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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孤兒、土匪、基督徒，一個真人真事的實錄.. 

 

 

前言 

 

這是一個眞人眞事，發生在十九世紀，帝王時代的俄國。一個家庭，移民到西伯

利亞去開荒墾植。不幸地在路上，父母二人死於霍亂病，遺留下孤兒蘇拉和保羅兩姐

弟。後來男孩子成了土匪，他殺死了兩個基督徒，搶劫了他們的財物，發現一本新約

聖經。後來不但他自己得救了，連所有的土匪們也都信了主。 

 

這個故事是由俄文譯成德文，再由德文譯成英文的，這個見證正證實了羅馬書第

十一章三十三至三十六節。 

 

「深哉，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他的判斷何其難測。他的蹤跡何其難尋。……  

因爲萬有都是本於他，倚靠他，歸於他。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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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移民西伯利亞 
 

他的綽號叫「髒仔」，這不是他自己原有的名字。他是個俄國人，生於帝王時代，

家族的姓氏是狄霍米羅。他名叫保羅，出生在俄羅斯歐洲部份的中部，莫吉流省的一

個貧窮的小農村裏。他的父母只有兩個孩子，一男一女。男的就是他，女的是他姐姐

蘇拉。那時候蘇拉是十歲，保羅才只有八歲。他們雖是貧窮，但是卻生活得很愉快，

當時在舊俄時代，一般居民都是信仰希臘東正敎的，他們也都是東正敎徒。由於他們

的行爲端正，附近一帶的人都很尊敬他們。 

 

在那些神聖的宗敎節日裏，當地的東正敎神父，常常來他們家裏作客，和他們父

親玩紙牌。他們不是賭錢，而僅僅是遊戲而已，輸的人，就得忍受對方將牌打在他的

鼻子上，若口袋裏有點錢，就叫孩子們去買瓶酒回來。他們認爲喝酒的人若有節制，

就不算是犯罪。主耶穌在迦南的婚筵上，不是也變水爲酒嗎？ 

 

孩子們有趣地站在一邊觀看，那位神父的鼻子，都變成了紅的。不知道是被牌所

打成的，還是喝酒喝成那個樣子，父親通常都贏，所以被打的總是神父。 

 

那位神父很溫柔，善良，常常一面玩牌，一面說：「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現在

該輪到我啦，聖經上說：『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人論斷。因爲你們怎樣論斷

人，也必怎樣被人論斷。你們用甚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甚麼量器量給你們。』」 

 

由於當地的收成不好，生活成了問題，沙士諾夫卡村子裏的人，就不得不想辦法，

移民去西伯利亞，另謀生路。 

 

村民就商量，先差派幾個人，去西伯利亞，找一個可以安頓的地方，狄霍米羅一

家人也加入了這行列。過了三個月，那些人便回來了，他們在多姆斯克省找到一處地

方，於是他們就把土地賣了，啟程往多姆斯克去。由莫吉流到多姆斯克，路途遙遠，

當時交通又很不方便。那些農人要等上好幾個星期，才能搭上一班火車。況且在一些

小火車站上等候換車往往要躺在地上幾天幾夜。開水供應不夠，他們不得已，只好以

乾魚來充飢，飮生水來解渴：結果就有很多人患病，霍亂病便開始在他們中間蔓延。 
 

 

二 家破人亡 
 

還沒有到多姆斯克，狄霍米羅先生就不幸地染上了霍亂病。他們便把他關在附近

瘟疫營裏面。狄霍米羅太太和兩個孩子，祇得離開了火車，在瘟疫營不遠的地方找一

個木棚臨時棲身下來。他們每天都跑去查詢父親的病況，但是所得到的消息，都令他

們傷心失望。 

 

過了三天，孩子們的母親也病倒了，他們哭着眼看母親被送到瘟疫營裏去，到父

親那裏，他們最後的一個監護人也都沒有了。孩子們一路上送母親去瘟疫營，直到營

門無情地關上，他們孤孤單單地留在外面。保羅和蘇拉這兩個孩子，失去了父母，是

多麼的孤單和憂傷，他們在外面不住地啼哭，守衞向他們揮動手上的鞭子，趕他們離

開。但是孩子們不肯走，他們一定要進去和他們的父母們死在一起，因爲沒有父母，

他們就不能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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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他們圍繞着營地走，直到深夜，夜間氣溫冷得無法忍受，他們就只好回到木

棚那邊去，至少那兒還有點東西。 

 

可是當他們回到木棚的時候，所有的行李，全都不翼而飛，被人偸去了。在木棚

裏面，他們姐弟兩人便只好緊緊地抱在一起來取暖。蘇拉是姐姐，她非常關心弟弟。

那天晚上，好像是永遠過不完似的。蘇拉整夜未曾合眼，當保羅醒來之後，他們便又

一起跑到營房那邊去，那個守衞對他們說： 

 

「不要再來了，今天早晨，我們已經將你們父母的屍體搬走了，他們好像昨天深

夜死去的。」 

 

