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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生命的燈塔 

 

呂梁 

 

我第一次聽到福音，是八年多前的事情了。大二的時候，

我接觸了基督教徒。向我傳教的幾位基督徒領我讀了《約翰福

音》中的一些段落，我大受感動，並告訴那幾位教徒，我信仰

耶穌基督，接受他做我生命的主。可是，我被洗禮前來自各方

的壓力壓垮，因此，我並沒有接受洗禮。我的信仰從一開始就

受到了巨大的阻力：外界的，也有我自己的。我朋友的母親是

一名基督徒。她聽說了我的困惑之後，說：“沒有關系，也許

你需要更多的時間。”我當時在想，在許多年之後，我真的會

成為一位基督徒嗎？八年過去了，在接受洗禮之前，我突然想

起自己這些年來的路，才發現，自己一直在尋找引領我生命的

燈塔，而那生命的光也從來沒有放棄引領我走近他。當我在黑

暗中亦步亦趨的時候，當我在暗夜的深海中掙紮喘息的時候，

當我在陰暗的角落獨自仿徨的時候，我仍能感到心中的彼岸有

光在呼喚著我，給我力量，給我勇氣，給我希望。 我知道，

我一直在尋找他，他也從來沒有放棄我。 於是我走到了此刻

此地，在這裏為大家作見證。 

 

那時我還在武漢上大學，學習西方文學和宗教哲學。我從

文學和歷史中的一些描述中對基督教的力量產生了好奇和向往。

那時候看了不少外國的書，而大多數都直接或者間接與基督教

有關。我總是為那種震撼人心的救贖力量深深感動，並獨自躲

在寢室流淚。在接下來的幾年裏，我們也在不同老師的引導下，

學習了許多基督教影響下的文學，並開始看《聖經》。可是，

我對基督教的理解大部分只是知識性的了解。 可笑的是，我

開始應用我所學到的理性批判精神來分析基督教文本。我會用

自己微不足道甚至愚蠢的邏輯論證來質疑我所見過的一切文本。

批判、懷疑，成為我們這些自以為是的研究者的主要任務。因

此，我開始懷疑這個超自然的神的存在，我開始傾向於相信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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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漸漸對我們失望，不再關註我們這些墮落的靈魂，我甚至

開始認同那末世的無所顧忌的思想狂歡。各種現代哲學流派發

出許多反叛的宣言，這些都讓我興奮、激動，讓我覺得我的思

想可以無拘無束地漫遊、探索。可是，我漸漸發現，我引以為

榮的懷疑精神和理性思考似乎將我帶到一個越來越窄的陰暗角

落，我的思想狂歡常常會讓我突然意識到我自己存在的虛無和

無助。我還記得那段時間我有時會為一些微不足道的俗事大大

沮喪起來，嚴重的時候精神就無法承受不知從何而來的重壓而

徹底崩潰。我記得有一個晚上，我的情緒又失控了。於是我跑

到宿舍的屋頂，無法站立，就匍匐在天臺上，在顫抖和淚光中

看著深黑色的天，我大聲地說：“救救我可憐的靈魂吧。”那

一刻，我很確信，我是渺小的，有罪的，我需要得到神的拯救。 

 

於是從那時起，我開始放下驕傲和懷疑，讓自己謙卑和恭

敬起來，無論是在學術上還是在做人上。研究生一畢業，我就

繼續到美國讀書，並接觸到了更多的基督徒，學習到了更多的

關於基督教與文學的內容。於是，我有了深入了解基督教的機

會，不僅是在理論上，而且在每天的生活中，去認識基督教。

那時，我以為只有完全理解，才能靠近神。可見，那時的我還

沒有堅定我的信仰，還沒有完全理解“因信稱義”。因此我走

了很多彎路。我記得那時候我必須要查很多資料來搞清一個作

家的宗教背景來研究他的文本，還需要看早期聖經文本，那些

艱深的文字和句法讓我著實沮喪了一段時間。特別是一門課程

讓我詮釋十六世紀英譯本的《耶利米哀歌》，我當時真是完全

不知所措，寫出來的東西也是不知所雲。我漸漸明白，以我那

渺小的智慧，如果沒有信仰做基礎，是不可能領會神的智慧與

大能的。我繞了一個大圈子，才意識到只有樹立信心，才能建

立與神的關系。對我而言，樹立信心，是從對身邊基督徒的了

解和我對《聖經》新約部分的閱讀開始的。 

 

那時我發現，我認識的基督徒都有著一顆平靜、寬宏、友

善和愛人的心。我想，那是耶穌基督的精神在他們身上得到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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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我自己也試著這樣做。於是我開始深入研讀新約，參加

《聖經》學習小組，聆聽神的話語，並開始學著祈禱。這樣的

學習持續了兩年多，每次的聖經學習都讓我重新獲得力量和智

慧，讓我在繁忙的學習和瑣事中獲得心靈的平靜與安寧。這一

段時間我再也沒有被自己的情緒困擾，心態漸漸平和，並願意

去幫助身邊一些需要幫助的人。我為能夠去幫助人、去愛人而

感到快樂。我感到，心中的光越來越亮，我不會再任憑自我情

緒的狂飆巨浪將自己吞噬，而是主動去想，我今天所做的，是

合神心意的嗎？是出於愛嗎？這樣的思想就一直支撐著我，並

讓我每天快樂的生活著。當我看到《哥林多前書》第十叁章的

時候，我就更加堅定了自己的信心和愛人的勇氣，因為“愛是

恒久忍耐，又有慈恩；愛不是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

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

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現在，我堅定地相信，耶穌基督就是

生命的光，就是愛，就是救贖我的力量。 

 

在準備受洗的兩個多月裏，我天天為我的信心禱告，為我

的愛心禱告，也為我自己的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禱告。神總是

聽見我的呼求，給我以回應，並成全我的祈求。在這段時間裏，

我的學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挫折和挑戰。是神給了我智慧

和力量來面對那段艱難的時間，並以一顆平靜的心來面對困苦。

在神的庇佑下，我順利通過了這段時間的考驗，並且在學業和

研究上步入一個新的階段。主耶穌一直在保守我，讓我不失腳。

我有什麽理由不去盡心、盡性、盡力、盡意地愛主，我的神呢？

我靠著主才可以站得穩，才能獲得新的生命，才能活。因此，

我日日夜夜地祈求，並用全心去祈禱主保守我的靈魂得到引領。

那一直在引領我的燈塔，就向我發出萬丈的光芒，讓我知道我

生命的意義，讓我心裏堅固，讓我知道感恩，讓我知道“原來

榮耀、權能都是他的，直到永遠。”感謝主，賜予我生命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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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子的懺悔 

 

湯照 

 

信主之前的三年可能是我人生中 為難熬、 為痛苦的三

年。06 年高考意外失利名落孫山被調劑到北京 A 高校，但是

我心有不甘，於是說服家長老師退學並且再戰高考，在原先的

高中，我度過了緘默無語的高四，記憶中完全分不清拼搏的汗

水和淚水，然而在二次高考的考場上，過度的壓力和緊張讓我

動彈不得，我當時身體感覺仿佛像要被壓爆一般。後來，我承

受不住父母的苦苦勸導灰溜溜地選擇了當地的 B 高校。生活本

該就此平靜，但在 2008 年 6 月和同學交流的過程中，我突然

之間有了通過出國來改變自己命運的想法，似乎這是我生命中

後的一根稻草。沒想到的是，在我回到學校之後，與同學評

獎學金產生的嫌隙和他們對我的嫉妒突然之間爆發得不可收拾，

我那時甚至晚上在學校裏找不到一張桌子自習。我還清楚記得

我被迫搬離學校，寒冬臘月在沒有暖氣的校外陋室中瑟瑟發抖

地復習考試，白天在金工實習工廠在同學的譏諷聲中幹著繁重

的體力活，我的手指那時已經不能彎曲。隨後，我又聽見一連

串的打擊：父母向學校的求情伴之以對我的嚴厲斥責被毫無顏

面地駁了回來，親手操辦的申請因為消息不通時間延誤似乎也

沒了指望，先行的申請不是因為超過期限就是因為競爭激烈被

學校狠狠地拒掉。那時候我偶爾翻開祖母所贈的《聖經》 總

是常常朗讀這一段“耶和華啊！你忘記我要到幾時呢？ 要到

永遠嗎？你掩面不顧我要到幾時呢？耶和華我的神啊！ 求你

看顧我，應允我，免得我沈睡至死。”（詩 13：1， 3）那時

候我沒有這種感覺，但是耶和華似乎聽見了我在困苦之中的嘆

息，正如他所承諾的那樣：“耶和華說：‘因為困苦人的冤屈

和貧窮人的嘆息，我現在要起來，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穩妥

之地。’（詩 12：5）”隨後事情變得異乎尋常地順利，在 1

月 20 日寄出的給普度的申請居然得到了錄取，隨後的簽證等

事業都莫名其妙地順利通過。但是那時我還沒有接受神，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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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已經被長久以來過分的壓力壓得扭曲變形，心中充滿了

對那幫大學同學的怨毒和咒詛，充滿了對自己輪番折騰給父母

帶來極大痛苦的愧疚。心中的愁苦使我變得感情麻木沈默不語。 

 

懷著勝利的失落和對父母的愧疚，我來到了普度，臨別前

祖母的囑托讓我開始去尋找教會。或許是神的預備，在教會迎

新的 後一天，我憑著從雅婷姐手中得到的教會的傳單很困難

地找到了教會。真正促使我接受神，決誌跟隨神的是在 CEDAR 

LAKE 的福音營。在那裏鐘舜貴牧師的“人生的危機和轉機”

及“人生的無奈和出路”這兩堂講座使我確定要跟隨神。 

 

在“人生的危機和轉機”的講座裏，我聽到了鐘牧師講的

路加福音中浪子的比喻，這個寓言講的是一個分了家的浪子，

在揮霍完錢財，遭遇困境， 終悔過回到家中重新享受尊榮的

故事。我突然意識到自己人生的危機：留美是一個實現美好夢

想的機遇，但是我的目標究竟是什麽呢？我們看到很多人短視，

失去的比得到的更多，他們只關心感官、肉體的刺激, 只顧錢

財享受，他們過著優渥的生活，卻經歷著靈魂上徹底的空虛。

轉機就是要醒悟，開竅，嚴肅地看生命看宇宙萬物。一味追求

錢財靠不住，看看現在有多少人窮得只剩錢財了；環境靠不住，

寓言中的那個兒子想要憑年輕換得自己的一片天，然而碰到饑

荒找不到工作；人情也未必靠得住，我們聽過或是見過多少

“窮在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人生如棋局局新,人

情如紙張張薄”的哀嘆。為什麽我們會淪落？因為我們沒有認

清自己的身份定位，從一個享受上帝恩榮的少爺變成了因私欲

墮落和豬搶食的奴隸，人生 大的悲哀是他張著眼看不見自己

的潦倒悖逆。對父母來說我是一個悖逆的孩子，任意妄為，我

曾經對我父親的痛苦熟視無睹而私自退學，為的是成就我所謂

的理想而回到高中復讀，如今我的肆意妄為又強迫我父親遠離

我並要拿出自己一生積蓄送我出國留學。“父親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把我當一個雇

工吧。”（路加福音 15：21）對於父親，我內心充滿了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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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那日，當我接受耶穌基督成為父神家中的一員時，我愧

疚的心得到了安慰，我享受到生命的豐盛。 

 

在“人生的無奈和盼望”的講座中，我聽到了列王記下亞

蘭王元帥乃縵得到了大麻風的故事。我留美有著美好的夢想，

但是我突然想到努力十幾年後，在我得到了相當高的社會地位

和充足的金錢，可是卻被確診患了晚期癌癥，僅僅剩下幾個月

生命的時候，我又當如何呢？實際上人生充滿了無奈。在現實

生活中，我對於現實的無奈與大麻風的癥狀也很類似：神經麻

木，精神無感，知識提高，道德淪喪，人性羞恥感全無。我們

不會充滿熱情地生活，相反，在面對人生無奈及社會公益時，

我們會通過無厘頭的搞笑麻木我們的情感；心靈孤單，無助，

孤單常在 熱鬧處，散會時我比世人更孤單；生命失去了盼望，

活著的目的和意義不過就是等死。我意識到實際上這個麻風病

就是我的罪。這個罪並不是我們常說的“犯罪”。上帝看我們

的法律是不同的， 罪的意思是射不中，該做的不行，不該做

的亂做。我看不見我周圍的空間裏的塵埃是因為光線不夠，

“法律”標準太低了，而且“法律”是人定的是可以改動的，

定罪還需要證據，因此通過法律來獲得真正的公平正義是不太

可能的。像乃縵一樣，很多人試著依靠權勢，金錢來解決無奈

但是不可得。我了解到唯獨靠單純的信心，謙卑的心，依靠上

帝的應許，我才能走出罪的牽絆。我不再受到對大學同學的怨

毒和咒詛的羈絆，因為我已經原諒了他們，“當下耶穌說，父

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路加福音 

23：24），我從孟芳那裏接受到四個屬靈的原則就是神愛世人，

人因有罪與神隔絕，耶穌基督是唯一的道路，以及我們必須接

受耶穌做救主，並且做了決誌禱告，決誌信主。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

發出的。”    （箴言 4：23） 

 

信主之後，我可以清楚的感受到神的慈愛，得到他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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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上帝和他人的敬畏令我拋棄了原先的驕傲變得謙卑起來。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

信實，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加拉太書 5：

22-23）同時我對罪的認識更加敏感了，“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的神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凈我們一切的

不義”（約翰一書 1：9）我渴望擺脫罪的牽絆同時得到上帝

所賜的平安喜樂。我渴慕神的話語如同鹿渴慕溪水。“人活著

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路加福音 4：

4）每周的聚會都能把我從繁重的課業中解脫出來，潔凈我的

內心，探討人生的真諦，解決我對人生的的疑惑。和身邊的其

他中國同學相比，我要感謝神的保守。是他把我從歡宴之後的

痛苦中解脫出來去行他真正給我預備好的路，希望蒙他的喜悅

被大大使用。 

 

“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實的，

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

一條出路，教你們能忍受的住。”  （哥林多前書 10：13） 

 

剛剛來普度的時候我稍微有些迷茫，學習計劃沒有制定，

隨意考掉了幾門課，第一學期的學習計劃也按照學術指導的建

議草草選了課程。沒過幾個星期，我在做一門有關全面學業規

劃的作業時，我突然慌了手腳，由於我選課的失誤，我幾乎要

多耽誤一年的時間，再考慮轉系的問題時間就會更長，而我的

I-20 表和家庭的財力都不足以支撐。像我這種本科轉學生學

業指導沒有怎麽接觸過，沒法給我具體的操作方案，她只對我

說很相信我的實力，她認為我不讀雙專業肯定可以按時畢業。

我當時就急了，這是關系到我前途命運的事情，如果我再次輟

學後果不堪設想：我沒畢業沒文憑沒工作，回到國內也既沒有

學上又沒有工作還賠上了家中的積蓄。我那時急得幾天都沒有

睡覺，我一邊自己根據資料做我各個方向的學習規劃，一邊和

學業指導溝通，另一邊詢問父母意見。在間隙裏，我不斷禱告

祈求神的引領和對我未來道路的明示，一天數次。接連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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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快要支持不住的時候，事情突然有了轉機。我再去見學

業指導並且給她我的學術規劃時，她突然不再用那樣的理由搪

塞我，相反的，她指出我計劃的可行並且幫我調整了一下規劃，

居然比原先更加合理了。轉學的事情，學業指導也給我提出可

以試試的建議，因為我轉系可以尋求特例，如果找不到我還可

以回系裏照常畢業。神是信實的，在我碰見試探的時候，在我

還能忍得住的時候，神為我打開了一條意外的路，感謝贊美神。 

 

你的頭發已被主數算，你的重擔主已替你擔，你不要為將

來事情去打算，主內有真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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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同行 

 

胡權 

 

我來到這裏，可以說是一步一步地跟隨著我哥哥(胡博)的

足跡。我的哥哥比我大四歲，兩年前從普度畢業，現在正在耶

魯大學讀博士。我和他一樣，同樣是考入北京的學校，也同樣

是在大二結束以後，從國內轉學到普度來的。三年前，我哥哥

也是在我們的教會信主並受浸的, 今天我也做了同樣的決定。 

 

