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花的故事
何晓彤牧师

刚来美国的时候在密苏里州读书，期间喜

之下就慢慢发觉，园丁和渔夫的工作大不相同。

欢上了钓鱼，常常在周末的时候与朋友相约去

作渔夫时，一心想的就是选择什么样的鱼饵，

钓鱼。几年当中，几乎走遍了附近的江河湖坝，

找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鱼线和鱼竿，目的只

钓过鲫、鲈、鲤、鲶、鳟，一次还钓上过一只

是要把鱼钓上来。只要钓上来就赢了，后面的

几十磅的大乌龟。几年当中，积累下来许多的

工作是师母的：清洗，开膛，烹煮，我只等静

“钓鱼经”。这是在信主和蒙召作传道人之前

享美味了。然而，作园丁就大不相同了，不仅

的事了。后来读到主在呼召门徒的时候所讲的

要撒种，栽种，还要养活它们。要想把花养得

话，“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好，可不是一次性的工作，要常常到园子里转

（马太福音 4：19），心生感恩，也更体会到

转，看看，随时注意观察花草生长的状况，该

“神使万事效力”的道理。以前的“钓鱼经”，

浇水时要浇水，该除虫时要除虫，还要施肥，

也派上了用场，帮助我不断地体会带人信耶稣

除草，剪枝等等。这是个耐心细致照顾的工作，

的道理。来拉法叶后，就不再钓鱼了。今年

跟牧养教会有许多相似之处。作园丁可以帮助

（2011 年）开春的时候，开始学习养花。比较

培养牧者的心肠。

鸢尾花的故事

鸢尾花，又叫蓝蝴蝶或扁竹花。“鸢”是

友送的，岳母栽下的。它是很好养的花，因为

指鹰科的一种鸟。《诗·大雅·旱麓》曰“鸢

自从岳母种下之后，我们就没有怎么照看它，

飞戾天，鱼跃于渊。”

两年过去了，它也长得很壮。后来才知道，这

中文名来自于它的花

瓣像鸢鸟的尾巴。英文名是 Iris， 意为彩虹，

是法国的国花，象征着生命和自由，开花时的

因为这种花有红、橙、紫、蓝、白、黑各色，

确有一种自由奔放的生命样式，充满了活

不愧彩虹之称。

力！
有一天，突然想起好像家里有一副画，画

今年（2011）5 月份，后院中鸢尾花开花

的就是这种花。很久没有看到了，最后在车库

了，紫色的，一大丛，非常好看，是两年前朋

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这幅画。当初，一方面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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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知道这画的来历，另一方面它已经很旧了，

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

就把它丢在车库里了。后来得知，这是一幅非

地。 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

常有名的画，是荷兰印象派大师梵高的代表作

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

之一。今年夏天，在洛杉矶的盖蒂艺术中心看

颗珠子。」有人是“遇见”，有人是“寻找”。

到了这幅画的真迹，它曾被拍卖到五千三百九

但是，不管是遇见的还是找到的，他们的反应

十万美元，实在是价值连城。盖蒂中心非常仔

都是一样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

细地保护这幅画，把它放在画廊的中心，还特

（这颗珠子）”。

别设计了随着阳光自动调节的屋顶。站在梵高
的真迹面前，想起当初把画丢在车库里，心里

一天早晨，在慕迪福音广播电台听到一个

着实有点过意不去，觉得很对不起梵高的大作，

姊妹的分享说，上帝把我们看为宝贝，没有把

也怪自己当初有眼不识真宝贝！

我们丢在垃圾堆里，而是“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

其实，真宝贝常常会落到这个地步，不为

洁，无有瑕疵；”（以弗所书 1：4）不仅如此，

人所认识，被隐藏。所以，发现宝贝需要有一

祂还在基督里将我们看为“艺术杰作”（以弗

双特殊的眼睛！这样的事情在我的生命中不是

所书 2：10），从尘土中抬举了我们，并且用

第一次发生了。在来美国之前，我不认识耶稣

祂的宝血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仔细地收藏了。

基督；来了美国后有人向我传福音，我开始也
没有觉得这件事很重要。直到有一天，上帝打

一丛普通的鸢尾花在大师梵高的画笔之下，

开了我的眼睛，让我认识耶稣基督，并且渐渐

就成了价值连城的艺术品；一个卑微如尘土的

认识到祂的宝贵。圣经中有一段经文，讲到天

你和我，若在天下最伟大的艺术大师的手中，

国就像隐 藏的珍宝。马太福 音 13： 44-46，

会成为何等的艺术杰作呢？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他藏

蜀葵花的故事

2

蜀葵花，古称戎葵，又叫棋盘花或木槿花。

一束花成为上一代人辛勤劳作为下一代带来祝

它原产于中国，因在四川发现最早故名蜀葵。

福的美谈。

它是二年生草本，花期 5 月至 9 月，可高达
2.5 米，喜阳光充足，耐半阴，但忌涝。耐盐

另外，我特别喜欢这花的原因是这花能结

碱能力强，也耐寒冷。这种生命力特强的花，

实百倍。每朵花落了之后，就有一个种子盒从

特别适合在“何家花园”中生长。

根部长出来，渐渐的一粒粒黑色的种子就成熟
了。每个种子盒中，都会有 20-30 颗种子结出

去年（2010）秋天，在前院长出一丛的

来，一支蜀葵长茎上可以开出几十朵花，这样

大叶子，开始我和师母都以为是杂草，但也没

算来，一个分枝就能有成百粒种子的收成。我

有除掉它，就想任它自生自灭。今年春天，大

想园丁都喜欢这样结实百倍的花，就像主耶稣

叶子又长出来了，而且越长越旺，还生出许多

喜欢结实百倍的门徒一样。耶稣曾对门徒们说，

的长茎来，再后来就开出许多鲜艳的大花朵来，

“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

有粉红的，也有红色的，甚是可爱。

就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 15：8）。“有
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 ……又有落在好土里的，

与园中其它的花不同，这花的花期特别长。

就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

7 月底从加州回来，其它春天开的花都败了，

的（马太福音 13：3，8）。愿在“上帝的花园”

唯有这花还在不停地开花、结实，一直持续到

中多一些好土，也多一些像“蜀葵花”一般多

深秋。后来才知道，这花是妈妈去年离开之前

结果实的门徒。

种下的，而花种则是前年岳母来美时采集的。

长春花的故事

经常与花为伍之后，才发觉上帝实在是创
造了一个缤纷多彩的世界。然而，在众多的鲜
花当中，有一些花是不起眼的小花，不大引人
注目，只是在花园的某个角落静静绽放，稍不
留意就会忽略它们的存在。但是它们也是上帝
所创造的，也有机会展现自己独特的美丽。长
茎，别有一番韵味。它的花都是五瓣的，一夜

春花就是这样的一种花。岳母称它为“天天

之间可以从一个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变成完全

有”，因其开花极多。从夏到秋，甚至一直到

舒展开来的花朵。不管有没有人注意它，它都

冬天，它一旦开起花来就开花不止。一朵小花

会静静地开放。这让我想起黄美廉姊妹的故事

从绽开到败落，可以持续 3 个星期左右，一朵

（注一）。

接一朵，不愧被称为“天天有”。

黄美廉姊妹是台湾人，出生时由于医生的
疏忽，造成脑部神经严重受伤，从此患上了脑

它没有玫瑰的香气，也不像扶桑那样丰盈，

性麻痹症，以至脸部及四肢肌肉都失去了正常

更不会有人将它做成插花，出现在花店中；然

的作用，她不能讲话，更不能唱歌。她似乎有

而，淡紫色的花瓣，配着绿色的叶片和红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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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够的理由埋怨医生、父母、人生，甚至上帝。
但是，她没有就此自暴自弃，浪费上帝赐给她

如果我能完整唱一首歌，那将是对你的感

的独特的生命。14 岁时，黄美廉姊妹的全家移

恩和赞美，

民到美国，后来从加州州立大学的艺术学院毕

苦难中，你给我安慰，徬徨时，你给我智

业，取得了艺术博士学位，成为画家。

慧，
虽然我不能开口唱一首歌，我却要对你献

有一次，她应邀到一个场合演“写”（不

上真诚敬拜，

能讲话的她必需以笔代口）。会后发问时，一

每时刻你的手牵引我，你慈爱使我开怀。

个学生当众小声地问：“你从小就长成这个样

天上的云雀啊，会唱的人们哪，

子，请问你怎么看你自己？你都没有怨恨吗？”

你们可愿代我，歌颂上帝无比之美，

这个无心但尖锐的问题让在场人士无不捏一把

我愿用耳倾听，我愿用心共鸣，

冷汗，深怕会深深刺伤了她的心。只见她回过

这发自内心深处，最美的声音，

头，用粉笔在黑板上吃力地写下了“我怎么看

我真爱你，我真爱你。

自己？”这几个大字。她笑着再回头看了看大
家后，又转过身去继续写着：

她不会讲话，但是她有话要说；她不能唱
歌，却唱出了一首美丽的诗歌。黄美廉博士已

一、我好可爱！

经得到的秘诀是：“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

二、我的腿很长很美！

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

三、爸爸妈妈这么爱我！

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 我靠著那加

四、上帝这么爱我！

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立比书 4 章

五、我会画画！我会写稿！

12-13 节）她的才能其实比一般人多，她的成

六、我有只可爱的猫！

就是有目共睹的。她心灵和生命的美丽从她的

七、还有……

绘画和文字中流露出来，用积极的生命激励和
鼓舞了许多人。她的精彩生命并没有被“没有

忽然，教室内一片鸦雀无声，没有人敢讲

的”来压制，因为她只看见她“所有的”！

话。她又回过头来静静地看着大家，再回过头
去，在黑板上写下了她结论：“我只看我所有
的，不看我所没有的。”众人安静了几秒后，

鸢尾花，蜀葵花，长春花，各有各的故事；

一下子，全场响起了如雷的掌声伴随无数的泪

大葡萄，小葡萄，绿葡萄，紫葡萄，各有各的

水。那天，许多人因着她的乐观与见证而得到

见证。愿这期“葡萄园”见证集中的每一篇见

激励。

证都化成一朵朵的云彩，见证上帝在祂的子民
身上所彰显的无比的慈爱和奇妙的作为。

后来，在天韵诗班的邀请下，她写下了一
首非常动人的赞美诗歌，【如果我能唱】，充

（注一：出自黄美廉的见证之“你怎么看你自

分表达了她内心对上帝的真诚敬拜和赞美。歌

己

词是这样的：

03/hmldjz/chapter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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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ttp://cclw.net/withess/3）

从研究者到信仰者
——我的基督教信仰历程
归队的羊羔（大陆）

一、门外看客——将基督教作为研究对

今天是感恩节，是我们应该怀着感恩的心

象

情来数算神加给我们各样恩典的日子，也正合
适我来写下我的信仰见证，认真回顾神亲自带
领我的过程，为主作那美好见证，传扬主的名，

我生平第一次走进基督教堂，是在 2004 年

把一切的荣耀、称颂、赞美全部都归给天上的

10 月的一个周日。那时我刚刚进入博士学习的

父神！

第一学期，为了帮助导师完成一个上海基督教
的调研任务，我们几个同学相约到上海的某个

回首自己这些年的信仰历程，从完全的无

基督教堂进行预调研。基督教堂的那种和谐、

神论到不可知论，再到确定基督教信仰，与绝

喜乐的气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基督徒的那种

大多数中国人的信仰经历别无二致，但我从完

友善、坦诚与博爱让我惊讶不已。我至今仍清

全不懂宗教到以研究宗教为专长，再由宗教研

晰记得，有个 20 岁左右的年轻基督徒十分热情

究者变成一个基督徒，找到自己的宗教信仰，

地与我们聊天，临别时还将他家的联系电话、

这样一条人生轨迹在中国却不算多见，也完全

详细住址写在一张纸条上交给我们，诚挚地邀

超乎自己的意料。就算将时间倒流到三五年之

请我们以后到他家作客。他这种对陌生人不设

前，受洗归入基督对我来说是难以置信的一件

防的热情举动令我着实感到十分意外与几多感

事情，基督徒也是我不愿期望的一个身份。未

慨，意外的是让我看到了基督徒不同于世人的

料，昨日难以想象之事，今日却已变成事实。

那份难得纯真，感慨的是让我切身体会到基督

中国老话说：人算不如天算。是的，神的意念

教会与世俗社会在氛围上的巨大差异。几年之

高过人的意念。这样的人生历程不是出于自己

后，我在跟学生上课讲到基督教与基督徒的特

的有计划安排，也绝非偶然，我宁愿相信此乃

点时，多次以这次经历作为例子来说明。尽管

出自神的美意与计划，是神亲自带领我一步一

以后我再未去过那个教堂、也再未与那位青年

步走到今天，直到让我受洗归入基督。直到现

信徒联系，但第一次的基督教堂之行让我拥有

在我才明白，神对我们的拯救是“本乎恩、也

了第一本《圣经》，是那个教会长老送给我的。

因着信”，他救赎我们乃因他爱我们，他的救

从那以后，由于对基督教的浓厚兴趣和出于研

赎是白白给予我们的恩典，我们在自由意志上

究基督教的需要，我开始断断续续地翻阅《圣

只要作一点点努力，就是“口里承认、心里相

经》。打开《圣经》第一页就是《创世纪》，

信”，我们就是属于神的儿女了。信仰耶稣其

我只是把这段神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类的故事当

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但由于理性思维对有

神话传说看，无法在理性上接受这种说法。看

神论观念的难以接受，我从第一次接触基督教

到后面，就觉得都在讲以色列人的那段历史，

到接受耶稣作救主，经历了将近七年的时间。

里面充满着繁多的姓名、古怪的地名以及离奇
的故事，让我顿时丧失了继续看下去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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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又跳到《新约》去看福音书，也只是把它

多中国人一样作出一种模糊的解释，即“信则

当小说看，主要是想了解一些耶稣生平、基本

有，不信则无”，这些所谓的“神迹”或许是

术语与根本教义，为自己增加一些知识而已。

信徒自我安慰的结果，属于一种精神治疗。后

当时根本不能相信所谓的“道成肉身”，无法

来这样的见证听得多了，也使我不得不开始认

相信耶稣就是为我们而钉十字架的神。就这样

真思考神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我发现，传统

只是粗略地翻阅之后，《圣经》就被我撂在一

中国人一直存在“天”的观念，当发生一些特

边，毕竟当时还有大量的专业书需要我去读。

别严重的自然灾害或人所无法解释的自然天象
时，就会将此归因于人的作为，此所谓“天人

其实在 2004 年秋读博之前，我是一个坚定

感应”；当人们无法准确预知行为结果或社会

的无神论者。宗教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

发展方向时，就会以“尽人事、听天命”来安

与己无关的一个领域，我对任何宗教基本上是

慰自己。但“天”这种终极力量不具人格且又

一无所知的，更未想过要去专门研究宗教现象。

十分模糊，中国人一般不经过深究而接受相信

但命运却经常不随己意，2004 年硕士毕业考博

下来。但如今面对的是一个具有位格的、有喜

士时，我本来报考的是犯罪社会学方向的导师，

怒哀乐的神，在我看来，如何证明其真实存在

但那位导师招生名额有限，系里在录取时将我

是信仰它的一个必要前提。但我思考来思考去，

调剂另一名宗教社会学方向的导师名下。记得

觉得上帝作为实体存在是一个无法完全证明也

当时系里秘书就调剂事项向我征求意见时，我

无法完全证伪的命题。2005 年，一个基督徒送

不假思索地同意了，因为那时最迫切的愿望就

给我一本冯秉诚著的《游子吟》，对我的无神

是能够到上海去读博士而能与正在上海打工的

论观点冲击最大。他对上帝存在的证明使得我

妻子团聚，至于研究方向能否如愿以偿都是次

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是可能存在一个造物主的，

要的，于是我就稀里糊涂地开始跟导师从事宗

也让我认识到以前接受的无神论观点是未加批

教社会学研究，而最开始接触的就是基督教。

判而多少带有盲目接受下来的一种世界观。书

在博士第一年，我参与导师一个上海基督教场

末尾是关于他奇妙的见证，再次让我看到信仰

所布局的调研课题而走访了上十所教会，得以

的神奇力量，也让我变得十分渴望去经历

有机会来了解教会的组织结构、基督教的仪式

“神”，尽管不信神。就这样，我长期坚持的

活动、国家的宗教政策，并与大量基督徒进行

坚定无神论观念在这种断断续续的思考中开始

了访谈，聆听了各种信仰见证。每每听到信徒

慢慢被撕开一个口子，我那时自认为变成了一

讲述他们蒙神救赎的不凡经历，让我感到十分

个不可知论者。后来，为了研究基督教，在上

好奇但又觉得不可思议。尤其是有好几个信徒

海期间我多次参加教堂活动，也参加过家庭教

谈到，他们曾经身患绝症（癌症或红斑狼疮），

会，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我家乡的一个灵恩教会，

却因着信仰耶稣而得以医治，让他们的主治医

还接触过被称为基督教异端的“三赎基督”派，

生都惊得目瞪口呆。面对他们感恩而又真诚的

我这才知道基督教存在的不同派别，他们对

陈述，我完全不怀疑他们经历的真实性，但就

《圣经》的理解与解释均不相同，导致仪式、

是难以相信这样一种解释，即生命改变是由于

组织以及政教关系都不尽一致。那时，对基督

神或耶稣的作用，这与我长期受教育形成的那

教的了解越多，我感到就越难以相信有一个独

种根深蒂固的实证理性精神完全相左。神在哪

一真神。我总会问，若存在一个独一真神，这

里？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凭什么让我相信？

个神怎么不仅允许各种不同的其他宗教存在，

我不能接受这样的神学解释，但我也只能像很

而且会让信奉他的内部存在矛盾甚至冲突？当

6

时我根本无力处理这样庞杂而深刻的神学难题，

份喜乐。我喜欢呆在教会中，因为教会中有一

只是单单从我的思维惯性出发来予以简单评判，

股浓浓的爱的氛围，这是外部社会所没有的。

从而加以拒斥。

在教会中，本来互不相识的大家可以因着神的
拯救而互称为弟兄姊妹，大家可以尽情地放声

幸好，宗教社会学研究在方法论上将神灵

歌唱、能够彼此坦诚地交流，完全没有外部社

是否存在的问题存而不论，而主要从外部来看

会人际交往中的那种提防、世故、骄傲、奸诈，

宗教，并不涉及信仰的核心，研究的是宗教与

有的只是信任、真诚、谦卑、友善。总之，基

社会之关系，考察社会对宗教的影响或宗教对

督教会的那种气氛比较契合我的个人性格，因

社会的功能。博士三年，对基督教的社会学研

此，尽管我不信神，但我比较喜欢参与教会。

究，并没有增进我对神的确信，但却增强我对

2006 年暑期，我和大陆的几十位青年学者一起

基督教的认识与好感，尤其十分认同基督教信

受邀到香港中文大学学习一个月。期间，我和

仰对人生命的改变与社会功能。现在回想起来，

其中几位基督徒学者经常参加团契活动。但我

其实这段研究经历就已经在我心里播下了福音

与基督徒打成一片的举动，受到了从上海与我

的种子。

同去的几位青年学者的冷嘲热讽，他们用语言
讥笑我、参与活动时孤立我。在他们看来，或

二、门口徘徊——几次信仰体验的尝试

许我是一名摇摆不定的信仰投机者，还不如像
他们做一名坚定的无神论者，因此他们鄙视我；

基督徒经常讲“科学靠实验，信仰靠体

或许我是一名投入神怀抱的意志软弱者，因此

验”，我也十分认同这个观点。尽管我在理性

他们疏离我。为了表示对他们的反抗，我愈发

上还是不愿意承认一个独一无二的神，但并没

热心地参与团契活动，在教会中寻求精神支柱。

有妨碍我去尝试着体验神、感受神。自从 2004

那时我学会了向神祷告，祈求神能帮助我抵挡

年秋开始研究基督教、在主的门外观看的同时，

攻击，救我脱离苦难。别人攻击我、孤立我，

我也随后开始亲身体验基督教信仰。这种信仰

我就通过参与团契活动获得一种新的人际关系

体验，并不同于平时作社会调查时的发放问卷、

互动，从而使自己过得充实、得着力量。其实

访谈或参与观察，而是将自己作为一名慕道友

当时我也不确定神是否应允了我的祷告，反正

跟着信徒一起祷告、唱诗、读经、听道。在

我是通过社会学的眼光来理解我参与基督群体

2006 年 5 月份左右，当时我面临着学业上的巨

生活所带来的整合功能。回到上海后，又为着

大压力，为着开题报告的事情苦恼不已，在这

毕业论文的事情大大地发愁。当时的状态是多

种情形下，我开始到学校附近的一个家庭教会

么地糟糕，我都无法回忆形容了。我找到了

里参加查经聚会，那是在一位大学老师家里，

2006 年 9 月 6 日的一篇日志，我当时的窘境略

聚会的人数只有七、八个人，都是在校学生。

见一斑：“今天是精神恍惚，心情比较焦虑的

当时我并没有接受耶稣，但通过一年多的基督

一天。整天都在想着论文的事情。想来想去，

教调查，我确信参与一个信仰群体会给人带来

我觉得我的思维枯竭了，几乎到了觉得不可能

一种积极正面的功能，因此我到教会聚会的目

完成的沮丧地步。我的论文思路似乎已经被逼

的很简单，就是想寻求一些精神安慰，给自己

到了绝路，前面无路可走，真是万分焦急，欲

减减压。当然另一个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熟悉、

哭无泪！！！！

理解基督教，为研究论文打基础。那段时间，

自然就会想到求靠主耶稣。是的，我今天又跪

我的确也从聚会中获得了些许平安，收获了一

着向主求，等会写完这个帖子我还会跪下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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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绝望、忧虑的时候，我