姐弟兩個人，彼此抱在一起，哭得死去活來。那天晚上，保羅也沒有睡着覺。由

木棚裏面溜出去，前面的鐵路似乎是看不見，過去那幾天可怕的一幕，又再出現在他

們眼前，一串列車由軌道上穿越過去。保羅就說： 

 

「蘇拉，沒有爸爸媽媽我們怎麼活得下去呢？我們倒不如一起卧在鐵軌上，讓火

車輾死算了。我們現在活着爲的是甚麼？我們去那裏才好呢？像我們這樣的人，活着

又有甚麼用處？」於是保羅就拉着他姐姐的手，兩個人一起往鐵軌那邊走去。 

 

蘇拉感到很害怕，她一面牽着弟弟的手，一面不停地哭泣。 

 

「不，我們不能這樣死掉，我也不讓你去，這太可怕了！」 

 

「那麼你就讓我一個人去罷！」保羅哭着說。 

 

他們正在爭論的時候，一串列車經過。保羅被他姐姐硬拖回來，向前仆倒，大聲

叫着： 

 

「你爲甚麼要拖住我呢？我眞的不要活了！」他的姐姐用溫柔的話勸他，要他放

棄走絕路的念頭。後來保羅才答應不再去尋死，不把姐姐一個人拋棄在世上，他們便

又回到木棚子那邊去，打算早晨到他們父母的墳墓前憑吊。對兩個受凍挨飢的孩子，

夜晚好像是永無盡止的。最後天一亮，他們就趕到公墓那邊去。在那一個角落上，是

專門埋葬那些害瘟疫而死的人。到了墓地的門口，他們懇求看門的人，指給他們看，

他們父母的墳墓在那裏。 

 

「昨天晚上就有好多具屍體抬過來，」那個人說。 

 

「我怎麼知道甚麼人葬在甚麼地方。往往十個屍體同丟在一個坑裏，有時還二十

個！」 

 

沒有辦法，孩子們只有紅着眼睛，由籬笆外面，看着那個高高的大土堆，上面泥

土還是濕濕的，他們站在那裏一直哭個不停，直到看門的人把他們趕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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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姐弟二人，手挽手再回到所住的地方，這個地方就變成了一個小小的孤兒院，

他們便商量下一步該怎麼辦，如果繼續留在這個地方，就是死路一條，因爲他們剩下

來一點點的食物和錢，都被人偸走了。蘇拉像母親般安慰弟弟：「不要失望，親愛的

弟弟， 神不會撇下我們的。」 

 

 

三 孤兒院 
 

他們離開那個小木棚，沿着鐵路，走向鄰近村莊去，沿路向人要點麵包來充飢。

正在這個時候，突然背後有個粗擴的聲音： 

 

「你們在這裏幹甚麼？你們是從那裏來的？」 

 

他們回頭看見一個穿制服的陌生人，瞪着眼看他們。他們倆人一時緊張得說不出

話來，所以也無法吿訴那個人，他們乃是移民的孩子，喪失了他們的父母。那個人吩

咐他們跟着他去，到當地的區公所裏，那裏的職員隨即決定送他們入孤兒院。他們不

想去那個地方，因爲姐弟二人必須要分開。女孤兒院是在幾個火車站以外的地方。保

羅被送到男孤兒院，離開這裏有二里路。當蘇拉被送上火車的時候，姐弟兩個人分離

之苦，是無法形容的。這次分別後，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夠再見面。保羅被帶到男孤

兒院裏，那邊已經住了三百個男孩。有很多已經住了很久，變得非常頑劣，對那邊的

環境熟悉。他們對新來的男童，百般捉弄和欺侮。裏面經常有打架和爭吵，吃的東西，

都是些難以下嚥的乾魚湯。孩子們若沒有人陪着，不可以隨便跑出院門外面，保羅實

在沒有辦法在這個地方呆下去，於是一天夜裏，他偸偸地逃了出去。他從圍牆最低的

地方往外面爬，然後便拼命地跑，就好像背後有人在追趕似的地跑。他朝着鐵路相反

的方向逃跑，跑了差不多有四里路，就進入一個大森林。到了那個地方，他心裏才漸

漸地安定下來。他再也跑不動了，就只好慢慢地走着。走到實在走不動了，他就倒在

一棵大樹旁邊，呼呼大睡。他夢見自己被人抓着送回孤兒院去，受了一頓鞭打，强迫

吞下那腥臭難聞的乾魚湯。當他醒來的時候，春天暖和的太陽，已經升上了高空，四

處傳來百鳥的鳴叫。保羅爬起來，想想下一步該怎麼辦。他決定要回到自己的故鄕，

沙士諾夫卡村去，回想那條美麗的小河，他常常在那裏洗澡和捕魚，與其他的孩子一

起玩耍，他眞巴不得他的姐姐能和他一起回去，可是他在那裏才能找到她呢？況且他

也不敢那麼做，恐怕被人發現了，又送回孤兒院去。他要離開那個鬼地方，越遠越好，

想辦法回故鄕去。 

 

除了到村子裏去乞求麵包以外，他避免白天在田園出現。第二天晚上，他又回到

森林裏面去過夜。他躺在一棵大樹底下，徐徐入睡；天還沒有亮，就有一個響亮的聲

音，把他叫醒。 

 

