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丽洁

交友不慎误入歧途
刚读完书出来工作时，家里欠了几

万块的债，妈妈压力很大。那时我年纪
小，也觉得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一心
想出去挣钱还清债务。于是妈妈让我跟
着邻居去工厂打工，工厂的工资很低。
工作不到一年，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和她
的堂妹，她们和我关系都挺不错的。有
一天这女孩跟我说她和堂妹要离职，准
备一起去她爸妈那里干活，还说那里挣
钱很容易，就是把人引到房子里，再把
别人的东西偷走就行了。她们说得很轻
松，当时急于挣钱的我，没想太多就辞
职跟着她们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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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叔和阿姨（女孩的父母）住的地
方离我们挺远的，我们过去的时候，他
们做了很多菜招待我们。我们五个人就
这样一起住了大半个月，叔叔和阿姨每
天都做饭给我们吃。他们认识很多朋友，
没事就一起打牌、吃饭，每天都不用工
作。

叔叔和阿姨曾大
概说过他们打算怎样
把钱弄到手，就是把
人引到房间，假装要
跟对方发生关系，等
对方脱了衣服，叔叔再把钱偷出来，然
后就把我们叫出来。他们说一般不会发
生关系，目的只是为了偷钱。但有时偷
衣服遇到困难，就有可能发生关系。叔
叔和阿姨看我们都是没谈过恋爱的小女
孩，就说帮我们安排把“第一次”要高
价卖了，免得在偷钱的过程中失身，就
很吃亏了。

一开始叔叔和阿姨先安排人开车把
他们的女儿和侄女带去跟人见面，但不
知道什么原因，她们俩去了没谈成。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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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阿姨说她们两个年龄小，未成年，个
子也很小，别人没看上。我个子高一些，
又比她们大两岁，可以再安排我去。我
见她们两个都没谈成，就犹豫起来，退
缩了。这时候，阿姨就拉着我去买衣服
好预备见那人。我怕再退缩，阿姨会不
开心，只好硬着头皮跟她去了。阿姨把
我交给一个不认识的人，他和我发生关
系后，给了我钱，我就回去了。

回去后，我以为接下来就按着之前
说的，开始引人进来以便我们偷钱，但
叔叔阿姨说最近这边抓得紧，不能这么
做了，我们需要搬到他朋友那边去。

没想到搬去的地方离我之前工作的
工厂就两三个站，我很害怕碰上熟人。
但阿姨一直安慰说，住的地方是比较深
的巷子，只要不常出门玩就没事。他们
在这里有很多朋友，当中有的是警察，
他们会关照我们的。
为了钱不顾廉耻

阿姨闲着的时候，常被她那个挺有
钱的情人叫去玩，我们也跟着去过。她
情人动不动就甩千把块钱给她花，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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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但阿姨还是会站在门外接客。我
留意到来这片区的基本上都是男的，而
且都是来找小姐的。

我也有机会认识阿姨的一些亲戚。
她的侄子因为外在条件很好，一直被一
个富婆包养着。她侄子的女朋友小媛是
在大酒店做小姐的，每月的收入不菲。

因为一心想挣
钱，加上周围圈子
的影响，我内心慢
慢地被同化了。我
觉得自己已经不是

处女了，做什么也不重要了，心想这是
为了挣钱，而挣钱本来就是要付代价的。
阿姨常说，其实做这个没什么不好的，
能挣到钱就是好的。她的一个亲戚也是
做这行的，带着钱回去多风光，谁知道
她在外面做了什么，就算知道了又怎么
样，有钱一样过得很好。除了这些话对
我的价值观有影响之外，小媛的加入也
让我吃了定心丸，不觉得做小姐是错的。

