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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孤儿、土匪、基督徒，一个真人真事的实录.. 

 

 

前言 

 

这是一个眞人眞事，发生在十九世纪，帝王时代的俄国。一个家庭，移民到西伯

利亚去开荒垦植。不幸地在路上，父母二人死于霍乱病，遗留下孤儿苏拉和保罗两姐

弟。后来男孩子成了土匪，他杀死了两个基督徒，抢劫了他们的财物，发现一本新约

圣经。后来不但他自己得救了，连所有的土匪们也都信了主。 

 

这个故事是由俄文译成德文，再由德文译成英文的，这个见证正证实了罗马书第

十一章三十三至三十六节。 

 

「深哉，神丰富的智能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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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移民西伯利亚 
 

他的绰号叫「脏仔」，这不是他自己原有的名字。他是个俄国人，生于帝王时代，

家族的姓氏是狄霍米罗。他名叫保罗，出生在俄罗斯欧洲部份的中部，莫吉流省的一

个贫穷的小农村里。他的父母只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男的就是他，女的是他姐姐

苏拉。那时候苏拉是十岁，保罗才只有八岁。他们虽是贫穷，但是却生活得很愉快，

当时在旧俄时代，一般居民都是信仰希腊东正敎的，他们也都是东正敎徒。由于他们

的行为端正，附近一带的人都很尊敬他们。 

 

在那些神圣的宗敎节日里，当地的东正敎神父，常常来他们家里作客，和他们父

亲玩纸牌。他们不是赌钱，而仅仅是游戏而已，输的人，就得忍受对方将牌打在他的

鼻子上，若口袋里有点钱，就叫孩子们去买瓶酒回来。他们认为喝酒的人若有节制，

就不算是犯罪。主耶稣在迦南的婚筵上，不是也变水为酒吗？ 

 

孩子们有趣地站在一边观看，那位神父的鼻子，都变成了红的。不知道是被牌所

打成的，还是喝酒喝成那个样子，父亲通常都赢，所以被打的总是神父。 

 

那位神父很温柔，善良，常常一面玩牌，一面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现在

该轮到我啦，圣经上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人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

人，也必怎样被人论断。你们用甚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甚么量器量给你们。』」 

 

由于当地的收成不好，生活成了问题，沙士诺夫卡村子里的人，就不得不想办法，

移民去西伯利亚，另谋生路。 

 

村民就商量，先差派几个人，去西伯利亚，找一个可以安顿的地方，狄霍米罗一

家人也加入了这行列。过了三个月，那些人便回来了，他们在多姆斯克省找到一处地

方，于是他们就把土地卖了，启程往多姆斯克去。由莫吉流到多姆斯克，路途遥远，

当时交通又很不方便。那些农人要等上好几个星期，才能搭上一班火车。况且在一些

小火车站上等候换车往往要躺在地上几天几夜。开水供应不够，他们不得已，只好以

干鱼来充饥，飮生水来解渴：结果就有很多人患病，霍乱病便开始在他们中间蔓延。 

 

 

二 家破人亡 
 

还没有到多姆斯克，狄霍米罗先生就不幸地染上了霍乱病。他们便把他关在附近

瘟疫营里面。狄霍米罗太太和两个孩子，祇得离开了火车，在瘟疫营不远的地方找一

个木棚临时栖身下来。他们每天都跑去查询父亲的病况，但是所得到的消息，都令他

们伤心失望。 

 

过了三天，孩子们的母亲也病倒了，他们哭着眼看母亲被送到瘟疫营里去，到父

亲那里，他们最后的一个监护人也都没有了。孩子们一路上送母亲去瘟疫营，直到营

门无情地关上，他们孤孤单单地留在外面。保罗和苏拉这两个孩子，失去了父母，是

多么的孤单和忧伤，他们在外面不住地啼哭，守卫向他们挥动手上的鞭子，赶他们离

开。但是孩子们不肯走，他们一定要进去和他们的父母们死在一起，因为没有父母，

他们就不能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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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们围绕着营地走，直到深夜，夜间气温冷得无法忍受，他们就只好回到木

棚那边去，至少那儿还有点东西。 

 

可是当他们回到木棚的时候，所有的行李，全都不翼而飞，被人偷去了。在木棚

里面，他们姐弟两人便只好紧紧地抱在一起来取暖。苏拉是姐姐，她非常关心弟弟。

那天晚上，好像是永远过不完似的。苏拉整夜未曾合眼，当保罗醒来之后，他们便又

一起跑到营房那边去，那个守卫对他们说： 

 

「不要再来了，今天早晨，我们已经将你们父母的尸体搬走了，他们好像昨天深

夜死去的。」 

 

