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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前言
“家不是房子和东西，是人和关系”。

而这些，并不仅仅是有关家的故事而已。成家、
离家、回家；探家、爱家、护家，所有这些记述，
都是“人“的故事。从家人间的亲情挂念和叮嘱，
到海外短宣中的全家齐上阵，从历经波折迎接家
中新生命的诞生，到回顾上帝对家庭和自己属灵
生命的带领，每一篇文字中，都有一个关键词，
那就是”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上帝之
间的关系。

忘记是什么触发了这个念头，年初的一天，我在
读书笔记里写了这样一句话。
近日读齐邦媛《一生中的一天》，耄耋之年的她，
笔下总是写到“家”。她写家人，写家居生活，也
写那个更久远的家—故乡：“故乡可以是一片土地，
但更应该是一群人，那些在年少时爱过你，对你
有所期许的人”。记得龙应台在《回家》里也写过
类似的话：“妈妈要回的‘家’， 不是任何一个有邮
政编码、邮差找得到的家，她要回的‘家’，不是空
间，而是一段时光。在那个时光的笼罩里，年幼
的孩子正在追逐笑闹、厨房里正传来煎鱼的嗞嗞
香气、丈夫正从她身后捂着她的双眼要她猜是谁、
门外有人高喊‘限时专送拿印章来’……”

那让一个家更像家的，是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生命
关系和共同经历，更是人与上帝—那光的来处、
爱与智慧的源头之间切身相交的奇妙互动。
这让我想起诗篇 128 章 1 到 4 节中的那段话，就
此做为这期《凯地之光》的引言：“凡敬畏耶和华，
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
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

原来所谓家，不仅仅是空间和物件，更是时间和
时间里的人。那些和你有关系的人，那些牵挂你，
也让你挂心的人。

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
榄栽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

这期《凯地之光》的主题，也是“家“。新婚夫妇
的家、空巢父母的家、全家一起短宣的经历、携
家带口万里归家的感受、和家人一起经历患难危
险、一起学习等待的功课……

（责任编辑 马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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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新婚兒媳的一封信

楊皓峰牧師

孩子，妳已長大成人了，也已“成家立室”了。
妳們兩人在校園裏相遇、認識、相愛和結婚，
這背後都有神的旨意和安排。妳們兩人都是
主的兒女，有共同的信仰，今後同心共走天
路。我們為妳們在主裏的成長感謝神。現在
妳們開始有了一個屬於自己的家，我們也常
常為妳們禱告，願妳們的家能被神所用，讓
它能成為多人的祝福，讓神得榮耀。

這位年輕太太所説的可能是對的，從出生到
現在，她都很少花時間留在房子裏。那幢房
子只不過是她晚上休息的地方。對她來説，
無論是一間小小的車庫，一幢精緻的房子，
或者是一幢有小車庫的精緻房子，全都是一
樣的，那只是他們晚上睡覺的地方。
“家”又是什麼呢？它不僅是妳們的房子，那
只是外表。如果只是一幢精緻的房子，前面
有美麗翠綠的草地，室內有華麗的裝璜，占
地面積大，所在的校區又有名氣等等……這些
都不能使它被稱為“家”。

英語裏有一句話説:“A house is not a home”。
也就是説：“一幢房子不是一個家”。也可反
過來説“一個家不只是一幢房子”。而妳們如
何將自己的房子變成一個“真正的家”呢？

要知道，一個家不只是妳居住的地方，而是
關乎妳的生活方式。

記得多年前我曾看到一個小笑話，給我留下
很深的印象，這是一個房產經紀人和一對年
輕夫婦的一場對話。

一個家應該是一個有基督之愛的地方，是家
庭成員分享神的愛和愛的果實之處。正如聖
經在約翰一書 4 章 19 節告訴我們： “我們愛，
因為神先愛我們” 。 妳們夫妻的愛、妳們對
神的愛、妳們對親朋威友的愛都是從神而來
的。在哥林多前書 13 章，聖經中對愛所下的
定義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
自誇，不張狂…凡事包容、相信、盼望和忍
耐。這樣的愛是基於主耶穌基督為人類在十
架上偉大犠牲的愛，也是衪要我們去分享的
愛。

有一個房產經紀人向一對年輕夫婦推銷一憧
精緻的小房子。這房子建在一個幽美的小區，
有很多年青夫婦都住在那裏。這經紀人認為
這幢房子十分適合這對年輕夫婦，但這位年
輕的太太聽了她的介紹後，卻説：“一幢房子？
我們為什麼需要買房子？我是在一間醫院裏
出生，在一所學校裏接受敎育，在汽車裡談
戀愛，在教堂裏舉行婚禮，在遊船中度蜜月。
我和我丈夫都在一座辦公樓中上班。周末早
上我們一齊運動鍛煉身體，下午我們躺臥在
遊泳池旁邊休息。晚上我們享受一頓蠋光晚
餐後，看一場電影。妳說，我們需要一幢房
子嗎？我們只需要一間小小的車庫就夠了”。

主耶穌基督在馬太福音 14 章 15 節更告訴門
徒們說：“你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在 23 節主也應許説： “人若愛我，就必遵守
我的道；我父也必愛他” 。這經節中所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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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在原文中並不只是遵守，而是要門徒
對主的道和命令絕對尊敬、絕對服從、並且
毫不猶疑的施行出來。主耶穌呼召我們不單
是要接受祂的愛，更要絕對服從祂的道和命
令，並在生命中具體地行出來。所以，夫婦
二人都要憑著信心、依靠耶穌基督的愛，先
與主連在一起，才能在神的愛中讓夫婦二人
成為一體，在愛中互相連繋。信心像一條通
道，透過它，愛能進入我們的生命，讓我們
生命裏充滿了恩慈、忍耐、包容、相信、盼
望和饒恕的愛。

就是要妳們用祂賜給妳們的資源去服事和祝
福他人。這樣，神就會加倍地祝福妳們的家。
妳們都是成熟的基督徒，所以，妳們要體貼
主的心意去使他人蒙福。妳們當謹記主耶穌
的應許：“施比受更為有福”。 當妳們用神賜
給妳們的家去祝福他人的時候，更多的人就
能透過妳們的愛去認識和接受主耶穌基督。
妳們不單可以通過開放家庭去招待別人，妳
們更能通過妳們愛心的見證和行為把人帶到
主耶穌基督面前。求聖靈藉著妳們的見證去
感動未信的朋友信主，家中“無威脅”的環境
是最容易帶人信主的。

孩子，神賜給妳們的福份不只是給妳們二人
享受的，妳們更需要與他人分享。妳從小就
看到妳父母常常開放自己的家為神所用。我
們常常接待留學生、朋友、傳道人甚至陌生
人住在我們家中，我們也開放家庭給小組和
教會聚會所用。今天神將這個家賜給妳們，

妳們在主裏有一個共同的、全新的開始，妳
們要珍惜那將妳們配合在一起的天父上帝的
美意，用主的愛互相建立，讓妳們的房子成
為一個充滿愛的家。妳們更要善用神賜妳們
的資源祝福他人。妳們愛心的行動，必能合
神心意，榮神益人！

李光中
是我们每天牵挂的地方。如今开车路过，我
意识到，从此以后，这所学校和我们再也没
有关系了。假期里空旷的学校及其停车场喧
哗不再，给我们留下的是往日的记忆。而这
辈子，我们估计再也不会在这里进出。

