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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裡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治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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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病症。36 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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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 37 於是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 38
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太9: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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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叫了十二個門徒來，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並醫治各樣的

病症。(太10:1)

照主的榜樣去行(太9:35)
1.走遍各城各鄉
耶穌是怎麼去行的？祂是走遍各城各鄉，無論是城市或鄉野，無論
是比較文明或比較落後的地方，祂都走遍了。每個人領受的任務和服事

 本期內容 
董事長的話
 跟隨祂的腳蹤行

CM I 消息
 聖誕平安

莫忘神州

範圍不一樣，神不一定叫每個人都走遍各地，但是我們要在神量給我們

 在盼望中做工

的範圍內，殷勤地走遍。

 舉起禱告的手

2.教導：在會堂裡教訓人

基督教與中國

耶穌去這些地方都做什麼事呢？祂教導、佈道、關懷。耶穌進入會
堂內去教導那些已經信上帝的猶太人；耶穌也走出會堂，到各處去宣講
天國的福音；無論是在會堂或在各城各鄉，耶穌除了教導與佈道，祂還
醫治人各樣的病症，給予具體的關懷。因此我們在各地服事時也須要效
法耶穌去教導、佈道和關懷。

 十大股耶穌家庭蒙恩記 (十一)
 財務報告

過去本會較多參與的事工是在教導方面，

在這段經文中有兩幅畫面呈現在我們面前：

花時間和精力培訓中國大陸家庭教會的同工

一幅與動物有關，耶穌說「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

和肢體。但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大使命不只是要

沒有牧人一般」，耶穌憐恤群羊，因他們沒有牧者

「去」而已，還要把耶穌所吩咐的都「教訓他們

而困苦流離；另一幅則與植物有關，耶穌說「要收

遵守」。真正的教導是在教導之後，人們會遵守

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耶穌憐恤人們的靈魂如

所領受教導，進而帶來生命的改變，能帶來改變

已經成熟的莊稼卻無人收割。

才算教育成功。我們的培訓服事就是在進行這
種改變的工作，讓受教導的人，其傳統的文化、
價值觀和言行能在耶穌基督的真理裡被更新。

3.佈道：宣講天國的福音

在大陸有不少信徒是受傷的，扭曲的，糊塗
的，吃不飽的，被異端擄走的，為什麼在大陸有那
麼多的信徒甚至傳道人會被異端拉跑了？是因為
羊沒有受過足夠的餵養和教導。異端大多是有公

雖然中國大陸有數千萬以上的基督徒，但

式的，例如統一教，攝理教，東方閃電，都把救恩

是以十四億的總人口數而言，未信主的人口比例

分三段，第一段舊約，第二段新約，第三段則是他

仍然是很高的，我們當然需要向他們傳講福音、

們自己的一套說辭。例如：文鮮明稱第三段是成

進行佈道；而自稱是基督徒的人當中，糊裡糊塗

約，聲稱自己是再來的基督；東方閃電則說舊約是

的也不少，因此嚴格來說，也需要對他們繼續佈

律法時期，新約是恩典時期，現在是國度時期，基

道，使他們確實重生得救，明白真道，並活出真

督已經再來，就在中國。而這些異端都以神秘的方

道。

式宣稱基督的再來。為什麼有那麼多人被迷惑？
甚至傳道人也被迷惑？就是因為沒有受到足夠紮

4.關懷：醫治各樣的病症
耶穌對群眾的關懷，做最多的就是醫病，馬
上解除人切身的痛苦。雖然現代醫療已經很進
步，但是人們身心和生活上其實有許多比古代
更嚴重的痛苦，迫切需要關懷。關懷是信仰的實
踐，按不同情況，在不同地區，本會有一些不同
的關懷事工，雖然外在的環境看起來很不得時，
很不方便做，但求神讓我們隨時預備做「好撒瑪

實的訓練和裝備。因此，我們的培訓事工是很重要
的，再怎麼困難仍要持續進行。
羊困苦流離是會被野獸吃掉的，這些迷惑人
的異端就是野獸。耶穌讓我們看到羊困苦流離，看
見受傷的、迷失的、疲乏的、快被吞吃的，看見他
們的可憐，看見他們的需要，我們生發如耶穌一樣
的憐憫之心，才會有像耶穌那樣的殷勤行動。