也请各位弟兄姊妹帮我这位软弱的弟兄代祷，

自 2009 年以来，我在教学上的任务依然不

感化我的主耶稣，能够加给我智慧和力量，使

轻，但在科研上面还是取得很大成绩，相继拿

我能够渡过这个难关！顺利完成好我的论

下一个国家项目和一个横向课题。在别人眼里，

文！！”或许是主垂听了我的祷告，他怜悯我，

这实在是非常令人羡慕的成就，我自己也曾为

帮我挪开学习中的各种拦阻，帮助我顺利地通

此兴奋不已。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在教学和科研

过开题，后来又在我不断迫切地祷告祈求中，

上双重压力，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课程压

神似乎又一次又一次地帮助我，以至我顺利拿

力依然不小，还要抽时间出去作调查，长期高

到博士学位。但是自从 2007 年 9 月回到湖南工

负荷工作，我的身体状态每况愈下。眼睛、颈

作以后，我就开始远离教会、远离神，再也不

椎、腰椎都相继出现问题，导致工作持续能力

去教会，也不再读经。客观原因是参加工作头

越来越差，尤其是面对电脑工作时，看一个小

两年的教学任务特别繁重，几乎每学期我都有

时我就觉得很吃力了。加上 2011 年春节过后，

3-4 门课程，并且很多是新课。这样两年下来，

我经常在外地作民间信仰方面的调研，调研过

几乎每天都在工作，没有双休、没有清明、没

程中遇到很多困难都得一个人去承担，压力之

有五一、没有端午、没有国庆、没有中秋，一

大可想而知。而且，研究过程中常常面临思维

年到头就是上课、看书和备课。视力下降很多，

混乱或思路不清，导致我经常陷入一种“剪不

健康状况也有些不妙。但我自己心里清楚，那

断理还乱”的尴尬境地中。两个科研课题霎时

时我心中并不太愿意接受神，也不怎么相信神，

变成了狠狠压在身上的一副担子，自己明显感

到教会也并未用心灵与诚实来敬拜神，我一直

到力不从心，我开始为能否顺利完成课题而深

在将神当作达到自己目的、解决自身困难的工

深地担忧、焦虑。更要命的是，我这段时间产

具而已。一旦我克服了困难、获得了成功，我

生了对科研工作的厌恶情绪，突然觉得现在的

的罪性就显露无疑，我就骄傲地认为这完全是

工作毫无趣味、没有意义，我知道出现这种心

我自己努力的结果，其中并无什么虚幻的神灵

态对工作、前途而言是一种很不好的预兆。

相助。同时，我也一直未能真正地顺服神，并
不愿意按照神的教导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与

在我工作处在低谷的同时，家庭的一些琐

工作生活，好为自己放纵情欲、犯各样罪行来

事与矛盾也在这个骨节眼上开始爆发。住在老

留出空间。这才是我离弃神、悖逆神的真正原

家的父母长期不合，对他们调解的多次努力均

因。须不知，按照圣经说的：“信心没有行为

以失败告终，父母的糟糕处境让我陷入自责与

是死的”。（雅各书 2：17），我既无坚定的

忧伤当中；与妻子之间也因着琐事发生了几次

信心，更无遵守神律法的好行为，自然就会面

严重口角、甚至还动了拳脚，那段时间让我觉

临死亡的危险。这段时间我所经历的仍然只是

得人生真痛苦、人活着没意义，时常会有万念

在主门口的徘徊，而并未真正进入神殿中。神

俱灰的消极想法。在情绪最糟糕时，我有过离

是爱我们的，他“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

家出走到异地谋生的冲动、动过削发为僧度入

（提前 2：4，彼后 3：9），尽管我一直不肯谦

空门的想法，头脑中也甚至掠过几次自杀的念

卑下来接受神的亮光，神通过管教将我最终拉

头，但最终还是理性占据上风，这些想法都没

入他的怀抱。

有付诸行动。虽没有走向极端，但工作与家庭
中的各种压力、忧虑、烦恼像笼罩在我头上的

三、进入窄门——完全的生命交托

乌云，让我看不到前进的方向，经常有焦头烂
额、魂不守舍之感。我抽烟更多了，相继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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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经常性的失眠，整个人长期处在一个“亚

该帮助更大。于是，我在调查民间庙宇的同时

健康”状态，时常会有身体垮掉的可怕想法。

专门跑了几间基督教堂，与其中一个教堂的神
职人员王弟兄聊了很多，他的见证又激发我对

此时，我清楚我快要被压垮、顶不住了。

耶稣的信心。有一晚，也正是在这个教堂中与

作为宗教研究者的我，深知信仰的力量是很强

一位老年弟兄聊天，他信仰耶稣而全家蒙福的

大的，也清醒地意识到人在这个危难之际，必

见证再次冲击着我的顽固思想，我开始说服自

须找一种宗教信仰作为依靠，否则就有精神崩

己，尽管从未亲眼看见过神，但从他们的生命

溃的危险。在 2011 年 2、3 月份时，我主动寻

历程中的各种事件还是可以看到神力量的真实

求一种信仰作为“救命稻草”的意识很强，但

性存在，这是真实不虚的，我为何还要“硬着

此刻摆在面前一道艰难抉择：是信佛教还是信

颈项”不予承认呢？我自己很清楚，相信神作

仰基督教？我觉得只有这两种信仰才能被接受

为一种真实存在一直是理性当中难以逾越的一

作为自己生命的支柱。基督教自然是我最熟悉

道坎。我决定跟自己的理性来一次“狂轰滥炸”

不过的，也非常认同基督教信仰的积极功能，

式的斗争。于是，我又重新读了一遍《游子

但一直难以从观念上真正接受独一真神的教义。

吟》，里面通过自然宇宙的和谐设计来论证上

而那段时间正好通过从事民间信仰调研得以有

帝存在再次说服自己神创论是合理的；又找出

机会跑一些佛教寺庙，开始对佛教产生浓厚兴

杨小凯的见证文章（网络搜索可得）认真地重

趣。以前也读过一些佛教方面的书籍，知道真

读一遍，不愧是伟大的头脑，他对“圣灵”的

正的佛教是无神论的，人人都有佛性，都可以

深刻解释折服了我，让我终于明白原来我一直

成佛，强调的是靠自己的修行来摆脱烦恼，最

用理性抗拒的上帝不是个物质实体，他其实是

终达到寂静涅槃。于是我决定尝试从学习佛法

作为一种“灵”存在的。这种“灵”体现为一

来改变自己的心态、脱离逆境。佛法讲“因缘

种信仰者与上帝的关系。你信仰神，这时我们

和合”，人之所以痛苦就是因为追求了错误的

与神建立起一种关系，有关系就会有互动，就

东西，要离苦得乐，就必须破除我执，全然放

会产生真实的体验，这时神对你而言就是真实

下。但是我的课题怎么能放下？教学怎么能放

存在。《圣经》不是讲“ 神是个灵，所以拜他

下？家人怎么能放下？学了一段时间佛法后，

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约 4：24）吗？

我自认为慧根太浅、缺乏定力，既难以理解深

再退一步想，帕斯卡著名“打赌比喻”不也令

奥的佛法道理，也无法按照佛法践行。既然靠

人十分信服地证明了信仰上帝是一种较为理性

自力不行，就靠他力试试。那段时间跑乡村庙

的选择吗？我干嘛一定要在证明神是物质实体

宇时，我开始尝试烧香拜佛，打卦抽签，也往

这个问题将路给堵死呢？正如杨小凯所言，

功德箱里扔功德款，希望通过积功德来获得好

“只相信理性，迷信科学，那你永远跨不过这

结果。但是，一段时间后，发现自己心里并无

个门槛，你永远到不了灵的世界，你永远停留

平安，更无喜乐，每天眼睛睁开所面对的困难

在这个分子水平上思想问题。”连他这样的天

与烦恼依然存在，不减反增。于是，我又领悟

才式人物都有这样的谦卑来接受神，我还有什

过来，烧香拜佛面对的只是一堆木偶菩萨，若

么资格来傲慢呢？

它果真能有神力帮助我战胜困难、脱离苦海，
那我更应该有理由去相信耶稣，毕竟他既具全

于是，我决定这次一定要完全谦卑下来，

然神性又具全然人性，而且信仰基督教还会有

把自己完全倒空，将全部生命交托给神带领。

一个比较规律性的集体宗教生活，这对自己应

2011 年 3 月 30 日，我在一主内弟兄的带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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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作决志祷告，接受主耶稣基督作我生命的

去做就行了，至于结果都是神所悦纳的。神已

救主。然后开始在一个教堂参加聚会，一个月

经给了我丰盛的恩典，但我感到我更多的是从

后，我转到一个主要由知识分子基督徒组成的

功能上接受基督教信仰，而尚未完全从实质上

家庭教会聚会。真的非常感谢神的怜悯与饶恕，

认定基督教信仰，我需要一个信心的飞跃。神

神接纳了伤痕累累的我，给了我一个全新的生

似乎知道我的心思意念，他带领我来到美国。

命。聚会一段时间后，我心里得着了莫大的平

于是，在 8 月 13 日，我在美国一家华人宣道会

安与喜乐，不再有焦虑、不再有失眠，让我重

受浸礼正式成为基督徒，《圣经》上说：“若

拾工作与生活的信心。我那段时间有一股火热

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

的心，甚至愿意整天去教会、读经、祷告、去

都变成新的了。”（林后 5:17）。这一天是神

与弟兄姊妹交通。尤其是愿意如饥似渴地读

给予我的第二个生日，将是我全新生命的开始。

《圣经》，觉得那些专业书用艰深晦涩的话语，
读起来十分吃力与伤神，但读到最后往往发现

以上信仰历程可以看出，很明显是一个人

其实只是讲了一个浅显的道理而已；而《圣经》

主动寻找神的过程，对此我并不否认。我后来

的字句都是相当的浅显易懂，让人丝毫不觉得

也才明白，若从神的角度来看，其实神主动找

困难，但《圣经》的魅力在于字句背后的精义，

到我们，将恩典白白地赐给我们，因为“神从

平常话语后面蕴含的神学奥秘吸引着我去认真

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

地研读它。信仰开始让我认识到自己诸多的罪，

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

并让我得着力量来脱离罪恶。今年 4 月 8 日，

就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

我藉着祷告求神，神赐给我力量，让我将有着

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弗 1：4、5）。之

十多年的抽烟习惯彻底戒除。信仰也让我学会

所以尽量按照我真实的认知过程来写见证，我

顺服与谦卑，让我在很多事情上开始学会以神

主要想避免以认信后的心理状态与认知程度来

为中心来思考问题，让我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看

“重新建构”信仰经过，而有意交代我的一段

待我们的人生，从而让我变得更加淡定。例如，

真实心路历程，是希望给那些已身陷困境、但

在我心灵的深处，曾经一度非常渴慕、向往成

由于刻板观念的缘故不肯接纳主耶稣的朋友一

为一位思想深邃、著述恢宏的大家，但智力上

些启发与鼓励。

的平庸与现实条件的制约让这个抱负注定无法
成为现实。为此我常常在内心沮丧，对天有抱

亲爱的朋友，如果您已经听到了福音，还

怨。上天为何如此不公，让众多才能集于某人

等什么？快快投入耶稣的怀抱吧！要知道，

一身，而让我却如此平凡？当我读到《圣经》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

的一段话“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

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弗 3：

一块作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作成卑贱的器

20）将所有的称颂、赞美与荣耀都归给神！阿

皿吗？”（罗马书九章 21 节），我一下子豁然

门！

开朗，原来我们每个人都是蒙神怜恤的有福之
人，但也是神所使用的器皿。至于处在何种位

初稿写于 2011-09-09

置、拥有何种才能都是神的安排，我们无需怨

定稿写于 2011-11-24（感恩节）

天尤人，也不必刻意强求，只要按照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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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恩典
马骁骏

我是 80 后，从小是接受无神论的教育长大
的，课本上说宗教是麻痹人的工具，因此，在
我以前的生活中，我对神的事情知之甚少，也
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成为一名基督徒。我觉得基
督教只不过是许多宗教中的一种，圣经是某些

小时候不得不坐在课堂里听讲一样，总是走神。

人编纂出来的一套故事、一套教义而已。我最

虽然不能接受，但我却愿意参加教会的团契，

早接触的圣经，是妈妈的一位朋友给我的，当

因为可以认识很多朋友，缓解一个人在异国他

时我正上初中，正是受政治课本“洗脑”的时

乡的无聊，而且也被教会那些人的友善和热心

候，因此我只把圣经当作神话故事来读，就这

深深感动着，觉得能感受到一种久违的温暖。

样一直到我长大。然而，随着我的成长，随着

同时，为了学英语，我还参加了美国教会开设

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我感觉到冥冥之中有种

的圣经课的学习。给我们教课的 Liz 老师是一

超自然的力量控制着一切，我开始相信这世上

位年近六十的老太太，相当和蔼，相当友善。

真有神明，但不知是哪一位神。于是我去教堂，

她是一位十分虔诚的基督徒，有时讲到耶稣对

也去寺庙，而且拜的时候都很虔诚。后来竟然

人类的救赎时，她就会热泪盈眶，我在疑惑的

觉得这些神都不是真的，于是很长一段时间里，

同时也不免感到信仰力量的强大。经过一段时

我就拜自己“心中的神”，凡事向“他”诉说。

间的“培训”，铁石心肠的我渐渐有所软化，

带着这种心态，我经历了毕业，找工作，直到

但我仍然有很多疑问，主在哪里？若住在天上，

去年，我来到了美国。虽然来的时间不长，但

我坐飞机时怎么看不到他？他拿一块饼就能让

我的生命却发生了质的变化，我终于找到了世

5000 人吃饱，能把水变成酒，这怎么可能？这

间的真神，并且心悦诚服地把自己交给了他，

些疑问困惑着我，我始终未能全然信主，我觉

成为一名基督徒。这是我来美国后最大的收获，

得我应该再深刻地了解一下，不能盲目地信。

而这一切都是神的指引和安排。
虽然如此，但主是爱我的，他默默地安排
到美国不久后，在朋友的介绍下，我去了

着我不断向他接近。一次，在团契中，我们学

宾州的哈城华人宣道会。去的第一天，就有一

习了一个叫做“合神心意的家庭”的讲座，我

位老奶奶跟我说基督徒信的神是一位又真又活

惊奇地发现，那里面讲的是那么真实，那么有

的神，让我赶紧信主，赶紧认罪，承认自己是

道理，发现神的话语真的是我们的处事准则，

个罪人。当时我觉得不免有些可笑，什么是罪

感觉按着神的话语去做，我就一定能获得喜乐、

人？我怎么会是罪人？凭什么就说你们信的耶

平安。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家长老师都告诉

稣才是真神呢？而且，在我第一次去教堂后，

我们应该做个好人，要具备乐于助人、乐善好

牧师对我进行了家访，这引起了我的反感，觉

施等优良品质，但随着长大，接触到社会上太

得好像他在搞推销一样，拼命地想拉我入伙。

多的阴暗的东西，我们的心灵开始变得闭锁，

带着这种反感和无数的疑问，在之后较长的一

变得自私、空虚，然而现在学习了神的话，我

段日子里，我只是偶尔去一次教会，每次去也

感觉童年时候所学的真、善、美又回来了，那

听不懂牧师在讲什么，听到一半就犯困，就像

种感觉真好。因此，我像顿悟似的，回家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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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主祷告：主啊，如果你真的存在，就在梦中

经的杀人犯握了手，但是从他的脸上，我看不

给我启示吧。那一夜我脑子里迷迷糊糊，睡得

到凶残，只是有点淡淡的忧伤和一丝丝胆怯。

昏昏沉沉。圣经里（路加福音 11：10）说“凡

我并没有害怕，也没有厌恶，一方面为他能变

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

成一名基督徒而感到高兴，另一方面觉得这也

就给他开门。”我真的是实实在在地经历了这

许是上帝有意的安排，考验我的意志，也同时

句话。祷告的第二天，我和朋友一道参加了一

让我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和那个男青年本质上

个美国教会举办的庆祝圣诞的活动，一进门，

没有区别，都是有罪的，所以我不应该歧视他，

就能看到很多描绘耶稣诞生的雕塑。当我看到

即便他是个正在服刑的杀人犯，我也不应该歧

那些雕塑时，突然相信了圣经中有关耶稣诞生

视他，而是应该为他祷告，让他早些信主。以

的记载，以前我觉得“童女生子”是不可能的，

前的我是根本不会有这种想法的。当然，我的

但那一刻我相信了，突然间就相信了。现在想

这一点小小的“进步”比起主的大爱来实在是

来，之前之所以认为童女不能生子，是站在人

太渺小了，但我至少感觉到有爱在笼罩我了，

的立场，用已有的知识进行判断，但神是万能

我也开始学着去爱了。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

的，他创造了宇宙，建立了宇宙中的一切规律，

Liz 老师讲到耶稣对人类的救赎时，她会热泪

只有他自己能打破这些规律，也就是“神迹”。

盈眶。耶稣拥有着怎样的大爱，才能用自己的

对人来说，很多事是不可能的，但对神来说，

宝血替人类赎罪啊！我怎么能拒绝这样的恩典

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呢？接下来的事，更让

呢？应该好好珍惜，转身去拥抱这恩典，并且

我觉得是神对我的恩典和对他所作承诺的应允。

向周围的人也传播这恩典。

圣诞活动后没过多久，Liz 老师送给我几本书，
其中一本就是《游子吟》，我几乎废寝忘食地

记得有首歌的歌词是这样写的：“光阴的

读，那本书将我的疑惑一一进行了解答，我感

眼中，你我只是一段插曲，当今天成为昨天，

到思想突飞猛进，有了质的飞跃，眼前再也没

昨天成为记忆的片段，内心的平安那才是永

有阻碍了。我终于诚恳地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远！”人实在是太渺小了，不断地满足当前的

亏缺了神的荣耀，于是在 2010 年 12 月 15 号，

需要和利益，但是当眼前的需要满足时，又会

我做了决志祷告，成为了一名基督徒。这过程

生出新的需要，仿佛永远得不到满足。当回首

很短暂，但我知道这完全是神借着 Liz 老师将

往事时，也许会觉得以前的人生是那么徒劳，

真理展现在我的面前，不然一个美国人怎么会

究竟什么才能使我们的内心获得真正的平安呢？

无缘无故买一堆中文书呢？可见都是神为我做

我想在主里，我们找到了答案。

的预备。
感谢主，在我彷徨未决时，不曾远离我，
信主之后，我的内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而是用他奇妙的方式把我拉到他的身边。我很

一次我和 Liz 一起去做礼拜，在大家相互问好

感动，很高兴，因为我找到了真理，同时我也

时，Liz 就将坐在她身边的一位朋友介绍给我

觉得自己是有福之人，能在如此年轻的时候认

认识，是一个有点黑，眼中透着一丝犹豫的男

识主，知道了什么样的人生才是充实的人生。

青年，当时我们很热情地互相问候了，讲道结

同时，我也深感自己的灵性还大大有待提高，

束后，他很主动地跟我握手说再见，我也说了

我了解的还是太少太少了。但我的人生路还很

祝福的话。在回家的路上，Liz 跟我说，那个

长，我愿用尽我一生追随主，完成最完美的蜕

男青年以前杀过人，坐了很多年的牢，在牢中

变。

变成了基督徒。回家后，我想我竟然跟一个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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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奇妙安排
朱腾亮

我是来自江西的一个普通男孩，在家排行
老四，上头有 3 个姐姐。从小到大都是在各种
教导里成长。老爸严厉、老妈温柔，三个姐姐
的性格各异，我的性格倒很随和。我是 2009 年
4 月 12 日，在华人教会 Church in Munster 受
洗成为基督徒的。成为基督徒快三年了，回过
头去看我得救的整个过程还要从我来到美国的
时候说起。

一．信主经过
1.接触基督教
2007 年我高中毕业后就来到了美国，因为
高中的英语相当差所以花费一年的时间慢慢补
习英语。在这一年的时候让我有比较多的时间

study（虽然我是本着学习英语的目的），我才

去接触不一样的事物。基督教也是我慢慢接触

有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和圣经接触。 那一次

的一部分。在国内时，我唯一一次接触基督教

我们学习的是《马太福音》14 章关于主耶稣在

还是因为家里高高的书架上，有一本二姐用来

水上行走的神迹。大家在讨论的时候都很积极，

学英语的圣经。我当时很诧异地问二姐：“圣

就连当时英语超级烂的我也很积极。 从那次之

经是什么玩意儿啊？”二姐给我的回答是和佛

后我就渐渐的喜欢上了每周六的 Bible study。

经一样。就这样我第一次和基督教偶遇了。 来

慢慢地周开始带我去教会。

到美国后， 我有一个来自山东的室友叫周厚恩。
在一次吃饭之前，当我准备“大开杀戒”的时

Church in Munster 华人教会的聚会地点，

候，他却低下头开始默念什么。我“傻傻的”

是在一个当地的社区中心，由于当时去的同学

等着然后立马问道“你干嘛呢？”他回答道

们都没有车，教会就有一对夫妇专门开车来接

“祷告！”我追问道“为什么啊？”周说“我

我们。 聚会结束之后这对夫妇又把我们接去超

是基督徒！”突然听到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过的

市，最后再送回宿舍。就这样一年又一年，不

东西，我就没有理会。对我来说，毕竟吃饭更

管什么样的天气，他们每周日 9 点准时在宿舍

重要吧！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和厚恩也相处得

外面等我们。作为普通人也许偶尔几次就可以

不错。 他性格真是太好了， 做事很认真，不

了，但是他们一直这样坚持了好几年。让我最

和别人争吵，很是忠厚老实，在我眼里还有点

感动的是一次长达 3 个多小时的电话。当时手

“无聊”。但是正是他第一次邀请我去 Bible

机交完话费之后将近半个月一直没有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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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由于语言问题没有自信，就一直不敢给电话

