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瞎子 
 

滿洲的基督徒殉道者 

中國的殉道見證 

 

 

 

 

背景介紹 
 

滿洲，位於中國的東北部，曾經是一些游牧民族的家園，其中最重要的是滿族

人，滿洲也因此而得名。 

 

1956年改稱東北，包括中國的黑龍江、吉林、遼寧省。 

這片地域西接蒙古、北鄰俄羅斯、東面就是朝鮮和韓國，主要城市包括瀋陽、

大連、哈爾濱、長春、吉林市。 

 

滿洲曾經以薩滿教、鴉片和東北虎著稱。滿洲的皇帝徽號就是口中銜著鴉片的

東北虎。滿洲皇帝自然也是薩滿教的首席祭司。 

 

曾經稱為滿洲的東北三省，就是黑龍江、吉林、遼寧，現在的人口超過一億。

其中的滿族人曾經在 1644年，消滅明王朝，入主中原，建立了清王朝(1644-

1912)。 

 

今日的滿族人已經完全融入了漢族。 

請為中國的東北地區禱告，那裡迫切需要福音。 

 

我們相信你一定會喜歡這本《常瞎子》，中國基督徒的殉道見證。 

這本書在我們資料庫中已經沉寂了很久，今日我們將它再次出版印刷，以此來

證實福音的大能和每一個世代基督的見證。 

 

 

 

蘇約翰 

基督福音書局，2005年八月 

 

 



 

   

常瞎子 

 
滿洲見證人和殉道者 

 

 

 

第一章 
 

大神蹟 

 
 

「我是耶和華...豈有我難成的事嗎？」 

「主耶和華啊...在你沒有難成的事。」耶利米書 32章 27、17 節 

 

 

四平的地形很特別，周圍的丘陵有些像暴風捲起的波濤，這些起伏的山巒像鳥巢一樣，

阻擋了源自蒙古乾旱地區、橫掃整個滿洲的勁風。太平溝村就座落在其中。常森就出

生在這裡，或許他的一生都沒有離開這個地區，他的名字就更不為外人所知。 1886

年的冬天，一個消息從一百二十英里以外的奉天(瀋陽)傳到了這個寧靜的小村，據說

那裡的洋大夫能醫治各樣的疾病，甚至說有瞎子進了醫院，出來的時候卻能夠看見了。 

常瞎子(人們都那麼叫他)那年正好三十六歲。他聽說了這些傳聞心中萌發了希望，他

也願意重獲光明。最後他下定了決心-----去奉天。 

 

五月的一個清晨，他出發了–沒有人領路，只是靠著一根手杖探路。常氏家族很大，

族人做事還算仁義，他們給他湊了一些錢還有厚衣服。一年中的那個時候還是很冷的。 

旅途開始還算順利，只是到了離奉天還有一天的路程的時候，一群強盜襲擊了他，搶

走了他僅有的錢和衣服，並把他打傷了丟在路旁。可以想像，這個盲人是如何在路上

經歷著寒冷和狂風。那一夜他唯一可以棲身的地方是路旁破廟冰冷的大殿。更可怕的

是他染上了痢疾。至於他後來如何走到奉天醫院，連他自己也記不得了。 

 

當他來到醫院大門時，已經精疲力竭，他竭盡全力地說出請醫院收留他，然後就摔倒

在了醫院的大門口。裡面的人卻告訴他醫院已經滿員了，沒有病床、也沒有病房可以

收留他。然而，這個盲人似乎什麼也沒聽見，還是繼續躺在大門口。就在這個時候，

主耶穌親自感動了醫院的傳道人，他 來到大門口見到了這個可憐的瞎子。當傳道人見

到這個飢寒交迫、瀕臨死亡的盲人時，他的心被深深打動了。他以前也見到過無數悲

慘的情形，有些甚至更慘，但這一次卻深深地被打動，他想要為他做點兒什麼。他快

步走了進去，來到克里斯蒂醫生面前，請求他為門口的那人給他一張病床。 

 



