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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有神！」：加尔文的灵命观 

李绍沅牧师

这是唐瑛姐妹在宣教旅途中听见的一句

话。当时有两位小姐妹谈及升学的压力，唐瑛姐

妹问她们是否担心此事，其中一位回头对她说，

「不怕，有神！」我们都因她的信心深受感动。

虽然她年纪轻，但是她的信心能成为许多信徒的

榜样。为什么这位小姐妹的信心值得我们效法

呢？对她而言，神是这样的真实和个人性的；在

实际生活中的大小事情上，她能感受到从神来的

力量和平安。这岂不也是我们所要追求的吗？可

是，事实不一定是如此。 

我们与神的关系常遇到的危机是信仰变为

形式化。当我们信主一段日子之后，我们会建立

一些的常规，好像是参加教会的活动、饭前的祷

告或言语的习惯（譬如说，“感谢主！”）这些

常规是我们不可少的纪律，但是，不知不觉中，

外表、形式化的行为取代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

系。做这些形式化的事情不都表明我们跟神有亲

密、个人的关系。我们思考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是否真是亲密的、个人的关系。加尔文的灵命观

能提供我们许多的帮助。 

我们对加尔文比较深刻的印象是他的神

学，但是他的神学所要讲解的不只是神学的知

识，乃是透过神学，我们能更深地认识我们与神

的关系。在这关系里面，对加尔文而言，圣经是

主要的关键和基础。 

正确的次序 

第一，圣经要告诉我们的是神的荣耀和至

高，所以人生最主要的目的是荣耀神。我们与神

之间的关系必须是建立在正确的次序上，表明出

神的地位、人的地位、和两者之间的关系，目的

是使人能把神应得的荣耀归给祂。荣耀神就是活

出应有的、正确的次序。当这位小姐妹说，「不

怕，有神！」，她活出了这个正确的次序，因

为，按这次序来讲，神是人的依靠，而人要依靠

神。靠神的恩典，我们若牢记这次序，并按它来

行事为人，我们的生命将是何等的有福。 

加尔文不仅强调次序，我们甚至可以说，

对他来说，恢复这次序就是救赎的目的。堕落在

罪中的人扰乱这次序，所以，“他們雖然知道 

神，卻不當作榮耀他，也不感謝他。”（罗马书 

1:21）人所要荣耀的对象不再是神，乃是人自

己。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恢复了这颠倒的次

序，使人意识到神至高的地位，所以他为神的荣

耀而活。透过次序的恢复，神的荣耀在祂的选民

的身上得到称赞。不仅如此，当耶稣的再来更新

这世界，神的荣耀在祂所有的创造上也得到称

赞。不论是神至高的地位、人荣耀神的本分或耶

稣基督的救赎，这一切的知识唯有在圣经中才能

得到的。但是，圣经不仅是知识的来源，透过神

的话，神与人同在。

神对人说话 

第二，当人读圣经的时候，人所得到的不

只是白纸黑字带来的知识。透过圣灵的动工，人

“听见”神的声音，因此人经历到神的同在。人

怎能知道他是否有“听见”神的声音呢？当人读

圣经的时候，他若确信圣经是神的话，他就是

“听见”了，因为他能分辨神的声音。当人读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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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的时候，他的心也受感动，不论是从神的话中

得到安慰、力量、盼望或指引，他就是“听见”

了神的声音。这些都是人因听见神而有的即时反

应。 

“即时”的意思是不是透过分析和研究后

才达成的结果。人若要清晰地明白神的话，那是

需要下功夫的，但是晓得圣经是神的话不是依靠

人的努力，因为这是来自于圣灵的光照。耶稣

说，“他按著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領出來…羊也

跟著他，因為認得他的聲音。”（约翰福音 

10:3-4）羊对牧人声音的认识就是“即时”的反

应。因为神藉着圣经对人说话，在加尔文的灵命

关里，圣经占有至高的地位。 

许多人都晓得属于加尔文传统或学派的人

强调圣经，好似神学和解经，但前者通常认为后

者不过是为了神学而搞神学，但是这绝对不是加

尔文本人的立场。他强调圣经、神学和解经，因

为它是神的话。按加尔文的观点来看，读圣经不

仅是智力的活动，它更是属灵的活动，因为当人

读经时，神在对人说话，并与人同在。这就是这

位小姐妹的经历。她知道神的话是真实的、是可

信靠的，所以她从其中支取力量和盼望。不论升

学的压力有多大，她能说，「不怕，有神！」 

对我们而言，神是这样的真实吗？我们是

否能从心里说出，「不怕，有神！」？

“I AM NOT AFRAID; GOD IS WITH ME!”：THE 

SPIRITUALITY OF JOHN CALVIN 

Pastor Steven Lee 

This is a phrase that Ying Tang heard 
during the mission trip. Two young girls were 
talking about the pressure of school and Ying 
asked them if they were concerned about it. One 
girl turned and said to her, “I am not afraid; God 
is with me.” We were all deeply moved by her 
faith. Although she is young, her faith is an 
example for many believers. What is it about her 
faith that we can imitate? For her, God is true 
and personal; from the practical issues in life, 
she can feel the strength and peace that comes 
from God. Is this not also something that we 
seek? However, the reality may be something 
different. 

One danger that we face in 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is formalization. After a 
while, we build routines in our life of faith such 

as church activities, grace before meals, and 
“Christian” phrases such as “Thank God!” These 
routines are the disciplines that we cannot do 
without, but, subconsciously, external and 
formalized activities replace our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God. Doing these formalized 
activities does not always mean that we have a 
personal and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God. We 
need to reflect on the nature of 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and the spirituality of John Calvin can 
be of help for us. 

When it comes to Calvin, we may be 
much more familiar with his theology, but the 
purpose of his theology is not simply the 
conveying of theological knowledge; rather, it is 
through theology that we may know more 
deeply about 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an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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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relation, God’s Word is crucial and 
foundational. 

The Right Order 

First, the Bible proclaims to us God’s 
glory and majesty so that we may know that the 
highest purpose of life is to glorify God. 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must be built on the “right 
order,” which demonstrates the status of God, 
the place of human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he purpose of this order is so 
humans may render God the glory that He is 
worthy of; in other words, to glorify God is to live 
according to this right order. When that little girl 
said, “I am not afraid; God is with me,” she lived 
out this right order because, in this order, God is 
our trust and we are those that trust God. By 
God’s grace, if we remember this order and act 
according to it, how blessed are we! 

Not only did Calvin emphasize this order, 
we can even say that, according to him, the 
restoration of this order is the purpose of 
redemption. As those that have fallen into sin, 
sinners disrupt this order; for this reason, 
Romans 1:21 say, “For although they knew God, 
they neither glorified him as God nor gave 
thanks to him…” Sinners seek to glorify self and 
not God! The redemption that Jesus Christ has 
accomplished restores this subverted order, so 
that sinners may recognize God’s exaltation and, 
as a result, live for God’s glory. Through the 
restoration of this order, God’s glory is praised 
among His elects. Whether it’s God’s exaltation, 
the purpose of glorifying God, or the redemption 
of Christ, this knowledge can only be found in 
the Bible. Moreover, the Bible is not only the 
source of knowledge, it’s also God’s presence 
with us. 

God Speaks 

Second, when we read the Bible, what 
we gain is not only the words printed on the 
pages; rather, through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we “hear” God’s voice and through which we 
experience God’s presence with us. How can 
we know if we have “heard” God’s voice? When 
we read the Bible and we are convinced that it 
is the Word of God, then we have “heard” God’s 
voice because we are able to discern God’s 
voice. When we read the Bible and are touched 
by it, whether it is the receiving of comfort, 
strength, hope, or guidance, then we have 
“heard” God’s voice. All these are “immediate” 
reactions from hearing God. 

“Immediacy” means that it is not the 
product of analysis and research. Although 
understanding God’s Word requires effort, 
knowing the Bible is God’s Word is not 
dependent on our efforts because it comes from 
the illumination of the Holy Spirit. Jesus says, 
“He calls his own sheep by name and leads 
them out... and his sheep follow him because 
they know his voice.” Discerning the voice of the 
shepherd is an “immediate” response. Since 
God speaks to us in the Scripture, the Bible has 
an exalted position in Calvin’s spirituality.  

Many people are aware of the Calvinist 
tradition or school and that Calvinists 
emphasize the Bible such as theology and 
exegesis; however, for some, they think that 
Calvinists do theology for the sake of theology; 
this does not at all reflect the thought of Calvin 
himself! He stressed the Bible, theology, and 
exegesis because it is God’s Word and, for 
Calvin, this is not simply an intellectual activity; 
moreover, it is a spiritual activity because when 
we read the Bible, God speaks to us and is 
present with us. This is the experience that little 
girl, mentioned earlier, had. She knows God’s 
Word is true and trustworthy so that she draws 
strength and hope from it. Regardless of the 
pressure of school, she is able to say, “I am not 
afraid; God is with me!” 

For us, is God this real? Can we say from 
our hearts, “I am not afraid; God is with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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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福音的特質 

黃傳明霞傳道 

每年到了十二月份, 大多數的“教會”都會

擇日慶祝,主耶穌基督的降生;  主耶穌基督降

生的日期 , 雖然無法精準確定,但紀念慶祝主

耶穌基督降生的意義,  郤有其重要性和必須性.

東方博士對耶穌基督降生的尋訪, 和朝拜, 是

四福音書中的“獨有資料”(參太 2: 1 – 12.).

作者馬太, 刻意透過這“記載, “加以詮釋

“基督福音”的特質,  以說明耶穌基督降生一

事所延伸出來的“基要教義”, 和“差傳實

踐”. 

耶穌基督福音是“普世性”的 

大部份“聖經”學者主張“東方”.  (參太 

2: 1) 是指耶路撒冷以東八百里, 甚至一千六

百公里外的巴比倫, 或波斯, 確實的地點, 則

無法查證; 重要的信息是強調, 他們是外邦人.

這也同時與太 28: 29—20 節的信息吻合,前呼

後應,  帶出福音的第一個特徵, 是“普世性”

的. 

耶穌雖降生在猶太地的佰利恆, 但祂不單為

猶太人而生,  祂的降生更是要作世人的救主 

(參: 提前 4: 10,).耶穌降生這大喜的信息先

被傳給牧羊人, 這也說明福音的對象是沒有社

會階級之分, 而東方博士得了耶穌降生的指示, 

和引領, 則說明福音的對象是超越種族, 和文

化的藩籬; 這一切乃強調, 福音的特質是普世

性的. 

耶穌基督的降生; 是個大喜的信息,  因祂跨

越了種族 ,文化的藩籬; 打破狹窄的種族優越

感, 開啟了一個“人人都可成為上帝子民”之

門,四海之內, 皆為弟兄,不單是指同文化的人, 

耶穌基督的降生;  提升這生活信念的規範, 擴

展至“近文化”, 和“超文化”的群體中.因我

們所信的“福音”, 是普世性的. 

耶穌基督福音是“超越性”的 

東方博士  ( 參太 2: 1, )是一群了不起的

人物. 他們是自己國家最有智慧, 和能力的人, 

精通科學, 醫學, 經濟學,占星術, 和天文學 . 

初期教父俄利根 ( Origen  )主張他們是來自

巴比倫的哲士 ( Wise  men  ), 是被國王所器

重的人, 享有崇高的地位,和權柄  (參但  

2:  ) . 

東方博士雖是尊貴, 並擁有一般人所無法得

到的物質, 但他們生命中郤沒有真正的滿足. 

這不滿足感, 催偪他們迫切, 尋訪朝拜新生王. 

這一切說明,福音的超越性, 惟有耶穌基督的愛,  

和十架救贖, 才能真正滿足人生命的滿足, 耶

穌基督的降生, 帶給人生命的滿足, 詮釋人生

活的意義, 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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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的故事, 不盡然是“平安”的,  希律

王下令,  要殺害伯利恆城裡並四境所有二歲以

下的男孩,  那情景, 真是慘不忍睹,  淒涼可

悲, 哀聲哭泣四起.  可是耶穌的降生,  帶給

人心靈真正的滿足: 祂不單降生了, 祂更為世

人死 ; 擔當我們的憂患, 背負我們的痛苦; 祂

體恤我們的軟弱,撫摸我們的傷痛 ;祂是世人的

答案, 和盼望. 

今天,你我人生的道路上, 有不平安, 傷痛, 

失去, 失敗, 挫折,痛苦; 眼淚, 恐懼, 不滿,

恢心, 喪志, 和絕望. 這一切是何等的真實,郤

令我們無奈, 無助!  惟有懇求, 主耶穌基督,  

降生在我們的生命中, 祂成為我們的平安, 自

由, 喜樂, 和盼望. 是的, 耶穌基督的福音是

“超越性”的. 

耶穌基督福音是“有要求”的 

東方博士排除萬難, 翻山越嶺, 千里跋涉, 不

辭辛勞的來尋找新生王, 為了要朝拜祂, 並向

祂獻上禮物, ( 太 2: 11,).許多“聖經學者對

“黃金, 乳香, 沒藥, 這三種極其昂貴的禮物, 

提出不同的解釋, 主要主張它們預表, 耶穌的

三重職份, 君王, 先知和祭司. 這表明所獻上

的是貼切和合宜的.東方博士獻上禮物的主要信

息是 : 他們願意降服並委身於基督, 把生命中

最好的獻給主.他們的奉獻也是個人的,親自的,

他們排除自我中心的生活型態(如希律王),讓基

督在他們生命中做王.就具體表明“福音是有要

求的”.主基督的降生,是要做你我生命的王.我

們理當要完全降服於祂.  希律王視主基督的降

生為他個人權勢, 地位,  生活方式等的威脅;  

他堅決拒絕耶穌基督的降生, 甚至要把祂置於

死地,  好譲自己能繼續活在舊有的自我中心的

生活中. 福音是有要求的. “信靠接受主耶穌

基督”, 是嚴肅, 並神聖的事.是把個人生命的

主權, 委身於基督, 願意為祂而活, 完全歸屬

於祂. 這就是作主門徒的真正意義 ! 

東方博士尋訪, 並朝拜主耶穌基督, 具體表

明,  “福音(好消息)”的特性, 同時幫助我們

反省,  耶穌降生的實踐意義;  教會理應回歸, 

與強調,信仰的核心, 為主耶穌基督,  注重並

實踐, 天天走進人群, 活出基督; 並帶使命為

主而活, 去回應使萬民作主門徒的, “普世差

傳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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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調重彈話讀經 
高瑛傳道 

2016 年九月底，  一個基督教的機構

（LifeWay Research）的調查顯示， 新教徒

（Protestant）裡， 大約只有 31% 的信徒完整

的讀過一遍聖經， 36% 的人每天有規律的讀經。

這意味着大部分的人沒有養成讀經的好習慣。 

我在思考今年年刊文章的主題時， 想到許

多的方面：可以寫個人得救和蒙召的見證， 或

者關懷和團契方面的想法， 還有聖經家庭輔導

的話題， 可是最後我還是選擇了讀經這個題目。

因為， 只有當我們靈命成長後， 愛心， 喜樂， 

智慧才會自然而然的流淌出來， 許多問題的探

討才更有效果。從我自己的經歷中， 發現養成

一個好的讀經習慣真的不容易。在這個充滿各種

佔據時間的壓力和誘惑的世代， 我們更加需要

彼此勸勉和幫助， 在神的話語上紮根建造。 

彼得前書 2:2勸勉我們“就要愛慕那純淨

的靈奶， 像才生的嬰兒愛慕奶一樣”， 離開了

神的話， 我們的靈命就很容易枯竭， 而這樣的

變化是在不知不覺中慢慢形成的。就像我們無法

想像一個新生的嬰兒不喝奶而能夠存活， 一個

信主的人如果不被神的話滋養和潔淨， 靈命難

免會受到虧損。短時間可能不會察覺， 時間一

久就被世界所吞沒了。 

養成一個有規律的讀經習慣確實會遇到許

多困難， 從我們今天高速發展的時代來看， 最

有可能的困難來自於生活的忙碌。忙碌的背後可

能是壓力和憂慮， 也可能只是過度的娛樂。當

緊急的事項一個一個襲來， 就像打仗一樣， 我

們的心很難安靜下來。而閒暇的時間又被社交媒

體（微信， 臉書， Tweeter, etc）電視， 和

小說變得娛樂化和碎片化時， 實在是需要很大

的自製力才能養成良好的讀經習慣。另一方面， 

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不知道從哪裡開始讀， 該怎

麼做， 就簡單的放棄每天親近神的時間。 

要想養成良好的讀經習慣， 首先我們要

悔改， 恆切的禱告求神幫助我們明白讀經的重

要， 也能找到安靜的時間每天來聆聽神的話語。

接下來我們需要培養屬靈的胃口， 每個人最適

合的方法可能不一樣， 在讀經之前通常可以有

“開胃餐”， 有的是藉著安靜的詩歌， 有的是

通過簡短的禱告， 有的是讀喜歡的詩篇， 還有

的是讀清教徒的禱告（我們牧師精心準備的“天

天親近神”也是很好的資源）。這樣的過程雖然

短暫， 卻可以幫助我們的靈命得到甦醒。另外， 

團契如果有微信群， 也可以鼓勵大家輪流每天

分享讀經， 靈修的心得， 如果是用手機的 app

讀經， 每天還能看到朋友們的讀經進度。使我

們大家可以在讀經的事奉上彼此勸勉， 互相激

勵， 共同成長。有的剛剛信主的弟兄姐妹， 可

能不明白聖經中的一些章節。教會的主日學裡， 

就有幫助弟兄姐妹們首先增加對整本聖經的了解

的課程， 這需要大家積極的參加每週的主日學。

自己也可以從相對簡單的福音書開始， 不論我

們的感覺如何， 堅持下來就會有收穫。 

最後， 想用鐘馬田（Martyn Lloyd-Jones）

牧師對傳道人說的話和弟兄姐妹們共勉：”來讀

聖經吧， 因為聖經是神賜予的靈糧， 是神的話

語， 是讓你可以認識神的途徑； 來讀聖經吧， 

因為聖經是生命的糧， 是嗎哪， 可以使你的靈

魂得到滋養和安康。“ 千里之行， 积于跬步， 

万里之船， 成于罗盘。每天可能只花三十分鐘

的時間讀經， 卻可以讓我們增長如此多的屬靈

的福氣， 生活和生命裡都充滿喜樂和盼望。對

於當下我們忙碌的世界來說， 這可能是我們人

生中最大的一筆財富和收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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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见之事的确据 

丁荔

六月九日的荒漠甘泉，作者写了这样一个故事： 

我认识一位黑种妇人，她是做佣工的，生活很艰

难；然而她是一个顶喜乐的基督徒。有一天，一个

善于忧郁的姊妹问她说：“南茜，现在你固然快

乐；可是我替你担心将来的前途；说来或许会使你

伤心。 

“假若你生病了，不能工作了；假若你的东家辞退

你了，没有别人雇佣你了，假若…” 

“够了，太太！”她打岔说：“我从来不“假若”

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你有了这

许多“假若”，自然不会喜乐了。丢弃它们罢，信

靠你的神。” 

这便是信心，看似简单但又难以付诸于行动的信

心。。。。。。 

六月九日，也是我进行化疗的第五个月，第十四

次化疗。 

自从 2012年春天发现罹患乳腺癌到现在，已经

过去五年半的时间了，其中发生过胸腔复发，骨

转移和今年的肺转移，大大小小的手术应该有快

10次了，从手术，到放疗，化疗，靶向治疗，

荷尔蒙治疗，都一一经历过了。按照医生的话来

讲，我的癌细胞是非常之固执的。从最初患病时

的 1A 期，到现在的 4期，我有时也会困惑，为

什么癌细胞总是如鬼魅一般的如影随形呢？ 

患难中的人最渴望谈到的是信心和恩典，但是最

容易失去的也是信心。这五年来，每次癌症卷土

重来的时候，我都会向神求医治，而神也是不断

的把各样乐观的结果放在我身上。第一次发病

时，肿瘤的尺寸只有 0.5厘米，非常的小，第二

次复发，病理报告显示没有癌细胞，这些事实让

我曾经以为，这就是神的医治与能力，这就是神

迹，是我可以依靠的，但是随着一次次病情的反

复和加重，我渐渐明白，神要我从祂那里得到的

不只是摘下树上的一颗果子，而是让我自己种下

一颗能结无数果子的树。这一颗果子便是神的医

治，而这颗能结果的树就是对神不动摇的信。 

信不仅仅是相信神的存在，更是相信祂口中所出

的一切话，圣经上的一切应许都会必然成就，更

是相信祂的恩典和慈爱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境

况中都是屹立不变的。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各样

的苦难，但是如果我们身处的困境不能让我们更

亲近神，更多的去明白体会神在我们身上的心

意，那这一切所经历的苦便是徒然的。 

弟兄姐妹们，神安排在我们身上，周边的每件

事，无不是经过祂宝座之前的，也都是祂按照我

们的身量丈量之后安排的，祂多么盼望我们能借

着这些事情可以去亲近祂。无论是那些在我们看

来值得庆贺的事情，或是在我们看来痛苦难捱的

事情，只要我们愿意，都可以成为一个契机，让

我们更多的去明了神对我们的心意，走近祂的身

边。 

整个化疗过程中，神让我经历的副作用都是最常

见的，但是蒙祂的保守，它们看似凶险，却不足

以击垮身体。对于我而言，最经常遇到的就是药

物引起的肠胃机能紊乱和神经系统被破坏而导致

的手脚麻木。前者可以让某些病人体重骤减 10

磅以上，以至于医生不得不停止治疗。后者可以

让有些病人无法进行日常的基本活动和操作，这

时，病人也不得不停止用药。这些症状都发生在

我的治疗过程中，但是在这些大风浪中，神的恩

典如同一叶扁舟，载我安然渡过。有时候，各样

副作用一起袭来的时候，也是非常痛苦，而且没

有任何药物可以马上减轻症状，这时候，自己唯

一可以做的就是呼求和祷告，这样做并不是每次

都可以让病痛离去，但是神每次都会赐下平安，

让心里不会有恐慌，可以坦然面对。所以每次神

放一座山在我们面前的时候，祂都修好了一条隧

道，让我们可以无忧的穿过。 

能坚持下来这 8 个月的化疗，并不是因为自己坚

强，乃是神的恩典一直在保守我，这是一个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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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的事实。从最初选药的时候，我的化疗医生

就选择了这种疗效好，毒副作用小的化疗药，而

这种化疗药，只能用于发生了器官转移的患者，

所以我从开始就没有恶心，呕吐，食欲不振这类

的化疗副作用。从开始化疗，神就给我这样的意

念和信心，只要我的体力许可，我就做力所能及

的事情，不要自怨自艾，不要萎靡不振，不要每

日把自己当作因为得了重病而虚弱不堪的人，而

要欢喜快乐的生活，就像其他健康的人一样。事

实上，祂也一直保守我的心力和体力，随着化疗

的进行，我的体力越来越好，体重也增加，神让

我心里有平安，每天都可以有充沛的体力。

“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申

命记 33章 25节）。 

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问题，我们怎么

样才能知道是神在对我们讲话，吩咐我们做各样

的事情呢？弟兄姐妹们，熟读圣经，把祂的每句

话都刻在我们的心门上，神以前怎样做事，今天

依旧不变，祂在圣经中的应许今天依然会成就，

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大胆放手的交在神的手中，看

祂是怎样领我们前行。 

刘承宗牧师曾经感慨的对我们说，世界上最可怜

的是这样一种“一半”基督徒，他们一半交给

神，一半仍然留给世界，一半身体在门里，一半

身体在门外。其实我们都时常处于这种境况，当

我们对处境颇有把握的时候，或者对结果不甚看

重的时候，我们不祷告，因为我们不需要，但是

真的当我们惶恐不安，毫无把握的时候，我们又

忘记了祷告，而是愿意更多的去寻求自己的经验

和方式，来解决问题。李绍沅牧师有一篇信息是

《放手的祝福》，里面讲到，多少时候，神等待

我们放下自己的经验，计划和筹算，单单的来到

祂的面前，信靠祂。祂的祝福就在那里等待着我

们。 

我常常觉得，我们对于这位神的认识，时常有限

又渺小，如同盲人摸象的故事，有人摸到的是象

鼻，有人摸到的是象腿，有人摸到的是象身。摸

到象鼻的说大象是一条大蛇，摸到象腿的说象是

一根大柱，而摸到象身的则说象是一堵墙。我们

对神的理解也常常是这样。神把我们放入荆棘满

布的境地中，有时候让我们警醒，有时候让我们

安静，但是我相信更多的时候，是为了让神的作

为显明在我们的身上。神是如此宽广浩大，我们

不能用自己那有限的意念去揣度祂，祂要我们所

经历的并非我们根据经验所能总结和判断出来

的。 

常听 K-Love 的弟兄姐妹肯定知道 MercyMe 乐队

的一首歌<Even If>（即或不然）. 歌词是这样

写的： 

It's easy to sing when there's nothing to 

bring me down 当没有事情把我击倒的时候，歌唱是

一件容易的事 

But what will I say when I'm held to the 

flame Like I am right now 但是像我现在这样，被

困在火中，我该如何 

I know You're able and I know You can，Save 

through the fire with Your mighty hand 我知道

你能够，你也可以，用你大能的手，将我从火中解

救 

But even if you don't，My hope is you alone 

但是即便你不做，你也是我唯一的盼望 

I know the sorrow, and I know the hurt would 

all go away if you’d just say the word 我明了

这痛苦，我明了这伤痛，只要你开口，这些都会消

逝， 

But even if you don't，my hope is you alone 但

是即便你不做，你也是我唯一的盼望. 

