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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ma HendersonAlma Henderson

around.  Yes, they had and her brothers said it was ok to put her in the kindergarten class where Alma was happily 
participating in the activities.  At that time the legal starting age for kindergarten was age five.   

    At the age of six, Alma and her older brothers lost their mother to cancer.  Her father, remarried and three more 
brothers would eventually be added to the family.  Before she was ten Alma had an experience that would set her 
outlook for life.  The family regularly attended church and Alma came to know Christ as her personal Savior at an early 
age.  One Sunday young and old of the church met together to hear a missionary from Asia tell of the great needs for 
missionaries in underserved parts of the world.  The missionary then asked those who were willing to go as missionaries if 
God would call them to raise their hands.  No one raised their hand.  Later in her Sunday school class of young girls, Alma 
told her teacher she would have raised their hand if she was older.  The Sunday school teacher encouraged Alma to decide 
right then and there to be available to go as a missionary when she grew up.  

    Alma’ s father was a building construction contractor in Milwaukee where business was booming in the mid-1920s.  
But when the Great Depression occurred in the U.S. in the late 1920s, business dried up and the bank foreclosed on the 
two mortgaged apartment buildings of her parents.  To survive, the family left their comfortable home with all the latest 
electrical appliances and moved to a rundown farm in Michigan with a house that had no electricity, no telephone, and 
no plumbing.  Alma finished her 8th grade in a one-room country school but her formal education ended there since 
busses were not then provided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Like most girls in that remote area, she would not go to high 
school but continued to pitch in with unending farm chores.  

    At age 19 Alma ventured back to Milwaukee to live with her Aunt Lydia and Uncle Dan Siewert and find a paying 

——By John Siewert

【 John Siewert with his sister Alma in Cameroon, Africa in 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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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ma was born March 19, 1920 in Milwaukee, 
Wisconsin.  Her parents Gottlieb and Mathilde 
Siewert were 1st generation German immigrants 
from economically and politically challenged 
German areas in Europe. There were two older 
boys in her family before Alma was born.  Early in 
life Alma displayed an adventurous spirit.  Her 
father loved to tell the story of Alma’ s attempt at 
an early start to her formal schooling:  One 
morning it was discovered that Alma, then age four, 
was missing.  Since she often tagged after her older 
brothers, her father went to their school and asked 
teachers if a small girl had been seen wandering



outreach ministries of most churches in Cameroon were 
left up to men only.  At different times she also taught in 
the Mission’ s Bible School and later taught Bible 
classes in the women’ s college started by the Mission. 

    After serving as missionaries for 22 years the 
Hendersons returned home and settled in Athens where 
George pursued an advanced degree in preparation to 
teach at the university level and Alma, among other 
ventures, taught in a Christian elementary school.  To 
help students coming to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from 
other lands, the Friendship Inn was established supported 
by Athens area churches and others to provide a ministry 
to help foreign students get settled when they first arrived 
in Athens.  The Hendersons were also involved in interim 
ministries in Athens area churches.  The  student 
ministries evolved into focusing on students from China 
as that number began to significantly increase in Athens.  
Bible studies became regular  meetings and that  
eventually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today’ s Athens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Alma S. Henderson, age 95, transitioned to Glory 
peacefully in her sleep on December 15, 2016 in her 
home of Athens, Georgia.  She was preceded in death by 
her husband George and brothers William, Walter, and 
Roger. She is survived by brothers John Siewert of La 
Verne, California and Arthur Siewert of Penryn, 
California along with twelve nieces and nephews of 
various far off pla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and a host of grand nieces and grand nephews.

    Alma will be dearly missed by her family and many 
friends, including those, who in essence became 
her second family, at the Athens, Georgia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where she worshiped every week 
in her later years.  

(John A. Siewert, brother of the late Alma Henderson, 
from La Verne, California is currently developing a 
Cameroon Mission History archival collection at the 
North American Baptist Heritage Center in Sioux Falls, 
South Dakota.)

job.  She was active in the family church and also was 
a leader in a city-wide monthly Saturday youth rally 
sponsored by the Baptist churches. At age twenty-two, 
and having never attended high school, the prospects 
of becoming a missionary were dim at best.  However, 
she heard about the Toccoa Falls Schools in Georgia 
that had both a high school and Bible college on the 
same campus.  

    At Toccoa Falls many opportunities opened up to 
Alma.  She paid for her schooling by participating in the 
school’ s work-study program. During a summer 
vacation she and classmate Usula Jackson conducted 
week-long Bible school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American Sunday School Union for children in the 
poverty-stricken mountains of North Carolina.  Planning, 
organizing, teaching, and following up with parents was 
an energy-draining schedule. But Alma decided to also 
attend a Saturday evening meeting where it was said the 
preaching of the young and energetic evangelist drew 
many people to make decisions for Christ.  Before the 
meeting started it was announced that the person who 
was to play the piano for the song service could not be 
there.  Would someone volunteer?  The never bashful 
Alma stepped forward.  The young evangelist’ s 
preaching was powerful and in a few years he would 
become widely known.  His name was Billy Graham.  It 
was during that summer Alma made herself available for 
missionary service in Africa where poverty was much 
more severe and the Good News of Jesus had not yet 
been proclaimed in remote areas. 

    By 1946, Alma graduated with a Bachelor of Arts in 
Biblical Education degree from Toccoa Falls College and 
she and classmate George Henderson were married in the 
family church in Milwaukee, Wisconsin.  They were 
appointed as missionaries by the North American Baptist 
Conference and by 1947 were in the central-west Africa 
country of Cameroon.  Among Alma’ s missionary 
act iv i t ies  were  organiz ing Sunday schools  and 
encouraging women of the churches to form their 
ownauxiliary missionary organizations to reach out 
to the women of their communities.  Up to the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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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序
吴英明

        George & Alma Henderson 这对宣教士夫妇并没有自己的孩子，但我们每一位都是他们亲生的孩子。

上帝造人按照祂的形象且赋予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和治理管理的责任。他们虽然没有生育儿女，但确

实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生养」表明了生命牧养，多结果子，善于彼此连结工作；「遍满」充满神的

祝福和生命影响力。在青壮年的时候，他们蒙召受差献身于非洲喀麦隆的宣教事工。在初老的时候，他

们结合 Athens 当地资源推动接待国际学生 (International Friendship Inn) 的仆人式事奉工作并专注于

Baptist Student Union （BSU） 中文查经班的牧养，如同牧羊人般的教导从台湾及中国来的学生；连结

Oconee Heights Baptist Church 国际学生工作，忠心教导喂养成人主日学的国际学生。 Alma 在晚年的时候

以信心的祷告和奉献，协助设立雅典城华人基督教会，更能永续向华人传福音、培养华人的基督生命的

事工。如今，这么多弟兄姊妹感动流泪撰文，纪念 Alma，怀念她如此善待我们，并以上帝的话语敬虔地

教导我们；我们如此纪念，就是表示愿意学习 Alma 的信心生活榜样，紧紧跟随主的脚踪行，一生带领全

家单单事奉耶和华我们的神。

        Alma Henderson 到年老的时侯为什么仍然如此可爱如此吸引人呢 ? 因为她经常求主赐给她智慧属算

神给她的日子，深知在她年老发白的时候，上帝必不离弃她；她更明白她年老的时候更要竭力多结果子，

把上帝的信实教导给子孙后代。再者，她内心有一种安然见主面的渴望，如同希伯来书 11 章 8-16 节记载，

她渴望那更美的城，她渴望那属天的故乡；在 Athens 这个充满友谊和亲情的地方，她深知她只不过是客

旅和寄居的而已，她要回到天上那最美的故乡，如同睡了般安然见主面。有什么东西可以留给子孙及后

代呢 ? 有什么东西具有永恒生命的价值呢 ? 这种永恒生命的价值是来自于主耶稣的救恩和全能父神的应

许吗 ? Alma 用她的生命见证回答了这些问题，告诉了后代子孙：敬畏神谨守祂诫命的人必然蒙福。

        Alma Henderson 的牧养为什么如此使人生命活泼呢 ? Alma 的教导并非积功德式的教人「存好心、说

好话、做好事」， 那些只是在劝人修身养性、做善事积功德， 鼓励好人有好报，都太浅碟了，一点也没有

生命。 Alma 是一位教神话语的主日学老师，她教导人认识上帝，认识这位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以赛亚书 9:6) 她教导帮助每一个人认识爱我们的天父，接受耶稣救恩脱离罪恶捆绑，活出天

国文化的见证，一心向着蒙召的标竿直跑，渴望得到永不朽坏的奖赏。她虽没有博士学位，却成为改变

许多人生命的伟大导师。

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向往更美长存之城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向往更美长存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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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ma Henderson 给我们的不仅是亲密的友善情谊 (Friendship) ，更是一种师徒之间的生命教导 

(Mentorship) ，也是一种门徒训练 (Discipleship) 的真理培训。Alma 虽已完成了神对她的呼召而安息了，

但如今她仍然在对我们说话。愿我们还活着的人，不管神把我们摆在哪一个位置，都要活出「人味神采」

的活泼、「荣神益人」的见证。人是有灵的活人，耶稣是使人活的灵，当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我

们就能够昂扬人味神采，更能荣神益人。

        George & Alma 一生「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向往更美的长存之城」，成为我们这些儿女们的榜样和激励。

（作者现居台湾高雄，为树德科技大学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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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刊如期出版，首先要感谢众弟兄姐妹们踊跃投稿。感谢副主编潘宁姐妹不辞劳苦，在

约稿、审稿、定稿、排版等方面的全力推动，身为四个孩子的母亲，她的辛劳无法计数；感

谢陈亮弟兄为特刊的印刷数度奔走，与印刷商联系、谈价、取样本，确保了特刊的出版。感

谢特刊编辑组的其它三位弟兄姐妹：华刚弟兄和张坚姐妹，还有周忠源弟兄。作为一审二审

三审， 他们牺牲大量的休息时间认真审阅稿件。特别感谢王妍姐妹担当排版编辑工作，她孩

子小，自己又忙着考试，她克服了重重困难，百改不厌，用耐心恒心信心所做成的善工；感

谢天天姐妹在学习和实习的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帮助排版。

         感谢神激动教会执事会主席华刚弟兄动议办特刊来纪念 Mrs. Henderson。特别感谢 John，

Mrs. Henderson 的弟弟，多方联络美国方面的亲属朋友，全力支持特刊并撰稿。感谢 Mrs. 

Henderson 的干儿子吴英明长老和干女儿 Dora 在百忙之中为特刊撰稿并寄来珍贵的照片。感

谢 Gordon 弟兄帮助校对跋的英文稿；感谢所有为本刊的筹备与出版给予支持与帮助的弟兄

姐妹和慕道的朋友。  感谢众弟兄姐妹恒切祷告， 用祷告托住我们，成就特刊的事工。限于篇幅，

无法在这里一一提及你们的名字，但是，我们相信：神会亲自纪念你们的摆上。

         最要感谢的是我们慈爱信实的神对我们一直的引领和保守。愿本刊成为馨香的祭，达到

神的宝座，得到神的悦纳。 

鸣谢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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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 child was seeing two unusually looking white 
people, i.e., Pa and Ma. When they came to my 
village, they stayed at a “ramshackle” called the 
Rest House, which was near my dad's dispensary 
and next to our own “ramshackle” .  In their frequent 
talks with my dad they introduced him to gospel of 
Jesus Christ in tracts. In time, they instilled in him 
the love and fear of the Lord, and taught him the 
Word which lead him to salvation; so much so that I 
describe my dad as one who lived the words of 
Joshua, “As for me and my house, we will serve the

    George and Alma Henderson, whom I have 
always called Pa and Ma, first came to my native 
Cameroon the year I was born. They met my family 
two years later, on their second journey to that 
country. A picture of my family, with me in it, taken 
by them shortly after their second arrival, was given 
to me by Ma in the year 2000. They were stationed 
in Kumba, and my little, remote village of Kumbe 
Balue was within their missionary field. My dad, 
John Tong Ekiko, was the government's health 
officer in Kumbe Balue. One of my first memories 

——A LOVING TRIBUTE FROM AN EYEWITNESS AND BENIFICIARY
PA & MA HENDERSON

 ——By Dora Belinda Ekiko

伟大的母亲

【Dora, in the middle, with Mrs. Henderso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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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ly landscaped campuses in 
Cameroon. Ma was our Bible and music teacher. 
She was also our choir director. On our first 
Christmas program we, dressed in choir robes sewn 
by the missionary ladies, sang Silent Night and other 
Christmas carols popular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remarkable how well Ma taught songs like Rudolph 
the Red Nosed Reindeer and Silver Bells to girls 
who had no previous knowledge of musical notes 
and no notion of winter. Our singing on that 
occasion brought tears to the Americans in the 
audience, and they asked for an encore.

    Ma also worked with women's groups, teaching 
them how to read and wri te  bet ter  farming 
techniques and how to become better home makers. 
The Hendersons' major role, however, was to plant 
churches. They would go to small, remote and 
primitive communities like my Kumbe Balue to 
bring the gospel to their inhabitants. Some of these 
villages already had churches but no pastor. Pa and 
Ma would go to them on Lord-supper Sundays to 
administer communion. Occasionally, they would 
take me along. During one of these trips, Ma said 
to Pa, “George, wouldn’ t it be wonderful if Dora 
were our daughter?” I was so moved, honored 
and excited that I shouted, “But I am, I am,” 
meaning, of course, their spiritual daughter. I 
really felt it, and will never forget that moment. 
Actually, the Hendersons, through their love of 
God, had, and still have, hundreds of spiritual 
children; and I am glad and proud to be counted 
amongst them.

    My relationship with Pa and Ma continued after I 
graduated from SBC and gained a U.S. Government 
schola rsh ip  to  a t tend  Wheaton  Col lege  in  
Massachusetts. Shortly after I arri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Hendersons' service in Cameroon ended 
because Pa's poor health caused them to return to 
Georgia. After their return to Georgia we talked 
often on the phone and sometimes I visited with 
them there. And after I was married, I took along my

Lord.” And from what my dad learned from Pa and 
Ma he taught me and my siblings the way to salvation.

    I have given testimonies in which I thank the 
Lord for missionaries and for giving me a dad who, 
through them, came to know Christ as his savior. 
Thus, at least indirectly, I owe my own salvation to 
their preaching. I grew up in a Christian home 
where God was praised daily in songs and prayers. 
Thanks to Pa and Ma's teachings, my dad became a 
lay preacher, but at the age of 65, after retirement 
from his government posit ion, he went to a 
Seminary to become a full-time pastor.

    When I was nine, my dad moved to Kumba, 
where Ma and Pa lived, and there he became a 
deacon at the Kumba Bethel Baptist Church. (That 
was before he himself was ordained.) My dad 
would take us children to the Hendersons' home 
once in a while, and there I met MuMu Henderson, 
the deaf-mute child that Pa and Ma had taken under 
their wings. And it was at the Hendersons' home 
that I was eventually interviewed for admission to a 
high school scheduled to be opened a year later in 
Limbe by the Baptist Mission jointly with the 
Cameroonian Government. This was Saker Baptist 
College (SBC), which, in spite of its name, is a high 
school for girls. I was blessed to be one of the 36 
girls who were its first students.

    My interactions with the Hendersons were not 
over yet. In my first year at SBC, Ma and Pa were 
transferred to Limbe! Pa was station manager, and 
he and Ma soon became mentors of us 36 eager 
young women,  as  wel l  as  guardians of  and 
counselors to the members of the staff, which was 
made up mostly of women missionaries. Pa and Ma 
also were our spiritual leaders, and comforted us 
during painful situations such as the passing of one 
of our teachers. As station manager, Pa helped 
supervise the building of our school's dining 
hall/auditorium, and planted fruit trees, shrubs, and 
hedges, thus gaining SBC the reputation of having

伟大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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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母亲

infant son Tanyi-Tong Terrell whom they also came 
to love; and my son still has a crib sheet with a 
kneeling child in prayer from Ma's earlier years. 
What more could one receive from a mother than 
that? The first time I visited the Hendrsons in 
Georgia they took me to their country home in 
Toccoa Falls, which surprisingly looked almost like 
old village of Kumbe Balue -- so much so that Pa 
asked, “Dora, doesn’ t this remind you of home?” 
Yes, it did; and I did feel very much at home. 
During my trips to Georgia I also noticed that Ma 
and Pa were doing many of the same things they did 
in Cameroon. They worked at Friendship Inn, 
visited the sick and the homebound, picked up 
foreign students from the bus stop, and took care of 
the neighborhood, just as they had done at SBC, 
picking up any trash they found on the street. As 
they did these services, they shared the gospel 
message with these people. Ma and Pa were truly 
SAVED TO SERVE.

    What caused a young couple like them to commit 
their lives to missionary work in a primitive, remote 
part of the world? (Those who have seen Cameroon 
of today know that it is still underdeveloped. Just 
imagine what it was like 68 years ago.) It was their 
love for Christ. That love compelled them to go and 
share God's love with my dad and me. The love of

God is immense and measureless. It has no bounds. 
It also caused this girl from Africa to be part of 
what she is now: A sister in Christ of the Chinese 
and Taiwanese Christians. I am honored and blessed 
to have had mentors and teachers like George and 
Alma Henderson. I am the beneficiary of their call 
to serve the Lord and I am honored to be the girl 
mentioned by George Henderson as an example of 
the fruit of his and Ma's labor for Christ on page 92 
of the booklet George and Alma – Lives of Forward 
Mission by Katherine Alexander.

   Yes, Pa and Ma were indeed SAVED TO SERVE; 
and I fervently pray that my life may emulate theirs. 
Ma always said that we would be accountable for 
what we do for the Lord. Pa and Ma are now in 
Heaven receiving their well-deserved reward for 
their virtuous lives. I am sure that in Heaven there 
are now many souls who echo the words of Ray 
Boltz,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When 
the time comes for me to go to Heaven, I too will 
join those souls and say to Pa and Ma,“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a life that was 
changed by your love and sacrifices, and I am so 
glad you came to Cameroon.”  

(The author is a retired chemistry professor, now 
living in Alexandria, Virgi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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擒住泪水
  想念Mrs. Alma Henderson

——我的属灵妈妈和老师  

        1983 年 8 月我首次踏上美国国土，在加州州

立大学 San Bernardino 攻读硕士学位，并于 1985

年的春天拿到公共行政硕士。那时，我也申请佐治

亚大学 (University of Georgia（UGA）) 的公共行

政博士学位入学许可，但一直没有提供奖学金的

好消息。我深知若 UGA 不提供奖学金，那么，我

吴英明

【宣教士之家照片】

伟大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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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读博士学位的可能性就会非常非常低。那年四月

我打包所有行李返回台湾，父亲很高兴，也很清楚

地告诉我，他很希望我能够读神学院，将来更为主所

用。我个人也非常明白和欢喜父亲的心意，当时的我

丝毫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所以，我就认真准备相关

科目，在暑假中期考取了基督教长老会台南神学院的

道硕学位课程。父亲是一位敬畏神的长老，也是一

位带职事奉的 Lay 传道人；他告诉我神对每一个人

有不同的呼召，全职服事和职场服事都是非常重要

的。总之，我们蒙召成为神的儿女，就是要在各种

场所和领域一生服事祂、荣耀祂。在 1985 年暑假

期间，父亲多次跟我做信心谈话。他说，如果神要

我去 UGA 读博士，祂一定会有奇妙预备，圣灵也

会同时感动我们的心。 纵使目前 UGA 并没有提供

奖学金的承诺，其实也没有关系，就再一次勇往直

前吧。到八月中旬，我们同感一灵，分享读博士学

位的价值、意义及未来一生的服事。父亲告诉我，

你还是再去美国把博士学位读完；我们再向银行贷

款一万块美金，相信神必预备未来。

        1985 年 9 月我来到佐治亚州雅典城 (Athens)，

暂栖学长宿舍后就到市中心的第一长老教会找牧

师，表明想要找一个可以协助教会工作、换取便宜

或免费住宿的可能机会。当时的牧长告诉我，他知

道 George & Alma Henderson 这对宣教士夫妇可以

帮助我，他们就住在 395 Church Street，我就立刻

前去拜访。这就开启了我留学美国最精彩的奋斗历

程：恋爱结婚、严格的门徒训练、查经班牧养服事、

多元的国际学生事工、美国的教会生活和雅典市民

的社区生活。这些经历就从此相互链结地展开了。

回头一看，原来神为我预备的道路不仅是攻读博士

学位，攻读博士学位只是一个过程，而绝非目的。

英明、锦玫与 George & Alma Henderson 的五年雅

典服事生活竟是我们这一生在主耶稣救恩中长

大成熟的转折点。

         初 遇 G e o rg e  &  A l m a，他 们 要 我 暂 住

International Friendship Inn，并一起同工关怀国际

学生的福音工作，我喜出望外地答应并积极地投

入。1985 年秋季开学前几天，研究所办公室秘书

通知我，有一份研究助理奖学金 (RA) 刚好空出来，

问我有没有兴趣。我流着眼泪感谢神，祂是信实可

靠的神，祂必然预备，祂负全责。原来神的带领并

非静默不语，而是平静安稳、奇妙发展且使命清楚。

我开始更清楚领悟神带领我来 Athens 不只要在学术

上训练我，更重要的是要我在蒙召事奉和国际学生

福音事工接受非常特殊的门徒训练。

         我博士学位第一年的平均成绩只有 3.25；

研究所办公室来警告信通知，倘若我不能把平均

成绩至少提升到 3.5，将面临停止 RA 的资助。这

真是晴天霹雳，带给我极大压力；因为，1986 年

是锦玫刚来到 Athens 的那一年，我们已认识且很

快进入交往；如果没有奖学金，那所谓的美丽前

程将毁于一旦。我那个时候就与 George & Alma

讨论怎么办。 他们以极老练成熟的信心教导我 : 1 

不要抱怨，神不轻看热心服事的人； 2 上帝全然

知道，必然预备 (GOD Will Provide) ，超乎所求所

想； 3 越艰难越要紧紧跟随主，因为祂是信实可靠

的 (Trust in the LORD Always, He is Trustworthy)。

我的信心受到真实的挑战，我决定亲自经历一场

靠主得胜的争战；我应该继续在 Athens 中文查经

班及 International Friendship Inn 的国际事工，因为

那正是我蒙恩召来雅典读博士学位的真正意义。

伟大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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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象平常一样认真服事主，认真读书，认真谈恋爱。

结果，从第二年开始，我每一科的成绩都是 A，

因此保住了三年的 RA。  最后两年写博士论文的时

候，神又预备我成为学校家庭宿舍 L 区的宿舍经

理，虽没有奖学金，但有稳定的收入，直到完成

博士学习。1990 年 5 月份，我拿到了博士学位，

受聘回到高雄国立中山大学任教；锦玫也依照圣

经教导，毅然放弃读到一半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带着满满的领受回到台湾，开始了另一种学术生

涯：全心服事。Alma 和 George 就是这样步步为

营地门训我们。

         1987 年暑假，Alma 以属灵母亲的身分陪我们

回台湾，成功地向锦玫父母征求同意这门婚姻。

1990 年代中，Alma 访喀麦隆及印度的回程中，再

一次受邀到台湾来见证，并与我们在高雄小住一段

时 间；同 时 也 受 邀 到 上 海 一 访。2006 年 春 天，

Alma 受邀来高雄，为纪念他们的「宣教士之家」

开幕，并在各地宣讲福音、录制成 DVD 并出版

《George  & Alma-Lives  of  Forward Looking 

Mission》一书。我相信这是她最后一次国际之旅，

台湾留住了她最后一次国际宣教的身影。2014 年

6 月底到 7 月初，我们有机会在 Athens 与 Alma 小

住十天，并再一次近距离观察学习她每日亲近神的

生活；她如此忠心地服事华人教会弟兄姊妹。在

Athens 的这段期间，她经常充满喜悦与信心地告诉

锦玫和我，她已经准备好要在睡梦中安然见主面了。

2015 年的母亲节，我们告诉她，我们好爱她，并祝

她母亲节快乐。这竟成为我们最后一次通电话。

2016 年 1 月 15 号晚上 Alma 入殓盖棺前，我看到

她和平常一样的自然、安祥、尊贵和荣美，她就这

样留下最美丽的信心、教导、榜样、容貌。至今，

George & Alma 仍在世界各国对他们的属灵儿女们

说话 :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是生命的泉源。”

（作者现居台湾高雄，为树德科技大学讲座教授。）

伟大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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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 年初次到美国求学，选择佐治亚州

的雅典城就读，主要是因其纬度与台湾相近，

适应上应该会比较容易。没想到，在这美丽

的城市，我做了这辈子最重要的两个决定，

第一个是接受耶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第二

个是嫁给我的先生吴英明。

        信主之后，影响我的信仰生活最深的就是

Dr. Henderson and Mrs. Henderson。他们对信仰

的生活化、举凡在教会中的服事、对弱小肢体

的关怀、福音的传播、信仰的造就，以至于金

钱的奉献等等，都成了我最好的见证和榜样，

我真是何其有幸 !  记得初信之时，热衷读经祷

告，但是因为个人的知识有限，实在无法理解

圣经中的道理，除了恳求圣灵的启示外，Mrs. 

