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的生命
林勇

非常感谢全能的天父为我所安排的一切，他牵着我的手一步一步来到这个大家庭
中，终于使我能够藉着洗礼归入他的名下。
说来奇妙，在我十四岁时我来到美国, 可就在第一个礼拜里，我认识到了这位创造
宇宙万物的上帝。连续三天，我都在做同一个梦。梦中魔鬼在追赶我，四处逃难的
我看到的都是血腥的场面。在第四天睡觉前我就想起我一位朋友向神祷告的情景，
那时我做了第一次祷告，记得我祷告的内容是：“神，如果你能听到我的祷告，请
求你也拯救我。”那晚，魔鬼真就离开了我，不再打搅我了。我真实地意识到神的
存在，而且他还能拯救我。我知道就在那晚，对神渴慕的灵已经住进我的心中，但
是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福音。直到三年前的一天，一位传教士在寒冷的冬
天，站在我门口给我传了第一次的福音。这位传教士不惧寒冷，每周都在同一个时
间到我家门前给我传福音，第一次他是一个人来，第二次他同另外一位传教士一同
来，但是有一次我拒绝听他, 因为我听不懂福音。在一年前，当我在纽约上大学的
时候，我的一位朋友叫 ANGEL, 她把我带进了 Christian Fellowship Group。 在那我
们一起查经，一同唱歌赞美主。他们使我对福音有了更深的理解。那时我还没一个
教会，但是主又把我带领到拉法叶。拉法叶华人宣道会(GLCAC)给了我无限的爱和
關怀。我接受主耶稣是我救主，并且承认我的罪很多，不仅仅有行为上的罪，还有
言语上和思想上的罪。这些罪将被赦免，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替所有人的罪死在十架
上，三天后复活，感谢主赦免了所有人的罪，也包括我的罪。今天我要借着洗礼向
罪死，向神活。我愿悔改接受耶稣的救恩与神和好，让全新的生命在我身上开始。
我愿背上十架，一生荣耀主，永不回头。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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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寻神迹
朱光暐

在我初信的时候，我的心中总有那么一丝念头，那就是对神迹的追求——如果神是
又真又活，又是愿人信靠他的，那何不让圣灵像鸽子一样在我眼前显现，或是叫人
在我眼前被医治，或是让我求雨得雨求风得风，发生诸如此类的超自然现象好叫我
“信心可以坚固”？越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开始羡慕那远古的世代，在那时神亲
自与雅各摔跤，同摩西对话，道成肉身住在众使徒中间，要是我住在他们中间，必
能叫我一颗“渴慕神迹、坚固信心”的心可以满足。
现在，当我静下心来思考神在我身上所做的工，我不禁暗暗吃惊。各样的“神迹”
其实每天都在发生，只是我对神迹的定义产生了本质性的误解。何为“神迹”？以
前的我对此所持的定义，说白了就是一些让人看了能叫“哇塞！”“难以置信！”
等的现象，归根结底与一场魔术表演或杂技演出没有区别。我发现我竟然将神摆到
舞台上，而自己坐在下面当观众等着看戏。这荒谬的想法神当然予以了严厉的拒绝
——因为神很清楚，我虽需要学信心的功课，但更需要学习谦卑顺从，并在与神的
关系中把自己放在正确的位置上。 神如此看透我的内心，知道我即便竭力避免，
仍在潜意识中有“求神演出”的想法。于是，神似乎换了一种方式来引导我——那
些我祷告中开口索求的恩赐，他似乎都没有直接给我；在我根本就没有想到求神的
时候，他却屡屡给我莫大的惊喜和感动，叫我“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
旨意”。

*莫名的提醒*
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上完 AlphaCourse 后搭车回家，因为冰箱中的储备已经耗
尽，所以就顺便去 PayLess 超市补给。当我推着购物车采购的时候，我突然在某个
架子那里回头看了一眼。那是一个卖贺卡的架子，在平时我根本不会去留心，但那
晚我不知为何却在那里想了很久，努力寻找一个可以用贺卡祝福的人。猛然间我想
起那天中国时间正巧是我母亲的生日！寄贺卡是来不及了，于是我赶紧回家给母亲
打了电话。母亲和我都受了祝福，可是那个让我恰好在那一天必须去购物，购物的
时候又提醒我看贺卡，又让我想到我母亲生日的那一位，他到底是谁呢？

*奇怪的公车*
我以前向别人作见证的时候总要提一件事，就是我“赶公交车不败”的记录。我很
清楚神在这件小事上不断插手，因为我深知自己不是一个做事喜欢提前的人，很多
次我都是一路狂奔赶上公交车的。一两次赶上不见怪，可是赶公车一次不落的发生
几率，在我看来是极其微小的。然而有一次，我从健身房出来去公交车站，刚走到
路口，发现到自己家的 公交车 1B 和 3B 居然都已经驶出站正准备过路口，下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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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路口大约两三百米；更糟糕的是，我刚在健身房练得筋疲力尽，就算死奔两百
米，人也肯定赶不上车的。经过自己大脑的一番理性计算，我不得不放弃追赶这班
车的想法，后悔当初自己没祷告一下（以至于这事都怪不到神的身上去）。我慢悠
悠地跟在车子后面走，本想目送它们一程，却不知为什么那几辆车总是蠕动不前，
也不见前面有车流堵塞，到后来索性莫名其妙地在离站很远的地方停了很久。天赐
良机！我赶紧一路狂奔；我一路奔，那车就一路蠕动。到那车将将到站的时候，我
也刚好赶到。当我气喘吁吁坐在座位上的时候，我忍不住笑出声来：“你刚才到底
对这车做了什么啊？”

*无声的闹钟*
有时我总喜欢冲动，这给我的人生带来许多精彩和喜乐，也往往给我带来莫大的
“痛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当牧师问我想不想参加晨星小组的时候，我居然说
“没问题！”……于是，我就必须把自己 上午 11 点以后起床的习惯改到早晨 6 点
多。头一天前的晚上，我煞有其事地准备第二天的早起，早睡、祷告、整理行囊、
自我催眠。结果第二天天还没亮我自己醒来去洗手间，回来一看钟——6:30，正是
该起的时候。头一天的起床成功！而且没有挣扎，没有痛苦。第二天，我没做什么
准备工作，只是按时睡觉。第二天早晨我又是去洗手间回来看钟——6:30。整个第
一周，我都是这么神奇地，毫无痛苦地起床的。这就很奇怪，因为我自己曾以自己
没有生物钟为“荣”——来往中美的时候，到达的头一晚就可以睡得很香。如今却
有了一个准得出奇的闹钟，每天早晨 6:30 让我去一次洗手间？谁把我的生物钟修
好并调准的呢？

*无处可容的祝福*
最让我“难以接受”的一件神迹就是关于我的奉献和回报。记得是一次门徒训练班
的课后，我决心要建立规律的奉献，理由很简单——如果我信的是真神，那么我的
奉献绝对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是他曾亲口命令并承诺过的——况且我的钱来自我的
奖学金，这本来就是神赐给我的恩惠。于是，在下一个主日崇拜的时候，我往奉献
袋中投入钱，很平安，很喜乐。 接下来便出现了一个让我无处可容的祝福。当我
回家查邮件的时候，我收到一封信，标题是“ 2009 年度优秀助教奖”，内容说我
被评上学校优秀助教奖，奖金$2,000！当时我内心第一反应不是感谢：主啊，这太
多了！我这个暴发户做太大了！我受不起！信主后被喜乐充满的感觉我是有，但那
种喜乐充满得溢出来的感觉，那还是头一遭。后来，我认认真真地感恩之后，仔细
思考了这来龙去脉。显然，这助教奖学金和我这个奉献没有简单的因果关系——奉
献不是投资，奉献不是买彩票，奉献不能为了回报，这是大家公认的；反过来，助
教奖学金是对我上学期一学期工作的肯定，与我某个周日早晨的行为也没有关系。
但是，那个周日被巧妙地安排在了我收到获奖通知的前面，把我奉献和得奖两件事
情联系在一起。若不是这样，我看到获奖的时候会把荣耀归给自己，也不能明白奉
献和祝福的意义；但是通过这样神奇的安排，我同时切身体会了奉献的意义和神应
许的大能！这样的事情，谁能策划并实施呢？这样的智慧，谁能拥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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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奇奇怪怪的事情不时在我身上、身边发生着。若是一件两件，也毫无教导意义
的话，称其为巧合并不为过。然而这一系列事情发生的背后却有着一条清晰的思
路，仿佛是父亲为儿女精心所订的教育计划。儿女想要的东西，父亲没有都给；儿
女自己都没想到的，父亲却早已用礼品纸包起来，放在他们的枕边。我一心求神给
我显个神迹，神知道我不可得这样的“溺爱”；却在公交车的小事上让我实实在在
看到他的掌控，教我认识大能的神。在母亲生日那天，圣灵特意来提醒我，让我和
母亲那天同受祝福，归荣耀给神，并教我认识仁爱的神。在我决心早起灵修的时
候，圣灵亲自叫醒我，教我认识那无微不至的保惠师。又借着奇妙的安排，来实现
他的应许.

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
玛 3:10
我要感谢神在让我在体验了许许多多真正的“神迹”以后，启示我“神迹”的真正
含义，这就是只有凭借神的智慧才能策划、安排、实现并将含义启示给我们的事件
和神的作为。我以前心里所想的“天打雷劈”、“神奇医治”之类的神迹愿望实在
是太幼稚，属肉体，甚至属血气。“成为基督徒只是生命的开始”，因为要以属灵
成人的姿态走进神的国度，我们要从神那里学习的知识和领受的恩典实在还有太多
太多；我们在地上所能盼望的祝福和惊喜也将会远远超乎我们自己的想象，多到
“无处可容”的地步，因为基督徒的生活是充满了神迹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
的旨意。
罗马书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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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的腳蹤 滴滿了脂油
朱子涵
這見證要從我們家第一個信主的人開始講起。六歲我們家在ＬＡ時、我是小一, 在
班上來了一個從香港來的女生, 因為不會說英文所以非常的安靜, 那時我們老師問班
上有沒有人會講廣東話, 我舉了手說我會. 我們就一路聊到下課, 走出教室竟看到我
們的母親也在聊天, 自此之後, 我們兩家人就變得很親. 之後, 她母親帶我母親信主受
洗, 我們三個孩子都跟著每星期天去兒童主日學.
回台灣後我母親持續帶著我們三個孩子在台
道會聚會, 從兒童主日學的每週背誦經句, 到
國中時的青少團契, 雖然對信仰依然有很多
的懞懂無知, 疑問不解，但持續在神的話語
上學習.