小媛听说了我们的“偷钱计划”后，
也从酒店出来加入了我们。有一次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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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个男人引进来，我和叔叔在门外配
合，看那男人脱衣服快要跟阿姨发生关
系了，就把他的衣服偷出来，拿走里面
的钱和手机，再把衣服放回去，然后和
阿姨说暗号，阿姨就出来了。之后那男
人发现东西丟了，就闹了一会，但没有
证据，就骂骂咧咧地走了。

这次之后，叔叔阿姨说最近又抓得
严了，再加上有些人发现东西被偷后闹
得很厉害，我们就不敢这样做了。阿姨
就让我和小媛一起站外面接客，说这是
暂时的，让我们等待时机。

一开始阿姨让我吃避孕药，她自己
也吃避孕药，但还是怀孕了，怀了孕就
只好打掉。阿姨怕我们也出事，就带我
和小媛去上了避孕环，回来继续接客。
没多久，我就染上病了，只得在家休息、
治疗。这时阿姨的女儿和侄女回来玩，
我得知她们是在一家足浴城工作。足浴
城那不仅工资高，还常常有人给小费，
如果允许人上下其手，小费就很高，有
的洗脚妹还和客人去开房。叔叔阿姨一
直嘱咐她们俩“第一次”一定要高价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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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段时间，小媛觉得引人进去
偷钱挣得没她在大酒店快，于是又回去
了。就剩我和叔叔阿姨一起生活，我染
上病后，他们很细心地照顾我。除非阿
姨和叔叔吵架了，罢工不做饭，不然这
半年的时间，都是他们做饭给我吃的。
闲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像一家人，一起
看电视、一起吃饭、一起去玩。

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阿姨一直说
要把她儿子介绍给我，说以后让我和她
儿子订婚。她几次让我和他儿子通话，
其实我们没什么可说的，因为他比我小
好几岁。我当时计划以后不结婚，努力
挣钱把家里的债还了，再存一些钱自己
过日子。所以我完全没有把阿姨说的这
些话放心上。后来回想，阿姨应该是怕
我哪天想不通走了，怕我觉得做这行找
不到对象，所以就利用她儿子来安抚我。

这件事我从来没放在心上，不过她
这样的做法，让我觉得做这行确实没什
么问题，以后不做了，别人也不知道你
从前做过什么，该怎样生活以后还是可
以怎样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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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这样朝夕相处了大半年，我
认为我们的关系非常好，阿姨也把我当
半个女儿对待。当时
赚的钱都是现金，就
因阿姨说办存工资的
卡固然好，不过银行
有点远，于是我就和
阿姨的女儿、侄女一样，把钱全部交给
她看管了，手上一分钱都没留，也不知
道自己挣了多少钱。

有一次我打电话给一位女性朋友，
阿姨知道了，让我把我朋友也叫过来，
说到时候人多更好引人进房间偷钱。当
时我已经意识到这样做不好，不能再拉
其他人进来了，就拒绝了。

偶尔会有便衣警察过来，有一次我
们这一片区很多人被抓了，我们也不能
幸免。其中一个同行的妻子以为便衣是
客人，在谈价钱时被警察逮个正着。她
丈夫就在警察局装癫痫病发作（因为他
之前有癫痫病），然后让家里的老人过
来哭闹。这位妻子狡辩说她做这行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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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给丈夫治病，其实是睁眼说瞎话。但
是警察怕惹出大事，就放了这对夫妻。

我们就比较麻烦，我和阿姨被单独
关进了暂时拘留的地方。警察觉得我年
龄小就审问我，要套我的话作为证据。
好几个警察过来转悠，当着很多人的面
问我和人发生关系一次收多少钱。听着
他们的语气，我当时觉得很屈辱，很想
赶紧离开，但只能保持沉默，等他们走
开。

