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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法叶华人宣道会简史
Sto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Greater Lafayette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整理：Shavonne Clarke
教会的根源追溯到 1965
年。一名博士研究生李提摩太
与他的几个中国基督徒朋友一
起组建了一个查经小组，他们
称为“查经班”，意为学习圣
经的班级。最初，查经班有十
几个人，聚会就在学校商学院
的教学楼克兰奈特里。作为一
个非正式组织，他们靠着口传
让更多人知道这个查经班，以
此保持人数的稳定。
每一周，查经学习是用普
通 话 进行 ，由 不 同 的 成 员 带
领。小组会讨论某一段经节，
正如李弟兄所说：“很多时候
我们不能下一个定论。但我们
依然向前进行，并且大家都很
喜欢。弟兄姐妹间的团契变得
非常重要。”李弟兄回忆，每
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位华人牧
师访问这个查经小组，把这群
学生描述为“瞎子领瞎子”。
对于李弟兄，他们在社交、情
感与属灵上已形成的联结比圣
经知识更重要。

中文翻译：吴策

The roots of the church date back
to 1965, when Timothy Li, a Ph.D.
student, formed a Bible study
group with several of his Chinese
Christian friends. They called it
“Cha-Jing-Ban”: Bible study class.
Originally, there were around a
dozen people meeting in the Krannert building on Purdue’s campus.
An informal group, they advertised
themselves by word of mouth to
keep their numbers steady.
Each week, Bible study was led in
Mandarin by a different member.
The group would discuss a certain
passage, and as Li describes it,
“Quite often we were not able to
draw a conclusion. Still, we
marched on and felt good about it.
The fellowship among the members became quite important.”
Once in a while, Li recalls, a Chinese
pastor came to visit the group of
students and described them as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For Li,
more important than Bible knowledge were the social, emotional
and spiritual bonds they fo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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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968 年，这个查经小
组已经增长到 20 人，他们的
聚会地点有在校内的也有在校
外的。薛孔伟是当时的一位研
究 生 ，现 已在 奥 斯 汀 市 作 牧
师，他记得当时他们经常在土
木工程系教授 Pai Tao Yeh 的
家里聚会。叶教授建立了一个
颁 给 中国 本科 生 的 纪 念 奖 学
金。薛牧师说：“他们（叶和
他的太太）像父母般对待普度
的中国学生。”
1969 年，沈运生加入了
普度计算机系的教职，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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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查经小组。沈教授很快的
成为了查经小组的顾问：“查
经 班 的带 领人 总 是 一 位 研 究
生，但可能因为我是最活跃的
教职人员，在我 1972 年成为
基督徒之后的确（对查经班）
产生了很大影响。”
查经班在这段时间搬了很
多地方。在学期中，他们在学
校附近的大学长老教会聚会；
暑假期间，他们在圣安德烈联
合卫理公会聚会。70 年代早
期，沈教授和他妻子在保家町
的公寓里接待查 经 班。 1974
年，查经班搬到了他们位于埃
文代尔街 712 号的家里。

By 1968, the group had grown to
around twenty and was meeting at
locations on and off campus. William Hsueh, then a graduate student and now a pastor in Austin,
remembers that they often met at
Professor Pai Tao Yeh’s house. Yeh,
a Civil Engineering professor, has
since had a scholarship for Chinese
undergraduates created in his
memory. “They [Yeh and his wife]
were like parents to the Chinese
students at Purdue,” Hsueh says.
In 1969, Vincent Shen joined Purdue’s Computer Sciences faculty
and the Bible study. Shen was
quickly established as the Bible
group’s advisor: “The leader of the
group was always a graduate student, but since I was probably the
most active faculty member, I did
have a lot of influence after I became a Christian in 1972.”
The group moved around quite a
bit at this point: during the semester, they met at University Presbyterian Church by campus, and during the summers, at St. Andrew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In the
early 70s, Shen and his wife hosted
the group at their apartment in the
Beau Jardin complex, and in 1974,
at their house (712 Avondale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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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年也正是这个查经
小组正式注册为非盈利慈善机
构的那一年，被称为“普度华
人基督徒团契”。
到 1976 年，普度华人基
督徒团契已经发展壮大，不得
不搬回到圣安德烈教会聚会，
一直在那里聚会到 1985 年。
沈教授回忆说 ：“ 在 80 年
代，我们以敬拜与赞美开始，
接着是短讲，之后分成小组学
习圣经。当时的小组包括：普
通话基督徒，普通话新客，广

1974 was also the year that the
Bible study group officially registered as a non-profit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called the “Purdue
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
By 1976, the PCCF had grown so
large that they returned to St. Andrew’s, where they remained until
1985. “In the 80's we started with
praise and worship, followed by a
short message, then split into
groups for Bible studies. The
groups included Mandarin Christians, Mandarin newcomers, Cantonese, and English,” Shen recalls.

东话，以及英文组。”
普度华人基督徒团契也开
始接触到更多学校里的华人学
生。沈教授说：“我们敲学生
的门与他们分享福音。我们的
目标是向每一位在普度学习的
中国同学至少传一次福音。我
们可能达成了这个目标。”到
沈教授 1985 年离开普度去到
奥斯汀工作的时候，这个查经
班已有超过一百个成员。之后
他去了香港，现在是那里一个
讲普通话教会的长老。

1987 年梅东明开始作为
一名本科生参加华人团契的查

The PCCF had also begun to reach
out to more Chinese students on
campus. “We went out knocking on
students’ doors and shared the
Gospel with them. Our goal was to
witness to each Chinese student at
least once while they were studying
at Purdue. We probably reached
that goal,” Shen states. By the time
he left Purdue in 1985 to work in
Austin, the Bible study group had
over one hundred members. He
later went to Hong Kong and is now
an Elder at a Mandarin-speaking
church there.
In 1987, Ming Mui began attending
the PCCF Bible study as an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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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班。那时，这个小组在伯特
地小学聚会。对于像梅弟兄一
样初来普度的中国人，华人团
契成为一个认识并联络其他中
国同学的好地方。“神为我呈
现了这个机会，”梅弟兄说，
“所以我不需要去派对，而可
以去团契认识人。”

在 1988 年，华人团契开
始在马可楼基督徒团契聚会。
普 度 数学 系教 授 杨 世 琪 在 他
1992 年来到西拉法叶后加入
了华人团契。他很快地成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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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指导，并见证了这个团契
由查经班向教会的转型。“人
们开始想用中文在一起敬拜；
他们开始了长达两年的规
划。”由于这个组织与大学很
紧密的联系，他们找到了一个
离学校很近的聚会地方。这把
他们于 1993 年带到了我们的
救主信义宗教会。

1995 年，这个组织正式
成为了拉法叶华人宣道会。

graduate. By this time, the group
was meeting at Burtsfield Elementary. For Mui, like many Chinese
new to Purdue, the PCCF was an
opportunity to meet and form
bonds with other Chinese students.
“God presented a case for me,” he
said, “so instead of going to parties,
I could go to the fellowship to connect.”
In 1988, the PCCF began meeting at
the Upper Room Christian Fellowship. Sai Kee Yeung, a math professor at Purdue, joined the PCCF
when he arrived in West Lafayette
in 1992. He quickly became an advisor and witnessed the fellowship’s transition from Bible study
group to church. “People started to
think about worshipping together
in Chinese; they started planning
two years before we really had
Sunday worship.” Given the group’s
close ties to the university, they
sought a building close to campus
for worship. This led them to Our
Savior Lutheran Church in 1993.
In 1995, the group officially became the Greater Lafayette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了租用的离校园更近的大学教

In 2007, the church relocated closer to campus by renting the Univer-

会。他们在那里聚会两年后，

sity Church building. They re-

2007 年，这个教会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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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09 年搬到 了现 在的地
方：卫斯理大本营。在这里，
他们的主日崇拜包括很多的学
生、教授和家庭。这个聚会如
梅弟兄所说，大到“连坐的地
方 都 不够 。” 在 过 去 的 八 年
里，何晓彤牧师带领崇拜。

mained there for two years, and in
2009, moved to their current location: the Wesley Foundation. Here,
they hold Sunday worship to a
crowd of students, faculty and
families, which is so large that, as
Mui says, “there’s not enough room
to sit.” For the past eight years, the
services have been led by Pastor
Tom He.

普度华人基督徒团契，仍

The PCCF, still its own organiza-

旧是一个自己的组织，每周五

tion, meets for Friday evening Bible

晚上在卫斯理大本营有查经聚

study at the Wesley Foundation.

会 。 现在 有了 很 多 不 同 的 小
组 ： 广东 组、 英 文 组 、 羊 羔
组 、 活力 组、 活 水 组 、 恩 成

There are now many different subgroups: Cantonese, English, Young
Graduates,

Energetic,

PLATO,

Growth-in-Grace, Gospel, and Bible

组、福音组以及英文读经组。

Introduction in English. Their mis-

他们的使命依然不变，就是向

sion is still the same: to reach out

校园里以及西拉法叶地区的华

to the Chinese population on cam-

人传福音。

pus and in West Lafayette. 

作者 Shavonne Clarke，
普度大学人文学院英语系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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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会
大
事
记

30 A.D.

30 A.D.

主耶稣被钉十字
架、复活、升天

五旬节圣灵降临
教会建立

1965 A.D.
十二个成员组建了查经班
在 Krannert 聚会

1968 A.D.
查经班增长到 20 个成员
在 Pai Tao Yeh 家中聚会

1969 A.D.
沈运生成为教授指导
在 University Church 聚会

1971 A.D.
在沈运生 Beau Jardin 的公寓中聚会

1974 A.D.
注册为普度华人基督徒团契
在沈运生的家中聚会

1976 A.D.
在 St. Andrew U.M.C.聚会
团契分成普通话、广东话和英文组

1986 A.D.
在 Burtsfield Elementary 聚会

1988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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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Upper Room Christian
Fellowship 聚会

1993 A.D.
中文崇拜在 Our Savior
Lutheran Church 开始

1995 A.D.
拉法叶华人宣道会
于 3 月 25 日成立

2004 A.D.
何晓彤牧师于 7 月受聘
加入拉法叶华人宣道会

2007 A.D.
3 月搬至 University Church

2009 A.D.
3 月搬至 Wesley Foundation

2010 A.D.
青少年牧师 Chuck Carter 受聘
加入拉法叶华人宣道会

2012 A.D.
教会现有会员：
成人 150 人，儿童 30-40 人

整理
Shavonne Clarke
Pam Sari

主的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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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晓彤

一年前，一位曾在休斯顿待过的弟兄向我推荐“世外桃源”网
络福音广播的节目*。开始时，我并没有十分放在心上，心想如今网
络上的资源实在丰富，不知这个节目会有何不同。后来听了几次节
目，是在开播初期的一系列关于中国历史和圣经历史的节目。把这
个系列听完之后，受益匪浅，也从心里为主持人蒙哥和小贝弟兄在
主里的深入思考和钻研精神而感谢上帝！后来，又陆续听了其它节
目，发觉他们的节目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十分注重圣经的教导。只要听过几个节目，我们很快就
会发觉，蒙哥和众同工们非常熟悉圣经，也很爱读圣经。这种对圣
经真理的爱慕和追求有很强的感染力，吸引人要好好地读圣经，也
能在圣经中发现如此丰富的真理。他们也很会读圣经，将以经解经
的原则应用得淋漓尽致，也将整本圣经融会贯通，所得的结论有扎
实的圣经基础。这些同工就好像是聪明的建筑工人一样，牢牢地站
在圣经真理的根基上，一砖一瓦地在上面辛勤建造，几年下来讲解
了许多重要的书卷：马太福音、创世记、出埃及记、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后书。正在进行的有：利未记、士师记、希伯来书、路加福