當時醫生和傳道人都不知道這事的真正意義！然而主知道，祂揀選了這個瞎子成為祂

的器皿，要將救恩的信息帶給千萬的滿洲人。神奇妙地打開了似乎緊閉的門，常瞎子

就這樣進到教會醫院，在那裡開始了他的新生命。 

 

住院一個月以後，他虛弱的身體恢復了，可是瞎眼只恢復了一些，但至少可以摸索著

走路。剛剛恢復的視力雖然模糊，但確十分寶貴。然而這卻沒有維持多長時間，一個

江湖醫生給他針灸，沒想到卻徹底地、永久地毀了他的視力。 

 

常瞎子不能重見光明，他當然覺得很失望，然而卻沒能掩蓋住他在另一件事情上的喜

樂，那就是他在醫院裡聽到了關於救贖的事情。他曾經是一個大罪人，殘忍、粗俗、

墮落、邪惡的大罪人，今日赦免的恩典卻臨到了他。他毫不猶豫地摸著耶穌基督，接

受他是主是救主，他的生命從此完全永遠被改變了。 

 

克里斯蒂醫生寫道：「在我們醫院裡還從來沒有一個病人像常瞎子一樣，接受福音時

有這麼大的喜樂。更特別的是，他這麼快地就掌握了基督信仰的重要真理。」 

 

離開醫院回家之前，這個盲人來到雅各布韋伯弟兄面前要求受洗。他說：「我要丟掉

我的過去，從過去的老路離開，洗除淨盡」。韋伯弟兄當然十分興奮，然而他也發現，

需要更多的教導，因為常森認為若是一個傳道人為他施洗的話，他才能確信得著完全

潔淨。於是這位傳道人溫和但堅定地對他直說，他應當回到本鄉，以他自己的生命表

明他的信仰。回鄉後，韋伯先生會去探訪，若是到了那個時候他還願意跟從主耶穌，

他就會為他施洗。 

 

傳道人覺察到常瞎子非常失望，他幾乎都要改變這個決定立即給他施洗，然而理性告

訴他，這人若是真信，延遲洗禮會對他有益。於是，常瞎子帶著一些福音單張和小冊

子離開了。 

 

的確，常瞎子有著「不光采的過去」，但這似乎成了他的動力，使他日後熱心地向那

些和他一樣罪大惡極的人傳講耶穌， 「他得的赦免多，所以愛更多。 」正如耶穌對

另一個蒙赦免的罪人說的：「她許多的罪都赦免了，因為她的愛多；但那赦免少的，

他的愛就少。」路加福音七：47 

 

各位讀者，請記住，實際上我們都是大罪人。這句話是對我們當中大多數人說的「但

那赦免少的，他的愛就少。」 

 

人們不太敢於用使徒保羅以下所說的那句話來形容自己生命的改變，除非他的生命完

全證明了這條真理的每一個字。 

 

當常瞎子離開奉天醫院的時候，他在耶穌基督裡完全就是一個新造的人了。 「舊事已

過，都變成新的了。」哥林多後書五：17。他已經「脫去舊人和舊人的行為」，他已

經「穿上了新人」歌羅西書三：9-10。每次作完見證，常瞎子都要唱一首他自己寫的

聖詩，從中我們能夠明白，內在的屬靈生命已經完完全全臨到他了。與救主親密交通

的生命顯明他真正悔改了。數年艱苦作見證期間，主耶穌基督一直是常瞎子最忠實的

嚮導和同伴。 



 