多盼望这样的心志是我们在困苦中所持有的。无

论神做不做事，无论神做事早晚，我们都能把祂

作为唯一的盼望。 

【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

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

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

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

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

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

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诗篇 91：2-6）

神的话语就是应许，就是我们信心的来源。圣经

中随处可见祂允诺我们在各样患难中，给予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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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守和庇护。盼望我们每天都能常常数算主

恩，主在每个人身上都有恩典的记号，“因他受

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

治”，这是神的应许，如果我们常常思念和回顾

祂在我们身上所行过的美善和恩惠，我们对未来

的信心一定会逐时增加，因为我们会发现神的应

许从不落空。 

再过一个月，要做第三次全身 CT扫描，医生会

根据扫描的结果，评估化疗的效果，以及决定下

一步治疗方案。想起第一次扫描，那是在化疗前

进行的，当时已经知道了发生了肺转移，所以心

情低落，面对即将开始的治疗忐忑不安。第二次

扫描是在化疗开始四个月之后进行的，当时身体

所有外在内在症状都有显著好转，所以自己非常

好奇而且激动的等待扫描结果，也非常想借着这

份结果来验证神的医治，和大家分享这段时间以

来治疗的果效。要到第三次了，我发现自己已经

没有了那种焦急的心情，心境平静的让自己都很

惊讶，我清楚的知道，神已经医治了我，这样的

医治并不是指所有的癌细胞一扫而光，也不是指

所有身体的疼痛都不存在，而是神让我在这几个

月与祂同行的日子中，经历了祂的真实，经历了

祂的丰盛，这样的医治已远远胜过了药物所能带

来的。信心不是一张 CT的结果可以建立的，而

信心一旦建立，也不是一张 CT的结果可以摧毁

的，这是神在祷告中启示我的。 

很多人，包括自己在内，对于病中的弟兄姐妹，

都特别盼望能有神迹发生，一夜之间可以让所有

病痛无影无踪，但是我们的信心不足以支撑这

样的神迹。虽然不是每天都有神迹，但是神的恩

典每天都有，而且每天都是新的，我们要用心去

体验，一点一滴的恩典，不要从身边经过的时

候，熟视无睹，当我们时时都有感恩的心，神才

会将更大的恩典临下。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

照亮一家的人。】（马太福音 5章 15节） 

当我即将开始化疗的时候，曹宇就开始著手要建

立一個为我祷告的微信群。说实话，当时我并没

有感动，觉得实在有些兴师动众，自己祷告就好

了，为什么要劳烦这么多人呢？但是，化疗第一

天，我就遇上了自己未曾想到过的事情，也让我

知道在这条慢慢长路上，只有祷告才能把自己完

全交托在神的手中。第一次化疗的晚上，我就开

始发高烧，进了医院急诊，这一住，就是 5天，

医生用不同的方法来控制我的发烧和感染，每天

都在抽血和输液中，我开始感到了恐惧，就是在

这样的一段特殊日子里，弟兄姐妹们每天如潮水

般的祷告环绕着我，而祷告所带来的平安如同一

块巨大的磐石，托住了我。此后几次，当我们把

遇到的困难放在祷告群里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充

满爱心和力量的祷告就一次次将头上的乌云驱

散，神似乎每次也都在等待着大家的祷告，祂让

我知道，在奔走天路的时候，我需要同伴的扶

持，而祷告就是彼此的膀臂。 

在这个祷告群里，有我们聚会过的费城中华基督

教会及大学城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也有我们在底

特律的时候，参加聚会的华人宣道会的弟兄姐妹

们，还有樱桃山华人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 还有

一些相识很久的朋友。在他/她们当中，有一些

在我的记忆中，还是慕道友，他们当年有的是对

神一知半解，有的是对福音无动于衷，然而在今

天，他们/她们却已经是神家中的一员，而且在

祷告中，我看到了他们所怀的那无比美好和坚定

的信心，甚至是我都不曾有过的，让我羡慕。我

只能感慨，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

高过我们的意念。当年我们的目光很是短浅，不

知道神会怎么做工，会怎样大行其事，但是神让

我们今天看到，祂是开山拓路的主，让所有曾经

不认识神的人有一天都可以成为祂手中所用的器

皿。 

在祷告群里，大家的每句祷告和“阿门”我都会

跟着重复一遍，大家的每一个有声无声的祷告，

神都让我知道，而得知你们大家在为我们全家祷

告时，就如同将要冲杀战场的人又多了一样武器

一般，力量满满。 

在这个群里，每天早上，曹宇都会转抄当天的

《荒漠甘泉》的信息。正如书名一样，每天的信

息都如同荒漠之中淌出的甘泉一般，让我们所有

正在经历苦难的人借着祷告，获取盼望，忍耐与

喜乐。这已经成为我每天清晨能够遇见神的第一

个时段。我想我的一生都会受益于这几个月的经

历。它让我学会了安静，等候神，遇见神。 



12 

最后，一如既往的感谢教会和我们磐石团契的弟

兄姐妹在这段时期，给予我们全家的帮助。无论

是祷告上的，还是生活上的，你们如同管道一

般，神的爱就从你们那里涌流过来。弟兄姐妹们

用各样的方式来帮助我，鼓励我，有的姐妹总是

给我做可口的饭食，有的姐妹请人帮我们画肖

像，有的姐妹常常在微信中给我送来笑话，也有

的姐妹去唐人街，都会记得给我带好吃的零食。

从开始化疗到现在，Ally，青蔚和梅青三位姐妹

就一直陪伴和关心着我们。周末的时候，她们都

会带孩子们出去玩，化疗的那天，又会专程过来

陪我，给我买饭，让我不会感到孤单难过。神也

知道我有信心软弱的时候，所以祂也为我预备了

医生朋友，他们总是不厌其烦的帮我解读病理报

告，或者帮我预约其他医院的医生，或者帮助我

回答在他们领域之内遇到的问题。神总是那样贴

心的为我预备着各样事情和周遭的人，化疗室

里，我常常会遇到和我一样的病人，她们的开朗

乐观时时感动着我，而她们当中有很多是基督

徒，所以我们用神的话彼此鼓励。一次，身边也

在化疗的一位姐妹对我说，“你当刚强壮胆。不

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

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约书亚 1章 9节）

从经历过同样试炼的人口中说出神的话语，没有

什么比这更有安慰和鼓励的力量了。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

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

人。】（希伯来书 11章 6 节）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苦难是化妆的祝

福。”苦难不是祝福，它是我们本心根本不愿及

经历和面对的，没有人愿意主动去寻求和盼望苦

难的发生，但是，神只有借着苦难才会让我们经

历祂，无论是祂的存在还是祂的恩典，在顺境

中，我们所经历的神是短暂的，但是在苦难中，

神会让我们更多的依靠祂，亲近祂，祂也同样毫

无保留的把祂的能力和恩惠加到我们的身上，让

我们可以承受的疆界更加广阔。我们不期待苦

难，但是我们绝对不要畏惧苦难，在苦难中，我

们可以亲眼见到以前只是“风闻有你”的神！ 

九月中，抵抗力因为化疗的缘故下降，又逢换

季，自己染上了病毒性感冒，咳嗽，冷战，一样

接一样，难过不堪。一位姐妹在微信中给我发了

这样一句话：“不见风浪，只见耶稣。”在洪水

中坐着为王的耶和华，是我们唯一应该定睛仰望

的。身边纵然有波涛汹涌，狂风暴雨，但是唯一

屹立不动的是主耶稣和祂长久的慈爱。风浪都会

过去，在风浪肆虐的时候，唯有仰望耶稣才会有

平安，心里不会慌乱，口中不会有抱怨。只要

信，有一天我们必在我们所不明白的事上看见神

的荣耀！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 

希伯来书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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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偶然，还是祷告的大能和神的应许？ 

周功耀，施彦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腓立比書 4:6-7 

2016 年 12 月底当我们在西安探亲的时候，一个

偶然的机会，施彦提出来我们是否做一个全面的

体检。我当时很不以为然，认为我过去在美国十

几年来的检查都是优秀的结果，除了这三年来血

糖指数略微有点偏高以外。我的家庭医生还给我

一个外号叫健康宝宝，意思就是我基本不用每年

做这种检查。但是妻子的话还是要听的！所以我

们两个就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包括了几乎所有

的在美国一般不做的检查项目。但检查结果出来

后我有一点愕然，彩超结果显示我有肝囊肿，胆

囊壁毛躁，左肾有两个较大的囊肿，还有癌胚抗

原（CEA）是阳性（我当时根本就不懂也没有注

意这个指标参数）。我当时也没有在意，觉得这

可能是一次偶然结果，也不一定正确，等回到美

国一切都会好起来。12 月 30 号我们来到印尼的

巴厘岛准备在这里过新年。可是来到巴厘岛在酒

店住下后，我就觉得身体比较累，不太愿意走动。

当我在外面游玩的时候我时常感觉到右下腹疼痛，

我以为是走累了或者是不消化引起的。但后来在

巴厘岛的几天我的疼痛越来越加重，最后一天就

在酒店里躺了一整天直到晚上才坐飞机飞回了大

陆。这时我才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我们俩经常

在一起跪下来互相按手祷告，求神饶恕，求神怜

悯，求神的医治让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在

上海休息了几天，于一月初回到了美国。虽然通

过几天的休息我腹部的疼痛有所减弱，但疼痛仍

然存在，而且有时还很剧烈。1月 13号我看了我

的家庭医生，（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基督徒）他

也没有诊断出任何大的问题，但我偶然想起我在

大陆的检查结果并让他看，他用手机上的中文翻

译器将我的彩超检查结果和 CEA是阳性都查了出

来。这时他说你这个结果必须在美国重新检查一

遍。也就是说要做超声波的检查，CT 的检查和

肠镜的检查，更重要的是血液检查癌症指标到底

是多高。两天后我的血液检查结果出来了， CEA

指数相当的高，达到了 22.7，标准的是小于 4.7

（是正常值的五倍）这时我的家庭医生告诉我应

该马上做所有的检查，越快越好。这时我和施彦

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家里每天跪在神的面前

不住的祷告，求神看顾也求神让我们所有的检查

过程一切顺利。要知道在美国做各种检查需要预

约的，而且医生的时间都很紧，一般预约都要几

个星期甚至一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安排上。当我们

给各个检查中心打电话时就发现医生或者不接电

话或者是留了言好几天没有回音。联系上了的医

生都要两三个星期甚至一个月以后才有时间。我

们要向神祈求希望我们能够尽快把这几个至关重

要的检查做出来，这样才好确诊。我们又接着打

了许许多多的电话，找了不同的医生，远的近的

我们都问了，同时我们也给他们讲了时间的紧迫

性，让他们各个诊所能给我们见缝插针找出作检

查的时间。感谢神垂听了我们的祷告，神奇的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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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一个星期内把所有的检查都做了，1月 24

日做了超声波检查； 1月 25日做了 CT扫描；1

月 30 日做了肠镜检查。一系列的检查结果显示

在我的右下腹盲肠附近有一个四公分大的粘液性

肿瘤而且这个粘液肿瘤随时都有破裂的可能，这

样会变为急腹症将引起更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

必须马上做手术来切除这个定时炸弹似的肿瘤。

找谁来做呢？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我们的家庭医

生给我们介绍了附近几个医院比较好的肠胃手术

的医生，但他们不是太忙时间排不开，或在这个

方面不是很有经验和技术。这时我们想到教会中

王屹泽弟兄就是 GI 医生，为何不能请他帮一下

忙呢？于是我们就立即和他联系，王弟兄听到我

的情况后马上给我介绍了几个附近医院最好的肠

胃手术医生，特别是有一位是他办公室的同事而

且是很有经验的手术专家也是 Cooper Hospital 

肠胃手术医疗中心的主任 Steven McClane. 奇怪

的是当我们联系了王弟兄所介绍的好几位医生时，

所有的医生不是安排不开就是联系不上，只有王

医生给我联系的 Steven 可以马上在 2月 2号给

我做手术前的诊断。“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

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 約翰福音 

14:13 。当我们见到 Dr. Steven. McClane 的时

候他一直很热情而且再次提到他和王医生关系很

好，就工作在一个办公室，面对面。当他看了所

有的检查结果后，果断地说“你必须尽快做手术

来切除这个肿瘤因它随时都有破裂的危险，我们

做手术的时候也要非常小心，才能把这个黏液肿

瘤安全的取出来。” 当天已经是星期四了，我

就说能否下个星期就做手术，他回答说：我只有

星期三可以给你做。更奇妙的是我正好在星期二

晚上要教课，也只有星期三是最快，最合适的时

间。那天晚上 9:00 下课后我还需要准备第二天

所有清理肠胃，十分难受的工作。这一切我的手

术医生都替我考虑到了，将把手术时间从早晨推

迟到下午 2:00。2017年 2 月 8号下午 2:00我进

行了我人生中第一次外科手术，本来手术估计是

两个小时，但实际做了近五个小时一直到晚上 7

点多我才被推出了手术房。医生告诉说当进行穿

刺观察和开了刀后发现问题比较严重，肿瘤很快

就会破碎而且颜色很深所以他判断有癌症的可能，

因此他除了切除肿瘤的全部盲肠外他又将所有和

肿瘤接触和有可能感染的部位，包括结肠、小肠

和大肠都进行了清理和切除，并且切除掉了 16

个有关联的淋巴腺。所以手术延长到四个多小时。

但他说手术很成功，所有的肿瘤和有可能感染的

组织他都去除掉了。当我被麻醉后昏迷不醒时，

施彦一直在外边焦急的等待着，她心想不是说两

个小时左右吗？为什么四个小时多了还不出来？

她十分的焦急也在不断的向神祈求、向神祷告。

“你求告我，我就應允你，並將你所不知道、又

大又難的事指示你。耶利米書 33:3”。就在我

手术期间，我们教会的李牧师、黄妈妈，勤璇和

她先生都来到医院并和施彦一起祷告，在外面耐

心的等候。当我出来并恢复了意识后我才知道我

病情的严重，而且有这么多爱神爱人的弟兄姊妹

都来看过我。住院期间同工会主席吴冀川，刘晓

红，段阳和她先生连杰，朱晨和赵峥,多次到医

院看望我们并一起向神祈求祷告。更感动的是威

明顿教会的赵玮和她先生带了个高压锅里面一只

整鸡和热汤来看望我们，连护士都闻到香味来询

问。 

我们又不住的祷告祈求感谢主极大的恩典让手术

如此顺利，又藉着神的手给我们派来如此有爱心

的医生。从我发现病情到成功地做完手术，发生

了这么许多的事情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

藉着祷告、向神的祈求我才能事事亨通，所有的

事情都安排得如此快速、如此顺利，是神的大手

在看护着我，扶持着我、一路搀拉着我。我和施

彦无时无刻不在感恩感恩再感恩，我算什么呢？

神居然这么样的爱我看护我，我一定要用我的生

命、我的一切来感谢主，来为主做光、做盐，衷

心侍奉，并用我的经历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你所做的要交託耶和華，你所謀的就必成立。

箴言 16:3” 

http://cnbible.com/jeremiah/33-3.htm
http://cnbible.com/proverbs/16-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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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 

唐瑛 

“神圣的爱，融化我；神圣的火，熬炼我；神圣的使命，占有我；神圣的灵，引领我” 

--- 摘自小羊创作《我愿为你去》 

感谢神，让我有幸听到小羊的这首《我愿为你

去》。委婉的音乐，动感的歌词，句句都似述说

着我的故事 - 神在我身上的奇异恩典。 

2014 年我的决志和受洗，可以说非常的戏剧化。

这一切都起源于于师母在一次夜间妇女团契的聚

会中探讨“谦卑”的话题。一直很矜持的我突然

在那一天就有了一种感动，觉得我应该放下我骄

傲的架子，做个谦虚敬虔的人。虽然我还不太明

白什么叫决志，我却毫不犹豫的接受了姐妹的建

议，跟于师母做了认罪祷告。就这样我懵懵懂懂

的接受了神的救恩，成了一位有福的人。 正如

箴言 9：10说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

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想所有的弟兄姊妹都会

有这样类似的经历 -因为被神感动而接受神。感

动是一时的， 如何延续这种感动，一生一世的

跟随神，可能是每个基督徒最大的挑战！ 

受洗后的我，从感动和兴奋慢慢的回到了平静，

回到了我的现实，工作和家庭生活，一如既往的

忙忙碌碌。虽然我也在教会的活动中（从于牧师

倡导的“一年读本圣经”到李牧师推动的“每天

亲近神”），试图去追求自己灵命的增长。 但

坦诚一点，我做的非常被动。经书，我读得似懂

非懂；祷告，有一次没一次，所求所想似乎神从

来没有应许。我非常羡慕那些灵性很高的兄弟姊

妹，他们说祷告时，神的话就进入他们的心中。

每每这时，我只能讥嘲自己 –“你贫瘠的都不

知道神说过啥，当然他的话无法走进你的心。”

久而久之，连我自己都觉得，神离我越来越

远。。。他的话如同“神话”一般。举个例说， 

两次我坐在大堂听短宣队伍回来的见证，我只有

一种感觉---他们都在说神话—到营地的第一天

困难重重，第二天却都烟消云散了，神奇就在于

好像大家也都没做啥特别的事。 当时我就笑着

跟自己说，“不听了，有机会，自己去体验下这

个神话吧！” 

就这样，我的生活还是一天天的过，有一顿没一

顿的吃着灵粮（读经），时不时还忘了呼吸（祷

告）。虽然自我感觉那个伟大的神是如此的遥远，

但没有想到其实他从没有放弃我，反而用他的大

爱在包容我。5 个月前，我的舌头下发现了癌细

胞。癌症对于一个 40 刚出头的我来说，真的很

难接受。特别是想到我两个可爱的孩子，那么小

就可能没有母爱，我真的无法面对。为什么，为

什么会有如此不公平的事发生在我身上？？弟兄

姊妹知道我的病情，都开始为我祷告。我也慢慢

从焦虑担忧中安静下来。如诗篇 34：6 中说的

“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

切患难”。我的主治医生原计划给我安排了两个

手术。第一个是在癌细胞发现的地方做深层切除，

做再一次的活检；无论活检的结果如何，我都要

做第二个手术，切除淋巴，以及可能的舌头重建

（因为深层切除部位太多，舌头就无法自行恢

复）。正因为这个病情和医生的安排，我们取消

了夏天回国的计划。当时还在犹豫要不要参加今

年的短宣，也因为这个病情，放弃了我的报名。

但我在心里暗暗的跟神说：“如果你是想通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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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患难，让我惊醒生活的方式和态度；带我走过

这死亡的幽谷却不害怕，让我来经历你，亲近你，

我认为是我的得着。如果神能托出我，让我顺利

的手术和康复，也许我还能赶上今年的短宣。”

在我走进第一场手术的手术室前，我的主治医师

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说我第一次活检的样本，

他拿到了。癌细胞侵蚀的深度不到 1毫米。现今，

没有临床数据证明，切除淋巴对于癌细胞侵蚀的

深度小于 3毫米是有利。所以很有可能我不需要

做第二次手术。当然他会等手术后的活检结果做

最后决定。 第一场手术很成功。活检结果也没

有发现任何癌细胞，所以我的第二次手术就取消

了。知道这个消息后，我很兴奋地报名参加了短

宣队。这不正如《我愿为你去》中唱到的吗？神

圣的火，熬炼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

遭害，因为神与我同在；神圣的爱，融化我，他

的杖和竿，都在安慰我！神圣的使命，占有我。

经历神，让我更有了信心。但信心只能因着行为

才得成全。所以我要走出去，让神来用我，让我

去见证神的荣耀。 

在短宣的过程中，我们的确遇到了很多，不能说

是困难，但的确事先没有预计到的事情。我负责

每天的崇拜服事，一直以来我熟悉的都是中文歌

曲，所以在营会开始前我按照李牧师决定的每天

信息，选择了符合信息内容的中文敬拜歌曲。可

就在营会开始前一天，参会的于师母电话我说这

个营会是英语营，所有敬拜歌曲必须是英文。当

时我已经在中国，无法从 YouTube 上下载英文歌

曲的视频。由于时差关系，找美国的弟兄姊妹帮

忙也不赶趟了。就一天时间，我借助中国有限的

网络资源，找到了一些英文歌曲和配舞。万万没

想到，等到了营会，却遇到了停电。本来临时学

英文歌曲就是个挑战，如今要清唱，可以说雪上

加霜。当然时间已经不容我多想，我和另两个兄

弟姊妹每天晚上学习歌曲和舞蹈，第二天现学现

用。把我们最美好的愿望放在每天的祷告中。正

如约伯记 22：28 中说到“你定意要做何事，必

然给你成就；亮光也必照耀你的路”。是的，神

圣的灵，引领我。我们做了自己的功课，把结果

交托给神。神就按他的意念来成就它。我们选的

歌曲和舞蹈，营员们很喜欢，他们渴慕和敬拜神

的心让他们能够包容一切的不完美，虽然我们唱

着蹩脚的英文，动作也看似不是那么协调，但那

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因为神，在这里欢喜

跳跃！ 

在随后的几天营会中，我的感动也是无处不在。

与其说我是老师来传说神的话语，不如说我是个

学员，我在跟这些营员的相处中被他们感动，我

的生命也在营会得以更新。举个例说。有一天， 

我在楼梯上遇到两个小女孩， 我就闲聊问她们

多大了。她们回答说高三了。中国孩子学习繁重，

那高三学生更不用说。我就问她们是不是很多功

课，对高考怕不怕。一个女孩不加思索的回答我

说“不怕，有神！”这一句看似很普通的回答让

我震惊了。这是何等的信心啊。主说：你们若有

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颗桑树说-你要拔

起根来，栽在海里，它也必听从你们 【路加福

音 17：6】。另一个让我很震撼的是营会的祷告

团 -由各个教会选送的传道人组成，每天凌晨 3

点他们就为营会，营员，和老师们祷告。除此之

外，祷告团还参加每天的见证，带领营员们祷告。

他们的祷告没有华丽的词藻，但却句句能让你的

心动。同一句话，进入不同人的心，会激起不同

的涟漪，但结果都是一样的，让营员们感同身受

到又真又活的神。写到这，我不得不感叹我词汇

的贫乏，我承认我真的无法贴切的描述当时的环

境，也无法准确的表达我听到他们祷告的心情。

每个参会的人都感动流泪，就在那一刻，他们的

情感得到释放， 他们与神的关系得到了升华。 

真的，只有在我真正经历了我曾经以为的神话， 

我才能感受他的奇异伟大；所以如果你也有过的

疑惑，就请我们一起来为此祷告，让神来带领；

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使命感， 去传扬神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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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事中的“我” 

吴冀川 

感谢神的保守带领，让我在这片土地上认识了主

耶稣，祂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付上生命代价，赦

免我的罪，使我成为神的儿女。怀着感恩回报的

心，在受洗后参加到一些服事中，渐渐担任团

契、教会同工，在服事中经历了内里的“我”的

挣扎。 

在担任团契负责同工的过程中，当看到来团契的

人数增加，虽口头上感谢神的带领，内心却会有

一丝骄傲的喜悦。当经历人数减少，不自觉与其

它团契比较时，又会觉得失望。一次一位老传道

人分享了一个姐妹服事的经历。这位姐妹服侍并

主管一家孤儿院许多年，后来这家孤儿院被主内

其它机构接收，姐妹内心不平，与这家机构多次

争论想收回管理权。老传道提醒这位姐妹，孤儿

院的主人是主耶稣，一切都有主的安排。虽然管

理孤儿院多年，有感情，但我们并不是主人，我

们是受主托负来服侍这些孩子的，切不可把所承

担的事工做成自己的。 

这个分享让我醒悟，过去在服事中一直用自己的

力量来做，过于看重果效，把服事的对象（团

契、事工）当成衡量自己能力的标准。看似在为

主做工，实际上服事的目标、荣耀的对象、满足

的对象是里面的“我”，看重来自人的称赞。因

此，事工做的“好”，会引起自己沾沾自喜，事

工做的不满意或有人提出意见和建议，就觉得没

有面子。这样的“我”在服事，甚至会成为其他

弟兄姐妹成长路上的拦阻。老传道人的分享提醒

我，我们在神的事工上有份，都是蒙神的恩典，

我们只是神手中的器皿，应该尽心、尽性、尽

意、尽力去做好主托付的事工，一切荣耀归与

主。 

显大的“我”。服事一段时间后，特别是在做了

一些事工后，会觉得自己比别人能看到更多的问

题，并希望自己的意见被认同。同时，在心里面

会对其他肢体的服事产生论断：如“灵里软

弱”、“生命不成熟”等。其实潜在心里的是觉

得自己比他人好。回想自己过去在服事中对一些

事工坚持自己提出的意见，现在看来并不合宜，

但那些“老”同工们，对我却是接纳宽容、耐心

等待，没有论断责备，也没有坚持让我接受他们

的意见。感恩服事中有他们同工，成为我生命成

长的帮助和榜样。 

“主若愿意”。这句话引起我注意是在阅读一个

分享时。分享中提到这是一句许多属灵的弟兄姐

妹在计划一些事工后常会说的一句话。他们愿意

将事情安排的主权交给神。回想自己在服事中，

常常先做计划安排，然后祷告求主成就这些计

划。实际上常是按自己的意愿、凭自己的知识、

能力去做神的事工，没有将主权交在神的手里，

缺少顺从主的安排及寻求主的旨意。这句话提醒

我要常在祷告中寻求神的心意，学习等待的工

课。服事不单单是为了做事情，而是要做在主的

心意上，与主同工。 

服事过程中，“老我”会在不同方面、不知不觉

中影响我们，挡在我们与神之间。上面分享的仅

仅是小小的一部分，求圣灵光照我们内心，常常

警醒，不让“老我”辖制。 

主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

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

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约翰福音 

15:1-2  

神借着我们的服事，修剪我们，不断剥去我们的

“老我”，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享受那丰盛

的生命，成为合主使用的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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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会了 

