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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感言 

    2017年的春天似乎过得特别快，转瞬之间，又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而我们的《凯

地之光》第四十三期也踩着父亲节欢快的脚步，在写满了感恩与赞美的六月天，与弟兄姐

妹们见面了。 

    腾李诗妍师母从参与儿童圣经比赛的事工中，勉励父母们一起参与背诵经文，在主的

爱里与孩子们一起与主同行。刘宏姐妹分享了刚刚来到凯地教会，因着个人育儿的需要，

稀里糊涂地参与了为期一周的儿童培训。而后又看到教会儿童事工的需要，感恩主的带领

与装备是何等丰富和奇妙。陈芩姐妹通过哥哥生病一事，分享了神怎样垂听了教会弟兄姐

妹同心合一的祷告，以及主里众弟兄姐妹彼此相爱、见证主爱的感人故事。宋忠玫姐妹的

《走过的日子》，从生病、治疗、到康复，主一步一步的保守和带领，虽然行过死荫的幽

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主一直与她同行。李日东弟兄用《玛拉基书》分享了旧约时代的以

色列人如何悖逆上帝的“慈绳爱索”，勉励如今天的信徒：无论在怎样的处境中，我们都

需紧紧抓住神的“慈绳爱索”，永不放弃。符弟兄的文章感人肺腑，与在世上的父亲多年

的冷漠与隔阂，在经过多少载春夏秋冬的挣扎、痛苦与煎熬后，却因着天上的父的大爱而

得以修复与和好。黄伟萱姐妹则分享了与三个女儿在主的爱里一起成长的美好见证。 

    值此父亲节之际，我们不仅思念尘世的父亲，感谢他们的养育之爱，教导之恩。更要

思念我们在天上的父，因着天父牺牲的大爱，我们才能与世上的父亲和睦相处，并有盼望

一同在天堂欢聚。而作为儿女的我们，能够给父亲最好的父亲节的礼物就是我们的救主。 

                                                                                                                                          本期编辑   杜秀香 

 

   

    

1.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滕李詩妍 

2.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刘宏 

3. 神施恩的手                                                               陈芩 

4. 走过的日子                                                              宋忠玫 

5. 看得见的慈绳爱索                                                        李日东 

6. 神的爱让我与父亲重新和好                                                                         符号 

7. 与女儿们一起成长的日子                                                   黄伟萱 

8. 我在阳光下，静静地想你                                                  杜秀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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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李詩妍 
 

    每年復活節主日崇拜，都有兒童聖經

背誦比賽頒獎禮，取得第一名的孩子們都

會在台上向會眾背誦經文。其中一位給我

很深刻的印象，不是因為她得獎，而是我

有幸見證這孩子在過去兩年比賽中有進

步。看見她流利地背誦神的話語時，我甚

是感動，將一切榮耀頌讚歸於神！ 

 

       連續兩年在兒童聖經背誦比賽中幫

忙，令我有所體會。在眾多的參賽者中，

有些兩年來表現同樣出色。有些去年參

賽，但基於不同原因今年沒有再參賽。最

令我欣賞的，並非那些表現出眾，而是那

些敢於再接再勵，沒有因過往表現不理想

而放棄或逃避的參賽者。 

 

        透過比賽，父母可引導孩子們如何面

對失敗，在那里跌倒，就在那裡爬起來繼

續前進。我想起腓立比書 3:13 “.... 我只有

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著標

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

來得的獎賞。” 

 

    人生像是由許多短跑所組成的長跑，

眼目若停留在某段短跑的成敗，比賽還未

正式結束便放弃。跑步必須集中向前看，

若一邊跑一边卻分心向後看，會耽誤或錯

失最終的目標和獎賞。 

 

    谨記我們不是單獨跑人生路，而是與

主同行。靠祂的能力克服困難，要知道我

們的幫助從何而來。“我的幫助從造天地

的耶和華而來，他必不叫你的腳搖動，保

護你的必不打盹”（詩篇 121:2-3） 

 

    願天下父母也與子女同跑，並在旁為

他們打氣。若以身作則，與孩子一同背誦

經文，我深信更能帶動他們將神的話藏在

心裏。贏取奬杯固然高興，但過程中經歷

與家人與神更親密的關係，和神話語的甘

甜，這才是更大的福氣和賞賜。 

 

Forget the past and Look forward to what 

lies ahead - Nina Tang 

 

Every year at the Easter Sunday Service, all 

first-place winners of the children Bible verse 

contest would recite Bible verses before the 

congregation. One particular winner made 

quite an impression on me. It was not her 

achievement but rather her progress, which I 

had the privilege to witness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I was overjoyed by her poised 

recitation of the Bible verses. To God be the 

glory and praise! 

 

I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you my insights as 

a volunteer at the Bible verse contest. Some 

contestants were outstanding. Some competed 

last year but not this year due to various 

reasons. I was most impressed though, not by 

the best performers but those who bounced 

back from past failures, those who chose to 

compete again and not give up.  

 

Through participating in competitions, 

children can learn to confront failures with 

guidance from their parents. They can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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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 on their feet and resume running after 

they stumble and fall. Phil 3:13 comes to 

mind - "Forgetting what is behind and 

straining towards what is ahead, I press on 

towards the goal to win the prize for which 

God has called me heavenward for Christ 

Jesus." 

 

Our life is like a marathon composed of 

multiple short races. If we can't get past a 

particular race due to past failures, we risk 

withdrawing from the marathon prematurely. 

Running requires our undivided focus. 

Looking back while running could cost us the 

ultimate prize of the marathon.  

 

Bear in mind that we run the race not on our 

own but with God on our side, who empowers 

us to overcome all obstacles. Know where our 

help comes from. "My help comes from the 

Lord, the Maker of heaven and earth. He will 

not let your foot slip, he who watches over 

you will not slumber" (Psalm 121:2-3) 

 

May all parents run with their children and 

cheer for them along the race. If parents lead 

by example and recite Bible verses alongside 

their children, I believe they would be more 

motivated to hide His word in their hearts. 

Winning a trophy is certainly a joyous 

moment, but a bigger prize awaits those who 

develop a closer relationship with God and 

with each other; a bigger blessing for those 

who taste the sweetness of God's word in the 

process.  

 

 

刘宏 

 

    2013 年我的儿子天天两岁，美国人称

为“terrible two”（可怕的两岁）的年

龄段。我们起初学到的一些教育孩子的招

数似乎不太够用了。作父母的都知道，孩

子 在 这 个 时 期 像 个没 开 化 的 小 野 人

（ uncivilized cave man）。孩子不讲

理，我不知道怎么回应，为了尽快达到自

己的目的，所以，就用粗鲁的办法强制孩

子顺服。后来，天天三岁了，发现他又进

入了 “horrible three”(恐怖三岁)阶

段，我感到孩子常常是跟我们对着干，家

里的气氛常常是紧张的。而且这段时间我

最怕的就是孩子模仿自己的行为。我发现

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深深印在孩子的

脑海里。孩子不看我们说什么，只看我们

怎么做。父母的眼睛常常集中在孩子的行

为上，岂不知，行为的塑造只是表面功

夫，真正影响孩子将来生命的是他们的

心。箴言 4：23 告诉我们：你要保守你

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

心而发。如何引导孩子的心才是父母真正

应该努力的方向。我们都知道，孩子可以

受教的时间段很短，怎样在这短短的几年

中培养孩子有良好的品格和处事方法成为

我们作父母刻不容缓的责任。我们要确保

孩子们离开家门的时候，已经有能力来处

理生活中方方面面的事情，这不仅仅是只

有一个好成绩就可以涵盖的。 

    古人说：养不教，父之过。Dr. Henry. 

