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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聲
         愛是不保留

感謝沿途有妳
余立新弟兄

張麗珍執事

楊鳳儀姊妹

每天愛妳多一些
黃健海弟兄

曾上元弟兄

朱志強弟兄

我感謝太太蘇麗如，日常
生活、每一天晚餐，都對我

 無微不至；他對我有好大包容，
接受我的缺點，她給我財政上好大空間，
多謝太太對我無私奉獻，我愛她，真是要感
謝神，多謝神的安排。 林柏禧弟兄

喜樂相伴與妳同行

生命中有你同行、共度、
相愛到永遠，這是上帝
的賜福，感恩。

攜手同行共渡25載，
相知相愛相護顯神恩。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
(約翰一書 4:19) 

愛語
絲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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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期主題是「愛是不保留」，亦適逢情人節月份，一班已婚弟兄姊妹勇敢地

向摯愛伴侶表達愛意，綿綿情語。

 
 一份情，放在心底沉甸甸，一份意，凝聚腦海寬無邊，一份思，翹首期盼眼

望穿，一份愛，匯集成河波浪翻，一份願，只求愛人多平安，一份誓，哪怕2020是

末日，愛妳之心到永遠。

 
 當思因姊妹尋覓一個家，其實是追求恆久真愛，用以抵禦變幻無常的人生，讓

個人生命的種籽找到土壤，把根鬚長出來，順從神，愛護一家人。她希望她的愛情，

相濡以沫，舉案齊眉，平淡如水。她在歲月中找到他，依靠他，將一生交付給他。做

他的妻子，他孩子的母親，爲他做飯，洗衣服，縫一顆掉了的鈕釦。然後，緊扣雙

手,齊坐海邊,遠眺夕陽西下,一起在時光中變老。

 莫傳道因神的仁慈、寬恕他的罪，得着永生確據。他曉悟愛的真諦，就是愛

到底。仁慈、寬恕是人世間的美德，用仁慈的心態去寬恕他人的錯誤，用友善的語

氣指正他人的缺點，相信任何人都會對你感激於心。這就是愛。

 無論走到生命的哪一個階段，佩琼姊妹都珍惜那一段時光，順生而行，不緬

懷過去，定睛期待着未來，深信神與自己同行，生命完全交託主。不管正經歷着怎

樣的掙扎與挑戰，或許她只有一個選擇：雖然痛苦，却依然向神感恩,心中平安,有

盼望。在她身上感受到真愛,基督的香氣。

 LOVE的真正意義就是用心傾聽「L」代表LISTEN對方的需求，用感恩「O」

代表OBLIGATE之心予以溫暖的慰問，還要懂得尊重「V」代表VALUED與真誠，

更要懂得仁慈與寬恕「E」代表EXCUSE！

愛情不是最初的甜蜜，而是繁華退卻依然不離不棄。

編者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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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兩個一天也分不開。”徐朝清說，50年來，劉國江從來沒將她一人留在家裏過夜。他們從沒到過江津縣

城，就算中山鎮，劉國江也只去過幾次。

不管誰有事出山，另一個準會在天黑前來到山下的獨木橋等候，等心愛的人一起爬上愛情天梯回家——橋那

頭便是凡人的世界，他們沒事從不過橋。

“她年紀大點，我能照顧她多久就多久。”劉國江說，他們二人約好，誰先走了，另一個就將其葬在山上，

然後下山和兒子住，死後要運上山和老伴合葬。 “娃兒大了，除了對方，沒得啥放不下的，死了能一起葬在

這山上就行。”

 相信嗎 緊抱她 生生世世的相愛 誰驚訝 風聲冷語殘忍嗎 雙手緊握便不怕 你明白我這種快樂嗎 《天梯》

電視劇主題曲《一生一心》

感觸劉國江和徐朝清老人那份真摯的感情，一生不忘的執著，它深深觸動著我的心弦！“問世間情為何物，

直教人生死相許！”在半個世紀裡，在每一個黃昏，他們一起站在山間，手牽著手，感受彼此掌心的溫暖，

攜手共渡。那，是怎樣的一種人生境界？無論日子多麽的艱難，兩個人同舟共濟，患難與共。算上徐朝清的

四個孩子，他們一生共養育了七個孩子，現都已下山生活。當孩子們要接他們下山時，他們卻怎麽也離不開

這個傾注了他們愛與心血的地方。

2006年被評為感動重慶十大人物，他們的愛情也被評為中國當代十大經典愛情故事。

 聖經中有一個感人的愛情故事---波阿斯和路得

寡婦的摩押女子路得跟隨婆婆拿俄米返回伯利恆，但生活貧困，於是往田間拾穗，跟在收割的人後面， 拾取

遺落的大麥穗。那時田地的主人波阿斯，在遠處問監工：「那是誰家的女子？」(2:5)開始，他目光落到一張

從未見過令他著迷的臉孔上，隨後向惹人喜愛的姑娘說不要往別處及離開 (2 : 8 - 9)，對路得十分關懷，午飯

時與她同吃，又吩咐僕人從捆裏抽出留在地上任她拾取，不可嚇她 (2 : 14 - 16 )。波阿斯不但顯示出關心，更

表露出傾心。

 路得聽從拿俄米吩咐，沐浴抹膏，夜間下到打麥場上，悄悄地躺臥在波阿斯身旁。夜半時分波阿斯忽然

驚醒，在漆黑中認出一位女子，路得對波阿斯說 : 「我是你的婢女路得。... ...你是我一個至近的親屬」。波阿

斯回答：「女兒啊！願你蒙耶和華賜福，你末後的恩比先前更大；因為少年人無論貧富，你都沒有跟從。」 

路得選擇了波阿斯，他的年齡比路得大得相當多。波阿斯說 : 「凡你所說的，我必照著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