有一个警察是
阿姨的朋友，她过
来跟我说一会警察
审问我的时候，让
我说自己是阿姨的
女儿。警察若打印阿姨女儿和爷爷的照
片让我认，让我一定要咬紧牙说是阿姨
的女儿，其他的不要多说，到时就可以
出去了。意思就是告诉警察我们是一家
人住在这里，没有做任何非法的事。这
个给我报信的警察一走，审问的人就来
了，我和阿姨被审到大半夜，他们没审
出什么，就放我们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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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破裂得以脱离虎口
其实当时我是挺害怕的，但是我已

经完全被洗脑了，觉得自己是为了挣钱
而付代价，就不认为自己有错。所以即
使遇到了这样的事，我也没有离开，这
样的事反而让我们三个关系更近了，后
来发生了一件事才促使了我离开他们。

和我相处了大半年的叔叔，有一次
说想和我发生关系，我听了很震惊，马
上就拒绝了。虽然听阿姨说她们之前那
伙人，老婆都是随便睡的，但我心里很
反对这种做法。

夏天很热，我
一直是开着门睡的。
有一天晚上，我发
现叔叔趁阿姨被情
人叫去，就上了我

的床要强行和我发生关系。我告诉他，
我一直把他和阿姨当做是家人，我不可
能和他发生关系，否则就对不起阿姨了。
叔叔看出我的态度强硬，就开始跟我聊
天。他说他不喜欢阿姨，很早之前就想
带着我离开阿姨，问我愿不愿意一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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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了有点震惊，我说我一直把他们当
家人，而且我若离开这里，我就不会再
做这行了。叔叔听完后就知难而退了。

第二天阿姨问我，昨天是不是和叔
叔发生关系了？她说邻居昨天很晚回家，
经过楼下时听到我们的谈话了。她昨天
那么晚还出门，就是想试试叔叔的。阿
姨很激动，说了非常多难听的话，骂我
是“狐狸精”、“贱人”，还说我勾引
她丈夫，她把我当女儿看待，没想到我
竟然背叛了她！

我告诉她我真的没有，我有我的原
则！可是阿姨不信，我想找叔叔出来当
面证明我的清白，可是阿姨告诉我叔叔
已经离开了。他这一走我真是有理说不
清了。我很无奈，哭着跑了出去，在外
面待了一整天。我觉得很羞辱、难过、
委屈，也不知道自己前面的方向，突然
觉得很恨他们，如果不是他们，我也不
会做这行，也不会遇到这样的事！

深夜下着大雨，我哭累了，身上一
分钱也没有，就回去收拾了两件衣服，
准备离开。阿姨也赶我走，她说钱和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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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卡都被叔叔带走了，她向人借了钱给
我买了一张票。

她送我到车站，
当时还下着雨，她边
哭边用狠狠的语气
说我、骂我。就这样，
我哭着上车，带着满

心的屈辱和难过，离开了这个我待了大
半年的地方，但我完全不知道这是神施
行拯救的开始。
人的尽头神施怜悯

回到家，因为身无分文，我没面子
在家里待太久，很快联系了朋友，去朋
友的工厂打工。因为经历了这些事，我
对人生没有任何追求和盼望，唯一想的
就是上班，有钱就寄给家里，下班也从
不出门，就在宿舍睡觉。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年，我找不到
人生的意义，就想换工作，去学点东西，
让自己忙碌些，填补内心的空虚感。在
去找工作的路上，遇到了一个叫小云的
女生。我们一起进了一家店应聘，但我
们没有任何交流。出来后她主动问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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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码，说有空可以找她玩。我当时觉得
她是女生，就没有任何防备心，于是就
留了号码给她，尽管旁边的好友一直劝
我不要留。

小云（我现在教会的姐妹）偶尔会
发信息给我，一般是发节日问候或者是
降温加衣提醒。我因
为和她不熟，从不回
她短信，但她发的信
息我都会看。我觉得
很奇怪，为什么不认
识的人，会主动关心我？