Cloud 写的《为孩子立界限》也给我们很

好的提醒，他在书中讲到：“孩子所需要

负起的生活层面，我们称之为‘宝贝’，

或是‘极具价值的东西’”。耶稣也曾经

说过：“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值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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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马太福音

十三 44）。这些有关如何去爱、如何工

作、如何服事的品格，是宝贝的一部分，

我们要保护、培养这些品格，使它成熟，

不仅在今生成长，也在来生继续。当我认

识到自己的有限，没办法做到父母该有的

模范样式, 我知道只有把孩子带到主面前

来，孩子认识上帝了，对上帝有一颗敬畏

之心，我就不用太担忧了。 

从个人的需要到看到儿童事工的重要 

在 WICHITA KANSAS 的时候有参加 BSF

（Bible Study Fellowship）,曾经到他们

的儿童组作义工，发现那些孩子在老师的

引导下安安静静，开心地按老师的引导学

圣经、听故事、背简单的经文等。这让我

很稀奇，因为跟我后来看到教会的儿童组

不太一样。在我去过的教会，我曾看到大

人查经的时候，孩子们没有什么事可做，

就一人做一个纸叠的刀，一晚上打打杀

杀，满走廊跑。不然就是给孩子们看上两

小时的电视，打发时间，让他们安静。这

些就更促使我寻找 BSF，希望能到他们的

儿童组取经，将来希望能对我们的儿童事

工有所帮助。但由于那时工作时间不允

许，没能参加。 

2014 年 3 月随先生刘庆斌一同来到凯

地。我的心里仍在寻求怎样更好培养孩子

的方法。来凯地不久，就受朋友邀请参加

在 HOUSTON 北边举办的福音营，有机会和

洪飞、陈芩以及其他家庭一起去了营会。

在一次午餐的时候我坐在了一对美国夫妇

的桌上，并开始与他们攀谈起来。得知他

们是这次营会的儿童同工，并且他们正是

我所知道的万国儿童敬拜团（Children 

Evangelism Fellowship）的成员，他们就

是现在为我们教会作“little kids can 

know God”(幼儿园小朋友能认识神)培训

的 Ms.Darlene 和 Mr.Dan。当与他们分享

到我对自己孩子和教会儿童事工的负担

时，MS. DARLENE 笑答：“这就是为什么

神让你坐在我们这张桌子上。”她说，7

月份他们在华人基督徒教会有一个培训，

希望我能参加，为期一周，而 BSF 的同工

也是受他们训练的。 

 

Woodland 社区实习传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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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听她这样说觉得好奇，暗自问

神这是什么意思？因为还是觉得离的有点

远，自已对路还是不熟悉，有些心理障

碍。眼看培训要开始了，我想看看先生怎

样说，因为他也要乐意为我出钱，并且我

和天天会一周住在中国城附近的 DARLENE

家，没法照顾他。于是就试探性地问老

公，没想到他竟然一口答应。难到这真是

神的心意？当我们要进驻 MS. DARLENE 家

时才知道原来她们家已经住了 15 个大小宣

教士外加一个病号。其实我们一开始连床

垫都没有，因为 MS.DARLENE 夫妇全天扑

在教会哪有时间管我们？其实我打电话追

着她问床垫的问题时，自己觉得这对二位

全心服事主的老夫妇来说简直就是俗不可

耐。 

    感谢神，最后还是混上一张单人床，

我和儿子睡了一星期。其他宣教士们睡地

上，我们算是贵宾待遇了。与这些小宣教

士住在一起对我也是很好的激励。这些小

宣教士年龄在 8 岁到 20 岁不等，是 CEF 训

练出来的精兵，一早起来就不见了，晚上

8、9 点才回来。他们一整天都在教会接受

培训，然后分头到不同的社区传福音，主

要是靠近中国城附近的社区，公园，还有

幼儿园。让我对 CEF 的儿童福音事工有了

初步的认识。我儿子天天在教会里，他们

常常带着他玩游戏，找机会就向天天传福

音，天天跟着他们很开心。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一个星期紧张的培训开始了，上午上

课，下午做作业，第二天交作业，还要考

核。我一开始觉得自己是不是来错了地

方，这也太挑战了吧！然而，慢慢的，课

程的内容开始吸引我。首先学到的就是关

于人信主的可能性与年龄的关系。从 CEF

同工的非正式调查结果来看，人信主机会

最高的年龄段是在 14 岁之前，统计结果显

示：5-12 岁的孩子信主几率最高，13 岁以

后则锐减；在下图 2 中则看到统计报告

85%基督徒是 4-14 岁信主，数字足已告诉

我们教导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并引他们归主

是何等重要！ 

普遍来讲，基督徒认为当孩子太小时

不用传福音给他们，因为他们听不懂，信

仰是大人的事，而且还得是有追求的大人

才乐意听。然而，在马可福音 10：13-16

神的话说：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

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

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

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

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

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

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

福。” 

 

参与 YMCA 传福音 
 

     申命記 31:9-13 摩西将这律法写出

来，交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子孙和

以色列的众长老。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

七年的末一年，就在豁免年的定期住棚节

的时候，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

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

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要招聚他

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

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

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也使他

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

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过约但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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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

行。 

 

社区游泳池传福音 
 

我内心真正被上帝摸着，是在其中一

堂课中，老师用了一个小乔治的幻灯片，

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小乔治的生命就像下

面这首诗所描绘的一样，在他可以被塑造

的年龄段， 每一位主日学的老师，师长都

可以在他稚嫩的生命中留下痕迹，可能是

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然而，转眼间，

孩子长大了，思想定型了，我们就不能再

改变什么了。这首小诗深深地印在了我的

心里，也成了我日后投入儿童事工的动

力，激励我好好装备自己，为要得着更多

孩子。小诗是这样写的：  

A PIECE OF CLAY 

一团泥巴 

I took a piece of plastic clay 

有一天，我拿着一块塑性粘土 

And idly fashioned it one day, 

随意地捏弄着 

And as my fingers pressed it still, 

我的手指怎样用力 

It moved and yielded to my will. 

它的形状随我的心意变化着 

I came again when days were past--- 

很多日子之后，当我再次看见它 

The bit of clay was hard at last; 

这团粘土终于变硬了 

The form I gave it, it still bore, 

依旧是我当初所捏造的模样 

But I could change that form no more. 

