

神需要筑桥者把两者拉近，为非洲人发声，为在非洲
的华人发声，为神走进这大旷野发声。这书就是为此而写。

人也有很多心理障碍。想到非洲，我们的焦点往

作者伟恩透过真实故事，描绘华人在非洲的心路历程，也

往放在非洲的贫穷、内战、饥荒、疾病、贪腐等

描绘非洲人的境况，并两者的相遇、相交，以致相信。作者所写

等，却很容易忽略了神在这片大土地，大旷野的作

的，是他亲身的经历；他听到、目睹、见证神的工作——耶稣基

为。一百年前，非洲人口中仅约百分之一是基督

督借着十字架，把分隔非洲人与华人的墙拆毁了。

徒；到了今天，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基督徒却占
了人口的一半，也是全球教会增长最快的大洲。
过去两百年的宣教模式，是富裕的向贫乏
的，有权势的向没有权势的，强壮的向软弱的，
受过高等教育的向没受教育的群体宣教；但是今
天的非洲教会却扭转这模式。非洲的教会虽然资
源短缺，但属灵生命却丰富；非洲教会更看到神
所赐的契机，因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中国人
走进非洲成为新的趋势。据统计，如今在非洲的

作者文笔细腻，是“多情”之作，透过不同的故事，显出他
对非洲人，以及在非洲的华人之情怀，亦表达他对神委身之情。
从大大小小的故事，作者鼓励读者披上天国的衣裳，好让我们超
越地域、国籍、肤色、文化的阻隔，成为耶稣基督和平之子。
作者从明朝郑和的船队来到非洲的故事，到一百多年前山西
省席胜魔招天局戒毒的工作，说到现今在非洲华人的宣教事工。
很多故事看似互不关连，感觉杂乱无章；但是我非常同意作者
所说的：“在杂乱中神还在，在杂乱中祂还在说话（In random, I
am）。”

华人超过两百万，非洲教会看到这些华人的属灵
需要。大批华人走进非洲各城各乡，与非洲人有
近距离的接触，有交流，有碰撞，更有文化差

愿神透过这些一点一滴的故事，向我们说话，感动我们的
心灵。

异、心理障碍和偏见、误解。

冯浩鎏
海外基督使团
国际总主任

冯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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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入 旷 野 的上 帝

我们一家人在东非。划过东非的大裂谷有
草原，也有旷野。旷野没有大树，没有绿林，却
有无尽的草原和沙土。能够在其上蓬勃生长的，
都是生命力强悍的荆棘，还有仙人掌。广袤的旷

满天的星星，叫他漂泊在旷野中却有不动摇的盼望。上帝与以色
列民40年同行旷野，祂的会幕就在他们中间。上帝是愿意走入旷
野与人相遇的上帝，上帝是愿意牵引人走出旷野的上帝。祂的话
语在旷野特别嘹亮，在茫茫的旷野，祂的足迹成为旅途的记号。

野看不见前路，隐藏在地平线之后的奥秘容易叫

乍看，一百多年前内地会在山西的工作与今天我们在非洲华

人迷路，容易叫人心慌。不过如果有人行走过，

人散居民的工作，是两个不相关的时代和地方；把两者放在一本

留下的足迹足以为旅程留下记号。夜晚的旷野特

书里，除了两者都是上帝宣教的故事，更是上帝愿意走入旷野的

别清澈，漫天燎亮的星星更叫人心灵悸动。在寂

故事。

静中，上帝的声音特别清晰。

一百多年前清末的山西穷困，自然灾害连绵，一场饥荒死

圣经里的故事有许多发生在旷野里。亚当和

了百万人。一百多年前的山西罂粟花遍野，毒害了许多人。许多

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后，流离在旷野中。亚伯拉罕

山西人为了更好的生活，翻山越岭闯西口，许多家庭因此分隔两

途经旷野往上帝吩咐他去之地；摩西在旷野牧羊

地，许多人流离和漂泊。这是旷野的故事。然而上帝却走入旷

40年，尔后也带领以色列民在旷野游荡40年；小

野，也呼召人走入旷野活出基督的福音，当中包括内地会的剑桥

小耶稣随着父母亲途经旷野到埃及去。

七杰。他们在旷野与山西人同行，也叫他们认识走入旷野的上

旷野常常与流离、漂泊和奥秘画上等号，但

帝。

也常是上帝与人相遇的地方。摩西在旷野与上帝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有许多中国人涌入非洲，也催生了“非