Alma Henderson 就是我最好的圣经老师，她解

释经文的涵义，更将之应用在生活当中。这样

的属灵长辈不但成为我学习的榜样，也装备了

我回台后在教会服事所需的恩赐。

        Alma 一生服事主，婚后的 23 年和 Dr. 

George Henderson 在非洲的喀麦隆传扬福音。

他们顺服来自上帝的呼召，舍弃美国的舒适

生活，去到遥远落后的地方，藉着教导英文

和关怀探访，解救了无数的灵魂。当中虽然

历经了病痛 (Alma 患疟疾，George 登山探访

时摔断腿 ) 和资源的短缺，他们不但没有放弃，

还向国内教会募款设立学校和医院，即使退休后回到美

国，两人仍然持续为当地奉献，直到见主面为止。

       夫妻二人退休后回到美国，继续做福音事工，将一

栋房子改造成 “Friendship Inn”，仅收取低廉的水电费，

让经济困难的国际学生得以有安身之处，同时带领他们

到教会，聆听神的话，享受弟兄姊妹间爱的团契。 Mrs. 

Alma Henderson 委身于慕道班的教学，她了解到国际学

生英语沟通上的生涩，总是以百般的耐心缓慢地与我们

对话，在她的课堂中真是 “如沐春风” 一般，享受其中。 

Mrs. Henderson 最常问我们的问题是 :  Are you ready to 

see the Lord? When you see Jesus, what are you going to 

say? 这句话常常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是的 !  主耶稣，谢

谢您 !  祢已经为我的罪被钉十字架而死了，我要天天为

祢而活。因为我看到 Mrs. Alma Henderson 的一生，已

经知道如何活出基督的样式，并成为众人的祝福。 愿我

们都能效法她，成为神喜悦的儿女!  共勉之 !

（作者现居台湾，为高苑科技大学助理教授。）

基督 
吕锦玫

伟大的母亲

【上世纪 80 年代末吴英明吕锦玫夫妇与 Henderson 夫妇的合影】

12



【1987 年母亲节中文查经班姐妹在 BCM 合影，作者为前排左一】
【1987 年母亲节中文查经班姐妹在 BCM 合影，作者为前排左一】

美丽的人生

         在刚信主时， 因觉得自己信主时间短， 属灵上的经历有限，属灵的生命还 很幼小，加上天生害羞的

秉性使我在查经班中凡事裹足不前，总觉得自己圣经知识不足，身体又不好，没有任何恩赐， 加上表达

能力欠缺，想为神做些事，但不知从何开始。

         初次与老太太和老先生相识的时候他们正值花甲之年。老先生总是面带笑容，和蔼可亲，乍看起来

有点像弥勒佛。事奉上很没有信心的我，时常跟着这位和蔼可亲的老先生，在教会里学习做小孩的事工。

初次印象

忠心爱主的属灵长辈忠心爱主的属灵长辈忠心爱主的属灵长辈
宁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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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人生美丽的人生

吃苦耐劳，非常的独立，帮助老先生事奉上帝。

无论我们查经班有任何事情，或中国学生有任何

需要，他们俩一定在第一时间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老先生在时，老太太真实做到了创世纪 (2：18) 所

说的是老先生的 “帮助者”。

         19 年前（1997） 老先生因心脏病病世，当时

围绕在他身边的儿女们是这群与老先生朝夕相处

的中国学生基督徒，当时小毛（ 我的大女儿）是

这一群人的下一代，老先生在病床上要去见天父

之前，特地请小毛到他床边，用很小的声音在小

毛耳朵边说了些话（可惜！小毛记不起说了些什

么话），说完后他面带微笑离开了世界去了天国。

瞻仰遗容时，老太太身穿粉红色的洋装，  打扮的

很光鲜，   脸上带着笑容。我对老太太说：请不要伤

心。她反倒劝我说：“Sunny! 不要伤心，George 是

到上帝那里去了，你应当为他高兴，我们这是送旧，

上面是在迎新！” 当年的我心想，哇！老太太对

神的信心够大的哦！

         老先生去世后，老太太并没有停止事奉神。

她有更多的时间去世界各地宣教。她开始到非州

和印度去探望她所资助的神学生，并在她所资助

的神学院进行短时间教学。同时，她开始将大部

份时间投放在华人教会。她参与的事工有英语主

日学、青年事工、青少年事工等。神的恩典使我

有机会与她同工，直到她去见主面的那一周，她

仍在做主日学的老师。 19 年中，她重复地教导四

福音书，在课堂上她不断地提醒我们门徒的责任

是什么。她教导我们要有神国度的观念，国度的

奠基是耶稣基督，我们须要扩展及延续神的国度，

我们须要超越文化、超越族裔、超越种族，向那些

他的身边永远带着一只小狗。  每当教会大型聚会

前，他手上总是提着一只空的洗手用的小水桶，内

装有消毒液和抹布。聚会前一天，他总是带着我去

清洁小孩的场地和玩具。他拿起每个玩具用消毒液

清洗，用水冲洗，再用干净的毛巾擦拭，然后摆好。

他是那么的仔细，那么的专注，他关心所有小孩的

健康，生怕第二天参加聚会的小朋友被污染的玩具

感染生病。从襁褓中的婴儿到小孩，他是每个年龄

层的天  使。他教导我应如何服侍小孩，耳提面命，

不厌其烦，以身示教。小孩子都喜欢围在他身旁听

他讲圣经故事。因着老先生对我的门徒训练，奠定

了后来我在查经班事奉的基础。

          “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

我都欠他们的债。 （罗马书 1:14）”：“我不以福音为

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

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 1:16）”

         老太太经常邀请我们查经班的弟兄姊妹去他

们家吃饭。每次去他们家吃饭，那里都是髙朋满座，

不仅有中国人，还有全世界各种肤色的人在他们家

吃饭。他们准备的食物永远是充足的，从厨房的这

头一直摆到那一头，而且都是放在大盘里面，好像

开餐馆一样。我经常走到老太太的身边跟她说：

Mrs. Henderson， how can I help you? 她总是回答说：

No Mind! No Mind!

         我知道，这对美国夫妇年轻时曾经是美国教

会差派去喀麦隆的宣教士。他们在那里事奉神 22

年。回美国之后，老太太不仅在美国教会教主日学，

偶而也到我们查经班司琴。她具有所有师母的特性，

拓展神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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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大学 (University of Georgia（UGA）) 的公共行

政博士学位入学许可，但一直没有提供奖学金的

好消息。我深知若 UGA 不提供奖学金，那么，我

美丽的人生

积财与天

他们知道天上才是他们的家，“地上非属我家”，正

如下面的歌词所表达的：

I will go where you want me to go, 

It may not be on the mountain height or over the 

stormy sea,

It may not be at the battle's front. 

My Lord will have need of me..... 

Perhaps today there are loving words,

Which Jesus would have me speak;

I'll say what you want me to say......

There's surely somewhere a lowly place.

In earth's harvest fields so wide，

Where I may labor through life's short day，

For Jesus, the Crucified.

So trusting my all to thy tender care,

And knowing thou lovest me,

I'll do thy will with a heart sincere:

I'll be what you want me to be.

         这首歌表达了他们对神呼召的回应和奉献。 

“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希伯来书 2：6）”

To God be the glory (My Tribute):      

How can I say thanks for the things you have done for 

me?   Things so undeserved, 

Yet you gave to prove Your love for me;

The voices of a million angels could not express my gratitude，

All that I am and ever hope to be, 

I owe it all to Thee...........

甘为活祭

未信主的人传讲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正如主耶

稣教导的那样，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

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

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 28：19-20）”   她再三

地叮嘱我们说，  “神儿女的责任就是多结果子，不

结果子的后果是被丢弃。”

         喝咖啡是老太太每天早上必做的一件事情。

记得 2006 年 有机会与老太太和家人一起到台湾

参加吴英明弟兄为纪念老先生和老太太的宣道之

家所举行的开幕典礼。在等飞机的时间，我们为

老太太买了一杯星巴克的咖啡，老太太说她有生

以来从来没有喝过这么贵的咖啡（其实这杯咖啡

还不到五美金）。她还说，所有咖啡都一样 , 为什

么那么奢侈，应该把钱用在神的事工上。老太太

是以身作则的典范，耳提面命地教导我们要积财

宝在天上，钱财不可乱用，要用在作主的事工上。

她变卖了她数栋舒适的豪宅，住进了铁皮房，将钱

财奉献给神，在国外成立了数家神学院，在美国她

支援数名神学院学生付学费，她听到了在上海神学

院的老师数月没资薪，非常伤心地说：我们这些弟

兄姐妹的责任在那里？并很快拿出钱去资助他们。

         老太太 90 岁生日的时候，我有幸能够帮她

做幻灯片。几周的时间与她一起重新经历了一次

他们 22 年喀麦隆宣教的旅程。每一张幻灯片，

每一首诗歌都使我心里产生了无限的震撼。难怪

多少宣教士带着上帝的使命去世界各地服事神，

他们甚至没有想过将来能否回到原籍之地，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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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风（第一次在 68 岁）。她真是一位独立的女性！

第一次中风，她自己开车到医院后，医院才通知老

先生；而这次中风，她打电话叫救护车，到了医院，

院方才通知我说她中风了。她真是一位坚强的女

性！在教会弟兄姊妹的照顾和关爱下，她被转移到

安养院。在那里她看到人苦难的一面，看到了人的

无助。多少次，她对我说她要回家，我说除非你自

己能走出安养院，否则你就必须留在这里继续复健。

她真的很努力地复健，努力地运动。终于靠着神奇

迹般的恩典，圣灵的医治，她以 93 年岁的高龄出

院回家自己行走。

        随着视力越来越弱，她对我说：“Sunny, 我的

视力越来越不行了，请为我祷告：在我去世之前能

一直看圣经，且能在自己的家中见主面。” 她说 ：“死

不可怕，因死不是我们的结束，反而给我们带来新

的开始（马太福音 10：28；希伯来书 2：15；哥林

多前书 15：36）。人有软弱，但靠着主得胜。神在

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那纯全善良的旨意。93 岁

之前，我有充足体力来服事神，但是现在我不仅行

动不便，不能开车，而且视力越来越差，耳朵也听

不到。因着这些事情使我更加明白神在我身上的旨

意，乃是要我花更多的时间在祷告上。”

        无论何时，她总是要传福音。 2015 年感恩节，

她的体力已不如以前，  感恩聚餐时她只能喝一点

汤，而且开始使用拐杖（以她的个性，除非万不得已，

她是不会使用拐杖的）。2015 年 12 月 13 日（周日），

Prince Avenue 教会有圣诞节短剧。  主日崇拜结束

后，她特别希望我邀请一位学生的父亲来参加圣诞

歌剧。因为老太太知道信主的儿女最希望的就是他

的家人（尤其是不信主的父母）能成为神的儿女。

        这首诗歌是老太太最喜欢的诗歌之一，歌词

表达了她对上帝的仰慕和爱。当我们两人一起唱

的时候，因为太感动我哭了，老太太也哭了（老

太太是不容易哭的人哦！）。在喀麦隆 22 年中，

他们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和圣灵的带领，本来是偶

像崇拜的国家，现有百分之七十的基督徒。老太

太从小就有这个决心要成为一位宣教士（当时她

只有七岁），她装备自己，神也塑造她成为合神

使用的器皿，老太太不仅是师母、教师、飞行员、

护士、司琴，甚至  是建筑师，他们在喀麦隆建

造房屋、建造教会。

        他们夫妇就是这么一对忠心爱主的属灵长

辈，生活在我们中间的宣教士。因着她们的见证

和鼓励，我和大宁开始了国外短宣。每次出国之

前，老太太一定要我们到她家，她要为我们祝祷，

每次她都鼓励我们说：“我必用祷告托住你们，

你们要 ‘刚强壮胆’，神必与你们同在。” 每次我们

出去， 她都要我们帮她带上相当数量的美金奉献

给当地的教会，或买研读版的圣经给神学生。每

次去上海教学，我都与这些神学生们分享老太太

宣教的故事。虽然老太太不能亲自到上海教学，

但她的见证不知鼓励了多少中国的神学生。 

         2013 年，老太太 93 岁，因髙血压的关系，眼

睛视网膜脱落，视力逐渐衰退，不得不终止了 78

年的开车生涯。她是一位很勇敢的女性，为了保

持她眼睛有足够的视力，她每两周或四周须去医

生那里给眼睛注射药，没有打麻药，针筒直接注

射入眼中，多么的疼痛！我问她，“你好吗？” 她

说：“上帝会幇助我的。” 也是在这年，她第二次

独立刚强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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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知道他愿意参加时，她是多么的高兴。一

群人有大有小，Helen 的儿子围在老太太的旁边唧

唧喳喳说个不停，她总是用轻声细语回答他。虽

然她不懂中文，多么令人羡慕的一幅天伦之乐的

画面，羡煞了多少在场的美国弟兄姐妹们。她们

都知道她是华人教会的美国妈妈、祖母、曾祖母。

        老太太是我们属灵的母亲。每当我脸上没有

笑容或面无表情时，  她总是提醒我一句话：“Sunny， 

I know you have trouble, you need to remember I 

always pray for you. ” 她总是给我一个深切地拥抱 , 

说：“I love you.” 我们之间有欢笑，她喜欢说我听

不懂的美国笑话，我喜欢说她听不懂的中国笑话，

因此我们彼此哈哈大笑。我时常跟她说： 每天笑

一笑可长命百  岁，我要为你办百岁寿诞，一起看

音乐剧，逛商场。她蛮喜欢逛 Dollar Store，在很

冷的日子里跟我 一起到麦当劳停车场吃 Milk 

Shake，吃 Big Mac，吃 crispy donut。记得第一次

带她去吃 donut 时，她很高兴，使她回忆起小时候

与自己兄弟吃 donut 的快乐时光（这是美国老一辈

人的文化）。当观念不一致时，我们也有争辩和不

高兴的时候，但我们愿在爱中合一。这二三十年

的相处让我学习到应如何做一个孝敬的儿女（包

括言语的孝敬）。“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

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或作指教）( 箴言 1:8，

6:20)” 父母在年老无助时更需要被鼓励，让老人

活的有意思。就如箴言所说的：“一句话说得合宜，

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箴言 25:11）” 虽然她没

有亲生的儿女，但她有无数主内的儿女。她将她

一生的积蓄创立数家神学院并支持来自非州、印

度、中国的宣教士，来建立神国的精兵，她将这

些儿女从小就带到主的面前且事奉主。每个人都

会经历年老，这些年来的相处，使我明白何谓过

一个有尊严的老年生活，那就是像提多书 (2:3) 所

讲的 “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

不给酒作奴仆，用善道教训人。”

        她真的如主耶稣所教导的那样爱人如己。无

论是襁褓中的婴孩， 还是青年人、壮年人、老年人，

各种年龄层的人， 无论是哪个弟兄姐妹或朋友们

的家中有婚丧嫁娶或生病等，都会有她探访的足

迹。在 2006 年，老太太藉着祷告陪着一位主内

的姊妹走完最后的一程。记得这位姐妹在世时经

历诸多身体和家庭的挫折，去世时也没有先生及

儿女的陪伴。当时老太太说了一句话 “Nothing 

matters, she is with God”。随 着 年 龄 的 增 大，老

太太体力开始衰弱，可她的心志并没有任何的减

弱，她每天为全世界、全教会、朋友和弟兄姐妹

等做守望祷告。

        老太太和老先生一生是：“不求自己的意思，

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 约翰福音 5:30)”  感谢

神的恩典，我能认识这对属灵的长辈。神垂听了

老太太的祷告，在去世的前一周，她还教主日学，

她在家里、在睡梦中回到了天家。这样一位属灵

的长者虽离我们而去，但她是去了一个好得无比

的地方，永远与天父同在，过那幸福快乐的生活。

 （作者来自台湾， 现在佐治亚大学兽医学院工作。）

属灵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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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 年初次到美国求学，选择佐治亚州

的雅典城就读，主要是因其纬度与台湾相近，

适应上应该会比较容易。没想到，在这美丽

的城市，我做了这辈子最重要的两个决定，

第一个是接受耶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第二

个是嫁给我的先生吴英明。

        信主之后，影响我的信仰生活最深的就是

Dr. Henderson and Mrs. Henderson。他们对信仰

的生活化、举凡在教会中的服事、对弱小肢体

的关怀、福音的传播、信仰的造就，以至于金

钱的奉献等等，都成了我最好的见证和榜样，

我真是何其有幸 !  记得初信之时，热衷读经祷

告，但是因为个人的知识有限，实在无法理解

圣经中的道理，除了恳求圣灵的启示外，Mrs. 

Alma Henderson 就是我最好的圣经老师，她解

释经文的涵义，更将之应用在生活当中。这样

的属灵长辈不但成为我学习的榜样，也装备了

我回台后在教会服事所需的恩赐。

        Alma 一生服事主，婚后的 23 年和 Dr. 

George Henderson 在非洲的喀麦隆传扬福音。

他们顺服来自上帝的呼召，舍弃美国的舒适

生活，去到遥远落后的地方，藉着教导英文

和关怀探访，解救了无数的灵魂。当中虽然

历经了病痛 (Alma 患疟疾，George 登山探访

时摔断腿 ) 和资源的短缺，他们不但没有放弃，

provided a temporary ho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Daddy developed lung cancer when I was 
only 24 years old, and Preacher George would show 
up at the hospital at 4 a.m. to check on us!  Once I 
walked in and found him feeding my father.  I have 
never forgotten that.  When my dad died, Preacher 
George preached his funeral.  A couple of years 
later, I recalled being disturbed by a theological 
controversy in our church.  I asked if I could come 
by George and Alma’ s home on Church Street for 
advice.  They invited me to lunch and Alma 
prepared a nice meal.  Funny thing is I don’ t recall 
either of them addressing the controversy!  Rather I 
remember them talking to me about loving others.  
George and Alma lived a life of love, and they 
modeled that for me at an early age.  I will never 
forget attending George’ s funeral and being amazed 
by the number of Chinese in attendance. Years later 
as I reflected on those early experiences with the 
Hendersons, it finally donned on me why Preacher 
George dressed his dogs up.  It was his way of 
engaging strangers and building rapport in order to 
share his Savior’ s love.  George and Alma taught 
me what sacrificial love looks like.  They taught me 
how to care for others by caring for me.

    In 2001, when God called me to begin an 
outreach t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 immediately 
thought of the Hendersons. I saw Alma at an 
international gathering at Prince Avenue Baptist 
Church early in my ministry and sent her a note 
explaining about my new calling and the inspiration 
she and George provided.  After receiving my note, 
she called me, and we talked for a long time.  Alma 
was delighted to learn I shared their vision to serve 

    Alma and George Henderson were “one” when I 
met them, so I can’ t talk about Alma without also 
talking about Preacher George (as my family fondly 
called him)!  When I was 18 years old, George was 
the interim pastor at my childhood church.  I recall 
seeing beautiful art displays around the church, and 
I also recall his and Alma’ s deep commitment to 
God and to us.  I lived near the church and walked 
there one morning in snow and ice after the service.  
George was still there with his dog in his pickup 
truck.  He told me he came in case anyone else tried 
to make it to worship.

    My dad and George Henderson were close 
friends.  Daddy was a carpenter by trade and he 
used to come home and tell me stories about 
helping the Hendersons with Friendship Inn.  He 
said they loved people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he was honored to help them with the inn, which 

A Tribute to my Friend,
Alma Henderson

——By Lynn Bry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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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of course, she shared about her church 
again.  She always delighted in telling me about 
those who had come to Christ recently.  I got to 
share with her how my ministry was going in a new 
direction, and I had resigned from the church staff, 
effective at the end of the year.  She was surprised, 
but in typical “Alma fashion” she encouraged me to 
continue my outreach to internationals and to let her 
know how things were going.  Then I heard the 
familiar “Bye, bye” for the last time as she hung up 
the phone.  Two weeks later I was shocked to learn 
on Facebook that my friend was at home with 
George and Jesus!  Alma was a spiritual mentor to 
me.  She was also the cheerleader I needed so many 
times when no one else seemed to be cheering.  I 
didn’ t realize how much I would miss her until she 
was gone, just as I didn’ t grasp how much she and 
Preacher George had impacted my life and ministry 
until I found myself imitating them!  

(The author is the director of Athens SHARE, a new 
outreach program for graduate students, and is an 
associate staff member of InterFACE Ministries.  
She  was  fo rmer ly  the  d i rec to r  o f  REACH 
International at Athens First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for over a decade.  Lynn retir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in 2010 after 30 years of 
service, and has since been rehired in a part-time 
position at the State Botanical Garden of Georgia.  
She knew George and Alma Henderson from her 
childhood church, Talmadge Heights Baptist 
Church, where they were family friends. )

internationals.  From that time forward, she would 
call me every few months and ask for an update on  
my ministry.  She was also eager to share about 
what God was doing at the Chinese church.  She 
loved her church family so much!  Whenever there 
was a big meal planned, she would invite me to 
come.  She also attended social events I organiz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 visited Alma 
every Christmas Eve and took her homemade 
goodies.  She always shared how her Chinese 
family would be there soon to take her to their 
Christmas program!