然而有一次我無意看到我哥哥的見證的稿件。他說他之所

以能收到耶魯的錄取，全是由於主的恩賜。現在我明白了，我

不只是跟隨我的哥哥，而是在跟隨帶領我哥哥的主耶穌基督走

到今天這裏。雖然我信主的時間才僅僅只有一個月，但當我回

顧自己的過去時，發現主耶穌一直都在賜福於我。 

 

出國的準備 

 

09 年的整個夏天，我在國內一邊為專業課的考試做準備，

一邊為各種簽證材料而忙碌。有一次，我走在校園裏，碰到有

人在傳福音。當時那位弟兄問我對基督教有沒有興趣，想不想

了解上帝。然而像大多數國內學生一樣，當時我對傳福音還是

比較排斥的。於是我推辭說我很忙，便走開了。可奇妙的是當

我離開的時候，我心裏卻開玩笑似地說：等我忙完了這麽多事

情到美國後，我就很快會信主的吧。 

 

然而回顧這個夏天，我才意識到我錯失了一個這麽好的去

認識上帝的機會。接下來就是一連串的挫折。在整個申請轉學

的過程中，我犯下了很多錯誤。無論是備戰托福考試，還是準

備申請材料，還有對時間的安排上，都是那麽地不完美。同時

我又沒法放下國內繁重的專業課，因此各方面都準備得不太充

分，而且我的申請條件，包括大學前兩年的成績，TOEFL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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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是太好。然而主卻是如此地寬容，他仍然賜福給我，讓我

有很多彌補的機會。比如我曾經把辦護照的回執單給丟失了，

但神卻讓我意外地記下了回執單的號碼，使我能夠憑此按期拿

到護照。在準備簽證材料的過程中，普度的 ISS 誤認為我是從

美國本土轉學而搞錯了我的文件，耽誤了我一個月的簽證準備

時間，然而我 終幸運地在簽證預約的前一周拿到 I-20 表格。

雖然實際上我只抽出了差不多 2 天的時間做簽證前 後的準備，

但簽證的時候卻是意想不到地順利。仔細回想，很多次去辦理

各種出國手續的路途中，好幾次乘公交車、地鐵，都是在 後

關頭被我恰好趕上。我無法想象這個夏天曾經有多麽的麻煩，

然而正是憑著主的恩典，才能夠讓我通過層層考驗順利地來到

這裏。 

 

初到美國 

 

來到美國後，由於一開始為各種事情忙碌，因此我對聚會

的事情不是太在意，也沒能及時響應主的召喚。然而回顧這幾

個月，我仍蒙受到主的恩賜。比如學期一開始時的選課，有一

門英語寫作課，是我的專業課表上的必修課程。然而專門為國

際學生開設的這門課名額比較少，因此當我開始選課的時候，

名額已經全滿了，於是我打算下學期再修。到了開學後的第三

天，我突然發現了這門課出現了兩個名額，於是我趕緊加了上

去。後來我了解到原來有兩個美國人不小心選上了這門課，但

這個課只會給國際學生成績，所以他們取消了，空出 2 個名額。

更幸運的是這門課的老師是從臺灣過來的，人非常好，在寫作

上給了我很大的幫助。此外我在選這門課的同時，為避免時間

的沖突， 取消了另一節選修課，而選上了一節概率論的課程。

後來我從導師那裏了解到，如果我這個學期沒修英語寫作和那

門概率論的課程的話, 按照課程表的計劃，我很有可能要推遲

半年畢業。回想一下，自己真是蒙受了主的莫大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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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我的門 

 

然而隨著一天天的過去，我的困難也逐漸多了起來。有一

段時間，大量的作業和頻繁的考試讓我無法適從，我的生活也

非常不規律，每天作息和吃飯很不固定，心裏也一度十分地憂

郁和灰心。由此導致了我在學業上也無法專心，我的內心一直

都是在痛苦中掙紮，感到生命中很是灰暗。直到一天，奇妙的

事情發生了。在信主的前天晚上，我剛考完微積分 3 的期中考

試。當時我感覺考得很糟糕，再加上睡眠的缺乏和一整天緊張

的復習，回到住處，我便直接躺到床上，感到頭昏腦脹，心裏

難受到了極點。然而這個時候，有個聲音在心裏說：你把你自

己看得太重了，沒必要給自己太多的負擔，太過於以自己為中

心的話反而會迷失了自己。於是整個人便逐漸放松了下來，很

快安靜地睡去了。接下來的兩天，雖然仍舊有很多的作業，可

是我卻仿佛得到了啟示，心中充滿了力量和勇氣，也一下子變

得專註起來，感到平時的壓力也少了很多。我當時感到奇妙的

事情將要發生。果真到了周五晚上贊美夜的聚會時（10 月 25

日），上帝掃清了我的障礙和疑慮，來扣我的門。於是我便打

開心門，做了決誌禱告。 

 

回想這一切是如此不可思議，在那一刻，是主在召喚我，

而我把生命的重擔交給了他，讓他來管理我，指引我，我的人

生重新回到了主的恩賜中。過了一周後數學成績出來了，我的

成績是班裏 高的。我簡直無法相信這一切是如此的美妙。 

 

 

新的生命 

 

從決誌信主以來，我明顯感受到生命的不同，每天都會有

進步。之前每天早晨起來，一想到一天要面臨的作業和 paper 

我便會感覺非常地壓抑，無法靜下心來，感覺內心像是在痛苦

地掙紮。在信主之後，每天早上起來我都會祈禱，從主那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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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信心和勇氣。無論一天的經過如何，每到晚上回到住處，我

心中都會充滿感激，感謝主帶給我美好的一天。我的心中不再

是變得軟弱，而是憑著對主的信，一天一天變得堅強；心中不

再頑固，而是憑著對主的感恩，而對生活有更多的感觸。當我

謙卑下來，我得到的是恩典，是智慧。 

 

記得又是一次周三晚上的數學期中考試，在考前的一個半

小時買了份快餐，打算接下來繼續復習。然而到了圖書館我突

然發現信用卡丟失了。我一下子驚慌失措起來，不知道該怎麽

辦才好。這個時候我做了禱告，祈求神的旨意，果然心中很快

安靜下來了。我首先確認卡片的確是丟失了，然後到可能遺失

的地方快速尋找一下，接著又給爸爸打個電話，讓他幫忙掛失。

還剩下一個小時，我繼續復習。在考試中我第一遍答完題後，

仍能靜下心來第二次檢查並改正了幾個錯誤，而不是因為信用

卡的事情而心猿意馬立即交卷。考完試回到圖書館，打開電腦

便看到了一份電子郵件，是拾到我的信用卡的好心人發來的。

第二天，我順利拿到了我的信用卡。這是我第一次遭遇丟失信

用卡這種事情，然而能夠這麽快走出焦急的情緒，全身心投入

到考試中去，這全憑著祈禱和主的賜福。雖然卡已經掛失作廢，

我仍然對交還給我信用卡的人充滿感激，更意識到主總是會在

關鍵的時候指引我。 

 

作為一個初信的人，我還有很多方面需要成長。然而一路

走來，主已經給了我很多賜福。我知道，神一直在保佑我，他

給了我們每個人蒙受感恩的心。他充滿了的我身體，讓我重新

認識到了自己，發現了更多生命的美妙，使我能夠真正謙卑下

來，用信心來代替灰心，用希望和勇氣去面對困難，用感恩的

心去享用生命的恩典。感謝主，給了我新的生命體驗。感謝主，

與我一路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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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命的開始 

 

謝淼 

 

記得剛到美國的時候，男友昊旻的媽媽就告訴我和昊旻：

“到了美國第一件事就是找教會，有什麽困難他們都會幫助你

的。”我當時只是應聲點點頭，可是到了美國之後由於住房和

生活上的一些問題，還有那對新鮮事物的好奇，我把教會完全

拋在了腦後。因為我到學校的時間離開學還有大半個月，學校

裏人很少，每天都很無聊，於是我想起了阿姨的話，試試找找

教會吧。我和學校的一個師兄找到了我們小鎮的一個教會聯系

人的電話，可是怎麽打都沒人聽，我就索性放棄聯系他們了，

而且我聽師兄師姐說，因為我們學校在密歇根的一個非常小的

鎮裏，中國人都很少見，所以更別說有中國教會或者團契了，

學校的留學生裏只有一個是基督徒，但是卻做了很多不好的事，

所以受到其他人的排斥，也導致了其他中國學生對教會的排斥。

他們勸我好好學習，不要去教會。 

 

這讓我想起了我在北京第一次去教會，那是昊旻在認識我

之前每個星期天都會去的教會，可是他們規定只有在中國的外

國人可以進去，說是中國政府的規定，昊旻想讓我感受一下教

會氣氛，於是決定讓我偷偷溜進去。第一次潛入教會計劃成功，

那是我第一次見到那麽多的外國人，看到他們唱歌的時候，有

的把手舉在天上，有的跪在地上，我被震撼了一下，心想其中

必有一個強大的力量在他們中間，而且那裏的人每個人都那麽

快樂，並且非常地友好。後來我決定第二次溜進教會，但是在

一次介紹自己的時候我不小心把我是中國人說了出來，結果他

們的工作人員很溫和地把我趕了出來，並且遺憾地告訴我說這

是中國政府的規定，如果發現一個中國人在外國教會，這個教

會就會被禁止。我當時很是生氣，並決定以後再也不去了，心

想教會不是愛所有人的嗎，怎麽可以這樣。後來我就再也沒有

去過。這是發生在我大二的事。現在回想起來，我心中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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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並沒有拋棄我，也沒有把我關在門外，因為我今天站在這裏。 

 

聖靈的感動 

 

男友昊旻是在普度讀書並且固定參加教會的聚會。來普度

看望他的一個星期之後，我回到了密歇根，但是在學校過得非

常不順利，甚至四處碰壁，每天都睡不著，每次和男朋友及媽

媽打電話都會哭，甚至有想回家的沖動。這邊的留學生活比我

想象的還要辛苦，而且我也沒有我想象中那麽獨立和堅強。後

來昊旻讓我到普度這邊讀書，當時離學校註冊只剩下一天的時

間了，要做決定的話只有幾個小時的時間。可是如果我過去的

話將會面對很多問題，身份的問題，怎麽向家長解釋，怎麽轉

學過來。昊旻鼓勵我，說有他在這，而且教會的朋友都會幫我

們的。於是不知道哪裏來的勇氣，我踏上去普度的路，和我的

那個學校永遠地說再見了。雖然到現在我和一些朋友講起他們

都會說我太沖動任性了，但是我現在真是感謝主給我的這沖動

和任性，不然我不知道還要等多久才認識我們偉大的主，也不

知道我在密歇根的生活又會變成什麽樣子。 

 

在飛往普度的飛機上，我還在糾結我的決定到底是對是錯，

如果沒有辦法解決怎麽辦，我該怎麽和爸爸媽媽解釋。越想就

越感覺無助，眼淚更是控制不住地掉下來。突然透過窗戶我看

到窗外有很刺眼的陽光，雲彩朵朵是那麽美麗，我對著那束光

心裏默默地想，上帝啊如果你真的存在的話，為什麽要讓我經

受這麽多困難辛苦，如果你真的存在的話，能告訴我該怎麽做

嗎？於是我平靜了心情什麽都沒去想，試想著會不會真的有個

聲音和我說話。後來什麽都沒有發生，上帝沒有和我說話，我

也沒有見到天使的影子, 然而很快，上帝就回應了我的禱告。 

 

到普度是星期六，第二天昊旻又帶我來到教會，記得當時

大家在唱一首歌，“經風暴，過黑夜，度阡陌，越海洋，有禰

手牽引我，我就永往向前……因禰是我力量，我就不會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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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乏軟弱中有禰賜恩，我就得剛強……”唱著這首歌裏我的眼

淚完全無法控制，我當時也很奇怪，我一般是不會被歌曲感動

的，我趕緊擦去淚水，怕昊旻看到覺得我奇怪，可是當時眼淚

就是控制不住，而且心裏突然覺得暖暖的，原來這世上還有一

個偉大的主，是你無論何時何地都能依靠的主。我當時還不知

道這個主是誰，只知道他是值得我們信任的，像歌詞裏那樣會

永遠陪伴你，對你不離不棄的。於是我心裏突然有了盼望，多

了堅強。這次感動之後我對基督信仰頓時多了很多興趣，我很

想認識這個偉大的神。感謝主，孟芳姐妹送給我第一本聖經，

這開啟了我對主的認識之路，後來得知教會有福音營的活動，

我和昊旻就報了名。 

 

福音營信主得救 

 

在福音營的信主，是我這一生 美好的祝福也是 美麗的

經歷。在福音營我覺得每天都在離主更近一步，並且每天都在

被主感動著。記得牧師有一次讓我們自己認罪，我想起了高中

的一個朋友，我們以前是 好的朋友，後來因為一些事彼此憎

恨如仇敵一般，那天是我第一次覺得我真是個罪人，我讓這份

仇恨在我心裏持續了那麽久，而且突然有一種沖動想和她說聲

對不起。在主面前我們都是罪人，主讓我們認識了愛，讓我們

學會去用愛來看身邊的一切事物。那時我真是覺得心裏受到了

很大的凈化，原來放下這份沈重的感情是很容易的事，只要學

會用愛去看去感覺。 後一天牧師在呼召的時候，第一次的時

候我沒有站起來，因為我當時雖然是相信有上帝並信主耶穌為

我們的罪釘死在十字架上且在三天後復活，但是我還是對自己

沒有信心，因為我只讀過聖經裏的幾段話而已，裏面講什麽我

還完全不知道，而且我對基督教義的歷史背景也是一點都不知

道，如果這樣就信主了會不會是糊裏糊塗的呢。但是我又想，

如果我再完全搞懂聖經之後，在完全明白了基督教義的歷史背

景發展等等再去接受主，那要等到何年何月呢？就在我還在糾

結的時候，我聽到了馮偉牧師的一句話，這句話頓時點醒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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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you must stand under 

God.（如果你想了解神，你必須先服在神之下）”。現在我也

經常用這句話和一些初信的朋友們分享。是啊，神的話不是我

們一天兩天就能完全懂得的，每天有那麽多的科學家神學家在

研究學習神的話語，沒有一個人能說我已完全明白搞懂了，所

以我們必須要放下我們的驕傲，虛心地去學習神的話並去感受

神，那樣才有可能明白神。主在這個時候點醒了我，我也放下

了心中的驕傲和掙紮，在第二次牧師呼召的時候我勇敢地站了

起來，並默默地禱告讓聖靈來幫助我。我只記得當時心裏很溫

暖，很平靜，好像世上的一切煩心的事、一切爭吵仇恨都被神

拿走了，神好像在對我說，孩子不要擔心，你的一切都交托在

我的手上就好了。 

 

從福音營回來，我變得比以前快樂很多，感謝神，每天都

在給我恩典，並一直放天使在我身邊，九月份我和昊旻登記結

婚，昊旻很小就是基督徒了，我就想，原來神很早就把基督徒

帶到我的身邊守護我了，並 終要他陪伴我一生，孩子真的是

得到了太多的福氣了。在認識神之後我真的學會了感恩，以前

我覺得理所應當的事，現在都要感謝神。在這裏我真的是要感

謝神給我的那麽多的恩典，感謝神給我那麽多的天使幫助我守

護我，感謝昊旻對我一直以來的愛，對我的支持理解，感謝孟

芳和其他姐妹對我的幫助，在我失去方向的時候對我的引導安

慰。感謝神給我一顆柔軟的心，讓我在剛認識他的時候就感受

到那麽多的愛。孩子知道受洗只是一個開始，而不是一個結束，

這是一個新生命的開始，孩子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還會經

歷很多磨練和試探，但是孩子以後都不會孤單害怕，因為有那

麽多的弟兄姐妹們在身邊，有你的話做為教導，有你做我們的

力量，因為你是我們唯一的主，是你讓這世界充滿愛！ 回首

我一路信主的過程，主真的是恩待我，我來到美國才六個月，

主就讓我認識了他，並一次次地被感動， 終決定受洗，真的

是感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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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從主的引領 