*

世外桃源广播电台的网址：http://swty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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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约翰福音。我相信他们的辛勤耕耘必然会结出丰盛的果子，荣
耀上帝，造就弟兄姐妹。
第二，节目的内容十分丰富。从 2007 年开播直到如今，每周
制作六个节目，内容覆盖文史地理、天下大事、科学新知、家庭伦
理，真是无话不谈。有信徒造就、同工训练，也有传福音的节目。
其中精心制作的有声福音单张，常常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受，既
传扬了福音真理，又让人听起来不是很辛苦，实在是许多流汗、流
泪的劳苦的结晶。诗歌《情书》是其中的佳作之一（见附件）。
第三，形式活泼。节目以两个同工的对话方式为主，有访谈、
现场录音、诗歌、独角戏等，听起来一点也不枯燥，这一点是在华
人基督徒制造的广播节目当中非常突出的。参与节目的同工们各有
特点。小贝弟兄的诙谐，二山子弟兄的幽默，白剑弟兄的朴实，岂
木弟兄、姚季弟兄、孝范弟兄等等众同工都给人留下非常独特的印
象。最近看到，岂木弟兄也踏上了全时间服事主的道路，心中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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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神的祝福和同工们生命的成长而感谢主。
《桃花源记》是东晋文人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约作于南朝刘
裕弑君篡位的第二年，描绘了一个与世无争的理想世界。蒙哥和一
群弟兄姐妹借着“世外桃源”网络福音广播，把世界各地的弟兄姐
妹和有心的朋友们带入了一个充满了神的话语和圣经真理的世界。
看似出世，实乃入世，并且是道成肉身式的入世。愿神大大祝福他
们的广播事工，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为主多结福音的果子。

附：情书 （作者 朱恩蒙）
我将我的春天，编成旅行的云，交给南边的风，向你吹来；
当你抬头看见，燕子的肩翩翩，或许你会明白：是我的爱。
田野的树发芽，冰冻的冰融化；我愿你今不再、哭泣悲哀。
我将我的春天，编成旅行的云；或许你会明白：是我的爱。

牧者手记 |“世外桃源”

我将我的心情，画成美丽花朵，交给南流的河，向你漂来；
当你低头拾起，晶莹的雨花石，或许你会明白：是我的爱。
磐石被我穿透，山谷回声响应；为何你心依旧、关闭紧紧？
我将我的心情，画成美丽花朵；或许你会明白：是我的爱。
我将我的思念，化为雪花片片，交给十月的天，向你飘来；
换回你的惊喜，伸手向我仰脸，或许你会明白：是我的爱。
我将山岗覆盖，我把大地掩埋；唯独你却把我、关在门外。
我将我的思念，变戊雪花片片；或许你会明白：是我的爱。
我将我的哀愁，织成夜幕重重，交给黄昏的天，向你低垂；
当你入梦安睡，星星向你眨眼，或许你会明白：是我的爱。
晨光向你呼唤，月色对你倾吐；何时你才答应、才被唤醒？
我将我的哀愁，织成夜幕重重；或许你会明白：是我的爱。
我将我的生命，换成憔悴的脸，交给无情的钉，向你滴血；
当你独自思想，十架的苦谁尝；或许你会明白：是我的爱。
无言的爱更长，失声的歌更甜；我原在你身旁、日日年年。
我将我的生命，换成憔悴的脸；或许你会明白：是我的爱。
我将我的复活，变成明亮的星，交给黎明的天，对你高悬；
当你走近终点，穿过死亡荫影，必然你会明白：是我的爱。
宇宙被我充满，万有归我掌管；对你我却宁愿、用爱来填。
我将我的复活，变成明亮星辰；必然你会明白：是我的爱。

作者何晓彤，现任拉法叶华
人宣道会牧师。照片为何晓
彤牧师及林彬师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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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就 寻见

史书堃

这是一条漫长的回家之
路，我的心在外漂泊了三十
年；到了人生而立之年，方
才找到那一方归宿。这却又
是一条直通彼岸的捷径，一
旦我的心开始找寻，祂便立
时在我的面前显现。原来，
那上下求索之路所以漫漫无
边，只因我在缘木求鱼。

初见圣经
10

我第一次接触到圣经可以追溯到初中时代了。当时我爸爸恰好
负责民族、宗教工作，于是弄回来一本平日难得一见的圣经，一本
厚厚的黑色硬壳书上写着五个烫金的大字“新旧约全书”。平日里
爱书如命的我见到这样一本据说很珍稀的读物，自然大为兴奋，赶
紧打开来读。不料一翻开就失望之极：“起初，神创造天地……神
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是什么跟什么嘛。神话故事是
我小学才看的，到中学我哪里还会再看那些东西。更何况这神话写
得如此平淡，不优美也不文学—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当时一打开
书我爸爸也挺吃惊的，大约他也没想到一本传说是宗教经典的书竟
有着如此荒诞的开头。这样一本被千万基督徒视为至宝的《新旧约
全书》便自此在我家被束之高阁，恐怕到现在也再没被人翻看过。
说起来我是一个不大记事的人，许多事情过后就忘。但偏偏与
圣经第一次亲密接触这一幕在脑海中异常清晰，从未忘却。我想，
这是神一直都在提醒我祂的存在，只可惜傲慢像一堵高墙一般，完
全阻挡住了我的眼目，将我与那心灵的归宿之地完全隔开。

新芽茁壮 | 寻找，就寻见

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儿读不懂圣经或许有情可原，但只读了两句
便怀着不屑的轻慢之心，立刻便将它搁置一边，似乎就注定了骄傲
是我与神之间最大的障碍。十余年后我放下骄傲之心、在神面前认
罪悔改之日，便正将是我蒙恩得救之时。
事实上，我现在沐浴在神的爱和大光中回顾往事，可以清楚地
看到自己的骄傲。但在过往的十余年里，有人说我骄傲，我都绝对
不会承认的。因为第一，我几乎从不表现得骄傲，在人前我总是很
谦虚（至少自己曾经是这么觉得的）；第二，我认为自己的骄傲是
有充分理由的，且给它冠上了一个漂亮得多的名字—自信。
就是带着这种强烈的对自己的信靠，我踏上了人生之路，踏上
了求学之路，踏上了注定要碰得头破血流的找寻真理之路。
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箴言 3:34

顺风顺水
人生的前些年，我过得可谓顺风顺水。从小学到高中，我成绩
总是名列前茅，才上完高二就轻松地考上了中科大。在科大我选择
了物理专业，便自以为一只脚踏进了天才的行列。别人问我为什么
学物理，我便自豪地回答，因为我想探寻宇宙的真理。
除了数学、物理这些本专业的知识之外，我也从未停止过对其
他方面的涉猎，历史、政治、军事、哲学、文学、艺术、心理……
但凡我觉得有意义的学科，我非踏进去一脚不可，力争做到对世界
的认识没有偏颇。学校里的各种活动比赛，演讲、辩论、书法、社
会实践、办文学期刊，我也积极参加，还收获了许许多多的奖项。
而且在学校里，我的朋友多多，我待人热情、乐于助人，自己也乐
观开朗，总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
总而言之一句话，我是把自己往完美的方向去打造，我走到哪
里，似乎也总是鲜花与掌声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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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这似乎是个不错的局面，我也深深引以为豪。然而，
我所有的弱点、罪性、缺陷，也被它们尽数淹没，悄悄地隐藏在这
表面的虚假繁荣之下，静静地生根、发芽。而我，却一心沉浸在这
属世的追求中，浑然不觉。
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

诗篇 4:2

质疑之声
我思想上的转折是大三的时候骤然发生的，来得毫无征兆。
一天，我的心里突然涌起一个声音：你这般地追求完美，是为
了什么呢？为自己？那你为什么不像周围的许多人一样，停下来享
受享受呢？为人类？凭你一个人，难道还真想改变世界？
一种突如其来的对生命意义的质疑像巨浪一样将我击倒了。以

12

前读过的庄子的一番话开始在我耳边一遍一遍地回响：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已而为知
者，殆而已矣！”
一种巨大的虚空感从我心底袭来，让我觉得一切的追求都索然
无味。
恰好在这个时候，我读到了林语堂先生写的那本《生活的艺
术》，书中对悠闲生活的描绘一下子蹿进了我空虚的心灵。我随即
开始全面质疑自己的努力，转而去追求一种悠闲享受的生活。
学习的热情没有了，读书的热情没有了，做事的热情没有了。
如果有一比，我觉得那时的自己像极了魏晋时期的清谈之士，整日
坐而论道、夸夸其谈，大谈人生的意义，生活的品质，并不时揶揄
一下周围那些刻苦用功，拼命追求自己理想的朋友们。
就这样两年下来，我的学习成绩直线下降，到大二结束还拿着
一等奖学金的我到大四结束的时候就连三等奖学金都拿不着了。

新芽茁壮 | 寻找，就寻见

从属世的成长上，这是近乎荒废的两年。对物理的理解从那时
开始就留下了缺陷，知识的增长也陷入停滞，读的仅有的几本书，
也是佛经、道家之类隐逸避世的哲学。但现在看来，比起之前的高
歌猛进，这两年的停滞不前或许对我最终找到归宿是更有意义的一
件事。这种对雄心、知识、事业的质疑，对一个属世的人来说，终
有一天会到来，只是时间早晚而已。那种在成功顶点质疑一切的故
事，我也时有听说。
感谢神，在我还不认识祂的时候，祂便及早拔除了我生命中虚
假的支点。接下来的时间，我始终不断地在琢磨人生的意义。一边
质疑，一边思索，一边生活着。
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
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
传道书 1:2-3

爱情之痛
大学的最后一年（我们那个时候科大还是五年制的），我遇到
了我人生的真正转折点。我在实验室里认识了雪峰，一场成功而又
失败的恋爱开始了。
说它成功，是因为它挺过了一场场暴风骤雨的熬炼，使我们最
终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并使我们二人一直携手相伴走到今天。
说它失败，是因为我们二人都在这场起起伏伏的爱情中耗尽了
彼此的精力，双双落得个遍体鳞伤。尤其是我所深爱的另一半，因
着我的罪，饱受伤害，度过了大概是她人生中最痛苦的十年。
如果说我的种种罪性，在社交的时候尚能很好地隐藏的话，在
与一个人朝夕相处的日日夜夜中，便再也无所遁形了。
后来在教会参加受洗班的时候，王丰荣弟兄发给了我们一张基
于罗马书和加拉太书的认罪清单，上面列了几十条罪。对照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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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惊讶地发现，这些罪除了两条之外，我其实都有犯过。由此再想
一层，其中大多数的罪，都直接伤害了我的妻子。我都不敢想象，
这么多年我是怎样理直气壮地觉得我是一个无辜好人的呢？
有一次雪峰曾经半开玩笑地说过，这些年来我对她的伤害简直
是罄竹难书。现在，我深表同意。我是那样地爱她；加诸给她的，
却满是伤害。
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作的，我自己不
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作。我所恨恶的，我倒去作。
罗马书 7:14-15

来到美国
大学毕业之后，凭着大学前两年攒下的好成绩，我顺利申请来
到普度大学物理系。那个时候，初到异乡，尚还踌躇满志的我万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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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想到，这一个小小的物理 PhD 将会耗去我九年的时光，并让我
一直跌入人生的谷底。
当然，在那谷底最深处，有一只大手最终托住了我。所以，我
今天才没有在痛苦中哀哭切齿，而是坐在这里满怀感恩和喜乐地写
着见证。
来美国的第一年还是比较轻松愉快的。课程的压力不重，美国
的生活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不容易适应的。衣、食、住、行，似乎
与国内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而我，也仍然是一边质疑、一边思
索，一边生活着。
就在那一年里，其实主也一直都有差派使者到我身边。向我传
过福音的美国朋友不下三个，住我楼上的一位跟我一同来物理系的
中国同学也在几个月之后就受洗归主了。我倒是也去过美国教会的
礼拜，听过布道，甚至还参加过圣经学习班。只不过，我凭借着前
些年积攒的自以为是的哲学素养，听一句道，心里便抵挡一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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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句也没听进去。正如老子说的：“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
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我的骄傲，成了魔鬼最好的武器。真道近在眼前，我却避之唯
恐不及。去了几次教会之后，我便再也不乐意去了。

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
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种子就是神的道。那些在路
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
怕他们信了得救。
路加福音 8:5,11-12

