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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前言 
 

自从疫情在本地开始，居家的时间就比

以往多了好多。因为先生在家上班，孩子们

在家上网课，各人占据一处空间，我就转移

阵地，把原本用不到的一张桌子利用起来，

做了我的专用书桌。 

这桌子面对一扇长形的窗子，前面是两

棵橡树，视野中可以看到下面的街道和对面

邻居的房子，还有远处的天空。过去一年，

我坐在这张书桌前，四季不知不觉从窗前流

逝而过。春天，居家令刚刚开始，四处花开

草绿，街道上却一片寂静；夏天，窗下花圃

里盛开的太阳花招来蝴蝶小虫，还有蜂鸟来

吸取花蜜；秋天黄昏的时候，常常看到远处

被落日染红的云彩；冬天最冷的那几天，窗

上结了霜花，街道上铺满了冰雪。一方不变

的窗口，镶进了不同的风景。虽然人在家

里，这窗口却将我与外界连接在一起，让我

的视野有所延伸，心境也有所舒展。 

这一期的《凯地之光》，似乎也是一扇

扇窗户。在长达一年因疫情而带来的隔离之

中，我们的外出大大减少，和家人朋友、弟

兄姐妹们之间见面的机会也寥寥无几。然而

文字可以不受疫情的左右，文章中所传达的

信息更是不受时空的局限。感谢神！弟兄姐

妹们愿意把他们的生活见证写下来与大家分

享。无论是百年一遇的暴风雪，还是在抑郁

症的风暴中，上帝的保守与看顾让人依然可

以经历到那出人意外的喜乐和平安。神的恩

典和带领不仅是在特殊情形之下。姐妹蒙恩

十年的历程，诗班献诗的特别分享，还有弟

兄高中毕业 40 年的回顾，让人看到那慈爱主

一路的引领和帮助。关于基督徒如何理财的

分享，提醒我们做好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Phuong 姐妹对越南家乡过节的回忆，让人

看到她的家园情感，更看到一颗爱灵魂的

心。每一篇文章都像一个个窗口。当弟兄姐

妹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敞开，我们就借着他

们的文字共同进入到更丰盛的生命当中，和

他们一起感受那恩典，经历那爱，并赞美那

赐下恩典、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从居家令下达到现在，转眼已经一年的

时间了。尽管我们仍不能常常见面，愿这些

见证与分享能够超越时空的限制，距离的阻

隔，把弟兄姐妹们连接在一起，从这些窗口

看到更深广的风景。无论是经历疫情、病

痛、暴风雪还是社会动荡，都记得祂的应

许：“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

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

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

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

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

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

主；我已经使埃及作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

巴代替你。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

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

生命。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 （以赛亚书

43 章 1-5 节）。 

（责任编辑：马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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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芩 
 

2021 年 2 月中旬，住在德州的我们经历

了百年罕见的严寒天气，但感谢神的保守，

让我们平安度过了！这次停电和寒冷中，我

们经历很多神的恩典，心里非常感恩，愿将

这些恩典记录下来感谢祂！ 

我们停电的时间是 48+4 小时（其间电

话、短信和微信等也处于基本无法使用的状

态），一直有水和灶台天然气，还有好姐妹

们赠送的新鲜蔬菜和食物。2 月 14 日一早起

来做了些食物，本想给需要的家庭送些去，

因为没联系上，就赶紧吃了午饭准备去院子

里看看。到院子里时已经开始下雨，温度骤

降，并且一边下雨一边结冰。我冒着寒风和

雨水终于将软水器和裸露的水管包好。进屋

时冰水已经把羽绒棉服和里面的衣服打湿浸

透了。赶紧冲个澡，温水打在身上和脚上感

到灼烧和滚烫，我马上把水温降低，感谢

神，从水里出来时身体温度基本正常了。当

看到小组姐妹家的软水器水管爆裂时，我家

弟兄夸我说包对了（因为当时我家弟兄已经

有些受凉，所以我没同意他去室外帮忙）。

更要感谢 2012 年时教会组长为我们家室外

的软水器搭了篷。如果没有这个篷，估计我

怎么包也不一定有用。 

接下来，与其说是经历了无电无暖的三

天两夜，不如说每一天都经历了主的恩典和

祝福： 

棉裤的故事 

2 月 15 日周一清晨，室外已是零下十几

度，地上和房顶都是白茫茫的。我家弟兄说

如果孩子们没有棉裤，就不能去玩雪。我一

方面理解孩子们急切想玩雪的心情（因为休

斯顿像中国的广东和福建，难得有零下的低

温，更难得会下雪）；另一方面我赞同弟兄

的意见，因为外面太冷了！何况从早上 8 点

开始就停电停暖了。但我想，家中能同时找

到三个孩子的棉裤太难了，虽然我们在宾夕

法尼亚州和明尼苏达州待过，但当时老大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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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才两三岁，现在已经是 10 岁和 12 岁了，

老三是在德州生的。没想到我一会儿工夫找

到三条，没看错，三条与三个孩子年龄段相

应的滑雪裤， 仅老二那条小些，但她瘦，也

能穿下。我知道这是主的预备，籍着姐妹们

的爱，让孩子们能穿上厚厚的滑雪裤在室外

开心地玩。他们在雪地里跪着、躺着、趴

着……我不再担心，心里充满了赞美和感

恩！ 

壁炉的故事 

看到教会小组里弟兄姐妹们和朋友们家

中停电后开始启动壁炉， 我们不知道怎么开

壁炉，更没准备木头，心想这个我们用不上

了。还没来得及羡慕和向往，没曾想停电当

日下午就有邻居敲门，送来能点燃壁炉的 D

型号电池。看到我一脸茫然的样子，他问我

要不要帮我启动，我说好。就这样，主派来

的天使就将我们的壁炉点燃了，而且这个壁

炉不需要木头，是用天然气的。主所预备的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2012 年 11 月我们买下

这个房子时我正身怀六甲，没有精力和体力

搞清楚房子的具体情况。记得是组长自发自

愿带领我们看的房子，我们夫妻都欢喜，在

Grace 姐妹尽心尽力的帮助下我们一个月不

到买下房子并入住。主所预备的是好的，感

谢神！  

灶台的故事 

2 月 16 日周二上午，已经停电停暖近

30 个小时了，为了保暖，我让天然气灶一个

上午都在工作，不是烧水就是烧菜，我戏称

这是家中最好的工作。因为不停地烧，我也

有些疲劳了，水开后转小火，加水之后转大

火时没注意气灶。我家弟兄特别在这个时候

来灶边，及时发现我的较大灶头火灭了，天

然气却开到最大，立即帮我重新点燃灶头，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之后从媒体知道这次寒