利亞人」，存著憐憫的心，照著神的感動，並且

另一個畫面是與植物有關，莊稼已經成熟卻

學習靈巧像蛇，神仍然會帶領我們突破困境，繼

沒有人手收割，莊稼成熟的時候是要搶收的，過

續關懷中國大陸眾弟兄姐妹和教會，以及關懷那

時就不好了，我小時候曾親眼看見稻子成熟，還來

些神讓我們遇到的民眾。

不及收割完，經過午後一場陣雨，稻子就趴倒在
地上，浸在水中，雨水過後太陽一曬，稻子就發芽

用主的眼光去看(太9:36-37)
耶穌為何這麼殷勤的做？其背後的動力是
什麼呢？我們若有主耶穌的眼光，就能有耶穌一
樣的動力做到底。

2

雙月刊 148期 (2021．11-12)

中國與福音

了，農夫幾個月辛苦的心血就泡湯了。在大陸的新
疆有很多棉花田，採收時節，從河南、安徽各地的
農民工紛紛湧入搶收棉花，因為逾時不收，棉花的
品質就會變差，連帶也會影響價格變差。

因此耶穌透過這兩幅圖畫，教導我
們從主的眼光看世人的需要，持續有憐
憫的心腸，才會有熱切的心，殷勤的腳。

聖誕平安

照主的心意去求(太9:38)
我 們 現 在 要 做 什 麼呢？耶 穌 教 導

「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
的莊稼。」面對禾場的需要，我們不是要

編輯室

趕快跑出去，而是要先「求」，「求」就是
禱告，我們要禱告祈求莊稼的主打發工
人出去收割莊稼。這是本會一直以來的

猶

目標，我們期盼有更多的宣教士加入中

毒席捲全球，人類生活陷入危機，社會氛圍集

國大陸的服事。即使因著疫情和外在各

中在關注疫情及防疫措施，「疫」也是去年中

樣的環境看起來很不得時，很不方便，但

國大陸選出的國際年度漢字，期許人們共同抗

我們仍然要「求」，要恆切禱告，神就會

疫，恢復安居。時至今日，2021年仍擺脫不了疫

打發合適的工人加入我們，一起去收祂

情威脅，新冠病毒始終未徹底清除，反而一再

的莊稼。

變異，人類依舊籠罩在疫情威脅下。

記得臺灣去年票選2020年的年度代表漢
字，「疫」獲得壓倒性票數，反映新冠病

臺灣去年是防疫模範生，沒想到在今年五

靠主的權柄去傳(太10:1)
「耶穌叫了十二個門徒來，給他們權

月出現破口，本土病例大增，全民生活大變動。
目前疫情控制穩定。12月18日將進行「重啟核

柄，能趕逐污鬼，並醫治各樣的病症。」

四」、「反萊豬進口」、「公投綁大選」、「珍愛

當我們先求主打發工人之後，神就會差

藻礁」等四大公投案，人們用投票向政府表達

派工人出去。而主的工人由神差派，就由

意願訴求，正反方都有擁護者，掀起社會紛擾，

神負責和供應。作為主工人，我們只要忠

對政策感到不安，挑戰政府決策的支持度。

心盡責，這是做主聖工最重要的觀念。

2021年已進入尾聲，中國大陸對宗教活動

不是我們要做什麼，請求神幫幫忙；而是

的管控越來越嚴厲，近幾年高舉弘揚中國傳統

求問神，了解祂要做什麼，我們就趕快去

文化，不過洋節，抵制聖誕節，抵制商業化的娛

配合。

樂慶祝和宗教活動，但抵制不了人們對平安的

本會能繼續服事，是因神的心意，
神的打發，神的差派，神的扶持，也因為
神賜下權柄，使我們有足夠的能力，才得
以繼續前行，完成神的計畫。願關心本
會的所有讀者藉著禱告與我們在靈裡同
工，我們將一起看見祂要成就何等奇妙