姐弟两个人，彼此抱在一起，哭得死去活来。那天晚上，保罗也没有睡着觉。由

木棚里面溜出去，前面的铁路似乎是看不见，过去那几天可怕的一幕，又再出现在他

们眼前，一串行车由轨道上穿越过去。保罗就说： 

 

「苏拉，没有爸爸妈妈我们怎么活得下去呢？我们倒不如一起卧在铁轨上，让火

车辗死算了。我们现在活着为的是甚么？我们去那里才好呢？像我们这样的人，活着

又有甚么用处？」于是保罗就拉着他姐姐的手，两个人一起往铁轨那边走去。 

 

苏拉感到很害怕，她一面牵着弟弟的手，一面不停地哭泣。 

 

「不，我们不能这样死掉，我也不让你去，这太可怕了！」 

 

「那么你就让我一个人去罢！」保罗哭着说。 

 

他们正在争论的时候，一串行车经过。保罗被他姐姐硬拖回来，向前仆倒，大声

叫着： 

 

「你为甚么要拖住我呢？我眞的不要活了！」他的姐姐用温柔的话劝他，要他放

弃走绝路的念头。后来保罗才答应不再去寻死，不把姐姐一个人抛弃在世上，他们便

又回到木棚子那边去，打算早晨到他们父母的坟墓前凭吊。对两个受冻挨饥的孩子，

夜晚好像是永无尽止的。最后天一亮，他们就赶到公墓那边去。在那一个角落上，是

专门埋葬那些害瘟疫而死的人。到了墓地的门口，他们恳求看门的人，指给他们看，

他们父母的坟墓在那里。 

 

「昨天晚上就有好多具尸体抬过来，」那个人说。 

 

「我怎么知道甚么人葬在甚么地方。往往十个尸体同丢在一个坑里，有时还二十

个！」 

 

没有办法，孩子们只有红着眼睛，由篱笆外面，看着那个高高的大土堆，上面泥

土还是湿湿的，他们站在那里一直哭个不停，直到看门的人把他们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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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姐弟二人，手挽手再回到所住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孤儿院，

他们便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如果继续留在这个地方，就是死路一条，因为他们剩下

来一点点的食物和钱，都被人偷走了。苏拉像母亲般安慰弟弟：「不要失望，亲爱的

弟弟， 神不会撇下我们的。」 

 

 

三 孤儿院 
 

他们离开那个小木棚，沿着铁路，走向邻近村庄去，沿路向人要点面包来充饥。

正在这个时候，突然背后有个粗扩的声音： 

 

「你们在这里干甚么？你们是从那里来的？」 

 

他们回头看见一个穿制服的陌生人，瞪着眼看他们。他们俩人一时紧张得说不出

话来，所以也无法吿诉那个人，他们乃是移民的孩子，丧失了他们的父母。那个人吩

咐他们跟着他去，到当地的区公所里，那里的职员随即决定送他们入孤儿院。他们不

想去那个地方，因为姐弟二人必须要分开。女孤儿院是在几个火车站以外的地方。保

罗被送到男孤儿院，离开这里有二里路。当苏拉被送上火车的时候，姐弟两个人分离

之苦，是无法形容的。这次分别后，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够再见面。保罗被带到男孤

儿院里，那边已经住了三百个男孩。有很多已经住了很久，变得非常顽劣，对那边的

环境熟悉。他们对新来的男童，百般捉弄和欺侮。里面经常有打架和争吵，吃的东西，

都是些难以下咽的干鱼汤。孩子们若没有人陪着，不可以随便跑出院门外面，保罗实

在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呆下去，于是一天夜里，他偷偷地逃了出去。他从围墙最低的

地方往外面爬，然后便拼命地跑，就好像背后有人在追赶似的地跑。他朝着铁路相反

的方向逃跑，跑了差不多有四里路，就进入一个大森林。到了那个地方，他心里才渐

渐地安定下来。他再也跑不动了，就只好慢慢地走着。走到实在走不动了，他就倒在

一棵大树旁边，呼呼大睡。他梦见自己被人抓着送回孤儿院去，受了一顿鞭打，强迫

吞下那腥臭难闻的干鱼汤。当他醒来的时候，春天暖和的太阳，已经升上了高空，四

处传来百鸟的鸣叫。保罗爬起来，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办。他决定要回到自己的故乡，

沙士诺夫卡村去，回想那条美丽的小河，他常常在那里洗澡和捕鱼，与其他的孩子一

起玩耍，他眞巴不得他的姐姐能和他一起回去，可是他在那里才能找到她呢？况且他

也不敢那么做，恐怕被人发现了，又送回孤儿院去。他要离开那个鬼地方，越远越好，

想办法回故乡去。 

 

除了到村子里去乞求面包以外，他避免白天在田园出现。第二天晚上，他又回到

森林里面去过夜。他躺在一棵大树底下，徐徐入睡；天还没有亮，就有一个响亮的声

音，把他叫醒。 

 

