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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r’s Preface 
This is the very simple and unembellished 

account of the extraordinary lives of Mr. and Mrs. 
Allen Yuan. They are remarkable for their 
overcoming faith in God and their desire to live 
for and glori守 the Lord Jesus Christ. 

These brief pages will have accomplished 
the intended objective if you too with us are 
challenged and encouraged by their lives to 位ust
in the Lord as they have in their generation. 

I have known our beloved and esteemed 
brother and sister for many years and have 
enjoyed the privilege of being included in their 
circle of closer 仕iends. Another verγdear 仕iend,

veteran missionary to China, Asta Nilsson has 
been requested to record her memories of the 
Yuan’s kindness to h巳r when a newly arrived 
young missionary. We thank her for a job well 
done. 

It is a life-time rarity to be privileged to 
meet and know a living ma吗尼（James 1:12, 
Revelation 2: I 0) The Yuans are remarkable for, 
the glow of the known love of God and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in their lives is a reality! Through 
years of faithful service lived amidst deprivation, 
persecution and decades of wrongful imprison
ment for Christ, their unembittered lives prove 
them to be not only remarkable but exceptional in 
China today. 

Their small family home near the famous 
Beijing White Pagoda has been a well-known 
depot for seeking needy souls, sorr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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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dened saints and saddened heavy-laden 
servants. Many, many will echo these words with 
me；也at to know the Yuans is to love 也em and to 
seek to know in a 缸lier way the God Who has so 
wonderfully enabled them to overcome 
incredible difficulties. Many have been 
challenged by their enioyment of the abundant 
grace of the Lord Jesus; the love of the Father 
and the very evident fellowship and enabling of 
the Holy Spirit. 

Well-known throughout all of China and 
probably the most famous of the unregistered 
“house-churches” in Northern China, brother and 
sister Yuan have served as true “ sheep-lovers” 
non-stop since his prison release in 1979. 

We salute you, i.e. pay our utmost respects 
to you beloved brother and sister Yuan. You 
emerged 企·om 也e ~ace of affliction without 
even the smell of fire upon you! 

We th缸tk God for you and we all take 
co町age 由at your God and our God; your Lord 
and our Lord is well able to save and keep to the 
uttermost - to His Glory. 

Hallelujah! M町·ana由a!!

John A. Short 
Hong Kong 

December,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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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序

本菩以筒漂楼寅而毫煞渲染的文荤

敛述了袁相忱夫婿不罕凡的一生’他俩在

神襄面得腾的信心和属荣耀主耶稣基督

而活的一生罹贾不可思戴。

我伺出版本曹，目的是希望嚣者和出

版者藉袁氏夫痛信靠主而活的一生撞得

挑勒和鼓励。

我韶、载道苦才辑爱、且儒受尊重的弟兄

姊妹多年，更成了他伺亲自密的挚友。他伺

另一位翻爱的朋友，曾多年在中圈傅道的

艾喜德（Asta Nilsson）’也接受了邀斋，情、

述她年青峙怎模得到袁氏夫婿恩慈的相

待。我何感甜她所提供的资料。

遇上和韶奇在一位活的殉道者，寅在是

一生的荣幸（雅一 12 ；臀二 10）。袁氏夫捕

罹寅舆呆不同’他俩一生活出了神爱的荣

耀和噩噩的果子！多年忠心的事奉中，他

伺遭遇贫困、逼迫和局基督的栋故被氟理

的匿禁；他伺默默忍受， j空有怨建立的生

活，不罩摆出他俩舆来不同，更是在今日

中圈罕克的人。

他俩相小的家圄位抬北京著名的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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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寺附近，是那些寻找主的噩魂、鱼搪聂

f薯的重徒和劳苦疲乏的健人的串串站。相信

很多人舍舆我生委共嚼’我伺越韶蘸袁氏

夫婿，就越爱他何’更顾翻身髓黯那位带

锢保守他伺膀温千戴高要在的 神，享受主

耶稣望盛的恩典’父 神的慈爱和噩噩活

攘的相交和能力。

自徙一九七九年出壁以後，袁氏夫孀

作了「爱羊的牧人」’服事多人，深受中

圄信徒爱戴，他俩的住所大概是中圈北方

最属人霄、裁、没有在册的「家庭教啻」。

我伺所辑爱所敬重的肢惶，我伺要向

你伺致敬’徒苦黠燎墟中出来的你俩’奎

设有火燎的氯味！

我何属你何感甜神，也因你伺得著

鼓舞；因你伺的神就是我伺的神，你

伺的主也是我伺的主’袖定能拯救和保守

到盾，荣耀蹄拾袖。

哈利路52 ！主必快来！！

蔬约翰

香港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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憬边袁氏夫揭
艾喜德

(Asta Nilsson) 

回想初次舆袁相忱弟兄克面的情

形，我只能依稀言己得。一九四七年一月，

我第一次踏足中圆的北京’首峙我脑中一

片空白，惶恐高分。那些瑞典藉傅道人可

惫壤了，焦虑地在楼塌等上好魏小峙。他

伺接到消息，知道我乘坐的肃攘攘件费生

了故障’被迫繁急降落，他俩都十分焦

急。民航局通知他俩不必聂虑，可是曹生

和救言董事辆已耀出囊，阔到m楼著睦的地

方。由抬交通道输工具短缺，接送傅道人

只能利用「臭名昭彰」的「童保禄」古老

罩用肃楼。我伺梅、算逃遇大莫佳’但所有的

行李圭都失掉。也言午因逼次遭遇，相忱弟

兄特别翩心我逼锢年轻的傅道人！

我未到北京前，相忱弟兄已徙一封年

景的夫婿’傅构翰平日傅安娜口中韶截我，

他伺二人本来在山西北部的荒漠工作’年

初峙到了北京。相忱弟兄後来告辞我，他

伺患度蘸题’柴意事奉，生活横贯，使他

印象深刻’很受感勤。我想他伺定己告前

他阔抬我的事情。一九三七年，他俩在我

家中理行聚舍，镇我蹄主，後来我又蒙主

、飞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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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召到中圄傅道。

相忱弟兄心中必是就：「她将拾来

了，像是徒天而降。」

挺步不久，我跟随傅员夫婿参加一锢

祈槽舍，在那襄我遇克四位中国傅道人和

一名女傅道。其中一位是相秃弟兄’因属

他懂得英嚣’我例很容易就彼此相熟。遇

了一段很短的峙罔，他锢我到城西的小教

舍去。相忱弟兄和妻子、六名克女和他的

母辑，一起住在教舍後面的小房罔。首暗

中圈正鼓吹自强改革’反外的情错在香多

地方十分高涨，百姓渴望脱雕外国的影

罄。像王明道’相枕弟兄韶属中国基督徒

臆鼓建立起自己的教舍。首暗圈内多敏人

面晦贫困’他藉著替人翻器雄持家击，和

支持福音工作。弟兄需道峙的情形是怎

攘，我琵不清楚，但他向舍来罔及得救的

醋攘峙，反腥熄是稽植的’道拍我留下很

深刻的印象。舍中信徒都睡知自己得救。

中日大鞍期固，傅氏夫捕在俑僻的山

西北部度遇了八年峙阁，他伺受了很多的

苦，健康欠佳。内鞍似乎耀宿舍拖下去，

抬是他伺泱定暂峙回圈，打算一年後才回

来。首峙，我感到好像被人遣囊，信心盼

望大受打擎’主邵在道暗候遇上我’用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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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恩典曹治我破碎的心噩。自此以後，相

忱弟兄取代了雨位年老傅道人的位置’司｜｜

楝我和需助我成篇像他俩一襟。

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一锢瑞典差舍

邀蒲我到内蒙工作，可是在一九四八年九

月我伺被撤回北京。在那襄我有楼舍舆相

忱弟兄和另外四名中圈同工再次舍面交

通。在十二月，瑞典差舍派遣我伺鱼黄内

地舍在天津楠、部的工作，可是遇了不久，

我伺被包圃’到一九四九年一月天津由新

政榷就泊，之後北京也遇上同一命莲。暗

局稳定下来，火草恢徨行驶後，相忱弟兄

立刻前来探望，看我的情况如何。我住在

天津的两年阔，他差不多每锢月都来探望

我，看我的中文道展情况，同踌始我制正

辅尊。中圄正踏λ新的祀元，他希望我成

篇「在中圄人中罔傅道的傅道人」’他教

尊我肇舍了苦多原则，使我日後在香港的

四十年事奉大得雷助。

他信心里定，氟输面封任何理境，一

模繁守神器嚣的真理，道封我来就是一

锢很大的鼓舞。我在一九五一年雕阔中

国’雕去前，他舆朋友伺迭始我一幅棘

搁，上面铺著十六字韶文：「不要成就我

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是由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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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後皇帝的一名年老太鳖辑手刺糟的，他

服侍皇帝多年’现在信了主。今天桥稠仍

然斟在我的队室，每早晨我都看晃。

我舆袁弟兄夫捕雕别了三十年才有

楼舍再晃。宦至一九七八年’我始知道他

在一九五八年被捕’妻子打瞎了十五年，

才知道他被囚的地万。他被置禁在黑器江

附近的一伺劳改营。他的一锢克子雷畏途

跋涉前去探望，邵只得丰小峙的舍面峙

阔。我向他克子的第一f固罔题是：「他的

信心仍然坚定喃？」

回答是：「首然！」搓然在守衙面前

他不能多挠，但他却能翻：「你俩在家襄

禧告，我在道襄禧告，大家在天上克面。」

黯到道事，我的内心好像起了凰暴。

一九八一年一月初’我攫悉相忱弟兄

己胎一九七九年的重班出戳’透遇朋友，

我何最後得到聊格。同年九月’我撞准簸

言登後到了北京，我手上只有一｛固公荣富富

贵畴’但我立峙找到袁姊妹。我俩的定第

二天到我下榻的重笛克面。耀遇多年辛酸

苦踵’现在能舆他伺久别重逢，内心的感

受可想而知。我在向前等候’看晃一酣睡

形锢小的夫婿徙莲庭的胡同出珉，他伺舆

我迎面跑去，宦至三人搪作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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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甚！暨改蟹！在基督票的爱舆早

年的日子渥是一攘，一攘的温暖。我在北

京住了八天，我伺一起走到俑邃的公圄’

在没有人的地方’串易鼓往事。首我知道道

雨位弟兄姊妹所耀膛的前探幸日前燥’使我

内心感到羞惭、愧歉。妻子所受的没有比

丈夫的程省’她肩鱼起供萤全家的重任。

十字架的凌辱活活的在我面前出珉，都在

他何身上可晃一斑，然而那得腾的喜柴光

c谷P 不能掩藏。我黠不到丰句埋怨的甜

言吕．．．．．．只黯克感恩的前舌滔滔不断’感甜

神带镇他伺走遇一回特别的肇院。他伺信

心里定’目棵一致，同心盼望黯克主的稿

静：「好，你道又且善又忠心的偿人。」

自此以後，我魏乎每年都到北京，我

何的友情愈来愈深，他伺罐罐抬予我需

助，也是我失意峙的安慰者。他伺在主襄

面的不断劳苦，属主多秸果子，我伺舆他

俩一同喜柴。设有白费！设有失掉．．．．．

「那些年日所吃的，我要捕渥你

例。」（琦二 25)

我属他伺封主坚定不移的爱心费美

神，也属他例的悉心照醺，能在他俩的翼

下成景而感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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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卒小序

袁相 4比

我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店被假程回

到北京的，一九八军年的辈革E筒’在建方

的隙兄叫我梅克撞辑出来荣耀神，由古合格

日忙忙碌碌黠得抽暇’加以受假穗倏件之

所限，－W[液能勤荤。蹲瞬固十年遇去

了’现在自己的缸’隐力已大减，精力亦日

益衰退，深感必须集中神始我的力量’竭

莹莹力抓繁完稿。但因我不善抬文字且缺

乏写作才斡，属此定舍有亩多敛述不清及

前不注意之庭，幸好道锢小册子不是文字

作品而是克盏’靠著主的恩典，将主在我

一生中拯救和恩惠以及主黯的大能需

出’作同道何走天路的参考。正如爵人所

白：「我一生要费美耶和辈，我渥活著的

恃候要歌颂我的神。」阿伺。
（榻辑按：我例依袁丰目忱弟兄手稿辑虫草了他的晃盏，没

有作出加添或删减，希望E费者能他忠心爱主、寅徽始格
的一生得著勉励和挑辙。由砂袁弟兄初｛言暗受遇篮恩派

的教穗’故有耀摩噩噩充满和追求第二次恩典的看法。
撼我伺舆袁弟兄交通所得，业他的晃程也就遇’他不属
抬任何宗派’也不顾作篮恩派的牧师。信徒不是要程应

某程感觉或自究方言’但一锢人信主後不愿作i舍淡的基督
徒。我伺需要重噩充满，旗袍在我伺襄面作工，渴望源

的生活，篇主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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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身世

1914 年

我原籍是唐柬省柬莞牒，一九一四年

生抬安徽省蚌埠市。有人向我，你是南方

人怎麽落声抬北京了呢？在此先要提到

中国科技界的先脏詹天佑先生，他健美圄

肇成回圈，後被清朝政府翻到北方主持建

造京强（北京至2民家口）戴路。逼悚以坡

陡著稿、工程颠E的戴路’詹天佑先生根

撩凿峙的建按钮费和工期的要求，探用了

「之」字形锦路的工程截击’芷且打通了

一千多米景的八洼镇隧道，解泱了最困戴

的越葡罔题’提前建成京强戴路，矗勤了

奎世界。首詹天佑先生北上就任京强戴路

媳工程司兼舍摒（後升任媳摒兼梅、工程

司）峙，带来了一些魔束的同娜，我先祖

父就是道楼来到北方工作韭在北京郊匾

的南口镇安家落户的，琪在那襄仍有我的

短捺章和自己的房屋（早已被收蹄房管局

了）。先父原也在戴路部阿工作’因戴路

部阿流勤性大，故工作地黠常被翻勤，家

庭也就随著遣移。我生在蚌埠，是在森北

的徐州、｜，九葳峙雕阔除州到天津住在外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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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家’十四葳峙由拾先父在北京的需影部