    I visited Alma several times after her major 
stroke, and little by little, I saw my friend declining.  
One time I discovered her bent over her Bible with 
a magnifying glass and a light focused on the pages.  
It was all she could do to see it; nevertheless, she 
was preparing her Sunday school lesson!  She said, 
“They won’ t let me quit.” But the truth was she 
lived to teach and to love those students!  She also 
talked to me about finding someone else to help 
with her class.  I think she would have been happy 
if I had volunteered, but I was busy with my own 
ministry at the time.  One thing was for sure:  Alma 
wasn’ t going to trust just anyone with “her children.”  
Any volunteer must be a student of the Word! 

    I talked to Alma for the last time a couple of weeks 
before she died.  She called me and with her familiar 
tone asked, “Lynn, how are you doing?  How’ s your 
international student ministry?  Tell me all about it!”  

美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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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Mama Alma 的怀念就像是一串珍珠项链 , 每

一个有关她和她先生的生活见证就是这串项链上一

颗典雅圆润的珍珠 , 我们不断地去挖掘记忆中有关

他们的事，这串珍珠项链就越来越长…… 

        大约是 1985 年的夏天吧，经由吴英明弟兄的

介绍，Dr. George Henderson 及妻子 Alma 开始接触

当时的雅典城华人查经班。虽然他俩都不懂普通话，

但是星期五晚上他们一定会到 Baptist Student Union 

(BSU，现在的 BCM) 我们查经聚会的地点来和大

家打招呼。聚会开始后，他们才会离开。George 总

是比大家到得早，一面等着和每个人打招呼，一面

也不得闲，不是修剪 BSU 周围的灌木丛，就是清

理 BSU 的停车场。他的口袋里一定会有糖果，他

自己吃，也分给大家吃。Alma 有时会留下来参加

特别聚会。当时查经班的弟兄姐妹在主日早上去

不同的美国教会崇拜。吴弟兄和一些弟兄姐妹努

力邀请慕道朋友到 Oconee Heights Baptist Church

(OHBC) 参加敬拜。George 和 Alma 又邀请大家

在每次崇拜后到他们家用餐。人数多时，有五六

十位华人会去 OHBC 参加崇拜。有一次，Alma 

问一位姐妹为什么没在那个教会看到我们 , 姐妹

告诉她我们是去另一个教会崇拜。Alma 又问，那

个教会是否有会友邀请我们崇拜后去他们家用餐。

一串典雅的珍珠
宋士桢

* 在耶和华眼中， 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 诗篇 116:15)

  我听见天上有声音说 : “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

  人有福了 !” 圣灵说 : “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

  果效也随着他们。”( 启示录 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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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说没有。后来，我们就经常被邀请去他们家用

餐。当时有一位访问学者在得知他们夫妇俩已是将

近 70 岁 “高龄” 时，不禁感叹道 “这是个期盼儿

女们会尽孝心来照顾的年龄，他们却仍尽心地照顾

着来自他乡的陌生人”。有开放家庭经验的人都能

了解每个主日有三四十人到家中坐在桌边吃饭确实

不是件轻省的事。Alma 和 George 却是同心同力地

来做这个服事，直到 George 回天家而 Alma 搬去铁

皮屋。好辛苦呀！       

 

        随着雅典城华人学生学者和亲眷的人数增加，

华人查经班在 1993 年转型为教会形态 。但是仍然

使用查经班名称，直到 1998 年的感恩节前才正式

更名为目前的名称。George 和 Alma 当了 22 年的

异文化宣教士，他们深深体会到一个事实，那就是，

人们用自己的母语来学习有关神的一切是最有果

效的。他们夫妇极力支持我们开始有普通话的敬

拜和主日学。当时我们面临不少拦阻。Alma 很少

对大家讲重话。但是那阵子，Alma 甚至强调华人

若是继续留在美国人的教会敬拜，就是坐享美国

信徒辛劳的果子而不愿意自己付出代价来让那些

不懂英语的同胞有机会在主日敬拜神。还有，当

我们决定要有自己的主日敬拜时，碍于 BSU 的规

定，我们不能在主日早上使用 BSU。几经波折，

神感动附近的一个基督教的教育团体让我们在主

日时免费使用他们的建筑物。那期间，光是每周

美丽的人生

【1990 年 Mrs. Henderson 90 岁生日照片，作者为前排
右二】

21



五和主日在两个地点之间运送圣经、诗歌本、图书、

音响等就颇费周折了。后来，这栋建筑物因为年久

失修被市政府列为危楼，不能再使用。经过一些中

美弟兄姐妹 （尤其是查经班长久以来的指导教授

Dr. Clanton C. Black） 和 Alma 的 奔 走 与 祷 告，

Green Acres Baptist Church 在名义上将我们纳入他

们的事工 , 我们这才得以在主日上午使用 BSU 而结

束 了 那 段 “漂 流” 的 日 子。不 久 后，我 们 邀 请

Alma 来带领英文慕道班。不论学生人数的多寡 （从

没人到二十多位），Alma 总是努力备课，尽心教导，

从不缺课。我相信她私下为她的学生祷告的时间一

定更多。有好多位被我很肤浅地认定是“硬土”的人，

经过数年的学习和争辩，终于成为主的孩子。每一

次的受浸仪式，Alma 都是笑眯眯地去参加。受浸人

在受浸前会用华语（有翻译） 或英语向会众说出他

们的信主见证。这都令在场见证的中美信徒感动万

分，Alma 尤其兴奋与感恩。多么美呀！

        1997 年 5 月，George 最后一次住院时，有很

多人去病房探望他。  每当访客或医护人员走进病房

时，他总是微笑着先向他们问安，然后和大家聊天

说笑，他已经预备好了，因此一点都不像一位即将

离世安息的病人。即使后来不太有力气说话了，他

还是微笑地看着访客。我们彼此说，我们这些探望

George 的人反而被他鼓励和安慰。George 被主接

去的那个晚上，Alma 看着围绕在他床前的十多个

华人弟兄姐妹，说道：George 没有白疼你们。18

年后，Alma 可干脆了。老夫人（我们家对她的昵称）

安安静静地独自一人回天家，满足了她那 “晚上上

床，早晨睁眼，人在天堂” 的愿望。我想像着她一

睁开眼睛就看到主耶稣，又看到 George 和她的父

母亲时 （母亲早逝，因此她对母亲并无甚么印象）， 

她的笑容和笑声肯定是极大又极美的。主耶稣一

定会对她说 “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要把

许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马太福音 25：21）” 我又想象着老夫人用她的 “千

里眼”，“飞毛腿”，甚或是 “如鹰的翅膀”，到处寻

找她的属灵孩子和同伴，用大家都懂的话彼此诉

说神的恩典并且口唱心和地赞美神。好羡慕呀！

        George 在离世前交代我们夫妇两件事：好好

照顾 Alma 和继续他的事奉。我先生泽元从 1999

年开始到大陆和欧洲作培训 ,  我也参与过几次。每

次回来，老夫人一定要泽元向她报告培训的情形。

她经常用祷告鼓励和金钱的支助来参与这项事工。

虽然只是一年两三次的中短期宣教，又是用相同

的语言，泽元也算是稍微参与了 George 及 Alma

宣教的接力棒的传承。感谢主，教会目前有好几

位弟兄姐妹参与宣教，还有几位预备自己成为全

时间的传道人。George 及 Alma 是大家有目共睹

的 “事奉主真喜乐” 的楷模。更重要的是他们的

事奉是随时随地针对着任何人的。随着我们自己

的健康与环境的转变，我们实在是要有这样的意

愿与准备来经常调整自己事奉的方向和方式。可

惜，我们在这样的挑战上学习缓慢。多惭愧呀！

        我在 2005 年时非常意外地被工作单位调离雅

典城，那时的我简直伤心到不行的地步了。虽然

泽元一再提醒我，别忘了我在前一阵还教导别人

有关亚伯拉罕顺从神而搬离本地本族父家的信心；

但是 “别人” 和 “自己” 毕竟不一样。当时的我的

确是灵里软弱，我的信心仅仅剩下一丝丝。虽然

知道主并不喜悦我的心态，可我就是不愿意将重

担卸给神。在我还不知道要被调到哪一州时，有

美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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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的积蓄创立数家神学院并支持来自非州、印

度、中国的宣教士，来建立神国的精兵，她将这

些儿女从小就带到主的面前且事奉主。每个人都

会经历年老，这些年来的相处，使我明白何谓过

一个有尊严的老年生活，那就是像提多书 (2:3) 所

讲的 “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

不给酒作奴仆，用善道教训人。”

        她真的如主耶稣所教导的那样爱人如己。无

论是襁褓中的婴孩， 还是青年人、壮年人、老年人，

各种年龄层的人， 无论是哪个弟兄姐妹或朋友们

的家中有婚丧嫁娶或生病等，都会有她探访的足

迹。在 2006 年，老太太藉着祷告陪着一位主内

的姊妹走完最后的一程。记得这位姐妹在世时经

历诸多身体和家庭的挫折，去世时也没有先生及

儿女的陪伴。当时老太太说了一句话 “Nothing 

matters, she is with God”。随 着 年 龄 的 增 大，老

太太体力开始衰弱，可她的心志并没有任何的减

弱，她每天为全世界、全教会、朋友和弟兄姐妹

等做守望祷告。

        老太太和老先生一生是：“不求自己的意思，

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 约翰福音 5:30)”  感谢

神的恩典，我能认识这对属灵的长辈。神垂听了

老太太的祷告，在去世的前一周，她还教主日学，

她在家里、在睡梦中回到了天家。这样一位属灵

的长者虽离我们而去，但她是去了一个好得无比

的地方，永远与天父同在，过那幸福快乐的生活。

 （作者来自台湾， 现在佐治亚大学兽医学院工作。）

一次老夫人问我有没有进一步的消息，我垂头丧

气地说没有，当时心中还很担心老夫人会责备我

的小信，因为我不愿相信神是掌管一切 （包括我的

前途）的万军之耶和华。没想到老夫人听完我的

回答，并没有指出我的沮丧实在不荣耀神；反而，

她轻轻地叹了口气，说 “这个等待的状况真是可

以把人急坏了。” 她的同理心是当时我最需要的安

慰。我们要搬家前，老夫人告诉我，神对祂儿女

的计划是没有意外的。“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

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

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耶利 米 书 29:11)”  

一切都在神的计划中，我们也许在事后才明白，

或者一直都不明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愚顽如

我，要花两年多的时间才能心悦诚服地告诉主：

现在我是百分之一百二十地明白为什么你要把我

们带离雅典城，这个我们原本计划要终老的地方。

这样的信心操练和学习，成为几年后我们倚靠神

及依靠弟兄姐妹的祷告与帮助来度过了泽元身体

不适的那段日子的基础之一。感谢神！

        我们离开雅典城时，老夫人还是挺健康的。

可是她老人家最后这几年的健康情形的确是不断

地下滑。教会中好几位弟兄姐妹像照顾自己母亲

一样尽心打理她的日常生活需要，尤其是医药方

面的。我听照顾她的弟兄姐妹说：她是一位不抱

怨疼痛、极不愿意麻烦别人、很独立又很喜乐的

老人家。相比起来，我们在外地的孩子们所作的

就轻省多了。我们每年回雅典 “省亲”，一定会带

老夫人去 Olive Garden 打打牙祭。因为我们居住

的小城没有这家我们很喜爱的餐厅，所以我们也

故意不问老夫人她是否更喜欢别家餐厅的菜色。

用餐时，我们就话家常谈时局。老夫人只会 “东

家长” 而不会 “西家短”。有好多离开雅典城的弟

兄姐妹的好消息都是经由她而得知的。她也会问

起我们和一些多年前的弟兄姐妹的状况。一顿饭

加上甜点可以吃上好几个小时。去年感恩节，我

们原本计划要回雅典城多住几天的，没想到在出

发前的两星期，我们的猫女儿突然病重到令我们

心如刀割地让她安乐死。伤心之余，我决定取消

雅典之行。经过几天的低潮之后，我们决定还是

不能不去雅典城 “走亲戚”，包括看老夫人。出发

前两天，老夫人打电话来，我告诉她我们差点去

不了雅典城，因为猫女儿的走令我们伤透了心。

没想到老夫人在电话另一端哈哈大笑，她说她知

道有人会为宠物狗走了而难过，哪有人会为猫咪

走了而伤心的。我在电话这头用很委屈的声音小

声地说， “可是猫儿也是孩子呀！” 不过，她的 “评

语” 倒是让我不好意思继续太伤心。直到现在，

每当想念我们的猫小孩时，老夫人在电话中的爽

朗的笑声反而成了我的安慰。感谢主！ 

        去年老夫人坚决不要教会特别为她办 95 岁的

生日庆典。她说节省一点，在复活节时庆祝就可

以了。当时，泽元的体力也恢复了不少，所以我

们得以回去参加复活节的敬拜。还记得那天孩子

们在台上背诵了几段不短的圣经经文。我当时看

不到老夫人的表情，但是我相信她一定是眯眯笑

的。长久以来，她一直期盼教会能鼓励甚至是强

行要求孩子们背诵经文；至少，每个孩童、青少

年和成人都应该要会背诗篇 23 篇。我相信那天孩

子们背诵经文对她来说是整个聚会的高潮之一。

我从很久以前就知道每当我们在聚会唱诗歌时，

只要唱的是英文翻译成中文的诗歌，老夫人都会

用英文跟着唱而不必看诗歌本。她的记忆力是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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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d a temporary ho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Daddy developed lung cancer when I was 
only 24 years old, and Preacher George would show 
up at the hospital at 4 a.m. to check on us!  Once I 
walked in and found him feeding my father.  I have 
never forgotten that.  When my dad died, Preacher 
George preached his funeral.  A couple of years 
later, I recalled being disturbed by a theological 
controversy in our church.  I asked if I could come 
by George and Alma’ s home on Church Street for 
advice.  They invited me to lunch and Alma 
prepared a nice meal.  Funny thing is I don’ t recall 
either of them addressing the controversy!  Rather I 
remember them talking to me about loving others.  
George and Alma lived a life of love, and they 
modeled that for me at an early age.  I will never 
forget attending George’ s funeral and being amazed 
by the number of Chinese in attendance. Years later 
as I reflected on those early experiences with the 
Hendersons, it finally donned on me why Preacher 
George dressed his dogs up.  It was his way of 
engaging strangers and building rapport in order to 
share his Savior’ s love.  George and Alma taught 
me what sacrificial love looks like.  They taught me 
how to care for others by caring for me.

    In 2001, when God called me to begin an 
outreach t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 immediately 
thought of the Hendersons. I saw Alma at an 
international gathering at Prince Avenue Baptist 
Church early in my ministry and sent her a note 
explaining about my new calling and the inspiration 
she and George provided.  After receiving my note, 
she called me, and we talked for a long time.  Alma 
was delighted to learn I shared their vision to serve 

人的好。还有，大家一直很敬佩老夫人这么多年

来一直参加一个她听不懂的基督徒聚会。不会说

普通话是她一直引以为憾的事。相信以后在天堂

聚会时，语言不会再是一个障碍了。我们可以欢

欢喜喜地用同一种语言一齐来赞美神，而她的欣

喜之声可能是全场最大的。几年前我陪母亲回她

福建老家。我们去一个我外祖父和他哥哥建立的

教会敬拜，牧师用兴化话讲道。九十分钟的证道，

我听懂百分之二十而那还是因为我知道证道所引

用的经文。老夫人居然可以听不懂却又让自己不

分心地全程参与敬拜和聚会；而这样的情形持续

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太牛了！

        听到老夫人回天家的消息，我们衷心地为她

欢乐。得知教会要为她出纪念特刊时，我想到老

夫人曾经写给我一封信。我心想，也许可以把这

信一并刊登，那可是老夫人的亲笔信呢。可是，当

我重读那封她在 2005 年母亲节后写给我的信时，

我一时有个错觉：我以为这信是我写给她的，因

为信上的话都应该是我对老夫人说的感谢的话。

她却因为我作的一点点的小事而在信中大大地称

赞一番。她的谦和的确是我要好好学习的。老夫

人是我们的榜样。她对神的心意、神的话语以及

人的得救和成长是那么地认真与执着，她对周遭

的人事的敏锐与关切、她对罪的恨恶、对罪人苦

口婆心地规劝，她不在乎小事，却看大局，她不

担忧明天，却坚持一生以神为乐，这一切都为我们

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当走的路也许还远，也许

不太远，盼望我们可以像 Mama Alma 一样，靠着那

叫耶稣复活的大能走得既安稳又有力，并作主耶稣

的好门徒。阿们！

（作者来自台湾台北， 现为美国联邦政府农业部林

业处南方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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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幼的艾玛与家人的合影】

美丽的人生

        有人说人生像一块画布，

我们自己就是那个画家，可

以画出灰色的人生；也可以

挥洒出五彩缤纷的人生；对

于我们飞逝短暂的人生，应

该如何荣耀神？千年如一日，

一日如千年，生命有长有短，

艾玛近一个世纪的生命才真

正是荣神益人的一生。

        老太太走了，睡梦中静悄悄地走了，没有麻烦任何人，如她所愿，

不愿终老于养老院，不愿躺在病床上闻刺鼻的消毒药水味道，不愿临

终前身上插满管子，神应许了她的祈祷，一觉醒来，她已在天堂，见神面，

得奖赏。如保罗所言，"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

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提摩太后书 4:7）” 艾玛亲身经历了美

国历史的关键时期，她的生命是美国近代史的缩影。她出生于第一次

世界大战结束后，德裔的父亲在威斯康星州的 Milwaukee 经营建筑业，

拥有舒适的房子，家里经常使用最新的电器用品，生活安逸。可好景

不常，30 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冲击每个家庭，艾玛家也未能幸免。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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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和艾玛】

美丽的人生

的父亲被迫迁离家园，离开 Milwaukee 的亲友，移

居到密西根州的破落农宅开始过种田的日子，没有

电，没有电话，没有水龙头，没有抽水马桶。艾玛

原本舒适的生活因大环境的影响而消逝。人世间

的苦难自有神的美意，艾玛藉此操练，装备她日

后去喀麦隆宣教。 

        艾玛渴望求学，无奈家庭经济不许可，加上

穷乡僻壤，没有校车接送上高中，她念到八年级

就辍学在家。她是家里唯一的女儿，有五个兄弟，

白天和兄弟们在田里耕种，晚上还得帮忙家务，

日 子 过 得 相 当 辛 苦。18 岁 时，她 投 奔 住 在

Milwaukee 的姑姑家，回到童年的故乡，她开始

工作存钱，心底深处的想法是存够钱再回学校念

书。然而，当时女孩的工作大多是做帮佣，薪水

很低；她并不丧志，工作的同时开始规划人生的

另一个旅程。那个时代的女人多数没有受过高等

教育，女子无才便是德，找个好人家结婚生子，

一生就如此平凡安逸地生活。然而，艾玛是拓荒

者 (trailblazer)，她的思想早已突破当时社会的传

统观念，她不愿让旧观念束缚自己。小时候她在

教会接触从海外宣教回来的传道人，他们的见证

感动她幼小的心灵，肩负重任传福音到海外的使

命深深刻在了她的心版上。

       工作四年后，艾玛存了 900 元，那年她 22 岁，

同年的女孩多数已经结婚，艾玛追寻那在常人眼

里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她开始寻求再上学的机会，

没有高中学历，她没有资格参加海外宣教的事工。

正在苦恼没有出路时，她得知佐治亚州的 Taccoa 

Fall Bible College 提供高中和大学神学教育。 美

国历经南北战争之后， 国家虽然没有分裂， 民间

的情感撕裂， 南方视北方为另外一个国家，一个

化外之地。  尽管当时北方 Yankee 人的优越感使

多数人不愿意往南走，艾玛很珍惜这个千载难逢

的机会，种族问题并没有阻挠她求知上进。 神开

了一扇窗，让她看到在神眼里人的肤色没有差异，

就如同水的颜色一般！

        艾玛紧紧抓住这难得的机会来到 Toccoa Fall 

Bible College，  这个决定改变了她的一生。  勤奋好

学加上天资聪颖，她在四年之内完成了高中和大学

的学习，同时在学校里认识了她后来的丈夫乔治

(George Henderson)。  之后，两人结伴同行到西非的

喀麦隆 (Cameroon) 宣教。  他们把人生最重要的岁

月摆上，  为神所用。

        在喀麦隆的 22 年，是一段艰辛的日子，除了

要克服物资缺乏的困难，丛林里的疾病，像霍乱、

疟疾等，时时威胁他们的生命。  寄生虫、蚊蝇、污

水也是得天天面对的挑战。  当时有一说法，喀麦

隆是白人的坟场。  然而他们夫妇不畏艰辛，毕路

蓝缕，几乎是赤手空拳在喀麦隆建教会、学校和

医院。  他们在当地的行为见证了保罗的教导，人

若是没有爱，再有多大的能力，也算不得什么。  他

们以耶稣的精神为当地的黑人洗脚，感动了他们，

纷纷接受福音。“我靠着主耶稣加给我的力量，凡

事都能做。（腓立比书 4:13）”。 如今，喀麦隆的基

督徒人口占全国人口的 70%，半世纪前他们撒下

的种子， 已经开花结果了。’

        艾玛在喀麦隆四年后有机会回美为其事工募

款，当她在密西根教会介绍完她在喀麦隆宣教的

经历后，  有一个女人跑来问她，  你是上过我主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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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每个主日有三四十人到家中坐在桌边吃饭确实

不是件轻省的事。Alma 和 George 却是同心同力地

来做这个服事，直到 George 回天家而 Alma 搬去铁

皮屋。好辛苦呀！       

 

        随着雅典城华人学生学者和亲眷的人数增加，

华人查经班在 1993 年转型为教会形态 。但是仍然

使用查经班名称，直到 1998 年的感恩节前才正式

美丽的人生

机会把福音传到地极。

       艾玛于在 395 South Church Street 成立了

友情客栈（Friendship Inn）。  友情客栈接待来

自台湾、 中国、印度、非洲、南美和欧洲等等

世界各国的留学生。 他们不用付房租，仅分担

水电费。 友情客栈让背井离乡的留学生有回家

的感觉，有人呆一星期， 有人住一年。  多数留

学生在能够自立生活后便主动搬走，  让其他初

到者有落脚之处。艾玛的友情客栈不仅照顾留

学生的物质生活，同时也为他们提供精神粮食，

使他们的留学生活丰富多彩。

       艾玛在教会教主日学，同时带领友情客栈

的留学生查经，每星期日她载留学生们去教会。  

聚会后，她在家里招待他们吃午餐，还要他们

邀请没有住进友情客栈的朋友。  不管有多少人

来吃饭，她总有足够的食物，五饼二鱼是她的

信念。艾玛和乔治膝下没有子女，然而这些来

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就像是他们的孩子。

       1997 年乔治去逝。他生病住院期间许多留学

生轮流照顾。回忆起那小小年纪的小毛带大家在

病床前一起祷告，艾玛夫妇的身传言教已经在她

小小的心田播下福音的种子。  在乔治被主接走

后，艾玛无法再独立管理友情客栈。她卖掉房子，

买了简陋的铁皮屋居住，用剩下的钱设立基金，

继续赞助海外宣教事工。2012 雅典城华人教会

建堂时她更是出钱出力。艾玛晚年并不放慢宣教

的脚步，除了经济上支援海外宣教、建教堂以外，

她还资助有志传道者读神学院等等。艾玛在教会

的服事从没有间断过，离世的前几天还在教会教主

的艾玛吗？我做梦也没想到你能成就这么令人钦

佩的事工。 艾玛肩负着把福音传到地极的使命，

克服艰难险阻，她完成了当时一介女子不可能完

成的使命。  “圣灵降临在你們身上，你们就必得

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马利

亚， 直到地极， 作我的见证。（使徒行传 1:8）”