你是個賢德的女子。」(3：1-11)

 波阿斯雖然是路得一個至近的親屬，但是還有一個比他更近的；在律法上，他有優先的權利。波阿斯喜

歡路得，為了心愛人，於是，波阿斯千方百計想出解決方法。他在城門口邀請長老們作見證，問那人肯不肯

贖族人以利米勒家的田地。那人倒是有興趣於贖買田地，但他不願履行附帶的條件：「也當娶死人的妻摩押

女子路得，使死人在產業上存留他的名。」所以將這個替族人贖回產業和留名的責任放棄，規避了近親的義

務。波阿斯利用別出心裁方法，將路得偷偷混入這個買贖大計中，路得是外族人，本來就沒有被買贖的分兒，

但波阿斯合法的贖得了近親的產業，也贖得了路得。結果，有情人終成眷屬，路得與前夫瑪倫結婚十年沒有

 2012年與太太參加浸會園退修會，在梁家瑋經理帶領下，一行35人懷著輕鬆自由心情往湖南郴州莽山旅

行，從深圳乘搭高鐵兩個多小時到達湖南郴州，午饍後往有“東方瑞士”之稱的東江湖遊覽，我們在觀光船上

飽覽東江急流險灘、兜率靈岩神境、龍景峽穀奇景、島嶼群落的湖光山色，令人心曠神怡，心裡唱出'這是天父

世界'詩歌，讚美主！第二天景點是莾山國家森林公園之天臺山，起點沿途是數百級石梯，大家上山都汗流滿面，

氣喘咻咻，我和太太不及浸會園一班青年人，但最終都完成路程。最令我驚嘆不已是“小臺山”景點，它是沿

山崖向下用106級木梯建設成才到的。我倆都畏高的，太太在驚怕下緊扣我手一步一步下落，到了小臺山後，

我舉目觀看，奇峯怪石、幽林險崖、溝壑縱橫，不愧是湖南第二張家界之稱。神的奇妙創造，實在要讚美祂。

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 （詩篇19：1）

當我回味美好旅程時，令我思緒出一個感動人心、傳奇愛倩的故事：

50多年前的重慶江津中山古鎮高灘村（現長樂村），迎來了一位美

麗的姑娘，她叫徐朝清，那時才16歲，而劉國江僅僅只有6歲。一次

意外磕斷了劉國江的門牙。按照山裏習俗，掉了門牙的孩子只要被新

娘子在嘴裏摸一下新牙就會長出來。於是，在長輩的帶領下，來到新

娘子麵前，纖巧豐潤的小手輕輕地放到劉國江的嘴裏，頓時感到滋潤

而羞澀，劉國江久久地深情地凝視著新娘子。從此，徐朝清的模樣就

印在了劉國江的心中。

天有不測風雲。 10年後，徐朝清的丈夫患急性腦膜炎去世，她成了寡婦，獨自帶著4個孩子，最大的9歲，最小

的才1歲，艱難地生活著。

 寡婦面前是非多啊。劉國江出於善良和助人的心，幫助徐朝清，擔水劈柴，照顧小孩，什麽都做，還在

無意中救了徐朝清溺水的小兒子。一日復一日的接觸中，兩個人漸漸墮入愛河！因為年齡的差距，條件的懸殊，

他們的愛自然遭到了劉國江父母的堅決反對和村裡人的背後指責！一個風華正茂的翩翩少年義無反顧地愛上一

個已經是四個孩子母親的寡婦，面對家人的極力反對，面對村裡人的流言蜚語，為了那份不染塵垢的愛情，兩

人攜手私奔至與世隔絕的深山老林，遠離一切現代文明，過著刀耕火種的原始生活，靠野菜和雙手養大7個孩

子，互稱「小伙子」和「老媽子」。雖然「老媽子」一輩子也沒下過幾次山，但為讓愛人出行安全，「小伙子」

一輩子忙著在懸崖峭壁上鑿石梯通向外界，一鍁一鑿地打造他們的愛情天梯。絕壁上鑿洞打槽，斷崖間搭橋鋪

路。一鑿就是半個世紀，從小伙子鑿成老頭子，鑿出6000多級「愛情天梯」。

愛情、眾水不能息滅、大水也不能淹沒。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財寶要換愛情、就全被藐視。(雅8：7)

 劉國江和徐朝清在人煙絕跡的深山中， 相濡以沫，默默地履行著當初逃亡時那份天荒地老的誓言。

以下記錄他倆的深情對話：

我心痛，可他總是說，路修好了，我出山就方便了。其實，我一輩子也沒出山幾次。摸著老伴手上的老繭，徐

朝清眼裏流出了淚水。

"我還能動！”劉國江伸手為老伴擦去淚水。兩人旁若無人地互相心疼著，沈浸在他們的二人世界裏，似乎忘了

有外人在場。

"我不會讓她幹重活，她年紀比我大，洗腳水都是我給她打。”劉國江說。

愛
 陳志威執事

懷孕，但波阿斯娶路得為妻，神卻使她懷孕生子。相信路得流出喜悅的淚水，無限感謝耶和華神，而波阿斯深

信神賜他智慧，才抱得美人歸。(4：1-13 )

