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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与我同在（2） 

真神大能分开红海 

 

周慧贤牧师见证 

 

从西贡到广西省的东兴镇 

 我姐姐在解放后不久就结婚，姐夫也一直在想办法偷渡离开越南，但是坐船偷渡去泰

国或马来西亚的费用太高了，他付不起。当他知道我的舅舅鼓励我回到广州去，他就想到

一个主意：他打算从西贡坐火车到北方的河内市（北越的首都），然后在河内想办法越过

中越边界进入中国。一张从西贡到河内的火车票很便宜，另外我姐夫认识一些在越南北方

的贫穷的华侨，他们常常越过边界去中国买东西带回越南，他们很熟悉那一带的路途。姐

夫知道只要付一笔钱给他们，他们就可以带我们过去中国。姐夫计划用这个办法偷渡离开

越南，因为这个办法的费用非常便宜。 

 

我去询问父亲的意见，他也很赞成我跟随姐姐和姐夫用这个办法偷渡离开越南。我家

虽然贫穷，但父亲还是储蓄了一点钱，他把偷渡的费用如数交给我，他还带我去买了一些

衣服和背囊。我把母亲的骨灰装在数层塑料袋中，再用衣服包裹好，放在背囊里面。1978 

年 2 月初，农历春节的大年初二凌晨一点钟，我在家里吃过了开年饭，大哥就用摩托车

送我去火车站，父亲站在门口目送我离开。我在火车站会合姐姐、姐夫和他们一岁多的儿

子，然后一道坐火车北上。 

 

火车到达河内市后，我们转车从河内去海防市。海防是一个沿海城市，那里有很多华

侨。我们住在姐夫的朋友家里等候，过了几天他的朋友安排好一切，就带着我们乘小船从

海防前往另一个小镇，从那小镇又辗转到了一个在边界附近的小村子，从那里可以走路到

划分中越边界的河流。我们在那里等候了几天。在一天晚上，当河水低潮的时候，姐夫的

两个朋友带我们涉水过河。河水高达我的胸膛，我不会游泳，我应当很害怕，但奇怪的是

我毫不害怕，一股难以言喻的温暖平安充满了我整个心灵，我心里只是想着我终于带着母

亲回国了。 

 

过了河就是中国领土，那是广西省的一个小镇，名叫“东兴”。带路的两位朋友领我

们到东兴的菜市场坐下，那时候是凌晨三点多钟，市场空无一人。那两位朋友叫我们等到

天亮后，看到有人走过的时候就问人家怎样去公安局。他们说一定要去公安局自首，向公

安说出偷渡的理由，恳求政府准许我们留下来，然后他们就涉水回越南去了。我们坐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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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长板凳上等候，大概五点钟左右市场的工人开始来上班，我们问他们去公安局的方向，

然后就前往公安局自首。 

 

我们到了公安局，就坦诚地说明我们是从越南逃过来的华侨，我们恳求政府收容我

们。当初公安局的人员不肯收留我们，他们一再叫我们回到越南去，我们说回不去了，如

果回去就要坐牢。那些公安人员叫我们坐在一旁等候。当时我在心里盘算，如果他们真的

强迫我们回去越南的话，我就立刻把母亲的骨灰撒在泥土上，即使她不能在广州安葬，但

到底她的骨灰混在她最亲爱的祖国的泥土中，永远不再分开了；然后我就跟那些公安人员

拼了，让他们开枪把我打死。如果我回到越南被抓住，就要坐二、三十年的牢；我还那么

年轻，如果我的一生就这样被毁掉，倒不如现在让他们打死算了，图个痛快。因为我已做

好必死的打算，所以也不害怕担忧。 

  

我们坐下不久，就看见一对夫妇带着一个一岁左右的孩子走进公安局来，从他们的服

装可以看出他们也是从越南南方来的，他们也是来公安局自首，恳求政府收容他们。公安

局人员叫他们和我们坐在一起等候。不多久，第三批人来了，跟着一群又一群，一批接一

批的人陆续来到，有些是越南南方的华侨，但大部分却是来自北方的华侨。大概中午的时

候，整个公安局的大堂都坐满了人。公安局的人员看见这种情况，他们也有点手足无措，

不知道该怎样处理才好。中午过后不久，公安局的人员带我们去附近一家小旅馆，我们都

带着人民币和粮票，我们就在那家旅馆吃饭，然后休息。 

 

