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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前言
时间过的真快,转眼之间 2017 年马上就要过去。在普天同庆的圣诞佳节之际, 我们又一期的《凯地之
光》与弟兄姐妹们见面了。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在我里面有平安; 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约 16:33)主的应许何其
宝贵信实! 钟瑜姐妹、小钟姐妹、Alicia 姐妹和京皓姐妹在飓风灾难中,仍然有主赐的平安。 “我们晓得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罗 8:28) 张琪姐妹和刘华姐妹讲述了
患难中弟兄姐妹付出的爱心和行动, 和教会肢体之间彼此相爱的动人故事。 “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 我
就默然不语。”(诗 39:9) 紫上姐妹在遭遇重大车祸后, 神的话语成为她黑暗中的光明灯塔,引领她走出怨
恨, 而完全的顺服神的带领。雪梅姐妹经历飓风灾难后,感谢神使她的生命因此而更加完整。陈杰姐妹则在
平实的日常生活中学习操练信心的功课。而海旺弟兄则把这次的飓风灾难看做是神恩典的记号。Atkhan 姐
妹分享了水灾后接待受灾家庭的喜乐和祝福。蔡长老在多年宣教、培养信徒的过程中,完成出版了《圣经地
理与应用》一书,本期《凯地之光》刊登了此书的前言部分。
2017 年, 我们经历了百年不遇的特大飓风 - 哈维。损失之惨重,前所未有。但是风雨过后, 遭受患难
的弟兄姐妹们没有抱怨和苦毒。那一篇篇从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真挚文字,见证着生命粹炼后的淡定与释然,
绽放着上帝大爱的纯粹和圣洁。因为洪水泛滥之时, 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风雨过后, 天边依然有彩虹,
美丽的彩虹之约永恒永远。
责任编辑 杜秀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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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京皓
窗外出太阳了！炙烈的休斯顿夏日太
阳，被飓风暴雨遮蔽了四五日，终于在周二
傍晚重新照耀了。走出门，阳光柔和地拥抱
着我，拂面的凉风略有秋意，邻居家孩子们
追逐嘻笑的声音从远处传来，一切和从前一
样，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这些天，几乎都
忘记了太阳的存在，然而乌云之上，太阳从
未离开，也最终还要照耀大地。

样亲历的事情，不同的是她的笔触宁静、温
馨，没有恐惧，只有感恩。她讲述了远在中
国的母亲对飓风中的她爱的牵挂，一家人在
这几天的温馨琐事，以及别人家孩子面对飓
风时的可爱态度，还附上些开怀大笑的照
片。她引用了《灵魂的香槟》一书中的话：
“喜乐不是依赖处境，在最恶劣的时候，我
们可以拥抱喜乐”，“不把注意力放在忧虑
或是恐惧之上，而是寻找感恩的理由。就像
是戴上一副新眼镜，透过感恩的镜片去看世
界，世界就显得不同”。然后她总结到：
“这几天我的感恩很多，我的喜乐也很多。
尤其感恩的是：风雨中内心的安宁，相亲相
爱的家人，还有，不漏雨的屋顶。除了感
恩，我们对生命也有更多思考。”

休斯顿常有暴雨警告，我又很少关注新
闻，因此起初并没有把哈维放在心上。直到
上周四晚上去超市买菜，看见抢购的人潮、
许多货架上空空如也, 才感受到人们认真的
恐慌，飓风迫近了！然后就是学校停课、各
家收拾好在户外的东西、关门闭户，整个城
市严阵以待。风雨，果然如预期的来了！周
六周日狂风大作、暴雨滂沱，呆坐在家，外
面的雨声大得惊心，仿佛能感受到地面承受
雨水重击时的颤抖，和过量雨水注入时地面
的不胜负荷。电视里不停地播报最新的灾情
和预测，说大雨会持续到周三。微信上更是
翻涌着各种信息和人们恐慌无奈的情绪，好
像一片潮水铺天盖地袭来，让我身不由己被
卷入其中，在恐慌里载浮载沉。

她的字里行间，渗透着深深的平安，我
读着，心如同在暗夜里被灯照亮。文字是生
命的载体，在这样的时候她能写出这样的文
字，实在是出于她在主里扎实的生命，而这
生命也在此时影响着我。我回想这两天自己
恐慌的心绪，不禁感叹：这样的时候真是生
命的试金石，当世界震颤的时候，我是随之
同样震颤，还是因着扎根于那不能震动的
国，而能持守住那不能被震动的平安？主啊!
原谅我，我一直像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惧怕，
现在我要悔改回到袮面前 ，领受袮所赐的平

主啊，袮儿女遭灾，袮焉能不顾呢？求
袮怜悯我们！我偶尔会心里这样祷告，却无
法在主面前安静下来全心祈求。扎在新闻、
微信群里，盼望能找到一丝眼见的慰藉，却

安！
我这样思想、祷告的时候，不知不觉里
外都安静下来了，久违的神同在的平安，又
一次深深地浸透了我。外面暴雨依旧，声音
却不再惊心了。“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

是没有，心里也越来越飘摇不定。
直到周日下午，主藉着微信里一篇文章
带我转回。那是同在休斯顿的一位姐妹所赶
写的、飓风期间的身边故事。都是些大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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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成为那一刻切实
的体验。这才想起来白天在心中闪现的经文
“只是为选民的缘故，那日子必减少了”
（马太福音 24：22），当时因心慌而半信半
疑，如今坐在笃定的平安中，才相信那真是
神的应许，知道神必因怜悯而在这地施行拯
救。

从西北方下来的干热气流，“如同耶和华的
军队一般”（微信中弟兄姐妹语），坚定地
把哈维推出了德州。虽然不少人家依然被
淹，然而若哈维继续按照预报，在休斯顿停
留至周三，后果将更不堪设想。是神为祂选
民的缘故，减少了灾难的日子！
如今，在灾后重建漫长而艰辛的日子
里，当我们疲惫沮丧的时候，愿我们依然能
为神所施行过的大拯救而感恩，也坚信神既
然曾经拯救、也必继续拯救，在祂儿女遭难
的日子里，祂必有丰盛的恩惠慈爱为我们存

稍后，微信群里就发来通知，要全教会
在下午五点，于自己家中同心为飓风灾情祷
告。而且后来得知，别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也
都在当晚迫切祷告着。现在回想起来才明
白，我当时灵里的觉醒，是因圣灵要兴起整
个休斯顿教会来祷告，我只是被灵风拂过的

留。
(转载自《神国资源》杂志 50 期)

人之一。神要藉祂儿女的祷告来施行拯救！
当夜雨就小了，气象报道说，哈维已经
从四级飓风，降级为热带风暴，而且有一股

刘华
8 月 25 日，飓风哈维降临到休斯敦。下
了一夜的大雨，26 日早上， 我家院子里有
的芭蕉树因为大雨已经倒下。 期盼着哈维很
快过去，就像以前经历的飓风一样。但这
次，大雨没有停。到了 27 日，我家的车库和
游泳池已经被淹。虽然心里有些难过，但是
还没有太担心。小组的弟兄姐妹们都劝我们
离开，但是我们没有行动。根据水位预告,
我家房子应该没事。但是大雨没有停, 一直
时断时续地下着，水位也在慢慢地升高。到
了 28 日，水位预告突然升高许多，我家的房
子肯定要进水了。心里感到很难过，但容不
得多想，赶快把重要的东西从一楼搬往二
楼。到了下午，看着水慢慢滲进屋内，我不