内任瞧’我被接到北京罐精上小事。

下面是我的克嚣。

得救重生

1932 年

甘年代的中圃’民荣比较崇向新式教

育’先父言忍痛教舍肇校的英嚣教肇比较

好，就把我送到基督教青年舍摒的肇校去

就嚣，道是我接跚基督教的国始，也使我

徙小肇四年般就念起了英文。但是道锢所

谓的教舍肇校，在宗教教育傅摄的僵是耶

烁的博爱、人格、道德以及社舍服费等，

徙来不藕基督十字架救晴的基本要道：雕

然有峙也念使徒信程’备｜］不是徙内心翼相

信。後来我才知道他俩是属胎琪代派的，

也就是不相信派，他伺野里程中的一切超

然的事情都不相信，他伺只有宗教的外

去’业燕基督内在的生命。可是在事校的

老自币中有雨位真基督徒很吸引我：一位是

教中文的石天民先生’他是王明道先生的

同工；另一位是教英嚣的肯安娜太太。我

看到他俩的人生和别的老脚不一攘，别的

老师下了器回到教藉鹿就吸煌或聊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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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俩别是韶民偏嚣’卒峙待人和藕可辑’

跑跑阔’攘肇生’除上充满属天的喜柴舆平

安。我萤初中的恃候’一直是班襄功裸较

属突出的好事生’道雨位老师都很爱我，

首暗我渥浸有信神，雨位老师就常常勘我

去黠王明道先生的需道。我想那峙候他俩

肯定舍不断的属我椿告，否则後来我是不

舍信主的。

我的重生得救是有锢温程的。首我十

七葳言自初中二年椒，己耀阔始懂事和思索

人生哲理峙，在我心中有三锢不能解泱的

罔题：

一是，在自己的心要属甚麽有莫名的

惯恼’老置得活著没有意思，思想悲翻想

自毅？我首峙的生活瑕境是很不错的：自

己是揭子，受父母的瘪爱；家庭望我足

食；言自害的成精也很好；渥可以随便到雷

影院去看雹影（因先父在雹影公司鱼黄管

理莲口影片工作’所以我在北京各大影院

看雷影都不用寅票）。通常在道穰黛菱焦

虑的生活保件下是没有甚麽理由舍促使

自己思想如此悲翻的’然而想要自毅f}p是

事黄。有一天下午，我的整手各拿著一根

大戴笛子，要往交流雹源的捧座孔襄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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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相雹而死。在我赞手伸向挣座的刹那

罔’忽然受到自己的具心黄俑’想到：黠

道父母就道攘白白的聋活我一塌嚼？雕

然把手偏回来了，但心中的慎’隘和悲翻茧

浸解诀，仍贵得活著波有意思。

二是’我怎揉才能载腾罪恶的引番’

遇里漂的生活？克到群多青年人在肇校

峙思想很罩销、正匮刚毅’但一踏造社舍

很快就随波逐流、腐化堕落了。我想自己

将来怎麽才舍不被腐龟’像荷花那模出抬

污泥而不染，做一锢中流m柱呢？

三是’人死了以後是怎攘的呢？是不

是就此拉倒’一切圭完或是像牛属一憬，

劈苦一生死後就舆草木同朽呢？

属了寻找最好的人生哲壁和正醋的

世界翻，我便阔始研究宗教’想看一看宗

教能否解泱道些罔题。在卅年代初期，能

影警中圄祉舍的另有雨大宗教：佛教和儒

教。按－f固首年只有十七葳的孩子所能理

解的，我韶属佛教睡有敷千年的匿史，有

它的哲理性，但它是消撞出世的，所需一

崖不染、四大皆空，道攘的人生在自不符合

我的思想要求。儒教，即孔孟之道。孔子

也韶属有神存在，但f足来不提将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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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就「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建之」；

只需怎攘属人，如忠孝卸磊、三搁五常、

檀蕃廉耶等’道也解泱不了我心襄存在的

闰题。此外’就只有基督教了。我在教啻

肇校襄嚣害，受温一些基督教育和真基督

徒的影馨，也瞟温缉灰吉普道，知道基督教

是伺出世人世的宗教，官吉普天圄天堂、噩

魂及来生之福，同峙也藕如何鹿世篇人。

踵然我也韶篇它在偷理方面是黛比的’是

锢很不错的人生哲兽，但我邵不能接受基

督教。因属我韶属它是外圈的道理，是锢

「洋教」’中圈人不能信。而最根本的是，

我不相信神的存在。那峙我的思想很幼

稚，竟前看不克摸不著就是设有。其寅，

要等看克才信，那麽在世界上你能相信的

柬西就太少了。有言午多事物踵然眼看不克

也暂睛不能理解，但渥必须相信它的存在

（因篇你的知载有限’不能立刻理解’所

以我例看阔题不能遇拾主翻和武断’不能

不虚心）。首碍我甚至韶属科兽一天比一

天费篷，人旗思想一天比一天涯步，再遇

魏十年道些老一辈的人都死了，就再不啻

有人相信宗教了。那峙封封神是否存在道

锢阔窟，我曾跟人抬杠、辩辅以及自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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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同争有半年之久。我的心噩太可悔了，

知道人生需要信仰又不能相信神存在，心

噩上的空虚使我生活在苦恼舆黑暗之

中。我里信道峙一定有人属我槽告，包括

我的那雨位老自币’若不然我以後是不舍相

信神而接受耶酥的。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甘九日晚上九黠

牢’那是我一生永建不舍忘言己的暗刻。首

峙我已预借完来日的功辣，揭自一人坐在

桌前’忽然心中一勤’叫我知倏件相信有

神，那光景是心理舆生理都黛法解释的，

就好像是把神放到了我心翼了，我立刻梅

毒桌上的煤油烧捻熄，跪在地上向主承韶

了我的罪，求主赦壳，接受十字架的救

腰。一锢十七葳的孩子有甚麽罪？道韭不

是就犯了圈法，那要由法律制裁。我睡设

犯圈法， fiP犯了天庭和道德律，里程上就

「世人都犯了罪」’道援看来没有一锢人

液有遣背温虫，心作事，都犯了道德律。虽

心是伺tN敏感的柬西，你一生做的好事言己

不住，但所做的虚亏心事，若干年後你仍舍

克得一清二楚。那天晚上我跪在神的面

前，把自己徙小孩峙起所犯遇的罪都承韶

了，如偷温我外祖母的钱’偷遇都居家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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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的玩具铜霄刽一把手日方眼铜鲍一锢，渥

有不献贾葫蔬、鼓静、恨人、欺踊、思想

污穰等等克不得人的行属和思想’我都一

一的求主用袖的贾血始我洗津，赦冤我所

犯的一切罪惠。正如重耀上前：「我俩若

前自己燕罪便是自欺……我伺若韶自己

的罪，神是信黄的，是公器的，必要赦冤

我何的窍，洗浮我伺一切的不藉。」（构查

- 8-9）首我韶完罪之後站立起来将煤油煌

黠亮→看，贵得整锢宇宙都娶了，心中满

有赦罪的平安’更知道自己的噩魂有了蹄

宿’因篇「信子的人有永生」’徙心襄能

唱出「罪重檐皆脱落，我今快柴因我重搪

已脱落’罪重撞皆脱落’我今快柴因我重

撞己脱落」。徙那天起，我的人生政赞了，

第二天旦到同壁就需述道救恩’因属在我

心露中有那麽大的政蟹，使我不能不藉。

我得救重生之後’一宦是熟心追求明白属

道，凡有聚舍必定去参加。

噩噩充满

1933 茸

我睡然重生’耶稣成属我的救主’自

己天天言雷艇祈擂’主日必去做檀拜，芷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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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镇人蹄主’但在内心邵没有程匮得腾的

生活，内心常常有交鞍’如爱慕虚荣、蹒

傲自大、嫉恨自私等等内在的不藉。自己

也知道道些不能前主喜悦’正如保罹前：

「我也知道在我襄贾’就是我肉髓z中，

没有且善；因篇立志属善由得我，只是行

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脑意的善’我

反不作；我所不顾意的惠，我倒去作。若

我去作所不属意作的，就不是我作的’乃

是住在我要踵的罪作的。我竟得有锢律’

就是我脑意属善的峙候，便有惠舆我同

在。因篇接著我襄面的人’我是喜散神的

律；但我蟹得肢睡中另有锢律和我心中的

律交骂我’把我攘去，叫我附促那肢睡中犯

罪的律。我属是苦啊！在能救我脱雕道取

死的身髓呢？」（罹七 18-24）以上，铿文是形

容信徒心中噩惩交勒的光景，我也有同攘

的程踵’属此我需要神第二步的恩典，也

就是要被重重充满（弗五 18）’首噩噩降晦

到人身上，不但得能力属主作克盏（徒－

8）’更能靠著里噩的大能腾温肉髓，温得

腾的生活，桔满了噩噩的果子（加五 22）。

我伺受噩噩是慧信心祈求而得’我何不必

追求感蟹，但我睡信蓄高罩之王耶和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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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降到一锢人身上必定是有特殊表明

的。我的程座是道攘的：在我十九葳那

年，山柬噩恩舍的人来北京，那峙各大公

舍都不需他帮道，他伺只好在西城青年舍

崔校是家聚舍，我一共去了三次’醺雨次

我暨得啻塌太温缸，有人哭有人笑’有的

大整呼叫，有的前方霄’真是简L七八糟。

第三次我去晚了，他俩正在槽告，我也跪

下槽告，道峙崔校是来到我身旁用手操摸

我的醺韭就赦冤他的男吧！抬是我就情

不自禁地大哭起来’那次是有生以来徒设

哭得那麽痛快，哭完就大笑，散舍後蔚自

行草走在大街上莲在不停的笑。我信主的

第二年不懂得重耀的理输’但徙那天以後

我噩命蹲娶了，我髓舍到噩噩将神的爱浇

灌在我心裹了（握五匀’韭且漂浮了我，赣

美主名！信徒在噩命的追求上，噩噩的工

作是植重要的。首初使徒伺算神的大能和

神踵奇事腾了迫害，将福音傅温了握属蒂

固的版圃和欧州、l 。在富今的教舍，人的摒

法太多了，限制了神的工作，噩噩设有楼

啻工作’那麽今天的教舍霞走哪傣路呢？

鼓回到神的韶襄去，回到使徒行傅去，踏

著使徒的脚脱行。匮代教舍的阔展不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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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噩噩方

能成事（亘四 6）’要使神在使徒暗代所黑的

大能在今天渥能寅珉，先叫噩噩的大能打

倒征服我伺道f固人，重重的大能才能不受

捕阻的彰摆出来’原自我伺都起来追求噩噩

的充满’道是神的命舍。一锢重生的信徒

就言卖国他，你受了噩噩设有？正如保握富

初罔以弗所信徒’「你伺信的峙候’受了

噩噩设有？」（徒十九 1-7）「简期的末日，

就是最大运日，耶稣站著高罄载：人若渴

了，可以到我逼真来喝。信我的人，就如

耀上所前：促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

来。耶解道话是指著｛言袖z人要受噩噩挠

的。」（的七 37-39）需注意耶解甜的道句话

襄「渴」、「来」、「喝」道三锢勤祠，

你渴慕噩噩充满嚼？来到主前喝是想著

信心接受’不要注意感竟如何。歌曰「求

五旬卸噩恩充满我心，各人先将自己器皿

倒空，把所有藉捕阻一概除i字，赣噩噩在

我心自由勤工」。

欣然蒙召

1934 茸

首我嚣完高中一年极左後’我即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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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罐罐念下去了，神将救人噩魂的鱼搪放

在我的心中，世上再也没有任何事情比

「噩魂得救」更曹雪，更具有永恒的情

值。道伺鱼撞在我心襄催逼若我JI圄服和放

寞佣人的前途及追求名利富贵的奢望，甘

脑去做那被一般世人所看不起的傅道

人。首我把要去嚣神肇院’将来做事服傅

道人的泱心告都父母韭需他伺不必再属

我交纳高二的肇费峙，不懂遭到父母的坚

泱反封’更使他恫氯惯和大失所望。我是

家中的蜀子，父母盼子成麓的希望全寄玩

在我身上，期待我能大有作篇，成名成

家，光宗耀祖；他伺韶属做锢傅道人波有

甚麽出息’重才我百般勘亩，用盏了软的和

硬的方法逼我回心膊意，父辑甚至用哀求

的口吻封我载：十就不是叫人孝敬父母

嚼？你属甚m不黯我例的器呢？由抬我

泱心己定，就像北京的俗器「吃了梅花，

戴了心了」’父母也架可奈何，之後就射

我相耀道行了一逼串的逼迫和考酸。

我父辑是锢酒徒，在雹影院工作，每

晚霞影散塌後渥要去喝酒，天天深夜十二

黠左右才回家。他向我提出’每晚他一叫

阿我必须属上去阔同。 f向我稍有渥援就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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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口大票，就毒活我设有用庭，就像毒活

了锢靡人’如同看阿狗。那峙我的生活Jj;

境十分颠雕’在精神、肉髓上均受到很大

厘力。首峙我查看路加福音十四章甘五至

甘七简和属太福音十章卅五至卅九筒，我

自己提出：我是否能爱主腾遇父母？是否

肯背十字架来跟徙主？走道悔窄路呢？

道是主黝你我的要求，你原自否付出道锢代

债？

正在逼锢峙候’北京有锢建柬宣教舍

掰的重喜事院招收肇生’ 1每件是：清楚神

的呼召’初中旱棠文化，年盼甘二葳以

上。但我首峙只有甘葳，不掬正式生的保

件’只能首走蘸生旁黠了四年。那峙我就

韶篇，服侍主不在乎有波有文憬，重要的

是神的温召、重髓的知裁和噩噩大能的同

在，所以在旁黠肇营中心襄一直很坦然。

在道四年裹’我一面黠裸一面藉著寅苦的

瑕境来造就自己。事营睡不用交肇费，但

每肇期鳝元鲍的需辈革费要满信心仰望神

来供靡。那峙我每天的生活是道攘的：清

晨天没亮就起床嚣程祈槽，天一亮就属上

把放在庭院的煤’撞黠燃，罐火刚上来即将

昨天的剩额熟一熟，再将水量犀在火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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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匆匆 ＇lt'tt吃霞早簸，在父母尚未起床