灾中不少家庭有煤气或一氧化碳中毒的事

件，我们差点儿成为其中一员，感谢恩主派

我家弟兄及时发现并免除了这个事故，感谢

主！  

来电的惊喜 

2 月 17 日早上 8 点来电了，我们开始了

有电有暖的幸福生活，赶紧充电烧饭烧菜。

下午 6 点，突然又停电了，但是简单的晚餐

已经做好，洗碗时也有了重新充好电的台灯

照明，好亮堂和开心。没电继续早点睡，躺

下一会儿感觉温度有下降。我对弟兄说如果

能停电 4 个小时就来电多好，夜里不会受冻

了。不一会儿，突然电来了，正好是停电 4

个小时之后的晚上 10 点。空调开始工作了，

弟兄将灯熄灭，我们在温暖的被子和房子里

安然入眠，感谢主！ 

见证孩子们的成长和恩主的祝福 

在这次的冬季风暴中，我们虽然遭遇了

困难，却经历了更多的恩典，孩子们也都积

极乐观相助。在帅才老大的带领下孩子们竭

尽全力帮我们在家里找到所有可用的照明设

备，好让我们每个人都尽可能方便安全地行

动。并且老大又自发自动带领弟弟妹妹为全

家每个人准备好紧急出行包裹以备万一。两

个没有暖气又低温的夜晚，孩子们互爱互

助，开心又温暖地一起度过了。 玩雪时，孩

子们发现这次的雪好特别，像是白沙，很难

捏紧，更难滚雪球。看到老二积极动脑筋，

利用屋檐下的湿雪堆雪堆，做雪球，又用水

帮忙，并和老大坚持不懈地努力做出雪人，

老三也开心地去帮忙。在车道上玩耍时，老

二不拘一格的玩法再次展示出她爱动脑筋的

特质，让我脑洞大开。又观察到老三在遭遇

困境中也积极动脑：第一天打开壁炉后房内

味道很重，我们正在调查情况时，7 岁的老

三突然说烟味重是因为没电，排风扇不工

作，所以烟气不能很好被抽出。我颇认同，

也很感恩，感谢主对孩子们的祝福和带领。

感恩奶奶在这次遭遇中平安也没受凉受寒。

虽然地里有好些蔬菜没能抢救回来，但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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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好姐妹们的提醒，她提前收获了一部

分，让我们可以吃上好几顿。感谢主！ 

 这次特别的经历中，我们虽经风雪，依

然满有平安。神让万事相互效益，让爱神的

人得益处。没有一样好处不是来自耶和华

的。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 

 

 

 

 

 

关添元 

 

大家好！我叫关添元，我光着脚跑到讲

台上来，是因为今年（2020 年）6 月 13 日

凌晨，主完全医治了我。在之前的五年里，

我的身体和精神始终处于很严重的病痛中。

我的脚 7 天 24 个小时都在麻、在疼，最严重

的时候不能站立，更不能走。我接受过各种

治疗，但是都没有明显的效果，最后的办法

是做手术，但是我不想做手术，我始终相信

我的救赎主活着，我跟我老公说：“我总有一

天会重新跑重新跳，我不需要做手术。”  

我的腰也很疼，如果面前的地上有一桶

牛奶，我弯腰去拿的话，就站不起来了。我

的膝盖疼得蹲不下去，蹲下去了就要扶着东

西才能站起来。另外，我经常头痛、肩膀

疼、胃疼、心脏不舒服、低血压、胯疼……

大概五年的时间里，我全身都水肿，从来没

有真正完全消过肿，最明显的是手，10 个手

指头的关节都疼，而且没有办法握成拳头，

因为水肿，根本握不紧。 

后来，不止是身体上的疼痛，我患了非

常严重的抑郁症和焦虑症。第一次严重发

病，有难以控制的自杀倾向是 2017 年 6

月，从 2018 年开始进行心理治疗，但是尽

量不吃药，因为我又怀孕生第三个孩子了。

孩子出生后，我的抑郁症也越来越严重，每

天都会有一段时间情绪失控，严重失眠，逐

渐失去记忆力和理解能力，失去理解圣经的

能力，失去对所有事情的兴趣，失去体力，

每天很多时间都躺在客厅里看着孩子们玩

儿。我不知道多少次认认真真地想过自杀，

我不去死不是因为舍不得或者害怕，甚至不

是因为对父母和孩子的责任，我无论如何都

不去死只有一个原因：我的命是主耶稣重价

赎回的，从我决志祷告说把自己交给神的时

候，我的命就不再是自己的了。我没有权利

选择死亡，只有神有权利拿走我的生命。我

是为主活的，主让我活着一天，我就要活着

一天，不管多难多痛苦。 

2019 年夏天，我开始经常开车看见红灯

不知道停车，开过去了才想明白刚才是红灯

应该要停车。或者看见“STOP”停车标识牌，

心里还在不停地说着“停车，停车”，却不知

不觉就开过了路口。如果不是主保守我，不

知道我已经被车撞死多少次了……在家里每

天走路都撞墙、撞门、撞桌子。住院之前，

我已经病到没有味觉了，酸甜苦辣都吃不出

来，吃什么都是没有味道的……每天不刷

牙、不洗脸、不洗澡、不照镜子、说话不看

人……我常常重新“活在”过去的伤害、恐惧

和所有负面的经历中，我能真真切切感受到

当时所有的负面情绪，看到当时环境中的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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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细节，许多我原来都忘记了的痛苦往事

一遍又一遍地在我脑袋里重复，我却无力摆

脱…… 

2019 年 7 月 20 日，我的抑郁症太严

重，我可以睁着眼睛看见死亡，无论周围有

多亮，我看见的都是无尽的黑暗，我觉得自

己甚至可以呼吸到死亡的空气。我尝试了所

有我能想到，有可能让我情绪稳定下来的方

式，可是无论多努力，我不能祷告不能读经

不能听赞美诗，我只能不停地在心里重复“主

与我同在”“主与我同在”“主与我同在。”无论

多努力，我都没办法有一丝的快乐和希望。

我有三个孩子，最小的孩子那时候刚刚断

奶，可是我抱着我的孩子们，只是头脑里知

道他们是我的孩子们，情感上却没有任何感

觉。我头脑里充满了各种详细的、形象的自

杀计划，有一个声音一直让我去自杀，“死

吧，死了就好了，死了没有痛苦，活着毫无

意义，没人在乎你是死是活。”  我说：“我就

不去死！我就不去死！你想让我去死？我就

不去，我气死你！撒旦！我的主已经打败你

了，你滚回地狱去吧！” 那一天，我第一次清

楚地知道我的灵和我的魂在我的身体里面激

烈的战斗。我里面最深最深的地方，那个微

小而坚定的声音，主的平安，让我还有理智

不至于滑进死亡。最后，我还是不得不半夜

进急诊室，为了防止我自杀，我所有的东西

包括鞋子都被护士拿走锁起来了，有专门的

人一直盯着我，吃东西只能用手抓没有餐具

（怕我用餐具伤害自己）……在急诊室待了

一夜，21 日早晨见过心理医生后，我被转入

专门的医院住院。在转院的救护车里面，我

开始有幻觉，我看见东西都在不停的朝后面

快速移动，而那些东西其实是固定着不会动

的。我发现原来眼见的也不一定为实……住

院后，我马上开始药物治疗和各种心理治

疗，出院后还每天去医院治疗了两个多月。 

我一走进医院的住院病房就感谢赞美

主！因为我曾经又想传福音又胆怯，担心被

拒绝，怕别人用怪异的眼光看我，怕别人觉

得我是无知的迷信……可是在我“死而复活”