而我却再也无法改变它的模样了 

I took a piece of living clay 

其实，我是拿着一块有生命活力的粘土 

And gently formed it day by day, 

每一天温柔地捏造它 

And molded with my power and art 

用我的能力和艺术 

A young child’s soft and yielding 

heart. 

塑造一颗年幼柔软降服的心 

I came again when years were gone--- 

多年之后当我再次看见他 

It was a man I looked upon; 

我抬头望去，他已长大成人 

He still that early impress wore, 

他身上仍有儿时被塑造的印迹 

And I could change him nevermore. 

但我再也不能改变他 

------Author unknown 无名诗人 

CEF 的法宝是什么 

     CEF 的创始人看到所有的儿童主日学

中似乎缺少了什么，后来他清楚地认识到

那就是完整的福音。于是，无字书诞生

了，用一本只有颜色没有字的书就能把上

帝的爱、人的罪、基督的救赎、赦罪以及

人的接受和得救的确据讲得绘声绘色，清

清楚楚。句句在重点上, 只有上帝可以启

发 CEF 创始人有这样的智慧！就是这本无

字书带领无数小朋友归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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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F 的培训内容方法活泼，用孩子们

听得懂的语言，深得小朋友喜爱。CEF 讲

求用五官的感觉来教课。如讲到上帝的创

造,可以让小朋友传看一只花,闻一闻它的

香气, 描述一下它的色彩,摸一摸它花瓣的

质地。讲圣经课一定用各种图片和动作。

讲解圣经经句时，可以用动作、诗歌和游

戏一遍遍重复，还可以用不同动物的声音

重复经句。总之, 整堂课生动活泼、有动

有静、有唱有跳，小朋友喜欢，大朋友也

喜欢。MS. DARLENE 说：“有一次她呼

召，连幼儿园的老师听完了都要求信

主。”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CEF 每堂圣经課

都可以把福音穿插在其中。最后有呼召、

有跟进，扎扎实实， 引经据典。自己参加

了两期共两周全天的培训后， 感觉我竟然

也可以轻松活跃的带一堂圣经课。比如，

我们教会周六晚上没有儿童天地的时候，

我尝试带了两堂圣经课 ，两次都有人信

主。第一次是一个 10 岁的孩子做我的助

教，呼召的时候她出乎意料的信主。哈里

路亚！第二次就是在我刚刚参加了“幼儿

园的小朋友可以认识神”的培训后，因为

是临时带孩子，并没有时间作充分准备。

于是，用 CEF 的教材和教具讲了一堂圣经

课，在场有七个孩子全部举手信主，并大

声和我一起祷告。其中，有两个是已经信

的包括我儿子天天。他们中间，有一个是

第一次来周六查经，是我朋友的八岁孩

子，顽皮但很有思想；另一个则是七、八

岁，在香港上的学。一进门就嘟囔着：

“又是圣经，在香港的老师天天讲，烦死

了。” 而且，我讲每一个圣经故事，她都

知道。一直要打断我的话。然而，一节生

动活泼的圣经课之后，她不仅高高兴兴决

志，而且还跟着我，非要跟我玩。 

    刚来凯地时神莫名其妙地带我遇见 Ms. 

Darlene ，  懵 懵 懂 懂 学 了 一 期 TCE1 

(teaching children effectively)。半年

后， 神带来了一对传道人 JOHN 一家。惊

悉他们过去一直参与 CEF 活动。他们来

了， 我感到上帝正在把一块块地拼图拼起

来。现在我终于明白神为什么先让我接受

了装备。现在，我们就可以自己组织训练

了。 看到这一期我们就有十五个同工参加

了训练，对神真的有说不尽的敬畏！弟兄

姐妹们，我们的每一个孩子都是那一个还

可以塑造的稚嫩生命，愿我们抓住他们这

一段宝贵的时光，用上帝赐给我们的智

慧，雕琢他们，制作他们，使他们长大后

满有基督的样式，成为主的精兵，时代的

明灯。 

 

陈芩 

 

    2017 年 4 月 14 日，Good Friday（耶

稣受难节），是纪念耶稣为我们受难，用

他圣洁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成就祂义的

日子。我们教会 Good Friday 活动真切引

导我们回到耶稣为我们罪受难的场景，牧

师的讲道也带领我们感受到救恩的浩大和

自己的不配。这种令人战兢的感觉很像我

们家最近所经历的：因着神施恩的手帮助

我们，我哥哥的耳朵有救了。短短几日，

我们经历了神奇妙的带领：从无望，等着

全聋；到满有盼望，主必医治。神和神的

儿女们单单只顾念我和哥哥的需要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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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放下手中所忙碌的并不辞辛劳，成就

神的义和恩典。我深感不配，甚至受宠若

惊，但主恩就是这样又大又真实。 

病情和困难 

    我哥哥的病情：右耳丧失听力（因胆

脂瘤危及大脑，于 1999 年发现后右耳内小

软骨及附件全部摘除）；近日左耳也不

适，CT 扫描结果才发现也有胆脂瘤，现在

阿根廷保守治疗（抗生素）。实际上就是

等待双耳全聋的过程，因为左耳胆脂瘤也

将危及大脑，届时再一次将这瘤和包裹的

所有小骨和组织清除干净，结果是左耳也

将失去听力。 

求助的历程 

    当我听说哥哥的大致情况，知道很严

峻，首先想到的是祷告。因为在祷告会和

教会我们切身经历了祷告的巨大力量，教

会弟兄姊妹们同心合一的祷告一次又一次

摇动恩主的手，救我们脱离死荫的幽谷。 

病情被确定 

    就在祷告会和牧师带领大堂为我哥哥

恒切祷告之后，奇妙的事情就开始发生。

我们教会脑科专家 Jack 弟兄和 Sandy 姊妹

要求看哥哥 CT 扫描的图片，他们不思念自

己的辛劳和第二日就要去台湾远行，不顾

念当日还是姊妹的生日。晚上 9 点赶到我

们家，仔细研究 CT 检查结果。Jack 弟兄

发现 CT 结果不全，但作为放射科专家的他

能完全明白，并告诉我们哥哥病情的真实

情况和严重性，之前所悬念的黑匣子终于

水落石出。神又预备 Sandy 姊妹的亲戚是

加拿大耳鼻喉科医生，神保守他们顺利打

通电话，就这样脑科放射科专家和耳鼻喉

科医生的交流达成一致：针对我哥哥的情

况，一般医生会等待他的左耳胆脂瘤危及

大脑时，开刀摘除，保全大脑，但左耳将

失去听力。而顶级专家会希望尽快开刀，

并努力保存耳骨和残存的听力。 

联系和预约专家 

    下一步关键是尽快找到该邻域顶级专

家 。 丫 丫 姊 妹 给 我推 荐 的 她 家 弟 兄

Raymond 的医生。我们从网上找到这位医

生的资料，知道他在业界很有名，更高兴

的是因为他最近又奇妙医治了 Raymond 弟

兄的双耳听力，所以我们知道他没有退

休，而且在临床上仍然很活跃。我们想尽

快联系上这位医生，盼望他能医治哥哥或

是推荐合适的医生。 

    次日下午在忙碌完给小孩报名 PreK，

又做完 Preschool 的志愿者，已经是下午

3 点多，我怀着试试看的心情打通了 Dr. 

