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剧 福音进中国——戴德生的二三事
作者：彭红 （亚特兰大华人基督教会北堂）
本剧细节有虚构，不完全与戴德生的真实生活吻合。
人物：戴得生，玛利亚，旁白，中文老师一家（夫妇及女儿），病人
音乐背景/PPT
服装道具：长辫子，长袍，帽子
(Slide 1) 福音进中国 – 戴德生的二三事
(Slide 2) 旁白：1853 年的中国，太平天國和清軍正在上海作戰，槍彈在頭頂上呼嘯，百
姓在痛苦中煎熬。（背景音乐：战争，枪炮，炸弹）
(Slide 3) 旁白：一位远在英国的年轻医生却不顾一切地来到了这里。他叫戴德生。
(Slide 4) 旁白：在海上经历重重风险 (Slide 5) 5 个月后， (Slide 6) 终于到达了中国上海
。他来做什么呢？
第一幕：
在梁老师家，有梁夫子，太太，女儿。围着桌子。（Slide 7）
戴德生登台，身穿西装，手里拿着书，口里念着：“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
戴说：来到中国已经几个月了，终于学会了一些中文(Slide 7)。今天来看看老师一家，要
告诉他们关于耶稣的好消息！
戴敲门，问：梁先生在吗？
梁：出来，与戴见面，拱手，行礼 ，请进屋。
梁：你来的正是时候，今天是中国的中秋节。
戴：什么是中秋节（姐）？
梁：就是月亮圆，全家团圆，吃月饼。请喝茶，你们英国有什么节日呀？
戴：啊，我正想告诉你个好消息呢！
梁女跟梁太在边上，梁女看着戴咯咯笑。
戴说：我们相信有一位神，
梁女说：哎呀，俺娘叫俺黄毛丫头，你才真的是黄毛哎。
戴说：但是我们人犯了罪。
梁女说：先生，您这是什么衣服啊，看起来好奇怪哟。
梁太制止女儿。
梁太说：先生莫怪，您要不要试试我们中国人的衣服？会更舒服些。
梁：（拿出衣服）来来来，试试看。（戴换上衣服），梁女给戴上帽子，(Slide 8)
梁女说：啊，现在像戴叔叔咯！叔叔继续讲那个什么耶稣的故事吧。。。（都下台）
第二幕：
戴治病同时传福音，病人得医治，也有信主的。但是遭人嫉妒，被排挤赶走。戴非常伤心
。(Slide 9)
场景：旁白：一天在戴的诊所，（一个病人来了）
病人捂着胳膊上台：哎哟，哎哟，先生帮帮我。

戴：一面包扎，一面安慰。
病人说：先生您怎么这么好啊，帮我们穷人看病还不收钱。
戴说：都是因为耶稣！相信耶稣，神就是我们的天父了！
病人说：天父？那就是老天爷吗？比皇帝还大哟。
戴说：那你想信吗？
病人说：好啊，我也想有天父。
戴：太好了，我们来一起祷告（群众鼓掌）！
这时梁女急匆匆进来，喊着：不好了，不好了，外面有当官的要先生立刻离开，您快走
吧。
戴和病人伤心的下台 （Slide 10）
梁女：这个英国人做好事救病人，反倒遭中国人嫉妒，被排挤赶走。他的神在哪里呢？他
的神怎么不管他哩？
第三幕：
(Slide 11) 戴来到宁波。遇到一位美丽的英国女孩玛利亚。(Set two chairs, Dai and M
praying, he looks at her.)
(Slide 12) Narrator: Dai meets M at a prayer meeting.
Dai: Hello, I’m Hudson Taylor.
M: I’m Maria. Pleased to meet you.
Dai: I am from London. Where are you from?
M: I am from London too.
Dai: Wow that is so great. I am a missionary now.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n China?
M: I am a missionary too!
They eventually become secret friends. After much prayer, they get engaged.
他们一见钟情，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并订婚了。
One day, he and his roommate Dr. Jones invite Maria and her friend for supper.
Dai: Maria, will you and your friend come to our home for supper?
Maria: We will be happy to go.
(Slide 13) Dai: Jones, we have no food for supper, and no money. Let’s pray.
Dear God, we have no food and no money, and Maria and her friend are coming for supper
tonight. Please provide for us. Thank you. Amen.
Oh, a letter just came.

Look, there’s money in it.

(Slide 14) Dai: Maria, welcome to supper. But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marry me? I don’t have
money. I didn’t even have supper for you today, until the mail came and there was a letter with
money in it.
M: I’ve been an orphan for years, living with nothing by faith in God.
Dai: So we would rather be poor together than separately.
(Slide 15) It was a happy day when the two were married at last. Joining their gifts together, they
made their home into a busy place where everyone was welcomed, taught about the Lord, taught
to read, and given medicine.

他们幸福的结婚了。婚后他们开放他们的家，欢迎所有的人，给人讲耶稣的故事，教人认
字读书，还给穷人看病发药，直到他们离开。

(Slide 16) 梁一家来看戴和玛利亚并祝贺他们，并告诉说全家已经信主了，大家都很高
兴。
梁女：原来你被迫离开上海，来到宁波，神是要你遇到玛利亚哩！我还抱怨神来着。
梁问：你们英国人认识耶稣有多久了？
戴：已经 300 多年了
梁：啊，那为什么没有早点来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呀？我的父亲一生都在寻找人生的意义
，却郁郁而终！
(Slide 17) 戴：祷告，如果我有一千英镑，我将全部都给中国；
如果我有千条性命，我不会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给中国，而是给基督。
(Slide 18) 旁白: 戴德生的一生都在回应上帝对他的爱
(Slide 19) 旁白: 让我们也一起来回应主的托付：一起读大使命。
剧终，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