我的佳偶、你全然美麗、毫無瑕疵。(雅4：7)

 愛情天梯是小夥子送給老媽子的愛情禮物， 他只是單

純怕老媽子受傷，就如同其他現代物質禮物，禮物本身價

值看似難得及昂貴．但是卻微不足道，最重要的禮物背

後意義的可貴

《天梯》電視劇男主角在離世前緊握著鐵釺和女主角雙

手傾吐一番話：我會在天上為妳開鑿一道石梯，我會在梯

口等妳，握住妳手一起爬上去，到我在天上為妳預備的

小草屋，生生世世相愛，永不分離。

幾多對 持續愛到幾多歲 當生命 仍能為你豁出去幾多對 能悟到幾多精髓 

能撐下去 竭力也要為愛盡瘁 抱緊一生未覺累

流行歌《天梯》

如果沒有小夥子承擔責任的勇氣，天梯上也不會長出甜美的果實和孕育出動人的愛情故事。雖然在小夥子過世

留下不完美的愛情結局． ． ．�

我相信這愛情天梯故事會一直留傳下去． ． ． ．一個真正愛情故事． ． ．

與太太結婚24年，女兒亦已亭亭玉立，多謝太太多年來悉心教養女兒，包容接納我的短處，無怨無悔。

情天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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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兩個一天也分不開。”徐朝清說，50年來，劉國江從來沒將她一人留在家裏過夜。他們從沒到過江津縣

城，就算中山鎮，劉國江也只去過幾次。

不管誰有事出山，另一個準會在天黑前來到山下的獨木橋等候，等心愛的人一起爬上愛情天梯回家——橋那

頭便是凡人的世界，他們沒事從不過橋。

“她年紀大點，我能照顧她多久就多久。”劉國江說，他們二人約好，誰先走了，另一個就將其葬在山上，

然後下山和兒子住，死後要運上山和老伴合葬。 “娃兒大了，除了對方，沒得啥放不下的，死了能一起葬在

這山上就行。”

 相信嗎 緊抱她 生生世世的相愛 誰驚訝 風聲冷語殘忍嗎 雙手緊握便不怕 你明白我這種快樂嗎 《天梯》

電視劇主題曲《一生一心》

感觸劉國江和徐朝清老人那份真摯的感情，一生不忘的執著，它深深觸動著我的心弦！“問世間情為何物，

直教人生死相許！”在半個世紀裡，在每一個黃昏，他們一起站在山間，手牽著手，感受彼此掌心的溫暖，

攜手共渡。那，是怎樣的一種人生境界？無論日子多麽的艱難，兩個人同舟共濟，患難與共。算上徐朝清的

四個孩子，他們一生共養育了七個孩子，現都已下山生活。當孩子們要接他們下山時，他們卻怎麽也離不開

這個傾注了他們愛與心血的地方。

2006年被評為感動重慶十大人物，他們的愛情也被評為中國當代十大經典愛情故事。

 聖經中有一個感人的愛情故事---波阿斯和路得

寡婦的摩押女子路得跟隨婆婆拿俄米返回伯利恆，但生活貧困，於是往田間拾穗，跟在收割的人後面， 拾取

遺落的大麥穗。那時田地的主人波阿斯，在遠處問監工：「那是誰家的女子？」(2:5)開始，他目光落到一張

從未見過令他著迷的臉孔上，隨後向惹人喜愛的姑娘說不要往別處及離開 (2 : 8 - 9)，對路得十分關懷，午飯

時與她同吃，又吩咐僕人從捆裏抽出留在地上任她拾取，不可嚇她 (2 : 14 - 16 )。波阿斯不但顯示出關心，更

表露出傾心。

 路得聽從拿俄米吩咐，沐浴抹膏，夜間下到打麥場上，悄悄地躺臥在波阿斯身旁。夜半時分波阿斯忽然

驚醒，在漆黑中認出一位女子，路得對波阿斯說 : 「我是你的婢女路得。... ...你是我一個至近的親屬」。波阿

斯回答：「女兒啊！願你蒙耶和華賜福，你末後的恩比先前更大；因為少年人無論貧富，你都沒有跟從。」 

路得選擇了波阿斯，他的年齡比路得大得相當多。波阿斯說 : 「凡你所說的，我必照著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

你是個賢德的女子。」(3：1-11)