 

劉琛 

 

一年多前當我首次踏上來美國的路途時，我絕對不會想到

一年多以後的今天我會成為基督徒。回想我來美國的前前後後

以及在美國的日子，我覺得我 大的收獲就是我認識了主並選

擇跟從他。我說這樣的話並不是因為許多弟兄姐妹在見證中都

這樣說過，所以我也要這樣說，也不是為了迎合任何寫見證的

範式或規矩，而是因為這是我心中的真實想法。我覺得自己是

深深蒙了主恩的人，神一直在我前行的道路上引領著我。 

 

我在接觸了基督教大約 10 個月後作了決誌禱告。在這裏

我要感謝 Sandra 姐妹，是她鼓勵了我並帶領我做了決誌禱告。

10 個月不算是一段很長的時間，但是我仍然經歷了激烈的思

想鬥爭。在 初的幾個月裏，我在思想上有抵觸。盡管我贊同

聖經上的部分經文，我卻不能全盤接受聖經。我時常在分組學

習聖經時提出各種各樣刁難性的問題。在這裏我要向許多弟兄

姐妹表示真誠的歉意和謝意，尤其是陳軍弟兄。因為這些我今

天回過頭來看自己都覺得可笑或者無聊的問題當時卻得到了他

們認真和耐心的思考和回答。 

 

奇妙的是，在決誌後的幾個月裏我的心開始一點點發生變

化。我開始變得喜歡聽詩歌，因為我真的覺得詩歌有一種奇妙

的力量可以使我的內心變得平靜。我也不再總是要找反例質疑

聖經上的話，因為我突然想明白了兩個對我來說很重要的問題。

第一就是我不是這個世界上 聰明的人。我能想到的論據和反

例古往今來的聰明人也一定都能想到，甚至應該比我想到的更

多更有力。而聖經從幾千年前傳到了現在這個事實就說明了以

往所有想駁倒聖經的聰明人都沒有成功。既然已經有這麽多比

我強的人都不行，我又何必再白費力氣呢？第二就是我為什麽

會習慣性地去反駁聖經裏的內容，是因為我在以前的認知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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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已將無神論視為公理，毋庸置疑。所有的論點論據都是在那

個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定理和推論。而聖經上的內容觸及和撼動

的恰恰就是我認知體系裏的根基，我會有由內而外地抵抗和排

斥，是很自然的一種自我保護的表現。而問題是我為什麽會把

無神論視為正確呢？那是因為我從小到大接受的教育告訴我就

是這樣。但回顧以往，教育工作者本身卻沒有在宣揚這種無神

論的觀點時加以論證並證明其正確性。換句話說，我曾經信守

多年的信仰體系之根基，其實從未有人向我證明過其正確性，

而我卻毫無察覺地抱著這些東西生活了二十多年。這是一件很

荒謬的事。這兩個問題的解決為我之後的道路掃清了很多障礙。

既然我以往所信的自己無法證明，別人也沒有向我證明，我為

什麽還要相信它是正確的呢？我以前選擇相信無神，為什麽我

現在不能重新選擇相信有神呢？而聖經上所記載的許多事，包

括神創造世界，耶穌基督死後三天復活等等，我也開始相信它

們的真實性。因為我想起了一個很簡單的邏輯，就是你不能把

你無法證明存在的事物就認為是不存在的。其實這個邏輯我以

前就知道了，只是因為心太剛硬，一直在犯這個邏輯錯誤。 

 

自那之後，我開始相信有神。但是那時的我信心很小，也

很迷茫。我相信神的存在卻不知道神在哪裏。於是我嘗試尋求  

神。我做了這樣一件事，那就是有意識地選擇去相信發生在我

身上的每一件事都是神的旨意和安排。這是一個不大的決定，

但是它卻讓我對很多事情有了重新的認識並且堅定的相信神就

在我的身邊。 

 

事情要從 2007 年 8 月份說起。8 月初，我的女朋友，現

在的太太，離開了中國來到普度大學讀書。由於我在 2006 年

下半年至 2007 年上半年一直在實習，我並沒有申請當年出國

讀書而是晚一年申請。我本以為自己很堅強，分開一年沒有關

系，但是事情並沒有想的那麽簡單。我和我太太大學一年級相

識，在我的生活中和頭腦中到處都是她的影子。所以在北京機

場送走了她，我便陷入了巨大的痛苦和思念之中。而她因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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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孤身來到一個陌生的環境，無論是學習、生活還是人際交

往也都給她帶來了很多壓力。在那一年裏我們的關系因為空間

和環境的關系受到了挑戰。 

 

由於我是金融系本科畢業，實習也是在金融機構，所以我

在申請出國時選擇的都是金融碩士項目。這些項目都是自費項

目，學費高，時間短，而且畢業後就業前景也沒有保證。那時

的我想的就是趕快到美國和我太太相聚，快點畢業然後找份工

作，並沒有考慮其實我在本科的時候更多的興趣是做研究而不

是做實務，所以當時準備申請材料時我準很受折磨。現在想起

來，自己的興趣不在那裏，寫申請材料能不痛苦嗎？ 

 

在 2007 年底，我爸爸的身體狀況出了問題。醫院的檢查

結果是肺癌晚期，癌細胞擴散全身多處，預計壽命不到三個月。

因為我當時在申請出國，我媽媽知道一旦我知道了這件事，必

然會放棄出國的念頭，而即使我留在家裏也幫不上什麽忙，還

會耽誤我繼續讀書，所以我媽媽毅然決定不告訴我這件事，而

且勒令所有親屬朋友都不允許向我透露只字片語，包括我的太

太和岳母。我是在 2008 年 8 月份出國前夕才從媽媽的口中得

知這件事。她本來打算什麽都不說讓我安安心心地走，是因為

我回家準備出國的行李，我媽媽怕我無意中翻出我爸爸的病例

和藥瓶的說明書，迫不得已告訴了我。而這時我才知道媽媽為

了我，在此前的大半年中都獨自承受著內心的痛苦，照顧病人

的辛苦和委屈，以及時時刻刻警惕怕我知道真相的謹小慎微。 

 

2007 年下半年到 2008 年上半年是我和我家人 黑暗的一

段時間。但也正是在這個時候，也許是因為垂聽了我太太的禱

告,神向我和我的家人灑下了奇異的恩典。 

 

2008 年 1 月，我已經在陸陸續續準備各個學校的申請了。

有一天和我太太的電話中，她提議讓我也申請一下普度大學的

農業經濟學系，因為系裏有一個研究方向是商品期貨，也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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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的範疇之內。但是我看了一下申請要求，需要提供 GRE 成績，

而我只有 GMAT 成績。我以往所想的都是申請商學院，根本沒

有考過 GRE，這條路看似根本走不通。這時我太太說她去問一

下系裏，看看能不能用 GMAT 成績代替。神的安排就是這麽的

奇妙，系主任的回話是可以。這是我根本沒有想到的，因為不

僅系裏的網頁上要求申請者提供 GRE 成績，非商、法、醫的自

然和社會科學學科研究生院只接受 GRE 成績也是一般慣例，鮮

見例外。於是我開始準備這唯一的一份非商科申請材料。盡管

距離申請截止日期只有半個月時間，我真的神奇般地按時完成

了申請。 

 

從 2008 年 2 月份開始到 4 月份為止，申請的結果陸續有

了回應。我申請的金融項目中除了聖路易斯的華盛頓大學提出

面試之外，其余全部都是拒絕信。但是這所學校我並不是很想

去，因為它的項目只有 10 個月，但是學費就要 5 萬美元，算

上住宿費和生活費起碼要 6、7 萬美元。我草草準備了一下就

去面試了，結果不出意外也是拒絕。在這段時間裏，唯一的一

封錄取信就是來自普度大學農業經濟學系的，這是我在申請之

前完全沒有想到的。 終我接受了這封唯一的錄取信決定來普

度大學。當時的我只是覺得人生無常，我想去金融項目，結果

一個也沒去成。我想去商學院，結果被研究生院錄取。 

 

盡管我被普度大學錄取，但是拿到的是入學許可，沒有獎

學金，我還是要為學費的事情憂心。盡管我當時並不知道我爸

爸得了病，家裏已經有了很重的經濟負擔，但是憑我對父母的

收入狀況和家裏的經濟狀況的猜測和判斷，我也知道普度大學

的費用還是一筆不小的支出。這時我太太卻告訴我，與其他大

學不同，普度大學有一項特殊的政策，就是如果夫妻雙方中的

一方是普度大學的員工，包括 TA 和 RA，那麽另一方在普度讀

書只需要交納州內學費，而非國際學生的全部費用。這項政策

相當於免除了此前我料想的學費總額的 2/3。在 2008 年夏天，

我和我太太註冊結婚，因此得以減免學費順利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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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8 月，我來到普度大學開始讀書。由於我仍然屬

於自費，所以系裏並沒有指派我跟從哪一位老師。這給了我一

定的自由度可以自由選擇導師。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我找到了

現在的導師，一位很友善也很嚴格的美國教授，和一個我非常

喜歡並且可以利用到我以往知識專長的研究項目。由於我在第

一個學期的成績全部是 A，導師對我在研究上的努力也很認可，

從第二學期開始，也就是 2009 年春季，我被給予了全額獎學

金資助，減輕了家裏的經濟負擔。 

 

在 09 年暑假我和媽媽的一次通話中，她告訴我家裏漸漸

負擔不起我爸爸服用的一種抗癌藥物了。這種藥物一個月一盒，

每盒 2 萬人民幣，一年就是 24 萬元。而且因為這種藥在醫療

保險所覆蓋的範圍之外，只能是自己負擔。當時的我聽了之後

除了擔心和憂慮之外，無計可施，無法可想。但是神有他做工

的方式。一個星期後我再一次給我媽媽打電話，我媽媽高興地

告訴我問題解決了。中國紅十字會有一個項目，滿足一定要求

的病人可以申請獲得免費贈送那種藥物，她已經申請並獲準贈

藥。客觀地講，如果沒有贈藥，巨額的醫療費用對我家來說將

是一個難以克服的巨大難關，但是在神的看顧之下，這個問題

被如此妥善地解決了。我不知道除了感謝神之外，我還能說些

什麽。 

 

從我 2008 年 8 月出國以來，我常常擔心我爸爸媽媽。但

是我人在國外，什麽都做不了也幫不上。神知道我心中的憂慮，

憐憫我，所以神卸下我的重擔親自看顧我的父母。自從知道了

我爸爸的診斷結果，我媽媽就開始積極地想辦法為我爸爸治療。

她不辭勞苦地找遍幾乎所有在北京的國內著名腫瘤治療專家尋

求治療方案，不斷學習和了解抑制癌癥的食物和藥物，全天候

地照顧我爸爸。由於治療方案得當有效，我媽媽不斷換樣式做

抗癌食物給我爸爸吃，不斷地在精神上鼓勵我爸爸，我爸爸的

病不僅沒有繼續惡化，反而得到了有效控制並且開始好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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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現在，我爸爸身上多處腫瘤細胞已經基本上看不到了，而作

為源發處的肺部陰影面積也變得很小了。按照我爸爸主治醫生

的說法，我爸爸的病例只能用奇跡來形容，這是她從醫多年以

來未見過的，也是吉林省腫瘤醫院所有治療過的病人中極為少

見的。有許許多多在我爸爸之後入院的病人都已經陸續病逝了，

但是我爸爸卻越來越健康地生活著。現在的他每次去醫院，第

一次見到他的人都以為他來是為了探望病人，根本不會想到他

自己是個病人。 

 

其實癌癥不僅僅對患者本身是一個沈重的身體和精神負擔，

對於照顧病人的人更是巨大的考驗。從知道我爸爸的病開始，

我媽媽就在盡心盡力地照顧我爸爸。找專家，找資料，找食譜，

找保健品，找偏方。哪怕有一絲希望我媽媽也要去嘗試。在我

出國之前，有一次我媽媽在電視上看到了一個紀錄片，介紹一

位癌癥患者兩次從癌癥中勇敢幸存下來的故事。我媽媽就趁著

送我出國的機會到北京去那位患者平時晨練的地方去找她，希

望能夠學習一些經驗。我有一個朋友， 他的父親因為癌癥今

年去世了。在他父親患病後期，他的母親放棄了治療，並出於

好心勸我媽媽不要抱太大的希望，不要把所有的心血和錢財都

投入到治病的無底洞裏去，到頭來留下的只有失望、孑然一身

和沈重的債務。我媽媽雖然沒有當面說什麽，但是心裏卻很不

願意聽到這些話，不希望別人給她潑冷水。她仍然一如既往地

樂觀積極地去想辦法為我爸爸治療。其實身體上的疲憊還只是

一個比較小的部分，真正的疲憊來自內心。由於癌癥至今都還

是一個沒有被攻克的醫學難題，病人往往會抑郁，焦慮，敏感，

暴躁，對成功治愈沒有信心，對經濟負擔感到擔憂。一件無關

的事情就有可能讓患者產生某種想法。而稍有什麽不合心意，

便會引來大發雷霆。盡管平日裏你盡心盡力地照顧他，他發起

火來照樣六親不認。我爸爸就是這樣。所以在我出國以及知曉

我爸爸的病之前，我媽媽不僅要對我爸爸發脾氣忍氣吞聲，還

要向我隱瞞。而在我知道了以後，情況基本照舊。我人在國外，

為了不讓我擔心，除非到了她已經再也憋不住的地步，她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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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向我隱瞞她無處傾訴的委屈，心酸和孤獨。所有這些內心的

痛苦，我想除了我媽媽自己，也就只有神能夠完全了解。在這

裏我要感謝神，因為他看顧了我的媽媽。我獎學金的事以及我

爸爸一點點好轉都減輕了她心裏的負擔，我爸爸的病情好轉也

使得他的情緒有所好轉。我媽媽的工作也沒有出現大的問題讓

她分心。盡管我媽媽身心很疲憊，很委屈，但是神看顧了她的

身體，沒有讓她的身體出現大的毛病。神更是在她的心中動工，

使我媽媽也開始了解聖經的內容並每周去教會。 

 

這些基本上就是在我信主前我思想上的轉變過程以及發生

在我和我家人身上的事。在我看來，這個世界沒有偶然，沒有

巧合也沒有運氣。我相信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安排。神首先引

領了我太太來到了普度大學，並且讓她認識了主並跟從了主。

在這之後，神也看顧了我和我的家人。 

 

如果沒有主的引領，我不會在申請學校時考慮要申請我現

在所在的項目； 

 

如果沒有主的引領，我不可能用 GMAT 成績成功申請社會

科學學科研究生項目； 

 

如果沒有主的引領，我要麽被所有金融項目拒絕，無法繼

續讀書或者出國。要麽被某個金融項目錄取，但要支付巨額學

費； 

 

如果沒有主的引領，即使我被某個金融項目錄取，10 個

月後也會因為目前的金融危機而找不到工作，更別提要收回巨

額的教育投資。很有可能我從哪裏來再回到哪裏去； 

 

如果沒有主的引領，我不可能來到普度大學，也不可能受

益於只有普渡大學才有的特殊政策而得到學費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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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主的引領，我不可能在來了之後順利地找到自己

喜歡的導師和項目，重新找回了自己的興趣，並獲得全額獎學

金。我所在的是碩士項目，即便是在全美所有大學中也沒有很

多院系會給碩士全額獎學金； 

 

如果沒有主的引領，我和我太太的感情問題不可能會如此

妥善地解決。現在我們感情很好，我們常常滿心喜悅地感謝  

神對我們兩人的眷顧； 

 

如果沒有主的引領，我很難想象發現病情，為我爸爸找專

家，研究治療方案，選擇主治醫生等等問題上都會比較順利； 

 

如果沒有主的引領，我無法想象一個被診斷為只有不到三

個月生命的肺癌晚期病人會到目前為止頑強的生活了 1 年半還

多，而且身上多處的腫瘤細胞消失或顯著減少，越來越健康； 

 

如果沒有主的引領，我爸爸用藥的巨額費用不會以那麽神

奇的方式妥善解決； 

 