之后，我不再惧怕。一个连死亡都不惧怕的

人是不惧怕别人的眼光的，因为在生命的尽

头，别人的看法和眼光一丁点儿都不重要

了。而且医院里都是被严重的精神类疾病折

磨或者被毒品折磨的人，他们都需要耶稣，

只有耶稣能帮助他们彻底摆脱！我开始很努

力地突破自己的障碍（抑郁症让我没兴趣和

人说话，焦虑症让我说话的时候异常紧张，

浑身发抖），去关心别人，尽管很多时候因

为我们都是病人，我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对方

到底在说什么（可能是对方表述不清，也可

能是我理解不了了，或者两者同时都有），

可是，我震惊地发现，每一个和我说过话的

病人都信耶稣，而且感谢耶稣救了他们，一

直帮助他们……我问主：“为什么？！为什

么？！为什么精神病医院里的病人虽然受着

一切的苦甚至一生的挣扎，每天活在生死边

缘还不被理解，却感谢你、相信你的爱；而

外面那些舒服的，或者只有些小困难的人天

天抱怨、天天怀疑你的美善呢？！这不公

平！！！难道真的因为我们信耶稣所以得抑

郁症，所以在医院里？！难道我妈妈说的

对？！我不相信！！！” （我第一个孩子生来

是瞎眼的，大脑有四个区域不正常，需要依

靠药物维持生命，还有各种发育迟缓。五年

以前她确诊的时候，我妈妈每天抱着孩子

哭，她说：“你信主有什么用？！就是因为你

信主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主

说：“是的，就是因为你们爱我信我所以你们

在这里。那些不信我的人已经在坟墓里

了”…… 

一年以后，到 2020 年 5 月，我觉得自

己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就决定断药。可是停

药之后一个星期，我就犯病犯得非常厉害，

24 小时不停地哭，而且还一个人打包离家出

走。后来，我老公给医生打电话（我没办法

给医生打电话，也说不清楚，就是不停地

哭），医生给我紧急开药。等我稳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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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理医生再次见到我的时候说：“添元，

你放弃吧。你的病是因为 4 年生 3 个孩子，

激素失衡引起的，你吃药就情况稳定，只要

停药几天就犯病而且如此严重，说明你的身

体对药物太敏感了。有这样体质的人是没有

办法断药的。你这一生，都不可能断药了。

你做好一直吃药的准备吧。” 但是我说 No，

不！我的救赎主活着，我有一天一定可以彻

底永远断药！ 

2020 年 6 月 13 号凌晨 12 点左右，我在

卧室里把二娃哄睡后，就关着灯一个人躺在

床 上 听 一 个 YouTube 上 的 节 目 视 频

（https://youtu.be/lN73gkc1F-Y），节目的

主题是“现在就释放天堂”，在许多的采访和

讲解后，主持人要求嘉宾们为听众祷告。第

一个祷告的人，为听众受圣灵的洗并且以说

方言为印记祷告，我跟着祷告，就真的开始

说方言了！然后，另一个嘉宾祷告求主释放

天堂触摸到听众；然后，嘉宾们和主持人宣

告各种医治。因为我太想要他们的祷告，所

以我躺在床上，把双手和双脚都举到最高。

就在主持人宣告各种医治的时候，在不到一

秒钟的时间，我里面就坚定的知道“主已经完

全医治我了，医治我所有身体上的疼痛和抑

郁症焦虑症”。于是，我就一个人跑到厨房去

跳舞、赞美神。我没有马上告诉任何人，因

为我知道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总说我的神一

定医治我！甚至已经医治我！可是，过几天

就又犯病了……他们有充足的理由不相信我

真的好了。 

第二天，我到家里的后院，蹲着拔草坪

上的杂草，几个小时里，我不停的蹲下，站

起来。我居然每一次都能轻松地站起来。几

个小时以后也完全没有疼痛。晚上，我终于

忍不住，告诉我丈夫和父母：“神已经完全医

治我了！” 当然，他们都不敢相信，他们觉得

我一次又一次说，最后一次又一次的犯病，

他们不确定这一次是真的。可是，一天过

去，一个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两个

月三个月，我的身体和精神都一天比一天更

好，不但可以做以前做不到的事情而且没有

疼痛，每天笑得比孩子还开心；而且，我之

前吃两种帮助睡眠的处方药都睡不好，现在

不吃药，每晚都睡得像婴儿一样。有一次给

孩子讲起自己小时候也非常非常怕黑，突然

发现，我记忆里所有负面的情绪都被主拿走

了，不见了。哈里路亚！感谢主！ 

我老公曾经是不相信这种神迹医治的，

他觉得这是使徒行传里才有的事情，可是面

对着如此大、如此真实发生在眼前的医治神

迹，他实在没有办法找到任何解释。几个月

里，他看着我巨大的变化，他不得不相信，

只有一种可能：是神医治了我！ 

我爸爸妈妈其实好几年前就分别做过决

志祷告了，可是他们始终拒绝受洗，每一次

他们来美国探亲，我都问他们要不要受洗，

他们总是说没准备好，等下一次吧……有一

次，我妈妈跟我说，“上台做见证的人，不是

经历过神迹就是有特别的感动，可是我没

有，我上台说什么呢？如果神真的让我看见

圣经里那样的神迹，我一定受洗归入主的名

下，我会一生跟随他，为他传福音。” 2020

年，因为疫情的原因我父母的回国机票被取

消，他们不得不留在我家里，他们亲眼见证

了我得神医治的神迹，我妈妈主动找我说：

“我想要受洗，越快越好，可是现在疫情，教

会都关门了，要不你在家给我受洗吧？” 感谢

主！我父母信守他们的诺言，2020 年 10 月

11 日，就在凯地中国教会的聚会大厅受洗池

里，我的父母受洗正式归入主的名下。他们

站在台上见证主的美善，见证主是如何带领

他们，一直到今天。他们也立定心志一生跟

随主，传讲神国的福音，最美的消息。 

五年多之前，我第一个孩子确诊的时

候，我哭着问神：“为什么？！她生来瞎眼是

因为我犯了罪吗？” 神说：“也不是这人犯了

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她身上显

出神的作为来。”（约翰福音 9：3）我听了



KatyLight No.58, 2021  

7 | P a g e  
 

欢欢喜喜地等着神像圣经里医治那个瞎眼的

一样医治我的女儿。可是几个月过去了，她

不但依然没有任何光感，完全瞎眼，还又确

诊了很多疾病……我又哭着问神：“你不是说

要在她身上显出你的作为吗？怎么还不显？

甚至情况更糟了！你打算怎么显？什么时候

显？你会医治她吗？什么时候？什么方式？

我知道她只要认识你，到了天堂，她会有完

美的新身体，有明亮的眼睛。可是地上的这

一生呢？她还有机会看到这个世界吗？”神至

今没有回答我全部的问题，可是那一天他告

诉我：“将会有很多人因为这孩子而归到我的

名下。会有很多人因为这孩子而更加认识

我。” 我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只要有一个

人会因着这孩子而归到你的名下，那么我和

孩子以及全家人所受的一切苦都是值得的。” 

大女儿四岁半时可以在器械的帮助下走

路，开始会自己用手抓东西吃，五岁半开始

会用单词表达一些最基本的要求，会叫“妈

妈。”她今天依然是瞎眼的，可是，我父母站

在台上见证，他们是如何因为这个孩子的特

殊健康状况而渐渐认识神，成为神的儿女。

耶和华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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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雪从天而降，并不