的祷告，整个祷告的过程中我不知道为什么周

公司打电话询问，总是盼望自动会好起来。有

围的一切都安静了，没有任何的杂念、吵闹和

一次刚好提及此事，夫妇二人就说帮我打电话

思绪，那种平安是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过的。当

问问看。谁知道美国的客服热线的效率，整整

她祷告完的时候我不知道说什么话只是觉得很

2 个多小时里一直在听客服的音乐。我当时觉

感动，眼睛里有点湿湿的。为什么我不以为然

得不耐烦了，就说干脆算了吧！叔叔阿姨说没

的人对我要如此的关心？原来总是觉得对你有

有关系的。就这样在车里呆了 3 个多小时，终

所企图的人才会对你很好。但是他们不是啊！

于在手机没电的最后一刻解决了问题。电话公

这个问题开始敲打着我的心。随着 07 年寒假的

司说要发传真给他们，我一下傻了，我怎么会

来临，我一个外乡人不知去哪里过美国的春节，

知道要写什么啊！结果叔叔说没关系的，晚上

但是 NY 的阿姨和姨丈打电话邀请我去他们那里

发给我，我只要最后传真给电话公司就好了。

过圣诞节。我欣然答应了！从订机票的开始就

我的天啊！哪有这么好的人啊？怎么会让我遇

注定我的 NY 之旅就不是平常的，先是航班改飞，

到啊！所有的一切都帮我弄好了！想想如果是

然后是飞机误点，再是改降机场，阿姨和姨丈

我的话，就算是我老姐的事情要花这么久的时

开车接我回家中已是深夜。在阿姨家里所有人

间我也懒得管啊！是什么让他们拥有这份耐心

对我都是想当照顾啊！到了圣诞前夜全家人都

和热心呢？难道就因为他们是教会的基督徒吗？

在交换礼物的时候，我依着墙，看着大家拆开

我不敢相信就是这么简单。带着这份疑问，我

礼物，我突然很怀念国内过年的情景：一家人

继续参加各种教会和 bible study 的活动。我

在一起，聊天，发红包。我这个“外来人”在

发现所有的人都是这么的和善。

他们家庭的边缘站着， 孤单和寂寞涌上心来。
正当我沉浸在思乡的时候，一个声音抓住了我。

2. 美国的亲戚

“Frank，这个是你的礼物！”什么？我没有听
错吧！我也有礼物啊！我怀着复杂的心情走上

虽说我是一个人来美国，但在这里还是有

前接过礼物，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打开礼物盒，

一些亲戚的，在 NY 和 Kansas 的阿姨是妈妈的

里面是一块很精致的手表。我不是一个人，他

表姐和表妹。经过各样的关系终于联系上了，

们把我当做他们的一份子，我也有礼物。阿姨

其实我开始的时候不是抱有太多的期望，因为

给我的感觉就和妈妈一样，她对我的关心就像

我觉得自己好像跟他们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

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姨丈就像一位慈爱的父亲，

总是比较被动。但是，有一次在宿舍看电影的

他的耐心教导改变了我很多。他们同事也都是

时候意外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是 Kansas 的阿

教会的同工，在教会的事奉上，他们的用心使

姨 Vanessa。 她问了我一些生活上的情况，我

我很感动，无论他们做多少都是心甘情愿。在

也照章回答。但是突然她问我有没有去过教会。

寒假的那段日子里，我和姨丈常常聊到很晚，

我诧异了！怎么突然问我这个啊！我认真地回

解答了我很多的问题，姨丈总是鼓励我继续寻

答她，把去教会和查经班的一切都告诉她了。

求主的真理。 就这样 3 个星期的寒假结束了，

她很高兴我能去教会。慢慢地我觉得好像不是

我回到学校开始了新的学期。但是在 3 月的一

那么陌生了。在通话结束的时候，她提出要为

天我接到了一个包裹，是从 NY 寄过来的。里面

我做一个祷告。我又诧异了，但是基于亲戚的

有一张贺卡，上面写道“Happy Birthday！”

关系我没有办法拒绝。她让我好好听着就行了。

阿姨和姨丈居然记得我的生日。拿着卡片的时

我闭上眼，认真地听着她在电话那头一字一句

候我哭了。我再也控制不住了，这像对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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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一样的关心谁能做到啊！我永远记得那一

教导我这样做的意义。“路漫漫其修远兮”我

刻。此后我每周都会给他们去一个电话，每次

相信这样的决定不是我做的，而是主耶稣基督

遇到圣经的问题都一一提出来。 他们像是我的

早已安排好的。他呼召每一个人来跟随他都有

老师一样给我解答，还时常督促我学习圣经。

不一样的方式，就像神造万物各按其时。

他们用自身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给我。阿姨和

4. 受洗

姨丈对待人的态度和甘心为他人服务的心是我
值得学习的。我相信也正是因为有基督在他们
心里让他们如此甘心乐意地摆上，才使我有了

2009 年 4 月 12 日是复活节，教会的叔叔

不一样的感受。

和阿姨就找到我问我有没有意愿接受洗礼。我
其实之前没有太多的考虑，因为在教会的生活

3. 决志祷告

也挺正常的，没有觉得有必要接受洗礼。但是
当被问到的时候，我还是开始思考是否准备好

决志祷告是一个人决定开始跟随主的重要

去接受这个隆重的“仪式”。我打电话给 NY 的

一步。而我很幸运地在 2008 年就决志了，是在

阿姨和姨丈问了相关的问题， 在明白受洗的意

参加一个芝加哥地区学生布道会的时候。去的

义后，我答复教会愿意参加复活节的受洗。说

时候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活动，第二天晚上分组

实话我其实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完全了解基

活动的时候，带领我们平时查经的 Christy 开

督教，但是我觉得它在我生命当中有很重要的

始带着大家祷告。然后她呼召说是否有人愿意

位置。相比其他信仰，我在基督里得到更多的

相信世界上有耶稣基督这样一位神，是否愿意

是平安和喜乐。周围人给我的关心和爱让我觉

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并且愿意接受基督耶稣成为

得基督在他们身上的体现。过去大家常常说要

自己的救主？伴着音乐的曲调，我的心开始不

做好人，但是什么样的人才算是好人呢？没有

平静了，我思考着，我不太记得自己脑子里都

标准，没有参照！但是现如今有这样一位活生

在想着什么，但是却感觉有一个声音对我说话。

生的样式在我面前还犹豫什么？人大部分的认

它在告诉我站起来去到带领人的面前。我无法

知都是基于所学的知识，但是科学不能完全证

抗拒，就站起来走了过去。 Christy 问我是否

明神的存在。神有他的方式让你看见他。在种

愿意跟她一起来做这个祷告，我说愿意。她说

种思考之后，我在 09 年的复活节受洗，完成了

一句，我跟一句。就这样伴随着最后一句的

我人生当中最大的奉献，把自己献给神做合他

“阿门”，我完成我有生以来最重要的一个决

心意的器皿。当我被浸入水中的那一刻我有一

定，那就是从此跟随主耶稣基督。这样做决定

种挣扎，但是出水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变得陌

在我之前的生活当中是不常见的。父亲对我是

生。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是一个新的生命！

比较严厉的，我所有的决定是必须通过他才决

入水前的挣扎是老我的褪去，而在出水的那一

定的。然而这次我却做了一个完全在他之外的

刻才是新我的开始。室友周厚恩在我出来的时

决定。做完决志祷告之后的喜悦，不是因为我

候向我表示祝贺。我相信他正是神“故意”安

摆脱了父亲的管束，而是我找到了我一生的方

排在我身边的人。为成全他的国和他的义，神

向。从今以后我有了我的目标。就像人生有了

把我带到了美国，在我身边所有出现的叔叔阿

一个完美的标杆，主耶稣基督的形象是我的标

姨，NY 和 Kansas 的亲戚都是他的安排。生命

杆。当我做完决志祷告，给我在 NY 的阿姨打电

当中没有偶然，是真的有那么一位掌管一切的

话告诉她我做了决志祷告时，她很高兴，而且

神。不管你是如何的人，他都有安排。保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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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使徒！因为神在他身上

（马太福音 6：12）里说道“免我们的债，如

做的改变。无论你是聪明、愚笨、富有、贫困，

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原谅别人的过错也是宽

神都不会嫌弃你。“神啊！感谢你在我生命中

恕了自己。

的带领。主啊！我愿把自己完全献给你。好让
我成为合你心意的仆人。虽然会经历困苦和艰

2. 生命的挣扎

辛，但是有更大更美好的盼望在天上。感谢主
耶稣基督聆听我的祷告。阿门！”

在刚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教会的叔叔阿姨
跟我说过，即使成为基督徒，也会常常受到试

二．生命的改变和挣扎

探和磨炼。我起初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是
后来渐渐明白，基督徒不是一个头衔、一种身

1. 生命改变

份，作为基督徒有太多的事情不能像其他人那
样随波逐流，我们都有自己所持守的道。以前

成为基督徒是喜悦的，你会拥有其他人没

有时候会抱怨为什么要这样，但是感谢神的保

有的平安。不管身边发生任何事情，你都可以

守，每次在我挣扎的时候，他都有不同的方式

跟神祷告向神祈求，于是你就可以看见你生命

来安慰我、激励我。我很喜欢听音乐和唱歌，

当中细微的改变。首先生活的态度会有改变。

在我电脑里常常会有很多中英文的赞美诗歌。

在日常生活中我开始会有莫名的开心，开始欣

感谢神，在我经历挣扎、风雨的时候，每次都

赏生活细节中的美好，看到天上的云彩，路上

会有一首恰到好处的诗歌在我耳边响起，每每

跑来跑去的小松鼠，内心的喜悦真是无以比拟。

听到这样的诗歌我都会重新燃起信心。神在我

是有一位神奇的造物者让所有这一切都运行得

面对试探和挣扎的时候没有让我承担太大压力，

如此有规律。当神打开你善良的心去看待世界

而是用诗歌来激励、告诫我，持守他的道、他

的时候，整个世界改变了。借着与神的沟通你

的真理，就可以战胜心里的软弱。慢慢的我变

会明白，人之前的行为的的确确是亏欠了神的

得不太喜欢原来的流行歌曲，转向赞美诗歌。

荣耀。神造世间万物的本源是美好的，为什么

赞美诗歌不仅是神时常提醒我的方式，而且是

人常常要去破坏这样的美好呢？

我最喜悦的赞美方式。

再者是在对待人的态度上，圣经教导要爱

三．生命的另一个开端

人，与人为善。因为之前在国内的时候大家都
说要防着别人，因为没有人会对你好。但是基

2010 年的秋天我转学来到普度的主校，在

督的教导却不是这样的。当所有人都防着别人

这里我找到我生命当中的第二个教会和团契—

的时候，有谁会去关心那些需要关心的人呢？

—普度华人宣道会活力组。在这里我开始系统

神赐下他的独生子降世为人为我们做救赎祭，

地学习圣经知识和参与各项的事工。在与其他

如果我们只是自己得着之后就放在自己的口袋

弟兄姐妹的服事当中，更加让我领受神对我生

里，这岂不也是亏欠神的公义吗？成为基督徒

命的带领和教导。在服事当中明白了敬拜不是

之后我学习对待别人温柔和善。虽说脾气有时

单单靠着方式，赞美不是单单靠着华丽的言辞，

候还会有，但是当我回头想起耶稣基督的时候，

服事不是单单靠着双手，祷告不是单单靠着口

我又觉得自己没有资格生气。基督在十架上时

里出的话。神更加看重的是我们心里的遵从，

还不忘为那些对他用刑的人祷告。在主祷文

靠着诚实的信靠和一颗顺服的心。在不断的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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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中，神让我明白，任何事都不是单靠自己的

受洗的王妍。在这段关系上，我完完全全地交

能力就得以解决的。买车就是很好的例子。我

托在神的手上，让他成为掌管我一切的主。

觉得手上有钱就一定可以买到合适的车，但事
实告诉我，钱不是万能的，只有神才是无所不

在我的家里我是第一位基督徒，我真心地

能的。第二个例子就是自己未来的专业方向。

希望我的家人们都能像我一样成为基督徒而得

在我进入大二的时候就困惑的问题，就在最近

救。在这件事情上我同样不知道怎么办，但是

得到了解答。神在不经意的时候，让我看见了

我知道依靠主耶稣基督没有难成的事。求主的

今后在学业上努力的方向。2010 年，神也为我

带领。愿神在以后的生命里继续地保守和带领。

安排了一位姐妹在我身边，她就是跟我同一天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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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途羔羊回家
黄洪昇

我来自中国，生于 1952 年，也就是所谓的

的活动。通过参加长青团契和弟兄姊妹们一起

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新中国幸福的一代人。

查经学习，聆听大家的分享和见证，使我对神

自我刚刚懂事的时候就经历了 58 年的“大跃进”

的话语有所认识。每一次参加主日崇拜的活动，

和“三面红旗”那个纷乱的时候。在长身体的

何牧师生动的布道也使我对主的荣耀和恩典有

时候又经历 60 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每天过

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我还清楚地记得，10 月 9

着饿肚子的生活。而在应当求学长知识之际，

日何牧师讲道的主题是“赛跑”。录像放映的

66 年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在那个坚持无产阶级

内容是一个父亲带着残疾的儿子参加了一次铁

专政下闹革命，打倒一切，横扫一切，到处是

人三项比赛。看着录像，并想到天上神、我们

打、砸、抢的混乱世界里，人的灵魂充满了仇

的父，对我们的爱是那样的博大无边，我的泪

恨，把人变成了魔鬼。69 年我们这代又下乡接

水止不住的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耶稣

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高喊着“与天斗与地斗与

基督为世人的罪上了十字架，用祂的宝血为我

人斗”，下乡去了黑龙江农场。在农场的广阔

们洗清罪恶。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全人类

天地干着繁重的劳动，吃着粗劣的饭菜，还要

的主。

努力争取回城上学的名额。因为出身不好，上
学无望，在农村一干就是 10 年。79 年回城顶

圣经说“上帝定了我们生活的环境，好促

替婶婶进工厂上班，92 年又因工厂倒闭下岗失

使我们寻求他”。（使徒行传 17 章 26-27 节）。

业，93 年妻子也失业下岗，生活上的艰难真是

圣经说“这位上帝离他们不远，绝对可以找

苦不堪言。那段时间我不仅经历着生活上的艰

到”。（使徒行传 17 章 27-28 节）。感谢主的

难，而且在心灵中也充满了迷茫，到底何时才

引领，我和妻子于 2011 年 8 月 22 日一同决志

能走出生活上的困窘，人生的意义又到底在哪

信主，并开始参加浸礼班。我认识到我是一个

里？

有罪的人，只有信靠主才能脱离撒旦和邪灵的
侵袭。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是我生命的粮，是
2000 年女儿上了大学，2002 年妻子退休，

万物之源，是创造万物的主。我唯一的出路就

我也办了病退，生活中渐渐地看到了一点希望。

是相信神并信靠神。我愿意一生都赞美神的恩

但是回想我这半生走过的历程，心里充满了怨

典。

恨，对一切都不相信，总觉得吃喝玩乐、酗酒
才是享受人生，灵魂中充满了罪恶的想法。

今年的感恩节我和妻子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真心接受耶稣基督作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这

2008 年女儿和女婿来美国留学，2010 年我

是我一生中天大的喜事。我要把我的一生交到

和妻子来美国探亲，那时我还没有信主。2011

主的手中，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愿

年 7 月我和妻子再度来美国探望女儿。感谢主，

主让圣灵常驻我心，引导我走耶稣基督所引领

这次让我们遇到了刘伯母和刘秀明教授，她们

的路。

给我们传福音，热情地邀请我们参加长青团契

18

主的大爱无疆
袁瑞婵

2010 年底，我和先生（黄洪昇）一起来普

我们家每天都很喜乐平安。主告诉我们，“你

度看望女儿女婿，照顾外孙女。虽然生活在共

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约翰福

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从小受的是无神论教育，

音 15 章 12 节）。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上帝是

但我从这一生经历的风风雨雨中，总是感到有

这样地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我必须真

一只偌大的手在扶持着我，使我每次在无助中

正地去爱配偶、爱子女、爱主里的兄弟姊妹、

都坚强地活下来。我不知是谁在引领着我，直

爱一切人，那才像耶稣基督。神教导我们要爱

到来到美国，我先生经刘伯母和刘教授传福音

人如己，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要把施爱当

而决志信主后，我才粗浅地了解到，我们天上

作一种义务、一种习惯、一种能荣耀神的行为，

的父让他的独生子为救世人被钉上十字架，用

就不会太多地在乎回报和得失，心态也会平和

他的宝血掩盖了我们的罪并三天后复活。这是

多了。圣灵让我看到，重要的不是做的事，而

何等的大爱，而我只有信靠主耶稣才能洗净自

是我们做事时的心态和动机。如果主耶稣给门

己的一切罪和不义！我的心门打开了，在刘教

徒洗脚能荣耀神，那我为家中的儿孙所做的一

授的带领下决志信主。

切也该能荣耀神。关键在于我们的心，因为主
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

虽然信主的时间还很短，但经过参加长青

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

团契弟兄姊妹带领的每周的查经学习、周日的

（马太福音 25 章 40 节）。我要将我一生的路

主日崇拜和浸礼班的学习，我的心态平和了许

都走在耶稣基督所指引的路上，活出耶稣基督

多。原来还会为一点小事就生气着急，可现在

的样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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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重生
李青青
感谢主，2011 年的复活节我在普度华人教

真诚的朋友；我更感谢主，时常在我难过，想

会受洗，真的很开心，这是我从 2004 年在上海

家，孤单的时候，让圣经里的一字一句教会我

信主以来，至今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我从一

去克服情绪低落和 homesick。

路懵懵懂懂疑问着谁是神，到建立与神的关系，
这一步步都得感谢主帮我打开耳朵去倾听他的

当我闭上眼，我总是可以看见主耶稣给我

话。复活节是所有基督徒的一个特殊的日子，

们指明道路；当我哭泣时，我能体会他给我一

因为这一天，是主耶稣在为我们的罪受尽苦难、

个父亲般安慰的话语；当我跌倒疑惑时，我总

被钉死在十字架后第三天复活的日子。而复活

能体会到有一双手在拉着我往前走。就像哥林

的意义对我们更加深刻，不止是纪念他，更因

多前书 13 章第 4 到第 6 节里说的：“爱是恒久

为他的复活让我们更有信心地去相信我们的主

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

是超越死亡、胜过世界的王。

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
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

从 2004 年到现在，我因为没有太多机会去

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

教堂，没有机会去听牧师讲道并接触基督徒，

事忍耐。”我承认我自己还没有做到神叫我去

灵命上好像还是个婴孩。我在初中三年和高中

做的，生活中，我还是难以去忍耐，难以去原

二年都没有坚持天天祷告，只有考试时才抱着

谅他人触犯我，难以凡事包容。但是，我在努

侥幸的心里说：主啊，你要帮助我考试拿 100

力，也会一直努力，因为主耶稣叫我这样做，

分。直到有一天，我知道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

因为他是叫人爱人的神。

去学习，然后再将一切交到神手上才是安心的
时候，我才意识到，神在一步步地教我去认识

主耶稣在圣经里教导所有弟兄姐妹们如何

他，那怕是学会只有付出才有收获这么简单的

去处理生活的问题、工作的问题；教导我们如

道理。 即使我曾经没有坚持天天祷告，没有天

何对待亲情，友情，爱情的态度；也教导我们

天看圣经，但是神会永远宽恕我们任何形式的

该如何去与人相处，让每个人要孝敬父母、忠

Return， U-turn，我们随时回头主都会接纳，

于自己的爱人、养育自己的儿女、真诚地对待

只要我们还保持着那颗爱神的心，爱人的心。

自己的朋友、关心爱护陌生人、原谅自己的仇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做事情、做选择有些矛盾

人等等。圣经给了我们应许，也记载了神对我

时，会不会有个声音告诉你该怎么去做。但是

们的吩咐和教诲！

我的耳朵里、心里，每一次在做决定的时候，
都会有个声音告诉我，我的决定是否违背了主

今天我们活着是基督耶稣的恩赐，我们要

教我们做的，违背圣经教我们做的。 我去年暑

活得像基督，要在基督里面活着！感谢主在两

假回家时，当被爸爸妈妈发现我有改变，变得

千多年前为我们而死，感谢主又第三天复活让

不再那么任性、那么冲动，不会为小事不开心、

我们生命得到永恒！感谢主拯救了我们。也希

为点滴的小收获而沾沾自喜的时候，我才意识

望我们永远记住这个特殊的日子！追随主直到

到，主在教我成长的路上带给我多少幸福和体

永远！

验。生活中，我很感谢主教会我去结交了一群

一位父亲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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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文