但是，那些「不光采的過去」究竟是怎樣的呢？有沒有必要探究他過往的每一件事情

呢？當然有必要，否則我們無法明白神的恩典在他身上究竟產生了多麼大的一個神蹟。 

下面的事情是在常瞎子殉道之後很多年，他的親戚們講述的。 

常瞎子以前在他的家鄉一直是聲名狼藉。他嗜賭如命、生活放蕩，成為鄉人眼中的笑

柄，因為他這樣的人在那一帶是不常見的。他始終是靠著魚肉鄉里，欺壓百姓來生活。

他唯一的孩子─一個女兒，被他趕出家門，流落街頭靠行乞為生。不久之後，他又把

妻子趕跑。就在妻子離家的十七天后，他失明了。有人說這是報應，是罪有應得。人

們一提起他，總是說他是個「無惡不作的壞蛋」。 

 

人們總是懷疑聖經的神蹟，然而還有哪個神蹟比這更大呢？生命的改變並非逐漸的，

而是在轉眼之間就完全改變了。這是個新生命的神蹟。我們一次次親眼看見神蹟，罪

惡的奴僕、惡習的奴隸、身披枷鎖、骨子裡就是個惡人，然而因著信耶穌，靠著神的

恩典，一切的鎖鏈霎那間脫落，完全自由了！ 

 

我們只能說「主耶和華啊......在你沒有難成的事。」耶利米書三十二章 17節 

 

 

 

 

第二章 
 

心中的流露 
 

「若你的靈魂流露出神的生命， 

另一個靈魂就會感知。 

這心底所流露的生命， 

口中滿了恩言。」 

─H.波納爾 

 

 

 

回家的路上，常瞎子滿心喜樂。他無法抑制心裡的喜樂，就像山泉湧流充滿池塘，繼

而無法阻止水流的湲湲溢出。常瞎子見到異象就像當年威爾士復興中一個小孩子見到

的異像一樣，當她聽到大人們為她禱告求聖靈充滿她時，她就跳起來拍著手禱告說：

「主啊！我只是一個小孩子，不能承受太多。但請你充滿我，使我流溢出更多。」 

 

常瞎子回家的路旁，有一些涼亭，供行人們歇腳、喝水、吃東西。每當他走過一個涼

亭，他都要停下來，坐在桌旁，和人們講那個很久很久以前發生的故事，而這個故事

確是歷久彌新，這就是耶穌和他慈愛的故事。他的言語散發著能力，很快人群就集中

到了他的周圍。就這樣，在到達家鄉之前，常瞎子就開始了福音工作。 

 



靈界的仇敵當然不會讓這個人安安穩穩地行路。回家的路上他開始懷疑害怕了，心裡

被這些意念折磨著-----醫院裡的傳道人會不會只是個花言巧語的騙子，就好像我以前

一樣？醫院裡的見證會不會是我一廂情願的想法？那人說要探訪我給我施洗，會不會

只是為了打發我走而找的藉口，其實他根本沒打算來看我？這麼想著，腳下的路似乎

要崩塌了，就在這個時候，主用異夢安慰了他。後來他說起這個夢是如何地將他心中

的疑處和恐懼驅散，又如何使他再次有了喜樂和平安。 

 

他夢見救主潔白放光來到他面前，頭上戴著冠冕，手中拿著一本書。救主向他微笑著，

把這本書遞給他，然後就消失了。這個夢不但鼓勵了常瞎子，使他的信心得著堅固，

更重要的事，這個夢成為了神對他個人的呼召，差遣他去傳福音。從此這個夢一直激

勵著常瞎子，在千千萬萬中國基督徒當中，他並不孤單。如果要寫一部中國教會歷史

的話，我們會發現有千千萬萬個見證，說到相似的情況。神如何藉著夢將男女信徒從

恐懼中救拔，堅固他們的信心，給他們勇氣面對死亡。當然他們的信心根基最終還是

建立在神的話語-----聖經上面。 

 

韋伯醫生一直忙於醫院的事工，直到五個月後才抽出時間走訪常瞎子。那時的滿洲還

沒有鐵路，到太平溝的路非常難走。下面讓我們看看韋伯醫生的記述： 

 