Eskew 的诊所电话，被告知 Dr. Eskew 没

有问诊（病人本人不出现）的先例。何况

医生很忙，6 月份才有预约时间。在等待

进一步帮助的同时，我接着祷告，神带领

Ms. Ashley 帮助我，她很好心的说会询问

医生，并告诉我大概需要周末回复我，因

为医生明后天会有手术等。当我感谢她并

说上帝祝福保守你，她也如此回复。我感

恩并有盼望，接着祷告。没有多久，我发

现错过她的电话，当时我预计很有希望，

否则她不必要马上回复我。果然电话回去

时，Ms. Ashley 说她很快看到医生，医生

破例可以让我们问诊，并且不用等到 6 月

份，因为正好本周四有两个临时取消的门

诊时间，8 点 20 和 10 点，让我可以去一

趟。我很高兴，同时告诉她我将与我的先

生家人商量如何成行。因为我在休斯顿，

不在奥斯丁本地。Ms. Ashley 好心地说我

也可以试着将 CT 扫描的图像发到她的个人

邮箱。正在思量如何是好，因为我自己开

车去实在有困难，而洪飞弟兄又正巧被公

司送去培训，不能请假。丫丫姊妹就打来

电话，当得知我哥哥耳朵病情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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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ymond 弟兄和丫丫姊妹决定他们将在百

忙之中代替我去见医生。并叮嘱我第二天

早晨 8 点就打电话给医生诊所，盼望能约

上周四的门诊。但他们根据自己多次看这

位医生的经验，预计很可能约不上，因为

医生太受欢迎，一般晚几分钟或最多十分

钟就被别的病人约去。通话之后丫丫姊妹

及时将他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发给我，鼓励

我将哥哥所有文件和图片发给他们并及时

预约门诊。 

     次日早晨，在送孩子们上学前我就打

电话给医生诊所，前台说 6 月份才有时

间。我提出 Ms. Ashley 说周四有两个取消

的门诊时间，前台说一般马上就没有了，

他去查一下。我等待时又祷告。蒙神怜

悯，对方竟然回复说 10 点的已经没有了，

但 8 点 20 分的还有。正是 Raymond 弟兄和

丫丫姊妹希望的时间，所以我满心欢喜地

接受了。当我告诉 Raymond 弟兄和丫丫姊

妹，他们都很高兴，因为顾念我哥哥的需

要。若没有这个问诊的机会，单单只将 CT

扫描结果发去医生办公室，医生有空闲时

可能看，但这位医生真的很忙，有可能就

要往后推延，更何况病人本身不在，诊断

有困难。 

    我带着很感恩和需要继续求告主的

心，再次来到祷告会，当牧师知道这些经

过，总结得实在好：若不是神的手亲自带

领，我自己不知道如何努力，这一步一步

是神在穿针引线，成就带领。阿门！祷告

会的众弟兄姊妹们又为我哥哥第二日看医

生恒切祷告，求主赐下智慧、能力、怜

悯、爱心和时间（因为我哥哥 CT 扫描的图

像有几百张，七个压缩文件，而大医生看

病人通常就是几分钟），求主赐予医生正

确准确的诊断、医治方案或是推荐合适医

生。 

神奇的就医之路 

     回家之后，还是继续打扰 Raymond 夫

妇，虽然他们自己生活工作繁忙（8 个月

大的 Baby David 睡觉轻、呕吐频繁；而

Raymond 弟兄工作强度很大，每日睡眠时

间很短）。但是他们夫妻却非常重视次日

为我哥哥看医生的事情，将所有文件解压

查看收存好，并多次发信安慰我，说我哥

哥的情况实在太严重，很需要好的医生。

并且他们夫妻俩都会去为哥哥看医生，

Raymond 弟兄本来次日早晨 8 点开会，他

将会议提前到 7 点，可以想见他们的睡眠

时间进一步减少。早上会议没有结束他就

匆忙离开，时间已经来不及，因为早上必

然堵车，他们想到可能会重新预约时间。

可是让 Raymond 弟兄和丫丫姊妹非常吃惊

的是虽然反方向堵车很厉害，但他们在高

速上前面一辆车都没有，在主的带领下竟

然提前到达医生办公室。并联络我要求将

哥哥加入微信群，与医生直接交流。感谢

神让我们瞬间联系上哥哥，我们三方可以

同时与医生对话，并且效果非常好。（当

日下午我的手机信号就遇到问题，上帝向

我们显明祂对我们就医交流的保守和看

顾。）原本 5 分钟看医生的过程，Dr. 

Eskew 与 Raymond 弟兄和丫丫姊妹交流了

30 多分钟，Raymond 弟兄让医生看过哥哥

所有的片子，并请教医生的意见。 

诊断结果 

    非常感恩，医生对哥哥的耳朵医治很

有信心。他说要为哥哥有胆脂瘤的左耳开

刀，拿去瘤和坏的部分，保存骨头和听

力；甚至对于丧失听力的右耳，他认为可

以为哥哥造一个人工耳蜗，因为哥哥右耳

神经没有完全失去。我们实在太激动了，

我的哥哥这位双耳面临完全失聪、双眼因

为重度青光眼随时可能失明的弟兄在短短

几日内，上帝赐下祂医治上通达的道路，

因为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我深感不

配，但怜悯慈爱大能的天父就这样帮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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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像我们的救恩，完全不配主耶稣为

我们降世，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但祂就这样成就了。不因为我们配得，单

单只因为祂的爱，单单只为着我们的好

处。感谢父神！ 

神必成就 

    哥哥进一步手术方案确定要等医生收

到哥哥前耳鼻喉科医生的医疗报告和听力

测试结果，手术难度会很大，因为左耳所

有小骨头都被那些胆脂瘤包围和缠绕，失

聪的右耳不但被拿去所有小骨头，神经也

有损伤。但因为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我

们相信哥哥的耳朵必将得到医治！将感恩

和颂赞归于我们天上永活的神！亲爱的弟

兄姊妹们，让我们一起在各样事上恒切祷

告，共同经历这个我们原本不配却非常真

实，昔在、今在、永在的恩典！ 

 

 

宋忠玫

    詩篇 65 篇 11節說，“你以恩典為年

歲的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脂油。” 