我和老伴来自中国沈阳，来美国是为了照

我和老伴都是军人出身，十几岁当兵在部

顾儿媳妇生孩子。来之前亲友都说：“老刘啊，

队一干几十年，如今转业退休了，心里却很郁

听说你们要当爷爷奶奶了，真是福气啊！”可

闷，性格越来越差，脾气也越来越坏，总觉得

是我们就是开心不起来，心里一直替这两个年

周围的一切都变了，前面看不到光。到底是哪

轻人担心：在美国人生地不熟的，生孩子可不

里出了问题？带着疑问我经常去听何牧师讲道，

是件小事。

参加了普度华人教会的活动。慢慢地体会到，
原来基督教和我们在国内听说的不一样，完全

到了美国，一看这两口子成天跟没事人似

不是那么回事。在教会里充满了爱，他们每个

的，也不谈和生孩子有关的，整天聊基督教的

人都信仰耶稣基督，相信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

事，弄得我们俩又气又急，打心眼里不满意。

的主，这些都让我感到敬佩和亲切。儿子和媳

对他们要去读神学院也持反对态度，心想过去

妇每天说的做的，我们都看在眼里。在他们准

都是信仰马列主义的，现在怎么就跟着耶稣走

备读神学院的过程中，我们也亲眼看到神的带

了？真是不可思议！我觉得头晕脑胀，血压也

领，有一天早晨，儿子同时收到普度教会同意

高了，什么心思都没有，有时就给儿子发火出

资助他的邮件和学校给他奖学金的信。有一位

气。

基督徒，寄来一张支票作礼物，还特意嘱咐儿
子不要对人讲。我们为此真心地感谢主。
随着儿媳妇的预产期临近，家里却什么都

没准备。有一天家里忽然来了不少人，有的送

特别是林恒志牧师和何牧师多次来我家里

婴儿床、婴儿车；有的送婴儿用品、玩具等，

讲解，我们深受启发，暗下决心重新树立自己

样样俱全。看到这些我一下子愣住了，好一会

的信仰。我们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

才缓过神来，问儿子，他说这很正常，都是教

主，我们自己是罪人，愿意悔改接受耶稣的救

会的弟兄姊妹，他们想着我们呢。孩子出生后，

恩，认真学好圣经，处处遵照神的旨意，一生

一些弟兄姊妹又送来许多婴儿衣服、蔬菜、水

荣耀主。决心一下心里亮堂多了，人生也有了

果。何牧师和师母还亲自到医院送鸡汤，为母

新的起点。我们全家都信靠上帝，过蒙福的生

亲和孩子祷告，我感到吃惊，也很受感动。不

活。这时候再看儿子和媳妇，就顺眼多了，再

是因为人家送东西就感动，就改变信仰，而是

也不觉得别别扭扭的了。

为他们那种热情和真诚所打动，在国内我们从
来没有遇到过，党员都信马列主义，在一起也

回想我们这次来美国，也是神的特别引领，

没这样啊。

签证时特别顺利。我们还没去签证，儿子就把
机票买好了。我们一直很担心，但那里签证官

从那天晚上开始，儿子开始和我讲基督教

问：你们到美国干什么，我说看儿子和媳妇，

的事。上帝是赐人生命的主，基督教是人类最

顺便旅游；他又问你们呆多久，我说 4 个月；

崇高的信仰。听了这些我如梦初醒，朦胧中觉

他说 OK！祝你们一切顺利！最后还祝我们老两

得自己走错了路。

口婚姻幸福。就这么几句话签证就通过了。儿
子在电话里告诉我，他们和教会里许多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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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弟兄姊妹一直在为我们办理签证的事祷告。

验，少去一个也是尽量减少伤亡。我爬到地雷

而且他们自己也是一来美国，买的医疗保险一

旁定神一看，保险片还剩下头发丝那么薄就要

生效就有了孩子，再晚点儿媳妇不得休息，孩

断了，一断开马上就会爆炸。我立即把保险栓

子太小，回国太折腾。时间就那么巧，完全是

插回去，然后就躺倒在地雷上，喊了一声“谢

神的恩典。

谢老天爷不灭我呀！”一摸衣服已经全被汗湿
透了。

回顾一生，以前认为许多事情都是偶然，
现在看却不是这样。年轻时我在部队遇到四次

现在想来，这几次生命危险都是上帝在保

重大险情却都平安无恙。印象最深的两次，一

守我呀！神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就呵护我，

次是我当战士时开车运油，冬天山路又陡又滑，

不然那有我的儿子和孙子，就连我自己今天恐

正开到半山腰车轮打滑，眼看就要滑进山涧，

怕也不会坐在这里了。

人想跳车都来不及，脑子里一片空白。可是奇
怪的事情发生了，汽车滚下山涧，驾驶室都砸

最后，我愿意与大家分享圣经里的一句话：

瘪了，玻璃全都碎了，油罐裂开大口汩汩冒油，

“甚愿你赐福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

我和副驾驶却站在路边一块石头上，毫发未损，

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历代志上

根本不知道自己怎么出来的。第二天开现场会
分析事故原因，没人能说清楚是怎么回事。
第二次是反坦克地雷实战演习。演习前做
过多次试验，万无一失。反坦克地雷埋好后打
开保险，15-20 秒内自动进入战斗状态，坦克
一压上就会爆炸。可是演习的时候，30 分钟过
去了还没炸，我在掩体里着急啊。当时很多部
队首长都来观摩，指挥所指示马上排弹。那是
炸坦克的家伙，一个雷有 20 公斤重，可不是闹
着玩的。两个战士要求上去排弹，我想这种危
险活还是我去吧，毕竟我是队长，比他们有经

4：10)

图为本文作者夫妇受洗前一起携手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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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主与你同在
蒋长华

景，那真是一个可怕而伤心的过程，实实在在
地开启了我人生中安全感丧失的历程。
同样，回到主给我们预备的家也是一个漫
长而曲折的过程。
第一次认识主是 2002 年，可惜因为自身的
骄傲自大与主失之交臂。第二次认识主是 2003
年，可惜因为灵命的脆弱没能坚持。然而主对
自己拣选的孩子总是不离不弃，总会以最妥帖
最恰当的方式和适合的时间让孩子一个个回到
自己的身边。
曾经的我就像一只无以为家的羔羊，迷茫

第三次认识主已经是 2011 年 5 月 28 日，

地流浪在旷野之中。孤独、渴盼、绝望、躁

因为先生为我们一家报名参加教会组织的春季

动……是我真实的灵魂写照。

福音营活动，也就是那一天，成为了我生命中
质的转变！当日早上 10：30 坐在家中客厅摇椅

我出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父母的身上

上安静等待出发的我突然被圣灵感动，眼泪奔

深深地体现了那一时代工作者的特征：忙碌。

涌而下，几十年生活的历程如光一样从脑海中

因为忙碌，分居两地不能照顾我的父母将仅有

一闪而过，失败、痛苦、成功、喜乐全部清晰

一岁的我丢给了爷爷奶奶。这样的分离不知道

显现，心中猛然升起：那么多的不平安原来都

是好事还是坏事，因为与爷爷奶奶在一起的生

是神在为我化解，神是爱我的！当天晚上福音

活成了我最为幸福的时光，但也从此开始了我

营活动中小提琴演奏的《唱哈利路亚》再次把

与父母亲情的隔阂与疏离。

我感动得泪水直流。是的，该回家了，回家的
时间到了，父亲的手已经牵住我，流浪的孩子

回到父母的身边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不能再流浪了。圣灵的感动让我当即做了决志，

有些记忆难以回首，母亲几乎是要用绳索将五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内心安全感重生，笃定和

岁的我从爷爷奶奶身边绑走（回父母身边上

踏实充满内心。那时候起我真正知道了无论何

学），我实在不知道和“陌生人”一起生活会

时何地主都在我心中，他是唯一的全能的主，

是怎样的状况，更无从知道上学是什么滋味。

只有信靠他，才能得平安。

恐惧和担心使我不愿离开爷爷奶奶。至今仍清
晰地记得年幼的我紧紧抱着姑姑无助痛哭的场

然而，真正回到主的身边还得说说自己从
前真实的心里状态和生活。罗马书 1：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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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书 5：19－21 中所列举的认罪清单在我

感谢主！饶恕，让我不再恨、不再躁、更

身上可谓样样有：不原谅、拜偶像、算命、苦

不再肆意发泄对亲朋和他人的不满，心一天天

毒等是自己身上最严重的罪性！

平静平安。愿意倾听、愿意原谅、愿意忘记过
去所有的不快，逐渐修复了与亲人的关系，终

不原谅曾经纠缠了自己很多年。不原谅母

于让年老的父母能够安心宽心地度过每一天，

亲对自己的伤害，不原谅弟弟对自己的伤害，

也让自己的内心得到充分的释然。

不原谅他人对自己的伤害。因为觉得自己被深
深伤害，所以恨、逃离、抱怨成了自己情感的

信主之后在教会认识了师母，在此深深地

主题。心中时常苦毒，无法安静下来，总是设

感谢，因为在我最无助最需要的时候，师母用

想各种幸灾乐祸对他们打击报复的办法，企图

她的双手紧握我的双手，用神的话语解答我内

从那些想象中寻找心里平衡。也在不原谅中对

心的不安和痛苦。因着师母的带领，让我看见

家人肆意发泄，让自己和家人的痛苦循环产生，

了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也因着师母的带领，

也因渴望改善而去拜偶像、算命等。然而越是

让我明白了家庭中付出的重要。来到教会，众

这样越是适得其反。脾气越来越坏；痛苦越来

多弟兄姐妹爱人如己的品质，让我知道了长阔

越深；心越来越累；爱越来越枯萎，走向了一

高深的真正含义。信主是一件多么荣耀和幸福

个自我捆绑的灭亡过程。

的事呀！

特别感谢已经回国的袁帅和沈颖姊妹，在

当然信主之后也给了我很大冲击，觉得自

我信主之后她们俩细心地为我安排时间带我查

己由里至外都肮脏不净。心里担心、害怕，难

经。那是一个温馨、祥和、充满爱的氛围，在

以解脱，甚至做梦也梦见全身爬满黑色细小的

查经中我知道了自己灵性中罪性的由来，也明

甲虫，怎么也抓不尽。然而《圣经》约翰一书

白了饶恕的重要性。在沈颖姊妹讲到有关饶恕

1：9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

的时候，我把自己内心深处隐藏了很多年的这

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

些问题提了出来。感谢主让姊妹们带领我一起

义”。 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的罪钉死十字架，

祷告。《圣经》马太福音 6：12，14－15“免

他愿意完全地赦免我的一切罪性，并用他的宝

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你们饶

血洗净我的不洁。 我也深知，灵命的成长还会

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遇到很多罪性的试探和诱惑，然而我更坚信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

《圣经》哥林多前书 10：13 “ 你们所遇见的

你们的过犯。”如此直指我内心的纠结，上帝

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不叫

的利剑像光一样直达我内心深处，将已经硕大

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

坚硬的纠结之瘤剜去并抚平。那一刻，平安进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驻我的内心，多年的情感伤痛得到修复。
我相信只要专心仰赖主，他必指引并洗净
我的一切不义！在主里，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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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住在神的家中，真好！
林斌豪

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与爷爷奶奶住在
一起。那时候，经常会有另外一些爷爷奶奶们
来我们家，于是我的奶奶就会拉着我的小手，
大家低着头，闭着眼睛，嘴里念念有词的。渐
渐的，我明白了，那叫作祷告。
等我长大一点的时候，在每周日奶奶就会
带着我去教会。台上总是会有一个看着非常和
蔼的人，在比手划脚的传达着一些我不太明白
的事情。而我在台下总是寻找着机会，偷偷溜
出去和其他的小朋友们玩耍。渐渐的，我明白
了，那是主日聚会。
再后来，在我八岁的那一年。父母买了一
套新房子。于是我结束了和爷爷奶奶一起住的
日子，与父母搬到了新家。我的“真正”信主
历程便从那里开始。

“记得来儿童主日学哦！”她们走了后，我又
模模糊糊的听到妈妈感慨说：“在一个陌生的

某天晚上，家里的门铃突然响了。打开门

环境中遇到基督徒真好。”

一看，是两位素未谋面的阿姨。看着还算和蔼，
我妈就邀请她们进来坐一坐。她们开始谈关于

就这样，我开始与这个教会一起成长了。

信仰的问题，问我们是否了解基督教。我妈一

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成长，也是属灵生命上的成

听她们也是基督徒，三人瞬间变成了姐妹，场

长。起初，每周六我会参加儿童主日学。在那

面完全被她们 hold 住。其中一位阿姨后来还成

里，我们学习唱诗歌，背诵圣经，以及圣经故

我的干妈，不过这是后话。我妈说：“从我丈

事。这为我的属灵生命打下了基础。

夫的奶奶那一代开始就是基督徒了，我嫁到他
们家后也就成了基督徒，以前一直和公公婆婆

过了不久，大约在我十、十一岁的时候，

住在一起，周日一起去教堂。现在我们搬了家，

我听说教会里将要有一次受洗的机会，就“蠢

刚搬进这个小区，正愁着找不到教会呢。”两

蠢欲动”，想要趁这次机会赶紧受洗归入基督。

位阿姨说：“正好我们小区有一个家庭教会，

通过各种途径，我得知了一批人将会在某一天

你们一家人可以一起过来聚会啊！” 她们三位

的早上在某个地方集中，然后坐大巴一起去一

聊得天昏地暗，完全忽略我的存在。只记得两

个比较大的教会，在那边受洗。于是乎，那天

位阿姨要走的时候，对着睡眼惺忪的我说：

早上我一大早就起床，准备好换洗的衣服，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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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屁颠地跑到集合的地方。一位教会的长者看

我大声地喊出我的名字。然后牧师说：“我奉

着我远远的飞奔而来，就问我：“你来做什么

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林斌豪弟兄施洗„„”

呢？”我用稚嫩的声音回答说：“我也去受洗

然后我便沉入了水中。我的心瞬间安静了下来，

啊！”长者摸摸我的头微笑着说：“孩子，你

周围的一切也都安静了，水也变得不再冰冷，

还太小，你不懂受洗真正的意义是什么。等过

而是有一丝丝的温暖。我感受到我的罪在那一

一段时间你长大了，明白了之后，我再带你去

刻都被洗净，我第一次感觉到我与神是那么的

受洗好不好？”当时我的心里特别委屈，眼泪

亲近……当我从水中起来的时候，我告诉自己：

在眼眶里打转。我忍着眼泪，失落地回到家中，

从现在开始，我要用我的新生命跟随主，永不

在床上大哭了一场。

回头。

不过这件事并没有影响我对神的爱，也没

之后的几年中，我一直固定参加青年团契、

有减少我对受洗的热情。反之，我更多地参加

夏令营会、以及教会其他的各种活动，直到零

教会活动，为了使我的属灵生命更快地成长，

七年的一个夏天。那年夏天，我接到“干妈”

尽早明白受洗的真正意义。

的电话。她告诉我今年夏天，我们教会将要派
一批人去香港参加特别营会，那里将会有一个

逐渐的，我从儿童升级成为了一名青年。

非常优秀的敬拜团队，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

离开了儿童主日学，我开始参加青年团契。在

跟他们学习如何敬拜。这么好的机会我当然不

团契中我们学习如何祷告，如何敬拜，如何传

愿意错过！于是我马上赶去教会，报名参加这

福音。每个寒假与暑假，我都会和团契中其他

次的特别营会。第二天我们大家就去出入境大

的同龄人一起去参加特别的夏令营会。每一个

厅办理港澳通行证。要知道得到港澳通行证并

营会通常都是五天，而地点也会选在一个比较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以前在温州有太多

安静的郊区，因为在安静的地方才能更好地亲

的人偷渡去香港。为了防止偷渡，我们要办理

近主。在营会中，我们会花很长的时间来敬拜

一系列严格的手续才能得到通行证。为此，在

赞美，我们会有专门的一段时间来建立与圣灵

出发之前，我们特地一起为此事祷告。但是事

的关系，我们称之为“圣灵时刻”。我们的生

与愿违，最后还是有几个弟兄姊妹没有得到批

命在营会中得到大大的成长，很多弟兄姊妹在

准，因此他们失去了去香港学习的机会，而我

营会中被圣灵充满，有些看见异像，有些得着

幸运地拿到了通行证。

方言的恩赐。
在出发去香港的前两天，几位初中同学约
终于在二零零五年，我受洗归入了基督。

我去滑冰。可是意外发生了，就在滑冰的时候，

现在我依然清晰的记得当年受洗的场景。当时

一个人猛的撞到了我的左手，我的手腕瞬间肿

大约有数百人聚集在温州的一个大教堂。教会

胀了起来。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是桡骨骨折。

的最前方有一个大讲台，讲台的中央是一个巨

当天晚上教会的许多人来我家看望我，其中也

大池子。一位牧师和几位同工就站在池子中。

包括我的干妈和那位带领我们去香港的领队队

我们在下面排着长长的队伍，牧师给每个人轮

长。队长说：“这次你就先别去香港吧。你的

流施洗。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排了很久的队。终

手现在包得跟粽子一样，不方便走来走去。下

于轮到我了，我踏入池子中，第一反应是：水

次还会有去香港的机会的。”我急切地回答说：

好冷啊！紧接着牧师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要去，我要去！只要注意一点，小心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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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手没有什么大碍的！我能照顾好自己的！”

么的堕落，我的属灵生命已经退化成一个婴儿！

队长只是默默地摇头。我也沉默了，心理充满

我才明白，这一切都是魔鬼的试探，我并没有

了怨恨，眼泪顺着眼角滑落。干妈抱着我，安

靠着神胜过这试探，而是被捆绑着，长达一个

慰我说：“孩子，不要难过，神还是爱你的。”

月之久。这时候心中有一个声音对我说：“回

我哭着喊着：“祂爱我为什么还要让我受伤？

到我的怀中，我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过。”我很

祂为什么不保守我？祂为什么要让我顺利的拿

懊恼，但同时也很释怀，发自内心的开心。因

到港澳通行证，给了我希望，又让我骨折，毁

为我知道了主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即使我

了我的希望！”干妈说：“孩子，这不是神的

这么的悖逆，主仍然爱我。

意思，你要省察自己，是否有什么过犯。”
再后来，我结束了高中的学业，准备来美
人长大后，心中的想法就变多了，不会再

国读大学。我将要离开这伴我成长了十多年的

像小时候那么单纯。那时候失去一次受洗的机

教会，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但是神让我内心觉

会，只是难过一会儿，然后继续爱主。长大后，

得很平安，神也保守我顺利地来到美国。路途

往往会把一些事情放大，比如这次的香港事件，

上我能很清晰地感受到神的爱和祂的奇妙。初

我会用自己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愚昧地埋怨神，

来乍到这片玉米地，神已经为我预备好了一个

而忽略了自己本身的问题。后来我一直在思考：

新教会，这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当年我妈说的

“我去香港的目的是什么？到底是要真正地学

那句话“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遇到基督徒真

习敬拜，还是只是想要去玩？”

好”。

在骨折之后的一个月中，我借着不方便来

我很庆幸我成长在一个基督家庭中。我常

回走动的理由，都没有去过教会，因为我心中

常听说一些弟兄姊妹受到家庭的反对。感谢神

还在为这件事埋怨神，同时我也害怕见到神的

在很早的时候就拣选了我，为我排除了这一切

面，我不敢去面对神。一个月后，我的手也恢

拦阻。我也很感谢神在我背离祂的时候，祂依

复得差不多了，我妈拖拉硬拽的勉强将我带到

然用祂伟大、永不更变的爱，一直爱着我，不

教会。那时候我才发现我变了，敬拜的时候我

放弃我。在今后的信仰之路上，我要靠着神，

不再像以前那样投入；祷告的时候我也张不开

胜过一切的试探，我要尽心尽力爱主我的神。

嘴，发不出声。我才意识到这一个月中我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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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其慧 Dorothy Lee
妈妈曾经说过，在怀我时她就觉得这个孩

和给脸色成了家常便饭。我变的个性暴躁，不

子会是一个灵裡很敏感的孩子。这也许就是神

伤害朋友但就只会用言语伤害自己的家人。母

赐给我的礼物，让我一点一滴的被祂所安排的

亲半夜哭诉祷告的声音，我也不放在眼裡。不

事感动，让每一次都走偏的我得以一次一次的

知何时，与自己曾经最深爱的哥哥感情变冷澹。

被祂带回来。

在和家人的关係达到最劣点时，这时，神第一
次出了手要把我挽回来。在一年夏天，几乎是

我身长在一个基督教家庭裡，在教会长大。

被父母逼迫的情况下，我勉强的参加了台东短

礼拜天，不能出去玩，要把这一天分别为圣，

宣队。但在那几周裡，当我看着一群热血的年

我从小就被惯养着这种基督教的知识。虽然喜

轻人积极努力的用爱心想把福音传达给原住民

欢上教会，但对年纪小的我，基督徒的身分没

小孩时，我心裡有说不出的感动。就像是从长

有重大的意义，只是个义务。决志就决志。受

途赛跑中休息了一下，喘了口气，我回头看。

洗就受洗。后来，上教会的原因之一，只是为

从他们身上，我找回了在主裡为祂做事的喜乐。

了取悦父母。

从天真无邪的小孩子们身上，我找回了在神裡
可获得的平安。但这感动在我心裡并没有持续

我现在常开玩笑的跟我母亲说，为什麽从

太久，回学校以后，与辅导和短宣团员们承诺

小把我带到教会，不让我去闯一闯，让我受伤

要每周去的团契也从来没做到。朋友仍旧是我

后去经历神。因为之前我一直坚信，我缺少一

的一切。为了与朋友去看电影，我还在母亲手

个轰轰烈烈，跌跌撞撞，曲折以及戏剧化的人

术的当天晚上，自己擅自取消了家教跑出去玩。

生转泪点，导致我缺少了信主的动机，以及珍

在被父母发现后，彼此关係也更加恶化。神出

惜祂的态度。这，或许就是让我一直对于亲近

手就更重了。接下来的一年内，我的日子变得

神这麽被动的理由。

很不顺利。与要好的朋友起了一发不可收拾的
纷争，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课业恶化。在我感