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

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

也必如此，决不徒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

悦的，在我发它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

（以赛亚书 55：8-11）） 

造天地和我们的神，圣经里的神，祂过

去、现在、将来，都是一样的。他过去行神

迹奇事，今天依然行神迹奇事。无论我们的

环境如何、遭遇如何，他都与我们同在。无

论我们的经历如何，受到过多少人多少次的

伤害，他永远爱我们。耶和华说，我知道我

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

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

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

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利米书

29：11-13）阿门！ 

如果你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还没有和

神建立亲密的个人关系，如果耶稣还不是你

生命的主，请你不要迟疑，对神说：“造天地

万物、造我爱我的神，我曾经做过很多错误

的决定，也不认识你，对不起！我相信你的

儿子耶稣已经为我的过犯被钉死在十字架

上，因他流出的宝血我的一切过犯都被洗

净，我可以重新坦然无畏的来到神面前；我

相信耶稣第三天复活，如今在天上坐着为

王。我愿意敞开我的心，邀请耶稣进到里

面，做我个人的救主和我生命的主。我愿意

做永生神的儿女，重新回到父神的家里。谢

谢主耶稣救赎了我！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

基督的名求，阿门！” 

恭喜你！虽然你没有立刻看到电闪雷

鸣、火从天降，可是你已经经历了最大的神

迹奇事。愿主将他的平安赐给你，是这世界

不能给，这世界也夺不去的；愿主耶稣基督

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同

在。 

 
 

邹梦娟 

 

刚刚过去的 2020 年圣诞节，没有往年

惯常的热闹。因为疫情，亲朋间不能聚会，

也不方便外出度假。但对我而言，却仍然是

一个忙碌的圣诞节。 

节前的一个礼拜，我就开始在筹划着带

领国内的侄女雪儿信主的事情。雪儿今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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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岁，刚和心仪的男友结婚不久，却因为

被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困扰而患上了抑郁症。

十月中旬得知此事后，我就一直在通过微信

对她进行心理疏导。感谢弟兄姐妹们的祷告

支持，也感谢主加添给我耐心和力量，让我

在和她频繁的聊天中，能认真倾听她反反复

复诉说的焦虑和恐惧，为她的困境向神祷

告，并用主的话语安慰她，鼓励她。感谢主

赐怜悯医治，她的情况渐渐有了好转。当她

被我转发给她的赞美诗歌、圣经经文（罗马

书 5: 3-5 节）或《荒漠甘泉》中的信息打动

时，她会分享到她的朋友圈；睡不着觉的时

候，她偶尔会照着念我写给她的祷告词，试

着向神祷告。我知道圣灵已经开始在她心里

动工了，是时候带领她信主了。 

我虽然十几年前曾经参加过教会三元福

音的培训课程，平日里也时不时会向周围的

朋友同事分享福音和自己的一些见证，但独

自带领人决志信主这还是第一次，不免有一

些紧张。平安夜那晚，和她通话之前，我先

安静在主面前祷告，求主膏我的口并赐给她

柔软顺服的心，然后鼓起勇气用微信连线

她，开始向她讲述起罪的概念、神的慈爱公

义、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人靠信心得

救······ 

当我问她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她个

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时，她回答说愿意，

我满心欢喜，马上带领她作了决志祷告。感

谢恩主，在祂降生的这个圣洁的夜晚，把这

份永生的礼物赐给了雪儿。也感谢主，在这

个特别的平安夜，让我经历了祂救赎雪儿的

奇异恩典，无花果树结了宝贵的第一枚果

子，满是感恩，也满是喜乐。 

接下来的圣诞休假期间，我参加了为期

四天网络直播的中国福音大会。大会信息丰

富，让我灵里得着极大的饱足。特别吸引我

的是生命季刊讲员的几个专题讲座：《抑郁

知多少》，《困境中，尽好自己的职责》

等。这些讲座好像是主为我特别预备的养

分，好让我得着智慧和能力，去更有效地帮

助雪儿以及像她那样处在困境中的人。 

在福音大会最后一天的讲道中，当王峙

军牧师又一次呼召，在当今世代，你愿意作

司提反那那样被圣灵充满的圣徒吗？和许多

参会的弟兄姊妹一样，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是的。主，我愿意。 

感谢主，在 2020 年这个特别的圣诞

节，让我的灵魂甦醒，愿意在灵里继续成

长，让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在自己的生命中彰

显出来，成为主合用的器皿。正如诗歌《Hi-

Ne- Ni》所唱： 

······ 

为这世界黑暗的角落 

我在这里， 

为那不曾被安慰的灵魂 

我在这里， 

Hi-Ne-Ni ！ 

 

2021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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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宜洲 

 