    若沒有走過這一段生病的日子，不會

體會苦難多，神的恩典也多的滋味。若沒

有經歷過這段與病魔搏鬥的時光，不能體

會病人的心境。每一滴留過的淚水與經歷

過的傷痛，都有神親手的安慰與撫平。我

的路徑都有神恩典的脂油。 

得病初期 

    2015年秋天的時候我總覺得我的肚子

裡怪怪的，也曾想到是不是長了東西，可

是又沒有病徵。2015年 12 月中，我忽然

覺得腸胃不舒服，經常有脹氣，而且有時

會痛，並且腰圍也變粗。即使躺在床上的

時候肚子還是硬硬的。所以十二月的時候

我去找家庭醫生問為什麼我的肚子感覺不

舒服總是脹脹的，家庭醫生最初的診斷可

能是脹氣。我就買了消脹氣的藥，吃了以

後慢慢的脹氣好了一些，我也就拖了下來

。因為家庭醫生門診的時間特別難安排，

一月後我就換了家庭醫生。 

     2月 15號那個星期好像有一股力量

催促我去看新的家庭醫生。所以 2月 18號

我去看了新的家庭醫生。剛開始我以為是

腸胃的毛病，所以請家庭醫生給我推薦一

個腸胃科專家，經家庭醫生檢查後也還是

查不出我的病因。家庭醫生就叫我去做一

個超音波片子。第二天我就去照了片子。

誰知當天下午家庭醫生就打電話給我說我

的肚子裡好像長了一個很大的卵巢水瘤

(cyst)。要我星期一馬上去照斷層掃描(CT 

scan)。當時我還半信半疑，直到星期一斷

層掃描(CT Scan)照出來的影像，我才知道

我已經病得不輕了。因為知道李福民弟兄

的兒子媳婦都是開刀醫師，於是我馬上寫

了一個 email給李福民弟兄，請他的兒子

媳婦為我介紹一個婦科的開刀醫師。福民

弟兄的媳婦第二天就為我介紹了一個很好

的婦科開刀醫師。原本以為開刀拿掉就好

了。很快的我就約好了 2月 26 號見這個婦

科醫生。2月 26號我見到了這位非常和藹

可親又熱心的年輕醫生，經過她的診斷和

驗血報告，當天晚上她就給我打電話告訴

我我應該去找一個婦科的腫瘤科開刀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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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的驗血報告顯示卵巢癌的指數（

CA-125）已經超過正常的標準，所以這個

水瘤裡面可能有癌症細胞。這位熱心的醫

生在週末就打電話替我找醫生，希望能盡

快地為我動手術。結果是一波三折。她為

我找到的醫生雖是在我的保險公司網路裡

，可是那個醫生所使用的診所卻不是。這

個醫生又很快地給我另外幾個醫生的名字

。很奇妙的只有一個婦科腫瘤科開刀醫師

和她的診所是在我的保險公司名單裡的。

神所開的路真是不帶上憂慮，如此我就不

用為再選擇醫生煩惱了。同時我也上網查

了這位婦科腫瘤科醫師的名聲，發現所有

的病人都給她非常好的評價。就如箴言 10

篇 22節所說的“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富

足，並不加上憂慮。” 

    一個星期後的星期一（3月 7號）我

就見到了這位婦科腫瘤科醫生。在她的安

排下，3月 11號星期五我就進了醫院開刀

。而且這位醫生是為了我在星期五下午加

開一個手術，因而她到晚上七點才完成手

術離開醫院。在這一段找醫生的過程中我

看到了神對我有許多許多的祝福。幾個醫

生在我治療當中都是那麼和藹可親而且動

作非常的快。所以從我知道得病到開刀前

後不到一個月。就連家庭醫生的辦事小姐

為我辦理保險公司的 referral 都是非常的

有效率。每走一步都有神大能的手在安排

。 

住院開刀 

    3月 11 號下午我和外子準時來到醫院

，但是因為前面的病人開刀時間延長，所

以我的開刀時間被延遲幾個鐘頭。在這等

待的時間，雖然有先生在身邊而且知道有

許多人為我禱告，心中還是覺得很孤獨。

因為我知道我必須自己獨自走過這死蔭的

幽谷，也只有神能与我同行。我躺在病床

上想到還未長大成人的女兒和還有疾病在

身的先生，眼淚就禁不住地掉下來。因為

我不知道我今夜將如何，更不知道我明天

將如何。無論人多麼有能力，在病痛和死

亡時，每一個人都是很無助的。詩篇 3篇

5節詩人說“我躺下睡覺，我醒著，耶和

華都保佑我。”每一天我們能健康地起床

，都是神的恩典。 

    當護士為我插上點滴並注射麻醉藥以

後，我就沒有了意識。等我醒來的時候手

術已經結束了。我已經躺在病房裡，感覺

到傷口隱隱的作痛。我看到先生站在我的

床邊告訴我手術都已經做完了。醫生告訴

他我的癌細胞看起來沒有擴散，水瘤也都

很完整的切除了。這個水瘤竟然重達 15磅

。難怪我的腸胃都受到它的擠壓而感覺到

不舒服。但是醫生還是把我的一些淋巴拿

掉了，而且取出周邊的組織細胞出來進一

步化驗。如果化驗周邊組織都很好的話，

這應該是最初期的癌症。當時心中比較踏

實了一些，並且有無比的感恩。神在我這

一條艱難的生病旅途中，還是為我開了一

條恩典之路。 

    接下來的幾天也是相當的辛苦，因為

我的傷口非常的大而且都在胸部和腹部的

地方，所以翻身，起床，下床，上床，上

廁所都會牽扯到傷口。在醫院一直都是注

射止痛劑我才能勉強度過。一般在腹部手

術後醫生都是要病人起來走路，這樣才不

會有腸沾黏而且腹部的各樣器官才會回復

原位。所以開刀後兩天我就起來走路，真

是使尽吃奶的力氣，才走了 10 分鐘我就已

經汗流浹背無法支撐。就這樣在藥物和疼

痛中度過了在醫院裡三天的日子。但是感

謝主，除了先生隨侍身旁，女兒在我開刀

完就開始放春假所以才能在醫院裡照顧

我，也不用為學業擔心。我每兩三個鐘頭

就要起來上廁所，女兒都會很細心地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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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下床和上床，因為怕爸爸太辛苦，晚上

起來的苦差事，女兒也不要爸爸做，所以

她晚上的時間也不能好好的睡覺。她就像

一個可愛的小天使在旁邊守護着我，幫助

我下床和上床。聽到我因疼痛呻吟她也會

關心的說“Mommy，are you alright?” 