 

四 土匪 
 

「起來！小鬼，你躺在這裏幹甚麼？你和甚麼人在一起？」 

 

保羅醒來，看見前面有三個人，全身武裝，樣子非常兇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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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害怕，我們是不會傷害你的，只要吿訴我，你是怎樣來的。」 

 

保羅看看那三個人，不像是從孤兒院那裏來的。就大膽吿訴他們自己的遭遇，並

自己想去的地方。這些人很留心地聽，然後他們就商量了一會，決定要帶他一起走。 

 

「這個小子，居然膽敢由孤兒院裏逃出來，我們把他養大了，對我們是很有用

的。」他們說。 

 

然後這些人吿訴保羅，祇要他跟他們去，是不愁吃，不愁穿的，他們也不會虧待

他。保羅不敢說一個不字，因爲這三個人全身武装，來歷不明。於是他就隨着他們一

起走，進到森林裏面，另外有一個强壯的靑年人，帶着幾匹馬，等候在那裏。這個人

把保羅抬起，放在馬上，自己騎在他的後面，然後一起前行。他們在森林裏面騎了很

久才停下來，然後有人將馬帶走。他們穿過幾棵被暴風雨吹倒的大樹，來到一塊空地

前。上面有幾幢房子，有二十多個人，多半都是武裝的，也有少數的婦女在內。他們

的眼睛，都注意着這個男孩子，衣服破爛，一身骯髒不堪。他們就來問他，要知道他

的來歷。 

 

其中有一個人，看來好像是他們的首領，問那小孩： 

 

「你叫甚麼名字？」 
 

「保羅。」他回答。 
 

「姓甚麼？」 
 

「狄霍米諾。」 
 

「這些名字對我們來說，都不太合適，我們就叫你『髒仔』吧。瞧你這個樣子，

汚穢骯髒。」那個人說。 

 

他們都很滿意這個新的名字。 

 

那時候保羅便開始入草爲寇。過了不久，他開始適應了這種新的綠林生活，而且

也很喜歡。他在這裏有人照顧，有美好的食物，和那海闊天空，優美的環境。那些人

對待他也非常友善，使他把故鄕沙士諾夫卡，都忘得一乾二淨。只有他自己的姐姐蘇

拉，他是永遠忘掉不了的。一想到她，他心裏就難過，他想可能她已經不在人世。 

 

這個小「髒仔」，土匪們都喜歡他，他對他們的冒險生活，也十分感興趣，每次

都急着要想看他們搶回來的東西。後來他也開始學習，去參加他們的打劫行動，忘了

孩子時候，父母怎麼敎育他，偸搶就是罪。他高興地欣賞那些搶回來的東西，並對那

些土匪們講給他聽的搶劫經過，聽得津津有味。 

 

光陰過得很快，他已經是十六歲了，每一次的搶劫，「髒仔」都有份參與。因爲

他勇敢，聰明和機智，便成爲首領的左右手。他們的活動範圍，有七十五英里之廣。

森林裏是土匪最好活動的地方，官兵們也奈何他們不得。凡是落到他們手裏的人，很

少是能夠活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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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兩本書 
 

每件事都有它一定的時間，一件極簡單的事情發生，卻改變了這些無惡不作土匪

們的生命。有一次，部份土匪，在「髒仔」的領導下，在森林中搶劫了兩個旅客，並

把他們殺了。 

 

他們將那兩個旅客的馬、衣服和靴子都帶回來，除此以外，旅客的身上沒有甚麼

錢，只有三個盧布和五十個戈貝克。在一件衣服裏面，藏有各樣的用具，他們也找到

兩本書，本想把它丟掉，可是再三一想，廢物可以加以利用，這些書紙用來卷香堙倒

很不錯的，於是「髒仔」就把這些書都帶回去。到了晚上，他們看過那些搶回來的東

西後，「髒仔」就把這兩本書翻翻看看。一本書書名叫「信仰之聲」，另外一本是

「新約聖經」。他回想起在孩子時候，在沙士諾夫卡，他的父母也有過一本新約聖經，

於是爲了消磨時間，他就躺在床上，將那本聖經打開，讀到羅馬書第三章十一、十三

至十八節。 

 

「沒有明白的，沒有尋求神的……他們的喉嚨是敞開的墳墓。他們用舌頭弄詭計，

嘴唇裏有虺蛇的毒氣，滿口是咒罵苦毒。殺人流血，他們的脚飛跑。所經過的路便行

殘害暴虐的事。」他想到，從前的人也和他們今天一樣，殺人流血，他們的腳飛跑。

他立刻回想起他們行搶劫的一幕，那些旅客向他們乞求饒命，他們卻毫無憐憫的把他

們全都殺掉。一想起這個，「髒仔」就起了異樣的感覺。 

 

「這些人到底是些甚麼人，爲甚麼他們身上要帶着這兩本書呢？」他把書翻了又

翻，想找出一些被殺者的底細，但是卻找不出死者是甚麼人，但書上只有這樣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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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寶血