 

四 土匪 
 

「起来！小鬼，你躺在这里干甚么？你和甚么人在一起？」 

 

保罗醒来，看见前面有三个人，全身武装，样子非常凶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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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害怕，我们是不会伤害你的，只要吿诉我，你是怎样来的。」 

 

保罗看看那三个人，不像是从孤儿院那里来的。就大胆吿诉他们自己的遭遇，并

自己想去的地方。这些人很留心地听，然后他们就商量了一会，决定要带他一起走。 

 

「这个小子，居然胆敢由孤儿院里逃出来，我们把他养大了，对我们是很有用

的。」他们说。 

 

然后这些人吿诉保罗，祇要他跟他们去，是不愁吃，不愁穿的，他们也不会亏待

他。保罗不敢说一个不字，因为这三个人全身武装，来历不明。于是他就随着他们一

起走，进到森林里面，另外有一个强壮的靑年人，带着几匹马，等候在那里。这个人

把保罗抬起，放在马上，自己骑在他的后面，然后一起前行。他们在森林里面骑了很

久才停下来，然后有人将马带走。他们穿过几棵被暴风雨吹倒的大树，来到一块空地

前。上面有几幢房子，有二十多个人，多半都是武装的，也有少数的妇女在内。他们

的眼睛，都注意着这个男孩子，衣服破烂，一身肮脏不堪。他们就来问他，要知道他

的来历。 

 

其中有一个人，看来好像是他们的首领，问那小孩： 

 

「你叫甚么名字？」 
 

「保罗。」他回答。 
 

「姓甚么？」 
 

「狄霍米诺。」 
 

「这些名字对我们来说，都不太合适，我们就叫你『脏仔』吧。瞧你这个样子，

污秽肮脏。」那个人说。 

 

他们都很满意这个新的名字。 

 

那时候保罗便开始入草为寇。过了不久，他开始适应了这种新的绿林生活，而且

也很喜欢。他在这里有人照顾，有美好的食物，和那海阔天空，优美的环境。那些人

对待他也非常友善，使他把故乡沙士诺夫卡，都忘得一乾二净。只有他自己的姐姐苏

拉，他是永远忘掉不了的。一想到她，他心里就难过，他想可能她已经不在人世。 

 

这个小「脏仔」，土匪们都喜欢他，他对他们的冒险生活，也十分感兴趣，每次

都急着要想看他们抢回来的东西。后来他也开始学习，去参加他们的打劫行动，忘了

孩子时候，父母怎么敎育他，偷抢就是罪。他高兴地欣赏那些抢回来的东西，并对那

些土匪们讲给他听的抢劫经过，听得津津有味。 

 

光阴过得很快，他已经是十六岁了，每一次的抢劫，「脏仔」都有份参与。因为

他勇敢，聪明和机智，便成为首领的左右手。他们的活动范围，有七十五英里之广。

森林里是土匪最好活动的地方，官兵们也奈何他们不得。凡是落到他们手里的人，很

少是能够活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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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两本书 
 

每件事都有它一定的时间，一件极简单的事情发生，却改变了这些无恶不作土匪

们的生命。有一次，部份土匪，在「脏仔」的领导下，在森林中抢劫了两个旅客，并

把他们杀了。 

 

他们将那两个旅客的马、衣服和靴子都带回来，除此以外，旅客的身上没有甚么

钱，只有三个卢布和五十个戈贝克。在一件衣服里面，藏有各样的用具，他们也找到

两本书，本想把它丢掉，可是再三一想，废物可以加以利用，这些书纸用来卷香堙倒

很不错的，于是「脏仔」就把这些书都带回去。到了晚上，他们看过那些抢回来的东

西后，「脏仔」就把这两本书翻翻看看。一本书书名叫「信仰之声」，另外一本是

「新约圣经」。他回想起在孩子时候，在沙士诺夫卡，他的父母也有过一本新约圣经，

于是为了消磨时间，他就躺在床上，将那本圣经打开，读到罗马书第三章十一、十三

至十八节。 

 

「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计，

嘴唇里有虺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便行

残害暴虐的事。」他想到，从前的人也和他们今天一样，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

他立刻回想起他们行抢劫的一幕，那些旅客向他们乞求饶命，他们却毫无怜悯的把他

们全都杀掉。一想起这个，「脏仔」就起了异样的感觉。 

 

「这些人到底是些甚么人，为甚么他们身上要带着这两本书呢？」他把书翻了又

翻，想找出一些被杀者的底细，但是却找不出死者是甚么人，但书上只有这样一句话： 

 

「一八九八年五月十五日，是我信主重生得救的日子，祂赦免了我的罪，用宝血

使我成圣。」 

 