如果沒有主的引領，我媽媽不可能在心中極其壓抑身體極

為疲憊的狀態下仍然頑強地堅持這麽久； 

 

如果沒有主的引領，我和我的家人可能現在還生活在痛苦

和黑暗之中無法自拔； 

 

如果沒有主的引領，我不可能來到美國，認識主，跟從主； 

 

如果沒有主的引領，我根本無法想象現在的我會是什麽樣

子，在哪裏，在做什麽。 

 

如果沒有主的引領，就沒有今天的我和我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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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就是這樣一位有著大能和慈悲的主。主了解我們心中

的一切痛苦和憂慮；主知道並賜給我們一切所需；主使不可能

變為可能；主知道什麽對我們是 好的，並且一路引領我們，

即使我們自己看不清楚；主永遠不會拋棄我們；主總是有耐心

地等待著我們，等待著我們與他和好，尋求他，跟從他；主在

我們還不愛他，甚至不認識他的時候就已經在默默地愛著我們。 

 

我非常相信一個人信主是全家人蒙福的開端。因為這是我

從發生在我和我家人身上這些林林總總的事情上親眼所見的。

我今日將這些寫下來說出來，就是因為我覺得我和我的家人是

深深地蒙了神恩的，我不能夠讓神的這份愛和恩典無聲無息地

被掩蓋或遺忘掉。我願意高聲宣揚，告訴更多的人，我們的主，

我們的神是一位怎樣的神：他每時每刻陪伴在我們的身邊，體

恤我們心中的愁苦，幫助我們脫離苦難。 

 

我還要用我和我家人的經歷去鼓勵那些正在經歷或者以後

會經歷挫折困苦的弟兄姐妹。不要只看到主安排給我們的苦難，

卻看不到主安排這些苦難背後的意圖和用心。主是要給我們提

醒和磨練，使我們中行為、思想有偏離的能夠重新回到主引領

的路上來，使我們中有軟弱和不足的能夠通過不斷學習和鍛煉

預備自己，變得堅韌。神給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著一個美好的可

能還是很大的計劃，他希望通過一些磨練來幫助我們成長，在

耶穌基督裏深深紮根，使我們有一天能夠去執行這些計劃。 

 

雖然我父母還沒有信主，但是他們也相信我爸爸的病能夠

一點點好轉是神在做工。而且他們也不再把患病當成一場災難，

而是當成一個讓他們能夠重新審視生活的機會。現在的他們，

在幾十年忙忙碌碌之後，終於發現原來生活中除了工作以外還

有許多事物值得追求，值得註目。無論是春天的青草，秋天的

落葉，還是頭頂的藍天，都是生活所賜，值得感恩。 

 

我要感謝我的父母，是他們養育了我，並在我成長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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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大程度地為我創造各種有利條件。盡管我現在還在讀書，

無力給他們任何物質上的幫助和報答，但這份恩情我永世難忘。 

 

我要感謝我的太太。在她還是我女朋友的時候，就常常在

我身旁支持我鼓勵我。她是第一個透過禱告把我介紹給耶穌基

督的人。她沒有因為我爸爸得病我家有沈重的經濟負擔而離開

我，而是更加堅定地陪伴著我。她從未向我提出過任何物質上

的要求，但是我心中卻深深地知道其實我欠了她很多很多。她

是我生命中永遠的春天，帶給我希望，帶給我力量。 

 

我要感謝教會的弟兄姐妹和牧師。每次我來到教會都會有

家的感覺。而在我信主的路上更是多多地得到了福音組的同工，

活水組的弟兄姐妹，Sandra 姐妹和何牧師的幫助和帶領。 

 

我要感謝天上的父，是他一路引領和看顧了我和我的家人。

不管以後我會有怎麽的生活，我都堅信神始終與我同在，我願

意跟從神的引領，並努力一生傳揚他的名。 

 

後我摘取了幾段經文與弟兄姐妹共勉，願主賜福每一位

弟兄姐妹並我們的教會。 

 

“耶和華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詩

篇 25:8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

息。我心裏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

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息。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

省的。”馬太福音 11:28-30 

“所以不要憂慮，說，吃什麽，喝什麽，穿什麽。這都是

外邦人所求的。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馬太福音 6:31-33 

“6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借著禱告，祈求，和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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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

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腓立比書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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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愛使我的生活美麗 

 

楊麗 

 

流浪 

 

誰沒有經歷過人生的坎坷？當我經歷了一些坎坷之後，我

有意地將自己的精神世界、感情世界逐漸獨立，以便能承受更

多的困難和壓力。我以為這樣我會堅強許多。但是，這並不是

堅不可摧的。在經歷了欺騙、誤解、被傷害之後，我幾乎要崩

潰，我漸漸地感到，我的精神世界需要更大能量的註入，可我

不知道這能量在哪裏，於是，我的靈魂便開始了流浪。 

 

尋找 

 

我的職業是一名戲劇演員。因為弟弟來美國，他在北京的

一切事情都交給了我。在我到美國之前的三年裏，我一直在經

營一家 1500 平米左右的餐廳，這對我的挑戰可想而知。從我

的主觀上講，我十分願意接受挑戰，但經歷其中的時候，真是

苦不堪言。有一件事讓我至今難忘，那就有一年的春節，餐廳

已經全部訂滿，而我們的工作人員，只有所需的一半。在這種

情況下，我真想把自己變成孫悟空好能多變出幾個化身。我忙

完後廚，忙前廳，三十、初一根本沒有回家，總算把“年夜飯”

給拼過來了。在初二的晚上，大概是十一點左右，我開著車跑

在回家的路上，我的淚水禁不住地留了下來。 心底的一份孤

獨和無助卻常常在我的生活出現，使我感到非常痛苦。當我得

知，我餐廳有一個小姐妹是基督徒，我就主動跟她說想去教堂

看一下，看那裏是不是能幫我減輕痛苦。抱著這種想法，我們

終於在一個星期五的晚上去了教堂。第一次走進教堂，聽到聖

經裏所講述的那些故事，我很好奇。這聲音對我非常親切，好

像正是我尋找的能夠滋潤我，並能使我解脫痛苦的力量。這聲

音就像一盞燈點亮了我心靈的一切，更使我的靈魂找到了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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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隨 

 

我來美國的行程已定。臨行前，姐姐把我叫到她的身邊，

語重心長地說：“你走那麽遠，我送給你一件心愛的東西，保

佑你的平安。”我接過姐姐送我的禮物，那是一個做工精美的

玉佛墜，我拿著這個玉墜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我信基督！”

姐姐也沒在意，我只好把玉墜裝進包裏，一直沒有戴，現在已

經讓我的父親帶回北京還給了姐姐。不知為什麽，在冥冥之中，

好像有一雙大手在引領著我，使我一路追隨。終於，來到了美

國（洛杉磯），弟弟帶著我們四處觀光，每天過得非常快樂，

一切都是新鮮的。可不知為什麽，我的心裏還是空空的。我還

想去教堂，當得知侄女的男朋友是基督徒，我又主動相約，在

加州我又去了一次教堂。每次去教堂都有新的感受，教堂好像

是我的樂園，在那裏聆聽主的教誨，那些贊美詩我不用學就會，

那一字一句都敲打在我的心頭。這是什麽？這是神靈的召喚。

感謝主！讓我這麽近地感受您！ 

 

接受 

 

從加州來到普度，是因為我的朋友有一個結婚儀式。一方

面是要送給她一份祝福，另一方面是想了解一下美國。來到普

度，我為這裏的景色所吸引。我形容這裏是視線範圍內 98%都

是綠，人又很少，真是太適合人居住了。我喜歡這裏，所以每

天過得都很快樂。可好景不長，我的好友突然感覺身體不適住

進了醫院，一住就是五天。我一個人在家裏留守，家中還有一

只狗陪伴著我。雖然我每天都過得很充實，學英文，彈鋼琴，

健身，但對朋友的牽掛使我感到孤獨。雖然我常說：“我喜歡

獨處。”可當你周圍的人全部都消失的時候，那種感覺好像是

在黑暗裏，我漸漸地明白了，需要給予別人愛，同時，也需要

感受被愛。朋友終於出院了，我滿心歡喜地照顧她。她的許多

朋友也來看望她。在朋友的婚禮上我和郭榮姐妹見過一面。我

們好像似曾相識，只是打了一個招呼。當有一天，我打開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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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房門，進來的竟是郭榮。她見我很是吃驚，後來她才知道

我和她的朋友是一起長大的老朋友。當郭榮準備離開時，我又

主動地問她：“你去教會嗎？”她說：“我去。”我問她是否

能帶我一同去，她很爽快地答應了我。 

 

星期五，郭榮來到家裏接我。當我們走進教堂的時候，正

好聽見何牧師講到曠野期。這不是在說我嗎？這是神的點播。

這一路走來，這麽多年的掙紮，生活中的徘徊，那些不堪回首

的往事在神的眼中都可變成鳥語花香。這種轉換是我無法想象

的，但我們通過神的教誨，是可以感受到的。聖經中的字字句

句好像都活靈靈地與現實相連。在聆聽中，我的心態發生了巨

大的改變，人快活了，更加奇妙的是，當天晚上，我持續很久

的失眠癥消失了。一直到現在，我每晚都睡得很好。感謝主！ 

 

感恩 

 

這一切怎能不讓我感恩呢？帶著這種感恩的心態，我不斷

地贊美主，我的牧者！這樣的藍天白雲，這麽多的弟兄姐妹，

這樣美好的生活，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因神在我心，我用愛

的目光看待世間萬物。我松弛了，我也快樂了。在聖經中我體

會著神的智慧。這智慧使我心靈的沃土更加肥沃，所以快樂的

果實也就更加豐碩。過去的我已經離我而去，新的我已經在這

裏誕生！ 在我受洗的日子，我懷著無比喜悅的心情，與大家

分享我的經歷。同時，我們也共同享受這段美好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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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指引我的路也安撫我的心 

 

蔡孟芳 

 

(前言:  這是我在 2004 年受洗前所寫的見證。前一陣子

再次拿出來看，讓我回想信主這一路上神給我的祝福、恩典、 

和帶領，還是和我那時在寫我的受洗見證時一樣。其實，這些

年來，經歷神的祝福、恩典、和帶領只有更多。去年聖誕節回

臺灣，妹妹信主了，拿了我的受洗見證給她看，相信她知道她

也可以經歷神的豐盛。借這期《葡萄園》與大家分享我的得救

見證，願我們同為神的兒女，一起來常常經歷神已經預備給我

們一切的豐盛。) 

 

從小到大，父母總是為我做決定，但從大學時候開始，我

發覺這樣是行不通的，因為他們無法一輩子為我做決定。所以

我就常常告訴自己，應該開始自己做決定且為我所做的決定負

責任了。這是沒有錯的。但人不是耶和華，耶和華可以知道每

個人應該做的事及要走的路，但人不行。所以，我常常自己做

決定，但也常常做錯決定。比如說，找工作時，常常找到不適

合自己的工作，但又疲倦於找其他的工作，只好告訴自己，或

許過一陣子會比較好，但終究都是以離職收場。這樣的情況維

持了快 5 年，5 年裏的工作都要輪班， 晚的要到淩晨 2、3

點，身體真的疲累。不只身體疲累，連心理也是。因為當和工

作夥伴有沖突或意見不合時，常常覺得很挫折，但又不知如何

是好。 

 

想出國念書是一直有的想法，但沒有付諸實行。或許是因

為時間上無法配合，或一直有事情忙著。遞出 後一個工作的

辭呈，又找不到正常班的工作的情形下，我決定到美國念書，

想借著這個機會充充電，並思考一些事情。所以我 2003 年 5

月底來到 South Bend, IN。來美國之前，在臺灣認識了一位

也要到 IUSB 念書的學生，她的名字叫王立屏（Iris）。我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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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她是基督徒，並且我們都是從東海大學畢業，但我那時對

基督教沒任何認識。我們到達 South Bend 的時間是差不多的，

但住在不同的美國家庭裏，所以互留了彼此的電話。到達美國

的第三個周末，我呆在家裏，心裏突然覺得悶得發慌，坐也不

是，站也不是，睡也不是，連出去透透空氣，心裏都還是悶。

突然想到立屏每個星期天都去 South Bend 的華人教會，心想

或許我可以去那裏看看。就撥了通電話給她，跟她說我想去教

會。所以在第四個周末，我第一次來到 MCCC，也就開始了我

認識主的過程。 

 

在認識主的過程中，常常聽到弟兄姐妹說，我可以禱告藉

由耶和華來指引我人生的道路，或者是指引我做對的決定。因

為只有耶和華知道什麽決定對我是 好的。我聽聽，不太相信，

因為在臺灣拜了很多偶像，花了大筆錢去求神問符、安太歲、

點光明燈，皮夾子裏放了據說會保平安的偶像， 身上掛了一

堆不同樣貌的偶像，也沒像人家講的會保佑我，反而不平順的

事一堆，心裏不平安，常常擔心這擔心那的。怎麽可能不用花

錢只要禱告就有效呢？所以就沒有常常禱告，也不習慣。但喜

歡去教會，因為我感覺教會的人都很好，對人生的態度都很積

極，牧師的講道都很有道理。但人總有軟弱需要幫助的時候。

2004 年我修了一門課，只有我一個國際學生，其他都是美國

人。當我們分組討論的時候，其中一個美國人故意不跟我講話，

我問她問題時，她也不回答，甚至很少用正眼看我。我雖然知

道這是國際學生都會遇到的情況，但我實在心裏好難過也好挫

折，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錯了什麽事。尤其我們在同一組討論有

半學期之久，每次要上那門課之前心情都很掙紮，上完課心情

常常沮喪。有時在課堂結束後回家的路上還會流眼淚，那時我

也就開始向耶和華禱告。我跟耶和華訴說我心中的苦悶，祈求

祂在我心裏軟弱時扶持我，祈求祂叫我不因別人所行與我不好

的事而影響我的心情，並祈求主耶穌基督在我們小組內做工，

將這種溝通的阻礙除去。當我專心向耶和華禱告時，我知道祂

聽到我的聲音了。我真的感受到祂了，在接下來的幾星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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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像以前那樣沮喪，我的心變的更強壯。我的情緒不致因別

人的行為而波動起伏很大。我知道是耶和華一直給我力量，祂

安撫我的心，扶持我的軟弱。祂也在我們當中做工，讓我們的

小組在離學期結束 後兩星期前，有一個機會讓我們把心中的

疑惑解開，並盡釋前嫌。感謝主！ 

 

從 2004 年初學期開始，我就在學校找打工的機會，我

滿意的打工地方是在學校的圖書館，因此遞了一份履歷表，他

們通知我面試，但沒錄取我，並說會把我的履歷表留著，有其

它機會再通知。我就繼續等。但接下來兩、三個月都沒有得到

面試通知，卻一直看到圖書館有新的打工學生。我開始納悶，

心想，為什麽不面試我呢？問了一些在圖書館打工的朋友，他

們建議我再遞一份履歷表，於是我又遞了第二份履歷表。等了

三個星期，依然沒消息，但又看到一個新的打工學生。我心想，

或許他們希望有我的夏季和秋季的課表來衡量是否通知我面試。

等我排好新的課表後，我又遞了第三份履歷表，依然沒消息。

我的朋友都告訴我，我的英文沒問題的，只要耐心地等，他們

一定會通知的。但是依然沒消息。以往，我一定會很緊張，並

很想知道是什麽原因讓他們不面試我，因為我會執著於我想得

到的東西。但在那時，我並沒有執著於要知道原因，反而轉向

耶和華禱告，我禱告說：“ 親愛的天父，您是我生命的主宰，

唯有您知道我前面的道路，也唯有您知道什麽樣的決定是對我

好、 適合的，所有的權柄都在您的手上，祈求天父帶領我

走前面的道路，奉主耶穌基督寶貴的聖名，阿門！”在還有兩、

三個星期就到學期末時，我想再試試學校其他部門，所以我問

了學校 LaRC 的主管是否有打工的機會，她說那時沒有空缺，

並請我先遞履歷表，有機會她會通知我。在學期即將結束時，

她寫了一封 email 給我，說：“ 目前 LaRC 並不缺打工學生，

但有另一個打工機會需要人。” 她在 email 中跟我描述打工

性質，並請我去 Department of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s 

Academic Advising Center 拿申請表填。我遞了履歷表，他

們通知我面試，並錄取了我。現在我所行的路都是耶和華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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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向祂禱告的事雖然不會立刻實現，但耶和華會用祂的智