涂汉明 

好久没有做过命题考试，今年夏天，我参加了一

次中文教师的培训和资质考试，其中一项是作

文，题目是“我学会了”。如果是以前，我可能

会立即朝着我学会了那一门技术，那一项技能方

面去想，去发挥。作为基督徒的我，我该如何回

答呢？我想了片刻，写下了如下几段： 

自从我学习圣经，参加教会的查经班，我成为了

一名基督徒，我学会了如何在生活中认识自己，

在生命中认识耶稣，学习祷告，成为信靠順服主

的人。 

我学会了赞美生活中的每一天。上帝创造了世上

万物，给了我们阳光和雨露，让我们享受生活中

的每一天。上帝是值得我们赞美的。 

我学会了感恩生活中的每一个人。上帝以耶稣基

督的形象来到世上，以祂的大爱为我们受死在十

字架上，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榜样，也成为我们生

命中的救主。耶稣说，你们应该爱人如己。只要

有了这种爱，就会对自己周围的人，不论是妻

子，儿女，还是邻舍，都会有一种感恩的心。 

我学会了认清自我。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之人。

我的罪不光是来自亚当，夏娃先祖偷吃禁果的原

罪，更多的是在生活中对妻子没有耐心，对儿女

过于期待，期待她（他）们给我长脸。好面子和

骄傲也是一种罪。圣经说，亏了神的荣耀就是一

种罪。只有完全认识到自己的罪，才能成为一个

蒙恩的人。 

我学会了祷告，为自己也为他人。当我们得救成

为一个基督徒时，圣灵就会在我们心中内住，成

为我们与神交通的管道。圣灵也会在我们祷告

时，让我们感受到神的真实存在和对圣经中神的

话语的更进一步的理解。祷告也是基督徒每天生

命中的灵修，不仅让我们在生活中赞美和感恩每

一天，也在生命中认识和感知神的真实存在。 

我学会了认识这个世界和神的国度。这个现实的

世界虽然充满了各种罪恶和罪人，但神爱世人，

将祂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

上，是为了挽救每一个人。耶稣是无罪的，却在

十字架上，为了洗清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十字架彰显了神的公义和慈爱。祂第三天从死里

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神上帝的右边，成为了我

们永生的盼望。神的国度不仅存在天上，也存在

每个人的心中。当我认清了这个道理，我不再为

每日的困境而烦恼，也不再为明天的不确定而忧

愁，也不再为死亡而害怕。 

神啊，你是万物的创造者，也是人类的拯救者。

当我们学会认识你，归向你时，你就彰显你天父

般的慈爱，将万人归于你的名下，让我们成为你

的儿女，让每一个相信你的，就得到拯救，成为

神国度的一员。让我能爱主爱人如同你爱我们一

样。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之名，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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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教会的事奉 

陈菊娣 

自从李绍沅牧师来到我们教会后，我总觉

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来支持他们夫妇的事工，因

为李牧师原来所事奉的三一教会也是我们家原来

住在费城西郊时的母会。那时三一教会刚刚由三

个位于费城西郊的中国教会合并起来，由于我家

原来所属 Broomall的主道教会和位于 Paoli的

教会当初没有驻堂牧师，而李牧师是当初位于

Conshohocken 教会的驻堂牧师，因此他也成了

由三个教会合并而成的三一教会的唯一的牧师。

由于合并后教会里人际事物繁杂，而且不久我家

又搬到了 NewJersey，只是每个周日驱车 50英

里去参加崇拜，作为普通会众的我没有多少机会

与牧师交流，但是李牧师夫妇温柔亲切的形象让

我每次去教会总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后来三

一教会又加聘了主任牧师周功和以及英文堂牧师

区俊生，李牧师身上的重担似乎减轻了点。 

由于三一教会当初只是借了

DelawareChristianSchool 作为崇拜地点，而三

个教会合在一起的资产又不足以建造一个位于高

坡的新教堂，所以每次为了建堂事工所召开的会

员大会总是充满各种不同的意见。运作几年的建

堂委员会最后的提案是采取附近一家美国教会的

模式，甚至聘请他们在建堂工程中所有的专业人

员，这样的话，我们的教堂将花费几百甚至上千

万，每个家庭将面临为期十年的巨额奉献。我还

记得自己凭借创立设计公司的经验，曾经在会员

大会上激烈地反对他们的提案，甚至不惜得罪了

建堂委员会的几个主要成员。后来当建堂场地面

临 Zoning过期，需要重新画图申请之际，我向

他们推荐了自己和可能聘请的其他业余工程师，

这样会省掉很多设计费。虽然建堂委员会以利益

冲突等理由没有采纳我的建议，但是他们也根据

会众的反馈放弃了他们的提案。几年前三一教会

花费了大约当初预算的 1/4买下了一个现成的建

筑物作为崇拜场地，我家也在 CherryHill 找到

了现在的教会，并且在这一带安居乐业，积极事

奉。 

我们夫妇本来在社青团契，那是主要以年

轻单身者为主的一个团体，由于他们多半没有家

庭，所以最初我经常开放家庭，有时也跟他们一

起外出聚餐，远足，大家亲密无间，只是常常不

能按教会正常规定完成查经任务。后来夏宇明和

Betty夫妇加入以后，这个团契就变得正规多

了，我们也从他们夫妇身上学到不少带人查经，

领人归主的经验。后来在参与小留学生事工时，

我们就会严格定下查经日程，同时在其他空闲时

间带他们从事些娱乐活动，跟他们交朋友。老公

对小留学生事工非常投入，每周准备查经内容，

安排人员准备伙食，他给我的主要任务是每周给

他们煮几个好菜，结束时送几个人回家。他们看

起来嘻嘻哈哈，喜欢扎堆，好像跟我们这些大人

没什么好说的，可是有几回送他们到家门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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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却聊意未绝，继续坐在那里从爸爸妈妈，爷

爷奶奶，叔叔姑姑聊到美国的住家，学校，同

学，功课……我总是尽可能听他们聊下去，这些

离乡背井的少男少女有着令人难以想象的乡愁，

如果我牺牲一点时间，能让他们觉得温暖的话，

我相信这是让神喜悦的事。 

本文开头说到自己觉得应该做点什么来支

持李牧师夫妇的事工，这个想法在今年年初听说

一位在教会忠心事奉多年，德高望重的弟兄罹患

癌症时得以付诸实践，师母和我先生都是癌症幸

存者，他们当初都是靠着教会弟兄的迫切祷告和

亲切关怀而走出死荫的幽谷，作为家属的我也深

知抗癌是一家人一辈子的功课，推广健康的饮

食，维护良好的交流，保持充足的户外运动都是

防癌抗癌的必修功课，而建立一个互爱互助的群

体则起着督促指导作用，使得抗癌道路不再孤

单，充满乐趣，因此我俩就拉上几个医疗工作者

建立了一个癌友互助群。四月初的一个周日下午

在我家举行了第一次聚会，作为东道主的我当然

施展了自己好客善烹之长，提供了翠花排骨，腌

笃鲜等拿手好菜，其他参与者也不甘示弱，纷纷

在有眼的条件下带来他们的亮眼之作，譬如周功

耀夫妇的上等色拉，刘晓红的凉拌猪耳朵，还有

师母在就近超市买的西瓜卤味，一桌丰盛的晚餐

跃然餐面。大家围绕着癌症治疗这个话题，加上

幽默风趣的插科打诨，不知不觉的聊到月上西

楼，才惊觉不少人还要开车一个小时回家，明天

还要上班，这才依依不舍而去。 

第二天在微信群里继续聊，聊着聊着就把

群名给定下来了，本来叫“食疗话疗”，后来几

个没来参加聚餐的群友开始聊起哪天组织去打

Golf，远足等等，所以又加上“光疗”。随后的

几个月，这个“食疗话疗光疗”团契隔周聚会一

次，为了保证大家的健康以及不影响第二天的工

作，也决定每次早聚早散。我们在维护这个群体

亲密无间的同时，也注意吸收群体外的癌友，甚

至慕道友。譬如有次在 Gym碰到一位以前来过本

教会的姐妹，当她跟我聊到他们夫妇在美国教会

受到的冷落，以及在他先生罹患癌症后，他们那

种孤单无援的心情，我当即邀请她加入我们的聚

会，她现在常常来我们教会，虽然还在跟先生一

起跟癌症抗争，但是她的脸上有了笑容。最近碰

到的一位住在三一教会附近的客人，他跟我聊到

三一教会时的第一句话就是对于李牧师当初的离

开感到不解，他还深深感谢当年李牧师去他家探

望他生病的母亲。我很骄傲的告诉他，我们樱桃

山教会聘请了李牧师，会众对他们夫妇评价很

高。并且邀请他带他的父母来参加“食疗话疗光

疗”团契最近要在我家举办的聚会，在他欣然接

受邀请的时刻，我想起了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

八节：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

使你们得安息。这个团契虽然暂时还没有在教会

注册，但是我们向教会全体会众开放，也对所有

慕道友开放。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这个群体，一

起享受美食，一起畅谈分享，一起登山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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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Like You're Loved 

Philip Misthal 

Matthew 5:16 says, ”In the same way, let your light 

shine before others, that they may see your good 

deeds and glorify your Father in heaven. “In August 

of this year 13 members of our youth group not only 

had the opportunity to let their light shine but also to 

see Christian brothers and sisters shining their 

light.The group participated in Project Brother Love 

(PBL); a local mission in Philadelphia.  PBL brings 

the Chinese churches in the area together to serve 

as various ministries for a week. 

In total there were 83 participating youth and each 

was assigned to 1 of 9 smaller groups.  I served as 

a senior counselor for one of the groups and had the 

privilege of working with 2 of our teens as well as 4 

others from the other churches. One of the ministries 

we were assigned to is Chosen 300.  Brian Jenkins 

and his wife Shandai started Chosen 300 over 20 

years ago when sharing the Gospel with a homeless 

man who asked them for a “testament”; a copy of the 

New Testament.  

One of the many good works Brian does with his 

ministry is, as he phrased it “Serve the homeless”. 

Yes, he does provide meals, but unlike other 

organizations, the guests are served a 4 course 

dinner in a restaurant like environment. Equally as 

important as the meal, Brian and Shandai give the 

guests dignity.  On the day we were there we did 

help clean the dining area, set up the tables and 

prepare the dinner. We did get to speak with Brian 

and he talked about the difficulties he encounters 

regularly.  Through this we saw, as it says in 2 Thess 

3:13, a man who does not grow weary of doing good. 

Upon returning to the host church each group held a 

debriefing session where we talked about both the 

good and bad of the day.  When I and my co-

counselor asked if there was anything the group 

disliked the answer was unanimously no!  All of us 

were deeply touched by Brian’s dedication and 

passion to Chosen 300. 

Over the course of the week I spoke regularly with 

the youth from our church and many of them had 

been moved by one or more of the people they met 

or ministries they participated in.  Another positive 

was the bonding that occurred in each small group. 

This is attributable to a group of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working together for the advancement of 

His kingdom. 

Our church annually sponsors mission trips to China. 

These are a good and necessary way to reach the 

unsaved in China.  We can do more though!There 

are local mission fields that we should explore as a 

church. 

Jesus said “The poor will always be with you.”  The 

unsaved will also always be with us.   Let us look for 

opportunities to reach out to the unsaved in our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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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神 
--- 2017年中国短宣见证 

张刘芳 

-—人意不如上帝的旨意。把各样事件串连起来， 便可以看到神的引导实在非常奇妙。 

 主耶稣曾经吩咐我们“你们要去，使万民作

我的门徒 ，奉父、 子 、 圣灵的名给他们施

洗。”（太 28:19） 主耶稣也曾应许我们，

“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

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太

28:20）是的，神是信实的，当我们愿意遵守主

的命令时，每一天就能够经历到他真实的同在。 

回想起从二月初短宣预备工作开始到七月底为期

一周的中国南方短宣结束这半年期间神的奇妙带

领， 心里充满了无比的感恩和喜乐。  

为什么要远方短宣？ 

  和一些弟兄姊妹一样我过去对远方短宣曾

有过一些困惑：我们在本地的宣教还没有做得完

美， 为什么还要舍近求远地花这么多的时间，

精力和金钱去远方宣教？在短短的时间内我们如

何能卓有成效地在当地建立事工呢？ 当我们根

据自己的经验或者世人的智慧用金钱，时间和看

得见的果效， 即所谓的 “性能价格比”来评估

远方短宣的“效益”时，得出的结论很可能是负

面的。 但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二节是这

么说的:“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

變化。。 。”在神的国度里， 人的灵魂的价值

难道可以用这些属世的方法和途径来评估吗？我

们个人或许做不了什么事情，但是神却可以借着

我们的顺服行奇妙的大事。在这样经历神的过程

中，我们从而可以“明白神的善良，純全、可喜

悅的旨意。”感谢主! 神借着二月份宣教月中的

一次信息消除我对远方短宣的困惑。 

短宣培训 

 随着时间的推移，南方短宣团队在慢慢组成；

我在暑期为自己制定的计划也已经初步成型：大

女儿已经是高中生，可以参加教会英文敬拜部为

大孩子们组织的费城本地短宣， 甚至是整个教

会组织的南方短宣，但是我家老二还小， 我必

须留在家里照顾她。另一个考虑是暑期回中国机

票费用昂贵， 负担大女儿一个人的中国短宣费

用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回想两年前因为我决定

参加中国南方短宣， 结果是全家最后一起同行。

那次的中国之行费用真不是一个小数目。于是心

里拿定主意， 把大女儿委托给短宣队的弟兄姊

妹， 自己还是留在家里照顾小女儿。 

 虽然我自已计划不参加这次中国短宣之行， 

但是心里还是有负担要帮助培训短宣队的年轻人， 

并且愿意成为短宣的代祷者。在帮助年轻人准备

的过程中，我亲眼看到了神是那位信实的供应者。

短宣队渐渐从五月初的三个人增长到了六月中旬

的七个人，英语夏令营从小学班到高中班以及大

学生的五个班级也都有了相应的老师和助手。在

帮助团队队员准备教学方案和敬拜方案的过程中

我也充满了与神同工的喜乐。 

信仰的危机－回应神的呼召 

 在为短宣的代祷中我也常常清楚地听到神的

责备：你为什么顾虑时间，顾虑金钱，顾虑孩子，

持守自已的计划， 却不能来完全地信靠我，完

全地顺服我的呼召呢？ 你如何能够忘记在两年

前的短宣中经历神同在的美好呢？我又想起了今

年二月初宣教士郑龙飞牧师在在我们教会分享他

在中国的事工中曾挑战国内的兄弟姐妹，如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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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一年中能有积蓄有时间去远方度假， 那么为

什么不求神帮助他们有一颗顺服的心，愿意奉献

时间或金钱去远方短宣呢？ 当时郑牧师的分享

曾让我非常感动… 现在面对着神的责备， 我试

图寻找各样的借口；在一次次和神的较力中，我

试图逃避神的责备， 消灭圣灵的感动； 但是喜

乐和平安消失无踪， 我的心里充满了忧愁和烦

恼。 我真的是无处可逃。最后只能向神投降， 

好吧，主！ 我愿意放下自己的一切顾虑和计划， 

完全顺服你的呼召。 

神温暖细致的爱 

    顺服下来的我，心里的忧愁一扫而光，

主的平安和喜乐， 不加夸张地说，真的像诗歌

中所唱的那样犹如江河滚滚而来。 当我开始购

买回国机票时， 惊喜地发现在暑期七月底八月

初的旅行旺季，直飞北京的往返机票竟然只有

$650! 我家弟兄也很愉快地同意留在家里照顾小

女儿，甚至还很有自我牺牲精神地劝我，既然回

国一趟在路上花这么多时间， 何不在短宣结束

后在国内多留几天玩一玩呢？面对着神的奇妙作

为， 我的心里只有充满了感谢和赞美。 

神的供应 

     英文夏令营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早晨的英

文诗歌敬拜。因为夏令营的主要任务是教授学生

英文，我们没有机会直接给学生们讲解圣经。 

我祷告求神赐给夏令营合适的英文敬拜诗歌，节

奏要简单，动作要易学，最重要的是歌词内容要

丰富，因为歌词是敬拜的载体，以神为中心， 

述说神的作为的诗歌使唱的人可以在真道上受教。

有一天在家庭团契时我听到了一位姊妹带领的一

首诗歌“ 我们的神“， 这首诗歌把整本圣经从

旧约神的创造和人的堕落，神拣选带领以色列人

的奇妙作为到新约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

救恩完整的讲述了一遍。 诗歌的节奏和动作也

清晰明快。 听完一遍，我心里马上清楚地知道： 

这就是神要我们带给营会的诗歌！ 

  对于我们的教学材料， 神也有自己丰富的

供应。有一天一位姊妹走过来对我说， 听说你

要去短宣， 我这里有一份多余的“God of 

Wonders”的 DVD， 你拿去或许有用；在准备营

会资料的过程中， 我家弟兄也提供了很大的技

术支持。需要中文字幕的英文电影， 弟兄会帮

我搜寻到中文字幕文件然后添加到电影文档中； 

难以下载的 YouTube 视频， 弟兄也很高兴地帮

我想办法解决问题；很久以前的一部纪录片 

“ Case for Christ” by Lee Strobel 也被再

一次挖掘了出来。 

  七月底我们团队七人怀着感恩的心， 带着

神满满的爱，来到了南方夏令营。最让人兴奋的

是， 神垂听了我们为营会学生报名人数的祷告，

今年夏令营的报名时间虽然比往年晚了近三周， 

但是今年报名的学生比往年都多，竟然接近 90

人！ 

神的奇妙带领 

  短短五天的英语夏令营充满了神的同在和

恩典。 周一清晨我们灵修的经文是加拉太書 

5:13-18. 神给我们的带领是，今天无论发生什

么事情， 你们要顺从圣灵的带领， 团队队员之

间和当地同工之间要以爱心互相鼓励，互相扶持，

互相帮助。果然第一天遇到了完全出乎以意料之

外的投影技术上的挑战。 虽然我们无法用唱诗

的方式去敬拜，但是神让我们提前预备了中英文

歌词的 PPT文件和诵读诗歌歌词的方式来敬拜；

我们怀着感恩和喜乐的心面对所有的突发事件，

调换教室， 调换计算机， 调整投影仪， 最终

一切问题都顺利得以解决。 神的恩典够我们用

的。更让我们感恩的是在短短一天中我们的两位

年轻团员已经和当地的孩子混熟， 打成一片了。 

  在以后几天的敬拜中英文诗歌“我们的神

“受到了学生们，特别是四至九年级的孩子们的

喜爱。每次看到他们又蹦又跳认真投入享受诗歌

敬拜的时候心里就充满了感恩。 “God of 

Wonders”的 DVD 片段也倍受学生们的欢迎，他

们争着与同学们分享自己最喜欢的自然界中的

“奇迹”。“Case for Christ” 纪录片也受到

了开始运用理性思考的高中学生的欢迎。 

 虽然在这个英文夏令营中我们的主要任务是

教授学生们英文， 但是我们求神为我们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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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清晨的敬拜，让我们也有更多的机会和学生

们探讨我们的信仰。神听了我们的祷告，真的就

为我们开路。有的学生主动向老师询问关于基督

信仰的问题。在班里的学生调皮打架时，经过他

们的同意， 我也连续两天有为同一个孩子开口

祷告的机会。借着祷告在营会的后三天那个孩子

变得很有自控，学生们也都看到了那个孩子喜人

的变化。 

  每一天都看到神的奇妙作为。 在夏令营的

第二天当地同工出于谨慎，决定取消营会传统的

集体汇报表演。我们知道这样一个决定会让好多

参加过往届夏令营的学生失望。但是我们仍旧安

静在神的面前， 等候他自己的带领。各位老师

继续按照原来的计划在自己班里排练节目。 周

三中午当地同工宣布有新的计划！今年的夏令营

不仅会像以往三届一样有一个集体表演， 而且

比往年更让人兴奋的是，今年的集体表演将从户

外活动的前一天推迟到户外活动结束后的最后一

个下午， 场地也从教会转移到一个饭店的大舞

台上。 这样所有的营会参与者在最后的英文诗

歌敬拜，福音短剧和圣经故事的表演中圆满结束

了整个夏令营。 我们当专心仰望神！ 他的奇妙

安排超过了我们的所求所想。我们的心里充满了

感恩。 

同享收割庄稼的喜悦 

 夏令营结束后，我和两位年轻人乘坐夜间火

车返回北京。看着那位和我们同住一个卧铺车厢

的年轻女士， 我问主， 主若许可，今晚请给我

机会向她传讲福音。于是询问年轻女士是否有什

么信仰；如果没有， 是否愿意听我分享作为一

名基督徒的信仰。 那位女士欣然答应。在以后

的分享中， 我几乎不需要思考应该讲什么， 而

是简单地顺着她向我提出的一些很重要也很关键

的问题的思路， 直接以回答问题的方式和她分

享。分享结束后那位女士又欣然愿意祷告接受主

耶稣的救恩。整个传福音的过程畅通无阻，奇妙

异常。 福音的种子在圣灵浇灌的好土中自自然

然地就生根发芽了。 谢谢主借我做这样的美事， 

使我可以和庄稼主一同享受收割的喜悦！两位年

轻人也亲眼目睹神如此奇妙的作为，心里充满了

对神的敬畏和感恩。 

荣耀归给神 

   感谢神在过去半年中对我和团队弟兄姊妹

们的预备，带领和丰富供应。 我们虽然软弱， 

可是“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

足足地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弗3：

20）。”神愿意使用一个平凡软弱的人。 人人

便知道只有神才可能成就一切，神也因此得着最

大的荣耀（林前 1：26－31）。 你愿意更多地

经历神吗？ 倘若你正踌躇着自己应不应该去短

宣 ， 请你迈开信心的一步，放下自已的计划和

担忧， 以信心和行动去回应神的呼召，加入与

神同工的行列， 你必能享受他丰富的恩典和经

历他大能的同在。



25 

2017 北方短宣回顾 

傅颉 

宣教是主给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主耶稣

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

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

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

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

了。”（马太福音 28:18-20 ）。这条大使命是

每个基督徒都晓得的，也是必须要遵守的。 

本来去年主就感动我愿意参加短宣，只是

因自己的信心不足，最后的时刻放弃了。于是这

亏欠主的心一直在我里面催促我，使我无论如何

也要参加今年的短宣。尽管报了名也买了机票，

可是我心里却一直有顾虑，因为我们的短宣是面

向青少年的英语夏令营，我的英文不好，也没有

服事青少年的恩赐，我真的不清楚自己去了能做

什么？为此我不住地求神：“主啊，我知道我不

能做什么，但我愿意顺服，求你带领我去看你要

我看的、去听你要我听的、去经历你让我经历

的”。神真是信实的，衪应允了我的祈求，让我

在这次宣教中看到了我过去没看到的，听我过去

没听到的，经历我没经历过的。 

一、行 

虽然这次是机票紧张的暑期回国，但我乘

飞机的经历，却从来没有像这次这么舒服，我个

头大，最不喜欢坐在座位中间被挤，所以每次选

座位时我都会要靠走道的座位，这次也一样，而

且不仅如此，这次我是两个一排的座位就我一个

人坐，三个一排的座位只有两个人，一排座位中

总有一个座位是空的，神让我这样舒舒服服地飞

到北京。在北京负责接待我们的弟兄后来见证

说：“你们真是神所差派的，为了接你们我特意

换了台大一点的车，但是这车一开始怎么也启动

不了，直到我祷告神才能开动，而且当你们上车

后，车上的空调才开始正常工作，这车好像只为

你们工作。”。经上记着说：“报福音、传喜信

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罗 10：

15），看来这话是真实的。 

二、看 

我去宣教一个目的就是想要看当地教会和

同工是如何预备和服事这次营会的。这次共有当

地十多间教会的六十多位青少年参加（由于营会

场地住宿条件的限制，只能接待这么多人），并

且这些孩子们都是经过特别审查的，他们大部分

是传道人的子女，基本上都是基督徒。参与服事

的当地同工共有三十位，他们与孩子们一同住在

营会。这些同工分为两个团队，一是祷告团，共

有八位姐妹，她们的责任就是祷告，她们每日早

上三点钟开始晨更，为营会祷告守望，为每一位

孩子祷告，为讲员和参与服事的同工祷告，因为

她们清楚每当我们传讲神的道引人归正的时侯，

魔鬼就会出来搅扰，在灵界就会有争战。她们同

时也负责带领孩子们每日的晨祷和分享讨论，并

关心孩子们灵里的需要。真是兵马未动，粮草先

行。另一个团队是后勤部，由二十多位弟兄姐妹

组成。他们负责孩子们的起居，一日三餐以及交

通和采购。每当我们吃完一餐后，他们就开始忙

碌下一餐，几乎不停地工作，他们做出的饭菜不

但丰富且可口，并且饭食和水果都满足每一个人

的需要。 

我另一个看的目的是想看看当地教会和宣

教工场，这一点神也满足我的愿望。当地教会的

牧师带我离开营会，参加他们在教会里的团契聚

会和在居民区里的分区团契聚会以及主日早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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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祷。当地教会就设立在临街的门市房里，开门