渴望。聖誕節本就不是狂歡享樂節慶，聖誕節
象徵著平安，耶穌降生的那個夜晚被稱為「平
安夜」，祂要給人真平安，不是世界所能給的。
聖誕平安就是始於黑暗，處在極度不平安的黑
暗中，我們正需要屬天而來的平安。

願聖誕平安歸於您！

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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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人都經歷了嚴重不等的難處，但是我非

全球有3.8%的人口罹患憂鬱症∕抑鬱症，大約有三億

常感謝弟兄姐妹在這段困難期間仍為我和我的事奉

人；令人難過的是，罹患重度憂鬱症的人往往有輕生

代禱，也紀念我的需要。願神保守、看顧您和您的家

的傾向。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全球每年大約有逾七十

人。

萬人輕生，特別是15-29歲的年輕族群，而這個比例
過去有些在中國大陸的教會很強調信徒要參加

聚會的重要性，但是忽略了教導信徒個人要建立與神
親密的關係，也忽略了教導信徒如何好好經營自己的

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後大為提升，因為許多人的生計
受到疫情影響，生活陷入困頓，然而疫情仍舊沒完沒
了，許多人看不到希望。

婚姻和家庭。疫情限制了人們的自由活動空間，待在

雖然面對艱困的生活環境，但信主的人數有明顯

家庭的時間變長，往好的方面來看，可以有更多時間

增加的跡象，他們身心是帶著問題來到教會渴望得到

讀經禱告，親近神，以及陪伴家人；不過隨著疫情始

主的恩典，由於這大部分人曾經遭受創傷和喪失，教

終未消散，生活壓力漸增，家庭衝突明顯有升溫的趨

會的牧者知道關懷輔導的重要，但多數教會的牧者

勢。因為疫情，造成許多人失去健康，有些人失去親

不知如何牧養他們，因此，有一群教會的牧者請我培

人，有些人失業，有些人失婚，有些人失學，在經歷

訓他們如何去關懷、輔導因為焦慮或憂鬱成疾的人。

一連串的喪失之後，人還能有什麼盼望呢？

教牧輔導是教會事工發展中不可忽視的，幫助信徒朝
基督的樣式成長，擺脫舊人的轄制，成為新造的人。

得救是在乎盼望
這一年多來，我們沒有停止聚會，沒有停止事
奉，我持續在教導、輔導宣教禾場上的羊，培育了幾
批教會同工關於教牧輔導、創傷與哀傷輔導，以及舉

求神持續賜給我屬靈的洞察力、分辨力和判斷力，讓
我在輔導和教導的事奉上，使我服事的對象得到幫
助。求神引導我，讓我準備的課程內容能切合我所培
訓的教會同工之需要。

辦如何幫助網路成癮及情緒障礙的兒少之課程。許
多信徒在他們的人生低谷中遇見了復活主，見證了
「人的盡頭，就是神的起頭」，生命獲得更新，在絕
處中因基督而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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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奉中倚靠主
近來接受我培訓的學員中，除了牧長同工之外，
也有些是自身過去曾經被診斷為罹患焦慮症、抑鬱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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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躁鬱症的人，他們尋求主的恩典，信主以後經歷聖

求主指引我的腳步

靈的醫治，身心症狀減輕許多，進而很熱心參與傳福
音和關懷的事奉，想要將他們自己得醫治的經歷分享
給其他也有情緒障礙的人。雖然他們想要分享主恩
去幫助有需要的人，但他們自身的情緒仍然會起起伏
伏，有時波動很大，有時行為反應會讓人招架不住，
並不太穩定；其中有些人過去曾經交鬼，信主以後，
如果與神的關係疏離了，邪靈還是會再攪擾他們。所
以，在服事他們時，除了專業技巧，我亦要面對極大
的屬靈爭戰。當我和我的學員要服事那些曾經交鬼、
且有精神疾病診斷的人時，求主差遣天使天軍來保

因為疫情限制了我和團隊同工的旅行規劃，也因
為宣教地的政府對進行宗教活動的管控越來越嚴峻，
在未知的將來，在往後要如何繼續服事宣教禾場的群
羊，以何種方式向宣教禾場宣揚福音，求神為我和我
的團隊指引方向，求神繼續為我們開傳道的門。現階
段我們將持續做我們能做得到的，就是「各人要照