「脏仔」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又翻到其他的一页上，读到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九

节。 

 

「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么。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

的，奸淫的……」他又读下面第十一节。 

 

「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藉着我们神的

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 

 

后来他又读到撒该的故事，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八节： 

 

「主阿，我把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他翻了几页，

读到路加福音第廿三章，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情形。特别引起他兴趣的地方是，有两个

强盗和耶稣被钉在一起，其中有一个承认他的罪，被耶稣赦免了，更应许他进到乐园

去。「脏仔」看后就把书放在他的枕头下，他想睡觉，但是却睡不着，他的心情很乱，

想办法不去想这些，却是办不到。他的脑海里一次又一次地出现那两个旅客向他不断

地恳求免他们一死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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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早晨，「脏仔」才终于睡着了，醒来之后他也就完全改变了，他的同党们

发现他脸上有着显著的改变，但是却不知道是甚么原因。有人以为他病了，因为有好

些日子中，他走起路来昏头昏脑地。他的党羽们一直找不出那眞正的原因，直到最后，

他自己向他们说，自从他读过那本书之后，心里就失去了平安。听的人也觉得很希奇，

这到底是一本甚么书，使得这个一向是喜气洋洋的靑年人，竟变成了这个样子？那些

土匪们就认为那是一本邪书，想把它烧掉。但是为了好奇，他们也想把书读一读看看，

于是所有的土匪们都决定，要把这本书读一读，但是他们多半是不识字的，所以就得

由「脏仔」读给他们听了。「脏仔」读了一部份，使他们都深深地受了感动，他们聚

精会神，留心地听着，其中有一个靑年人，他也认识这书是新约圣经。 

 

「我的妈妈是个信徒，」他说： 

 

「我一直喜欢读四福音书，她也常常带我去主曰学，我们一起唱诗歌，祷吿，和

读这本书。」 

 

他们坐在那里很久的一段时间，听着「脏仔」读那书，大家很安静地，一声不响，

很多人心情都很低沉，但是却没有一个人知道甚么原因，为甚么读了那书之后，会在

他们的心灵中，引起那么大的反应。从那一天开始，这些土匪们，时常聚集在一起，

听「脏仔」读圣经。过了一个月，那个母亲是信徒的靑年人就向大家宣布，他不能再

干这行业了。「脏仔」也随着他这样宣布，他们二人眼睛里都含着眼泪，甚至连他们

的首领，也决定要洗手不干，但是问题却出在这里。 

 

「我们现在该怎么样呢？我们怎么样来开始一个新的生活？」这是个很实际的问

题，第一，他们旣犯了法，就必须去官方那里自首。当然，他们是偿还不了过去所抢

劫的东西，尤其是人命。虽然大多数的人，都不主张这样做，但是那个靑年的土匪却

以身作则，先跑出来预备去投案。「脏仔」和另外五个人也一起随同，要去自首。 

 

那天，整个土匪帮就开始解散了，从此各散东西，各奔前程。他们离别的那一幕，

是相当感人的。他们要求「脏仔」，再把新约圣经再读一遍给大家听，他读到耶稣赶

去一个人身上的污鬼。 

 

「我们也是一样，」「脏仔」说： 

 

「现在我们要脱离以往犯罪的生活，去跟随耶稣基督！」说完了这句话后，他就

跪在地上，大声认罪。其他的人也随着他一个个的跪下。人人一面痛哭流泪，一面叫

着：「主啊，赦免我！」「不要记念我的罪！」「用祢的宝血来洗净我的罪！」「赐

给我能力！」「我从此不再犯罪了！」他们彼此拥抱，亲嘴吿别。那七个土匪，带着

他们的武器，往最近的一个小鎭去自首，其他的人则去不同的地方。 

 

 

六 法官也悔改了 
 

「脏仔」和他的同伙们一起进了城，当地的居民马上注意到他们，不知道这几个

武装的、究竟是甚么人，从那里来的？到了一条大街的角落，他们问警察，地方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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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警察指给他们看一条街上的一幢高大楼房，于是他们就走进去，他们看见那

边已经有二十个人聚集，等候法官出来审断案件。法院入口的地方，有一个守卫，他

们对他说： 

 

「请你上去通报法官一声，我们有要事要对他说。」 

 

那个守卫看到这样一羣武装的人，就很疑心地问他们，「你们是甚么案子？」 

 

「非常的重要，」「脏仔」回答说： 

 

那个守卫就进去。过了几分钟，这些土匪们就站立在一个中年人的面前，他诧异

见到这七个武装的人。 

 

「法官大人，请听我们，我们来这个地方的原因，」「脏仔」用颤抖的声音说： 

 

「我们是一羣土匪，但你不用怕我们，因为我们是来投案的。过去我们曾犯罪作

恶，为非作歹。现在请你判我们刑罚。这里是我们的武器，我们把它交给你。」 

 