中学时，我们家搬到了台北。换了一个新

觉到无比的无助和沮丧时，那时每天唯一想到

教会，几千人的大长老教会，对于要认识一大

的就是关房间的灯，听音乐，和无止尽的痛哭，

票的陌生人，我感到很不愉快很不屑，同时也

把自己沉浸在想要结束生命的心情中。但渐渐

放不下旧教会，一直抱持着怀念着那裡的心情。

的，让我更流泪的，是音乐裡的歌词，讲述着

所以，我开始排斥上教会。为了逃避，也扯了

上帝对我大大的爱，以及祂知道我所承受的所

许多谎，好让父母放心的认为我持续的参与团

有的重担。我的心房就渐渐的被打开，我的心

契以及主日学。渐渐的，生活中许多事情起了

也慢慢的开始重新渴慕神的话语。圣灵继续在

变化。不知不觉中，我远离了神，生活的重心

我裡面动工，我开始领悟到了生命中的优先顺

变成了自己和学校的朋友们。个性变得很叛逆，

序，我对父母亲的态度彻底改变。而更神奇的

一心只想着怎麽融入大家，融入圈子。心裡嚮

是，在我的人生观被神改变后，许多在世上看

往着同龄们父母管的鬆的生活，嚮往自由，也

来很重要的事情，在我眼裡就看得不重要了。

开始厌恶父母对我自己的种种限制。顶撞父母

神也仍然赐予了我一群可以分享苦难共同勉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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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朋友。我可以感觉得到，神，祂在渐渐的改

不服气，在周末时我踏进了母亲几个礼拜

变我的生命。我现在唯一缺少的，就是勇敢地

前带我来过的教会。接下来的几周，也跟着一

去重新开始教会生活。

位熟悉的姐姐去试了各个教会。听了许多讲道。
熟悉的感觉，熟悉的心情。我才发觉，教会终

一年过后，我从高中毕业，申请到了国外

究是我的归属，是在我无处可去，永远在那里

的大学。兴奋激动的心情我完全无法比喻。对

给予我怀抱，唯一会接纳我的家。与一群弟兄

于我一向嚮往的自由即将要实现，我非常的开

姊妹们，一同聆听学习祢的话语，是多麽幸福

心。在把我安定在学校几周后，随乘来的母亲

的事。去了团契，去了主日学，我最终被打败

和哥哥离去了。我发现，随即而来的心情是空

了，我深深的被神打动了。

虚，想念，孤单。在第一天的夜裡，在棉被裡，
我思念的是在这趟旅程中关係拉近许多的母亲

好吧，果然，我还是不能没有祢阿。

和哥哥。不到一个礼拜，我发现，就算我拥有
了曾经这麽迫切想要的自由，我并不享受。我

活了十八年，如今我才了解，神在我生命

了解到，在家人离去之后，我几乎甚麽都没有。

裡安排的每一样事都有它的意义在。然后，最

有一天晚上，上完课程后，我无意识的走向了

终祂把我带到这所大学的原因，为的就是要我

曾经和母亲和哥哥住过的旅馆。在最高的一层

重新与祂关係和好，以及重新进入教会生活。

楼，我席地而坐，眼望着这个城市的景象。一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

股情绪直扑上来，我终于崩溃，嚎啕大哭。我

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祂的荣美，

恍然大悟，觉得失去了目标。我问自己，为什

在祂的殿裡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祂必暗暗

麽在这个地方。目的到底是甚麽呢。没有了家

地保守我，在祂亭子裡，把我藏在祂帐幕的隐

人，我还能做甚麽呢。

密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诗篇 27:4）我
也许不知道，我将来又会经历些甚麽难事，或

我开始疑问神，你带我来到底是为了甚麽

者神又在未来为我安排了哪些事情。但是我知

呢。

道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紧紧的抓住祂不放，
相信祂，以及永远寻求祂的指领。因为，除了
祂，我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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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角五分钱
沈文君

今年六月，暑假我带着儿子 Caleb 一起乘

这区区小钱，再挤回前面去，还给司机，又嫌

火车从拉法叶到新泽西的姐姐家玩。每年七月

麻烦。他犹豫起来。本来是打算从后门下车的，

初的独立日长周末，姐姐一家人都会去参加纽

又近又方便，但是这样就无法还钱给司机了。

约长岛灵命进深会，此次我也带上 Caleb 和他

牧师想了想，就挤回前面去。车到站了，牧师

们一起前往。

赶紧把钱还给司机，并跟他说：“你多找了二
角五分钱。”司机说：“我故意多找了你二角

去灵命进深会之前的两个礼拜，在新泽西

五分钱。”接着又说：“我决定今晚要去你的

教会主日崇拜结束后，Caleb 来找我。他问道：

教会聚会！”原来，这位司机是在暗中察看这

“妈妈，我可以留着这一枚二角五分硬币吗?”

位牧师的为人，而这位牧师因着信神而有的诚

我反问他：“哪里来的？”他说：“在主日学

信，吸引了这位司机。

课堂里捡到的。”我马上说：“不可以！”他
问：“那怎么办呢？”我说：“交给主日学老

晚堂的主题大堂聚会中，我突然想起了

师吧！”刚好跟我在一起聊天的那个姐妹就是

Caleb 捡到的那枚二角五分硬币，我当下就联

那天 Caleb 的主日学老师。她对 Caleb 说：

想到白天那牧师的二角五分钱的事！灵魂无价，

“你留着吧！”我一愣，还是坚持跟 Caleb 说：

却可以因区区二角五分钱得救。一个小小的试

“不可以！”......

探在顺从圣灵感动的门徒面前，可以成为大大
荣耀神的机会。人生

在灵命进深会白天

的每一件事，哪怕再

的专题中，听到一个见证，

小，也是不能轻忽对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待的啊！我不禁自问：

有一位牧师出门坐公车，

我当时是如何处理这

上了车买票，司机找了他

枚二角五分钱硬币的

一些零钱。车上的人已经

呢？我陷入苦思，才

很多，后面的人又在拼命

两周前发生的事，竟

地往车上挤，牧师接过找

然记不起来当时是怎

回的零钱，就被挤到一边

么做的了。我不能安

去了。在人满为患的长长

静地聚会，苦苦地思

的车厢里，牧师慢慢地从

索着到底把那二角五

车头挪到了车尾。这时，

分钱放到哪里了。这

他才发现找回的钱多了二

一枚二角五分钱硬币，

角五分。他想退还多找的

能够影响到 Caleb 的

钱，但是，望一眼满车挤

为人处事。我足足地

得水泄不通的乘客，为了

想了 20 多分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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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神，终于记起来了！那天，在新泽西教会里，

当时排在她后面的，有一位从国内来的妇人和

在阻止了 Caleb 之后，我牵着他的手，走到礼

她的孩子，看见了这一幕，就很惊讶她所做的。

拜堂的奉献袋前，让 Caleb 把他捡到的二角五

这姐妹就跟她聊天，又作见证说：“我是基督

分硬币投进了奉献袋中。想到这里，我如释重

徒。”那妇人很希奇，就主动地说：“我要跟

负。

你去教会看看。”就这样，她们开始来教会聚
会。一段时间后，她和她先生及孩子都同时受
此次在新泽西教会，我还听到了另一个见

洗归在主的名下。一颗西瓜，竟然领了三个人

证：有一位姐妹在中国超市买菜，挑西瓜的时

归主。

候不小心摔裂了一只西瓜，因着这个缘故，她
还是把它放入购物车中。结帐的时候，收银员

圣经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

以为她没有看到这西瓜是裂的，就提醒了她。

使观看。”（哥林多前书４：９）是啊，作为

这姐妹说：“我知道，是我挑的时候不小心摔

神的儿女，我们在世上的言行举止无形中会影

裂的，所以就拿了这个来结帐。”收银员说：

响一个人的灵魂。愿圣灵常常提醒我，或左或

“其实你可以去拿另一个的呀！”她说：“不

右，一生都行在神的光中。

用了，既然是我摔裂的，我就买了。”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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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确信我被爱
谢秀君

当牧师为《葡萄园》向我征稿时，我回答
牧师说：“除非我有感动。”因为我知道《葡
萄园》是敬拜、赞美、见证神的圣地，不是简
单地就可投一篇稿子的世俗刊物。我以为我婉
言谢绝了牧师，谁知按耐不住的感动又来了，
并且还把题目定了下来。后来我发现这个题目
与上次见证的题目《我却不忘记你》有联系，
可以称之为续集。《我却不忘记你》是神给我
的应许，《我确信我被爱》是我回应神的心声。
2011 年 10 月 17 日是星期一，我们都知道
这天老板会一直呆在家里，因为她要操办女儿
星期六的婚礼。突然看到老板出现在眼前，大
家都想知道为什么。这时我们被通知下午 2：
20 到楼上开会，很异常，于是有人猜可能是宣
布裁员名单，但没有人知道真正的原因。几分
钟后人员迅速到达会场，气氛凝滞充满未知，
甚至连呼吸声都能听到。老板来了，她随手关

气的眼泪却止不住地往下流。我们交臂流泪，

上门，紧接着就泣不成声。原来老板接到被调

半天说不出话来。停了一会儿，我对她说：

离的通知，而且不单是她自己，每个管理人员

“谢谢你多年来对我的照顾。”我永远不会忘

都有被调离的可能。前呼后应，很多人都哭了，

记，从我来到这工作直到我的小儿子满 12 岁，

大家都沉浸在那种压抑的气氛中。然而我却听

其间有 5 年多的时间，我始终享有她的特许—

见老板说：“Surely I am loved. (我确信我

—“秀君有一个小男孩，若有事可以随时打电

被爱）”她又说任何人想跟她说点什么，她都

话离开”。这几年我两次生病，连续数个星期

欢迎。

不能工作，再回去上班，老板从来没说不行。
我对老板说：“从前你是我的老板，等你调离

人生必经之路——生死离别。回想过去，

以后，我们是好朋友。你放心，无论你到哪里，

老板带领着这批员工，转眼间安营扎寨已八个

你都会是个好老板。你说‘我确信我被爱’，

年头，现在突然要她离开，且不知要去什么地

有这句话就足够了。”这时我俩再次流泪拥抱，

方，又正逢嫁女儿的日子，难怪她的心情象打

然后她说：“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

翻了五味瓶一样，要是我说不定会比她更难过。
下午 3 点以后，我已下班，看老板还坐在办公

和我一样，许多员工都在诉说老板的好处。

室里，就想去跟她说几句安慰的话，可是不争

记得当两位员工发生冲突时，一位姐妹气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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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豁出去不干了，要找老板说理。老板非常亲

人和睦。 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

切地说：“不是你的错，是我雇错人了。”一

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著：「主说：『伸

句话留下了那个生气的人。她真的敢于担当，

冤在我；我必报应。』」 （罗 12：17-19）。

她理解人，体贴人。我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最近听了林恒志牧师讲的“没有道理的十字

老板挽留了我，鼓励我，肯定我，止息了我的

架”，帮我找到了原因。凡事都想讲理，可爱

怒气，作我的后盾。她确实是一个很有领导才

是不讲理的。从前我知道在夫妻之间不讲理只

能、很有风度的好带头人，平日里她兢兢业业，

讲爱，难道对谁都这样？因困惑就去寻求。当

困惑时她总不怀疑神。

我再听“浪子回头”的故事，就看到我不是故
事中的那个小儿子，而是那个大儿子，活在律

我联想到我自己，我有没有这样的确信呢？

法下很辛苦，没有进入恩典里。但神不放过我，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学期我已经五次听

他命令我“凡有耳的，就当听！”（启 13：9）

到“浪子回头”的信息了（路加福音 15），并

“……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

参加周一的“箴言班”、每天的“两年读经计

（撒上 15：22）他让我一切行动听指挥，尤其

划”等等，自以为是个好基督徒。可不知怎么，

是“禁令”。明白神的心意后，我想无论怎样，

心里很烦很困惑，尤其是参加“箴言班”以后，

我听神的。求神怜悯除去那不讨神喜悦的罪，

发现自己很愚昧，因为上个学期和这个学期都

不管对方怎么样，是我的不当，我就悔改。面

在讨论骄傲、嫉妒、生气、争竞、懒惰、贪心

对一个易怒的人，时刻想着“有柴无火”、

的愚昧，发现这种种罪在我身上多多少少都有。

“有火无柴”，忍耐到底。我打电话给我的属

于是心情象个小脚女人一样，生怕犯以上的那

灵长辈说：“听妈妈的话做个乖宝宝。”她回

些罪，时刻提醒自己，每天觉得很累，很想喜

答说：“你真是个好孩子。”更奇妙的是有着

乐，可就是心里好像有块病，实在是有团气在

多年冲突的对方却对我说：“我与你相吵是舌

我的里面。“有许多重担它们本身并不是罪，

头和牙的关系，大家都不要记仇。”我听了以

但是叫基督徒分心，变成他们长进的障碍。其

后简直啼笑皆非。我心里想是我的神管教我。

中最大最有害的是灰心。灰心实在是一个拽我
们向下的重担。”（摘自《荒漠甘泉》）我有

信主以后，神——我们的主深入浅出让我

怨言在心里，时常鸣不平。希伯来书 12：1 劝

读了 N 册的书。这本书还是“看图说话”——

勉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缠

忍耐、顺服、与众人和睦。神费尽苦心，八年

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

磨一剑，为的是让我得益处。“正因这缘故，

路程。”我甚至很难摆脱这个“缠”字，真是

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

一个网罗，实在让我困惑。

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 有了知识，又要加
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

直到有一天，我找我的属灵长辈求救，告

又要加上虔敬； 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

诉她我困惑不开心的原因。她提示我换个角度

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看问题，与跟你发生冲突的人做朋友。我回答

（彼后 2：5-7）噢！现在我明白了，原来神看

说：“若是真做了朋友，那就是神迹了。”长

我为至宝，他在训练装备我，他用他大能的手

辈送给我几节经文：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

领我向高处行。我的主我的神，我确信我被爱！

美的事要留心去做。 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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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he Journey Began …
Melinda Winhold

God like this? At camp in the summer of
1989, I decided that I wanted to follow
Jesus and let him take control of my life. I
did not fully understand what I was doing at
the time, yet I have never regretted that
decision. (Romans 10:9 If you confess with
your mouth, “Jesus is Lord,” and believe in
your heart that God raised him from the
dead, you will be saved.)

I was raised in a Christian home and
attended church every Sunday, hearing the
gospel message. Most of the time I was a
good kid and….. just about every adult
would have placed me in the good kid
category. I was not perfect, which is what a
Holy God demands and I knew it. (Romans
3:23 All have sinned and fallen short of the
glory of God. & Romans 6:23 The wages of
sin is death.)

The lie that I would become perfect
after baptism caused me to go through
some very difficult times because no matter
how hard I tried I messed up all the time.
God used that learning process to both
grow & humble me. I can reach out to those
who struggle & are deeply hurting with
compassion because I have been there.

Having heard the Gospel message
throughout all my life I wrestled with giving
control of my life to Christ from about age 9
to 11. I cannot remember all of the debating
processes my mind went through as I
wrestled with making that decision for
myself. I do remember misunderstanding
some of the message presented to me. I
remember thinking that once I got baptized I
would be perfect. I do not know where I got
the idea but it scared me.

I became so depressed that I did not
really want to go on living but God would not
let go of me. I spent many years praying
and searching for answers and “cures” for
my depression only to find all the answers in
a book that I had access to all along the
Bible. I came to realize that I was not fully
trusting God & was often angered by any
tough circumstances that God had allowed
in my life. I am still learning to trust & obey
my Lord. I continue to learn how to be
content & joyful in all circumstances. As I
learn to love Jesus this has caused me to
want to share him with others. (Matthew 28:
19-20 Therefore go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baptizing them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Spirit, and teaching them to obey everything
I have commanded you….)

Yet over & over I heard about a God
that had done everything he could to save
me including die a horrible death on a cross
in my place (and rise again). (Romans 5:8
God demonstrates his own love for us in
this: While we were sinners, Christ died for
us.) How could I continue to say no to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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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成了化妆的祝福
唐自强 张淑君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我们踏上了毕

伤势较重。我们在地球的另一端承受了从未有

生难忘的美国探亲之旅，当时心中充满了忧愁。

过的痛苦，感受到从未有的无助，经历了从未

谁能想到，三个月后，十一月二十五日，也就

有过的煎熬。你想，一个孩子在异国他乡身受

是感恩节后的第二天，我们同孩子一起怀着喜

重伤，举目无亲，肉体所受的痛苦尚且不说，

乐的心受浸归入主耶稣基督。从一个“无神论

心灵上的孤苦更难以承受。作为父母的我们，

者”到“信则有，不信则无”再到“我信神全

心中是何等的焦急和担心呢？在这度日如年的

能的父，天地的创造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十来天内，我们守候在电脑旁，焦急地等待学

上帝的独生子”的心历路程，再次彰显了神的

校、医院的电子邀请函；等待孩子的教授每天

大能大恩，真如一首歌所唱“主啊，我赞美祂，

发来的有关伤情及冶疗的 Email ；等待孩子的

因为祂拣选了我，在这茫茫的人海中，是祂把

室友、同学的 QQ 留言。这期间，我们虽也有抱

我寻来……”如果不是神的呼召，我们至今仍

怨上天的不公----为什么好人并没好报，要将

是一个不知罪的罪人，如今我们成了蒙福的人，

此灾难降在我孩子上，但更多的是心中的无助。

全靠主的恩典。谢谢主的不离不弃。

从前不信神的我们，出于一种本能，怀着一种
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信则灵的心态，不由自主

八月十一日（中国时间八月十二日）在与

地祈求上帝：“救救我们的孩子，有什么惩罚，

孩子同学田橙的电话中得知，孩子意外受伤，

让我们来承受吧。”我们还担忧，如到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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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交通、巨额的医疗费用…，这一切怎么

很好吗…”但谁会想到，当天下午我孩子还要

办？当我们从孩子同学刘洋的 Email 中获悉，

进行一次脸部手术。对孩子如此豁达的心态，

当地的华人教会何牧师说，有什么困难找他们，

我们自愧不如。真的，通过这次磨难，孩子长

会想法帮助你们的，我们悬着的心放下了许多，

大了，学到了许许多多。下午，我们目送孩子

上帝没有撇下我们，我们是有福的。

进了手术室，因为是教会医院，因为相信上帝
会护佑我们的，所以心里宽慰多了。原定 3 小

通过孩子教授的 Email ，我们获悉，出事

时的手术整整化了 5 个小时，手术等候室里的

的当天就对腿部、手臂的骨折进行了手术，手

家属也只剩下我们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

术很成功，但医生由于担忧尚未进行手术的下

不断地祈求上帝保佑我们。直到手术医生出来

颌发生移位而加重伤情，已对孩子进行了类似

告诉我们，手术已成功结束时，我们的心里除

保护性的麻醉，直至手术完全结束，所以孩子

了感谢外已无他念。

受伤后一直昏睡了七天七夜。我们又在与孩子
的室友潇潇 QQ 聊天中获悉，孩子醒来后，虽不

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学校有关方面与我们

能说话，但能用笔与我们交流，他们将于第二

开了个会，主要是明确孩子的医疗保险等。在

天把笔记本电脑送去，就能与我们 QQ 视频了。

会上我们第一次见到了平易近人的何牧师。他

当我们通过 QQ 视频，见到了失去联系一周多

征询我们有什么困难，并给我们留了电话，关

的孩子，脸色灰暗，且多处肿胀，身上还拖着

照有什么需要就马上联系他。

许多管子，我们强忍着，安慰孩子：“我们的
签证已办好了，正在订机票，爸爸妈妈很快就

八月二十九日下午，何牧师与师母到医院

会来到你身边，好好养伤。”没有眼泪，没有

探望我们，并给孩子熬了一大罐八宝粥，可惜

抱怨，虚弱极致、还无法说话的孩子，却用键

因下颌手术的缘故，孩子还不能进食。但我们

盘敲出了“我爱你们，这里医生护士都很好，

深知，这不仅仅是八宝粥，而是隐喻神将赐恩

教授很好，同学和室友都来看我，放心吧。”

于我们。

感谢主，你借助世人行使了你的大能，你

回想我们陪孩子住院这期间，虽只短短的

将大爱倾注在我们的孩子身上，使他懂得感恩，

半个月，但神的大能大恩处处彰显。除神的仆

使他获得坚强。医生与护士如天使般的医治，

人送爱上门外，还有许许多多。如我们回家不

给了孩子源源不断的仁爱；教授如父母般的陪

便，为免来回奔波，医院破例让我们在医院病

伴，给了孩子心灵的依靠；同学与室友如弟兄

房中住宿，并多次提供免费的午餐，所有的医

姊妹般的关心，给了孩子手足情的温暖。

护人员都是爱的化身，时刻关心问候，晚上冷
不冷，西餐吃得习惯吗，热心给我们介绍近处

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前一天晚上 11 点我们

的中餐馆。尽管语言不通，但爱是无国界的，

才到普度），孩子的室友小邵送我们去医院，

是用心来表白的。再如，普度大学国际学生部

终于见到了日夜牵挂、受尽磨难的孩子，孩子

的珍妮小姐，多次来到医院，为孩子的医疗保

仍不能说话，用纸笔交流，开朗地说：“我不

险、转院等等事项不厌其烦地奔波，有一次甚

是很好了嘛，没什么，死过一回的人，活着就

至连中餐都没时间吃。还有教授，孩子的同事，

更好；我不过身上多了二块钢板罢了，我现在

同学，室友多次来院探望，给了孩子爱的力量。

成了“钢铁侠”；我的内脏都没有伤，这不是

连医院近边的华月中餐馆的小林与小陈夫妇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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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们的情况后，天天给我们提供质优的中餐，
只象征性地收点成本价，因为爱是无价的。