「兩個男子站在村口。我和其中一個人談了話，我發現這位李先生非常了解那個盲人。

他正式邀請我到他家做客，我們喝了茶，他給我講起常瞎子的事情，這竟然使我忘記

了旅途的勞累和飢餓。他說，當常瞎子從奉天一回到家鄉，就立刻開始給鄉親們講耶

穌的事情，他也走遍了各村寨，走訪了很多人家。晚間，他在大柳樹下給幾百人講道。

剛一開始，所有人都嘲笑他，認為他瘋了，都很可憐他。但是他還是傳講耶穌，並且

實實在在地證明了他所經歷的巨大轉變，人們因此起了分歧。簡單的說，整個鄉下都

受了影響，甚至起了騷動。一連幾個星期，這個瞎子每天都禱告，祈求從上面來的能

力，他還唱聖詩，就是他在奉天學的(或許就是那首《耶穌愛我》)，然後獨自出發傳

講救贖之愛的故事。」 

 

聽到這個消息，傳道人滿心喜樂。每一個新生的神的孩子，無論在家還是在外，都是

如此說。常瞎子現在在哪兒呢？此時常正在一個村子裡，還不知道韋伯弟兄到了。當

常聽到這個消息時滿心喜樂，他明白神已經聽了他的禱告。此時傳道人也和李先生一

起出發來找常瞎子了。他們在路上碰到了，當他們還有一段距離的時候，韋伯先生喊

了他的名字。常站住，拄著杖，靜靜地聽了一會兒，好像要確定一下是否聽錯了。突

然，他臉上放光，充滿了喜樂，眼淚一下子落了下來，用顫抖的聲音說道：「噢，弟

兄啊。我一直都在盼望你能來。你答應過我，今天你終於來了！」 

 

那天韋伯先生和常瞎子以及他的朋友們一直在炕上談到深夜(北方的大炕可以睡下 6到

20個人)。凌晨時分，他講述了孔子和基督最本質的不同。孔子的教導就好比一個人

掉進了深坑，孔子就勸他應當謹慎腳步行走，而相比起來基督耶穌面對同樣的情況時，

卻是扔給那人一條繩子，幫助他出來。改良和救贖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情。 

 

接下來的兩天對於傳道人來說終生難望。第一天從早上到晚上那些準備受洗的人都在

做個人見證。第二天，有九個人接受了洗禮，加入地方教會。韋伯先生寫道：「這些

人是我所遇到的最好的慕道者。我從來沒有遇到過比這更令人興奮的場面，如此莊重



但充滿喜樂。這九個人由盲人領著，領受洗禮，接受主餐。宣告來到主基督面前，相

信祂。他們表示為了主基督決心放棄一切。離棄祖先所崇拜的偶像，他們把木雕泥塑

都丟掉、砸碎、統統燒掉。他們都表示盼望藉著神的恩典離棄罪惡，來事奉永生神。」 

之後的五年，常瞎子就在他家鄉四平和周圍的鄉村、小鎮一直做主的工作。到 1892年

的時候，已經有 170個人接受了洗禮。在一些地方，基督徒定期聚會，後來還有四個

會堂建立起來了。一個基督徒對每年來訪的傳道人說：「若是常森眼睛未曾失明，那

麼這裡就不會有教會。」 

 

有一點應當注意。這個盲人經歷非常大的艱難，但卻把他推到了一條蒙福的路，成為

福音的先鋒。漸漸地，那些「有眼睛的」基督徒發現，他們明白的比他們的老師更多，

其中一些歸信者有了屬靈的恩賜，成為教會的領袖。他們比這個盲人傳道者能夠承擔

更多的工作。正是神使常瞎子的痛苦成為了祝福鄉親們的管道。 

 