第二天，一位从广西省会南宁市派来的吴同志来到旅馆，他要找我们这批华侨谈话。

从越南北方来的华侨都不懂普通话，即使在南方的华侨当中，懂普通话的人也很少，而我

能说普通话，所以吴同志叫我当他的翻译员。他告诉我们今天来的华侨更多了，而且沿着

广西、云南两省和越南的边界线上，每天都有大批的华侨逃过来，一些在北方的渔民华侨

干脆全家大小驾着渔船来到中国沿海的港口，所以北京的中央政府也很注意这件事情的发

展。我听了心中非常高兴，我知道中国政府不会把我们赶回越南去了。 

 

我们暂时住在那家旅馆，我写了一封信给广州的舅舅，告诉他我已带着母亲的骨灰来

到广西的东兴镇。几天后，我收到舅舅的回信，他说他和我表弟会立刻来东兴。过了几个

星期，舅舅和表弟从广州来到，这是我第一次和舅舅见面，他的面孔很像母亲。他看着母

亲的骨灰就差点流出眼泪来：三十多年阔别，本以为能再度团聚，结果却只看到一袋骨灰

而已。 

 

真神领路来到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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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舅舅和表弟就带着母亲的骨灰先走了。临走时他把一张出差证交给我，他吩咐

我用这张出差证去买车票前往广州，他也给了我足够的人民币和全国通用粮票，让我在路

上使用。 

 

每天都有大批大批的越南华侨逃到东兴来，结果华侨的人数达到三万多人，比整个东

兴镇的人口还要多。因为没有足够的地方让我们居住，所以政府把我们迁移到一所学校暂

住。从那些刚到达的华侨口中，我们知道大部分在越南北方从事农业和渔业的华侨都准备

回到中国来，而且中越边界之间有纠纷争执，中国政府正在疏散在边界各城镇的居民，做

好战争的准备，看来战争是一触即发了。姐夫、姐姐和我都认为我们应该离开东兴前往广

州，我们决定让我自己一个人先走，然后过一两天姐夫和姐姐才带着孩子离开。 

 

东兴是一个小地方，广西的火车线达不到东兴。要从东兴去广州的话，路程是非常复

杂。我要先坐长途公共汽车去广西的省会南宁市，然后从南宁乘火车去湖南的衡阳市，在

衡阳转乘从北京南下广州的火车。这是我第一次单独一人远行，我很害怕颤惊，但正是在

这次行程中，我经历了一连串奇妙、难以解释的事情。 

 

我用舅舅带来的出差证买了去南宁的车票，启程时间是早晨六点钟。第二天清早，天

还没亮，学校里其他的人还没起床，我就静悄悄的背着背囊往公车站去。一路上没有见到

一个人，单单这一点已经够奇妙了，因为如果有公安人员在巡逻的话，我就糟糕了，他们

全都认得我的面孔，当他们一看到我背着背囊走进公车站，就一定会查问我，那么不但我

走不了，可能连舅舅都会被牵连在内。但慈爱的真神雅伟又伸出大能的双手把所有的人都

调走了，让我平平安安的进了车站，上了公车。 

 

我上车后，就选了一个靠窗的位子坐下，不一会儿一个大概五十岁左右，样子和举止

都很斯文有礼的叔叔在我旁边的位置上坐下。公车准时在六点钟开出，我望着东兴的街道

逐渐远去消失。我在这小镇里暂住了三个月，我不知道将来我会不会重来（一直到 2014

年的今天，三十六年已过去了，我都没有重回东兴）。 

 

我和邻座的叔叔谈起话来，我忘记了是我还是他先主动开口。他姓“夏”，从甘肃出

差到东兴、南宁、衡阳。我撒了个弥天大谎，我说我是广州人，刚刚中学毕业后不久就来

东兴探望我的亲戚，现在要回广州去。夏叔叔听了，只是微笑点点头。我问他从南宁的公

车站去火车站有多远，怎样买火车票去衡阳等等事情，他告诉我火车票不好买，有些人买

不到火车票就被滞留在火车站很长的时间。我听了就害怕起来，在我的计划中，我从没计

算过这一点。我傻乎乎地以为有了出差证、粮票和人民币就可以通行无阻，我实在太天真

了。夏叔叔就安慰我，叫我不用担心，到了南宁他会用他的出差证替我买火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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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车在下午两、三点左右抵达南宁，夏叔叔带着我去火车站。火车站里人山人海非常