        22 年的宣教事工终因乔治的健康状况需要

回美寻求医疗而告一段落。 他们选择回到佐治

亚州的雅典城。 乔治回到学校拿到了博士学位，

任职于佐治亚大学，  置产于 370 South Church Street。  

虽然离开了喀麦隆，艾玛对于海外宣教事工仍不

忘情。 1975 年得知居家对面房子要出售， 她计

划买下来给从世界各地来此留学的学生居住，借

此她可以向他们传福音。  当留学生毕业后，带着

福音回到他们的国家， 借此管道， 她在美国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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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玛与喀麦隆母子的合影】



美丽的人生

日学。她珍惜神给的每个日子，时时见证主的恩典。

* 你们的光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

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亲。（马太福

音 5:16）

          纵观艾玛的一生，她在人世间为主做盐做光，

她的爱跨越种族国界， 不少人因她的启发而悔改

信主。  信主后， 有的到海外宣教，有的去读神学

院，有的效法她把福音带回自己的国家。  吴英明长

老深受感召，在台湾高雄成立了 Missionary House

以传承 Henderson 夫妇 Fellowship Inn 的精神。 艾

玛的精神永垂不朽。

        在我们教会的前厅里有一棵圣诞树，  树上挂

满了五颜六色的心形卡片，每张卡片上都记录着对

艾玛深切的怀念和由衷的感激。  每颗心都曾经领

受了她的爱，每颗心都留下深刻的记忆，每颗心都

舍不得她离开我们。  然而，我们知道她已经去了一

个更美好的地方。   有一天，  我们都会在那里和她相逢。

（作者来自台湾，  现居佐治亚州雅典城。）

【Mrs. Henderson 与早期华人查经班成员的合影，1997】
【Mrs. Henderson 与早期华人查经班成员的合影，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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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 Alma降临大地 

深蒙上帝奇妙创造

福音种子自幼萌芽

一生脚踪何等佳美

婚姻良缘上帝恩赐

非洲大地夫妇同行

千里征途不惧遥远

耶稣大爱福音广传

困苦艰难视若等闲

学校教堂快乐创建

拯救灵魂归家万千

故里返回举国欢颜

甘甜活水每日畅饮

一生一世为主作工

亚非拉美踪迹遍布

生命果子丰硕累累

年华甲子异彩再放

天父大爱传递华人

倾其所有关怀学子

福音种子代代相传

九五高龄健步如风

主日祷告恩膏满溢

圣经话语日日诵读

疾病疼痛祷告托住

神国大事心头牵挂

属灵孩子遍布天涯

欢乐无穷笑颜常开

幸福喜乐心底涌流

世上万物从不贪恋

一心向往更美家乡

慈爱上帝垂听祷告

梦中醒来天国永生

（作者来自中国江苏，

现在佐治亚大学工作。） 

Alma—
华 刚

美丽的人生

【作者与 Mrs. Henderson 一起吃早餐 ,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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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s. Henderson 与早期华人查经班成员的合影，1997】

       1997 年 5 月底，为 Dr. Henderson 

在 Oconee Height Baptist Church 举办的

追思礼拜上，雅典城华人查经班的四

位弟兄为他唱了一首圣诗，那哀怨思

念不舍的歌声和萦绕在教堂里的气氛，

迄今仍然不绝于耳、如影历历。这次 

Mrs. Henderson 的追思礼拜离愁依旧浓

厚，只是少了几许哀伤，因为我们了

解她多年来已经准备好回天家的心愿。

        每每想到 Henderson 夫妇， 他们

那天真无邪的眼神以及憨直的笑容就

浮现在眼前。主耶稣说：“我实在告

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

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 马太福音

18:3)” Henderson 夫妇是我所见过的最

保有小孩子样式的成人。小孩子心思

单纯，天真可爱，因此可以领会到神

所创造的诸多美好的事物。随着年龄

的增长，人因为生活在血气之中，变

得越来越世故，距离孩子的心思意念

也就越来越遥远了。

        那么，要如何 “回转” 变成 “小孩

子的样式” 呢？ Henderson 夫妇为此提

供了最美好的典范：他们的心中充满

喜乐，又有恩慈，所以眼神总是透露出

欢欣与积极；他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没有诡诈，没有私心，

一切事工完全仰赖主，也全是为了主，所以特别能体会与主同

行的佳美；自然而然地，天 真憨直的笑容就表现出来了。

        如果我们用 “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仁爱、  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加拉太书 5:22)” 来

对照 Henderson 夫妇的言行，  没有一样不符合的。他们勤读圣

经，却不囿于门户之见；他们以单纯的心来了解主的话语；他

们明白真谛之后，就确实地把真理活出来；因此在他们身上，

圣灵的果子也就丰丰富富地显露出来。

        我认为 Henderson 夫妇送给华人教会最美好的礼物就是教

导我们如何保有赤子之心，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将来进天国

与他们相聚。

( 作者来自台湾，现在佐治亚大学兽医学院工作。)

属天的眼神    笑容and
生命的见证

李万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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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几年，我常利用学生下课时间和  Mrs. Henderson 打电话聊天。自从她回天家以后，  每逢下

课，我就格外想念她那爽朗的笑声和关怀的话语。然而，这份思念在我心里非但毫不感伤，还总是充满无

限温馨。因为，老太太本来就是我眼中独一无二的奇女子啊！

        回想 1997 年 5 月参加 Dr. Henderson 的追思礼拜，她穿着有红色大朵印花的连身裙，笑容可掬地跟

大家打招呼。她说：“我为 George (Dr. Henderson) 感到高兴，因为他已经回到美好的天家，从此以后再也

*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 马太福音 6: 33)

靠主刚强的奇女子
                ——侧记 

唐明漪

生命的见证

【Mrs. Henderson 94岁生
日庆

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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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痛苦。”  从那时候起，“视死如归” 对我而言再也

不是英雄好汉捐躯沙场的悲壮豪情，而是异乡游子

盼望回家的思念渴慕。

       算起来，我是在老太太搬到铁皮屋独居之后才

开始和她有较多的接触。印象中，直到停止开车前，

她的生活都是非常忙碌的。她不只固定参与华人教

会主日学的教导，也参加美国教会妇女团契的姐妹会

活动；最让我吃惊的是，九十高龄的她有一阵子还应

一位教会学校校长的要求，去辅导初中生的数学。此

外，从她口中我知道她经常照顾病人。她开车带她们

去看病，为她们准备食物，陪她们读经祷告。这些人

往往比她还年轻很多，有的却是在她的陪伴安慰之下

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的。记得当年我婆婆住在这里的

时候，Mrs. Henderson 每次在教会看到眼睛失明的她，

总是主动上前搀扶这个比自己还年轻 15 岁的慕道友。

从老太太身上我认识到，在主里做仆人应当是完全不

计名分、随时随地都可以把自己摆上的。

         Mrs. Henderson 不仅对美国及世界大事非常

关心，而且相当了解；她对教会里每一个成员和他

们的家庭、学业、工作以及他们离开雅典城以后的

发展及动向更是如数家珍。   她那敏锐的观察力和惊

人的记忆力，常常令我自叹弗如；她那超常的爱心

更令我深感惭愧。老太太这份源自生命活泉的爱使

她的关怀网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继续扩张发展。在追

思礼拜上，连她的亲戚们都为站起来致敬的庞大人

数感到惊讶。

       教会从 2008 年开始讨论购地建堂，Mrs. Henderson 

对这件事情的积极认真令我非常感动。她一听说哪

个教堂建筑要转让或有空地要出售就会很兴奋的叫

我去看，然后我们就会发展出很多的想象和规划。

直到后来买了现在的这个会堂旧宅，对于申请变

更地契、牧师住家和会堂的修改兴建，她都是出

钱出力、毫不吝惜地提供各种实质性的帮助。

        老太太对华人教会未来的发展以及会堂的使

用有一份深切的关心。她总是很正直地凭爱心说

诚实话，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最令我敬佩的是，

她从不倚老卖老。她知道自己在教会和会众眼里的

身份和地位，可是她从不认为自己的意见或看法就

比别人的更高一等，更应该受重视而被采纳。不止

一次，当她的意见未被采纳时，事后她总能诚恳地

赞美别人的建议真不错，并且毫无芥蒂的继续参与

接下来的事工。她这种开阔的胸襟和气度，让我对

圣经所教导的 “谦卑”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老太太乐于助人，却非常不愿意麻烦弟兄姐

妹来照顾自己。每次送她回家，她总是坚持要自

己下车，自己走过去开信箱取信。偶尔我们想要

帮她做点什么，她总是说：“I can do it ！ I can do 

it ！”  我从聊天中发现她年青时会开飞机，而且曾

为葛理翰牧师的布道大会司琴，再加上前几年还

在给初中生辅导数学。  的确，绝大多数 70 岁的人

都不能做的事，对 90 多岁的她而言，还是 “I can 

do it ！ I can do it ！”  靠主刚强的老太太在神面前

良善忠实的诸多事奉不仅使她自己大大的蒙福，

也让我们见证了神的恩典。

         Mrs. Henderson 一生顺服主，她的言行举止

多半时候真的很像耶稣基督。然而，其中最令我

难忘的还是寻常日子里，那些很平凡、很属人、

很鲜活的点点滴滴。每当看到卖 frozen yogurt 的

生命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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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她告诉我说： “你知道吗？店里有卖那种已经

去壳的瓜子仁。”

        这几年有机食品逐渐成为保健时尚，有一次

在超市结账时，Mrs. Henderson 注意到那一加仑牛

奶要 5 块多钱，便问收银员：“牛奶涨价了吗？” 

店员说：“这牛奶是有机食品，所以比较贵。”   她就

把有机产品退掉，重新换了一罐普通的。她说：“我

活到这个年纪，从来不讲究什么有机不有机。只要

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食物，开开心心的吃了，就对我

们都有益处。”  老太太这种轻松朴实的生活态度，

让我想起马太福音六章 31 节耶稣所说的：“不要忧

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生活不必过度讲

究，只要以感恩的心领受神所赐的一切。

        在雅典城，随处都能勾起昔日与老太太共度

的温馨记忆。当我仔细回味心中这些永存的宝贝，

也愿自己能够像她一般，凡事遵循主的教导，先求

祂的国和祂的义，不要为明天忧虑，坦然自在活出

神满满的祝福。

( 作者来自台湾，现在佐治亚州雅典城工作。)

店，我就想起老太太唯一一次的闹脾气。那是

2013 年她生病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医师只让她吃

流食，她对这件事情非常不能接受，她认为自己

绝对可以龃嚼吞咽而不至于噎到。起先她跟我抱

怨，每餐都是食不知味，因为无论是鸡鸭鱼肉或

蔬菜，一概都打成烂糊，实在难以忍受。终于，有

一天晚餐，  她拒绝再吃这种“食物”。我们苦劝无效，

最后我只好提议， “How about frozen yogurt?”  她一

听，眼睛立刻亮了起来 。

        影响多数中年人健康的 “三高”，老太太只有

一个血压高。她身体健康，心态开放，对于各种

食物都乐于尝试。有一次出去吃饭，她点了一客

五片的羊排餐，  是厨师的招牌菜。  我们怕她吃不

了，就跟她说，剩下的可以打包。没想到，她不

但把五片羊排全部吃光，饭后还加上一大块巧克

力蛋糕当甜点。每次和老太太一起吃饭，都让我

觉得津津有味。无论是海鲜、 牛排、 中国菜、 泰国

菜、古巴菜、意大利餐，或是美国南方式的炸猫鱼，

都可以让我们吃得口齿生津，猛吮手指。讲到吃，

还有一件小趣事：某回弟兄姐妹围坐一起喝茶嗑

瓜子，老太太在旁边觉得我们这样吃瓜子太辛苦

生命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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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
坚毅刚强的女性

缅怀我们敬爱的美国妈妈 

　　Mrs. Henderson，我们敬爱的老人家，  多少华

人学子的美国妈妈， 孩子们的美国奶奶，已回到了

她所期盼的天家，享受着与天父同在的快乐时光。

真想好好写点什么来纪念她老人家，可脑海里像

过电影似的，与老人家在一起的点点滴滴不断地

闪过， 太多太多，竟不知从何处下笔。  

   

　     1999 年我们刚来到美国就认识了这位了不起

的美国妈妈，但很长时间都没真正近距离地接触

过她。  直 到 2005 年区大哥和士桢姐因搬家去了亚

里山大，  把多年来他们照顾老人家的部分事情托

付给我们，我们才开始真正与她老人家有了比较

亲密的接触。然而，与其说是我们在照顾她，不

如说我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向她学习。  每一次和她

在一起，无论是接送她去看医生，  或陪她去购物，

或是带她去吃饭喝咖啡，  都象是被接上了充电器，

张坚 华刚

生命的见证

【作者夫妇与 Mrs. Henderson 合影，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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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身上下，从里到外都有被充得 满满的感觉，事

奉就更有力。  一个 90 多岁的老人，她的谈话没有

一句提到自己这儿痛那儿痒，  全都是有关世界、国

家和别人的事。  她所关心的是 教会其他人的事，  

孩子们的事和传福音的事，她也关心世界上的战事，

为那些有战事的国家和人民祷告。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

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 罗马书 8:28 )” Henderson

夫妇无儿无女，他们把最美好的年轻时光都奉献给

了非洲的宣教事业，把后 30 多年的时间给了我们这

些来自中国、台湾、香港的华人学子。在他先生回

天家后的 19 多年时间里，Mrs. Henderson 都是一个人

独立生活。  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祂叫爱祂的 Mrs. 

Henderson 得益处。那是 2013 年的 3 月，她刚过完

93 岁的生日就因中风住进了医院。  她的左半身失去

了知觉，说话也不清楚了。 所有的人都 在担心是否

她的时间到了，天父要接她走了。可是老人家让我

们为她做的祷告是赶快康复而且能自理。我们虽然

这样祷告了，却没太大的信心，毕竟是 93 岁高龄的

老人患中风。我以为即使老人家这次能出院也离不

开别人的照顾了，要想像生病前 那样完全独立地 生

活是不可能的了。  可是神用他大能的手医治了 Mrs.  

Henderson，照她所求的给了她。 因为天父知道 Mrs. 

Henderson 最怕麻烦别人，她一生独立。如果不能完

全康复到能自理的程度，活着对她来说是痛苦的。

她的心思意念 神都知道，神就应允了她的祈求，让

她在世的日子都能如愿。  一位 93 岁的老人在中风后 3

个多月就完全康复，生活自理，行动健步如飞，除了

神又 有谁能让这一切发生呢？令人敬佩的是，她 老人

家又回到了她的主日学课堂，  继续教授主日学课程。 

      在她病愈出院回家后，我们提出让教会的姐妹

们轮流来照顾她的饮食起居， 却被她坚决地拒绝

了。除了出门要别人开车带她外，其他所有的事

她都独立完成。直到 2015 年的 12 月 13 日 ，我

们商定由唐明漪姐妹来做说服的工作，让她老人

家无论如何要答应我们派姐妹去照顾她的饮食起

居，因为就在几周前她老人家又 一次摔倒在厨房

里，尽管当时没有什么大碍，但不能再让她一个人

了。还好 那天她答应唐明漪姐妹说她会考虑。 可是

12 月 14 日，在去研读圣经 团契（BSF: Bible  Study 

Fellowship）的路上， 当我和她确认从哪天开始可以

去帮她时，她却哈哈大笑着对我说，“等过了圣诞

节我们再谈。” 然而，一天后，她 老人家就悄悄地

回了天家，连个招呼都没打。尽管教会的姐妹们

都希望有机会去帮她，她到底没有麻烦我们，

连一丁点儿都没有。Mrs. Henderson 就是这样一位

自强自立的女性。 

          两年前，在中风住院期间，她老人家因半身

不遂不能咀嚼，连喝水都怕呛入气管儿，所以，

所有的食物必须打成泥状，连水都是成胶状的。

每次去医院看她，见她对医院的食物毫无兴趣，

我们就决定每天给她送晚饭，征求老人家意见时，

老人家破天慌没说 “NO” ，乐得我们每天换着花

样做， 鸡汤鸡蛋羹，青菜肉末烂面，鸡汤鸡蛋

粥，鱼羹…… 看她吃得开心我们更开心。有一天

因为堵车比往常晚了一些，当我们出现在病房门

口时，老人 家的一群美国朋友轰堂大笑，让我们

莫名奇妙。其中一位 美国老人解 释说，医院的饭

食来了多时，Mrs.  Henderson 明明饿了，可就是

不吃。他们都劝她快吃，可她一直看门口，原来

　一位有中国胃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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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等你们的中餐啊！因为这么多年和这些中国

人在一起，她早已习惯了中国食物。听明了原由，

我们也跟着笑了，我说：“Mrs. Henderson 早已是

中国人的妈妈，她当然更喜欢中国食物。”

　　Mrs. Henderson  病情稳定后转入了康复中心

（ PruittHealth Athens Heritage），  这天来了一位营

养师，看了老人家的名字就问老人家是不是以前

有亲戚，也姓 Henderson，曾经在 雅典的基督教会

学校教过中学。  老人家哈哈着说，她 就是那个曾

经的老师。那位营养师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她

说她已 40 多岁了，她的儿子已上中学了，她记得

那时候 Mrs. Henderson 应该有五六十岁了。她真

的不敢相信她眼前的老人就是影响了她一生的恩

师。她 说 她 曾 经 是 一 个 非 常 叛 逆 的 孩 子，是

Mrs. Henderson 花了很长的时间陪伴她，不仅耐

心教导她功课，   而且陪她一起读圣经，让她明白

神的话，使她这一生都没有偏离神的道。

　    “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

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

勉人。（提摩太后书 4：2）” Mrs. Henderson 这一生

都是这样做的。上过她主日学的，或由她辅导学习

圣经的人，有的上了神学院成了牧师，牧养着更多

的人；有的成了传道人，在世界各地传神的道，  领

更多的人信主，让更多灵魂得救。Mrs. Henderson

毕生传讲神的道。  她从 21 岁起出去宣教。借助她

的宣教，不知多少失丧的灵魂被拯救。她的生命影

响了不知多少个宣教士。她用毕生积蓄的金钱来支

持很多宣教士，而自己却住在一个小小的移动房里。

　    Mrs.  Henderson 在康复中心（ PruittHealth Athens 

Heritage）的时候 ，  每天都要花好几个小时做康复训

练。有时看她训练得很辛苦，我劝她歇歇她都不

肯。她向神求的是完全康复。为了得着神的应许，

她在做最大的努力。只要可能，每天下午她都做康

复训练： 练习走路，捡弹子练手指灵活性，拉皮筋

练手臂肌肉等等。我们都为老人家的坚强毅力所感

动，更为她老人家一天好似一天而高兴。有一天，

我们刚走到康复训练室的门口，老人家就丢了她正

在做的走路训练器，朝我们直奔过来，吓得我们赶

快过去扶着她问发生什么事了。她却笑着指着我手

里的冰冻酸奶说：“先吃冰冻酸奶比较要紧，否则

化了就不好吃了”。她满脸洋溢着天真烂漫的笑容，

如同一个婴儿，那笑容至今仍在我们眼前。

　　我们的 Mrs. Henderson 就是这样一位受人尊敬

的老人。她 已完成了神交托给她在地上的工，现

在她正在神的宝座前，昼夜事奉神。她不再饥，不

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她。 

（作者夫妇来自中国江苏，  现在佐治亚大学工作。） 

一位有着一颗婴儿般纯洁之心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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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因工作变动举家从北

方迁移到秀美的雅典城。新地方，

举目无亲，起初很不适应，十分失

落，朋友就介绍了雅典城华人基督

教会。没想到就在这里认识了为人

们 所 爱 戴 和 尊 敬 的 Mrs. Alma 

Henderson。十多年来，她以一个长

者的风范，深深激励着我、鼓舞着我。

无论我身处顺境或逆境，Alma 始终

是迎风耸立的标杆，像一座无言的丰

碑，传递着无穷的力量给我、催人

奋发向上。以下，分享本人接触认

识 Alma 的一些感触和收益。

标杆 

方建民 蒋翠英

【Mrs. Henderson 年老时所居住的移动房】

人生 
——记念 Mrs. Alma Henderson

生命的见证

执着追求

        记得 Alma 还能开车的时候，无

论是祷告会还是主日崇拜，无论天

气如何恶劣，从未见她迟到过。  年

轻人们做不到的事，一个老人家却

做到了。  在她带领的英文主日学班

上，总能听到她清脆的讲解声音。  

她虽然年事已高，但对经文的出处

随手翻来，着实令人惊讶不已。  最

爱听她的祷告， 犹如高山流水， 款

款而来。  老人家胸怀天下， 常常先为

海外的苦难民众迫切祷告，  然后是美国国内的同胞，最后回到雅典

城华人教会，这或许与她长期在不同国家为主传福音的经历有关。  

尽管 Alma 不懂半句中文，但每次主日崇拜，她总是端坐在会堂中，  

用心去“听”、用心去“感受”。  Alma 最关心青少年的属灵成长，经常

参加青少年们的主日敬拜，像一个小学生一样端坐在孩子们的旁

边， 认真听道、一起高唱赞美诗歌。  情到深处，她的歌声有时甚至

盖过孩子们的声音，回旋在上空， 深深感染周边的每一个人。

舍己的爱

        并无多少生活来源的 Alma，生活历来节俭简朴，开着一辆老

旧的车。大家劝她换辆好点的车，总是被她婉言拒绝。然而，对

有困难的弟兄姐妹 Alma 总是毫不含糊地伸出援手，她资助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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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痛苦。”  从那时候起，“视死如归” 对我而言再也