 波阿斯雖然是路得一個至近的親屬，但是還有一個比他更近的；在律法上，他有優先的權利。波阿斯喜

歡路得，為了心愛人，於是，波阿斯千方百計想出解決方法。他在城門口邀請長老們作見證，問那人肯不肯

贖族人以利米勒家的田地。那人倒是有興趣於贖買田地，但他不願履行附帶的條件：「也當娶死人的妻摩押

女子路得，使死人在產業上存留他的名。」所以將這個替族人贖回產業和留名的責任放棄，規避了近親的義

務。波阿斯利用別出心裁方法，將路得偷偷混入這個買贖大計中，路得是外族人，本來就沒有被買贖的分兒，

但波阿斯合法的贖得了近親的產業，也贖得了路得。結果，有情人終成眷屬，路得與前夫瑪倫結婚十年沒有

 2012年與太太參加浸會園退修會，在梁家瑋經理帶領下，一行35人懷著輕鬆自由心情往湖南郴州莽山旅

行，從深圳乘搭高鐵兩個多小時到達湖南郴州，午饍後往有“東方瑞士”之稱的東江湖遊覽，我們在觀光船上

飽覽東江急流險灘、兜率靈岩神境、龍景峽穀奇景、島嶼群落的湖光山色，令人心曠神怡，心裡唱出'這是天父

世界'詩歌，讚美主！第二天景點是莾山國家森林公園之天臺山，起點沿途是數百級石梯，大家上山都汗流滿面，

氣喘咻咻，我和太太不及浸會園一班青年人，但最終都完成路程。最令我驚嘆不已是“小臺山”景點，它是沿

山崖向下用106級木梯建設成才到的。我倆都畏高的，太太在驚怕下緊扣我手一步一步下落，到了小臺山後，

我舉目觀看，奇峯怪石、幽林險崖、溝壑縱橫，不愧是湖南第二張家界之稱。神的奇妙創造，實在要讚美祂。

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 （詩篇19：1）

當我回味美好旅程時，令我思緒出一個感動人心、傳奇愛倩的故事：

50多年前的重慶江津中山古鎮高灘村（現長樂村），迎來了一位美

麗的姑娘，她叫徐朝清，那時才16歲，而劉國江僅僅只有6歲。一次

意外磕斷了劉國江的門牙。按照山裏習俗，掉了門牙的孩子只要被新

娘子在嘴裏摸一下新牙就會長出來。於是，在長輩的帶領下，來到新

娘子麵前，纖巧豐潤的小手輕輕地放到劉國江的嘴裏，頓時感到滋潤

而羞澀，劉國江久久地深情地凝視著新娘子。從此，徐朝清的模樣就

印在了劉國江的心中。

天有不測風雲。 10年後，徐朝清的丈夫患急性腦膜炎去世，她成了寡婦，獨自帶著4個孩子，最大的9歲，最小

的才1歲，艱難地生活著。

 寡婦面前是非多啊。劉國江出於善良和助人的心，幫助徐朝清，擔水劈柴，照顧小孩，什麽都做，還在

無意中救了徐朝清溺水的小兒子。一日復一日的接觸中，兩個人漸漸墮入愛河！因為年齡的差距，條件的懸殊，

他們的愛自然遭到了劉國江父母的堅決反對和村裡人的背後指責！一個風華正茂的翩翩少年義無反顧地愛上一

個已經是四個孩子母親的寡婦，面對家人的極力反對，面對村裡人的流言蜚語，為了那份不染塵垢的愛情，兩

人攜手私奔至與世隔絕的深山老林，遠離一切現代文明，過著刀耕火種的原始生活，靠野菜和雙手養大7個孩

子，互稱「小伙子」和「老媽子」。雖然「老媽子」一輩子也沒下過幾次山，但為讓愛人出行安全，「小伙子」

一輩子忙著在懸崖峭壁上鑿石梯通向外界，一鍁一鑿地打造他們的愛情天梯。絕壁上鑿洞打槽，斷崖間搭橋鋪

路。一鑿就是半個世紀，從小伙子鑿成老頭子，鑿出6000多級「愛情天梯」。

愛情、眾水不能息滅、大水也不能淹沒。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財寶要換愛情、就全被藐視。(雅8：7)

 劉國江和徐朝清在人煙絕跡的深山中， 相濡以沫，默默地履行著當初逃亡時那份天荒地老的誓言。

以下記錄他倆的深情對話：

我心痛，可他總是說，路修好了，我出山就方便了。其實，我一輩子也沒出山幾次。摸著老伴手上的老繭，徐

朝清眼裏流出了淚水。

"我還能動！”劉國江伸手為老伴擦去淚水。兩人旁若無人地互相心疼著，沈浸在他們的二人世界裏，似乎忘了

有外人在場。

"我不會讓她幹重活，她年紀比我大，洗腳水都是我給她打。”劉國江說。

懷孕，但波阿斯娶路得為妻，神卻使她懷孕生子。相信路得流出喜悅的淚水，無限感謝耶和華神，而波阿斯深

信神賜他智慧，才抱得美人歸。(4：1-13 )

我的佳偶、你全然美麗、毫無瑕疵。(雅4：7)