就是大街，门市房能容纳一百二十人，他们就在

这样的环境中公开敬拜、唱诗、祷告、赞美神！

而且当地警方都知道他们是好人，就不来干扰他

们的聚会。当地牧师又带我去他们设在居民区里

的一个团契聚会点，这个聚会点在市郊，主要居

民是工人、附近林场垦区的退休或下岗职工，都

是比较贫困的居民。一进小区我就看到一大群人

坐在树荫下打麻将，而且在附近有好几位一瘸一

拐的残疾人在做恢复活动。我问当地牧师：“为

什么会这样？”，他告诉我：“他们不是提前退

休，就是下岗的，并且终日无所事事，只有靠打

麻将来消磨时间，他们的结局就像旁边那一瘸一

拐的残疾人那样，都会成为中风、脑溢血等心血

管疾病的患者，那一瘸一拐的还是比较轻的，重

的就瘫痪在床或一命呜呼。”，听他这么一说我

心里就为他们忧愁起来，说话间我们进入了一栋

楼，一出电梯就听见唱诗的声音，当时我的心情

顿时豁然开朗，感谢神！因为神让我明白，那些

人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信耶稣！ 

后来我又有机会参加当地教会主日早上七

点到八点钟的晨祷，在一间只有我们图书馆一半

大的房间内，密密麻麻地跪满了二十多位弟兄姐

妹。他们或是同声祷告，或是齐声唱诗赞美神，

当时圣灵的同在感非常真实，而且能感受到他们

里面都被圣灵所充满，那情景着实让我羡慕。 

三、听 

我喜欢听他们唱诗，他们唱的诗有些与我

们相同，有些也不同。他们唱诗时多数是没有伴

奏的，就是清唱，也不用歌本，完全都背下来。

他们唱诗非常投入，且声音洪亮，一遍一遍地

唱。尤其是副歌，虽是不断的重复，却不是机械

的重复，唱得那么优美，能把人对神的感谢赞美

都唱出来了，人的心也都向神敞开，这样唱完

诗，人们的心也就预备好了，当神的话一打开，

就能马上光照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得喂养。 

我也喜欢听他们祷告，我感觉他们的祷告

很有力，很震撼。这次的亲身体验使我明白了主

耶稣说过的话：“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

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词迫切地直求，就必起来照

他所需用的给他。”（路 11：8）。他们这样祷

告是因为他们的情词迫切，是因为他们在受逼迫

中，况且他们真的也有需要，所以怎样祷告求主

也不为过，也正是他们这样迫切的祷告，就常常

蒙主应允。我觉得若是我们处于他们的境况下，

或许我们也会像他们那样祷告祈求。 

四、经历 

我很感恩这次能经历到神借我们的服事，

来成就祂的工作。营会的第二天，由于前天晚上

刮风下雨，造成营会停电。没有电对我们来说，

很多事情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特别是带领孩

子们唱诗。唐姐妹和 Grace姐妹在没有音乐伴奏

的情况下，只好清唱，一节一节、一句一句的教

孩子们唱诗，虽然这要比通常要多花些时间和力

气，但却没有影响孩子们的学习兴趣，他们反而

更加投入，就这样慢慢地把孩子们的心声都唱出

来，他们心也都敞开了！随后的见证分享效果就

很好，在当地同工祷告的时候，孩子们都哭了！

因为他们是传道人的孩子，他们的父母把一切都

奉献给了神，他们的父母没有时间陪伴他们，没

有时间来关心他们，更没有能力来满足他们的正

常需求。孩子们都知道他们父母为神做工是对

的，但他们还是孩子，他们需要父母的关心，需

要父母亲的爱，他们也想要别人的孩子都有的东

西，他们心里难免有委屈、抱怨、甚至是苦毒。

但这一切主耶稣都知道，主把他们招到营会来，

就是让他们能来到主耶稣面前，把他们的委屈、

他们的苦毒、他们的重担都卸给耶稣，耶稣也要

告诉他们，就算没有人爱他们，耶稣依然爱他

们！当同工们祷告完以后，我真能感受到孩子们

的心里得到完全地释放。后来我走过去与当地同

工们拥抱，她们都流着泪说：“这是耶稣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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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加当地教会祷告小组团契聚会时，我

向她们介绍了我个人的情况，我的经历以及我与

主的关系等等，她们也问些其他问题，我也都坦

诚的回答她们。当时有一位姐妹突然问我关于奉

献的事，我知道奉献对每个基督徒来说是个深层

次的问题，甚至可以说一个基督徒在奉献的事上

做对了，他和主的关系也就对了。于是我将我对

奉献的理解和自己奉献的情况如实向她们讲述，

就这样这位姐妹也向大家讲述了她的情况，而且

不只她本人，在场的每一个人到都讲述了自己奉

献的情况，也有的见证经历神的信实。当地教会

是姊妹占大多数，教会里 80%以上的会众都是姐

妹（国内教会都是这样），可是她们的弟兄多数

不信主，几乎都反对她们奉献，有的为此与她们

争吵，有的为此打骂她们，有的甚至威胁她们若

再奉献就要杀了她们。因此她们在奉献的事上就

很纠结，她们是明白主的命令，却不知道如何行

才好？这位姐妹就是这样的情况，我就给她们讲

了主的教导和我们在北美的做法，后来我突然意

识到了，若是按我们的做法，她们教会就会没有

了奉献，教会的事工就没法进行。就在我在这两

难之间，她们的牧师发言了，他详细地给她们讲

解主耶稣的教导，以及奉献上如何遵守神的命令

和处理好夫妻之间关系的方法，这样一来姐妹们

心里的纠结就解开了。后来我私下对当地牧师

说，“抱歉了，我在奉献上的解释给你添麻烦

了”，他却说：“感谢神！是神做的，神借着你

让她们把她们心里的纠结说出来，其实这纠结在

她们心里已经很久了，只是她们不愿跟我说，我

也就不能帮助她们。”。 

就在我们说话间，他女儿走过来，他对我

说：“感谢神，我女儿都十一岁了，却没生过大

病，连医院也没住过。”，我就问他：“是不是

传道人的孩子不能病？因为你们常给人祷告医

病，你们孩子若生病住院，是不是让人笑

话？”，他回答说：“不是，是因为我们出不起

那万八千块住院费。”。是啊！国内的传道人都

很清贫，他们没有医疗保险，他们的一切需要都

是仰望主的供给，而且他们为主摆上自己的一

切。我注意到他开的是五菱微型面包车，新车市

场价才人民币四、五万元，他的车是最低档的配

置，是没有方向助力的手动挡车，这样的车开起

来是很吃力的，若是技术不好的人，光是一个平

行趴车就要累得满头大汗，并且这车还是教会的

一位弟兄资助了大部分的车款才能买下来的。我

又问他：“你一周能休息几天？”，他告诉我：

“我们是五加二，白加黑。”，我只好说：“你

要多保重！”，他笑笑说：“没事，主会看顾我

们的！”。 

结束的话 

记得当地牧师一次问李牧师时说：“我可

不可以带傅弟兄离开营会去参加我们的团契聚会

呢？”，李牧师回答他：“你是在为我们造就门

徒，有什么不可以呢？”。这次短宣让我知道了

一件事，就是我们去宣教，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

么，也不是因为我们可以帮助当地教会什么，乃

是因为神在正在那里行大事，做复兴的工作，我

们去可以经历祂的真实，经历祂的大能，好让我

们的生命得以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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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靠順服，主必同行 

涂汉明 

是否参加短宣每次在我心中是一番挣扎。今年的

也不例外。当教会的一个弟兄给我打电话，告诉

我南方的短宣队还需要人，我说，我看看。心里

想着，如果我能说服我家小孩与我同去，我可能

去。但女儿和儿子假期都自己安排得满满的，一

个是今年就要上大学，一个是明年上大学，不愿

意在夏天回中国，因此，我基本上决定不去。当

我得知教会有两个青少年要去参加今年的南方短

宣队，父母不可能同去，我的心中有些不安和负

担；尤其是在我每天祷告时，心中的不平静更有

所增加。终于，在教会又一名同工的要求下，我

答应参加了。几周后，一位青少年的母亲可以参

加了，我又有些犹豫了：我还有去的必要吗？当

我想着放弃，我的心中却没有平安；在我的祷告

中，圣灵似乎鼓励我试试看。我试着在网上查找

便宜的机票，直到我在网上买到我心中便宜的机

票我才定下心来，决定参加这次短宣。 

南方短宣队是参加当地教会组织的英文夏令营。

短宣的准备工作不仅包括听上届人员介绍情况，

对营地的了解，授课内容的准备，也包括祷告，

鼓励，和信心的准备。如果不是信靠圣灵在我心

中给我的鼓励，如果我放弃参加这次短宣，不仅

会给南方队造成极大困难，也不会让我经历神与

我和整个短宣队的同在。就在还有两周就要出发

了，我们有两个队员得知去中国的签证给拒签

了。我们又不得重新调整每个人负责的班级和授

课的内容。感谢张刘芳姐妹做的授课内容的准

备，让我对要教课内容的担心完全没有了。在七

月十二日周三晚上祷告会中，李牧师用马太福音

第 10章的信息给我们以鼓励，装备和差派。他

把第十章的信息归纳为如下几点： 

第 8节：彰显神国的大能 

第 9-10节：信靠神的供应 

第 11-15 节：带着神的平安而去 

第 16-31 节：信靠神的保守 

第 32-39 节：委身于基督 

第 40-42 节：记住，是基督差遣你前去！ 

让我感到我们的神是有大能，有供应，有平安，

有保守的神；只要信靠顺服，祂就与我们同行。 

我们负责的夏令营是七月二十三到二十八日。我

们团队七人怀着感恩的心，前前后后地开赴我们

的夏令营地。七月份正直国内最热的时候，我们

要去的城市也是国内有名的火炉城市之一。虽然

在回家探望我母亲途中，经历多种意想不到的事

情，但我在去夏令营旅途还是一帆风顺的。夏令

营的主管牧师，对我们的接待是出乎意外地好，

同工们对我们的照顾也很周全。虽然第一天我们

经历了预料之外的技术困难，我们依着来自神的

信心，灵活地对待当时的情况，我们顺利的完成

了早晨的敬拜和随后的英文教学。我们每天早上

一起晨祷，一起鼓励。我和另外一个姐妹负责

2～3年级的学生。这个年纪的学生有非常强的

好奇心，会提出很多问题；但她们／他们英文程

度差别很大，给我们教学英文带来一定的难度。

稍微难一点的单词或学习稍微快一点，容易让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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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程度差一点的学生失去兴趣；太容易或重复过

多，会让程度高的学生感到无聊。我们就试着变

换节奏，调整内容，增加手工，让每个学生都可

以参加。 

我们教学的内容是英文，所学的单词包括人体的

部位，颜色，蔬菜，水果和动物。虽然我们是以

教英文为主，我们不能直接教圣经内容，但当我

们问到谁创造了天上美丽的彩虹，地上多样的食

物，以及我们精美的身体，绝大多数学生的回答

是上帝；当我们问到谁相信上帝的真实存在时，

大多数的同学举起了手。我当时心里涌起一股对

当地教会的敬意和神恩典的感谢，是他们让我见

证到神在这些小孩身上的作为，增强了我的信

心。五天的时间过得很快，虽然有夏天的炎热，

环境的变动，心情的起伏，但神让我看到了圣灵

的果实 --  当地教会的信（信实、温柔、节

制），望（忍耐、恩慈、良善），爱（仁爱、喜

乐、和平）【加 5:22】。 

其他同工对这次短宣中神给我们每天的供应，照

顾和同在有较详细的介绍，我这里想用生命聖詩

第 287 首来抒发我对这次短宣的感想：  

在主真道光中，我與救主同行，何等榮耀

照亮我路程， 

只要遵主旨意，主肯與我同行，信靠順

服，主必肯同行。 

沒有黑影遮蔽，也無雲霧迷漫，因主笑容使雲霧

消散； 

沒有疑惑畏懼，沒有眼淚憂慮，信靠順

服，憂懼自消除。 

除非我將一切奉獻救主腳前，主豐滿慈愛才能體

驗； 

因主一切恩惠，一切喜樂榮美，乃為信靠順服者

預備。 

我願在主腳前，享主團契甘甜，行走天路常在主

身邊； 

主吩咐即聽命，主差遣就遵行，信靠順服必永無

憂驚。 

副歌：信靠順服，此外不能蒙福， 

若要得主裏喜樂，只要信靠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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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宣教之经历 

方家義 

去北方时与傅颉同行。在飞机上就关节痛。下了

飞机，气温与弟兄的热情一样高，曾弟兄车有故

障还来接机，并安排了住宿，一路上还分享了他

妻子生病，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接纳与关爱。第二

天一早又买了早点，送我们去了火车站。 

乘高铁到了目的地，当地的同工也十分热。从车

站接我们去了宾馆，安顿好，晚上还去了当地很

好的餐厅，享用了包括大棒骨，蘑菇菜的当地美

味。然后我们去中央大街走了走，那里是步行街，

游人如织，我们品尝了泰戈尔冰棒，面包，欣赏

了俄罗斯人的弹唱表演。 

当天还听说同工被人“盯”上，为了防止影响整

个营会的进行，有二人不能来了。营会整个的计

划受到影响。还好，因为神的恩典，我们调整了

计划。时间安排还是很好。孩子们也没有觉得没

有事做。 

每天早晨，牧师会带领半小时灵修祷告，神的同

在特别明显。然后吃早餐，诗歌敬拜，信息，见

证，问题分享，游戏，午餐，学唱英文歌等等。 

第一天在忙碌中井然有序地完成了。 

本地同工特别殷情，有人做接力祷告。有十几个

人在厨房也是从早忙到晚。每天早中晚餐的饭菜

特别香。居说去年短宣有许多人拉肚子，我是做

了拉肚的准备，感谢神这次没有集体拉肚事件。 

第二天因下雨，还停了电。我和唐瑛吃早饭时弄

脏了裤子。唐瑛借了一条特别华丽的裤子，我也

借了小李牧师的裤子，还好裤子都合身。 

虽然停了电，但是问题还是被克服了。营会仍旧

进行。孩子们跳舞跳得特别开心。在这事上可以

显出神极大的恩典。孩子们排练亚当与夏娃故事。

小李牧师带我去了当地的工商团契。后来，我们

几个人还去做理疗。 

第三天有电了，大家也习惯了营会的节奏,孩子

们继续排练亚当夏娃剧，他们英语还有东北腔。

孩子还排练了约拿的故事，特别有趣，各抒己见，

才华横溢。当天又去理疗，然后又去了波特满饭

店。而饭店里就象一座博物馆，室内装潢，桌椅，

雕塑，美轮美奂，完全是闹中取静的去处。我们

享用了鱼子酱，烤牛肉，烤羊肉，罗松汤，沙拉，

面包等等。 

于师母于周一患上感冒，身上无力且无法进食。

经过休息与理疗，她的身体渐渐好转。 

这真是属灵的争战了。我们的工作似乎困难重重。

但是靠着主耶稣的慈爱与大能，所有的困难都被

克服。大家都大大地感谢神。 

五天很快就过去。其中，最后一天是半天。敬拜

与信息后就是向同工答谢。每个同工都得到一条

毛巾。 

随后的两天，我们也参加了 Tee的服事和当地教

会的敬拜。当地的晨祷聚会非常热烈，与我们教

会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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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ing God through Mission Trip 

Anthea Zhang 

   I recently went on a mission trip to China to teach 
an English camp. This experience changed me and 
made me aware of many things I hadn’t realized 
before. Many trials and obstacles were put in my 
path, but through God, our mission team managed 
to be flexible and find alternative solutions. 

The first day, I was nervous because I had 
no idea what to expect, but I prayed with Eva before 
we went up to lead worship. When the sound 
wouldn’t work, I surprisingly didn’t panic and was 
able to stay calm. Luckily, one of our team members 
still had jet lag and had made slides translating the 
English lyrics of the worship songs into Chinese in 
the early hours of the morning. This incident 
demonstrated God’s omniscience to me because He 
knows all and provided a solution before the problem 
even arose. Throughout that week, for every 
problem we encountered, there was always a 
solution. The first day, it turned out that there were 
too many elementary schoolers so my class had to 
switch room with them in the afternoon. The new 
room turned out to be a hot stuffy hotel room with no 
place for a projector. When I turned my head for a 
second, two kids had started fighting over a chair. 
Thankfully, my mom, who was teaching with me, 
was able to stop the fight soon enough before any 
serious harms were done. This experience made me 
realize how silly it was when I fought with my sister 
over small things like a chair or food. I started to see 
that God was using the kids I was teaching to help 
change me. A few kids siting in the back like to talk 
among themselves and don’t pay attention to the 
lessons. This also gave me more insight to how my 
mom felt when it took multiple times of her saying 
something to get me to do something. I finally 
understood the level of frustration my mom felt when 
I disobeyed her. 

In the middle of the week, after an especially 
tiring day, I went out to get ice cream with Eva and 
two other local co-workers. When we were ordering, 
a young man with two kids came up to us and asked 

us if we were from America. When we answered the 
affirmative, he asked us if we were Christians. He 
told us that he was also a Christian, and as he left 
he said, “Jesus loves you”. Meeting this brother in 
Christ gave me a lot of encouragement and boosted 
my energy level, making me realize how amazing 
our God is. I was confident that by relying on God I 
would successfully make it through the week.  

The kids also constantly brightened my 
mood. I was able to bond with them, and I found a 
deck of cards in my bag which was momentous. I 
connected with my fourth to sixth graders by playing 
cards with them and playing hand games. Somehow 
I also grew close with a lot of the middle schoolers 
and even now I still wechat them.  

God showed his presence throughout this 
trip. On an overnight train ride back to Beijing after 
the mission trip was over, it was my mom, Eva, me, 
and this other young woman in the train cabin. My 
mom was able to speak to her about Christianity, 
and after two hours of her asking questions and my 
mom answering those questions, the lady accepted 
Chris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witnessed how to share 
gospel with a stranger and I was completely 
overwhelmed by God’s miraculous act and amazing 
grace. 

This mission trip made me reevaluate my 
relationships with God and with my family, and I felt 
God working in me. Previously, I was someone who 
tended to rely on myself, but now I have learned to 
put my complete trust in God. I’ve went through 
difficult situations on this trip, but after I prayed, I felt 
no anxiety but only a calm wash over me. Despite 
the scenarios encountered that I definitely should’ve 
been panicking over, I felt nothing but peace and had 
a sense that God would work in His own ways and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I am very grateful that I was 
able to experience God‘s powerful presence through 
this short mission trip to China. I pray that the Holy 
Spirit will continue work in me to bring me even 
closer to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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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on Trip 
Eva Li  

I'm very delighted to have this chance to share with 

everyone about the mission trip to china! The main 

goal of the trip was to teach a summer English camp. 

We held the English camp at a church building 

attached to a hotel. Most of the students were from 

the local churches and the rest of them were non-

believers and hadn’t come to the churches often 

before. 

     Every day we would have early morning 

devotions in the hotel. Then we would go to the 

church and start off with worship. After the worship 

we’d do icebreakers with the students, following that 

is teaching English. Then everyone would have 

lunch together. During lunch everyone sat together 

and got to know each other. When we got back from 

lunch we’d go over some more material to teach 

English. Then we got to the skit for our class (7-9th 

grade students). Our skit and movie was our way of 

introducing them to god. The skit was called 

promises of God, which was about how God always 

keeps his promises. And in it were also different 

bible verses that show how God is the only one who 

can keep all his promises. Each of our twenty one 

students had a few lines in this long skit and they all 

did a wonderful job in the final performance. We also 

used the movie Narnia to teach them a little about 

God. The lion represented god and narnia 

represented Christianity. So when Lucy and 

Edmund were brought into narnia they were 

introduced to Christianity. 

     Being cautious about the large worship gathering 

in the sanctuary above the hotel rooms the local 

coworkers, starting from the second day, relocated 

the combined morning worship from the church 

sanctuary to each individual classroom. I was a little 

bit nervous in the beginning. However, the entire 

team stayed calm and I know God was with us, 

protecting us and guiding us. Everything was back 

to normal quickly and we continued to teach our 

students English, played fun games with them and 

practiced the skits as we had planned before.  

Then on the third day I was really glad to be 

able to bond with the students after we enjoyed 

some group games together. I was glad that we were 

getting to know each other. Later during lunch we 

also sat together and talked. During the beginning of 

our class time on the third day we had asked them 

what worship song they wanted to hear and sing. 

And a large amount of the students chose My God 

is So Big and So Strong and So Mighty. I think they 

all really liked this song because it was upbeat and 

maybe easier for them to understand what they were 

singing. I was pretty thrilled that they had chosen this 

song. This was because I thought that this song was 

a really good song for them because its lyrics were 

about God’s great acts. And when they chose it, it 

might've taught them even more about God as they 

listened to this song.  

     Time flew by so quickly and the five-day long 

English camp was successfully completed with a 

final performance in a restaurant. Then on the last 

day when we were checking out the hotel two of our 

team members were asked to answer a few 

questions about our teaching at the English camp, 

everyone was extremely worried, and so we prayed 

together to ask for God’s help,  protection and peace 

to be with us. At the end everything turned out to be 

all right.  I know as long as we place our trust in God 

we will get through our problems. Finally when we 

were on the train ride back to Beijing I was able to 

experience a lady being led to Christ. I was awed by 

this experience because of how it worked out after a 

conversation with one of our team members.  

In conclusion, I consider this trip really worth going 

on because I had the chance to get to know and 

maybe lead some of the students towards God. And 

I also got to develop my relationship with God along 

the way. I learned that God is always there for me no 

matter what happens. So if I could go on this mission 

trip again I would gladly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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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善”?“偽善”? 

黃傳明霞 傳道 

多數的“華人教會”,都十分強調信徒的行事

為人, 必須要與所蒙的恩相稱 ; 從“講台”到

“主日學”, 從”團契”到“小組”,教會不斷

勸勉信徒要“為善”. 當然為善是好的,  但是

過份的,強調外在的行為, 會導致信徒,只模仿

外在的工夫,  最終達成的不是為善,  而是偽

善! 

為善和偽善, 只有二筆之差,  可是意義, 郤

有天淵之別. 

宗教改革家, 馬丁路德和約翰加尔文,  在論

及基督徒生活的時候, 也十分看重善行.不過, 

他們發現關鍵的問題是, 若只考慮外在的行為, 

而不考慮善行的根源, 基督徒的生活, 最終不

是為善,而會是偽善. 

故此, 馬丁路德在“基督徒的自由”一書中

指出:  就算你身穿“聖服”, 或居住“聖地”, 

或担任“聖職”, 又禱告禁食, 又能行各種善

行, 都無助靈魂---- 這類行為只能造就“偽君

子”. 因為外在的善行, 會使人榮耀自己, 不

會榮耀上帝. 因為我們會忘記自己只是蒙恩的

罪人,沒有能力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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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不可以作为信仰对象的 

丁武

网上有篇文章，题目是“中国人的信仰和西方到

底有何不同？”，说，中国人当然是有信仰的民

族，但我们这个民族信仰的不是神，而是人本

身。中国人崇拜药王，崇拜治水专家，崇拜海瑞

的清廉，崇拜关公的忠义，崇拜老子的道理，孔

子的德行，鲁班的巧工，甚至毛主席的为人民服

务。文章还阐明了信仰的目的和信仰先贤、先烈

和先人的理由等。本文试图对这篇文章的观点作

个评论。 

1. 信仰那位至高至圣者

人信仰的对象应是高居人之上的至高至上者。这

位至高至圣者是“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

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

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

意念。”（以赛亚书  55：8-9）。圣经给我们

描述了这位至高至圣者的属性、作为和要求人的

法则。这位至高至圣者就是上帝。他具有圣洁、

慈爱、公义和信实（利未记  11：44；诗篇  

98：2-3）等崇高品格，为人敬仰和称颂；他具

有创造天地、万物与人（创世纪  1-2）和救赎

人类脱离罪恶、回归到他的形象（以赛亚书  

53：5-6；以弗所书  4：23-24）与审判万民

（约翰福音  5：29；诗篇  96：13）的大能，

为人敬畏和感恩。他要求人要成为圣洁，摒弃邪

情私欲（利未记 11：44；加拉太书  5：24；约

翰一书  2：16）；知道感恩（帖撒罗尼迦前书  

5：18）；要爱人，做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

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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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

息。”（哥林多前书  13：4-8）；要多做善

事，做到“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

的神同行。”（隬迦书  6：8）；要与人同甘共

苦；不要倚强欺弱；不要以恶报恶（罗马书  

12：15-17）。他同时引导你向善和向上。他不

仅引导你道德、精神之人性的升华，如上面所

述；而且引导你智慧，聪明以至寿命和财富的增

加：“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

是聪明”，“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便为有

福”，“她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箴言  

9：10；3：13，16）。人信仰他，并按他的旨意

做了，就可以战胜人性的缺陷；多数人信仰他，

并按他的旨意做了，就可以战胜社会的黑暗。人

信仰他，并按他的旨意做了，就可以生有无愧的

奉献，死有可盼望的归宿。 

在西方，比如美国，人们不是都信仰基督教。美

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有信仰基督教的，佛教的，

伊斯兰教的和其他多种宗教的，也有无神论者，

只相信自己。美国最早的移民是来自英国的清教

徒，他们和他们的后代，虔诚地信仰上帝。基督

教思想在历史上对美国社会、文化确实有深入、

广泛的影响；但对美国精神的影响是间接的（公

民自由和公正的缔造者，比如，圣安波罗修、斯

蒂芬·兰顿、约翰·洛克、孟德斯鸠、托马

斯·杰斐逊和詹姆士·麦迪逊这样的人，他们都

广泛地从人类自由是上帝所赐的基督教观念中吸

取了营养。），美国的宪法和其他立国文件并非

建立在基督教观念之上，而是深受自然神论和启

蒙运动的影响。 

至于政教合一，既不符合基督教教义，也不是美

国政治现实。圣经明白无误地表明：“耶稣说：

‘这样，凯撒的物当归凯撒；神的物当归

神。’”（马太福音  22：21）。 

2. 人性是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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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性，中国先贤孟子（孟轲公元前 372-