今年，我们老二也离家上大学去了，我们随
之开始空巢的人生岁月。
五月底的毕业典礼，宣告了老二中学时代的
结束。随后，一个接一个的同学朋友聚餐聚
会也渐渐稀疏下来。同学们将各奔东西，有
些同学，估计也像我们的中学同学一样，这
辈子都不会再见面了。4 年来，我们进出老
二的高中无数次，参加各样的活动、音乐会
和颁奖仪式。雨天送他去学校，不时需要接
他去赴门诊等等。4 年来，这所路边的学校

这些日子，神似乎在为我们的空巢生活彩
排。先是老二去了大学几天，报到、注册课
程、熟悉校园环境，然后和妈妈及几家朋友
一起去了一趟欧洲旅行。这几天又和教会的
几个朋友去了科罗拉多爬山野营。因着这些
外出的活动，家里一下子变空了。我意识到
我再也不用在早晨准时醒来，催儿子起床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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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晚上也不用等他回来吃饭了。往日户外
割草机的马达声、孩子们的嬉笑声，让家中
显得安详平和。如今同样的马达声、嬉笑
声，让家里显得空旷宁静，甚至讲话大声点
都能听到回声。家里只剩下了妻子和我，人
生似乎又回到了 28 年前的二人世界。

次遭遇挫折时，用一次次看似偶然的“巧合”
给我们带来安慰、平安、力量和信心。神让
我们清楚地知道祂的同在，成为我们随时的
帮助，未来的路也只有靠神的带领和引导而
继续前行。
甚愿你赐福与我们，
常与我们同在，
甚愿你赐福与我们，
不遭患难不受艰苦。
扩张我们的境界，
求你应允我们祈求，
啊 ，扩张我们的境界，
主啊，求你应允我们的祈求....

28 年前，妻子和我都是青春年少，不经世
事。懵懵懂懂地来到美国，在这举目无亲的
异国他乡读书工作，安居乐业。两个儿子相
隔 9 年出生。5 年前，老大大学毕业，去了
旧金山工作。那时老二还只是上初中。继续
带老二成长给了我们重新年轻的机会，至少
心理感觉上是这样。28 年后的今天，两个孩
子都离家了。二人世界的感觉在叹息之余，
也略带轻松和自然。虽然尘封了 28 年的激情
还得慢慢找回，岁月在我们的脸上留下了皱
纹，28 年前的裤子也穿不下了。

梦里唱的这首歌，"雅比思的祷告"，是多年
前第一次在西区教会听到的。今天， 唱着这
首歌，我从梦中醒来。户外，门前飘扬着星
条旗。又是一年的美国国庆节。愿神保佑我
们，保佑美国，赐福给祂的每一个子民。

然而感谢神！让我们在 18 年前成为祂的儿
女。18 年来，神一次次地让我们知道祂的同
在和看顾。祂在我们初来休斯顿的那年圣诞
除夕给我们送来了北方的大雪，祂在我们每

(2019 年 7 月 4 日)

时才能等到下一班飞机起飞。Hannah 的行李
箱里装着两套游泳衣，然而她却没有机会下
过一次水。教练嘱咐比赛期间为保持体力不
许游泳， 而我们最后一天比赛结束后就直接
赶往机场，可惜了那个 Omni 度假酒店里连成
片的游泳池和 lazy river。令我紧张的是周一
那天突然接到通知，原本周四下午五点由奥
兰多飞往洛杉矶的航班因故被取消，为了不
耽误国际航班，我们只好提前到两点出发，
而且需经达拉斯转机。Hannah 痛苦地纠结着
怕错过最后的比赛，我则是焦急地不断查看
天气和航班。第三天比赛时居然碰上龙卷风，
所有赛事暂停近一个小时，大家全部转移到
会展中心北翼。这几天仰望神不懈地祷告，
也转达给短宣队友们，让他们替我们代祷，

李玉玲
一张张朋友们在佛罗里达沙滩上的靓照传过
来时，我知道小女儿真是看得心里痒痒的。
这时我和她正在洛杉矶机场百无聊赖地等待
着飞往新加坡，再转飞到越南岘港的航班。
先生家民和大女儿 Angie 已经从休斯顿直接前
往越南了。小女儿 Hannah 因为去奥兰多参加
青少年女排联赛，三天半比赛结束后我俩从
美东周转 6 个小时到美西，此刻还有 7 个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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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够按时到达岘港，和大家顺利汇合，
只求神把所有的阻挡都拿去。直到午夜 12 点
飞机开始在洛杉矶机场跑道上滑行，我的一
颗心才终于踏实了。

baby，赵弟兄和儿子 Jack，大学二年级暑假
在教会实习的 James，以及我们四口，陆续在
礼拜四和礼拜六来到岘港。虽然小有插曲
（林牧师出门前的周一夜里，家中二楼洗手
间的天花板突然塌陷；进海关时因为两个文
件需要补交多倍的钱），不过还是感谢神一
路保守，垂听我们的祷告，每个人都平安抵
达，紧张而兴奋地等待投入“工作“。提前到
达的队友礼拜五去参观了一家美国基督徒在
岘港的公司；周六晚上大部队第一次和当地
的兄弟姐妹朋友们在 Phuong 父母家里相聚，
也特别了解我们宣教工场的情况。我们这次
短宣主要是去一所根据“在家教育”（home
schooling） 概念开办的私人学校。校长 Dr. Tu
在基督徒家庭长大，来美国名牌高校深造后
和太太 Hannah 又回到越南传福音。学校是他
们建立的一个平台。礼拜天我们有机会与两
家教会一起崇拜。第一家是越南本地人的教
会，感觉非常像中国的“三自”教会，在政府
注册过，有合法的聚会地点和教堂。崇拜程
序正式而紧凑，来聚会的年龄由青年到老年
不等，姐妹们都穿着漂亮的传统越南长裙。
虽然我们语言不通，但是那里的兄弟姐妹们
还是非常热情地给我们递过来越南文字的圣
经和诗歌本。第二家教会是以英语为主，大
部分是出国后再回去，也有为传福音的缘故
从美国或澳大利亚专程举家搬迁到越南的。
聚会的地方在不起眼的民宅楼后面，一百多
人挤得水泄不通。得知他们另外一个聚会场
所的申请迟迟得不到批准。但是这丝毫不影
响神的工作，圣灵大大地充满这个小小的殿
堂，当天我们还有幸见证了一位弟兄在大海
里的受洗典礼和庆祝活动。

接下来是 17 个小时的漫长飞行，到新加坡后
转机再飞三个小时抵达岘港。岘港（英文名
Da Nang）位于越南中部沿海地区，是一个重
要的港口和经济中心。经过越南机场海关，
看到那不苟言笑，穿着草绿色军装的移民检
察官，有点难以置信我们踏上了越南这片国
土，一个政府对基督教并不欢迎的国家。
这是我们全家第一次的宣教之旅。当二月份
得知教会暑假期间组织去越南短宣的消息时，
两个女儿竟不约而同的都表示愿意报名。不
得不承认，这应归功于 2018 年年底的 CMC 大
会悄然在她们心里埋下了宣教的种子。每年
暑假通常是安排回国探亲的，本来假期就不
长，再安排出 10 天来短宣，只好把和家人团
聚的时间挤掉一些。感谢主，俩孩子都明白
神的工作更重要。Hannah 忍痛割爱，放弃排
球比赛后所有在奥兰多和球队伙伴们的集体
游玩项目。Angie 刚刚高中毕业，任何与朋友
们的活动也都安排好不和短宣冲突。
六月中旬开始的短宣，林牧师、Randall 传道
和他的太太 Phuong 在这之前都已经做了大量
的联系准备工作。三月底我们短宣小队就开
始了三次集中培训，包括 VBS（Vacation Bible
Study – 假期圣经学习）课程和越南的文化，
每次都以一对一的代祷结束。以青少年为主
的诗歌敬拜团队在林师母 Vicky 的带领下五月
起就在林牧师家里多次练习诗歌，并带领我
们一起学唱做动作。六月初教会二十多位青
少年也在主日崇拜后志愿帮着准备 VBS 手工
材料的剪裁。