 愛情天梯是小夥子送給老媽子的愛情禮物， 他只是單

純怕老媽子受傷，就如同其他現代物質禮物，禮物本身價

值看似難得及昂貴．但是卻微不足道，最重要的禮物背

後意義的可貴

《天梯》電視劇男主角在離世前緊握著鐵釺和女主角雙

手傾吐一番話：我會在天上為妳開鑿一道石梯，我會在梯

口等妳，握住妳手一起爬上去，到我在天上為妳預備的

小草屋，生生世世相愛，永不分離。

幾多對 持續愛到幾多歲 當生命 仍能為你豁出去幾多對 能悟到幾多精髓 

能撐下去 竭力也要為愛盡瘁 抱緊一生未覺累

流行歌《天梯》

如果沒有小夥子承擔責任的勇氣，天梯上也不會長出甜美的果實和孕育出動人的愛情故事。雖然在小夥子過世

留下不完美的愛情結局． ． ．�

我相信這愛情天梯故事會一直留傳下去． ． ． ．一個真正愛情故事． ． ．

與太太結婚24年，女兒亦已亭亭玉立，多謝太太多年來悉心教養女兒，包容接納我的短處，無怨無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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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兩個一天也分不開。”徐朝清說，50年來，劉國江從來沒將她一人留在家裏過夜。他們從沒到過江津縣

城，就算中山鎮，劉國江也只去過幾次。

不管誰有事出山，另一個準會在天黑前來到山下的獨木橋等候，等心愛的人一起爬上愛情天梯回家——橋那

頭便是凡人的世界，他們沒事從不過橋。

“她年紀大點，我能照顧她多久就多久。”劉國江說，他們二人約好，誰先走了，另一個就將其葬在山上，

然後下山和兒子住，死後要運上山和老伴合葬。 “娃兒大了，除了對方，沒得啥放不下的，死了能一起葬在

這山上就行。”

 相信嗎 緊抱她 生生世世的相愛 誰驚訝 風聲冷語殘忍嗎 雙手緊握便不怕 你明白我這種快樂嗎 《天梯》

電視劇主題曲《一生一心》

感觸劉國江和徐朝清老人那份真摯的感情，一生不忘的執著，它深深觸動著我的心弦！“問世間情為何物，

直教人生死相許！”在半個世紀裡，在每一個黃昏，他們一起站在山間，手牽著手，感受彼此掌心的溫暖，

攜手共渡。那，是怎樣的一種人生境界？無論日子多麽的艱難，兩個人同舟共濟，患難與共。算上徐朝清的

四個孩子，他們一生共養育了七個孩子，現都已下山生活。當孩子們要接他們下山時，他們卻怎麽也離不開

這個傾注了他們愛與心血的地方。

2006年被評為感動重慶十大人物，他們的愛情也被評為中國當代十大經典愛情故事。

 聖經中有一個感人的愛情故事---波阿斯和路得

寡婦的摩押女子路得跟隨婆婆拿俄米返回伯利恆，但生活貧困，於是往田間拾穗，跟在收割的人後面， 拾取

遺落的大麥穗。那時田地的主人波阿斯，在遠處問監工：「那是誰家的女子？」(2:5)開始，他目光落到一張

從未見過令他著迷的臉孔上，隨後向惹人喜愛的姑娘說不要往別處及離開 (2 : 8 - 9)，對路得十分關懷，午飯

時與她同吃，又吩咐僕人從捆裏抽出留在地上任她拾取，不可嚇她 (2 : 14 - 16 )。波阿斯不但顯示出關心，更

表露出傾心。

 路得聽從拿俄米吩咐，沐浴抹膏，夜間下到打麥場上，悄悄地躺臥在波阿斯身旁。夜半時分波阿斯忽然

驚醒，在漆黑中認出一位女子，路得對波阿斯說 : 「我是你的婢女路得。... ...你是我一個至近的親屬」。波阿

斯回答：「女兒啊！願你蒙耶和華賜福，你末後的恩比先前更大；因為少年人無論貧富，你都沒有跟從。」 

路得選擇了波阿斯，他的年齡比路得大得相當多。波阿斯說 : 「凡你所說的，我必照著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

你是個賢德的女子。」(3：1-11)