289）与荀子（荀卿公元前 298-238？）有着截

然不同的看法。

孟子的人性皆善说：“人皆有不忍之心。……今

人乍见儒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

以内交于儒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

也，非恶其身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

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

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

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

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公孙丑》上，

《孟子》）。 

荀子的人性皆恶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

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

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

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

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

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礼，

而归于暴。”（《性恶篇》，《荀子》）。 

《圣经》对于人性如是说：“神就照自己的形象

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先造男亚

当，后造女夏娃，神把他们安排在伊甸园里。后

亚当和夏娃违背了神的命令，吃了禁果，被神赶

出了伊甸园（创世纪  1-2）。于是罪就“从一

人入了世界”（罗马书  5：12）。亚当夏娃的

后代一出生就有罪性，而且罪行随着人的邪情私

欲增加，越来越严重。 

中国到了朱子（朱熹公元 1129-1200）时代，人

也认识到孟子和荀子对于人性的说法是不矛盾

的。“孟子说性善，但说得本原处，下面却不曾

说得气质之性，所以亦费分疏。诸子说性恶与善

恶混。”（朱子《语类》）。意思是，孟子说性

善是人原本应有的人性，荀子说性恶是人实际表

现出的人性。虽然人作为上帝的形象，仍有良

知，却已伏在罪的权势之下，所愿与所做不能合

一。 

如今的世俗世界，科学不断进步，生产不断发

展，一些国家经济越来越繁荣，但社会伦理道德

却变得越来越邪恶。有先见者预言：世界在不久

的将来，会由于以下一种或几种因素毁灭：小行

星撞击地球、地球变暖、核战争、基因工程制造

的病毒和人工智能带来的威胁。这五种因素中，

有四种是人类自己的罪性造成的。 

3. 圣贤不完全

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当今的圣贤、伟人都是人，是

人都有罪性，只是做恶多，做恶少而已。圣贤是

道德才智的杰出者，是在文化或人类正义事业方

面的贡献，达到了人类史上的一个高峰；伟人是

促进人类文明向前进步和为人类谋取利益的某些

方面的贡献，超出一般人。比如孔子，他是一个

教育家，他的“有教无类”，开战国讲学游说之

风，创立中国之非农非工非商非官僚之士之阶

级；孔子将六艺逐一理论化，并用六艺教一般

人。他是中华文化的始祖，他建树之大，超过苏

格拉底。我们尊孔子为圣人。但他周游列国，取

悦于当权者，两次被鲁国驱逐，被魏国禁止居

留，受困于齐，被围于陈蔡，无法容身于天下，

不足以说明孔子亦有追逐名利这一重大人性缺陷

吗？比如关公，就如《三国演义》所说，他是忠

义的标杆，但他执意走麦城，弄得地失人亡，不

表明他有人性的另一巨大缺陷-骄傲吗？现代中

国的伟人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不都有人性缺

陷吗？ 

对于所有古今为天下苍生做出突出贡献的文化

人、发明家、创造家、革命者和能工巧匠，我们

都应该尊敬，感恩。把他们载入史册，永远纪念

他们，并把他们作为学习的榜样。祭拜祖先，铭

记先人嘱托，继承家族优良传统，是中国人的美

德，合情合理。但不能把他们作为信仰的对象，

因为他们是人，都有人性缺陷。唯有上帝是完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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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就寻见 

唐梦宇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

就给你们开门。”这是一段出自马太福音第七章

第七节许多基督徒们耳熟能详的经句。在读完了

好友力荐的自传体书«失语者»之后，我对这段

经句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失语者»的作者是生长于南非约翰内斯

堡的马丁∙皮斯托留斯。马丁十二岁那年，某一

天放学回家，觉得喉咙疼，不舒服。没想到原以

为只是身体上的小小不适，却演变成了一个没有

人见过的怪病。渐渐地，马丁失去了走路，站

立，写字，和说话的能力，生活无法再自理。还

在住院的时候，马丁说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句

话。他结结巴巴地问妈妈:“时候?回家?”马丁

和家人四处寻医，所有的医生却都束手无策。一

年之后，父母只能放弃治疗，把马丁带回家照

顾。从十二岁到十五，六岁之间，马丁白天会去

一个残疾人日托服务中心，晚上再由父母接回

家。在这几年里，马丁迷迷糊糊地生活着：他就

像一个植物人，虽然睁着眼，却不能动，不能说

话，对周围的一切没有意识和记忆。 

在马丁进入青春期，十五，六岁的时候，

他的意识渐渐恢复，大脑也慢慢出现了思维能

力。但他却无法与外界交流，告诉家人在他植物

人的外表之下，其实掩盖着看得见东西的眼睛，

听得到声音的耳朵，和已经日渐苏醒的大脑。他

非常讨厌去某一个残疾人日托服务中心，却不知

怎样才能让父母明白。在那个日托服务中心，马

丁遭受到了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虐待。虽然口不

能言，马丁却始终盼望着能和外界交流和爱情的

来临。终于有一天，在照顾马丁的过程中，一位

细心的护士从他的眼神和微弱的肢体语言中猜测

到马丁可能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从那以后，家

人给马丁购置了帮助他和外界交流的电脑，软

件，和语音合成器，让他用有限的手部肌肉打

字，表达思想和感情。后来马丁发现自己有电脑

方面的专长，并找到了一份和电脑有关的工作。

工作之余，马丁还特别渴望爱情，却屡试屡败，

屡败屡试。终于有一天，马丁和去了英国的妹妹

视屏聊天，妹妹的室友乔安娜也参与了。乔安娜

被马丁英俊的面孔所吸引，并发现和马丁特别聊

得来。那一次，他们俩“聊”了好几个钟头。爱

情的种子从此发芽，长叶，开花，并以马丁和乔

安娜共缔连理结了果。 

马丁遇到了普通人无法想象的磨难，但他

却没有自暴自弃，而是满心盼望，积极向上。对

普通人来说，找到生命中理想的另一半都不是件

容易的事；但脚不能走，口不能言，生活不能自

理的马丁却找到了。他是如何做到的呢？原来，

答案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中：马丁寻找

了，他也就寻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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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与怀疑 
张雪梅 

前一阵我很喜欢听“罗辑思维”这个节目的。下面

请允许我分享一下听“罗辑思维”里的 96集“到底

谁在迫害科学”后的一些想法。 

www.youtube.com/watch?v=YE1BHrmPsQA 

这一集开头有这样一段话是这样说的：“科学讲的

是怀疑精神。而宗教呢，要求就是你付出全部的信

仰，不准怀疑。” 

然而实际的情况是有信仰的人也是需要有一些怀疑

精神的，也是需要有批判性思维的（Critical 

Thinking）。 

如果一个人，不论别人对他说什么，他都相信。佛

教相信，道教也信，基督教也信，伊斯兰教也信，

那么从本质来上说他其实是什么也不信的。 

即使你说我只是相信基督教里面讲的，基督教中也

还是有异端存在的。所以还是信徒还是要有一些警

惕，有一些怀疑。我们既需要寻求圣灵的引导，同

时也需要依靠圣经知识来进行理性分析。我们需要

依靠教会的牧者的教导，圣经，和我们的理性来分

辨那些是出于神的灵的，那些不是。 

圣经清楚明确地提醒我们的注意假师傅，假先知。

约翰一书四章一节道：“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

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

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马太福

音七章十五节道：“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里

面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确实残暴的狼。” 

其他类似的经文还有马太福音 24:11；马太福音

24:24，马可福音 13:22，彼得后书 2:1，耶利米书

23:16，耶利米书 14:14-16等等。 

www.openbible.info/topics/false_teachings 

有人说：“信心不与道理相配，就是迷信。”（豆

瓣网上的“吾道以一贯之”说的。） 

圣经创世纪一章中讲到：神造天地，万物与人，并

且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创世纪 1：31）。那么神

造的人的感性和理性就都是好的。只要我们运用得

当，必定可以有助于我们的生活与信仰。 

一方面过度强调感觉，相信，顺服会带来问题。当

年的天主教只允许神职人员读经解经，要求平信徒

的只是相信和顺服。这样的实行方式最后带来了严

重的问题。于是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就允许信徒读

圣经，提倡信徒读经。在近年来的一些灵恩运动，

我们也看到过度依赖感觉带来的问题。 

而过度强调理性分析，把理性认知凌驾在圣经之上

的新派神学，使得信徒从相信神的启示转向不信从

神的启示。这样也给教会带来严重问题。 

诚愿我们怀着谦卑的心来到主面前。愿主教导我们

如何平衡地使用我们里面的感性和理性。 

附录： 

罗辑思维做为一个网路娱乐节目，对于我这样没有

太多历史知识的理工科人士来说，确实是有益处

的。可以开阔眼界增长知识。然而对于历史知识丰

富的人来说，它就太不够严谨了。 

作为基督徒，我个人觉得这一集罗振宇罗胖讲的还

是不错的。但是有个明显的错误。里面引用了这样

一个统计：最近 300 年来世界上最有影响力前 300

位科学家大多数是有信仰（超过 90%），而这里面的

前 10位最有影响力的都是有信仰。这个说法是很有

问题的。 

讨论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如何定义“有信仰”。相信

自然神学，不相信人格化的神，算不算有信仰呢？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那么佛教算不上宗教信仰

了。相信自然界有规律有法则，是不是就是相信自

然神学呢？如果是的话，那么绝大多数人就都有信

仰了。 

这种说法在网上流传已久，到目前我还没有发现对

这一种说法的具体有力的证明材料。根据我的观察

和理解，这种说法是完全不靠谱的，是经不起理性

分析的，是不能相信的。基督徒是应该出来辟谣

的。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E1BHrmPsQA
http://www.openbible.info/topics/false_teac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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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神的大爱 
刘芳 

我的父亲患癌症三年多，于今年 7月 13日离开

了爱他的弟兄姊妹们，安息主怀。在父亲患病期

间和最后的日子里，病魔使他经历了许多在世的

痛苦，我自己和家人也与他一同经历了苦难分离

和不舍，这些苦难常常使我流泪哭泣，但是作为

基督徒因着主耶稣，因着信，我们在苦难中也时

时刻刻的经历神。“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

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藉

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罗马书 15:13)阿

们！感谢神使我在苦难中经历神的大爱，经历从

圣灵而来的平安，喜乐。 

教会和团契的弟兄姊妹们三年多来同心祷告，神

的大手托住父亲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父亲每

次的手术，化疗，都有弟兄姊妹们的关怀和支

持，姐妹们送爱心饭，弟兄们给他带来精神上的

鼓励和盼望。喜乐团契的 87 岁高龄的刘弟兄坐

着轮椅和太太一起来家里，康复中心看望，老友

主内弟兄的关怀对父亲精神上也是很大的安慰与

支持, 父亲随身携带的小记事本中总是夹着傅颉

和陈伟弟兄的电话，他俩是父亲最信任的弟兄，

在父亲最后的几个月，傅颉弟兄每周都去看望

他，给他读神的话语。神的同在使他“虽然行过

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

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诗篇 23:4） 

父亲过世后，牧师，晓红姊妹和团契的弟兄姊妹

们商讨一周后在教会办追思礼拜。第一次筹备追

思礼拜，不知从何处着手，加上许多的事情有待

处理。我向神祷告，神就应许，作工。第二天晓

红姐妹帮助建了一个追思会临时同工小组微信

群. 她邀请团契的弟兄姐妹们参加筹划，组织，

音响，招待，清理的工作，大家根据自己的特

长，选择分工，立即到位，各尽其职。(哥林多

后书 12:9)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

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

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感谢

神，神的大能让万事互相效力，让我在软弱中经

历神。 

一周的筹备时间，弟兄姊妹们用自己的爱心，心

甘乐意的摆上，在主内互为肢体，晓红姐妹从编

排程序单，到选择背景画面，幻灯片的剪接，做

事一丝不苟比专业人员做得还好。同工们同心祷

告求神引领，在最后两天，陈伟，奕奕和晓红姊

妹下班带着晚饭来到教会预览，精益求精，在这

个充斥金钱和利益的社会中，为一个普通基督徒

办追思，没有报酬，没有纷争，因着耶稣的爱，

弟兄姊妹们同努力，在一同服事的过程，我们再

一次经历了神的同在。 

父亲的追思礼拜有 80多人参加：他们有教会的

弟兄姊妹们，父亲在老年中心的朋友们，还有我

们家的亲朋好友。追思礼拜在牧师的带领下，有

弟兄姊妹用心写下的见证, 家人和朋友们不舍的

追思, 儿童的缅怀献诗. 追思会办得圆满，庄

重。神藉着父亲的追思礼拜，向世人见证了他的

大爱和信实，也见证了基督徒面对死亡的坦然无

惧和对永生的盼望。 

在苦难和软弱中我们交托，仰望，信靠神。在与

主同行中经历神，见证神, 荣耀神。“你当刚强

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

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书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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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主内弟兄刘森林 

傅頡 

我一直很喜欢《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七节

的经文，使徒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

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

住了。”。真愿意在我离世的时候也能说出这样

的感触。感谢神！在与刘森林弟兄交往的那段日

子里，神让我看到了一个普通的基督徒如何用他

的生命来诠释保罗的这句话。 

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

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约翰福音 

14:27 )。刘弟兄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他心里

有主的平安，无论在何种境况下，他都能喜乐出

来。记得四年前他做完结肠癌手术的第二天，我

去医院看他，他当时在病床边的椅子上坐着，我

就问他：“你刚做了这么大的手术，不痛吗？”，

他回答：“不痛，手术不大，只是在肚子上穿了

三个窟窿。”，说完就让我看他手术的地方，他

还宽慰我说：“没事，有主的保守，我会好

的。”。后来癌症转移到了肝脏，他又在肝脏上

动了手术。我又去看他，他还是那样宽慰我说：

“肚子上又多了两个小窟窿，没事的，有主的保

守，我会好的。”。今年三月，由于癌症转移的

因素，造成他肠梗堵，使得他又一次动了手术，

这次他还是对我说了同样的话：“不痛，这回窟

窿大了些，感谢主的保守！”，就是在这种境况

下，你仍能感受到他心里的平安。 

刘森林弟兄和我父亲年龄相仿，也都身体

不太好。每次去看望他，就如同探望自己的父

亲。我们常常谈信仰、谈圣经、谈过去的事，有

时也一起散步，就像父子之间的交谈那样，这一

点我从刘弟兄看我的眼神和态度也可以感受得

到。因为我也有个儿子已经长大成人，每每儿子

与我聊天交谈时，我也是这样的态度。有时我因

为事情耽搁，不能按习惯的时间去看他，他都会

关切地问我：“昨天是不是有事情要处理？”，

如同父亲关心儿子一样。 

刘森林弟兄喜爱神的话语、渴慕天上的

事，他喜欢我和他分享经文、或圣经故事，我知

道自己对神的话并不是很明白，但他那喜爱的态

度，确实很鼓励我。尤其是到了他住到康复中心

以后，他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这种渴慕的心就

越发强烈。后来我们就一起读《天路历程》，希

望能借着读书，使他能了解更多今后的事。开始

的时候，他身体状况还行，我们有很多的交通和

分享。但慢慢地他身体就不行了，眼睛都不能长

时间睁开，有时我甚至以为他睡着了，就停下来

不读了，这时他就会睁开眼睛对我说：“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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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继续读吧。”。就是他在世上的最后一天，

他仍然想要我给读书，可是他的身体已经无法支

持他听下去了，刘森林弟兄啊！我们的书虽然没

读完，不过也不需要读了，因为你已经在天上

了。 

经上说：“亚伯拉罕(他)将近百岁的时

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

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罗马书 

4:19 ) ，刘森林弟兄对神的信心也是不软弱，

即便在他最后的时刻，他仍相信神必看顾他，必

接他回天家。神也确实看顾他，并陪伴他走完了

他在地上的最后一程。记得几年前小组团契刚刚

成立不久，我就为缺少开放家庭之事向神祈求，

结果刘芳姐妹马上联系我说：“这周的团契聚会

能否在我家？我爸爸想团契来我们家。”，我当

时就很惊讶，原来神感动刘森林弟兄来回应我的

祈求。在我们学习《天路历程》过程中，他身体

状况常让我感到越来越难以坚持下去，有时我甚

至想放弃，为此我还特向神祷告：“神啊！若是

这事是你喜悦的事，刘森林弟兄他还愿意，能坚

持，就求你给我一个印证，好让我明白。”，结

果这祷告还没有结束，刘森林弟兄就从康复中心

打电话给我，让我去和他一起学习。在他最后的

时刻，我去看他，我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刘森林弟兄，主耶稣让我来看你了。”，这是

因为在去看他之前的祷告中，主就把这句话交给

了我，让我这样对他说，我当时不明白这是什么

意思。但到了当天半夜刘芳姐妹告诉我：“主把

爸爸接走了！”，我这才明白这是主耶稣让我告

诉他，主耶稣就要来接他了。 

几年前刘弟兄第一次动手术后，弟兄姐妹

们就为他的康复迫切的祷告神，神也常感动弟兄

姐妹们的心，用爱来关心他、鼓励他、支持他，

但是神却没有医治他。为此我也还求问过神，现

在我明白了，这是因为神说：“我的意念非同你

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

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

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以赛亚书 55:8-9 )，是

因为神要陪着他打那美好的仗，跑那当跑的路，

守那所信的道。 

如今刘森林弟兄你已经在主怀中安息了，

你可以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

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

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

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

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提摩太后书 4: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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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是我生命的光 

曾政 

（恽涛根据录音重新整理）： 

尊敬的李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 

首先感谢主专门为我预备了这样一个隆重盛大的

受洗典礼，感谢主籍着动员全教会的力量，帮助

我成为一名受洗的基督徒。 

我叫曾政，来自北京。60 年代中期生于新疆牧

区，从小接受无神论教育，我感到自己有许多引

以为傲的资本。我对儿子要求严厉，希望他能像

我一样，把事情做完美，不顺从就责骂责备；我

对妻子缺乏恒久忍耐，没有当好家庭的遮盖，以

致于内部危机不断。然而我并未意识到自己生活

在罪中，还是以自我为中心，觉得没有干不成的

事，但是神让我经历了自然的起伏和困顿，一次

次绝处逢生。 

我钟爱历史、哲学、艺术，每日诵读传统文化经

典，努力从中参透宇宙和人生真相，我坚持不懈

地寻求真理，但其实我像彼拉多一样，并不清楚

真理是什么？与所有底层的中国人一样，处处感

到不安和恐慌，我担心教育、医疗、养老；担心

食品安全、毒霾空气、水污染；担心司法不公、

特权任性、恐怖政治；担心盗国贼的黑手、专制

者的肆意妄为、红朝腐败的无药可救……总之，

在一个远离神、不信神的国度，要承担一切的苦

难，精神上焦虑、困顿，没有喜乐、没有平安，

儒、释、道传统文化的心灵鸡汤并不能解决我终

极的饥渴和天问。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传道

书 3：1）2015年 12月，我首次来美探亲，是神

引导我来到樱桃山教会，弟兄姐妹那种谦卑，那

种无私奉献精神，那种对福音的执着，深深地感

染着我。回国之后，我开始与妻子每日餐前祷

告，虽然只是简单地重复主祷词，但毕竟开始有

圣灵充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

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

5：17）。但我的根基还不牢，理性很多，私情

贪欲还有，生活没什么改变，还是以前的行为行

事标准，有利的事就去做，完全没有意识到有什

么不妥，完全没有罪的概念。 

今年 3月 15日，我与妻再次来美探亲，原来只

打算呆 42天，可是神挽留我，并以特有的方式

敲打我，使我顺服祂。我妻子 2001年在北京三

自教会成为基督徒，但她并没有在灵里面成长，

受洗一年半之后连教会都不去了，因为我岳母生

活在一个拜偶像的环境里，在家里设置佛龛，定

期念佛，供养法师，并因此影响我妻子的信心。

出发前，岳母提醒女儿遇事要多念“阿弥陀

佛”，我当时并没有太在意。来美后，开始是因

为倒时差，妻子睡眠不好，加之行程安排较紧，

又去多伦多等旅行，又获悉岳父做了大手术，后

来就长时间失眠，情绪异常，说不合时宜的话，

精神失控，定下的事说变就变，返程机票作废。

我们到教会附近租下房子，想好好休息调整一

下，不料妻的言行更加不可控，这个时候我不懂

这是属灵的争战。教会的弟兄姐妹闻讯立即赶

来，为我们送来生活用品，为我俩做祷告到深

夜，斥责魔鬼撒旦远离我们，神奇的事发生了，

当晚就平静入睡。 

然而我的心还没有彻底洁净，我还没有认罪悔

改，还会怨恨，还缺乏忍耐，并没有真正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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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里面的破败，妻子的病情再次爆发。教会弟

兄说，神其实首先要医治你。我有点不明白自己

有什么问题，也不清楚症结，还是企图与妻子讲

道理劝服她，但越讲问题越严重，越讲关系越紧

张。甚至又发生了更严重的问题。患病的妻子精

神失控，先是动手打了人，砸毁了家里的用品，

又阻拦帮我们祷告的教会弟兄离开，最后不得不

报警，请警察解围。之后又发生了两次报警事

件，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就已经不是治病的问题

了，而是随时就会有更大的法律上的麻烦，我们

根本没有办法正常回国。就在我一筹莫展，准备

放弃所有努力时。神再次以祂的方式出现，第

48届纽约灵命进深会，由于妻子患病没能参

加，我是在最后一刻才在忐忑不安中参加了。但

所有的日程都是为我预备，第一天黄子嘉牧师就

分享了：“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

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

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

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马书 5：3-

5）因为我灵里面有罪，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软

弱，无法靠自己除去罪，不能谦卑顺服神。以致

于留下破口，遭遇魔鬼附体，沈玲姐妹亲眼见证

了这一幕。我事后获知，惊悚万分。曾任哥伦比

亚大学校长和三一神学院院长的慕乔治牧师分享

了他关于信靠神治疗精神类疾病的见证，在分享

结束之后，慕乔治校长还单独与我们交流，并按

着我的肩膀为我做祷告。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

耐、恩慈、信实、温柔、节制”（加拉太书 5：

22）。在神为我们预备的美东地区第 24届福音

营和纽约灵命进深会上，来自本教会的兄弟姐妹

每晚利用小组分享的时间，连续一个又一个的晚

上，集体为我们做长时间的祷告，我亲眼见证了

祷告的神力。当圣歌“起初的信心何处失落，我

愿悔改重新再得着。”“群魔虽然环绕我身，真

理必使我得胜。”我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我诚

心地伏地认罪诲改。这辈子，阅人无数，世间每

每看到的都是人性的自私，可是原来与我素不相

识的兄弟姐妹为了帮助我们，竟然一天又一天地

陪我跪在地下，长时间祷告，陪着我们一起落

泪，他们的耐心、爱心远远超过我自己。在感动

中，那些曾经不明白的话，如今我都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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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太

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生命的真

善美就在神那里。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

理、生命。”（约翰福音 14：6）我苦苦追寻的

真理，终于寻到了，主啊！你就是真善美的源

头，我要放下自己的道路来跟随主的道路，我有

一颗追求真理的心，但真理唯有圣灵带领我才能

进入，我现在有了新的生命，求主看顾我的生命

长大。 

妻子的病情虽经反复，如今已神奇般地康复了。

3天后，我们将踏上归国旅程，我们决定回去后

做家人的反转工作，求神看顾和保守。回顾过去

4个月，我们经历了一件又一件不可思议的神

迹，是主借着我妻子的病带领我认识祂，认识我

自己，我见证了神奇妙的带领和神奇的救恩。虽

然偶尔也会信心动摇，会有挣扎，但挣扎只会让

我更多的认识到我的罪，无论怎样挣扎，我都知

道耶稣基督是我灵魂的救主，是我生命的光，世

间再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我要永

永远远住在主的里面。感谢主为了拯救我这个罪

人所赐下的神奇救恩。 

最后我要感谢妻子宋红萍，神为了在我身上承全

他的美意，她饱受病魔缠身，经受了长时间的折

磨，一度精神失常，她内心很苦，我请妻子宋红

萍站起来跟大家打个招呼（掌声……）。今天，

她鼓励并支持我如实向大家做见证，事先她帮我

修改了见证文字。我同时代表她感谢樱桃山教会

所有陪伴我们的弟兄姐妹，这几个月来，发生的

事情太多，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达我们的感激之

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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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洗见证 
张丽舍 

我叫张丽舍，是一名小留学生，现在即将毕业，

步入人生新的征程。2015年 8月底满怀对未来学

习生活的憧憬踏入美国这片土地。回首展望以前

在国内的生活，确实很少有了解主的机会。国内

多信奉无神论，身边少有的信徒也都是佛教一类

的信仰者。同龄人中也都对基督耶稣是没有概念

的。“上帝与你同在”这样的话对于我们来说，

听起来更像是美剧里主人公们才会说的台词。要

说第一次真正了解到主，还要感谢当时国内学校

里的一位韩国留学生朋友。她的名字很有趣，中

文名字叫做崔圣灵，韩文也是최성령（choi 

song leong)，英文名大家可能也猜出来了——

holy！在她第一次向我自己介绍时，我便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她说是呀，我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

教徒，我从出生时便蒙受着基督的爱，她又从名

字的来源给我讲到了耶稣替我们受罪钉死在十字

架上的事。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耶稣、神与十字架

的故事，我被主耶稣的慈爱的深深地感动了，脑

海中快速闪过那样的画面，我从未想过以前随口

提到的“十字架”背后有这样伟大的怜爱，同时

也感慨自己以前对我们的救主竟是那样的陌生。 

在国内第二次接触到主，也是一个巧合的经历。

当时和朋友约定在一个商场见面，她临时有事要

迟到半小时，我便在一楼咖啡厅坐下等她。那时

走过来两位大学生模样的姐姐，见我一人发呆便

向我搭话，还问我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些圣经故事。

起初我以为是推销员要进行推销之类的，本能的

有些反感和抵触，可当她们告诉我她们的目的只

是将福音传向更多的人，她们的眼神充满着渴望和

迫切，又夹杂着关爱和一种说不出的正能量。我看

到她们对圣经每一本每一章了如指掌的定位后，我

便知道即便是“资深”推销员，若不是体内住着基

督，也做不到这样吧。渐渐地耐心听她们讲解了几

章圣经中的节选，我慢慢敞开心扉与她们交谈起

来，那一次的经历让我体会到了等人时从未有过的

充实和快乐 。 

而后到了美国，我所就读的高中也是一所宗教学

校，通过同学介绍了解到这个华人基督教会。刚

一开始，我只是每周日来打扫卫生，厨房里刷刷

碗。慢慢地在几位负责小留学生的叔叔阿姨的引

导下，从吃饭的会堂移步到了主堂，开始真正的

接触主、了解主的慕道之路。第二年，又是这样

一个又一个的契机之下，我的母亲也随我一同来

美，照料我的学习生活。母亲也在我的感染下来

到教会，和我一同学习、慕道。这期间也发生了

大大小小的事情，让我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在神

和世人面前更加谦卑。我意识到神是掌管万物的，

我们的生命都在他的计划中，所以对未知的将来

有了一些信心，不再做无用的忧虑。有时候我常

常感慨主奇妙的大能，把我们看不见的道路安排

的一丝不苟却又不露蛛丝马迹，而是行在那信他

的路上，便得着那主应许的。 

感谢神！愿我能够跟随你，一生走在神所引领的

路上，愿神的话语和我心中的圣灵不断更新我，

成为神喜悦的儿女，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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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洗见证 