忍再看，赶快上了楼上。我深深地感到，人
在大自然面前是多么地渺小、多么的无助。
在这期间，台妹姐、小组里的弟兄姐妹
们一直与我们保持联系。每家都为我们敞开
了大门，让我们过去住。詹林姐妹一再给我
打电话，让我们住到她家。仇彬也打来电话
让我们去住。大雨无情人有情，我们心里是
满满的感动。因为水位继续上升，我们已出
不去了。于是赶快给援救组织打电话请求帮
助，同时张华、李军也打电话为我们联系援
救组织。到了晚上，电停了、wi-fi 也断
了。在那漆黑的夜晚，虽然我们像被困在孤
岛，但是我们不觉得孤单，因为在我们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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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么多的弟兄姐妹们关心着我们。到了 29
日上午，我们还困在家里。大家开始想办法
自救。张华社交广、朋友多，她联系到龙舟
队的一位朋友，开着卡车来相救。我们划着
小船，到达一个高地，一对美国父子开着卡
车把我们送到附近的小学，张华的朋友开着
卡车又接着把我们送到詹林家。我们终于离
开了那片洪水，来到了可安歇的青草地。詹
林早已为我们准备好卧室，也为我准备好书
房，以便我可以在家上班。在她家就像在自
己家，既方便又温馨。詹林不但邀请了我家
去住，还邀请了另外两家受水灾的家庭去
住。她的爱心令人感动。在这期间，台妹
姐、李大哥、还有我们小组的弟兄姐妹们陆
续地带着饭来看我们。使我们这些受灾户，
被主的爱、被弟兄姐妹们的爱温暖着。

队伍。９月４日是劳动节。因为第一天消耗
体力太多，我和乃荣都不好意思再让弟兄姐
妹们来帮忙。可大家早早地又来啦，卷起袖
子接着干。在大家的全力帮助下，用了两天
的时间，我们家的房子基本清理干净。在这
次洪水救援中，Katy 教会为受灾户提供了很
多的帮助。以台妹姐负责，组织了义工小
组、送饭小组、大家出钱出力来帮助受灾的
家庭。杨牧师、台妹姐、仇斌及其他教牧团
队去灾民家探访，教会付出的关爱和帮助，
把大家拉近了很多。
在詹林家一住就是近 4 个星期。为了能
有更多的时间清理房子，我们搬回去住在二
楼，开始了重建家园的工作。现在，飓风哈
维已经过去 3 个多月了，我们的重建工作也
接近尾声。我深深地体会到，上帝在不同的
时间，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建立我们的信心，
培养我们的意志，教导我们什么是更重要
的。祂的爱，通过周围的弟兄姐妹们而彰
显。这次水灾，也让我看到，世上的东西是
不可靠的、是会毁坏的，要看淡世上的东
西。灾难和痛苦都是暂时的，都会过去的，
但上帝的信实，弟兄姐妹的关爱和帮助，永
存我心。

9 月 3 日，我家周围的洪水终于退去。
我们小组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到我家来清理
房子。经过浸泡的家具、沙发、床垫，是那
么的沉重。弟兄们平时的工作都是与电脑打
交道，根本没干过那么重的体力活。可是大
家都不顾洪水浸泡的异味，使出全身的力气
往外清除垃圾、除去湿墙。姐妹们也毫不示
弱，和弟兄们一起干。教会的李惠民大哥、
仇斌、曹强、李凯等弟兄也来加入了清理的

小钟
尽管哈维飓风离开我们已有三个月了，
但飓风带给我们的很多感受都还记忆犹新。
人生中的很多第一次都在这次遭遇中得到实

哈维飓风带给我们很多很多，除了一堆
堆的烦恼、忧伤和痛苦，也带给我们满满的
关爱、感动和安慰。更是让我深深地体会到
神的恩典够我用这句话，神知道我们的极限
在哪里。每一次我觉得撑不下去时，事情总

现，真是很好地完善了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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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转机或是看到弟兄姐妹或朋友伸出援助
之手， 我知道那是我所依靠的神派来的天
使。从看到天气预报说飓风要来，我们的心
情非常平淡。心想这无非也跟以前一样，或
者不会发生，或者是发生了也不会怎么影响
到我们。但是当雨势越下越大、并且毫无停
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再淡定了。随着后
院 bayou 的水位越来越高，我们的担忧也越
来越多。也随即开始了我们众多的第一次：
第一次关注自己家的海拔高度、第一次羡慕
海拔高的朋友家、第一次堵门堵墙气孔、第
一次被陌生朋友敲门救出来、第一次放弃自
己的家、第一次坐巨大卡车后面的车厢，费
劲周折被少军王妍接到他们家时，第一次觉
得后院的陆地是那么的美。

他们了。水还没有完全退去，教会就派出第
一批义工队：繆少军、杨卫东、张志刚、赵
咏荷和祖母教会 HCC 的吴卫东弟兄和罗奕弟
兄。中午还来了一批天使：艳丽、永丽、彭
莹和她女儿 Amy，她们送来了午饭还帮搬东
西上二楼和拆门等等, 包括咏荷和后来帮忙
的肖雪、谢晓静都成了女汉子。还有多次过
来帮忙的于皓冰弟兄帮我们解决了好一些高
难度的问题，邻居陈燕的弟弟、王清华和我
女儿同学 Alisa 的爸爸卢先生也都过来帮
忙。所有这些活对他们来说也都是第一次
干，真是辛苦他们了。同时也有很多周围的
或远方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的关切问候。感
谢风雨中有你们的支持、帮助和鼓励，让我
们在破房子里都感到满屋子的爱和温暖。

接下来我们以灾民身份被众多弟兄姐妹
和朋友们关爱着照顾着。首先在明权和丽萍
家好吃好喝住着，朋友吴越和苏苏提供一辆
车给我们。学校放假儿子完全交给丽萍，女
儿也住到她朋友 April 家，由 April 妈妈东
响照顾着。在知道了家里进水后，也在姐妹
艳丽和陈蓉帮助下迅速租到房子，并由侃侃
姐妹提供洗衣机烘干机，美珍和杨澜提供床
垫，咏荷提供一堆厨房用具，在组长韩亮明
权等众多弟兄姐妹们的帮助下快速地建成了
一个完整的家，让我们可以专心对付突如其

教会是神的家，也是我们的家, 我们的
依靠！教牧团队不但为我们这些受灾户费心
费力地探望、安抚和帮忙，还在经济上给予
很大的帮助。看着台妹姐、张清等众多弟兄
姐妹为我们忙前忙后，我觉得他们比我这个
灾民还辛苦。真的为在这样充满爱的大家庭
中感到骄傲、幸福。
愿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也愿神纪
念大家的辛劳并赐福大家！

来的、各种各样的第一次。
接下来的清理任务是艰巨的。为了防霉
我们做了很多很多工作，而且我们家所有这
些又脏又累的活全是弟兄姐妹朋友帮忙完成
的。现在想想都不好意思啊，太麻烦太辛苦

刘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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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水衣，站在门口，来看看我们怎么样了。
这可真是有朋友自远方来 (他可是徒步在水
中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我家的)，不亦乐乎。
我那喜出望外的心情，是平时体会不到的，
生命因此而完整。