紧接着的五天是我们去“禾场”工作的日子了。
早上安排到小学部举办 VBS，以青少年带领
诗歌敬拜开始，林牧师家还千里迢迢从美国
背来两把吉他。刚刚小学毕业的 Gabriel 弹奏
着和他差不多高的吉他，俨然是敬拜团队的

一切似乎都准备就绪了！一行 17 人，包括林
牧师一家六口，Randall 和 Phuong 带着两个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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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力之一，生动活泼的歌曲深深吸引了孩子
们。然后 Randall 主讲圣经故事，配上幻灯片，
图文并茂。之后再按年龄分组做游戏和做有
关圣经故事的手工。原来的计划是总共 50 个
小学生，不料加上刚入学的，甚至还有从外
地专程赶过来的，现场到了 96 个孩子。我们
不得不惊叹神的大能，把这么多的“羊“加给
我们！虽然从休斯顿运来的手工材料远远不
够，我们在学校老师的帮助下， 由小同工
Jack 帮着一起统计分发材料，最后还是喜乐
且有条不紊地准备了足够的材料给孩子们。

比如风俗、文化、梦想、爱好、对名人的看
法以及交友。通过这些话题，我们谈到信仰、
基督徒的家庭观、上帝的教导等。他们坦诚
地和我们交流，也会透露一些青少年的苦恼。
感谢主给我们这个难得的机会与他们分享神
的话。礼拜五“收工”时有的同学和我们敬拜
小组的成员依依不舍，要求互通邮箱并合影
留念，Mrs. Tu（Hannah） 在和我小女儿（与
她同名）拥抱道别时不禁热泪夺眶而出，几
个孩子看到我们的车要发动离开时拥到校门
口不停地挥手。女儿悄悄问我，以后暑假还
可以再去吗?

学校里的每一个小朋友都是那么可爱，他们
跟着大哥哥大姐姐们学习唱歌和动作，几天
下来都记住了。讲圣经故事的时候，他们也
会踊跃地回答问题。更不用说小班的活动，
很多孩子们和远道而来的”老师们“成了好朋
友。最后一天孩子们真诚地写了感谢卡，演
出了精心编排的节目欢送我们。有的孩子“私
下里”塞给我们心爱的糖果和贴画，一个小朋
友开心地把贴画粘在家民的前额上，还有一
个小姑娘让妈妈为每个“老师”都带来一份小
礼物。真心祝愿这些诗歌和圣经故事在他们
幼小的心灵里播下福音的种子，将来能够生
根发芽结出福音的果子。但愿他们认真涂染
颜色的“神创造世界”的小手工艺品，还有贴
在窗上的十字架，有一天能够引导他们相信
神的话，成为耶稣的门徒。

除了白天在学校的活动之外，我们一连 4 天
晚上还安排去学生家里探访，当然也被招待
品尝了地道的越南晚餐。15 个成员分为 3 组：
林牧师家一组，我们家一组，其他成员组成
第三队，宗旨是希望能够有机会和当地的家
长们分享福音或交流。我家去的前三个家庭
都是基督徒，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先生来自于
基督徒家庭，太太嫁过来后放弃了原来的信
仰，跟随先生一起信主，他们都固定去教会，
也带领孩子祷告。由衷为他们信仰的传承感
恩赞美主！其中一家的太太是大学的英语老
师，她轻声问我们此行是一般的暑假访问教
学还是宣教？然后非常感激地说，他们这里
很需要我们，因为当地的环境，她做为老师
是不允许向学生传福音的。他先生在机场负
责机械检验，也不能公开表白自己的信仰，
否则工作中会有压力和阻碍。

下午我们去的中学部，地址就是校长的家，
人数也跟在小学部时一样，由预计的 50 人增
加到近百人。崇拜在室外的院子里，虽然是
高温酷暑，风扇的噪音也掩盖不住孩子们的
歌声和互动的热情。学校自己的敬拜团队也
加入进来，尽管那里的学生们有相当一部分
不是基督徒，但大家都愿意高举双手和我们
一起敬拜神。哈利路亚！敬拜后是分组展开
的英语角（English Corner）活动。在 5 天的时
间里我们近距离地讨论了青少年关心的话题，

我们去访问的另一家在惠安县城，妈妈和儿
子女儿都在当地热心参与教会的音乐侍奉。
看到客厅的钢琴，我们请他们的大学生儿子
下楼来弹一曲。伴随着“奇异恩典”的乐曲，
大家用英越中三种不同的语言共唱同一首赞
美神的歌曲。同去的司机被邀请到屋里和我
们一起入座，也笑眯眯地享受着音乐并与我
们一起谢饭祷告。第二天和 Phuong 聊起来我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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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探访，她恍然大悟明白了为什么这个司
机今天早上的态度来了个 180 度的大转弯。
本来这段时间司机的老板出差，他可以借机
休息的，不曾想被老板安排了这个接送
Phuong 的意外差使。这位老兄十二分的不情
愿，每天总有借口迟到，脸色也极其难看。
然而这一天不仅提前到了还主动问有什么其
它需要帮忙的。感谢主的奇妙作为！希望这
位朋友将来能更多认识主！在去非基督徒家
庭探访时，我们都会为他们祷告，也分享圣
经或回答他们对信仰的疑问。周六我们去惠
安参观时，还特意找到在旅游景点的两家小
店，是曾经访问过的学生家庭开的，在那里
林牧师为一家祖孙三代祝福祷告。

Perspective and Purpose of
Mission

Angie Fan

完成短宣的任务后，终于可以放松地到宾馆
附近的海边去踩水游泳了！不枉小女儿
Hannah 背在箱子里一路从休斯顿到奥兰多再
带来越南的游泳衣。我们不知道短宣的结果
怎样，影响有多少，一切都在神的手里。但
我们知道这段时间是何其宝贵，因为我们全
家一起，和牧师及其他兄弟姐妹们同工、读
经、祷告。孩子们看到了美国以外的不同的
文化和信仰的环境，为此而学习感恩。在这
里我们放下属世的工作和社交，以神的工为
重，每一天都那么充实。主耶稣说： “若有人
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
从我” 。（马可福音 8：34）尽管我们还不能
做到完全的舍己，但这次短宣是迈出小小的
一步，同时经历了从主而来的喜乐和满足。
愿更多的兄弟姐妹们有机会来体验宣教，愿
更多我们认识走访的人敞开心扉领受主耶稣
的救恩，那生命的活水。主说： “人若喝我所
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
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约翰福音 4：
14）