十月十五日这天，是我们全家打开心门，
接受主的日子。那天，何牧师和芝加哥短宣队

正由于孩子在神的大爱的护佑下，伤情恢

的佩兰姊妹，劲松弟兄，将福音带到了我们家，

复之快，令人惊叹。不到一个月就出院了，一

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作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个半月就能独立行走。当十月十五日何牧师来

的那一刻，我们真有一种归家的感觉。

家探望时，孩子恢复如常，行走自如的情况大
大出乎众人的意料，谢谢主。是啊，九月八日

信主以后的日子里，喜乐经常充满我们的

出院时，孩子是完全依靠四脚支架才能行走，

心，忧愁也随之渐渐洒落。特别是通过参加周

走十来步路就要休息一会；上下楼梯更是困难，

日的主日学，周三的迦南团契，周五的希望团

必须在我们的帮助下，用拐杖支撑，一步一步

契，通过对主的话语的学习，灵命得到了成长。

单脚跳上去的。如果没有神的大爱，没有神的

通过阅读《游子吟》，观看《神州》等，更加

引导，如此神速的康复是不可能的。在出院后

坚定了我们的信心。在这期间，弟兄姊妹热心

的最艰难的一个月内，几乎每天都要去医院复

相待，使我们沐浴在爱中。由于我们没有车，

检或康复训练，有时上下午都有，而医院又分

每次参加教会的活动都是由弟兄姊妹接送，除

布在不同区域，我们没车，靠自身的力量是无

何牧师，师母亲自接送外，其敏弟兄，咏来弟

能为力的。但是，神一直在关注着我们，把爱

兄就好像我们的专职司机，来来回回地接送，

借弟兄姊妹之手，借同学室友之手，借路人朋

不计其数，不厌其烦。

友之手，倾注于我们的孩子之身。记得刚出院
的第二天，可能由于前一天当班医护的疏忽，

信主以后，神的大能也经常运行在我们身

本应该在出院时拆除的输液接口没有拆除，所

上，谢谢主的恩典。如孩子的妈妈由于担忧，

以医院来电，必须当天拆除，而那时已是傍晚

自孩子出院后一直睡眠不好，长时间失眠，但

时分，怎么办？我们拨通了教会弟兄倪老师的

自十月十五日牧师带我们一起祷告后，就不再

电话，倪老师爽快地答应，送我和孩子去医院，

失眠了，睡得很好。还有一次，是十一月十四

完成手术后再送我们回家。除这次以外，倪老

日下午，出门时，天似乎不会下雨的，我们二

师还多次接送我们到其他医院，帮助我孩子按

人也就没带雨伞走小路去 Walmart ,买好菜回

时完成复查。还有孩子的同学室友田橙、章扬、

来的路上，风云突起，刚进家门，倾盆大雨就

孙浩、小邵、灵珊、还有偶遇的美国朋友 Dave

下来了，真是神奇，真的是神时刻在护佑。更

Bwkett 都为孩子去医院复查，去医院康复训练

神奇的是，十一月十七日晚上，我在使用的这

时提供了帮助，有的是往返数次。在最艰难的

台手提电脑由于开的窗口太多，突然死机了。

一个月过去后，City bus 公司（因为公司的审

后来想尽一切方法（包括一键恢复、用 U 盘启

核流程要一个月）也加入了这爱心接送，免费

动，用 Linnx 系统启动）都无法启动。我一筹

接送我孩子去各相关医院，直到完全康复，谢

莫展，怎么办呢？我的见证已写好，就等打字

谢主，想得何其周全。还有何牧师和师母，对

录入；学校高三也在考试，马上也要处理成绩

我孩子的康复关怀更是无微不至，除了经常问

了。万能的主啊，帮帮我吧。祷告之后，我想

候外，师母更是多次带我妻子去华人超市，买

既然无法启动，反正也没事，就把电脑清洁一

一些中国口味的蔬菜食品，使孩子的营养全面

下。虽然明知是软件出问题，清洁是不能解决

些，康复得快些。

的，但神迹就在眼前发生了，清洁之后再开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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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启动并能进行一切操作。谢谢主，你真是

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

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

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马太福音
6：26）我们深信，在孩子今后的路上，主就是

从世人的角度，孩子受伤绝对是灾祸，但

引路的云柱、火柱,主的恩典会护佑我们的！

当时到医院看到孩子后，孩子与我们交流的一
句话使我们永难忘怀，“这样不也是很好吗，

说真的，如果不是孩子受伤，我们也不会

我们一家人不是团聚了吗。”我们当时是强忍

来美国，我们也没机会认识神，我们也没法打

心痛，“对，我们一家来美国团聚了，但这代

开心门，接纳神。从表面看，这似乎有点残酷，

价似乎太大了点”。在信主后的今天，我们才

但神行事自有祂的道理，我们人是不会完全理

真正体会到，孩子自受伤这事后，真的成长了，

解，也不用完全理解的。尽管前面还有重重困

他学会了感恩，而不是抱怨。他深深知道，神

难，但我们深信，主不会撇下我们的，一定会

借助众人的手帮他渡过了一个个难关，面对着

引领我们走下去的。

伤痛，面对着手术导致的一些后遗症，坦然处
之。感谢主，只使他受了外伤，内脏全是好好

主是全能的，他给了我们一切，包括苦难。

的。感谢主，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我

苦难是世界的一部分，也是我们生命中拿不掉

不就是身上多了块钢板而已，不就是少了颗牙

的一部分，正是借助苦难，让我们加添与神同

罢了”。

在的感受和信心。这不就是我们这次美国之旅
的真实写照吗！

还有，对院系作出的不恰当（可以说不合
法）的决定，我的孩子也宽容地回应，“他们
是为我健康着想，他们让我早点工作，才能早

后记：本见证成文于二〇一一年感恩节，

点还清巨额（对我们来说）的医疗费，不也是

感谢何牧师的仔细校勘与修改，并补全了引用

很好嘛”。谢谢主，“天上的飞鸟，不种，也

的主的话语，谢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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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悖逆

神的心意

白勤兴

其实我本来就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我信
主的经历却是漫长而又复杂的。早在九三年时，
我们宿舍楼一位开电梯的阿姨（大概是天主教
的）就说：她是传福音的，想找时间给我传福
音，看我同意不同意。我当时听错了，还以为
是穿福衣，就象少林寺方丈穿的那样，所以想
穿就穿吧，不就穿一下衣服吗？就这样，我第
一次听到了耶稣的名字，当时听阿姨讲玛丽亚、
耶稣的事情就象听一个神话故事，我很喜欢。
但那时的我只认为那就是一个神话故事而已，
过后就没有再接触这方面的事情了。
后来在我回家探亲时，发现我周围包括我
妈妈在内的好多亲人们都是基督徒，尽管我没
读过圣经，但我知道圣经里都是教人如何去爱、
如何行善的道理，所以我也没有干涉她们，也

间根本就没有上帝，一方面又怨上帝太不公平，

希望她们不要干涉我的生活。因为那时的我生

也不知道这人活在世上到底有什么意义。

活很幸福也很自豪，骄傲自在不言之中，认为
即便是有神，那也只是人们的一种心里寄托而

相继的六年，我的生活失去了鲜艳和灿烂，

已。我性格爽朗直率，所以常在出差之余，或

更没有幸福可言。丈夫远度他乡异国求学，父

应邀和朋友、同事一起游山玩水之时，人家让

母相继离世，我一个人即要照看年幼的孩子，

我敬神我就敬神、让我拜佛我就拜佛、让我烧

又要工作。痛苦、怨恨和责任使我精疲力尽、

香我就烧香，类似于去四川峨眉山烧香；到山

苦不堪言，我不敢言笑，生怕会乐极生悲，心

东泰山求子；参观安徽九华山的高僧肉身等这

中充满了灰暗。回想那不堪回首的六年，我几

样的事情有很多，但从来都不是认真的。因为

乎失去了生活的重心，爸爸的突然去世，使我

我不相信有什么真神存在，更不相信人一生下

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那年十月的西北大地，

来就有罪，认为说人一生下来就有罪那简直就

一夜之间竟白雪皑皑。我望着满山遍野的银装

是奇谈怪论。六年前我爸爸突然去世对我打击

素裹，心中大喊：“老天哪！连你都这样的为爸

很大，悲痛和失望使我更加相信世上根本就没

爸悲哀，为什么就不能留住他鲜活的生命？哪

有什么救世主，如果有上帝怎么会让我爸这么

怕让爸爸享受一点点人间的甘甜，也会使我们

好的人去世？我悲痛、我怨恨，一方面认为世

的遗憾少一些，也能彰显一下你的公义和正直！”
那个时候，我思念、我痛苦、我失落，我怕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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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会耽误爸爸夜深回家叫不开门，我又怕睡觉

国真是我人生重大失误，曾想打道回府，但却

不沉会错过梦中与爸爸相见的机会，我怕半夜

迟迟没有机会。一次给孩子看病时，有幸认识

的电话铃响，我怕听见别人叫爸爸，我不敢看

了周雅羚女士，雅羚姐希望我们能来教会，那

见锄头、不敢看见镰刀，不敢看见苹果树、不

时我对信主非常抵触，加之又知孩子可能要再

敢看见玉米垛……，因为任何一样都能唤起我

次手术（他在国内已有过一次手术），心情极为

思念操劳一生的父亲。多少个不眠之夜，我默

不好，感觉天灰地暗的，还有什么心情去教会，

默地流泪到天亮；多少个上下班的公交车上，

所以就找各种借口拒绝。但这个雅羚大姐不厌

我泪流满面地挥洒着我漫无边际的思绪，我无

其烦地一再邀请我们来教会，还找来好多人对

法走出那痛苦的深渊。一年多后，妈妈也相继

我轮番说教，看在雅羚大姐实在热情的份上，

去逝，更是给我雪上加霜，我的盼望彻底打碎，

就想给她一个面子，心想不信就不信，去去也

我没了主心骨，不知道什么是快乐，什么是幸

无妨。就这样我第一次来到了教会，本想来一

福，每天的辛苦工作又是为了谁。欢乐、阳光

次教会还个人情也就罢了，不曾想炳楠大哥又

离我越来越远，生活里到处充满了黑暗，我不

热情地招呼我们去校园团契，每次都车接车送

愿与人交流，也不愿看到热闹的场面，整天苦

的让我们很不好意思。好吧！那我们就再还一

着张担惊受怕的脸。我怕一个人走路时的形单

次炳楠大哥的人情，可这一还我们就再也没有

影孤，我怕突然有噩耗传来，我怕身边再有亲

离开过教会，以后，每来一次教会我都会有一

人离我而去……精神高度煎熬的我，几乎失去

份新的感受，兄弟姐妹那种关心和爱护无一不

了生活的勇气，我无法面对自己，如果不是年

在奉献着天使般的爱心。我常常想：是什么力

幼的儿子需要我花精力去养育，我不知道会做

量把这些互不相干的人凝聚到一起如同一个大

如何的选择。我不只一次地想，当个傻子真好，

家庭？又是什么力量能使每个家庭成员如此团

这样我就可以没有痛苦和烦恼，整天乐呵呵的，

结友爱？那一段时间，教会在主日崇拜结束后

好幸福！或者当修女也好，没有世俗的烦扰，

收奉献时，常常会唱“各各他地，主来寻我”

对什么事情都能平心静气，一切皆如过眼烟云，

那首歌。一唱那首歌我就会泪流满面，不能自

真好……

控，那首歌很使我感动，每到教会我都盼望那
首歌能重放…… 教会的余牧师在讲道时说：主

所以，遍体鳞伤的我宁可相信书本上的东

基督耶稣受尽屈辱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受罚、

西，也不愿相信超乎寻常的神。就在出国前的

受死，仅仅只要我们一个“信”，我们为什么就

单位聚会上，我还振振有词地和我们的一个老

做不到呢？我深深地被震撼，但我并没有做出

编辑争辩，他骂他女儿的个性是“江山易改本

任何相应的回应。在一次小组祷告会上，我先

性难移”，我说：“老同志此言差也，‘人之

生突然很激动地说他浑身热血沸腾，圣灵在感

初，性本善。’怪就怪后天教育而已。”

动他，大家都说他决志了，就问先生和我信不
信主，我们不加思考地回答说“信”。就这样我

为了缓解心情更是为了能使一家人团聚，

们在兄弟姐妹的带领下做了决志祷告。那天我

我不惜一切代价辞去工作，跟随丈夫领着孩子

很激动，但同时我又很怀疑自己是否真的信了

来到美国。本以为是来到了人间天堂，哪知道

主，晚上整宿没睡，之前的一幕幕生活片段真

这里更象是战场。一切都要从头开始，角色的

的像放电影一样从我脑海里掠过。我忽然发现，

转换和语言问题都使我无法欣然接受，又有好

我一路走来无论欢喜还是艰辛都有上帝的恩典

多的麻烦和困难摆在了我的面前，我觉得来美

在其中，我在不知不觉中又接受了主那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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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赐，得到了那么多的爱，我却浑然不知，还

的确不哭闹了，很奇妙，而且一个晚上再没哭

一直很骄傲地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努力和智慧

闹，睡得很踏实。早晨醒来发现孩子身上长满

所得。天渐亮了，泪水湿了一枕头，我也清醒

了疹子，又拉肚子，不知怎么回事，只好又抱

了。

着孩子去医院就诊，医生一看说这是幼儿急疹，
出来了就没事了。就这样孩子休息二天后就全
信主后，我不再是痛苦和怨恨，而是让我

好了。现在想来，真的感谢神，在我无能为力

更加看见神那奇妙的恩典。如今，当我再回首

带着质询呼求神的时候，神没有瞥下我不管，

往事的时候，失去亲人的痛依然忧心，但不再

而是毫无理由地帮扶着我，用他恒有的慈爱和

是怨恨和悲愤，而是充满了感激。别样的六年

怜悯回应了我。他从不计较得失也不怨恨我的

里，尽管我没有亲人相依相靠，尽管我不相信

悖逆，而是温柔地领我远离那邪恶的纠缠。

神，但神始终都陪伴着我，依然以他博大的爱
托着我走过那段坎坷的历程；即便我那么地悖

曾经在我怀孕之前，我去山东出差，受朋

逆神，做出何等荒唐的闹剧来，神也始终没有

友鼓动上泰山姥姥庙前求子，虽然不是认真的，

放弃他对我的拯救；而是常常在我最无奈的时

但当怀孕后朋友说是泰山姥姥显灵时，我也不

候施恩典给我。记得孩子在四个月大的时候，

否认，还听朋友劝解，一度要再去泰山向泰山

有一次突然发高烧，我连续几次带孩子去医院

姥姥还愿。妈妈和姐姐都劝我不要去，要相信

就诊，医生都会开很多感冒药、退烧药、消炎

真神，告诉我说孩子是她们祷告求神得来的。

药，小小的孩子一天要吃好多种药，但烧却不

但我不相信，还铁了心要去泰山还愿。兴许是

见退去反而更高。那天晚上高烧达到 39.8 度，

神垂听了妈妈和姐姐的祷告，兴许是神怜悯我，

我整夜守在孩子的床边看着孩子重重地呼吸而

反正不论我怎么折腾，就是没能去成泰山还愿，

无能为力。早晨天刚濛濛亮我就又抱着孩子去

每一次我精心安排好的行程都会被莫名其妙的

医院看医生，好不容易等到就诊时，医生又开

事情耽搁，常常有机会在全国各地出差的我，

了好多药。当我问医生为什么吃了这么多药却

却从孩子出生到五岁后来美国，始终未能让去

不见退烧时，医生不高兴地说：
“哪能说退就退，

泰山还愿这件事成行。直至信主我才真切感受

总得有个过程嘛，要不然就打点滴？”听着医

到神那彻骨铭心的爱！他怜恤我，用各种温柔

生的怨气我无言以对，只好又带着孩子回家吃

的阻拦牵拉着我，没有使我在罪的深渊里愈走

药。下午孩子的烧好像稍有所退，但又突然大

愈远，而是一步一步把我带到宝座前，正如诗

哭大闹起来，我抱着他在房间里不停地走动安

篇二十三篇 2-4 节写到“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

抚，可是孩子不会说话只会哭，让我束手无策，

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整整走了 3 个小时，不但没效果，孩子的哭闹

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

反而越来越大。几天来的奔波求医已令我疲惫

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

不堪，现在我终于坚持不住了，就把孩子递给

你的竿，都安慰我。
”

保姆，转身趴在床上无助地大哭起来，大声喊
着说：“天哪！到底有没有上帝？如果有上帝，

细细品来，看似艰苦的六年，却是收获的

你就告诉我孩子到底是怎么了？我该怎么办？

六年。首先神赐给我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看

不要让孩子再哭了！”我哭完了喊完了，平静了，

着他一天天长大，虽经艰辛却也甘甜，没有什

孩子也不哭了，安静了。我以为是我的哭喊吓

么事情比看着孩子的幸福成长更使人欢欣快乐

着了孩子，就懵懵地扭头望着孩子。可是孩子

的。六年，我虽然经历了亲人的生离死别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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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风风雨雨，但神始终庇护我在另一片蓝天

的领受，但我确信主早已为我摆上，背负起我

下，没有让我随波逐流滑向那物欲横流、纸醉

所有的罪孽，让我在他里边活得更丰盛，得着

金迷的罪孽里，而是让我学会了淡泊名利、任

的是喜乐和平安。

劳任怨，让我懂得了操持家务、凡事替对方着
想，让我更理解什么是责任、爱与珍惜，明白

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

金钱和地位不是万能的。最重要的是，我得到

来，我就使你们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

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永恒的生命。在主里重

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

新活过一次的我，尤如哥林多后书五章 17 节所

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

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

是轻省的。”（马太福音 11：28—30）真的，这

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曾经的忧伤不再，曾经

一生我最大的得着就是认识了主，有这一位来

的坎坷已变成珍贵的历史，而浓浓的祝福让我

自于天上的慈父可托可依直到永永远远！总不

尝到了主恩的滋味。我不敢说我对主爱有多深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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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异恩典，在神凡事都能
王冬焱、 孙懿婷

一．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可活。因冬焱爸爸自己就是医生，那医生就没
有避讳，很坦诚地说“按月算”。突然间，爸

2011 年 5 月 14 日北京时间下午 4 时左右，

爸面临生命随时的终点，他陷入更深的忧郁。

冬焱父亲终于做了信主的决志祷告。哈雷路亚，

冬焱知道爸爸的病之后，心里很着急，因为，

荣耀归给神！

爸爸还没信主。他开始从每周打一次电话回家
给爸妈，变成天天打。每次打，就向他爸爸说

回想起为冬焱爸妈传福音这么多年的点点

福音。这样几天后，他爸爸同时也透过冬焱哥

滴滴，有好几年的时间，每年冬焱回国看望父

哥表达，不要天天打，他现在很累，不想被打

母，总希望能向他们说起信仰，但实在很难，

扰。其实，就是不想听冬焱说上帝的事。冬焱

不管我们怎么说，他们就是不关心。两年前，

想，在这时候，他再不抓紧传福音，就来不及

我们开始在拉法叶华人宣道会的福音组服事。

了！冬焱跟他哥哥很激动地表达他的想法，他

在福音组服事中，冬焱和我（懿婷）学到很多

哥哥还不认识神，应该是不能明白冬焱的心情，

传福音的知识。

但也没说什么。 在这之后，一直到爸爸接受神
之前， 爸爸的想法一直就是想平平静静地度过

2010 年 1 月起，我和冬焱开始固定为冬焱

剩下的日子，不愿去想有没有上帝，也不愿去

的家人祷告。4 月时冬焱的爸爸在精神上及身

想有没有天堂地狱的事。

体上越来越感到不适及忧郁，检查确定是胰脏
癌末期。冬焱的爸爸问医生，他还有多长时间

爸爸生病两个月后（去年 6、7 月时），冬
焱回国一个月陪爸妈，想把握机会传福音，但
一个月过去，还是一样没有进展。去年十月，
我和冬焱俩一起回去两周，爸爸说完他的想法，
就不想多听我们说了，我们实在没什么办法。
但每次弟兄姐妹一起的祷告，为我们在神面前
向祂呼求，就再次加给我们信心，使我们继续
仰望主耶稣。
去年知道爸爸生病的事时，一个姐妹跟我
说 ：“我相信神在这事上一定会给冬焱答案的，
不可能就这样，在冬焱爸爸的这件事上给冬焱
留下遗憾。”她指的是爸爸信主的事。在弟兄
姐妹的祷告中，一位姐妹不止一次祷告说：
“主，我相信，冬焱爸爸还没接受你，他在地
上的日子就还没满足……”神很保守冬焱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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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发现胰脏癌后至少半年以上的时间，虽然