踌就骑自行草去肇院黯嚣了：中午下裸回

家也是吃父母吃剩的额菜；在服破了也没

有人管，午献後在家整理舆徨营首天的裸

堂肇言己和器程後’又准偏做晚额以及将三

伺煤油煌罩擦拭乾津；晚自臣後再预营一舍

克嚣程’到八黠多锺就睡贵了，以便午夜

父辈目叫阿峙立即起来去阔F号。道攘的生活

持撞了三年多， E佳然较清苦，但割我的噩

命吴莲在口大有盆庭，「主踵然以颠要在拾你

首筒，以困苦拾你蓄水，你的教师邵不再

隐藏。」（赛卅 20）我琪在所能自得的重耀

都是那峙候嚣的。到了第四年韶载的人多

了，生活也有了好搏。因属我在肇营期固

常常需些稿件投到神肇院摒的《暗中z

光》月刊上，芷且渥翻器了司可福注释在

里程後面的阔抬锢人f布道的输述，出版

〈锢人怖道手册》。一九三六年夏’神更

奇妙的属我预偏了路费，露我去厦内参加

宋向简博士主镇的全国第二届查耀舍。

要收的在稼多’收割的人太少，作主

工有神肇司｜｜糠的耀座是好，但那不是主要

的’最重要的是噩噩大能的同在同工，葡

萄保罹的器（林前二 4-5) 0 傅道不是服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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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出抬自我火熟要去傅道，不是由胎父

母将你奉献始神而作主工，也不是看克敬

舍的需要或受甚麽人及国髓的差派。傅道

人必须韶定神的遣召’更要塑偏忍受各攘

的苦肆，若不然定舍退铀的。下面就是我

蒙召侍主的耀温和想操。

忠心侍奉

1938 年

徒四年神串串吉棠至今，我没有加入遇

任何宗派、任何圈髓，也没有接受遇任何

圈幢的薪金。因属我相信，一锢神的偿人

首受神直接供始舆差派，傅福音的首靠福

音羹生（林前九 44）。慕勒先生智商：「不

接受固定薪金，以冤依靠人遇抬依靠

神。」我的道一生侍奉都是强信心生活

的，神的腰带是信富的，如果在生活的供

怡道件小事上不能信靠神，在别的事上神

是不舍使用你的，在神的府犀中没有一锢

祝福不是强信心支取的。我在神肇院秸棠

後第一锢傅道的地方是天津里舍所’那是

宋向简博士在天津镇富舆舍後粗辙｛布道

圈所建立的教啻，首峙聚舍的鱼责人是周

新和隙善理大夫，我在怖道所傅福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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锢峙候是一九三八年’也是道一年我舆梁

惠珍女士拮婚的。一九三九年我回到北京

建柬宣教舍里喜肇院’臭校是叫我在肇院

襄需↑亡搪任翻嚣’每周工作四天牢，每月

有敷十元的收λ ，生活很舒通。不久我费

瑰自己道倏路走错了，神呼召我到晨村傅

福音，不是在大城市温舒撞的生活，中圄

崖村人口估百分之八十’那襄才是最需要

福音的地方。可是怎楼阁臀去晨村傅道的

阿呢？神是道攘引等我的：首我渥在嚣神

擎的第二年峙，美圈宣里舍有位裴牧师来

中圈傅道，宣教师都必须先器一年的革

嚣’然後才能到内地去’裴牧师的心撞其

火熟，恨不得一畴就能帮辈嚣’将福音傅

拾中圈人。那峙在建柬宣教舍最有英文主

日事，目的是藉著英器来吸引更多的大、

中肇生来黠福音，首然他伺之中不少人来

的主要目的是属事英语。裴牧师也来参加

道锢主日兽，我也去了’我去的目的是属

了做锢人俯道’自下他俩的住址，以便舍

後去拜前他何’我就是道攘舆裴牧肺相赖

的。我伺彼此是信主的人，同心同德’一

克如故，交言在得情投意合。他罔我多大葳

敷、秸婚没有、能否跟他一同去晨忖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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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我挠我才嚣神肇第二年，不能跟他

去’他黠遇左後有些失望，不久他就去河

北省的南部成安脐了。一九四零年夏天’

裴牧师因去北戴河避暑路遇北京峙，找到

我，再次的我去崖村舆他同工’道正是我

首峙的心厢’若是出胎神的旨意他必预

俑’也赐逼邃的道路。因属我已置得路走

错了，自己的抱鱼是晨村’确在去晨村的

阿阔了，胎是我就借同内人和只有一葳多

的孩子，全家三口人欣然前往成安膊，住

在成安娜柬阔教堂襄，我内人在教堂院内

教小肇’我和裴牧师等人去各锢村商啻俯

道。首峙正值日本估锢畸期，我伺到各村

f布道都要搭活勤眼棚’裴牧师身穿黑色臭

袍、 ~j上m著氯煌，另一位同工拉手凰

琴’我打洋鼓’每天晚自皮後我仍三人在村

襄一走，就能招引很多人来眼棚襄黯道，

韭向他伺分迭福音罩援和福音菩籍。在每

｛固村襄f布道三天或五天’所到二Z村都有敷

十人悔改信主，我伺便道一步属他仍需解

里程。此外，渥利用崖阔峙罔阔大型聚

舍，培噩造就，使信徒手口教啻被建立。那

峙宣重舍的教匾在山柬省和河北省各有

五锢牒’以河北省大名府属中心鼓有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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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里程肇院’我恫每年徒隐居正月初二就

去各地镇聚舍’直到二月初才回来休息。

我徙裴牧前身上肇到不少功嚣’其中

有一件使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一锢傅道人

最要繁的是要有吃苦的心志和爱人噩魂

的心。裴牧师是位外国人，扇了中圈人的

噩魂得救’常常流著熟泯槽告。我是一锢

中国人，我爱人露魂的心罹贾不如他那攘

迫切，神寅在东己念了他的眼误，每次f布道

之後便有多人悔改蒙恩’那流泯撒在重的必

散呼收割。

我伺下那f布道，睡的是土坑，属此常

常舍招到满身虱子，每次回到教堂住所都

要用阔水烫技服诫虱子；吃的主食多属粗

疆和雄握’副食到各季锢醺是酸白菜’道

也是富地最好的菜了。生活睡然很清苦，

裴牧自币邵仍勤富侍主、就想爱人’撞得信

徒的尊敬舆爱戴，有的同工属他起了锢

「火草原」的掉拢，言贾春他有E大的带勤

力。裴牧自币明在己近九十高醋，身髓渥很

好’仍耀常去本圆各地镇舍和熟忱需助年

青的宣教师。八九年夏他曾再次来事业事

程前往成安豚和大名等地看望蕾相裁’他

曾感喋地向我表示：道是最後一次来中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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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一九四一年各，太平洋鞍争爆费’那

峙我正在山柬省朝城，我内人仍在成安豚

柬阔教堂教小攀。日美交鞍後，日本人将

所有在辜的美圈人集中到山柬省滕牒，限

制他伺自由。道峙驻札在成安城裹的日本

兵和漠奸兵皇悔罩趁楼到鹿措劫财物、强

盔孀女，他伺先将柬阔教堂包圄起来，然

後阔道教堂’日本兵把住在教堂檀上的西

洋人的所有柬西圭部擒走，用草渥到城

襄；其自余的漠奸兵则在檀下到鹿翻箱倒柜

猖狂措劫，把我家中稍好一黠的我物都撞

走了，我的壤锺放在桌子上被翻器官看到

後便随手拿走了。日本兵渥不断叫喊著要

找「花姑娘」’首年我内人才廿二葳，只

得用娟盾的黑灰抹在除上後躲藏在菜窑

裹，蒙主奇妙的保守’她渲有被日本兵费

顷。在山柬朝城睦札的日本兵僵封铺了教

堂，没有擒教堂的柬西’那天日罩通通翻

言宰割我伺载：混在日美整方己耀交鞍了，

你伺中圄人的柬西可以拿走韭雕阔道

翼。随後我就同另一位信徒瞒自行草走了

雨天，回到河北成安牒’旦到柬阔教堂也

被封铺了，有日本兵在向前把守，不准任



20 爱主忠健

何人造出。我便脱下是杉、檀帽，穿上北

方的粗布棉模、戴上黠帽’找到翻器官交

涉准予摒理堂内的事渍，被允言午後由我召

集凿峙住在教堂裹的男女傅道和勤牵挂人

虽向大家就明情况，业始他俩每人一些

鲍，言要他俩各自回家，最後只剩下我何一

家人留守在教堂内。道峙柬阔教堂一位叫

向青梅的老孰事（他是巍巍傅道，有傅福

音恩赐，被主重用，成安一带言午多人信主

和教舍被建立’多是由他服侍。可情在後

来的十年勤简L峙死在默中）：来到教堂堂才我

翻：你走不走’要走我始你路费！随即拿

出一些鳝翠偏始我。因属首峙他封我渥不

了解，以属跟外国人来的，教堂瑰被封销

必定要回北京了。我回答甜：我不走，我

就是来晨村傅福音的，明在各庭的教堂都

被封锚，人都走了’中国教啻怎麽摒呢！

他一黯我回答得道腰里泱就属上封我

载：你不走就搬到我家襄去住吧！首天下

午他就起来一辆牛草’把我垒家三口接到

他家。他家住在距豚城八里的北湖村’也

是我大女克出生的地方，因此我始女克起

名属袁安湖以作品己念。徙遭到街老先生家

居住以後’我舆他很同心，强信心工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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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走温了冀南五豚牧萤群羊、建立教

舍’亘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的前夕。既

然晨村工作的需要那腰大，我怎麽又舍知

道核回北京了呢？因篇瑕境的阔尊舆安

排是跟主的旨意相聊的。抗鞍末期八路罩

的包圄围越来越小，割傅福音阔展主工有

所不便。另外’我是漏子’家父早已遇世’

此峙家母又患服症重病，而在京年道的外

祖母更黛人照醺，属此家母不断来信叫我

伺回去。再者她恫渥没有信主’已成属我

心中的大鱼擂，但我始将抓住主的臆言午

「凿信主耶解’ f尔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徒十六 31）那年蕾唐除夕，室外誓著鞭炮

聋，孩子伺在坑上都睡著了，我揭自在窗

前：噎下心中黠遇，思念在京的亲自人。同峙

我又反躬自省，我在外地傅道，可是自己

的母辑和外祖母在口渥未信主，我深感内疚

韭熟泯盈眶。基抬上述穰穰原因’我伺全

家五口就在日本投降的前一锢月雕阔成

安，途耀甘阳B乘火草回到北京。那峙在北

京包括雨位老人已是七口人左家，手中没

有接生活怎麽摒？富峙我家住在王府井

大街’离佳神召舍很近’我常去那襄槽告，

那倒教舍的女傅道有峙也来我家作客，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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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霄、截了我母藕’肯定她伺也常属我圭家

的得救槽告。

神用神眉奇事解除了我母辑割基督

教的「成晃」。那峙母翻病得很属害，因

没有钱去看曹生’只能槽告求神曹治母辑

的病。神踵奇事费生了：一天傍晚’我母

翻躺在床上看到有一位身穿白袍的人来

到她身旁，始了她一些黄色的粟物吃。遇

後不久，我外祖母叫我母辑坐起来吃栗。

母翻回答载：刚吃遍了。我外祖母罔：在

拾你吃的？我母辑便将穿白袍的人抬她

粟吃的情况述翻了一温，首峙我外祖母贵

得很篇奇。 f足那天我母翻奇妙的蒙神瞥治

z後，病就好了’身髓日益康f复，後来她

在神召舍受了洗。首年己七十多葳的老祖

母看到遣攘的神醋，也信了主。费美主！

我伺定要坚信神的愿静是不舍落空的，我

等候了十三年，全家才得救。若是在您家

中渥有辑人没信主，你要相信神的臆静，

属他伺槽告，神的心意是藉著你使你全家

得救。在新的和蕾的重程襄都可旦到神救

我伺是以家属罩位的，只要你有信心的祈

禧和爱心的善行，神早晚舍拯救他俩的。

神奇妙的带镇舆安排，使我在阜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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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大街 160 就阔摒了福音堂。日本投降以

後，本想罐，铺到外地晨村去傅道，因戴路

被八路罩破壤，交通受阻而不能前往’我

只好在京等待峙楼。首峙在北京的日本人

都被集中，等候集髓遣返，地鹿柬四贾（康

有强座原属美国人阔掰的辈器肇校的大

槽，渝陷阵被日本人估用’在日儒被集中

美圈人渥边来接收之前，一位叫冉拘翰的

丹婪人利用此空隙以第三国籍的身份把

它接管韭将它改眉眼睛额店，招待来京的

外圈人居住（冉构翰是神召啻冉牧丽之

子，出生在中国）。那峙美圈罩拥部的胜

莘箱、部霞在悔罪日曾院内，冉构翰被骸部聘

属翻嚣。被日本就治了八年，中圈青年肇

窑的都是日本嚣’罩拥吉日首峙植需懂英嚣

的人才，冉构翰叫我跟他一起去首翻嚣’

我挠我的使命是属主傅福音，雕然我家有

七口人’王克没有甚麽耀清收λ ’但我要等

候神。他克我不顾去罩锢部工作，又割我

前：你可以来需助我在晦峙簸店收款吧，

每天上午收款，下午仍可以服侍主。抬是

我就在核额店做了三锢月的收款虽工

作。在簸店收款峙，我韶截了一位富峙住

在新保安来北京曾泊牙菌的挪威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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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寐牧自币。他看到我的摒公桌上有童程和英

文刊物，他就借去看了’第二天他又来到

我的摒公室用中文罔我：你是傅道人嚼？

我言竟是呀。寐牧师很喜歌耶稣家庭出版的

韶文爵歌，可是他不懂筒籍，罔我能不能

需他翻成五艘器’我就可以。他载：那你

就每周一、三、五的下午来吧，我何在一

起只将甘三篇需篇翻完就行。同暗他渥封

我就：我有感勤在北京国展工作。我前：

北京已有那M多的教舍，现在和平了，我

何可以出去了’道襄用不著我伺。虽是天後

的下午，森牧师突然又重才我前：不翻五踉

吉普了，咱俩骑草到街上看看吧！抬是我俩

就一同外出’首我伺来到阜城内内大街

160 赞同前，克有一锢三罔铺面房拼著「福

音堂」的牌子，我伺下了自行草走到道座

房子前’看到大阿上贴著北京市政府的封

1靡’？是同的耀隙看到屋襄摆放著很多是

椅’渥有需台、凰琴、黑板和唱爵架子，

是锢完整黛缺的小舍堂。耀前罔看内的

人，他告前我伺道锢福音堂是一锢日本牧

师名叫撤回金雄阔摒的，他混在已被集中

遣返，政府器以属道房子是日本人的崖

棠，所以贴了封倏；如果你伺要用’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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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市政府摒理国封手攘，再付房租钱就可