步入婚姻
我来美一年之后，雪峰也毕业来到了美国。出国留学，且夫妻
团聚，看上去是一件令人艳羡的事情。但我却在罪性的挟制下，越
来越迷失了人生的方向。
妻子善良、聪慧、美丽，且为我们这个家庭做出过种种牺牲，
可那时的我统统视而不见。我眼里能看见的，只有她的缺点、毛病
和对我的伤害。妻子飞越了半个地球来找到我，等候她的却尽是抱
怨、责怪，和关爱的缺乏。
感谢教会的众多朋友，在他们的热情邀请下，雪峰渐渐参与到
了各种教会活动之中。特别感谢 Dana 和 Adela 夫妇，从那时起就
时时地向她传福音，带她去教会，这种属灵上的帮助一直持续到了
今天。雪峰寻道的路途上，中间得到过太多弟兄姊妹的帮助。尤其
是 Dana 弟兄为她介绍的 Judy 姊妹，有一年的时间里，每周开车接
她去家里，向她一对一地讲解圣经、解答疑问，并在 2008 年带领
她决志信主。
我至今还记得有一天，雪峰回来说：“我已经是基督徒了。”
坦白地说，我当时听了颇有点晴天霹雳的感觉。（神啊，我对你曾
经是那样的悖逆，你却宽恕我，怜恤我，从未抛弃我，感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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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雪峰刚刚信主之后，是我们的夫妻关系最为和睦的一段时
间。只可惜后来 Judy 姊妹全家搬迁到佛罗里达，雪峰的属灵成长也
迟缓下来。现在想来，这一定是神别有用心的安排，为了对我们二
人施以更大的拯救。
时光就这样流逝着，转眼已到了 2012 年，这个坊间盛传的末
日之年。对于这个传说，我是不怎么信的，但生活对我来说却像是
走到了末日。
我一面犯着罪，一面自己也痛苦不堪。到后来，我仿佛失去了
所有的希望。我就像是一个在弥漫着大雾的黑夜里行走的路人，看
不见一点光亮，根本辨不清方向，更不知道我该往哪里去。
你若问我产生这种心态的原因是什么，我不能完全答得上来。
只觉得生命中的一切都没有意义。生活，变成彻底的浑浑噩噩。没
有目标，没有方向，没有希望。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更不知道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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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又有什么意义。你无论给我设立怎样一个生命的目标，勾画怎样
一个未来的蓝图，我都可以问一句：“又怎么样呢？”
郁闷、忧愁、焦虑、绝望、怨恨……各种痛苦的感觉交织在一
起搅扰着我，我根本无力招架。
如此下去，只有堕落，只会犯罪。
他们无光，在黑暗中摸索，又使他们东倒西歪，
像醉酒的人一样。
约伯记 12:25

蒙福得光
照进这茫茫黑暗的光，来自神。这一次，又是借着雪峰。
在一次极其巧合的机缘之下，更准确地说，是在神极其奇妙的
带领之下，雪峰结识了 PCCF 恩成组的陈淼姊妹。

新芽茁壮 | 寻找，就寻见

大约在去年十月的一天，雪峰不慎堵了厕所的抽水马桶，导致
水漫金山，整个家大半被淹在水里。向 Purdue Village 的管理人员
报告了情况之后，他们派了人来清理，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临时住
所。
这期间的一天傍晚，雪峰在 PV 的 Community Center 看书。恰
好碰见陈淼姊妹推着一个未满周岁的婴儿，很心急地问管理人员，
还有没有空的 Apartment。似乎是她之前预定了房间，但接待人员
忘了登记，导致现在没有了房间。
雪峰在旁边听见，误以为是这位可怜的母亲带着孩子没有地方
住了，便跑过去告诉她，自己有个临时住所，里面有好几个床位，
她可以住到那里去。一问之下才知道，陈淼并不是要找住的地方，
而是在给箴言班找活动场所。
后来，箴言班就在我们的临时住所活动了一次。自此，陈淼姊
妹和恩成组的另一位王林瑞草姊妹对雪峰就有了深重的负担，几乎
是生拉硬拽地带着雪峰去了周五晚上的查经班。
多年的迷失之后，雪峰已经对教会活动丧失了兴趣。只是在盛
情难却之下，勉强同意参加一次查经班，心里却在盘算着下一次怎
样找理由推辞。
不料一开始查经，雪峰就被深深地震撼了。她觉得那段经文上
的每一句话，都是对她说的，直指她痛苦的根源，如清泉一般滋润
了她的心。她甚至不由自主地怀疑，这些基督徒是什么来头，难道
我的事情他们都知道，而专门为我预备了这次查经？于是有了第二
次、第三次、第 N 次查经……她的许多伤痛，都在神的话语中得到
了医治；她的灵魂，也在主的慈爱中得到了拯救。
感谢主，感谢雪峰。她得到主爱沐浴的同时，也从来没有忘记
我。几个月来，她一直苦心劝慰让我跟她一起去教会活动，可我总
是坚决地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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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有一天，我在痛苦中全然刚硬的心突然地软了下来，答应
跟雪峰一起去参加恩成组的祷告会。
我的人生，再一次发生了重大转折。
主耶和华啊，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耶利米书 32:17

学会谦卑
若追究我突然回心转意的原因，那就只有一个，就是我心里突
然涌起了一个我从未有过的念头—谦卑。我一向自以为优秀，比
很多人都强，但我为什么比很多人更痛苦、更彷徨、更忧愁、更绝
望？我怎么了？我过去近三十年来所倚靠的自己，究竟出了什么问
题？我真的是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又善良、又智慧、又强大吗？什
么都不信，什么都为我所用，最终凭借自己引以为傲的头脑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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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生命进程，真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吗？
我谦卑了。在痛苦与迷失面前，我不得不谦卑。我至少承认了
一点，我的智慧太过有限，我的心灵太过软弱，我自己太不可靠。
那我又该倚靠什么呢？难道是基督教中那个虚无缥缈的神吗？
不可能！
但试试看，又有何妨呢？
我带着强烈的怀疑，随雪峰开始参加了祷告会。那是在王丰荣
弟兄和王林瑞草姊妹家里。正处于心情低谷的我猛然进入到祷告会
其乐融融的气氛当中，心里很是有些震撼。
我至今记得我当初在祷告会的分享，我说在这里我好像真的能
感觉到圣灵的存在。祂对我来说好真实，而且，似乎至少比我自己
的心性更强大、更可靠些。

新芽茁壮 | 寻找，就寻见

那是第一次，我对神生出了由衷的亲近之心。我探寻真理之路
急剧转弯，开始拐上正确的道路。
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
耶利米书 17:7

至圣真道
对于我这样一个读书读多了的人来说，再好的信仰，你在理性
上不说服我，我都不会去信的。尽管众多基督徒身上发自内心的平
安喜乐是我深深向往的，但我头脑中固有的理性思维总会跳出来，
做我亲近基督的拦路虎。
但我既已踏上了这条路，便已远远能望见终点处主慈爱的微笑
了。因为神是信实的，祂绝不会让我们失望。
就在第一次祷告会上，王丰荣弟兄建议我说，在 Upper Room
有一个 Alpha Course，全面讲解基督教义，尤其是对慕道的知识分
子很有帮助。从此，每周五晚上的查经班和每周日晚上的 Alpha
Course，就成了我周一就开始盼望的时刻了。
接下来就是寻求真道的过程。特别感谢恩成组的王丰荣弟兄、
王林瑞草姊妹、光暐弟兄、吴策姊妹、珂佳姊妹，Upper Room 团
契的 Tod 弟兄、Craig 弟兄、Nelson 弟兄、Kyle 弟兄，他们或耐心
的答疑解惑，或细心的关照帮助，或诚心的祷告祝福，带领我一步
一步从犯罪取死的深渊中挣扎着走了出来，离神越来越近。
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

帖撒罗尼迦后书 1:3

水中神迹
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了。那是今年 3 月 24 日，Alpha Course
组织的周末营会，在那个宁静秀丽，注定令我终生难忘的双子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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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看 Nicky Gumbel 牧师讲座的视频，提到这个晚上将是一个
圣灵之夜，在众人的祷告之中，圣灵的力量将会格外强大，许多人
都会有特殊的感动。这真是一个令人期待的夜晚。
但我没想到，神对我另有安排。一份奇妙的恩典已在等候我。
那是下午的自由活动时间，雪峰和我准备去玩儿脚踏船。我在
排队等着上洗手间，于是雪峰就先去挑船了。等我上船才发现，我
们这只船是没有靠背的，这样蹬起来就颇为费劲。我们便筹划着去
换一艘船。终于等到有人下船，我们很开心地去换船。于是，囧事
发生了。
我们上了船之后，发现那系在岸上的绳子怎么都解不开，于是
我不知怎么有了一个超愚蠢的点子—上岸先把绳子解了，再到船
上来。我上了岸，绳子竟很顺利就被解开了，我准备回到船上去。
然而，正当我手扶着栏杆，脚踏在船上的时候，一件必然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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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船离岸了。
这个时候，我手抓在岸上的栏杆上，脚却踩在水里的船上。放
手吧，脚还没站稳呢；放脚吧，一时放不掉。刹那间，我竟不知道
该怎么办了。
“扑通！”下一个时刻，我发现我已经在水里了……
我赶紧游啊游，这才发现原来我穿着救生衣呢。岸上的人赶紧
试图把我拉上来，我却发现两条胳膊根本使不上劲，后来也不知道
怎么把我拖上来的。上来之后我发现，两条胳膊都很痛。
再过一会儿，我意识到，我右边肩膀脱臼了。左边肩膀也很痛
（两天之后我在床上躺着的时候，左边肩膀也顺利脱臼了……）。
脱臼不是什么多严重的伤，但还是有些疼的，再说浑身湿漉漉
的也不好受。但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心里却有一种奇异的感觉—
那是一种平生从未有过的宁静、喜乐、幸福。

新芽茁壮 | 寻找，就寻见

没有原因，无法解释。
我十分确信，那是在我整整两个月的寻找之后，信实的神在水
中用圣灵浇灌了我。那毫无来由的宁静、喜乐、幸福，正是圣灵的
果实。
看着我落汤鸡般的模样，雪峰啼笑皆非。她忽然问道：“你这
算受洗吗？”我愣了一下，说：“不知道。但我敢肯定的是，我不
一样了。”
昨天跟朋友吃饭的时候还聊起这件事情，朋友问：“你怎么知
道那是来自于神的呢？”我说：“因为我心里看见了。”我指指头
上的灯，“我们看见这灯，我们就认为它存在。那我心里的看见，
只有比这眼睛看见的感觉更真实，神岂会是不存在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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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加拉太书 5:22-23

决志信主
看到我落水受伤之后，许多弟兄姊妹纷纷围了上来。我不知道
有多少只手按在我身上为我祷告。Tod 和 Nelson 也商议着将我送到
附近的医院去。不多时，Nelson 便开车送我去医院，雪峰、光暐、
吴策，以及刚刚从阿联酋飞回来不久，赶过来参加周末营会的朔炤
弟兄，都一同陪我去了医院。
对不起，我现在连那家医院所在城市的名字都想不起来了。我
当时更加不会想到，我的决志归主，会是在那个我这辈子都未必会
再去的医院的急诊室里。
那时医生帮我接上了胳膊，我刚从麻药当中醒来。一直在床边
陪着我的雪峰跑出去向大家汇报情况了。急诊室里只有我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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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里的感动越来越强烈了。那种宁静、喜乐、幸福，在我心
中已不可抑制，真的仿佛活水一般，汹涌着要从我身体里流出来。
似乎整个急诊室，都已被圣灵充满。
我异常清楚地知道，时候到了，不需要再犹豫，不需要再等候
了。在这一天之前，我还认为，我距离理性上接受基督教，还有很
长很长的路，很大很大的障碍。可就是在那个被圣灵充满的急诊室
里，我脑海中所有的问题却奇迹般地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不需要再问任何问题了。神就在那里。心里的看见，远比眼
睛的看见更真实。再过一会儿，似乎我之前问过的所有问题，我自
己都可以回答了。
时候真的到了。
据以前的听说，似乎大家都是由基督徒带领着做决志祷告。但
我等不了。而且我知道，耶稣基督正在带领我。我开口祷告，我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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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我决意跟随祂—更加的宁静、喜乐、幸
福。那些在痛苦中迷失的美好，和在绝望中丢掉的智慧，似乎也开
始以远远更美丽的面貌回归。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箴言 1:7

受浸归主
雪峰进来，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基督徒了。”随即，
好消息传遍了整个营会。许多弟兄姊妹为我的决志高兴、感恩，更
应该感恩的，当然是我。我第二天就在营会上为主做了见证。Tod
请我上台做见证之前，根本没问过我的意见。他就知道，我一定十
二万分地愿意做这个见证。我真的愿意，非常愿意。
Tod 送了我一个纸折的十字架，上面写着 03-24-2012。他说：
“It’s your new birthday!”感谢主，让我重获新生！