北行

高中時, 因為教會團契很無聊，正式決定不
去教會了. 那時卻也因為看到我大哥在他高
中的建中團契的改變, 讓一個封閉獨行的青
春期男生變得開朗有笑容有朋友, 如此讓我
從國中時就決定上高中一定要去高中的校
園團契. 上景美女中後, 高中生活多彩多姿,
我積極參與所有的活動, 高一時, 除了在樂
隊吹 Saxophone 擔任組長之外, 还擔任班上
的班長, 參加景美團契, 并所有班際的排球,
跑步比賽, 在全校英文演講比賽拿第一,还代
表台灣隊到美國參加高中的數學競賽,最後還
競選樂隊隊長. 高一將結束之際, 我們景美團契的
輔導找了我和星星要決定下一界的主席, 那時只我們兩個是穩
定參加聚會的, 輔導要我們預備自己, 準備告訴她我們誰要當團契主席以及
副主席. 約談的當天, 我告訴我輔導, 我高二是工科班, 樂隊組長,又 競選隊長, 樂隊每
天七點要拿好樂器在操場團練, 下課後要也要練習到六點, 一一數說我會多忙, 所以
應該星星當主席. 這時換星星, 她說她是籃球校隊, 早上下午也要團練, 她是三類的,
就是理工加上生物醫科的類組, 上的課比我還多, 最重要的是, 她已經是教會青少團
契的主席. 於是我就這麼當上了景美團契的主席, 之後, 就退選樂隊隊長.但就從知道
當團契主席的那天晚上, 我開始我人生第一次正式的靈修禱告. 因為知道自己的不足
缺乏, 也正式開始我自己與神的關係.
高二團契的服事真的是非常熱血, 我們只有三個同工, 但我們每週有同工禱告會, 每
天早上七點前晨禱, 我抱著我的 Saxophone, 星星抱著籃球, 加上高一的祈祈 -- 我們
就三個人為著團契，為著學校，為著我們各自所關懷的學妹來禱告. 每天上課只要
老師講廢話就開始寫小卡給學妹, 每個月花一週不吃午餐跑班宣傳活動. 不跑班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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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就到學妹的班上陪吃飯. 因為女校很講求學姊學妹制, 所以每當陪吃飯聊天時, 被
關懷的學妹都會被投以羨慕的眼光, 好像有學姊陪吃飯很有面子一般. 那是我第一次
體會同工服事神的甘甜美好, 看到神如何使用三個 15, 16 歲的高中女生來服事祂, 從
一個三個人的團契到高中畢業時近 20 人的瘋狂景美團契. 即使我們之後高中畢業,
上大學, 甚至同我現在出國讀研究所, 我們幾乎每週保持連絡, 一路看彼此的生命成
長, 在神的話語中相提醒勉勵, 成為彼此一輩子的知心死黨.
帶著校園寶寶的光環進入大學, 萬般期待有美好的大學團契. 但記得第一次去北大信
望愛時, 那時在陰森的文學院二樓, 院外全黑, 不時還聽得到呼嘯而過的寒冷風聲, 外
在環境的冷清不下於團契的冷淡. 我們好像只是一群一週見一次面的基督徒, 各過各
的生活, 聚會結束似乎就互不相關. 大學四年, 神教導我全然不同的功課. 大一時, 祂
使我了解即使團契不是我所期待的, 但我去團契並非因為人而是因為祂的緣故. 祂堅
固我來主動服事, 希望使團契會越來越像家. 大二時, 神讓我重新學習服事祂, 剛開學
不久, 我們團契主席傳了一封簡訊說她不當主席了. 因為那時候只有我和他兩個同工,
所以臨時的狀況下我就接了主席. 那天晚上我們團契還請了講員, 那時我很緊張, 趕
緊連絡輔導, 之後找來原本已經少來的契友來接任同工, 重新安排學期的服事. 記得
那時團契迎新時, 準備了好多食物, 結果只來了兩個學弟, 一整學年也就只有這兩個
學弟。說也有趣, 他們兩個現在反而是團契大四的老學長了. 大三時, 我們讓團契的
學弟亦凡接任主席, 但在各樣的事情上, 我這可愛的學弟非常沒有 sense, 常常忘東忘
西, 令我常常覺得沒辦法和他溝通. 那時我才了解高中的服事是神的恩典, 現在我才
開始學習人和人的差異不同. 那時我真的恨不得幫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做了, 但神教導
我學習作個代禱者, 學習有智慧地讓他做事. 記得有天晚上, 我已經躺在床上要睡了,
突然想到第二天團契要看電影, 想他一定會忘記. 但我告訴我自己, 朱子涵，妳擔心
太多了, 這麼基本的東西他一定會記得, 於是我就這樣來來回回爬起躺回爬起躺回兩
三次, 最後我還是決定打電話给他, 果然, 他完全忘了. 後來, 這成了我們團契的經典
笑話. 大四時, 亦凡大三又重新當主席, 我們都開玩笑說“他被當了，所以要重修”.
但這年的他已經成長了很多, 同工群也很完備, 我也完全不參與核心同工的服事，純
粹帶每週女生的查經, 關懷學弟妹, 作隨時陪伴鼓勵同工的服事.去年聖誕節時, 北大
信望愛的學弟妹辦了一場盛大的聖誕晚會，全校來了 200 多人, 即便我那時已經在
普度, 知道的時候仍是非常感恩, 因為那是在我當同工時一直希望的, 但在人力, 物力,
資源上無法達成. 而現在時机成熟, 一切都齊備, 不只是物質上的, 更是他們愛主的心.
每每回想來普度的過程就覺得真是滿了神的恩典. 記得那時一時興起想藉由我要出
國讀書的原由, 辦一個 party 邀請我從小到大的朋友來, 好和他們作見證傳福音. 那時
連能不能順利出國都不曉得. 其實, 從前雖然似乎服事很多, 關懷很多，卻從未和自
己身旁的朋友直接傳講福音. 那時覺得, 如果出國前不向他們傳講, 以後恐怕也沒有
機會了. Party 最後是由高中團契死黨籌劃, 大學團契學弟妹支持人力, 有晚餐, 有正
式的跳舞, 有唱歌, 最後是我的見證. 記得當場有我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 國中同學,
高中同學, 高中樂隊隊友,景美團契, 大學同學, 北大信望愛, FOR 畢業團契, 校園輔
導, 大約有七八十人出席了 Party. 那大概是我第一次對這麼多我不同階段認識的朋
友同時傳講福音。在講見證時 , 才說了第一段, 我的眼淚就不斷不斷地掉, 一邊抽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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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流淚將所有的見證說完了, 不是因為我說了什麼, 而是當我看著每張臉龐, 每個
記憶, 每個笑容, 每個我所愛所在乎的人, 就不願獨留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不讓他們知
道. 那是一個滿了祝福的 party, 回到家後, 我獨自一人呆坐了好久, 覺得一切似乎都
不真實.
普度這一年, 或說十個月, 可說是有記憶以來最辛苦的一年. 暑假一週上完一門課, 每
個星期六考期末考的上課方式, 讓我這不能熬夜的人天天兩三點起床讀書再接著上
早上八點的課. 下課後, 我們還有很多的作業, 個案要完成. 還記得有一次, 那時我身
體疲憊, 壓力很大, 晚上開會已經過了我的睡眠時間, 人又剛到普度, 我跑到廁所鎖門
痛哭, 又不敢哭出聲音深怕隔壁會有人. 想打電話又不知道打給誰. 那時, 好多好多的
晚上在走出商學院後在 University Church 的會堂獨自一人向神流淚禱告, 知道自己一
無所有, 唯有神. 秋季班開始後, 課程還是很沉重, 但至少不用星期六考期末考, 開始
穩定去每週五的 English Group, 第一次去了 English group 就愛上了, 那時覺得實在太
幸福了. 雖說高中大學都有團契, 但未能和教會的結合總讓我覺得遺憾. 可以說第一
次甘嘗團契和教會生活結合的美好, 在我們教會對我而言就如同避風港, 只要在其中,
就算是有眼淚也是喜樂的. 在商學院, 不論是課業或是參加個案比賽, 会议, 甚至面試,
要同一群近 30 歲的同學合作, 尤其在出去參賽時更是要習慣自己是少數的女性, 还
要面對 Ivy League 學生的傲氣, 或許那是某些商學院學生一慣的習性，用自己的驕
傲来壓垮他人的自信. 這中間, 第一次參加鸡尾酒会, 第一次被禮遇, 晚餐從香檳到紅
白酒皆有； 第一次被招待住芝加哥 downtown 大飯店；第一次兩天睡四小時, 和隊
友三人馬拉松接力完成個案比賽的 model。不論在學校如何如同打了場戰爭似的回
來, 卻依然依然在教會中全然歡欣喜樂備受安慰.
在來美國後, 我還是持續和祈祈，也就是我從高中就開始的屬靈夥伴一同禱告。但
有一次, 她和我說, 遠距屬靈夥伴不是辦法. 那時我教會認識的人不多, English group
又少有女生, 于是打电话給 Helen, 她說她那時也正禱告要找一同禱告的屬靈夥伴, 所
以我們就開始每週的禱告, 從一開始單純的彼此代禱, 到後來聊各樣的事情, 教會的
服事, 信仰的議題，讓我常常被提醒以及思想. 後來有一次, 和 Helen 聊我申請普度
的過程。我曾因在中國参加信託實習而沒能補習 GMAT,神却让我凭着只靠讀參考
書而拿到的低於申請普度的 AT 成績，申請上普度最好的 MSF Program，并且明確
地讓我知道我會上普度，即使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就在收到錄取前幾天，祈祈一
直打电话給我, 但我因為忙碌刚好沒接到, 那時她急著找我是因為她作夢夢到我上普
度. 在收到錄取信時, 我看著 email, 對著電腦大哭. 祈祈問我：“妳哭什麼呢？”我
回答：“因為我不配得.”她很可愛，接著問：“那我們的救恩呢？”
這一年, 神對我最大的教導是信心. 一開始我覺得我都知道, 知道神必然引領, 我應無
所擔心, 但在Leonia帶的girls bible study中提到一個很重要, 很扎心的一段話“But the
way we live reveals that this is what we really believe. ── 我們所行才真正反應我們所
相信的。” 那時我才明白我原是個小信的人, 得罪了神. 我認識真理, 也相信真理,
但我的生活, 我的所思所行卻反應我的不信， 反應了我們與神的關係, 若非和祂親
密熟識又如何能信靠？對人如此, 和神的關係又未嘗不是如此？我惧怕課業,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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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 未來方向, 卻不惧怕神的命令教導, 對罪的恨惡, 以及祂至高的权威? 我擔心手
指的劃傷, 卻不擔心動脈的破口？若依照這破口的嚴重性, 我早就死了, 但神派祂獨
生愛子為我們死而復活, 等待我們認罪悔改, 堵住了破口, 但若我們不意識到這破口,
不認知這破口的嚴重性以及後果並接受讓神來醫治, 我們都終將面對死亡以及審判.
而當我還在和神說我的手指痛時, 祂壓著我的破口很心急的等待我們接祂的醫治. 豈
不知祂豐富的恩慈, 寬容, 忍耐是領我悔改? 唯有藉由認罪悔改接受主耶穌基督, 我
才能與神和好, 享受與神甜蜜的關係, 在屬世上, 屬靈上全然相信信靠祂的全能.
當回首, 才了解天父爸爸如何一路恩待了我. 祂如何耐心等待我, 等待我順服, 等待
我成長, 成熟. 忍耐我的悖逆, 任性, 驕傲, 軟弱, 忍耐我一次一次一再一再的跌倒, 然
後以擁抱等待我再次流淚回到祂面前. 祂在我身旁安置愛神的基督徒, 有的一路陪我
禱告讀經, 有的伴我探討生命議題，督促我更貼切神的心意, 有的用生命見證使我警
醒知道自己愛神愛人的不足, 还有的一同歡笑流淚，一起同工服事，共享經歷神的
奇妙. 一路走來祂都牽引著我, 藉着伴我從小一同在教會長大的景美團契, 北大信望
愛, 校園福音團契眾多的輔導傳道人, 校園畢業團契, 还有在這裡的華人宣道會,
English Group, 以及 Xalt Band.
高中時要我說"我一生是為要榮耀神"，我還是說不出口的;大學時,我清楚知道我一
生是為要榮耀神,但仅是知道，心裡所認同的和行為还是有落差的.現在, 我心裡清楚
知道我一生是為要榮耀祂的, 單身時就以一個人來服事祂, 結婚時就用我的婚姻服事
祂, 有孩子時就用家庭來服事, 當一無所有時, 就用一顆心來服事祂. 我希望我可以說
我現在行為也同我認知的可以榮耀神, 但我的驕傲, 軟弱, 罪性虧缺了神的榮耀. 唯有
神的恩典憐憫, 可以幫助孩子一生學習一步一步更貼近祂的心意, 成為合神心意的人.
唯有神的恩典憐憫, 可以讓我用生命去榮耀祂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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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oming an Empty Vessel for God
Amy He
I definitely had a lot of fun at Youth Camp of CWC (Christian Witness Center) this year. Last
year was my first year going to the camp, and I was looking forward to going back this year.
It was interesting to get away from home for a week to spend time in God’s Word and with
many other Christians of my age. I feel that I benefited a lot from the camp, and I left feeling
that I had grown significantly in my faith.
One morning devotion we had was about the widow who only had a little oil to pay off her
debts. Elisha the prophet told her to get vessels and to pour the oil into them. But in order to
do so, the vessels would have to be empty. How often do we come to God with our hands
open, asking for his blessing, but our vessels are filled with our own junk? How can God fill
us with his blessing, if our vessels aren’t empty?
One of the main things that really got through to me was one message that a pastor said
concerning spiritual highs that happen a lot at youth camps. We shouldn’t just “be
Christians” on Sunday at church or at the youth camps we go to, but every single moment
we should be witnessing to the world; whether it’s by what we do or what we say. I thought
this wa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issue that many people, myself included, face.
Near the end of the camp, I felt that God was convicting me to rethink what my duties are in
the church. We don’t go to church to have fun with our friends and socialize, but to meet
with fellow believers and to grow closer to God. The older kids should be role models to the
younger kids. I pray that the future generation in our church will grow up to be strong
believers in Christ.
The youth camp changed my perspective on my life. Every day, I try to focus on serving God
instead of just living for myself. One pastor at the camp talked about how Christians have
Christ in the center of their lives, while non-Christians have themselves in the center. As
Christians, we need to place God in the center of our lives.
After I came back from the Youth Camp, I started a morning devotion time with my
parents and brother at home. It was a fairly new experience for me to get
up earlier each morning to dedicate the first 30-60 minutes of the day to
God. We focus on developing our characters to change our lives and the
lives of others.
I’ve learned many important truths in the camp, and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going back again next year, but I realized that the more
important thing is to live my faith each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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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Prayer Meeting at GLCAC Changed My Life
Timothy Cornelius
I am not planning to write about any one major change in my life that occurred because of
attending prayer meeting at GLCAC but about many smaller or gradual changes that I have
benefitted from. Not that attending a prayer meeting even if done regularly has any benefit of
itself, but God is powerful enough that He can use it (or anything else) to bring about the
changes He desires in an individual. So really this is a testimony of God's work in my life
through my involvement in one specific ministry of the Greater Lafayette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I first started attending prayer meeting in December of 2007. I had previously been involved
in a Tuesday night Bible study with Matt Scott and a few other people. Once that Bible study
had finished and I had Tuesday nights free, Matt asked me and a few other people from
English group to come to prayer meeting with him on one Tuesday night in December. (I
think he didn't want to be the only one in the prayer meeting who couldn't understand
Chinese.) I enjoyed the opportunity to spend an evening praying with other believers. After
this night I began to attend prayer meeting regularly.
Before I started to attend prayer meeting I rarely prayed but I
knew I should be praying a lot more frequently. Having a set
time every week to spend time praying with others helped me to
start praying more often throughout the week. I knew that if I
attended prayer meeting I could not go longer than a week
without spending significant time in prayer and help me
remember to spend time in prayer throughout the rest of the
week. I let God work on this weakness in my spiritual life by
attending prayer meeting.
After my first week at prayer meeting, I was usually the only
person who only spoke English. Although some people may
think I would not receive any benefit from attending a prayer
meeting where people rarely prayed in English, that was not the
case. One major benefit was that by regularly attending prayer meeting I was starting to get to
know several of the people that do not attend English group on Friday nights. Up until that
time, the majority of people that I knew in GLCAC were those who came to English group. I
believe that my presence in prayer meeting may have made some people feel uncomfortable
because they thought that they must speak and pray in English. I try to remind those who pray
with me that if they are praying to God, they need to pray in a language that He understands
and it does not matter whether I understand or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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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the first couple months that I attended prayer meeting I remember that one of the
prayer requests was for the translation ministry on Sunday mornings.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I had heard that GLCAC offered English translation for their Sunday morning church
services. I had been going to Faith Baptist Church on Sunday mornings. Because they have
church services at three different times I could now rearrange my schedule in order to attend
both churches every Sunday.
During prayer meetings,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regularly hear about and pray for the needs
in the various ministries in the church. I remember praying for the mission trips that a team of
people from GLCAC went on in the spring of 2008, praying for the memorial service for the
victims of the earthquake in China, praying for the Praise Night that our church held each
semester, praying for AWANA and the various PCCF fellowship groups, and praying for
many other ministries in the church. I believe that through regularly praying for these
ministries, God has helped me to develop a heart for this church and its ministries. (Even
though I have attended Faith Baptist Church for over five years, I feel closer to this church
and I believe that it is mostly because I have been frequently praying for its ministries in
prayer meeting.)
A final way that prayer meeting has changed my life is in helping me to get involved in the
AWANA and Sunday School ministries here at GLCAC. Prayer meeting may have had only
an indirect role in my decision to become involved in these ministries, but I believe it w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at decision. Many of the benefits from prayer meeting that I have
already listed helped influence me to volunteer to help with AWANA and to agree to work in
Sunday School. I thought it would be good for me to get to know several of the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who do not attend either English group or prayer meeting. Since I had been
praying for these ministries I was willing to help out in them and wanted an opportunity to
serve in the church. Also, since I now attended GLCAC on Sundays, I was available to help
out in Sunday School.
I know that the main purpose of prayer meeting is not to benefit personally from it but to
minister to others by praying for them. Even if praying for others (either during Tuesday night
prayer meeting, during a prayer meeting with your PCCF group, or by yourself) never seems
to benefit you, that does not mean it is a waste of time. I hope that this will encourage you to
be faithful in praying for others and for the ministries of GLC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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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s Way or God’s Perfect Way? Part 1 – Blessing
Eddy Zhuo
Can you remember what you did this past year? For me everything is clear like it was
yesterday. I graduated from Pensacola Christian College with a degree in Computer Science
last May. God blessed me with friendship and family. My friend Tim came all the way from
Indiana (over 700 miles) to attend my graduation. Even my wonderful Daddy and Mommy
came for my graduation all the way from China. Taking my parents and driving along with
Tim, I travelled to my next destination in life – Lafayette, Indiana. My heart was filled with
uncertainty and fear, but I knew that God is a sovereign God.

For you are with me; your rod and your staff, they comfort me.
Psalm 23:4b
During this trip we visited Smoky Mountain National Park in Gatlinburg, Tennessee and we
again experienced God’s blessing from seeing his wonderful creation.
After we had arrived in Lafayette, I rested a couple days, and had the first opportunity to
attend Sunday Worship and prayer meeting at GLCAC (Greater Lafayette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I was blessed by the hospitality of all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the Church. I soon
had the privilege to participate in many ministries in the Church. I became a member of the
English Group in PCCF (Purdue 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 God used many of my friends
to encourage me to be a better Christian, and I attended a morning Bible study with many
brothers and sisters led by Pastor He. Pastor He not only helps me with any questions that I
have about the Bible, but also patiently listens when I confide in him. Reading God’s Word
gave me energy and helped me to focus everyday while I was resting from school trying to
find a job. Another highlight of the week is prayer meeting each Tuesday. God gave me the
privilege of praying for the needs of many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it is so amazing to see that
our God is a wonderful living God when prayers are answered.
During the four months that I was
searching for a job, I had opportunities to visit
many places including the City of Chicago, the
Creation Museum in Cincinnati, Ohio, the City
of Louisville, and a wonderful road trip from
Indiana to Maine. I visited one of the greatest
waterfalls in the world – Niagara Falls. God’s
timing is perfect. While I was still on my trip to
Maine, my OPT work permit was sent to my
apartment. God not only allowed me to receive
the work permit, but also gave me a job just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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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 is with me everywhere I go.

days after I came back from my road trip to Maine. Praise the LORD for all his abundant
blessings everyday and everywhere.
Xalt Worship band was also founded this past year. I will exalt

you, my God the King; I will praise your name for ever and
ever. Every day I will praise you and extol your name for ever
and ever. Great is the LORD and most worthy of praise; his
greatness no one can fathom. [Psalm 145:1] God helped us to

Xalt Worship Band

form a full worship band with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have
great music abilities, and a heart to praise God. He not only blessed us in playing music, but
also guided us toward Him with the help of the Holy Spirit. He gave me a chance to lead the
Xalt band and helped me in many areas including playing, praying, and serving my fellow
band members. All the band members are a great encouragement to me, as iron sharpens iron,
so one man sharpens another. [Proverbs 27:17] I thank God that He allowed brother Huanren
and I to help each other to walk in the Spirit of God every week.
Lastly, and most importantly, God has blessed me by allowing me to start a wonderful
relationship with Zhang Yan. If I have to write out all the blessings I received from God
throughout this lovely relationship, it will take another series of testimonies in future Vineyard
Collections. Jesus did many other things as well. If every one of them were written down, I
suppose that even the whole world would not have room for the books that would be written.
[John 21:25]
In this past year, God has done a great work in my own heart. He changes my heart daily to
have more faith in Him. Knowing Jesus is the best thing in my life, and I can say that God’s
way is the perfect way and it is the only way to experience a heart-changing life. Finally, I
encourage and challenge all my Christian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are reading this testimony
to count your many blessings, remember what God has done in your life, and live in God’s
perfect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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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愛的缠裹
侯瑞萍
（編者註：侯瑞萍姐妹 2000 年 8 月来普度读书，2006 年 4 月在拉法叶华人宣道会受洗，
同年 8 月搬至圣地亚哥，现参加当地教会的敬拜和服事。）

回想我刚来美国那几年的经历，因着自己从前的骄傲，很多事让我觉得很羞耻，对
朋友和家人也都隐瞒了真相，不愿谈起。可是今天因着主耶稣他用完全的爱来爱
我，接纳我，除掉了我一切的羞耻感，我不需要活在别人的眼光中，不用在乎别人
怎么说，怎么看，不需要因为别人的拒绝而感到受伤害，所以这些过去的伤痕也可
以坦然面对了。