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彼前4:10)因為「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華指

引他的腳步。」(箴16:9)
求神加添我身心靈的力量，特別是在忙碌的事

護、看顧我們，使我們的身心靈不至於受到惡者的攻

奉中，能夠保有從神來的平靜安穩的心，天天靠主得

擊。

力。
此外，有不少受輔導者有精神疾病的診斷，有些
有自殺的念頭和企圖，有一位學員所輔導的對象竟然

雖然整個世界動盪不安，但是全能的神仍然掌管

前一陣子輕生了，讓我和我的學員十分難過。所以，

萬有，因祂是創造天地萬物的主宰，求神藉著祂的話

除了授課以外，我還要花許多時間來個別輔導他們，

來幫助我們，讓我們在失望、沮喪、不安的景況中，

相互支持，以免落入承受不了的低潮。

仍有盼望。

雖然我過去已經在心裡諮詢中心輔導了許多個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將諸般的喜樂、

案，也在不同教會培訓了許多牧者，但疫情限制了實

平安充滿你們的心，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

體的互動機會，學員缺乏實際的輔導技巧訓練。求神

有盼望。(羅15:13)

的靈引導我的學員，讓他們能掌握所學，而且能為他
們所關顧的對象提供有效的幫助，讓他們也能得人如
得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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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起禱告的手

守望者

了更多瞭解中國大陸的現況，並且更好的為中

為

人更是無法出門；水箱無電可以抽水；醫院因停電以

國大陸代禱守望，因此筆者對中國大陸的現狀

致手術中斷，必須等待發電設備的啟動或電力恢復再

進行觀察，並從神的眼光來看待正在發生的事，以期

繼續進行，有些醫療器具因缺電無法運作，發電設備

能超越屬地的現況而有屬天的盼望來為中國守望。

不敷使用；電動車充不了電而半路拋錨；商家的冷凍

對中國大陸的政體而言，「十月」應該是光輝
的。但現實的狀態是在十月發生許多對民生影響甚
巨的事件，致使這光輝的十月蒙上難以驅離的陰霾，
對當局的領導人而言，是治理國政上極大的挑戰。以
下簡短分享，以祈瞭解，同心禱告。

櫃產品因缺電而導致冷凍食品大量毀損；手機無法
充電而致使無法與外界聯絡和使用不便；停電以致各
種電子支付無法運作，甚至無法提款；工廠因缺電停
止生產工作，造成各項產業鏈的中斷……，這些情況
不只影響企業的發展，阻斷商品供應鏈，更直接影響
百姓日常生活的生存所需，對於民生所造成的影響巨

限電影響
中國大陸的限電政策對各省城市的居民和各企

大。

洪澇災害

業商家的影響巨大。東北和北方區域，十月已進入冬
山西、陝西水患，造成許多人失去家園，官方報

季，氣溫低至零下，因煤炭短缺和限電措施而無法取
暖；電梯無法正常運作，高樓工作的上班族上下班不
方便，居住高樓的住戶進出也不方便，傷殘人士和老

導的受災人數已超過數百萬，時序進入冬季，氣溫寒
冷，再加上能源短缺和限電措施，災民生活更加不
易。
冬季奧運即將到來，前一陣子因自駕遊旅行
團所引發的新冠病毒感染卻在北京11個區，南北

12省擴散開來。隨之而來必有的封區和大規模檢
測外，菜價和民生物資等也開始上漲，許多百姓
感到身心俱疲。這一波疫情除了再次影響民生，
更挑戰著執政者的處理智慧和政治局勢的穩定；
同時也對即將來臨的冬季奧運帶來影響和衝擊。

牧養之需
煤價高漲，東北限電，在用電高峰時段部分「拉閘限電」
(是指在電力系統中拉開供電線路斷路器，強行停止供電的
措施)，東三省民生用電受到影響。
圖片來源：https://www.hk01.com/即時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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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政策和疫情影響，許多教會已無法實體聚會，
許多信徒失去聚會和牧養，目前已出現「網路流亡信
徒」的情況。這些無法聚會、無法被牧養的信徒，他
們因網站受監控被查封關閉而輾轉於不同的網站，他