相遇，上帝是在荆棘中向他说话的上帝。在旷野

漂”这一个时代名词。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清末穷困的中国。今

中，上帝为亚伯拉罕拉开天上的帷幕，让他看见

天富裕的中国用金钱开拓非洲，许多中国人也随着国家的步伐前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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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入 旷 野 的上 帝

来。对他们来说，非洲就像90年代改革开放后不久的中国，到处
充满商机。同时，非洲也像是一片神秘的原野，需要去探索，需

像永健，在东非三国辗转“漂流”，上帝与他相遇，叫他找
到真正的安息。

要去驯服。他们有些是自愿前来，有些非自愿。

我在书中如此写道：“这七年，我们也像‘流浪群体’，在

他们是非漂。“非漂”的意思是在非洲漂泊。这里不是他

人来人往中建立关系，分享生命，活出福音，因为我们深信上帝

们永久的家，他们途经这里，就像途经人生的旷野，然而上帝却

是走入旷野寻找漂泊人的上帝，叫‘非漂’的中国人在旅途中找

在此与他们相遇。就像书里的嘉。她在当研究生的时候来到这城

到了永远的家。”

做交换生，也爱上了这片土地。毕业后她即当了“非漂”。在短
短半年内，她攀爬了十二座连许多本地人都不认识的山。后来她
说：“其实我那时候心里非常烦躁，所以我爬山，每一个星期爬
一座山，尝试从登顶的经验中找到心灵的满足，但是我的心却依
然烦躁。”在“非漂”生涯中，她尝试从非洲的神秘原野山岭中
寻找超然的意义，然而走入旷野的上帝她相遇，叫她在上帝的奥
秘中找到了降服的地方。
像菊花，她被人忽悠到非洲，然后被陷入狱。一年牢狱像旷
野；粗犷、干旱，却有很多泪水。然而上帝与她相遇，叫她的泪
水都融入了生命的泉水里。

上帝走入旷野，从百年前的山西，到今天的非洲。上帝走入
旷野？不是吗？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从天上来到地上，没有枕头
的地方，最后被遗弃在城外。走入旷野，好叫在旷野的人可以回
家。
感谢神！让我能够把上帝行在旷野的足迹轻轻地记录了。谢
谢文桥为我出版《走入旷野的上帝》。谢谢香港宣德的吴望华姐
妹，她在我书写内地会的山西故事时，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谢谢
海外基督使团的国际总主任冯浩鎏医生为我写序。谢谢与我同行
的同工们以及教会。
谢谢你们愿意翻卷走入旷野的故事！

黄伟恩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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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各个领域

让人感觉瞬息万变，
宣教的模式亦不可能一成不变，
需得随势而转。

这第一部的“非洲篇”，
描述的是宣教新视野
——由弱势贫穷的非洲教会，
向散居非洲，强势富裕的中国人传福音，
把他们领回上帝家中。

咫 尺 天 涯， 有 爱 为 桥

或进或退，或加或减，

第部

走 入 旷 野 的上 帝

因时代变迁，

︵ 非洲篇︶

０１

第部
咫尺天涯有爱为桥

地球最深的伤痕

走 入 旷 野 的上 帝

非洲与基督的相遇，在两千年前……
当年，为了逃避希律王疯狂的杀戮，小小耶稣随着约瑟和马
利亚逃难到非洲大陆，暂居埃及；埃提亚伯（Ethiopia）的太监在
迦萨的路上遇见腓立，在基督里找到了盼望，欢欢喜喜把福音带
回祖国，成为古老衣索比亚（Ethiopian或称埃塞俄比亚）教会的
种子；公元一百年，教会在北非蓬勃成长，成为初期教会许多卓
越神学家的摇篮。
许多个世纪，福音曾经入非洲，也出非洲；然而，到了公元
第7世纪，当伊斯兰教崛起时，除了在衣索比亚及埃及的科普特
教会，北非的教会都沦陷了。超过一千年，非洲似乎绝于福音之
外。
随着19世纪西方宣教运动兴起，福音再次进入非洲。成千上
土地上。那时从撒哈拉以南的肯尼亚一直到南非；从大西洋沿岸
基督。
1920年代东非的大复兴后，两代人中有几百万人涌入教会，
东非众国成为基督徒人口众多的国家。在那短短的一百年内，非