    3月 14 號我的腸子通氣了，3月 15號

醫生就讓我出院回家了。可是回家後仍然

要吃強烈的止痛藥，否則我就無法移動或

是睡覺。但是這個強烈的止痛藥的副作用

就是讓我無法排便。出院以後一個星期我

就決定不吃這個止痛藥，真是感謝主在停

藥一天後我就開始排便。平時我們不會想

到日常生活最簡單的排便排尿對我們多重

要，而我們每天能做一個普通正常的人是

多麼的可貴。開刀後，我瘦掉了 20磅，所

以體力非常的差。但是感謝主在我開刀後

三個星期我已經能做一些活動，如走路、

爬樓梯，當然起床的時候還是會疼痛，但

是這樣的疼痛是不需要藥物來幫助止痛的

。因為我開始走動，所以吃東西也比較好

，慢慢地，體重也回升了。我的身體也慢

慢地有體力了。開刀的傷口也一天天地好

起來。原本以為 6個星期後就能恢復正常

生活。沒想到 4月 11號回診時，醫生告訴

我雖然我的癌症是最初期，然而這個卵巢

癌是一種非常毒的卵巢癌(clear cell 

ovarian cancer)，所以一般醫生都會要病

人做 6次化療以防範未然。因為癌細胞有

時會由血液跑到身體別的地方。就這樣，

我就開始為期四個半月的療程。 

化療期間 

    化療期間雖然非常的辛苦，但是神的

恩典夠我用。化療後兩星期，我的頭髮就

掉光了。化療的副作用總是讓我疲倦沒胃

口。我的指尖腳尖總會麻麻的。味覺也改

變，有些鹹味會讓我吃來發苦。有時還會

頭暈。紅血球和白血球也因化療低於正常

標準。其中一種抗細菌白血球（

Neutrophil）又特別的低。因怕被感染，

我也不敢去人多的地方。因而有四個多月

我很少出門或參加聚會。除非必要，我都

待在家中。每次出門回家後都會洗手，洗

臉，用鹽水漱口。每三個星期化療一次，

次日並要注射一針刺激骨髓製造抗細菌白

血球藥劑。只有化療兩個星期後才有胃口

吃些東西。雖然日子過得的辛苦和寂寞，

但是我知道神與我同在。身體好一些的時

候，我就會在院子裡澆澆水，摘些蔬果和

朋友親人電話聊聊天。奇妙的是院子裡的

兩棵芭樂樹今年夏天結了又大又甜的果子

。平時我回台灣都會買芭樂吃，今年因生

病不能回台，神就在後院為我結了上百個

大芭樂。連送我芭樂樹的朋友都說她家同

種的樹也沒結過那麼大的芭樂。讓我病中

有許多收成的喜樂。 

    箴言 17章 22節說“喜樂的心，乃是

良藥；憂傷的靈，使骨枯乾。”生病的期

間，親人和朋友都告訴我要寬心，不要想

太多。然而人是軟弱的，尤其在痛苦和難

受的時候。許多教會的朋友和公司的同事

及上司都對我很關心。這段日子裡，我也

變得敏感又多愁。朋友的代禱和送來的食

物，常常會讓我流下感動的淚水。在此也

對那些關心我並為我送食物來的朋友再次

說聲謝謝。正如俗話說“遠親不如近鄰”

。經上也有一句話在箴言 27 章 10節說“

你的朋友和父親的朋友，你都不可離棄。

你遭難的日子，不要上弟兄的家去，相近

的鄰舍，強如遠方的弟兄。” 

病後復原 

    八月十五號我做完最後一次化療，八

月底又做了一次 CT Scan。九月十二號回

診見醫生，醫生對我的復原非常的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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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也同意我把注射化療藥物的“port”

拿掉。如今從我身體感覺到不適到今天已

經一年多了。我的身體都已經漸漸的復原

了，我的體重也恢復到生病前的體重，我

的精神也幾乎回到生病前的體力，頭髮也

長出來了。不過我每三個月還是要看醫生

和驗血，每六個月要照一次 CT Scan，而

我麻麻的的手指尖和腳指尖也還需要一段

時間才能完全消失。 

後序 

    在生病之初，有人會問我怎麼定期檢

查沒有檢查出來。因為這個病是定期檢查

後才發生的，而且若沒有照超音波或 CT 

Scan或甚麼疼痛，初期是不會察覺的。因

此卵巢癌會被稱為“無聲的殺手”(Silent 

Killer)。其實每個人身體內都有一些癌細

胞，當人的身體狀況比較不好的時候，如

免疫力下降，生活壓力太大，心情鬱悶等

等，癌細胞就會滋生壯大。我想我是無法

得知我生病的真正原因，也許是很多的原

因造成的。有首詩歌“神並無應許”這麼

說的“神未曾應許，天色常藍，人生的路

途花香常漫；神未曾應許，常晴無雨，常

樂無痛苦，常安無慮。神卻曾應許，生活

有力，行路有光，作工得息，試煉得恩勗

，危難有賴，無限的體諒，不死的愛”靠

著這不死的愛我才能走過這段日子。如一

首詩歌“好好的過”這麼說“當我不明白

的時候我選擇相信，相信上帝依然愛我，

„„祂的愛是我堅強的理由，給我勇氣面

對明天„„” 

    詩篇 23篇大衛的詩這樣說的“耶和華

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臥

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他使

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

慰我。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

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

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

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如今我已躺臥在青草地上，在可安歇

的水邊。但我深深地體會到我雖然行過死

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神與我同

在；祂的杖，祂的竿，都安慰我。在我與

病魔征戰時，祂為我擺設筵席。祂用油，

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

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也認定了要住

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阿們! 

 

 

李日东 

    最近读《玛拉基书》，再次有感于神

的慈绳爱索。 

    按历史来说，玛拉基是上帝旧约时代

最后一位先知；按神的默示来说，《玛拉

基书》是神在旧约时代的最后训词。旧约

时代眼看就要结束了，对于一向悖逆的以

色列人，神一定有很重要的训诲。神说：

“我曾爱你们。”“以色列人却说：“你

在何事上爱我们呢？”神多么希望以色列

人能够明白祂的爱，但是以色列人却依然

不停地抱怨。在《《出埃及记》第 20 章 6

节，神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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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在旧约历史上，

一代又一代的以色列人经历了神的慈爱。

据《出埃及记》第 15 章记载，过了红海之

后，摩西和百姓曾经也向神高唱赞歌。第

13 节唱到：“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

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 在

《何西阿书》中，神说：“我用慈繩愛索

牽引他們”（11：4）。但是以色列人每次

遭遇到苦难的时候，就向神发怨言。在

《玛拉基书》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以色列

人的罪性。在困难和苦难面前，以色列人

甚至怀疑神的慈爱。 

    新约时代，很多蒙神拣选的基督徒，

也常常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对于神的

慈绳爱索，我们常常视而不见。 2016年 8

月，基督徒歌手希拉里·斯科特（Hillary 

Scott) 和她的家人创作了《祢的旨意》 

(《Thy Will》) 。起初，她唱出了自己的

困惑。“我知道你的美善，可是现在感受

不到 ，„„„„难以感动喜乐，只想要抱

怨。” 最后，她唱出了自己的心愿。“像

个孩子，跪在地上，单单只想，祢的旨意

成就”。这是希拉里·斯科特内心真实的

写照，也是许多基督徒的共同心声。这首

歌曾进入北美音乐排行榜前十名，今年还

荣获了格莱美最佳基督教音乐奖。在

YouTube 上面，有超过八百万的点击。 在

这首歌的视频中，那条慈绳爱索反复出现

了十几次。 

    记得几年前，我们教会有一门主日学

程《慈绳爱索》。那时候，我不了解“慈

绳爱索”的深刻含义。《慈绳爱索》这门

课，让我看到旧约历史上神用慈绳爱索来

牽引以色列人；也让我看到现今时代神用

慈绳爱索来牽引神的仆人。陈立德牧师患

了一种绝症中的绝症，只能坐在轮椅上。

随着全身肌肉的不断萎缩，他将在痛苦中

度过短暂的余生。就是这样一位正在经历

苦难的牧师，给我们宣讲神的慈爱。陈牧

师每次上课都累得满头大汗，却又总是面

带微笑。我至今都无法忘记这门主日学，

特别是陈牧师的微笑。这是一种让我觉得

惭愧的微笑，也是一种让人生命改变的微

笑。 

  当年神用慈绳爱索来牽引以色列人；今

天神也用慈绳爱索来牽引我们。当我们处

在困境的时候，不要忘记神的慈爱。当我

们觉得无助的时候，要紧紧抓住神的慈绳

爱索。 

                                       