不是英雄好汉捐躯沙场的悲壮豪情，而是异乡游子

盼望回家的思念渴慕。

       算起来，我是在老太太搬到铁皮屋独居之后才

开始和她有较多的接触。印象中，直到停止开车前，

她的生活都是非常忙碌的。她不只固定参与华人教

会主日学的教导，也参加美国教会妇女团契的姐妹会

活动；最让我吃惊的是，九十高龄的她有一阵子还应

一位教会学校校长的要求，去辅导初中生的数学。此

外，从她口中我知道她经常照顾病人。她开车带她们

去看病，为她们准备食物，陪她们读经祷告。这些人

往往比她还年轻很多，有的却是在她的陪伴安慰之下

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的。记得当年我婆婆住在这里的

时候，Mrs. Henderson 每次在教会看到眼睛失明的她，

总是主动上前搀扶这个比自己还年轻 15 岁的慕道友。

从老太太身上我认识到，在主里做仆人应当是完全不

计名分、随时随地都可以把自己摆上的。

         Mrs. Henderson 不仅对美国及世界大事非常

关心，而且相当了解；她对教会里每一个成员和他

们的家庭、学业、工作以及他们离开雅典城以后的

发展及动向更是如数家珍。   她那敏锐的观察力和惊

人的记忆力，常常令我自叹弗如；她那超常的爱心

更令我深感惭愧。老太太这份源自生命活泉的爱使

她的关怀网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继续扩张发展。在追

思礼拜上，连她的亲戚们都为站起来致敬的庞大人

数感到惊讶。

       教会从 2008 年开始讨论购地建堂，Mrs. Henderson 

对这件事情的积极认真令我非常感动。她一听说哪

个教堂建筑要转让或有空地要出售就会很兴奋的叫

我去看，然后我们就会发展出很多的想象和规划。

直到后来买了现在的这个会堂旧宅，对于申请变

更地契、牧师住家和会堂的修改兴建，她都是出

钱出力、毫不吝惜地提供各种实质性的帮助。

        老太太对华人教会未来的发展以及会堂的使

用有一份深切的关心。她总是很正直地凭爱心说

诚实话，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最令我敬佩的是，

她从不倚老卖老。她知道自己在教会和会众眼里的

身份和地位，可是她从不认为自己的意见或看法就

比别人的更高一等，更应该受重视而被采纳。不止

一次，当她的意见未被采纳时，事后她总能诚恳地

赞美别人的建议真不错，并且毫无芥蒂的继续参与

接下来的事工。她这种开阔的胸襟和气度，让我对

圣经所教导的 “谦卑”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老太太乐于助人，却非常不愿意麻烦弟兄姐

妹来照顾自己。每次送她回家，她总是坚持要自

己下车，自己走过去开信箱取信。偶尔我们想要

帮她做点什么，她总是说：“I can do it ！ I can do 

it ！”  我从聊天中发现她年青时会开飞机，而且曾

为葛理翰牧师的布道大会司琴，再加上前几年还

在给初中生辅导数学。  的确，绝大多数 70 岁的人

都不能做的事，对 90 多岁的她而言，还是 “I can 

do it ！ I can do it ！”  靠主刚强的老太太在神面前

良善忠实的诸多事奉不仅使她自己大大的蒙福，

也让我们见证了神的恩典。

         Mrs. Henderson 一生顺服主，她的言行举止

多半时候真的很像耶稣基督。然而，其中最令我

难忘的还是寻常日子里，那些很平凡、很属人、

很鲜活的点点滴滴。每当看到卖 frozen yogurt 的

数的差派传道人，以及众多弟兄姐妹进修学习深造、

接受神国所需的更高装备。 

         华人教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教堂一直是 Alma

的心愿，因大家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在做建筑预

算时，金额一增再增，好象超出了教会所能承受的

范围，同工们一愁莫展。Alma 把这一切看在眼里，

悄悄开始了自己的行动。其惊人之举是将以前卖自

己住的独栋房屋的余款（大部分都用在于印度和非

洲建教堂、医院和学校）悉数捐给雅典城华人教会

购地置堂为业，她为新堂的顺利峻工落成奉献了所

有，而自己却住在一间狭小闷热的铁皮屋里面。

Alma 这一行动给了教会弟兄姐妹榜样的力量，奉

献成倍增加。正如一名传教士戴德生曾说，“假使

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

生命，决不留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中国，乃是

基督”。  Alma 就是雅典城华人教会的戴德生，她为

了雅典城华人教会、为了耶稣基督奉献了所有！

         Alma 一生奉献给他人、奉献给教会，深深激

励无数的弟兄姐妹。乌鸦反哺，乳羊尚知跪乳。年

前弟兄姐妹们正热议商讨如何贴身照顾她的起居生

活，毕竟 Alma 近百岁之高龄。然而，她总是显得

那么自信，她要么是婉拒避而谈之，要么是哈哈大

笑说为时过早。可以说，直至回天家之前，Alma

一直都不情愿给他人增添麻烦和不便。

喜乐人生

         感谢神的保守，Alma 虽然 90 高龄，记忆力却

超好，且身体并无大恙。刚来教会时，我总以为外

国人看中国人都是一个样儿，就像我们有时也分不

清老外一样，特别是小孩子。有一天，Alma 拉着我

的手直夸我的小孩，开始我以为她搞错了，深谈下

去后，却惊讶地发现她丝毫没有错误，谁家的孩子，

她都如数家珍，一一道来，无不令人赞叹！ Alma

蒙福高寿，并没有我们想像中的所谓养生之秘籍，

这与 Alma 完完全全信靠神、开朗的性格、完全的

交托、感恩知足、俭朴简出不无关系，而这都是我

们要学习的功课。每逢节假日，Alma 特别开心，

都穿戴不同的节日盛装，谁叫人家也是美女呢？！

虽然中美文化有很大的差异，但长期的相处，从来

没有听到 Alma 半句怨言。她总是乐呵呵的样子，

碰到高兴的事便开怀大笑，天真得像个孩子似的。

Alma 特别爱干净整洁，每次我用吹风机将她房子

四周吹干净整理好后，她总是拉着我的手高兴得连

连夸赞，弄得我挺不好意思的，因为这实在是微不

足道的。本打算今年圣诞节前和弟兄们一起，再把

老人家的房子周边吹一吹、整修一番，好让老人家

开开心心过个节，遗憾的是还没有来得及做，老人

家便荣归天家，不免留下一丝遗憾。当然，天上是

她更美的家乡，永恒的家园！ 

         Alma 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她言传

身教，把神的大爱充分彰显出来。她的一生，是

传奇的一生，辉煌灿烂的一生，是传扬神的爱的一

生，也是充满智慧、祝福、恩典和喜乐的一生。她

犹如美丽的天使，把神的爱深深地浇灌在我们的心

中。她在天上，  披戴那荣耀的冠冕，与主同在！

         Alma，您是那高高耸立的标杆，我们深深爱

您，敬仰您，也谢谢您！

        谨以此文记念可爱的 Mrs. Alma Henderson。

（作者来自江西，现在亚特兰大一生物公司从事科

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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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治亚州的冬天，树叶凋零，

树枝干枯，满眼望去一片萧条凄

凉，心中平添一层寒意和失落。

有时在住宅区会看到一排又大又

高的常青树，那一抹青绿往往激

起心中的喜悦和希望。人的生命

就像一年的四季，青春时有发芽

含苞欲放的季节，壮年时有开花

结果的季节，年老体衰时有叶落

归根的季节。这样的生命循环能

给这个世界留下怎样的轨迹和记

忆呢？生命是否可以永远常青？

这个问题好像从我有记忆开始就

常常令我纠结不已，这恐怕是世

人追问不休而无法得到答案的问

题，  也是寻且不止而无法得到

的！在佐治亚州雅典城华人基督

教 会 有 一 位 女 士 Mrs. Alma S. 

Henderson，她传奇的一生对于

这个如何能让生命常青的问题作

出了最完美的诠释！

        2015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一的

晚上，佐治亚州雅典城下着小雨，

刮着冷风。在 Prince Avenue Church

的一个教室里，有一群姐妹正在

学习圣经。她们有些人来自中国

教会（说中文和英文），有些人

来自美国教会（只说英文），最

引 人 注 目 的 是 一 位 长 者 Mrs. 

Henderson， 她年高 95 岁， 再过三

个月就满 96 岁了，然而从她身上

看不到年老体衰的迹象。她一头

金色卷发，梳妆精致好，脸上的

妆容白里透着红，面带温暖的微

笑。每周一上课时， 就有一位姐

妹接她过来，她提着一个大大的

浅蓝色手提包，里面装着学习资

料和作业，她对神话语的渴求，

俨然一位好奇的小学生。她发言

时，声音宏亮，中气极足，逻辑

缜密，圣经引用准确，观点敏锐，

特别令人信服钦佩。从她身上散

发出来的信心、力量和盼望，让

人无比羡慕她内在生命的旺盛。

课程结束时，我从她身边走过，

看她要起身离开，本能地想扶她

从座椅上站起来，她却很敏捷地

生命常青
  的秘诀 

宋学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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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见证

起身就走。当时我还在自嘲地想：我的身体反应

还赶不上老太太快！并且对旁边的人说：瞧！这

老太太走得多快！

 

         过了两天，我收到一个来自教会的电子邮件，

说 Mrs. Henderson 在睡梦中回了天家。当时，我

没有哀哭，倒是愿意唱诗歌来歌颂她的一生；也

没有悲伤，倒是愿意呤诵这段经文来描述她的一

生：“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

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诗篇 1：3）”

是的，正如 Mrs. Henderson 自己所祷告的那样，

活着时生命扎根在神的话语之中，为神作见证，

开枝散叶，开花结果；时候到来时，在睡梦中安

详地回天家。此时此刻，我的眼中没有泪水，倒

好像看见了一幅天堂的画面：来自各国各族各民

各方的人们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

拿棕树枝，高声赞美神（启示录 7：9-10），Mrs. 

Henderson 就在其中。

         翻阅 Mrs. Henderson 的生命册，她的生活轨

迹就是走在耶稣基督的道路上。年轻身强力壮时， 

她远赴非洲传福音，一呆就是 22 年。中年以后，

她回到美国佐治亚州雅典城，给来自中国的学生

学者传讲福音，建立中国教会。30 年以来，她奉

献自己的智慧力量、金钱以及所有给华人教会，

并在 2013 年帮助我们建立了我们华人自己的教堂。

负责建堂的章文春弟兄与我们分享了一个与 Mrs. 

Henderson 同工的经历，让人对 Mrs. Henderson 充

满了敬意。

         教会购买建堂的房屋和土地是属于银行拍卖

的，原来为一家建筑商所拥有。那个建筑商破产

之后，他的土地和房屋都被拍卖了。其中有一小

块儿三角地，原来被那位建筑商抵押给了他的一

位债主 Power Bricks Co。我们教会想要购买这块

儿小三角地，章文春弟兄多次与那位债主联络，

得到的答复都是教会得付一大笔钱给那位债主， 因

为那人说在商言商，生意人不可能做赔本的买卖。

Mrs. Henderson 主动要求与章文春弟兄去与那人面

谈。她以神国的名义、用智慧的语言说服了那人，

那人把地价从 50000 降到了 5000。Mrs. Henderson

当场挥笔开了一张 5000 美元的个人支票，成功地

买下了那块儿三角地。她信靠神，神给她智慧，

有勇有谋，让神的荣耀充分彰显出来！你无法相

信当时的她已是一位 93 岁高龄的女士，她活出来

的永远是一位耶稣基督的精兵！

        她相信神的话语，毕生与神同行， 与神同工，

用生命影响生命，传讲福音，引人信主，建立教会，

支持宣教。2015 年 11 月一次聚会中，教会的兄弟

姐妹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  需要他人的照顾，愿意

为她提供日常的服侍照料，然而她拒绝了。她坚

持生活自理， 不麻烦他人。2015 年她的视力下降

明显，她积极治疗，为的是能每日阅读圣经，并

且还能带领主日的英文查经。2015 年教会的弟兄

姐妹劝她去老人院，又被她拒绝了。她坚持独自

生活，不愿花钱在个人生活上。除了每月对教会

的奉献，她还积极地资助各方传道人和神学生，

每天为扩展神的国度祷告，从不为自己的事情多

花时间或者麻烦他人。  

     

        每周主日崇拜她都打扮得体，精神焕发，令

人尊敬。她的存在就像一面镜子。她的无私奉献

照出我对神的亏欠；她的柔和谦卑尊主为大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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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骄傲自负；她拥抱每个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

宽大的胸怀照出我的狭隘短视。跟 Mrs. Henderson

有过接触的人，都羡慕她的长寿，羡慕她身体的

健康，羡慕她超强的记忆力和敏锐的思维。然而，

最令人羡慕的是她对神的信心。她活在耶稣基督

里，尊主为大，爱护每个神看为宝贵的灵魂，引

领他们认识主耶稣基督。她是神最忠实的仆人。

她放弃世上的享受，追求从神那里而来的奖赏，

讨神的喜悦，进入神所赐的永生当中。她用她自

己活泼的生命，坚定的脚步告诉人们生命常青是有

秘诀的，秘诀就是信靠耶稣基督！正如约翰福音

（3:16）所说的那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

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2016 年 1 月 16 日，在佐治亚州雅典城华人

基督教会为我们亲爱的奶奶、亲爱的妈妈、亲爱

的姐妹 Mrs. Henderson 举行追思礼拜。来自各方教

会的弟兄姐妹、她的亲人好友、白种人黑种人黄

种人，都来纪念她。当主持追思会的牧师问谁是

受到 Mrs. Henderson 生命的影响和鼓励成为神国里

的一家人时，教堂里所有中国人都站了起来，献

上诚挚的敬意。我们还在教堂旁边种了一棵树，

永远地纪念她一生对耶稣基督的信靠和奉献，也

希望她永远激励我们来做合神使用的器皿，将来

把耶稣基督的爱广传出去！

（ 作者来自中国湖南，现在佐治亚州雅典城从事生

物医学研究工作。） 

         几个月前老太太问我什么时候再献诗，其时

我早已准备好歌曲，心想圣诞节快到了，就告诉她

圣诞节晚会献诗，她听了很高兴，没想到她却早一

步归回天家，我再也没有机会唱给老太太听了，心

中无限遗憾。

遵教悔传福音 

         Athens 是个大学城，人来人往，凡来过的必留

下足迹，带走记忆。老太太曾经对我们说，这里是从

事福音事工的最好地方。UGA 聚集世界各国的精英，

若我们能将福音传给这些精英，日后他们将把福音带

回自己的家乡或工作岗位传扬，那传福音的果效将会

无穷大。  她鼓励我们要善用地理之便来广传福音。 

      

         多年来，在老太太的鼎  力恊助下，ATCCC 终

于建立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教堂，让凡身上流有基督

宝血的人有敬拜神的会堂，也让饥渴慕义的朋友有

个浅谈深思神话语的地方。每当我看到教堂的十字

架，想到主耶稣的爱拆除人与神之间的阻隔，就深

切地感到老太太宽宏的爱何尝不是如此？她的爱超

越种族地域文化等阻隔。相信她将乐意见到她所深

爱的教会也是超越年龄大小、学问高低、职业贵賎、

灵命深浅，以及语言文化宗派不同的藩篱，大家在

主里合而为一，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

   ( 作者来自台湾， 现在佐治亚大学工作。) 

（上接 4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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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后 2015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三的晚上，兄弟

姐妹刚开始祷告会前的分享，我就接到大宁弟兄

的电话。电话那头大宁弟兄的声音很低、很奇怪，

还带些颤抖以致于我要出去才能听清楚。“老太太

（我们对 Mrs. Henderson 的尊称）过去了。” 我简直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大宁弟兄重复了三遍我才

明白。于是，我和华刚张坚夫妇赶去 Mrs. Henderson

的家 -- 那个简陋的铁皮屋。尽管警察在现场证实了

Mrs. Henderson 死亡，我们还是难以相信！我想这

就是为什么电话中大宁弟兄的声音那么低、那么奇

怪。当我们在她的床前瞻仰她的遗容祷告时，我们

敬爱的老奶奶，Alma Siewert Henderson，仍然是那

灯台上的光
徐炳乾

  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

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马太福音 5：14-16)

【作者（右）与 Mrs. Henderson 交谈，2013】

记念 Mrs. Hend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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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的安详，如同睡着了一样。正如她一直祷告的

那样，天父将她在睡梦中安详地接回天家，那是

主后 2015 年 12 月 15 日晚，她享年 95 岁。

    Alma Siewert Henderson 是美国最早去喀麦隆的

宣教士之一。   一呆就是 22 年，建教会、建学校、

建医院；回美后全力帮助华人教会，尤其是我们

教会；老年卖掉所有房产全部捐出，自己住小铁

皮房，剩余收入，坚持每周去邮局寄钱、满世界

捐赠。她在基督里满有长成的身量，荣神益人，

正像主耶稣教导的那样：“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

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

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

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马太福音 5：14-16）” 

Mrs. Henderson 是对我基督信仰影响至深的属灵长

者，关于他老人家的事，要分享的实在太多。在

此只能略举一二。

{ 基督徒的 graduation }
         2006 年 1 月，神带领我来到 UGA 工作。作

为基督徒，我很快就找到并加入了还在借用 UGA 

campus 的 BCM 聚会的雅典城华人基督教会，经

常参加 Mrs. Henderson 带的主日学。作为信主已

经五年的基督徒，我相信 “因信称义” 并在本职工

作中努力善用神所赐的恩典，作主又良善又忠心

的仆人。我以为，在科研和教学工作中兢兢业业

取得成就便尽了基督徒的本分。因 Mrs. Henderson

带的主日学参加的大多数是学生，她便举了一个

与学生相关的因信称义例子。成为基督就好像你

被 UGA 接受，成为 UGA 的学生。你要努力学习

通过考试才能毕业。主耶稣给我们的考题只有一

个，那就是有一天你去了天堂，站在耶稣的面前，

祂 会 问 你：How many people do you bring with you? 

基督徒需知道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什么东

西是可以永远留下来的，如果忙着追求世上短暂的

财富和满足，那真是可悲的，到主来时，我们什么

都带不走。所以转变的真正标志是时间的测验和你

生 活 的 果 实。现 在 回 想 起 来，当 我 与 Mrs. 

Henderson 分享自己在科研和教学中的成就的时候 , 

她总是由衷的祝福我，还要加上一句：Glory to 

God。当我与她分享去年回国时带一位弟兄决志信

主的过程时，她脸上发出光芒和孩童般的喜乐，拉

着我坐下祷告，将荣耀归于神。Mrs. Henderson 已

经以完美的答卷通过毕业考试。我们正在结出属灵

的果实吗？在准备怎样的答卷呢？

 { 灵命成熟的基督徒 }
        当一个人信耶稣悔改重生以后，圣灵就在他里

面赐下一个新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

新生命在重生的人里面不断长大，直到基督长成的

身量。感谢主让 Mrs. Henderson 作为我们的属灵长

者服事祂的教会，成为我们的榜样并常常提醒和教

导我们如何成为一个灵命成熟的基督徒。2015 年下

半年，我们教会经历了一场牧师转换职场及执事会

换届选举的危机和考验。作为执事会主席，在这种

压力下，  我不但灵命出现了软弱，身体也出现了状

况。当时神好像没有回应我的祷告，我就向我认识

的牧师和属灵长者寻求帮助。2015 年 11 月 11 日晚

我特意去 Mrs. Henderson 家求助。我们谈了很久，

分析教会的状况，Mrs. Henderson 一边带我查考很

多经文一边祷告。我无法记住她老人家讲过的每一

句话，但我用小本记下了大纲。要点就是灵命成熟

是教会领袖和其他成熟的信徒一项首要责任，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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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这样教會才能增长。整理并分享一下：

  1   能在真理上分辨是非：一个生命成熟的基督

徒能够吃干粮，将信仰建立在上帝真理的话语上。

单单追求热心不是圣经的教导，异端信仰也讲究

热 心，许 多 异 教 信 徒 也 非 常 虔 诚。灵 命 上 的 

“naivete” 常常使有些基督徒将某人的话当作真理，

实在是遗憾。

   2   能在信仰上持守真道    基督教信仰并非 “因

行为称义” 而是 “因信称义”，意思是人不能靠自

己的行为而被上帝称义，只有信靠上帝，但是人

对上帝真实的信心必然带出相应的行为，如果没

有，则只能表明人的不信。

  3   能在罪恶上胜过试探    人能够靠着耶稣基督

胜过试探，  因为基督已经得胜，并且住在我们里

面。所以，一个灵命成熟的基督徒就当常常倚靠

基督胜过试探。

 4   能在善事上多结果子   “你们多结果子，我父

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

音 15：8）”

        基督徒当像 Mrs. Henderson 那样，追求成为合

神心意的人。主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

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

（马太福音 24：24）”。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靠主

站立得稳，并努力地追求，叫我们象 Mrs.Henderson

那样，扎根在主的话语之中，都成为灵命成熟的基

督徒。愿主祝福祂自己的话！ 

         Mrs. Henderson，天堂见！

（作者来自中国陕西省，现在佐治亚大学工程学院

工作。） 

with the erhu. In April  2015, Veronica and I 
re-visited Athens. On the evening of April 11 at 
Dennis and Sunny Cheng’ s house, she listened to 
my erhu and sang a few Christian hymns with me. 
On the noon of April 12, she listened to my playing 
耶 和 华 祝 福 and 野 地 的 花 .  On April 10, during a 
special evening gathering at the church, she also 
witnessed that I had really became a gospel magician 
who performed magic on stage and talked about

God’ s wonderful creation and Jesus salvation. 

    Mrs. Henderson, God’ s faithful servant, our 
beloved mother/grandmother, was taken back to 
Heaven on December 16, 2015, at the age of 95. Her 
love and care to us were remembered. 

(The author is a Malaysian Magician and Musician.)

（ Continued from page 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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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治亚州的冬天，树叶凋零，

树枝干枯，满眼望去一片萧条凄

凉，心中平添一层寒意和失落。

有时在住宅区会看到一排又大又

高的常青树，那一抹青绿往往激

起心中的喜悦和希望。人的生命

就像一年的四季，青春时有发芽

含苞欲放的季节，壮年时有开花

结果的季节，年老体衰时有叶落

归根的季节。这样的生命循环能

给这个世界留下怎样的轨迹和记

忆呢？生命是否可以永远常青？

这个问题好像从我有记忆开始就

常常令我纠结不已，这恐怕是世

人追问不休而无法得到答案的问

题，  也是寻且不止而无法得到

生命的见证

        初次见到 Mrs. Henderson 是在

2009 年，我们全家搬到雅典

城，参加雅典城华人基督教会

的聚会。在许多黑头发黑眼睛

中，我惊讶地发现有一位金色

头发的长者在我们之中。更让

我惊讶的是，她虽然听不懂中

文，却一次不缺地参加我们的

聚会。她就是Mrs. Henderson。

        见过几面之后，我就觉得

很好奇。是什么力量能让她这

【Mrs. Henderson 在即将竣工的新堂里，2012】

生命的见证
赵春华

爱的力量 

么持久地待在中国教会呢？她不会孤单吗？想到如果是我自己，去到一个语言不通的聚会中，一次就已

足够了，第二次一定不想去了。她怎么能一去就是几十年呢？ 我按捺不住好奇心，找到老人家，直接问

她说，你为什么在我们教会呢？老人家微微一笑，告诉我说：“Because I have been an alien, too.” 