＊學生生涯的破碎＊
我是 2000 年 8 月来美国的普度大学读书，同年 11 月经人介绍和现在的先生认识。
我在国内学的是动物临床医学，来美国转学动物分子遗传学，没有分子生物学方面
的背景，我学起来就很吃力。而我的老板是个 40 多岁的单身副教授，他心肠不
坏，但说话很冲，脾气也大，在系里是出名的刻薄。在老板手下的日子自然不好
过。因为他和我爸爸的性情很象，而我对我爸爸既反感又恐惧，所以我对老板的感
觉就是很拒绝，有一种类似于对父亲的叛逆，还有对权柄的不顺服。
在 02 年春季的学期我和老板闹得很僵，我没有反省是自己的原因，却归结为他的
刻薄。他不想要我了，我也不想再跟他做，我就从老板手下出来，从读博士转成读
硕士。不久前当圣灵带着我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时，我意识到其实以我老板的性
情，他能让我在他的实验室呆两年，真的是一直在包容我，给我机会。我当时选
了不用作论文的硕士( Non-thesis Master )，不需要指导教师，只需要有一个考试委
员会，参加口语考试，考试最多有两次机会，可以很快毕业。我打算 8 月份毕业。
5 月份学期结束后我和先生回国将近一个月，回国前我把毕业注册表交给秘书。可
是等我从中国回来后，秘书告诉我，她忘了把我的表格交上去，错过了截止日期，
导致我不能如期毕业。我只好推迟一学期，注册 12 月份毕业，因为我的学分已经
修完，也没有老板，就注册零学分，安排 10 月初口语考试。
从中国回来后整个暑假我比较闲，就主动跟一个常去教会的朋友说：“带我去美国
教会吧”，那时还只是想接触一下美国文化。那个教会有人义务上门给我辅导圣
经，我也只是想提高英语水平。
从中国回来后我就开始找工作。当然老板不会有好的推荐信，找工作一直不顺利。
9 月初我怀孕了，反应很重，只能躺在床上，起来就吐，整天昏昏沉沉，没有精力
准备考试，以致 10 月份的考试没有通过。我去问研究生院（Graduate School），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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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下学期可以再注册零学分，考第二次试。但我问国际学生学者办公室（ISS），
却告诉我不可以注册两个学期的零学分，建议我由学生转成陪读， 即由 F1 转成
F2。当时由于我的骄傲，我不甘心转身份。我还用自己的小聪明盘算，我 03 年 5
月份预产期，刚好学期结束。我如果下学期仍然是学生，还可以用学生健康保险生
孩子。于是我没有转身份，03 年春季的学期又注册了零学分。
因为暑假时找工作不顺利，又由于自卑觉得自己不会胜任工作，就想再学一个其它
专业。那时学统计比较热，我原来研究的领域是生物信息学和功能基因组
(bioinformatics and functional genome)，统计系负责招生的教授与我的老板有合作，
我就想再读一个统计学的硕士，计划 03 年 9 月入学。统计系负责招生的教授对我
说，我必须重新考托福和 GRE，我的托福和 GRE 都是 99 年秋天考的，按规定在美
国全时间上学两年以上不需要考托福，GRE 是 5 年有效，我的只有 3 年多。但她
明确跟我说，原来在中国大陆考的，必须重考。我只好预约这两项考试。后来我听
说那年申请统计系的有 400 多人，只录取 20 个左右。我第二次硕士毕业考试安排
在 03 年 2 月下旬，因为这个考试更重要，我是背水一战。托福和 GRE 考试只能预
约在 3 月上旬，因为我不能太晚，3 月初统计系就开始录取工作了。所以我只有十
几天的准备，托福和 GRE 考得很差，当然也没被录取。
2 月份我的毕业考试终于通过。随后我去国际学生学者办公室（ISS）申请 OPT，
工作人员一查我的资料，说国际学生不能连续注册两学期的零学分，从我 02 年 11
月份开始注册第二个零学分时，已经失去身份，不仅没有资格申请 OPT，不可以
工作，而且不可以在美国境内恢复身份，告诉我必须马上离开美国，再以陪读身份
申请签证入境。
那时距离预产期有两个月，我不想回中国生孩子，就让我的产科医生开了一个“在
怀孕晚期不适合长途飞行”“的证明，以备签证时需要。03 年 9 月孩子百天后我
带他回国，11 月份我以陪读身份申请签证，很顺利，根本不需要医生的证明。签
完证我就赶紧买了我和孩子的机票，准备来美。过几天我又改变了想法，签证有效
期是半年之内入境两次，我可以把孩子放在国内，自己先回美国准备托福和 GRE
考试和入学申请，第二年 4 月份签证失效之前回来接孩子。因为上次申请统计系时
很多人已经被拒时我还在候补名单上，直到我的托福和 GRE 成绩出来我才被拒，
因此我觉得自己再考一次英语，还是很有希望被录取的。
于是我浪费了孩子的机票，把孩子留在我父母家，在 11 月底独自回美国，预约在
圣诞节前考托福和 GRE。可是回来后时差倒了一个星期，然后又开始生病，根本
来不及准备托福和 GRE 考试，只好取消考试，要回一半的考试费。这样在 04 年 1
月下旬我回中国把孩子接回来，到这时候我没有其他出路，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了，
只好待在家里带孩子。
以前由于自卑，觉得自己不会胜任而不敢出去工作；但现在上帝的爱已经除去了我
的自卑，加上圣地亚哥又有很多生物方面的工作机会，于是我从去年 08 年 3 月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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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寻求上帝在我身上的旨意，是留在家里还是出去工作。因为我们家预计夏天就会
拿到绿卡，老二 7 月份就 3 岁，他排了一年多的幼儿园那时也会排到，按照一般的
逻辑，我没有任何理由再待在家里不出去工作，况且圣地亚哥的房价这么贵，一个
人上班压力太大。可是我自己不想出去工作，一方面希望有时间服事上帝，另一方
面也是自私的考虑，不想让自己太劳累。正是因为我有自己的意愿，很长时间上帝
都没有向我启示他的旨意。一直到 6 月份妈妈团契成立前迫切需要服事的同工，上
帝才给我经文：

因为人若有愿作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
哥林多后书 8：12
我明白了上帝是要我在这个地区服事有需要的人，而不是出去工作挣钱。

*婚姻生涯的破碎＊
04 年 2 月把孩子接回来后，我开始参加拉法叶华人宣道会的姐妹团契, 是福音性质
的团契，每星期四上午在我们的社区活动中心，附近大部分的妈妈带着孩子参加，
我的目的只是带孩子去玩,查经时从没有专心听过。
04 年 10 月我怀上了老二，预产期是 05 年七月下旬,因为我二姐的预产期只比我早
两个月,我就没有让我父母来，而是请我公婆来美国照顾我的月子，计划在这里待
五个半月。可是五月末我先生拿到了从七月初开始去加州实习半年的 offer,但由于
医疗保险的原因,我必须留在印第安纳州分娩。所以生孩子的时候我先生在加州，
我公婆，我和两个孩子在印第安纳州。我以前没有和公婆相处的经验,只是 02 年回
国的时候在她家待了几天。可想而知，没有我先生在家，我和公婆相处，彼此都有
很多的不容易，再加上生孩子本来就容易有产后忧郁，虽然在医院时孤零零一个
人，可是我不愿意回家，直拖到最后一刻才出院。
在美国很多事情公婆是帮不上的，都需要我去操心，包括请人接送我去医院，买
菜，申请各种福利，申请儿子的出生证等。儿子出生几天后出现黄疸，我连续八九
天每天开车带他去看医生采血化验，满月前又有三次体检，所以我就没正经坐过月
子。别人满月时都养的满面红光，白白胖胖，我的体重却早已恢复到怀孕前，而且
气色很不好。
这些事情虽然使我身体劳累，最主要的是我的心里觉得受到了伤害。我的公婆和我
都是十分骄傲的人，他们的骄傲常常伤害了我的骄傲，我性格软弱，又不是擅长斗
嘴的人，他们两个人，我只有一个人，况且在这时候，需要他们帮我干活，更不敢
得罪他们，我在这个家是弱势，他们说什么话我只是听着，不敢流露出任何不满，
所以我每天真的就是强颜欢笑，心里却造成了很大的内伤。在月子里当我名义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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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在床上休息时,大部分时间是以泪洗面,每天胸口好像有块大石头压着，经常在夜
里连续几个小时无法入睡,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我公婆回中国。每天心情最好的
时候就是我公婆出去散步的时间。
然而我当时没有意识到，当我在家里感觉度日如年时，我的心向着上帝开始柔软。
出了月子后，我就常找借口出去散心。以前我没有去过华人教会，这时我开始去参
加那里的主日敬拜。我参加了九月末教会举办的佈道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佈道
会。那时我的心态是我在情感的层面希望自己能相信有一位上帝，但在理性上不能
使我信服. 觉得自己是意志坚定,头脑清醒，不容易轻信的人。
我的公婆在 11 月末回中国，此前几天我先生从加州临时回来把我公婆送到机场，
同时把我父母接来。在我公婆回国前几天时，我感觉好像有魔鬼进入我的心，我一
心想的就是要狠狠地报复他们，否则觉得自己很吃亏。我蓄谋了好几天，终于在我
先生回来前一天，跟我公婆闹翻了，我把他们大骂了一顿，说了很伤人的话，当时
觉得特别解气。
我的公婆非常伤心，他们在这之前一直认为我很好，哪知我虽然表面如此，心中却
没有爱，充满了苦毒和怨恨。他们只有我先生这一个儿子，在老人的观念里，还是
靠儿子养老的，儿子家就是自己家。我婆婆觉得无家可归了，我公公临走时对大孙
子又亲又抱，告诉他长大后一定带着弟弟回中国去看爷爷奶奶，可见他们有多么难
过，因为以我们当时的关系，这辈子我和公婆都不可能再见面了。而我却在幸灾乐
祸，心想他们这辈子就别想再见到孙子了，觉得终于报复了他们。
我公婆走后，虽然我的睡眠恢复了，但心里仍然是伤痕累累。这时我已经常规去教
会星期五的团契，我觉得只有在那里我的心能够得到抚慰。
12 月末我问一位信主的姐妹，我的心好像愿意相信有一位神，可是在理智上还是
不能接受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给我们生命气息的独一真神。因为从小的教育就是
无神论，觉得三大宗教都差不多，都是迷信。即或真有神，哪一个是真神？为什么
只有《圣经》中的神是独一真神？那位姐妹说你可以自己祷告，如果真的有一位独
一真神，求他亲自向我开启，亲自来感动我。于是我自己在家里第一次作了这样的
祷告。
在 2006 年 1 月 25 日，那一天姐妹团契春节前大家分享这一年来有哪些感恩的事。
大家围着桌子坐一圈，刚好我是最后一个。轮到我之前，我的心里就在激烈地打
鼓，一是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二是我很不喜欢在人前讲话，我需要很大的勇气。
轮到我分享时，上帝的灵（圣灵）就感动我，我就开始哭，说我要信主，很坚决并
希望尽快受洗。姐妹们就带我做了决志祷告。我在 06 年 4 月 14 日的 Good Friday
受洗，到现在刚好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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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想起来，我居然是自己主动要去教会的，并且主动要信主的，觉得实在是奇
妙，因为我是一个很被动的人，不喜欢讲话，不希望被别人注意。可是在信主的过
程中，还包括以后在接触属灵的长辈，使我蒙造就的机会时，我都是采取主动。我
觉得上帝实在是恩待我，是他给了我勇气，要让我早日得到祝福。
决志后，圣灵在我的里面动工，我开始对圣经渴慕。真是奇妙！从 2002 年夏天开
始美国教会就安排人上门辅导我圣经，到那时整 3 年半，前后有 4 个人来辅导我，
尽管中间有时中断。但是那时我的心没有打开，虽然听别人讲，却好像是聋子，什
么都没听进去，虽然跟着一起读圣经，却什么也记不住。可是现在，圣灵在我的里
面引导我，上帝的话语向我开启。
在受洗班时牧师发认罪清单，告诉我们有哪些得罪上帝得罪人的地方，自己要认罪
悔改，罪就得赦免。虽然我知道得罪了公婆，应该向他们认罪，但我的骄傲拦阻了
我，我没有认真对付自己的罪，而且我对他们仍然充满了苦毒。
我跟公婆闹僵严重影响了我和先生之间的感情。他把责任都归咎于我，说看我平时
对他的态度，就知道我会对他父母什么样。06 年春天在我们结婚将近 5 周年时，
我们除了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婚姻中已经没有其他的东西，从他一月份实习回来我
们已经冷战了 2 个多月，那时我父母还在我家。若不是这两个孩子，我们早就离婚
了。
我的原生家庭里我的父亲脾气很暴躁，而我的母亲也不示弱。我从我父母的婚姻中
没有学会如何与配偶交流，没有学到智慧的解决方法，所学到的就是我要强势，从
来不会向别人承认错误。对先生不满时，不提高嗓门，就说不出话来，情绪只能在
激昂中找出路。
有一天，当我读到箴言（14：1）中的话“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
拆毁”，上帝的光照到我里面，我忍不住泪流满面，我知道我就是那个愚妄的妇
人。4 月份我受洗后不久，先生要去德州面试。在他要走的前一天晚上，睡觉前我
们又提起我和公婆的矛盾，我就被圣灵感动，不停地哭，说“我错了，对不起。
“ 当时先生不耐烦地说，“别哭了，你还让不让我睡觉了，我明早还要坐飞机面
试”。可是第二天晚上他从德州打电话回家，说话的语气明显柔软了。从这一天起
我们的关系就改善了。我知道是上帝怜悯我，他使我先谦卑下来，才能领受从上帝
来的祝福。
06 年 8 月上帝在圣地亚哥给我先生一个工作，把我们全家带到加州。
但是地点的改变却没有减少我对公婆的苦毒。有时一些毫不相关的事情也能让我想
起他们对我的伤害，为此每隔半个月或一个月，我就会因为公婆和先生吵一次架。
转眼到了 2007 年春天，我的苦毒已把我折磨得痛苦不堪，我与先生的关系也变
差，导致我对婚姻很没有安全感，担心发生各种意外，让我先生一定要买高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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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保险。那时我家还没有申请绿卡，可我就担心 485 调整身份的等待时间很长，万
一等待期间我先生死了怎么办？
在我信主受洗一周年时，我的灵里及其软弱，我只是星期五晚上的基督徒，因为和
新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不熟悉，主日不愿去敬拜上帝。我内心也极为挣扎，我向上帝
呼求，“上帝既然拣选了我，在我身上到底有什么计划？不要让我就这样在苦毒中
挣扎。”上帝垂听了我的祷告。没过几天，一位姐妹就开始带我去一个不隶属于任
何教会的独立的祷告会，我在那里得到许多喂养。
当我听说一位姐妹原来与公婆有矛盾，后来和好了，我就主动向她请教。那位姐妹
借给我一套《内在医治与释放》的录音带。我听了后知道，当我里面有苦毒不饶
恕时，就有了破口，给仇敌留了一扇门，拦阻了我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也拦阻了上
帝的祝福。我必须向上帝向人认罪悔改，饶恕别人。虽然自己不愿意，但要凭着意
志力来选择饶恕。要知道由于人的骄傲，向上帝认罪容易，向人认罪难，为此我挣
扎了很长时间。但祷告会的牧师预约要在 6 月 25 日 星期一来我家探访，在这之前
要我把所有知道的罪都认干净。
我硬着头皮选在最后的时间，2007 年 6 月 22 日星期五，在我与公婆闹翻一年半之
后，下午五点（在先生下班之前一个小时，因为我的骄傲，不想当着先生的面），
给公婆打了电话。当时我什么都说不出来，只是哭着说：“爸爸，妈妈，我错了，
对不起。”说完之后，我觉得很轻松，而且更为奇妙的是，我心里长时间的伤害好
像没有了，我知道是上帝医治了我。我是一个从来不会向别人认错的人，可是上帝
的灵感动我两次谦卑下来，向先生和公婆道歉，上帝的祝福就带下来。上帝让我的
身上发生这些事，让我真正体会了雅各书 4：6 所说的 “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
给谦卑的人。”
在一个月之后，我先生给公婆打电话时，我婆婆主动要跟我说话，她告诉我，她刚
刚受洗。原来在我公婆离开美国后，她很伤心，就想找一个精神寄托。后来遇到一
个比她年纪大而且信主几十年的属灵长辈，就跟着她学习圣经，已经一年半了。感
谢赞美主！我和婆婆都是极为骄傲的人，若不是我们遇到这些不容易，很难使我们
谦卑下来。上帝借着这些不容易来成就他在我家的救恩。并且在我公婆的身上，
我看到了正常的夫妻是怎样交流的；我也从他们对我儿子的爱和自从他们来之后，
我儿子性情的翻转，意识到了我以前对孩子的刻薄。我在原生家庭中没有学到的，
上帝让我在公婆身上学到了。
“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原生家庭的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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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边有两个姐姐，因为父母想要个男孩，就又生了我，结果又是个女孩，父母亲
很失望。因为我是超生的，我妈妈好几年都没有涨工资，而且我也不能送进她单位
的托儿所。所以我在家里是不受欢迎的，他们常说我是三多余，还开玩笑说我是从
垃圾堆捡来的。我虽然不信，但心里却很不是滋味。我从小就很安静，不哭也不
闹，所有的宠爱也都跟我没关系。加上我父亲对孩子很严厉，是打骂式的教育，所
以我对父亲是敢怒不敢言，并且我父母时常吵骂打架，令我从未感受到家庭的爱。
而我对我父亲的感情，信主后很长时间都影响了我和天父的关系。我认为主耶稣虽
然创造我们，为我们全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但不是特别为我死的，就象我的父
亲他生养三个孩子，但我没有觉得他爱我，所以我对主耶稣的恩典不是很在乎。
可是上帝知道我内心的需要，他两次借着一位与我素不相识的印度牧师来安慰我。
2007 年 11 月这位牧师为我祷告说：“以赛亚书 61 章 7 节是上帝给你的, ‘你们必
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分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
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与你们。”2008 年 2 月这位牧师又为我祷告说：
“当你母亲怀你开始，就有很多疑问，怀疑。因为没有人期待你，没有人准备接受
你，而你就生下来。但这是上帝的旨意，他有一个目的，他要拣选你，成为圣洁的
人。圣灵要医治你的伤害，要完全释放你，要把一切都恢复”
当我两次被上帝的爱触摸后，我跟上帝的关系有了极大的转变。
耶利米书第一章中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
为圣；”
诗篇 139：13~16“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 我要称谢
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
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
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
也许这对别人只是几句经文，甚至难以理解，但对于我，上帝是那么真实，那么安
慰我。虽然人不接纳我，但上帝的爱是完全的。我也再不怀疑是否有一位看不见，
摸不着的上帝了。
这之后几天，有一天在我等候神的时候，上帝就光照我，“许多事情，不是我父母
的错，而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如果我生活在那个时代，我会比他们做得好吗？我父
母他们在原生家庭中都没有得到多少爱，但他们对三个孩子却是无私的奉献。”
可是很多长期所受的伤害需要漫长的恢复过程。今年 1 月份一位牧师为我祷告时指
出来，我内心深处仍有不饶恕。我开始不明白，后来请教一个属灵生命很强，做家
庭辅导咨询的姐妹，她说理智上我已经饶恕了父母，但情感上是另一回事。我可以
为他们做很多事情，但因为长期以来我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和他们在生命的连
接上（connection, attachment）是断开的，很多东西我不愿意去想，不敢去碰，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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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圣灵去碰。感谢上帝给我机会在教会做见证，当我从 3 月份开始向上帝祷告要做
什么见证时，圣灵带着我重新看我与别人之间的关系，透过各种途径来不断向我启
示上帝的爱。
今年 3 月 18 日在我们小组的祷告会上，我分享过我喜欢让孩子把他们得意的画拿
给爸爸看，我觉得是我喜欢炫耀。就在第二天，当我在另一个祷告会上，圣灵突然
向我开启，为什么 06 年当我先生实习结束回家后，我总在意他对老二的反应，而
且一直持续了好几年。有时候我也觉得奇怪，这孩子是他亲生的，他又特别宠爱老
二，为什么我会这样。圣灵告诉我，由于我从出生就不被父亲接纳，在我的心底有
个极大的渴望，就是希望我的先生能够接纳我的孩子。圣灵真是能参透万事！
一位姐妹分享说，当我们的情感长期受压制时，我们怕受伤害，就把接收爱的天线
收起来，以致我们领受爱的能力越来越弱，感受不到别人对他的爱，对上帝的爱也
感觉不到。”我意识到我没有一个感恩的心，虽然我父母为我付出了很多，可我的
里面全是对他们的苦毒。就在这个星期一，上帝居然藉着我的先生也跟我说同样的
话。
随后听到慕主先锋教会的江秀琴牧师分享《在基督里的自由》，她说“我们中国人
由于经过历世历代的许多战争，灾难，以致我们一代一代的祖先的性格有一些扭
曲，我们上一代很爱下一代，但所讲的话常常是批评，贬损，常常伤害下一代。当
我们长大后，又开始这样对别人和下一代。我们的民族性使我们不容易欢呼喜乐。
惟有我们认识到天父无条件的爱，我们才有真实的喜乐和自由。无条件的爱不因为
我做了什么，我是什么样的人，乃是因为他就是爱我。”
当上帝又让我回顾这些事情时，我问上帝，“为什么，为什么要让我生长在这样的
家庭？”。 可是几年后现在我回过头来看，主在我身上充满了恩典，我所走过的
路径上都滴满了脂油。如果我在学业上很顺利，毕业后就工作，我会觉得一切都是
靠我自己的能力，我不需要一位上帝。如果我没有这么多经历，我就不容易理解
《炼我愈精》诗歌中唱的“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因你所收去的东西，他以自己
来代替。” 可是上帝所给的‘最好‘，常常并非人所 ”最爱” 的。
罗马书 8 章“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上帝借着这些让我可以体恤别人的痛苦，上帝借着这些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上帝实
在是爱我，上帝把我带到美国，当我的家人还在痛苦中时，让我先认识他，我是上
帝从烈火中抽出的一根柴。去年底上帝透过一位牧师跟我说，上帝要借着我成为我
父母的祝福。上帝把我带到圣地亚哥，因为在这里我可以得到医治和建造。
上帝在以西结书中说，“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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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不需要自怜自爱，因着别人的不完全而使自己受伤害。上帝在以赛亚书中说
“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
上帝已经给我戴上华冠，抹上喜乐油，穿上赞美衣，万王之王已经给了我公主的尊
荣，在他的怀抱里我可以享受完全的，无条件的爱和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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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风雨，恩典相伴
史天虹
1. 身陷泥潭
你有过身陷泥潭的经历吗？也许是工作中的难处,学业上的难处,与人相处的难处,情
绪控制的难处,疾病缠身的难处,等等.好像陷入泥潭之中,没有希望,没有帮助,没有出
路。
前一阵子我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说服我先生去找律师咨询他的身份问题，可他就
是不想花钱找律师.如果我顺服他,他的状况会更遭；如果我不顺服他,又违背了圣经
的教导.我觉得我陷入了困境.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去找亚果姐妹为我祷告.她劝我静下
心来，耐心等待. 那天晚上周五团契时间看电影,片名叫“土豆似的信心”。我深深
地被影片的所传递信息打动了。我想每一个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记得这句台词：
“信仰就像土豆。你能感觉到它，你能闻到它。”这句话是个简单又生动的比喻。
不过接下来的这句话更打动了我：“一个巨大神迹的种子不存在于困难之中，而是
存在于不可能中”。如果布坎昂格思能信靠上帝在长期干旱之地为他培育出一季的
土豆大丰收，我为什么不能信靠上帝为我的问题开一条出路呢？
那天晚上，我又有了足够的信心去向神求。我求神来改变我急躁的性情，即使事情
不像我希望的那样发展，让我也能享受从神而来的平安. 第二天（星期六）我跟孩
子们在家过了一个很安静的一天，我的心也不再焦虑不安了。我祷告求神为我的处
境开一条出路。星期天因为想带孩子们去芝加哥免费看水族馆，一早我去参加了
8：00 的崇拜，正好是一个新的系列信息的第一讲，关于“如何面对你的过去”。
牧师讲到如果积极地看待过去，你的过去会是你最好的朋友。若是消极地看待过
去，你的过去会是你最坏的敌人。牧师的开场白是他多年前一次卡车陷入泥潭的遭
遇，主要的信息是当你身陷困境时，你当数算神的恩典，恢复对神的信心，就像大
卫对扫罗王说神曾帮助过他多次杀死狮子和豺狼，神也会帮助他打败辱骂神的巨人
歌利亚一样.（撒母耳记 17：37）又像约伯丧子，失财，失去健康时说“赏赐的是
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该称颂的。。。。难道我们从神手里
得福，不也受祸吗？”（约伯记 1：21，2：10）牧师要求大家回家把过往神所赏
赐给我们的恩典一一写下来。我一下子就记起以前在我遇到困难时，神搭救我的经
历。现在，我身陷泥潭，神也一样会救我的。
我们一家人过了愉快的一天，参观水族馆，看企鹅，看海豚。晚上我再问我先生愿
不愿意去找芝加哥的律师来咨询，他甘心地答应了！感谢主，在建良和我的心里做
了奇妙的工，改变更新我们的心意。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你是否正陷在困境中？如果是，数算一下神过去赐给你的恩典
和帮助，全心全意地来信靠这位昨天，今天，明天永不改变的神。愿神祝福你们，
赐信心给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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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受挤压
你有过受挤压的感受吗？例如一个人死了。他的妻子想为他办追思礼仪，而他的兄
弟叔伯想为他办道教，佛教的葬礼。 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产生了冲突，当事人就会
感受到挤压. 前两天， 我感觉被挤得很厉害。我先生要我听他的，我的姐姐们要我
听她们的。但是我谁也不想得罪，真是为难。听到一篇信息，讲亚哈王为何成为圣
经里记录下来的最坏的人之一，在于他放纵心里的欲望，做错了选择。他跟从了他
父亲拜偶像的坏榜样，他与不敬畏神的外邦人的王做了朋友，他还娶了拜巴力的异
邦公主为妻。牧师说，你若感到受挤压，你就该祷告，求神赐你智慧，让你明白什
么是合神心意的选择。听完信息后，我祷告求神帮助，赐我话语去跟姐姐们和丈夫
好好地沟通。我很诚恳地告诉姐姐们我不离婚是因为我相信有一天神会更新建良，
让认识他的人都因为神在他身上的作为归荣耀给神。奇妙的是姐姐们居然达成共
识，不再逼我离婚，也说可以接纳我作为基督徒的我。感谢主，赞美主！
3. 耶和华以勒
2009 年 6 月 24 号，奇妙的事发生在我家。我家在 Village manor 公寓住了两年，房
租很便宜，离小学，公园，超市都很近，但就是没有院子给孩子们玩。绮绮很不喜
欢邻居抽烟，乱丢烟头和狗屎，邻居们也常常在半夜里狂欢。再加上最近房屋贷款
的利率比较低，我们决定买房。6 月 5 号，我们终于找到一间大家都能同意的的房
子，但是我们必须在 6 月 25 号搬出公寓，而用所剩 20 天来申请房屋贷款是不够
的。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一位愿意帮我们办理房屋贷款的经纪人。
6 月 23 日，听到消息说贷款基本上没有问题，但还需要一段时间处理整个贷款的
申请材料，致使原定于 6 月 24 日的房屋过户的预约取消了。这件事让卖主很生气
。
6 月 24 日清早，我和我的外甥当着我姐姐的面大声祷告，求神让我们在 6 月 25
日能搬进新的地址。我想让我姐姐看见，当我们诚恳地向神祷告时，神迹会临到我
们。24 号傍晚我得到消息说贷款批准了，但还需 72 小时工作时间来处理，房屋过
户要等到 6 月 30 号早上。我感谢神在短短的 20 天内贷款可以批下来，但是 6 月
30 号办房屋过户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不便。从 26 到 29 号这 4 天我们一家需要找
地方住，所有的东西要找地方放，而原住的公寓也不同意让我们再多租几天，说要
么再租一个月,要么搬走。后来在赵晖的提醒下我问贷款经纪人可不可以交钱办贷
款加急处理，结果也不行。在我百般焦急时，一位姐妹主动提出让我们一家人去她
们家打地铺，我真是被她的热情所感动。赵晖和爱爱也都愿意让我们去她们家暂
住，买房经纪人还说有一间空的办公室可以给我们存放东西。因着众人的关爱，在
短短一小时内就有了一个可行的计划，虽然有一些不方便，但是总归是有地方住
了。所以晚上我们开始装箱，搬运。就在我送帮我一起装箱的龙娟和小小姐妹回家
的时候，我的房屋经纪人打电话来说卖主愿意让我租她们的房子过这 4 天，每天的
租金是$50。 这个消息太好了！10 分钟后房屋经纪人又打电话说卖主她们已经在那
边拆卖屋的牌子，叫我马上去拿钥匙。这样当晚就可以搬进去，孩子们可以睡个安
稳觉，我们也可以搬一些东西过去，以便于公寓的整理和清扫，而所付的租金也在
我的预算范围之内。我再一次经历到从神而来的平安。
诗篇 28：6-7 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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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
牌；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
掌管宇宙万物的神，他聆听我的呼声，应允我的恳求、他供应了我的需要。他是耶
和华以勒，他是我的神，我的主。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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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essings Along the Road
Tianhong Shi
1. Being Stuck