 
 
                                                       符号 

童年时代的我，虽然物资匮乏，但因

为有父母宠爱，还是很幸福的。但是，进

入青春反判期后，由于母亲的过分溺爱和

姐姐的一味谦让，助长了我以自我为中心

的孤僻性格。特别是当我得知，父亲在与

母亲结婚前曾有过一婚外生的儿子以后，

我便更无法接受我不是父亲独生子的事

实。之后的许多年间，我几乎跟父亲变得

无法交流，逐渐从取悦父亲变成了逃避和

远离。父亲对我也缺乏耐心，只剩下了教

训和指责，我与父亲的关系充满了恐惧还

有苦毒。 

缺失父爱，成为我生命中的慢性伤

痛。它所带给我的是失去自信，失去安全

感，不断地在与人相处中受挫和受伤。与

同学的关系，与同事的关系，以及成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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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妻子和儿子的关系都时常不自觉地被影

响着，常常处于紧张冲突状态，万分苦

恼。离家远行以为会忘却，但屡屡受伤，

在孤寂中迷失方向。我内心中渴望的是有

一个会在我的前方提灯引路的父亲，更希

望有一位会在我背后给我力量的父亲。但

是，悖逆硬心的我无法享受父爱，浪迹天

涯，不愿回家。直到我自己成为了父亲，

我很想成为一个好父亲，去超越我自己的

父亲，但我做不到。我尽力地想改变自

己，可是，我知道我心里的很多纠结无法

摆脱，我经常会表里不一，自已摸不透自

已。我终于发现我不会爱别人，也不会爱

自己。我的生命进入了一段低谷时段，妻

子，儿子的爱都不能满足我，学业、事业

也不能填补内心的空虚，我无法快乐，而

且十分的孤单和恐惧。 

        人的尽头便是神的开始。我们是在

1994 年夏天，离开密苏里转学到德州。

1995 年，我的人生在德州西部的拉伯克华

人教会有了转折。神拣选了那个正在傍徨

中寻觅父爱的我，那个迷失了生命所属、

失去了自己、已然破碎的我。我渴望天父

的爱又不会表达和接纳，靠着神的恩典，

藉 着 许 牧 师 “ Believe in order to 

understand”的教导，接受了主耶稣，得着

了主耶稣成为生命的主宰。那个时候，我

还不明白很多道理。但是，神让我懂得有

信才有救。罗马书第八章的这段话，就好

似神专门为鼓励我走出生命低谷而写的

“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

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

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

父!” 

    1996 年初，我们毕业后搬家来到休士

顿，神为我们预备了充满爱的属灵之家----

---晓士顿中国教会的爱华团契。爱是“爱

华团契”的主题，我们爱中华，爱弟兄姐

妹，更爱耶和华！保罗说：“现在常存的

有信望爱这三样，而其中更大的是爱”(哥

前 13：3)。在爱华的日子里，我们被辅导

和弟兄姐妹们关爱着。爱华有着一群大有

信心，有盼望，有爱心的弟兄姐妹，我们

也在众弟兄姐妹的生命见证中学习着爱神

爱人和爱己。这爱让我的缺点被包容；让

我的罪被遮盖；也把我冰冷的心融化。我

也因着神的爱重新建造与人的关系。地上

的父亲的软弱伤害过我，天父却用大能大

爱医治了我。强大的天父之爱满足了我的

心，回到了天父的怀抱，神让我的心不再

那么伤痛了。 

        在不断的建立与天父的关系中，我们

聆听神的声音，体会神的旨意，我们学习

饶恕，有主的同行，我们有了安慰、满足

和喜乐。神也改变我，让我开始学习改善

与地上父亲的关系。以前，我跟我父亲通

电话一般不会超过 15 秒钟。神的爱让我学

习去静下心来“快快地听，慢慢地说”。

当我可以耐心听父亲说话时，我发现父亲

也很希望爱和被爱，我也能从敬而远之到

可以逐渐体会到父亲的性格和思想了，父

亲也越来越愿意心平气和的说话了。“爱

是凡事包容，凡事忍耐”（哥前 13：

7）。父亲婚外私生子对我母亲和家人都有

伤害，靠着神的恩典，如今大家都能接纳

包容了不完美的父亲。父母知道这是神改

变了我，我们是因为信主耶稣而得福。真

希望我的父母也能够接受主耶稣成为他们

生命的救主，与我们一起享受这份来自天

父的大爱。 

             （2017 年 4 月 15 日在爱华团契 

reunion 的见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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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伟萱 

时光不等人。五月二十一日将飞去大

女儿所就读的 John Hopkins 大学，参加

她的大学毕业典礼。大女儿即将入读医学

院，实现她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的人

生梦想。二女儿也即将入读法学院，小女

儿于去年就读大学的商学院。已经空巢一

年的我，心中的感恩油然而生，有了主，

我还要什么呢？ 

 

十三年前，作为一个有三个年幼女儿

的妈妈，虽然可以在物质上满足她们，但

是心里深深地担心，为她们的人生是否完

美，也希望她们的未来会美好。但是却不

知道如何正确地教育她们，况且当时自己

对死亡也特别的恐惧。在茫然、无助的忧

虑与徘徊之间，上帝派来的使者，我的一

位邻居姐妹把我带进了教会。 

    从此，神的话语打开了我的心。诗篇

127：3：“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腹

中的胎儿是祂赏赐。” 十几年来，我和我

的女儿们亲身经历着神的宝贵应许：箴言

22：6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

是到老也不偏离。” 

    二女儿以前不喜欢去教会，与我之间

曾经有过非常大的冲突。在最苦恼之际，

我也绝不放弃去教会的安排。又是一个周

日，二女儿坚决不去教会，我说即使不去

教会，也不能留在家里。我开车把她带到

了一个停车场，我们在车上拉锯战似的停

留了一个多小时。我告诉她一个道理，去

教会总比留在闷热的车里好受一些。十几

年来，我始终坚持着一种信念，无论如

何，总是把自己和女儿们带进教会，带进

神的话语里。神也大大地祝福我们的家和

孩子们。 

    三个女儿在教会里成长、长大，由被

人服侍的羔羊成为敬畏神、服侍人的主的

门徒。三个女儿在教会都找到了各自的事

奉岗位。二女儿喜欢电脑，她就一直在崇

拜的控制室里调控音响。每个周六下午都

要去教会把第二天崇拜需要的 Power 

Point 准备好。有时二女儿不能去，小女

儿就代替姐姐去做。 

    大女儿特别喜欢小孩子，一直在带领

儿童主日学。大女儿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于 Cinco Ranch High School。她的中文