        教会的弟兄姐妹告诉我说，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Mrs. Henderson 就去非洲宣教，在喀麦隆一呆就

是 22 年；回美后，她全力帮助华人教会，在雅典城华人基督教会事奉至今。原来，她在非洲住了 22 年，

深深知道身为异乡人、人生地不熟、言语不通的不便。所以她从非洲回美国之后，看到许多华人学生学

者在 UGA 学习工作，人生地不熟，言语不通，就特别怜悯关怀他们。她和她的先生一起开放他们在校

园附近的家，帮助当时的华人查经班，每周末接学生学者去自己家一起吃饭，学圣经，开车带他们去需

要的地方，尽力帮助他们。许多华人学生学者在这里信主，有些回到台湾或大陆，继续传讲福音，有些

去美国其它地方，成为其它教会的核心同工。查经班人数见长，最终成立了这个雅典城华人基督教会。

她先生去世后，Mrs. Henderson 卖掉大房子，搬到了雅典城北边的铁皮屋，将许多房款都捐给了我们教会和

支援在印度的神学院。她也一直在教会教导主日学，关心教会各样事工，关心同工们的灵命成长。

        得知 Mrs. Henderson 背后的故事后，我深深感慨，主爱无穷。耶稣，这位天父的独生爱子，虽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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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见证

万王之王，却因着爱，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第三

日从死里复活，使一切信他名的人，可以罪得赦免，

与神和好。因着相信耶稣，Mrs. Henderson 和她的

先生，愿意将自己的一生和一切都献上，只为了把

主的爱传递给与他们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爱的力

量，何等伟大！

丰盛的恩典

        再接触 Mrs. Henderson, 是去参加她的主日学和

开车送她去看医生或办理杂事。这段相处的时间成

为我人生一段宝贵的经历和财富。因为她的生命让

我真正明白了什么是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福音 6：33）”

 

        在主日学课堂，她常问我们一个问题：“What 

will you bring to heaven? “Not money, but souls of 

people!” “Who is going to tell the people the good 

news from God?” “You, and you and you!” 她关心别

人，爱人的灵魂， 常常想到教会的各位弟兄姐妹和

朋友们，关心他们的现状，为他们的需要祷告。与

她相处，常常感觉她是一个乐观爽朗、关心别人的人。

虽然她没有亲生的子女，但她有无数属灵的子女。 

        在主日学讲解圣经时，她也常常分享自己的亲

身经历，将她自己向我们敞开。记得她为我们讲解

什么叫顺服神的旨意。她分享自己从神学院毕业时

是如何回应神的呼召，去往非洲宣教的。她也曾

经想在美国有自己的事业，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

一些必要的物质享受，但她因着信心，选择了顺

服，放弃了自己原有的计划，选择听从神的安排。

这么多年来，她从来没有后悔过。每次回顾过去

的时候，她都无比感恩地说 ：“神的计划是最好的。” 

她总是说，神对她实在是有恩情的，神让她的生

命活得很丰盛，并照顾了她所有的生活需要。 

        一次从银行出来，她告诉我她刚开了一张支

票，要带去中国大陆，支持在中国的福音工作的。

她 笑 着 说：“I will be penniless when I die because I 

will give away all the money.”  其实她自己的生活很

节俭，和她一起去 Kroger 和 Aldi 买东西时我就知

道，她买面包、鸡蛋、牛奶等日用品都是挑价钱

最便宜的买，就连买汉堡包她都只买一美元一个

的，看医生后买药也都是去最便宜的药店；但她

为教会奉献金钱时都是最大笔的。她真的将自己

的一切都摆上献给神了。 

生命的见证

        神也眷顾她，九十几岁的人了，她还是那么

有活力。除了中风后康复的那段时间，她平常走

路都不要人搀扶，开车的时候都是她为我指路。

因为她自己一直开车到九十岁左右，对雅典城每

条路都了如指掌，脑子里好像有我们雅典城的全

部地图。她从不吝啬给人温暖的拥抱和祝福。许

许多多台湾、印度、非洲以及美国各地曾蒙她教

导或帮助的人经常来到这里看望她。她的人生是快

乐的、充实的。

        记得她老人家面带笑容谈论死亡时总是说，“If 

I die, do not cry for me, because I will be happy in 

heaven, smiling at you. Death is like a graduation. It is a 

celebration!” 所以当我听到她老人家安息主怀的消

息，她的话语就好象回响在我耳边，给我安慰。        

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人）得生命，并

且得的更丰盛。 ( 约翰福音 10：10)。” Mrs. Henderson

生命的见证，让我体会到了这句话的真实。愿主

的爱激励我们，共走天路。

（作者来自江苏，现在佐治亚州雅典城一所中学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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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 秋初到 Athens，第一个报到的团契就是

查经班。在这个以华人学生为主的团体中，最引人

注目的就是曾在西非宣教 20 多年的 Henderson 夫妇。

每当星期五晚上查经的时候，大家都穿着短裤，拖

着凉鞋，面带倦容来到查经班，唯独 Mrs. Henderson

总是一袭粉色套装，配上一朵大胸花，容光焕发，笑

意盈盈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一起唱诗歌查圣经。

当时大家最爱唱圣诗 109 首 ”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th made...rejoice …”。看着她专注忘我地

唱着，充满平安喜乐的神情，令我感受到人存有

一口气就是神的恩典。从此我就喜欢上了查经班，

那里的气氛活泼欢乐，那里的人们充满了爱心。

Mrs. Henderson 
与我

包进重

【作者（左一）与 Mrs. Henderson 等人的合影，2014 年 7 月】

福音的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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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nderson 夫妇除了参加我们周五查经之外，星

期日邀我们去 Oconee High Church 献诗，主日崇拜

结束后请我们去他们家吃午餐，周末带我们去

Farmington 参观早期浸信会差遣去中国的宣教士

Lottie Moon 的纪念碑等等。记忆中，Mr. Henderson

的那部卡车是我们搬家的好帮手，Mrs. Henderson 那

一道道超甜点心把我们养得肥肥胖胖。他们犹如华

人学生在美国的父母亲，而这一结缘就是 30 年。

送走老先生

         1997 年 Mr. Henderson 得了癌症。在病危临终

之际，我们几位弟兄围绕病榻，为他唱完最后一首

歌后，Mrs. Henderson 轻轻抚摸他的额头，逐步拔

掉维生器，他微笑地呼完最后一口气。当时整个病

房丝毫没有死亡的恐惧与悲伤，只有天堂般的宁静

与祥和。刹那间，我仿佛看到主的荣光在他脸上显

现，脑海中浮现出保罗在提摩太后书（4: 7-8）中

说的那句话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

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Mr. Henderson 每时每刻

为主做见证，已坦然无惧来到主面前，安然回天家。

而 Mrs. Henderson 在整个过程中出奇的平静， 没掉

半滴眼泪，因为她深信他们会在天上更美的家乡相

聚，神已经为他们预备好了。虽然我从小上主日学

读圣经，但年少不更事，对圣经的教导往往只停留

在概念式的认知，直到那一刻才领悟出圣经的价值

乃 在 于 用 生 命 去 体 验，在 生 活 中 具 体 实 践，

Henderson 夫妇活出了圣经中的话语。

结缘圣乐中 

         音乐是我与 Mrs. Henderson 的默契。 我从小加

入教会诗班， 圣诗是我属灵成长过程中的良师益友。

来到查经班很自然担任领诗同工， 记得当时诗歌种

类不多， 大部分选自教会圣诗。  每次我们唱中文， 

她则唱英文，大家口唱心和地赞美主， 喜乐无比。

转眼间已过 30 个年头，我从年轻小伙子变为后脑

勺微秃的糟老头。Mrs. Henderson 也从一位笑声爽

朗、剑步如飞的资深美女变为偶尔须要人搀扶或

拄拐杖、时时须担心血压眼压的老太太。而大家

唱教会圣诗的次数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多是新

创作新风格的诗歌，渐渐地我发现老太太变得静

默，  她不再跟我们一起唱了。  因此， 每次我领诗

时，总会特意挑选一些她熟悉的诗歌。

          记得 2013 年教会献堂典礼前的几个星期，老太

太拿 “Open The Gates of The Temple” 的歌谱给我，

交代我要献诗。我当时拿了谱稍做练习，心想大

概可以交差了。没想到在典礼前一星期的主日崇

拜 结 束 后，她 很 严 肃 地 问 我：“Are you ready 

yet?” 。天啊！那口吻就像老师询问学生有没有认

真做好功课一样。我心中一颤，明白老太太高标

准的要求，就在最后一星期卯足了劲，熟背歌词， 

揣摩曲意，以达到老太太的期待。

        去年春天有一次我负责领诗的主日崇拜结束

后，我一如往常和老太太拥抱，听她说 “Good to 

see you sing again”。但那一次拥抱让我心情沉重无

比， 她幽幽地对我说：“When are you going to sing 

again?” 又交代我要定期献诗，我深深感受到她对

属于她那个年代诗歌的眷恋。于是，我开始找一些

像 The Holy City，  The Lord Prayer 等老太太喜欢的

诗歌，每天晚上定时练唱，在反覆咏唱中，我更深

入地明白了神的旨意，感受到神的同在。每当练完

歌后，我便不自觉地接着看空中圣经学院的节目，

久而久之竟养成每晚唱诗歌读圣经的习惯。

福音的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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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s Faithful Servant

     I  came to Athens,  
Georgia, in April, 1989, 
for my PhD degree studies 
in plant pathology. During 
my studies, I was invited 
to  the  Chinese  Bible  
Study Group at UGA, 
and came to know about 
Mrs. Henderson since 
then. She was just like 
ou r  mo the r  who  had  
taken care of us physically 
and spiritually. As foreign 
s tudents  a t  UGA, we 
were often invited to her 
house and enjoyed food 
and fellowship in Christ. 
During my stay at Athens, 
Mrs. Henderson was also 
my teacher and advisor. 
Whenever I had doubts in 
English vocabulary or 
pronunciation, she was my 
English teacher. Whenever 
I  had communication 
issues with Veronica (my 
current wife but girlfriend 
at that time) she gave me 
advices to improve our 
relationship.    

    After graduation from 
UGA, Veronica and I got 
married in Hong Kong, 
and in 1997 we moved to  
an apartment at Metro 
City Phase One, Tseung 

Kwan O, Kowloon, which was the first property we bought in Hong Kong. In 
1999, Mrs. Henderson came to visit us and stayed with us at our apartment for 
about a week or two (I have forgotten the actual duration). During her stay, I 
learned that she was a disciplined person, keeping her good habit of sleeping 
early and getting up early. She ate a bowl of Mueslix (mixed grains of cereals 
and dried fruits) with milk every morning to keep her healthy. One thing that I 
was grateful to Mrs. Henderson: I showed her some little magic tricks during her 
stay with us. At that time I was a beginner in magic, however, she was amazed 
and said, “TK! How wonderful was your magic performance! You should 
perform on stage!” She told me tha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were many 
magicians who spread the gospel through their magic shows, and she said one 
day I should do that, too. This was imprinted in my mind, and thus the following 
year I joined the Fellowship of Christian Magicians of Hong Kong. Until now, I 
have performed about 500 public magic shows and talked about Jesus Christ and 
His love on stage. Thanks to Mrs. Henderson who had inspired me to become a 
gospel magician.

     Personally Mrs. Henderson liked to listen to my music very much, especially 
when I played the erhu ( 二胡 , a two-str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al instrument). 
When I was at Athens, she liked to sing or hum along the songs that I played 

福音的承传

——T.K. Goh ( 吴德强 )

【The author and Mrs. Henderson in 2015】

（ Continued on page 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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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uo Family

【郭泰亮】： 2015 年 12 月 16 日晚我们一群弟兄姐妹聚集在教会牧师住宅楼的客厅里祷告。老徐因为

感冒主动隔离在一角落，一会儿他的电话铃响了。当他回来时竟带来了老太太荣归天家的消息。2016 年

1 月 16 日，教会为她举行追思礼拜。四年来与老太太相处的点点滴滴一幕一幕地浮现在眼前。晚上与小

孩们读圣经遇到难懂的经文，  让我想起老太太曾送给我的研读本圣经，于是让小孩子们拿出那本圣经查

寻。那本圣经有老太太的签名 Alma Henderson，名后附着一节经文：“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

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 1：16）” 是的，老太太一生从不以福音为耻，

反以福音为荣！

        老太太对别人大方，但对自己却很节俭。在追思礼拜第二场结束后， Sunny 提到老太太嫌有机食品贵， 

不买有机食品，省出钱来捐给需要的人。她认为世界很多地方缺少食物，能吃饱就不错了，信神的人必有

 我们
心目中的老太太

* 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

  成了有许多儿女的快乐母亲。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 113:9)

【Meicui and children visiting Mrs. Henderson in the hospital, 2013】

福音的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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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迹随着他们，“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

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马可福音

16：18）”   她在非洲这么多年不但没被疾病感染反

享高寿，的确是神迹！ 

        老太太爱神爱人，却恨恶罪恶，经常提到

Abomination 一词。 Abomination 意思是深恶痛绝；

嫌恶；令人憎恶的人或事物；可憎恶的或卑劣的习

惯或行为。一般来说，凡不合道德、违反神旨意的

  行为和事物，都是神所憎恶的。但最为神所憎恶的

乃是敬拜假神偶像及崇拜天象，因而一切假神偶像

以及为敬拜假神的用具、祭祀、祭物都成了神的可

憎之物 （申命记7: 25; 13:14; 16:21,22; 17:3-5）。比如，

利未记（18:22）中说：“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

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 又如，列王记上（11：

5）说：“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录和

亚扪人可憎的神米勒公。” 

        老太太注重圣经里的细节。在上主日学回顾

上周所学的内容时，她问我们，  “七日的第一日清

早，天还黑的时候，谁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

从坟墓挪开了？” 我们回答说，  “马利亚”。她继续

追问，  “哪一个马利亚？” 原来新约圣经里有七个

马利亚：耶稣的母亲马利亚（路加福音 1:26-56；

马太福音 1:18-25）、抹大拉的马利亚（马太福音

27:56 ；马可福音 15:40；路加福音 23:49；约翰福

音 19：25）、  革 罗 罢 的 妻 子 马 利 亚（约 翰 福 音

19:25）、伯大尼的马利亚（路加福音 10:38-42）、 

马可的母亲马利亚（使徒行传 12:12）、罗马的马

利亚（罗马书 16:6）和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马利

亚（马太福音 27：56; 马可福音 15：40）。难怪老

太太要我们知道是抹大拉的马利亚。

        老太太很谦卑。有一次我们查路加福音 (6：

20)：“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

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 老太太百思不得其解。其

中有一位弟兄说，这节经文也许应对照登山宝训中

讲的第一福来读，“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

他们的。（马太福音 5：3）” 老太太恍然大悟。原

来路加福音（6：20）中 “贫穷的人” 不是指物质

的贫穷，而是指属灵的贫穷；倘若心灵里面觉得贫

穷，怎么能从这个世界得到满足呢？因此转向神并

追求神和属神事物的人，    即使贫穷却有福。老太太

感叹道，“我读了这么多年圣经，读了那么多遍，

可需要学的还有很多啊！”

          老太太生前一直告诉我们她去世后我们不要难

过，因为她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12 月 14 日她还

参加姐妹读经会，与很多姐妹一起查经， 12 月 16

日却安详地走了。这让我想起自己的母亲在 2008

年 1 月 22 日也是这样走的。在 1 月 20 日我还与

她老人家通电话，两天后亲戚打电话来告知母亲已

经去世。我心中难过，回电与哥哥姐姐谈及母亲，

情不自禁泪如泉涌。第二天早上心中悲戚，送孩子

们上学的时候，欣颖 (Katrina, 当时六岁 ) 和茂廷

(Kevin, 当时五岁 ) 突然唱道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这是他们前一

天在教会刚学会的歌，我听了，心中顿时充满了安

慰。是的，我们有神的同在，有什么难过的呢！

Mrs. Henderson 有神的同在，母亲也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帮助，我们将来在天家还会见面的。

【潘美翠】：来到 Athens 有幸认识 Mrs. Henderson。

老太太的一生散发着基督的香气，她传福音的脚踪

是何等的佳美。她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神，爱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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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的承传

己。她的祷告是国度性的祷告，她每天所挂心的

是神国的扩展，福音还没有传到的国家，信徒的

属灵生命的成长，弟兄姐妹生活的需要。

        几个月前有机会带老太太到 Gainsville 做根管

治疗。根管治疗后，牙医给我看她牙齿的 X 光片，

说老太太的牙根比一般人的牙根深，且保持得相

当好。在回家路上，老太太告诉我这是她人生第

一次做根管治疗。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她告诉

我她很少有蛀牙。我年轻的时候就已做了好几次

的根管治疗，老太太九十五岁才做第一次根管治

疗，我非常惊讶，真是好福气。这印证了泰亮前

面讲的：信神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老太太最后能像保  罗在提摩太后书（4:7-8）

所说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

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

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

慕他显现的人。” 

    Our children love Mrs. Henderson very much, 
and they would hug her when they saw her in 
church. Mrs. Henderson once told me with a smile 
that: “When you are bored with your children, send 
them to my house.”  Now let us see how our 
children remembered her.

【Katrina Guo】：Mrs. Henderson was one of 
the greatest and kindest people I have ever met, 
and by far the most godly person I have had the 
honor to know. She showed me what it meant to 
live for Christ and put God first in my life. She 
was the best role model I could ask for. I am 
forever thankful for everything she has done for 
me, and I will never forget her. 

【Kevin Guo】：When our youth program at our 
new church first started, Mrs. Henderson was sitting 
in a chair in the same room with us. I recall thinking, 
“What is she doing here?” I wasn’ t sure, but now I 
know. She loved being with kids. Every time I went 
and greeted her, I could see the joy on her face. She 
would ask questions about how I was doing, how I 
was doing in school, etc. She cared a lot about us. 
She is also a very godly person. Every Sunday, when 
we were learning our lesson, she would be sitting 
there at the same spot. She would pray for us at the 
beginning of every lesson and she would sometimes 
jump in and say a few words about how she felt 
about the topic, which helped us remember the topic 
better and learn more. Mrs. Henderson was, and still 
is, someone I look up to. I will never forget her.

【Daniel Guo】： Mrs. Henderson was a wonderful 
woman. She taught us the meaning of The Lord’ s 
Prayer. She was very thoughtful and caring. I always 
liked hugging her and asking her how her day was. 
She is very godly and I am glad that she is now in a 
much better place, Heaven. As everyone knows, she 
had hearing problems, eye problems, and she once 
had a stroke. We were memorizing the Bible names 
with her in her hospital. Life is so quick. If you believe 
Christ as your Savior, God will take you up to 
Heaven to live an eternal life there, so you have to be 
prepared, and Mrs. Henderson was fully ready. 
Instead of spending time in the Sanctuary, she spent 
time with the youth. As Mr. Jack said, she wanted the 
youth to know about Christ when they were young; 
so when they grow up, they would be a godly 
person. We all feel sorry that she left us all, but we 
all know that she is in a much better place. I am very 
thankful that she was in our church for such a 
wonderful time. 
      
(The Guo family lives in Bogart, Georgia. Tailiang is 
from Hubei and works at UGA College of Veterinary 
Medicine, Meicui is from Vietnam. Their three 
children Katrina, Kevin and Daniel are students in 
Oconee count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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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的承传

           记得几年前，在德州参加

儿子的大学毕业典礼。典礼结

束后，儿子穿着他的毕业袍，

带着学士帽，全身挂着各种彩

带、装饰条和徽章兴高采烈地

来到我们面前，兴奋地拿下一

条天蓝色彩带， 问道“爸爸妈妈，

你们知道这代表什么吗？”，“这

代表荣誉学生”。儿子又取下一

枚徽章问道，“你们知道这是什

么吗？”，“这是阿尔法俱乐部”。

听着儿子不停的介绍，看着悬

挂在他身上的各种装饰品，除

了那句所有父母常对孩子们说

的 “祝贺你，儿子！我们真为

你感到骄傲！” 以外，我们似

乎还想说点什么，但却不知道

说什么好。

        “谦卑人生”，好像从来就

没有在我们的人生座右铭中有

过记录。从小到大，我们就一

直知道要 “好好学习，天天向

上”，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

高” 充满了我们人生的道路。从

小学开始，我们就知道，一个三好学生的荣誉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家

长的赞美，老师的表扬，同学的羡慕激励着我们不停地为着下一目标

努力。渐渐地我们的人生道路变成了从一个光环到另一个光环的追光

历程。与所有海外学子一样，  从学士、  硕士、博士到助教、讲师、教授，

从护士、医生、工程师到研究员、公司管理员，我们奋斗、我们拼搏。

作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的留学人员，我们似乎与早期的中国留学生

有着“质”的差别。我们头顶着各种耀眼的光环，开始了我们在异国

他乡的奋斗之路。功夫不负有心人，无论是已经成功的，还是正在努

力奔向成功的，我们逐步迈向社会的高层。我们为自己努力的结果欢

欣鼓舞，而又沾沾自喜。从孩子的教育到朋友聚会，我们不时地向世

界展现自己人生路上的一个又一个光环。论文、  课题、  晋升、汽车、

房子、长青藤成了我们习以为常的话题。

张瑰 胡建

謙卑的人生
——献给我们主内的姐妹 Mrs. Alma  S.  Henderson

【作者全家 2014 年圣诞节与 Mrs. Henderson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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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的承传

        初识 Mrs. Henderson 是在 2011 年夏天。第一次

来到乔治亚州雅典城华人教会，就听说教会有一位

美国老奶奶。知道她是一位传教士，全身心地投入

帮助中国教会。但细细想来，这几年来对 Mrs. 