 波阿斯雖然是路得一個至近的親屬，但是還有一個比他更近的；在律法上，他有優先的權利。波阿斯喜

歡路得，為了心愛人，於是，波阿斯千方百計想出解決方法。他在城門口邀請長老們作見證，問那人肯不肯

贖族人以利米勒家的田地。那人倒是有興趣於贖買田地，但他不願履行附帶的條件：「也當娶死人的妻摩押

女子路得，使死人在產業上存留他的名。」所以將這個替族人贖回產業和留名的責任放棄，規避了近親的義

務。波阿斯利用別出心裁方法，將路得偷偷混入這個買贖大計中，路得是外族人，本來就沒有被買贖的分兒，

但波阿斯合法的贖得了近親的產業，也贖得了路得。結果，有情人終成眷屬，路得與前夫瑪倫結婚十年沒有

 2012年與太太參加浸會園退修會，在梁家瑋經理帶領下，一行35人懷著輕鬆自由心情往湖南郴州莽山旅

行，從深圳乘搭高鐵兩個多小時到達湖南郴州，午饍後往有“東方瑞士”之稱的東江湖遊覽，我們在觀光船上

飽覽東江急流險灘、兜率靈岩神境、龍景峽穀奇景、島嶼群落的湖光山色，令人心曠神怡，心裡唱出'這是天父

世界'詩歌，讚美主！第二天景點是莾山國家森林公園之天臺山，起點沿途是數百級石梯，大家上山都汗流滿面，

氣喘咻咻，我和太太不及浸會園一班青年人，但最終都完成路程。最令我驚嘆不已是“小臺山”景點，它是沿

山崖向下用106級木梯建設成才到的。我倆都畏高的，太太在驚怕下緊扣我手一步一步下落，到了小臺山後，

我舉目觀看，奇峯怪石、幽林險崖、溝壑縱橫，不愧是湖南第二張家界之稱。神的奇妙創造，實在要讚美祂。

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 （詩篇19：1）

當我回味美好旅程時，令我思緒出一個感動人心、傳奇愛倩的故事：

50多年前的重慶江津中山古鎮高灘村（現長樂村），迎來了一位美

麗的姑娘，她叫徐朝清，那時才16歲，而劉國江僅僅只有6歲。一次

意外磕斷了劉國江的門牙。按照山裏習俗，掉了門牙的孩子只要被新

娘子在嘴裏摸一下新牙就會長出來。於是，在長輩的帶領下，來到新

娘子麵前，纖巧豐潤的小手輕輕地放到劉國江的嘴裏，頓時感到滋潤

而羞澀，劉國江久久地深情地凝視著新娘子。從此，徐朝清的模樣就

印在了劉國江的心中。

天有不測風雲。 10年後，徐朝清的丈夫患急性腦膜炎去世，她成了寡婦，獨自帶著4個孩子，最大的9歲，最小

的才1歲，艱難地生活著。

 寡婦面前是非多啊。劉國江出於善良和助人的心，幫助徐朝清，擔水劈柴，照顧小孩，什麽都做，還在

無意中救了徐朝清溺水的小兒子。一日復一日的接觸中，兩個人漸漸墮入愛河！因為年齡的差距，條件的懸殊，

他們的愛自然遭到了劉國江父母的堅決反對和村裡人的背後指責！一個風華正茂的翩翩少年義無反顧地愛上一

個已經是四個孩子母親的寡婦，面對家人的極力反對，面對村裡人的流言蜚語，為了那份不染塵垢的愛情，兩

人攜手私奔至與世隔絕的深山老林，遠離一切現代文明，過著刀耕火種的原始生活，靠野菜和雙手養大7個孩

子，互稱「小伙子」和「老媽子」。雖然「老媽子」一輩子也沒下過幾次山，但為讓愛人出行安全，「小伙子」

一輩子忙著在懸崖峭壁上鑿石梯通向外界，一鍁一鑿地打造他們的愛情天梯。絕壁上鑿洞打槽，斷崖間搭橋鋪

路。一鑿就是半個世紀，從小伙子鑿成老頭子，鑿出6000多級「愛情天梯」。

愛情、眾水不能息滅、大水也不能淹沒。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財寶要換愛情、就全被藐視。(雅8：7)

 劉國江和徐朝清在人煙絕跡的深山中， 相濡以沫，默默地履行著當初逃亡時那份天荒地老的誓言。

以下記錄他倆的深情對話：

我心痛，可他總是說，路修好了，我出山就方便了。其實，我一輩子也沒出山幾次。摸著老伴手上的老繭，徐

朝清眼裏流出了淚水。

"我還能動！”劉國江伸手為老伴擦去淚水。兩人旁若無人地互相心疼著，沈浸在他們的二人世界裏，似乎忘了

有外人在場。

"我不會讓她幹重活，她年紀比我大，洗腳水都是我給她打。”劉國江說。

懷孕，但波阿斯娶路得為妻，神卻使她懷孕生子。相信路得流出喜悅的淚水，無限感謝耶和華神，而波阿斯深

信神賜他智慧，才抱得美人歸。(4：1-13 )

我的佳偶、你全然美麗、毫無瑕疵。(雅4：7)

 愛情天梯是小夥子送給老媽子的愛情禮物， 他只是單

純怕老媽子受傷，就如同其他現代物質禮物，禮物本身價

值看似難得及昂貴．但是卻微不足道，最重要的禮物背

後意義的可貴

《天梯》電視劇男主角在離世前緊握著鐵釺和女主角雙

手傾吐一番話：我會在天上為妳開鑿一道石梯，我會在梯

口等妳，握住妳手一起爬上去，到我在天上為妳預備的

小草屋，生生世世相愛，永不分離。

幾多對 持續愛到幾多歲 當生命 仍能為你豁出去幾多對 能悟到幾多精髓 

能撐下去 竭力也要為愛盡瘁 抱緊一生未覺累

流行歌《天梯》

如果沒有小夥子承擔責任的勇氣，天梯上也不會長出甜美的果實和孕育出動人的愛情故事。雖然在小夥子過世

留下不完美的愛情結局． ． ．�

我相信這愛情天梯故事會一直留傳下去． ． ． ．一個真正愛情故事． ． ．

與太太結婚24年，女兒亦已亭亭玉立，多謝太太多年來悉心教養女兒，包容接納我的短處，無怨無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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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愛而遇見愛
 當初因為愛，我漂洋過海來到了香港，在這裡遇見了神的愛。「我們的主為

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無法測度。」（詩篇147:5）在還沒有認識主耶穌之前，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主耶穌基督的愛是這麼的美好、踏實，使我完完全全得救。