關於常的事情，格利斯先生是這麼寫的：「他點燃了燈，傳遞給別人。」司布真曾經

說過：「很多人生命能夠發光，是因為他們在生命中經歷了極大的苦難。」這話不正

是形容這位盲人傳道者麼。還有人說道：「發光的代價乃是燃燒。」這個盲人的生命

見證一直影響到了生活在滿洲的後代子孫。我們最近遇到了一些基督徒，他們的先人

就是因著常瞎子而信耶穌的。那些認識常瞎子的人，以及通過別人口述而知道常瞎子

的人，至今提起常瞎子時都肅然起敬，都因他奉獻犧牲的一生而心懷愛戴。 

 

 

 

第三章 
 

尊貴的先鋒 

 
 

「衡量生命的價值， 

要看付出多少，而非索取多少， 

不在醉酒之間，不在斟酌間， 

愛的力量紮根與愛的犧牲， 

經歷苦難越多，奉獻越多。」 

─摘自《醫院佈道》 

 

 

在講述常瞎子的傳道服事之前，讓我們看一看人們對常瞎子的評價。因格利斯先生是

這樣描述他的：「他是一個不尋常的人，他 有著圓潤柔和的嗓音，我所遇到的中國人

當中沒有一個是這樣的。他說話很快，但唇齒間的聲音卻像潺潺的溪流。」當人們聽

他說話時都是張大了嘴巴，面帶驚異，甚至是敬畏。有個男人，做過傳道人的車夫，

曾經說過：「不知是什麼力量使這個人比其他所有的人都有口才。」 

 



常瞎子剛做基督徒時，就養成了禁食的習慣。他經常不帶乾糧就出門三天，還有ㄧ個

時期，甚至不帶任何食物外出整整三個星期。儘管如此(或者我們可以說正因為如此)，

人們看到他總是精力充沛、十分健康。因格利斯先生曾經提道，這個人最令人稱奇的

地方是他的記憶力。他似乎在心中已經記熟了整本新約聖經，還能正確引用舊約聖經，

對於那個時代大多數的基督徒來說，舊約還是未知領域。但他總是能說出章節。 

若不是兩次去到北京盲人學校學習讀寫，聖經對於常瞎子來說將永遠是封存的書。從

北京回滿洲的時候，常瞎子帶回一部分盲文聖經。有ㄧ段時間，無論他去到哪裡，都

會帶著盲文聖經。人們總是好奇地聚在一起看一個瞎子用手指尖摸著書來讀。然後人

們後來 就看不到這個景象了，常不再這麼做了。因為即使是一小部分的聖經盲文紙本

體積都很大，而且還很重，而常瞎子走的路途又常常是很遠、也很危險、困難的，他

發現笨重的行李是個問題，於是他就嘗試著背誦聖經。 

 

我們現在要看他的生命和見證當中最重要的部分。描述他十二年事奉的生命，我們發

現所有的文字都是那麼蒼白無力。他的事奉多數時間是遠離他的家鄉。從悔改的那一

刻起，神便給了常瞎子拓荒的靈和異象。在他裡面有一種力量催逼著他，尋找並幫助

有需要的人----就是未曾聽到福音的人們。試想一個瞎子走在崎嶇的山路上，只有一

根手杖與他為伴，偶爾會有少年人給他領路-----極少有成年人給他領路，因為他們知

道山里的危險。有一個極強的渴望催逼著他向前行，那就是要傳講基督，讓罪人得救。

他盼望給別人述說主基督為他行了何等大的事。即使在最惡劣的天氣，他也如是，就

這樣一年年過去了，整整十二個年頭。 

 

就在幾週之前，我們有幸見到了一個人，他曾在三十年前給常瞎子做過嚮導。那年他

剛剛十四歲，但至今他還清晰記得當年他們走過的路。他告訴我們，常瞎子常常遭遇

逼迫，但他忍受著一切苦楚，尤其是當他進入一個陌生的地方更是如此。大人們慫恿

孩子拿石頭砍他，把他從門口攆出去，並且狠狠地咒罵他。最可怕的是，人們放狗咬

他、攆他。當我們聽到這裡的時候，感到不寒而栗，因為我們也曾有過同樣的經歷，

那些餓犬極其凶殘，令人恐懼。而常瞎子所遭遇的就更可怕了，他根本無法抵擋惡犬

的撕咬。然而，這一切都無法動搖他，他也不以自己性命為寶貴。 

 