Henderson 的了解却非常有限。知道她老人家带领

英文班主日学，但从来没有听过她讲课。和她的接

触，大多数时间都是有事求她老人家和在教会的祷

告会上。“ Mrs. Henderson，能请您为我们的孩子祷

告吗？”；“ Mrs. Henderson，您可以和我们家照张全

家福吗？”；“ Mrs. Henderson ……”。每次找老太太，

她都是积极回应，除了问问家庭和孩子们的情况，

说些鼓励的话之外，老太太也没有太多的话。只记

得每一次交谈，  老太太都很少谈到她自己。  在祷告会

上，虽然她身体不好，但老太太好像从来不为自己祷

告，她总是为世界、为美国、为教会和为弟兄姐妹们

祷告。想来想去，对老人家最多的了解就是，从每年

教会给她买的生日蛋糕知道老太太又老了一岁。

         2015 年 12 月 16 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这天

95 岁高龄的 Mrs. Henderson 完成了她在世上的工作，

在睡梦中安详地离开了我们，回到父神那里。在准

备她的葬礼时，我们才对这位每周和我们一起参加

敬拜祷告的老姐妹的人生历程有了真正的了解。我

们才知道她从 10 岁就决志信主，  并决心成为传教

士；结婚后，她和她的先生一起去非洲的喀麦隆传

教，而且一传就是 22 年；我们才知道，她不仅是

一位传教士，还是一位女飞行员；我们才知道，她

一生除了非洲，还到过印度、台湾等很多地方传教；

我们才知道，她并不富裕，但她一生却资助过很多

很多的学生和神学生，直到她去世，她还在资助中

国大陆、台湾、非洲的传教士、和美国的神学生；

我们才知道…….。在葬礼上，通过结识一位退休的非

裔教授，我们知道了这位从两岁就是孤儿的教授，

是跟从 Mrs. Henderson 从非洲来到美国，在这里

完成学业，工作并退休。她叫 Mrs. Henderson “妈

妈”。在追思礼拜即将结束之际， Camden牧师说道，

“如果你的生命曾经被 Mrs. Henderson 所影响，现

在请站起来！” 几乎所有在场的会众都同时站了

起来。那一刻整个崇拜大厅仿佛灯火通明，也就

在那一刻我们忽然明白了什么是 “谦卑人生” ！

是啊，那站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不同肤色和种

族的基督徒或慕道友，更是一个个渴望被拯救的

灵魂。而这众多的灵魂都曾经被一个灵魂所激励。

要知道，每一个站起来的灵魂，都要比我们靠自

己奋斗得来的光环来得明亮而绚丽，因为那是充

满生命之光的灵魂。然而，这一切我们却从来没

有听到 Mrs. Henderson 说起。她将这一切深深地

藏在心里。或许，她早就知道，有一天，圣灵会

将这诸多灵魂的光聚到一起，将这世界照亮，就

像今天点亮整个崇拜大厅一样。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马太

福音 5:3）。再过几个月， 我们的儿子就将踏上他人

生职业训练的毕业典礼台。在他人生路程的伊始，

我们知道了我们需要再告诉他点什么。“祂本有神

的形像，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

取 了 奴 仆 的 形 像，  成 为 人 的 样 式。（腓 立 比 书

2:6-7）” 是啊，主耶稣就是谦卑的形象，感谢主将

Mrs. Henderson 带到了我们中间，让我们真真实实

地看到了什么是谦卑的人生。求神保守，愿我们

向 Mrs. Henderson 一样，活出谦卑的人生。

（作者夫妇来自四川，胡建弟兄在佐治亚州雅典城

骨科诊所工作，张瑰姐妹在佐治亚大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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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见到亨德森夫人 (Mrs. Henderson) 是在

2009 年我刚来美国的时候，第一次来到雅典华人

教会，看见一个年逾花甲但精神矍铄的老太太，

着装整齐，不卑不亢，一个人静静地坐在会堂后

排参加聚会。后来知道，老太太每周都教主日学，

然后和大家一起参加敬拜，我没有问过她为什么

去参加一个她听不懂的中文敬拜，但是我知道，

每次敬拜的时候，她都在后面，有的时候，唱到

她熟悉的诗歌的时候，我可以清楚地听到她在哼

着自己的英文歌词。

        自从过去几年亨德森夫人身体状况有所下降之

后，我就经常跟我太太讲，亨德森夫人的主日学课

程，我们听一次少一次了。可是，自己还是很惭愧，

最终也没有坚持每次都参加。亨德森夫人在我的记

忆中留下了一个个美好的细小片段，这些小的片段

都是我所珍藏的，都需要我用一生去慢慢回味。

祷告会上的最后一位发言者
        教会的祷告会在以前都是每周日早上 8 点到 9

点半，但是在我印象里亨德森夫人很少缺席，在大

亨德森夫人之印象
田 鹏

福音的承传

【Mrs. Henderson 擦拭主日学的桌子，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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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分享完自己，或者家庭，或者教会，或者工作

各方面需要祷告的事项之后，最后总是要轮到亨

德森夫人发言。百分之九十九，亨德森夫人都是

这样开始分享：今天我听收音机，说  ⋯⋯   然后

就鼓励大家为尼日利亚基督徒祷告，为中东的基

督徒受迫害祷告，为宣教士祷告，为少年事工祷告。

我在倾听老太太分享的时候，不是在听新闻，而

是完全被她引入了一个祷告的国度，或者说是神

国度中的祷告。心里说：哇噻！真正基督徒的祷

告原来是有这样神国度的眼界，更有从神来的负

担。不禁想起了陈士友老师曾经在查经过程中的

分享：你祷告中去关心神的事情，神自然就会关

心你的事情。直到今日，我依然受益，在祷告中

不断纪念国内地方教会和三自教会，朝鲜和中东

受逼迫的基督徒。

        我应该是在教会搬入新堂之后才开始有规律

地参加亨德森夫人的主日学课程的。课程内容主

要是以福音书为主，老太太把信息讲得简明扼要，

但同时言语中肯，谆谆善诱。她的例子可能不太

幽默，但是非常引人入胜，尤其是想到她有我三

倍年龄的人生阅历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讲，其

实听她讲什么我都肃然起敬，因为她整个人就是

一个耶稣基督的见证。她有一次讲生命和世界的

关系，她说她以前有很多的朋友，其中很多都过

得很富有、幸福、成功，但是她现在知道他们都

在哪里，因为当她走到墓地的时候，她会指着这

个墓碑说，某某某在这儿，又指着另外一个墓碑说，

这个人也是非常有钱的，现在在这儿。她没有上

纲上线，但是却立刻把我们这群听众拉到了我们

人生的终点。当我们人生快要结束的时候，世界

福音的承传

永远的主日学老师 }{

对我们还是那么重要吗？还有一次，她讲财产和世

界上的东西，她说自己那辆小红汽车，在当年买的

时候非常漂亮，性能很好，但是十年以后，空调坏

了，窗户的玻璃也不能移动，其他地方也出了很多

问题，世界上的东西也一样，都会像这个小红车一

样，慢慢褪去，接着她讲到自己的身体，以前还可

以开车，一直开到八十几岁，虽然自己感觉还可以，

但是政府不允许她开了。自己行动不便的同时，最

让她头疼的是，眼睛变得不好使，需要反复去眼科

诊所治疗，这不仅给她生活造成不便，更重要的是，

她最爱做的事情，读圣经，变成了一件非常奢侈的

事情。亨德森夫人说，她对自己的身体感到沮丧，

但这是事实，就是我们的身体总会日渐朽坏，她实

在是等不及要见主面，因为她知道她要从主那里得

到一个新的身体。

孜孜不倦的福音使者
        每周亨德森夫人的主日学都可能有一些新人来

到，他们或许都没有任何信仰背景，但是老太太都

会细心解答他们的问题。让我非常敬佩的是，她对

非基督徒的负担体现在她不遗余力地关心他们，在

祷告中纪念他们，同时在时机来临的时候，立刻引

领这些新人信主。有的时候，我会感觉这是否太仓

促，或者这些新人还不怎么了解福音就要为他们做

决志祷告。后来我想想，我们传福音的工作其实是

像老太太一样，尽可能的在他们的生命中留下一个

痕迹，播下一颗种子，只有圣灵的工作在这个人的

未来时光中才会引领他信主。我们基督徒要抓住一

切机会引人归主。我的爸爸妈妈来雅典生活了一年

的时间，他们基本每周都参加老太太的课程，感谢

王军姐妹花时间为他们俩翻译，老太太也非常挂念

我的父母，想必在私底下，她也付上很多的祷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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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教会复兴和基督徒成长。耶稣关心的，她就关心；耶稣不感兴趣的，她也不感兴趣。亨德森夫人就

是这样一个人，她的生活仿佛时时刻刻都在圣灵中，都被圣灵充满的样子。我带她去过眼科诊所，去她

家割过草，在教会活动中和她聊过天，但是每次挂在她嘴边的永远是教会、事工、哪个弟兄姐妹需要关心，

或者是学生们的生活需要。亨德森夫人过去几年每次见我都会问我，什么时候毕业，毕业后怎么打算？

我心里也明白，老太太一直希望我去受神学装备，将来更好地事奉神，我现在也一直记在心里，即使在

老太太回天家之后，我相信她对我的未来也有更清楚的看见，她在天上也会为我不停地祷告。

        如今，我坐在老太太的主日学教室，开启一个初信栽培的课程， 自己也在打趣说：老太太的位子我

来坐。这是一个沉重的责任，一个伟大的事工，一个我永远的追求。但愿我有亨德森夫人的心智和能力，

接续她未完的服事，去到人群中间结出更多的果子！

        记得小时候语文课本学到毛泽东为刘胡兰题的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回想亨德森夫人，我仰望

神的话语，要说：生的伟大，归的光荣，有主形象，荣上加荣！

（作者来自中国山东省，目前在佐治亚大学植物病理专业做博士后研究。）

在得知我父母去阿拉巴马福

音营过程中决志信主之后，

老太太特地为我父母买了一

个大菠萝。我爸回来告诉我

说，亨德森夫人恭喜他们信

主，同时鼓励他们要在主里

面多结果子。

我永远的标杆
        当一个人完全地浸泡在

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她

的所思所想都是关乎神的国

福音的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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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的承传

        记得我第一次见到 Mrs. Henderson 的时候是在

教会的大堂里。   我当时觉得奇怪，为什么在这个华

人教堂里会有一个白人老太太。难道她能听懂中文

吗？后来我知道 Mrs. Henderson 是教主日学的。再

后来，每周日的主日学时间我就开始参加 Mrs. 

Henderson 的主日学班，盼望以后可以做她的帮手。

每周日她见到我们的时候都会很慈祥地问好。

"Good to see you here today!"  或者是    "We are glad to

have you here today."   每次主日学无论是少到只有两三

个人还是多到七八个人，老太太都会照常仔仔细细

地教导我们。那时候，我们每周日查的是《路加福

音》。虽然老太太讲的很慢，但是每句话都是那

么的真实，那么触动人心。我记得有一次讲到

我们要成为神的见证（Being His witness）。  那时

候刚好发生加州针对基督徒的枪击案，就是枪

手拿枪指着人问他是否是基督徒，如果是的话

就开枪。老太太有看新闻的习惯，所以她就提

到这个。她问我们，如果我们遇到这种情况会

怎么办。说实话这个问题在我心里扎了一下，

我很想说我会说 Yes。但是我怕自己到时候会像

彼得那样，上一秒刚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

跌倒，我却永不跌倒”，然后下一秒就不认主了。所

任君伟

永远怀念的
       主日学
永远怀念的
       主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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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的承传

以老太太的这个问题让我明白以后如果遇到这种情

况，我要有个为主摆上的心志。老太太经常和我们

分享她在非洲服事的经历。她和我们说到她在非洲

给别人医治大麻风的时候，顺便给那些人传福音，

因为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不仅给我们肉体上的医治还

给我们属灵上的医治。  

         那时候，老太太说到传福音，就给我们分析

现在的基督徒为什么都不想传福音。有三个原因：

lazy, afraid, 和 ashamed。 她还引用她最喜欢的一节

经文，“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

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 人，后是希腊 人。（ 罗马

书 1：16）” 这句经文说到了我心里。福音是神的大

能，我们不应该觉得为耻。老太太还问我，我身边

的人知道我是基督徒吗？仔细想来好像我身边的人

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我是基督徒，那时候我才发现

我传福音的热心真的不够。我记得老太太讲的最后

一次主日学是在12月13号。那时候圣诞节快到了，

老太太却没有像以往那样继续讲路加福音，而是

讲了耶稣降生的事。耶稣生在马槽里是因为客店

里面没有地方。然后老太太以一个问题结束了那

天的主日学：这个世界没有空间容纳耶稣，那我

们心里有没有空间可以容纳耶稣呢？这个问题对

我的触动很深，让我去认真思考：我的心里是装

着耶稣基督还是装着世界？

        在主日学课上，老太太还和我们分享了许多她的

故事，还有后来追思礼拜上听到的故事，让我感到老太

太的一生都是为主而活。我希望以后我离开这个

世界的时候也能像老太太那样可以说一句 "I finally 

graduated.” 

（作者来自中国福建省，现在佐治亚大学就读本科

计算机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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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太太（Mrs. Henderson）是这么的爱护我们

教会，她离世的时刻想必是主垂听且回应她祷告后

的精心安排。2015 年 12 月 7 日，我们接到 Mrs. 

Henderson 的好友 Bishop 夫妇的电话，他们知道我

们即将返台探亲，所以急着要找我们当面商谈有关

Mrs. Henderson 的事。我们联络了华刚弟兄，于 12

月 10 日 ( 星期四 ) 晚上一起去拜访 Bishop 夫妇。

正如我们所料，他们表示希望华人教会能安排 Mrs. 

Henderson 到老人院接受更妥善的照顾；我们四人

也解释了，自从两年多前老太太中风之后，教会一

直希望对她的生活提供更多的照料，只不过 Mrs. 

Henderson 并不愿意接受，而且态度相当坚决。

         回家途中，我们商定这次无论如何都要好好

地跟老太太谈谈这事，希望她至少同意先让教会

的姊妹们来帮忙照顾她的饮食起居。于是华刚弟

兄提议 12 月 13 日 ( 星期天 ) 的主日崇拜前，由

我 们 两 人 带 Mrs. Henderson 去 Krispy Kreme 吃

doughnuts、喝咖啡，希望能够制订出一个较具体

的计划来照料她的日常生活。经由我们强力劝说，

老太太为了让大家放心，终于说出 “OK ！”，算

是勉强地答应了。同时，Mrs. Henderson 还交代

我们回台后要跟吴英明夫妇联络，并邀请他们回

雅典城来。其实，我们每次回台探亲前，Mrs. 

Henderson 都会提醒要跟吴英明夫妇联络或碰面；

【作者夫妇 2014 年 10 月与 Mrs. Henderson 合影】

李万益 唐明漪

 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传道书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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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也奇怪，这次她的要求是 “要他们再到雅

典城来”。

       当天一到教会，我们立刻把 Mrs. Henderson 

愿意接受照顾的好消息告诉华刚弟兄。然后，

我们也和 Bishop 夫妇联系，将详情告知，让

他们释怀。

        12 月 14 日 ( 星期一 ) 清晨我们搭机返台。

当天华刚夫妇趁热打铁，约了老太太吃晚餐， 

要与她就先前同意接受照顾一事，商讨细节。

她起先又不同意了，最终拗不过他们的劝说，

回答了一句 “好吧！等圣诞节过后再说”。 

         我们 12 月 16 日 ( 星期三 ) 凌晨抵台，

隔天 (12 月 17 日 ) 就收到徐炳乾弟兄的电邮：

老太太已经于 12 月 16 日归返天家。短暂的

惊愕之后，我们在怀念她老人家的同时，也不断思考她对华人教会的贡献，以及神在这件事情上的心意。

        三年前，我们的教堂落成时，Mrs. Henderson 多年来的心愿与祷告终于实现。作为主忠心的仆人，

她完成了一份主所托付的使命。不久后，她的健康出现问题，脑子里有个小中风；我们夫妇曾猜想那会

不会是她蒙神恩召，归回天家的时刻。感谢主，老太太奇迹般地恢复了。神让她继续留在我们中间，想

必是另有托付。  Mrs. Henderson 虽然一句中文都不懂，对教会发生的每一件事却都了如指掌，每次都能

恰到好处地为教会化解问题。比如，面对牧者的更替，她的看法是：“Pastors come and go,  the 

congregation stay.”  因为神才是教会的大牧者，一切都在祂的掌控带领之下；我们只要专心仰望神，毋需

焦虑。她的这些话语，在弟兄姊妹心思意念浮动不安的时候，仿佛一支定海神针。随之而来的新一届执

事改选也在她老人家的鼓励与祝福下完成。弟兄姊妹得以转回定睛仰望主耶稣，继续在主的真道上扎根。

         回想老太太离世前的点点滴滴， 我们逐渐明白，由于她深爱华人教会，只愿大家专心做好主的门徒，

不愿我们因为照顾她而分心。最终，教会与 Bishop 夫妇的沟通，也让其他美国友人了解到，弟兄姊妹确

实有心照顾她的生活。这一切，都是主的精心安排，让这位良善忠实的老仆人能安心如愿地归返天家。

( 作者夫妇来自台湾，现居佐治亚州雅典。)

馨香永存

任君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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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读圣经团契（BSF: Bible  Study 

Fellowship）创建于 50 年前。这个团契用严

紧的教学方式教导圣经，帮助人们认识神，更

好地在教会事奉，现已有一千多个班级遍布全世

界 39 个国家。蒙神的恩典，2015 的夏季开始，

在我们小小的雅典城也设立了姐妹卫星小组。姐

妹们踊跃报名，9 月开始了每周一次的 “启示录”

课程之旅。当我们来到课堂的时候，我们看到了

95 岁高龄的 Mrs. Henderson 端坐在教室里。我都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不会是真的吧？且不说

老人家已经 95 岁，每周一要在晚上来上课，老

人家一生都在读圣经，教我们查圣经，“启示录”

她应该读过无数遍了，还用来上课吗？可她老人

家却异常认真地说：“学神的话，永远都不会够。” 

真是活到老学到老！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活榜样

在我眼前，无论是听课还是课后作业，我都不敢

懈怠，就怕自己的语言不能完全听懂，要求在课

后重听一次，以勤补拙。每次与老人家见面，她

都会问我听课的感想，当我们学到神让约翰写信

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那段时，老人家说的一段话

让我茅塞顿开。她说 “你看，每个教会都有他们

的问题，有问题是正常的，神知道各个教会的问

题，神会亲自管教。所以教会出点问题太正常了，

不用担心。” 老人家真的是聪明绝顶，尽管她不懂

中文，可教会发生的事她都清清楚楚。中国有句老话 

说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华人教会就有 Mrs. 

Henderson 这样一个宝。她就像教会的定海神针，这

30 多年来镇定着我们教会。

    

    　12 月 14 日是 2015 年度研读圣经团契的最后一

次课。这天我特意提前下班去接 Mrs. Henderson 到我

家一起吃晚饭。期间，我们聊了很多，她老人家也吃

得很开心，胃口一如往常。饭后我又给她装了一盒她

喜欢的食物和一瓶她爱喝的芦荟饮料让她带回家第二

天吃，我们就出发去上课了。一路上，老人家都是谈

笑风声的，还指着路上的车说，“嘿，天都黑了，这

些车不呆在家是要跟我们去研读圣经团契吗？” 我们

又谈到末日的景况，她老人家说了一些今天我才懂的

话。她说 ：“末日的景况会很可怕，我是肯定看不到了，

你们也许会经历到。跟着主多传福音，让更多的人能

信主是非常紧急的事。” 她也许知道神什么时候会来

接她，她让我们也要珍惜余下的时间广传福音。下了

——张 坚

最后
一堂课 

馨香永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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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宪奔

课，把她老人家送回家已经九点多钟了，华刚还

帮她修好了电视。她兴奋地说，终于又可以看电

视了，她已经有两天没办法看电视了。最后像往

常一样，跟我们拥抱说 “Good night， my dear!” 仅

仅过了一天，就在 12 月 16 日的凌晨，他老人家

就回天家了。如果我知道那就是今生最后一个拥

抱，我一定会再多抱一点时间。如果我知道那就

是今生陪老人家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一定不会离

开。可这世上没有后悔药可吃。这一切都成了我

今生的遗憾。等那一天我也到了天家，我一定要

问问老人家，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就像她老人家

一直向神求的那样，“今天睡下，明天醒来就在天

堂！”。这难道不是神的恩典吗？ Mrs. Henderson 

得到了她向神求的。神允许了祂的老仆人，在不

受任何打扰的情况下，安安静静地回了天家。我

为此感谢赞美神！我们的神是信实听祷告的神！ 

 （作者来自中国江苏，现在佐治亚大学工作） 

and others who were invited.  Alma wanted me to invite all my friends to Church, no matter what race or 
nationality.  Alma was such a great teacher of the Word. 

    After graduation I continued to visit Alma and George.  I was one of Alma’s many children. My future 
husband, Guy, lived at Friendship Inn.  Alma was in charge of our wedding and George performed our service. 
She was always giving of herself to others. The love of Christ was the great motivator that drove her to teach, 
preach, and minister to all of us.  Alma will be greatly missed but she has been such a faithful servant of God! 
She is finally HOME.
 (The author was originally from Warner Robins, GA and graduated from University of Georgia Pharmacy 
School, currently living and working as a pharmacist in Seattle, WA.)

MEMORIES OF 
Alma Henderson

by Patricia Ann Thomas Chan

【A picture of the author，second from the left,  
with George and Alma at  the Henderson 
residence, 1994. The lady in the middle is Gerri 
G lasenapp ,  a  f e l low miss iona ry  o f  t he  
Hendersons in the Cameroons for some years.】

    While attending the UGA, I met Alma and 
George in 1972, at East Athens Baptist Church, 
where George had begun as interim pastor. 
Every Sunday Alma would give me a ride to 
church and I would eat lunch with her and Geo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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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 Mrs. Henderson 始于

2005 年春天，我们家刚搬到雅

典城，参加华人教会的聚会，

在那里的英文主日学课堂里，

总是坐着一位穿鲜艳套裙，精

神饱满的美国老太太，她带领

大家阅读、讲解圣经。那时我

自己初信不久，对圣经不太熟

悉，英文水平也有限，不完全

听得明白，唯一记忆深刻的是

对华人学生学者在课堂里提出

关于圣经内外的问题，老太太

总是耐心地解答。记得当时在

课堂上有人对经文理解偏差，

或者认识不同，偏执地坚持自

己的观点，尖锐地争论与反驳，

老太太总是微笑着不愠不火地

解答问题。有时解释清楚了一

个问題，另一个不相关的问題

又被提出來，为了解释与查经

主題不相关的问題，很快就到

了下课的时間，老太太也不著急，

总是微笑地总结、祷告、结束。 

          沒多久，我开始参加中文

主日学， 与 Mrs. Henderson 的接触的机会变少，但是每周见面问候

时总能感受到她真切热诚的关心。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的大女儿

田田出生后一直在教会里参加活动，到她一岁多时 Mrs. Henderson 

常给我们的鼓励是：“I have never heard your daughter cries.” 尽管

平时跟她的交流不多，在 2010 年夏天我们即將离开雅典城时，

Mrs. Henderson 还特意来送行，令我们十分感动 。

          我与 Mrs. Henderson 的更深入交流和了解始于我开始在神学

——朱宪奔

忠心又良善
　　　馨香永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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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上学之初。在一次电话闲聊中，我跟张坚姐提

到要上神学院的想法，她让我跟 Mrs. Henderson

交流一下。我想 Mrs. Henderson 曾有宣教经验，

对神学院学习必然有独到的了解与看法，也许她

能給我提供不错的建议和指导。打电话前，我一

直思想要如何介绍自己，好叫老太太能想起我。

不料，电话中只说了几句，老太太便说：“Oh , I 

remember you , you have a daughter who never cries.” 

          神籍着 Mrs. Henderson 的帮助让我确信上帝

对我的呼召。刚上神学院之初，红波与我一直担

心无力承担神学院的学费，但我自己似乎很清楚

一定要走上这条路，并没太多考虑经济的问题便

报了名。直到第一次上课结束时，我才真正面对

费用的问题，我正在跟学校的秘书讨论如何分期

付学费的方案时，接到 Mrs. Henderson 的电话，

告知我她要参与我的服事，将在经济上支持我的

学费。霎时间心中似乎云开雾散，缠绕我很多天

的学费的问题一下子解决了。当时我并不知道

Mrs. Henderson 如何帮助我，但我知道神在看顾，

不是我自己冒然要来读神学院，乃是信实的上帝

所定的旨意。籍着神透过 Mrs. Henderson 的鼓励，

还有其他弟兄姐妹的帮助与支持，我的神学院学

习已顺利完成了两年。过去两年来，神的信实一

直没有落空，使我在学习如何依靠神的功课上尝

到了甘甜的恩典， 让我在学费与事奉上丰丰满满、

从未缺乏。

          过去两年，Mrs. Henderson 经常打电话询问并

鼓励我的学习。每次打电话首先问我是否喜欢所学

的课程，问我这学期选了什么课，关心并鼓励我的

事奉，为我祷告，并送给我几本很好的参考书。 

Mrs. Henderson 犹如天使一般向我传递神的关爱，

使我知道神时时看顾我。我知道除了我以外，她还

同时关心鼓励其他的神学生和传道人。她就像上帝

派来的天使，帮助和鼓励许多人。我一家有幸在前

年的圣诞节回雅典城看望老太太，带了 Milwaukee

历史悠久的特产，使她高兴地回忆少年时期在家乡

Milwaukee 的生活。在 Mrs. Henderson 家中，我获

赠了她一直在使用的一本古老的经文汇编，对我阅

读与解释圣经有很大帮助。

          Mrs. Henderson 对我的帮助与鼓励看似平凡简单，

然而却充满着基督的力量与恩惠。这正是上帝忠心仆

人的特点，正如基督的样式：“他不争竞，不喧嚷；

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 。（马太福音 12：19）”

她手上所做的，弥漫着基督的馨香，将永存于世。

（作者来自中国广东省，   现居威斯康星州，是在读

神学生。）

馨香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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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圣诞晚会，是我来到雅典华人教会三

周 年 之 际，也 是 我 第 一 次 经 历 的 没 有 Mrs. 