悯，满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

吃的少了，体重下降了一些，但是仍然睡得好，

慈爱。我向你求其他的事，你还都垂听，更何

排泄正常，行动自如，许多该出现的症状都没

况，我向你求爸爸的救恩，这即是你的旨意，

有。爸爸自己及医生也不知为何，但他总不觉

我相信你会为我们成就的 …”就在那一周的周

得是神的保守。病中，经历一些状况，都神奇

六（5 月 14 日），听到爸爸终于决志了，心中

地恢复。我们说是因为大家为他祷告，但他总

有说不出的感动。这整个争战的过程，就如同

不这么认为，他的理智上还不能接受有位超乎

冬焱在他初信主之后的某一天，他作的一个梦

常然的上帝。

所描述的：

今年 4 月，神带领冬焱的工作从印地安那

在梦中冬焱在一个山的山顶上，他俯伏在

州转到北京。我们知道，爸爸离开这世界的日

地上，他的手伸出来往下紧紧拉住另一个人的

子越来越近了，但爸爸的心还是不开。冬焱妈

手，要将那个人从悬崖边拉上山顶上来。那个

妈跟冬焱说了好几次“你别老跟你爸说上帝的

人抬头看着冬焱，一脸很茫然的样子，那个人

事，他不会信的”。

就是冬焱的爸爸。

最近的一次祷告会中，一个姐妹说到：

当时，冬焱醒来时感到困惑不解。多年后，

“天父, 我知道有很多人，你可以用他们来传

从去年开始经历这个过程时，他想起这个梦，

福音,但是你要使用冬焱来完成这件事。” 这

我们才明白了这个梦的意思，指的是冬焱爸爸

句话进到我心里，有很深的感触。我们一直很

的救恩要借着冬焱的手来完成！

希望有奇迹发生，就是有一个很厉害的人能向
冬焱爸爸、家人传福音，或是出现在医院，或

带领爸爸信主真是件不易的事情，但是

是有人能去探访他。因为这事对我们说真的是

Jenny 阿姨说：“There is nothing too hard

太难了！但这么多年来，他身边真的都没有那

for God.”。 是的，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样的人。或者他们再来到美国和我们一起去教

愿我与冬焱一同见证爸爸的得救，给心中有负

会、福音营。可是在几年前，他们的年龄及身

担向家人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以鼓励。

体状况已不允许。似乎就只能由冬焱来做了！
二．奇异恩典，爸爸决志了
今年母亲节那天早晨 (5 月 8 日)，我在去
教会路上跟在北京的冬焱通了电话，他说，今

周六（5 月 14 日）我（冬焱）去看爸爸，

天去医院看爸爸，又跟爸说了福音，这次，他

和妈妈、哥哥约在医院见。我提早到，爸正在

觉得爸爸有一点心动。哇，这是第一次，事情

睡觉，我就坐旁边等，后来爸醒了，看见我就

有了一点点希望，我真感恩。在那天的主日敬

招呼我坐近一点，跟我讲他对今后的打算，还

拜中，Wilson 和高巍带着我们唱到“宝贵十

是前几天讲到的那些，就是现在活得很受罪，

架”，这是最触动冬焱的一首诗歌之一，又唱

这病再打什么药，也只是在延长那没有质量的

了“奇异恩典”。当我唱这首歌的歌词时特别

生命。他很痛苦，想早点结束生命。不过，他

感动：想到爸爸，想到要给冬焱 email 这首歌，

说他考虑的是回到家后，就不想吃东西，也不

放给爸爸听。我向神祷告说： “主啊，你不愿

想打什么营养液，就让身体这样半自然地结束。

意有一人沉沦，乃愿意人人得救。你是满有怜

（爸一周前住进了医院，医院就给他从鼻子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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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根管子进食，因他已无法吃进东西，一吃

么重大的治疗，却可以活这么长的时间（一年

就吐。）

多），你不觉得这有点不寻常吗？你自己小说
里，不是也写到你多次大难不死吗？再加上这

我当时没有说是赞成或是不赞成，就说待

个病及前一阵（一个月前）危急时，又再次被

会儿妈妈和哥来了，我们再商量商量。爸就说

抢救回来，你不觉得这是上帝一再给你机会，

好。完了以后，我就问爸说：“爸，你预备好

不想失去你，不想让你去到一个比现在的痛苦

了吗？对于即将就要离开这世界，面对将来可

大得多的地方吗？”我看爸就在那沉思，我看

能会发生的事情，包括灵魂即将要面对的一个

他有点动心，好像有点同意我的看法。

什么样的地方，要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结局，你
有思想准备吗？”

于是，他就跟我讲一件事，就是前几天我
跟他讲上帝之后的第二天，睡午觉的时候，他

然后，他没怎么讲话，就在沉思。他说，

感到有一个人，用手在点他的手尖，当时旁边

前几次，我跟他讲关于上帝、灵魂的事，他也

也没有人。等他醒过来时，看见我握着他的手。

在考虑。我说，你现在是不是还在想，该怎么

这是让他觉得很意外、很奇妙的一件事。 我说，

样就怎么样，不想去想这些事？爸点点头。我

我只是摸你的手背，没有去点你的手指。 我就

说：“爸，如果人死后，灵魂要去的结局，能

抓住机会说：“爸,你经历的这些事，加上你生

以我们自己的意见为转移的话，那你这样想是

病的这件事和你刚才说的这手指的事，你不觉

没有问题的。但问题是，人肯定是有灵魂的，

得是上帝给你的信号吗？他不想丢下你，祂想

而且人死后，灵魂肯定是要去一个地方。一个

要你在这世上时就选择他。”

就是上帝答应给我们的，凡是相信接受祂的人，
所要去的一个好的无比的地方。那里不再有疾

我看爸在点头，就抓住机会问他是否看过

病、眼泪、悲伤和绝望。另一个就是没有上帝

我给他的小册子（四律）。他说有啊，就伸手

同在的地方，就是地狱，充满痛苦。灵魂是不

要去摸，我就帮他从抽屉里拿出来。那时我妈

死的，在没有上帝的地方，那样的痛苦是没有

已经到了，坐在旁边，说那本小册子，看到他

止息的， 而且是没有任何希望的。人死后，人

看了两次了。我说第十页有一个祷告，只要你

的灵魂肯定要去这两个中的一个地方，你很快

愿意去相信，去接受（ 四律前面说的），（当

就会发现我说的是不是对的。但等到那时候，

然，人犯罪，上帝派耶稣来，之前我都已经跟

就太晚了。因为那时候，你已经改变不了任何

他讲过）；只要我跟你说的这些问题你都想通

结局，这是我们要在这世界上还活着时做的选

了，发自内心相信有这个上帝，你就念这个祷

择。我、婷婷、还有我们在美国的弟兄姐妹一

告词，上帝一定会进到你的心里去。我说，爸，

直在为你祷告，就是你在这世上时就能做这个

你愿意我带你念一遍，我念一句，你念一句吗？

选择。因为那个好的地方，我们也希望你们能

我看我爸一点都没有犹豫，还蛮坚定地点点头。

去，以后我们还会在天堂那里重逢。所以最近，

我就带着他，把这个念完。

我才不厌其烦地跟你讲这些事情，希望你能认
真地考虑，做出应该做出的选择。”

念完后，我挺感动，我说我和婷婷实在是
太高兴了，这是你人生中做出的最正确的决定，

我又说：“爸你不觉得这次你得这么严重

你很快就会发现，去到有上帝的地方是好的无

的病，这么大年纪，从发现以来，没有经过什

比的事。我拿出 iphone 说，婷婷还专门为你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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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首歌。有一天，她花了一晚上唱了好多遍，

的需要来祷告的！我知道此行一定有神的祝福

最后终于录成功了，就是这首“奇异恩典”。

和旨意。女孩祷告完就在前面坐下，我们很想

我把印出来的歌词拿给他。

走上前去跟那女孩说话。在犹豫时，我说：若
是她正好往我们这边走来，我们再去和她说话。

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

五点半左右，我们准备离开祷告室去参加晚上

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

的聚会。正当我们要离去时，Danielle 也站起

浩大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

来往我们这边走来，她有其他的事也要离开，

初信之时即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

我们就在门口碰见。于是就和她讲起我们来

经过许多危险网罗，饱受人间苦楚，

IHOP 的用意，我们都感到兴奋。这是我们到了

此恩领我平安渡过，他日归回天府。

IHOP 遇到的第一件奇妙的事情。

将来在天安居万年，恩光如日普照，
好像最初蒙恩景况，讚美永不减少。

我们出来，要搭他们的 shuttle 去另一个
地点——敬拜中心。那是一段 10 分钟的车程，

他一边听，一边就举着那张歌词，很认真

他们安排每几分钟就有一辆 shuttle 出发，载

地看，那首歌放了好几分钟，他体力不好，还

两边来去的人潮。我们出来时，正好有一辆

一直举着一直看。上帝真是动工了!

shuttle 要离开。我们是最后二个上车的。我
坐下后，只剩下司机旁边的位子，司机招呼冬
焱坐下。冬焱开始跟那位开 shuttle 的司机聊

三．祷告之家

起来，告诉他我们来 IHOP 的目的。就是这么奇
妙，那个司机名叫 Rich，说他在五年前被医生

就在冬焱爸爸得救整整一年前（2010 年 5

诊断得了结肠直肠癌第四期，只有不到一年的

月 15 日），我（懿婷）和冬焱一起开车 8、9

生命。但他选择信靠 神，神医治了他。 当他

个小时去 Kansas City 的一个 24 小时的祷告

做手术时，医生打开他的身体，找不到任何的

中心（IHOP），因为得知冬焱爸爸诊断出得了

癌细胞，而他现在能在这里做义工。他也说真

末期胰脏癌，却还没有认识神的救恩，我们很

是奇妙神的安排。开到了聚会的地方，其他人

着急而寻求帮助。

下了车以后，Rich 说要为爸爸祷告。他的祷告
是:

我们到达那里是下午五点，就先去他们的

“… I speak the salvation of Tony’

祷告室安静祷告，等到了五点半再转去参加他

s（冬焱的英文名） father in Jesus’s name.

们那里晚上六点的聚会。我们进去坐下后十分

His every cell, every function is healed,

钟左右， 一个叫 Danielle 的女孩就上去祷告，

just like God healed me ….”

她一上去就说“我要为家人的救恩祷告……”。

这是我们到了 IHOP 发生的第二件奇妙的事。

当我和冬焱听到她这么说的时候，都震了一下，
（我每次在网上听他们的敬拜祷告的时候，大

第二天主日信息是 Daniel Lim 从耶稣所

部分我听到的祈祷，是为国度、以色列复兴为

行的一件神迹，讲到最大的神迹就是人的灵魂

主。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在台上的祈祷是特别为

得救（salvation）。（以前若问到耶稣所行的

家人复兴得救祷告。）这实在太特别了，我和

最大的神迹，我想到是“死人复活”，而不是

冬焱就是为这个目的来的，这似乎就是为我们

人的灵魂得救。）Daniel Lim 的信息又再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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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我们来 IHOP 的目的，就是为着这个神所行

之后，我和大嫂谈谈今天打计程车发生的

的最大的神迹。

事，爸爸很慈祥地静静地看着我们说话，我可
以感觉到他里面的平静，就如同许多人在接受

冬焱爸爸信主后，我翻看着祷告簿，正好

主耶稣后有的平安喜乐。爸爸和以前不一样了，

就是一年前的这天，我们经历着这么一连串特

他的表情也不一样了。爸爸信了上帝后，他自

别的事，是神奇妙的安排。就在我和冬焱去

己也说，他这一生，从未有过这么舒服的感觉。

IHOP 满一年的最后一天, 爸爸得救了。圣灵细
小的提醒，让我翻开祷告簿，看见神真是奇妙

别人觉得爸爸因为止痛药，会迷煳，幻想，

信实。

说话对不上。其实我觉得，爸爸是清楚的，只
是睡醒时，有时意识一下子还没法抽离出来。

四．平安归回天府
之后，爸爸跟我谈起他从前一晚一直作的
爸爸信主两个星期后，我（冬焱）为他施

一个连续的梦。在梦中，有很多的情绪。他醒

洗。受洗两天后的一个下午，应该是六月一日，

来后，也看见自己还有没割舍下的人、事。大

我去医院看他。那天，从早上到下午，他一直

嫂离开医院后，爸爸握着我的手，说要为妈妈、

睡，从睡梦中醒来，开始说一些不相干的事，

哥哥、还有玲玲（大嫂）祷告，希望他们也能

口气听来很 upset，我心里有些担心，不知到

去到上帝那里。爸爸爱我们，他不单爱自己的

底是怎么了。大嫂说，爸爸应该还在迷煳中，

孩子，也疼爱媳妇，如同自己的孩子一样。我

说胡话。他问大嫂说 “我之前在哪？”大嫂跟

们一起祷告，我说完了，爸爸也开口祷告。

爸说，你一直都在这里，哪里也没去，你刚才
做梦了。大嫂和妈妈都觉得爸爸上了止痛药就

六月十五日，我去医院看爸爸，爸爸握着

会迷煳，幻想，说话对不上。所以，之前我跟

我的手说，他看到上帝了。我问他上帝长什么

大嫂说到爸爸相信上帝的事，她心里还觉得爸

样，爸爸就说有落腮胡。我问“头发呢？”爸

爸迷迷糊糊的，没怎么当件大事。

爸说是长头发。又问头发是什么颜色。爸爸说
是枣褐色。（这个描述有点像是许多图片中的

爸爸从梦境中恢复过来后，情绪很激动地

耶稣。）我问“是在这个房间 吗？”爸爸说不

说 “我为什么没有看到上帝？我到底是做了什

是。问是怎么看到的？爸爸说看到好多次。问

么？要受那样的的罪？！” 又说“我知道我是

“你们有说话吗？” 爸爸说没有，感觉很平安。

有罪的，但是，为什么要使我受这么大的痛
苦？… 我想去到上帝那里，只有祂是最了解我

走之前看爸爸有些不舒服，老想翻个身，

的人… ”当时，我和大嫂对看，有些难过，不

不时发出嗯嗯啊啊的声音，就问爸爸是不是身

知如何是好。我就握着爸爸的手，说：“爸，

体痛，不舒服。于是握着爸爸的手为他祷告。

上帝是爱你的，祂的心意是要你认识祂，与祂

祷告中，爸爸渐渐地不再发出嗯嗯啊啊的声音。

永远在一起，并不是要受痛苦，所以祂来找你。

祷告结束，问爸爸是否好一点了？爸爸点点头。

这些痛苦是短暂的，你会见到上帝的。”然后，

我为爸爸感到安慰。每次看到爸爸，就看到上

爸爸的情绪就渐渐地平息下来。

帝恩典的手所做的及从前弟兄姐妹们这么多的
祷告没有徒然。感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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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九日，爸爸的状况不如几天前，

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哥

眼睛常常注视着一处，神情也呆滞。我握着爸

林多后书 4：16-18 ）“…我们这地上的帐棚

爸的手时，爸爸不太有什么反应，不像以前，

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

总要握着我们的手不放。爸爸身上的腹水使他

上永存的房屋。 我们在这帐棚里叹息，深想得

不舒服，他要翻身转到他习惯的姿势，却翻不

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 （哥林

过去，他很痛苦。妈妈不想让他翻身，怕会压

多后书 5：1-2）

到他的褥疮，有时会压着他，不让他翻。我和
妈妈说，就由着他吧，看爸爸的状况，也就是

六月三十日爸爸回了天家。我们心里感到

着一、二周的时间了，只要爸爸觉得好过一些

不舍，对爸爸的感情最深。爸爸是在五月三十

就好。

日，由我在医院为他施洗的，那天受洗完，爸
爸很有确据地说，他感到更加确定，他可以到

这天，我和懿婷读到哥林多后书 4 章和 5

上帝那里。那天，爸爸得到新生命。一个月后

章，每句话都那么好，在向我们说话，鼓励我

的今天，爸爸回到永恒的家。是的，就如同这

们及爸爸。特别是讲到：

段话给的应许——“我们这地上的帐棚若拆毁

“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
心却一天新似一天。

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

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

的房屋。”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原来我
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

48

奇异恩典，何等甘甜
王敬毅

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竟得赦免！

而且我相信，即使在我信靠 祂以先，神已
经在预备我了。决志之后没几天，我写 e-mail

十月十二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告诉在台湾学园传道会作专职校园福音工作的

因为这一天是我属灵的生日。

表妹孝恂时，她回信给我说：太好了！你弹吉

我是在 二 OO 三 年十月十二日决志信主的，

他这么久，现在终于可以派上用场，在教会裡

到今天刚好满八年。回首这八年走过的路，我

帮忙带诗歌了。老实说，当时我心裡很骄傲，

真的看到 神是又真又活，而且总是赐给我超乎

对我表妹所说的颇不以为然 。 我是弹古典吉

我所求所想的恩典和祝福。祂所赐的恩典何等

他的，要追求的是最高的艺术价值，那可比在

甘甜！

教会裡帮一些五音不全的人伴奏强多了！不过
因为表妹的鼓励，我开始在教会裡帮忙伴奏，

初信之时，即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

而且因着这样的服事，我学会了不少诗歌，也
从当中学习到许多 神的话语。现在回头来看，

还记得八年前的今天，我打电话给我的二

我表妹是对的：认识 神之前，我追求美好的音

姐，她是我家第一位基督徒。当天我告诉她：

乐，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美好的音乐。

『今天发生了一件很棒很棒的事！』她反问我：

现在我知道，Bach 可以写出那么多美丽的作品，

『你研究有进展啦？』我告诉她：『比这好多

是因为他敬畏 神，一生都在用音乐敬拜 神。

了！』于是她再猜：『你有女朋友了吗？』我

而当我去学习研究乐理的时候，我发现乐理裡

说：『比这还好。』她想了一下，说：『不会

面很多东西和物理是相关的，一切都有一些很

吧？』我说：『会的！』然后，我听到电话中

美好的规律在背后支撑，而这样美好的规律绝

我二姐开始哭 ， 她告诉我，她已经为我祷告

不是人能创造出来的！我们能够有这些美丽的

八年了。我真的不知道我二姐一直在为我有更

音乐是因为 神把世界创造得如此美好。即便是

好的人生，有正确的目标祷告。当天我们约定

当代一些非基督徒作曲家的作品，也是基于这

以后我们每一天都要为妈妈和大姐的救恩祷告，

些基本的物理和乐理上的规律，才能作出来。

而且她告诉我，神会听祷告的，我就是见证。

所以现在我弹吉他时，不论是用我的民谣吉他

所以祷告要恆切，但 神还没有应允时不可以灰

伴唱，是在 band 中弹电贝斯，或是弹奏我最

心。过去八年，我确实每一天为我妈妈和大姐

心爱的古典吉他，我都是用音乐来讚美创造这

的救恩祷告，而当我有时想到：『为什么神还

一切的神。圣经上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万

不救我妈妈和大姐』时，二姐的话就成为我最

物是藉着祂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

好的提醒。神的预备真的是在我信靠祂的第一

着祂造的 』（约翰福音 1:3）。当我想到，如

天就丰丰富富地临到了我身上！

此伟大的造物主竟然用自己的血洗淨我们的罪
孽，把我从罪里拯救出来时，我心中真的无法

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

不感到敬畏！诗篇第八篇第四节说：『人算什
么，祢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祢竟眷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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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许多危险网罗，饱受人间苦楚。

我没有办法不去思考：我算什么，神为什么要
救我？我怎么想都想不通，我有什么值得 神怜
悯的？新心音乐的郑浩贤牧师写过一首歌叫

奇异恩典歌中的这一句不能用在我自己身

『无缘无故的爱』，我觉得真的蛮满贴切的。

上。 跟许多真的吃过苦的人比起来，我实在是

我想，人真的没有办法靠自己的理性去瞭解神

很幸福。我从小生长在一个温暖的家庭裡，而

为什么会爱我们，而且爱到自己在十字架上为

且被保护得很好，爸爸妈妈和两个姐姐都疼我

我们的罪被钉死、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想到

爱我，我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少苦难。我

这一点，再一次使我感到敬畏！其实信主以前

想，是因为 神体恤我的软弱，也因为 祂应许

我曾经问我表妹：既然基督徒都说 神就是爱，

我们说不会让我们受试探超过我们所能受的，

那么尊敬 神就罢了，为什么敬之外还要畏呢？

所以我没有经历过什么真正危险的网罗，也没

现在如果有人同样问我这个问题，我会告诉他：

受过什么人间苦楚；但另一方面，神让许多人

对我来说，我敬 神，是因为 祂是全能的神、

比我更倚靠祂，也因此比我刚强许多的弟兄姐

掌管一切的主宰，而且 祂爱我。我畏惧 神是

妹在我身边经历了许多苦楚，让我看到一个基

因为我根本不配得一丝一毫 神的爱。

督徒应当有的人生态度——完全信靠交託，靠
主得刚强。

然而，神真的知道我的软弱。过去八年间，
许多次当我灰心，当我觉得无力的时候，神亲

两年多之前，在神学院有一位跟我非常要

自安慰我。我曾经有过几次真正听到 神跟我讲

好的学长很高兴地告诉我：某某教会要支持他

话，虽然这种超自然的经历不多，一隻手的指

继续完成神学院的学业。我问他为什么要说

头就数的完。更多时候 神是透过读经，灵修和

『继续完成？』他告诉我，原本支持他的那间

祷告，或是透过牧师主日崇拜当中的证道，用

教会，因为金融海啸受到很大的冲击，没办法

祂的话语（圣经经文）对我说话。然而我经历

继续支持他，所以他已经一个月没有收到补助

最多的，是从诗歌当中领受 神的教导，尤其是

了。我知道他手头很紧，我问他那一个月吃饭

根据圣经经文写成的诗歌，是 神最常用来安慰

问题怎么解决的，他很喜乐地跟我说：感谢 神，

我的方式。我并不是说 神安慰每一个人主要都

之前那间教会给的学费补助裡有帮他买学校的

是透过诗歌。每个人都不一样。若是 神都只是

meal plan，他就省着用，一天吃一餐，『也没

用诗歌，那么一些天生咙哑没办法听到音乐的

有饿着』。听他讲到这裡，我的眼框已经溼了：

人怎么办？我想说的是 神真的会用最有效的方

每天只有一餐饭的日子，他却是满有喜乐。我

式安慰信靠祂的人。因为 神把我创造成一个很

扪心自问，自己恐怕没有办法那样信靠 神。

爱音乐的人，所以 祂也常透过音乐和诗歌对我
说话。而我相信凡是基督徒，只要用心去感受，

而在神学院里，有我最喜欢也是最敬佩的

一定会发现 神的确在我们软弱时会安慰我们。

一位老师 Prof. Carl "Chip" Stam 更是用他

若我们感觉到离 神很遥远，是因为我们自己远

的生命为 神作了最美好的见证。有参加《生命

离 神，也愿意去感受顺服祂的带领。

季刊》主办的 2009 年芝加哥华人基督徒大会
的 弟 兄 姐妹 ， 应该 对 于 Prof. Stam 的 叔公
John Stam 夫 妻 在 中 国 殉 道 的 故 事 和 Prof.
Stam 的女儿 Clara Stam 作的见证印像深刻。
这一家人真的很爱我们中国人，愿意为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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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事工献上一切。其实就在我去读神学院之