感恩的季节数算神丰盛的恩典。
今年是我们住在大湖区的第十八个年
头，飓风 Harvey 的到来使我们第一次认识到
我们原来一直住在水库里，是水库里的大湖
区。我们喜欢自己的社区，在这里我们结识
了很多家朋友，大家陆陆续续都成了教会里
的兄弟姐妹。孩子们也是从小到大的玩伴,
就连来帮忙看孙子孙女的爷爷奶奶和外公外
婆们也都成了朋友，常常结伴散步, 一起带
孩子们玩。 十年前我们曾经换过一次房子，
因为舍不得这里的一切，我们就和另外几家
邻居从大湖一区搬到了大湖三区，在水库的

我们坚持到周二上午，终于决定撤退。
和一区的老朋友们联系上， 一朋友先拉了一
手动船来，另一朋友又叫了一机动船来，我
们还是坐了机动船撤退。这只船的主人是从
Corpus Christie 来的，Harvey 已经把他女
儿家房子淹了，但他的家没事，女儿一家就
搬回父母家住了。船主周一下午就开着卡车
拉着船，跑了两百英里来到 Katy，但警察不
让他进社区，他只好自己在外面住了一夜，
周二上午才进了我们社区救人。我们坐在船
上，看着船主，让人想到电影里的西部牛仔
土英雄，俗称“red neck” (红脖子，因常
晒太阳)。但现在居然是我们被这位红脖子抢
救，心中感触无限，生命因此而完整。

更深处安居乐业了。
Harvey 的到来给了我们当头一棒，当我
们眼看着房子被连成一片的湖水、河水和水
库的水淹上来的时候，我们突然惊醒，一家
人赶紧到神的面前恆切祷告，一遍又一遍求
天上的父把这水退了。但天上的父并没回应
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房子还是进了水，我们
成了无家可归的灾民，孩子们的学校也把他
们列入了 Homeless 行列, 开始廉价提供早饭

从船上下来，就上了一辆水陆两用的吉
普车。车主人是个墨西哥裔人，他说是从
Lerado，TX 来的。我从来没听说过这地方，
后来网上查查，真找到一个在墨西哥边界的
Lerado， TX，但是在西南 320 英里，觉得不
太可能， 怀疑当时是不是听错了。这也罢
了，只是当时我从船上下来，一身连泥带
水，就坐进这位车主心爱的吉普车里，看着
我身上的泥水很快地渗透了车座，我问自
己，如果这是我自己的车子，我会愿意把它
开出来给一身泥水的陌生人坐吗？生命因此
而完整。

和午饭。
一天我和另一位姐妹讲起如何面对灾
难，这位姐妹很直爽，脱口而说，“因为淹
水，我们的生命又完整了一次。” 现在回
头想， 因为 Harvey，我的生命的确又完整
了一次。
当初 Harvey 周五晚上从 Corpus
Christie 沿岸登陆，周六到了 Houston 附近
便久住不走了。我们一家一开始还是坦然无
惧、坚守阵地，呆在房子里，不出不进，基
本上与外面的世界隔离了。但从周六到周一
坚守了两天两夜后，望着房子四周围上来的
水，我心中有点儿渺茫，有度日如年的感
觉。就在周一下午 6 点多钟的时候，忽然听
到有人敲我家后门，我有点儿奇怪，跑过
去，打开门，居然看到住在一区的老朋友穿

一家人被救出来后，就住到了一区的老
朋友家里。我们一家四口，两个在念高中的
儿子胃口极好、爱运动、活动也多，先生也
非常注意健康饮食。象我们这样一家，无论
住在谁家，都会很快把主人家的厨房霸占
了，接着是二楼卧室、卫生间、甚至一日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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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日程安排等等。但神的恩典足够我们
用，好几家朋友邀请我们去住, 也都是教会
的弟兄姐妹。我们干脆兵分三路，大儿子留
住一区的朋友家(朋友的儿子和大儿子生日仅
差一天，一直是好朋友)，小儿子搬到了他的
朋友家里，小儿子朋友的妈妈极有爱心，是
孩子们各种活动的“队妈”，她家也是孩子
们常驻据点。 就这样把照顾两个儿子饮食起
居的重要任务外派 出去了，而我和先生则搬
回三区的一个朋友家里。三区的朋友家离我
家很近，只有几百米的距离，幸好她家没被
淹，这样我和先生回家打理我们的房子很方
便。我们一家就这样一分就是五十天，等我
们一家终于搬回到一起的时候，真有点久别
重逢的感觉，好新鲜哪！用我们还在修理中
的厨房做一顿简单的晚饭一家人一起吃，就
有满满的幸福感。我们和三家朋友们的关系

更亲近了，两儿子好像更懂事了，自己学校
的事情不用父母操心了。意外的收获是，青
春期的儿子们回来后居然没那么叛逆了! 生
命因此而完整。
在 Harvey 救灾期间，我们教会的许许多
多弟兄姐妹来我家帮忙，也有很多朋友不是
我们教会的。 大家给我们送饭、送电扇、送
纸箱子、送 N95 口罩、 整理搬家、清理垃
圾、打扫卫生、补墙刷漆等等 。 我为每一
位的爱心向父神献上深深的感恩，愿神的慈
爱和恩典与每一家同在。神给我们每个人都
有一个完整而美丽的计划，一些人因为没被
淹水却伸出爱心援助之手而有完整的生命，
一些人因为被淹水接受爱心援助而有完整的
生命。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
处。愿一切权柄，荣耀和赞美都归于天地的
主，我们的父。

張琪
感恩节前的周六晚上，我们和其他很多
在这次哈维飓风中受灾的家庭一样,来到凯地
中国教会举办的感恩见证会，度过了一个难
忘的夜晚。在会上，受灾的家庭争相发言，
激动地想在有限的几分钟内把自己这次受灾
后 的感受和感恩表达出来。无论是在发言过
程中， 还是在聆听其他朋友的感言中，我的
心情一直很激动，眼泪一遍又一遍地湿润了
眼眶。

们和素不相识的志愿者们无私、忘我地援助
场面。
记得丈夫的同学接到我们的求助电话
后，不顾暴雨积水的街道, 依然危险重重，
立即开车赶来帮助我们撤离了正在被洪水浸
淹的小区。记得第二天朋友把我们接到家
里，腾出孩子们的房间，让我们有了安全温
馨的住所。在我们忙乱着查询信息、打各种
电话、填各种表格、 无暇顾及其他时，朋友
八十多岁的母亲忍着疲劳，从早到晚忙着照
顾着我们的一日三餐。记得在暴雨初停，街
上的污水还齐腰时,丈夫去凯地教会拿弟兄姐
妹们放在那里的橡皮艇、以及运输救灾工具
回家时, 蹚着污水一起回去抢救家园的,是早
已等在教会里, 做好准备救援的几个弟兄。
在此后的两三个星期，来自朋友们和志愿者

时间过的真快。从在暴雨中，跟在背着
孩子的丈夫身后、蹚着街上齐腰深的积水，
一步一步离开在过去几天想尽各种办法保卫
的家，到现在每天忙碌地重建水灾损害后的
家园，已经快三个月了。时间将最初的迷
茫、惶恐、无措、和焦虑的情绪都冲淡了。
在记忆里依然鲜活浮现着的，是一幕幕朋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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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帮助和支持纷纷而至，有来到家里帮忙
清除的、有提供免费住所的、有提供免费工
具和午餐的、有分享重建信息的......, 及
时的援助使我们顺利度过了本应异常艰难的
水灾恢复初期, 避免了更大的财产损失。