老师是我们教会的一位姐妹，特意对我

说：“你的女儿太棒了。面临毕业功课和

考试的压力，在教会又有繁重的事工，却

从不抱怨，默默服侍。” 大女儿把与神同

在放在了第一位，她把一切荣耀和赞美都

归给了神。 

    小女儿具有领袖特质，做了摩西的角

色。她做了传道的助理和青年团契的领

袖，带领着一群年轻基督徒们，走出教

会，走进社区服侍周围有需要的人群。 

    因着圣灵的同在，神的保守，我们的

家充满了喜乐和平安。当初是我把三个女

儿带进了教会，为了她们的未来和教育。

后来却又因着三个女儿的忠心服侍和谦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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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主，反过来深深地影响了我。我不得不

反思自己生活的优先顺序，慢下工作和世

俗的脚步，于繁忙中每日亲近、服侍我们

的主。 

 

    十几年来，我与三个女儿在凯地教会

经历了神大有能力的带领和祝福。大女

儿、二女儿相继顺利走进梦想的大学，并

且在大学里继续与神同行。 

    小女儿也于去年八月份，上了波士顿

的一所大学。记得当初小女儿在选择大学

时，曾经有过的挣扎与困扰，是留在德

州，还是去外州？担心一个人去外州，人

生地不熟，孤独和害怕。祷告后，上帝赐

给了我祂的话语。我告诉女儿，接受上帝

赐给你的祝福，因为上帝要使用你。你并

不孤独，因为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圣灵也

将永远陪伴着你。就这样，最近几年，我

把女儿们一个一个的送出家门，并且把她

们的未来和一生的计划，完全交托给全能

的主，走进神对她们的完美计划之中，走

在上帝为她们预备的人生旅途。 

    至于我自己，无论遭遇什么困苦，都

大胆地向神求，因为有神，所以我的余生

一定比从前更好。每天清晨醒来，我就用

主祷文和雅比斯的祷告这样说：“上帝甚

愿你赐福与我，扩张我的境界”， 每一

天，我就靠着主开始一天的旅程。 

    今年母亲节的中午，弟弟打来电话，

说：“爸不行了，正送急诊室。” 当我赶

到急诊室时。护士正在测试爸爸的心电

图，然后说病人有 Heart attack。我发呆

了。生与死，就是心跳之差，呼吸之力，

我们是多么的无能与无力。爸爸在做了一

个心脏的搭桥手术后，保住了性命，在医

院陪伴爸爸的几天里，深深地感受到，父

母在，家就在，亲情也在。工作和事业失

败了，可以重来，而孝敬父母的时光却永

远都不可能重来。 

    有了我们的天父，我便走在了爱里。

求神让我们都成为爱的出口，一切发生的

都是上帝给予我们最好的，每一次的打击

都是真利益，每一个的成果都是上帝的赐

福。 

感谢主，一路陪伴着我走这人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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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秀香

父亲节喧闹的欢庆和热烈尘埃落幕。当喧

腾的浪花最终归于平凡与平淡。爸爸，在

这个安静的清晨，屋外是德州明媚的阳

光，那一缕缕炙热的阳光曾经也沐浴在你

的肩头。那是几年前你探亲来美，在我这

里小住半年。后院的椅子上，曾经有你的

身影，静静的与时光作陪。虽然你走后，

我们曾经几经迁移。然而爸爸，在女儿的

心里，你似乎从未远离。我至今保存着你

走时没有带走的一些替换衣物。每每收

拾，往事如烟，时光已经走过了几个春夏

秋冬，而你的音容笑貌却仿佛定格在了德

州永恒不变的炙烈阳光里。 

    在慈爱、深厚、和博大的父爱面前，

所有的语言显得如此的苍白而无力。爸

爸，世间没有任何的语言可以表达我的思

念与感激，也没有哪怕是一句话可以囊括

你对我们的爱与付出。那是足够用一生来

回忆的幸福和过往。 

整理此次欧洲旅行回来的照片，也顺

手整理了一些从前的照片。爸爸，无意中

翻到了咱们家的一些家庭照片。很多是翻

拍，小妹用手机发过来的, 有些模糊不

清。但是那一张张的旧照片，记录了我们

小时候的七十年代。物质生活极度贫乏的

年代，你和妈妈却请了文化局的同事，每

年夏季来咱们家，为我们拍下一张张的照

片。全家的、我们兄弟姐妹的、还有每一

个人的单独照片，我和妹妹穿着妈妈用碎

花绸子亲手缝制的裙子，妈妈为我们梳的

小辫子，还有红色的、粉色的、白色的各

色绸子蝴蝶结。虽然那些都是一些黑白照

片，经年的岁月过后，已经有些发黄，甚

至看不清楚那些蝴蝶结的色彩。但是我们

的心却记得它们丰富而斑斓的色彩，那是

雕刻在心版上永远也会褪色的年少时美丽

的梦和记忆。 

   记得有一年妈妈去外地开会，每天清

晨，你为我和妹妹梳辫子，还为我们扎上

了蝴蝶结。结果由于用力过度，我和妹妹

的头皮被拽得疼了一天，你也被我们埋怨

了整整一个星期。结果第二天又编得太松

了，当你终于可以编得和妈妈一样的时

候，妈妈出差回来了，我们立刻向妈妈投

诉。你却笑呵呵地说，爸爸其实也是越来

越有进步的！ 

    那一年一度的照片，记录着我们成长

的痕迹。我们一年一年的长大了，而你和

妈妈却逐渐的老了。直至五年前那个父亲

节的前夕，你息了地上的劳苦与病痛，与

世长辞，回到了天家。但是父爱的深度与

厚度，却在那些一年一度的照片里源远流

长，一直陪伴着我们，走人生的路。 

    往事历历，却不如烟。过往的一切，

随着年月的流逝，反而越来越清晰和深

刻。 

爸爸，你的爱总是那么的长远，而女

儿的语言总是那么的欠缺。今日父亲节后

的这个清晨，我静静地坐在家里，写下这

些文字，纪念我那已经在天堂里的爸爸。 

爸爸，你只是先去了天堂  

两千多年前 

一个木匠的儿子说 

我要去一个极美丽  极美丽的地方 

为了我亲爱的儿女们 

预备居所  那里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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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和疾病  也没有 

眼泪与忧伤 

那里 比太阳温暖 

比月亮皎白  更比星星璀璨 

从此啊  一个轻柔的声音 至纯至美的音乐 

于悠悠天地间千年不变的吟唱 

我亲爱的孩子们  那里就是天堂 

是我为你们预备的永居之所 

  
两千多年后 

我们亲爱的爸爸 

离别尘世先去了那个极美丽  极美丽的地方 

安息在神子的怀抱 

谁能说天人永隔  谁又说生死难与共 

因为我们的主啊，就在生与死的鸿沟上 

用博爱架起了一座救赎的天桥 

从此啊! 生的盼望取代了死的恐惧 

天堂的梦想风化了地狱的悲惨 

我们亲爱的爸爸啊 他只是先去了   

先去了极美丽 极美丽的天堂 

那里是极美丽  极美丽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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