People always told me that going on a mission
trip would be a life-changing experience, that if I
journey to talk about God's Word with others
halfway across the globe, I might finally realize
the despair and deprivation that so many people
face on the other side. And, to some extent,
what they said proved to be true. Our mission
team did journey halfway across the globe to
share about Jesus. I did in fact realize the vast
differences between our lives here in America
and the lives of those in Vietnam. However, the
most striking realization for me is the
multidimensionality
of the
Vietnamese
community. Through the people we met and the
experiences we had, my preconceptions about
the mission field and the purpose of mission trips
were proved wrong. Even though they live very
different lives from ours here in suburban
Houston, the families of Vietnam cannot and
should not be wholly defined as “different”. As
we served and engaged in conversations with
the teachers, the students, and the families
there, I came to understand how their life-stories
intersect with our very own.
A few surprises about missions and the global
church stand out to me. First is that we ma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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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ver truly and accurately depi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cross-cultural community
until we experience that very community firsthand. It was not until our team had served and
built relationships with the students and their
families that we began to develop a clearer
picture of their lives as Christians (and nonChristians) in Vietnam. Secondly, I learned that
there is a specific uniqueness to “American
Christianity”. The churches and the Christians
that we encounter in our daily lives here in
America differ greatly from the churches and the
Christians we met in Vietnam. In a pluralistic
society like ours, we have the freedom to be
open and even to publicly talk about our faith.
Although there are pressures in our culture
which at times make being open with religion an
uncomfortable thing to do, we undoubtedly
continue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do so.
Overseas in communist Vietnam, however, there
exists a real fear of being outspoken about one’s
faith. Many families confided in us about such
trepidation, about how they dare not reveal
their identity as Christians to neighbors,
coworkers, or even friends, because it would
jeopardize their job and their safety. But even
though these Vietnamese Christians face
opposition in sharing the gospel, they still
continue to trust and worship Jesus with a faith
many Americans lack. Seeing how their faith
brings unimaginable pressure into their lives, I
feel so much more grateful and blessed for the
chance to openly share about Jesus in America.

Vietnam Testimony
Hannah Fan
Going to Vietnam this summer was a very eyeopening and spiritually refreshing experience for
me. For my whole life I thought that KCCC was a
tiny church compared to other huge churches in
Houston, but when I saw the churches in
Vietnam, I realized how lucky we are. The
Christians there aren’t able to share the gospel
or even tell coworkers they are Christians for
fear of being fired. That really shocked me and
made me realized how privileged we are and
how we take everything for granted. Overall, my
Vietnam experience sparked an interest in me to
go on more missions and perhaps one day go
into full time ministry.

Workers in the mission field are always needed.
But, in order to spread the gospel with the intent
to make true disciples of Jesus, we must first
understand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ross-cultural community we hope to reach out
to, as well as hear the life-story of their collective
identity. May God give wisdom to all who
embark on this journey to seek and bring the
unreached to His 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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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work with a local
principal, Mr. Tu. Mr. Tu and his wife Hannah
own a private school in Da Nang. They are devout
Christians and desire to share God’s Word with
their students. Our plans, which we had worked
out with them, was to run a Vacation Bible Study
for 50 elementary-school students in the
morning and an English Corner for 50 middleschool students in the afternoon. In addition, in
the evenings, we would break into three groups
to visit students’ home and have dinner with
their parents. Our goal was to share the Gospel
with these families. When I divulged our plans to
a few missionary friends of mine in Da Nang, they
were shocked! In a rigid and closed-minded
society like Da Nang where the government is
very strict and anti-Christian, an opportunity
such as this is unheard of! We fully believe God
had made it possible.

Phuong Engleman
“The harvest is plentiful but the workers are
few” (Matthew 9:37)
Fourteen years ago, a group of believers from
the Philippines came to Vietnam on a short-term
mission trip and shared boldly with me the
Gospel for the first time. Two years later in 2007,
I accepted Jesus Christ as my Savior and since
then my life has never been the same.
Fourteen years later, in the summer of 2019, the
Lord graciously opened the door for my
husband, Randall and I to lead a team of 15
people from our dear Katy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to my hometown Da Nang, Vietnam for a
short-term mission trip. It was a special trip in
many ways. The Lord changed my life completely
back then, we prayed and praised and could not
wait to see how many lives He will change this
time.

On Monday morning when we began our VBS
program, to our amazement, instead of 50 kids
showed up, we had 96! Many flew in from other
towns to join us. The dramatic increase created
logistical problems, but we were so excited that
so many turned up and could hear the Gospel!
Each day we had worship songs for the kids,
biblical teaching, games, and crafts. Because of
the unexpected high turnout, our team had to
work extra hard together to make enough crafts
for the students.

I have a professor in seminary who says, “When
you obey God, He makes ordinary people
extraordinary”. I do believe we had an
extraordinary team on this trip: six members of
Pastor Wai family who are passionate about
missions and are musically-gifted. Four members
of the Fan family who are very relational and love
to serve. A father and son duet of the Zhao family
who are excited to learn and serve, a rising
college sophomore James who passionately
seeks the Lord, and my family who has a heart
for Vietnam. We are all different and far from
being perfect. But these we have in common: the
desire to obey the Lord; the longing for an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Him and the passion
to advance His kingdom and share the Good
News with others.

Throughout the week we shared with them the
stories of the Bible, and told of how God’s plans
all came together in the end with Jesus dying for
humanity on the cross. The kids loved the music
and loved the crafts. All of us enjoyed spending
time and building relationships with them. On
the last day of the program, the kids presented
us with gifts and thanked us for all the work we
had done. Many of them hugged our teammates
and cried. I do not know how the Lord would use
this week to impact their lives, but one thing I do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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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 the kids felt the love from us, and they
know God loves them as well.

Buddha for blessings. Suddenly, their 10 years
old daughter, Cherry, who was in our VBS
program came out and exclaimed, “ but I want to
follow Jesus!”. It was a joyful and surprising
moment for our team. They did not know how to
react at first. Should they pray with the little girl
for her to receive Christ right there? However,
we were told that we are forbidden to publicly
invite someone to receive Christ if we work with
the school. Therefore, the Wai family decided to
let the school owner follows up with her in the
coming days.

Similarly, for the afternoon English Corner
program, we planned for 50 middle-school
students and had 90 turned up! The session
began with worship then transitioned into a
small group ministry. During worship, a group of
Vietnamese students came up and sang for us
some songs too! They were incredibly gifted and
we felt blessed. In small groups, we focused on
teaching them English with the goal of sharing
Christ with them. We used popular topics such
as famous people, habits, and dating to share
with them about God, Biblical Principles and the
Gospel. I couldn’t be more proud of our team for
taking the initiative to connect with these
Vietnamese teenagers and share their faith with
them. The passion of our youth worshiping in the
school courtyard was contagious. As I listened to
these precious Vietnamese teenagers sang out
loud with us, a verse came to my mind “It is
written: "As surely as I live, says the Lord, every
knee will bow before Me; every tongue will
confess to God." (Romans 14:11)

Our group which consists of my family and three
other members visited Mrs. Tam’s family one
night. They have two kids going to this school.
The husband, a nuclear engineer, is from
Belgium and the wife, Mrs. Tam, is a very smart
Vietnamese lady who could speak three
languages. We had a good conversation about
life in Da Nang before we switched to spiritual
topic, asking about their faith and what they
believe. The husband said he believed in nature
and science. The wife said she did not believe in
any god but she was open to know more about
religion. We were able to share with them the
Gospel both in English and Vietnamese. Mrs.
Tam opened the Gospel of John and asked
Randall to explain to her what the book said. We
spent forty minutes explaining the Gospel of
John to her. Later she went on and shared with
us about her struggles in marriage and asked if
God and Jesus could help her with her marital
problems. We shared with her what the Bible
says about love and marriage. In the end, she
expressed that she would like to know more
about Jesus. I connected her with a missionary in
Da Nang and hopefully, she will join them for
Bible study.