新芽茁壮 | 寻找，就寻见

又一位不知名的弟兄传给我一张纸条，是创世纪 50 章 20 节：
“You intended to harm me, but God intended it for good to accomplish what is now being done, the saving of many lives.”
神真的是可以通过任何事来做工，去带领我们，去拯救我们，
去赐予我们丰盛的恩典。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只是谦卑下来，仰望
祂，配合祂而已。是什么阻挡我们这么做呢？是骄傲么？是对自己
的信靠么？拨开你眼前那片可爱的小树叶，你会发现，泰山就在前
面。
接下来就是什么时候受洗了。感谢何牧师。就在复活节前的那
个 Good Friday，聚会结束之后，何牧师专门找到我们两个，与我们
共同跪地祷告。主聆听了我们的祷告，丝毫没有耽延，立刻就坚定
了我们的信心。
2012 年 4 月 8 日，这又是一个我永生难忘的日子。在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歌声中，我与雪峰共同受浸归主。一段寻找
的路程，终告结束。
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马太福音 7:8
而我们也知道，一段旧路的结束，也意味着一段崭新的旅途已
经启程。我们热切期待着前面的风景，哪怕我们需要背上十字架。
用一句雪峰经常说的话：“不管前路如何，我们风雨兼程。”

作者史书堃，普度大学物理系
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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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驰
识主、信主和靠主的路不短不长，有风无浪， 几沉几浮。一路
走来，不知不觉中，我经历了躲避、怀疑、担忧的困扰，见证了爱
的大智和信的大能。父神的爱让我悔罪，给我盼望，坚定我对祂的
信仰。而我知道祂爱我们的方式因人而异，润物无声。
也许是所学专业让我了解了西方的文化，也许是工作的原因让
我接触了基督徒的生活，也许是对自己罪过的担忧，也许是上帝为
每位祂的造物都植入了亲近祂的灵，我自然相信有高过人的存在。
这个存在管理我们，指导我们。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初听福音时很能
接受上帝和罪人的提法。但无知的我只把这一切归为西方的文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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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甚至贬为精神的寄托。傲慢的我气恼于妻子决志时的不商量，
怀疑圣经学习中的教义，忽略耶稣降世为人用宝血洗净我们过犯的
真意。那段时间，心情陷于愤懑和自大，以为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
中，还埋怨基督徒们搅乱了我的精神生活。尤其是两次福音大会，
我不是关闭心门就是躲避讲员的呼召，换来的是更大的迷茫。
在这些烦乱和黑暗中也有亮光，那就是教会会众的喜乐生活和
无私关爱。相信慕道友和我一样都经历过教会的关心和弟兄姐妹们
的帮助，也见识过基督徒在生活中的平安和喜乐。如果说爱人助人
可以理解为是个人的性格和特殊需要的话，教会里的喜乐生活却让
我百思不解而又艳羡不已。难道教会真有什么解药，可以医治现代
人的焦虑，自私，奸诈和不安？难道这世上真有圣灵，可以让包括
我太太和孩子在内的无数男女诚心礼拜？问题是他们并没有出现
“中毒”失去自控的征兆，反而在生活中有盼望，遇事有依靠，对
我也很有耐心。我也听过很多信徒的见证，理解了他们在那关键一
瞬的信心突破。我不奢望自己也有同样的体验，仅仅抱着投桃报李
的感恩心情和羡慕好奇的窥探动机，参加了教会的很多常规活动。

新芽茁壮 | Where There Here

这些活动让我收获颇丰。Matt 弟兄讲解的爱的上帝，何牧师宣
讲的复活意义，海燕弟兄的圣经教导，杨教授阐述的真理，Joanne
的分享，秀君姐深入浅出的分析，天虹姊妹的亲身见证，Joy 的研
究方法，其敏、赵晖的热情，刘洋、沈颖的关心，慢慢地我已经习
惯于教会的生活，每次活动后心里都特别敞亮和快乐，深感庆幸能
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找到幸福的依靠和一群跟我一样在天上找平安寄
托的人，而不是用洋教弥补文化的缺憾。我觉得抬头望天不是对世
俗生活的回避，信靠天父不是放弃自我的努力，称颂耶稣也不是用
洋教填补空虚，认罪悔改不是自暴自弃，凭着信心是因为有父神的
爱，在爱中相互扶持是因为我们是功能各异的肢体，荣耀神是我们
的活出来的目标。感谢教会众弟兄的接纳和支持，我已经把自己当
作是教会的一员了。三月的一天和远在国内的太太商量她来美国的
时间问题，我脱口说出让她快点过来，好让我们全家一起受洗。在
QQ 的语音系统上，我明显地觉察得出太太的欣喜，而我反而很平
静，就好像是早就做出的决定一样。奇怪的是，我本想等到太太过
来再安排受洗的事宜，而那次通话后连续三天都有人问我要不要受
洗—也许这就是神在做工。我次次都坚定地告诉他/她，我在等太
太。当福淦弟兄通知我夏天在 Turkey Run 有洗礼的时候，我知道
是时候了。
但是，3 月 15 日，王弟兄到福音组讲道，结束后临出门时他问
我决志了没有。我这才惊觉按“程序”我还没决志呢，居然就定好
了受洗的日子。真好笑！正在自嘲的
时候，王弟兄已离开。当晚在 Joy 姊
妹的带领下做了决志祷告，后来又在
复活节受洗班接受训练。8 月 13 日
清晨，在 Sugar Creek 的蓝天绿树和
红桥碧水之中，何牧师的手轻轻按在
我的头上肩上。我知道，这一闭眼，
一蹲下，我将洗净罪孽摆脱老我，那
重新的站立和睁眼是我的重获新生。
我准备好了。

作者倪驰，曾在国内从
事教育工作。现在美国
工作。

25

葡萄园 第九期 | Vineyard No.9

唐柔刚

我叫唐柔刚，来自浙江嘉兴，2005 年到中科大物理系学习，
2009 年来普度大学化学系读博士，专业是物理化学。我学习物理，
是希望从科学的角度来了解生命究竟是什么。难道我们的生命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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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堆原子的复杂堆积吗？如果这样，生命还有何意义呢？我们不
了解生命，这件人所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事实上，如果人死如灯
灭，那么对于一个个人而言，一切的意义都会在死亡面前消失。如
果我活一个无意义的人生，那或许只能选择及时行乐的活，但这与
我内心对真善美的追求强烈地抵触着。我陷入了深深的迷茫和绝望
之中，开始浑浑噩噩地生活，找不到生命的方向。
2011 年初，我开始接触到信仰，同在化学系的朋友张璐介绍我
去教会看看，我便和他们一起参加了敬拜和查经。由于我当时不了
解福音，也没有读过圣经，我的固执与偏见阻止了我相信上帝的存
在，虽然心里追求永恒，但当永恒出现的时候，我却不相信。
8 月的时候，我要搬家，搬完以后特别疲劳，就好像散了架一
样。由于当时事情很多，身心俱疲，晚上睡不着觉，身体也愈发不
好，甚至意识模糊。我冒险吃了抗焦虑的药片，但其副作用使我的
精神状况更差，我好像做梦一般度过了那些天，直到 8 月 17 日，
昏迷七天以后，我从病床上醒来。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在医院的病

新芽茁壮 | 生命是什么？

床上，护士告诉我我从楼上摔了下来，但我都不知道。我的手臂和
大腿骨都摔成碎片，脸颊也多处骨折。感谢神，感谢医生和护士，
我神奇地康复了。神没有让我这样离开人世，这是神的恩典，但当
时的我还不晓得。
出院以后，牧师和另外两位同工来看望我，跟我讲解福音的真
理，让我知道其实我们都是罪人，耶稣受死复活是为拯救我们，只
要悔改信靠耶稣就可以得拯救的道理。因为这次意外，系里和教授
决定不再支持我读博士了，让我转成硕士。何牧师就告诉我，学校
没有给你重来的机会，但神却给了我们重来的机会。我当时听完很
得安慰，深深地认同每个人心中都有罪性，觉得这应该就是拯救的
道路，但由于一直被进化论的思想禁锢，还有疑问。听完牧师的讲
解，也认同进化论只是假说而已，再加上我印象中基督徒都谦卑良
善，就决定信主，然后由牧师带领做了决志祷告。后来，我开始每
周参加查经、主日学、主日崇拜。神的爱借着教会的弟兄姐妹，和
我所经历的一切人和事浇灌着我，我在感恩节接受了洗礼成为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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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神爱世人，愿人人都悔改得救，不愿一个人沉沦。现在想来有
些后怕，如果我在那次意外中丧生，必会被丢到火湖里受那永刑的
惩罚，因为我的生命本由神而来，我却用此来犯罪。我的生命其实
一直都是主的，但我却不知道。感谢神对我的拯救，不单是肉体上
的，更是灵魂上的，把我从死亡的边缘上拉回来。我过去如同迷途
的羔羊，神把我带回到神的家中。亲爱的朋友们，不要像我一样，
当死亡临到的时候，才决定回到主的家中，要赶快回家，在主里得
那丰盛的生命。
每当想到信主前的生活，那真是叫人绝望，那是如此一个没有
希望，昏头昏脑的生活啊，在骄傲与自私，冲动与茫然，虚荣与争
竞中，追逐着，奔波着，度过了一个个春秋。信主以后，我的心终
于得了安息。我感觉主用一双大手将我从死荫的幽谷里拉了出来，
让我知道什么才是生命。生命究竟是什么？圣经给了我答案。耶穌
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

葡萄园 第九期 | Vineyard No.9

去。”“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
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其实我们的灵本与神联合，后来亚当犯
罪才与神断绝，我们的灵就死了。我们虽然活着，其实是没有灵的
死人，但我们心中依然有着慕求神的心和神所刻在我们心中的道德
律。耶稣来，就是为我们带来丰盛的生命，让我们与神的灵重新联
合，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生命。
信主以后，我常常喜乐。经历的苦难都是主给的宝贵财富，能
让我更明白神的真道。肉体的苦难算什么？难道还有什么比灵性的
死亡、被罪所奴役更痛苦吗？难道还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吗？“神
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神是自有永有的神，是超越生死
的神，是赐我们生命的主。在神的爱下，我得着了生命，那平安喜
乐的新生命。在神的恩典下，我得着了自由，那脱离罪恶捆绑的真
自由。我的生命在圣灵的滋润下，每天都更新成长。神的话语是如
此地充满智慧，是宝贵的精神食量，如蜜甘甜，又是生命的活水，
滋润心田，叫人读起来不由地欢呼雀跃，赞美主的伟大，感谢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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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赐。
感谢主赐我生命，当我回顾这二十六年中对生命的寻求，感谢
神让我终于找到了答案。答案就是，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意义。感
谢那配得所有荣耀和赞美的主。阿门。哈利路亚！
编者注：唐柔刚父母的得救见证登载在《葡萄园》第八期：《苦难
成了化妆的祝福》。