地球最深的伤痕

的迦纳到面向印度洋的衣索比亚，一族又一族，一村又一村归向

０１

万宣教士为福音远赴非洲，葬身非洲，叫神的祝福倾倒在非洲的

洲基督徒的人数从仅占人口比例的1%增长到5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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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入 旷 野 的上 帝

非洲基督徒，你们在哪里？
然而，在这令人欣喜的福音发展中，却同时发生了许多叫人
心悸的事情。
看！从南非一直北上，经过利索多、卢旺达、蒲隆地、津巴
布韦，直到北方的苏丹、衣索比亚。过去许多年，这些地方的非
洲人常常处于部族仇恨、政治腐败的劫难中。猜忌、仇恨、恐惧
和暴力，与他们的泪水交织，从没停止过。

第部

许多人说“地球最深的伤痕是在非洲”，就像东非大裂谷在
非洲的土地上划开的一道长六千公里，穿越衣索比亚、肯亚、乌

加贝统治下，曾爆发粮食危机，通胀升千倍，全国四分之一人口
需粮援。今天的津巴布韦依然陷在穷困中。
乌干达（Republic of Uganda）——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因为
全国三分一人口患上艾滋病面临灭国的危机。
肯尼亚（Republic of Kenya）——2007年，因为部落仇恨而
爆发种族冲突，短短两个月内超过一千人被屠杀，30万人流离失
所。这个基督徒比例占全国人口60%以上的国家，至今依然是艾
滋病猖獗、贪污严重、罪案率高企的国家。

咫尺天涯有爱为桥

干达一直到莫三鼻克的伤痕。
这些伤口有些已愈合，有些还在淌血。很遗憾，教会面对这
些伤口时，却始终无法成为一个医治的器皿。
南非，在长达36年的种族隔离政策中受害，教会却曾经是同
谋；今天，虽然种族隔离政策已成为过去，南非却依然深陷在贪
污、艾滋病、高罪案率的困境中。

我看到了非洲的基督徒
非洲的属灵复兴叫千万非洲人信主，但一直都缺乏门徒栽
培。紧紧捆绑着非洲人的，依然是几世代的精灵崇拜。
有人说：“非洲的基督教有一里宽，却仅有一寸厚。”肯尼
亚凉城其中一家最大的教会牧师说：“虽然肯尼亚基督徒占了人

族和胡图族互相残杀；短短的一百天内，近一百万人在这场种族

会崇拜，且仅有大约4%重生得救。”这事实具体表达了非洲教会

大屠杀中丧命，血流成河，哀鸿遍野。而当年卢旺达的基督徒人

缺乏属灵深度的问题。

蒲隆地（Burundi）——在1993年到2006年之间，约20万人在
内战的火海中丧命。

然而，在2010年开普敦（Cape Town）举行的洛桑会议及2011
年的非洲人民自传运动会议中，我看到了希望——在这两个会议
中，我亲眼见到不少委身基督的非洲传道人。

地球最深的伤痕

口比例的70%，但在凉城五百万人口当中，只有10%定期参加教

０１

卢旺达（Rwanda）——在1994年4月到同年的7月尾，图西

数，占了总人口90%！

16

津巴布韦（Republic of Zimbabwe）——在独裁贪腐的总统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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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在迦纳的阿克拉、肯尼亚的凉城，我再次触摸