有这个灾难？是什么造成了这个灾难？我们
原有的又是谁赐予的？
除了大家热烈讨论的种种导致灾难的原
因，我想的更多的是，我们人类对丰富的物
质生活的追求，对地球资源的肆意使用，是
不是导致这场灾难的一个很大因素？我们赖
以生存、不断消耗的大自然中的资源，又是
如何而来？人类发展过程中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更多的体现在了对丰富物质的追求。而
对生活的这个世界，对大自然的给予，却失
去了敬畏和感恩的心。

我们在这次水灾中失去了很多，但收获
的却更多，远远超出了我们所能预想的。其
中的感受和感恩难以用语言和文字表达出
来。 在整个受灾前后，没有为财产的损失和
重建的艰难掉过一滴眼泪的我，却常常在讲
述所得到的帮助时，难以控制激动的情绪而
泪流满面。开始也曾想着重建后如何感谢帮
助过我们的人, 但当收到的帮助越来越多
时，意识到最好的偿还方法，就是把从这次
受灾中经历的种种，转换成以后帮助别人的
经验，把我们收获的爱和力量传递下去。

我相信不管是在哈维飓风中受灾的人
们，还是以各种形式参与援助的人们，会因
这次灾难而有新的感触。 在失去之后，才会
珍视感恩所拥有的。在共同经历困境中，才
会体会团结互助是多么伟大的品质和力量。
对我个人而言，因为这次的经历而产生了
“所拥有的是谁所赐的“思考，让我这个从
来感受不到神的存在的人，开始以不同的视
角感知这个世界，更加敞开心扉,去探索寻求
祂的神迹。

这次的灾难，不仅让我深刻体会到了爱
的力量和伟大，也让我思考了很多以前忽视
的东西。我最初是觉得不幸的 — 为什么这
种苦难会发生在已经面临生活困境的我的家
庭身上？
在暴雨过后，阳光又开始普照，鸟儿又
开始飞翔，孩子们又开始在屋外奔跑嬉闹
时，我看着堆满了从房子里清除出来建筑垃
圾的如废墟般的街道，不禁思考，为什么会

钟瑜
打煤球、打家具、挑水、劈柴。我当时不过
是做一些琐碎花时间的轻活，比如洗衣、做
饭、洗碗。

1. 我的年少时光
在爸爸妈妈身边长大的十几年里，我有
诸多抱怨， 和妈妈并不是特别贴心。做为爸
爸妈妈唯一的女儿，我自认为是妈妈在家务
上的唯一帮助。“妈妈重男轻女” 是我常常
挂着心里，而且时不时拿来顶撞妈妈的。其
实，重活累活爸爸和两个兄弟都包了，比如

爸爸妈妈很清楚我的小心眼，反复教育
我，有手有脚就应该勤手勤脚。勤劳不消耗
我什么，而会建造我这个人， 帮助我养成良
好的习惯。我当时挺不以为然的。年少时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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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想着要逃离家务、要好好学习、早点离
开父母。于是乎，我 14 岁就开始了在外求
学。

意识到时，我和他们的关系已经是冰冻三
尺。面对着多方面的很严峻的挑战， 我当时
可以说是濒临崩溃了。

假期回到家，父母心疼我在外求学的辛
苦，家务就不分配给我了。然而我却主动去
做。看到我养成了勤快的好习惯，父母也深
表欣慰。年少时最快乐的时光，是在没有任
何压力的暑假里，我每天帮忙做好家务，然
后一家人在院子里乘凉聊天。我总是霸占着
爸爸最心爱的躺椅，有一句没一句地和家人
说话，迷迷糊糊中享受着爸爸妈妈手中蒲扇

我是站在世界，还是站在主的身旁？ 感
谢主安排了很多好心人进入我的生活， 有一
些更是成为我多年来的好友知己。 在我的无
眠痛哭的一个夜晚里， 一位主内姐妹在地球
的另一边电话里倾听分享并为我祷告， 在她
的祷告中，她一次又一次用温柔的声音喊我
“钟瑜妹妹“，我恍然中又回到美好的少年
时光，安安心心地睡去。

传过来的凉风，安安心心地睡去。

我常常在想，有多少弟兄姐妹在祷告中
纪念到我们呢？有多少弟兄姐妹朋友们常常
关注着我们这个小家庭，为我们遭遇到的灾
难而流泪祷告， 为我们渐渐的恢复强壮而欢
喜感恩呢？

2. 第一次感受到神的爱
我高考前一个月，我那样温暖完整的家
就成为我再也回不去的记忆， 事情就那么一
连串的发生：哥哥离世、父母病倒、父母弟
弟完全依赖好心的亲戚朋友的帮助。我第一
次开口祷告。 我当时不知道掌管者的名字，
然而我很肯定有一位充满爱的唯一的最高掌
管者，他说有就有、说无就无。我呼求他的
带领，渴望来自他的劝慰。在我祷告中，我
明显感受到手心一热，从此不再感到绝望。

我感谢主！主把我们一家放在凯地中国
教会这个大家庭里， 在这里我感受到有神的
同在！这里有如父如母的教牧团队和同工，
也有温柔而又强壮的弟兄姐妹。 我得到了善
意的批评和考虑周到的建议，也得到日常生
活上的关心照顾。在这个充满爱的大家庭
里， 我在软弱的时刻得到坚定有力的守望。
在这里，我不至于跌倒，也不至于失去盼
望！

在那一个月里，我安心吃好睡好，全心
投入高考备战中。 我的小宇宙爆发，至今还
让同学好友说不可思议。 后来我意识到这是
神的作为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大
能在软弱中得以完全“ （哥林多后书 12：
9）。我当时走出了信心的第一步，谦卑地放
下自己，承认我的软弱无助，把自己放在我
主手中。

4. 康复的道路
感谢主挪去我眼中的梁木，让我看见和
我们同住的， 是两位痛失爱子的年迈老人。
我看到他们对两个孩子的疼爱， 感受到他们
诸多的担忧， 看到他们为了孩子们无私地奉
献出自己的时间、精力、金钱。感谢主让我
有勇气和两位老人家好好沟通， 并有能力说
出安慰的话语。我们后来和睦相处，两位老
人家安心放心，我自己也走上康复的道路。

3. 濒临崩溃
过去两年多，我经历了很多。我有很长
一段时间睡眠非常糟糕， 经常头痛欲裂。两
年里，我公公婆婆和我们同住了 10 个月。我
和他们很少交流，导致有很多误解。等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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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洪水来临的时候，我已经在康复
中。我很感恩，哈维没有在我濒临崩溃的时
候来到。哈维令我们无家可归， 也让我和两
个孩子有机会在主内的弟兄姐妹家住了两个
多月， 这对弟兄姐妹在很多方面是我们学习
的好表率。 他们不仅仅给我们娘儿仨许多照
顾， 还设丰盛家宴热情款待从中国来访的世
华的好友及家人，让旅途劳累中的朋友也品
尝到美味正宗中国菜肴，同时也亲身体会到
主内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爱。我还陪着儿子去
他在教会的好友家 sleep over 几天， 儿子
的好友一家五口热情接待我们，两只兔子更
是留给他们悉心照顾了两个多月。“这些事
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
是做在我身上了。” （马太福音 25:40）感
谢主，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关心爱护并
常常帮助我们这个软弱的小家庭。

手， 又看看楼下一英尺多深的积水，决定停
止不搬东西了。我把我所有曾经无法割舍的
世上财宝， 一一摆在我主脚前。我空空而
来，也将会空空而去， 没有什么可夸耀的，
也没有什么可留住的。我唯一的祈求，是求
神大大使用我，我能殷勤地为主做工，做一
个忠心的好管家。