慧讓事情在該實現的時候實現，或者祂會給我一條更適合我的

路，而不是我原本所冀望的那條路。也唯有我用心才能感受到

耶和華對我所行的事。就像箴言 3:5-6 所說：“ 你要專心仰

賴耶和華，不可依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

認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 我現在想想，這是真的。這樣

找打工的過程，都是主耶穌基督在引導我，祂的引導也都是對

我 適合的。祂不讓我在前一個學期打工，是因為我要修 4 門

課，講句老實話，還真的有點忙，可能也沒有多余的時間打工。

但接下來的這個學期，我只有 3 門課，有多余的體力和時間打

工。找到的打工機會都不是我當初預期的，但卻是 適合我，

也對我 好的。感謝神！ 

 

我信主的過程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因為我是一個剛硬的人，

常常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心中也常常有很多疑惑。中間雖有幾

個決誌的機會，但我都因為心中剛硬，且心中還有些問題未得

到解答，而錯失決誌的機會。記得 03 年 9 月，卓甫敬牧師跟

三位朋友講福音，其中一位是立屏，另兩位是未信的人，我就

是其中一位。聽完沒多大感覺，只覺得每次牧師問問題，未信

的人的答案和立屏總不一樣，也很奇怪。牧師問立屏：“ 相

不相信有永生？”，她說：“ 相信。” 牧師再問：“相不相

信死後進天國？”，她也說：“ 相信。” 又問：“ 為什麽

相信死後可以進天國？” 她說：“ 因為她是神的女兒。” 

我聽完後一頭霧水，只覺得怎麽有人有這種答案。所以第一次

的福音算是腦子一片空白。03 年感恩節時，MCCC 租了臺遊覽

車去 Chicago 的 CCUC 和那兒的人一起享用感恩節大餐。餐後

大家留下來繼續崇拜，那天講道的是趙約翰牧師，他在崇拜後

就開始呼召，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教會的呼召，那時人本能的防

衛感覺就來了。我心想：“ 這是什麽儀式啊？還要決誌，什

麽是決誌啊？怎麽那麽復雜！” 看到那樣的儀式，我本能聯

想到臺灣的傳銷，因為以前接觸過一陣子傳銷，他們都是聚集

在樓房裏面，進行傳銷的工作並呼口號。所以對那種感覺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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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怕的。當然也就不了了之，錯過了那次決誌的機會。在 04

年二月或三月時，星期天我到 MCCC 聽卓甫敬牧師講道。由於

講道的主題是永生，在崇拜後牧師就做了一次呼召，並給了決

誌接受永生的機會。有幾個人舉手要決誌，但我仍然沒舉手，

因為我的心仍然剛硬，對一些問題仍然沒有答案，也就錯失了

第三次接受福音的機會。在這一年的時間裏，我心中常常有很

多疑問，大部分疑問都在聖經裏得到了解答。但其中有一個問

題是困擾我許久的，就是在聖經上說，凡受洗及信靠耶和華，

死後會進天國。我就想到有些人沒機會聽到福音，但生前是很

好的人，難道也不能進天國嗎？這個問題困擾我許久。雖然我

一直都有向神禱告，神也在我身上做了工，但就是無法決誌並

決定受洗。到了 04 年五月底時，有幾位弟兄姐妹到我家來傳

福音，我當然免不了又會問那個一直找不到答案的問題。他們

開始跟我解釋，突然，我聽到一句話，一位姐妹說：“ 孟芳，

你應該著重的是建立你跟神之間的關系，不要因為外在的緣故

而影響你跟神之間的關系，或是奪走了你接受永生的這個機會。

況且，只有耶和華有權柄做人死後的審判，我們是無法知道

的！” 我好像腦子被敲了一下，突然想通了，當天晚上也做

了決誌禱告，感謝神！等他們離開我家，我靜下來想想，這一

路在尋找那個問題的答案，其實說穿了就是心中一直有一個我

冀望的答案，只要別人跟我說的不是合乎我心中所想的，我就

又繼續去尋找我要的答案。我心中還是一直把持著我所想要聽

到的答案，卻忽略了這權柄是在神手中，並不是在人手中，也

忽略了 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應著重與神之間的關系，並不

是讓別人來影響我和神之間的關系。真不知道以前到底在執著

什麽，卻錯過像永生及重生這麽好的禮物，其實很簡單，只要

信而已。感謝神恩典，將那蒙蔽我心中的屏障移開，頓時心中

覺得好輕松。所以，我 2004 年 6 月 12 日接受洗禮。 

 

信主耶穌後，我覺得好喜樂，那種快樂、平靜、祥和、輕

松、充實的感覺，是我未信主前無法想像的，但是我現在都體

驗到了。受洗後，因為聖靈進駐我心中，我的靈命漸漸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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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我去教會聆聽牧師傳講神的話語、藉著禱告跟神溝通、閱

讀聖經中神的話語，我都覺得好喜樂。因為當我專心做這些事

時，我都感覺神在對我說話，好似在教導我祂的話的真理，並

把祂的話語放在心中，進而身體力行。我想，這就是我的靈命

在漸漸長大。信主後，不但得到無法言語的喜樂，我也知道從

今而後，主耶穌是我的阿爸父，祂會牽著我的手去走我人生的

道路，祂會引領我去做對的決定，而我不再孤單。我不會再像

以前一樣，遇到人生的岔路不知道要走哪一條，遇到挫折或者

悲傷需自己承擔。我唯一要做的就是完全的信靠祂，並努力於

我該做的。有主耶穌可以依靠的感覺真好。雖然課業還是很忙，

事情還是很多，但是心靈卻沒有負擔，反而比以前更充實，更

喜樂。感謝主耶穌基督，信主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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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相聚絕非偶然 

 

魏小勝 肖蓮珍 

 

“你們來到這裏絕非偶然”，何曉彤牧師在許多迎新的場

合都這麽說。回顧我們來美國普度大學的親身經歷，不禁發出

由衷的感嘆，“我們的相聚絕非偶然”。 

 

我們是來美國訪問的訪問學者，為期一年，來美之前已經

信主並參與事奉。來之前，為了了解一些關於普度大學和租房

的信息，我們在網上通過一位普度大學的訪問學者的搏客，向

他打聽住房和教會的事。他剛好即將回國，就將他在 Lodge 的

住房轉租給了我們，並將我們介紹給了他接受主耶穌的家庭教

會，這個家庭教會的牧師叫 Fred，師母叫 Penny。 

 

2009 年 6 月 26 日我們夫婦到達普度大學機場。Fred 牧師

用車將我們送到我們的住處，第二天下午 Fred 和他的妻子

Penny 來看我們，在交談中他們提到他們的住房是從一個香港

人那裏買來的，這個人原是普度大學計算機專業的教授，過去

有很多中國人在那裏聚會，那原來的主人叫 Vincent。我們想

這很象我們香港聖經教會的沈運申（英文名叫 Vincent）長老，

當我們提到 Vincent 的妻子叫 Margret 時，他們非常吃驚和興

奮，肯定他們家原來的主人就是我們教會裏的 Vincent 和

Margret 了。竟然還有這麽巧的事！ Fred 介紹我們給新朋友

時，總要將這一段奇遇講給他的朋友聽。Fred 告訴我們之前

他們一直禱告希望有從中國來的基督徒夫妻在他家聚會，神通

過意想不到的方式將我們帶到他們中間，讓我們一來這裏就感

受到兄弟姊妹的愛，我們也將更多的中國人帶到他們中間，一

起在不同的文化氛圍中長進。感謝神帶領我們所經過的道路，

我們的神是偉大又奇妙的上帝，“義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

越照越明，直到日午”（箴 4：18），都為耶和華所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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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將我們的這段經歷告訴了香港聖經教會的 Vincent

長老和他的妻子 Margret，並拍了照片寄給他們。Margret 也

建議我們有時間的話和他們的好朋友 Sandra 聯系，將這裏的

華人教會推薦給我們。當時 Sandra 姐妹回臺灣去了，她叫我

們與唐揆弟兄、貴香姐妹聯系。感謝主，唐弟兄很快給我們回

信了，這樣我們就來到了拉法葉華人宣道會。恰巧我們在

Lodge 的一個半月的租期到了，我們原本打算繼續住在 Lodge，

因為那裏的風景很好，但業主發現我們倆是夫婦，不能住在單

人間，這樣我們去其它地方看房，但都不順利，不得不到普度

村來看房。到普度村租房非常地順利，後來發現普度村才是我

們應當來的地方。這裏到拉法葉華人宣道會非常近，上班也很

方便，而且華人很多，使我們有機會認識其他從國內來的朋友

並介紹他們到教會。 

 

至今六個月來，無論是 Fred 家的 Grace Campus Church

還是拉法葉華人宣道會，弟兄姊妹給了我們極大的幫助，讓我

們在屬靈的生命成長上有豐富的供應和得著。星期一有王豐榮

弟兄帶領的基督徒生命成長課程，星期二有 Matt 弟兄的預查

和禱告會，星期三有 Matt 和他的妻子 Leonia 帶的英文查經，

星期四在我們家裏有 Fred 帶領的 Grow in Christ 學習，星期

五有 Hope 團契聚會，星期天的主日學和主日崇拜。另外，何

牧師每到星期三上午會來接肖蓮珍參加迦南團契，學習生活的

智慧，林彬師母介紹她參加星期四的 BSF 的學習。感謝主將屬

靈的老師放在我們身邊，他們是上帝放在我們身邊的寶貴的禮

物。 

 

感謝主，將我們帶到這裏，讓我們的身體上得到了休整和

放松，賜給了我們良好的學術環境，更重要的是在靈裏不斷地

供應和餵養我們！期望能在武漢見到在普度大學認識的弟兄姊

妹和朋友，也希望你們介紹朋友去武漢的教會。願神繼續帶領

我們，在所行的道路上亨通！偶然中有必然，親愛的各位訪問

學者和慕道友，讓我們一起走進教會借著聖經的指教，借著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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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的帶領，借著教會的弟兄姊妹的分享，借著自己的親身經歷

去尋求真理；親愛的各位弟兄姊妹：讓我們時時親近主，“保

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直到永

生。” （猶大書 1:21）。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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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貴的生命 

 

吳策 

 

記得小的時候，每當天黑害怕的時候，我可以找媽媽；每

當走路累的時候，我可以找爸爸抱我。隨著年齡的增長，我漸

漸的發現爸爸媽媽也不能在凡事上保護我，引導我。世界上的

價值觀教導我只有自己才能保護自己。這世界上所提供的盔甲

或是勝過別人的出身，或是勝過別人的精明，或是勝過別人的

美麗，或是勝過別人的智商，或是勝過別人的強壯。在激烈的

競爭中，在面對著更強的競爭對手時，在一心忙於培養自己可

能超於常人的技能時，我漸漸的成了這世界所設立的標準的奴

隸，成了心靈沒有倚靠的孤兒，我生命本有的尊貴漸漸消殘。

沒有人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做到“說有，就有；命立，就立”

（詩 33:9），試圖成為自己生命主宰的計劃註定失敗。靠著

神的憐憫，在我 20 歲的那年，他親自地引領我，寬容我，開

啟我，帶我回家。我如同一個流散在平民中 20 年終於被帶回

皇宮的公主一樣，脫去舊的衣服，被換上 美的、完全嶄新的

衣服（弗 4：22-24) 。 

 

在初信之時，我就經歷了天父 親近的愛、赦免、引領、

教導，我更看到了天父家的尊貴與和睦。我切切地向神說，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他的殿中，瞻仰他的榮美”（詩 27：4）。 

 

天父的愛長、闊、高、深，同時天父又持守對聖潔 高的

標準。如同在平民中長大初回皇宮的公主，自己的舉止行為還

是缺少皇家應有的尊貴氣質。為了能夠使這個孩子更有神的兒

女應有的由內而外的馨香之氣，上帝使用各樣的工具管教、煉

凈。讓我們尊貴的生命中有更多的盼望、信心和愛。 

 

盼望篇 --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詩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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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所使用的 柔和的一把工具恐怕就是周圍弟兄姐妹如

同雲彩般的見證。雪雁姐妹的生命就是其中一朵美麗的雲彩，

認識她是我一生的福分。我不能忘記接她從急診出來的那個周

五的傍晚。那天在她出院時，護士和她一起過了一遍她要吃的

藥。在旁邊的我聽到的都是 重的止疼藥的名字，並且發現每

天她都要吃很多種藥。她沒有選擇放棄，只是認真地用筆記下

護士的每一句叮囑並認真地詢問。那天晚上正好我要帶查經，

而回來的時間又離查經開始的時間很近了。沖過 後一個交通

燈時，我意識到這一路上我們遇到的都是綠燈，我隨口說“感

謝主”，令我有些意外的是，雪雁姐妹在旁邊也很自然地說

“感謝主”。從沒有任何一句隨口的“感謝主”這樣重重地打

在我的心上，打得我深感羞愧。她肉體上那足以讓人暈過去的

痛都不能勝過她對神那堅定的信與愛，而自己有時因一點小小

的挫折就沒法說出感謝的話。若不是神奪了她的心，怎能如此？

在她生命的後期，有一次我帶她去報稅，她請求我在她回來時

帶她去一個中國人家裏去拿她訂好的鴨子，因為她想與在這裏

的媽媽、妹夫與外甥一起吃些好的。當我們到了那人的家裏拿

鴨子時，雪雁和我一起積極地向那個賣鴨子的中國人介紹我們

的教會，並且雪雁真心地邀請她有機會來團契。她多麽希望抓

住每一個機會與更多人分享這份給她真正生命的神！在她去世

前的那個感恩節，在她剛剛化療過一次之後，雪雁主動提出要

分享她的感恩見證。她與我們恩成組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認真

地練習，並且她跟我講她要寫下自己的見證。但後來由於身體

的原因， 終沒有完稿。她的見證雖然沒能落在紙上，卻已融

入了其他人的生命。她對生命的樂觀、盼望、平和與堅強，令

我敬佩。在我與她相處的時間裏，我從沒有聽過雪雁姐妹講過

一句消極、抱怨的話，雖然她似乎有比天天以這樣態度對待人

生的很多人更有理由如此。在與她交往的幾個月時間裏，我的

生命漸漸的變得更加樂觀，似乎總看不到別人需要的問題也有

所改善，盡管我心裏還是有很多對她照顧不夠體貼的惋惜。神

用雪雁的生命讓我看到了什麽是尊貴的人生，她那充滿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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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詮釋了她 喜歡的那句經文：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

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詩

23：4）。 

 

信心篇 -- 放手卻更加穩妥 

 

神但願人人有那實實在在的基督的生命，那生命是厚重的，

不是輕浮的；是可以顧別人，而不是僅顧自己的；是可以寬容

的，而不是斤斤計較的；是可以交托的，而不是要凡事自我控

制的；是全然倚靠神的，而不是三心二意的。我在事奉中，在

學業中經歷神的管教與磨煉，深刻地經歷新舊生命的較量。神

的這些工具有時伴有愁苦。在 2008 年的暑假，在禱告中神讓

我看到基督生命的長成與對真理紮實的認識之間清楚的關系

（弗 4：13-14），並且建立與上帝的關系是在認識主後至關

重要的一件事。神親自地感動人，聚集一批弟兄姐妹開始以信

徒造就為異象的小組聚會，在神的恩典中成長。在開始的時候，

我們的小組人數很少，並且由於各種原因，一些弟兄姐妹或者

不能服事或者不能規律的聚會。每次服事的時候，我經常性的

擔心沒有足夠的人手可以承擔服事的任務，有時心中還有埋怨。

我雖然在人看，對待神國的事工有著認真負責的態度，但是我

在靈裏真正的問題是沒有辦法交托。神使用靈命成熟的弟兄姐

妹誠懇的提醒我這是神的工作，神一定會負責到底。我要做的

是交托，讓神來成就大事。我於是試著放上更多的禱告，不敢

不禱告就輕易地去請求弟兄姐妹，也不只是絞盡腦汁設計各樣

看似新奇的方案。自然而然的，我的擔憂與對人的依賴性漸漸

減少。與此同時，我更能清楚地看到神的工作：在聚會當中，

弟兄姐妹的分享靠著聖靈帶領自成一體；更多年輕的弟兄姐妹

願意出來服事；靈命成熟的弟兄姐妹毫不計較地擺上時間帶領

初信或有軟弱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對神的話語有更多的渴慕，

願意不斷深入。在我自己生病的期間，弟兄姐妹為我做飯、打

電話、發信，我親自經歷了來自上帝實實在在的愛。在與人相

處中，我也不斷看到謙卑容讓而不是爭競，才是神所喜悅並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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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的態度。雖然不是每一次放下自我的霎時就立刻感受到快樂，