许多中国人对非洲趋之若鹜，无非是为了在较少竞争的新大陆找

到非洲教会的属灵活力——当许多教会迷失在成功神学中，他们

到新商机；但是非洲教会却深知是神的手在牵引中国人前来，好

走的却是十字架的路。他们委身宣教，渴望看到非洲教会成为世

叫他们也在非洲找到基督里的新生命。他们向我们的差会发出了

界的祝福；他们立志要北上为神得着穆斯林，也以福音欢迎来到

邀请——伴随他们在中国人当中传福音，建立门徒。今天在非洲

非洲的大批中国人。

近两百万中国人当中，仅有少过0.1%的基督徒。有人说中国给非
洲人最大的形象是隔离——肉体虽在，精神却没交流；物质虽然

第部

建设起来，文化却没有邦交。除非有福音的大能，这隔离会越来

非洲的新世纪与中国

咫尺天涯有爱为桥

过去30年，当西方世界渐渐放弃非洲时，中国却悄悄地进

人之间的一条伤痕。

入了非洲。中国需要非洲的石油以及矿产资源来维持其高速的经
济增长，非洲也需要中国为它造路、筑桥、建水坝、建城。有人
说，非洲新世纪才刚刚开始，而这新世纪离不开中国。往非洲去
的中国人络绎不绝，对非洲的10亿子民来说，中国是祸是福目前
还无法定夺。当许多非洲领袖对中国歌功颂德时，却开始有本
土人抗议中国殖民非洲的声音。香港《明报周刊》的记者这么
说：“中非之交若始于利益，将来不免因利益而绝。中国人在非
趣，我们只是对灵魂无动于衷。”中国会不会加深非洲那一道还
也不感兴趣。”
或许这位记者还未听到一些非洲教会的声音。对他们来说，
中国人的来临是上帝给非洲教会触摸“中国人之忧患”的机会。

“主啊！让非洲成为世界的祝福！”这个祷告在偌大的礼
堂中回荡，敲破非洲是黑暗大陆的“咒语”。“非洲成为世界的
祝福”是2011年9月，在尼日利亚首都亚布加举行的非洲大陆宣
教大会的主题，也是非洲教会深深的期望。我深信在上帝的计划
中，非洲教会祝福世界的旅程，将由“接待中国人、培育他们成
为基督门徒”展开。
每当飞机越过东非的上空，我总会俯瞰非洲大裂谷。非洲
似乎还在受伤，不过，或许世界最深的伤痕并不是在非洲，而是
划在上帝儿子的手腕上。那钉痕之手能够医治受伤的非洲，也叫
非洲能够安慰流浪的中国。那钉痕之手叫中国与非洲不会渐行渐
远，却在基督里成为合一崭新的新人类。

地球最深的伤痕

未痊愈的伤口呢？《明报》记者也说：“非洲人对中国人的忧患

让非洲成为世界的祝福

０１

洲似乎没有找到非洲痛苦的灵魂。也许，我们不是对非洲没有兴

18

越无法逾越，叫非洲人与中国人咫尺天涯，也成为中国人与非洲

19

０２

第部
咫尺天涯有爱为桥

非洲在说话

走 入 旷 野 的上 帝

非洲常被误解。我们常用的世界地图，把非洲大陆的面积
扭曲了，叫我们以为非洲的面积与美国相仿。其实它是有54个国
家，近12亿人口的大洲；它的肚腹足以吞进西欧、美国、印度、
中国和日本。
我们与非洲也有心理上的距离。我们惯用笼统的“黑人”为
非洲人的代号，岂不知非洲拥有超过3千个族群，两千多种不同
的语言。非洲人的面貌和体格，比亚洲人更多元，我们眼中有贬
义的黑皮肤，却是健康美丽的代号。
我们的眼目常常聚焦非洲的内战、贫穷、饥荒、疾病和贪
腐——70年代狂人阿敏统治下，近百万人被屠杀的乌干达；80年
代猖獗的艾滋病、埃塞尔比亚的大饥荒；94年卢旺达的种族大屠
杀；两千年初，津巴布韦那亿万倍的通货膨胀……公元两千年5

然而这20年来，非洲却在许多人的质疑中，跌跌撞撞地改
变。今天的非洲，依然面对许多问题，它的发展极度不平均，但

非洲在说话

非洲）——这亦是西方国家的观点。

０２

月版的经济学人杂志，打出了封面标题：Hopeless Africa（绝望的

却先是在蜕变中。它的蜕变是与中国有关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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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遇见中国
我们这一家人，在2014年7月迁移到东非。这一迁移，
也与中国有关。从何说起？
我第一次接触非洲，是因参加2010年在南非开普敦举行的洛
桑会议；第二次是在2011年9月，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Abuja）。在阿布贾，我遇见了典型的非洲城市——在急速发展的隙
缝中，还有挥之不去的贪腐、贫穷和不安。

盒子的四面，看起来设计得很整齐，彩色瓷片的搭配都很好，很
有图案感；不过我却看不懂另外两面，看起来杂乱无章。”正宇
用英语说：“Don't you see God in random!”（你难道没看到在混
乱中，神在！）原来在那看似杂乱无章，颜色不搭配的两面，
正宇用不同的颜色瓷片，把GOD凸显出来了——“在混乱中，神
在！”
9月21日，东非凉城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在此事件中，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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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被枪杀，近2百人受伤。在事情发生的那几个晚上，我们不时