♥♥♥♥♥♥♥♥♥♥♥♥♥♥♥♥♥♥♥♥♥♥♥♥♥♥♥♥♥♥♥♥♥♥♥♥♥♥♥♥♥♥♥♥♥♥♥♥♥♥♥♥♥♥♥♥♥♥♥

們極度的渴慕被真理餵養。然而，即使在如此艱困的
環境中，仍然有許多信徒雖受逼迫仍繼續堅持信仰，

3.「但願人因耶和華的慈愛和祂向人所行的奇事
都稱讚祂。因祂打破了銅門，砍斷了鐵栓。」(詩篇

繼續抓住機會接受裝備造就，繼續分享福音，信心增

107:15-16)

長，屬靈生命也越發成熟。

為著神在中國大陸教會和信徒生命中所行的奇事讚
美神！感謝神，祂在艱難中親自堅固祂百姓的信心！

♥♥♥♥ 我們要迫切的代禱 ♥♥♥♥

1.「王的心在耶和華的手中好像壟溝的水隨意流
轉。」(箴言21:1)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
善。祂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
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彌迦書6:8)

讚美感謝神透過各樣的天災人禍正在震動中國，使那
會被震動的可以被神挪去，以致神那不被震動的國得
以長存！我們同心禱告所有攔阻神國建造和擴展的阻
礙被神打破和砍斷；所有攔阻神的道進入的銅門鐵栓
都要被打破和砍斷，使中國可以敞開門來迎接榮耀的
君王耶穌進入！

我們相信至高的神在人的國中掌權，憑自己的旨意立
人治國。因此，懇求神的靈動工運行在各級領導和決

當筆者在為以上的每個事件和情況禱告和思考

策者的心中，感動他們行公義，好憐憫，不是按照政

出路時，神給筆者以上的各處經文，透過祂亙古常新

治的利益和意識形態來制定方針，而是能按照神的公

的話語回應我的尋求。即使暫時看不到明顯的現實上

義、憐憫和對百姓民生的益處而制定政策和決策。

的變化，但在神的話語和信心眼光中，我們看見盼望
和出路，以致我們的心可以喜樂而不致為這些難解的

2 .「耶和華在天上立定寶座，祂的權柄統管萬
有。」(詩篇103:19)

境遇難題陷入憂愁絕望。如果，目前暫時寄居在相對
自由舒適的地區的主內肢體，在聽聞中國當地的情況

神統管萬有，神也調度萬有，懇求神調度統管中國大

都尚且有憂愁絕望感，那麼，對身處於其中的中國百

陸的民生所需，特別是能源原料的供應，感動領導者

姓而言，那痛苦憂愁絕望感會是多麼深切！他們需要

按照民生所需去制定能源政策。

神的話語真實的臨到，以致他們可以得安慰和鼓舞，
懇求神的聖靈將祂的話感動在屬祂的百姓
中，懇求神透過各種遠距教學，影音錄像和
線上聚會，繼續供應當地教會和信徒的屬
靈需要。
有許多人在新冠疫情後工作受影響；
也有人因受美國貿易制裁而工作受牽連；
如今更多人因限電措施而飯碗不保；許多
務農的人因受極端氣候因素影響，無論是
水災，雹災，霜災或雪災，幾乎致使他們
毫無收成，生活失去所依，這些困境即使
是教會和信徒也深陷其中。懇求耶和華以
勒的神仍以恩典憐憫為念，供應百姓生活

山西洪水衝垮大橋，鐵軌懸空。
圖片來源：https://www.163.com/dy/article/
GLNFE5G5051492LM.html (新華社)

所需，也興起有餘的教會和信徒去幫補，伸援有需
要的教會和弟兄姐妹得以度過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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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股耶穌家庭

蒙恩 記

(十一)