5. 在等候中殷勤做工
前不久，教会的一位小姐妹和我分享她
心中的惧怕。我凝视着她泪水盈盈的双眼，
和她分享了我昔日的伤痛、惧怕，也分享了
我如何定睛在耶稣身上，如何相信主不会容
许超于我们所能承受的苦难放在他的孩子身
上。我们如何把担子放下，耶稣就如何担当
我们的重担。几天后，我在教会看到她充满
喜乐的笑脸，我心也充满喜乐。感谢主使用
我这个不配的器皿，让我能在祂的工作上有
一点份，还得到许多的喜乐！求神继续使用
我，让我能在等候中继续殷勤做工。

哈维让我们在短时间内成长了很多。家
里进水前，我很幼稚，觉得不会进水的，慢
慢悠悠地收拾。等到水位快速上升的时候，
很多东西已经来不及搬了。两个孩子都很尽
力地帮忙搬东西，直到搬不动。这个过程中
没有怨言，还趟着过膝的积水去照顾两只小
兔子，轻声安慰它们。 两个孩子和我共患难
同进退，成为我的小战友，我为此感恩。
家里进水的那个晚上，我整夜无眠。两
个孩子累坏了， 简单洗漱祷告后就进入沉睡
中。凝视着孩子们的睡容， 我的泪水终于忍
不住涌流出来。我当时想这只是水灾的开
头，将来还会有很多挑战，如果我无法承
担，垮下来了， 孩子们怎么办呢？我后来擦
干眼泪咬咬牙继续独自趟着水搬东西， 直到
因为手碰到掉到水里的插座而触电才停下
来。
我去把电源总闸关了，坐在楼梯口， 在
淡淡的烛光中看看自己因触电而发抖的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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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海旺
耶稣说: “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在我里面
有平安。”

第三天，也就是星期六开车的时候，我
们就与朋友联系。他们听说我们想去，非常
高兴。极力催促我们前往。在岔路口前一个
小时，我们几乎决定去朋友家了。这时，我
太太在跟朋友太太电话闲聊中得知她先生刚
从印度出差回来，像以往一样，又感冒了。
我们觉得在他有病时去打扰，不太方便，因
此决定先试试往休斯敦开。如果路上有较深
的积水，那我们再返回去朋友家。谁知一路
上虽然有风有雨，但却是风轻雨柔。直到
Katy，才遇到瓢泼大雨。赶到家时，正好是
晚上 7 点。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 12 月份。对于受
Harvey 风灾的我们来说，时间过得更快。三
个多月来，从被淹到清理、割墙、吹干、再
到装修恢复，虽然经历了有生以来从未见过
的巨大灾难，但现在回想起来，整个过程，
处处都留下神恩典的记号。

回家
今年儿子初上大学，我和太太决定开车
送他到学校。他的学校在芝加哥西南约 2 小
时车程的地方。我们从休斯敦开车需要约两
天时间。我们 8 月 21 日（星期一）启程，中
间在密苏里州观看了日食。在那里为儿子忙
活了几天之后，在星期四时决定星期五往回
开。谁知这时德州已进入 Harvey 到来前的紧
张状态。许多人开始逃离家园。我们给几位
弟兄姊妹和朋友打电话，大部分劝我们不要
回休斯敦了。理由是，“别人往外跑还来不
及，你们干嘛往飓风里钻？”我们也只好决

事后回想起来，我们有一万个理由不回来。
但回来比不回来要正确一万倍。没有神的作
为，我们是不会做这个决定的。

斗雨
一回到家，我们就进入一级警戒状态。
中间虽然做了一些不重要的工作，但我们能
够及时把大部分家具抬高，而且抬的高度正
好没有淹到水。这使我们的损失减近一半。
每每想起这件事来，我心里都不住感谢神恩
典的眷顾。

定走一步、看一步。
第二天，我们边开车边了解飓风的情
况，研究是否应该和能够回休斯敦。到晚上
也定不下来。我们虽然有回家的理由，但并
不强烈。主要是担心往回走会在路上遇到洪
水，人车被淹。另外也担心回到飓风中心，
人车受灾。从另一方面来讲，回来的路上，
我们也想去看望两家老朋友。我们早就应该
去看看他们，但一直都没有拿出时间来。这
次为躲飓风，正好顺路看看。

面对
经过两天的苦战，我们家星期一晚上
（8 月 28 日）还是进水了。面对越来越深的
水，我们只好把吃饭的地方移到了楼梯上。
看着满屋的积水，我们一手拿着吃的、一手
拿着喝的，心里却出奇的平静安宁。我们不
禁举起杯来，庆祝两天来堵水和垫高家具的
成绩。因为我们及时把排气口堵了，所以进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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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水都是清清的。一向较为悲观的太太这
时突然说了一句，“没关系，苦难是神化妆
的祝福！”自从受灾以来，这句话我们不知
在嘴里心里重复多少次。对神的信心是支撑
我们的动力。

一天之后的星期五，水退了不少，我们
可以回家清理了。就在回家的路上，一位从
未打过交道的人主动问我要不要吸水器。在
我们到达街口时，遇见了靠近最里端、以前
很少说话的邻居。他告诉我他有只小船，可
以随时用。 谁知这只船竟成为我们后来几天
的重要交通工具。我心里不禁感慨，神的同
在是多么地真实！

勘灾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两天后的星期四。
雨虽然停了，但积水尚深。可受灾的我们心
中着急恨不得把所有的洪水立即蒸发。我们
一大早就来到了街口，希望回家看看受灾情
况，也希望带出来一些急需的衣服用品。开
始时值班警察不让进。后来另一个街口的警
察同意我们进，但他警告我们说水里有几条
鳄鱼，后果自负。

救灾
最让我们感动的，且每每提起都会落泪
的是弟兄姊妹们的那份爱。他们催促我们快
快逃难的一个个电话、期盼我们到他们家住
的心情、在高温潮湿肮脏的环境下为我们清
理的辛劳，还有为我们准备的食品、用品，
点点滴滴无处不在彰显神的大爱在人间。

就在我心里犯难的时候，一转脸就看到
右边有一块掉下来的围墙板，上面一段钉满
了钉子，像狼牙棒一样。我情不自禁地在心
里默默地感谢神。它咋就那么及时、那么顺
手。我随手抄起来，开始了独特的回家路。
10 年了，我从来没有觉得这段路是那么的
长、那么的难。从警察执勤的地方，到我家
里，我足足走了一个小时。水最深的地方，
竟可齐胸。

以前，我深信自己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对于别人施与的好处，总想办法报答一下。
在嘴边，我们也常说，神的恩典我们永远报
答不完。经过这次苦难，我才真正体验到什
么是报答不完的恩典。
现在，家里的房子虽然修得差不多了。
但仔细看看，家里到处都是受灾的痕迹。有
些痕迹，我真不想抹去，因为它们也是神恩
典的见证。

在家里折腾一个来小时，我带着东西往
回走。由于带的东西太多，外加蹚水而行，
没有多远，就已经筋疲力竭。可就在这时，
一对白人夫妇远远地招呼我。开始时我还不
明白。后来才知道是他们愿意把手里拉着的
橡皮筏送给我。让我把东西放到里面，在水
上拖着走。神再一次怜悯我的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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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cia
God is our refuge and strength, an everpresent help in trouble. Therefore, we will
not fear, though the earth give way and the
mountains fall into the heart of the sea,
though its waters roar and foam and the
mountains quake with their surging. Psalm
46:1-3

Elementary where we jumped into another
stranger’s car who took us to Whole Foods.
My friend and co-worker Becky picked us up
there and we stayed the night with her. And
thus begin our faith journey…
God is our refuge and strength, an
ever-present help in trouble… Our family
has been the recipients of so much blessing
these past three months. He has provided
us our basic needs and more through
different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the church,
our Katy community, and our work families.
I’ve experienced so much compassion and
generosity knowing that if our family needs
are shared --- God is already two steps
ahead of us providing for us. The stress and
endless to-do list can be very overwhelming
for our young family. I praise God that He
has strengthened each one of us in different
moments of weakness, fatigue, and pain. It
is comforting to know that God’s presence is
in our lives, and is standing beside us each
day.