以了。龄是我伺属上回到额店，森牧师立

即葡股吉普草带著我来到市政府的西花

靡。那位鱼黄人一看来找他的是锢蓝眼珠

大鼻子的外圈人，渥阔著吉普草’就自以

属来的是美圈人’便很客氧的接待了我

例。首他黯完我何要摒教舍，确在来市政

府登亩，申言青臀封阜内大街 160 就福音堂

的言货商以後，他逼↑亡黠醺徙腰阔掏出一强

名片，遏渥始我伺遗前：浸挠的，有甚麽

事量管找我。同峙言明以後再道行具髓磋

商。在我伺眼他交族中，我得悉道位鱼责

人跟我原来的老前王克忱先生住同院（基

督徒的一生波有巧合’一切都有主的安

排）’遇了一天我到王老嗣家将此事告都

老自币’想言青老自币需助藕蝇句好话。离离波

有想到’我伺既没有费甚麽事’更没有花

钱器客迭檀，只隔一锢星期市政府的臀封

通知就费下来了。官府摒事情少有道麽顺

利和爽快’道是神奇妙的阔路。我拿著臀

封通知找到房束’商定用每锢月三百斤小

米的租金将它租下便阔堂怖道了。寐牧自币

2克：道锢堂要挂｝神召舍的牌子。我前：不！

我徙来不加λ任何宗派。他白：若不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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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舍的牌子就没有薪水。我载：我一生是

慧信心生活的，主必鱼我的责任。寐牧师

黛奈，就回新保安去了。

一九四六年刚阔摒阜内大街福音堂

峙，最初设有信徒，我就仿效救世罩的方

法，每周三次在堂前的大街上打鼓俯道，

每次都能吸引不少人，如果碰上白塔寺筋

期’黯福音的人就更多’我一遏藉一遍向

瞟来分迭福音罩强或福音菩籍。遥入四七

年後，徙外地逃跑到北京的人睦横增多，

他伺流浪在外，大有黯福音的楼舍，比如

梁德芳及其全家就是那峙我打鼓打来

的，梁：本人信主後心襄火熟，後来做了数

舍的孰事。另外，扇了不断撩大影警，一

方面充分利用福音堂三扇大阿上的所有

玻璃窗，将官贴满福音量和用大字喜霜的

程文，凡克有人在阿前看，就趁横向他伺

作锢人载道，噩量把福音傅出。另方面，

在福音堂前的屋围上斟起八锢很大、 f足很

遗就能得克的事俯宇「串事回吧！何必死亡

呢！」神的话没有徒然返回（赛五十五

11）’它救了一锢徙柬北流亡到北京的青年

肇生之生命。那天道锢青年肇生1H悲翻失

望，本想走出阜城内投嚣城河自毅，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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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福音堂附近，忽然抬醺看到屋围上暨

著的那八锢大字’他被提醒了，恍然悔

悟，回到主的慑抱中，後来平安地返回柬

北家娜。

一九四七年春’高爱壁夫人二次来

辈，在肇生中阔展工作’她渥在北京西城

青年舍英文夜校鼓立了查耀班，同峙在她

家也有聚售，神藉著她拯救了一些青年

人，其中多人在我堂受浸。徙阔摒福音堂

以来，我除在堂内俯道外，神渥始我阔了

别的傅福音之内。如：解放前耀常到市魔

播雷台用 850 和 770 千周向市民藕道：在

私人阔辩的民整和罩友道两家庭播台’花

鲍租峙固播需福音；二FU印了「福音唐播逼

凯」’反映了唐播怖道的回聋’使抱病趴

床的人黠到福音得到安慰，增强了生活的

勇氯：我也翻帮了陶雷博士所著的〈怎穰

被噩噩充满》；需出了〈八年回憾〉克盏

福音堂的工作’等等。福音堂在每年夏季

都要施一回浸檀’因属我伺相信浸檀。鳝

十年温去了， E且在已天各一方，我深信主

必保守他伺宦到那日。

北京解放以後’怖道的楼啻很少了，

一般只能在堂内吉普道，一宦到我整整侍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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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年峙被捕λj献。在道甘年中’神拾了我

属于也工作的楼舍’我雪在自费不合用，前

欠了神的荣耀，韭且设有使袖的心满意’

但主所要的是「忠心」’我只有将道颗心

献在祭擅上求主’除柄。

被捕λ量

1958 年

在吉普被捕λ壁之前，我得先兢兢「三

自爱圄莲勤」的起源以及我属何不参加逼

锢莲勤。一九四九年全圄解放後，所有在

辈的外圈宣教士都撤退了，在全中圄有那

麽多的教舍财崖、教售罄院、教舍事校

等’重才道麽一大攘子怎麽摒？一九五军年

上海的青年舍熄斡事臭耀宗先生，他是位

爱国人士，就聊合了翻具模、都欲忠等一

些所需基督教人士来到北京晃了周恩来

穗理’他俩商截了三天’最後泱定中圃教

舍臆鼓做雨件事：一是舆美蒂固主蕃割断

阔保；二是中圄教啻要寅行自治、自傅、

自盏’即「三自」。吴先生回到上海即接

了「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宣言」’掀起一

锢「三自爱国莲勤」。首道锢莲勤来到北

京峙，首峙北京共有六十多锢分眉不同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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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教舍，凡是接受外国津贴的教舍都参

加了道伺莲勤。在北京公然拒把参加道锢

莲勤的傅道人言十有十一人，知名的有王明

道、辜泳琴等人。我伺道些人不参加道锢

莲勤的原因’主要有三锢：

第一，我何的教舍没有接受外国的津

贴，本来就是自聋的。比如’我那伺福音

堂是自己租的，是北京唯一租舍堂傅道

的：我一家九口人的生活和舍堂房租是靠

我做翻嚣的收入来推持的，所以我设有参

加的必要。

第二，信舆不信原不相配，不能同鱼

一辄。「三自渥勤」的道些最起人是属瑰

代派的，他何没有甚麽信仰，吴先生是辜

棠抬租构聊舍神肇院的。

第三，政治和宗教要分阔，神的柬西

要蹄拾神’该撒的柬西要蹄拾鼓撤’道是

雨伺锢域’政治不能利用教舍，教舍工作

的阔展不依靠势力，不依靠才能。解放後

圄家鼓有宗教事藉局，市鼓有宗教事藉

鹿，理系最有宗教事费各科来管理一切宗教

活勤；韶属宗教是人民圈髓之一，也要在

露的锢等下属焦崖陪极政治服藉。我伺韶

属：教舍是属天的，是看不克的’不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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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粗辙，不是楼阁；教舍是童女’不能

舆世界聊合。

然而在五十年代中圈盛行的温辑

是：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是没有中阁路棋

的。由胎我伺不参加道锢莲勤，就被官方

赁罔：道锢莲勤是锢爱圈莲勤，是政府支

持的’你属甚麽不参加？不参加就是立塌

有罔踵’等等。如此推理’我便被打成皮

革命分子。王明道先生是一九五五年被捕

的，我是一九五八年’我俩都被韶、篇是「首

惠」’因此都被判庭黛期徒刑。首一九五

九年法院宣判我属然期徒刑峙罔我上都

不上都！我想上都也没有用’一切由神安

排吧！所以我没上霄，首年夏天就被押解

到黑蘸江舆凯湖劈改晨塌服刑。我被捕那

年才四十四葳，有六锢孩子，最大的十七

葳，最小的才六葳，渥有老母辑：家襄的

一切措子全部座在我内人的身上，我是反

革命’他伺便成属反革命家属’~~受到

歧祠，八口人要吃要穿，渥得费六锢孩子

罐罐求兽，把他伺培萤成人，其黑黠程度

可想而知。我内人忍受了苦多不可言肤的

痛苦舆磨牒，但由胎神的保守’靠主膀遇

来了，她混在仍很健康’依然在愉快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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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主。她的克盏另有肇述。

我被捕遭鳖禁’徙表面上看是幢大的

不幸，但圭能的主不舍做错事，她所言午可

的都是美好的，我一黠也没有攘疑神的信

黄和慈爱。甘年的劈改使我得到了很好的

事营舆锻燥，因离事正在互相效力叫爱神

的人得盆鹿，倘若我没被整禁，第一，在

文化大革命中肯定舍被批同整死’是神奇

妙的保慧了我；第二，我的身髓徊不舍披

靡燎得道穰健康。在荒集人埋、冰天雪地

的北大荒’劳改犯吃的耀常是高棵米和土

豆；夏天穿一套罩夜，各天穿一套棉我：

每天要斡九锢小峙的晨田幢力劈勤。各季

最低氯温是撮ff;零下卅多度’在零下廿多

度峙仍要坚持出工’人伺常挠的「滴水成

冰」我已深有髓舍，早晨到屋外去倒洗脸

水，回来峙盆唐盆渥都有秸冰。奇妙的

是’在道PF多年道攘的颠苦生活中，我却

没有生遇病，懂得遇一灰小感冒，道就是

神醋。我被捕碍身髓tH瘦弱，渥带著近丰晃

眼镜，人伺都背後藩言命前我不售活著回来

了。在北大荒的劳改犯售出瑰下面三撞括

果：一疆是投江或上吊自被；另一徨是神

耀蜡鼠、精神失常或生病死亡；再一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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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遇劈改磨燎，髓黄得到程度不同的增

强。我就是属拾最後一程。我克到一些劈

故犯死在那裹，也曾想温自己是帮期犯而

且在劈勤上又很差，不能立功减刑，做一

锢殉道者死在柬北就算了，但我定意腼徙

主的安排’也是出胎主’我每天都愉快地

劈勤和事窜。是主奇妙的保守’使我卒安

度遇那漫是要良苦的葳月’而且能绚平安、

健康的回来，道又是一件很大的神踊奇

事。我知道神在我身上的工作渥液有完，

渥要使用我。

我在劳改的道些年襄没有遇遇基督

徒，只碰到四位天主教神父，他俩都是因

拒，艳参加天主教爱圈舍而λ默的，有雨位

已死在劈改晨塌，另两位被穗後渥是不参

加那锢爱圈舍，他俩就：我伺要黯徙耀属

教皇。我踵然没有遇遇基督徒，更设有重

耀阔嚣，但有雨首爵歌成属我的力量，激

励我持守到唐：一首是需篇第甘七篇，另

一首是十字古架。在每天劈勤中的休息峙

罔，别人回到屋襄去喝水吸煌’我就站在

屋外向神唱道雨首爵歌’愈唱愈有味道益

重新疆得力量。特别是首我唱到「我要高

整稿颂主十架，直到在主台前克父面’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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峙黯她前：忠心健人，十字架可换公巍冠

冕！」峙，我就更甘心II圄服’等候黯袖就

「忠心偿人」。神所耍的是忠心，我顾做

锢忠心健人那就钩了，不看成横’要忠胎

主的玩鱼。

假释出狱

1979 茸

被判庭黛期徒刑怎麽舍撞糟的呢？

文化大革命桔束以後，圄家在政策方面有

所改蟹’政府属了贾瑰杭一大棠，得放了

在押的一切犀史反革命犯’封我伺逼些所

需在解放後犯罪的确行反革命犯也旗｛布

了宽大规定，即：凡是己被匿禁改造甘年

以上且年酣超遇六十葳的可以糟放，有家

的回家，设有家的由地方政府安置。因属

年遇六十己基本失去了劈勤能力，罐罐劈

改己程没有贾隙意薯，放出去渥可以减轻

政府的鱼擂。同峙，道些人耀遇甘多年的

改造，思想上是有收穰的，社舍耀蹬了廿

多年已有了E大的赞化，将道些老反革命

犯放回社舍，他｛同已橙失去了反革命的市

塌，割社舍的危害就不大了。我和王明道

先生就是在道徨情况下被假糟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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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是一九八零年一月回到上海，我是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甘三日回到北京家中

的。被释犯人是分批道行的，每批有敷十

人。七九年十二月甘一日正在吃午额峙’

量就鱼责人宣怖糟放人名罩中有我’芷言要

被宣怖的吃完额就去收拾行李’明天辩理

完手横後出j献。鱼黄人罔我家住在北京甚

麽地方？我就：西城匾白塔寺。他将手上

拿著的荤放下後载：北京市户口不能逞，

你有克子没有？我早就黯就北京、天津、

上海、武漠、魔州等大城市严口不能渥

λ ，我回答甜：大克子住在北京市石景山

匾向隐村。那位鱼责人也将逼锢地址言己到

本子上了，首峙我心想’我雕阔家那年大

克子才十七葳，道些年属了跟我翻清界限

根本不通信，克媳更是没克遇面，若将我

声口遭到他家黯然是不合通的。第二天早

上接挥放盏峙，我一看真是奇妙撞了，霜

的仍是北京城襄白塔寺。道件事再次琵明

「王的心在耶和辈手中，好像醺濡的水，

随意流碍。」（箴甘一 1）我富天勤身，抬十

二月廿三日安~家中。看到我内人屑鱼了

甘多年全家的沉重生活搪子，靠著神的恩

惠和大能没有将她睦垮，瞌已年通花甲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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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髓健康、精力充沛，仍在坚持上班；魏

年前她已代我将老母藕安葬；六锢孩子均

被操育成人且都戚家立棠，锢锢属人E

源’其中有四锢孩子被工作罩位辞属先造

生崖者’八零年雨锢大男孩悔改受洗，道

些都是神踢始我伺家的幢大恩典。後来我

内人便一心在家襄服侍肢髓，即使不再罐

罐接受退休後的返聘，每月仍有原工资百

分之七十五的退休金收入，生活上设有缺

乏’耀糟上就如神臆静的，「等求耶和辜

的，甚麽好鹿都不缺。」（爵卅四 10)

我回家後要幸litJ=i 口’按规定需由声主

提出害面申霜，程声主罩位黛委蕃查簸注

意克韭阔介招｛言，再呈辍到首地的公安分

局去蕃批。我内人需好申蒲害到她工作罩

位的政工粗向黄黄人就：我爱人徙柬北回

来了，丰民声口需要罩位黛委簸注意克和阔

一蛋介招信’自己送到西城公安分局去蕃

批。那位鱼责人就：好吧！道件事你就交

始我伺吧！我何需助你去跑， f尔吉衷上班就

上班，别影誓工作。我内人道温甜，放下

申需喜就走了。属甚麽他伺肯道攘熟心的

需助呢？事前先有主的安排舆预髓。我内

人是退休以後又被逼倔罩位的鱼责人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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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青到他伺那襄去作建第工程预算的，她工