使我成聖。」 

 

「髒仔」不明白這句話的意思，又翻到其他的一頁上，讀到哥林多前書第六章九

節。 

 

「你們豈不知，不義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麼。不要自欺，無論是淫亂的，拜偶像

的，姦淫的……」他又讀下面第十一節。 

 

「你們中間也有人從前是這樣，但如今你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並藉着我們神的

靈，已經洗淨成聖稱義了。」 

 

後來他又讀到撒該的故事，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八節： 

 

「主阿，我把所有的一半分給窮人，我若訛詐了誰，就還他四倍。」他翻了幾頁，

讀到路加福音第廿三章，耶穌被釘十字架的情形。特別引起他興趣的地方是，有兩個

强盗和耶穌被釘在一起，其中有一個承認他的罪，被耶穌赦免了，更應許他進到樂園

去。「髒仔」看後就把書放在他的枕頭下，他想睡覺，但是卻睡不着，他的心情很亂，

想辦法不去想這些，卻是辦不到。他的腦海裏一次又一次地出現那兩個旅客向他不斷

地懇求免他們一死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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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早晨，「髒仔」才終於睡着了，醒來之後他也就完全改變了，他的同黨們

發現他臉上有着顯著的改變，但是卻不知道是甚麼原因。有人以爲他病了，因爲有好

些日子中，他走起路來昏頭昏腦地。他的黨羽們一直找不出那眞正的原因，直到最後，

他自己向他們說，自從他讀過那本書之後，心裏就失去了平安。聽的人也覺得很希奇，

這到底是一本甚麼書，使得這個一向是喜氣洋洋的靑年人，竟變成了這個樣子？那些

土匪們就認爲那是一本邪書，想把它燒掉。但是爲了好奇，他們也想把書讀一讀看看，

於是所有的土匪們都決定，要把這本書讀一讀，但是他們多半是不識字的，所以就得

由「髒仔」讀給他們聽了。「髒仔」讀了一部份，使他們都深深地受了感動，他們聚

精會神，留心地聽着，其中有一個靑年人，他也認識這書是新約聖經。 

 

「我的媽媽是個信徒，」他說： 

 

「我一直喜歡讀四福音書，她也常常帶我去主曰學，我們一起唱詩歌，禱吿，和

讀這本書。」 

 

他們坐在那裏很久的一段時間，聽着「髒仔」讀那書，大家很安靜地，一聲不響，

很多人心情都很低沉，但是卻沒有一個人知道甚麼原因，爲甚麼讀了那書之後，會在

他們的心靈中，引起那麼大的反應。從那一天開始，這些土匪們，時常聚集在一起，

聽「髒仔」讀聖經。過了一個月，那個母親是信徒的靑年人就向大家宣佈，他不能再

幹這行業了。「髒仔」也隨着他這樣宣佈，他們二人眼睛裏都含着眼淚，甚至連他們

的首領，也決定要洗手不幹，但是問題卻出在這裏。 

 

「我們現在該怎麼樣呢？我們怎麼樣來開始一個新的生活？」這是個很實際的問

題，第一，他們旣犯了法，就必須去官方那裏自首。當然，他們是償還不了過去所搶

劫的東西，尤其是人命。雖然大多數的人，都不主張這樣做，但是那個靑年的土匪卻

以身作則，先跑出來預備去投案。「髒仔」和另外五個人也一起隨同，要去自首。 

 

那天，整個土匪幫就開始解散了，從此各散東西，各奔前程。他們離別的那一幕，

是相當感人的。他們要求「髒仔」，再把新約聖經再讀一遍給大家聽，他讀到耶穌趕

去一個人身上的汚鬼。 

 

「我們也是一樣，」「髒仔」說： 

 

「現在我們要脫離以往犯罪的生活，去跟隨耶穌基督！」說完了這句話後，他就

跪在地上，大聲認罪。其他的人也隨着他一個個的跪下。人人一面痛哭流淚，一面叫

着：「主啊，赦免我！」「不要記念我的罪！」「用祢的寶血來洗淨我的罪！」「賜

給我能力！」「我從此不再犯罪了！」他們彼此擁抱，親嘴吿別。那七個土匪，帶着

他們的武器，往最近的一個小鎭去自首，其他的人則去不同的地方。 

 

 

六 法官也悔改了 
 

「髒仔」和他的同夥們一起進了城，當地的居民馬上注意到他們，不知道這幾個

武裝的、究竟是甚麼人，從那裏來的？到了一條大街的角落，他們問警察，地方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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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裏，警察指給他們看一條街上的一幢高大樓房，於是他們就走進去，他們看見那

邊已經有二十個人聚集，等候法官出來審斷案件。法院入口的地方，有一個守衞，他

們對他說： 

 

「請你上去通報法官一聲，我們有要事要對他說。」 

 

那個守衞看到這樣一羣武裝的人，就很疑心地問他們，「你們是甚麼案子？」 

 

「非常的重要，」「髒仔」回答說： 

 

那個守衞就進去。過了幾分鐘，這些土匪們就站立在一個中年人的面前，他詫異

見到這七個武裝的人。 

 