On August 28, 2017, our family
evacuated from our home due to Hurricane
Harvey. Ed and I had spent all night moving
our belongings to the upstairs and packing
two backpacks of things we needed to take
with us. I can’t tell you how sad I was
watching the water rise in our garage and
seep into our front door. We spoke to our
neighbors and watched as they gathered
their own belongings. We changed the girls
to swimsuits with their rain jackets and
goggles. Kate sat on Ed’s shoulders, Faith
was on my back, and we headed out into
the waters.

Therefore, we will not fear… I have to
admit that fear and worry comes in waves.
I’ve broken down in tears trying to reconcile
the feelings that come with leaving our
flooded house and losing our house items,
not being in control, and being strong for my
daughters. However, I’m thankful that I can
rest in God’s promises that though “…the
earth give way and the mountains fall into
the heart of the sea, though its waters roar
and foam and the mountains quake with
their surging”, He is here for me. This life is
temporary. The Lord is here for me now and
forever. He is in control. He will take care of
me and my family. I have an eternal hope in
Christ that allows me to have peace.

Our house is elevated, so by the time
we reached the sidewalk, the water was
chest high. We walked to the edge of our
subdivision, across from Beck Jr. High on
Fry road. We walked a bit further and
thankfully a man with a large Rubicon jeep
stopped to help us. He drove us to a
volunteer rescue station near Alexander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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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continue to remember us and all the
affected families during this rebuilding
process. Your love and care are
appreciated!

Thank you to Katy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for the outpouring of love and grace
you have poured into our family. From
prayers,
demolition
help,
monetary
donations, food help, and shelter, we have
been well taken care of. As we continue to
rebuild, we are full of gratitude for the
relationships we have built these last 11
years in Katy. We hope to be faithful to the
journey that the Lord has called us on.

Atkham Wong
I remember during the Tax Day Flood last
year Alicia had told me that the water got
pretty high and was almost up their
driveway. When Hurricane Harvey arrived, I
knew we were expecting much more rain
than the Tax Day Flood and thought about
the Leung Family. I reached out to Alicia
wondering how they were holding up. The
first few days she informed me that the
water was rising, but not to the point where
they had planned to leave. Surprisingly the
next day she texted me and asked if they
can come stay with us because the water
had reached their doorstep. Without
hesitation, our house was open to them.
They eventually ended up at our home with
only two backpacks for four people, tired
from their journey across Katy. We had an

extra bedroom for Alicia and Ed. My three
daughters love sharing a room any chance
they can, and were more than ready to give
up one of their rooms for Faith and Kate.
The next few days consisted of lots play
dates for our girls who are similar in age. It
was amazing to see how well Faith and
Kate were adjusting to the changes around
them and were always laughing and playing.
We shared clothes, many meals, and great
conversations. Alicia and Ed also worked on
making calls to FEMA and insurance
companies. Not too long after, the Leungs
moved into another family's home who was
much closer to their flooded home and
closer to their work place. I know it was
such a difficult and stressful time for Alicia
and Ed and I didn't have the right words to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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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fort them about their flooded home, but
I tried my best to make them comfortable in
our home physically. We felt very helpless
and all we can do was pray for them
knowing they had a long road ahead. They
may not have felt like it at the moment, but
they were so strong, brave, and calm during
the chaos. Praise God that the Leung family

was safe and it was such a blessing they
chose to stay with us.
So then, as we have opportunity, let us do
good to everyone, and especially to those
who are of the household of faith.
Galatians 6:10 | ESV

紫上
我在 2017 年 6 月份遭遇了一场车祸。
我很愿意把这期间耶和华神让我学会的功课
同大家分享。

里。她们在急诊室里为我急切祷告，我语无
伦次的说了一些话。事后我了解到，一个路
人和晴晴分别打了 911 报警电话。晴晴从我
的手机通讯录中给我工作的地方、朋友，和
暑期学校打了电话。孙静姐妹接晴晴回了她
自己的家，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一直帮我照看
她。

六月份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我买好咖
啡，带上女儿晴晴出门上班。我先生这周刚
好离开美国去欧洲出差。我的计划是把孩子
先送到暑期学校，然后上班。下班的路上接
上孩子去游泳，心中期盼这是安宁温馨的一
天。 在 Wilcrest 的路口,左转绿灯亮起，
我准备跟着前边的车转过去的瞬间，后面的
一辆车撞了上来。霎那间见，鲜血从我的头
部流到了脸上，染红了左半边的衣服。晴晴
焦急的同我讲着什么，但我已无法回应她。
眼前漆黑一片，感觉夜晚已然来临。稍后赶
来的警车救护车把我送进了附近的 Memorial
Herman City Hospital。带着颈部固定套的
我在模糊的意识中，感到彻骨的冰冷。我感
到我的手、脚、眼睛、嘴巴，和身体在一点
一点的冰冻起来。跟着一同进来的警官在不
停地同我讲着什么。恍惚之间，我看到了一
个熟悉亲切的面容，教会里的孙静姐妹在第
一时间赶来了,还带着她的女儿。稍后的时
候，明娟姐妹也从她工作的地方赶了过来。
她们的出现仿佛给我打了一针强心剂，我忘
记了寒冷，一丝丝的意识神智回到了我的心

我在医院的脑科和神经科急诊室住了两
晚。期间许许多多我熟悉和不熟悉的教会弟
兄姐妹听到了我的情况，立刻用他们的爱包
围了我。他们考虑到我先生不在身边，帮我
处理了我的车辆、往返我家取东西、带来了
许多吃喝用的东西、带我去复查、接我出
院。我在医院里吃到了 7 星级的爱心大餐。
我先生几天之后才知道我出了事故。由于他
的行程要转接多次，他无法一下改好机票。
我从医院回到家中，我的体力在一点一
点恢复，虽然我的头、肩膀、背部还很不
适。弟兄姐妹对我的照顾无微不至，我内心
的感动无以言表。可是当剩下我一个人的时
候，沮丧和迷茫完完全全控制住了我。疑问
抑制不住的在我心里汹涌而出：神，耶和华
我的神，你为什么让这件事发生在我的身
上？ 你是掌管天地万物的君王， 如果你愿
意伸手阻止，这件性命攸关的事情就绝不会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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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你为什么允许它发生呢？不是你亲手
淘造了我吗，你现在在我身上的计划改变
了？

心急火燎的试图联系上事故现场的警官，可
是全部白费力气，都是徒劳的。他从不接电
话也不回任何电话。事故的路口有 U-turn
lane 和左转道，但没有录像。 因为我把前
者算作车道，所以我同保险公司讲的时候说
我在第二条车道，保险公司据此认为我不在
左转道上。无论我怎样解释我把 U-turn
lane 算做了第一条都没用。再下来发生的事
情，就是律师也无能为力。当雪片一样的账
单，主要是医疗账单飞到我们信箱的时候，
我无法止住我的泪水。我的神，我在天上的
父，这些都是为什么？你为什么允许这些发
生呢？