李怡 

兄弟姐妹们平安 ，我叫李怡，非常荣幸今天能

在这里和这么多的兄弟姐妹一起受洗和做见证，

感谢主。 

我是 2007年来的美国读书 ，第一次去教会是我

先生带我去的，那时他已经受洗了。他说他们教

会的人很好让我也去见见，我当时是以一种见我

老公的朋友的想法去的，那是一个外国人的教会，

我去了以后大家都很热情,我也玩的很开心，但

当时没有别的想法。老公回去的路上给我说，他

们到美国的时候，就是这些教会的人去帮助的他

门。他刚到美国正好晚上 12：00,是教会的人带

他们去沃尔玛买的被子、枕头才睡的觉，也是教

会的人带他参加的各种活动,使他更快的融入了

美国的生活,练习了口语。他说虽然有的同学说

那些教会无非是想让他们信教，才帮助他们的，

不一定是真心对他们好。但我老公给我说，他说

帮助了就是帮助了，不要管别的什么目的，他们

一直在帮助我解决各种问题，我感觉到他们的善

良，所以你也不要有那种他们是为了让你信主才

对你热情的想法。那天是我们第一次重聚后聊到

在各自的学校生活的经历。 

再后来，我们都毕业了，我也来到了新泽西和我

老公一起开始了找工作的生涯，我们在搬家的第

一天就遇到了魏煜弟兄，可是因为我们都以为对

方是韩国人就谁也没有打招呼。后来熟悉了以后，

魏煜弟兄就告诉我们樱桃山这边有个华人的基督

教会挺好的有机会可以一起去一下。我们那时忙

着找工作，而且离学校也远了，所以老公已经很

久没去教会了，他听了以后很动心，可是我那时

找的工作星期日也是要上班的，所以他就只好自

己去。我第一次到这个教会的时间已经记不太清

了，好像是个冬天有什么节日的时候，那时天天

上班，那天却正好休息，我老公就把我从温暖的

被窝里拽了出来，让我一定要来听听，我当时觉

得有什么好听的难得睡个懒觉，可是又觉得人家

好不容易提要求了大过节的不好起争执就去了，

我坐那里听了一会觉得怎么都是我的烦恼啊，不

会这么神吧。不过从哪以后我要是有时间也很愿

意来教会听听牧师讲道的。 

我第一次真正认识神是在我们要买房子的时候，

我当时想在我们住的地方的附近找，可是没有合

适的，我说那就往南找找，离教会近点挺好的，

没事可以去听听，心情好。没想到我们真的从北

边又回来了。这个地方哪里都好就是离老公工作

的地方有点远，他每天 6：00就要起床去上班，

下午 7:00 才能回来。我当时就和神祷告说有没

有什么办法让他工作的地方可以换得近一些，其

实当时是不抱希望的，我们当时刚买完房子他不

可能在这个时候辞职，公司也不会因为你的缘故

搬家，所以我当时也就想想算了。可是没过多久，

老公回来告诉我了个好消息就是有一个公司要聘

用他，而且公司就在附近离家近了很多，开车就

20分钟。他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脑子里

忽然就冒出来一个想法，我的祷告应验了，主听

到了我的声音并且帮助了我们，主为了让我们回

到他的家中，让我们这两个快要迷失的羔羊回到

他的身边，为我们做了最好的安排。那一刻我真

的很感动。我忽然觉得这一定的就是主的安排，

不然事情怎么会如此完美的解决。 

我们回到这里后就每个星期都来教会,吕楠姐很

热情的邀请我们加入了恩典团契。在团契中大家

对我的帮助真的很多，我从最开始的不愿意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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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活动到现在的积极参加，都是大家鼓励的结

果。在我脚受伤时，大家都帮助我很多，梅青姐

和徐雷弟兄还专门去我家看望了我，让我非常的

感动，觉得这就是一个大家庭，我从他们身上感

到了满满的爱，所以这次我参加了这次的福音营。

在福音营我听了刘志雄牧师的讲道我觉得很打动

我。当时我听完以后，我就明白了世上哪有那么

多的巧合，其实一切都是神在做工，只是我们不

愿意相信而已，不管神显了多少神迹在我们面前，

我们都可以用一句巧合概括。我现在愿意追随我

的心去相信神并且将一切的荣耀都归于神。 

我今天的见证很多都是我的心路历程，我就用我

最喜爱的一段话结束今天的见证。诗篇二十三篇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

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

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

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糟害，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

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

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感谢主，阿门。

受洗見證 
丁梅

我來自香港，2015 年到美國陪女兒讀高中。在

香港，是宗教自由的地方，身邊的朋友可以說是

信什麼的都有。多年前我開始看聖經、會去教堂

聽道理、做禮拜。但一直沒有決心要受洗。 

幾年前，我住院等待化驗結果，當時壓力特別

大，因為醫生說百分之百是癌。在心靈非常脆弱

之時，一位素未謀面的基督徒來到我的床前，拉

著我的手說，您願意讓我為您祈禱嗎？我當時淚

流滿面、泣不成聲、非常感動地說願意！接著她

為我祈禱：「天上的父～～奉主耶穌聖名～～」

當下我內心深處震撼不已，相信她是主耶穌派來

的天使、主是萬能的，牠用寶血贖了我的罪，拯

救了我。接著不久醫生過來告知化驗報告是良

性。感謝我天上的父！ 

當時已經下了決心、我日後一定會信奉主耶穌、

將基督的愛發揚光大，贊美主，榮耀主。我非常

感恩！ 

天上的父一直與我同在，祂安排我来到了美國，

讓我休息一下、不再只忙碌工作，開始沈澱自

己、陪伴女兒讀書的同時、讓我有時間再次學習

聖經的道理、主的話語，來到櫻桃山教會認識了

眾兄弟姊妹，您們熱情、善良、友好、仁愛，和

各位兄弟姊妹一起學習、禮拜、我非常高興、感

覺好像回到了家，每一個人都讓我感到親切和仁

愛！我非常喜歡參加各種團契、和主日禮拜，唱

詩歌時，我感覺我已經會唱很久了、得到心靈上

的安寧！

今天我很榮幸的在這裏受洗，是主赐給我屬靈的

新生、給我莫大的恩賜、贖了我的罪、上了十字

架替我受難、是多麼深深的愛！ 

受洗後、是我基督徒人生的新開始，我會更加感

恩，信奉主、贊美主耶和華！將基督的愛傳播更

廣、讓更多的人得到主的恩典、賜福～ 

祈求主保佑我的家人，讓我的先生、女兒、爸爸

媽媽都能認識主、得到主的恩典、守護！讓他們

都成為基督徒、得到永生！ 

主耶穌，我萬能的父，我愛您！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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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洗见证 
丁赫

大家好，我叫丁赫，来美国大半年了，第一次接

触神是因为恽涛哥说如果我们诚心祷告，神真的

可以听到，并帮助我们完成所求，还会看顾我们

免去我们的罪，我表示半信半疑。 

2015 年的时候我婆婆患了癌症，经历的很多次

痛苦的治疗，医生说只要不复发就没大问题。所

以我带着如果神可以保佑我婆婆的身体健健康康

的心态和家人去了几次教会，之后又应恽涛哥邀

请我们一家去参加福音营，此间听了两位牧师的

讲解感觉很有道理，所以决定决志信主，愿意相

信有这么一位无所不能的神，希望神可以保佑我

婆婆的身体。 

通过每个礼拜天教会牧师的讲座，使得我对于神

从最开始的全然不相信，到一步一步的了解认知，

再到现在我想要把自己交托于神，希望神可以用

他的爱包容我，让我依赖。在国内时因为相信科

学反对迷信的教育，使得我是完全不相信有神。

一直都感觉我命由我不由天，我想要怎么样的生

活是由我自己决定的，但是事实上又有太多的无

可奈何，因为感情不得不离开父母，跟随在另一

半的身边，也许这也是神给我的指引，让我来到

这里，知道他，了解他，并且顺从他，来做更好

的人。因为小时候的调皮做过很多不好的事，也

因为老人家的在一，在二，不再三，改掉过很多

毛病，以为改掉后我就是没有污点的，就是好的。

一直觉得，只有那些被法律禁止的才是罪，在未

信主之前,如果有人说我有罪,我绝不承认,因为

我没做犯法的事，最多就是因为不爱学习撒点儿

小谎逃课出去玩或者看电视,偶尔我还会助人为

乐一下,至少也算好人一个. 可通过教会长老牧

师弟兄姐妹的教导，我逐渐认识到我是有罪的，

而耶稣基督为了赦免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感谢上帝供应,幸福是分

享自己领受的叫别人得利益。幸福是相信圣经所

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

必看顾你。机缘巧合下参加了泥土音乐会，这首

幸福是我最喜欢的歌之一，现在的我很珍惜我拥

有的，平安健康的父母，包容我照顾我的婆婆，

还有宠爱我的老公。 

以前，我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完美，不合格，不配

受洗；后来牧师说这不是问题的根本，受洗并不

是结束，而是作为基督徒新生活的开始，所以从

今以后，我更听从主的话，主喜悦的事，我都要

去做，凡是从心里为主做，主不喜悦的，我不看

不说，不想不听也不做。 

在一切结束之前，我要感谢赞美主，赦免我的罪，

重新给我机会。主啊，慈爱的天父，蒙你的恩典，

祈求你让我的父母平平安安，我的婆婆的身体健

健康康，我跟老公的工作顺顺利利，教会所有的

弟兄姐妹融融洽洽。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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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洗见证 

傅帅 

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好,我叫傅帅,在即将受洗的这

一刻,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我接受耶 稣基督的经

历。我出生在河南南阳,来到美国之前的二十年

时间里,我在国内接受的都是无神论的思想 教育,

并没有太多的机会接触到基督教,更从来没有想

到自己会成为基督徒。十年前来到美 国求学,初

次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当地华人教会的兄弟姐

妹们给予了我们这些留学生无微 不至的帮助,包

括接机、提供临时住处、帮我找房子,开车带我

去买菜等等,遗憾的是在刚 来美国的三年里我却

没有随他们去过一次教会。现在回想起来还是由

于在国内受到的无神论 思想根深蒂固,对基督教

存在误解和偏见,以为是思想控制,从而在内心中

有所抵触。再后 来在美国读书的过程中,我的思

维逐渐成熟独立起来,开始接受基督教的观点。 

 乔志松弟兄成为了我的领路人。乔弟兄是我父

母的朋友,我称呼他为乔叔叔。乔叔叔比 我早七

年来到美国,从事生物医学研究,在我刚到美国的

几年里一直照顾我。乔叔叔当时接 受基督教不

久,时常跟我谈到神和耶稣。我也很认真地思考

过一些问题,比如说宇宙真的就 是突然的一次大

爆炸形成的么?人类和其他生物包括大自然的一

切这么奇妙的构造真的就 是自然进化的结果么?

这奇妙的一切真的使人很难不相信是神创造了宇

宙万物。我在乔叔叔 的带领下第一次去了教会,

是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华人教会。第一次听到

牧师的讲道,虽 然不是太懂,只是记得我感觉就

好像是在外漂泊的小船一下子找到了风平浪静的

港湾。我其 实当时在内心里是接受了神和耶稣

基督的,只是在回到学校后,带回来的那本圣经却

很少再 翻开去读。在以后的六年里,从毕业到工

作再到换工作,搬了好几个城市,却从来没有再

回 到教会中去。 

直到二零一六年秋的时候,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

候,神又派来了众多的兄弟姐妹来帮助 我,甚至

很多兄弟姐妹都是我以前都不认识的。他们对我

的帮助给了我莫大的安慰,给了我 向前走的勇气

和信心。如果不是神的爱寻回了我,我不知道在

外还会迷失多久。回想这迷失 的六年,我曾经骄

傲、狂妄、愤怒,也让我自己尝到了苦果。尤其

是我的脾气特别的暴躁, 不容易控制自己的情绪,

在自己压力大的时候经常迁怒于对身边的人,这

样不仅伤害了我周 围最亲近的人,也使我的身体

健康受到很大的影响。幸运的是,神的爱让我找

到了樱桃山华 人教会这么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从去年开始我系统深入地学习了慕道班的课程,

认识到了我 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只要我能接受

耶稣基督作为我的救主,向神认罪、悔改,就能够

使自 己的罪得到赦免,以至永生。当我读到约翰

福音  3 章  16 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

子 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凡得永

生”,我感动地痛哭流涕,毅然决志,在迷失 了六

年之后,我决心把耶稣作为我的道路,终生跟从主。

我曾经多少次回想在那迷失的六年 里,由于缺少

了神的爱和主耶稣的指引,即使我自己很努力,我

还是把自己的人生搞得乱七 八糟,人生也把我整

得一塌糊涂,失望与悔恨充满了我的心,我的生活

充斥着痛苦的当前和 漫无目标的将来。多少次

我很想能有一次机会重新来过,现在我把一切交

给主耶稣,虽然主 耶稣不会让我回到过去,但是

我相信只要紧紧跟随主,他会带我走向更有深度、

更踏实的生 活。 

 我即将受洗,感谢神,感谢主,给了我一次重生的

机会。在这即将重生之际,我用哥林  多后书

5 章 17-21 节告别我的过去:“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 成新的了。一

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

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 们。这就是神在基

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

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 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

我们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

我们替基督求 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

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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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洗见证 

杨敏 

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叫杨敏。今天我即将受洗, 

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我 的受洗见证。我也以期

待的心情等待着这一刻的到来。 

我是去年 10 月 28 号周五晚上找到我们教会的,

接待我们的是滕靖和亚霖 两位弟兄。他们热情

地接待我和儿子,我们顿时感觉到像是找到了家,

但我冥冥之中感到这是神的引领。 

其实我来到教会之前,也是思想不坚定而经过斗

争的。因为在我年轻的时候,已经知道基督徒是

信神的,但由于国内提倡无神论, 自己又由于了

解的太少,加上国内这些年,拜佛、求佛也是一件

非常热的事。初一拜、十五拜,过年过节也要拜,

当然生活在这种环境中我也不例外, 也会经常为

家人求福、求平安、求社会地位,心想信神与信

佛都是一样的, 都是要为人积德行善,所以思想

一时也转不过来这个弯。可是当我走进教会的那

一刻, 我就被圣灵所感动了,所以来到教会的第

一周就决志了,让我知道了主与我同在, 让我信

神的信心坚固在了我内心的最深处,成为了我的

依靠。 

 接下来我就坚持每天读圣经,但对于刚找到神的

人来说, 想读懂圣经、了解圣经很难。我就每天

读两页,有些经文读不懂,句子也不理解, 我就一

小段一小段反复地读。我跟儿子说,我要一年之

内把圣经读完第一遍, 以后还要天天读,十年、

二十年,一直到永远。 

通过主日学慕道班和受洗班以及周五的团契学习, 

我深深地认识到唯独依靠主,我们才能得到平安,

因为在人的一生中, 你永远都不会想到有些事情

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但最终还是发生了, 它像

一块大石头一样重重地砸在了我的身上。除了伤

就是痛,痛得让我窒息, 痛得让我真正感觉到了

什么叫心如刀绞,但我还要去接受它,还要去面对

它,还要去处理它, 就这样一天天地在煎熬中度

过。我也曾劝自己,要有好的心态去面对,没有过

不去的坎, 可我又坚信,有些事靠自己、靠人是

没有这个能力走出来的,只有求神帮我。我每天

读圣经,每天祷告,求主带领我走出逆境。以前我

虽然还不是一名基督徒,但我有一颗虔诚的心。

在后来的这些日子里,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 我

的每次祷告都有了主的回应,一天天好起来。在

这段时间里是神带领我走出了人生的低谷, 让我

的生命更加精彩,让我更加充满了信心。感谢主。 

太多的感谢,太多的感恩,感谢主赐福予我。主说

过:“你们祈求, 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

就给你们开门”。 

主啊, 今天我成了一名真正的基督徒,在你的带

领下,我将把一切交托在神的手上,一切仰望神, 

依靠神, 活在神的恩典下,一生荣耀主,一生侍奉

主,将一切的感恩、赞美归于主耶稣,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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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洗见证 
王建军 

各位兄弟姐妹，我的名字是王建军。感谢

大家的热情友爱，对我的接受。使我明白了耶稣

基督，以及《圣经》的含义。今天是我一生中最

重要的一天，和这么多兄弟姐妹一起受洗，感谢

恩典慈爱的主！ 

我出生在中国六大文明古都开封，从小基

督教就给我很浓的神秘感。在开封这个文化底蕴

很深的城市，可以看到各种宗教，包括佛教，伊

斯兰教，犹太教，以及基督教和天主教。我的一

个关系很近的同学的爷爷和奶奶就是欧洲传教

士，他们家就住在一个基督教教堂里，我经常去

玩，自然就产生很多问题。后来这个教堂恢复使

用，他们家也就搬了出来。再后来一些朋友包括

我的小学老师也加入了基督教，他们告诉我《圣

经》教人们做好人，这使我更加对基督教向往。

但是我从 98年来到美国纽约之后，由于一直忙

碌，再加上一些不愉快的经历，反而对基督教是

不想涉入的态度，而且刻意回避有关的一切活

动。直到最近由华夏中文学校朋友推荐，前来樱

桃山华人基督教会才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对耶稣基

督的态度。尤其是参加团契，让我对《圣经》有

了更深入的了解。参加教会的各种活动，让我感

受到了神的祝福和慈爱，为我以前的罪感到忏

悔，希望成为基督徒，和神永远联系在一起，从

而获得永生。 

现在，想起过去发生的事情，我感叹主对

我的恩典。我是科学的狂热爱好者，一切都希望

找到科学的论据，否定神的存在。神并没有对我

的不敬态度不满，反而更加仁慈。其实，神已经

对我有过多方面的照顾，都在不知不觉之中。我

父亲从来没有读过书，不认字。但是，上帝给了

他智慧，在生意上获得成功。同时，到了我这一

代有机会获得最好的教育，并且获得了健康强壮

的体魄。我父亲中年得了肝癌，但是由于他放弃

了化疗，所以并没有给别人带来沉重的经济负

担，反而活了很久，而且很快乐，直到我到纽约

后第三年才去世。我妻子和我在纽约相识，恋爱

并结婚，这都是神替我们做好的安排。六年前，

当我得知我的妻子得了乳腺癌的时候，我都要发

疯了，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这样对我。可是结果却

显示，神在暗中保佑我们，我的妻子在所有的治

疗当中没有想像的痛苦，完全康复没有任何后遗

症。有了这样的经历，我更加懂得了珍惜生命，

理解神的爱护和感恩现在我拥有的一切。 

过去的我，目空一切，曾是一个学霸，在

成绩上把同学甩出去很远，甚至进入到化学奥

班，在北大接受培训，上大学可以任选学校和专

业而不需考试。我曾认为整个世界是为我而准

备。我是世界的核心，别人不能对不起我，而我

不需要对别人负责。我的能力和才华应该得到肯

定和尊重，天生我才必有用。如今在经历了众多

挫折之后，我终于意识到了在神面前自己的渺

小，没有神的呵护我不会有今天。而神的慈爱是

无私的，在时刻保护我。我经历的挫折虽然很

多，但是都是有惊无险，其实都是神对我的考

验，是帮助我在磨难中成长。我深刻感受到神的

爱是舍己的爱，牺牲的爱，如今我要学主的样

子，把主的爱传递出去。 

回首过往的路程，神时刻在保守并提醒

我，让我经受磨练，引导我走正义的路，为我的

决志信靠主做准备。终于具有权能而又慈爱的主

把我引导到了樱桃山华人教会，让我获得与神交

流的机会。我是在疲惫，痛苦，无助的时刻投靠

的主，主让我摆脱一切烦恼和恐惧。耶稣为了我

们人类的罪恶，代替我们恕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

上。我现在宣誓接受基督的宝血，和主耶稣天父

上帝融为一体。我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悔改，接受

主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一生跟随主

耶稣。希望各位兄弟姐妹为我见证，经过洗礼，

抛弃过去的一切杂念，旧的我将与基督同钉十字

架，活着的我将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着，并且我的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他是爱我的，为我舍己。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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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洗见证 

刘爱妹 

我是艾咪刘，来自于上海，今天是我人生中最重要

也是最神圣的时刻。站在这里，此时此刻无法用语

言来表达。感谢主，我的天父，是你给我今生的荣

耀和生命，再次给了我重生和释然。 

     我父亲也是基督徒，因家族原因，很少和父亲相

聚，也就是这个原因，形成了我性格上的独立和要

强。我的人生转变到接受主的洗礼，是我受到一次

沉重打击后所产生的。 

 原本我在上海做事，靠自己的艰辛和努力，我一

直是顺水如春风得意，对自己要求一向很严，从未

败过的我为帮多年的朋友即将倒闭的公司，我几乎

抽空公司所有的资金和自己其他资金源去帮助他。

简单想法的我认为，朋友有难，理应相助。世事难

料，从那时起，再也联系不到我朋友的任何信息。

在杳无音讯的情况下，我精神彻底崩溃，一种背信

弃义的感觉油然而生，朋友间的相互信任在我心里

已荡然无存，沉重的打击让我无法面对自己，那种

心在滴血的痛难以承受，病倒后，我拒绝一切亲朋

好友及家人的探望和帮助。然后去日本疗伤，二次

往返来回日本也无法解脱和受损的心灵所带来的阴

影。虽受到父亲的耐心开导和提出对我多方面的帮

助，最终还是无法释怀和接受。 

     后来到了美国，看到街边乞讨者，我随手给了些

钱，当时遇到了一位先生，是他把我带进了教堂。

到了教堂，当我跟随大家一起唱圣歌的那一瞬间，

突然被圣歌感染和触动，那种振撼我无法抗拒，满

腹的委屈和伤感对着神全然释放，使我泪流满面。

那时起，我离不开教堂，离不开圣歌。由于工作变

动，我来到了纽泽西，除了工作，我总发觉缺少了

什么，整天像丢了魂似的，六神无主，像迷失的羔

羊，找不到回家的路。我每天对着神默默祷告，主

啊！我的天父，你在哪儿？我要回家，我的期盼，

我的渴求……主耶稣听到了我的呼唤，召唤着他的

儿女刘彦金和张扬，是他（她）夫妇俩再次把我带

进教堂，回到了神的怀抱，又能和兄弟姐妹们一起

祷告和听牧师每周的讲道，以及读圣经。感谢主，

是你让我懂得了什么是信仰，什么是真正的爱。同

时也让我学会了怎样宽容和原谅他人。心中没有

爱，怎配做主耶稣的门徒！当我看了兄弟姐妹发给

我的耶稣受难日的视频时，主承受的那种切肤之

痛，心灵的摧残，精神上的折磨……背着沉重的十

字架为我们这些有罪之人承担罪的刑罚，而被钉死

在十字架上，那种痛是常人无法想象和更无法忍受

的。是真正的痛……我自己这点痛苦又算得了什么

呢？ 

     所有的曾经已不再重要，我学会了宽容和凉解我

的朋友。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主不但救了我，也救

了我的朋友，我们同蒙拯救，我们已走在一个起跑

线上，信靠耶稣基督。没有主耶穌，就没有我今天

的释放和喜乐…… 

 感谢主赐予我智慧和坚强，我要把福音传给更多

的朋友，让大家知道和认识主耶稣的大爱和奇异恩

典，也愿尽自己所能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特别

是那些沒有父母的孤儿，让他（她）们感受到爱，

在爱中成长，长大后信靠基督耶稣，把福音继续传

下去。为此的付出，我甘心情愿，以报主的恩典。

谢谢各位兄弟姐妹们，是你们，让我回到了家，分

享家给我带来的喜悦和快乐！感恩！奉基督耶稣的

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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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洗见证 
刘秀香 

大家好，我叫刘秀香，来美国已经 10多年了。

非常荣幸能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信主的经

历，刚来美国的头几年，听说美国有教堂但是从

来没有去过，只是忙着每天上班赚钱。 

2011年的时候，通过朋友我认识了恽涛，

听别人说他是基督徒，在和恽涛接触中，感觉他

人很好，因为我和他有生意往来，所以当别人说

他是基督徒时，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会相信

他。我想，信主的人应该是可以让人信任的人。

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感觉他人真的很好，很

诚实，也给予了我很多帮助。 

在 2015年二月份的时候我生病了，是乳腺

癌 2 期，当时我整个人都傻了，我的身体这么好

怎么会生病呢？我当时真的很痛苦，三月份开始

化疗，七月份手术，十一月份放疗。在我得病期

间，恽涛一家为我祷告，每当我感觉到痛苦，就

给恽涛打电话。电话一边的我哭得泣不成声，而

电话那一边的恽涛一直为我祷告，一直给我安

慰。我的病情慢慢得到控制，直到现在都恢复得

非常好，我总是想是不是我的运气好啊，碰到好

的医生，得到了亲人和朋友的关爱，所以病情得

到很好的康复。 

在同一年的秋天，我去了福音营，特别是听

了黄力夫教授和刘志雄教授的讲座后，我明白

了，神才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通过圣经的学

习，我认识到这并不是我的好运气，约翰福音

14章 27节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平安

赐给你们，这里的平安不只是内心的平安，也包

括身体的康复和事业的兴旺。诗篇 18 章 28节讲

道：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们的神必照亮我

们的黑暗，这里的黑暗是代表死亡和灾祸。神就

是光，他能点燃生命的灯，去照亮黑暗。我也明

白我病情的康复是神听到了我的祈祷，是神对我

的呵护和保守，是圣灵的托起，这不是我生命中

的好运气。在福音营里，当刘教授讲到回归耶和

华时，他在台上招手，于是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走

上台决志了，决志只是一个起点。对神的话和圣

经我还有很多的不明白。从福音营回来后，每到

周日，我便和儿子儿媳一起参加主日礼拜。在教

会里，我和兄弟姐妹一起学习讨论神的话语，一

起共进午餐，很是开心快乐。尽管我犹豫，不坚

定，不自信，但是主从来没有放弃我，在我身边

总是有那么多的兄弟姐妹关心我，帮助我，使我

倍感温暖，我还有什么理由不接受主的恩典呢？

我愿意以我身边的兄弟姐妹为榜样，和他们一起

学习聆听神的话语。记得主曾说过，凡寻找我

的，我必让他寻见。凡叩门的，我必开门。 

主啊，今天我即将成为一名真正的基督徒，

代表着一个属灵生命的开始，求您带领我，使用

我，我有信心自己会成为一名你所喜悦的基督

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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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洗见证 
颜蓓华 