「法官大人，請聽我們，我們來這個地方的原因，」「髒仔」用顫抖的聲音說： 

 

「我們是一羣土匪，但你不用怕我們，因爲我們是來投案的。過去我們曾犯罪作

惡，爲非作歹。現在請你判我們刑罰。這裏是我們的武器，我們把它交給你。」 

 

他講完了話，大家就把身上的武器都解下來，堆成一堆放在地上。那個法官被愣

住了，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這是他生平頭一次遭遇到這樣的事情。他只好去通知警

察，過了一會，就有一個警察連同幾個軍裝士兵到來，他們就把他們帶到調査局去。

在那裏，「髒仔」把他們過去當土匪，後來如何改變過來，決定洗手不幹，並前來自

首的經過說給大家聽，法官和在場的人都很受感動，有些人更忍不住流下了眼淚。他

們簡直不敢相信，這些土匪竟然會被福音所感化。 

 

「我現在不再叫做『髒仔』了，我乃是保羅狄霍米羅，」保羅說： 

 

「現在我要事奉神，並爲人民服務，而且等待法律的裁判，我們都在你們的手

裏。」其他的土匪們也都異口同聲地應和。法官只好下令，先將這七個囚犯，分開收

押在拘留所內，直到將案子查明後，再行判決。當囚犯們被帶走後，法官和警官兩個

人留在辦公室內，他們談了許久，囚犯往往是拒絕承認他們所犯的罪，如果沒有證據，

他們是不肯屈服承認的，這些人反倒是甘心樂意地承認，難道福音眞有這麼大的力量，

能把這些人都改變過來嗎？警長離開後，法官也下班回家。他把這件事，講給他的太

太聽。他的太太說： 

 

「聖經上說，那兩個和耶穌一同被釘十字架的强盜，其中有一個不是也悔改了嗎？

但是他卻逃不了。這些人本來是不必自首的，他們可以留在森林裏，繼續幹下去的。

這眞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到了晚上，法官和他的太太，還繼續談着這件事情。 

 

「你認爲該怎麼樣，唐加娜？」法官問他的太太。 

 

「我們要不要也把新約聖經讀一下看看？也許可以找出點辦法來處置這些人。我

們對這本書也不甚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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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經讀過了，」唐加娜說，「但是我卻不知道，該怎麼樣來對待這些土匪

們。」 

 

這個名叫國利.尼古拉.釗維奇法官，就站起來，走到他的書房裏去，戴上自己的

眼鏡，把新約聖經打開，一頁一頁地翻閱。他讀到約翰福音第十二章，覺得馬利亞用

香膏膏主耶穌很了不起；猶大賣主是不可赦的大罪。他又繼續讀下去，看到耶穌的大

能，叫拉撒路從死裏復活，雖然他的屍首都已經臭了。他又揣摩那句話，「一粒麥子

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他不明白這個比喩

的意思；後來他又讀到約翰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二節。 

 

「我若從地上被擧起來，就要吸引萬人來歸我。」他猛然有一個感覺，好像那個

被釘十字架的人，離他並不遠。耶穌最後的那句話：「成了」在他的心靈裏面，閃出

一道光輝，他覺得可能就是這個力量，把狄霍米羅這個人完全改變過來的。他再讀以

下這句話時，自己也被征服了。 

 

「棄絕我不領受我話的人，有審判他的，就是我所講的道，在末日要審判他。」

他這下子才明白過來，爲甚麼那些土匪們會改邪歸正。這時候，他的太太由廚房裏過

來。 

  

「你在想些甚麼？爲何如此激動？」他太太問他。尼古拉國利說了半天，他的太

太也聽不明白。 

 

那天晚上，國利一直睡不着覺，只要他一閉上眼睛，就聽到這一句話：「就是我

所講的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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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斷不公。最後他稍微睡了一會，但心裏仍然沒有得着釋放。 

 

到了早晨，他把昨天晚上的情形對他的太太說，他的太太認爲他太過緊張，所以

才會失眠的。但是當他向他的太太宣佈，他準備要辭去法官的工作，因爲他自覺自己

過去不公正，不能再做下去，他的太太大爲震驚，以爲他的神經失常了。但是國利尼

古拉已經下了決心。因爲神的兒子耶穌基督，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使他認罪悔改，現

在更成爲他個人的救主了。 

 

 

七 義務勞動 
 

保羅和他那幾個伙伴，都分開被收押在拘留所裏面。很多法官聚集開會商議，要

詳細硏究這個案子，他們不相信這些土匪自首，只不過是因爲信了福音，可是這是個

不可推翻、實實在在的事實。這樣的一本書，會帶來那麼强大的力量，使得土匪們自

動來投案，甚至連一個行爲不正的法官，也辭去自己的工作，於是他們也都渴慕，要

認識這個眞理。 

 

這麼一來，福音的火，便燃遍了整個拘留所，很多囚犯，連同一些守衞，都信了

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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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一年，這七個土匪站在法官面前受審，因爲他們都已經認罪了，所以法官也