一次次地他試圖再回到村子裡，向他們講述他那奇妙的、靈魂得救的、奉獻生命的寶

貴信息。就這樣他堅持不懈，直到人們同情他並開始接納他。勝利終於來了，人們打

開大門讓常瞎子進來。白天，男人們都在田里幹活，他就教導婦女和孩子們。晚上，

男人們坐在大樹下聽常瞎子講述他的見證，冬天就進到屋子裡面。他只有一個消息，

就是主耶穌，因為除了基督並祂釘十字架，他不知道別的。有一個傳道人談到關於常

瞎子所傳講的信息時，他說：「常瞎子強調的一個真理就是主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救贖

罪人；基督又從死裡復活，讓一切信祂的都稱為義。這個偉大的信息帶著能力進到每

一個聽眾的心，也成為了這些歸信者日後活出真正基督徒生命的源泉。」 

 

有些初信者開始禱告了，他們並沒有用基督徒慣常的言語措辭，而是一種特別的方法

和神有著親密的交通。為了感謝回報常瞎子的教導，女人們為他預備了飯食、幫他洗

洗刷刷、縫縫補補。正如我們所說過的那樣，過了不久，當地基督徒發現，他已經向

他們傳授了所有他知道的，而他們比他能夠明白更多，並且能夠更好的為主做工了。

每當此時，常瞎子就會再次清楚感覺到從前感動他作拓荒之靈再次抓住了他。於是他

再次上路，去到未聞福音的地方。然後，再一次地遭遇患難，再一次忍受逼迫，最終



依然是再一次地得勝了。他喜歡並且願意做這一切，因為救人靈魂的心始終在他的里

面，如同基督一樣。 

 

因格利斯先生告訴我們，無論常瞎子走到哪裡，福音的光就進到哪裡。他總是熱心地

做主工，從一件事上就可以看出來，給他做嚮導的男孩子們，沒有幾個後來不成為基

督徒的。有一個少年拿著盲人手杖的另一端給他領路，他就給少年講基督的愛的故事，

他那柔和謙卑順服主的樣式很快贏得了少年的心。有一個傳道人為很多這樣的少年施

過洗，他寫道：「使我最高興的是，當常瞎子給他們講述基督愛與犧牲的故事時，這

些男孩子都真誠熱切地接受了。」 

 

在這本小書裡，我們只能講述其中一個地方的見證，常瞎子是如何把福音帶到那裡的。

當他還在家鄉做工的時候，有一個感動臨到他，讓他向東去到一個位於峽谷名叫得勝

溝的小村，路上要花好幾天。後來那裡的人又請他回去，因為有更多的人想知道得救

之道。他再一次踏上這條艱難的道路，再一次向小村的人們傳講基督，一共兩個月。

之後，他並沒有丟下這小小的一群信徒，他急忙通知奉天的傳道人請求幫助，差派教

師。為了響應這個呼召，羅斯醫生和因格利斯先生在秋天到了得勝溝。 

 

這七天，他們穿越森林、高山。最後終於到了，但是傳道人告訴我們，這裡沒有人聽

到過救主基督。就在旅途的最後一天，他們看到了聖潔之火的光亮。他們在村里的酒

館剛剛坐下，有三個人進來向他們道了「平安」。 

 

第一次的訪問，羅斯醫生就給好幾個初信者施了洗。但是由於沒有牧人也沒有教師，

隨著時間的推移，福音事工漸漸衰落了。 

 

兩年之後，常瞎子聽說得勝溝教會的景況，於是決定走訪那裡。他剛到就馬不停蹄地

探訪基督徒。這個盲人傳道者走遍了那個地方，鼓勵信徒，帶人歸主，將新生命帶給

所有的人。隨後就是真正的大復興，從那時起，神的工作就一直沒有中斷。最後，那

個地方總共有一千名初信者來到教會。 

 