咫尺天涯有爱为桥

在阿布贾，我代表差会参加了MANI会议（非洲本土宣教运

在香港的小房子里，紧跟来自凉城的新闻；电视屏幕上的点点

动大会）。大会聚集了来自非洲大陆八百位教会和差会的代表。

荧光随着流动的新闻闪烁着，摆在桌子旁的那七彩瓷片小盒子，

大会其中一个焦点，是向散居非洲，近二百万中国人传福音的工

也似乎在闪烁着；而上帝，就在那一些日子中，不停地对我们

作。那一次，我发现原来相距八千公里的非洲和中国是那么接近。

说话：“In random, I am! ”（在混乱中，我在！）上帝一直在说
话，直到今天。

从阿布贾回香港的班机上，与我比邻的是一位来自中国东
北，侨居阿布贾的基督徒。身为在阿布贾极少数的中国信徒，她
倍感孤单；在祷告中，她哭了，哭声夹杂在飞机轰轰的引擎声
中。她哭自己的软弱，也哭中国人在非洲的属灵困境。她的哭泣
敲动了我的心，叫我开始寻求上帝对我们一家人的心意。从2011
年9月到2014年7月，上帝一直在说话，对我、对妻，也对孩子。

天国的衣裳
2014年7月，我们一家三口离开香港往东非，开始伴随非洲
教会，参与散居非洲中国人的福音事工。今天有近2百万中国人
在非洲，对非洲的10亿子民来说，却是祸福难定。 （ 参

本书第1篇

我们置身其中能够做什么呢？似乎很少。然而当我们披上

2013年9月18日，小学5年级的孩子正宇，从学校带回他设

天国人的衣裳，那超越地域、国籍、肤色、文化的衣裳，我们深

计的七彩瓷片小盒子。妻把小盒子捧在手掌中，对正宇说：“这

信我们能够成为和平之子，叫中国人在非洲教会的牵引下认识基
督，也叫非洲人和中国人因此能在基督里成为一家人。

22

非洲在说话

混乱中，上帝在

０２

〈地球最深的伤痕〉，18页）

23

０３

的距离，也是心理上的距离。我们对东非的认识都很片面，而且
还停格在遥远的70、80年代的惨况（参 本书第二篇〈非洲在说话〉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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蜕变中的东非

走 入 旷 野 的上 帝

对非洲以外的人来说，东非似乎很遥远——不仅是地理上
东非的历史确实充满了血和泪，不过这十年来，东非已渐渐地从
死阴幽谷中走出来了。

新旧交错中的肯尼亚
从肯尼亚沿岸的蒙巴萨城到中部高原的凉城之间，新铁路
工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这是连接东非五国新铁路的第一阶段
工程，全长2,700公里，预算耗费250亿美元。预计这条铁路会继
续从凉城延伸到乌干达，再分两路，一路向北到南苏丹；另一路
向南穿过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到卢旺达，经布隆迪最终到达坦桑尼
亚。这条由中国承建的新铁路，将会把东非带入一个全新的发展
领域。可以预知，未来东非和中国是紧紧相依的。
肯尼亚的地形像一根钥匙。从政经角度来看，在东非五国
中，肯尼亚的确是打开东非门户的钥匙；它是东非最发达的经济
体，除了咖啡、茶、旅游业和小型工业为主要经济支柱；金融和
广的地方，就在肯尼亚。

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这里贫富悬殊，只有1%人口属于高收入群
体；8%是中等收入群体；其余的91%都被归类为低收入群体。
非洲最大的贫民窟就在凉城的基贝拉（Kibera），在那仅长两公

蜕变中的东非

然而，肯尼亚虽然是东非最发达的经济体，但仅属于中低

０３

信息科技行业的发展也不容忽视。今天，全世界电子钱币流通最

里，宽一公里的地方，紧紧拥抱了100万人口，和随之而来的许
24

多社会问题。

图片取自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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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番风貌的乌干达

东非的属灵状况

肯尼亚就是东非的一个缩影，看见肯尼亚，就会看见东非其

今天的东非五国，除了坦桑尼亚是以穆斯林为主以外，其

他国家的一些面貌。不过，近年东非其他国家如乌干达和卢旺达

他国家的基督徒都占人口比例60%以上。东非教会林立，基督徒

的管治能力，似乎比肯尼亚更好。70年代乌干达在阿敏总统的统

众多，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1929年的东非大复兴——从卢旺达开

治下，发生了令人惊骇的大屠杀，有近40万人被屠杀；阿敏被推

始，延伸至乌干达和肯尼亚。

翻后的10年，乌干达陷入内战；90年代初，联合国卫生署曾预测
乌干达未来十年内，将会因为艾滋病而灭国。然而，今天的乌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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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却是另一番风貌。