My favorite part of the trip was the visitation to
students’ home in the evening and having dinner
with their families. W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and each group visited a home every evening.
We engaged with them in conversations - we
shared our life, family and activities in America
and they shared theirs - and we learned so much
about the local Vietnamese families. In
Vietnamese culture, teachers are highly
respected. Because we came to teach, we were
considered teachers and were treated nicely.
The conversation always went well to the point
that we were able to share the Gospel with
them. One night, Pastor Wai family visited a
Buddhist family. After a good conversation,
Pastor Wai shared the Gospel with them. They
insisted they believed in Buddhism and prayed to

The Fan family in our team made a significant
move that positively impact our trip. One of the
drivers that drive us around was very unhelp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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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beginning. But during one of these evening
trips, the Fan family invited him to join them for
dinner and they prayed for him. The next day, he
changed from a grumpy lazy driver who is always
late to a helpful, punctual one! I was surprised
and asked him what had changed. He smiled, did
not say much but simply uttered, “you teachers
are doing many good works”.
We also had a chance to visit pastors and
believing families and learned about their
persecution as believers. James, our college
student, commented: “it is so different to be a
Christian here in Vietnam. We have been taking
things for granted in the US”. It does not cost
much to be a Christian in the US. In Vietnam it
may cost you your job, your freedom, even your
life.
We finished the 10-days mission trip exhausted
but with so much joy. Pamela, a senior-high
student in our team, commented after the
Vietnam trip, “I feel right being on the mission
field…”. I couldn’t agree more. Isn’t it the mission
field that the Lord calls all of us to be in? No
matter where we are, being involved in mission
would always "feel right" because we are a part
of the “right plan”. Can any plan be better than
the one designed by our Almighty God for us?

—David 出生感恩见证
黄雅

“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
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太
18：19）

一、水患
我和先生 Raymond 结婚多年，他家几代单传，
他年迈的父母希望有生之年能得个孙子。我
们祷告求神赐给我们一个健康的男孩，心中
知道这是一个奢求，唯有完全仰望神求神成
全。因我的体质黄体酮激素严重缺乏，怀上
女儿时医生已经说是个奇迹。况且年近 40 岁，
近年来又增添新毛病，甲状腺激素偏低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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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正在服用补充甲低的激素药调节。经
过反复检查，医生最终下结论说我的体质很
难受孕，受孕机率只有 1%。医生建议我们做
试管婴儿，我们咨询了几家做试管婴儿的机
构，心里七上八下很是矛盾，不确定是否要
这样做。我咨询了主内一位学医的好姐妹，
她发来一节经文：“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所怀的胎是他给的赏赐”。（诗篇 127：3）我
们唯有专心仰望神，求神大能的手医治和成
全，才是正确的方向。我知道神会赐予最好
的给我们，于是我和 Raymond 跪下恒切祷告。
2016 年，奇迹出现了 ，我怀孕啦！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神！

山，水位已经到了膝盖，椅子桌子都漂浮在
水里，墙面的漆已经泡湿，成块地脱落。我
不敢相信刚刚装修好的家竟然在一夜之间被
水淹了，就连车库里也聚满了水。看着满目
一片狼藉，我想哭都哭不出来。虽然损失惨
重，万幸的是房子买了保险，颇费周折辗转
到附近的酒店住了 1 个多月，家里重新修复
如初，感谢神！“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
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如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诗 127：1）
经过两次淹水波折，加上我身体不好，黄体
酮极低，即使补充大量的黄体酮激素，每周
抽血验指标还是不能达到最低标准。加上怀
孕期间又频繁遭遇家庭变故，我们最担心的
事情终于发生了。怀孕第二个月的一天，医
生检查到我的孕酮指数突然从 30 降低到 9.7，
并且伴有出血状况。医生通知我们 2 天内接
连去了 3 个不同的实验室抽血检查，孕酮指
标依然还是 9.7。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个星期五
的晚上，得知情况紧急，主内好姐妹健英一
家来奥斯汀看望我们，和我们一起迫切祷告。
当天晚上，我接到值班医生的电话，通知我
做好准备去附近的急诊室，因为医生判断我
很快就会因大出血而流产。我和 Raymond 听
到这个消息心中悲痛万分，我们流着泪跪下
向神祷告，求神拯救肚中的胎儿，我们也请
求奥斯汀和凯地教会，还有附近的几家美国
教会一起帮我们紧急祷告。奇迹出现了！星
期五的晚上我竟然没有出现流血，只是感觉
肚子特别痛。星期一去见医生，医生很吃惊
我竟然没有流产。B 超检查时听到胎儿有规
律的心跳声，医生自己都不敢相信。我和
Raymond 听到胎儿“咚咚咚”的心跳，不约而
同地跪在地上赞美神： “哈利路亚” ，感谢神！

正当我沉浸在怀孕的喜悦之中，2016 年奥斯
汀遭遇百年一遇的大雨，倾盆大雨一夜之间
淹没了我们坐落于山谷的后院。积水深到膝
盖，山上的水不停地冲下山谷，大量的水积
聚在院里流不出去便发臭。一周过去了，眼
看水就要进到屋里，正所谓屋漏偏逢连阴雨，
我们先后在车库和前院发现了响尾蛇！第一
次近距离看到毒蛇在脚下，我们心里又惊又
怕。我们请求教会和小组帮我们祷告，让我
们刚强壮胆，能找到合适的师傅把院子里的
地下排水管疏通，把积聚的水排出去。神聆
听了我们的祷告，教会一位属灵长辈主动联
系我们，帮我们找到了合适的师傅，一夜之
间，困扰了我们一个月的水患问题解决了，
感谢神！“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
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的神必
与你同在”。（约书亚 1：9）
后院的水患解决了之后，我打算好好静心养
胎，每天怀着喜悦的心情看着蓝天白云，青
山绿水，就在这时新的问题却出现了。一天
中午，我发现卧室新铺的木地板上面有不少
水珠，用毛巾擦干后很快又有水珠冒出。当
时只觉得很奇怪，也没太留意，然而第二天
早上一起床，却惊奇地发现家里已经水漫金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
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种患难的人”。
（哥林多后书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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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查出患有癌症晚期，Raymond 紧急回香港
陪伴父亲并向他传福音。感谢神，父亲决志
信主，3 个月后父亲被主接回天家，遗憾的
是最终没能等到孙子出生，感恩的是父亲患
病期间直到被主接回天家全身没有感觉到疼
痛。谢谢滕牧师在 Raymond 失去父亲的悲痛
之时打来电话安慰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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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后十二 9)