「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詩篇42:1）

那一年，我從台灣只拿了一個行李箱，什麼都不懂，也不會廣東話，不知哪來

的勇氣，來到了香港，與丈夫開始一起組織了個屬於我們的家。神的安排就是

這麼的奇妙，在我軟弱空虛的時候，因為家姐的一句話，我走進教會。聽了牧

師講道，覺得很感動，默默的流淚，心中充滿了力量。崇拜結束了以後，我與

先生一起向前找姊妹聊天，提起了感動流淚之事，姊妹就幫我和先生一起做了

決志禱告。從此接受了耶穌做我的主，跟隨他。我遇見了神的愛。

因為愛而明白愛
 在認識神之前，我發現我不知道什麼叫愛。雖然我有個快樂的童年，父母也都在我的身邊，但是中學開

始學業壓力大而父母也都開始忙於事業，大家都減少了相處的時間和良好的溝通。與母親之間的相處只會吵吵

鬧鬧，與父親之間的交談只有見面打聲招呼。這樣吵吵鬧鬧的模式維持了好多年。後來我以為我已經知道了愛，

我找了一個愛我且我愛的人結婚，組織了自己的家庭，但因為我不知道什麼是愛，間接的影響到了我對丈夫的

信任和對孩子的耐性。「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

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

耐。愛是永不止息。」（哥林多前書13:4-8）神的話語告訴了我什麼是愛。

因為愛而愛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翰福音 3:16) 我將

我的憂慮與不安交給了神，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漸漸的，我發現了神都有在聽我的禱告，他真的很愛我們。

我到最近才真正的完全明白，我們要用耐心、恩慈和包容去好好的愛我們身邊的人，我開始發現了孩子們的可愛，

信任與關心我的丈夫，不會再與我的母親吵架，也開始可以與我的父親聊天，現在我的家中充滿了笑聲。真的

謝謝神的愛，他的慈愛長闊高深。

神的愛，將我從痛苦的深淵中拉了出來。現在我能做的，只有好好的使用神的恩賜，好好的服侍神，服侍祂愛

的人。雖然事奉的路上，並不是一帆風順，但每當我回過頭看，就會發現一路都有神的陪伴。如今我可以做到

這些事奉，每一步都是恩典。親愛的父神，謝謝祢，我愛祢。

愛
陳思因姊妹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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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到底」是怎樣理解的？或許可從兩方面來說明：一是時間上；另一個是
程度上。時間上是指「到最後的一刻」，即是由始至終都愛你；至於程度上是指
「死」，即是去到人生的盡頭都愛你，毫無保留的愛給祂所創造的宇宙萬物包
括人類。這份愛也是一份永恆不變的愛。
 當一對戀人山盟海誓的時候，總會說出一些情話，他們的愛彼此間有承
諾，對這份愛矢志不渝。最近在演藝界有一對戀人要結婚，在結婚當日，新
郎向新娘宣讀愛的宣言，如果日後男方做不到所宣讀諾言，就五雷轟頂；因為
新郎認為許多愛的宣言所承諾的都沒有提及如果不兌現該怎麼辦。主耶穌對世人的
愛是「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為世人的罪作了挽回祭。」
 「愛」這個字很奇妙，中間有一個「心」，「心」是整個字的部首，表示有心才有愛。
耶穌的愛、耶穌的心比世人的大及深，我們學習去愛，先要學習耶穌如何愛人，這愛才會完全和體會。
我如何得到主耶穌這份「愛到底」的愛。記得讀大專的時候，認識一班與別不同的同學，他們的愛心比任何人
來得真誠，他們承認是基督徒。
 在學校一次聚會當中，聽了互愛團契弟兄的分享，心裡非常感動，想要認識這位能改變人心靈的神。
下課後，與這一班要好的基督徒同班同學分享我的感動，他們還邀請我出席靈命小組；更有一位同學邀請我到
他教會參加團契及崇拜。在七六年冬天的時候，這位同學邀請我回到他的教會團契--深水埗浸信會以西結團認
識這位創造人生命的主。
 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是我一個重要的日子，是我在深水埗浸信會接受浸禮，在眾人面對表明我
與主同死、同埋葬、同復活；不但如此，認罪悔改並還要一生一世跟隨主。
 受浸加入教會之後，除了有教會生活之外，其他生活方式沒有大的改變，但生活的意義就改變得多；
不在花太多時間追求名與利，而是要學習為主而活。在那時候，對這個課題沒有多大認識，但很想學習如何為
主而活。
 神的呼召是一視同仁，既無分貴賤，也不論職業。馬丁路德認為，蒙召等同於工作或職業。我們的日常
工作，實際上並無屬靈屬世之別，亦不單是謀生糊口工具而已。每一位門徒，都滿有尊榮地被呼召進入社會的
不同階層工作。各人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仍舊可以服事神，作祂忠心順命的僕人。
 這位愛我的主擁抱著我經歷祂為我預備天路歷程：從學院畢業、踏入職場，考取專業資歷；然後人到中
年，兌現對神的呼召，回到神學院學習，畢業後，主差遺我到祂為我預備的工場，學習全時間服事祂。
退休後，又回到自己的母會繼續學習服事。
神並沒有保証信徒在世寄居時，凡事亨通。人生難免有不如意的事，例如：生病、失業、失去至親等。詩人曾
說：「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我也經歷過生病、失業、失去
至親等。但當轉眼仰望耶穌的時候，個人的視野也豁然一新，不再將視野集中看自己的困境，讓主的愛擁抱