他讲完了话，大家就把身上的武器都解下来，堆成一堆放在地上。那个法官被愣

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这是他生平头一次遭遇到这样的事情。他只好去通知警

察，过了一会，就有一个警察连同几个军装士兵到来，他们就把他们带到调査局去。

在那里，「脏仔」把他们过去当土匪，后来如何改变过来，决定洗手不干，并前来自

首的经过说给大家听，法官和在场的人都很受感动，有些人更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他

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些土匪竟然会被福音所感化。 

 

「我现在不再叫做『脏仔』了，我乃是保罗狄霍米罗，」保罗说： 

 

「现在我要事奉神，并为人民服务，而且等待法律的裁判，我们都在你们的手

里。」其他的土匪们也都异口同声地应和。法官只好下令，先将这七个囚犯，分开收

押在拘留所内，直到将案子查明后，再行判决。当囚犯们被带走后，法官和警官两个

人留在办公室内，他们谈了许久，囚犯往往是拒绝承认他们所犯的罪，如果没有证据，

他们是不肯屈服承认的，这些人反倒是甘心乐意地承认，难道福音眞有这么大的力量，

能把这些人都改变过来吗？警长离开后，法官也下班回家。他把这件事，讲给他的太

太听。他的太太说： 

 

「圣经上说，那两个和耶稣一同被钉十字架的强盗，其中有一个不是也悔改了吗？

但是他却逃不了。这些人本来是不必自首的，他们可以留在森林里，继续干下去的。

这眞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到了晚上，法官和他的太太，还继续谈着这件事情。 

 

「你认为该怎么样，唐加娜？」法官问他的太太。 

 

「我们要不要也把新约圣经读一下看看？也许可以找出点办法来处置这些人。我

们对这本书也不甚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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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读过了，」唐加娜说，「但是我却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对待这些土匪

们。」 

 

这个名叫国利.尼古拉.钊维奇法官，就站起来，走到他的书房里去，戴上自己的

眼镜，把新约圣经打开，一页一页地翻阅。他读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觉得马利亚用

香膏膏主耶稣很了不起；犹大卖主是不可赦的大罪。他又继续读下去，看到耶稣的大

能，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虽然他的尸首都已经臭了。他又揣摩那句话，「一粒麦子

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他不明白这个比喩

的意思；后来他又读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二节。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他猛然有一个感觉，好像那个

被钉十字架的人，离他并不远。耶稣最后的那句话：「成了」在他的心灵里面，闪出

一道光辉，他觉得可能就是这个力量，把狄霍米罗这个人完全改变过来的。他再读以

下这句话时，自己也被征服了。 

 

「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

他这下子才明白过来，为甚么那些土匪们会改邪归正。这时候，他的太太由厨房里过

来。 

  

「你在想些甚么？为何如此激动？」他太太问他。尼古拉国利说了半天，他的太

太也听不明白。 

 

那天晚上，国利一直睡不着觉，只要他一闭上眼睛，就听到这一句话：「就是我

所讲的道……」他想到神的法律正裁定他有罪，在他一生中，他也常常枉屈正直，判

断不公。最后他稍微睡了一会，但心里仍然没有得着释放。 

 

到了早晨，他把昨天晚上的情形对他的太太说，他的太太认为他太过紧张，所以

才会失眠的。但是当他向他的太太宣布，他准备要辞去法官的工作，因为他自觉自己

过去不公正，不能再做下去，他的太太大为震惊，以为他的神经失常了。但是国利尼

古拉已经下了决心。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使他认罪悔改，现

在更成为他个人的救主了。 

 

 

七 义务劳动 
 

保罗和他那几个伙伴，都分开被收押在拘留所里面。很多法官聚集开会商议，要

详细硏究这个案子，他们不相信这些土匪自首，只不过是因为信了福音，可是这是个

不可推翻、实实在在的事实。这样的一本书，会带来那么强大的力量，使得土匪们自

动来投案，甚至连一个行为不正的法官，也辞去自己的工作，于是他们也都渴慕，要

认识这个眞理。 

 

这么一来，福音的火，便燃遍了整个拘留所，很多囚犯，连同一些守卫，都信了

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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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年，这七个土匪站在法官面前受审，因为他们都已经认罪了，所以法官也