一些我无法掌握的事，更不要在意别人怎么看

前，2007 年春天，医生检查出 Prof. Stam 有

我怎么论断我，『因为耶稣基督也是你的主，

淋巴癌。我一到学校就听说了这件事，但当我

就这样』。我问过一位瞭解癌症治疗的医师朋

在系上迎新第一次见到这位可爱的教授时，他

友，他说 Prof. Stam 经历的那些治疗都很难

真的让我感到意外之极，我从没见过一个在化

受。但是 Prof. Stam 脸上的笑容没有断过。

疗中的病人那么兴高采烈的！那天早上他刚去

我不晓得有多少人有 Prof. Stam 这样的勇气

作化疗，所以午餐时迟到了几分钟。他自我介

和信心，我只知道我没有。而神学院中有一位

绍之前先开玩笑说：『我不好意思药没打完就

比我年长大约三、四岁的美国同学，在今年五

熘出来，那样医生会着急，所以迟到了』。然

月十二日也因为癌症被主接回天家。在他接受

后他说：『医生说我打化疗两星期后会开始掉

治疗的这段时间当中，他的妻子把自己的心路

头髮，我们来试试看。』说着就把手往头上一

历程写在一个 Facebook 的页面中和弟兄姐妹

摸，果然掉了不少头髮，他就哈哈大笑，说：

分享。虽然这位弟兄仅仅得年四十，而且他们

『你看！他们医生真的很准耶！比我们音乐家

有两个年幼的孩子，但他的妻子没有一句怨言，

精确多了！今天刚好是我化疗满两星期！』对

有时她也有怀疑，问神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他来说，似乎化疗是件很平常的事。

但她最后总是求 神给她足够的力量。当时我就
常常在想，如果是我至爱的人年纪轻轻就得了

那次化疗结束后，Prof. Stam 康复，也回

绝症，我会有什么感受？我想我大概会有许多

学院教了一年书。但二 OO 九年初他的癌症又复

的怨言，而不是去求 神给我力量。所以，神没

发，经过化疗和两次骨髓干细胞移植的治疗，

有让我经历那样的苦楚，而是藉着这些比我有

病情却没有好转，一直到今年（2011）五月一

信心的弟兄姊妹让我看到了祂是何等信实。信

日，主把他接回天家。在他回天家之前的三週，

靠祂的人是一生蒙福的。不论外面的环境多么

我有机会去拜访他。那天师母刚好和她的朋友

艰困，『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

约了出去吃午餐，因此我和教授两人相处了一

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个多小时。我看到他脚上有几个地方有黑斑，

4:7）。

（腓利比书

问他会不会不舒服，他笑咪咪地说：『痛死

此恩领我平安度过，他日归回天府。

了！』（他的表情是一付不在乎的样子，但我
相信那真的很痛）。后来我弹吉他时，他要我
把他扶起来，帮他躺得高一些，让他可以看到

我虽然没有经历大风大浪，但是过去八年

我弹，我才知道他当时已经虚弱到自己不太能

间，小风小浪还是碰到过不少。我是个很骄傲

移动自己的身体了。 但他还是很开心，跟他没

的人，所以也总是想要作一些『大事』。我有

生病时一样。所以我问他：『为什么你身体这

多严重呢？这其实可以从一件事裡看出来：二

么虚弱，却比我这个没生病的更喜乐？』他说：

OO 六年初，在我的母会（拉法叶华人宣道会，

『Michael，因为我不怕死。我知道我要去哪裡，

也就是普度大学所在地的华人教会）裡，我们

我已经准备好要去见我的主了。耶稣基督是我

帮忙校对刘伯母（刘陈群英姐妹）录製的圣经

的主，就这样。』听他这样讲，我告诉他有些

朗读录音时，我选择了份量不小的《耶利米书》

事情是我常常担忧也很害怕的。在这位亦师亦

外加《耶利米哀歌》。结果听到《耶利米书》

友的弟兄面前，讲着讲着我就哭了，于是他为

三十三章第三节『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

我祷告，然后叫我不要害怕，不要担心生命中

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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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热血沸腾，向 神祷告，求 祂让我为祂作又

一直没抓住一个重点：有重大和测不透的事，

大又难的事。愿意为 神作事当然很好，但没有

自己不可以骄傲，要仰望耶和华内心才会有平

衡量自己的能力、然后向 神祷告，求 神加添

稳安静；而又大又难的事，神会亲自指示；有

补足我自己不足的地方，就冲出去想为 神作大

神指示，就没什么好怕的，去作的时候也应当

事，结果当然就是被风浪吹得东倒西歪。自己

是满心欢喜的。只是骄傲的心真的很不容易克

受伤也就罢了，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可是很多

服。前两星期我以新心音乐同工的身份，同四

时候我却还是在自己失去耐心时会伤害到弟兄

位 弟 兄 姐 妹 一 起 去 Oklahoma, Arkansas 和

姐妹。感谢 神，给了许多被我伤害过的弟兄姐

Kansas 三 州 服 事 的 时 候 ， 第 一 晚 在 小 岩 城

妹宽容的心，让我得到原谅，可以跟他们和好。

（Little Rock, Arkansas）的音乐佈道会中，

在这当中，我总是很经历 神，因为我知道弟兄

我就弹错了很多音，而且帮我们的司琴翻谱时

姐妹没什么理由要原谅我的骄傲、蛮横和无理

我也翻错，于是可怜的若怡姐妹（司琴）只好

取闹。完全是因为 神的恩典我才能被原谅的。

自己再翻回去，而且我还重複了两三次这样的

而在跌跌撞撞多了之后，一方面我比以往谨慎，

错误！当时我真的觉得自己根本就是整个团队

但另一方面有时候我会很犹豫， 该往前冲的时

中的累赘，想说琴弦装在我的电贝斯上不如拆

候却裹足不前。当年的一把火变成了《诗篇》

下来把自己吊死还比较好。我甚至觉得整晚的

131:1 里的『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

佈道会就被我一个人毁掉了，但没有想到主领

就比如说二 O 一 O 年夏天，郑浩贤牧师就邀请

敬拜的铠贤姐妹呼召时，我不断听到她说：

我在神学院毕业后到新心音乐实习，但我一直

『看到了！请放下』。好多人举手决志相信主

觉得自己根本就不够好，怎么可能跟新心音乐

耶稣，也有好多弟兄姐妹决定以后要更加倚靠

事工这些优秀的弟兄姐妹一起同工呢？其实，

主耶稣。那一瞬间我瞭解到了 神要成就的事，

认识郑牧师和新心的音乐总监余远淳弟兄的人，

不是我弹错几个音或翻错谱能破坏的。神要我

都知道他们两位都是非常和善又有耐心的好弟

在这当中好好享受服事和传福音造就人所带来

兄，可是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怕什么，就是不敢

的平安和喜乐。于是接下来的几天裡我都比较

和他们联络。 于是我一直拖到毕业前夕才 e-

能放鬆，靠着 神的恩典来弹奏，弹错的音少了

mail 给郑牧师。那段时间郑牧师非常忙碌，但

很多，也没有再翻错谱了。行程的后段，在

他在百忙之中还是抽空跟我打了好几次电话，

Oklahoma City 的福音佈道会开始之前，我看

并且安排了远淳弟兄，新心董事会主席 Daniel

到自己的手握着电贝斯的琴颈时，忽然听到神

弟兄和他自己一起给我电话面试；除此之外，

告诉我：『Michael，你的手能弹吉他、弹电贝

每次他们打电话时都在电话中为我祷告，给了

斯，都是因为我给你能力。我会带你弹好的。』

我很大的鼓励。当我发现我实习生的身份（OPT）

那天晚上我真的弹的很开心，从头到尾都能感

可能因为自己太晚申请，时间上会有问题时，

受到 神给我的平安和喜乐。

郑牧师很有信心地在电话中告诉我：不要担心，

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

交託给神就好。在这个祷告之后三天，我就收
到了我的 OPT 卡。其实那三天中有两天是週末，
邮局应该是不送信的！

曾经，我为了自己的喜好和骄傲弹吉他，
我的梦想也是靠着自己的能力，『为人类作一

当我再回头来看《耶利米书》第三十三章

点事』，所求的其实都只是为了自己的满足感

和《诗篇》第一百三十一篇时，我发现我原本

和自己的名声。那是一种短暂的满足，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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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存的荣耀；但是现在当我再拿起吉他时，我

并且祂所赐的恩不是徒然的。』（哥林多前书

知道若是我能弹得好，是因为 神的恩典；若是

15:10）。在 Oklahoma, Arkansas 和 Kansas

我没有弹好，只要我尽我所能的努力过，神并

都有弟兄姐妹谢谢我们把美好的音乐带到当地

不会因此让我去承担那个把一切事情搞砸的责

的教会，把福音分享给那些地方的华人。每当

任。因为神要成就的事，根本就不是我能搞砸

听到这样的话，我就在想，我真的不配接受这

的，所以我更能享受弹吉他的快乐。而我的梦

样的感谢。 一切都是来自于 神的恩典。即使

想也变成要更多感受与神的同在。我不再需要

在团队的五位弟兄姐妹当中，不论在信仰上或

别人来肯定我，因为我本来就不能作什么，是

是音乐上, 我都是最缺乏经验和训练的。真的

神的大能、神给了我一切！我只希望见到 神的

完完全全是因为 神的恩典，让我这个曾经瞎眼

那一天，听祂叫我一声：『忠心又良善的僕

的人，今天能够看见，能够成为一个站出来服

人』。虽然我实在觉得自己既不忠心又不良善。

事的人。祂的恩典真的不是徒然的。愿一切的
荣耀颂讚都归与 神！

近来一直有一节经文常出现在我脑海裡：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 神的恩才成的，

图为本文作者（右一）在今年十月随新心音乐去奥南华人浸信会（Oklahoma, OK）带领
主日崇拜后，与昔日从普度毕业、现在当地教会服事的程昕、凌辰夫妇一家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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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我只是打开了那扇门
曾发之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马太福音 7：7-8）

下面，是一些我之前日记的话，每一句，
现在看来才发现都是我的祈求和寻找，只是
那时的我并不自知。我想，现在或许还有和
那时的我一样在找寻的人，那么，翻开圣经
吧，你会发现，原来一切你所找寻的答案都
是那么简单。
“2009 年 7 月 9 日 0:46
每天早上醒来，都会有孤独的感觉。感
觉到虚无。灵魂的尽头在哪呢？没有吧。生
命的尽头在哪里呢？心死的那一天吧。总是
在失去后才发现，原来拥有的真实。到底什
么东西值得我去珍惜。
2009 年 7 月 11 日 0:25
什么才是回忆的根处？是活在回忆中吗？
什么才能够唤起我的回忆？
现在很多事情都不想做，心里却难受。
讨厌现在的自己。害怕现在得到的美好太短
暂，太害怕所以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再慢
一点。

今天早上，查经后，将圣经放回书架时，
看见了旁边那本一直被我忽视的日记本。当
翻开那些早已尘封的回忆，才想起之前的我，
原来连放眼往前看的勇气都失去了，只是盲
目的在回忆中寻找短暂的快乐。那时候，占
据在我的生活中的是对未来的迷茫，是了解
社会黑暗后的悲伤和失望，是不得不面对残
酷现实时的痛苦。看到那些以前的我所写的
话语，真的是感谢主的怜悯和慈爱，总是没
有放弃引导我回到他的身边。

2009 年 7 月 13 日 0:35
不想感到无助，但出现时，却真实的体
会到了。
什么才是最幸福的事情。
2009 年 7 月 24 日 9:21 pm
也许有些时候，有些话只有自己说给自
己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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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谁才是真正关心你的人？
当你突然发现一直在你脑中那个映像的
人，变得你不再熟悉，不再像以前一样了，
原来是这种失望的心情啊。
现在，有些向往美国了。
现在发现我的家人好像都很虚伪。
现在，什么都不会回到以前了。什么时
候开始改变的？
也许，从我欣然接受现在的一切时候吧。

我不说话的时候，
不代表我默认了。
2009 年 12 月 03 日 22：03
有些时候，悲伤会突如其来，始料未及。
即使什么都不做都会觉得不安。
2010 年 5 月 03 日 20:30
从开始到现在我到底改变了多少？或许
在这个叫做家的地方变得不再像家的时候，
我就没有再体会到真正的快乐。人，似乎总
是会忘记最初的信仰，所以才会变得丑恶。

2009 年 8 月 2 日 8:50pm
发现和爸爸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远，
虽然知道爸爸是关心我，爱我的，
但我们的对话内容却越来越少。

2010 年 5 月 9 日
我现在真正的快乐吗？
什么时候才能重新找到真正的快乐。”

2009 年 8 月 7 日 9：00 pm
有谁是真正了解我的？
每个人的真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我的改变，只有我自己知道。因为，在
妈妈离开这个家的时候，我就不再是原来的
我了。
现在，这个家给我的感觉，让我觉得不
属于这里。

当我看完这些的时候，发现，原来的我，
其实从没有快乐过，其实一直都在找寻一个
永恒的东西。原来我差一点就失去勇气去爱，
也差一点，就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而现在的我，就是在看到一片落叶，看
到夕阳，看到别人的笑脸，即使什么都不做，
我都觉得那么的喜乐和幸福与平安。这一切
的一切，原来，只是因为我打开了那扇他一
直在叩的门。

2009 年 8 月 11 日 8:40am
很伤感的心情，
或许就是遥远的距离，才让人觉得珍惜
和美丽，
虽然不知道这份心情会保留多久。
但会一直存在吧。

那时的迷茫和无助，失望却不至于绝望，
总是在一次次打击中得到依靠的力量。主啊，
看到之前的所写所想，现在的我不就是一个
见证吗? 原来，我并不是没有经历过什么就
突然相信了，而是，我早就相信了，却不知
道那就是你。以前，所有的问题和找寻，那
答案不就是在你那里吗？

2009 年 8 月 27 日 10:30pm
曾经拥有的快乐，即便是痛苦的，即便
是可怕的，我也会更加珍惜，因为，那是我
付出过的痕迹。
2009 年 8 月 28 日 5:45pm
还会有等待幸福的勇气吗？
还是我一直都在等待。
我也有我的坚持和自尊，

之前的我早已对这个世界失望透顶。我
总是因为知道了现实社会中残酷的真相，对
这个世界失去了信心。差一点，失去了爱一
个人的心，即使是家人，我也不想依靠，我
55

也不去相信。我也在痛苦中找寻永恒的东西，
找寻一个我得到就永远不会失去，找寻一个
永远不会改变的真理。当我因为找不到答案
而痛苦，当我心中的保护墙快要倒塌的时候，
当我已经决定用对待陌生人的方式去与家人
相处的时候，主你却已经将我带到了美国。
虽然那时的我认为那是在逃避现实，想到一
个离家遥远的地方不去纠结于那些理都理不
清的琐事。却不知那是主的引领，他要带我
去找那个我一直找寻的答案。他要告诉我，
在哪里才是真正的家。

而之前的试探，却都成为了与主同行的
美好的回忆。那个时候，在横冲直闯找寻活
在这个世界上意义的时候，我却不知道，所
有需要做的，只是稍微停下脚步，回头去看
看那些你早已为我所预备的道路。
每次当我背离的时候，你都提醒我，是
你让我省察自己的一切。主啊，我们的头发
您都数算过，如今看到这些，我还有什么理
由不仰望您呢？
主啊，在你都还没有放弃的时候，我有
什么理由去转背远离你呢？

什么是永恒存在的，什么是值得我珍惜
的，什么是真正的爱，什么是孤独的尽头。
主啊，感谢你的一路带领。让我承受试探，
却为我开路，不叫我跌倒，反感受到了你的
慈爱和大能。主啊，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
不都是在你的应许下吗？主啊，现在的我回
头去看以前发生的，没有一件不是出于你的
安排，没有一件不是让我更加接近你继而更
加的找寻你。

主啊，
以前怀疑身边的亲人，原是为了寻找什
么是真正的爱。
以前经历沉溺快乐后再失去极致的痛苦，
原来是为了让我找寻什么是我所珍惜的。
以前没有真正的笑过，原来是为了得到
你赐给的喜乐后永远不再为了孤独与失望痛
哭。

如果不是家庭的破碎，我还沉醉于这个
世界的诱惑中浑噩的活着而不自知。如果没
有当时对家人真心的怀疑，我不会去追寻一
个永恒的东西。如果没有感到孤独，我不会
去寻找家的感觉。主啊，现在我的心中，因
拥有爱的源泉而充满了爱。这世界上一切都
是你赐给我的，没有一个是属于我的，除了
去珍惜去爱，我就做不了什么，因为你早已
为我预备。主啊，是你让我在试炼中成长。
主啊，也是你，让我祈求，让我去找寻，让
我叩门。只是你给了我时间去等待去选择。
等待你领我到这里，将我的心打开，用眼看
见并相信，用耳听见并得着。找到了你，我
的父，便就是找到了我所珍惜的，我所向往
的永恒的爱。

主啊，
原来我早就开始寻找永恒，原来你早已
为我准备，原来我早已被你爱着，原来你一
直在与我同行。
主啊，那些之前的经历，在与你的恩典
相比，我还有什么好抱怨不满的呢？这所有
的经历，不都是为了寻找你，主，我的父吗？
若没有发生过，或许我永远找不到你，永远
沉迷于这个不属于我的世界。永远，不知道
什么才是幸福。
主啊，现在的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却不
属于它。因为，我的家，在天上。
October，11. 2011. 9:0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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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atoes and Evangelism
Amy He
everywhere except the sink where they
should've gone. But it was absolutely
mandatory to get those peels off, just like it
is mandatory for Christians to leave their old,
sinful self behind in order to do God's will.
2. It's easy to love the smooth
potatoes. I love smooth potatoes. They're
the easiest to peel because your knife
doesn't get stuck on the bumps and valleys.
Likewise, it's easy to love the "smooth"
people, the ones who are willing to know
more about God and about Christianity. It's
easy to witness to those types of people,
but

sometimes

it's

the

really

bumpy

potatoes that need to be peeled the most.
People who have been hurt in their past and
First off, I must say that I love potatoes

reject God's love are the ones who need His

in all forms, shapes, and sizes. So when my

love all the more.

dad asked me to help peel potatoes so we
3.

could make homemade mashed potatoes, I

Peeling

gets

easier

with

practice. My first potatoes still had bits of

was so excited!! However, peeling potatoes

skin clinging to them, but the last potato was

is hard work...just like being a faithful

so perfect I thought I would cry. My hands

servant of God! Here's how the two tie

got accustomed to the forceful motions

together:

needed to get all that peel off the potato,
1. Peel the potato. Obviously, when

and the more you share your faith with

you make mashed potatoes, you have to

others the easier it'll come to you, the better

take the skin off first. This is like shedding

you'll be able to do it.

your old, sinful self, and becoming the new
4.

person God wants you to be. This can be a

Wash

the

potatoes

after

peeling. This step isn't necessary, per say,

long difficult process, taking a lot of energy,

but it helps to get rid of any potato peel

and it is also extremely messy. When I was

fragments still stuck to the potato. Washing

peeling these potatoes, the bits of peel fl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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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t make the potatoes taste any better,

science class, or in history class when they

but it can help them do their job better

are taught that Jesus was just a person, or

(making

potatoes!).

that he never existed. But mashing the

Baptism isn't necessary in order to become

potatoes is necessary in order to make

a Christian or to go to heaven, but it is what

mashed potatoes, and facing hardship is

God wants us to do. It won't make us better

necessary to test your faith and make it

Christians, but by being baptized you are

strong.

delicious

mashed

telling the world you are a Christian, and

7. The potatoes won't turn out

you're telling God that you are ready for the

perfect. The potatoes may still have some

commitment needed to be a true follower of

bits of skin attached to them when you boil

Christ.

them, but it won't matter in the end when

5. Boil the potatoes. Boiling cooks the

the potatoes are all done and eaten with salt,

potatoes and, in a way, purifies them from

butter, or whatever you add to them. We

their raw beginnings. God's love is the

can't ever become perfect Christians, but

"boiling" in our lives. Without His love, our

God can still use us in His plan. We're all

faith is meaningless, and with Him we can

sinners, and God doesn't need to use us.

do all things through Christ who strengthens

But He chooses us, as the imperfect

us. Raw potatoes are no fun to eat, and

potatoes that we are, and he loves us, even

“raw” Christians who still have fears and

more than I love potatoes.

doubts aren’t going to get the job done. It is
okay to doubt, of course, but you shouldn’t
scare yourself into thinking that you’re a
“bad Christian” because you sinned yet
again. We are going to keep making
mistakes. But God loved us so much that he
sent his son to die for our sakes. He will
definitely love you enough to boil away your
sins.
6. Mash the potatoes. You may not
have reached this point in your faith, but
sometime in your life you will. The world
hates Christians, so as a result you will face
hardships concerning your faith. Kids even
younger than me are being challenged in
school when they are taught evolu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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