沒有必要宣佈他們的罪狀，有位年老的檢査官，甚至要求法官施恩，因爲他們是自動

來投案的；最後他們被判處十年義務勞動，他們都樂意接受這個判決，認爲這是他們

罪所應得的，更沒有想到上訴要求減刑。審訊是公開的，他們每個人都當衆發表自己

的話，說他們犯罪害人那麼多年，後來福音怎樣改變了他們，使他們痛改前非。很多

人都受了感動，神的話開始在他們心裏面紮根。審訊完畢，這七個囚犯就被分送到不

同的地方去。保羅和蘇洛玖兩人被送到同一個地方。在分別的時候，他們互相立下誓

言，不論是在甚麼環境下，定必對神忠心不變，並要向別人傳揚福音。保羅和蘇洛玖

被送到貝加爾湖區，一路上，他們向同行的囚犯們作見證，很多人都深受感動。他們

在勞動營裏過了兩年，後來就有些人信了主，獄警都很希奇，那些一向不守規矩的囚

犯們，現在竟然安份守紀，唯命是從。 

 

在往勞動營的路上，保羅曾想起當年全家由莫吉流移民去西伯利亞的情形。他盼

望能知道故鄕同人們的音訊。尤其是他的姐姐，是否還活着呢？所有寄到家鄕去的信，

都如石沉大海，得不着回音。他時常懷念着他所愛的姐姐，他是多麼渴望，將自己從

走向滅亡的路上回轉過來，現在在基督裏有盼望這事，一一吿訴她知。 

 

過了多年，政府頒佈大赦，保羅和蘇洛玖兩人都獲得了自由，他們高興得流下熱

淚，自此便離開了勞動營。 
 

 

八 姐弟重逢 
 

保羅和蘇洛玖兩人走向多姆斯克那個方向，他們迫切地盼望回到自己的故鄕，就

是在歐洲部份的俄羅斯。在他們的記憶中，尙留下一點模糊的印象。在路上，每個遇

見他們的人，對他們都感到好奇，問他們是甚麼人，來自何方，要往何處去？他們就

把自己的過去吿訴人，聽的人都很受感動，有的也信了耶穌。有不少移民也是基督徒，

他們和保羅兩人晚上一起硏讀聖經。那些信徒們聽到這兩人過去是土匪，現在信了主，

都高興地把榮耀歸給主。星期天他們在一個住宅區裏向一大羣人見證他們過去的犯罪

生活，後來怎麼悔改，在當地便引起很大的復興，許多人因此都信了主。 

 

到了初春，萬象更生，成千的季候鳥，紛紛飛返故巢，保羅和蘇洛玖也急切地想

回到故鄕去，雖然他們的房子早已被拆。他們沿着鐵路走，保羅試着記起那個鐵路站，

就是當年他喪失父母的那個地方，他更希望能再見到那個小木棚，他和他姐姐在那裏

度過最困苦的幾個晚上。一想到這裏，他就眼淚直流，說： 

 

「哦，我所愛的人呀，你們都離開我而去，把我一個人遺留在這個冷漠的世界上

麼？」 

 

但是當他一想到神的兒子，仍與他在一起的時候，他就不再感到孤單了。到了傍

晚，他們接近河邊的一個小鎭，離開鐵路不太遠，就問當地的人說： 

 

「這裏有基督徒嗎？」他們指給他看在幾棵高大松樹中間的一幢小房子。有兩個

小孩子正在門口玩耍，院子裏有一個衣履整潔的婦人，正忙着工作，婦人熱情地招待

他們，他們也自我介紹，說明自己也是基督徒，希望能借宿一個晚上。這位婦人就請

他們進到屋子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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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內的弟兄，是不怕沒有地方住的。」 

 

婦人把在花園裏面工作的丈夫叫回來，家主也熱情地款待他們，婦人就去準備茶水。

俄國人的茶都是煮的，她一面煮茶，一面擠了些牛奶。晚餐桌子上有大塊的牛油，奶

油，大量的牛奶，兩三種不同的糕點，雞疍和麵包。對這兩個飢餓的陌生客，這是個

盛大筵席。一盞大燈照在白色的桌布上。這位仁慈的婦人，身上縛着圍裙，對她的丈

夫說： 

 

「請這兩位弟兄來吃晚飯。」他們便一起坐下來，一家之主先帶領謝飯的禱吿。

他感謝主，以愛心照顧這兩位客人，求祂保守他們的信心，也祝福這桌上的飮食。這

是保羅生平中頭一次，受到那麼殷勤的款待，他心中充滿着喜樂。那兩個孩子，一男

一女，也坐在桌子的一邊，後來保羅向他們講述信主得救的經過，他講到他們在森林

裏面，如何殺死了兩個基督徒，從他們那裏拿到一本新約聖經，以致所有的土匪們都

信了主，他和六個土匪前去自首時，連那個法官也信了主。後來他們被判刑，去義務

勞役，不久因着大赦而被釋放出來。主人們都聽得入神，那位太太不住地擦着眼淚，

他們一直談到深更半夜，然後就跪下來一起禱吿，那位太太就問他們： 

 

「你們要到那裏去呢？」 

 