每年感恩节和教会周年庆的献诗是诗班

的必修课, 今年由于疫情的缘故，确实是增加

了不少的难度。几个月前和陳牧师商量确定

献诗以来, 从诗班人员的搭配、诗歌的筛选、

练习的过程、到最后献诗的形式, 同工们在方

方面面都进行了尽量细致的安排。 

往常的诗班都是爱来就来, 多多益善, 今

年有了社交距离的要求, 人员的搭配就成了一

个问题。同工们反复磋商, 和弟兄姐妹一个一

个的沟通，最终确定了现在的人选, 可以说这

不是一个很容易的过程。在诗歌的选择上, 郭

老师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 和大家一起商讨, 

从诗歌的主题, 歌曲的数量, 还有难易的程度, 

乃至献唱的顺序，都作了比较充分的考虑。

到了练习的时候, 以往我们都是一起在一个课

室的, 这次就试着弟兄和姐妹分开来练习, 然

后再在大堂合起来练唱。 

练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大家认认真真一

句句的练习, 老师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地校正。

幸好口干舌燥有点饥肠辘辘之际, 总是有充满

爱心的弟兄姐妹预备了解渴的热茶、可口的

点心, 让大家在短暂的休息之后又能够重新投

入。决定怎么唱之后, 负责 PowerPoint 的魏

平姐妹就开始了紧张的制作, 从每一张图片的

选取, 字体的样式、大小及颜色, 甚至四边的

距离都经过认真的思考。检查的环节更是一

丝不苟, 一张 slide 一张 slide 的查看, 一个字

一个字的对比, 力求把差错降到最低, 把视觉

效果做得更好。大家都看到这次诗班是戴着

口罩献诗的, 其实这也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一

开始有的主张不戴口罩, 有的建议必须要戴, 

还有中间派说都可以。同工们经过再三考虑, 

衡量了各种的因素, 最后决定让大伙戴着口罩

来献诗。这里要特别感谢陈强弟兄和音响同

工们的全力支持和配合, 他们作了特别的安排, 

细心的调整, 在有限的资源之下把声音的效果

做到最好。不说不知道, 原来我们的司琴姐妹

忠玫在前不久曾割伤了手指，当时还血流如

注。在祷告之下, 她的手在几天之内基本复原

了。在献诗的前几天, 郭老师不小心摔了一跤, 

每个弟兄姐妹都迫切地祷告, 为了郭老师的康

复, 为了诗班, 更为着教会。感谢神，献诗当

天，郭老师按时来到教会，坐在轮椅上完成

了指挥，诗班的弟兄姐妹们口唱心和，把赞

美的歌声呈现给会众，更献给我们的神。 

献诗之后, 我们收到了弟兄姐妹们很多的

鼓励和肯定。在听了直播的回放及现场的录

音后, 按照诗班的惯例, 开始了自我检查。弟

兄们很拥跃地对这两次的献诗作出了剖析, 尤

其是男声部分, 在第一首卡农曲中的男声第一

段，前面出來还可以，但接下來的不够柔

和，硬邦邦的, 好像节奏也不齐; 第二首的男

声每次的开头都不够整齐, 在转换第三首曲時

不够干净利落。姐妹们则自己检讨说: 女声二

部主旋律部分今天沒有很好出來，有点可惜, 

女高音和男声部太强了。又有姐妹又说听上

去自己的声音太大了, 以后要离麦克风远一

点。弟兄姐妹就是这样一个个环节的审视, 力

求找出问题加以改进, 郭老师戏称这个过程是

“鸡蛋里挑骨头”。 

感谢主！感谢弟兄姐妹的衷心摆上。主

的赐予总是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 困难越多, 

恩典更多！在这个暗淡的时刻, 在主里合一的

诗歌带给了我们鼓舞和力量, 增添了我们的信

心和盼望。有小组慕道的朋友说听到诗班的

献诗非常感动, 这也给大家莫大的安慰, 我们

唱诗歌就是为了高举主的名, 让更多还没有信

主的福音明友能够透过诗歌认识主, 相信主。

正如周日陈牧师的讲道信息所说的, 就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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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抓住主的话语, 定晴在耶稣基督身上, 我

们一起向着那标杆直跑。哈利路亚！ 

 

12-09-2020 

 

 

 

 

 

 

 

 
李岩 

“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

为。”（诗篇 9 章 1 节） 

2020 年是我蒙恩得救十周年，十年来神

给了我这个硬着颈项的罪人太多的恩典，我

心中充满了对天父的感恩和赞美！ 

回想以前的我，不懂包容，自命清高又

没有耐心。即使是在青年时期，对父母家

人，也不知道如何去关心，心里想的都是自

己的需要。在婚后，夫妻之间有冲突时，更

是没有智慧，只会吵架。感谢主！祂改变了

我的心。现在的我，虽然还是问题多多，仍

会自义，生活中也依然有各种挑战，但是我

心里没有恐惧，满有平安和盼望，我知道神

真真实实地爱我，祂掌管一切，我可以靠主

得胜。  

神带领我找到祂  

自我第一次听说基督教，到我受洗，花

了十一年的时间。 

2000 年时，我还在国内。当时远在加拿

大的好友信了主，特别跨越重洋带了《发现

真理》这本书给我，还跟我说，再忙也要抽

出时间思考信仰，我却根本都没有翻开过这

本书。感谢主，祂没有放弃我。几年后我和

先生在美国定居，有了第一个孩子。当时听

说在教会里长大的孩子敬畏上帝，日后不会

学坏。为了让孩子得益处，我们开始去一间

很小的华人教会。记得当时大家一起讨论

时，我对“罪人”这个概念非常反感，反而觉

得佛教里众生平等，人人均可成佛这个观念

要好得多（当时的自己是多么的无知和骄

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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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感谢主，祂没有因为我的悖逆而放

弃我。一段时间后，我在生命的低谷中经历

了来自教会的爱，这才来到主的面前向祂祈

求。2010 年初，我其实还没有读过多少圣

经。当我知道腹中又怀了孩子后，为了让孩

子蒙主保守，我几乎未经太多思考，马上决

志，并在 2010 年的复活节受洗。感谢主怜

悯我们，两年以后的复活节，我先生也蒙恩

受洗，并将两个孩子交托给神，这样神的恩

典就临到了我们全家。 

神给我们成长的环境 

我和先生受洗的那间教会很小，资源也

有限，我们没有办法参加查经。由于初信，

没有根基，当时牧师的讲道我们也听不太明

白。受洗后，我们的灵命成长非常有限。在

我先生受洗两个月后，神在休斯顿给了我先

生一份很好的的工作，并带领我们来到凯地

定居。搬来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就来到凯地

中国教会敬拜。教会各方面资源都很丰富，

孩子们可以去儿童部，我和先生可以敬拜、

听道、上主日学。一年后，我参加了 CCF 

(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 姐妹查经

班。 在查经班深度的圣经学习和姐妹们诚挚

的分享，让我的灵命开始真正成长。神知道

我们在各个阶段的所需！祂会带领我们，把

我们放在合适的地方，走在当行的路上。 

神带领我信靠交托 

圣经要求我们全然信靠主，把自己完全

交给主，让祂来做我们生命完全的主宰。记

得当时我想要照着这个诫命来做，但心里是

那么不踏实，甚至很害怕。我心里不知道神

是不是真的爱我，也不知道如果我完全信靠

祂，祂会让我做什么。我清楚地记得，当时

读经读到马太福音 2 章，主耶稣出生时，希

律王下令杀死了周围所有两岁以下的男孩。

我心里难过极了，不明白神为什么允许这么

多无辜的幼儿被屠杀。我跪在神面前大哭了

一场。我问：“这是为什么呢？如果你不爱这

些无辜被杀的婴孩，我怎么能知道你爱我

呢？如果你不爱我，我怎么能信靠你呢？”哭

诉之后，我的心莫名地平静了下来。我还是

没有答案，但奇妙的是，圣灵无言地安慰了

我。即使我不真正明白，祂还是给了我超乎

自然的平安，拿走了我的顾虑。这段经文描

述的故事不再困扰我，我也渐渐能学着全然

信靠交托(直到最近，我才开始理解这段经文

的深意：这背后是撒旦与神的属灵争战)。现

在我再也不怀疑神对我的爱，恰恰相反，我

深深沉浸在祂长阔高深的爱中!  

神让我看到自己的本相 

多年以前，有一次我在开车去中国城的

路上，一边开车一边祷告。记得当时我是学

着这样祷告的：“神啊，求你让我以你的眼为

眼，求你让我以你的心为心！”神真的听了我

的祷告，但不是我意料之中的那种。祂当时

就让我看到，我生活中的很多问题，包括婚

姻中的摩擦和教育孩子中的挑战，其实都是

因为我自己的原因造成的。感谢主，人不认

识到自己的问题，如何能谦卑下来求神帮

助？这次启示让我的灵命继续成长。很多时

候我们希望神解决我们的问题，其实神更想

要完全更新我们的生命！ 

神教导我全心依靠祂 

从我家老大上初中进入青春期开始，我

和先生在教养孩子上经历了充满挑战的几

年。我们用尽自己的各种办法，仍然没法帮

助孩子，甚至亲子关系也变得很紧张。在反

复的挫败中，我深切地体会到自己是如何没

有智慧。自己真的不行，只有依靠主！记得

当时我感觉到每天只祷告一次远远不够，我

甚至在每次和孩子说话之前都要祷告，才觉

得心里有些底气。这几年中，我们学习到只

有无条件地接纳孩子，把孩子交托在神的手

中，才能与孩子建立心灵之间真正的亲密关

系，才能帮助她。感谢主的怜悯，我家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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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年前蒙恩受洗。现在她也在青少年传道