但過後看就有生命的平安，因為確信神看那是好的（希 12：

11）。在服侍中我所見證的這些絕不是任何外在人的努力可能

做到的，一定是神在其中聯絡，並在內裏改變人心。真是如同

贊美詩“這一條路”中所唱的，“放手卻更加穩妥，超乎想像

精采豐富”。 

 

愛篇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 

(馬太 6 章 33 節) 

 

對於基督徒，Ph.D.（博士）實在是一個學習依靠神來勝

過體力與智力極大挑戰的學位。對於我個人而言，每日的時間

安排都要靠信心。每學期 4 到 5 門課的負擔，使我每一分鐘都

要精打細算。對於代禱的負擔與對查經聚會的愛好讓我沒辦法

作出犧牲周間晚上聚會的決定，因著神的憐憫與信實，他常常

在關鍵時刻賜給我可以行得通的思路，讓我可以有效率地完成

工作。這些奇妙的事情以及我常常喜樂的態度甚至引來了周圍

同學甚至陌生人的好奇，神給我機會向他們分享我的信仰。經

過兩個學期的課業，在 2009 年的夏天，我必須按要求參加微

觀經濟學理論的博士資格考試，那個考試安排在期末考試後的

四個星期。出這個考試題目的教授非常喜歡變換風格，並且在

這個考試中出簡單題目似乎是對他名聲的毀壞。在復習期間，

我特別經歷神所賜的平安。由於這個考試是在我們上這門課的

半年後進行，在剛剛復習時我幾乎已經忘記了所有的解題方法。

但是奇妙的是，這只讓我有更多復習的動力卻沒有憂慮。根據

聖經的教導，花在尋求神的國與義的時間有 大的收益（太 6：

33）。運用微觀經濟學的理論，理性人當選擇將時間資源投資

在有 大收益的事上。於是，在復習微觀經濟學期間，我也在

實際生活中特別實踐那些理論，坦然地參加每周的禱告、查經

聚會。那一次考試的復習，每天都很平安。三個小時的資格考

試終於來到了。教授新奇的出題風格在第二道題目上可謂登封

造極，題目出得完全出乎意料。做到後面的部分我實在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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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怎樣回答，而我知道按著規定，我們每道題都不能太弱才得

以通過。看著逼近的時間，我向神祈求幫助，幾次的禱告後，

一個很特別但合理的思路進到了我的裏面，我趕緊寫到了考卷

上。可能出題人預計到前兩題太難、太長了， 後出了一道很

短但也有陷阱的舊的題目，居然是我在考試的前一天晚上剛看

過的兩三道題之一，連答案都還記得，我順利的完成了第三題。

就這樣，我靠著神開的“後門”，完成了那個很難的考試。結

果我成了 10 個參加考試的同學中唯一直接通過的。我趕緊到

神的面前將感謝真心地歸給他，我深深地知道，這不是我的能

力，乃是神對他應許的實現，是靠著他所加的力量完成的。在

那次考試後，又經過一學期體力與腦力的折磨，在今年的 1 月，

我按著要求，必須參加專業課的博士資格考試，這個考試安排

在開學的第二周的周五，並且要考六門課的內容。這個考試曾

經成為一些人在普度博士生涯的終結。在經過特別勞累的一個

學期後，並在一系列的節日中，我學習的熱情極其低落，每天

的學習效率極低。在經歷了上一次的資格考試後，我反而更加

害怕這種資格考試，因為我明白了他們只允許極少的人直接通

過，我不確定自己一定就能勝過其他人。復習時，我常常盯著

一串串看不懂的過去的筆記，一個個長長的模型，就在恍惚中

去想其他更有趣的事了。每次參加禱告會、查經聚會，我只能

請弟兄姐妹為我代禱，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能力在這件事上真

是靠不住。在考試前的那個周二，我本來決定不去參加禱告會

了，但在還差 5 分鐘的時候，馬太福音 6 章 33 節“你們要先

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打在我的腦子

裏，我立馬就站起來，穿上衣服，沖去教會。考試終於如約地

來到了，考試的題目似乎與復習的那些內容也沒有特別強的關

聯，只能靠著積累回答，我猜測這就是為什麽神感動我去參加

禱告會，而不是那天晚上繼續看筆記的原因。前兩道題，雖然

艱難但還是一步步都回答了。到了 後一道題，我實在不知道

有什麽可寫的。那個每道題都不能失誤的評分原則又出現在我

的大腦裏，我於是在還差 15 分鐘時急忙向神禱告。沒想到這

次所得到的一個意念是，這就夠了。我 終也沒有在那道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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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出很好的答案，這讓我在考試後非常不確定自己能否直接通

過。可 後的結果讓我不得不又一次立馬贊美神，我成了 4 個

直接通過的其中之一，這次一共有 11 個人參加考試。在我們

知道結果前的一次同學討論會上，我發現大家似乎第三題都沒

有回答得很好，而評分通常都有相對的成分。這似乎讓我明白

了當時神所加給我的意念，我那個答案雖然不好，但可能總體

來看我已經達到教授們的期望了，神明白多少就夠了。也許外

人看，我順利通過這類的考試也沒什麽大驚小怪的，但我作為

親自經歷了整個準備的過程及考試每一秒的當事人，我清楚地

知道在這個過程中與神直接的、你來我往的交通，這是那 甜

美的時刻。我們的生活，不總是有驚天動地的大事發生，而

美好的就是在每一分每一秒與神同行，細察他的作為。對於我

學習中所經歷的，我只能見證自己不是“力大的馬，腿快的人”

這一切全然是神的祝福（詩 147：8-11）。 

 

感謝神，他安排那一個個美麗的雲彩般的見證人在我的生

命中，讓我親眼看到真正基督掌權的生命樣式；感謝神，他竟

讓我這軟弱的人可以在他國度的事工中有份；更感謝神，他這

位萬王之王、萬主之主竟親自地與我這卑微的人發生生命活潑

的聯絡，親自管教，親自提醒。在主裏面的生活，真是在地如

在天。往前看，我看到的是巨大的盼望，因我知道我們原是神

的工作（弗 2：10），我相信，他的智慧與能力足以將他的工

作做得無比美好，但願那生命本有的尊貴得以更多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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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愛的歲月 

 

徐健 

 

“因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滅亡的人為愚拙；在我們得救

的人卻為上帝的大能。就如聖經上所記：「我要滅絕智慧人的

智慧，廢棄聰明人的聰明。」”（哥林多前書 1：18-19） 

 

2000 年前後，一個名叫麥巍的美國宣教士來到了南京。

他懷著對耶穌的信和感激，離開了祖國，在中國一待就是十幾

年。在這些年裏，他幫助過很多中國學生，並跟他們傳耶穌基

督的福音，可是南京師範大學的學生只談浪漫，他們不信。南

京大學的學生只談科學，他們也不信。後來他來到了東南大學

開展福音工作，那是 2002 年。在這個保守又嚴謹的工科大學

裏，他找啊找，想找一個可以明白福音的， 後他找到了我。 

 

我當然也不信。毛主席說，要提防西方國家的糖衣炮彈，

政治書裏說沒有神，進化論講人是由猴子變來的。20 多年的

無神論教育之後，當我聽到有人跟我說他信神，信主耶穌是神

的兒子，我著實被他的“天真”驚到了。我不相信有神，更不

相信主耶穌是神的獨生子。我並不想跟他談他的神，我只想跟

他學英語，並了解一些美國人的思想。我想知道除了信仰，美

國人還有什麽？除了信仰，我還可以從他那裏得到什麽？ 

 

他並沒有放棄，經過幾年的磨練他已經變得更堅強更有韌

性了。他每周都去看我兩次，跟我一起吃飯。那時候我挺自豪

的，有一個黃頭發的人經常找我。同學們也來問我，我跟他們

說，美國人頭腦真簡單，還信上帝。我在背後議論他，有些時

候拒絕談信仰的話題。可是他還是每周來找我，有些時候下大

雨，他也坐一個小時的車來找我，渾身都濕了。掀開帽子第一

個要跟我講的話題還是信仰。一段時間之後，我發現他不笨啊，

但是為什麽他不能理解進化論呢？很明顯人是猴子變的，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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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麽像，而且都是 10 根指頭。進化論不是講得很清楚嗎？環

境變了，猴子脫毛，樹長高了，猴子直立行走。再把尾巴給磨

掉不就成了人了嗎？哪裏有什麽神呢？ 

 

有些時候他生病了，不能來看我。那時候我會覺得無所適

從。宿舍熄燈後跟同學拿信仰開玩笑，開完了躺在黑夜中，看

到前面是一堵陰暗的墻。心裏突然有一種說不出的羞愧，處於

一種對背叛的自責。我跟麥巍的關系慢慢好起來，這個德州傳

教士，生活節儉，待人友好，但是他選擇來中國傳福音，真的

挺難的。他的神為什麽不幫他？卻讓他總受拒絕？ 

 

經過一段時間，他跟我在學校的一個小山坡下。他邀請我

禱告，我就禱告了。他拿出一本小紅冊，翻開來要帶我做接受

禱告，我記不清當時的具體感覺了，居然答應了。他再次跟我

確認了一下，就帶我一起做了決誌禱告。後來想起來，是不是

一時糊塗呢？我就這麽信了耶穌嗎？我真的成了基督徒了嗎？

在接下來的日子裏，我有了越來越多的掙紮。有些時候我不願

意參加他們的活動，但是每次都因為各種原因還是回來了。那

時候東南大學的學生團契很小，除了兩三個女生，就我一個中

國男生。他們都挺照顧我，我進大學後第一次感覺到自己被愛，

一種免費的，我可以盡情享受的愛。經常有人發短信關心我，

來找我談話。在別的同學都空虛得經常打遊戲消遣的時候，我

認識了更多信耶穌的朋友。他們真的愛我，我感覺到自己被接

納，原來內向的心一下子被打開。我變成了一個快樂的，更有

追求的人。 

 

但是直到 2003 年暑假，我一直是個不願意付出的人。我

雖然跟他們聚會，但是不願意付出學習的時間，不願意付出逛

街的時間。他們想把我培養成一個領袖，我用我的逃跑來表達

我的拒絕。2003 年的暑假，我跟亞果（我現在的妻子）他們

一起到武漢大學傳福音。去的時候，我在想，我這樣的人還能

給別人傳福音嗎？自己信成這個樣子，聖經也不怎麽讀，怎麽



  48

去傳福音呢？亞果學校的團契裏面有很多很虔誠的基督徒，我

突然發現原來中國學生也有信得這麽好的，我那時候不知道主

耶穌要在那一天開始來改變我的生命。在武漢的日子很奇妙，

每天都有很多奇妙的事情。雨後有彩虹，夜裏就是滿天的星星。

清新的空氣晶瑩的雨露，那個美麗的夏天，我第一次完全經歷

了耶穌的奇妙的能力和偉大的愛。我經歷了有生以來 大的平

安，雖然東南大學的姐妹見到別人就說我的壞話，還時常被我

聽到，但是我還是很喜樂，每一分鐘都很喜樂。我跟別人傳福

音的時候發現我有很多話要講，我每天都能帶別人信主，真是

不可思議。我跟別人傳福音的時候嘴裏充滿了贊美的話，還能

引用我僅僅知道的幾句聖經。我不知道哪來的觀點批判進化論，

我自己被自己給說服了，還說服了很多武漢大學的學生。那個

暑假主耶穌要喚醒我，要改變我，要賜我一個全然不一樣的生

命。我開始和亞果學校的人一起認真禱告，學習聖經。神也讓

我深深喜歡上了亞果，每天晚上我自高奮勇要陪她去看星星看

閃電，我們聊很多信仰的話題，我發現我突然改變了。主耶穌，

他在我的心裏，加給我喜樂和平安。其實他一直在改變我，但

之前被我的自私和驕傲給掩蓋了。 

 

從此以後我變了。從武漢回來，我第一次開始計劃讀完聖

經。大四的時候別人都在睡覺打遊戲，我就每天早上在床上讀

聖經。有時候讀得開心了，就跑出去，看到誰坐著沒事就跟他

傳福音，被別人拒絕了還是挺開心的。我想可憐的德州麥巍並

不是我從前想象的那麼淒涼﹐他也一定常受主的安慰。那個時

候就是那麽美，樹葉那麽綠，蔥蔥郁郁的梧桐樹下，我走路都

陶醉。那一年的夏天，我的舊我死去，耶穌基督給了我一個全

新的喜樂的生命。我能清楚感覺到重生就像開花一樣優雅和快

樂。 

 

工作了以後，我經常去教堂買聖經，出差的時候可以送給

陌生人。我一買就是一書包，大家在公司看到聖經就知道是我

的。因為我確信這是 好的，我現在也能夠明白為什麽德州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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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那麽有毅力和愛心。很多年過去了，後來麥巍去西藏傳福音

了，經歷了西藏的動亂， 近他又回到了德州。主醫治了她太

太的習慣性流產，給了他一個健康的兒子，取名叫彌加。他們

經常告訴他的兒子有一個中國哥哥，這個哥哥的故事我寫成了

一封信，10 年後讓彌加親自讀。 

 

朋友們，為什麽不試一試？放下那些煩惱，放下自己的驕

傲，放下那些纏繞自己的東西，嘗試著向耶穌禱告說：“主耶

穌，你若是神，就救我；你若是神，就用你的愛來觸摸我的心

吧，我需要你！”  

 

朋友們，他就在你的身邊，並且永不離去。當我們謙卑的

時候我們就能遇見他。這就是我為什麽信了耶穌並服事他的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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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醫治我的又一見證——無痛吊水 

 

花正梅 

 

聖經說：“我在急難中求告耶和華，他就應允我，把我安

置在寬闊之地”（詩 118：5）聖經怎樣允許就必怎樣兌現。 

 

我是安徽肥東縣基督教會的傳道人，曾患過兩次癌癥，一

直蒙神的保守，能正常工作，但身體比較弱，易疲勞。二零零

九年的四月上旬，因婆婆生病住院我離開了我侍奉的工場來到

上海。這時候我們既要照顧老人，又要帶孫子，我感到壓力很

大，兩腳沒有力氣，臉上有些虛腫。十九號的中午我閉目禱告

的時候，忽見對面幾米遠處有一給病人吊藥水的架子，我剛看

清楚，這架子瞬間往我面前一移，隨即什麽都沒有了。“我要

吊水啦？我要生病啦？”心裏頓時有點害怕，繼續向神禱告後，

心裏卻很平安！就沒把這事放在心上。 

 

三天後，我往醫院去為我婆婆送吃的（流汁），給她禱告

過後往洗手間去洗手，在洗搓的時候忽覺右手手背痛，一看，

手背上一根青筋隆起，中間有一個針眼大的血疤。我很驚奇，

隨即回到病房，把手給我妹妹看，“小妹，你看這手背是怎麽

回事？”她說：“你在哪裏碰啦？”我說：“沒有！”她說：

“這就象才打過吊針的。”回到家裏，又把手給我的丈夫看，

他說“怎麽搞的？這就象才打過吊針的。”他們不約而同地說

著同一句話！確實，怎麽看也不象是碰的，碰應該是一塊青，

不會只在一根筋上，並且，中間還有一個針眼。 

 