作韶真鱼黄、敬棠柴棠，属罩位做出很大

黄献，他何一方面贵得欠我内人的情，另

方面也↑自我内人因跑声口要蒲假，耽搁工

作舍影警罩位的耀酒收盆，所以主勤表示

由他伺鱼黄代摒的意晃。没曾想到的是’

不到一锢月，也就是在八零年一月甘三日

我俩就接到了公安分局批袭同意落户口

的通知。我立即拿著家襄的声口本到派出

所去幸匠 JS 口’值班的民警闰我：你来辛li!J=i

口，怎j暨户口阴保浸搏温来？我拿出穗放

盏始他看芷封他载：严口和就棠闰题都由

首地政府解泱。那位民警碍身走到後面的

屋子裹’可能是找镇尊蒲示去了，不一售

完回来後甚腰也没器就始我摒了落声口

的手撞益将程票、油票和布票最始我了。

促我的声口能被遣回到北京以及後来自

己芷浪费甚麽勤且不到一锢月的期阔就

摒妥了辍上严口的程踵，使言午多人都贵得

得意草奇和羡慕。 f足道件事就可以看出神奇

妙的大能以及神的奇醋，只能将荣耀自需拾

金能的神。阿伺。

我被释放是假棒’接圈家法律的规

定，渥假糟的有十年考滕期，十年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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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韶属合格才能有公民檀；没有公民榷不

能任意外出。要我在家襄呆十年熬温考除

期我不甘心，外面工作的需要那麽大，我

量能等待！因属肉髓是爱工作、爱活勤’

「容易犯任意妄属的男」（爵十九 13）。我

回来之後有雨倏路可以走：一悔是参加

「三自」’靠攘穰握的牧肺、常向宗教事

器鹿睡辍思想’道穰售量才解泱我的罔题有

利，不用等十年就可撞得公民檀。舆此同

峙’向有阔部阿反映和上喜申前材料’阎

明我是冤案错案要求平反，亮得背反革命

的黑锅影警我六锢子女的前途；另一倏是

回到重耀襄去’我的主首初是披露不渥

口，受害不甜威啪的话，只将自己交琵那

公蕃蕃判人的主（彼前二 23）。握属曹十二

章十九简言克：「不要自己伸冤’事可言要步’

黯慧主怒，因属耀上言己著，主载：伸冤在

我’我必丰民靡。」感甜主’我走了後面道

倏路，不前甚腰、不窍甚麽、不向人要求

卒皮，最格要求自己，鹿鹿按上述的「三

不」行事，将自己交在那按公蕃蕃判人的

主。渥有’保耀在害信中所用的「偿人」’

原文是奴馍。偿人和奴偿有匾别’奴偿是

设有自由、没有撩莲，是主人用金钱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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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服侍他主人一辈子的。我既然是袍的

奴馍’是袖用费血将我寅躏回来的，我就

不鼓再有遣撵和自由，要甘心JI圄服’在袖

安排的街翻中在家襄侍主十年。

一九八三年政府又回始打擎「呼喊

派」’首然有的不是呼喊派也被抓，鳖禁

在撒中，神的福音也随著在壁撒中傅播起

来，那些被捕入默的信徒用他俩的行属和

需言影警了来多的犯人，使一些犯人接受

了福音。在山西洒城有位郭弟兄，他不是

呼喊派’因他熟心傅道也被捕，同牢襄有

一锢已被判鹿死刑的犯人，在晦刑前由郭

弟兄带他信主而得到永生。同牢裹的其他

青年犯人封郭弟兄甜：我伺要是早韶戴

你，信了耶稣，就不舍遥鳖撒了，我伺被

释放後渥要到你家襄去。全国各地想似道

攘的事例很多。在我被劳改的峙候，其他

犯人都在我是倒好人，到应属甚麽’他俩

浸有追罔’我只引锢了翻浩、趟瞬岩雨名

犯人清楚得救蹄向主’明在我伺渥常通信

和寄始他俩里耀舆福音小册子等等。坐了

多年的壁牢，即使能拯救一锢噩魂不死也

是要在能可贵的。他俩出就後，一锢住在遣

军’一倒住在黑蘸江’可惜他俩所在的首



轧伪生平 39 

地都渥设有遇到信徒来需助他伺，幸好能

徙魔播中瞟到福音受到造就。在此我蒲大

家属在重牢中的肢髓搏告，求神保守他

俩’仰望主，因道曾峙的要成就那永邃

的。

现将趋弟兄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徙黑

蘸江始我的来信，原文抄鲸如下：

忱兄如晤’主内卒安：

遭日来收到了您的示敬、贾菁、匮款

罩，感激的误水夺眶而出，语言、低肇黠

以表盘内心衷情，只好仰望依靠「主」而

活……愧甚愧甚。蒙神恩惠，踢抬精神

上、生活上食撞，泱心用自己的「噩」去

接近神的「噩」’努力言雷艇逐渐接近和镇

舍神的「噩」

弟镇舍到兄嫂「蒙神保守，在勤缸中

十分卒安，聚舍照蕾」’以慰愚憬。同峙

感激老兄封弟黛微不至的嗣照，正如浩弟

信云：「袁相忱兄是你我弟兄的大救星，

我伺膺属他祈槽，求主踢他健康景毒’踢

他永生！」道出我内心的顾望。弟在道襄

禧告祈求主赐予兄嫂健康景毒、幸福，踢

兄嫂永生之福，赐国家和睦快柴！

表妹之子「表短」是工人，兼嚣「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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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住沈隔市，我已搏告信徒的基本信

仰芷鄙寄「盆友雷台」简目素，望其收醋、

福音唐播。

弟抬十四日去清原脐部局取出匮

款，希克字勿念属盼。希兄抽暇多示敬，

以解茅塞，下次再载。「但顾人曼久，千

里互慰｜霄」’代向

舍郎、舍援致意罔好！

趟瞻岩醺手

89 年 7 月 14 日

再献鲸生

1980 茸

我被糟回家以後’由加精神上’除快、

生活瑕境好，心中也满有主恩，因此身髓

恢徨较快，目前耳不盟、眼不花、醺鬓也

液白，可是在噩性方面罹贾需要下功夫，

很好的充黄。廿多年没器重艇’言己慑力也

已衰退，更需抓聚言章程求得臀示和能力，

那等候耶和辈的必徙新得力（费四十 31）。

首暗自己有倔强烈的感蟹’已近六十七葳

的我渥能再活鳝年呢！不知那一天走完

在世的路程’而且主来的日子贾在近了，

鼓怎攘傲醒等候’又鼓怎攘利用道短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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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馀生呢？要爱情光隆（弗五 16）’要竭

盏全力去睛回巳程白白浪费掉的廿多年

光隆！要在自己生命的後期罩罩属主而

活，将来不但要去克主而渥要「交眼」

我何不遇是主的管家，所求胎管家的，是

要他有忠心（林前四 2）。我要摇撞靠主忠心

到盾，迎著各徨困戴和阻力献出我的馀

生，使我将来向主交腹峙焦愧，散散喜喜

的站在主的荣耀襄。

在考睽期内波有公民榷不能外出’我

除了韶晨阔嚣里程之外，就盏量想摒法在

家要做望工。主要是以下四方面的工作：

一、接待各方来苟的信徒，在家襄做

培噩工作。道些年我每天都要接待群多弟

兄姊妹来前，其中有本市的也有外地建道

来的，渥有不少是不韶截我慕名而来的。

我舆来弱者相切地彼此交通、相互作克

器；：我内人就整天'l'tn全倒茶做假烧菜服侍

肢髓。大量的接待工作花费不少费用，但

主也预借了。感甜主！在侍主方面我内人

舆我完圭同心，她踵已年近古稀’但主踢

，怡她力量’每天早晚辛勤操劈，邵感到知

向欣慰。 f足外省市来的信徒主要有雨锢目

的：一是要里程和参考喜籍；二是要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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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奉z路。他何不赞成走「三自」左路’

罔我鼓怎攘带镇群羊？我回答：很简罩

「回到使徒行傅去，跟著使徒的脚踏

行」’打破老框框及教舍的傅就，重耀襄

所没有的一概不耍，属丁路德暗代需要宗

教改革’明代更需要改革’因属他伺雕阔

里程太遣了，教售票充满了人的意志、人

的方法’本来基督是教舍的蜀’珉在教舍

另外有了踵’要耀遇上极的批准使教舍赞

成政府的工具，赞成人民圄髓z一，成属

地上的楼阁，在粗撒上也效法道锢世界’

失去童女的重漂且舆世俗聊合。将来是燕

形的教舍被提，所以我何建造教舍一定要

接著山上指示你的模式（来八匀’在出埃及

言己最後雨章有十四次前「是照耶和莘所盼

咐摩西的」’我何不敢伸出属撒的手去摸

的植，重工就是望工，人的手不能勤。属

撒的勤楼踵是好的，但神遗是打擎他，因

属不按神的话去做，神也不舍赐福，外面

看是矗矗烈烈，在神看来是草木禾楷’所

以我何不敢再犯任意妄爵的罪（爵十九

13）。

在接待工作中，除圈内的以外渥有一

些来自美圈、日本、香港、新加坡、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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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的信徒。其中把大部份是以前我伺之

罔互不相载的，他俩黯就遇我的事，来到

中圃北京要晃一克遣锢人，摇摇我的晃

盏，放下一些福音喜籍。

二、用信件来载道傅播福音，道温文

字交通解释神的话。始我来信的弟兄姊妹

较多’有峙一天就能接到五、六封，郡渥

虽就曾封我就温：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媳

舍有你三百多封来信。属此，我和我内人

魏乎每天都要摘出一定的峙罔霜回信或

鄙寄福音害籍等。

三、鳝掣福音鲸音磁带和放映琶棍鳝

像。由抬我俩凿前既缺少噩耀又缺夕牧

人，最简便的楠救瓣法是充分利用鲸音攘

的功能，在家襄鳝掣各程福音鲸音带，後

分送始各地的肢髓。魏年来已先後鳝裂韭

迭出近五百盘磁带，傅播了福音、造就了

信徒。八八年徒香港翼回放像模和鲸像带

之後更锦上添花’放映雹棍鲸｛象深受康大

信徒，特别是文化水平较低的老太太散

迎，他俩都韶属道是傅播福音，造就信徒

的最好方法。可情我伺珉有的鳝像带太

少，我伺需要一些需圈嚣的带子，言青各位

言己念道填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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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摒家庭聚舍。因篇每天都有信徒

来鼓揄真理，後来就费展成固定日期’每

周一次查耀聚舍和一次主日聚售。查耀是

每周查一至雨章’言g民阔言自後大家袭霄’

将所得的亮光分享。主日先壁销’按使徒

的教司｜｜在七日的第一日，由巍位弟兄翰流

主持分筒，然後大家交通共勉。由牧师主

持崇拜是重耀上没有的，信徒不是来做槽

拜’不是来得甚麽’乃是要来献上甚麽’

黯出肢髓的功用来。在聚舍中大家都要禧

告、挑莲爵歌或分享嚣超心得或作蒙恩克

盏，舍上偏重重徒的相遇。聚舍的性赁，

不是工作性的，乃是教舍性的，是信徒彼

此z固的。顾我例的聚舍髓赣道恩赐’正

如哥林多前蕾十四章廿六至卅二筋和脐

立比害二章一简所载的那襟。一锢重生的

信徒要追求第二步的恩典’那就是要被噩

噩充满，莲用属噩的恩赐来服侍教舍和肢

髓。主日聚舍去檀拜堂坐一坐黯黯藉道，

好像黠、大辍告，颗不出教舍是信徒的家，

活不出爱来，那不是教舍生活，更鼓不上

走教舍道路了。目前我住在一阔十九卒方

米的房子，家庭聚啻後来费展到四、五十

人，因篇是平房’四面都有那居’聚啻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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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放暨唱需矛日禧告，怕干摄那居引起反

感。也曾有人来罔：槽拜堂雕道克道麽

近，属甚麽不去那克聚啻？你就你伺是在

嚣耀、槽告’别人怎麽知道你伺在搞甚麽

名堂！我封来罔的人前：他俩是主勤来

的，我不能前别到我家来，我可以臆静以

後来的人要少黠（此峙我渥未恢徨公民

撞）。我心想’最起属在我屋襄膺、有宗教

自由吧！聚舍只要不姑硬生屋、不妨害治

安，别人就熊檀干涉。後来由拾到我家来

聚舍的人越来越多’寅在容制不下’只好

将聚啻遭到我大女克家（他住在高楼第十

届三居室）’她恫工藏是星期二公休，罕峙

檀要人很少’我何可以回上大同聚舍，不

舍封都居干握。因属在她家要聚啻使我大

女婿在道理上大有景莲’他俩圭家四口人

抬八九年都受了浸。参加家庭聚售的人敷

像滚雪球似的不断增多’我伺就探取「化

整属零」和「打游掣」的方法’聚舍的人

真太多了就再分家，以家属罩位，道次在

道家’下灰在那家，定期输模。首前全圄

聚舍的形式基本上就是雨程：一程是三自

公阔聚舍，另一穰就是家庭聚舍。操了

解’圭圆家庭聚舍的人数要比三自的人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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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得多。我感置到家庭聚舍更有自由、更

有噩噩的同在和祝福，能活出教舍载有的

生活来。初期的教舍是促家庭阔始的，建

造莘踵的檀拜堂和里品人牧师制度是徙

天主教事来的，芷黛重耀根操。

鼓立一锢家庭聚啻黠要有三锢基本

保件：一是必须圭家信主；二是必须敢抬

聚舍，有人不敢’憧怕是出抬魔鬼，神所

赐的不是腊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革

守的心：只要聚舍不姑晓生崖，不姑害治

安就大脂去做；三是璜境言午可，不影警都

居的休息。另外，聚舍的人敷不宣遇多，

以卅人左右篇好。人敷多了舍被别人看成

你是人民圄睡之一了，若成屑地上的楼

阁，教舍就费了贵。

再者’我何今天不是要建造巴别塔，

乃要建立基督的身髓。巴别塔是要高翠袭

展我的圄髓、宣揭我的名聋’道也是宗派

起源之一。操我所知，遇去在北京的教舍

中只有雨人没有建造巴别塔，那就是宋俑

简博士和王明道先生。王明道在北京只有

一锢舍堂，别＃罪分赞；宋向简也没有成立

甚麽粗辙’哪襄言青就去哪襄藕道，目的是

建立基督的身髓。看晃了整佣的身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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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只有一锢晨理。