那個時候，中國政府反對基督教的聲勢似乎漸漸消退了，因為那時一股「親基督教」

浪潮席捲滿洲地區。短短的數年間，很多人進到地方教會。無論是傳道人還是中國的

基督徒都沒有想到，這只不過是風暴前的平靜。 1899年的冬天，大風暴前夕的隆隆

聲已經隱約聽見了。 

 

 

 

第四章 

 
殉道 

 
 

「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約翰福音 15章 13 節 

 



 

在世紀即將結束的時候，中國出現了一個社團，他們自稱「義和拳」，意思是「正義、

聯合的戰士」。有時也被稱作「拳民」。拳民憎恨洋人，仇恨也殃及中國基督徒，他

們認為中國基督徒乃是洋人的走狗。凡是參加這個團體的人都被灌輸了同一個思想，

那就是消滅所有洋人和基督徒。他們的人數急遽增長。 

 

在 1900年的冬天，有關這個團體的傳聞疾風驟雨般滾滾而來。很多外國人相信，這次

的危機也必會像以往一樣，很快就過去。到了五月初，恐怖的風暴猛然撲至。對於成

百上千的傳道人和中國基督徒來說，事情來得太快了，根本沒有預料到，他們還沒有

來得及躲到安全的地方，就喪生在兇惡的拳民手中。 

 

當逼迫的陰雲日漸逼近的時候，常瞎子正在探訪得勝溝的基督徒。所有人都認為他會

是拳民攻擊的目標，於是一個基督徒帶他遠遠地進到深山，他在那裡比較安全，等候

這逼迫過去再出來。就在這個安全的藏身之處，常瞎子遭遇了平生最大的試煉。 

 

在數百英里以外的朝陽山鎮，拳民抓住了大約 50 名基督徒，並且以死來威脅他們。正

當他們準備執行死刑的時候，有個人大聲喊著：「你們就算把我們都殺了也沒用，只

要常瞎子還活著，你們殺死一個基督徒，就能站出十個。除非你們殺了他，否則不可

能消滅整個基督教。」 

 

拳民答應，要是他們把常瞎子交出來讓拳民處置，那麼這些基督徒的性命就可以存活。

初時，沒有人應聲。但是當情況越來越危急的時候，有一個軟弱的人答應願意去找常

瞎子，並且帶話給他。這個人來到常瞎子的藏身之所，並且把所發生的一切都告訴了

他。這位盲人傳道者平靜地聽完了他的話，臉上掠過一絲奇怪的渴慕之表情。那人並

沒有向常瞎子提出任何請求，但常瞎子伸出手，說道：「我願意替他們死。現在最好

就把我領到他們那裡去。」 

 

七月的陽光炙熱地烤著，他們走了好幾天漫長崎嶇的山路。這個盲人曾否心中猶豫過？

我們不知道，因為他從來沒有表現出任何的不安。一到朝陽山，他就被抓了起來。他

平靜而不卑不亢，在敵人面前，沒有顯出絲毫的恐懼和憂慮。 

 

我們從不同的人獲悉的資料略有不同，但我們能夠確認，那是一個雖然悲慘、但卻榮

耀的勝利。 

 

常瞎子到達朝陽山的當天，就被捆了起來，押到關帝廟。瘋狂的群眾聚集起來，常瞎

子被拖進大殿，人們強迫他給偶像磕頭。他平靜而高貴地面對群眾(或許他是喧嚷瘋狂

殘忍的人群中，唯一平靜說話的人)，他回答說： 

       

「我只敬拜獨一又真又活的神。」 

「你必須要認罪悔改。」他們叫嚷道。 

「我很久以前就認罪悔改了。」他平靜地回答。 

「你相信佛是主宰嗎？」 

「我相信唯一的主宰──就是耶穌基督。」他回答道。 

 