自己，跟隨祂。
       我相信主耶穌的愛也擁抱衪每一位兒女。
主耶穌愛屬祂的人到底，甚至犧牲的愛愛到底；但祂的使徒猶大的愛則不然，
他出賣與主的一段親蜜關係，他不要主的愛，要的是世上名與利。
服侍人真正的動力，是主耶穌無條件和犧牲的愛。主耶穌讓我們看到了「愛
到底」的愛是怎麼一回的事，讓我們終身學習主的愛。也讓主耶穌的愛洋溢
於祂所創造整個世界。
「願主的愛與你同在，無論你在何方，願衪祝福你心靈安康」。這首詩歌是
昔日由互愛團契弟兄所唱的詩歌，也是觸動我心靈的詩歌。

 到底     莫錦榮傳道

逾越節之前，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時候到了；祂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 約翰福音 13：1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 約翰一書4:19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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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篇
2018是我人生中很特別的一年，因為我在八月確

診患有癌症，詩歌「感謝神」對我來說好有感受。

神 無應許過，信主耶穌後凡事順利，祂說玫瑰有剌，

但給我們有温暖家庭。雖然我已完成手術，但身體

仍有癌細胞，仍需繼續治療。其實在過程中我沒有

問神為何有這種病?反而我想神容許我患有這種病，

是否神有什麼計劃在我的身上?我在手術之後4天無

吃東西，出院後瘦了20磅。也不知道我是如何可以

捱過住院那一週，後來回想神都是神給我許多的

恩典，原本的我是一位很喜歡食東西，4天不單不可

以食東西，連飲水都不可以飲，真是神的恩典。

出院後其實我身體都幾好，神保守我，傷口也不怎麼痛。但第二個挑戰來了，已拖了幾個月，是時候決定如何

跟進治療!因我的癌症是很罕有的，沒有案例跟遁，所有香港的大醫院都查問過，也沒有較有把握的治療方法，

現在採用標靶葯，但是測試葯，未知效成效如何，醫生曾說葯會引致痛楚，當中最不舒服是腸絞痛。我不清楚

是葯導致痛楚，還是癌細胞壓住腸引致痛楚。食標靶葯時時常嘔吐，很辛苦。後來飲了一款可紓緩的奶粉便改

善嘔吐情况，但腸絞痛真是很辛苦，一分鐘都令人痛不欲生，好像胃抽筋。我在想，神令我不嘔吐，那也可以

叫我不痛楚，於是在床上祈禱，求主憐憫我這罪人，跟住當晚肚瀉了幾次, 肚瀉 了一兩天便不瀉不痛 了。

我想神為何要我有痛楚?因為若我沒有痛楚，我不曉得感恩，不懂得祈求，亦不明白癌症病人的痛楚。那如何

可向癌症病人講見証呢?感謝神給我的經歷，醫生說今週期停了不痛，不代表下一個週 期不會再痛，但我相信

靠神可以打勝過這場仗，現在我有記錄我的經歷，希望可以痊愈後舉辦一個感恩會，將榮耀歸給在天上的主!

2019年又過去了，三月份是我吃了鏢靶藥三個月後第一次照正電子掃瞄，結果體內的腫瘤沒有什麼大的變化，

也沒有擴散，醫生說算是好的，但由於鏢靶藥不會令腫瘤縮小，醫生建議我加一種口服化療藥，據說某些病人

服用之後，腫瘤會變小。於是，我便開始吃這隻藥，起初，身體很不適應，腸絞痛非常嚴重，屙嘔可以持續上

十天。情緒經歷起伏，當中也有跟丈夫說過要做好有一日我要離開的心理準備，每次問他心情如何，他總是說：

「你好，我就好!」令我知道，要減輕他的重擔，就是要令自己身體好。

神的說話帶着能力，能醫治人的心靈，給我最大的力量及盼望。在病痛的日子，我堅持每日靈修，讀經。縱然

身體有痛楚，但每到主日前我都禱告，祈求主給我精神回教會敬拜，出院後到現在只有一次，真的太辛苦而未

能回去，因為我知道自己是軟弱的，是善忘的，沒有神的說話，真的不知道 如何面對未知的每一天。跟着每

日讀經釋義去讀經，已經在一年內完整把聖經讀完一次了。真的感受到能夠回教會敬拜，能夠讀神的話語，都

不是一件必然的事。

在這段期間，弟兄姊妹的支持，鼓勵，代禱，湯水，陪伴，也令我非常感動，讓我非常感受到愛，愛的力量是

多麼強大，比藥物更有幫助。在此，感謝弟兄姊妹的同行。

感謝主，新藥已經服用了九個月，已經適應下來，而且在九月再照正電子掃描的時候，腫瘤有輕微縮小的現象，

醫生意見也是正面的。現在精神比之前好了很多，體重也增加了不少，這是我之前無法想像到的。

雖然現在不知道這條路還有多遠，但在過去一年多的經歷中，讓我對神的依靠更加實在，更加明白，我們各人

面對的困難，沒有分大小，都是要互相擔當，互相勉勵，信耶穌的人，不是沒有苦難，而是在苦難有平安，有

盼望。這不再是別人的口號，而是過去一段日子，自己深深的體會。感謝讚美主!哈利路亞！

鄧佩琼姊妹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