作者唐柔刚，毕业于普
度大学化学系。现回中
国国内工作。

爱手扶持 | 虽未看见，祂已看顾

虽未看见
祂已看顾

沈文君

今年一月初，身体不舒服，觉得很疲劳，我怀疑自己生病了。
二月中旬，偶尔听到教会的一位姊妹聊起她怀老二时，前三个月都
少量不断地出血，我吓了一跳，觉得自己的症状和她的很相像，不
由得思忖，自己近来的异常是否会与怀孕有关呢？二月底的时候，
我姐姐要帮我订夏天去大陆探亲的机票了，我想，要是怀孕了就不
便长途旅行了，于是赶紧买来了验孕的试剂。隔日就是三月一日，
清晨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梦见自己测出怀孕了。醒来，我就
即刻去验尿，果然是怀孕了。
感谢神，这几年来一直盼着生个老二给儿子 Caleb 作伴，但我
的先生海燕实在是忙碌，常常夜以继日地忙于工作与服事，况且两
人年龄都大了，以人的眼光来看，怀孕之事就更是难上加难了。但
海燕总是说：“生命是上帝的礼物，出于神意，而非人意。”
验孕的时候是早晨六点钟，海燕正坐在床上看书。看见显出两
条红线的试剂，他就下床来，和我一起向父神献上感恩。我重新躺
下，对海燕说：“时候正好，Caleb 现在知道照顾小 baby 了，他爱
小孩子，一见到小孩子，总爱过去看。”一想起将来 Caleb 照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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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by 的样子，我就轻轻地笑了，加了一句：“不过，有同伴跟他玩
的时候，他就会去贪玩了。小孩子都是这样的呀！”过去的两周，
海燕已经凭着信心几次为这个小生命祷告了。
怀 Caleb 时的经验与这次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根本没有意识
到已经怀孕了。这段时间又格外地劳累，看见断断续续的出血，虽
然量不多，我还是很担心。我为腹中的胎儿祷告，迫切地求神保守
他健康地发育成长。海燕早起上班之前，也一定要先为胎儿祷告才
出门。
三月二日是星期五，我打电话挂号，跟妇产科护士谈及我的情
形，护士说，依我的情形，必须尽早见医生，因为星期一无法为我
照超音波，就安排在三月六号星期二下午见医生。
我们为神的恩典，为祂所成就的事，祂所赐下的福，为祂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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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求而得之的生命馈赠，献上我们的感恩。几天来，最牵肠挂肚的
事，也是最感恩喜乐的事，就是主赐下了另一个小生命给我们。我
们谈的都是关于这个小生命的事：谈给小孩子起名字，我说：“既
要好听易叫，又要特别才好。”又谈了这次坐月子要好好休息，上
次生 Caleb 就休息得不好，等等。我问海燕是喜欢再添一个儿子还
是一个女儿，他说：“一个女儿更好。她可以照顾你的晚年。”海
燕还问了 Caleb 是想要一个弟弟还是妹妹，Caleb 说：“主耶稣才
可以决定呀！”但怀孕的事还瞒着 Caleb。
我们切切地为这个幼小的生命求平安与祝福。三月五日是星期
一，有一位姊妹送电邮给团契分享了一首圣诗，其中有这样一句歌
词：“虽未看见，祂已看顾。”让海燕心有所感，他马上把这首圣
诗转寄给了我，特别把“虽未看见，祂已看顾”这八个字放在最前
面。他说，这句歌词让他想到这个小生命，我们虽然尚未见到他，
但上帝已经在看顾他了。

爱手扶持 | 虽未看见，祂已看顾

但是，我没有想到，星期二凌晨，还来不及去看医生，就大量
出血，我心中就特别地难过，觉得胎儿是保不住了。海燕已经到学
校去了，我就打电话告诉他。海燕很难过，我也很懊恼。
下午见了医生，照了超音波，找不到胚胎了，抽血要等到明日
才有结果。第二日，就是星期三回诊，验血的结果是荷尔蒙指数高
达 5200，一般的情况是低于 5，医生说我是怀孕了。但是，医生向
我和海燕解释，因为子宫里找不到胚胎，医生要我星期四再抽血一
次，来了解荷尔蒙指数变化，如果是指数继续攀升，就表示可能受
精卵着床在输卵管上了，必须动手术拿掉。如果指数往下掉，就表
明已经自然流产了。第二次验血的结果是荷尔蒙指数已经降到了
1200，医生说，已经自然流产了。
从三月一日自行验孕，到见医生知道流产了，仅仅一个星期，
我的心情就从多年的盼望掉入失望之中。我的心情是难以言说的，
既为怀孕的事而感恩，又为流产的事而难过。这次流产，我心中也
很自责，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怀孕，是否我没有尽到保护之责呢，
因为实在没有想到怀孕了，还是十分的劳碌，如果不是这么劳累，
或许胎儿就保住了。神啊，我的救主啊，在生死的面前，世界离我
是多么地遥远啊，谁能测得透我的莫名的淡而绵长的哀伤！但即使
是在哀伤之中，我对祢的信靠也没有一丝一毫的动摇。一切都在祢
的手中！
我们能做什么呢，只能仰望我们创始成终的主，时刻信靠那信
实的主。我为这个未曾谋面就离我们而去的小生命而伤心不已，想
起几天前海燕送来的那首圣诗，想起那句打动我们，让我们充满希
望的话：“虽未看见，祂已看顾”，失去了这个小生命使我们伤痛
不已，但知道他已经在主的怀中了，这句话又成了我的安慰。
这件事，至今也没有让 Caleb 知道，是怕他会难过。年初的时
候，读一年级的 Caleb 在学校听老师讲了温室效应，放学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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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他问我知不知道南极的企鹅们正濒临死亡的边沿，因为人类破
坏了生态，南极的温度升高，企鹅活不下去了。他心疼企鹅，哭得
很伤心。过后，偶尔想到企鹅的命运，他还是会难过。如果渴望有
弟弟妹妹的他知道了这件事，肯定会很难过的。
这段时间精神上的煎熬，身体的复原都是相当辛苦。感谢神，
在我心情低落的时候，三月七日，看完医生回家，我收到了 Caleb
的老师寄来的电邮，说要颁给 Caleb“阳光奖”，因为他总是有热
情的笑容，关心、爱护同学。学校邀请我们在三月二十一日出席颁
奖礼。感谢神，我得了安慰。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如果按神的话
来管理，他们将是我们唯一能带到天上的产业。记得去年总统节的
时候，Caleb 告诉我，如果他是总统的话，他会要所有的人都信耶
稣。愿神纪念他的心志，在神给他规划的人生路上，不管他将来做
什么工作，都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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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信将来的某一天，当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越过生命河，到
达彼岸，我会在迎迓的小天使中，第一眼就认出一个未曾谋面却又
似曾相识的孩子，我要张开我的双臂把他拥入怀中……
2012.5.5

作者沈文君。照
片中为沈文君与
丈夫张海燕，儿
子 Caleb。

爱手扶持 | 我不惧怕

蔡丕安

当太阳不再升起，

当父母之爱己经失去，

黑暗笼罩大地，

我不会惧怕，

我不会惧怕，

因我和天父在一起。

因我和天父在一起。

天父的大爱高过一切，

他比太阳更明亮，

幸福之火，

温暖着我的心地。

腾空而起。

当大山弯腰，

当友爱抛弃我，

再也不能挺立，

我也不会惧怕，

我不会惧怕，

天父拉着我的手，

因我和天父在一起。

把我送进亿万兄弟姐妹中去，

天父手叉我腰，

耶稣基督的爱轻轻把我扶起，

把我高高擎起。

引领我走向那永恒的归宿。

作者蔡丕安，现居住在
西拉法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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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成为

谢宝侠

2012 年 2 月 16 日，
我和二姐从家乡江苏徐州
去上海，乘飞机去美国探
亲，看我大姐秀君。此次
美国之行，要从 2011 年
5 月说起。记得那天我和二姐聊起大姐近两年不能回国之事，因她
的小儿子在美读高中，所以暂时回不了国。我二姐说：“那我们去
美国探望大姐吧。”
去美国，对有些人来说很简单，但是对有些人来说是件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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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在美国有亲戚的家庭，多有被拒签的经历，我的妈妈生前想来
美国看我大姐，签了两次都被拒签，最终都没能如愿。连母女关系
都被拒签，我们想去美国探望大姐，这愿望能实现吗？于是我和二
姐就以试试看的心情办了要来美国的各种手续，没敢抱太大希望。
2012 年元月 12 日，终于盼到了我们去办签证的那一天。在那个时
候，我还是个无神论者，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党员，心想一切顺其自
然吧，随时准备有被拒签的可能。哪曾想到我们的签证如此顺利地
就拿到了。那时只觉得是幸运，如今我明白是神的安排。
凡事都不是偶然。2012 年 2 月 17 日早上，我和我二姐平安顺
利地来到美国加州。我大外甥一家三口来机场接我们。一见面我便
被一个画面所感动。我的外甥胸前背着他刚出生三个月的儿子，媳
妇跟在旁边，是个幸福的小家庭。其实后来在美国呆了一段时间才
发现，这不是稀奇的事，很多基督徒的家庭都是这样充满温馨和关
爱。但是我来美国之前就很少看到这种画面。我们在加州 20 天，

恩典灌溉 | 我想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

感受到了加州大自然的美和外甥一家的和睦喜乐。感谢主，因为我
大外甥也是基督徒。
3 月 6 日晚 6 点钟，我和二姐来到了思念很久的大姐家—西
拉法叶。我们从加州来这里中间要转一次机，对我和二姐来说是件
非常困难的事，因为我们俩都不会说英语，所以加州的外甥那边和
我大姐这边都非常担心。感谢主，我们这次的中途转机竟然一点困
难都没遇到，顺利到达。见到姐姐的那份喜悦，我用笔描写不出，
弟兄姐妹能体会到。和大姐一见面便聊起我们从签证到加州再到这
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的顺利。大姐听后高兴地说：“有神保
护能不顺利吗！从你们决定要来美国的那天起，我和我的弟兄姐妹
都在为你们祷告。”那时我和二姐都不信。
来到大姐家的第二天是星期三，大姐家有迦南团契的查经班，
我和二姐自然就加入了这个小组，和他们唱诗歌、查经，听他们讲
自己的见证。那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基督徒聚会，第一次唱
诗歌，第一次看圣经，第一次不知不觉地被一种感觉所触动，眼泪
不由自主地流下来。当时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还害怕被人看到笑
话我。后来我们每周三在我大姐家聚会，周五、周日去教会，每次
我的眼泪都不受控制地在流。我问我大姐：“我这是怎么了，为什
么那么容易哭？”她对我说：“这是好事，神在爱你。”当时对这
句话不理解。但是有一件事，我是从来到美国后所看在眼里的，那
就是我大姐带我们去过的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场所，都是那么的幸
福、和谐、喜乐、平安。他们都那么谦卑，那么的有大爱，我所看
到的人为什么都那么好？当我还没有找到答案时，突然有一天在和
一位阿姨闲聊时，她帮我解答了这个问题，她说美国之所以那么好
是基督徒多。这下我全明白了，是的，我大姐是基督徒，她周边的
人多数都是基督徒，是神的儿女。
3 月 24-25 日是个周末，我大姐带我和二姐去双湖参加一个美
国人组织的启发营会。去时我没有什么想法，只想去跟着玩玩。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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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去营会之前，我就曾多次在心里默默期盼，自己能够像我来美
国所见到过的这些人一样拥有平安喜乐，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可
是又怕自己成为不了他们那样的人，因为他们都很优秀，有知识修
养，是博士、硕士一类有着很高学历的人。于是我就在 3 月 24 日
下午的小组讨论会上暗自向神祷告，我说：主，如果你感觉我还能
得救，你还愿意收我做你的儿女，你就感动我，走进我心里，让我
跟着你吧，我从心里想成为一个能让你喜悦的人；但是我又想从心
里确信有你，不想成为一个盲目跟随的人。
也就在那天晚上 9 点 20 分，一天的课程即将结束之时，我大
姐问我和二姐有没有被感动，要不要为我们做决志祷告。我和二姐
因为听的是美国人讲道，对英文听不懂，而中文字幕太快，没太明
白，所以我们没有什么感觉。我大姐说那我们就回去休息吧。这时
有个姐妹说：“秀君姐，可以让你的两个妹妹为家人及自己的身体
健康祷告。”于是我同意为我的女儿和我自己的家庭幸福祷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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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有几位传道人及牧师来为我祷告。在祷告前，有个传道人问我要
不要帮我做决志祷告。我很认真地说：“如果在你们为我祷告时能
让我感动，我会在今天，让你们帮我做决志祷告。”他们为我的家
庭幸福及我才结婚不久的女儿祷告。由于都是美国人在为我祷告，
我并不能听懂他们在说些什么。然而祷告了大约 5-6 分钟时，不知
什么原因，我开始控制不了我的情绪，我很激动，身体发热，眼泪
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就在这个时候，我大姐秀君也来为我祷告。
她站在我的背面，手搭在我的肩上说：“主啊，你救救我的小妹，
她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你的大能她完全不知道，她向你求得太少。
你是万能的主，你是无所不能的主，求你让她的心灵有所感动，让
她成为你的儿女，认你作父吧。”此时我就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大
声地哭了起来，我大姐也在哭。这时牧师问我：“你愿意做决志祷
告吗？”我说我愿意。牧师又问：“你愿意让主触摸你的心灵走进
你的心吗？”我说我愿意。于是他们为我做了决志祷告。也就在那
天 2012 年 3 月 24 日晚上 9:40 分，我信主了！传道人为我做完决