Henderson 参加的教会大型活动。在我如此熟悉的

教会里，再也不会见到老人家熟悉的身影，再也听

不到老人家上主日学课程，因为我所敬重的这位老

奶奶，神忠诚的仆人于 12 月 16 日凌晨在睡梦中被

天父接回了天家。

       

         晚会上，我看着教会同工为晚会精心制作的

老人家生前的视频，一抹脸，不知不觉中已泪流满

面。回忆起参加老人家所教的主日学的场景，想起

老人家最爱引用的歌词 “I will go where you want 

me to go” ,  以及老人家多次鼓励我参加圣歌方面的

服事。那天晚上，我翻遍了教会和互联网上所有关

于老人家生平的记录，一次一次，泪水止不住地涌

出来，模糊了双眼。作为一个信主时间不长的基督

徒，和老人家相比，我自己感觉汗颜。老人家用一

生为主耶稣做了美好的见证，她为主奉献了自己一

生的时间和金钱，在生命的最后 30 年，她支持雅典

城华人建立了自己的教会。如果没有 Mrs. Henderson

在花园里
追思神的老仆人

朱宏昇

Mrs. 
Henderson

【作者（右）在 Mrs. Henderson 追思礼拜上领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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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扶持，可能不会有雅典城华人教会的今天。想到 Mrs. Henderson 为教会所做的一切，我就很想挑选并

练唱一首圣歌，等有机会为她老人家献诗。

        选择什么样的歌曲来纪念老人家呢？什么样的歌曲适合在葬礼上献唱呢？即使没有机会在葬礼上献

唱，将来有可能在追思聚会或者老人家诞辰纪念时候演唱？在互联网搜索引擎下的众多赞美诗中，一首

经典圣歌的旋律深深的打动了我。那首歌叫 “In the Garden”，是奥斯汀• 麦尔斯在 1912 年创作的。歌词
大意如下：

        据说这首圣歌取材于约翰福音第二十章抹大拉

马利亚见证主耶稣复活并和主耶稣交谈的故事。而

歌中提到的花园，是指墓地的花园。我在第一次听

到这首歌时就被深深地打动了。一次次反复聆听和

学唱，我更加感受到我们敬爱的 Mrs. Henderson 正

与主同在花园的愉悦。而且，我自己也一次次的深

深地被诗歌的意境所感染。我想，即使我没有机会

献唱，我也可以把这首歌与众弟兄姐妹分享。当获

知教会决定做纪念 Mrs. Henderson 的特刊时，我第

一时间就把我要写一篇文章来追思 Mrs. Henderson

的想法告知了负责征稿的王军姐妹。

        于是我一面反复聆听学唱 In the Garden, 一面

开始着手写追思文章，只因无缘在老人面前献唱而

感到些许遗憾和失望；但我们的神是监察人心的神，

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一月八日周五团契，我们

在一起练唱追思会歌曲时，文春和华刚弟兄临时提

议由我协助包弟兄在追思会上领唱 “I will go where 

you want me to go”。神真是太奇妙了！哈里路亚感

谢神赐给我机会为我敬爱的 Mrs. Henderson 献唱！ 

    “I will go where you want me to go” 是 Mrs. 

Henderson 一生的誓言，她实践了自己的誓言，用

独步徘徊在花园里，玫瑰花尚有晶莹露珠，      
忽有温柔声，传入我耳中，乃是神子主耶稣。

他与我同行又与我共话，对我说我单属于他。    
与主在园中心灵真快乐，前无人曾经历过。

我主慈声何等甜蜜，小雀鸟停歌摒息倾听，      
主使我听见，天上美妙音，叫我心快乐惊醒。

他与我同行又与我共话，对我说我单属于他。    
与主在园中心灵真快乐，前无人曾经历过。

天色将暗夜幕渐垂，我甚愿与主留在园中，      
但主命我去，恳切呼召我，要我心向他顺从。

他与我同行又与我共话，对我说我单属于他。    
与主在园中心灵真快乐，前无人曾经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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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一生为主作了美好的见证。好多人象我一样，

在她老人家的感召下，从一个慕道友转变成了一名

基督徒，我愿意像她老人家那样，更多认识主，更

加亲近主。在我反复练习这首歌曲时，与老人家

共同经历的场景像过电影一样一次一次地在我脑

海中浮现。而每次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又感觉自

己心中无比惭愧，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她的肉

体虽然死亡了，可她的生命永恒。在反复练习这

首歌曲时，我仿佛看到她在喀麦隆的部落里传道，

看到她在带领早期中国留学生查经，又仿佛感觉

到她依然在我们的教会。 

    

        追思会和葬礼结束了，我再次感谢老人家用她

的一生为我们做的见证，感谢主给我这个如此不配的

人机会，带领会众唱诗并重温老人家生前誓言，这样

的安排真是太美妙了！再过两个月就是老人家 96 周

岁的生日，我想用这篇文章做为生日礼物送给她。

        我走在墓地的花园里，在心里用心地唱那首

“In the Garden”，我相信她一定听到了。今天我不

再觉得悲伤，因为凡信靠主的人必得永生。Mrs. 

Henderson 还活着，她在天父的花园里，与主同行。

 （作者来自北京，现在雅典城从事房地产工作。）

Mrs. Henderson always comes to my mind -- her starry eyes and radiant smile are just so warm and ageless! 
" That is what I want to be like." I said to myself,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the Lord, yet be joyful living 
this life every day. I want to love God the way she does. So help me, Lord!"

（The author and his wife lived in Athens for 4 years and attended Athens 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 . 
Both of them were baptized in 1999. They are now living in Suwanee, GA）

    When my son was born in the year 
2000, Mrs. Henderson gave him a stuff 
bunny as a present. After 16 years, one 
more kid and multiple moves, this 
bunny is miraculously intact and clean, 
sitting on my daughter's bed. When I 
think of what a sanctified believer is like, 

I WANT TO BE LIKE YOU
                   Mrs. Henderson

Hank Su 苏剑瑞

【The author and his children with the stuffed bunny from Mrs. Hend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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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I reflect upon my memory of our beloved 
grandmother, this verse rings over and over again 
in my mind. For Mrs. Henderson, she knew that 
departing from this temporary life and being 
eternally with Christ is by far the better life; 
however, she remained in this life for 95 years for 
the sake of our growth and joy in faith. 

      My first memory of Mrs. Henderson is the 
first time I stepped foot into Athens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ATCCC). I was eleven at that 
time, and had just arri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China. After spending a week in Middle 
School, I had officially decided that I did not 
like this land of freedom. Everyone spoke too 
fast, too loud, and everything was too foreign. 
With this timid and fearful attitude, I slowly 
opened the door to “Sunday School” (another 
foreign concept), and stared right into the face 
of a Caucasian woman with the warmest smile 
I’ve ever seen. I did not understand a word she 

IN MEMORY OF 
        Alma Henderson

馨香永存

“For to me, to live is Christ and to die is 
gain… I desire to depart and be with 
Christ, which is better by far; but it is 
more necessary for you that I remain in 
the body. Convinced of this, I know that I 
will remain, and I will continue with all of 
you for your progress and joy in the faith, 
so that through my being with you again 
your boasting in Christ Jesus will abound 
on account of me.” 

(Philippians 1:21-26)

by Jane Cole

 【Mrs. Henderson with the author and her husband at 
   their wedding,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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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d during the entire session, but I remembered her 
smile, and I decided that maybe, just maybe, not ALL of 
America was bad. She was one of the reasons I decided 
to come back to this place called “church”, and through 
her, God opened up my heart to know Him. 

   Through my faith journey, Mrs. Henderson had 
always been a quiet and strong supporter. As I left the 
comfortable life in Athens and began my adventures 
at Georgia Tech, she would hold onto me every time 
I returned to Athens and ask about my faith. “How is 
your community? What is God teaching you?” She 
would always greet me with that warm smile I 
remember, and say, “God bless you, child.” She also 
taught me that our work in this life is to share His 
word. When I first told Mrs. Henderson that I was 

thinking about going on missions, she jumped for 
joy. She shared with me her life as a missionary in 
Cameroon, then again in Athens. She encouraged me 
to read more about the country that God has placed 
on my heart (China), and to pray for this country.  She 
said that God will open the door. 

    Mrs. Henderson has been God’s precious gift in my 
life, and I smile as I picture her singing and reading 
with Christ in heaven. Thank you, grandmother, for 
reminding me time and again that I am God’s child. 
Thank you for showing me what it means to rejoice 
always, pray without ceasing, give thanks in all 
circumstances (1 Thessalonians 5:16-18).

(The author is a MBA student at Emory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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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inued from Page 71 )

her head, telling me that wasn’t necessary. She asked 
me why I would purposefully prolong the time of sin 
and suffering in ignorance. She said that if I was truly 
ready to commit, I didn’t have to finish reading the 
Bible or wait until a certain age; God was ready for 
me all along, and Mrs. Henderson helped me see that 
was the case. I never thanked her enough for her 
persistence in allowing me to see that final message 
of commitment. I honestly underestimated just how 
important she truly was, and now I could not lament 
my incompetence of learning more from her. There 
are so many things I wish I could have said to her if 
she is still here. I would thank her, firstly, for 
changing my life and my brother’s. Because of her, 
and her availability of American classes at a Chinese 
church, it was easier for him to attend the classes, 
which eventually (I believe) would expedite his decision 

of baptism. Then, I would apologize. I would apologize 
for taking her for granted – thinking that she would 
always be there for me to rely on. The false sense of 
reality of her always being here for all of us was 
uprooted when she was lying in the coffin that Friday 
night. I never realized how truly blessed I was until I 
met such a godly woman like her. In so many ways I 
owe her my life along with my brother’s soon-to-be 
new life in Christ. Because of her, I am able to reap 
the benefits of life in Christ. Mrs. Henderson truly 
deserves all she could ever desire because she never 
desired for her own sake on Earth. God blesses her 
forever, as she continues her eternal life with Christ. 

(The author is a student in Oconee County High 
School, 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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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Anne Hu

   Mrs. Alma Henderson was genuinely one of the 
most inspirational women I’ve ever known – not only 
did she influence my life in Christ, but others close to 
me as well. When we first moved to Georgia, I was 
accustomed to Asians as being a minority in a church 
setting because all I remembered was growing up 
with American kids and often a scarce amount of 
Asian children. At ATCCC the situation was reversed 
and it was a foreign feeling to me. Mrs. Henderson 
and I hardly ever conversed; I was more engrossed 
with the bandy among friends than the 
acknowledgement of the elderly woman who sat in 
the back. Now that I look back in retrospection, I 
realize how much of her I took for granted. I didn’t 
appreciate the literal Godsend that was placed right 
before my eyes until too late.

  The first time I actually interacted with Mrs. 
Henderson was when Mrs. Lily and Mr. Oliver invited 
us to spend the day with them because my brother, 
Tom, was home. Even then, my connection with Mrs. 
Henderson was weak and I am ashamed to say that 
my brother, who rarely came home probably found 
more favor in her eyes than I would ever even after 
knowing her for much longer than he had. My parents 
were more engaged with the conversation with Mrs. 
Lily and Mr. Oliver, and my sister, Jenny, and I were 
more infatuated with how many slices of Peppino’s 
Pizza we could stuff in our faces. Naturally, my 
brother, being the considerate and chivalrous man he

is, tended to Mrs. Henderson, whom we all had 
shamefully forgotten for the moment. He devoted his 
time – the time he could’ve spent on his phone or 
messed with his sisters to keep Mrs. Henderson’s 
company and actually got to know her. My brother’s 
ability to show compassion will forever ‘guilt-trip’ 
me in the inadequate time I spend with Mrs. 
Henderson myself. Not only did my brother include 
her into an otherwise awkward lunch setting, he 
followed to chastise both my parents and my sister 
and I in not spending time with her and not 
encompassing her in our conversations. At the end of 
the luncheon, I remember one thing Mrs. Henderson 
expressed to my parents profusely, “You have a 
wonderful son.” 

  Mrs. Henderson not only directly influenced my 
life, but similarly, she used the people in my life to 
teach me true message of God. Through my brother 
as a primary example, I saw that even the most 
adamant people can be changed – that everyone has 
the ability to be saved by Christ our Father. Because 
of her, I was saved through Christ Jesus the Christmas 
Eve of 2014. A few months before that, we engaged 
in a private conversation in which she asked if I 
planned on baptism. At the time, the topic was a 
touchy subject because I had originally planned to be 
baptized after I had finished the Bible. As I expressed 
that to her, she simultaneously shook her finger and 

The Epitome of 
              a Blessed Life
The Epitome of 
              a Blessed Life
The Epitome of 
              a Blessed Life
The Epitome of 
              a Blessed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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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朋友圈上的
       Mrs. Henderson

2015年12月16日：
         Alma Siewert Henderson，享年95岁。美国最早去喀麦隆的宣教士之一，一呆就是22年，建教会建学校

建医院。回美后全力帮助华人教会，老年时卖掉所有房产所得全部捐出，自己住小铁皮房。剩余收入，

坚持每周去邮局寄钱、满世界捐赠，昨晚在睡梦中安详地被天父接走，跟他先生一起在天国过圣诞—正

如她一直祷告的那样。

2016年1月16日：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

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提摩太后书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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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晚的开棺告别礼气氛很轻松，来了很多人：本

地的、她老家的、台湾的、非洲的、世界各地的，

老太太和老乔治的孩子遍满天下，大家见面都欢天

喜地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她现在正跟天父在一起享

受天国的幸福。

         我们互相问好拥抱，亲切交流聊天，就跟平时

的party一样，大家回忆述说着她留在地上或古老或

新鲜的旧事：聊她年轻时驾驶飞机的大胆；聊她在

喀麦隆的惊险传道经历；聊她首先是虔诚爱主，同时也很热爱生活，对音乐服装珠宝都很讲究，还请了

理财师帮她规划各种慈善；聊她早已安排好身后事，无论巨细，比如小铁皮房和其他财产的归属、甚至

葬礼上诗歌的挑选和顺序；聊多年前拍卖她家的工艺品，一件就是上万美金；聊她除了眼睛不好不能开

车，95高龄，自己洗衣，自己做饭，胃口也特别好，大鱼大肉都吃，看到各种甜点蛋糕，还像小姑娘一

样手舞足蹈；聊她走那一周的生活：周日她像往常一样来我们教会做崇拜教主日学，周一晚上姐妹查

经，老太太还神采奕奕，不仅笑声爽朗，走路也快，胃口也好，晚饭吃了很多，甜点又吃了两个麻团，

还画了妆，周二下午打电话聊了周五的安排，周三打电话就没人接了，大家赶过去发现她已在睡梦中安

详地离开，走得非常宁静祥和，后来警察处理了现场。

       很多人聊着聊着，还时不时地转过身去看看她，亲切地把手搭在那打开的棺木沿上，似乎想问问她当

时的情况是否如此。她躺在那里，面容鲜活，穿着喀麦隆国王赠送的礼服，静静地聆听大家聊天，就像

睡着了一样。又感觉她会忽然坐起来，加入我们聊天，继续谈笑风生。

馨香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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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行的队伍很壮观。最前面是两辆 sheriff 警车开道，然后是慢慢行驶的灵柩车，接下来是长长的送

行车队。路上遇见的车都很自觉地停下不动，不论是同向的、对面逆向的、还是十字路口横向的，红

灯也不需要停，一路浩浩荡荡，直到墓地，看她静静地躺在她先生的右边。

馨香永存

2016年1月17日：
         Mrs. Henderson 在她的圣经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记和她一生的感悟。这些都是老太太喜欢的经文。

（作者来自中国浙江省，现在佐治亚大学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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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军

后记

        我们哭喊着来到这个世界，挣扎着走过各自的岁月，无论贫富成败得失，死亡终将凝固一切，纵然像凯撒

大帝一样赢得了世界，  最后依然两手空空而去，正所谓， “我赤身出于母胎， 也必赤身归回。（约伯记 1 ：21）”那么，

人到底应该如何生如何死 ?  艾玛的一生为我们做出了最好的诠释。这本特刊从不同的角度展现出艾玛的人生。

        艾玛是精兵是战士。为了福音的缘故，她万难不惧，勇往直前。早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青年艾玛就舍弃

美国舒适的环境，毅然拒绝了教会所提供的优厚待遇，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去非洲的旅途。在那个蛮荒之地，她

无怨无悔地献上了自己的青春和热情，她的双脚踏遍了喀麦隆的乡间小径和崇山峻岭，广传福音。后来，她又

转战南北，足迹遍布台湾、印度、上海、香港各地，为主得人。十字架的道路坎坷，但她凭信心走过， 留下一路凯歌。  

        艾玛是亲人是天使。她心里装着的都是主的爱，她关心爱护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远远胜过关心自己，她

是同龄人的姐妹、年轻人的妈妈、孩子们的奶奶。她把主爱带给贫寒的非洲儿童和妇女，她给予素昧平生的留

学生以无私的帮助；她带光明给世界，更带温暖给人类。她所事奉的对象超越阶级、超越国籍、超越种族。她

那具有感染力的笑声令人没齿难忘。她像天使一样，总是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带着主耶稣基督的荣美，

成为多人的祝福。    

        艾玛是楷模是导师。她积财于天，毕生所求是那不震动的国。她生前住的是简陋的移动房屋，吃的是最便

宜的食物，衣着简朴，用省下来的钱资助神学生、寄给贫困儿童、捐给教会建堂。她是一位了不起的主日学老师，

每次教导圣经都如同开启了宝藏的入口。她关心我们的灵命成长，为我们的信心之旅导航。艾玛是活祭，她一

生认定神、跟随神、事奉神，为扩展神的国度，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活出了神的爱，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艾玛走了，那是神的女儿还家，那是福音战士凯旋。艾玛生的欢欣，活的精彩，死的坦然，她“活着就是耶稣，

死了就有益处。（腓立比书 1:21）”她生前曾多次对我们说：她从神那里得到了丰盛的生命，且死后会得的更丰盛。

艾玛的精神激励着神的儿女，也必将昭示更多的人，效法她的榜样，在十字架的道路上奋勇向前，矢志不移。 

        愿神大大使用艾玛所活出的见证造就弟兄姐妹、赐福慕道的朋友！ 

         荣耀归于至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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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 Wang

Epilogue

    We came into this world crying, struggling through our years. Rich or poor, success or failure, gain or loss, Death will 
eventually solidify everything. As successful as Julius Caesar was, he ended up leaving the world empty-handed. As a Bible 
verse goes, “Naked came I out of my mother's womb, and naked shall I return thither. (Job 1: 21) ” How should we spend 
our life and how could we face our death then? The best interpretation could be found in Alma's life. This special issue 
exhibits Alma's life from different aspects.

     Alma was a warrior. For the sake of gospel, she marched forward courageously through all hardships and dangers. During 
World War II, young Alma abandoned all the comfo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resolutely rejected the well – paid position 
offered by the Church, and embarked on a journey to Africa with no hesitation. In that under-developed region, she dedicated 
her youth and enthusiasm with no regrets. She traveled all over the country of Cameroon, through rough trails and rugged 
mountains, spreading the gospel. Later, she traveled north and south, over Taiwan, India, Shanghai, Hong Kong, and many other 
places and led people to Christ. The Way of the Cross is bumpy, but she walked by faith, leaving songs of triumph all the way. 

    Alma is an angel. Her heart is filled with God’s love. She cared about brothers, sisters and seekers far more than herself. 
She is a sister of her peers, a mother of the young people, and a grandma of the children. She brought warmth and love to the 
poor African children and women, and offered selfless help to new students; she brought light to the world, and warmth to 
people. Her ministry goes beyond class, nationality, and race. Her infectious laughter is unforgettable. She was like an angel, 
always full of the glory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and ready to help those in need of help. She was a blessing to many.

    Alma is a role model and mentor. Throughout her life, she’s been laying up for herself treasures in heaven, seeking the 
kingdom which cannot be moved. She had lived in a shabby mobile home, ate simple meals, wore simple clothing, but used 
the money she saved to support students in seminary, aid poor children, and give to the church building. She was a great 
Sunday School teacher, she showed us precious treasures every time she taught from the Bible. She was concerned about our 
spiritual growth and helped us to navigate our faith journey. Alma is a living sacrifice. A faithful believer, follower and 
servant, she tried her best to expand the kingdom of God, lived out the love of God, and set for us a glorious example. 
    
     Alma is gone. She is God's daughter who went back home, she is an Evangelic soldier who has returned in triumph. Alma 
lived in joy, had a wonderful life, and died peacefully. For to her, “to live is Christ, and to die is gain. (Philippians 1: 21) ” 
She told us many times: she received abundant life from God, and will have it more abundantly after death. Alma's spirit 
inspires the children of God and will attract more people to follow in her footsteps, to march courageously forward in the 
Way of the Cross, never turning back. 

    May God use Alma’s life testimony to build up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bless gospel friends!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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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节合影

建堂贷款合影

新堂破土动工典礼

学生组主日学

成人英文主日学

艾玛生日快乐

教会合影

艾玛与吴英明夫妇和弟兄姐妹们合影

烧烤聚会



      

艾玛     西沃特     亨德森夫人于 1920 年 3 月 12 日出生于威斯康星
州密尔沃基市，早在童年时期就明确表达过传教的意愿。从 1947
年起， 她和丈夫乔治     亨德森一起在喀麦隆传教共 22 年。回美后
在佐治亚州雅典市服事国际学生，他们办的查经班后来发展成为
雅典城华人基督教会。乔治离世后，艾玛继续留在雅典城华人基
督教会事奉神，做主日学老师，出巨资支持建堂，直至 2015 年
12 月 16 日被主接回天家 。 

Alma S. Henderson was born on March 12, 1920 in Milwaukee, Wisconsin. She expressed 
her desire to be a missionary at very young age.  In 1947, she went to Cameroon with her 
husband George Henderson as missionary and served there for 22 years. After the 
Hendersons returned US, they served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Athens, Georgia. Their 
bible study group eventually evolved into the Athens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After 
George went to heaven, Alma continued serving in the Chinese Church, teaching Sunday 
School and providing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urch building, until 
she was transitioned to Glory at the age of 95, on December 16,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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