 

他們再次命令他給偶像磕頭，他大聲喊著：「讓我面對太陽。」他知道，廟裡的偶像

多數都是面向南，只要他面對南面，就可以背對著偶像。當人們讓他轉過身時，他跪

下敬拜創造天地的神。 

        

當這一切正在發生時，拳民的首領帶著 15個劊子手正從 25英里以外趕來。接下來的

幾天裡，拳民用盡酷刑折磨他，我們不知道常瞎子是如何度過這段日子，但我們相信，

那幾日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試煉。在恐怖殘忍的威迫面前，他沒有屈服，他至死忠心。 

 

1900年 7月 22日早晨 8 點鐘，就在常瞎子被捕的三天后，他被裝在囚車裡，穿過街

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被拉到城外的一處墳地。很多基督徒跟在囚車旁，見證了

這個盲人一路上一直禱告、唱詩： 

 

「耶穌愛我捨性命，將我罪惡洗乾淨，天上榮門為我開，把他小羊領進來。 

耶穌愛我到永遠，一生道路主陪伴，我若生前愛救主，日後必領到天家。 」 

 

        

 

到了刑場，常瞎子被拖下囚車，劊子手強迫他跪下。他大聲喊著：「天父啊，接收我

的靈魂。」他喊了三次，就在第三次話音未落，身後的劊子手舉刀將他砍倒。 

        

基督徒要為他收屍，拳民的首領拒絕了，並且強迫他們買來油，把常瞎子的屍首燒成

灰。他們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外面有傳聞，說常瞎子會從死裡復活。拳民想這樣做或

許他就無法復活了。後來，這些拳民非常害怕，因為他們承認他們所殺的人乃是個義

人，是神真正的子民。他們害怕死者的靈魂會來復仇，於是連夜逃離了那個地方。自

從拳民走了以後，那裡的基督徒再也沒有遇到逼迫了。 

        

當義和拳運動接近尾聲的時候，為了顯示一些悔意，滿洲地方政府命令建造了一塊雄

偉的石碑，以此來紀念這個常瞎子。那地方的人都懷著敬意和愛戴來紀念著他。為了

顯示對常瞎子的尊敬，地方官給了他僅次於皇家陵墓的最高禮遇，他的石碑上刻了八

條龍。 (中國的龍是威嚴、尊榮的象徵，與聖經啟示錄中的龍並無關係。) 

        

我們認為，結束這篇紀念文字的最好方法，莫過於摘錄一首聖詩，這首詩歌就是這位

盲人──信心的英雄所寫的。當我們讀這首詩時，似乎可以清楚感受到，當他走過艱

難、孤獨的道路，為主耶穌基督做見證時，他對主耶穌基督的愛；主耶穌在常瞎子的

靈魂中是那麼的寶貴、那麼的親密。 

 

 

作者─ RG 

* * * * * 

 

 



耶穌，我的嚮導 

 

常森 

 
 

耶穌，我的嚮導！我的喜樂。 

我靈滿有平安，因他是我的嚮導。 

工作或是休息，白天還是黑夜， 

耶穌總在我身邊。 

 

耶穌每日做我的嚮導， 

他憐憫的手攙拉著我， 

他是我的嚮導，一直陪伴我， 

我依靠在他的右手。 

 

我緊握耶穌的手， 

生命的旅程直通天堂之門， 

沒有傷痛、沒有悲哀， 

我的盼望永不動搖， 

耶穌是我的嚮導，我等候他。 

 

生命終結時，我是得勝者， 

勝過外面的敵人， 

勝過裡面的罪惡思念， 

耶穌是我的嚮導，我唯獨信靠他， 

縱然是死亡冷河，我也不懼怕。 
 

 

「我要引瞎子行不認識的道，領他們走不知道的路；在他們面前使黑暗變為光明，使

彎曲變為平直。這些事我都要行，並不離棄他們。」以賽亞書 42:16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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