这样的日子过了快一年，有一次我
正好觉得无聊，而小云第一次发信息邀
请我去她家玩，我就和朋友一起去了。
我在他家里也认识了小林姐妹。小云会
弹吉他，她说若我想学可以教我；小林
则问我有没有看过圣经，她可以带我看
圣经。后来我为了学吉他，常常去小云
那里，每次小林都会带我看圣经。

读圣经让我意识到，我之前所做的
一切是不对的，是很污秽的。比如之前
认为要挣钱就要付出身体的代价，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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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在圣经面前是不成立的，这其实就
是罪。

当时我把全部的责任推给了叔叔阿
姨，认为自己是不懂事被骗，才会糊里
糊涂地做了那么多不好的事，最后还被
阿姨冤枉，心里非常难接受。读了圣经
后，我觉得自己有罪，不清洁了。这使
得我的恨意很大，无法消除，常常半夜

起来哭。这份恨让
我很不自由，因为
恨，我更加忘不了
之前发生的所有
事。

我记得读圣经的时候，小林说过我
可以求告神，神会听人的祷告的。所以
后来当我半夜醒来，就跪着祷告神说：
“你若拿走我心里的怨恨，我就信你。”
当时我不知道自己所说的“信你”意味
着什么，只想除去心里的恨，既然神是
有能力的，我就这样求他了。

我没有天天求，只是每逢想起了从
前的事就会求，其实求了也不知道神什
么时候会拿走，也没有特别去关注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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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拿走。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我很少
很少想起他们了，即便想起他们时，内
心也没有那么愤怒了，我的心已经有那
份平稳了。我才意识到，神已经把我心
中的恨拿走了！虽然我没有因此就立刻
回应神，但我心里清楚神的话语让我认
识到自己是有罪的。
人生存的意义是什么？

神拿走了我内心的恨，但我并没有
因此委身给神。真正促使我委身给神的，
是我心里对人生的悲观和绝望。我一直
觉得自己是“不干净”的，所以不敢跟
任何男生有除了朋友以外的感情。我的
心门是关闭的，没想过谈恋爱结婚。

之前一心为了挣钱所付上的巨大代
价，让我认识到钱并不是那么重要。我
从没想过要买多贵多漂亮的衣服，也没
想过买车买房，也没有任何爱好，所以
对任何东西都提不起兴趣。再加上家里
的情况也慢慢好转，爸妈有哥哥照看，
他们的孙子孙女也挺好的，家里热闹起
来了，我觉得我的存在也不是那么重要
了。正因如此，我找不到活着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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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想，活
着难道就是上班、
吃饭、睡觉？挣钱
用来吃饭，吃饱饭
就睡觉，然后慢慢
变老？如果这就是生存的意义，那何必
呢！挣钱还要受气受累，我对吃也很随
意，我这么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想
不明白，我常常想着想着就哭了，有一
次吃饭吃着吃着眼泪就一直流。

我问遍了我身边的人，人活着到底
是为了什么？活着有什么意义？所有人
的回答都不是我想要寻求的答案，都填
补不了我内心的虚空感。直到我问了两
个基督徒，她们告诉我，她们想去当传
道人，想让更多的人能认识神。这个答
案让我感到特别，因为她们关心的不是
自己，而是别人。对于当时的我来讲，
只是觉得她们的答案很奇特，但和我没
有关系。

那时有人告诉我：“我们是神造的，
要寻找活着的意义，就得问造我们的神”。
我很快接受了我们是神造的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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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神为何要造我呢？没有人告诉我答案！
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痛苦、迷茫，我不
知道求问了神多久，也不知道哭了多少
次，我的内心很疲乏。我觉得虽然神知
道答案，但他没告诉我，我还是不知道，
我还是陷在纠结中无法自拔。人活着的
意义到底是什么？我活着的意义到底是
什么？

无论是吃饭、工作、睡觉，这个问
题都一直在我脑海盘旋。我觉得什么东
西都没有吸引力，我甚至想过死。那时
我看过《死亡九分钟》这本书，我看到

原来活着逃避的问
题，死了也甩不掉。
想到死了都不能解
决问题，我不禁呐
喊：“这是怎么回

事啊？为什么要让我看那本书，如果没
看那本书该多好，就能够很干脆地去
死。”

