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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

也要称颂祂的圣名！”诗篇103:1 

2011年11月12日清晨，风和日丽。我和来自美国、

加拿大、纽西兰、新加坡的弟兄姐妹一行数人，怀着欢

愉的心情一起从新加坡出发前往缅甸腊戍参加恩慈之家

二十周年的庆典活动。 

傍晚时分，我们到达了恩慈之家。抵步时从园子里

传来悠扬动听的歌声：“让我们唱出心中的感恩，祂抚

平了我们心中的伤痕，祂用爱包裹了我们的破碎，唱出

生命的见证……”。歌声在风中飘扬，在耳际盘旋。

当我们正在院中行走的时候，突然，“张爷爷来啦！张

爷爷您来啦！”孩子们边喊边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围了过

来，有的高兴地扑倒在我的怀里，向他们的“张爷爷”

问好。我抚摸着孩子们的头，望着他们化了妆红扑扑的

小脸蛋儿，美丽的笑容在晚霞的映衬下，像一朵朵绽放

的鲜花，漂亮极了。顿时，一路的风尘疲倦消失得无影

无踪。在孩子们的簇拥下，我们踏进了恩慈之家。

园子里充满了歌声，充满了喜庆欢愉的气息。孩子

们有的在排演话剧，有的在打扫院落，小一点的孩子则

在沙土上嬉戏。他们喜气洋洋宛如一个大家庭一般。

傍晚六点整，恩慈之家二十周年庆典的帷幕拉开，

精彩的节目一项一项在台上呈现着。在台下，一千多人

的掌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绵绵不断。此刻的我，心情

无比的激动，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感慨和感恩。尤其当孩

子们在台上唱起那首《无限感恩》的诗歌时，串起了我

所有的回忆，感恩的泪水顿时模糊了我的双眼。恩慈之

家二十年的路程，在我的脑海里一幕一幕地闪过。二十

年来，恩慈之家在福音自传会的资助下，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已培育和照顾出超过千名不同种族孤儿和问题

家庭的孩子。现在这些孩子大多已经成才并在世界各地

传送着主的福音，作光作盐。感谢神！这二十年里，是

神自己在腊戍这样一个偏僻无闻的山区里，赐下恩典，

建立了无数的生命，成就了许许多多大事。我看见坐在

我身旁的好几位同工和我有一样的感受，也都在不停地

擦拭着眼角的泪花。 

这是一个充满了爱与感恩的庆典。我相信这一切也

张宝华牧师

称颂成就大事的上帝
缅甸恩慈之家二十周年庆典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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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孩子们，使

他们更好地憧憬未来美好的生活并

感谢神，荣耀神。这二十年，对于

恩慈之家，有数不尽的恩典及感

恩，是无悔的二十年，是充满感恩

的二十年。

所以，我感恩。

我感谢上帝的救恩临到了这些

孩子们。神的恩典使许多父母双亡

的孤儿、单亲家庭的弃儿、还有因

家庭暴力离家出走的孩子找到了避

风港。这些年纪小又可怜的孩子，

不但无法享受到家庭的温暖和父母

的爱护，还常常挨饿受冻。有些孩

子在无依无靠下甚至起了轻生的念

头。然而，感谢主！二十年前，上

帝将救恩赐给腊戍这个偏僻穷苦的

山区。充满慈悲与怜悯的上帝救

赎、眷顾了这些可怜的孩子们。这

些孩子在恩慈之家的培育下，在主

的爱里认识了生命的价值并学习过

有意义的人生。如今孩子们一同向

上帝献上感恩的祭！

我也见到了好多从缅甸各地回

家来参加庆典的孩子们，内心对上

帝充满感恩。许多孩子在庆典上激

动地流下了感恩的泪水。噢！孩子们，你们都长大了！

多年以前，恩慈之家收留了他们，温暖了他们的心并教

育他们成长。虽然这些孩子们不是个个聪颖可人，但“

惟有神叫他生长”（林前3：6）。感谢上帝格外看顾他

们，亲自栽培装备他们，更新他们的生命，并使他们愿

意热心追求神的话语。最后，当神呼召临到，他们也顺

服奉献自己，成为全时间的传道人或宣教士。有的则成

为老师、校长、商人等，不但在职场上有好名声，又对

社会有影响有贡献，且以美好的生命见证去影响别人，

为祂广传福音。

回想起二十年前恩慈之家的起

步时，真可谓“千辛万苦，举步

维艰”。当初若不是有许许多多

爱主爱人的赞助者愿意将他们的

五饼二鱼奉献出来，恐怕就没有

今天的恩慈之家。我感谢来自各

国慷慨乐捐的赞助者。你们无私

的献上已化成无穷无尽的祝福！

孩子们特别对他们能够有受教育

的机会感激不尽。我愿赞助者们

能保持爱心继续支持恩慈之家，

火热的心继续为主燃烧！同时我

也感谢神在孩子们周遭所预备的

许许多多肯献心献身、任劳任怨

的同工们。恩慈之家今天的成绩

里有你们辛勤的汗水，你们真是

辛苦了！ 

恩慈之家从20年前的一间孤

儿院发展到今天的13间孤儿院；

从最初的5个孩子到现在的700多

个孩子；从一个民族到十一个民

族；从一个地区到13个地区。孩

子们在查天儒牧师与师母（大

爹、大妈）的关照、培育、牧养

下长大了！当第一代的领袖从壮

年步入中年时，神以岁月磨练了新一代的领袖；引导他

们一步步地跟从祂、寻求祂、明白祂的带领和旨意；并

赐给他们顺服与受教的心，愿意谦卑地向年长的领袖学

习，使恩慈之家的事工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感恩之余，我深有感悟：缅甸恩慈之家是神成就的