恩典灌溉 | 我想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

志祷告，我和大姐再也控制不住，两人拥抱大哭一场，此景被所有
人看到。二姐看到便问我为什么哭，是不是很难过。那时我也解释
不清楚为什么哭，有种我和大姐失散多年，一下子重逢的亲切感。
4 月 8 日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这天是主耶稣复活之日，对基
督徒来说这一天是个最大的节日，也是认耶稣为主的好日子。于是
我就决定在这一天受洗归入耶稣。感谢主对我的厚爱，能让我在这
短短三个月的探亲时间，接触到你那么多的门徒，透过频繁地参加
各种聚会、听道、看光碟，让我也得到了这份信心，亲身感受到你
的大能。从前我认为自己是个不错的人，现在我知道自己是个犯了
很多错的罪人，知道认自己的罪，恳求主的赦免及饶恕。主啊，没
认你之前，我没有你的光照着，我活在黑暗里，以自我为中心，感
觉自己做什么都是对的，错都是别人的错。世上不可能有完人，谁
都会犯错，只是自己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只有在天上的父才是
万能的，才是救我们的主。只有信靠耶稣，成为神的儿女，才能知
道人是那么的渺小和软弱，那么的自私和狂妄。想让自己得救，重
生乃至永生，唯一的道路就是信耶稣基督。感谢神，我也成为你的
女儿，成为和你众儿女一样的人。求主帮助我，让我在你里面不断
成长，把你的大爱传给周围的人。
2012 年 4 月 20 日于西拉法叶

照片为谢氏三姐妹：
大姐（中）谢秀君、
二姐（左）谢萍、
小妹（右）谢宝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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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巴拉巴
谢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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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谢萍，秀君是我姐。与小妹宝侠来美国看望我姐的 104 天
的行程只剩下三天了。因为教会的弟兄姊妹要为我们送行，我姊妹
三人去了赵晖家。教会的弟兄姊妹热情好客，嘘寒问暖，实在令我
发自内心地受感动，另一方面又觉得无法躲藏。
早在 20 多年以前，我姐自打她信了耶稣，就向我们讲耶稣，
传福音，可我听不进去，因为 92 年我也信了佛。98 年我姐回国，
与八年没有谋面的姐姐更是整日整夜地谈论，姐不断地提耶稣。可
我很少理会，表示只听说耶稣的名字，对耶稣不是那么了解。
转眼 20 年过去了，我已经成为一个老佛教徒了。这次来美短
短的几天，无论我姐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换句话说，无论她怎么样
的大风起，我就是不开船，她能拿我怎样？甚至我觉得我姐又狭隘
又霸道。举个例子，这次来美国我就本着这样一个原则，为了表示
尊重我姐，不论她安排我去参加什么聚会、查经、祷告、营会，所
有的活动我都跟着她去。反过来，若我姐回中国，她能否也这样陪
着我去庙里烧香叩头？别说一百多天，恐怕一次她都不会去，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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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我比她大度多了。我姐她真是的，讲起她的福音来，没完没
了，而我一讲佛教的事，她似乎不愿意听，单凭这一项，我就不乐
意她这种态度。多年来，姊妹重逢时很高兴，但又因信仰不同，总
有一种话不投机的感觉。我尊重我姐，大多数的时候我保持沉默，
再说佛教也说万事“忍”在先。所以来美国以前我反复对自己讲，
无论怎样，我要让着我姐。
我姐的大儿子在加州，他们刚添了一个儿子，我们先到那儿去
看望他们。踏上美国土地的第一感觉，就是美国很美，山美水美人
也美。自从看到我外甥一家和睦幸福的生活，就让我眼前一亮。有
一天我外甥说：“有一个影片很血腥，不过我妈要是知道你们看这
个片子，她会很高兴的。”什么片子又血腥，你妈又喜欢？充满好
奇，带着几分神秘的感觉开始看 DVD，记不得也说不清从啥时候开
始，我流下了眼泪。当我和外甥、小妹互相观看对方时，早已是泣
不成声……后来我得知这部片子叫《基督受难记》。来到我姐这儿
没过几天，我们去了“双湖启发营会”，当时只是想，既然来到美
国，凡事都要看一下。没想到我的小妹竟然在那儿决志信主，更莫
名其妙的是，大姐、小妹抱在一起，哭成一团。我不禁地问一声：
“不是说信主是好事吗？为什么哭成一团，难过？”我告诉我大姐
说：“宝侠的网名叫‘一阵风’，她什么事来得快走得也快，希望
这次不要一阵风。”我自以为很有风度地对宝侠说：“既然你选择
搭上这个列车，希望你不要左顾右盼，凡事要有个长性，不要做什
么事情都是三分钟的热度。”记得当时我姐说：“宝侠，你二姐的
话你听明白了没有？二姐可是手拿皮鞭的老师。”我姐是在用我的
话激励小妹。说心里话，我和小妹一样被教会和兄弟姊妹的爱不止
一次地感动过。可我反过来又在想，我是来探亲的，我不要糊涂，
美国就是美国，中国就是中国，无论是条件、环境，还是社会风气
都不一样。人家这里再好也不能赖着不走，我甚至讨厌小妹不住地
赞扬美国这好那好，告诉小妹别崇洋媚外。可我也告诉小妹实话，
若不是我 20 年前已经信了佛，我也想信耶稣。天父好，他拥有万
物，可我有父了，我不能看谁的更好，就投靠谁。古今中外的叛徒

39

葡萄园 第九期 | Vineyard No.9

的下场都是让人可恨的，我不是王连举，我也不是卜志高（这两个
都是共产党的叛徒）。我要做江姐，决不屈服。
说好的答应我姐，凡是她安排的活动我都去，谁知她怎么这么
忙，来美国的整个期间从来就没闲着，每周一、三、五参加教会活
动，平时晚上看 DVD、张伯笠的讲道、远志明的《十字架》、《一
代人的见证》、《彼岸》，还有每周五查经，长大麻风的病人求耶
稣医治，百夫长为他仆人求耶稣，患血漏的女人摸耶稣，耶稣让拉
撒路复活，耶稣医病、赶鬼，彼拉多决定钉耶稣十字架，一个个的
故事新鲜又神奇。在不止一个故事的结尾，耶稣说：“你的信救了
你。”我信吗？我不信。这些故事与我有关系吗？似乎没有。可是
有一件事，我自己搞不明白，就是我听远志明、张伯笠、何牧师讲
道，每当他们说“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吗？愿意的请举 起
手”，每次说举手的时候我的心在举，因为都在闭着眼睛，我生怕
我的手真的举起来，于是睁开眼睛偷偷地看自己一眼，见手没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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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我这才放心。很多次我控制着自己的手千万不要举起来，心
想咬一咬牙就挺过来了，否则回国这些教友都会瞧不起我，说我立
场不坚定。
有一天，我姐讲夫妻相处，讲爱是“委身”。我听不懂。我姐
说，就是为对方做你最不想为他做的事。我就说：“我最不想陪我
丈夫走路，因为他喝酒喝得迈不开步，未老先衰，五十八岁像八十
五岁的。回去以后，我每天陪他走路，劝他戒酒。”我姐笑得很开
心，好像我说话她爱听了。
我觉得教会里的这种气氛让人无法躲避。小妹信主得到众弟兄
姊妹的肯定，可我不信，看上去也很被别人关注，时不时听到别人
问我姐“那边”怎么样，心里的滋味难以形容。他们是关心我呢？
还是逼迫我呢？我搞不清楚，反正想过两天就走了，忍一忍都会过
去。
在星期六（5 月 26 日）的欢送会上，我姐问何牧师“心里已举
手，实际怕举手”是怎么回事？牧师很亲切地让我和我姐拿点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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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坐到一边，和我们边吃边聊。谈了一段时间，我心里是不明白
的，记不清牧师到底讲了什么。我问我姐几点了，我姐说差十五分
钟到八点。当时我心里分明有个声音在抵挡这一切：“别听这些胡
说，不如回家看电视。”于是我站起来说：“走吧，我们回家吃，
因为八点钟电视连续剧开始了。”谁知到了家，那么精彩的电视我
却很反常地一集也没看，不由自主地在沙发上呼呼睡着了。
星期天早上我姐对我说了很多莫名其妙的话，什么暂时得胜，
什么与牧师较量，什么骄傲，我真不知她到底在讲什么。只听我姐
冲着我说：“你到底是谁？你怎么会藐视牧师？”她连问三声“你
是谁？”我没法回答，我流泪了。紧接着我们都去了教会。主日崇
拜时孔弟兄的祷告好像是专门为我预备的，说到捆绑撒旦的作为。
我不清楚什么是魔鬼撒旦，我也不知他有多厉害。牧师说我被邪灵
捆绑，被污秽的灵辖制，我听不明白，很不乐意接受别人说我投错
了主，至于我到底做了些什么我都不太清楚。自从我姐问我是谁，
我也在问我是谁。我是十二个门徒吗？我不是。我是患血漏的女人
吗？我不是。我是有信心的百夫长吗？我不是。我是决定要钉耶稣
十字架那位官吗？更不是。我究竟是谁？
以前我曾有过一些很不寻常的经历。记得我还是学生的时候，
我遇见过一个比人还高大的无头鬼，在厕所我遇见过一个过世多年
的老头，吓得我发烧三天三夜。还有一次是在我 50 多岁的时候，
别人说是更年期，可我几个月不敢回娘家，不知为什么，我说哭就
哭，饭比别人两个人吃得还多，可身体却渐渐地虚弱，以至于几天
呕吐高烧不退。没有办法最后找了通灵的人来看，那人说我身上有
四个人，有男有女。我问他们是想要钱，还是要衣服？那人说都不
是，他们是想借体修行。我又问要让我做什么？那人说只要多上一
炷香。可我回头又想，这不就是下神（就是藉着鬼魂附体来要挟别
人做事从而让自己得好处）吗？我决不做这种事，宁愿饿死不吃这
碗饭。与此同时，我也不再给菩萨上香。我不要他们吓唬我，我谁
都不怕。我很瞧不起那些动不动打呵欠下神的人，其实人都可以控
制，就像我拒绝他们一样。我自认为在世间我什么都不怕，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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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少年的时候充满恐惧，实在是怕。这时，教会大厅里的歌声传
入我的耳中：“大地虽会改变，高山虽会摇动，大海翻腾，大浪颤
抖，但我们却不害怕”。我在想他们不害怕，是因为主是他们的力
量，我依靠的是谁呢？我好像住在荒山野岭，如同一个谁也不愿意
见的野孩子，孤独无力，无依靠，无帮助。
当我姐再问我“你是谁”的时候，我痛哭流涕地说：“我是耶
稣替我上十字架的那个强盗！”我很侥幸耶稣他已无故的替我上了
十字架。我又重新想起当时在外甥家看的 DVD，兵丁用带倒勾的鞭
子抽他，鞭鞭带血，鞭鞭带肉，都本该打在我的身上，手上的钉子
也该钉在我的手上，他受那么大的罪替代我，而我在逃避，我不敢
面对，不敢承认。这时我姐拥抱着我，我俩早已涕不成声，她说：
“谢萍，你真的信耶稣了！”当我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我觉
得压在身上几十年的重担全都脱落。我姐告诉我那个耶稣替他上十
字架的人名叫“巴拉巴”，我就是那个恶贯满盈的巴拉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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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复活节那天我们去看纪念耶稣的节目，剧情十分感人，看
到台上的耶稣很像在我外甥家看的影片里的耶稣。剧终散场时，没
想到所有的演员都在门口一一与观众握手。我心里知道他是演员，
心想即使不是真的，只是人演的耶稣，我也不与他握手。我小妹走
在后头主动伸出手去握演员耶稣的手，可这位演员却伸出他的手主
动握了我的手，我想躲却没有躲过。主啊，你的恩典何其丰盛！我
感谢你没有放弃我，千万人当中你握了我的手，救我脱离魔鬼的权
势，赦免我的罪。正像令我感动落泪的这首歌《主啊，你最美》中
所唱的：你的慈颜令人泪坠，你的双目令人忏悔，你对罪人总是笑
微微，你的美名可敬可畏，仰望你的人永不羞愧。主啊！你最美，
我要敬拜你，万膝都来向你下跪。
注：谢萍于 2012 年 5 月 27 日 12:40pm 悔改归主，5 月 28 日受洗，
5 月 29 日回国。作者照片见第 37 页。