目前我恫已有多鹿家庭聚啻黠，在京

郊八里庄由一位八十葳的易老大婿主持

的聚舍黠，她睡没有文化，可是卸藉著椿

告引锢了多人信主。每星期二在她家有一

次聚舍’橙常有十多位老太太参加’其中

僵有一人戴字，八八年有十五人受了洗，

八九年七月又施了一次卅四人的浸檀。在

西郊海淀直截靡村有但盲人橡朦鞋戚，顾

襄有十巍位信徒’他例有警宇窒耀是促香

港带来的，每星期六有查耀舍，每次念一

段里耀然後大家费言。他俩雕然没有肉

眼，但重眼大阔’十分虔甜、熟心、爱主。

蒙神施恩，使我在一九八九年十月四

日秸束了考滕’撞得了公民榷。量管如

此，在推行重工方面仍有藉多阻力，但有

雨简韶文成爵激酣我的力量’就是「隘阔

的榷柄不能膀遇教舍」（太十六 18）和「洪

水泛滥之峙，耶和辈坐著属王」（需甘九

10）。屋代教舍事工的费展， f足来不依靠势

力，不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辜的噩方

能成事。近簸年来使我很阔心的是，台湾

的肢髓篇大隆福音的阿椿告了道麽多

年，琪在路古全被打阔了，来多的台胞信徒



48 是主忠像

舆傅道人前来探辑，把福音傅始他俩的相

友，有的首天就悔改蹄主茧受了洗’道是

在石家庄费生的事’他伺来到北京之後就

将果子交玩始我看靡。有位台胞信徒甜：

大睦的信徒是虔甜的基督徒’因属他俩都

耀屋遇考段。另一位台胞藕得＃常形像

化，他就：我伺在台湾正在司｜｜楝桶夫，将

来要回大睦打焦 ojj自我伺属此事恒切的椿

告’穰福音的阿在大睦阔得更大，有更多

的人接受救恩，目前全圈信主的只估耀人

口的百分之五，少得太可悔了！

徙境外来的肢髓常常罔我’怎攘才能

需助中国的教舍？我的回答是「祈禧」’

需他伺属三件事祈椿：第一，属那些将亡

的噩瑰禧告，因属全圄信徒的人敷｛占楠、人

口的百分之五；第二，属那些新悔改的肢

髓禧告，解放後信徒增加十倍以上，他何

须栽培’要建立起荣多在恩典中景莲、在

逼迫中属主站立得住的信徒。但是，我伺

缺乏重害’特别是工具害和培噩曹籍，同

峙傅道人又很少’他伺怎能得到牧羹呢？

在此我感甜神’中圈信徒逼温空中的魔播

得造就。有的人是在黛意中握了收音楼摆

到福音而信了主’特别是被大荣智属「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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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神事院J 的庸播，能采航的道行里程敬

剖，使圈内同胞撞盆赤漫’言午多大睦信徒

属魔播事工槽告，求主赐福输属靡播工作

日夜操劈的弟兄姊妹。有一位老太太’因

黠魔播得盆靡，不僵局雹台祈槽而且将她

克子抬她换皮模的鳝省下寄拾雹台，使国

者都深受感勤。第三，蒲扇我俩的圈家镇

等人梅告，「因王的心在神的手中。」（箴

甘－ 1）神能使福音的同在中圈大阔，好像

今日的森聊和柬歌。在海外已有多人属此

祈棒。言青属道三件事槽告，神一定黯你俩

的祈槽，在中圄拯救更多的噩魂。我伺深

信世界最大的徨舆是在中圈’十二信人口

道麽大的禾塌正待你伺来收割！

我睡已年道，今年我是八十一葳，内

人也已七十有六’但生活渥都能自理，我

俩坚持活一天就工作一天直到袖来。因每

锢人都要克主而且要「交腰」’颐您恫不

忘扇大睦代槽一直看到大的徨舆在中

圄。阿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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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渥固自塔寺的程温

一九九四年夏末秋初，我伺搬到柬城

匾朝踢阿内南豆芽胡同 68 摒居住，聚售

仍在白塔寺的原址。首峙我伺考虑搬到新

址去住有南大主要好鹿：一、那襄是揭阿

揭院，既安静又较宽敞’同峙渥有雹嚣，

因此架输是接待信徒和同工以及相互聊

繁等等都比较方便；二、白塔寺原址事作

聚舍z用後’室内原隙霞的床铺、喜柜、

喜桌等物撤除後’即可增大聚舍的有效面

稿，睡然每次聚舍我伺自己要柬城至西城

往返奔波’稍辛苦一黠’但卸可以收到聚

舍有效面穰增大近五分之一，每次可多容

纳三十馀人的具好效果’得到了来多信徒

的稿费。

在新址住了一年馀’民警曾多次来到

家襄告就要注意安圭和防盗等等。一九九

五年八月十四日（星期一），首地派出所

的民警来到我家突然封我就：你何住在道

襄不通直，到你伺道襄来的人那麽多’那

麽模雅（可能是指圈内各地和圃外来的一

些重客），再有你伺住在道襄韭没有摒理

租赁手擂’也没辍声口’明在第四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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孀女大舍很快就要召阔了，限你伺在道星

期五一定要搬走’那天我要来看你伺搬走

了没有。随後，他伺叉罔：你家襄有宗教

喜籍嚼？我回答就：有。魏锢民警走到南

屋克窗声台上用床罩罩著放有一些重

程’就载：道害是＃法的’ f尔属甚麽不上

辙？然後就把放在那裹的重耀全部摸到

他伺阔来的汽草上拉走了。首峙没有清黠

敷量，拿走峙也没有留下任何字操。我何

估针’道灰被他伺拿去的构有二百多本。

八月十七日上午’我的三克媳和小女

克雨人前往派出所找鱼黄人反臆：房主有

苦多傣俱和家用雷氯、重丰晃楼、雷冰箱、

洗去楼等都存放在那裹’由我何代局看

管’假定我伺属上搬走後，道些柬西一且

放盗丢失，我伺黠鱼赔之黄，属此我伺已

始萌住在香港的房主打了景途雹亩，割方

表示近因身髓不遍，待稍好一黠就属上回

北京，希望我伺等他回来之後再搬，冤得

房子空著被壤人偷走了柬西。睡醒再三交

涉和需求，均被警方一回1E侣’韭且前：

你何搬走後铺上F号’柬西丢不了。首晚派

出所又派缉名民警来到我家’晃我伺渥没

有来日搬家的勤静’弈常不满意，愚度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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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蟹横和强硬，首峙己耀是晚九黠锺了，

要我即峙就去晃所景。所是别叫我伺立刻

就搬走。我克派出所的人虽蘸度道麽强

硬’而且已耀费展到根本不藉道理的地

步’胎是我就割他俩就：黛输如何立刻也

搬不了，明天星期五（18 日）也搬不了，我

家襄只有雨位七八十葳的老人，要搬也要

等到星期六孩子伺放假’言要他伺回来勤手

收拾柬西搬家。可能他伺黯到我载的是寅

陈情况，就波有再反驳我。道峙有一锢女

民警忽然罔我：你懂得甚麽叫三自嚼？我

前：懂。随後他俩就甚麽也没挠，又将我

家襄摆放著的静多福音罩骤垒部都拿走

了。道灰拿走的柬西也同模没有留下任何

字操。另更舍人情慨的是’他伺刚走不

久，家裹的雹嚣即被做了手脚’雹言吉拿起

来设有聋音’既打不出去’又打不远来，

黯然有人又利用雹器来割我伺施加搬家

的医力。家要的重器；嚷了，设辩法，我只

好等到星期五（18 日）的清晨，就急忙走到

大街上找公用雷话来通知我的子女和亲自

属’富起他伺星期六早上来需我伺搬家。我

俩就是如此迫不得已情促的搬回白塔寺

的。星期六正富我伺忙手搬家的峙候， f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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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阔始既打不出去也打不远来的雷

击’在波有人向雹舌局查前出现故障言青求

修f复的情况下’忽然雹韶给警起来了（有

信徒打来雷器）。通常一旦出了故障反If!

到雷韶局，最快也要等好强天才能修f复。

f足道件事就可以看出在我的住宅周圄派

出所鼓有耳目，旦我伺己勤手搬家就向上

面做了辍告，所以雹舌属上就被i归复了。

感甜主’派出所民警雨次来到我家’

雕然拿走了言午多本里握手口福音罩骤’但家

裹的一些更属少的福音工具喜未被他何

费项拿去。渥有一件要特别感甜主的是’

我伺己耀利用了道伺漏阿揭院拾去年和

今年各远行了一次浸檀。去年受洗的有九

十九人：今年道有二百二十八人，其中有

三十四人是促河北省唐山市事程乘火草

来受洗的。另有一件使人氯憬的事：有一

位老太太徙湖北来到北京，爵的是受浸

檀。她去三自教舍的宽街教堂要求受浸，

但他何不拾施洗’原因是她在北京没有声

口。原来三自教堂施洗有很多限制，如：

露真、圄虽、没有本地严口的、不是属胎

北京地匾的和不满十八周葳的都不拾施

洗。有富地声口的，如要受洗入敬，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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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辍名，考道一年左後韶属合格才能受

洗。属甚麽有道麽多的限制呢？攘就因有

上遗的命舍，理由是牧师若随便始人施

洗，他若是壤人怎麽摒？受洗的人敷和姓

名要向宗教事费鹿呈鞭’若是黛圄虽受了

洗，一定要找鼓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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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中意外道横榈

押λ 「小挠」受折磨

量；武属了强他重才在押犯的思想改

造，白天要强制斡繁重的髓力劈勤，晚上

强制政治峙事事霄甜言命。言才揄峙人人都必

须接霄，不然就舍握批言平受指责。在文化

大革命的初期’有一次晚罔肇营前输峙’

我黛意之中挠了：「属甚麽道魏天辗板上

设有翻小奇的消息’戴道黛内也有派系之

手嚼？」道句舌。浸想到我的道句话：被肇

营粗臭辍告到鳖撒隙景那襄以後’我竟遭

到了肃来的横桶和戴以想像的磨黠。鳖撤

除景横眉暨眼的斥责我，韶定我挠的道句

器是反勤思想的大暴露，芷且罔我：渥｛言

不信上带？我理直氯肚的回答载：渥信。

属此，便更远一步激怒了道位除景，他韶

属我：「顽固不化’反勤透围」’不是在

肇营啻上所能解泱的，必绢徙殿憋鹰。泱

将我立即押λ 「小揽」罩漏禁阁，命舍我

每天除规定的睡蟹和吃额峙外，都要盘腿

坐著老老贾贾反省自己的「罔题」。

所谓「小就」’就是鳖中之筐，献中

之默，是一固臭竟各不足雨米，设有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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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只在牢阿下部接近地面之庭有一锢小

方洞的小牢房。首我被押遥「小璇」罩揭

禁阔前，暨撤除景叫人把我夜服上所有的

植扫都揪走了，樨腰带也被拿去（↑自在「小

唬」反省期阔吞食扫了利用植带上吊自

毅）。撒方耀常有人能牢阿的梅隙察看我

是否按他的规定坐著反省，有没有其官遣

把行篇。每天雨醺额有人徙小方洞渥遥食

物；早晨有人徙小方洞渥λ混毛巾擦一擦

就算洗除了：大小便都不准出去，一律在

牢房裹的属桶方便。再加上牢内不通凰，

空氯可想而知。

在悔件如此惠劣的「小摒」襄蹲了景

洼半年左久禁阁’牢年浸克到温太隐；没

有被放温凰’身髓得不到活勤；设有用水

洗遇除和手’更言挺不上洗澡沐浴；浸有换

洗遇身上穿的我服，己程生满了虱子，等

等。道些＃道的折磨’割我身髓的催残是

不言而喻的，我已更加瘦弱，眼睛捐物模

糊不清。感甜主拾了我E大的毅力，使我

腾遇了道灰残酷的磨黠，各在重邪恶都设能

勤摇我射主耶酥基督的信仰。首牢年以後

把我徙「小就」襄糯放出来的峙候，我的

赞腿已耀不能使身髓站穗，不能行走，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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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扶著墙，楼，镣挪勤。我更要感甜主的保守

军口恩典，在默中生活和管萤悚件捶莹的情

况下，我的身髓卸迅速的得到了恢f复，道

又是一椿费生在我身上的神踵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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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塔寺家庭聚窑的建立

舆被迫停止的梗概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我被假棒，自黑捷

江省回到北京以後’每天都有信徒来我家

寻求真理，一同祈槽和言绕道查程等等。属

了充寅他伺心噩凯渴慕薯的需要，在噩噩

的带锢下，我伺睦横建立起查耀聚舍、主

日敬拜聚售和青年聚舍等。蒙 神的带铺

车日赐福，参加以上聚舍的弟兄姊妹日盆增

多，由最初的每次巍锢人，逐渐增至近百

人，最多的峙候竟遣一百五十馀人。居室

太小容不下逼麽多人，言午多弟兄姊妹氟输

是殿各或酷暑’事肯站立在窄小的胡同通

道上雨三锢小峙，坚持到聚舍秸束。福音

事工的徨舆，吸引了荣多的罪人韶罪悔

改，蒙恩得救’蹄向耶解基督。属此，我

何每年夏季都安排一次浸檀’温去每年都

有近百人或百能人受浸’最近道雨年竟增

至二百鲸人，荣耀蹄主名。

今年年初，圈家主席簸费了加强宗教

活勤塌所管理，要寅行登言己的命舍，障後

北京市各匾即先後阔展了贾施登言己的工

作。因我住在西城匾，七月卅日下午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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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民族、宗教儒藉摒公室的科景及另外雨

名工作人虽来到我家，向我提出登言己的要

求。我割他甜：「按现有的倏件，氟输在

那锢方面都不殉宗教活勤塌所倏例第二

悔的六项要求；我伺聚舍就在遣回居室

裹，且没有被按立的牧自币’也没有甚麽粗

撤军日娟章制度，更氟耀、清基金’因属不多句

｛库件，所以我何不主强登亩。」李科景提

出：「到道襄聚舍的人敷不少，雕然你道

克不掬正规宗教活勤塌所的悚件，但可以

稿属筒罩的宗教活勤塌所’按照规定也要

登缸，登言己之後亲亲属胎某锢大教堂管理舆

镇等，只有按规定道行登言己聚啻才是合法

的，若不登宙就要停止。」抬是我就黝他

蒂：「蘸我考虑考虑之後再答覆你。然後

他俩就走了。」

庭在道檀情况之下’我伺耀温祈禧芷

且和同工韶层分析了首前形势’反覆檀衡

利弊’大家都感置到道次是政府部署的全

圆杭一行勤，早在前魏锢月在一些省市甚

至北京郊E都费生了，重才家庭聚舍的锢售

人和参加聚舍的信徒远行羁款及至被刑

事拘留或λ撒判刑等事件。假如我伺硬是

国著既不登言己又撞撞坚持照常聚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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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遭受到旗似的後果。柬多的信徒皮肉受