大家好！我叫颜蓓华，来自中国大陆北京。感谢

牧师，感谢执事会和大家给我这个机会能站在这

里为神做见证。 

首先我谈一下信主的心路历程和感悟： 

大概 2004年我们的大孙子二岁的时候，在宾州

我们第一次接触到了基督教会，后来他们搬到了

佛罗里达并在那里受洗成为基督徒。从那时我们

开始随着他们参加主日崇拜等教会活动，渐渐对

基督教有了些了解。觉得牧师人很好，教会的人

都很友善，彼此讲爱与奉献，孩子们在异国他乡

能有这么个群体很好。而自己还只是把它作为一

个社交平台，更没想过有一天我也要成为一个基

督徒！2013年 3月 3日这是我永生难忘的一

天，就在这一天的慕道班上我决志信主了。说起

来这决志的过程真的很神奇！早上来教会前我并

没有要决志的想法，当然事先我也不可能和老伴

打招呼。显然那天神的话进到了我的心里，就在

课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内心忽然有一股强烈的冲

动。在赵晓苍老师问你们中间有谁愿意接受主耶

稣做自己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的时候，我脱口而

出说：＂我愿意！＂。接着眼泪奔涌而出，与此

同时仿佛全身的担子都卸下，感到有生以来从未

有过的轻松和快乐！这种感觉真的是很神奇，我

至今都记忆犹新！以后随着牧师的讲道，主日学

的学习及圣经的学习使我清楚的明白了，这一切

都是神的作为！是神先从罪人中拣选了我，在我

开始认识到自己有罪，愿意聆听神的话语的时

候，神就无条件的赦免了我的罪，让圣灵充满

我，并赐予我一个由死而生的新生命！我才会初

步尝到基督徒的平安与喜乐。就如以丳所书 2：

8，9 所书：＂你们得救是本恩乎，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赐；也不是出于行

为，免得有人自夸。＂罗马书 10：9，10所

书：＂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

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

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以前总认为自己各

方面都不错，现在深切的感到自己有罪，虧缺了

神的荣耀。我愿意再次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有

生之年认真读经祷告，积极参加教会活动，用自

己的真心真性真意去爱我们的神，去关心帮助周

围的人，求圣灵来带领指引我过圣洁的生活，做

一个合神喜悦的人。耶稣在十架上用他的宝血买

赎了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过，这是白白赐与我

们的大救恩！作为曾经的慕道友，我真心希望还

在慕道的朋友们不要再犹豫彷徨，张开你的双臂

迎接救主吧！

第二，我们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 

我是 2013年 03 月 03日决志信主的，在这之后

我真实的感到了主的同在主的爱。2013 年 04月

我们随女儿全家去墨西哥度假，一天晚上去预订

的歺厅吃饭，我感到冷就回房去加衣服，回来路

过度假村的大堂，突然脚底一滑眼看就要摔个大

屁蹲，心想：完了，肯定要摔骨折了！谁知就在

着地的瞬间就觉得有股神奇的力量托住了我，人

仿佛完全没着地。等我从地上爬起来，全身叮点

疼痛的感觉也没有，再看看手撑地的部位连个红

印都没有。这时我清楚的知道是我的主我的神在

保佑我，我立即祷告谢恩！到了餐厅我立即就告

诉我的家人，我们一起称颂上帝感谢上帝！按说

我回来后就应该赶快受洗，但那时对受洗的意义

认识有限，总觉得女儿一家都是基督徒，我也受

洗归入主的名下，老伴就太孤单了，还是等等他

吧！2015年 02月 14日清晨我刚刚从床上坐

起，突然很清晰的听到：＂这一声最美的祝福就

是认识主耶稣，这一声最美的祝福就是信靠主耶

稣。＂整首歌重复了好几遍，开始我以为是家里

的音响在播放，可左右看看都不是。因为那是一

个周六的早晨，家里的人都还没起床呢！这是一

首我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歌，这时听到真的感到无

比的震撼，这明明就是神借着歌声在告诉我＂你

是我失散的羊，我是你的主，孩子你赶紧回家

吧＂。这时我深切的感受到了圣灵的同在与引

领。等家人起床后我立即告诉他们圣灵在我耳边

唱歌的事情，在心里我也想我应该受洗了，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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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拖了！但一回到现实中，总怕老伴会孤独，总

想拉着他跟自己一起受洗，把神的旨意又放一边

了。之后在团契上，在与朋友聚会，包括女儿同

学的聚会有父母在的话，在飞机上我都会在传福

音的时候讲神在自己身上的作为，讲我们的神是

多么的大能与大爱，又是多么的又真又活！我体

会到圣灵是会与我们说话的，是客观存在的，犹

如一台收音机调频调对了你就能收到信息。当我

们的心离神近的时候，你就会静下心来渴求神，

你就能收到来自神的话语。2015年的冬天我们

回到了北京，这年北京的雪来得特早，刚进入

11月就下了第一场，恰好这天下午我去医院看

病，回来刚下公交车没走几步路，突然脚底一滑

重重地摔在地上，当时就感到臀部和右手掌很疼

痛，好半天才从地上爬起。这次摔的姿势和在墨

西哥的一模一样，尽管没有骨折，但很快右手掌

就肿起来了，不能弯连衣服都穿不了。我心里明

白尽管我这么背逆不听话，但我们的神他还是对

我不离不弃，还是爱我保护我，只是要给我教训

而已。为何这么说呢，证据有二：一，那天我去

看病顺便拿了治疼痛的膏药，这是我从来没有听

过和用过的膏药，居然它的大小和药效真好适合

我，用它贴了整整一个星期后疼痛全消。二，十

天后由于朋友的劝说还是去北大医院做检查，医

生一听就说：你怎么才来呀！下雪天很多老人摔

倒都骨折了。你这年纪肯定是会骨折的，赶快去

拍片子吧！结果片子拍下来就是没骨折，医生还

不甘心又在我手上捏了半天，我就是一点不痛！

感谢神，感谢神的医治和保守！从这时起我下决

心要尽快受洗。 

第三，决志后要尽快受洗。 

罗马书 6：3，4 中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

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

藉着受洗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

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

里复活一样。＂经文告诉我们受洗是一种宣告：

与耶稣＂同受死，同埋葬，同复活＂，向世人宣

告自己已归入基督名下。所以信而受洗是必须

的！真如于师母所说，这是表明你与神的关系，

也直接关系到灵命的成长，不应该以任何理由做

托词。对于自己的老伴我们自然要关爱，但在信

主这件事上神有神的安排，神有神的时间。应该

全然相信神交给神！否则只会适得其反。在此我

要特别感谢于师母，黄妈妈，冀川夫妇，刘承冀

夫妇这么多年来的对我们的关心与帮助，也感谢

我三个受洗班的老师们，谢谢教会所有的弟兄姐

妹！ 

求神继续带领我引领我过圣洁的生活，让我的心

思意念，所言所行都能合神的喜悦！更求神给我

力量和信心，凡事定睛仰望神，依靠神！做一个

真正有平安有喜乐的基督徒。 

受洗见证 
刘珩 

在神的面前，我就是一个罪人。 

我的母亲是一个基督徒。我的女儿也在今年上半

年受洗成为基督徒。我母亲生前经常向我传福

音，我也常去教堂参加礼拜。每次礼拜唱赞美诗

的时候，我就会流泪，这时候我想神一定在我身

边感动我，引导我。可是对于受洗，我有很多疑

虑。在这里我感谢受洗班的冀川兄弟，他耐心地

解释神的大爱，让我理解应该信靠主耶稣基督来

洗清我的罪愆。 

感谢神让我来到樱桃山华人教会，这里的兄弟姐

妹们让我觉得很温暖。特别感谢英语班的 Phil

老师和金萍姐妹，他们每周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无

偿地教课。他/她们在课上不仅耐心的讲解英语

的基本知识，还跟我们讨论圣经和他们经历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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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另外，我女儿自从去年来教会以后变得比以

前要开心很多，和我们家长之间的沟通也变得亲

密了。这应该就是当神与人同在的美好吧。 

生命的意义以前对于我而言好像是个比较遥远的

话题。今年教会 14年堂庆的时候，黄小石长老

的一张幻灯片对我触动很大---“没有爱的生

命，不过是存在而已”。可是怎么爱，什么是真

正的爱呢？李绍沅牧师说：“爱神爱人”。爱神

是容易的，爱人好像很难。平时的我，遇到不合

自己的心愿的事情就会抱怨；看不惯的事情，会

忍不住发脾气。”圣灵的果子-仁爱”，黄小石

长老对哥林多前书 13章-4-7节的总结，实在是

太精辟了！ 

洗礼是一个和过去的我告别的过程，我期待着这

一天。我期待在未来的日子和神建立更亲密的关

系，求神引领我前行的路。 

受洗见证 
闫晓宇 

大家好,我叫闫晓宇,我来自中国东北一个叫抚顺

的城市,来美国也有 5个年头了，记得第一次听

见耶稣两个字还是在很小的时候，大概 8、9

岁，那时候和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有一次外婆

的妹妹来家里小住，她是一位很虔诚的基督徒，

每天起床或饭前都要祷告，而且每一次祷告都会

带着我一起，虽然不明白这是在干嘛，但是觉得

很好玩，依然每天跟着做这些事情，她一有空就

会读圣经给我听，就这样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对耶稣才有了认识，直到外婆的妹妹回去，至此

之后也就没在接触过耶稣基督，随着年龄的增长

和大陆的教育体制，渐渐的感觉自己就是无神论

和唯物主义者，把小时候听到圣经里的上帝造人

和诺亚方舟的事情当成盘古开天，女蜗造人一样

的神话故事，只当做是故事，是人编造出来的，

后来来到美国之后，认识了恽涛哥，一位对我照

顾有加，为人正直，不论是生活或工作都很有帮

助的基督徒，是他带我走进了教会，一步一步像

着神慢慢的靠近，刚开始时候也是抱着不排斥不

反对不参与的想法，觉得信仰也就那么回事，求

人不如求己的态度去听牧师讲道，但是慢慢的，

突然觉得牧师们讲的很多东西都很有道理，很多

东西真的无法用科学去解释，那时候心里就在

想，也许世界上真的有神也说不定呢，直到

2015 年年初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让我感到，恐

惧，无助，伤心的事情，我的母亲突然检查出了

癌症，那时候我还没有结婚，对于一个单亲家庭

长大的我，在外公外婆相继离开这个世界之后，

母亲就成了我唯一的亲人，依靠，也是我的天，

那段时间我真的是非常的彷徨，无助，害怕，经

常偷偷的在流眼泪，也不敢让母亲看见，因为我

知道她也害怕，我不能在她面前脆弱，我要表现

得坚强，我要给她力量，于是我想起了耶稣，这

位无所不能的神，我向他祷告，祈求他保守我的

母亲，治愈她的病痛，每次祷告之后仿佛心里真

的不那么害怕了，是神给了我信心和力量，事情

往往就是这样难以预料，在经历了手术和放化疗

之后，我的母亲身体真的一天比一天的好了起

来，直到现在，身体的各项指标都是正常的，对

于一个做过 8次化疗和 32次放射疗法的病人来

说真的很不可思议，真的感谢神，就像圣经里写

到：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

门，就给你们开门，而且教会的弟兄姐妹也给我

了非常大的感动和帮助，每天都会为我的母亲祷

告，他们对我的关爱和帮助，更让我感受到了属

于神的爱，现在想起来，这一切也许都是神的安

排，儿时的初识，成人之后的经历，都在一步一

步的像着神的身边走去，所以我决定在今天带着

我的家人受洗，洗去旧我，获得主内的新生，我

们愿意成为神的儿女，我希望亲身去感受神的慈

爱，敞开心灵，让神住进我的心里，每时每刻与

神同在，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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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洗见证 
李其沛 

2012年 8月，我只身一人来到了美国这个

对我而言新鲜而广袤的土地，开始了自己海外求

学生涯。然而，第一年内饮食的不适应，语言交

流上的障碍，以及严寒多变的天气让我尝尽了不

少的苦头。那时的我即萌生了一种赶紧卷铺盖走

人的想法，但是，心中有隐约地听到了另一种声

音：“上帝是不会抛弃一个还想继续努力不轻易

放弃的年轻人的。这如同一个好的牧人，他会放

下他圈中的 99只羊，去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

因此，我决心继续留下来，看看下一年内会发生

些什么。 

第二年的暑假，我通过学校的秘书联系到

一个在学校医院里工作的美国人，他表示愿意出

租他家的一个房间给留学生住，这样，我就开始

了在美国的住家生活。两年过去了，我自己学会

了做饭开车的生活技能，而且语言上也进步了很

多，可以与美国人适当地开些玩笑，逐步地融入

到美国的社会文化圈中。就在 2015年复活节前

的某一天，美国房东突然送我了一本《圣经》，

他在书的第一页的扉页写道: “Qipei Li, read 

it well and enjoy the wisdom. And perhaps 

one day you may decide to accept Jesus as 

your savior? It is in God’s hands. At 

least reading this book will perhaps 

answer your many questions. Hope you love 

it, My friend.”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我间间断

断阅读了这本书，心中也产生了很多疑惑。直到

今年 5月底纪念日期间，我有机会去参加东方大

学的福音营活动，聆听了于慕杰牧师的讲座后，

才明白耶稣基督是为背负我们人类的罪恶而选择

钉十字架，用他的宝血为我们赎罪。因此，我决

志一生追随主耶稣基督，接受他成为我生命中的

拯救者。 

时光飞逝，我在美国已经顺利完成了学

业，也积累了自己的工作经验，即将返回中国。

但是，我将铭记耶稣的话：“你当尽心，尽性，

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

样，我将得到神的赐福，勇敢而自信地面对未知

的明天。

受洗见证 
陈惠珠 

我叫陈惠珠，来自福建福州，我已信主很多年

了，但在主面前我真是个无法抬头的罪人，因为

有段时间我的生活偏离了主，但我也受到了生活

的惩罚，记得有次我连续三个晚上都做同样的恶

梦，都是梦到死去的人和魔鬼一直的追赶我，要

捏我，我逃呀，逃呀，逃到没路可退了，真得是

很害怕，突然记起外婆以前跟我说过，遇到困难

时一定要开口祈求主耶稣来帮助、来救，那时我

真开口了：主啊！求您救救我吧，爱我外婆的天

父啊！求您也爱爱我吧！真的求完后，那些魔鬼

全都退了.真的要感谢赞美主！后来我又生病

了，得了甲状腺瘤，当时被医生说的都吓哭了，

说怎么长这么大了才发现，要我马上去做活检化

验看是良性还是恶性,听完后很害怕也很无助，

第二天很早我就跑去教堂，跪在大堂那里祈祷，

求主赦免，求主医治，在教堂里很多的弟兄姐妹

都帮我祈祷，牧师也帮我祈祷，记得在唱诗歌

《荣耀归主名》歌时，我有种莫名的感动，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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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刷流下来，真的感到圣灵住进了心里，感谢

主，我的化验结果是良性的，就只切除了一边的

甲状腺。第二年，我的母亲也生病了，是子宫

癌，医生也是说的很严重，真的是晴天霹雳，感

觉天要塌了，这时，外婆就叫我要为我母亲祈

祷，她说我们不能做什么，唯有交托仰望恩主，

求主保守，求主大能的手医治她，那时我也不知

道一天祈祷了多少次，只要一有空我就求，后来

切片化验结果是早期第二，就只切除了子宫不需

要化疗，真的是感谢赞美主！

  圣经上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

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感谢主！我有太多的

感恩，感谢神用自己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感谢神

拣选了我，我相信主拣选每一个人都有时间的，

感谢主对我的带领和赦免，对我们一家人的眷顾

使我们得救恩，蒙庇护，我要见证主的慈爱、主

的恩典、主的大能，一切荣耀都归主名，阿门！ 

受洗见证 
蔡玲 

大家好，我叫蔡玲，来自中国天津，因女儿在美

国读高中，来这里陪读。女儿在这边上的是教会

学校，从到美国以来就在咱们教会做义工，女儿

常常跟我讲在教会的一些感受和学习主的话语后

自己内心的喜乐，也希望我能认识主耶稣接受主

耶稣。大家都知道在中国一直以来都是无神论的

教育，虽然简单知道有各种宗教，比如天主教，

基督教，东正教，伊斯兰教等不同宗教，也知道

有圣经这本书，但从来都没有接触过宗教，更没

有读过圣经。我的生活经历也是一直以来都是顺

风顺水，所以也没有想到要信一个什么宗教，看

到女儿在教会这样喜乐，我也在喜乐中接受了女

儿的建议。虽然我也是在喜乐中接触到基督教，

但刚来教会在慕道班学习时，一堆问题迷惑不

解，对是否有神的存在抱有怀疑态度，经过一段

时间的学习后，觉得自己的认识太浅薄了，圣经

这本书博大精深，于是，我开始喜欢每周的主日

学和团契学习，在家里也在网上查找牧师们的讲

道，从我这点点滴滴的学习中我深切地感受到，

我生活中的一切顺利都是主耶稣给我的恩典，主

给了我家庭的幸福，主给了我教导孩子的智慧，

特别是读了箴言 3(13--15)得智慧，得聪明的，

这人便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

如精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爱的都不足与比

较。是啊，我是何等有福的人，在我没有认识和

接受主耶稣之前，主就给了我如此大爱，我怎能

不相信有神的存在呢？此时我真的感受到圣灵的

存在，于是在我今年二月份回国期间，把福音传

给我的父母，并且我们一起做了决志，更加惊喜

的是我的女儿也在同一天在我们教会做了决志。

神给了我们如此大的爱，我理应把这爱传递给更

多的弟兄姐妹。就在 4月 28日我和文君姐妹一

起到波士顿看望身患癌症的卢亦菲，并带去了我

们教会弟兄姐妹们的爱心捐款，带母女俩去海边

放松心情迎接接下来的治疗，使她们母女无比感

激的，虽然她们现在还没有信靠主，但她们感受

到是上帝在帮助她们母女俩，她们也开始读圣

经。我很喜悦能为上帝做工。今天我也借着这个

机会，感谢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每周接送我和

女儿来教会学习，特别感谢傅帅母子，感谢孙

辉、青蔚，丽君，王维和文君等弟兄姐妹给我们

的帮助，感谢冀川，恽涛和 Paul 的帮助，感谢

姐妹团契和沃西团契的弟兄姐妹们的帮助，在信

主的道路上得到众多天使的帮助，使我在主的大

家庭里无比的快乐和开心，喜欢这个大家庭，感

谢主！求主能接受我做你的女儿，成为你的子

民，让我一生侍奉主，敬拜你！主耶稣在十字架

上为我受死，神的大爱，神的公义向我显明。我

愿接受主成为我救主，并引领我今后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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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洗见证 

商蕊 

大家好,我叫商蕊。我是 2012 年来的美国。大学

的时候毕业于日语系,在日本读的研究生并且在

一所日本知名的食品公司工作了两年。因为学习

生活工作都很顺利,在我心里并不相信任何宗教 ,

而是相信我自己。再加上从小学开始的教育是相

信科学,所以认为任何事情只要靠自己努力就足

够了。但是这一切,在来了美国之后就全变了。 

 由于开始来时英文不好,就随便找了一个社区大

学学英语。在学期间,我在学校的留学生部打工。

由于在工作上的一些变故,导致我的留学签证受

到负面影响。这就意味着不但是在美国求学或工

作没有办法继续,就连驾照也没有办法再更新了。

从 2013 年开始两年多我感到完全的无助, 在美

国的生活也看不到了希望。2014 年年底,已经订

婚的男友的离去,使我的美国生活滑至谷底。我

把自己关在房间半个月,被绝望与恐惧无情的侵

蚀着。一天妈妈说让我送她去教会,并要我留下

参加了主日崇拜。之后妈妈提议让我去跟牧师聊

一聊。从牧师为我祷告的时刻开始,我的眼泪就

没有停下来。从心里的委屈都释放出来,好像孩

子终于找到了家,趴在父母的怀里哭诉。那一刻,

我在心里决定我今后的生活,今后的路都交给上

帝手里了。因为我深感我是非常有限的。只有上

帝才是无限的,万能的。 

从那开始,我的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奇迹般的与我老公相识,到结婚,到成为妈妈。

从顺利的考过每一门注册会计师考试,到拿到四

大会计事务所之一德勤的聘书。是慈爱的天父把

我从绝望无助中解救,并让我的生命又充满希望。

是主在引领我每一步,为我铺路,我的每一个祷告

主都给了我答复。在上帝的膀臂中我感到无比的

喜乐与平安。从生活上我也有很多改变。以前的

我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作为,而现在我会先考

虑我将要做的事是不是主所喜悦的。心里没有把

握的事也会祷告请求主指引我。正像李牧师讲到

过的,因为心中有上帝,所以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那

些苦恼和困惑都已经变得不再那么可怕。 如约

翰一书 4:18“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

惧怕除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

神的爱，神的公义向我们显明。 

当我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中已经离不开上帝时,我

知道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做一名上帝的子民。让圣

灵永驻我心中,跟随主耶稣走今后的路。  

My Journey to Christ 
Alexander Young 

Hi. My name is Alexander Young. Before, 
I was a self-centered kid who hated going to 
church cause I thought it was a waste of time. 

They always talked about the man who could 
make the impossible, possible. How he walked 
on water and died on a tree. I only wen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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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 because my parents went and made me 
go. During this period of my life, I started 
basketball. I was terrible and no one ever 
passed me the ball. I couldn’t blame them. 
During this period of my life, I started going to 
youth group. It gave me more background 
knowledge about Jesus Christ and what he did. 
He forgave people who a regular person would 
hate for the rest of their life. He took pity on 
people who tried to kill him. He was so kind and 
forgiving. Slowly, I turned over a new leaf. 

I started praying more and asking for 
forgiveness for all the sins I did every day. 
Instead of doing things for myself, I do things for 
Christ. I know I can never earn salvation, but I 
can serve Christ. I stopped being that kid who 
always purposely sinned just to fit in a group. I 
realized that if they didn’t accept me for who I 
am, they aren’t true friends. I met friends from 
church, who kept me on track with my spiritual 
growth. They showed me the true meaning of 
life,Serving God. Spreading the word that one 
day, he would come again. Everything was 
going smoothly, getting good grades, getting 
better at basketball, and making new friends. 
The only problem, was that I took all of these for 

granted. I realized this when I started 7th grade. 
In math, I was getting 75s and 80s. Barely 
getting a B-. In basketball, my shooting touch 
disappeared. My life was falling apart. I started 
getting depressed and every night I think to 
myself how much of a failure I am to life. I hated 
Christ for a few days. The saying “God makes 
everything happens for a reason” turned into a 
negative sentence for me. 

Thankfully, I realized after about a week 
of depression, that instead of avoiding Christ, I 
need him more. The verse Romans 5:8 came to 
mind. “But God demonstrates his own love for 
us in this: While we were still sinners, Christ died 
for us.” I started praying three times a day, not 
including meals, and worked harder. I thanked 
Christ for showing me that everything I have 
could disappear, but God will always be there. I 
started getting more of an “Asian Act” together. 
I studied more and practiced basketball every 
day, pushing myself to get stronger and faster. 
This built confidence in me. I started getting 
better grades and I got out of my slump. This 
time around, I won’t take them for granted. 

Discovering Christ 

Samantha Young 

My name is Samantha Young. Before I was a 

Christ follower I tried to be kind to others because 

that is, and was what my parents taught me. I didn’t 

know we had to be nice to other people because the 

Bible tells us to love one another. I just thought that 

was how everyone was supposed to act. Ever since I 

was a baby, my parents brought me to church. When 

I was younger, I never really understood the meaning 

of all of the Bible stories I was told, or even who 

Jesus was. It is a lot to comprehend for a small child 

or anyone who is new to Christ. As I grew older, 

around sixth grade, I gradually started to realize why 

we go to church every Sunday and how Christ can 

transform our lives. After attending my first retreat 

in seventh grade, I realized how so many kids my age 

could come together to worship something that 

cannot be physically seen, but is just believed in. 

Gradually I learned that prayer to God is very 

powerful and I love praying together with friends. As 

I saw some new friends in tears while praying I knew 

that Christ was real. A few years ago I accepted Jesus 

as my savior because I wanted to be a part of God’s 

family.  