「我們想回故鄕去。」保羅說。 

 

「你們那裏還有甚麼親戚嗎？」她問。 

 

「蘇洛玖的媽媽還在，她是基督徒，住在基輔。我的父母雙亡，我的家鄕是在莫

吉流。我回去的目的，是要向我家鄕的人傳福音。」「你做孤兒很久了嗎？」女主人

又問他。 

 

「我八歲時就失去了父母，在去西伯利亞的晚上，父母親都先後死了。」 

 

那位太太雙手扶着桌子邊，定睛地看着保羅，她的丈夫也望着她，奇怪她爲甚麼

這樣追問客人，而不去準備床，好讓他們快一點休息。 

 

保羅繼續說： 

 

「我姐姐和我都變成了孤兒，她比我大。我們母親死了之後，我也失去了她，我

不知道她現在怎麼樣了，她可能像其他的孤兒一樣，死在孤兒院裏面也說不定，因爲

在那種環境，是不可能活得下去的，她是個好女孩，照顧我像我的媽媽一樣。」說到

這裏他忍不住就哭起來了，這位女主人，臉色蒼白，眼淚也湧了出來。 

 

「這不可能就是你，我親愛的弟弟，保羅！我知道這一定是你！」 

 

「蘇拉！我眞見到你嗎？我最親愛的姐姐。」他便大哭起來，原來他的姐姐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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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互相擁抱流淚。保羅又去抱他那兩個外甥，和他的姐夫。 

 

蘇洛玖也很高興見到他們姐弟二人團聚，蘇拉尤其是興奮，她不知道該怎麼做才

好。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擁抱保羅： 

 

「這眞的是你嗎，我的弟弟？我眞的又見到你嗎？當你接近我們的房子時，我心

裏就有那麼一個預感，我將得回我所最愛的，那時我心裏有說不出來的喜樂。我也不

知道甚麼原因，現在我才明白，原來是我最親愛的弟弟，他回來了，我們已經二十年

沒有見面，這眞是個天大的喜事！」末後他們一起跪下來感謝神。蘇拉那五歲大的女

兒禱吿說： 

 

「親愛的主啊，我謝謝祢，將保羅舅舅帶回到我們這裏來。」他們都哭了，蘇拉

的丈夫亞力克賽，也感謝神那麼恩待他的妻子。 

 

這時已是淸晨三點鐘了，他們還沒想睡覺，連孩子們都沒有睡意。他們一起喝茶，

談天。最後天快亮了，他們才上床去。保羅又夢見他讀福音書給那些土匪們聽，又怎

麼與他們分別。他也夢到那個法官，和被送入勞動營裏面去，醒來的時候，才發現只

不過是個夢，他感謝主提醒他過去所做的一切。在早餐的時候，他再次讚美和感謝神

照顧了他們這些孤兒。蘇拉就要她的弟弟再說一次，他們倆在木棚和火車站上分別以

後的舊事。她自己在女孩子的孤兒院裏，也受了不少的苦，她留在那裏直到那一年的

深秋，當秋天開始的時候，天氣就已經是很冷了，但是孤兒院裏還沒有暖氣，瘟疫正

流行，很多女孩子都死了。後來有些好心腸的人，由附近村子過來，把孩子們一個個

接回去領養。蘇拉被一個窮苦的基督徒寡婦接回家去，她已經有四個孩子，住在一個

小小的茅屋裏面。她叫冬佳嬸，蘇拉和她一家人住了一個冬天。他們雖窮，但是卻有

足夠的飮食。冬佳嬸常常讀新約聖經給孩子們聽，又和他們一起禱吿。在那裏有一所

學校，蘇拉就在那兒讀書，而且非常用功。她很愛讀書，尤其是新約聖經。到了她十

四歲的時候，她接受了耶穌基督的救恩，受了洗。再過了四年，蘇拉長成一個年輕的

少女，她是詩班裏最優秀的歌唱成員，人人都喜歡她。沒有人知道她並不是冬佳嬸的

女兒，因爲她們彼此相愛，如同親生的母女一樣，這個村子裏的詩歌班經常去其他各

村鎭獻唱，爲主作見證。有一次，一個外地詩班來到蘇拉所住的村子裏，主大大的祝

福他們。隨着詩班一起同來的有傳道人，當日有講道和詩歌獻唱，於是有很多的人歸

了主，其中有一個年輕的賬房，是在一家公司裏工作的。不過一年，他就和蘇拉結了

婚，他們彼此相愛，生活十分美滿，後來生了兩個孩子。當蘇拉講完了她的故事。保

羅就想起，當初他要去卧軌自殺的時候，蘇拉阻止了他，對他說： 

 

「不要灰心絕望，我親愛的弟弟，神是不會撇下我們的。」於是保羅和蘇拉便想

起詩篇第六十八篇四至六節: 

 

「你們當向神唱詩，歌頌他的名，爲那坐車行過曠野的，修平大路。他的名是耶

和華，要在他面前歡樂。神在他的聖所作孤兒的父，作寡婦的伸寃者。神叫孤獨的有

家，使被囚的出來享福。惟有悖逆的住在乾燥之地。」他們就一同讚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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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回家鄕傳福音 
 