些苦和因割款在耀清上受些揭失（健管大

家琪在的生活渥不富裕）道都是小事情，

更要索的是舍拾 神的事工带来一些不

~有揭失。因篇白塔寺停止了聚舍，芷不

等拾停止了事奉军日牧整工作’我伺仍然可

以通通探苗、佣人鼓道、需助信徒解诀在

里耀上及生活中出现的疑戴。况且道裹的

大聚舍被停止之後’必然舍推勤更多的小

型家庭聚禽，如雨後春苟般的接展肚大起

来，使更多的信徒能得到更多操辙。基抬

上述原因’乘同工一致韶属：「我何事可

暂峙停止白塔寺的家庭聚舍也徊不远行

登言己。」抬是八月二日我即向有阁部阿正

式回覆了停止聚舍的泱定。一亘在~境十

分黑要在中坚持近十六年的聚舍，就造模被

迫停止了。

抬八月二日的青年聚舍，八月四日的

主日敬拜壁酣聚舍以及八月七日的查耀

聚舍上，我伺部分别向舆舍的信徒辍告了

要徙八月八日阔始，曹停逼真的各疆聚舍

的消息和原因之後’宋多的信徒都属失去

道伺蒙恩得造就的聚舍而惋惰，不少弟兄

姊妹甚至哀悔不已。耀引军事大家肇营有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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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文韭仔捆载明情况，使大家明醒了道襄

的聚售量佳然被迫暂停’但不等抬事奉和牧

萤工作停止，今後大家有何里耀上的罔题

或有其他甚麽需要’都可以随峙来到道襄

共同椿告、切磋和交通等等。属太福音十

八章十九、甘雨简耀文使大家造一步消除

了疑虑、得到了安慰’一致表示要同心合

意恒切的椿告，求我何在天上的父 神做

工’感勤我伺国家的泱策人改蟹诀定或放

霜封家庭聚舍的控制；在首前大聚舍暂峙

停止之峙’要制造倏件，只要璜境允言午就

成立小型的家庭聚舍，使福音事工得到更

大的徨舆。程上言己著就：「因篇氟输在那

襄’有雨三锢人奉我的名聚舍’那襄就有

我在他何中国。」大家里信：黑霎之上有

童天，隆罔的檀柄不能腾遇教舍。阿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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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望酶别十九年的父貌

我父翻被捕那年是一九五八年，那峙

我是十一葳，渥在小肇葡害。首我中肇事

棠之後，我被分配到黄洲赤水天然氧化肥

顾工作。在一九七七年那年工作罩位始我

一锢任捞到柬北出差。我必须先回北京再

往束北’柬北的氯候比北京要冶得多，峙

常黯前那要的天氯是滴水成冰，母藕始我

穿上她的小皮模和一件蕾大夜，戴上哥哥

的罩帽’带上文件整理好行援。首峙我便

想起在柬北壁撒襄的父辑’我伺已十九年

没有晃面了， f.＆是想念，抬是同母翻商

量，不如趁著出差的楼舍去看看爸爸。母

藕十分同意’属上到商店寅些罐醺黠心糖

果等’打好行李乘快草一天一夜，到了晗

商渣再换草到泰康’泰康是我父翻被囚的

地方。到了泰康建要乘汽革才能到壁辙。

那峙正是二九天氯，晗雨渣的氯候篇零下

二十九度。真是洽凰刺骨’呼呼的北凰踊

著崖土撰面’我只好国著凰前行’下午四

黠找到了公共汽草站，看到汽草站的费草

素’一天只有一班草，每天早上六黠只费

一次，那只好等明天早上六黠的那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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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很简陋的汽草站上，走来走去，又冶

又筒’抬爸爸带去的黠心我寅在不拾得吃

一魄，我若是吃一槐我爸爸就要少吃一

魄，渥是抬爸爸留著吧！我年祀瞿’戴一

锢也没嗣｛系’汽草站四面通凰，是做著的

不能在此逗留。我四鹿帚找才找到一阔颓

似旅店的地方，是一固始拉大草的人停留

休息的屋子。我走远去一看’屋内扁’厘璋

氯，悚件很差’十矮人一屋’就凑合住下

吧！躺下休息只克白色的被子都董成灰

色了，只有拆踢~才能克到一黠白。我只

好穿著夜服躺著，又↑自睡遇了黠超不上

章’迷迷糊糊的遇了一晚。早上五黠到了

汽草站看晃一小额韶做阔的同在胃题

倏’昨天因没有草灰也没乘客’所以额韶

是阔著的。我吃了一碗翘，六黠我便乘上

公共沱辜’八黠锺到了革志’那是一片荒

地。耀首地人指黠，我到革志置？就渥要有

三公里路。感甜主！道一天的天氯很好，

昨天渥是北凰呼啸，今天卸是一黠凰也设

有’累自得比昨天暖和得多了。那峙的心情

只切望快克到父翻’大步加快的向前道

逞，一倒小峙就走到了。走的较快出了一

身汗，很快就到了革志晨塌。先到顾部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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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景，藕明我的身份，遗蕃查我的工作程

以及出莹的程明才允言午我克父辑。

摞望的情形

构有十缉分锺，只黯我爸爸喊一罄

「辍告」’除曼载道来！爸爸一遥阿鞠了

一锢九十度的躬也不敢抬贾。陈景荫，抬

起醺看蘸来看你。道峙爸爸韶不出我是

茬’而且他料想不到舍有人来看他。爸爸

罔：「你是在？」我前我是老四福架，他

才猛然韶出就：「道麽建来看我。」爸爸

很激勤，走上前摸我一下，只克爸爸眼襄

含著眼漂载：「你怎腰来看我！」陈景叫

爸爸不要黠遇，就道是你克子来看你啊，

那峙我看到雕别十九年的爸爸黯得老得

多了！但精神渥是很好’陈景叫他坐在一

悔板凳上，我是坐在剖面相距有雨米遗。

除曼载：「你要向你的克子匮辍你改造的

情况；属甚麽把你阔小搅（默中之就），

因篇你坚持反勤立塌，在外面搞破壤，在

就中仍然搞破壤’在劈勤峙拔草逼稻子都

拔下来，道不是破壤又是甚麽？今後要好

好端正劈勤睦度，重新做人，老老寅贾接

受改造，不可抗拒’否则是死路一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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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景吉普逼番韶暗我心襄想：我爸爸是近丰晃

眼那襄能分辨草和稻子呢？爸爸一亘在

看著我，只商家裹的人都好吧？我就把家

中每一锢人的近况一一群姻的需拾爸爸

黯；韭割爸爸翻不用惦念。姆姆她都能靠

著主加的力量把家都料理得很好，你好好

的劈勤安下心来，不用惦念我例。我也不

知就甚麽，晃了爸爸好像设有琵可载：楞

了一舍，忽然想起要抬爸爸的柬西，拿出

罐醺糖果；陈景不准群全部留下，首峙只

能留下一小部分，我再三需求’道麽建来

需陈景允准多留一黠吧！除臭渥是不同

意要我带回去！我也浸摒法，只好装回蕾

包内，短短的不到四十分锺的鼓话就要秸

束’陈景把爸爸带走了，爸爸－＠：｛~著

琪’也不敢多看我一眼’有雨锢人跟著爸

爸的後面走出接克的屋子。我也背上行李

雕阔了璧搬走向公路，道峙已是十一黠

了。

神奇妙的安排

接晃完辜心情平静下来，心襄在盼著

有去泰康的草没有’便向老那打瞎班灰，

老那就：「一般是十黠路通道裹’首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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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草莲波有遇来，你就在道襄路遇等著

吧。」不料十一黠多’草果然来了；我想

累的上了草。原来是司横在那遗拾私人道

一些赁，人家自青他吃额耽摸了峙罔。乘客

在一直蘸输晚黠的事。我卸属道草晚黠而

感甜主！我能搭上道事，不用在多等一天

而截了我出差鞭到的峙阔。道韭不是巧

合’而是神奇妙的安排。到了泰康正好

超上去西膏哈雨的火草’建夜超回哈商

渣’一黠也没有摸了我辗到的峙罔。首我

丰R到之後’安放好行李’那天中午我便即

峙打了一锢雹幸匠’告前孀姆我卒安的探望

了爸爸，群情回家再禀告。我想娓娓晃了

雹幸晨’也就放下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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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己神｛羹王明道先生

一九三零年我十六葳的峙候’由抬盼

黠王明道先生的帮道而舆先生相载。一九

三二年我重生得救，次年由王明道先生始

我施了洗檀。一直到一九三八年我去晨村

傅道以前，我都是在王明道先生的舍堂襄

黯道和敬拜。一九四五年我徙晨村回到北

京，第二年租了一座隔街三罔阿面房做俯

道用的福音堂。富峙王明道先生除自己阔

摒一座舍堂之外’渥踊醋出版一份傅福音

的季刊，福音事工己程很繁重，但在百忙

之中仍坚持每月一次来我堂藉道。北京解

放後，一九五零年朝群勒争爆麓’大睦掀

起「抗美援朝建勤」’随後不久，某些所

需基督的醺面人物誓愿政府赞召’接起

「三自革新」莲勤。那睛在北京属抬不同

教派的教堂有六十多阔，凡是接受外圃津

贴的教舍都参加了道锢涅勤，以表示舆美

带圈主蕃割断嗣｛系，寅行「自治、自莲、

自傅」。但在北京以王明道属首的有十一

人坚持民道，属保持信仰，饨正和不受干

摄’公阔拒侣参加道锢遣勤，因而引起首

局和「三自」醺目的强烈不满’在多方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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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力仍氟效的情况下， !IP重才道些人莲行

政治理陷，韭以反革命的罪名逮捕判刑。

王明道先生在一九五五年首次被捕，首年

释放後又抬一九五八年再次被捕；我是在

一九五八年被捕的，那峙我只有四十四

葳。王先生和我都被韶定篇是「首辱、」

接「首惠必摒韭庭以重刑」的政策，雨人

都被判庭燕期徒刑。他被押解到山西省’

我被押解到黑髓江省。王明道先生是一九

七九年猩穗，一九八零年一月回到上海

的；我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甘二日被假

棒’廿三日回到北京的。因属我是假释’

遣有十年考滕期’在考滕期内没有公民

撞，也不准雕阔北京城。一九八九年十

月’首我刚刚收到考赣期桔束己攫公民撞

的通知，我伺夫孀就属上奔赴上海去拜克

阔别卅三年的王兄嫂。那峙他伺夫捕的身

惶渥好，只不遇王先生的壁目已失明’生

活不能自理’ 神属他预借了一位很有爱

心的强弟兄来服侍他。 E佳然王先生的行勤

恨不方便’可是到来前的中外人士都予以

熟情接待。每到主日依然坚持坐在那襄傅

信息’每次都有四十馀人到舍黯道。因我

事工在身不能在上海久留’便在王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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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住了四天就匆忙起程返京。雕别峙都

依依不拾，想不到道竟是我伺舆王兄嫂在

地上的最後一面了。

王明道先生是中圄敬舍中被 神所

重用的偿人左一，他十分注重品德和身髓

力行’待人接物捶其莲惧、珠卑、自律。

我同他相截交往六十多年之久，徙他生活

中根本挑不出任何毛病。 神拾了王明道

先生幢大的恩赐，他在普道峙口若慰河、

出口成章。更属莫在能可贵的是’王明道先

生常用耶利米喜一章十八卸的耀文自

勉，不畏榷置、大暨疾呼、勇殷殷黄各擅

自的墨背道的罪惠言行；割胎教舍中的虚偶

假冒和假先知的揭露舆批判更是入木三

分、淋漓盏致，大有古代先知的凰髓。徙

一九二二到一九五五道卅三年期罔’王明

道先生的大量著作’己成篇中国教舍的贾

贵财崖；在他被捕前的雨年期罔’坚守望

耀真理，利用自摒的《噩贪季刊》舆琪代

派（王先生稿其属不信派）以及「三自」

中的假先知展阔了尖锐的大揄靴’属中国

教舍的前途指出一倏光明之路。不用前’

王先生属此付出了幢大的代僵，局主受了

言午多黠以想像的磨黠。在大揄鞍期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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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先生曾耀多次重才我甜：「罕属玉碎，

不属五垒。」先生的道疆大黛畏精神一亘

在激励著我，是今天傅道人事营的好榜

操！

首我得知王明道先生被主接去峙’提

摩太後喜四章六至八简道段姬文立即濡

上我的心贾。道段，铿文雕然是保罹晦将前

的凯歌，但我韶篇放到王明道先生身上亦

捶恰首。王先生的一生可借用保罹所载

的：那美好的仗已耀打通了，首跑的路己

耀跑毒了，所信的道己耀守住了， f足此有

公薯的冠冕属他存留。保握接著又翻：不

但赐始我，也赐拾凡爱慕袖颗明的。在道

主必快来的前夕，我脑做锢爱慕袖黯琪的

人，那公薯的冠冕也必赐始我。阿伺！

我何道一生割敬舍的贡献，事奉的忠

献，雕然遗不如王明道先生’但我伺能做

锢爱慕袖颗明的人。我明在的槽告是求主

在中圄舆起更多的王明道来，忠心韭黛所

畏懂的投λ主的事工。阿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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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岳父