Having faith in Christ doesn’t mean that mine 

has become a perfectly smooth ride without any 

bumps. Recently I had trouble with a friend. She 

ended up excluding me from fun outings and 

activities and she convinced our mutual friend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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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y with her and leave me out. I tried to be nice to 

her and talk to her but it got to a point where she 

would completely ignore me when I called her name 

and she would pretend that I was invisible. During 

that time I blamed myself and I thought, “was it 

something that I did? Why would she break this 

friendship that I thought was going so well?” As I felt 

mixed emotions, Romans 8:18 really helped me. It 

says, “The pain that you’ve been feeling, can’t 

compare to the joy that’s coming”. This verse helped 

to ensure me that even though I felt rejected at the 

time, I will not feel this way forever and that things 

will start to look up. My mom told me to pray about 

it and that God knows what is going on. Praying 

about the situation and letting God handle the 

problem really helped me to realize how much I 

needed to center my life around Christ.  

I know I am a sinner and that is not something 

that I can change. Jesus died on the cross for my sins. 

1 John 1:9 says, “If we confess our sins, he is faithful 

and just and will forgive us our sins and purify us 

from all unrighteousness”. I will commit my life to 

Jesus Christ in any way that I can. Although I have 

believed in Jesus Christ and accepted him as my 

savior, for a few years, I was hesitant to get baptized. 

I thought that I wasn’t ready, or I wasn’t the best 

Christian I knew I could be. Leading up to the 

baptism, I was apprehensive about my choice. 

However, during the lesson of the meaning of 

baptism, 1 Peter 3:21 says very clearly that, “And 

this water symbolizes baptism that now saves you 

also-not the removal of dirt from the body, but the 

pledge of a clear conscience toward God. It saves you 

by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Christ”. With the help 

and prayers from church members, family, and 

family friends, I am so glad to be taking this step to 

publically announce that Jesus Christ is my savior 

and I couldn’t have thought of a better time. In the 

future of my Christian life, I will serve the Lord and 

His people. I will obey Him and be a testimony for 

Christ.  

My Testimony 

Bryant Wang 

 Like every kid when they are young, going to 
church every Sunday was not my choice. I 
would dread the small group lessons and the 
worship messages. They seemed to last for 
more than just an hour or two. Time always 
seemed to slow down at church. 
      I was first introduced to God in Jacksonville, 
Florida. We attended a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there. I thought this is just a one-time 
thing. However, my family began to go to that 
church more often, then every Sunday. Soon it 
became a part of my routine.  I liked to listen to 
the bible stories in the Old Testament about 
heroes like King David, Moses, and Elijah. I also 
made some really good friends there. 
      Getting baptized is a serious thing. 
Everyone has different struggles and obstacles 
in front of them. Mine were that I didn’t want to 

spend time with God, didn’t believe I had the 
right intentions or wasn’t good enough, and was 
afraid of writing a testimony. I didn’t want to take 
the time to appreciate what God has done for 
my family and me, and pray. Instead, I preferred 
to spend that time with my friends and play video 
games. However, I managed to deal with these 
issues.  
      My family has helped me a lot on my journey 
with God. They introduced me to the Christian 
faith and encouraged me by giving me a bible. 
Also, they pray for me and bring me to church, 
VBS, and Gospel Camp. Now I know that even 
after you are baptized, you can’t be perfect and 
you might not always be doing the right thing. 
Still God loves you and will help you always. He 
even went to the extent of sending His one and 
only son to die on the cross for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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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of the many situations that God has 
helped me in was just recently. One of my 
mom’s friends had a daughter that had been 
diagnosed with a brain tumor the size larger 
than a golf ball. The doctor said that they had to 
cut open the back of her head to take out the 
brain tumor and check to see if she had cancer 
or not. The surgery was to take place on my 
birthday. My family and I prayed everyday for 
their family and contacted them to tell them 
about God and how he could help them and be 
there for them. Afterwards, the family went to a 
nearby church to ask them to pray for their 
daughter as well. Everyday, we continued to 
pray and pray. After my birthday, the results 
came and we found out that the surgery was a 
success and that she didn’t have cancer. God 
did amazing work. He truly helped their family, 
my family and me right there. It was a great 

experience of how God works in each one of us 
and also through each of us. 
      One of my favorite bible verses is Psalms 
62:1 it says, “My soul finds rest in God alone; my 
salvation comes from him.” This tells all 
believers that we can only find comfort in God 
and we should go to God when we need help or 
have to make hard decisions. He will always be 
there for us and listen to us. 
      Although God hasn’t spoken to me yet, I 
know He listens when I pray to him. I want to 
respond to God’s love by obeying his command 
to get baptized. This is why I choose to become 
baptized today to publically claim my faith in 
Jesus Christ to accept Jesus Christ as my 
personal savior and Lord. I know Jesus will help 
me to become closer to God when I am obedient 
to Him. 

My Testimony 

Evangeline Li 

When I was a really young I would go to church 
with my parents. But during that time I didn't 
really understand why I was going. I thought I 
was just going to church to play and have fun, 
since there were a lot of other children. But as I 
got older I actually started listening to the Bible 
classes. I slowly began to understand I was a 
sinner. 

Then I finally decided I was ready to fully accept 
Christ when I went to a Christian conference. 
During that conference I realized how much we 
should truly love God for dying on the cross for 
our sins. The whole bible is full of different 
stories of how much we are loved. So during that 
conference which was just last summer I 
decided I wanted to get baptized. This was after 
having a lesson on the verse Ephesians 2:8-9 
"For it is by grace you have been saved, through 
faith—and this is not from yourselves, it is the 
gift of God— not by works, so that no one can 
boast.” This was a verse that has really affected 

me on my path to Christ. 

After that I started to appreciate everything I 
had more and knew God was in my life. I used 
to be really bad at public speaking and 
would get really scared and nervous. But after 
I accepted Christ I noticed that after I prayed I 
would feel much better about these things. 
Or during performances I would be way 
calmer, since I usually got nervous and 
really sweaty. 

Now I know that I'm a sinner and can do 
nothing to save myself. The only way is 
through Jesus, whom God sent to die on the 
cross for us. I believe full heartedly that he 
rose on the third day, and will one day come 
again. And I would like to help others to know 
and believe this as I have. I would like to end 
my testimony by saying I will try to live by 
God’s words for the rest of everyda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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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Testimony 

Matthew Chen 

My name is Matthew Chen, and I have been a 
Christian since three years old, my parents 
would bring me to church and then later, made 
me go to a catholic private school, introducing 
me to Christ and Christianity even more. One 
special circumstance was that 3 years ago, 
around today, i had an asthma attack which 
would have killed me if i slept through the night. 
I was glad, that my sister was praying for me 
before and asked for my safety. After I accepted 
Christ, i remember when I had a long lasting 
conflict with a good friend, that night I prayed to 
God for forgiveness and wanted help to resolve 

the conflict and the next day, we stopped 
fighting and became friends again. I declare that 
I am a sinner and commit my life to Jesus Christ 
and believe in God. I declare that I believe that 
Jesus died on the cross for us and showed us 
love, and proven by John (1 John 3:16) "By this 
we know love, that he laid down his life for us, 
and we ought to lay down our lives for the 
brothers. “In the future of my Christian life, I 
would spread the word of the Lord and worship 
our Lord, and assist the ones that needs help 
most. 

My Testimony 
Richard Zhu 

Throughout my whole life, I never considered 
myself a true believer in Christ. Up until now, my 
mindset has been completely fixed on all sorts 
of things. From purposely trying to be a bad kid 
to growing into a better person, I didn’t really 
know which way I was going, and I still don’t 
know to this day. Trying to fit into my 
surroundings and becoming a true Christian at 
the same time is almost impossible, at least for 
me. Although this might sound crazy, this has 
driven me to the limit, even to the point where 
I’m starting to question God. However, I strive to 
believe that God is always there for me, and he 
will eventually lead me to a fixed mindset and a 
calm heart. 
    I’ve been going to church for practically my 
whole life. However, it wasn’t until about when 
middle school started when I truly started to 
worship God. Before this time, church was all 
about causing trouble and playing with my 
buddies, which meant lots of reports to my 

parents and ultimately led to hardly any genuine 
worship being done. Let’s just say that I was 
trying to be cool, but ended up being 
disrespectful to the Lord. However, when middle 
school started, it became a totally different 
experience. Something about youth group really 
changed the way I thought of church and 
believed Christ. It was partially just me maturing 
naturally, but mostly it was because of the way 
we worshipped. From the music to Sunday 
school, I started to actually listen to what the 
lyrics said and what the messages meant. God 
has changed the way I thought of him 
dramatically throughout these last few years. He 
has worked in my heart and continues to 
everyday and will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Around the beginning of middle school, 
when I started to truly worship God, I was 
beginning to realize that something was wrong. 
I had lots of trouble fitting in and making friends 
at school. This has pushed me to the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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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I wasn’t being myself, because I knew 
that if I was my true self at school, then nobody 
would like me. During this time, I never thought 
about praying or asking for help from God. 
Instead, considering how desperate I was, I 
went on wikihow.com and searched up “How to 
make friends at school.” Believe it or not, this 
method didn’t work either. Around when 7th 
grade started, I had completely lost my self-
confidence because I didn’t want to make any 
friends, so I was constantly in a bad mood in 
school, even though I didn’t show it. I always 
tried to maintain a positive mindset by being 
nice and respectful, but inside, I had a grudge 
against almost everyone. Around that time, I 
started praying a little bit to God and asked him 
why I didn’t fit in with everyone else and why I 
wasn’t being myself in school. Gradually, I 
started to open up a little bit and talk more with 
people, but I still did not fit in with everyone else. 
When it was summertime, I prayed almost 
everyday for me to have a fresh start in 8th 
grade. Unbelievably, at the start of 8th grade, 
which is now, more people started to realize 
who I really was, because I began to act like my 
true self. Although sometimes I am still a little bit 
antisocial, God has dramatically boosted my 
confidence in myself ever since 8th grade 

started. I am now always determined to take 
some risks in life, because when you win, you 
win big. I now know that God is always there to 
guide me through all of my hardships. 

However, even though God has worked 
in my heart for a long time, I am still a sinner. As 
you heard before, I used to be quite 
disrespectful to God when I played with my 
friends at church. I still sometimes fool around 
with my friends and I laugh at things I should not 
be laughing at to this day. I also noticed that I 
doubt God often during times of failure. I rely on 
Jesus to help me sin less in the future so I can 
become a better person overall and please the 
Lord more. 

In the future, I will try to obey God by 
sinning less and trusting him more. I will 
continue to serve him with all of my heart and try 
to draw myself closer to him. I know that he will 
guide me through the good and bad and will 
always love me if I sin or even disrespect him in 
any way. Even if I start losing confidence in 
myself or even if something terrible happens to 
me that will change my whole life in the future, I 
can guarantee that God will always be there to 
strengthen me and lead me towards a brighte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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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for a Creator (For Kids) 

Ashley Cao 

Before reading this book, part of me 
always wondered if the world was created by the 
Big Bang. While I was reading this book, it talked 
about God giving the perfect amount of gravity 
to support life. Then at that time, it struck me! 
The world had to be created by God! The 
evidence? Us humans, plants, animals….just 
look at God’s creation to see what I mean. 

This book really helped me to understand 
God’s creation using four stories to each help 
explain a little part of God’s creation. My 
favorite part was when the book talked about 
DNA, so here’s basically what DNA is. Think 
about this: Have you ever put together 
something really complicated like a box full of 
lego pieces? What guided you to put this 
block over there, that flower on that green 
block? The instructions! Without them, the 
chances of building that Lego set would be 
really slim. Take the Lego set concept and 
apply it to us human beings. Except the 
instructions for humans is called DNA, which 
stands for DeoxyriboNucleic Acid. 

Chromosomes are long, threadlike structures 
that carry genes with their DNA information. 
These genes are passed from parent to child. 
Have you ever noticed that your friend has the 
same eye color as his/her dad? Or maybe you 
have the same hair color as your mom? This is 
because the right genes were passed to you 
from that parent. I think because there’s 
information inside DNA, which is inside every 
living thing, then life has an “author.” A designer 
with smartness too great for any human being to 
understand? Wouldn’t that have to be God? 

After reading this book, I realized that the 
biggest question in this book is: Do you believe 
in the Big Bang Theory or God’s creation? I 
would recommend this book to kids who just 
believed in Christ so that they can have a strong 
foundation in God and his creation. The only 
problem for me was that at times, there was too 
much science and I couldn’t keep up. Overall, 
this book was a really memorable and useful 
book!

Case for a Creator 

 Alena Zhang 

This year, I joined the Reading and Travel Club, 

organized by Xuemei Ayi. The required reading 

material was the book, The Case for a Creator, by 

Lee Strobel. It is a phenomenal book that 

strengthened my faith in God and helped me realize 

how carefully constructed our planet really is. 

The Case for a Creator is a book that testifies, 

behind a universe of staggering complexity, there are 

signs of a Master Designer, GOD. Many people 

believed in the evolution and Darwinism at the time, 

it didn’t come as a surprise that Lee Strobel, a 14 year 

old at the time, thought the idea ridiculous that there 

could be a Creator. After all, evolution pointed in a 

whole different direction and was way more 

believable than an infinite God who created the Earth 

with ultimate pr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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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on, Strobel decided to investigate the case 

for a creator for himself, and he found many pieces 

of evidence that didn’t fit together with the images of 

evolution. For example, the famous Miller 

experiment was supposed to represent how life was 

created through the same environment, and the 

ingredients that were supposed to be in the early 

stages of Earth. The reality is that Miller’s simulated 

environment wasn’t actually an accurate atmosphere, 

and today’s science proves that. Another example is 

the macroevolution. This is the evolution that leaps 

across species. For example, a reptile slowly changes 

into an amphibian. Fossil records show that instead 

of slowly changing animals, there were major groups 

of animals that appeared suddenly in the records, 

which is referred to as the “Cambrian Explosion.” 

This shows that Darwin’s theory lacks evidence. 

One of my favorite scientific evidences is 

how our planet is specifically engineered to fit our 

needs. For example, Earth is on the very inner edge 

of the Circumstellar habitable Zone, a place where 

you can have a level of carbon dioxide low enough 

and the oxygen high enough to sustain animal life. 

Earth also has a nearly circular orbit that keeps Earth 

at the same, steady temperature, and keeps it in the 

“Safe zone.” It is also shielded by Jupiter, whose 

tremendous gravitational pull attracts comets to itself, 

instead of Earth. Another example is how the moon 

is the right size and distance, so that it increases the 

tides, to help keep the ocean’s nutrient rich, and to 

maintain the tilt of Earth’s axis. There are many more 

examples just to show how intricate and precise our 

planet is engineered to be. How can it be that our 

planet is just randomly chosen to have all the little 

details that keep us alive? Isn’t that very hard to 

believe that random luck played out to have our 

planet perfectly shielded from comets, on the very 

edge of the Circumstellar Habitat Zone, and the 

moon just the right size and distance? Luck seems 

very hard to believe that it formed the planet we’re 

living in right now. 

There are three possible scenarios that 

scientists today believe how life was caused. One of 

the scenarios is natural selection. Natural selection is 

organisms having offspring, their offspring having 

slight changes, and the ones that are better adapted 

survive, and soon the offspring of the adapted ones 

are so on and so forth passed onto more generations. 

The thing is, you can’t have natural selection until 

you actually have life. So this theory does not work. 

The second theory is chemical attraction. Scientists 

believed that the chemicals randomly reacted with 

each other, and then one day, the random reaction 

created life, by putting proteins and DNA together. 

However, there was a problem with this scenario. 

Maybe the genetic information in DNA, represented 

by the chemical letters, A, C, G, and T were 

magnetized together. For example, maybe C was 

attracted to T, then you would have CTCT…that 

wouldn’t form a gene at all! The last scenario was, 

random chance. But, this also had a major problem. 

It was very unlikely at all. The chances were so tiny 

that even a simple protein molecule would take an 

impossibly long time. According to the book, it says, 

“ Round the odds of these things falling into place on 

their own and you find that the probabilities of 

forming a rather short functional protein would be 

one chance in ….a ten with 125 zeroes after it!” If 

these three scenarios are the ones that are widely 

considered nowadays as to how life was created, then 

it isn’t completely believable that these scenarios 

could’ve created life. It really looks like, when you 

weigh all the options, that some other forces, an 

intelligent Designer, came from outside created life.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looks so carefully put 

together, and intricately designed, that it actually 

could be designed and made by an Intelligent 

Designer. From DNA, to where our planet is placed, 

to every little detail, it shows how complex 

everything is, that there is a Creator, who 

thoughtfully and lovingly created our world. 

Even though from reading the Bible, I have 

believed that there was a Creator who created our 

world, this book explained many scientific examples 

that supported the idea that there was an Intelligent 

Designer. I recommend this book to anyone who is 

interested in faith and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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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for a Creator 

Crystal Yeh 

This book is 10/10 would recommend. The book 
suggested ways the universe came to be, using 
scientific facts. Furthermore, the book added 
four short stories to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what we read. Case For A Creator gave me 
another way of thinking. The book showed how 
God can be proven with science, specifically, 
how the universe came to be. With my brother 
trying to tell me God wasn't real, what the book 
said was very eye opening.  

The Kalam Argument especially helped me put 
all the facts together to come with the clear 
answer of how God is real and here. For 
example, the Kalam Argument is, whatever has 
a beginning has a cause. Since there was a time 
the universe didn't exist, there was a beginning, 
and there was no way the universe created itself, 
so there was a cause. The book gives more and 

more examples on how God does exist. For 
instance, how the Earth could possibly be 
placed at the right distance away from the sun 
and can support life. The book says that the 
complex design of the universe must have been 
created by someone extremely intelligent. This 
reasoning cleared my doubt on how it was the 
Big Bang that created the universe. It would be 
a very slim chance that the Big Bang caused the 
universe to exist.  

The four short stories used everyday situations 
to explain how it was God that created this 
masterpiece of a universe. Gravity and 
"coincidences", are some of the points in the 
stories. All in all, the book is great. Except I still 
have one question.  

How Was The Earth Created?    
Book Report on: “Case for a Creator (For Kids)” 

Rebecca Hu 

As a child matures, one of the common questions 

parents get is… How was the earth/universe created?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is what makes it so unique. 

Depending on the person you ask there is a possibility 

that you may not get the same answer. This is because 

over the years Christians and scientists have been 

arguing over the correct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The 

reason for this is, simply because of someone’s belief. 

In the bible, it states that God created the world. But 

some people who are non-believers argue with 

different theories of how the world began. Such as the 

famous Big bang theory or the Kalam Argument.  In 

the book, “Case for a Creator (for kids)” by Lee 

Strobel he explains all these theories in kid friendly 

language and gives evidence that God created the 

earth. This is pretty helpful because the student 

edition of the book is pretty confusing. 

Part one of the book begins by talking about, 

when a child gets the topic of how the earth was 

created at science class and at Sunday school. The two 

places give different concepts on the topic and the 

child (aka the reader) is supposed to be unsure of who 

is right, your science teacher or Sunday school teacher. 

Lee looks at the evidence for each theory and then 

proves how God created the world.  He also ad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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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ll stories; such as the story about a couple who was 

trying to prove that God did not exist once and for all. 

However, they failed and even found more 

information supporting his existence.  

 In the second part of the book, the author tells 

four stories that could happen in real life. They all 

show the same thing in the end: God created the world 

and that it wasn’t created by a big explosion or 

something else. It then asks if you know and believe 

in Christ.  

 My favorite part of the book was the story 

about the couple who was trying to prove that God 

wasn’t real. I found it interesting and kind of ironic. I 

would rate this book 4.5 stars and recommend it to 

people who are unsure about their belief in God and 

to young children ages 8-12. The book “Case for a 

Creator (for kids)” is a great book and if you are trying 

to convince a young family member to believe in God 

you should give them this book along with the other 

Case for a… (For kids) books. If you want to convince 

an older audience too, consider buying the student or 

adult editions instead. Note that you can buy and look 

at the review to this book at Amazon.com.      

 

 

 

Case For A Creator For Kids 
 

Olivia Ding 

 
I had a lot of feelings throughout this book. I was 
unsure whether to believe in God or in the Big 
Bang Theory. But the more I read the more I 
understood that God is the only possible reason 
for the creation of the universe. Everything we 
see around us  

has to have been made by God. There can’t be 
even one thing that someone has not invented 
or made. The Big Bang could not have 
happened without a cause since this is not 
reasonable. The universe can’t just start in an 
explosion without a creator. I trust God and 
believe that he made the world I live in.   

 

 

 

Summary of The Case for a Creator for Kids 
 

Felicity Zhou 

 
 
The Case for a Creator for Kids by Lee Strobel 
is a book about science and theories, such as 
the Big Bang theory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universe. Lee Strobel wrote this book with some 
characters in a setting to prove certain points. 
 
In the beginning, he talks about theories about 
who/what created the universe, such as the Big  

Bang Theory. Strobel discusses what theories 
scientists and teachers believe. 
In the middle, he talks about the Kalam 
Argument, which says that everything that had 
a beginning has to have a cause. Lee 
Strobelalso talks about DNA and biology. 
 
In the end, Lee Strobel sums up what he talked 
about throughout the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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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Report on the Case for a Creator 
 

Benjamin Fu 
  

 

In the book, The Case for a Creator, Lee Strobel 

displays that incredible scientific discoveries have 

proven the existence of a creator. These scientific 

discoveries have not only helped restore lee’s faith, 

but strengthen it. Lee is not unaccompanied. Other 

scientists also no longer believe the universe just 

“happened” or that life emerged to what it is today 

by minute chance. In a world with astounding 

elaboration, Lee and these scientists are seeing 

signals of a Master Designer.  

 

 It all begins when Lee was a freshman in 

high school. Growing up, Lee always liked science. 

To him, science represented the solid facts and the 

experimentally proven. His teacher explained that 

life originated millions of years ago when chemicals 

at random reacted with each other in a warm ocean 

on prehistoric earth. Then, through a process of 

mutations and the natural selection of the best, life 

became more complex. It wasn’t until Lee’s wife, 

Leslie, announced that she became a follower of 

Christianity that Lee had even considered God had 

caused life to establish. From there on out Lee 

decided to embark on a search for truth and an 

explanation on how life began. 

 

 At first Lee went towards science to explain 

how the universe began. Basically all science could 

explain was that there was an explosion that occurred 

everywhere at the same time, which filled all of space 

with every particle of matter rushing apart from 

every other particle. This somehow resulted in our 

universe being created.  But what caused the 

explosion? Did it just happen? First nothing, then 

something? Or did someone or something make it 

happen? Lee went on to think about quantum theory. 

Quantum theory means that things can materialize 

out of the vacuum, which theoretically means 

anything- a dog, a house, even a universe- can pop 

into existence. But is it really reasonable to think the 

entire universe simply came to be by itself? As for 

Lee, he wanted to know whether that belief stands up 

to scrutiny, or whether the 

laws of logic and the 

evidence of science trace 

towards another 

conclusion: that something 

caused the universe to 

come to existence. 

 

 After some research 

and arguments, Lee started 

to realize there wasn’t any 

logical, scientific 

reasoning on how the universe was created. He knew 

that if he really wanted to know how the universe was 

created then he would have to reexamine the claims 

of evolution that had originally led him toward 

disbelief in God.  One thing that led Lee into 

disbelief in God was Haeckel’s Embryos. Ernst 

Haeckel was a nineteenth century biologist; his most 

famous drawings portray the embryos of a fish, 

salamander, tortoise, chicken, rabbit, and human 

next to each other at three stages of development. 

These images fascinated Lee when he first saw them. 

Looking back and forth at the embryos, Lee saw that 

they looked extremely familiar. Lee searched his 

mind, but his only explanation for this was that 

indeed, all animals have a common ancestry, and that 

Darwinism (evolution) is real. Many years later, Lee 

got the real explanation from Jonathan Wells, a 

scientist who received his doctorate in molecular and 

cell biology from Cal-

Berkeley. Johnathan Wells 

was an expert on vertebrate 

embryology and evolution, 

and told Lee that the 

drawings were faked! 

Apparently in some cases 

Haeckel actually used the 

same wood cut to print embryos from different 

classes, because he was so sure his theory was correct 

he figured that there was no need to draw them 

separately. In other words he drew his drawings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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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looked more similar than they actually were. 

This shocked Lee as he always believed in what his 

textbooks said when he was a student. Overall, this 

experience even further extended Lee’s belief that 

there could be a master designer. 

 

 After a few more things happened that made 

the evidence for a master designer greater, it was 

time for Lee to decide if there was a case for a creator.  

Actually there are a lot of misunderstandings about 

faith. Many people believe faith contradicts facts. 

However, that’s definitely not what Lee thinks. Lee 

sees facts as something that actually supports faith. It 

seems like our planet is the perfect place for 

discovery. Our earth is the only place in the solar 

system that has a total eclipse; our moon is just the 

right size so our Polar Regions don’t melt. Earth 

provides an excellent position to detect cosmic 

radiation, and Earth’s location provides an amazing 

view at the stars. Because of all this evidence, Lee 

decided to switch religions and move away from his 

atheist ways. Today, Lee is a proud and strong 

Christian that spreads the gospel to the world. 

 

 From a complete Atheist that believed that 

science disproves the existence of God to a strong 

Christian who spreads the gospel. “The Case for a 

Creator” shows how science actually proves the 

existence for a master designer. I recommend this 

book to everyone that wants further proof that there 

is a master designer. 

 

  

  

 

 

编后记 
 

 

在神的带领下，樱桃山华人基督教会走进第十五个年头。和往年一样，教会在十月份进行堂慶，出版

年刊。五月份，教会成立了六人年刊編輯组。丁荔姐妹负责封面设计，季梅青和孙辉姐妹负责联络投

稿人和组织稿件，涂漢明弟兄负责管理所收到的稿件，江怀德弟兄负责全面审稿，钱俊弟兄负责最终

年刊排版。感谢弟兄姐妹们踊跃投稿，在这里分享团队服事、短宣经历和个人感人肺腑的見証, 見証神

在個人，家庭, 工作，團契和教会所彰显的榮美。就像李牧师在文中说的,圣经要告诉我们的是神的荣

耀和至高，所以人生最主要的目的是荣耀神。让我们不间断地学习神的话语，做一个爱神爱人，荣神

益人的人。 

 

年刊編輯组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