痛苦一阵阵向我袭来。我拿出圣经，打
开约伯记:“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
怕的迎我而来。”“现在我心极其悲伤，困
苦的日子将我抓住。夜间我里面的骨头刺
我，疼痛不止，好像啃我。神把我扔在淤泥
中，我就像尘土和炉灰一般。”这些话语，
完全符合了我的心境。我又一次一次地问自
己，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车祸中神的旨
意是什么？ 难道我没有一心向往神的话语和
国度吗？ 难道我犯了不可饶恕神深以为恶的
事吗？ 如果是这样，神，请你怜悯我的愚
钝，明示给我。难道我有隐而未现的恶，神
在提前管教我？ 我的心片刻不得安宁。 更
糟糕的是 焦虑也没有放过我。我怎么面对我
先生呢？晴晴看起来安然无恙，会不会有没
有发现的伤害？我还会恢复健康吗？警察报
告会怎样，车和保险会怎样？ 我的内心一点
点灰暗下去。我不停的动手翻开圣经，看一
会儿又合上，圣经上的话语在我的脑海里碰
撞，我根本无法好好思考它们。我确信我的
神在击打我。

先生每每劝解我，我们是幸运的,因为神
保守了我和晴晴的生命，我应该安静的等待
神。同时他让我看到，我毕竟购买了医疗保
险,保险负担一些，神的供给够我们付这笔很
大的 out-of-pocket 的费用。他又对我说，
如果我在为这些烦恼，那会相当于从车祸中
受了两次伤害。
反思我在车祸中的心路，我缺乏信心专
注在神的计划上。当灾祸来临，我更多的专
注在自己的痛苦或问题上。其实在苦难中，
神一分一秒也没有离开过我。他体谅我的软
弱，派来了天使一样的弟兄姐妹来帮我度过
难关。他一直提供了丰富的供应，我们得以
买车和付掉医疗账单。我的内心深处其实是
希望在世上的事最好一帆风顺，没有苦难和
不公，但彼得曾经讲过，“那如火一般的熬
炼临到你们的时候，不要惊奇惧怕，以为发
生了什么非常的事。” 神会通过事情的发生
帮助我成长，认识到自己的内心。神在圣经
中启示了我们， 他曾经允许约瑟饱受牢狱之
灾，耶利米陷入泥潭，约伯体会到生不如
死，但以理在火炉中接受煎熬。 我们在受苦
中所学到的可能无法透过其它途径学到。摩
西忍受一生漂泊的苦楚，因他向往神的赏
赐。保罗告诫我们，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

当我先生最终回到家里之后，在多日以
泪洗面之后，我就像约伯所说的愚顽的妇
人，忍不住问他: “是否认为神改变了在我
身上的计划，神要放弃我。” 他坚定地告诉
我，“神就是爱。神的计划总是美好的。耶
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
当我的眼睛看到晴晴在接下来的一段时
间身体安好、先生着手购买车、带我看医
生，生活一点一点回到正常的轨道中，我的
痛苦不安似乎有所减轻。我没想到，当头一
棒又接踵而来。我被从左后方撞到，我当时
对警官说，不记得发生了什么，因为我不想
乱讲话，警察报告的结果却是对我不利。我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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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耶稣也
为我们做了榜样，他定睛在神的计划上，忍
受了十字架的痛苦， 轻看了世上的羞辱。

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我所需要做的
就是，不论在世上的光景如何，都要爱神，
信靠祂。

车祸的波折也迫使我转向耶和华神，不靠自
己的力量行事。我体会到神赐给我们每个人
一份厚礼 – 他把生命和灵魂赐给了我们。
能力在强的世人也无法与祂相比。我长久以
来把这两样礼物当作当然，劫后余生让我认
识到神赐予生命和灵魂的伟大。我要为此永
远感恩我的神。神掌管我们的一切，意外也
在神的掌管之中。更加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
时， 我对车祸可能带来的死亡伤痛，没有那
么恐惧了。因为“我们晓得神使万事都互相

“因我所遭遇是出于你， 我就默然不
语”。 我深信神为我们着想，并且比我们自
己更清楚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
当我们抬头不经意的回头一瞥时， 2018
已经向我们姗姗走来。让我们都有信心记
住，“神所惩治的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
看全能者的管教。因为祂打破又缠裹；祂击
伤，用手医治。 ” “祂还要以喜乐充满你
的口，以欢呼充满你的嘴。”

陈杰
爱，大可活泼自然地点滴渗透进平凡生活
里，勿要拘泥于形式和套路。如果像新约初
期某些犹太人一样，刻板遵循某些形式上的
规矩，神的爱就不再是源源不绝的活水，神
的话语就变成了捆绑愚顽人的僵死教条。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
我。（约翰福音 14:1）
作为一个刚受洗不久的基督徒，我常常
有这种感觉，周末一走进教会，就觉得特别
宁静美好。听牧师讲道、唱赞美诗、与属灵
成熟的姐妹们亲切沟通，身心灵被洗刷过一
样，仿佛离神特别近。一旦离开教会出来，
就被生活中各样的俗事俗务占满，把神远远
抛在了脑后头，可能只在吃饭前，匆匆想起

这 里分 享 一下 ， 暑期 我 陪 伴三 岁 女儿
Angela 在小区里骑单车的小故事。那是六月
下旬的一个傍晚，我像平常一样带女儿出门
骑她的小单车，顺便去邮箱取信。出发前头
顶聚集着大片乌云，稍远处间或有雷鸣电
闪。我就忧愁，担心会要下雨。孩子骑单
车，一旦大雨骤然而来，我俩都跑不快，周
围民居也不方便避雨。看着这乌云氤氲的形
势，我改口对女儿说：“那我们散步好了，
这样一旦下雨，我可以抱着你快快跑回
家。”但孩子不乐意，坚持要骑她的小单
车。我没辙，只好说：“那好吧！万一下
雨，我就只有抱着你‘弃车逃跑’了。”这

来做个谢饭祷告。
其实，我们的神既是真神活神，就一定
与我们日常的生活息息相关。想起受洗之
前，进初信培灵班的时候，有一次杨皓峰牧
师说过，他很喜欢他儿子小时候时不时跑过
来跟他说话的感觉，咿咿呀呀地问爸爸这个
那个。他说我们的父神也一样，希望我们时
时与他亲近，跟他多说说话。是的，爱是陪
伴也是沟通，是仰望也是信赖。我们对神的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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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作为属人的软弱，所想出来的应对之

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著信心，不是凭著
眼見。（哥林多后书 5:7）

法。
但是，当临到孩子预备骑车的一刹那，
许是圣灵提醒，我突然灵光一闪，抓住机会
赶紧对女儿说：“让我们现在跟上帝祷告一
下，求神保守我们回来之前都不要下雨好
吗？一起祷告！”然后我就闭目专心祷告，
等我祷告完，一睁眼发现孩子正好奇地望着
我。我正想着：不管怎样，也算在女儿面前
做了个祷告的范例。正要松口气，结果她冷
不丁补一句：“上帝说什么？”“嘎！上帝
说什么？妈妈也没听见上帝说了什么。”我
在心里默语。如果有天使在，一定能看见我
至额上垂下来的尴尬黑线，一边三溜。因为
出门时我的信心也不是很足，只好模模糊糊
地糊弄孩子说：“呃，上帝说可能不会下雨
吧。”然后心虚地催促着孩子骑车遛弯去
了。