的牧养下，在教会的学生团契中成长。 

神让我体会到祂话语的力量 

祷告对我来说一直比较自然，但在读经

上我很欠缺，时常觉得枯燥，读经对我更像

是个不容易的任务。神通过两位属灵长者分

别告诉我读经的重要性：只有多次通读圣

经，默想经文，才能真正了解神的心意，和

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我求主让我对祂的话有

饥渴的心，也求祂通过经文对我讲话。感谢

主，我去年第一次通读了圣经，也有了爱读

经的心。即使读过几遍的经文，再读时也常

能得到新的启示。我也真切地体会到，主的

话语确实带着属天的力量，时常一句简单的

经文就能深深地安慰我、激励我。 

神带给我属灵的导师与同伴 

感谢主，祂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并在

合适的时间，把祂忠心的仆人带到我们的生

命中来帮助我们。陈明佑牧师与 Catherine

师母对我们夫妇有很大的帮助。几年前他们

曾 带 着 4 个 幼 子 来探 访 我 们 ， 那时

Nehemiah 还是个抱在怀中的婴儿。那次他

们一直和我们谈到深夜！青少年传道

Randall 和他的夫人 Phuong 几年来对我家老

大持续的关怀和辅导，对她的灵命成长起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从他们夫妇的生命中折射

出来自主的爱与深切的同理心。 感恩我们生

命河小组的弟兄姐妹们一起同走天路，查经

总有得着，大家的分享也常能激励我。 

神每天都在教导、带领和改变我。祂在

我和我家所行的奇妙之事难以数清！通过牧

师讲道、属灵书籍、姐妹们的分享和生活中

的挑战，祂时时在我心中工作。在软弱的时

刻，祂送来鼓励；在看似没有可能好转的情

况下，祂改变人心！罗马书 8 章 28 节的经文

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

得益处。”真是奇异恩典，何等甘甜！ 

愿大家都能体会到基督对我们每一个人

的爱，就像这段经文中所讲到的那样：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丰

盛的荣耀，藉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

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

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

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

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

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以弗所书 3 章 14

到 19 节） 

2020 年感恩节 

 

 
Phoung Engleman 

      

At this time of the year, when Americans just 

finished celebrating Christmas, Vietnam is 

waiting to celebrate their biggest holiday: TET. 

It is a holiday based on the Lunar Calendar. This 

year it will be on Feb 12. 

 

Lord willing, we will be able to celebrate this big 

holiday next year in Vietnam. Tet holiday is all 

about reconnecting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My 

favorite Tet tradition was when the whole 

neighborhood gathered to make rice-cake 

(Banh Chung). Everyone brought their own rice, 

beans, pork, and banana leaves. They wrapped 

them up and then heated up a couple of big 

pots to cook the cakes. It usually took eight to 

ten hours for the cakes to be cooked. There 

were around seven to eight families sitting 

around these pots, warming themselves up and 

sharing life with one another. They would 

review and talk about the past one year and 

share their hopes for the coming year. All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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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ds would be out playing with one another as 

the adults cook and talk. Young adults in a 

dating relationship would usually invite their 

boyfriend/girlfriend to this rice-cake-making 

event so that the whole neighborhood could get 

to know them. Neighbors would ask the 

boyfriend/girlfriend many questions and then 

discuss and give their opinions to the young 

adults later. They have such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that they feel obligated to look out 

for each other and give some constructive 

criticism. 

 

It had been seven years since I last celebrated 

Tet. Many people nowadays like to buy these 

rice-cakes at stores instead of spending long 

hours cooking them, but Tet is still a joyful 

holiday. One of the main themes of Tet is 

getting rid of the old to make room for what is 

new and fresh. Therefore, if you are mad at 

anyone, reconcile before the new year lest you 

carry hatred into the new year. If you have 

debt, pay it off before the new year. If you have 

a cold, get rid of the sickness before the new 

year. Your house needs to be clean for the new 

year. It is traditionally believed that any good 

things you do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new year 

will be multiplied for the whole year. If you are 

happy on the first day, happiness will follow you 

the whole year. If you receive a lot of lucky 

money on the first day, prosperity will be with 

you the whole year. If you are kind and loving 

on the first day, kindness and love will stay with 

your household the whole year. So, everyone is 

happy and kind and generous during Tet. 

 

This cultural belief says a lot about Vietnamese 

people’s greatest desires: happiness, peace, 

forgiveness, kindness, and love. We all long for 

these blessings, right? If only they knew Jesus. 

We, as believers, know too well our Lord Jesus 

offers the living water, He is the true Source of 

these blessings. Can we not share this treasure 

of truth to the broken world where everyone 

thirsts for the truth but looks in the wrong 

direction? 

 

 

 

 

刘幼华 

（一） 

在人的一生中，四十年是一个很特殊的

间隔。人活四十岁，对大多数人而言一辈子

经过了大半，“除却巫山不是云”，应该有一

种没有什么没见过，人生从此成竹在胸、波

澜不惊的感觉。《论语》说“四十而不惑”，

大概就是指这种人生的成熟境界。 

当然，这孔“圣人”的成熟标准，一般人

很难达到。不详细描述自己满四十的感觉

了，因“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

中”，浑浑噩噩就过了。当时不满意自己的不

成功、不成熟，觉得自己还年轻，还有许多

需要拼搏在前面的感叹是基调。在少年时

代，自己的父母四十来岁，正值壮年，但小

孩们总是觉得父母很老、很老，遥不可攀。 

我还记得父亲四十岁生日那一天的情

景，是因为我爷爷的亲口相告。现在父亲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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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证上的生日是八月份，但我记得的那一天