（主恩克程）

我的岳父今年已八十二葳了，是今天

中圆大睦老一代的傅道人。他没有著喜立

挠的才辈’也液有被「三自」教堂按立的

「牧嗣」 ijj衡，可是 神奇口大大的使用

他，重用他。他十七葳信主左後－ia属主

所用’被主燎成精金一般闹。强。 神也徒

不俑待人的，真正是 神偿人的徙来不靠

势力，不靠才能’全靠耶和辈的噩成事。

在今天悖逆的世代裹，教堂已不是 神的

教舍，而是被人手控制著’又加上牧师伺

勾心同角。北京三自的缸瓦市教堂中费生

的悲剧事件是最好的前明。但神今天在

中国仍然留有七千人是没有拜遇巴力

的，我所看克的岳父就是其中之一。睡然

我不舍甚j暨文章’噩禀也很软弱’但通通

信主以後十崩年来的肇霄’跟随岳父在每

日事奉主的工作上得到了各穰各攘的锻

煤和主爱的激翩’我要作就寅的克嚣，将

我所知道和亲自眼看克的前明’要把费生在

我岳父身上主恩的克盏，一锢傅道人剖主

忠心到店的不倔不挠的工作精神’在大患



72 是主忠供

要在之中仍不安悔、不拜巴力的忠心事障言己

下。踵然他行遇了死窿的幽谷但仍不↑自遭

害，他舆他的全家都得神的保守。我也

翻眼看晃了 神如何施行了奇妙的拯

救……感甜主的恩典。

若罔我是如何信主和接受主耶稣属

救主’韭如何重生得救能起来属主作黠工

作？首然道是主的呼召’噩噩的带镖’更

准醒的’是通通费生在我岳父及其家中神

踵般的事情。使我翻眼看晃，翻身髓酸了

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耶稣是我伺的救

主，天下人固浸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著得

救的。我是在一九七九年的八月份由康州

的武文珍师母带镇我信主的，首峙我跪在

主前韶罪悔改，心中流出了感恩的熟误。

我重生得救後’属主作工得到燕比的喜

柴。今年我信主已耀十七年了，回幢首年

岳父渥在就中’我得著主所赐的腊量和勇

氧，揭自派噩噩艇、福音蓄和罩粟，道程

工作首然受撒但千方百苛阻捕。的一年的

峙阔’因我在我家中派囊里程，在山柬被

公安局费确了，拮果我被抄家’搜查。接

著我又在工作罩位被拘留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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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父是在一九五八年以莫须有的罪

名被捕入撒的，首峙渥有王明道先生等

人。在首峙所需牧师隋唐中也出明了大分

化，大批牧师属了保全自己都安悔了，也

出理猎大式的人物。道些人明今把持著今

天「三自」中的要瞧’有些渥富上了政悔

委虽’副主席。但也有些牧嗣持守主的真

道，如王明道及我岳父……等人，本来就

设有靠任何势力，自己的教舍早已橙黄行

「三自」原则，韭不需要再参加甚麽「三

自」了。可是他何被插大出盲，被打成反

革命份子，在「不参加『三自』属首者要

重摒」的口据，岳父被判黛期徒刑。初峙

是被嗣押在北京的坚毅中，後来又迭往柬

北阔荒，接受劈勤改造。柬北的天氯裴

冶， j在中的努勤殿苛’每天十小峙强制劈

勤，岳父的身髓寅在支持不下去。 j缸中有

言午多人病倒、自我死、凉死的，道些是外面

人奔丧法知道的事情。

岳父被捕入j京之後，家中留下八口

子，包括一名七十多葳的老母韧。首峙最

大的孩子才十七葳，没有生言十来源。在中

圄道撞家庭是没有人肯舆他俩冒 F愈来往

的……况且反革命份子的翻属’包括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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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或子女都要遭到牵遣的，在工作罩位

受歧棍，不得重用’不能加λ共崖黛等。

一家人的生活正面晦傍徨！在人来看一

家人黛法活下去’但神蓝液雕素袖的克

女。袖要勤工拯救有在能阻撞？没有在

能，寅在浸有。 神的大爱是人想像不到

的：一天’突然一锢陌生人来到家中载：

我找袁牧师戴天了，今天才找到’你伺的

情况我都知道。晦走奉献了伍拾元人民

瞥， 5凭你伺也不用罔我的来摩、姓名，道

是 神赐的。而首峙正是米旺己空的峙

候’我看克神奇妙的拯救，心中流出了

感恩的熟误。今天属主作道锢晃盏，一切

荣耀蹄始主，赣美主恩！

岳父在一九七九年假释回来，是想象

不到的奇醋。他设死去，是 神要重用

他。岳父坐牢臭建二十一年零八锢月。穗

放後渥被剥军政治榷利十年，先後被人捆

梆吴建三十一年零八锢月。人生共有多少

锢三十年’主前真正信靠我的人在世上有

苦肆，但在主襄邵有卒安。有一次去撒中

看望岳父’大的在一九六六年。看守壁献

的警察封我前：你的岳父在默中遣傅道’

叫犯人信耶稣，是一锢死不悔改的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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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子。首我克到他峙，他创那麽攘的喜架

的向我介招了耶稣是救世主及信主的好

鹿，使我深受教育，割基督教有了造一步

的韶辙。

岳父勤主的忠心不懂表现在撒中，他

假糟回家以来，至今仍然坚持篇主努力。

他年酣已有八十二葳，岳母也已到七十七

葳高酷，他伺＠P把自己的家全奉献始主，

每周在家中翠行三次聚舍。 E佳然只住一罔

房子，聚舍人敷邵越来越多，罕峙信徒来

往落撂不侣’正如一份小辄就的：在北京

西面白塔寺内的雨锢老人家中，有基督教

的「家庭聚啻」’很徨舆，教舍小能力邵

很大。圄内外信徒多有参加’也常常有海

外朋友参颤，事营。我所看到的幢贾如

此， 神在使用二位老信徒’要把道锢小

小家庭教舍升高，大大使用属袖作美好的

克嚣。况且影警越来越大，成篇一锢走家

庭教舍事奉主道路的楷模。

岳父一生剖主忠心持守属道，面封各

1重患黠’逼迫，整禁甚至属主殉道徒不安

悔。像使徒一模属主作美好的克盏，像保

握一揉成属主的精兵，在捍衙基督信仰的

真理上打那属噩美好的仗’始後一代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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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榜攘，我也要肇霄岳父割主的忠心，

不倔不挠，向著摞杆菌跑，仰望主的再

来。阿伺！

强仲暨

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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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棋中所秸的果子

（吾友吾尊自币袁相忱牧师）

四十年如一日’回憬袁牧自币耀匿坎坷

和多方 f».睡’充分黑示出他超人的毅力和

燕比坚强的信念’将古全鞍腾了魔鬼，赢得

了腾利。七九年他出就後大力宣傅福音，

割有困戴的信徒，在人力物力上大力援

助。他的事踵值得我伺信徒肇霄’晕霄他

忠心事主，爱人如己的博大精神。

言己得那是一九六零年秋天，我在北京

市南城「自新路」北京匿撤军日袁牧嗣首次

克面’彼此介招了案情。解放後人民政府

封宗教界注行所需「三自渥勤」’袁牧师

:J::e把参加，成了「琪行反革命」。我是因

篇一九五八年斡部下放到最村’向贫下中

晨在肇霄’正起上毛主席披召大搞「三面

杠旗」（即：糖、路锦，大罹道人民公社）。

搞得崖村届理璋氧’晨民敢怒不敢言’道

撞前所未有的愚蠢行勤，我沉不住氯起来

反剖，也成属「明行反革命」 o 逼操我和

袁牧自币是同命相1舜，成了满腔慷慨的患黠

之交。

北京坚强瞎就是罩阔峙期建造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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锢璧舍成八卦形’因此每锢璧舍左罔都有

一锢三角空隙’首峙叫「三角院」。每逢

简日，犯人在此道行「自由活勤」’搞搞

甚麽衙生的，道锢「三角院」就成了我和

袁牧师族心的好塌F斤。

富峙我很喜歌哲事思想，割老子一喜

很感舆趣，贵得他所鼓的「道」是不可思

藩’虚氟镖渺，似有而架。我自青教袁牧师’

袁牧师程：道很容易’噩耀上前：「太初

有道，道舆神同在’道就是神。」我

黠後心襄豁然阔朗，初步韶蘸到神的真

贯存在。徙此一有楼舍我就需求袁牧嗣始

我需福音。袁牧师答臆我的要求，始我需

解了言午多 神的话。

其中最主要的有：

宇宙罔只有一位律大的活神’那就

是耶稣基督，袖是氟霖的，被卸十字架，

翻身搪富了我俩的窍’死而f复活，耀而升

天。其他宗教镇袖，如：佛教的释迦牟尼’

依斯菌敬的穆罕默得，道敦的太上老君’

都是死後稿神，後人以偶像崇拜，都是假

的。袁牧师韭强翻「信」字。他前：「信

就是接受主’使基督因你的信，住在你伺

心翼，因此有了永恒的生命，成属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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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女。」

袁牧师再三嘱咐：「属噩的呼吸就是

播告，我伺业不孤罩，有事靠著噩噩随踌

随地多方槽告祈求舆神交通。」「惟有

主的道是永存的，所傅拾你恫的福音，就

是道道。」「因属人心襄相信’就可以稿

藉，口襄承韶’就可以得救。」因袁牧即

是峙阔的教莓，我将抬信了主’使我生活

有了勇氯和力量。

首峙各地「一贯道」活勤很猖獗，巫

婆神漠峙黯峙珉，人民政府到属锺厘。北

京壁；在管教斡部，拿来一些破除迷信的小

册子’迭始袁牧肺看，芷载：「好好看舍

解泱你的思想罔题的。」袁牧师把小册子

看了一舍’就：「我的信仰不属抬道些迷

信的柬西，所以我不看。」那伺斡部沉思

了一舍克就：「你既不属抬道些迷信箱

畴’那你一定是锢和向了！」袁牧师前：

「是的，我可不是中国和向，我是锢洋和

向」’逗得斡部恫哄堂大笑。「洋和向」

道锢名赞，一傅十’十傅百，不久整但北

京壁额都知道了。

在北京鳖额的峙罔，我和：袁牧自币不但

是知心朋友，也是弟兄，他又是我的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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脯，所以燕韶不挠。北京量就每月接克家

属峙’我和袁牧师耀在一起，彼此的老母

辑和爱人都舍遇面。我有一次感慨地白：

「咱俩在鳖撒『改造』’可是家襄生活怎

麽辩？我有老母辑、妻子和女克。你也有

老母辑，渥有六锢孩子，怎摒？」

袁牧即前：「辑、徙上主的安排吧。 神

就是爱，我何相爱，不只在言器和舌踊

上，也在行属和甜蜜上。我爱人梁女士也

信主，我相信她舍妥善安排的。」

我就：「我的爱人是锢普通的家庭孀

女，她不信主，将来舍成闰题的。」果然，

二十年後，我俩都相耀出壁，但大家的情

况就大不相同’具有天壤之别。

心襄没有神，就设有爱，世俗的

爱，是建立在地位、金鳝上，何况确在又

是商品耀酒，韶、鲍不韶人的峙代。甚麽叫

道德，甚麽口叫偷理，就就抛到九宵雪外。

一九六六年三月’因「文化大革命」

的原故，首峙重刑犯都拥往柬北晨塌’不

能在整撒改造。我和袁牧师被送到黑蘸江

省甘南脐音河晨塌。三月天氯’那襄渥是

零下三十多度，「煌煌炮炮」费来天昏地

暗，伸手不克五指。大家都吃不钮’每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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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每人分一份克高棵米蔽（最多有四

雨）和一碗茶漏，每天都遇著凯事交加的

日子。我和：袁牧师同睡在一锢土坑上，凛
得铺成一圃，晚固袁牧师安慰我前：「道

不算苦，主耶稣被金T十字架，那才是苦

啊！要挺得住！」袁牧师的菇，使我鼓起

了勇氯。

袁牧自币耀常把他敲菜’撮始我一些，

我心襄很温意不去！：袁牧前前：「吃吧，

别客氛’我额量小，我掬吃的。」其富他

也不掬吃的。宦到六六年窟，圄家又把我

伺重刑犯？是晨塌’送到膏费晗商壁献，道

克的生活比晨塌好一些。

一九六七年在肇源赚革志建立新

腋，我何道批「反革命犯人」徙霄霄晗商

量撒分批遭到道襄。到革志不久，又分配

到「新黠克」’道真舆吉林省只有一江Z

隔。我分配到大田粗，袁牧自币分配到水田

姐， f足此我何二人鼓心、分事福音的楼舍

就规乎设有了。

一年春季，水田粗始水稻除草，工人

用手拔。袁牧师韶不清苗和草’把苗首作

草拔掉不少；被人费项事R告始斡部。斡部

伺吉克：他是破壤生屋。万全是召隔了批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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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批同袁牧师。他被推到批同台上，犯

人伺大聋呼叫口镜’震耳欲望。有的犯人

走到台上推推拉拉，渥浸打人。我和陈景

载：「我伺北京城襄人都不韶戴在稼，我

曾把婪苗克雷藤菜。」斡部挠我属他辨

嚣’同情他，叫我「反省」。

首峙袁牧师在批同台上，睦度自然，

韭不繁5晨，大有旁若籍人的攘子。事後，

我伺罔他首峙的想法。

袁牧师就：「我根本没把道伙人放在

眼裹，只首他俩是一群『瘟子』’蘸他俩

嚎叫吧。我靠主的大能大力，作刚强人’

要穿戴神所赐的圭副罩罢，就能摇摇魔

鬼。」

一九七九年袁牧师出茧，回到北京。

我也在八一年出了墅，因家庭罔题液能回

北京，暂留柬北。袁牧师老夫妻俑’属我

的家庭闰题，操了很多心’作了很多。所

作的一切，我只有徙内心感甜。袁牧师知

道我一锢人在柬北生活困黠’不断始我寄

鳝，又不断始我寄来重害’直到现在，已

有十七年之久了。

我徙内心感甜主和：袁牧丽堂才我的恩

霞、援助。



在狱中所结的呆子 83 

我效法袁牧师，属主多工作，康｛喜福

音。我在柬北也袭展了聚舍，有十多位信

徒’有的信徒渥看完主所行的神醋。

一九九四年二月袁牧前始我来信，有

一段话，使我铭言己不忘。他就：

「男的程子早已存心内，人之初性本

惠。我己有救世主，因我信了耶，稣，使我

人生翻有了畴蟹’活得更有意薯’来世有

了永生之福。在甘年又八锢月的改造中’

我一次也波有病遇’心情是舒畅的，因我

心中有盼望，有了生活的力量及勇氯，有

了不同的世界翻’不揄甚麽虞境，都能鹿

Z泰然。道是世人所没有的，也是他何不

能理解的。」

我雨衣徙柬北到北京去看望他，第一

次是在九一年三月，第二次就是今年四月

初。

我看到袁牧自币年逾八旬，惶魄康健，

精神鲍j荫， j雨iffi患鬓’鼓笑凰生，大有青

松翠柏之象。

道不是 神的福丰匠’又是甚麽？使我

徙内心深鹿感到高舆和羡慕！

袁牧自币是我今生今世的恩人、挚友和

善自币。是我永建肇营的榜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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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何’随著年酷的增景’我言己情力也

大大减退，有些事克想不起来了，暂需到

此。

到浩

一九九六年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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