拥挤，夏叔叔叫我站在一个角落里，不要乱走，然后他去车票柜台买票。过了一会儿，夏

叔叔就顺利地买了两张从南宁到衡阳的车票回来。那是一班夜车，晚上七点或八点开出，

我记不清楚了。因为时间还早，夏叔叔带我去一家回民饭店，他请我吃了一顿回民菜的

饭，那时候我才知道他是个回民（回教徒）。饭后我们回去火车站，时间刚好可以上火车

了。夏叔叔很恩慈，他真的像我的亲叔叔一般地照顾我。他知道我喜欢看风景，他就让我

坐在靠窗的位子上来看个够。我们继续天南地北地谈话，我发现夏叔叔的知识很广阔，我

无论说到什么话题，他都明白了解。 

 

夜深了，服务员把车厢的灯关掉，乘客们都陆续入睡。我在离开南宁前的晚上就没睡

好，因为太紧张了，接着一整天地舟车劳顿，到了晚上我已很疲倦，一闭上眼睛就睡着

了。第二天清早醒来，我才发现夏叔叔坐在通道的地板上，他把他的位子让给我，好让我

有两个位子，可以睡得舒服一点。我连连向他又道歉、又感谢，他只是微笑点点头，并没

说什么。 

 

湖南是中国的主要产米地区之一。火车进入湖南省后，车窗外面可以看到大片大片绿

油油的稻田，令人心旷神怡。夏叔叔告诉我快到衡阳了，他说到了衡阳后，他要去另一个

地方，我就要自己买火车票去广州了。我一听就害怕起来，夏叔叔看见我害怕的样子，他

又动了怜悯之心。他安慰我不要害怕，他说到达衡阳后，他就打个电话给他的领导，看看

可不可以把他的行程改一改，先去广州，然后再转回他本来要去的那个地方。 

 

火车到达衡阳车站后，夏叔叔又叫我站在一个角落，不要乱走，然后他去打电话给他

的领导。过了不多时，他满面笑容地回来说可以陪我去广州。他又用他的出差证买了两张

去广州的车票，我们顺利地上了火车。按照时间表，火车将于晚上七点到达广州。我心里

非常感谢夏叔叔对我的照顾，但我却编造了一个大谎言来欺骗他，我觉得很羞愧。火车快

到广州时，我向夏叔叔道歉，我告诉他我骗了他，我不是广州的中学生，我是从越南逃过

来的华侨，我去广州找我的舅舅。夏叔叔又是微笑点点头，然后他说：“我早就知道了，

妳不是在中国长大的，中国的女孩子不像妳这样的！” 

 

我们在广州火车站下车，夏叔叔向我道别，然后他就默默掉头走了。从此以后，我没

有再看见他。这三十多年来，与夏叔叔的短暂的交往一直存留在我脑海里。当我年纪越

大，阅历越多，我就越觉得这段经历非常奇妙和难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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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为什么他愿意这样帮助我？从南宁到衡阳那段路程，他愿意带领我和替我买火

车票，那还可以理解，因为他也是顺路；到达衡阳后，他本来要去另一个地方出差，却为

了我的缘故而临时改变计划；而且他的领导也准许他这样做，那真是不可思议啊！他帮助

我是纯粹出于同情心，完全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世界上会有这么好的人吗？既然他早已

知道我在撒谎，我不是什么广州的中学生，而是一个来路不明的人，他应该把我交给公安

局才对。即使他不忍心这样做，但他应该立刻与我划清界线，不相交往，因为万一我被捕

的话，他和我在一起，那很可能会把他也牵连进去。我没有预订火车票，他用他的出差证

立刻替我买到车票，不用预订，看来他是个地位蛮高的干部。地位越高的人就越要小心，

免得惹上麻烦，所以他应该立刻避开我这种来路不明的人，但是他却大费周章，甚至向领

导请求改变行程，千里迢迢的护送我到广州。这的确是无法理解！我知道这又是真神雅伟

的奇妙作为，但祂使用一个回民（回教徒）来护送我，祂是不是藉此向我传递一个重要的

信息呢？ 

 