大事，是神丰丰富富的恩典，是上帝救恩的见证。我们

要赞美称颂成就大事的上帝，将神所建立起来的这一个

个见证人的作为和恩典讲述出来，传扬出去，并把一切

荣耀归给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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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奉献将用于支持福音自传会的事工，办公室运作费不超过20%。

胡安文传道，今年27岁，个子不高，皮肤黝

黑，双眼烔烔有神，现在缅甸华人校园事

工服侍学生。在整个访谈过程中，他总是面带微笑，

态度亲切、谦卑，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一开场

他就告诉我：他很感恩，他是最早一批『儿童助学

金』事工的受益者，虽然至今时隔七年，但他仍然能

够准确地念出20年前分配给他那串长长的统一资助编

号……。

安文说，他幼小时，家境贫困，没有钱上学，也

根本不晓得受教育的重要性。村里的孩子们都是从

小就跟着大人到田间去放牛、干活。然而，感谢主！

上帝恩待了他。从六岁开始，便得到了福音自传会『

儿童助学金』事工的资助，使他拥有了上学受教育

的机会。现在，他已经写出了很多优美的歌词并作出

了许多动人的旋律。在他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诗歌《

无限感恩》中充分表达了对上帝的感恩和对『儿童助

学金』的感激。他说，福音自传会30余年来在『儿童

助学金』上的付出与努力，从来没有让小孩失望过，

相信每一个受益者对于赞助者的贡献都存有无限的感

恩。他说，如果没有助学金的资助，真不知道如今的

自己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这样的体会使他认识到我

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位信实的上帝，正如他在歌词中所

写的：“祂抚平了我们心中的伤痕，祂用爱包裹了破

碎的我们…”。他深信，福音自传会这种定期、有规

划、有系统的事工在天国里是最好的投资。

安文说，当时他每年都会认真地给赞助者写圣诞卡

片和两封感恩信。他知道在遥远的地方有一位充满爱

心的基督徒在帮助着他，不但常常为他祷告、赞助他

学费，还在节日期间赠送他特别礼物——『儿童助

学金』礼金，虽然数目不大，然而汇集起来使用的时

候就好像把一颗颗幼嫩的心灵连系在一起。在安文的

心里，对赞助者感激之情是真实的，即便赞助者捎来

的只是片言只语的勉励，也能使他在节日期间增添

温馨。尤其是节日聚会能够见到许多平日见不到的

朋友，那真是他们最开

心的时刻。每当想起赞

助者时，心中也不免会浮

起几个问号，他/她到底是

谁呢？他/她长得什么样子

呢？他/她为何不和我联系

呢？善疑的安文甚至会想：

每年用心寄出去的圣诞卡片和感恩信，难道都如石头

沉到大海中去了吗？当时，他朝思暮想地就是盼望有

一天这位赞助者能够突然地出现在自己的面前，能够

认识他/她，拥抱他/她，当面感谢他／她。即便到了

今天，这份感激的场景仍然收藏在他的内心深处。

的确，赞助者不求回报的善行让安文领悟到了神

对人那白白的救恩以及浩大无限的爱。这份从神而

来，又传到人间的爱汇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使当时

的他无论处在何等艰辛的环境中，皆愿意勇敢地去面

对和继续奋斗下去！慷慨的赞助者成了他前进的力

量；他觉得这一份爱心能延续下去是何等的美好啊！

所以，他心中充满无限感恩，相信这是圣灵在他的心

中动工，感动他做了一个很重大的决定，就是将他自

己当作活祭，完完全全地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神做传

道人。 

如今，安文已经成为一位传道人，当他回首『儿

童助学金』的时候，他说，除了对赞助者的感恩外，

他还感激福音自传会在『儿童助学金』事工上默默地

耕耘。因为他确信这个事工着实让缅北的华人看到普

及教育的重要性。『儿童助学金』事工全面提升了缅

甸华人受教育的程度，特别是在一些极其贫困的山

区，提供他们有念书的机会。他相信，唯有教育可以

帮助他们脱离贫困，教育的普及也促使教会的建立，

从而也给国家的经济与发展带来许多益处。访谈的最

后他说，无论在何地，他将永远铭记赞助者对他的恩

惠扶助，并立志努力靠着神的恩典，做一个合神心意

的传道人，以报答上帝对他的恩典，报答父母对他的

抚育以及赞助者对他的栽培。

林燕莲 整理

无限感恩

宣教策略已在变化中。为了引进工人，商业平台
已在创启国家中（CAN）设立起来了。这样的商务也
提供盈利去支持各国与本地的事工。

福音自传会（东南亚）采用此策略。CNEC国际有
限公司已在近日成立。她的第一个业务计划是生态旅

游，即在今年六月组团到越南去游玩。此团将带领我
们现有的赞助者以及其他任何有兴趣参加的人士到越
南去。一来是游览胜地，二来是去看上帝在那里的事
工，那是一般旅游团体不去的地方。详情请参英文附
件。

CNEC国际有限公司（简称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