我聯想起幾天前的那次禱告中看見的幾乎被我遺忘的吊水

架，現在手背上忽然出現的血筋青紫和筋中間的針眼，這兩者

一定有必然的聯系，因為都關系到吊水。若單看見那吊水架我

不能以為就是什麽，單看見手背上的血筋青紫，我也不能肯定

是什麽，但若將兩者聯系起來看就能得出一個結論：上帝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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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我毫不知覺中給我吊水治病了。 

 

這決不是我主觀的推測，我多次經歷過神奇妙的作為，我

已充分意識到：人太渺小，用人頭腦裏有限的知識根本無法解

釋上帝，特別是沒有接近過上帝的人，就更無法理解。我多次

經歷過神大能的作為，這些經歷使我對神有進一步的認識。我

第一次患癌癥是在一九八三年，信主之前。我是八六年信主的，

信主後教會的工作忙，每天的工作量不少於十個小時。二零零

六年到美國探親，患的是淋巴癌，眾所周知這是死亡率很高的

病。當我查出這病的時候我心裏很沮喪，求告神，神給我看見

一個異像：我看見一棵樹，樹幹被白布纏裹，樹的左邊有四個

盒子壘在一起。我仔細思想這幅畫：樹被白布纏裹，一定是樹

的主人在保護這棵樹，旁邊的四個盒子不知是何意，我把它畫

在日記裏，等待答案。根據我的經驗，神既啟示我們就不會不

讓我們明白。果然，過幾天醫生打電話給我的兒子，說我需要

再作一次檢查，決定幾次化療。檢查看骨髓裏有無癌細胞，有

就要做六到七次的化療；沒有就做三到四次的化療。我聽到這

裏明白了那幅畫，說：“我一定是四次！”——我想：那四個

盒子就是醫治這棵樹的。我兒子說：“還未檢查呢！”我說：

“你看著吧。” 

 

兩天後檢查的結果決定：三次化療（他們化療是一個療程

打一針），加一個療程的放療，共四個療程！四個療程治完後，

醫生又給我作全身檢查，查後認為不需要再作什麽治療了——

又一次經歷了神的保護！ 

 

神對我的禱告的回答，是對我處在困境迷蒙中的指引。祂

是在告訴我：他在保護我，並且要用四個療程來醫治我。聖經

耶利米書 33：3 應許說“你求告我，我就應允你，並且將你所

不知道的，又大又難的事指示你。”沒有人能知道明天的事，

醫生也要通過檢查才能決定，但神是無所不知的，在我面臨著

承擔不了的又大又難的事他就指示我，聖經告訴我們：神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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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隨時的幫助。神是信實的，他應許的話永遠不會改變。 

 

在美國休息了一段時間，零七年回國後因教會工作的需要

我又忙起來，但經不住累，常常覺得體力不支，經歷過這次

“吊水”之後我的身體一天天好起來。09 年夏天高溫時，我

幾乎是連天到農村教會巡回講道、發聖餐，周圍人也看見我今

年比去年體質好得多。感謝神！我們一切的好處不在神以外！ 

 

我們的神是大能的神，人無法得知神是如何做事，就象地

上的細菌、小蟲無法弄清楚人在做什麽一樣，神叫我們只管相

信他，他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他有無限的慈愛和

憐憫，你只要相信他依靠他！使徒行傳 27：25“我信神怎樣

對我說，事情也要怎樣成就”這是保羅的信心，也當是我們的

信心。對神絲毫不要懷疑！聖經說：“只要憑著信心求，一點

不疑惑；因為那疑惑的人，就象海中的波浪，被風吹動翻騰。

這樣的人不要想從主那裏得什麽。”（雅 1：6-7） 

 

保護你的是耶和華，耶和華在你的右邊蔭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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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卻不忘記你 

 

----紀念我的先生張寶泉榮歸主懷 10 周年 

 

謝秀君 

 

第二部分: 從死蔭的幽谷到出死入生 

 

(編者﹕本見證的第一部份“從冷戰到幸福的滋味”刊登

在第四期《葡萄園》上) 

 

詩篇 23：2 中說：“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

歇的水邊。”經歷了許多的磨難掙紮，神把我們帶到亞特蘭大，

我們都以為以後就可以一直如此平靜安詳地生活了。然而我們

怎麽也沒有想到，僅僅六個月後，死蔭的幽谷就在眼前。 

 

1999 年 2 月 17 日淩晨，寶泉突然告訴我一呼吸肋下就痛。

他躺在我旁邊，我用手撫著他疼痛的地方，趕緊給醫生打電話。

當時身邊沒有人幫忙， 我們又舍不得熟睡的孩子，所以寶泉

自己忍痛去了急診室。看到他難受地獨自一人開車離去，我的 

淚水不住地流出，跪下想禱告，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是呼

求“我的主！我的神！”。打開讀經日程，2 月 15 日有句話

告訴我“只要憑著信心求，一點不疑惑。”我開始禱告說：

“我不疑惑! 主啊！我知道你是創始成終的主。我知道你是無

時不在，無時不有的主。我先生的病情怎麽樣，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你與我同行，因為你是信實的主。” 前幾天讀到的

羅馬書四章 19-25 節講亞伯拉罕“仰望神的應許，總沒有因不

信、心裏起疑惑。反倒因信、心裏得堅固，將榮耀歸給神”的

經文也再次奇妙地出現在我眼前。 

 

不一會兒，寶泉打電話來說他現在感覺好多了，正在等待

醫生的檢查。我不知他是在安慰我，還是真的好多了。我又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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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住流淚禱告：“主啊！無論是我先生忍痛告訴我沒事，還是

主你真的醫治他，都是愛，主啊！感謝你！主，我不疑惑， 

主啊！我相信， 也許你借著他生病的時候來管教他。因主你

說過‘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的益處’”。 

 

寶泉的病情並沒有象他所說的好多了，其實這場與病魔的

征戰才只是剛剛開始。寶泉這一去就住進了醫院，接下來的幾

天裏，檢查膽，肝，做 CT，抽樣，我不斷地求主給醫生能力

讓他準確地查出病情並醫治。十九歲的大兒子張暢在得知父親

生病的第一天就從德州趕了回來，一直在醫院裏陪著爸爸。他

說爸爸特別關照在他生病期間不要讓他的才兩歲的寶貝小兒子

旸有任何不好的經歷。他不想讓旸和我們同去探望他。 

 

就在寶泉住院後的第二天，我自己也因胃痛不能吃飯，拉

肚子且大便之前腹痛難忍，不得不去看了醫生。連日來雖然我

自己也生病，可我精神上很好。在我讀經的時候，主對我說：

“在世上你們有苦難， 但你們可以放心， 我已經勝了世界。”

（約 16：33） 又有一句話在我心中一遍遍地回響：“我的家

算什麽，你竟如此眷顧。” 於是第三天的淩晨 3 點就起來寫

了封短信安慰我的先生。想起主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太 4：4）感謝神，這幾天

每天都有從神來的話語，雖然家裏的情況非常，可我的心卻異

常地平安。“每一次的患難都有它的真利益，它所拿去的都以

自己來代替。”感謝聖靈的引導。耶穌說：“我不是對你說過

你若信，就必看見神的榮耀嗎？”（約 11：40）“我賜給你

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 你們

也要怎樣相愛。” （約 13：34）聖經真是個無窮的寶庫。順

著聖靈的指引，我真覺得是得勝有余了。神讓我們知道，每一

天的路都在他的手中。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檢查的結果在第六天就要出來了，寶泉說這是他的生死關

頭。我打電話告訴寶泉，無論是什麽結果，神現在都在醫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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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的結果只是事實的存在。將這事仰望主，相信神的大能，

因為神說“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林後

12：9） 

 

第六天在我們一家人的心頭是個特別的日子。清早起來我

就禱告求主預備每一個人的心，特別為寶泉禱告。到了中午，

結果還是沒有出來。於是我開始禱告：主啊！我知道這個時候

著急是沒有用的，憐憫我，我身邊還有一個兩歲的孩子需要照

顧。我就憑著我單純的信心仰望你，因為我知道我什麽辦法也

沒有只有靠主你自己，也求主給寶泉安慰， 求主的靈在他心

裏運行，使他預備好心去接受已經存在的事實。主啊！因為你

“對摩西說‘我要憐憫誰，就憐憫誰，要恩待誰，就恩待誰。’

據此看來，這不在乎那定意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發

憐憫的神。”（羅 9：15-16）寶泉也打來電話，說：“我也

禱告， 我覺得神有他的意思。無論怎麽樣不能耽誤暢的學

習。”為他有這份願意求靠主的心，我感謝主！ 

 

然而，檢查的結果卻是肝癌。一片烏雲飛來，我的心裏難

免翻騰。為什麽比沒有得知之前更憂慮呢？神不是正在醫治他

嗎？撒旦的詭計就是在我們精疲力盡之時肆意攻擊，讓人產生

絕望的情緒，並借此事讓我們遠離神。主啊！求你特別保守我

的先生寶泉！讓他堅定地相信是你執掌王權，是你居首位。經

過這樣的禱告，我的心便安靜下來。神也感動兩位姐妹在這個

時候打來電話，提醒我說：“惡者來擄奪他們的兒女時，他像

保護瞳仁一樣的保護我們。” “求主不光醫治寶泉的身體，

也要特別照顧他靈命的需要。”所以當寶泉對我說“我信，我

信，我怎麽不信呢？我知道主在救我”的時候，我心裏真是高

興，我一邊做飯，一邊禱告。主啊！你不但是我們的救主，你

也是我們一家人的主。今後一切的安排都聽你的，都按主你的

旨意行。 

 

接下來又進行了第二次檢查，癌細胞沒有擴散，骨頭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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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動手術的事還沒有說。打電話給寶泉時，他正在散步，

可以聽見他喘得很厲害。醫院的傳道人也去看望寶泉，並讀了

詩篇二十三篇。暢說：“我和爸爸都喜歡這段經文。” 感謝

主，因為暢這半年時間在德州實習，故而有機會為此奔忙。如

果是在學校，還真的不能這樣耽誤他的學業。 

 

感謝主，我的胃病有些好轉，這幾天也能安睡。我真怕由

於過多的憂慮引起我的失眠癥復發。我甚至不像以往那樣，愛

哭哭啼啼。我真的為我心中這份平安感謝主，這平安是世人無

法理解的。曾經打來電話的那位姐妹再次來詢問情況，讓我做

一些心理準備。我心裏好一陣子傷心。難道我沒有想過嗎？我

不敢想。我就是不敢想。 

 

這個時刻真是要靠主剛強，靠主喜樂，堅定地相信主是後

盾。只要與主同在，一定會戰勝那惡者。在指望中要喜樂，在

患難中要忍耐。禱告要恒切。這是我捎給寶泉的又一封短信，

我也深信主所說的：“我必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

（賽 43：19） 

 

然而我們的信心是隨時要被主試煉的。那時我還是在家裏

帶著旸旸。當我推著嬰兒車在家附近散步，邊走邊想這幾天來

所發生的事是如此地每況愈下，不由地腳步越來越沈重，心裏

產生了埋怨。起初看來都好，為什麽會帶來這麽多的不幸？就

在這時我看見一只長腿鶴孤零零地站在一群大雁中。我突然覺

得自己就像是這只鶴，與周圍的大雁相比明顯就是異類。雖然

周圍地方很大，環境很美，然而對我來講卻象是住在荒山野

嶺。。。。一種感傷的情緒油然而生，反正來亞城就是好事不

多，比較起來還是 South Bend 小城比較好。正這樣無奈地想

著，小兒子旸突然說：“哇！好地方！”我趕忙問他：“旸，

哪兒是好地方？”他回答說：“都是好地方！”我很驚奇小小

的他竟說得那麽清楚，仿佛是神在藉著一個孩子的口在對我說

話。我的心頓時感到有一種暖流經過，這種被安慰的感覺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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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言語來表達。 

 

由於病情的變化，寶泉也在考慮怎麽安排小兒子旸的問題。

我求神給我智慧讓我的先生做頭。這個時候要特別小心，特別

留意聽他的意見。 寶泉住院近十天來，我還是第一次去醫院

看他，不是我不想去，而是一來要照顧旸，二來我自己的身體

狀況也極差，胃痛加上拉肚子，每天都是在撐著。寶泉比以前

瘦多了，摸一摸正在發燒。我覺得我的心跳得很快，簡直讓人

無法控制。我們決定讓大兒子暢把弟弟旸送回國請家人幫忙照

料。只是寶泉和他大哥一致認為這事要暫時瞞著他 80 余歲的

老母親。暢飛往德州 Austin 給實習的老板請假。 奇妙的是他

的這位老板剛剛送走了他自己患癌癥的父親，對暢的情況表示

關心和同情，二話沒說就準了假。 

 

當我懷抱著已入睡的旸，心中的酸楚陣陣襲來，不知哪天

他要離開我這個做媽媽的。 他是那麽可愛，活潑，討人喜愛

而又聰明。想想自打知道有他，第六個星期時，我就求主保守

看顧他。我憑著信心一天一天地數，一日一日地盼。因為我倆

身體都不好，尤其寶泉身患疾病，就怕生下的孩子不正常。

240 余天的禱告使我每日與神親近，神每天用他的話語安慰我，

我與他一起過著每日跟隨神的生活。當旸生下來時給每個人一

個大驚喜，體重是 9.8 磅，比他哥哥出生時重了 3 磅多，給了

我一個出人意外的喜樂。在 South Band 教會成立五周年時，

我寫了一篇名為“順服的碩果”的文章來感謝神。我曾嘗過主

恩的滋味，我深知道他是何等的美善。神啊！今天我們決定把

他送走，絕不是我們推卸責任。主啊！若是你的旨意，求你成

全。暢說他簽證辦得很順利，並且處處都有人幫助。於是我開

始給旸旸整理衣物。我知道他去奶奶家會有很多人疼他，只擔

心會把他寵壞了。 

 

吃飯時我和大兒子一起分享神的話語。我告訴他媽媽是個

愛哭的人，也是個遇事緊張的人。近兩天不再哭哭啼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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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心硬了，而是更愛他爸爸。我在求根本，求掌管萬物的主。

暢說經過家中這件事，以後一家人會更高興，會更珍惜生活。

感謝主，娘兒倆彼此堅固信心，這是神 喜悅的事情。Never 

give up!當我從暢口中聽到把一切交托給神，我心裏很高興。

暢說這是爸爸說的，我更感謝神。 

 

從生病的第十天起，寶泉就開始了化療。這天我讀經時有

節經文 “你有信心就當在神面前守著。。。”（羅十四 22）

是的，堅守在神面前。在讀楊牧谷牧師的“再生情緣”裏也看

到“不要抓恩賜，要抓賜恩者”。神啊！求你再給我們機會，

讓我們今後同心協力依靠你！這些天，亞城的呂紹昌牧師還有

很多弟兄姐妹都不斷地打電話來慰問。有一位姐妹還說復活節

期間要前來看寶泉。我給寶泉寫了封信： 

 

寶泉，您好！ 

幾天來病魔的折磨不是人所能體會到的。我切切地

為你禱告。你知有多少人為你禱告，盼著你的康復嗎？一

定要堅守信念，這是無窮的力量。堅守信念，重擔交主，

恒久忍耐，靠主堅強，識破惡者，笑傲病魔，火煉精金，

造福子孫！Never give up!    