二、新的波折
生活的磨难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Raymond 的耳朵听力长期以来不断减弱，严
重影响到工作和生活，看了很多专家都没办
法医治，最后耳聋了，医生给他配了助听器
之后他还是听不清楚。我们恳求神聆听我们
的祷告，医治他的耳朵。在 Raymond 最无助
的时候，我们找到奥斯汀一位德高望重的耳
科专家，因时间紧迫不能耽误治疗，在我怀
孕的几个月期间，Raymond 先后动了 3 次全
身麻醉的耳鼻手术，恢复了 70%的听力，感
谢神！神也特别赐给我力量和勇气，在我怀
孕期间身体需要保胎的情况下，也有力量和
能力照顾 Raymond 的手术和术后的恢复。 “我
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腓
力比书 4：13）

三、出生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大小艰辛磨难后，我患上
了孕期妊娠高血压，尿蛋白超标，医生建议
我要一直卧床静养。感谢神，在我们需要帮
助时候，我父母的赴美签证终获批准，专程
到美国照顾我。奥斯汀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纷
纷送来爱心美食，凯地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也
一直为我和腹中胎儿的平安祷告，纷纷发微
信、写信、打电话鼓励我。许多弟兄姐妹们
的爱心，恕不一一提名细说了。我们特别感
谢刘华全家的爱心，她 80 多岁高龄的母亲特
意禁食，跪下为我腹中胎儿的平安祷告，健
英、日东一家对我们的帮助，陈芩姐妹每周
用微信询问我们需要代祷的事项，请祷告会
的弟兄姐妹们为我们祷告，思嘉姐妹经常发
来美妙的音乐诗歌，听到喜乐的音乐，我格
外受到鼓励和安慰，远在法国的马越和澳大
利亚的启秀，还有加州的好姐妹全家一直为
胎儿的平安祷告，Ivy 和 Kenny 帮我们运了一
车好友送的儿童床、儿童安全座椅和衣物到
奥斯汀，孟蓉姐妹一家也写信鼓励我，儿童
牧师 John 和师母捎来儿童圣经和全家签名贺
卡，小棉袄和她先生也一直为我们祷告，还
专门抽时间来奥斯汀看望我们，面对这么多
兄弟姐妹们的爱心，我心里充满感动，虽然
身体是软弱的，但是心里很平安。“义人祈祷
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 5：16）感
谢神！

恰恰这时新的波折又出现了，女儿在奥斯汀
的新学校受到霸凌，刚开始只是言语上的，
后来发展到行为上的。女儿被从 2 楼楼梯上
推下摔伤，从此害怕不愿意去学校，每天躲
到床下面啃指甲，手指甲和脚趾甲啃秃了出
血。曾经快乐活泼的女儿一下子变得沉默、
敏感和不自信，后来要去看心理医生。我们
每天陪着女儿一起祷告，经过一段时间的心
理辅导，女儿情况有了好转，心理医生建议
最好给女儿换个新环境。我们为此祷告了一
个月，神赐平安，在恰当的时机找到房子又
专门搬了一次家。感谢神，女儿换了新学校
后适应得很好，我们的生活也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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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力比书 4：6-7）
新家刚刚安顿好，女儿在新学校也适应了，
我心里松了一口气，打算好好照顾腹中胎儿，
然而就在这时，Raymond 的父亲在香港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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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身体状况的原因，医生提前和我约好了
剖腹产的时间。在这个紧要关头，负责我的
产科医生突然家里有急事要回国 10 天，偏偏
她刚离开我的妊娠血压和尿蛋白又突然升高
很多，值班的美国医生要求我马上住院实施
引产。美国医生主张顺产，情况紧急又联系
不到我的主治医生，结果引产过程异常艰辛，
15 个小时过去了还是生不出来，最后难产大
出血，来了一屋子的医生和医护人员紧急抢
救，胎儿的心跳越来越弱，我也处在半昏迷
状态，心里默默祷告：“神啊，救我和胎儿”。
医生宣布马上做手术，却没把握我是否能承
受手术过程，就在万分紧急的关头，神派了
“天使”—一位助产士来相助。那天，这位助产
士比平时提前 15 分钟来上班。她对医生说给
她 15 分钟，她有信心帮助我。她摇醒我，问
我有信心吗，我点点头，感谢神，最终顺利
产子！后来这位助产士告诉我她也是基督徒，
那天早上上班前她在祷告时，圣灵作工催促
她要早点去上班，结果正是这 15 分钟挽救了
我和 David。David 出生时血糖很低，接近昏
迷，医生通知我们婴儿健康情况很不乐观，
让我们做最坏打算，我和 Raymond 唯有齐心
祷告求神的救治。半个小后之后，早产的小
David 血糖奇迹般地恢复正常。我们都深知神
必与他自己所爱的女儿和她的婴儿同在，让
我们经历神的看顾保守，加添我们在耶稣基
督里的信心、盼望和爱心。 “感谢神，因他有
说不尽的恩赐”。（“哥林多后书 9：15）

在短短的 7 个月怀孕期间，我历经大小艰辛，
孩子出生后湿疹严重。每次看到孩子痒得抓
挠到腿上胳膊上出血，我心里对这个早产的
孩子又心疼又亏欠。想着如果回到从前再努
力保胎，如果没有那么多磨难发生，孩子会
不会平安地呆在母腹直到足月出生呢?人生总
是有许多遗憾，但神却使万事互相效力，将
神的美意放在其中。我要感谢神，因为我没
有白白受苦。我要感谢这位信实的神，感谢
天父赐予教会众多弟兄姐妹们的爱心祷告和
鼓励，是你们祷告的力量使我们刚强壮胆、
加添了我们的信心！谢谢弟兄姐妹们的爱心
摆上，在患难中守望代祷，彼此宽心，相互
扶持，使我们有信心和力量渡过难关。“你们
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
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哥林多前书十 13）
慈爱的天父，你的作为何等奇妙，在欢喜快
乐时你是我的泉源，在困苦艰难时你是我的
力量，在迷惘摸索时你是我路上的灯，在悲
伤难过的時候，你是我的安慰和盼望。感谢
慈爱的天父一路以来的帮助与带领，还有许
多未尽的恩典，数不完的慈愛与大能，谢谢
你如此丰富地待我，把最好的一样都不保
留，完全赏赐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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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扯抓挠，一查看那颗汩汩滴血的心迅速再
被补上一刀。在这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 3
个多月里，我将灰心失望、愤懑抱怨、焦虑
难耐、担心害怕、兴奋雀跃等等情绪全部体
验了个遍。

等待是上帝对我最深刻的雕琢
—我的 OPT 等待功课
陈杰

这当中有不少次跌倒，但跌倒之后，都能若
无其事地爬起来，拍拍灰，继续跌倒。哦，
不是！作为主的孩子，现在有“神”疼有“神”爱。
是以，每次跌倒之后，圣灵都及时提醒我，
这是神趁此机会特别赐下功课，这时候一定
不能被世俗的烦忧和一己私欲蒙蔽了属灵的
双眼，应当细心体会并从中加以谨慎学习才
是。心心念念这么多年，梦想就要成真，只
棋差一着的时刻（因为在毕业当天我拿到了
理想工作 offer,），我们伟大的神啊！揪住时
机，出手快、准、狠，给我上了这宝贵的一
课。我今日写出来，一是作为见证，分享给
同我一样信心弱小的肢体，大家在主里彼此
交流鼓励；二来也是随笔记录自己的人生经
历，提醒自己牢牢记住这珍贵功课，日后莫
要忘记甚或再跌倒。

今天 2019 年 6 月 26 日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或许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日子。但对
于已经焦急等待了近四个月，日日期盼 OPT1
早日批准下来的我来说，真是一个值得纪念
和庆祝的好日子——我的 OPT 申请终于获得
移民局制卡了。