我没有想到的是，短短两个月以后的一
次大灾难，让我再一次见证神的奇妙大能，
在生活中“真枪实弹”地又一次历练了信心
的功课。8 月 25 日夜间哈维飓风在德克萨斯
州罗克波特市（Rockport）登陆，此后在德
州南部缓慢移动。短短几天时间，接连的暴
雨给休斯顿及周边地区带来了严重的洪涝灾
害。正在大家都快要撑不住的时候，一则讯
息让我们似乎看到了希望：8 月 27 号晚间到
28 号白天，一股从休斯顿西北角而来的干热
气流坚定地把 Harvey 推出了 Texas。多么令
人振奋的消息！
我 28 日早上看到这则消息的时候，连着
几天累积的焦虑似乎找着个出口得以悄悄释
放。我马上意识到，这必定是神的作为！哈
利路亚！感谢赞美我主！可是高兴了没多
久，就发现直到 29 日凌晨，雨还在断断续续
地下，各地水位上涨的情势一直不容乐观。
我又开始忧心愁苦起来，这万一要真像有些
新闻里头所说的，要撑到周三哈维再次登陆
休斯顿，后果不堪想象。

结果，我们的小 Angela 骑到一半停下
来，不情愿地对我讲：“妈妈，我不想骑
了。”我问她为什么。她小声嘟囔着：“我
怕会下雨。”我的个乖乖，真会磨人！我抬
头望着蔚蓝里被大片黑青色云朵侵噬的天
空，竟发现有小股亮光穿破那沉重的天际，
仿佛看到希望一般。我笃定地对女儿说；
“我们要相信神，要对祂有信心！不会下雨
的，就是这样。”听我这么说，她又蹭蹭踩
着小单车上路了，嘴里重复了一句：“就是
这样。”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
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
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
贵。（彼得前书 1:7）
感谢神，苦难逼近的时候，祂就让弟兄
姐妹们紧紧连结在一起，藉由这场接连的暴
风骤雨把我们平静日子里属灵的怠惰冲刷干
净。借着外在环境的逼迫，祂让我们昏沌的
属灵生命立时警醒过来。我们恩典小组跟随
教会从 8 月 27 日下午 5 点整开始，直到 29
日接连三天每个家庭带着孩子一起齐心祷
告。 “当我们连合在一起，是大有能力的；
当我们聚集在一起同心祷告的时候，有大事

感谢主，最后一直到我们回来，都没有
下雨。虽然天色氤氲不定，远处电闪雷鸣，
但神的恩典就是那么地奇妙！于是，在进屋
以前，我又赶紧抓住机会，拉着孩子一起做
了个简单的谢恩祷告。真的是感谢神，藉者
这寻常生活中貌似不起眼的小事，让我跟孩
子都得着这可贵的属灵恩赐，操练了信心的
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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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发生！”借着几日连续的齐心祷告也再一
次操练了我在大自然灾害面前对神微薄的信
心，因此心里刚泛起的忧惧，被一股信心带
来的光明驱散：我爱我的神，就必坚定地信
任祂！于是到了 29 日傍晚，休斯顿终于见到

很大。”（路加福音 6:47-49）这段话甚为
形象生动，相信刚刚经历过一场洪灾浩劫的
弟兄姊妹们都深有体会。基于本文的主题，
我们这里主要讲述平实生活中信心的操练。
正如约翰福音 13 章第 17 节里提到的，“你
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如果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平日的生活中善于
细微观察和体会，将鲜活的经文点滴运用于
日常生活中，对于我们灵性（信心）的操练
和滋长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如经上所说，这
人必定是有福的了。

了久违的太阳！

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
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马太福音
25:3-4）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首先，圣经一
定要读，且读且思考，在读与思的过程中与
神建立良好的交通和亲密的联系。不然我们
的行为就得不着从神而来的智慧与力量，最
后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行事全
凭己意，做工不在主的心意里，徒劳枉费，
甚是可惜！其次，我们常常也说要行出主耶
稣基督的样式来。 “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
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
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地挖地，把根基安
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
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有
古卷作：因为盖造得好）。惟有听见不去行
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
基；水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得

我想说我们基督徒何其幸运，我们原不
过宇宙中的一粒微尘，欢欢闹闹又迷迷糊糊
地活过一场，却都抵不过死亡的结局。而今
迷途的羔羊有幸被主拣选寻回，有机会得着
这宝贵的属灵恩赐。愿我们这些已得救的基
督徒，在日常生活中不要再枉顾圣灵的轻轻
叹息，白白浪费掉这一恩赐，而要眼清目
明，学会如何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待周围发生
的一切大事小事，并在生活中勤加操练, 运
用圣经经文，使信心得以纯全，爱主的心亦
愈久弥坚。储备灯油在器皿里，为主的再来
做好聪敏地准备。

蔡良俊

一、前言

本来能出版此新书，并不是培训工作的主
要目的，但在培训过程中能写成书却是一件

这本新书（图 1）的写成，大部分是以我
过去多年在东亚各地作培训教会工人和神学
班学生时所用的教材内容为基础，后来再加
上一些实用的有关材料，经多次修改后而以
书的方式出版。

意外的事。其原因有二：
1. 出版书是件费力费时的大事，在培训
中，因繁忙后并无余力可以从事写
书，但神的恩典却够用，在这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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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上，却经历了神的帮助而完成；

中极为密切的地域，即两河流域，埃及，迦
南地，然后接着是圣城耶路撒冷的古今和新
约的使徒脚踪。

2. “圣经地理和应用”课程原是一个冷
门而常被忽略的课目，但我在东亚培
训过程中，本无计划教授此课程，却
有少数的教会和神学院极为重视，而
常请求我教授此课程，来提高工人和
神学生对圣经的认识。因此提升了我
想写成此书的动机，盼望能帮助上完
此课的工人和神学生，和其他没有机
会上此课而分散在各地的人阅读。

新书的最后一章是有关应用，目的是作为
一种示范，说明如何用圣经地理在解经上的
运用。新书中共用了三处经文为例，作为抛
砖引玉之用，使读者知道可以用类似方法，
能举一反三，扩大运用在别的经文上。

四、新书的特色
此新书的特色有二：

二、新书的目的
1. 图片多：此新书包含有不少地图（图
3），和一些彩色图片（图 4），其中有
不少与自然地理、圣经历史、考古等
有关的彩色图，其目的是要配合文
字，给读者看到图片后，会有较深刻
的印象。
2. 文字简易：尽量少用学术性的术语，
使读者能只要有地理上的基础知识就
可明白。

此新书的目的如下：
1. 弥补在东亚教会工人和神学生在圣经
地理方面书籍的短缺；
2. 帮助一些追求读经者能活化读经。在
获得圣经地理方面的基本认识后，当
读经时，若遇到青草和溪水，山和
谷，秋雨与春雨，酒和油，旷野和草
原等，就不会觉的陌生，而可以领会
这些地理上的特色和环境后，就更明
白经文的含义。

五、新书的借阅
此新书不是商业性，而且所印的数目有
限，印书的主要目的是分发给东亚的教会和
神学班的图书馆中借阅。在北美一些教会和
KCCC 的图书馆也有此书，有兴趣者可以按规

三、新书的内容
此新书的内容和编排次序（图 2）是随着
圣经历史进展而写成。首先是讲到旧约历史

定向本教会图书馆借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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