妻子：秀君 

 

化療進行了 5 天後，寶泉打電話的聲音弱得幾乎我都聽不

見。我發現暢為了不讓我擔心，很多事情都不告訴我。這個十

九歲的孩子為了不讓我擔憂，獨自承受著其他同齡的孩子無法

想象的重擔。後來與暢談到他爸爸的病情，不禁使我不寒而栗。

那惡者是可怕的，但我仍然要依靠主。因為主說你們在地上有

苦難，可你們心裏有平安，因為我已經戰勝了這個世界。很奇

妙的是，那天中午帶旸去散步時，他一直說了好幾遍：Don’t 

worry!我不知他如何會這樣說，暢也告訴我爸今天的情緒比昨

天好，我懸著的心平穩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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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這之後的第二天，我因著自己的病一個人去見我

和寶泉的家庭醫生，沒想到提到一提寶泉的事他就直搖頭，表

示無奈，很顯然他已經放棄了。這對我真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我簡直無法接受，半天呆在那裏腦子一片空白，一路走一路哭。

我擔心寶泉的身體，更擔心他的靈魂的去向。我和孩子前去看

寶泉，大兒子留在車上照看小兒子。到了病房，我輕輕地撫摸

寶泉，怕影響他的情緒。我沒有掉眼淚。他見到我就問醫生怎

麽說？我回答說沒事，只是讓我查血。我告訴他亞城的呂牧師

要來看他，他說到 Emory 再說吧。腫瘤專科醫生讓寶泉下周二

去 Emory 大學醫院，據說這是美東南肝科 好的醫院。 

 

然而就在寶泉說以後再見呂牧師的這天晚上，他又讓暢打

電話來問他是否可以受洗。我連忙說感謝主！我突然明白，人

沒有辦法做的事，神能做！神知道怎麽樣安慰我。我立即給呂

牧師打電話。呂牧師很高興這件事，並且說在這個時候你們還

能這麽想是很有福氣的。神真是看顧人心的神！我不再那麽沮

喪了。我在想這是一場屬靈的征戰。魔鬼撒旦像一個到處遊行

吼叫的獅子，隨時尋找可吞吃的人，要千萬小心。 

 

當我把使徒行傳第七章讀完以後，我的靈告訴我主要領寶

泉出埃及。想想要去 Emory 醫院，我心裏又充滿希望。靈修以

後又給寶泉寫了一封信： 

 

寶泉：您好！ 

很高心你要受洗。呂牧師說 遲星期一中午來看你。

靠主是有福氣的，是造福子孫萬代的。每一日讀經我都從

主的話語中得到亮光。我特別想與你分享： 

一．要等候耶和華，當壯膽，堅固你的心。我再說，

要等候耶和華！ 

二．主要領你出埃及。 

你受洗歸主，我心裏充滿希望。牢牢記住主的應許，

他不光是與我們一同受苦的主，他更是醫治我們的主。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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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步一步地跟隨主，一步一步地依靠主，安靜地等候

主。很少有病人像你這麽堅強。我已經知道醫生什麽都告

訴你了，而你還是那麽地安靜。我想主早與你同在了，你

已經為主作了美好的見證。我們都不要為沒有發生的事而

憂慮，定睛在主的身上，完完全全地交托給他。張家全因

你得福！！ 

妻子 3 月 6 日  

 

當我帶著旸出去玩的時候，我想到在平日裏我們可以自由

行動，甚至不知道怎樣依靠主，不明白什麽是神的旨意。苦難

來了，它好像是一個巨大的迷宮，既然進來了，想出去卻沒有

那麽容易。有兩種可能：或許出來，或許出不來。假如無任何

指引，即使過了第一關，也難保你能過第二關。主說：“你們

在世上有苦難，可你們心裏會有平安，因為我已經勝了這個世

界。”可是怎麽跟隨主？他不是把通往“迷宮”出口的鑰匙給

你一大串，而是每一個房間都放一把下一個房間的鑰匙。只要

你放膽跟隨主，定會 走出“迷宮”。否則，自己瞎碰，除了

碰得頭破血流以外，沒有任何好處。我們能做的只有交托，安

靜等候。我視所有願意幫助我們的人都是主的看顧和安排，因

為神無手無腳，可他把良善的靈放到人的心裏，來做上帝喜悅

的事情。 

 

丈夫生病前在 Delta 航空公司工作。有一位退休的老飛行

員知道我丈夫的情況後，立刻從口袋裏拿出支票撕下上面的姓

名，地址和電話號碼塞給我，說如果有急事需要幫忙可以給他

打電話。寶泉的同事，還有一對夫婦從前是我們在 South 

Band 的鄰居和好朋友，現也住在亞城，知道寶泉生病都時常

來看望。有一天我接連遇見 6 個人，他們有黑人，白人，醫生，

護士，紛紛給我留下聯絡方式。寶泉小組的 5 個人在百忙中，

利用中午吃飯時間來看望寶泉。South Band 的一位姊妹打電

話來說要寄一些磁帶給寶泉聽，她很關心寶泉的靈命。當我告

訴她寶泉願意受洗時，她連忙說感謝主。她是姊妹禱告會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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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之一。我不會忘記眾姊妹一起流淚為寶泉禱告的那些日子。

神是聆聽禱告的神。“……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揀選的器皿. 

我也要指示他，為我的名必須受許多的苦難。”（使九 15-16） 

 

1999 年 3 月 8 日是一個值得紀念和慶賀的日子，寶泉在

死蔭的幽谷走了 20 天，如今他要出死入生，接受洗禮了。寶

泉來美國近十年，從人的角度看他很優秀，一生不斷地拼搏，

是一個很堅強的人，也有向善的心。1992 年決誌信主。中間

有很多的掙紮，很不容易。現在要求受洗，真是神奇妙的善功。 

 

呂牧師在來的路上還有一番波折，遇到車子拋錨。接到電

話的我深感這是一場屬靈的爭戰。呂牧師也知道這關系一個人

的靈魂，感謝主，車子修好終於成行。一見到寶泉他就說： 

“你好，張弟兄。”寶泉那時很虛弱，甚至都沒有力氣睜開眼

睛。停了一會兒，他用很微弱的聲音說：“我走了 50 年的路

現在不會走路了，做了 50 年的人如今才真正認識到自己是個

罪人。”我沒有流淚，心裏不住地感謝主。呂牧師說：“這就

是為什麽我一進門就叫你張弟兄。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念一段

經文給你聽。”寶泉點點頭，呂牧師讀了詩篇二十三篇，還給

他分享了他自己的見證，原來他曾有一個兒子在五歲半的時候

離開了這個世界。這種痛苦的經歷，他說有時候我們人沒有辦

法明白為什麽。他給寶泉講了洗禮的意義，並說今天你受洗，

秀君會為你高興，教會裏的弟兄姊妹會為你高興。另一方面你

也向魔鬼撒旦宣告，從此以後我永遠脫離他，永不做他的奴仆，

永遠脫離他的轄制。 

  

我請呂牧師幫我念一下我早已準備好送給我先生的經文。

不是我念不下去，只是擔心我會激動地讀不下去。我為寶泉高

興，心裏更加堅信，神是聆聽禱告的神。這幾年我為我的先生

禱告不知在背後流了多少眼淚，我關上門在內室為我先生的身

體和靈命禱告，情切切，淚漣漣。我現在知道了，只要心誠，

石頭也會開花！聖經裏不止一次地說，你的信救了你。我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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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等候。我輕輕地問寶泉：“呂牧師給你施洗，你願不願意讓

護士給你照張相留給主作見證？”他點點頭。呂牧師奉聖父，

聖子，聖靈的名給他施洗。他眼睛睜開心中很平安，並且說謝

謝牧師大老遠地趕來。呂牧師真的很忙，給寶泉施洗後又很關

心地詢問護士關於他的病情，並且要了醫生的電話。又告訴我，

我們將他的病交托給神。另一方面我們要給他找個好醫生來醫

治他。呂牧師講他回去以後盡快地問一下教會有關人員多想想

辦法，多打聽打聽。他說他還會再來。我心裏充滿感激。神啊! 

你正在照看。神啊，你正在眷顧。我們認識的，不認識的都在

為寶泉和我們這個家庭禱告。神啊！我能說什麽呢？除了感謝

就是感謝。呂牧師在車上說：“我看你先生的信心很大。我想

神要用你們一家人。”我告訴呂牧師，就求神再給我們夫妻一

些機會，再活就為主而活，再活就知道怎麽活。無論怎麽樣都

要順服神。這是我心裏想的，也是呂牧師在給我先生受洗時說

的。 

 

詩篇 23：3-4 說：“他使我的靈魂蘇醒，為自己的名引導

我走義路。我雖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

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主啊，感謝你在這死蔭的

幽谷裏與我們同在，並且讓我先生跟隨你，成為你美好的見證。

身為人的 大的悲哀和無能為力，就是面對死亡束手無策。然

而耶穌基督由死裏復活，敗壞了死的權柄，釋放了人類因罪而

受的死的轄制。寶泉與和病魔的抗爭還在繼續著，我們要做的

就是靠著信心勇敢面對一切挫折，困難和需要，因為即便是死

也不能將神的愛與我們隔絕了。（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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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的定義 

 

畢小磊 

 

我是從國內來的訪問學者，回想來到美國的十個半月，我

的學習生活中很多事情都和教會相關。從 初對基督教的懷疑，

到現在對神的信任，我靈命中的每一步成長都離不開教會朋友

的幫助。 

 

我現在在普度的很多朋友都是基督徒，他們給我平淡的美

國生活增添了許多色彩。基督徒朋友的良善和寬容讓我不得不

去思考，是什麽讓他們有這樣的心境去無私地幫助他人，在受

了委屈的時候還在真心地贊美。後來在福音組聽亞果、徐建、

懿婷、冬炎、曉瑾和陳軍講解聖經。慢慢地聽得多了，發現每

次學習的那些短短的章節都蘊含著豐富的哲理。但是這些哲理

卻並不是人的智慧可以比擬的，像耶穌在 後受難被釘在十字

架的時候還在高呼天父，讓他赦免他們。這是常人所不能為的，

這是何等的愛，是何等的寬容。雖然我聖經讀得不多，但是那

些話語卻在常常敲打我的心，讓我知道什麽是行為的準側。聖

經有提到罪，所有偏離了靶心的言行和想法都是罪。我知道我

是有罪的，我承認我是個罪人。因為我有自私，我有貪欲，我

有不安分的念頭…這些都是和聖經相悖的。除此之外，我有禱

告，嘗試著和神交流。還真的有些小小的願望得以實現，我懷

疑是巧合。但隨著對聖經的閱讀量和基督徒的交流的增加，我

開始相信其實一切都是神的安排，他在掌管一切。大約在兩個

月前，我在何牧師和思圻姐妹的幫助下做了決誌禱告，願意把

我的一切交給主來照看。 

 

    在 初決定信主的時候，心中還是有很多的猶豫。

主要的還是回國之後是否會因為宗教信仰而影響我的前程。所

以我和很多基督徒談起這個事情，他們告訴我影響肯定是有的，

但是，要相信，神會為你鋪平未來的路，他知道什麽才是 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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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你的。又經過了很長時間的考慮，我 終決定信主。因為，

我心中總是有個力量在把我向主推進，信主是早晚的事情，我

相信主對我的愛，相信他會掌管我的未來。 

 

真正讓我有觸動的還是一次和神的交流。兩個月前，我感

覺在實驗室裏很不開心，教授沒有穩定的試驗方案給我做，我

的課題在 5 個月裏被改動了不下 20 次，但是我還只有 3 個月

在美國。眼看我就要空手而歸，我的心裏很是著急。於是我禱

告，我求主告訴我，怎樣做才能開心些。過了兩天，我看了一

場電影,希望以此排遣一下心中的苦悶。電影的第 5 分種，主

人公就問“Do you know what is the key of happiness?

（你知道什麽是快樂的秘訣嗎？）”我聽後心裏一驚，這不就

是我問主的問題嘛！於是我靜靜地等著答案。在電影 後，男

主角得到了答案“the key of happiness is doing what you 

love, with people you love（快樂的秘訣就是和你所愛的人

們一起做你熱愛的事）”。我聽後淚如雨下，跪在我的床前再

次禱告贊美主給我的答案。從那後，我不再在乎我在實驗室做

的境遇，開始準備我的申請材料，準備申請美國的學位。現在

一切都在準備中，我能感覺到神也做了很大的工，如果明年我

能再回到普度我希望我能有機會和大家分享在申請中神給了我

多大幫助。 

 

在美國的一年真是受益良多，感謝神給我的指引，感謝那

些給了我莫大幫助的兄弟姐妹。我也十分想對那些積極慕道的

朋友說，請繼續誦讀聖經，請繼續和基督徒交流，終究有一天

你會發現，原來主早已在你的生命中，悉心看管著你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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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 

 

Rainer Maria Rilke 著/ 海燕 譯 

 

我曾經柔順如初生的麥苗， 

但禰，獨行奇事者，知道如何 

挑旺我奉獻於禰的心， 

以至於它沸騰如一顆獅子的心。 

 

即使當初我還是柔弱， 

禰要我有的是一張怎樣的嘴： 

它成了一道傷口， 

在年復一年的厄境中流著血。 

 

我每日宣告新的災禍， 

禰將當說的話傳給我： 

這張口仍能幸免於眾怒， 

由於禰的悅納，禰的看顧。 

 

當這些被咒詛、被毀壞的人 

初次失落，逃難， 

死於危險的時候， 

我要在廢墟中 

讓我的聲音再次響起， 

因為， 初它就是一聲哭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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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 Her More And Love Her Less 
 

For Karsten Luke Piper 
At His Wedding to Rochelle Ann Orvis 

May 29, 1995 
 

John Piper 
  

The God whom we have loved, and in 
Whom we have lived, and who has been 
Our Rock these twenty-two good years 
With you, now bids us, with sweet tears, 
To let you go: “A man shall leave 
His father and his mother, cleave 
Henceforth unto his wife, and be 
One unashamed flesh and free.” 
This is the word of God today, 
And we are happy to obey. 
For God has given you a bride 
Who answers every prayer we’ve cried 
For over twenty years, our claim 
For you, before we knew her name 
 
And now you ask that I should write 
A poem----a risky thing, in light 
Of what you know: that I am more 
The preacher than the poet or 
The artist. I am honored by 
Your bravery, and I comply. 
I do not grudge these sweet confines 
Of rhyming pairs and metered lines. 
They are old friends. They like it when 



  67

I bid them help me once again 
To gather feelings into form 
And keep them durable and warm. 
 
And so we met in recent days, 
And made the flood of love and praise 
And counsel from a father’s heart 
To flow within the banks of art. 
Here is a portion of the stream, 
My son: a sermon poem. Its theme: 
A double rule of love that shocks: 
A doctrine in a paradox: 
 
If you now aim your wife to bless, 
Then love her more and love her less. 
 
If in the coming years, by some 
Strange providence of God, you come 
To have the riches of this age, 
And, painless, stride across the stage 
Beside your wife, be sure in health 
To love her, love her more than wealth. 
 
And if your life is woven in 
A hundred friendships, and you spin 
A festal fabric out of all 
Your sweet affections, great and small, 
Be sure, no matter how it rends, 
To love her, love her more than friends. 
 
And if there comes a point when you 
Are tired, and pity whispers,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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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self a favor. Come, be free; 
Embrace the comforts here with me.” 
Know this! Your wife surpasses these: 
So love her, love her more than ease. 
 
And when your marriage bed is pure, 
And there is not the slightest lure 
Of lust for any but your wife, 
And all is ecstasy in life, 
A secret all of this protects: 
Go love her, love her more than sex. 
 
And if you taste becomes refined, 
And you are moved by what the mind 
Of man can make, and dazzled by 
His craft, remember that the “why” 
Of all this work is in the heart; 
So love her, love her more than art. 
 
And if your own should someday be 
The craft that critics all agree 
Is worthy of a great esteem, 
And sales exceed your wildest dream, 
Beware the dangers of a name. 
And love her, love her more than fame. 
 
And if, to your surprise, not mine, 
God calls you by some strange design 
To risk your life for some great cause, 
Let neither fear nor love give pause, 
And when you face the gate of death, 
Then love her, love her more than br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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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love her, love her, more than life; 
Oh, love the woman called your wife. 
Go love her as your earthly best. 
Beyond this venture not. But, lest 
Your love become a fool’s façade, 
Be sure to love her less than God. 
 
It is not wise or kind to call 
An idol by sweet names, and fall, 
As in humility, before 
A likeness of your God. Adore 
Above your best beloved on earth 
The God alone who gives her worth. 
And she will know in second place 
That your great love is also grace, 
And that your high affections now 
Are flowing freely from a vow 
Beneath these promises, first made 
To you by God. Nor will they fade 
For being rooted by the stream 
Of Heaven’s Joy, which you esteem 
And cherish more than breath and life, 
That you may give it to your wife. 
 
The greatest gift you give your wife 
Is loving God above her life 
And thus I bid you now to bless 
God love her more by love her l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