Have you ever felt that you are deeply stuck? There is no hope, no help, and no solution?
Maybe it is your work, your study, your dissertation writing, your marriage, your relationship,
your emotion, your health, etc.
For me, it is about communication with my husband. We had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important issues. I want to persuade him to consult the lawyer about his legal status, but he
doesn’t want to spend this money. If I obey him, things will go worse for him. However, if I
disobey him, it is against the teaching of the Bible. I felt I was deeply stuck and I don’t have
the faintest idea what I should do. I talked to Sister Yaguo. She told me to wait patiently. I
took the advice reluctantly. During that Friday evening’s fellowship, we watched a movie
together called Faith like Potatoes. I was deeply touched by the movie. I am sure everyone
watching the movie heard the line “Faith is like potatoes. You can feel it. You can smell it.
” It is such a plain but vivid metaphor. What struck me most was the next line -- “The seed
for a great miracle lies not in difficulty, but impossibility.” If Angus Buchan can trust God to
raise a harvest of potatoes in the long months of drought, why can’t I trust God to provide a
solution to my problem? That night, I found enough faith to pray to God to ask for something
again. I asked God to change my heart so that I will be at peace even if things did not go as I
wished.
I spent a quiet Saturday at home with the kids. The restlessness left me and I found peace
again. I prayed to God more earnestly for providing us a solution. On Sunday morning, I
attended an 8:00AM worship service so that I can have enough time to take the kids to visit
Chicago Shedd Aquarium for free that day. The message was the first of a new series called
“Facing your past”. The pastor talked about what to do when you are stuck by looking at
two examples in the Bible: David and Job. When David and Job were stuck, they both used
one same strategy: to recount the past blessings of the Lord and have faith in the sovereignty
of the Lord. When David was stuck, David said: “Jehovah that delivered me out of the paw
of the lion, and out of the paw of the bear, he will deliver me out of the hand of this Philistine.
” (1 Samuel 17: 37) When Job was stuck in loss of children, wealth and health, he said: “
Jehovah gave, and Jehovah hath taken away; blessed be the name of Jehovah. … shall we
receive good at the hand of God, and shall we not receive evil?) (Job 1: 21, Job 2: 10) The
pastor asks everyone to make a list of God’s past blessings. At that time, I remembered
many miraculous things God has done for me personally. And I have no doubt that He can
take care of my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vide me a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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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had a wonderful day at the Aquarium. On that night, I asked my husband again if he
would meet with the immigration lawyer to get help with his visa issue. He said yes!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are you stuck in some kind of situation? If you are, count the
blessings of God and trust in the power and love of the one sovereign God who loved you
before, who loves you now and will love you tomorrow. He never changes.
2. Being Squeezed
Have you ever felt being squeezed? I felt I was being squeezed by both my sisters and my
husband. Then I heard a message talking about one of the worst persons in the Bible – King
Ahab. The advice I got from the message is that I should pray when I am being squeezed.
Ahab became one of the worst people mentioned in the Bible because he chose to follow his
father’s bad example, he made friends with pagan kings, he married a princess who was
practicing idolatry, and he followed his own heart of greed. When the society and culture goes
against the teachings of the Bible, we need to pray to God to give us wisdom and courage to
follow God’s rules. After hearing this message, I prayed to God for a way out of my
dilemma. I do not want to become my sisters’ enemy. I do not want to become my husband
’s enemy either. I talked to my sisters frankly and got them to understand that I choose to
remain married to my husband because I have faith and hope in God that He will renew
Jianliang’s life. Amazingly, my sisters stopped pushing me for a divorce. They said that they
could acknowledge and accept me as a Christian!
I knew other people were being squeezed for what they believe. Someone died. One side of
the family wanted a Christian memorial funeral service. And the other side of the family
wanted a Buddhism or Taoism funeral. In the end, because they stick to what they believed,
they were able to hold a Christian memorial funeral service and many people heard about God
’s salvation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ir lives.
What I learned is that if you ever feel being squeezed, pray to God and examine God’s will,
and you will know what to do.
3. The LORD Will Provide
Amazing things happened at my home on June 24, 2009.
My family lived in Village Manor apartment for two years. It was close to Cumberland
Elementary school for the kids and to grocery stores, parks and playgrounds as well. The rent
is also cheap. I paid $735 for rent plus $90 to $100 for the electricity bill monthly, for a threebedroom spacious apartment with no water, gas or trash bills. But there is no backyard for the
kids to play. And Joy disliked the neighbors very much because they smoke and left cigarette
buds and dog poo everywhere. The neighbors also hold wild parties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So we decided to move. And by June 5, we finally found a house that we can at least
agree on. But our apartment lease ends on June 25 and we need to move out of the a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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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9:00 am on June 26. 20 days really is not enough for getting a mortgage loan.
Somehow a very efficient mortgage loan agent was willing to help us try to get the loan as fast
as possible. On June 23, we heard that the loan should be ok but needs a few more working
days to process and finalize. So the original closing date June 24 needs to be extended, which
made the seller very angry.
On the morning of June 24, I gathered the kids and my nephew and we prayed in front of my
sister (who claims to be a Buddhist) to ask God to help us and bless us and to let my sister see
that when we pray sincerely, amazing things will happen. We prayed that we could move into
the new place on June 25. In the afternoon of June 24, we heard that we can finish the closure
of the house purchase on June 30. I was thankful for the quick process of the loan, although it
would be better if the closing could be done on June 25, so we could move in the new place
directly. Closing on June 30 puts us in a difficult situation, which means that we need to find a
place to stay for four days, and we need to move everything twice. We could extend the
apartment contract for one more month. But paying $735 for four days’ stay is not very
realistic for my budget if I also have to pay for the new place in a few days. Two Motel rooms
for four nights are around $500 and too expensive for me as well because we have 5 people in
the family plus my sister and my nephew who are visiting and helping us. $200 to $300 would
be a reasonable price I am willing to pay to stay for the next four days, I talked to myself as I
tried to figure out which way is more economical. In the evening of June 24, I called the
mortgage loan broker to see if I can pay to expedite the loan application process but was told
no. Without me asking for help, a sister offered us to stay in her house. Another family
offered their entire house for us to stay while they are on vacation. Two sisters came to help
me pack and many brothers and friend came to help us move. The realtor offered a storage
space in her office building for us to store everything. So by 7:00PM on June 24, we had a
workable plan with some inconvenience on our family and the family who is offering us a
place to stay. Around 10:00PM, when I was sending the packing helpers home, I received a
phone call from the realtor telling me that the seller was willing to let me move in to the house
starting on June 25 with $50 rent for each day before the closing day. 10 minutes later, the
realtor called me again and informed me that we could move in the very night on June 24 if
we wanted to. I was overjoyed. I knew the Lord was answering my prayer. Now the kids have
a place to sleep and eat and play while we are busy packing, moving, and cleaning. And we
will have a place to cook. The daily rent is within my budget.
In Psalm 28: 6-7, it says: “Blessed be the LORD, Because He has heard the voice of my
supplication. The LORD is my strength and my shield; My heart trusts in Him, and I am
helped; Therefore my heart exults, And with my song I shall thank Him.”
I truly experienced the help I needed from the LORD during my moving. The God who
governs the whole universe cares for me, listens to my prayer, and answers my prayer. He is
my provider. He is my God and my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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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我的结婚见证
涂惠芳
好几年前，我刚信主的时候，就有个心愿，有一天要在结婚的事情上为主作见证，
见证神怎么样在婚姻上祝福我。可是，在婚礼的那天，当我穿上雪白的婚纱时，我
才明白，慈爱的神不止为我预备了这美好的婚姻，预备了彼此相爱一起同行天路的
弟兄，神更是把一个污秽的罪人、不配的女人，洗净了，洗白了，从罪污里面救出
来，从粪堆里面提拨出来，并且为她预备一个神所喜悦的婚姻，让她在什么样的事
情上跌倒坠落，也从那里被重新建造与洁净更新，由此向人显明，不是谁配，乃是
神的怜悯与恩典。惟有他是主，他是神。
耶稣有一次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在井边碰到一个女人，耶稣告诉那个女人，“约
4:18 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这一个
女人立刻就知道耶稣是个先知，后来更是回到城里向人做见证，以至于城里的人都
出城往耶稣那里去。
我就是那个井边的女人。我的家教非常严格，父母尽已所能地爱我，为我提供一切
可能的条件供我读书，在学校多年，一直成绩都不错，年年三好学生。而且老师同
学都喜欢，因为我表面上很谦虚，跟谁都和得来。其实，内心里既骄傲又悖逆，而
且好奇心非常旺盛。这些潜藏的罪，到了时候就表现出来了。
从20岁出头到32岁，这十多年间，我的情感经历非常坎坷。我和我父母在我交男友
的事情上常常意见不同，我悖逆到一个地步，他们越反对的人，我越会去交往。因
为我觉得我那时已经是个人格独立的人，他们不能管我，而且在我眼中看来他们失
败的婚姻生活实在也使他们没有资格对我的选择指手划脚。在这一方面，我从来不
会主动征求父母的意见，谈不上任何对他们的尊重。只要他们一反对，我就觉得他
们又想管我了。却不去好好了解他们反对的理由，没有看到，因着他们人生的阅
历，有一些方面，是当时很年轻的我想不到，也看不到的。我全不理解，虽然他们
管教我的方法也许不够好，但是他们爱我的心却与其他父母爱孩子的心毫无二致。
现在想来，如果我能够有一颗顺服的心，听从我父母的建议，相信我不用走那么多
的弯路，错得那么离谱。但当年，我却是完全自以为是的，只要自己喜欢，不管父
母的态度。而且，我虽然所接受的是很传统的教育，内心知道对错，可是却不能够
照着对的标准去做，我完全把爱情当成一个偶像，被爱情冲昏头脑，认为只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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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婚前性关系是可以的。在这十多年间，谈过数个男友，婚前性关系，堕胎、离
婚、当第三者，这些罪，没有一件我没有犯过。如同加拉太书6章8节：“顺着情欲
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 我这样一个表
面上看上去努力工作、积极进取的人，实际上内里却完全被罪恶所缠住了，收获的
是全然的败坏。虽然没有人知道，但是我知道自己的丑恶肮脏。
大约在我信主前的一年多时间，我整天生活在恨人恨已的心态中。恨别人亏欠我、
欺骗我，恨自己有眼无珠全都遇人不淑，也恨自己的生活跟自己的道德标准完全相
反，恨自己这么肮脏污秽，我却完全无力自拨。我知道自己错得实在离谱，是个罪
人，却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那个时候，完全忘记了我曾经听到的福音（1999
年，我的好朋友曾经向我传过福音，但是我那时却认为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有上
帝，是一个不错的主意，我甚至在日记中还求上帝帮助我一些事情，但是我却完全
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虽然我已经犯了很多的罪，内心常常没有平安，但我却用这
样那样的理由，为自己开脱了）。
正如经上所记，“诗14:1-3 （大卫的诗，交与伶长。）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
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
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也没有。”一个全然败坏的罪人，当然不会主动地去寻找神。可是，主耶稣
自己直接在互联网上找到了我，我一生所犯的所有罪恶过犯，在我信主的当晚全都
如放电影一样从眼前飞速闪过，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所得罪的是神。我向神悔
改认罪，当晚信了主耶稣，慢慢开始体会到什么是赦罪的平安（参我的得救见证：
http://lookupon.ccblog.net/archives/2007/27716.html )。
我很怕自己回到从前的生活中，不断地追逐爱情，却完全不懂得什么是爱，反而深
陷泥淖。我知道自己在感情的事情上面，非常软弱也非常无能，完全不懂得识人之
道。所以一信主，我就跟神为着婚姻与感情的事情做了个祷告：主啊，你知道我是
很笨的人，我不知道看人的内心，你知道每个人的内心，你也知道谁最合适我，求
你保守我引导我，并且明明白白告诉我，哪一个是你为我预备的人。
当时我的信心很强，相信神能把我从这样深的罪恶中拯救出来，神也必能为我预备
婚姻。神不是天父吗？我父母这样在意我的婚姻，我天上的父神岂不是也会关心这
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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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为着婚姻的事情向神祷告，为着自己的过去所犯的罪向神悔改，祈求神的
赦免，但我心中对于婚姻与感情的观念仍然是我信主前的那一套，还在寻求世间的
爱情，那种“直教人生死相许”的爱情。爱情至上这个偶像仍然没有从心中挪去。
为着写见证，我查了从前的日记，就在信主前，我开始暗恋自己一个老师，虽然明
知道对方有同居女友，知道对方是一个佛教徒。这种暗恋持续了几个月。2004年年
中，因为想要结婚，我在一个非基督徒的交友网站注册，随后认识了一个比我大不
少的人，一开始我就明确告诉他，我要找一个基督徒，他说他不是，不过他去教会
有三年了，很想多了解圣经，而且相信自己有一天会信。他很有诚意，很快飞来我
的学校看我。我开始和他交往，希望可以把福音传给他，带他信耶稣。诚实地说，
我那时候很喜欢他，但同时也对他的得救极有负担。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为他能
信耶稣禁食迫切祷告，求圣灵在他心中动工，好叫他明白自己的罪，知道也承认主
耶稣是他的救主与生命的主。祷告迫切到一个地步，我向主说，主啊，如果你救了
他的灵魂，就算是我们的交往最终不成，我也愿意。这一个祷告，是因为我实在太
愿意他信耶稣，也明白一个人的灵魂能得救，脱离黑暗与永死，实在比什么都强。
但我不知道，这个祷告，神照着它本来的意思成就了。祷告了一个多月，有一天晚
上，我照例为他的得救祷告，突然之间，一种说不出的平安进到我心里，那种感觉
完全无法描写，那时我知道神应允了我的祷告，他就要信耶稣了。
然而，他还没有信耶稣，我却很快地在感情上陷进去。并且在去他所在的城市看望
他的时候，犯罪跌倒，发生婚前性关系。我知道这很得罪神，非常痛苦，就想用自
己的办法遮盖这个罪，提出两个选择给他：要么结婚，要么分手。我当时以为，我
比他小这么多，愿意嫁给他，他一定会同意的。这样，我们一结婚，这个婚前性关
系的罪就可以被遮掩起来了。我那时错误地以为，只要结婚了，就不算犯罪了，就
没事了。
他不愿意选任何一种，因为他认为性关系是爱情的升华，很美好，认为我不应当有
罪恶感，而当时结婚也太匆促，他需要更多时间来了解彼此。他的说法是与我从前
的观念是一致的。但信主以后，我很清楚地知道没有婚姻的性，就是奸淫。于是，
在神借着他的选择封闭了我逃避与遮盖罪的打算以后，我只能分手，而且老老实实
地回到神面前去认罪悔改。分手的第二天，圣灵奇妙地做工，他悔改信主了。不过
，这段交往也很快地结束了。
我虽然认罪悔改，但我却没有平安，不知道主到底是否赦免我的罪。我很害怕，万
一主不赦免我怎么办。我之所以这么害怕，是因为，如果说不信主时所犯的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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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认识神，那么信耶稣以后，明知道是罪，还要犯，这样的犯罪，主会赦免
吗？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不敢亲近主，怕祷告，怕读经，因为觉得自己污秽不
配。虽然照常去教会、甚至每早上参加在教会里面的晨更，那也只是因为怕别人看
出我的不对劲。我不想让我的罪被人知道。虽然我每日被是否得主赦免的问题所困
扰，我却不敢去咨询牧师，因为这样势必要提到自己所犯的罪，这是多么羞耻的事
情。直到一个主日，我教青少年主日学，有一节经文，让我得到释放，“赛1:18耶
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
必白如羊毛。” 主耶稣让我看到，我的罪虽如朱红，他却洗我洁白。当天晚上，
我又读到一节经文，更确信神已经赦免了我，约一1:9：“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http://lookupon.ccblog.net/archives/2005/2317.html)。
当我确信神赦免了我，我得到了释放。我想这事就永远不要再提了吧。就跟主祷告
说，主啊，我所犯的罪，只有你和我知道，我再也不要提到它啦，也求你保守我不
要再犯罪。数年后再来看这个祷告，真是出于自我中心，神赦免了我，但我却只想
得赦免，得恩典，不想传扬主耶稣做在我身上的一切。在圣经中，那个患了血漏的
女人因为摸主的衣裳而得了医治，当耶稣问起来的时候，她就出来当着众人的面承
认了她得医治的事情。
有一天中午，应当是2005年3月中旬的一天，和一个姐妹一起吃饭，正边吃边说
话，忽然有个声音在我的脑中说，“告诉她”。我马上就知道，是主耶稣要我把我
犯罪以后得赦免的事情告诉这个姐妹。我觉得很羞耻，就不肯，就在心里说，主
啊，这太难了。可是主接着又说了两遍。我只好伏下来说，好吧，主啊，我说。这
个姐妹当时跟我不算很亲近，要跟她讲这样一件羞耻的事情，实在不知从何开口。
只好跟她说，吃完饭去学校一个很安静的地方。车停下来的时候，我鼓起勇气说，
神要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过我下面说的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情。接着，我把所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跟她讲了一遍。没想到讲完了，这个姐妹
说，感谢神，我一直在祷告，求神帮助我脱离捆绑，脱离我的罪，我甚至禁食祷
告，都没有办法。谢谢你将你的见证告诉我，现在我知道神要帮助我，我有信心
了。后来我们开始天天一起祷告了一段时间，她即时脱离了她的过犯。
后来在读到主耶稣对彼得所说的话“路22:31-32 主又说，西门，西门，撒但想要得
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
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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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主在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前所说的。我才明白，无论我们人怎么失败跌倒，主永
远是可信的。他知道我们一切所行的，就是这样的失败跌倒的经历，主仍然不止要
救我们这样失败的人，他还要用我们去帮助别人。主能够从废墟中重建我们，能把
粪堆变成可用的东西。
现在回忆起来，神实在是赐各样安慰的神。我因为自己犯罪得罪神，陷在不洁的关
系里面，分开之后的痛苦是我当受的。可是，神却安慰了我。就在分开之后的第二
天，当我去看一个刚认识不久的朋友时，她居然做了一个蛋糕送给我。当天回到
家，在那一个非年非节非我生日的时候，我居然收到一个远方的朋友邮寄的一束
花，问起来，朋友说不知道怎么就选了这一天送花给我。但是，神知道，他不在时
间空间之内，他知道一切的事情。虽然我是这样的不配，但是神却把我所不配得、
不当得的爱与安慰给了我。
经过04年的事情以后，我开始完全地把交友与婚姻的事情交在神手中，更加谨慎地
在神面祷告寻求。想起来从前一次一次在交友与婚姻的事情上犯罪得罪神，按照自
己的喜好而行，却一次次地失败。我知道我自己的择偶标准与对人的喜悦标准一定
有问题。就开始为这事祷告。正好与此同时，也看到有见证说起，要把自己的择偶
标准带到神面前，告诉神自己想要找什么样的人。结果神就照着那人所求的给她赐
了一个完全合乎她所求的人。那个见证是到这里为止了。但我深想起来，却觉得，
如果只告诉神，我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就象在神面前，要神照我的意思订做一个
人一样。我这有罪的人，如果带着被世俗所沾染的标准向神求，神怎么会给我呢？
正如雅各书4:2下-3上“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
们妄求。” 所以，我在祷告中，把自己的择偶标准一条一条地带到神面前，并且
跟神说，主啊，这是我一直以来所想找的人，但你知道我是没有智慧的，不知道什
么样的人合适我，更不知道什么样的婚姻讨你喜悦，求你拿掉我所有的标准中不合
你心意的地方，愿我所求的蒙你悦纳。
我以前对于身高有极其严格的要求，就是一定要170cm 以上，我甚至练出一种本
事，这人是169cm 还是170cm,我都能看出来。因为我固执地觉得，一个男人如果没
有170cm 以上，不能给我安全感。但是，一段时间的祷告以后，神将这一条拿掉
了。祂让我看到，我的安全感，不应当是来自于任何人，而应当是来自于神。一个
人的身高也并不重要，有的是外表高大但内心怯弱的男性。我也曾经把不要戴眼镜
算为标准之一，但神也把它拿掉了。所余下的标准，就是信主，真正地敬畏神，愿
意服事主，在属灵的事情上比我长进，能够带领我，而且性格温厚。神也带我愈来
愈明白，每一个神儿女的婚姻，都不应当是象外邦人一样只求自己幸福的。而应当
是用婚姻来荣耀神、服事神服事人的。所生的儿女也当照着神的心意来教养成敬虔
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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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清楚了，我就开始照着这个标准积极祷告，心里面也有一些把握，因为知道这
是合神心意的，神必垂听。那个时候，神也带我看清一件事情，就是我虽然当时也
许并不认识这个弟兄，可是在神的计划中，祂早已预备了我们未来的婚姻。神要我
为那个弟兄祷告，也许他当时不信主，也许并不敬虔，但是神要我为他祷告，求神
兴起他来，复兴他，能够做一个敬畏神、专心跟从神的人。