应该已经是秋天，夜晚有一种冷飕飕、哈气

成雾的感觉。也许爷爷记得的是阴历的生

日，这样会与阳历日期有一、两个月的差

别。不知是什么缘由，应该不是为了专门庆

祝父亲的生日，那天晚上在秀满满（满满是

家乡话对姑姑的称呼，秀姑是最小的满满）

家聚餐。 

秀满满那时大概二十多岁，结婚没几

年，儿子一岁多。小满满身材矮小、壮实，

但总是笑盈盈的，对我们小孩尤其亲切。姑

父李行自，邵阳人氏，与秀姑年龄相当，他

们应该是通过别人介绍成婚。姑父身材高

大，在县城另一边的炼铁厂工作。我们早上

晨跑时常常遇到他骑着崭新的永久自行车上

班，只可惜几年后他患肝癌去世了。秀满满

家在下熙街一处租赁的木板房里，厨房是一

间靠在内侧两层木房子上搭建的，里面有楼

梯上二楼的卧房。房子已经有了年纪，显得

有些歪歪斜斜。 

那晚的主要客人应该是爷爷，虽然他跟

秀满满住得很近，也跟她家来往频繁。爷爷

已经七十多岁，行伍出身的他身材高大，但

身体不太好，面色苍白，因为牢狱之灾眼力

不好，抖抖索索有些帕金森氏症的迹象。我

跟哥哥赴宴，应该是爸妈与秀满满他们商议

好的。妈妈因为对爷爷有意见，故意找借口

不去；爸爸可能是因为供销社临时有公事脱

不开身，所以也不能去，或至少直到最后才

来（许多细节实在是记不清了。为此事问过

哥哥，他对此吃饭的事完全没印象！）。 

这样我跟哥哥就成了我们家的代表，参

加秀满满与爷爷他们相当正式的宴请。因为

历史的原因，两边交往很少，这样的宴请在

我的印象里，在我成长阶段的一二十年里是

唯一的一次。我们当然很高兴，因为此晚餐

的丰盛与大年三十的年夜饭无异。那个年代

吃饭根本没有什么讲究，就在既作厨房又作

储藏杂物的小木屋里，摆上一个简陋的八仙

桌和几条板凳就成。不过有香嫩的红烧肉，

脆爽的酥肉，鲜美的粉丝汆汤肉圆子，还有

难得一见的腌菜扣肉，相信我和哥哥都大快

朵颐。在进餐过程中，爷爷盯着我和哥哥，

说：“今天你们爸爸满四十岁了！”带有一种

意味深长、欲说还休的表情。 

晚餐完了以后，我的印象是爸爸带着我

和哥哥，到同一条街几十米远爷爷的房子里

去，拿一个老的空白相框，我和哥哥用一个

木棍或者扁担，抬着用绳子吊着的相框回

家。相框有四、五十厘米见方，实木做工不

错、上红棕色漆，有一些年头了但状况良

好，大概是爷爷一些老照片取下来以后空置

了，而我们家则除了从公家（爸爸工作的供

销社）借的床外，几乎没有任何家具。 

 

 

四十多年前的记忆实在已经太模糊，当

相关的亲人们都异口同声说记不得的时候，

有时真让人怀疑那是不是来自自己子虚乌有

的南柯一梦。加上时光已逝、蓦然远去、永

不回头，那种沉沉的忧愁弥漫心头。我相

信，曾经存在过的事情必刻在历史的隐秘

处，掌管一切的造物主——上帝必完整地把

它们保存着。若与上帝同在，总有机会再次

造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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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生四十年的间隔，比如十岁到五十

岁，二十岁到六十岁，则是大的变化。回头

一看，沧海变桑田，有恍如隔世的变迁，令

人叹为观止。 

我 1980 年高中毕业，距今已经四十整

年。每次回家乡，可以见到不少同学，但总

有一些同学，每次都没有见到。也就是说，

有些同学毕业以后就不曾再见，已经四十年

了。有些同学，已经在这四十年中陆续离开

人世，此生是无缘再见了。 

最近高中同学里的一位赵姓同学突然车

祸离世。他是同学中生意做得最好的一位，

毕业三十周年聚会的主要赞助者（可惜那次

聚会我失之交臂）。但每次回家乡省亲，可

能因为他生意太忙，也可能他的圈子没有我

熟悉的同学，都没有机会见到。听说他与人

合伙在邻县承包了稀土矿山，赚了大钱。后

来合伙人退出，他贷款独力运营矿山。哪知

国家政策骤变，矿山采矿证被收回。没有产

出，大批机械设备的维护要耗钱，上亿贷款

的利息的压力更是让人窒息。听说他出事是

在市里出差，为省钱租了共享单车，结果被

一辆当地农民开的破车撞上，对方全责。 

说实话高中时与这位同学并不很熟悉，

只是对这位绰号“怀孕”的同学还颇有些印

象。曾经与他同住一个大寝室，后来分班时

他去文科班，而我是理科班。他算班上年纪

较小的，当时也没长开，一张胖胖的娃娃脸

总是有些笑意，说话不急不徐，脾气不温不

火。但是四十年不见，知道的竟是噩耗。 

四十年实在不短，同学聚会时常了解不

少同学的情况，时不时听到一些意外的故

事。原因是我们毕竟只同学两年，相互了解

并不多，何况除了读书学习，也没有太多别

的交流。所以任何同学在时代大潮中的沉与

浮，原都不属奇怪。这位赵同学的成功，曾

经让人刮目相看；但他的突然离世，更令人

徒生唏嘘。说一句事后诸葛亮的话，他如果

在事业顶峰时变现离场，甚至是出国移民，

会是他最好的选择。但人为眼界、格局所

限，有些东西即使四十年也改变不了，更何

况有大环境、大形势的外在因素。就像我外

公，解放前夕看不清楚形势，不但没有破釜

沉舟、离乡背井躲避灾祸的气魄，而且在那

种时候别人卖田，他却买进；证明他只是一

个小乡绅、土财主。 

呜呼！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四十年占

人生周期的大半，甚至是最富有朝气、富有

能力部分的全部。尽管心不甘、情不愿，你

只得承认人生顶峰已过，你今后要走的只会

是下坡路，所求不过是争取减缓下降曲线的

梯度。但这只是指体力、机能、精力等等生

理能力，而智力、阅历等等精神能力却有可

能俞老俞坚，更何况年老后在财力、时间上

应该更宽裕。因此，上帝关了这道门，却为

你打开那扇窗。人实在不必妄自菲薄，可以

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活出不同的精彩。 

 

 

 

章优德 

工作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因

为工作是主要的收入来源。无可否认，工作

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赚钱。圣经说，“工人得

工价是理所当然的。”（提前 5:18）“若有人

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帖后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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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可以说是生命中最让人有成就感和