诗篇 30：5
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
今日近午时，我又像往常一样在心里暗自纠
结，到底要不要去移民局官网上追踪一下自
己 case 的最新动态。昨天（25 日）下午三点
多的时候，追踪过一次动态，依旧是雷打不
动的“my case was received”。然后就下定决心，
不能再看。因为后期这段时间等待的经验就
是，知道每天下午五点移民局下班以前，我
们 OPT 的申请状态都有可能会更新，所以每
天到了下午五点的时候，我内心的交战都是
最激烈的，知道结果以后的失望和愤怒情绪
也是最高涨的。为了保存实力，不速速阵亡，
我明智决定一定不要在下午 5 点左右查看状
态。“不作不会死”，这时候是有道理的。

在提笔展开叙述之前，先简单交代一下个人
背景。跟国内大多数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
父母一样，爸妈在我儿时就耳提面命教我要
做一个自立自强、好学争气的好孩子。可以
独当一面很好（此处应有掌声），能够光宗
耀祖、光耀门楣他们也不反对，呃… 可以说
是相当欢迎（此处掌声雷动）。这厢是父母
“丰腴”的美好理想，另一厢是我个人“瘦骨如
柴”不争气的现实。我是一个听话的“乖乖女”
没错，但本人的“事业线”实在是堪说坎坷。
从中国到美国，大学本科到两个硕士毕业，
我接连换了三个基本不相关的专业（无论从
时间还是从空间上来说，我这“事业线”都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一边时不时忍不住想窥
探最新动态，一边又踌躇焦灼，害怕所知道
的并非所期待结果的那种矛盾心态。总之，
两个矛盾的“自我”日日在体内交战，对于等
待后期的我来说，查看或不查看都是一种“诛
心”—— 不查看不甘心，仿佛万千蚁虫在心中
1

OPT 是 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的简称，指 F-1
国际学生在相关领域进行的短期实习。通常 OPT
的有效期是 12 个月。OPT 获批后，由 USCIS(美国

公民和移民服务局)发放 EAD(Employment
Authorization Documents )卡给留学生。留学生必
须在拿到 EAD 卡之后才可以开始入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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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
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为壮观不是？大家不要笑，请仔细看我两行
宽面泪下满了一锅！）实在是本人嗑书的时
间挺长，出来工作的时间甚少。每次国内的
朋友提起来，都是大写地“你还在读书
啊”？！！我读书咋啦？抢你家大米偷你家油
啦？正经行当，好不好？

约翰福音 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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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想，一个一直奔忙于学业、事业和家庭，
灵命瘦弱的初信基督徒，在长久以来的梦想
就要唾手可得的时刻，却因为无法自我掌控
的因素，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眼巴巴地干等；
同时生怕拖得时间太长，理想的雇主会撤销
好不容易努力争取到的工作机会，会怎么样？
当然是只有跌倒。

感谢神借着这段难捱的等待，让我不再是停
留在字面意义的粗浅理解，而是通过神的磨
炼，在生活中深入骨髓地意识到上面三段话
的真正含义。所以，神的话真是活的，有功
效的，可以在生活中时时处处得着鲜活应用
的。
人生苦短，“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
不能存留”（约伯记 14：2）。莎士比亚也曾
感叹：“这就是人生——他今天长出柔嫩的希
望之叶；明天开花，浓浓地带着艳丽的光彩；
后天降霜，致命的霜，他自认为十分安逸，
富有，他功成名就，根却腐烂，竟致衰落”。
我现在真是深刻体味到：人离弃神为自己所
争取、所存留的，都如圣经里所说，是“破裂
不能存水的池子”。不但靠不住，有时候还反
过来被其所牵制，深陷其中，为其辗转反侧，
受尽煎熬折磨，失去真正应有的平安喜乐。

跌倒姿势一：拜偶像
在等待期间，这个集个人幸福感、安全感、
荣誉感于一身，“bling bling”闪闪发亮的诱惑，
吸引了我所有贪恋的眼目和饥渴的心神。等
待 OPT 早日批准下来，拿到临时工卡去上班，
无形当中变成了我的 “偶像” 。从信主之前曲
折跌宕的人生经历来看，我的人生从来是潮
起潮落落落落落…现下幸福在眼前晃呀晃呀
晃，我是那么急切地想要得到它，却又一直
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拥有，会不会从我眼前瞬
间被夺去。这种患得患失的心理不断折磨着
我，让我寝食难安。大家已然明了，人心被
欲望所牵制，七上八下，心里头全然没有平
安和喜乐，这个 “偶像” 一开始就让我很不快
乐，而我却贪婪地以为这是我最想要的，是
对我最好的。

主是那么地爱我们，祂不忍见人被欲望煎熬
挟制，终日坐卧不宁，甚至有人为了驱名逐
利误入歧途、悔不当初。祂赐给我们活水的
泉源，喝了“就永远不渴”，还可以源源不断
“直涌到永生”。古往今来，那么多仁人志士，
有哪个在目的达成以后恒久喜乐的？一个目
标达成，总有下一个更深的欲望陷阱等着套
牢你。所以人既是神造的，只有以基督为满
足才是真正的满足，以基督为喜乐才是最大
的喜乐，存谦卑忍耐的心献给上帝才是真正
让神得着荣耀。

耶利米书 2：13
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
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
存水的池子。
约翰福音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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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倒姿势二：抱怨忿怒

日在我抖抖缩缩跟公司老板发邮件告知三个
月已过，我这边还没有任何消息，我也没法
给出明确答复，何时能回去上班的时候，公
司老板回复说，这不怪你，这是你自己无法
掌握的情况，你值得被等待。哇哦！于是我
这个几天前才抱怨神的罪人一瞬间又开始感
谢赞美主，你看，人就是这么软弱、不可靠。
至此，我内心的争战告一段落。

箴言 14：29
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
显愚妄。
按照往年经历，通常移民局批复 OPT 的处理
时限不会超过三个月。就我的个案来说，移
民局 3 月 7 日正式收到我的申请表格。当我
等到快接近 6 月 7 日的这段时日，内心的焦
虑不安就宛如水波的涟漪一圈圈往外扩散。
随着时日的加增，这水波不可遏制地进一步
引发成地震波，震得家里的亲人胆战心惊，
生怕惹毛了我。真所谓料事如 “神，” 在 6 月
9 日那天的主日学课上，潘维琳师母
Catherine 点名三位在座的父母轮流朗读不同
的经文。轮到我读的那句恰巧是上面那句：
“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
显愚妄。（箴言 14：29）” 我当时读的时候，
略微吃惊。没想到神已然借着这句在预先提
醒我不要动怒。

直到 6 月 18 日，我的一位也拿到 offer 的好
友收到移民局的通知，她的临时工卡开始制
作了，而我的还是没有动静，关键是我的申
请比她的还提前递交好几天。我那颗蠢蠢欲
动的欲望之心，好不容易被老板的肯定答复
压制了几天，又开始聒噪不安起来。我天天
查状态，日日无动静。时间每往后拖一天，
我的不平之心就日甚。我抱怨神为什么不肯
帮我？如今在后的反而在前，我还要继续吊
在这里，一颗心七上八下，不知道要等到什
么时候。跟神摔跤的我，最后自然是败下阵
来。我发现抱怨动怒不仅无济于事，还让我
身心憔悴，生活节奏完全被打乱，做什么都
提不起兴致，徒耗时间。