新，也积极向人传福音。不过研究发现，东非大复兴却没有真正
影响信徒深层的世界观，才会在1994年发生卢旺达种族大屠杀。

咫尺天涯有爱为桥

路得来自乌干达与卢旺达交界的一个小镇。她出生于80年代

当年，卢旺达有90%人口是基督徒。同样的，如今在基督徒人口

后期，刚好与乌干达黑暗血腥的历史擦肩而过。她受过良好的大

占70%的肯尼亚，贪污指数仍然高企。肯尼亚首都有400万人口，

学教育，兄姐都是专业人士。对路得来说，乌干达的进展是可喜

每星期参加教会崇拜的却仅有8%，其他人都去了哪里呢？

的。
当她第一次来到比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更繁华的凉城时，却
经历了文化震荡！首先便是杂乱无章的公共交通——她说：“当

东非教会在宣教的参与

我坐在横冲直撞的小巴（Matatu）里，感觉身体似乎都要跌出车

维特牧师是肯尼亚最大教会之一的宣教牧师，8,000名会友

外了。小巴内挂着的小电视，不停播放近乎色情撩人的影音。音

中，许多来自中上层。星期日，教会的大型停车场停满了车，迟

乐的声量大得要把我的耳膜轰掉了！在坎帕拉，这是不会发生

到的只得把车停在路旁。然而，维特牧师说：“虽然教会有这

的。”

么多会友，肯委身跟随基督的并不多。虽然40%会友声称支持宣

也逐年减少。国家在许多层面上都迈向正面的改变。”
许多人认为是基督教信仰让今天的乌干达浴火重生。不过看
深一层，就会知道，其实信仰对东非的影响，还仅仅触及表面。

肯尼亚信徒在以基督徒为主的国家长大，对“福音未及之
民”并不敏感，听说许多中国人不认识耶稣，甚至没读过圣经，
都惊讶不已。对于肯尼亚许多少数族裔如印度人、索马里人，肯
尼亚教会也没有积极地接触。

蜕变中的东非

非常委身的基督徒。在她的治理下，坎帕拉焕然一新，贪污问题

教，而宣教也仅仅是教会众多事工中的一项。”

０３

谈起坎帕拉，路得也提到了其市长：“坎帕拉的市长是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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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复兴给东非教会带来圣灵的浇灌，许多基督徒生命经历更

27

还有一段距离；但我们从一些人身上，看见上帝对东非教会的期
许。
2016年，维特牧师的教会推展了中国侨民福音事工，大约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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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弟兄姐妹参与了90个小时中国语言以及文化训练，成为中国侨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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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西非尼日利亚的教会，肯尼亚以及东非教会的宣教运动

民福音事工的推动者。他们终于看见上帝把众多中国人带到非洲

东尼和朱莉是一对年轻夫妻，大学念的是令人羡慕的工程
系。毕业后，他们却加入了本地的年轻宣教机构，动员并预备大
学生参与跨文化宣教工作。两年后，他们已动员了许多大学生关
心跨文化宣教工作。因为有越来越多大学毕业生委身跨文化宣
教，他们那年轻的机构目前正考虑不只动员，同时也要差派宣教
士。
2016年1月，路得从乌干达的坎帕拉搬到凉城，参与非洲中
国侨民的事工。几年前她认识了中国，也渐渐领受神对她的呼
召——把福音传给中国人。本来她是计划以教英语的专业到中国
去，神却为她开启了另一扇门。看着她一步一步地趋近神的呼
召，我似乎也看到了东非教会在宣教事工上的步伐——虽然缓
慢，却是笃定前行。

东非与普世宣教

咫尺天涯有爱为桥

教会门前，他们必须有所回应。

东非麒麟

明朝永乐十三年（1415年），东非的麻林
国派遣特使到北京把长颈鹿献予永乐皇帝——那
是东非的长颈鹿第一次与中国人相遇。当时中国
人把长颈鹿当成民间传说的神奇麒麟，因为两者
有极相似的长相。
今天，长颈鹿依然在东非的大草原优雅踱
步；它早已脱下了神奇的色彩，在全球各国的动
物园里昂首阔步。
从明朝的神奇麒麟到今天的长颈鹿，东非也
经历神奇蜕变，其中最大的蜕变与基督教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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