没有必要宣布他们的罪状，有位年老的检査官，甚至要求法官施恩，因为他们是自动

来投案的；最后他们被判处十年义务劳动，他们都乐意接受这个判决，认为这是他们

罪所应得的，更没有想到上诉要求减刑。审讯是公开的，他们每个人都当众发表自己

的话，说他们犯罪害人那么多年，后来福音怎样改变了他们，使他们痛改前非。很多

人都受了感动，神的话开始在他们心里面扎根。审讯完毕，这七个囚犯就被分送到不

同的地方去。保罗和苏洛玖两人被送到同一个地方。在分别的时候，他们互相立下誓

言，不论是在甚么环境下，定必对神忠心不变，并要向别人传扬福音。保罗和苏洛玖

被送到贝加尔湖区，一路上，他们向同行的囚犯们作见证，很多人都深受感动。他们

在劳动营里过了两年，后来就有些人信了主，狱警都很希奇，那些一向不守规矩的囚

犯们，现在竟然安份守纪，唯命是从。 

 

在往劳动营的路上，保罗曾想起当年全家由莫吉流移民去西伯利亚的情形。他盼

望能知道故乡同人们的音讯。尤其是他的姐姐，是否还活着呢？所有寄到家乡去的信，

都如石沉大海，得不着回音。他时常怀念着他所爱的姐姐，他是多么渴望，将自己从

走向灭亡的路上回转过来，现在在基督里有盼望这事，一一吿诉她知。 

 

过了多年，政府颁布大赦，保罗和苏洛玖两人都获得了自由，他们高兴得流下热

泪，自此便离开了劳动营。 
 

 

八 姐弟重逢 
 

保罗和苏洛玖两人走向多姆斯克那个方向，他们迫切地盼望回到自己的故乡，就

是在欧洲部份的俄罗斯。在他们的记忆中，尙留下一点模糊的印象。在路上，每个遇

见他们的人，对他们都感到好奇，问他们是甚么人，来自何方，要往何处去？他们就

把自己的过去吿诉人，听的人都很受感动，有的也信了耶稣。有不少移民也是基督徒，

他们和保罗两人晚上一起硏读圣经。那些信徒们听到这两人过去是土匪，现在信了主，

都高兴地把荣耀归给主。星期天他们在一个住宅区里向一大羣人见证他们过去的犯罪

生活，后来怎么悔改，在当地便引起很大的复兴，许多人因此都信了主。 

 

到了初春，万象更生，成千的季候鸟，纷纷飞返故巢，保罗和苏洛玖也急切地想

回到故乡去，虽然他们的房子早已被拆。他们沿着铁路走，保罗试着记起那个铁路站，

就是当年他丧失父母的那个地方，他更希望能再见到那个小木棚，他和他姐姐在那里

度过最困苦的几个晚上。一想到这里，他就眼泪直流，说： 

 

「哦，我所爱的人呀，你们都离开我而去，把我一个人遗留在这个冷漠的世界上

么？」 

 

但是当他一想到神的儿子，仍与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不再感到孤单了。到了傍

晚，他们接近河边的一个小鎭，离开铁路不太远，就问当地的人说： 

 

「这里有基督徒吗？」他们指给他看在几棵高大松树中间的一幢小房子。有两个

小孩子正在门口玩耍，院子里有一个衣履整洁的妇人，正忙着工作，妇人热情地招待

他们，他们也自我介绍，说明自己也是基督徒，希望能借宿一个晚上。这位妇人就请

他们进到屋子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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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内的弟兄，是不怕没有地方住的。」 

 

妇人把在花园里面工作的丈夫叫回来，家主也热情地款待他们，妇人就去准备茶水。

俄国人的茶都是煮的，她一面煮茶，一面挤了些牛奶。晚餐桌子上有大块的牛油，奶

油，大量的牛奶，两三种不同的糕点，鸡疍和面包。对这两个饥饿的陌生客，这是个

盛大筵席。一盏大灯照在白色的桌布上。这位仁慈的妇人，身上缚着围裙，对她的丈

夫说： 

 

「请这两位弟兄来吃晚饭。」他们便一起坐下来，一家之主先带领谢饭的祷吿。

他感谢主，以爱心照顾这两位客人，求祂保守他们的信心，也祝福这桌上的飮食。这

是保罗生平中头一次，受到那么殷勤的款待，他心中充满着喜乐。那两个孩子，一男

一女，也坐在桌子的一边，后来保罗向他们讲述信主得救的经过，他讲到他们在森林

里面，如何杀死了两个基督徒，从他们那里拿到一本新约圣经，以致所有的土匪们都

信了主，他和六个土匪前去自首时，连那个法官也信了主。后来他们被判刑，去义务

劳役，不久因着大赦而被释放出来。主人们都听得入神，那位太太不住地擦着眼泪，

他们一直谈到深更半夜，然后就跪下来一起祷吿，那位太太就问他们： 

 

「你们要到那里去呢？」 

 

「我们想回故乡去。」保罗说。 

 

「你们那里还有甚么亲戚吗？」她问。 

 

「苏洛玖的妈妈还在，她是基督徒，住在基辅。我的父母双亡，我的家乡是在莫

吉流。我回去的目的，是要向我家乡的人传福音。」「你做孤儿很久了吗？」女主人

又问他。 

 