李金德
編按：本文節錄自《十大股耶穌家庭蒙恩記》
，這是內蒙古自治區河套地區五原縣的十大
股耶穌家庭的故事，作者表明他寫作目的是通過記載一個中國教會所走過的歷史蹤
跡，見證神在中國教會中的奇妙作為。耶穌家庭是中國本色化教會的代表之一，一
群基督徒效法使徒行傳中初代教會的模式，他們活出屬神兒女的生命，捨己有愛，
互相扶持，殷勤勞動，是在動盪的大時代下真正實踐「共產」的精神。文中所記述的
小人物，很多是名不見經傳，歷經各種時局的逼迫，卻展現不平凡的生命，他們的故
事值得被紀念。
隨著二十世紀中國政權轉變，行政區域劃分也隨之變遷，十大股耶穌家庭所在的五
原縣，在中華民國成立後屬綏遠省轄境，中共建政後廢綏遠省、將之劃歸內蒙古自
治區，五原縣隸屬內蒙古自治區巴彥淖爾盟。作者隨著記述的年代演進，地名略有不
同，配合當年行政區域的正式名稱。

上

期提到，在1950年頒布的《土地改革法》是劃

定農村階級成分的法律依據。但是十大股耶

穌家庭所在的五原縣土地改革工作團的做法，卻完全
違背了《土地改革法》。五原縣土地改革工作團粗暴
地按「惡霸地主」之名，對十大股耶穌家庭實行了鬥
爭、清算，並剝奪了其一半以上的土地、財產，給十
大股耶穌家庭前任家長朱邦仁扣上「惡霸地主份子」
的帽子，槍殺了清白無辜的副家長潘懿清，並且，宣
佈其他全體耶穌家庭的人「暫不劃定階級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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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任家長朱邦仁被扣上「惡霸地主」
五原縣土地改革工作團把朱邦仁扣上「惡霸地
主」。朱邦仁是山東省高密縣朱家沙窩村人，在他的
兒童時代，父母離異，他隨母親生活，母親是一位小
學教師，含辛茹苦地把他撫養成人，成為山東齊魯大
學畢業、留學日本的醫學博士。朱邦仁曾應聘擔任宋
美齡的家庭醫生，1935年辭職後，進入耶穌家庭，走
撇棄破產、吃苦捨己的道路。1937年開始先後在山西
省侯馬、甘肅省天水創建耶穌家庭。1942年奉調來到

十大股耶穌家庭擔任第四任家長。他放棄了一切屬

前任家長朱邦仁扣上惡霸地主之名、把清白無辜的副

世的名利富貴，生活在勞苦大眾的最低層，吃粗，穿

家長潘懿清槍殺，對待208名十大股耶穌家庭的貧苦

破，與耶穌家庭的難民出身的勞苦大眾同吃同住同勞

勞動農民，則不給予劃定階級成分，決定給予「暫不

動，一起奮力開拓，創造未來。同時應傅作義將軍的

劃定階級成分」的待遇。在這個問題上，五原縣土改

請求，為發展綏遠地區的醫療衛生事業出力不少。在

工作團犯了以下幾大錯誤。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之際，他響應新政府抗美援朝
的號召，挺身而出，擔任了中國耶穌家庭志願赴朝醫
療隊大隊長，率領六十人的醫療隊奔赴朝鮮戰場。

1951年千里治淮工地上，正缺醫少藥。當時耶穌
家庭志願赴朝醫療大隊，正在北京集訓，等候開赴朝

第一，越 權 篡 改《中華 人 民 共 和國土 地 改 革
法》。查1950年中央頒布的《土地改革法》內，沒有
「暫不劃定階級成分」這項條款。一個縣的土改工作
團怎能有權對國家法律任意修定篡改呢？這不是明
目張膽的違法行為嗎？

鮮前線。衛生部李德全部長考慮再三，最後決定改
派這一支由基督徒組成的醫療大隊，立即開往治淮
工程前線，以應急需。李部長親臨這支醫療隊的集訓
地——中國紅十字會，召集全隊醫護人員發表動員講
話。她說：「淮河是中國水患最多的一條大河，幾乎
年年氾濫成災。新中國成立，人民當家作主人，使沿
淮勞動人民政治上得解放。毛主席號召『一定要把淮