夏叔叔离开后，我就拿着舅舅的地址去问人家要乘哪一路公车去，另外一个叔叔告诉

我要乘 14号公车（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是 14号）。不一会，14号公车来了，我就跟着大

家上车。车子离开火车站后，街道上的灯光就逐渐暗淡下来了；不到五分钟，车窗外已经

是一片黑漆漆的。我本来以为一看到舅舅家的街道，就可以下车，但现在我什么都看不

到，那可怎么办？现在是晚上七点多快八点了，如果我迷了路，后果就不堪设想！我越想

越害怕，双手都发抖起来了。忽然仿佛有一个声音对我说：“现在下车。”我就立刻下

车，但下了车之后，周围一片漆黑，的确是伸手不见五指；街道上渺无一人，只有我独自

站在那里发抖。忽然我看见远处有一点微弱的亮光，我就直朝着那点亮光冲过去。当我走

到那亮光前，发现原来是一个房子里的灯光。我也豁出去了，不管好人坏人，先敲门再

说。有人开门出来，又是一位叔叔，他问我找谁，我告诉他我舅舅的名字，我问他认不认

识我舅舅。原来这位叔叔正是舅舅工作单位的同事，舅舅早已告诉他有一个外甥女要来

了。这又是一件令人难以相信的奇妙的事情！ 

 

我舅舅的家就在这叔叔的房子的后面，他就带我去舅舅的家。当舅舅和表弟看到我忽

然在门前出现，他们又是惊讶又是高兴。我告诉他们我怎样遇上夏叔叔，然后夏叔叔怎样

护送我到广州，到达广州火车站后，我乘 14号公车到了这里附近下车，接着横冲直撞地

撞到舅舅的同事家门口等等事情，他们都说实在太危险了，而我是太幸运了！当时我不知

天高地厚，还以为自己真的很幸运，后来我才明白这不是幸运，而是真神雅伟的恩慈和怜

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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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州到广西省的北海市 

 

 我在舅舅家里暂住下来，但我是没有户口的，舅舅叫我不用担心，他说他会想办法替

我弄到在广州市的户口。过了两天，我姐姐和姐夫也带着他们的小儿子来了。后来，越来

越多的越南华侨从边界各城镇来到广州，他们全都是没有户口的，所以广州市政府就在广

州的三元里区设立了一个收容所，好让他们暂时居住。姐姐和姐夫决定搬到那个收容所

去，但舅舅叫我继续在他家中居住，不要进那个收容所。 

 

我常常去三元里的收容所探望姐姐和姐夫，我们在东兴认识的朋友们也陆续来到了。

我们聚在一起就自然而然的谈到自己的前途，将来何去何从等等问题。当时大部分越南北

方的渔民华侨都带着他们的渔船留在广西的沿海城镇，没有到广州来。很多在广州的越南

南方华侨正在计划去广西找那些渔民商量，大家可以一起乘那些渔船前往香港。中国政府

也不希望我们留下来，他们鼓励我们离开中国。 

 

不久，姐夫已经联络上几个朋友，并做好了一切安排，所以姐姐和姐夫就带着小儿子

前往广西上船。我没有钱付那笔费用，所以我不能同去。当时我也不知道应该留在中国还

是离开，我住在舅舅家里，他很疼爱我；但另一方面，我想到自己的前途，我不能忘记打

从童年以来的出国留学的梦想。舅舅很爱我，但是他也鼓励我要离开中国。舅舅和阿姨知

道我没有钱，他们把多年积蓄的一笔钱放在我手里，叫我想办法离开。 

 

舅舅把母亲的骨灰安葬在外祖母的墓地旁边，母亲三十多年的心愿已达成，我已把她

带回祖国，现在她安安稳稳地睡在祖国的泥土中。我站在母亲的墓地前，我下定决心要走

了，我要去重建那被砸得粉碎的前途。 

 