有时候，四面环顾，好象没有一个合适的人，祷告祷告着，就会有点灰心。但是，
神借着一个见证来激励我。那个见证是关于1960年代香港一间教会的事情。当时，
其实也象今天很多教会一样，那间教会里面单身的姐妹很多，可是却没有什么单身
弟兄。这些姐妹们年纪一天天地大了，都有些着急，有些人甚至想找不信主的人结
婚。他们的牧师很有信心，也有属灵的智慧，就把姐妹们组织起来祷告，告诉她
们，神必会为她们预备，但是她们不要只为自己求，要为别人求，要凭着信心祷
告，求主将更多的得救的人数加到教会中来，也求主带更多的得救的单身弟兄来教
会，兴起他们来服事教会。这些姐妹们真的如此求了，神也照着他们所求的成就
了。过了一段时间，很多的单身弟兄来到教会，而且他们虽然比这些姐妹后信主，
但是成长却很快，能在教会各种服事中起带领的作用。那些凭着信心等候神的姐妹
后来全都嫁给了主内的弟兄。

这一个见证，让我很感动，也帮助我去思想我所信的神。祂是全能的神，在人难成
的，在神岂有难成的事情吗？神能从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神岂不能为那
些仰望祂的慈爱与信实的孩子们预备配偶吗？我深信，神能，因他的慈爱长存。

2005年5月下旬，我参加了一个基督徒的门徒训练营，为期一周，那一周有很多事
情，但跟我在婚姻上的祷告与等候有关的有两件事情：

一是，第一次我得到主关于我的婚姻的清楚的应许。在训练营的第二天或者是第三
天晚上，我照例在睡觉前灵修，按照顺序读经读到历代志上17章的时候，一节经文
忽然就跳出来，如同放大一样显在我眼前：“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
（历代志上17：10下），这句话一出来，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当神跟我们说话的
时候，你不会疑惑的，清清楚楚地，我知道，神借着这一节经文应许我，必为我建
立家室。我跪在神面前，含着泪把后面的经文读完，因为大卫王所说的很多话，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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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想要说的，“代上17:16 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神
阿，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代上17:17 神阿，这在你眼中
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耶和华神阿，你看顾我好像看顾高贵的
人。”那个时候，当神向我说话，将这宝贵的应许给我的时候，我深知道，我算什
么呢？全能的神，天地的主，何等尊荣，竟愿意看顾一个如虫一样的我，这是何等
的爱。

二是，得到了神的应许以后，我发现了一个弟兄。这个弟兄，我认识有一两年了，
也有同工的机会，也有姐妹开过我们的玩笑，但我都没有感觉，可是这次这个弟兄
也一起参加了这个训练营。我的眼睛好象突然开了一样，看到这个弟兄其实是个很
爱主、很追求的弟兄。我开始对他有好感。可是，我也怕这个好感是不当有的。于
是，我就跟主祷告，主啊，我也不知道这个好感是不是你所喜悦的。如果你不喜
悦，那么明天早上吃饭的时候，求你叫我们不要分在一张桌子，如果这个好感，是
你喜悦的，求你叫我们明天早上坐同一张桌子前。阿门。那时，吃饭是要抽签的，
一共8、9张桌子，一张桌子可以坐6个人，抽到几号，就坐几号桌。坐同一张桌
子，算是小概率事件。结果，那天早上，我们竟然坐一张桌子。我很惊讶。也以为
神喜悦我对这位弟兄的好感。

但问题是，这位弟兄很快就要离开了，按原订计划，他是要离开几个月，再回来。
我一想到他要离开，就挺忧愁的，就老在神面前求，求神能将他留下来。说实在
的，我仍然是照着自己的意思求。这么求了两周的样子，在2005年6月12日，正在
照例为这事祈求的时候，神忽然对我说话，“如果我把他带回 A 地（注：我将地
名隐去了），如果我不祝福你们的交往，你要不要顺服我？”这个问题，我回答不
了。因为我不明白，神为什么不祝福呢？说实在的，我对这个弟兄的好感，完全来
自于他对神的敬畏与爱。他若不爱神，我不可能喜欢他。为什么神不祝福呢？神只
是在试试我吗？挣扎了一周以后，6月19日，我勉勉强强地跟神说，主啊，我愿意
顺服你，因为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
的心中充满了疑惑与不解，特别是觉得我上次求的应证和神这次说的话似乎是矛盾
的。怎么理解呢？就在第二天，6月20日，我有机会见到这位弟兄，他告诉我说，
他当天已经订好了回 A 地的机票。