第二，明知故犯的失職行為。在土改運動中，依
法為農村居民劃定階級成分，是土改工作團責無旁
貸的基本任務。五原縣土改工作團故意把十大股耶
穌家庭的73戶208個貧苦勞動農民掛起來，拒絕為他
們劃定名副其實的階級成分，是一種故意不作為，是
蓄意扼殺73戶208個貧苦勞動農民政治生命的犯罪行
為。

河修好』根除淮河水患，可以讓沿淮勞動人民經濟上
得翻身。現在十幾萬勞動大軍，戰鬥在治淮工地上，

第三，違反程序，顛倒黑白。根據《土地改革

面臨缺醫少藥的困難，你們到治淮前線救死扶傷，就

法》的規定，在土改運動中，首先第一步應當在調查

是雪中送炭，這跟抗美援朝同樣重要，同樣光榮。」

研究的基礎上，為所有的農村人口劃定階級成分，下

最後她還語重心長地說：「你們是神的兒女，一定要

一步再對已經明確定為地主、富農的戶，進行鬥爭清

謹記主耶穌的教誨，不求名利，發光作鹽！」這支醫

算，把地主、富農多餘的土地分給無地少地的貧農。

療隊一直活躍在治淮工程前線，直到1954年第一期

五原縣土改工作團卻反其道而行之，他們不分青紅皂

治淮工程竣工。這時候朝鮮停戰已經過去一年多了。

白，先把耶穌家庭當惡霸地主查剿了、批鬥了，把十
大股耶穌家庭的土地財產分光了，把副家長潘懿清當

將錯就錯的蠻橫手段
五原縣土改工作團對待十大股耶穌家庭，除了把

作「替罪羊」處死了。過了一年到了第二年土改工作
團，第二次進駐十大股耶穌家庭，才想起來要劃定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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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成分，分清敵我友。違反程序，亂了章程，造成顛

訊，結果一無所獲。足以證明耶穌家庭是清白無辜

倒黑白的後果，就不足為怪了。

的，十大股耶穌家庭成員是愛國守法的貧苦農民。

第四，弄虛作假，欺上瞞下。五原縣土改工作團
匆匆忙忙抓住十大股耶穌家庭，當作惡霸地主鬥了個
夠，分了個光，把人殺了個痛快之後，才想起來還要
為耶穌家庭二百多位成員劃定階級成分。翻開《中華
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一對照，才發現這一群抗日
戰爭中的難民，年年吃粗穿破，面朝黃土背朝天，天
天辛勤勞動的貧苦人，不但夠不上地主、富農，連中
農也夠不上，最高劃個貧農成分。再說，十大股耶穌
家庭是個抗日愛國的基督教團體，卻按「惡霸地主」
來打擊毀滅之，實在違反了《共同綱領》。可是五

歉，給予恢復名譽。可是土改工作團不但不「有錯必
糾」，而是我行我素，變本加厲，一意孤行，接著召
開千人鬥爭大會，對耶穌家庭按「惡霸地主」進行殘
酷鬥爭，無情打擊。批鬥大會上仍然喊出「打倒耶穌
家庭，解放二臺灣」的口號。可見在錯誤的大搜查、
大審訊之後，土改工作團仍然明知故犯，頑固地把耶
穌家庭當作「二臺灣」進行批鬥。