「我八岁时就失去了父母，在去西伯利亚的晚上，父母亲都先后死了。」 

 

那位太太双手扶着桌子边，定睛地看着保罗，她的丈夫也望着她，奇怪她为甚么

这样追问客人，而不去准备床，好让他们快一点休息。 

 

保罗继续说： 

 

「我姐姐和我都变成了孤儿，她比我大。我们母亲死了之后，我也失去了她，我

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她可能像其他的孤儿一样，死在孤儿院里面也说不定，因为

在那种环境，是不可能活得下去的，她是个好女孩，照顾我像我的妈妈一样。」说到

这里他忍不住就哭起来了，这位女主人，脸色苍白，眼泪也涌了出来。 

 

「这不可能就是你，我亲爱的弟弟，保罗！我知道这一定是你！」 

 

「苏拉！我眞见到你吗？我最亲爱的姐姐。」他便大哭起来，原来他的姐姐眞的

在他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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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是我，我就是你的姐姐，我亲爱的弟弟，我想念你也很久了！」姐弟二

人互相拥抱流泪。保罗又去抱他那两个外甥，和他的姐夫。 

 

苏洛玖也很高兴见到他们姐弟二人团聚，苏拉尤其是兴奋，她不知道该怎么做才

好。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拥抱保罗： 

 

「这眞的是你吗，我的弟弟？我眞的又见到你吗？当你接近我们的房子时，我心

里就有那么一个预感，我将得回我所最爱的，那时我心里有说不出来的喜乐。我也不

知道甚么原因，现在我才明白，原来是我最亲爱的弟弟，他回来了，我们已经二十年

没有见面，这眞是个天大的喜事！」末后他们一起跪下来感谢神。苏拉那五岁大的女

儿祷吿说： 

 

「亲爱的主啊，我谢谢祢，将保罗舅舅带回到我们这里来。」他们都哭了，苏拉

的丈夫亚力克赛，也感谢神那么恩待他的妻子。 

 

这时已是淸晨三点钟了，他们还没想睡觉，连孩子们都没有睡意。他们一起喝茶，

谈天。最后天快亮了，他们才上床去。保罗又梦见他读福音书给那些土匪们听，又怎

么与他们分别。他也梦到那个法官，和被送入劳动营里面去，醒来的时候，才发现只

不过是个梦，他感谢主提醒他过去所做的一切。在早餐的时候，他再次赞美和感谢神

照顾了他们这些孤儿。苏拉就要她的弟弟再说一次，他们俩在木棚和火车站上分别以

后的旧事。她自己在女孩子的孤儿院里，也受了不少的苦，她留在那里直到那一年的

深秋，当秋天开始的时候，天气就已经是很冷了，但是孤儿院里还没有暖气，瘟疫正

流行，很多女孩子都死了。后来有些好心肠的人，由附近村子过来，把孩子们一个个

接回去领养。苏拉被一个穷苦的基督徒寡妇接回家去，她已经有四个孩子，住在一个

小小的茅屋里面。她叫冬佳婶，苏拉和她一家人住了一个冬天。他们虽穷，但是却有

足够的飮食。冬佳婶常常读新约圣经给孩子们听，又和他们一起祷吿。在那里有一所

学校，苏拉就在那儿读书，而且非常用功。她很爱读书，尤其是新约圣经。到了她十

四岁的时候，她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受了洗。再过了四年，苏拉长成一个年轻的

少女，她是诗班里最优秀的歌唱成员，人人都喜欢她。没有人知道她并不是冬佳婶的

女儿，因为她们彼此相爱，如同亲生的母女一样，这个村子里的诗歌班经常去其他各

村鎭献唱，为主作见证。有一次，一个外地诗班来到苏拉所住的村子里，主大大的祝

福他们。随着诗班一起同来的有传道人，当日有讲道和诗歌献唱，于是有很多的人归

了主，其中有一个年轻的账房，是在一家公司里工作的。不过一年，他就和苏拉结了

婚，他们彼此相爱，生活十分美满，后来生了两个孩子。当苏拉讲完了她的故事。保

罗就想起，当初他要去卧轨自杀的时候，苏拉阻止了他，对他说： 

 

「不要灰心绝望，我亲爱的弟弟，神是不会撇下我们的。」于是保罗和苏拉便想

起诗篇第六十八篇四至六节: 

 

「你们当向神唱诗，歌颂他的名，为那坐车行过旷野的，修平大路。他的名是耶

和华，要在他面前欢乐。神在他的圣所作孤儿的父，作寡妇的伸寃者。神叫孤独的有

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惟有悖逆的住在干燥之地。」他们就一同赞美神。 

 

 