我因心中疑惑，就继续为这事祷告，其实也是因我不能顺服下来，我还希望神能祝
福我们。我仍然向神求，如果神愿意我们交往，求主让这位弟兄在走之前主动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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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一次。我没有求谈什么，就是求谈一次。结果那位弟兄走的前一天，他参加完早
上的灵修，大家纷纷散去的时候，他叫住我，单独和我谈了谈，完全跟感情无关的
事情。但我那时内心非常平静，也很清楚不是时候谈论任何除了弟兄姐妹一般交通
之外的事情。当我们告别的时候，神的声音清晰地对我说，“我所作的，你如今不
知道，后来必明白。”我将这话存记在心里，回去查了圣经才知道，原来是约翰福
音13：7耶稣所说的话。

我曾说过，我是极其悖逆的人。在这事上，尤其如此。神的心意，已经如此清楚地
告诉了我，他不祝福我们，但我仍然不顺服。仍然时常为此祷告。事情很快一点点
地显明出来，这位弟兄回到 A 地，并没有按原订计划回来，而是一直留在了那
边，直到现在仍然在那里。人不知道，但是神知道。最最重要的，我也明白，我和
这位弟兄的呼召是不一样的，我已经在2005年3月就向神许愿说，我要全时间服事
神。而我很清楚这位弟兄并没有这样的呼召。但我私心希望，神有一天改变他，也
呼召他全时间服事神。

我真正完全彻底地放下此事，完全顺服神，是到2007年4月读民数记22章，读到巴
兰的两次祷告，最后神让他去巴勒那里，但又在路上派天使拦阻他。我就立刻明
白，我象巴兰一样，不顺服主，这两年来，许多的祷告竟然全是逆着主的旨意而求
的。在巴兰第一次求问神的时候，耶和华神就已经明确地告诉他，不要去诅咒以色
列人。但第二次巴勒派人送来更多的财宝给巴兰，巴兰的心里就起了贪念，他实在
是想随着巴勒的使者去，于是就又去求问神。与第一次求问不同的是，他第二次祷
告，是在明知神的旨意（不许他诅咒以色列人）的情形下，仍然希望神能允许他
去。在祷告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自己很强的主观倾向，根本不是存着谦卑的心来求
问神。巴兰的心中有诡诈，神岂能不知？于是神允许他去，好在路上管教他。
我在2005年6月中求问神的时候，神已经问过我，如果祂带那位弟兄回 A 城，如果
他不祝福我们，我是否愿意顺服？过了整整一周，我才能向神说，是的，我愿意顺
服。但这个回应是何等的心不甘情不愿。以致后来仍然多次求问神。结果神也就任
由我这样，而借着这两年的种种，让我看到不顺服，是何等的可怕糟糕。我知道这
两年来与神的关系，全不似2005年6月以前与神的亲密，但我竟不知是自己的悖逆
令主忧伤。
感谢主，当我读到巴兰这个故事的时候，立刻省悟到神在前后两次的回答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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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我在明知道神的旨意的情形下，仍然去求问，神就任凭我。我却以为神在
2005年在那位弟兄走之前他找我谈一次是一个正面的回应。两年前我所犯下的是得
罪神的过犯。赶快到主面前去认罪，求主赦免，也求主洁净。求主让我重新有清洁
的心、正直的灵。我愿意完全地顺服主，主看怎样为美，便怎样成就在我身上。

我一再地思想这前前后后的经过，越来越明白，神借着这一件事情，要让我明白，
真正的顺服，不是明白了才去做。主的旨意一显明，不管明白或者不明白，都要马
上顺服而行。而我竟然不敬畏神，硬着颈项、顺着自己的私欲求了这么久，还满以
为我所求的为美，以为我向神要一位属灵的弟兄，这是对的，就非常理直气壮。全
然不懂得，神向我要的，是一颗全然顺服祂的心。而且，我是谁？我自以为有智
慧，自以为明白主的心，其实，我不过是愚昧人。不相信主的全智，还要向全能者
强辩，以自己眼睛看到的为最好的，却不知道，主的旨意才是最美善的。

我也在后来的一些姐妹身上看到类似于我的想法。看到一个弟兄觉得不错，就觉得
是最好的，非要向神要不可。可是，我们何等有限，我们真的不知道，神为我们预
备的那一位，才是最适合我们的，合乎神心意的，才是上好的祝福。而我们却以自
己的有限，抓住次好的不放。

注意，我在这里所说的次好，不是指某某人是次好的，而是说一切不是出于神的旨
意的，有时候尽管看起来不是犯罪，但仍然只是次好的。一个人对 A 来说是次
好，但是对 B 来说，由神所配就是上好的。所以最最关键的，是明白神的心意，
并且不折不扣地顺服。

自从神带那位弟兄离开以后，我清楚地看到神在关门，中间虽然有些热心地弟兄姐
妹想要介绍一些主内弟兄，但神都把门关上了。我在等候中也越来越疑惑，2005年
5月下旬神所说的“必为你建立家室”的应许是我理解错了吗？越等越不确定了。
心里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身边年纪差不多的姐妹也相继结婚或者有了男友。只有
我，似乎还在等候，孤单一人，不知道前面到底如何。

2005年12月12日，我从学校回家的路上，这样的愁绪又积在心中，我也想起一些我
认识的单身弟兄或者姐妹，年纪在40、50，有的人过得很喜乐，有的却是急急忙忙
地想找一个结婚对象，或者过得并不开心。看不出是有单身恩赐的。我怕我自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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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此，不要过着单身生活却并不能荣耀神。回到家就赶快俯伏到神面前去祷告，
把一些忧虑重担都卸给神，因为我深知他顾念我们。我求神清楚地告诉我，到底是
真的要让我结婚呢，还是今后都单身？我自认没有单身恩赐，如果主要我单身，求
主给我力量，让我可以过得喜乐，而不是愁苦。我一直哭一直哭，一直祷告，直到
为着此事的负担都交托了，就再为其他的人与事祷告，为别人的得救祷告。祷告完
了，我的心里面充满了感恩，因为知道主都听见，主都知道，也知道，他一直带我
前行，没有丢下我不管。就准备读一篇诗篇来赞美主，一打开圣经，正好是诗篇68
篇，从起头读到第6节时，我不禁哭了，因为第6节写着：“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
囚的出来享福，惟有悖逆的住在干燥之地。”我没想到，神这样快就回答了我。感
谢主，他这样地眷顾我，让我知道他最终还是要祝福我的，是要给我一个家的。

自此以后，我的心安静了很多，后面毕业、去新地方工作，一晃就到了2006年底。
2006年12月21日，为工作的事情、感情的事情在神面前禁食祷告一天，求问神，神
啊，已经过了一年了，你什么时候成就你所应许的呢？第二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个念
头想到的居然是约瑟的一生。他无辜被冤枉关在监牢中，后来过了好几年才被人想
起。可是约瑟没有抱怨。因为他对神有信心。也许他不能看到很远，要过很久才知
道神带他到埃及这么多年的心意，为了保存雅各家，可是他对神有信心。在神手中
有什么不好呢？这让我深得安慰。是的，我不知道神何时成就他的应许？可是有神
的话在那里，不是很好吗？我岂不是就可以得着安息吗？因为我们在他手中，虽然
不知道明天如何，但确知明天由他掌管，这不就够了吗？进入这样的安息，是何等
甜蜜。感谢主。想到神的话，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想到神说我们得救在乎
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感谢神，借着这些话，让我看到住在主的安息里
面，是何等的美好。而进入这安息，需要的是信心，完全的交托、信靠。信他怎样
说，也必怎样成就。感谢赞美主。

神借着约瑟，让我看见，我仍然要等候，正如当约瑟在监中时，神并没有告诉他，
什么时候他能出狱，但是神与他同在。我也知道，神一直与我同在。

再过半年，2007年5月底，当我又在思想婚姻的事情时，主再一次肯定地对我说，
我要将最好的赐给你，比你从前所看为美的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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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的过程中，总是有软弱、疑惑、动摇的时候，但每一次这些情绪来扰乱的时
候，我就默念保罗所说的那句话，“徒27:25 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
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有时候，信心软弱，会只看环境，碰到教会新来一
个单身弟兄，就会想，这是神预备的吗？后来，神光照我，看到这小信的罪，就向
神认罪，不再去东猜西想，而专心等候他了，因为出于神的，神必让我们清清楚楚
地知道，不是用猜的，更不会似是而非的。

神也实在是在等候的过程中操练我们的信心。等候决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凭着信
心继续跟随主、服事主。神从2007年3月开始带领我和另一位姐妹开始了每天早上
电话晨祷，为大大小小各样的事情祷告。这个姐妹也成了我属灵上亲密的朋友，一
路见证神怎样带领我。有时候，我们谈到婚姻的事情，谈到周围没有一个合适的弟
兄时，我们还开玩笑说，神要想做，一定能空降一个。这是不凭眼见，只凭信心。

2007年夏，有主内朋友出于爱心建议我还是要扩大交往面，就去约拿的家交友中心
和中国基督徒婚姻网注册了帐号和个人资料，但是后来心中却不平安，因为经上
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罗14：23），我很快也就不再登录那些网站去试
图认识人了。

转眼到了2008年3月底，读神学院的事情在父母那里得到支持，就开始申请的事
情，喜欢看小说完全没有节制的罪也彻底地对付过了，正在这时，收到一位弟兄的
来信，说是从约拿的家看到我的个人资料的。我告诉他，我要读神学院，一时之间
不会回国，不可能交往。但也好奇，我大半年没有上去，不知道有没有别的信。结
果登录进去，看到有一位弟兄在头一年11月间发来的请求为一个新兴的团契代祷的
信静静地在我邮箱中。我就回了信，表示愿意参加这个祷告团队，因为神一直把做
一个代祷者的感动放在我的心中。

这样子，因着共同的异象与同工，慢慢熟悉起来，我们开始交往，并且很快有机会
见面，非常地肯定这是神所预备的人（神给了一些很明确的 sign,比如我特意介绍
这位弟兄去见我在国内的朋友们，他们都还没有信主，但弟兄把福音传给他们，带
领他们信主，甚至我的朋友们说我虽然也向他们传福音，但是没有弟兄传得有力
量。我听了以后真是又高兴又不服气。同时，不但是得到双方父母的祝福，而且也
得到牧师、其他同工和弟兄姐妹们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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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20日，我们在神面前立约，一生相守，跟随主走天路。
感谢神，他怎样说，也怎样成就了。他的信实永远长存。我们虽然都不配，但是他
却爱我们，愿意照着他的慈爱与怜悯对待我们。他要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身上显出
他莫大的恩典与荣耀来，好叫人传讲他奇妙至善的名。不管是婚姻也好，或者其他
的事情也好，都只是我们经历神的慈爱与信实的一个途径。找一个人结婚不是目
的，找一份好工作不是目的，因着这些事情，而能够认识那至圣者，才是有福的。

如同先知所说的，“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确如晨光，他
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何西阿书6：3）

愿神祝福每一个等候他、仰望他的慈爱的弟兄姐妹，愿我们都能说，“神哪，你的
信实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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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却不忘记你
-- 纪念我的先生张宝泉荣归主怀 10 周年
谢秀君
第一部分: 从冷战到幸福的滋味
我和我的先生张宝泉都是 74 级工农兵学员。78 年 5 月 1 日，是我们领取结婚证的
日子。1984 年宝泉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1987 年硕士毕业以后，在北京新华社对
外部任编辑，记者。1989 年在美国印第安那州 Notre Dame 大学社会系读书。 1992
年 9 月 20 日决志信主。 1995 年取得博士学位。1998 年 7 月 16 日到達美航空 (Delta
Airlines) 做市场分析。1999 年 2 月 17 日 凌晨因肝部疼痛住院，后查出患肝癌。
1999 年 3 月 8 日由亚城吕牧师在病床特别受洗。1999 年 5 月 2 日凌晨 2 点因治疗
无效荣归主怀，终年 50 岁。
在那个年代，和千万牛郎织女一样，我们夫妻分居 12 年。来美国后，全家才得到
团圆。这时，我们的大儿子张畅已经 11 岁。本以为从此以后再也不分开，苦尽甘
来。哪知恩爱小夫妻的磨合期早已错过, 再合在一起有太多的不适应。作为妻子的
我，明明是一整日牵肠挂肚 的 思念和担心，可见面后，无关怀，无体贴, 取而代
之的是一连串的抱怨。疲惫
一天的他更懒得理我。这让我怀念起
曾经独居单相思的日子。那
时不管怎样总是想着对
方的好处，从来没想到会有
无止息的纷争。
不知为什么，经过一段时间
又平静了。后来才发现虽然
却比两地分居的日子更可
没有什么话可说。后来我才
走向死亡的前兆 ─ 冷战！
十几年我对这个家的付出，
对方真心实意地说一声﹕
了”。但得到的却是相反
渐地我把我的婚姻视为患了

的争吵，似乎一切
同在一个屋檐下，
怕。每天彼此之间
知道那其实是婚姻
太可怕了！回想这
心里最想听到 的 是
“对不起，你辛苦
的。真是寒心！ 渐
癌症 ─ 没治了!

记得刚来美国的时候，不会开
车，F-2 的签证又不
能打工。本想在美国也读个学位，可 由于经济拮
据，只好在家里帮别
人带小孩。每天都感到那么的无助，那么的无奈。我在想：我这是往哪里去呀，我
在往哪里走！这样的日子哪年哪月才会到尽头？
有一天，我在家里帮别人看小孩的时候，听到有人敲门。进来了两个美国姐妹，
Jenny 和 Batty。她们一个人给我讲神和耶稣，另一个人帮我看小孩。我想，我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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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钱看孩子，而你來帮我看小孩，讓我去听别人讲关于神的事情，是不是不合适
啊？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她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她们在干什么？。。。。。。
记不起来为什么，有一天早上我们夫妻又因为某件事争执了起来。两个回合以后，
我气得哭了起来，把盘子往水池一扔。盘子碎了，孩子吓哭了。正在这个时候，电
话铃响了，是前几天来帮我带过小孩的 Batty 姐妹。她向我讲到一段经文，是腓立
比书第 4 章 6-7 节：
应当一无罣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
的 告 诉 神 。神 所 赐 、 出 人 意 外 的 平 安 必 在 基 督 耶 稣 里 保 守 你 们 的
心怀意念。