我在三元里的华侨收容所找到东兴的旧朋友们，其中有一位五十岁左右的阿姨 （以下

简称为 Q姨）。她以前在西贡做生意，她的丈夫已去世，儿女们散住在美国和香港。我带

她回舅舅家吃饭，舅舅认为她很可靠，而且社会阅历丰富。舅舅知道去广西找那些渔民要

冒很大的危险，而且很容易被坏人欺骗，舅舅说如果 Q姨愿意和我一块走的话，他才放心

让我离开。我第二次带 Q姨回家吃饭的时候，舅舅直接问她愿不愿意带着我一块走，她很

豪爽地一口答应下来。 

 

Q姨立刻带头找人商量，做好去广西的安排，我什么都不懂，只是跟着她跑。Q姨很能

干，没多久就安排好一切。1978年底，大概 12月中，我向舅舅一家人道别，又再次踏上

征途。我在广州一共呆了大概七个月。Q姨和我，另外还有七、八个人，全都是在东兴认

识的朋友，大家一起从广州出发，经过江门、湛江，最后抵达广西的北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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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海市到处都有越南华侨，大家很公开地谈论找渔船出海的事情。中国政府知道越

南华侨们来北海的目的是什么，他们也鼓励我们乘船离开中国，但决不能带任何一名中国

公民上船，所以每一艘越南渔船离开的时候，中国政府派干部来检查每个人的身份证明，

要确定每个乘客都是越南华侨，不是中国公民。 

 

乘风破浪前往香港 

 

 我们一行人先在旅馆住下来，Q姨和几位叔叔们每天都出去找那些渔民商量，我和几

位年龄相若的女孩子常去海边看海和做梦。我们在北海市住了大概一个月后，一切都安排

好了，在 1979 年 1月中，我们上了一艘越南的渔船离开中国。我在 1978年 2月来到中

国，在 1979 年 1月离开，我一共逗留了十一个月。 

 

那艘渔船非常简陋，根本没有引擎，就靠两面风帆。渔船由一位船长掌舵，他有两、

三个助手帮助他，船上一共有二十三名乘客。船长告诉我们渔船会沿着中国的海岸线行

驶，不会进入公海，因为我们的船太简陋了，经不起公海的风浪。他说最危险的是在广东

和海南岛之间的琼州海峡，即使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那一带还是海浪滔天，很多渔船就是

在那里遇险。船长预计需要一个多月才可以到达香港，船上储备的食物和水只够二十天左

右，但我们可以靠近中国沿海的城镇购买粮食和水。他嘱咐我们要在船舱里躺下来休息，

不要随便跑到甲板上去，因为风浪很大。我不会游泳，但奇怪的是我一点都不害怕，我在

中越边界涉水过河时所经历的那股温暖平安又再次充满了我的心灵，我知道我一定能够平

安到达香港。 

 

渔船在白天就扬帆航行，晚上就落帆抛锚休息。一路上果然风浪极大，很多人都晕船

呕吐了，我却完全没事。从北海一直到香港，我没有吐过一次，当同船的人吐得很严重

时，我还去照顾他们。 

 

船行几天后，我们遇上了一艘中国渔船，那艘船比我们的船大得多，而且装配着强大

的引擎。我们坦白地告诉他们我们是从越南出来的渔船，打算沿着中国的海岸线前往香

港。我们询问他们关于琼州海峡的情况，他们说那里不但海浪大，而且有暗流漩涡，我们

的船太小，又没有引擎，所以非常危险。我们当中有几个人立刻问他们愿不愿意用缆绳拖

着我们过琼州海峡，我们请他们开个价钱出来，大家好斟酌商量。那些渔民听了也很感兴

趣，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双方决定了一个价钱。那些中国渔民和我们的水手用几根粗大

的缆绳把两艘船联起来，中国的渔船在前，我们的船在后，向着琼州海峡前进，因为那艘

大渔船拖着我们，所以我们把风帆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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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两天后，我们已接近琼州海峡，两艘船抛锚停下来。我们的船长和那些渔民