恩典灌溉 | 你是谁？

你是谁
谢秀君
两位妹妹 104 天的旅美生活
已进入倒计时了。她们在下周二
（5 月 29 日）就要回国。星期五
（5 月 25 日）的下午二妹谢萍突
然告诉我：“姐，我给你讲，无
论是张伯笠、远志明、其他牧师，
还有何牧师，只要说信耶稣的举手，我都会在心里举手。每次闭着
眼睛祷告，我都会偷偷地睁眼看看我自己是否真的举手，一看没有
举手，手仍然好好地放在椅背上，我就松了一口气。”
竭力向她传福音的我，虽然没有真的放弃不管，可这次我看没
有门了，因为只剩下三、四天的时间了。但听到她说这样的话，原
本已失去信心的我，好像又看见一点亮光。正巧在上一周的主日牧
师很形象地用两张卡片作比喻来讲解，用红色的卡代表我们里面属
血气、属肉身的我，用另一张金色的卡代表我们里面那个向往良善
的灵。应用在谢萍身上，就是金色的我已经把手举起来了，而红色
的我在竭力地拉后腿。于是晚上我就试图用属灵四律一个一个地问
她问题：第一，你承不承认有上帝。她说从前总有感恩的心，但不
知道是上帝，总是说感谢大自然，现在知道是上帝创造万物，相信
有上帝。第二，你承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她说“娑婆世界，人人
都有罪”。第三，你愿不愿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她一下子站了起
来说：“不信。”传不下去，我只好说明天再说吧，到此为止。已
经快八点钟了，周五团契也没去，就在家里看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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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的下午在赵晖家为我两个妹妹送行。刚到那儿我就问海
燕弟兄关于红卡金卡，他同意我的看法，对我二妹说：“你灵里已
经信了。”我知道谢萍还在挣扎。当牧师来的时候，我又问牧师同
样的问题，牧师做完谢饭祷告，邀我和二妹、小妹一起拿些食物边
吃边聊。当时很多弟兄姐妹就在默默为谢萍祷告。
牧师在讲世上有多种多样的声音，可分三大类：第一，圣灵；
第二，自己的想法；第三类就是污秽的灵。
谢萍开始讲述自己多年来的经历，她告诉牧师她已经信佛 20
年，信佛之前还在上学的时候（文革前她只上了小学四年级）曾经
遇见一个高大的无头鬼，晚上又见了一个过世多年的老头，吓得连
续发烧三天三夜，那时的心情充满了惧怕。五十岁左右，别人都说
她是更年期，又是几天高烧不退，没有办法，找了通灵的人，一看
便说她身上有四个鬼，有男有女，要借体修行。她一口答应，后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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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主意说：“要我下神（就是藉着鬼魂附体来要挟别人做事从而
让自己得好处），这碗饭我饿死都不能吃。”索性无论是谁，连菩
萨也不给上香了。去年搬了新居，想重新供奉菩萨，别人又说她家
里有“坐家仙”。我问她：“说的是你吗？”她回答说不是，另外
有人。又谈到读佛经，凭着只有小学四年级的文化程度，很多字不
认识，可是睡觉做梦就会背，连做两次梦，再难的经文都会背，并
且说自己还会作诗答对，出口成章。我们都问为什么呢？她说她也
不知道。她又讲，许多人想学双盘腿，学了很久都不会，可她一下
子就会，说话间她已经脱下自己的鞋，坐在赵晖家壁炉的石台上摆
出双盘腿加上手印的佛家打坐姿势，说：“我让他们叫我师父，叫
我师父。”当我们问她“你是谁”的时候，她回答说：“我也不知
道，我去问我的师父，她说我是前世修行者。”我怎么看她的眼神
都不对，那种得意的样子，真是目空一切。她还接连做了两次那种
打坐姿势，向我们显示她有超自然的能力，与平时温柔安静的她判
若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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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很勇敢，对谢萍说：“你这种骄傲，就是罪。”说完，牧
师念了启示录 20:11-15，说案卷记的是人一生的所作所为。死了的
人都凭著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第二卷书是生
命册，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受永远的
死。牧师问谢萍：“你的名字在不在这第二卷书上很重要，你要不
要接受耶稣，放自己的名字在生命册上？”她一听说耶稣的名字，
“腾”地一下子就站起来，问我几点了。我告诉她差一刻到八点。
此时我被她的突兀弄得很不好意思，没有理她，反而将椅子往前拉
了一下，想继续与牧师谈话。她又连催了好几次要走，后来我们只
好走了。在回家的路上，我的心情很沉重。我想如果她会开车，她
早就自己走了，难道看电视比信耶稣更重要？不就是想看电视吗？
哪知她平时那么喜欢看的电视节目，这次还没看两眼就睡着了。我
和小妹坐在旁边，我好像看见她满脸都是泪。其实没有，是我的错
觉。我叫了她一下，她猛地一惊，睁开眼，可没过两分钟又继续睡
了，而且呼噜声很大。我碰了一下小妹，对小妹说：“这不是她！
她急着回来看电视，你看！怎么不看了？还一副得胜的样子！”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还在想昨天晚上的一幕一幕。我恳切地祷
告主，说：“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你怎么让魔鬼
暂时得胜？你啥时候得胜？”起床以后吃完早饭，这事好像还没有
完，继续和她讨论关于圣灵、邪灵、自己。我二妹来美国给人的印
象是很内向，不爱讲话，可是昨天晚上她怎么会做出那些过分的动
作，说出那些话呢？此时我盯着她，很大声地对她讲：“你是四年
级的文化，平时不敢讲话，为什么挑战牧师呢？为什么无礼貌地拔
腿就走？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当我问她第三遍“你是谁”
的时候，我看她流下了眼泪。这时已经上午 10:45，我们赶紧去教
会参加主日崇拜。
从教会回来，快速地吃过午饭。当她洗碗的时候，我想起牧师
当日的讲道，想给她解释一下，因为她曾经问过我，我信主对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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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好处。我告诉她：“我就是那个在炮楼子站岗的，发现敌情我
不吹号角是我有罪，而听见号角却不行动的是你的问题。”这时我
看见谢萍泪流满面，她说：“姐，我告诉你我是谁，我不是十二个
门徒，不是长大麻风的，不是患血漏的女人，不是为他仆人求耶稣
的百夫长，更不是那个决定钉耶稣十字架的官，我是那个耶稣替他
钉十字架的强盗。”我一把抱住她，哭着说：“谢萍你信了，你一
句话说出了两个意思，不但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而且还认耶稣是
主。”小妹也格外激动。
信主以后她告诉我周六晚上她离开牧师的原因。她说她自己也
不太清楚为什么，当牧师一提耶稣，她心里就有个声音，让她赶紧
走，说别听他胡说，于是她就糊里糊涂地站了起来。很明显，当人
不愿意接受耶稣时，心是刚硬、自命不凡的，首先采取的态度就是
躲避抵挡，就像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一样。另一方面也看到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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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怕耶稣的，一提耶稣的名，它就不行了，就非跑不可。这真是一
场非常实在的属灵争战。
而这场争战在周一（5 月 28 日）二妹要受洗的日子还在上演。
下午何牧师和谢萍谈了洗礼的意义和弃绝偶像的事情，谢萍还很坚
决地表示要接受洗礼。刚好曼西华人基督徒团契的一位弟兄也要受
洗，一行人就赶来我家，很多弟兄姐妹听说后也都赶来观礼。然而
人都到齐了，谢萍却变卦了。这边大家在唱诗，那边刘伯母王姊妹
她们在做工作，争战好急啊。原来她听牧师讲新酒不能装在旧皮囊
里，她就怕回国后，那些佛教朋友要为她接风，她岂能不见？不能
让人说去了趟美国就崇洋媚外。她把她的顾虑很坦诚地都跟众人讲
了，牧师就解释这句经文不是要她不再和那些朋友来往，而是有了
新的信仰，就不可以再跟他们去庙里或有任何形式的祭拜活动，在
属灵上要坚持做对的事。经牧师这样一讲，谢萍就释然了，欣然愿
意接受洗礼。感谢主，我们的神是那位得胜的君王！

恩典灌溉 | 你是谁？

降服主以后的二妹在临回国的那天早上，重复了前一天晚她说
了而我没有听懂的话：“我姐和众弟兄姊妹的祷告，主的导弹，摧
毁了 20 年坚固的堡垒。”
感谢主，祂是不误时的神。小妹祷告说：“大能的主啊，你完
全可以让二姐一踏进美国就信主，但你没有。不是耽延，乃是像你
救拉撒路一样，让人看到这不是人的作为，完全是你的大能在实行
拯救。”感谢主，刚信主不久的小妹有这样的看见。临别的最后一
天，我们姐妹三人手拉手祷告，心里充满平安、喜乐、合一，仿佛
成了最甜美的一天。三个多月前，两个妹妹都还不信主，而如今都
归到主的名下，都是藉着不懈的祷告，摇动主的手。她们身边在国
内的家人朋友还没有信主，求主坚固她们，差遣她们，为主做工。
感谢赞美主，如此奇妙的救恩再度临到我家！
作者谢秀君，现居住在西拉法叶。下图为谢萍受洗时与教会弟兄姐
妹的合影。后排右七为大姐谢秀君，中排右四为二姐谢萍，前排右一为
小妹谢宝侠。谢氏三姐妹合影又见第 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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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永富*

1

我相信，体悟道成肉身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从传道书的信息
这视角来理解圣子成肉身的实践意义。换言之，藉着感受人

类生活的虚空性，信徒才能更深入了解基督的出生与生活。其实，
我们这些相信基督的人已经从虚空的人生中被赎买出来，但我们当
中还有很多人并不清楚：
一. 为什么相信基督就能把我们从虚空的人生中拯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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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其实，那需要被赎回的虚空，它在人生中的表现是什么？
三. 从虚空中被拯救之后，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是否还是虚空或充满
苦难呢？
对以上事情的不解导致我们成为这样的一群人：知道了生命的
答案（“基督是道路”），却不理解将我们带领到这终极答案的问
题是哪些。每个信徒都要反躬自问：“如果耶稣是答案，问题是什
么？”要是基督确实是答案的话，那么他所回答的难题究竟是哪些
呢？其实，所有信主的人都处于这种处境：当我们悔改时，神先给
我们透露了答案（基督），然后通过每日的生活，神让我们发现那
些带领我们确认信主时已得到的答案之种种问题。这么说，我们不
能用基督这答案当作我们满足自己的私欲或欲望的手段；反之，我
们各种欲望的屡屡受挫（即我们的苦难）是我们追求并肯定基督的
方法。通过各种挣扎，上帝要告诉我们，除非被基督自己充满，我

*

本文原来是用印尼文写的，后来我翻译了。感谢张华麟弟兄在翻译过
程中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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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欲望将永远得不到真正的满足。这逻辑与成功神学大相径庭：
基督徒的生活并非安逸或无痛苦的生活，反而是要常经历苦难或略
尝虚空的。但苦难并非目的，因它是上帝邀请基督徒去经历和欣赏
基督这人生的唯一答案的方式。上帝何等爱我们，故祂常常禁止世
上的一切享乐来欺哄我们，强占基督在我们心里该有的中心位置。
在人生中受短暂事物的奴役实质上等于饮鸩止渴，这才是虚空啊。

2

那么，传道书中的“虚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有人将它解
释为“虚无”，意即：人生的很多方面虽然有时看似幸福，

但终究是没意义，所以能引诱或欺骗我们的。人最终发现，所得到
的智慧与财富无法满足自己的心，一切好像是小孩的玩具一样。起
初似乎很有魅力，后来却不过尔尔。这种解释没有错，但“虚空
（ 原 文 ： hebel ） ” 更 准 确 的 翻 译 应 该 是 妄 诞 或 荒 诞 * 。 妄 诞
（absurd）是指我们合情合理的期盼或欲望被无情的现实所破坏的
状态；是指理想或意愿与残酷现实的矛盾状态。我们可以从传道书
中看到妄诞人生的各种表现：
一. 人类与动物遭受同样的命运（同样会死；但我们也遇到过行动
迟缓，没有知识理性的大海龟能活到 200 岁，然而作为上帝形
象与样式的人类“七十古来希”，这难道不荒诞吗？）
二. 那些有智慧并一辈子做好事的人都英年早逝或困苦流离，而恶
人和懒汉却能寿终正寝或悠然自得。
毋庸置疑，在人的欲望与盲目的现实之间存着让人疾首蹙额的
失衡。不仅如此，信徒也无例外。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能透过下
面的几件事清楚地感受到这种荒诞：
一. 我们这些被称作是上帝的儿女或眼中的瞳仁的人，却活在看似
永无休止的挣扎中。无论是从物质、健康、家庭等角度看，我
们的生活好像不幸福。