我发现自己的忿怒通常是从抱怨开始的。我
抱怨神何竟待我如此？我的人生就没怎么顺
遂过。如前所述，从中国横跨美国，我的“事
业线”就如已死之人的心电图，旷日持久地横
亘在低谷，拉出一条长长的直线，水波不兴
不见半分起色。这种软绵的无力感、挫败感，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打击着我、折磨着我，
往日如鹰般的雄心壮志龟缩成一个自欺欺人
的井底之蛙。

诗篇 123：2
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
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
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
彼得前书 1：7
好让你们的信仰经过考验，就比那被火炼过
仍然会朽坏的金子更加宝贵，能在耶稣基督
显现的时候，被看为是可以得着称赞、荣耀
和尊贵的。

现在，先生再一次陷入失业期，而我浴血奋
战在学业、事业、家庭各个战场，好不容易
曙光在即，神却让我困入这种无法自我掌控，
只能干枯耗等的境地。我焦躁不甘，我害怕
还没有得到，这辛苦盼来的机会就因为这漫
长而不确知的等待被消耗殆尽。我屡次向神
抱怨，神是大有怜悯慈爱的神，祂不计较我
对祂的不敬虔，祂及时给出了安慰。6 月 13

感谢神赐下诗篇 123 篇第 2 节，让我看到自
己在等候神的这段时间，面目是多么丑陋可
憎，只顾着在神面前叫嚣索要，全然没有了
我主柔和谦卑的样式。神却一直没有恼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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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烈火一下子灭了我这个不信宵小。祂反而
像个慈爱包容的父亲一般，一步一步耐心带
领我、管教我。耐心等待我的信心慢慢增长
起来，进而学会柔和顺服神的时间。很惭愧！
反观我这样软弱的罪人，却始终无法做到像
神这么能忍、这么能等。我曾单方面地以为
只是我在被动配合等待神的时间，岂不知那
头神也在静候我的属灵生命被熬炼得更为精
净成熟。感谢我主我天父，知道并且怜悯我
们的信心不足，始终注视着“火候，”并在关
键时候及时加添力量给我们，不叫我们所受
的过于我们所能担的（哥林多前书 10：13）。
这是何等深情的爱！

处理，理由是我 offer 上的工作日期早已开始，
因为 OPT 迟迟未能批复，给公司和本人都造
成了经济损失。这个加紧申请，没过多久就
被拒了，我很灰心。感谢神的怜悯，祂知道
我这时候正需要力量。不迟不早这时候我恰
巧读到一篇微信短文，讲的是“亚伯拉罕献以
撒”。
读完以后，我内心的灰心失望消却了不少，
取而代之的是敬佩跟惭愧。亚伯拉罕抛弃富
庶之地的亲族，单凭信心，势单力薄地来到
陌生之地重谋生存不说。他等了约摸 25 年，
直等到他百岁之时，妻子撒拉丧失生育能力，
才盼来嫡子以撒。这中间他虽然也有信心弱
小之时，凭己力获得了一个日后麻烦不断的
庶子以实玛利，但后来神要亚伯拉罕亲自献
上爱子以撒为祭的时候，亚伯拉罕彼时所表
现出来的信心和对神的顺服就堪称是万世楷
模了。

我们一定不陌生国内网络上熟悉的桥段：父
母辅导孩童写作业被逼得速速“爆炸”。这“相
爱相杀”的热闹场面岂是区区一颗 “速效救心
丸”能解救得了？看着自家娃儿也不知道遗传
了谁的基因？竟然屡屡犯这样幼稚、“愚蠢”、
不可饶恕的错误，父母那瞬间被点起的怒火，
怕是方圆百里寸草难生。父母跟孩童在心智
和能力上的差距与天父和我们在心智和能力
上的差距，孰大孰小？在我们理解能力范围
内是“天方夜谭”的东西，在神看来那都不叫
事儿。但是尊贵的神啊，不将我们恣意拉拨
到祂那样的高度，反而愿意躬身屈就，静候
我们的时间，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2

世人都会把汲汲营营好不容易得来的“宝贝”
奉若珍宝。付出的心血或者期盼越多，就越
患得患失，越经不起一遭失去的打击和痛楚，
遑论还要眼睁睁亲手毁掉他。我立马情景代
入了一下，想象着我是那个举刀砍向自己“女
儿”（对不起，我还没有儿子，为了戏码逼真
抓了亲生女儿在这个情景里凑数）的女“亚伯
拉罕，”只听得一声惨叫：“臣妾做不到啊！”
刀子应声坠地，众天使笑翻了天，我好不狼

跌倒姿势三：忧虑不信

狈。唉，丢人！

这段时日，某天我突然惊觉由于太过专注等
待，自己已经很久不再像毕业之前实习那会
儿一样，时时刻刻祷告感恩并赞美主。而且
我惊讶地发现，因着拜偶像我开始不自觉地
远离神。在实在等得不耐烦的时候，我总试
图靠着人的办法来让这场枯等早点结束。于
是，我听从了朋友的建议，申请了 OPT 加紧

箴言 3：5-6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
你的路。

2

可阅读参考《牵一只蜗牛去散步》，作者张文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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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了“信心之父”的故事以后，我那贫瘠的
信心指数也是“蹭蹭蹭”往上飙升了不少。好
友的 OPT 批复下来以后，我虽然通过各种渠
道了解到，还有联系当地国会议员帮忙 “催
卡，” 去移民局地方办公室预约 Infopass 面谈
恳请办理临时工卡，甚至是要求更改工卡的
寄达地址以增加自己案件的关注度等等的 “积
极” 办法，我都不再像之前那样极力地为自己
谋取（个人选择，仅供参考），而是在此事
上认定自己应该专心信靠神，因为神说过：
“当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
全。（箴言 3：5-6）”

后，在此抛砖引玉地引入贾尼·奥特伦德的一
篇属灵文章《主啊，你还要我等多久？》3
这篇文章立意之高旷，思想之深远很值得大
家细细品读，以下奉上此文中文译文的网络
链接以期共享：
https://posts.careerengine.us/p/5d0cdb150c4c
885f82464ce0
在这里特别感谢我的公婆还有我家弟兄毛一
伦忍受我的坏脾气，我们“恩典小组”众位弟
兄姐妹们持续的祷告、鼓励和支持，感谢陈
昕姐妹、星光姐妹、Lisa 姐妹、Vickie 姐妹等
等姐妹的爱心祷告和关怀（我是不是很疯狂？

诗篇 68：19

逮着人就求人帮忙祷告。 ）我很记得在一
次小组聚会散会之后，陈芩姐妹对我的提醒：
一是不可一日停止赞美神，任何环境、任何
景况，天天都要赞美祂；二是对神长存信心，
“…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约翰福音 20：
29）”谢谢你们的爱心，蒙恩难忘，求主纪念！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感谢赞美神，在我的生命中放下这段等待，
并借此对我细细打磨。我原以为这是一段难
耐的煎熬，现在回过头来看，才知道这其实
是一堂千金难换的宝贵功课！我的神，祂用
祂的慈爱、宽容和看透人心的智慧，在我屡
次跌倒的时候，耐心牵引我甚至背负着我重
新回转归向祂，悉心浇灌我的属灵生命。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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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爱修园”微信公众号译自渴慕神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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