埋下日後的苦難浩劫

原縣土改工作團已經查剿了，批鬥了，瓜分了，鎮壓

千人批鬥大 會 之後，土改工作團一不做二不

了，生米做成熟飯了。或許，五原縣土改工作團會引

休，把整個耶穌家庭當作惡霸地主，「打土豪，分田

用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在牧區實行不鬥、不分、

地」，把一半土地、牲畜、財產沒收、瓜分了。土改

不劃階級的「三不」政策，為自己的「暫不劃定階級

工作團對十大股耶穌家庭進行徹底查剿之後，才想

成分」找藉口，因為內蒙古對牧區的「三不」政策，

起要為這裡的73戶208人劃定階級成分。土改工作團

穩定了牧區的生產秩序，維護了牧區安定團結，受到

手裡也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也明明知

中央的肯定和贊許。但是內蒙古牧區的「三不」與五

道這群人既不是地主富農，連中農也夠不上，只符合

原縣對十大股耶穌家庭的「暫不」卻是有天壤之別，

貧農成分。土改工作團既不敢明目張膽地把這些貧

不能相提並論。因為牧區的「三不」是以不鬥不分為

苦農民打成「地主、富農」，又不甘心還給他們「貧

前提，五原縣的「暫不」卻是先鬥了，先分了，先人

農」成分的本來面貌，於是挖空心思想出了「暫不劃

頭落地了，最後，玩弄花招，出臺一個「暫不」劃定

定階級成分」這一高招，把十大股耶穌家庭這二百多

階級成分，用以玩弄法律，欺上瞞下。

位貧苦勞動農民「掛起來」了。

第五，玩弄權術，欺壓貧苦農民。以「十大股耶
穌家庭有電臺，有槍炮，有鴉片」、「十大股耶穌家
庭是二臺灣」等惡毒謠言為依據，出動軍隊，對其進
行包圍、封鎖、查剿，長達半月之久的大搜查、大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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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不劃定階級成分」高就高在這個「暫」字
上。
「暫不劃定階級成分」，它是一個騙術，可以哄

騙上級，規避法律的審查。
「暫不劃定階級成分」，它是一劑「麻醉藥」，讓

羅馬書13章1節的教導「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

他」。

73戶208貧苦勞動農民被蒙騙在「暫」字中，他們等

十大股耶穌家庭的歷史上，遭遇到兩次患難和危

待著、盼望著，幻想將來政府會公平執法，給一個合

險：一次是1939年為救助抗日軍隊的傷兵，受到日本

理的階級成分，但這一等，就等到了六十年代的文化

兵和蒙古漢奸隊的搜查、審訊，日本兵的刺刀指在家

大革命，等來了更大的災難。

長李登峰和段偉德的胸膛上。這是為了抗日愛國，他

「暫不劃定階級成分」，它是殺人不見血的軟刀
子，在實質上已經把這73戶208個貧苦農民按地主、
富農打入另冊，但這些貧苦農民根本完全不是地主、

們無怨無悔。另一次患難和危險是1951年無緣無故
地受到解放軍的包圍、封鎖、搜查、審訊。這次卻是
一場不白之冤，讓人百思不得其解，實在想不通。

富農。從1951年減租、土改到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

十大股耶穌家庭的歷史上，遭遇到兩次大饑荒：

全會召開，1980年落實政策之前，十大股村的人一直

一次是1945年，靠吃苦菜、土豆艱難的度過。這是在

被當作專政物件。

創業中遇到的困難，人們意志堅，心勁足，不知不覺

「暫不劃定階級成分」，它是一顆定時炸彈。從

1952年土改工作團埋下這顆定時炸彈，到1966年文
化大革命開始，「暫不劃定階級成分」這顆定時炸彈
爆炸了，它把十大股耶穌家庭的基督徒陷入更大災難
中，這個村成了十年浩劫中全國最重的重災區。

就奇蹟般地勝過了。另一次大饑荒是1951年至1953
年，連續三年的大饑荒，人們把苦菜、樹葉都吃光
了。這次卻是一場冤假錯案，人們心裡受到的創傷
比忍饑受餓還要難以承受，感謝神的保佑，人們咬緊
牙關，勒緊褲帶，靠著神的安慰、鼓勵，竟然挺過來
了。

五原縣土改工作團如此仇視、如此殘酷地迫害
十大股耶穌家庭的全體貧苦勞動農民，究其最根本
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篤信耶穌，因而故意迫害他
們、欺壓他們，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他們這樣做，
完全是出於對耶穌基督的刻骨仇恨。然而惡待信耶

1953年，五原縣人民政府宣布：取消耶穌家庭名
號，將十大股耶穌家庭更名為十大股基督教會。十大
股耶穌家庭從1934年成立到1953年結束，經歷了20
年的風雨。

(待續)

穌的人、迫害他們，這是公然違了共產黨政權所訂立
的《共同綱領》和《土地改革法》。十大股耶穌家庭
被新政權無情地解散了。然而，耶穌家庭對國家政權
的態度卻是無可指責的，他們始終不渝地遵行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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