仔细收听电台的天气预报后，决定了在哪一天过海峡。船长吩咐我们全部躺在船舱里，不

要跑到甲板上，只有他和几个助手在甲板上工作。早上大概八点钟左右，我们进入琼州海

峡水域，那里果然海浪滔天，我们的小渔船被海浪抛到半空，跟着又被扔下来，船舱里所

有人都吐了。奇怪！只有我一人既不吐也不害怕，我还跑来跑去照顾同船的人，后来因为

呕吐的气味太难闻，我受不了，我便跑上甲板去呼吸一下清新的空气。我蹲在甲板上的一

个角落里，看着浪头一个接着一个打来；中国的大渔船拖着我们破浪前进，那时候我才明

白什么叫做“乘风破浪”。我看见海浪一起一伏，有时候大渔船在半空中，有两层楼那么

高，我们的小渔船在下面；跟着我们被抛到半空，大渔船在下面；接下来我们又从半空中

被扔下来，大渔船又被抛上去。我还是一点都不害怕，那股温暖平安把我稳妥地包裹在里

面。我还觉得这情景非常壮观，确是“人生难得一见”。 

 

经过几个小时后，大概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安全通过了琼州海峡，海浪平静下来

了。我们非常感谢中国渔民的帮助，他们也高高兴兴地回家过春节。那时我才知道原来春

节已到了，去年春节大年初二凌晨一点钟，我离开西贡北上，一眨眼一年已过去，现在又

是春节了。我不知道将来什么时候我才重回中国。 

 

我们的小渔船继续慢慢的向着香港前进，但大家的身体越来越衰弱，因为每天都吐，

吃下去的食物大部分都吐出来，只有我和船长跟那些水手们没受到什么影响。我们都希望

早点到达香港，但我们的小渔船是用风帆的，碰上逆风的日子，一天只能走一点点的路。 

 

过了几天，我们遇上了一艘从越南南方出来的小船。那艘船比我们的还要小， 但配有

引擎，船上只有一个家庭。他们说因为引擎的燃料用尽，船在海面上漂流，船上的食物已

吃光，他们已经两天没有饭吃，本来以为必死无疑，万万想不到在绝望的时候却碰上我

们。我们立刻把食物送给他们吃，大家都非常兴奋，在茫茫大海中有个同伴是最好的事。

等他们吃饱了之后，两艘船的水手商量拟定了一个计划。因为他们没有燃料，不能行驶，

我们可以把他们拖到最接近的沿海小镇买燃料和食物。我们的小帆船虽然小，但他们的船

比我们的更小，我们拖着他们虽然会更慢，但只是走一点点的路，应该还办得到。等他们

买了足够的燃料后，就轮到他们拖着我们前进。他们的小船装备了马力极强大的引擎，拖

我们的帆船是绝对不成问题，我们两艘船可以一块驶往香港。 

 

我们两艘船在一个沿海小镇买了燃料和食物后，接着就准备向香港进发。本来我们的

小帆船是白天行驶，晚上抛锚休息；但现在两艘船的人都想尽快到达香港，不想再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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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所以大家决定我们两艘船日夜不停的行驶，水手们可以轮流休息。我们预计应该不用

十天的功夫就可以到达香港。 

 

两艘船连在一起日夜不停地向香港前进，因为引擎的马力强大，所以船行速度很快。

经过七、八天全速行驶后，在一个下午，船长说我们已过了澳门，还有几个小时就到达香

港。但澳门与香港之间的水域海浪很大，跟琼州海峡差不多，连船长的几个助手都呕吐

了，唯独船长和我完全不受影响。有一个女孩子吐出血来，因为她吐得太多，她的胃已受

了伤，她哭着说：“我不要活了，让我死掉算了！”我安慰她说：“妳不要想自己，妳要

想想妳的爸爸妈妈在越南等着妳的消息，妳的弟弟妹妹在法国等着妳的消息，妳的男朋友

在香港等着妳，多少的危险和苦难我们都熬过去了，现在还有几个小时就到香港了，妳一

定要撑下去！” 

 

 在晚上大概九点钟左右，香港的海警船出动把我们两艘船截住。我们知道已进入香港

领海了，大家高兴得像小孩子般的欢腾跳跃起来。香港的海警们把两艘船检查一遍，确定

了没有武器和毒品，然后他们就用那庞大的海警船拖着我们两艘船前进，大概十二点钟左

右，我们抵达九龙码头。1979年 1月我们从北海出发，在海上一共行驶了四十六天后，

终于在 2月中到达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