蘇拉很贊成他的弟弟回到家鄕去，向他們的親友們傳揚福音，她也願意陪弟弟去

走一趟。亞力克賽也同意他們這麼做，答應看顧男孩子，而女孩子則隨着蘇拉一起去，

他也負擔他們旅途上的費用。過了三天，他們姐弟兩人，還有蘇洛玖和小孩，一起出

發去歐洲的俄羅斯。他們經過了沙馬拉，沙拉多，賓沙，俄洛尼許，庫斯克，和基輔。 

 

在那裏，蘇洛玖便和他們分手，回自己故鄕去了。保羅和蘇拉繼續前行，到莫吉

流省去，他們終於到了沙士諾夫卡。在那裏，他們詢問狄霍米羅家還有些甚麼人，就

找到兩個叔叔、嬸嬸，和一些遠房的親戚，他們都仍然活着。他們見到保羅和蘇拉，

由遙遠的東方回來，都感到很驚訝。過去他們也曾聽說，保羅和蘇拉的父母，已死在

途中。今回難得再次重逢，於是就很熱烈地接待他們。但是他們發現這兩個年輕的親

戚，都變成了傳福音的使者，不肯和他們一同喝酒慶祝。 

 

「爲甚麼呢？」有一個村民問他們。 

 

「我們不也是基督徒嗎？喝一點點酒又有甚麼關係？」 

 

這樣的問題往往引起爭論，於是他們就不得不讀神的話語給他們聽。保羅將自己

得救的經過，說給大家聽的時候，他們都很受感動。差不多每一天晚上，沙士諾夫卡

的人，都來到他們那裏，聽神的話語，因爲希臘東正敎在敎義上有很多錯誤的地方，

所以很多人因着所傳的福音都得着釋放，而且眞正重生得救了。 

 

 

十 受逼迫 
 

希臘東正敎在當地，擁有相當强大的勢力，他們控制一般人的信仰。那些神父們

見事情的發生就煽動地區的警察，控吿保羅在傳異敎，企圖破壞希臘東正敎的信仰，

如果政府當局不想辦法制止，東正敎將被這個異敎所取代了。 

 

一天晚上，警察來到保羅居住的地方，將他解到當地的警察局去。經過審訊之後，

他便被扣上一個誘惑民衆的罪狀，等候審判。保羅便被帶到拘留所裏去。 

 

蘇拉很爲她弟弟難過，她不得不回到西伯利亞去，臨走之前，又不能和保羅見面，

過了幾天，保羅寫信給蘇拉： 

 

「我親愛的姐姐蘇拉： 

 

請你不要爲我傷心，我很高興能進到監獄裏，並不是因爲當賊和强盗，乃是爲耶

穌基督而受苦。在監獄裏他們准許我向囚犯們傳福音，所以有很多人都信了主。你只

要多爲我禱吿，請代我問候姐夫及兩個外甥。」一年過去了，保羅還沒有被裁決，他

一連換了兩個監獄，每到一處地方，就向那裏的囚犯們傳福音，有很多人都信了主。

最後保羅被判放逐兩年，因爲在沙士諾夫卡，有一百多人，都不再到他們的神父那裏

去，也不再向畫像敬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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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多久，保羅就被遷送到西伯利亞去。他高興地通知他的姐姐和姐夫，火車甚

麼時候到達，會經過離他們家最近的那個車站。他們只能在囚犯車廂外與他見面。相

會那一日蘇拉哭着見到她的弟弟，但是保羅卻是微笑着望着她，表示他很高興能爲基

督受苦。 

 

又過了兩年，保羅到處爲主作見證，傳福音。在這兩年當中，他也不斷地和蘇拉

及蘇洛玖通信。蘇洛玫說，他回到家鄕去之後，有些基督徒來迎接他，邀他和他們一

起工作。他的母親仍然健在，她很高興見到她的兒子回來，因爲神聽了她的禱吿，拯

救了他，現在他變成一個誠實可靠的基督徒了。她和兒子生活得非常快樂。 

 

兩年放逐時期完了，保羅又回到他姐姐那裏去，決定一生要做傳道的工作。他不

想結婚，免負家庭的擔子，而要專心一致去救人的靈魂，他就在蘇拉所居住的地方召

會工作，也去西伯利亞其他市鎭傳道，但是他一直和他的姐姐、姐夫住在一起。蘇拉

也時常陪着她的弟弟一起出去，幫助他做那收割莊稼的工作。各地召會，都大大地興

旺起來，從被殺的基督徒身上所取來的聖經，保羅一直保存着，他在第一頁上面還寫

着這樣的幾行字： 

 

「請你原諒我，我親愛的弟兄，我害了你，因爲我那時候也在罪中死了。主已經

赦免了我，使我在新生命中長大。你的死不只是帶領了我，而且還帶領了很多罪人進

入永生。你這本新約聖經，溶化了我的心，如同活水泉源，解了我的乾渴，繼續不斷

地滿溢湧流，濟助失喪的靈魂。爲了這個我感謝你又讚美我的神。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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