13 
 

九 回家乡传福音 
 

苏拉很赞成他的弟弟回到家乡去，向他们的亲友们传扬福音，她也愿意陪弟弟去

走一趟。亚力克赛也同意他们这么做，答应看顾男孩子，而女孩子则随着苏拉一起去，

他也负担他们旅途上的费用。过了三天，他们姐弟两人，还有苏洛玖和小孩，一起出

发去欧洲的俄罗斯。他们经过了沙马拉，色拉多，宾沙，俄洛尼许，库斯克，和基辅。 

 

在那里，苏洛玖便和他们分手，回自己故乡去了。保罗和苏拉继续前行，到莫吉

流省去，他们终于到了沙士诺夫卡。在那里，他们询问狄霍米罗家还有些甚么人，就

找到两个叔叔、婶婶，和一些远房的亲戚，他们都仍然活着。他们见到保罗和苏拉，

由遥远的东方回来，都感到很惊讶。过去他们也曾听说，保罗和苏拉的父母，已死在

途中。今回难得再次重逢，于是就很热烈地接待他们。但是他们发现这两个年轻的亲

戚，都变成了传福音的使者，不肯和他们一同喝酒庆祝。 

 

「为甚么呢？」有一个村民问他们。 

 

「我们不也是基督徒吗？喝一点点酒又有甚么关系？」 

 

这样的问题往往引起争论，于是他们就不得不读神的话语给他们听。保罗将自己

得救的经过，说给大家听的时候，他们都很受感动。差不多每一天晚上，沙士诺夫卡

的人，都来到他们那里，听神的话语，因为希腊东正敎在敎义上有很多错误的地方，

所以很多人因着所传的福音都得着释放，而且眞正重生得救了。 

 

 

十 受逼迫 
 

希腊东正敎在当地，拥有相当强大的势力，他们控制一般人的信仰。那些神父们

见事情的发生就煽动地区的警察，控吿保罗在传异敎，企图破坏希腊东正敎的信仰，

如果政府当局不想办法制止，东正敎将被这个异敎所取代了。 

 

一天晚上，警察来到保罗居住的地方，将他解到当地的警察局去。经过审讯之后，

他便被扣上一个诱惑民众的罪状，等候审判。保罗便被带到拘留所里去。 

 

苏拉很为她弟弟难过，她不得不回到西伯利亚去，临走之前，又不能和保罗见面，

过了几天，保罗写信给苏拉： 

 

「我亲爱的姐姐苏拉： 

 

请你不要为我伤心，我很高兴能进到监狱里，并不是因为当贼和强盗，乃是为耶

稣基督而受苦。在监狱里他们准许我向囚犯们传福音，所以有很多人都信了主。你只

要多为我祷吿，请代我问候姐夫及两个外甥。」一年过去了，保罗还没有被裁决，他

一连换了两个监狱，每到一处地方，就向那里的囚犯们传福音，有很多人都信了主。

最后保罗被判放逐两年，因为在沙士诺夫卡，有一百多人，都不再到他们的神父那里

去，也不再向画像敬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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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多久，保罗就被迁送到西伯利亚去。他高兴地通知他的姐姐和姐夫，火车甚

么时候到达，会经过离他们家最近的那个车站。他们只能在囚犯车厢外与他见面。相

会那一日苏拉哭着见到她的弟弟，但是保罗却是微笑着望着她，表示他很高兴能为基

督受苦。 

 

又过了两年，保罗到处为主作见证，传福音。在这两年当中，他也不断地和苏拉

及苏洛玖通信。苏洛玫说，他回到家乡去之后，有些基督徒来迎接他，邀他和他们一

起工作。他的母亲仍然健在，她很高兴见到她的儿子回来，因为神听了她的祷吿，拯

救了他，现在他变成一个诚实可靠的基督徒了。她和儿子生活得非常快乐。 

 

两年放逐时期完了，保罗又回到他姐姐那里去，决定一生要做传道的工作。他不

想结婚，免负家庭的担子，而要专心一致去救人的灵魂，他就在苏拉所居住的地方召

会工作，也去西伯利亚其他市鎭传道，但是他一直和他的姐姐、姐夫住在一起。苏拉

也时常陪着她的弟弟一起出去，帮助他做那收割庄稼的工作。各地召会，都大大地兴

旺起来，从被杀的基督徒身上所取来的圣经，保罗一直保存着，他在第一页上面还写

着这样的几行字： 

 

「请你原谅我，我亲爱的弟兄，我害了你，因为我那时候也在罪中死了。主已经

赦免了我，使我在新生命中长大。你的死不只是带领了我，而且还带领了很多罪人进

入永生。你这本新约圣经，溶化了我的心，如同活水泉源，解了我的干渴，继续不断

地满溢涌流，济助失丧的灵魂。为了这个我感谢你又赞美我的神。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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