那时我唯一有点感兴趣的就是去旅
游。我想既然不能死，那就挣点钱到处
旅游吧。当时我有机会到香港一游。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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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去了香港后，我发现再美的风景，再
好玩的事，也不过如此。我意识到一个
严重问题：再也没有任何外界的事物能
给予我生存的动力。我真的很无奈，我
懵了，内心完全失控了。

小林看到我这样的状态，就建议我
找教会的一个老师谈谈，说说我的情况。
当时我和老师谈的时候，我哭得特别厉
害，觉得特别无助。我想抓着老师当救
命稻草，希望神可以借着她给我答案，
但我并没有找到想要的答案。她说的话
和我之前找的老师所说的话是同样的，
就是让我先放下这些感受，先不要专注
自己，学习关注身边的人的需要，然后
继续向神祷告，求神带领我明白生命的
意义。可当时的我表面上看来是正常的，
但内心却千疮百孔，自己都站立不住，
哪里有力气关注别人的事！而且我为什
么要去关注别人？
认识神是最大的福气

我哭完听完，又陷入了非常低气压
的状态，但是内心没有停止呼求神的帮
助。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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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气去做自己该做的事，也愿意去关注
别人的事。因为自己学东西慢，容易沮
丧、自卑，但我记住小林说过的一句话：
“学东西学得好不好，能不能学会，这
都不是最重要的，认识神才是最宝贵，
最有福气的。”

小林的这句话非常吸引我，既然我
是一无所有，那我就紧紧抓住神的福气
吧！因着这句话，我反复地看圣经，看
不懂也坚持看，神的圣洁和他的话语让
我更深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神的话语
带领我走过了内心
昏暗的日子，虽然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
程，但我渐渐有能
力去关心别人的需
要。

后来我受洗成了基督徒。神洁净了
我，我深切地体会到罪被赦免的那份轻
松，一直以来压着自己的担子被神拿走
了。我无法用言语形容，我甚至感受到
受洗后，我的心像白纸一样干净彻底，
我在神面前没有任何瑕疵，这份喜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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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无法理解的。为了保住那份白纸般
的心，在受洗后的四十天里，我异常地
谨慎，绝不容任何污秽沾染我的内心。
若有任何不好的意念，内心会无比紧张
和自责。我很感恩，神借着很多事情帮
助我明白，成为圣洁后，不是从不犯错，
而是意识到自己错了以后，能够及时地
向神悔改。神让我经历到前所未有的内
心自由。

现在回想以前的一切，我觉得非常
奇妙，我彻底地认识到，我之所以陷入
罪中，是因为贪婪。神让阿姨主动把我
赶走，让我脱离了那个充满罪的环境，
这是神施恩怜悯我。虽然当时感到屈辱、
难过，现在回想起来却是满满的感恩。

当时我还是个罪人时，神已经看顾、
帮助了我，他感动了小云主动地联系了
我。神的恩典真的是丰丰满满地一路与
我同在。神知道我能承受的极限，就让
我看了《死亡九分钟》，让我没有后路
可退，不能自寻短见。他给我机会去香
港旅游，让我认识世界荣华的虚空，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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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无去路，只能完全依靠他。人的尽
头真的是神的开始！

每每回想这些经历，就会感受到我
在神眼中是如此宝贵。他一直都在看顾、
保守我，我真的无以回报。我希望分享
自己的不好经历，可以警惕和我同样懵
懂的人，不要因贪婪而掉入火坑。

因着认识神，我的生命改变了，可
以被神使用，成为神的光照亮在黑暗里
的人，给她们有盼望。如果你的处境与
我相似，你可以靠着神从新开始，可以
像我一样成为有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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