这是 Batty 打给我的唯一的一次电话。放下电话，我激动的情绪慢慢平静了下来。
第一次思想到若不是神，谁会知道我此时此刻的境况和心情呢。祂及时地出现，来
平静我心中的惊涛骇浪。真是奇妙！
1991 年芝加哥举办冬令会。经过我多次的劝说，宝泉愿意我们一起去。于是我们
一家三口都去了。当时有一个邱牧师讲的关于夫妻生活的专题《水牛与蝴蝶》。牧
师说若有什么问题需要单独交谈的，他可以安排时间。当时我就签了名。可回来后
怎么劝宝泉，他都不愿去。那已经是冬令会的最后一天。我只好一个人去见邱牧
师，简单地说了我的想法。邱牧师给了我一个信封，并且告诉我最好回到家里再打
开。我一直很神秘地不时摸一摸，但就是不敢拿出来看，生怕不灵。那时我在中餐
馆打工，提前跟别人先回到 South Bend。等先生把我从中餐馆接回家时，已是晚上
11 点多钟了。心想这下终于可以打开了。让我们俩都非常吃惊的是，信封里面竟
是张 100 美元的支票！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当时写了封信谢谢邱牧师，并且说您
的心意我们领了，钱退给您，算是我们的奉献，请您给更需要的人。这是我们第一
次用神的恩典，给神的第一次奉献。那次回来以后，我的先生收获很多，他说原来
神真的很奇妙！
1992 年 9 月 20 日天气很闷热。我们购物回来，匆忙吃了午饭。那天是个很特别的
日子，因为从加州来的林牧师要讲道，中午 12 点有巴士来接。我问宝泉：“你去
吗？” 他回答说：“一群老娘们儿闲得没事。我可没那么多功夫去那种地方。”
我听了非常生气，又没办法和他争吵，就和儿子畅一起去了。当我再回来拿东西
时，看见他在房间踱来踱去。懒得理 他，我转身就出去了。可没想到那么热的天
他戴上了领带，一本正经地跟在我和畅的后面。等巴士来的时候，他就在我后面也
上了车。我心里不敢相信，几分钟的时间他会有这么大的反差。起初说的那话不仅
伤害了我，也误会所有追随主的人。但不管怎样他还是来了。感谢主！由于一开始
就不太愉快，我和畅没有和他坐在一起。哪知就是那天聚会以后，很多人都恭喜说
宝泉举手决志了。太出人意外了！怎么可能？有没有搞错？没有搞错，是真的，他
决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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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当宝泉把论文交上去的时候，正逢美国经济大萧条。他太累了。10 月份他
回国一趟，没想到体检后得知已是肝硬化前兆，不得不在国内住了 10 个月进行治
疗。95 年 7 月他返美参加毕业典礼。梦寐以求辛苦多年的博士拿到了，可一点感
觉都没有，反而说无颜面对江东父老。听到“江东父老”这几个字，我的火便不打
一处来。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和他吵了起来。之后平静下来想一想，真够
可怜的，外面的大环境不是我们能控制的，我们无法让经济不萧条，我们无法得到
我们想要的东西。可家里的小环境是不是可以不要有这么多的压力呢？想到这里，
感觉对先生发火太过分，应该多安慰他才对。于是，在宝泉心不甘情不愿的情况
下，一家三口去中餐馆吃了一顿，来“庆祝”他拿到学位。不记得当时笑了没有。
如果有笑，我想那笑比哭都难看。
在经济萧条的日子里，内外的压力让我透不过气来。教会的朋友“乘虚而入”。不
知不觉我们家被列到重点关怀的名单上。每周的祷告会都为宝泉的工作祷告，为夫
妻的灵命祷告。一开始心里很感激，可是周围的人都先后找到工作，唯有宝泉还在
祷告的名單上。教会的人都特别关心，见到宝泉就问：怎么样？找到工作没有？宝
泉的回答总是 “No”。时间长了，宝泉不敢去教会了，他真怕别人再问找工作的
事，最后竟成了一个忌讳。这样的光景持续了三年之久 ─ 漫长的死荫幽谷。
那時，家庭的压力真大，实在有很多的困惑。也是因着这个原因，我对教会的活动
都特别感兴趣。尤其是主日听道，会不由自主地流泪，别人唱诗歌我也会哭。我也
开始慢慢地学习如何祷告。尤其是腓立比书中的那节经文告诉我，只要凡事借着祷
告，祈求和感谢，将所要的告诉神。所以我真的向神求: 求神首先医治我先生的
病，求神给他一份工作，求神保守我的儿子畅好好学习，因为爸爸妈妈无暇照顾
他。那段时间我总是以祷告来到神面前。
96 年 3 月份，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一件事发生了。正在学电脑的我突然有种异常的
反应。经检查我怀孕了。其实中间有个小故事。我和宝泉那时仍然像从前一样，要
么不讲话，要么一讲话就吵，真是“干柴烈火”一点即着。这一天宝泉又发火了。
我发现他脸色发白，就急忙说： “对不起宝泉, 如果我知道这句话会让你这么生
气，我烂在肚子里都不会说的。 别生气了，我错了。” 我们平静了一会儿，然后
就有了夫妻间很久以来的一次亲热。当我知道怀孕以后真是当头棒喝，没有别的想
法，一心想着不能要这个孩子。 我向神祷告说：“神啊，我向你求这求那，可从
来没有向你求过孩子。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我带着很多为什么，被邀请到 South Bend 的妇女团契。在那里我学习到顺服的功
课，慢慢 地知道原来信靠顺服是我一生必学的。每件事情的发生让我知道有一双
恩手，有一个你虽然看不见，但每天都在眷顾你的主。于是我和宝泉决定凭信心生
下这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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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 11 月 30 日，我们的小儿子旸出生了。旸在中文里面不太常用，查字典知
道是“出太阳”的意思。给大儿子取名畅是因父亲坎坷，希望儿子能顺畅。小儿子
取名旸是因为我们那时正处在一个我们觉得难以度过，没有盼望的日子，非常渴望
在今后的日子里，太阳快快地出来。那时宝泉的老母亲已 80 有余，宝泉说旸旸是
他老人家的关门孙子。
1998 年我和两个儿子回了趟国。畅马上就要上大学，旸也已经 18 个月大了。这对
宝泉来讲正好是个空当，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宝泉也说：“你们去吧，好让我在家
清静一下。” 刚刚才回去一个星期，宝泉就有了一个工作的錄取。7 月 16 日，他
正式开始了他在 Delta Airlines 的工作。
8 月份我们回到了美国。教会全体的姊妹给我们开了个欢送会。会上说的最多的就
是祷告蒙应允，唱得最响的是感谢神。记得当时有位姐妹问我高不高兴。我说没那
么高兴，因为有太多的未知。她们对我说从前我很辛苦，现在可以在家里相夫教子
了。“相夫教子”这个词听起来很陌生。因为虽为人妻为人母多年，可实在不知道
它还是一门学问。我要从零学起啊！
临上飞机的时候 Jenny 姐妹一直把我们送到机场。我一手拎着燕君姐妹送给我们厚
厚的一叠书，足足有 10 磅重，另一手抱着 20 多磅重的孩子，身上还背着满满一大
包婴儿的用品，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曾经生活了 8 年的 South Bend。
1998 年 8 月 24 日，带着许多的未知和对未来的憧憬，我们来到了亚特蘭大（亚
城）。刚下飞机，就 像进了蒸笼。可到了 9 月，便天高气爽，非常美丽。我们住
的公寓叫河畔花园，依山傍水。有人告诉我这是迦南美地。我和小儿子旸每天都去
湖边，围着湖转一圈，看看风景，闲庭散步。比起从前打工的日子，感到轻松多
了。
我们住的地方离亚城的华人教会有 50 多分钟的车程。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一次都
没有去过。但我心里渴慕团契生活。没有教会生活的我好像一只走错了方向的羊，
感觉到空前的属灵上的孤独，也格外想念在 South Bend 生活了多年的教会。
那时我在学习忍耐的功课。如果只是靠自己的力量来忍耐，即使十次里有九次的忍
耐，可第十次发出的毁灭性的爆发，又会使维护了很久的关系一下子回归于零。如
果我们两个单独拿出来都是说得过去的好人，可为什么会整天相争呢？这到底是怎
么回事？畅，在这里我和爸爸向你说声对不起，请你原谅父母的无知。人说父母恩
爱是给孩子的最好的礼物，可妈妈没有做到，妈妈给你留下的都是不好的见证，妈
妈真是太惭愧了。孩子，请你原谅！
宝泉为了躲开上班的高峰期早上 6 点钟就出门；其实另一个心照不宣的原因是他非
常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而旸的作息时间是从晚上 9 点睡到早上 9 点。所以，
每天早上在宝泉上班后我有近 3 个小时的时间。想起燕君姐妹送给我的书，这位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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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花了这么大代价赠送给我的书，我又费这么大劲背过来, 就冲这个，也不能让这
些书白白地浪费掉啊。就这样我每天充分利用这段时间灵修。
在 SouthBend 就有人说生老二是会给家里带来福气的。我当时还半信半疑, 可是，
后来的经历证明这是真的。
那时候小儿子旸刚刚从国内回来，嘴里动不动就说：“打的, 打的。”（原来他把
英文的 Daddy 叫成中文的“打的”,打出租车的意思）.听到这个爸爸就会 高兴地带
着儿子遛一圈。有一天购物后，啥也不说就开车到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后来他说儿
子不是喜欢“打的”吗，带他转转。慢慢地我觉得他变了，变得比我俩谈对象的时
候还好。告诉你畅儿，你爸爸是个品学兼优充满幽默感的好男人。
每天晚饭后，一家人必会去湖边走一圈，旸更是我们的开心果。不知不觉我和宝泉
的话也多了，我又重新看到了他俩脸上的笑容。记得有次散步时他问我：“公司的
人事部还在观察我的表现。万一我失去了这份工作，你会怎么样呢?” 我很干脆地
回答说：“宝 泉，你今天有这份工作，我很高兴。可我又很心疼你，因为你的身
体不好。要是失去了这个工作，我们还像原来那样。你在家里带孩子，我出去打
工。”这段日子我俩都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尤其是我更感觉到神借着我们生养旸的
这段时间，教我们重新为人父，为人母。
Delta Airlines 每年会发给职工的家庭成员 12 张 standby 的机票。正在普度大学
(Purdue University) 读书的畅每逢放假必回家。有一年的圣诞节，我们跟他说就不要
回来了，因为 他感恩节才刚刚回来过，而且我们担心假日坐飞机的人多，怕他在
机场等太久，耽误他的学业。还有一个原因不想告诉他，就是他爸爸那段时间整天
皮肤骚痒，下了班以后不停地抓。别说他自己的感觉，别人在旁边看着都会不安。
畅那次还是回来了。他回来后跟我们说：“我知道为什么有的学生不想回家，是因
为他们的父母强迫他们回家呢。可我想回家，想弟弟。为什么不让我回来？是不是
有了弟弟就把我给忘了？”虽然他是半开玩笑，可那也是他心里的想法。我让他把
头枕在妈妈的腿上，告诉旸，哥哥吃醋了。一家人其乐融融，好开心。这是我心里
渴望的幸福。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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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恩召
涂惠芳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箴 16:9 ) 我们每个人时
常在自己计划未来，但我们不知道，神才是那掌管我们道路的。虽然我孜孜以求世
上的成功与幸福，神在我的心中从来没有占过任何位置，但是在 2003 年 11 月 10
日那个奇妙的日子，主将我这悖逆的人带回到祂 面前，引导我认罪悔改，接受祂
的救恩。信主之前，我很少去教会，信主以后，我就找到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我要
受洗。那个时候，是李其敏弟兄和周琴姐妹跟我谈话的，确定我是清楚的得救了。
初信之时，圣灵就将喜乐充满我的心，引导我喜爱读经和祷告，喜欢唱诗。但那个
时候，我对于天堂与地狱并不在意。因为心里面还有骄傲，觉得我信主，是因为要
悔改，并不是为着上天堂（其实是因为我根本不明白什么是天堂），直到后来，才
明白天堂就是与神同在的地方。从广义来说，我们信主一恢复与神的关系，我们就
在天堂里面了，就在享受在主里面的一切。而不信的人，则是在向着地狱的路走
去。地狱的烈火随时可能吞没他们。特别是 2004 年初一位朋友的死，让我看到，
死亡真是随时蹲伏在我们身边，寻找可吞吃的人。从那时，才真正关心灵魂得救的
问题。记得当时我们学圣徒装备时，提到世上只有几种东西是永恒的，就是神、神
的话与人的灵魂。一想到我所认识的人（家人朋友同学同事）如果没有得救，就离
开这个世界，他们的去处就只有一个：地狱，那里有不死的虫和不灭的火，我就宁
愿自己替他们受苦，也开始能理解保罗所说的， “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
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罗
9:2-3)看到他们没有信神，我时常忧伤，在主面前为着他们的得救，在神面前切切
地祷告，求神保守他们不会死在他们的罪恶过犯里面。神的怜悯与救恩很快临到我
的父母身上，接着是我弟妹。虽然弟弟还没有信，但我相信那救我出黑暗入奇妙光
明的神必救他。
但我那时并没有想到要成为一个全时间服事神的人。记得刚信主的时候，一个跟我
差不多同时信主的朋友说起，他最怕的事情就是神要差他去非洲传福音。我听了觉
得很好笑，难以理解怎么有人会为这些根本没影儿、八字没一撇的事情而害怕呢？
不过，我还是很好奇，怎么有人就愿意放下自己的工作、走上一条跟自己努力了很
久完全不同的道路呢？那时，何牧师刚到我们教会来，我听过他的蒙召见证，觉得
他的信心实在是大，怎么会连神学院都没有联系好，就要放弃自己的学业呢？而
且，在自己的学业上，不是一样可以服事神吗？再者，博士毕业怎么也比当牧师工
资要高吧？那时，我看到他开着那辆旧车在普度和密苏里之间半个月跑一次，觉得
真辛苦。我觉得这肯定不是我要的生活。
我曾经问过牧师，为什么要当传道人？牧师讲到神把感动放在他的心里。后来，在
04 年夏天参加中西部夏令会时，碰到一个读了 MBA 却又去读神学院的朋友，我也
问他同样的问题，他说因为有神的呼召。我就很想知道究竟什么是呼召，神会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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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吗？但我转念想想自己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恩赐，也就不再考虑这个问题，神应当
不会呼召我这样的没有什么恩赐的人吧。
也是在 04 年上半年的时候，读经读到 “赛 59:16 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
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结 22:30 我在他们中间寻
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
个。”神在这几节经文中所说的话，一直在我心中回响，无法平静。亲爱的弟兄姐
妹，你能想象吗？全能的神，竟然在以色列中找不到一个代祷者，祂心中是怎么样
的感受？圣经中说神甚为诧异。神等着要施行拯救，等着要施恩给我们，可是因为
无人代求，没有人站在破口防堵。这该让神的心多么忧伤与诧异。我想，我虽然没
有什么恩赐，但祷告这个服事，一个人也是可以操练的，我不会做别的，但祷告总
是可以学起来的。我开始读一些关于祷告的书或者见证，让我很受激励，比如《疾
风烈火》、《在基督祷告的学校》。正好在这个时候，我也开始参加何牧师带领的
每日晨更，跟弟兄姐妹一起唱诗读经祷告。每天从跟神亲近开始新的一天，吸引我
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安静在神面前。慢慢地跟几个姐妹也有经常性的交通与祷告聚
会，看见神如何回应祷告。也看见神是何等奇妙，他用没有的人去帮助有的人，好
叫人看见不是人的作为，不是人能做什么，乃是神自己的作为。有一天开车在路上
时，一句话冒出来“安慰伤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那一段时间，主在这方面教
导我很多的功课, 让我看到很多的需要，更让我看到代祷的重要。我完全阿门一些
年长的牧者所说的，祷告就是在做神的工作。
2005 年初，教会请了栾大端长老来讲道，他在讲道的时候做了全人奉献的呼召，
我深受感动，也回应了这个呼召，愿意把身体献上，成为活祭来服事与敬拜神。栾
长老在讲道中提到，如果你希望在一生中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你要预备接受上帝的
磨炼。神的磨炼很快就来了。2005 年 3 月底，我的弟妹怀了第二个孩子，但她不
想要，问我哪里有堕胎的诊所，我告诉她，堕胎是杀人，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但她
那时不信主，听不进去，仍然约了医生。为着我的弟弟和弟妹能够保留第二个孩
子，我在神面前有一天的禁食祷告，求神改变他们的心意，伸手拦阻这杀人的恶
事，并且向神许愿说，神若救了这个孩子，我就全时间服事祂。当时为什么会许这
个愿呢？是因为正好那事不久之前，我听过沈保罗牧师的一个讲道，提到当年一位
受人尊敬的长老得癌症，教会弟兄姐妹们为他能得医治祷告，很多人向神许愿，若
神医治他，就去全时间服事神。结果这个长老真的得了医治，那些许愿的十几个弟
兄姐妹也先后开始了全时间事奉。我当时想起了这个见证，就也如此向神求，而神
也真的救了这个孩子，并且亲自回应我，说“蒙大恩的女子啊”（路 1：28）。在
接下来两天的读经中，神都借着经文提醒我，向祂 所许的愿，不可不还。我其实
是个很软弱小信的人，想到要全时间服事神，我心中有害怕，在祷告中，我跟主
说，主啊，你知道我的软弱。我不是那种可以独當一面的人，求祢赐我一个属灵的
头，让我可以和他一起同工来服事祢。我的弟弟弟妹还没有信主，主啊，求祢怜悯
他们，让他们能信，好让我没有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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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暑假开始，洪明雁姐妹和我有一次谈到耶和华见证人和摩门教这样的异
端，他们所信的是错的，他们却是很热心地在传教。我们信的是独一的真神，主耶
稣在世的时候也差派门徒两个两个地出去传福音。我们既然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真
神，为什么传扬主的福音的热情反而不如这些异端呢？我们两个就决定在暑假的时
候，两个人同工在普度村那边去传福音。明雁姐妹比我更勇敢，能够很自如地面对
陌生人传讲福音。我们两人大约坚持了有两周，后来因为去参加基督工人中心的培
训就中断了。虽然时间很短，却让我很惊讶，看到完全是神自己在做，根本不是我
们在做。因为那时有两个人跟着我们做了决志祷告。我们根本不认识他们，完全是
主的灵在感动他们。主借着这事，让我们看到，庄稼已经熟了，我们要去收割。
虽然已经决定要全时间事奉神，但什么时候开始，却是个问题。经过祷告，我还是
决定读完博士学位再去神学院受训。2006 年初我开始申请神学院，因为父母强烈
地反对，我在申请完神学院以后，也开始找工作，神学院的通知还没有来，就收到
了现在工作的学校的录用通知。我不明白，为什么神没有改变我父母的态度呢？以
我从前的个性，我是不会管父母的态度的。但我知道自己从前是何等的不顺服，神
也在这一点上多次管教训练我，所以这一次，我不能不考虑到怎么才是合神心意的
决定，从我当时的想法来看，顺服更重要吧。在不得不做决定的那天，我难过了一
整晚，决定接受这个工作。大家都为我高兴。只有我心里觉得茫然，不知道什么时
候我才可以去读神学院。
到田纳西以后的第一个学期，工作之外，我基本上没有参加什么教会的服事，就是
熟悉环境。唯一雷打不动的就是参加每周的教会祷告会。别的可以错过，这个不能
错过。工作的压力很大，我适应新环境也一向很慢。不过，初信组的姐妹们给了我
很大的支持。他们常常打电话给我，和我一起祷告分享。2006 年底参加了中国福
音大会以后，更明确自己要走十架窄路。主预备张嫘姐妹和我一起成 为祷告同
伴，从 2007 年 3 月底开始，我们常常一起早上起来祷告。借着彼此的分享，我们
很清楚神呼召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守望祷告者，正如，赛 62:6-7 所说，耶路撒冷
阿，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
也不要使他歇息，直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
工作也开始慢慢地适应了。但心里面始终不安，因为我觉得很亏欠神。虽然有人会
劝我说，你在职场上努力工作，抓住机会传福音，也一样可以服事神见证神。但我
知道，我当时向神所说的不是这个，我是说，我要全时间服事祂。也有人劝我说，
全时间服事神，是要有神的呼召的，你向神许愿算什么呢？神若没有呼召你，你就
是许了愿又有什么用呢？我对这一种说法深为困惑。神呼召我了吗？如果神没有呼
召我，我跑去读神学院，那岂不是自己乱发热心吗？正为此疑惑的时候，我读经读
到了撒母耳记上，哈拿如何在神面前祷告求子，如何许愿以及如何还愿的事情。我
就不再疑惑了，向神许的愿毫无疑问是要还的。我们向人说话都要守信用，难道向
至高者所说的话反而不算数了吗？我既向神许愿说，我要全时间事奉祂，我就当还
愿。我很清楚工作是神所赐给我的，因为没有祂，我根本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找
到工作。神把我带到田纳西，决不是徒然的。我不太清楚神的时间，只有祷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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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并且留心察看神的作为与带领。但是，心里面的感动是越来越强，我知道我的
工作虽然很有意义，但是我心里更愿意直接去做抢救人灵魂的工作。每当看到有人
愿意寻求神，看到有人得救，心中的喜乐真是难以描述。
2006 年底，KCCC 张牧师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带初信造就那个班的主日学。经过
祷告，我有负担要带。因为我自己就在初信组受益良多，知道初信的弟兄姐妹如果
能够得到及时的帮助与造就，就能在跟随主走天路的历程上走得更稳一些，也不容
易流失。从 2007 年起，我一直在带初信班的成人主日学，边学边教，反而自己受
益良多。特别是带《不再一样---experiencing God》和《读经祷告》时，让我看到，
真正能改变人的，不是人的教导与话语，而是神的话语，当人的心被神的话语所摸
着的时候，人的改变就出现了。我为班上的弟兄姐妹的分享与改变而深受激励。也
在思考，主为什么会引导我带主日学。我之前申请神学院是申请的 Biblical
Counseling 的专业，但经过这段教主日学的经历，我越来越明白，最重要的还是在
神的话语上扎根，因为祂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神若愿意用我，我应当在这方
面好好地装备自己，好好地研读神的话，也传讲神的话。（罗 10:14-17 “然而人未
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
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
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阿，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
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到田纳西以后，我常常很怀念普度的长青团契，KCCC 曾经有过服事探亲父母的事
工，后来因故停止了。我在所住的社区散步时，常常能看到一些来探亲的叔叔阿
姨，圣经中一节经文总是在这个时候响起来“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
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马可福音 6:34） 如果有一个团契象长青
团契一样服事他们该多好啊。我开始为此事祷告。后来知道有几个教会的年长的弟
兄姐妹也在为此祷告。神的灵把相同的感动放在不同的人心中，好让人可以一起开
口求。2007 年底，松柏团契成立，暂在我所住的 apartment 聚会了一段时间。2008
年初，因为一个姐妹毕业，在她家中周五的查经班，也移到了我这里。神自己预备
了另外两个同工，我们从零开始这个查经班。其中有一个同工也曾在我们初信组。
别人常说，你家里有两个聚会，会不会很麻烦。或者说，你真爱主。我知道这都不
是真的。因为这住的地方也是主所预备的。我算什么呢？我还没有去 UT 的时候，
就向神祷告，希望可以找到一个离学校近、而且价格合宜的地方居住，结果就住进
了现在的公寓，完全是神预备的。但我的祷告只想到了自己。后来，我慢慢地才明
白，神让我住那里，并不是因为我的祷告，不是要帮我省钱，而是祂 要用这个地
方。我是自私的，但主也怜悯也使用了。
一个人跟随神最大的敌人不是别的，是自己。特别是信主几年以后，我的骄傲不知
不觉地冒出来了，觉得自己很属灵很爱主。但是，主决不会容许我这样下去。记得
有一次碰到一个比我信主时间长、但与神关系很远的姐妹，她很苦恼地问我，为什
么我没有听到神对我讲话呢？我就有点小得意。但那天的读经中，神就责备我“使
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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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受的呢？”（林前 4:7）神将我放在这个工作中，也是一个很大的训练。诚实地
说，在读博士期间，我从来没有计划要在高校教书。神带我到 UT，让我看到自己
的软弱，没有神，是一天都不可能站立的。也让我更深地认识到祂 的恩典，是何
等的大。再读路加福音第 7 章 36-50 节的故事，让我看清楚自己就是那个女人，是
一个罪人。得到神多少的赦免与爱。
虽然我一直清楚地知道，我不会一直在现在的工作位置上工作下去。但在工作的一
年多的时间中，我从来没有跟我父母再提起过关于读神学院的事情。2008 年 3 月
下旬，一个姐妹住在我家里，我跟她谈起关于我向神许愿的事情，也告诉她我一直
觉得亏欠神。她说，你既有不平安，为什么不再申请读神学院呢？我听了就决定跟
我父母谈一谈。这个姐妹和我一起为此做了一个很简短的祷告，祷告完了，心里很
平安，我就在 MSN 上跟我父母谈了我要申请神学院的事情。也想好一大堆说辞，
想要说服他们。但我父母听到我要申请神学院的事情以后，很痛快地就同意了，说
他们也是基督徒了，我要服事神，他们不拦着。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申请哪间神学院呢？2006 年我申请了 4 所。今年，我是不是应当再申请这四所
呢？我祷告寻求，最后决定只申请在 Louisville, Kentucky 的美南浸信会神学院。我
希望很清楚地看到神的带领，如果神要我去读，即使我只申请这一间，神也会开
门。而且，这一间神学院离普度和我现在的教会都不算远，正好在中间。有意思的
是，我弟弟去年底忽然面临公司裁员的可能，他找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大家的祷告
都是求神把他带到华人比较多、有中国教会和查经班的地方去。结果 2 月份，神把
他们一家带到这个城市。我着手申请，接下来，一切都很顺利。6 月中知道神学院
录取的事情，但很奇怪他们两次寄出的录取通知，我都没有收到。为此，我心里有
疑惑，难道神不让我今年走吗？跟系主任谈的结果是，明年才走。过了没几天，收
到了神学院改了日期后的通知书。神有神的时间。去年我的父母后来信心上又有软
弱，但是今年他们一直信心坚定，鼓励我不要为今后的事情忧虑，他们甚至用神的
话来坚固我：“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
你们了。”
感谢神，我向神求的两件事情，婚姻和弟弟的得救，神已经成就了一件，也正在弟
弟的心中动工。感谢主。
弟兄姐妹们，你们看过陶恕写的《渴慕神》这本书吗？他在这本书中提到神永恒不
止的声音。我们的神决不是一位创造这个宇宙并且启示人圣经以后就永远缄默的
神。事实上，他借着圣经不断地在向我们说话，耶稣说，有耳可听就当听。祂的话
语不是对着少数人说的，而是对每一个祂 所造的人。在我们被造的时候，神在我
们的生命中就有一个呼召，不是每个人都要去做全时间的传道人，但是每个人都当
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是什么呼召。也要知道如何回应神的呼召。“我又听见主的声
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赛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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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真的不多了，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在人们象挪亚的时代一样又吃又喝又嫁
又娶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愿我们都配得起神的恩召与拣选，能预备好自己见主的
面。
愿神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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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呈獻
齊佳儀
2003 年秋季，我收到了 Purdue University 的錄取通知以及 Andrew’s Scholarship，當
時只想著我終於可以留學美國，並且在我的專業領域上更進一步；但正如聖經中所
說〝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哥林多前書 2:9〉〞因著對基督教的好奇，我來到了 Purdue 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以及介紹基督教信仰的課程 Alpha Course。在我第一次看到聖經中所記
載，耶穌為苦待他的人衷心禱告的經文，我驚訝極了，因為沒有一個〝人〞可以有
如此憐憫與胸襟，雖在痛苦之中，不僅自己原諒這些人，更祈求上帝的寬恕。我深
深相信耶穌就是那位永活的神與救世主。我立刻就信了主，並且在 2003 年的 11 月
受洗歸入主的名下。
對我來說，接受耶穌成為個人的救主、並接受他能原諒自己一切過犯並不困難，但
要交出生命的主權給神卻一點也不容易。在受洗後不久，我發現自己信靠主的一大
挑戰：順服的功課。我是那麼地習慣做自己的主人，包括為自己做決定、以及對自
己的決定負起責任；但是對上帝的順服代表上帝才是那至高無上的權威，不是我，
我對神的順服需要擺上完全的信心，因為事實上，神永遠會在他的時間裡開啟最好
的那一扇門，我需要做的就是跟隨他的旨意。
當我要對神打開自己最為私密、並且讓神掌管時，順服的功課就更加困難了。在論
到感情的領域時，我曾經嚴重懷疑神在我面前放錯人了。即便我知道神一定會賜給
我一個基督徒作為我終身的伴侶，但我真的希望這個基督徒是一位白馬王子，而他
跟我之間的愛情會讓所有女孩忌妒。然而上帝的工作不是為了滿足我的想像及虛榮
心。神讓我發現是我的驕傲矇蔽了我的眼睛，因為這位他為我安排的人，雖然沒有
白馬王子般的外貌，卻有騎士般的俠義心腸。這位神擺放在我面前的基督徒，懷祖
，在 2006 年底成為了我的丈夫，而我在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歌誦神為我做的選擇
。
在聖經中，神教導他的子民丈夫與妻子互相順服，好叫他們在婚姻中得到最大的益
處。我有幸透過教會牧師的幫助，領受聖經的教導，雖然我距離成為一個順服的妻
子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但因著聖經是我與懷祖共同的〝人生守則〞，神幫助我
們面對婚姻之中的難處，當我們竭力跟隨神時，我們更能享受神在婚姻中的祝福。
不幸的是，許多人仍然在婚姻之中掙扎。一位在台灣不信主的好友曾與我訴說婚姻
中的難處，由於與先生溝通不良，他在自己的婚姻中看不到希望。我知道神是他的
問題的唯一解答，並且聖經是他婚姻的良藥，但由於我對於聖經的知識淺薄，竟找
不到適合的字彙解釋給他聽。就在此時，上帝的呼召臨到我：當痛苦的人來到我面
前，我要成為上帝的器皿，讓上帝藉著我醫治他們；我不應該輕易地讓這些人經過
我後，轉向偶像或是其他的管道尋求協助，畢竟神才是唯一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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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我展開成為神國精兵旅程的原因。神的呼召是非常清晰的，教牧輔導
的工作能幫助人在每天的生活中應用神的話語，而我要走的第一步的就是一個完善
的訓練。在 2008 年的秋天，我揮別了十多年的實驗室生涯，進入 BiolaUniversity，
主修為 Master of Divinity, emphasis on pastoral care and counseling。從科學的領域跨進
神學的領域真是十分辛苦，但能夠更進一步學習了解神的話語令我非常興奮。相信
這一切是個開端，上帝的恩手將一路引導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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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成熟的人应有的品格
張海燕