*

Cf. Michael V. Fox, A Time to Tear Down & A Time to Build Up: A Rereading of Ecclesiaste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9, pp.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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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们这些忠心服侍或工作的（“为了神，不仅仅是为了人”）
并没有得到任何的酬报或认同。我们的事工失败了，我们被误
解，甚至被诽谤。在那样的处境中，我们感到孤苦伶仃，“如
同旷野的鹈鹕，好像荒场的猫头鹰”。
三. 我们这些真正愿意遵照神旨意生活的，却面临着一大堆的问题
（疾病，被罪或其它的事物所挟制等等）。可能我们会感到奇
怪，怎么会说基督徒的生活是得胜的生活呢？
难怪一些基督徒最后会‘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地说“一切尽
是捕风捉影啊！”“做基督徒有何意义呢？”“上帝在哪里？”尽
管如此，这些事的目的实际上都是积极的，因我们终于能意识到我
们对已得之终极答案（即基督）的低估，以及对那答案所针对的众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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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传道书将妄诞的生活是放置在“日光之下”的环境中。连接
传道书的信息之新约却给我们启示：住在“日光之上”的上

帝，甘愿降到“日光之下”，在基督里成了肉身。对于我们这些在
虚空中挣扎的人说，道成肉身的主要意义之一是神，出于祂的慈爱
和怜悯，与我们一同承受苦难，藉此亲自体验我们受苦的感受。耶
稣并不只是降生和生活于这虚空的世界上，祂甚至是直接经历了人
类生活的虚空。虽然行了许多神迹，圣子降世是要“成为罪身的形
状”（罗 8:3），故祂能够和我们一样，经受了个人意愿与现实之
间的激烈矛盾。没有一件事是比这个更为荒诞的：一位完全圣洁、
正当少壮、充满潜能的人被处以残酷的极刑。这天下奇冤就是耶稣
的遭遇。没有一件事能比一位救主、弥赛亚被祂所爱的人们杀害更
为荒诞的。这也就是耶稣的经历。基督以浩大之爱为动机的使命却
是遭到这样悲惨的终结，而且，那些原本应当保护祂的同工们逃之
夭夭，使祂孤苦无援。有什么比这个更虚空呢？若没有复活，耶稣
悲惨的故事就可以放入传道书中，并在这悲观的书卷里成为它最妄
诞的部分。

流香满溢 | 道成肉身与虚空的人生

但是耶稣的故事并没有在十字架上结束，因为耶稣终于藉着祂
的复活而得以申冤了，以致祂的生活变得不空虚，不妄诞。从世人
的眼光看，基督在世上的生活方式和道德准则简直是荒谬的：爱仇
敌、舍己、认为施比受更有福、相信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若有人
强逼他走一里路，他会陪那人走二里路等难以接受的教导。世人也
许会说，像耶稣一样生活怎么不是白白把自己送死呢？难怪耶稣寿
命不长，这是祂极端的生活方式所致。出人意料的是：藉着祂的复
活，基督显明这看起来是给祂带来死亡的生活方式原来是一种能够
赎回虚空的生活！道成肉身的这意义被保罗所领会并被他清楚地概
括为两个词：死与复活。通过这些，上帝显明祂绝妙的救赎方法：
虚空不是藉由逃避苦难而被打败的，而是藉着忍耐受苦的顺服而被
彻底挫败！荒诞是被那敢于经历虚空的信心所破灭；这是天国的奥
秘：基督的生活，也就是为他人牺牲，充满爱和舍己的生活（即这
些表面上令我们活得更不舒服的生活）才是唯一不会朽坏的生活。
我们常常好奇：为什么很多宣教士甘愿放弃安逸的生活背井离乡，
在遥远的地方活得更穷苦、忍受苦难，有时还要为迷失的灵魂舍弃
自己的性命？可能我们中间有些人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踏上这样
的道路，因对世人说，这是失败和虚空的生活。但是那样的生活正
是耶稣自己的生活，即惟一能赎回空虚的生活。对于我们这些不是
做宣教士的，上帝要求我们凭信心去面对生活中的难处，无论发生
什么都相信神是有慈爱的，并愿意为我们的得救而“使万事都互相
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这有信心，有勇气的生活本来是耶稣
自己的生活方式。

4

更加奇妙的是：作为基督徒，我们不仅仅是效法耶稣，而且
还非常神秘及神奇地与耶稣合而为一，使得我们在个人的生

活中可以活出基督的死与复活！圣餐不断提醒，我们是一群拥有新
身份的人—现在的我不再是富足或穷苦、健康或疾病的我，而是
已经与基督合而为一的我；因此，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
督在我里面活着”（加 2:20）。奥古斯丁曾说过，吃普通的饼使饼
被消化，成为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而吃活饼（基督），我们被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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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为基督身体的部分，与基督自己合一。因为与基督合一，我
们就自然而然地藉着我们各自的苦难重现基督的死，并且藉着我们
因信心的坚毅和在苦难中的忍耐亲自经历基督的复活。通过这些，
我们明白且亲身体验保罗在主里的经历：“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
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
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
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林后 4:811）。由此，不要奇怪：基督徒的生活在他们信主后还是会一样困
难或甚至更困难！因为信徒已经被同钉在耶稣的十字架上了！众信
徒的苦难，虽表面上多种多样，实际上是有着同样的性质：那就是
反映出基督的死。通过那些苦难，神邀请我们把自己的意愿和私欲
一同钉于十字架上。被钉于十架上确实很痛苦，但我们所关注的并
不仅仅是这痛苦，为何呢？
1. 当我们在挣扎中出于对神的爱仍然信靠神并顺服祂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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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所经历的实质上是新生命，也就是基督复活的生命。生命
是关系到能力的，当我们在苦难中能信靠神而以主为乐，那么我们
所经历的其实就是 2000 年前那使基督复活的大能！
2. 当我们在苦难中学习信服神而舍己时，我们所经历的其实是
与基督的亲密联合。意即：在挣扎中舍己的我们能略略感受到耶稣
因我们的缘故承受苦难的感受，并也藉着基督的灵直接感受到基督
自己在我们心中的能力和安慰。加尔文曾说，我们与基督的合一比
夫妻间的亲密联合愈加紧密。何以然呢？因为藉着圣灵，基督与我
们在心中的隔墙已被拆毁，使基督和我们都能直接感受彼此的心事
（而夫妻只能外在条件，即：交谈或身体上的动作来交流彼此间的
感受）。因此，我们不要成为那年青的财主，只关注于耶稣前半段
的话：“变卖你所有的财产！”却忽视了更美的第二部分：“来跟
从我！”有什么能比与基督紧密联合这福分更加宝贵的呢？
！

5

由此可见，我们现在仍经历的虚空，实质上是一个让我们能
直接经历和享受基督的媒介，为将来在天堂的生活所做的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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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我们的挣扎和苦难迟早会得到解决，我们的祷告也会蒙应允，
不过这些只是额外奖金罢了！因我们挣扎所得的真工价是与基督的
紧密合一，其核心便是不虚空及永恒的生活。一旦我们的灵命藉着
挣扎而成长，基督则变为我们追求的主要对象，而那些能满足我们
的意愿或欲望的事物（哪怕那些意愿有多圣洁或理性）已不那么有
吸引力了。因此，最要紧的不是我们生活的外在条件之被改变或者
我们众问题之得以解决，乃是我们观念上的转变。藉着与基督的合
一，尽管我们的肉体渐渐衰残，但在灵命上我们不断地被更新。此
外，我们里面年轻的心灵将通过我们复活的身体得以完满的表现！
我们可以借用马克吐温的话说，最幸福的人是出生时已经是八十八
岁然后逐渐年轻，以至于返老还童，永远活着。实质上，藉着与基
督一同死与复活的我们也经历着同样的事！我们这群人过着越来越
年轻，不会朽坏或不空虚，精力旺盛的生活。许多挣扎和逼迫虽使
我们外体毁坏，内心却在基督里一天新似一天。
如此说来，最明白道成肉身的意义的就是那些在他们的生活中
活出道成肉身的生活（基督的死与复活）的人。最后，让我们来一
同以保罗下面的话当作我们省察自己的劝勉。保罗给哥林多教会写
的这句话好像是一种斥责，但也是一个让我们更上一层楼的呼召：
“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
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你
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
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林后 13:4-5）

作者戴永富，普度大学人文
学院哲学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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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 六个 翅膀
以赛亚书六章 2 节
F. B. Meyer
撒拉弗 [天使]意为“燃烧
（名词，复数）”，来表明他
们的本质，他们光彩夺目的外
表，或者他们热切的敬虔。但
无论这个符号代表什么，他们
都需要六个翅膀。每一撒拉弗
用两个翅膀遮他的脸—为着
敬畏，不敢观看神。用两个翅
膀遮他的脚—为着谦卑，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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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自己不配。用两个翅膀飞翔
—为了服事并顺从神的命
令。
这可能教导我们，只有全
部时间和精力的三分之一应当
花费在活动上；三分之二则应
花在虔诚与神的交通。可能对
于我们大多数的人，比例的分
配是朝着相反的方向；我们给
了三分之二为神飞翔，而只有
三分之一与神交通。

由这种交通而生出来的服
事，是由与神的心意深深的契
合所带领的。这撒拉弗没有等

Seraphim signifies “burning ones,”
to designate their essence, their
dazzling appearance, or their intense devotion. But whatever the
symbol stands for, they needed the
six wings. With twain each seraph
covered his face—for reverence, he
dare not look upon God. With twain
he covered his feet—for humility,
he recognized that he was unworthy. With twain he did fly—for service and obedience to the divine
commands.
It may be that we are taught that a
third part only of our time and energy should be expended in activity; two-thirds to reverent fellowship and communion. Probably
with most of us the proportion is in
the other direction; and we give
two-thirds to flight for God, and
one-third only for fellowship with
God.
The service that springs from such
communion is directed by deep
sympathy with the mind of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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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耶和华差遣他从坛上取下一
块红炭到以赛亚那里；而是火
焰之子 [撒拉弗]急速去执行该
做的职责（赛 6:6），似乎他
本能地觉察到，不需要对一个
承认自己不洁的人再做别的。
那个撒拉弗经常听到这样的认
罪表白，并且经常执行同样恢
复灰心之人的工作，撒拉弗不
需要被指示要做什么。在神开
口之先，他们已经知道神的心
意。这是一个在事奉上值得注
意的标记！

“彼此呼喊（赛 6:3）”
圣洁的创造物喜欢彼此激发到
更高的主题, 到更相称的赞
美。所以一只鸟可能会唤醒一
个林地成为吟诗会；一个路德
唤醒了一个世代。你的心是否
满了焚烧的爱？那就设法把其
他人也点燃。

The seraph did not wait for the
Lord to send him to Isaiah with a
live coal from the altar; but spontaneously the son of flame sped to do
the required office, as though instinctively he realized that there
was nothing else to be done for a
man who had confessed himself to
be vile. The seraphim have heard
that confession made so often, and
have so often administered the
same restorative to fainting hearts,
that they do not need to be directed
what to do. They know God's
thought before He speaks a word. A
notable emblem this of service!
“One cried to another.” Holy beings
love to stir each other to higher
themes, to worthier praise. Thus
one bird may awake a woodland
into minstrelsy; and one Luther an
age. Is your heart full of burning
love?—then seek to set others
aglow. 

作者 F. B. Meyer（中文音译：迈尔，1847 年
4 月 8 日—1929 年 3 月 28 日），英国著名
传道人，浸信会牧师。一生著有超过 40 本著
作。原文摘自灵修短篇集 Our Daily Homily。
中文翻译采用教会“两年读经计划”翻译小组
的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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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
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

◆ ◆

《葡萄园》电子版可在拉法叶华人宣道会的网站下载阅读：
http://www.glcaconlin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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