智慧乃灵魂之蜜，
找到她必有善报。
（参箴言２４：１３～１４）
小序
跨入２１世纪之前，我读到BillGothard的Basic Life Principles所列的品格表，深得益
处，就把它们翻译出来，并编成一套可供每周使用的卡片，取名为“一个成熟的人
应有的品格”。这套卡片列出了每个人在人生中必须扮演的七种角色，每一种角色
都需要以七种不同的美德为支撑。使用者可以在一周中的每一天温习其中一种角色
及其美德单元，作为对自己的一个提醒。由于深感人们习惯于把某一种美德无限延
伸，而忽略各种美德之间的相互制约与平衡，造成初信主的人在思想和行为上的一
些困惑和挫折，在翻译过程中，我对这些美德就根据整本圣经的原则加上了适当的
诠释。这套卡片原是为我自己的每天使用而设计的，后来作为新世纪的礼物送给我
的侄女和外甥各一套，近十年之后，进入大学和研究所的他们仍在天天使用，并且
得人的称赞。现在，我把它分享给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敬请赐教，使之趋于完
美，荣耀主名。
星期一
学习做一个领导者（人必须对自己所行的每一件事负责任，因此必须独立自主）
真实（而非欺瞒）
正确地报告过去的事实，以赢得未来的信任，因为只有真实才能持久。
顺服（而非任性）
明白上级的意愿，乐意执行其指示，并且有理有方，卓有成效。
诚恳（而非虚伪）
在光明磊落的动机下，正确地行事。
有道德（而非不纯洁）
在正确行事的同时，显明自己高洁的生活道德。
有胆量（而非胆怯）
因自己的言行是真实、正确、公正的，所以有自信心。
饶恕人（而非排斥人）

54

对得罪自己的人不怀恨、不记仇，对故意的伤害要找出原因，能消除的要晓之以
理，尽力消除；无法消除的要灵巧地避免伤害，对这样的人仍不可怀恨记仇。
有说服力（而非争论）
深思熟虑，以真理指引他人，破除其心理障碍。
星期二
学习做一个能服务他人和社会的人（人生活在真实的世界，必须有智慧地与他人相
处）
机警（而非迟钝）
留心周围的境况，以便及时正确地回应。
好客（而非孤僻）
乐意与人分享友情和保障，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分享自己的物品。
慷慨（而非吝啬）
谨慎管理自己的资源，在别人有困难的情况下情理适当地给予援助。
喜乐（而非自怜）
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情，不让令人不快的环境和事情控制自己的态度，不让自己堕落
为可怜软弱的人，不要自怨自艾。
变通（而非抗拒）
识时务，察世事，不要固守过时落伍的观念，不要坚持被上级建议改变的计划。
帮助者（而非自我中心）
对自己服务的人和工作，看得比自己的私事优先，可以为之改变自己的时间表。
有毅力（而非放弃努力）
有内在意志力，能承受压力，并尽己所能，全力以赴。
星期三
学习做一个善于教导的人，这样的人能自立于人群和社会之中（在众人中显出自己
独特的价值和贡献，分享自己的独到之处）
节制（而非放纵）
在人生的每一个方面，都弃绝错误的欲望，只做正确的事。
敬重（而非藐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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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居领导地位的人要尊敬，因为他的权力是更高的权威所赋予的，并被人民所认
可。
勤奋（而非懈怠）
对分配的工作，注重方法，有毅力，对不懂的地方不要忽略或放弃，而要边学边想
边用，全力以赴地完成。
彻底（而非草率）
对降低自己工作和言语效果的因素，决不掉以轻心，要特别关注。
守信用（而非多变）
对自己答应要做的事，即使付出额外的牺牲，也要完成，因此要三思而后言，聪明
地选择该许诺的事，言必信，行必果。
平安（而非焦虑）
把人生建立在不能毁坏和夺去的根基上，以真理之道，真才实学，而非投机取巧，
虚谎言行来建立自己的事业和家庭。
耐心（而非浮躁）
肯花必要的时间，有理有节地行事，把握转机，直到困难的情势被化解，好的局面
出现。
星期四
学习做一个因慎思明辨、通情达理而能排忧解难的辅导者（对自己的身体、心理、
灵魂，和作为人的权利、义务、责任，对自己的学习、工作和环境有高度的自觉，
负起引导家庭、亲人、他人和社会的责任）
明智（而非惰性）
不断进取，改善目前处境，对人生的境况明察秋毫，并作出明智的回应。
明辨（而非武断）
具有洞察事理，明了真实的能力，调查事实，排除误区，了解人性，有情有理地行
事。
有信心（而非臆想）
虽然无法预见，仍然相信正确的行动必定会有好结果。
有谋略（而非幼稚）
对那些会造成不希望看到之后果的态度、言语和行动，能够预见，并且能够避免。
真爱（而非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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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的基本需要，要尊重并且满足，而不求回报。但也要有智慧地拒绝满足自己和
他人的非份之求。
创造力（而非未达潜力）
以新的角度来解决问题，完成任务，回应需要，激励思想。
热忱（而非冷漠）
全力以赴地执行每一件任务，自然地表现出心中的喜乐。
星期五
学习做一个生活中的施与者，施比受更为有福（不是挥霍自己的才能和钱财，需要
有严格的律己、分辨以及感恩的心才能做到）
善用资源（而非浪费资源）
被人忽视或丢弃的事情／物件，能够看出实用的用处。
节俭（而非奢侈）
不容自己和他人作不必要的花费。
知足（而非贪婪）
明白真正的快乐并不受物质条件的影响。
守时（而非耽延）
准备妥当，在规定的时间开始工作。
包容（而非偏见）
接纳他人的独特性，容让因他人成熟的程度不一而产生的一些未完成的品格，并看
见他品格完成的趋向。
谨慎（而非轻率）
按恰当的时间，完成正确的任务，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感恩（而非忘恩）
以言语和行动让他人知道，他们对你的人生是有助益的，看见他们对你的直接或间
接的帮助，而不是伤害。每个人都有不成熟的阶段，都可能对周围的人造成伤害，
因此要警觉，不要去造成对他人的伤害，并且忘记别人加给自己的伤害。

星期六

57

学习做一个管理者（不管愿意与否，每个人在世的年日都必须做一个管理者，使自
己的人生、健康和财物有条有理，即使是父母也不能代劳，因为他们也有自己的人
生需要管理。一个能管理自己的人，才能委以重任）
井然有序（而非紊乱）
对自己的能力和环境作最好的安排，以达到最高的效率。
主动（而非被动）
不等人要求，就能先察觉并着手去做该做的事。
尽责任（而非不可靠）
明白他人的期望，并切实完成任务。
谦卑（而非骄傲）
不论成就有多大，都能坦承若没有别人在自己身上所花的心血，自己一定会一事无
成。
果断（而非三心二意）
能够认清事实的关键，权衡利弊，作出即使是艰难的决定。
坚定（而非懦弱）
排除万难，定意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达到目的。
忠实（而非不忠）
善于用难关向所服事的对象表明自己的委身。

主日
学习做一个安慰者（与人交往的大忌是不平等待人。每一个人都有人的尊严，他的
人生都有意义，只是因为境遇不同或不努力而没有发挥出来。当然，这也不是别人
出于热心能改变的，除非他自己改变）
专注（而非漠不关心）
全神贯注地聆听他人说话，全力以赴地完成任务，可以表明对别人和任务的重视。
敏锐（而非麻木）
善用自己的感官去体察周围人的真实态度和情绪，作为自己与人交往的契机和凭
籍。
公正（而非扯平）
责无旁贷地持守纯正、适当及真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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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同情心（而非漠不关心）
投入必要的努力来医治他人的创伤，对需要专业知识才能解决的问题，或力所不能
及的情形，可以向他提出有益的建议，这样你的心意补足了行为。
温良（而非严苛）
在满足他人的需要时，适当地表现出有情有理的关心和照顾。
尊重（而非无理）
约束自己的自由，以避免冒犯周围其他人的喜好。
柔和（而非怒气）
甘心善待自己所服务的人，放下个人的权利和期望，更能赢得别人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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