最令人有挫折感的领域。什么时候让人有成

就感？当我们在工作上有成绩，每二、三年

升级，有可观的奖金，在工作领域里能大展

所长的时候，你很有成就感。当你升级做高

级职员、主任、经理、副总裁的时候，你很

有成就感。 

什么时候让人有挫折感呢？当我们在做

工作年终成绩评估（performance review）

时评估不理想，表现差劲；当你遇到疫情，

被减薪乃至被裁员，一个月、三个月、一年

过去还找不到工作的时候，就会有很大的挫

折感。 

所以说工作是让我们又爱又恨的事情。

我们爱工作，因为我们可以赚钱、学以致

用、大展所长、发挥才干。我们恨工作，因

为有的老板有很高的要求，工作要做很长的

时间；一天要做 10 小时、12 小时的时候，

你恨不得不去上班，但是为了生活，你无奈

不得不去工作。 

我们那个年代有句话说“学好数理化，走

遍天下都不怕！”我们当中很多都是学了数

学、物理和化学出来闯世界。今天的时代已

经不一样了，虽然数理化还很重要，今天的

年代是高科技的年代。年青人的职场把工作

带入一个全新的状态，他们带上手机、移动

电脑，他们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工作。这次

疫情也让我们体会到在家里上班的滋味。 

工作虽然有压力，但是也有好处。有大

学研究报告说，“62 岁就退休的人，死亡率

上升 20%。”为什么呢？你工作的时候，你的

周边有同事，你知道自己的角色以及对社会

的贡献。你有收入，有经济上的安全感。你

工作的时候，有用脑的需求，就好比每天去

健身房锻炼身体一样，可以对抗大脑功能的

退化。所以退休后，还要工作，也许退休后

的工作是你喜欢做的事情。 

有句俗语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

郎”，道出了工作和婚姻的重要性。我们做父

母的，都希望我们的儿女们有份好的工作，

没有入错行；有好的婚姻，没有嫁错郎。 

有人统计过，一个人在一生中平均花十

万个小时工作，所以说工作是一场马拉松赛

跑，不是一场短跑，我们不要用短跑的心

态、冲刺的速度进行一场马拉松般的工作生

涯。 

圣经中有很多很好的关于工作的经文。

理解圣经中有关工作的原则，可以帮助我们

在工作中找到成就感、满足感，也教导我们

怎样处理挫折感，在工作生涯中活出一个平

衡、丰盛的基督徒生活。 

我将从三个方面来谈论工作这个题目。 

（一） 从圣经看工作 

（二） 态度——为主工作 

（三） 行动——刚强壮胆 

（1）从圣经看工作 

1.1 工作的起源 

当我们回到圣经看工作的时候，你会发

现神是工作的神。早在始祖亚当、夏娃堕落

之前，神就设立了工作。创 1:28 说，“神就

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

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

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 2:15

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

理、看守。”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造人

之后，就给了人工作。神所创造的世界是美

好的。在罪还没有来到世界的时候，神就已

托付给人治理、管理、修理和看守的工作。

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是好的，这其中也包括

了治理、管理、修理和看守的工作。 

1.2 罪恶带来的后果 

但是好景不常在。我们的始祖亚当、夏

娃犯了罪，罪进入了这个世界。人类堕落之

后，罪恶带来工作上的咒诅。创 3: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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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神）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

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

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

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

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

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

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人犯了罪，地就受了咒诅。神因着人类

的堕落，而收回了祂的祝福。今天我们在地

上所以工作得辛苦，就是因为罪的缘故。神

起初所设计美好的工作，也因为人类的堕落

而要汗流浃背才得糊口。 

1.3 主耶稣救赎带来的应许 

我们感谢神，因为约翰福音 3 章 16-17

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

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或作审判世人下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

得救。” 

神给我们的救赎是要让我们从所有的捆

绑和咒诅里得释放、得自由，这是我们基督

徒得救的确据，我们在主里是新造的人，有

平安、喜乐、自由和盼望。所以今天我们的

工作应该是一个蒙神救赎的工作，我们的工

作是要恢复到神起初创造人类的那份工作，

恩典里的工作。工作对基督徒来说不再是咒

诅，而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把咒诅化成

祝福。 

约翰福音 5 章 17 节说，“耶稣就对他们

说，我父作事到如今，我也作事。”主耶稣的

工作绝对不会是咒诅，祂做的工作是救赎的

工作。 

诗篇 90 章 17 节说，“愿主我们神的荣

美，归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作的

工。我们手所作的工，愿你坚立。”这是一件

宝贵的事。今天我们信主后，就不再汗流浃

背才得糊口，今天我们手所作的工，神坚

立。 

出埃及记 34 章 21 节说，“你六日要作

工，第七日要安息，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

要安息。”这节经文说出第七日要安息，当守

安息日为圣日的重要性。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六日要做的工啊！ 

今天我们有多少人六日要工作？我们大

多数的人工作五天，这是神的恩典。我们要

有平衡工作的生活。有做工，也有安息，有

努力工作，也有适当的休息。平衡工作的需

求和压力；平衡不懒惰也不过劳。 

 

当你从圣经看工作的时候，各种的职业

工作都是高尚的。圣经没有抬高哪一种职

业，圣经里广泛描述了各种各样的职业。 

大卫是牧羊人也是国王，路加是医生，

但以理是公务员，保罗是织造帐篷的，耶稣

在加利利海边呼召门徒西门、安德烈、雅

各、约翰，他们都是渔夫，主耶稣是一个木

匠。 

在神的眼中，一位修车员工和汽车店老

板都有相等的尊严，一位主任牧师和教会秘

书的工作是一样的高贵。在神的眼中，每一

个职业都是高尚的，有相同的的尊严，分别

只在于职位、工作内容的不同。 

（2）态度——为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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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罗西书 3 章 22-23 节说，“你们作仆人

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

眼前事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

敬畏主。无论作什么，都要从心里作，像是

给主作的，不是给人作的。” 

保罗在这里是写信给作奴仆的，凡事要

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服务而

工作，而是要存心诚实敬畏神。这里教导我

们不要只在人眼前事奉，像是讨人喜欢。人

是有限的，而有限的人只能观察那么多。如

果我们只在别人看的时候工作，我们的工作

就会变得不真诚，因为当人不在看时，我们

就会偷懒，玩手机！ 

保罗鼓励我们要存心诚实，以敬畏神的

心，从心里出发，像是给主做的。我们的工

作是要讨神的喜悦，为神而做的工作。一个

人的工作是不是有永恒的价值，不在于他做

什么工作，而在于他工作的心态如何，是为

谁而做。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工作的目的，知

道为谁而做，那我们在工作中的态度就会完

全不一样。 

我们基督徒的工作并没有世俗或神圣

（secular or sacred job）的区别。有些人误

解认为属灵的事奉如在教会里的服事，才有

永恒的价值，在公司里上班工作只是为了赚

钱，没有永恒的价值。工作即事奉，工人即

祭司，我们的工作（vocation）就是神的呼

召。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工作的场所就是

我们事奉的地方。今天神把我们摆在任何一

个地方工作，那工作的场所就是我们为主做

祭司的地方。我们要为主作光作盐，不是在

教会里。我们是要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各人

不同的公司，不同的医院，不同的学校，为

主做祭司，作光作盐。 

有句话说，“能力是你能做的，动机决定

你实际做的，态度决定你做得多好。 ”

（Ability is what you are capable of doing. 

Motivation determines what you do. Attitude 

determines how well you do it）。所以态度

很重要！ 

（3）行动——刚强壮胆 

约书亚记 1 章 6-9 说，“你当刚强壮胆。

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

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

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

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

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

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

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

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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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看上下文的时候，约书亚记一章 1

节就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当你看前

一本书，申命记 31 章 7-8 节：“摩西召了约

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你当刚

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

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

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

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你看耶和华神和摩

西临终前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励约书亚要刚

强壮胆。约书亚怕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多的

鼓励？ 

第一，摩西死了。过去的几十年，约书

亚一直做摩西的帮手。百姓有什么问题，有

什么重要的决定，摩西一手包办。现在摩西

死了，以色列百姓有问题，他们现在要来找

约书亚了。他要做决定了，要做领导的工作

了。摩西死了，约书亚失去了摩西，失去了

靠山，他当然害怕。 

第二，约书亚的另外一个害怕，就是面

对未来，不知道的未来，约书亚要带领以色

列的百姓进入迦南地，也许需要面对争战。

面对前面不知道的未来，约书亚胆怯、害

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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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怯、害怕往往是魔鬼来攻击神儿女的

武器。它常常在我们不知道前面如何的时

候，在我们心里种下害怕、恐惧，在这个时

候，我们要记住神的话语，要刚强壮胆！ 

在工作的环境中，什么时候你会害怕、

胆怯？ 

当你在一间公司工作了十几、二十年，

因为经济不景气，或是这次疫情的打击，你

被裁员了。那时候，你失去了收入来源，但

是你还要还房子的贷款，还有家庭的需要，

你会害怕、恐慌。 

当你在找工作的时候，一个月过去，三

个月过去，六个月、一年过去，你还找不到

工作，你的前途一片茫然，不知道未来的时

候，你会害怕、恐慌。 

我想我们在失业、待业、转业的时候，

最需要刚强壮胆的行动，有勇敢的心面对眼

前的苦难。 

无可否认，当我们被裁员的时候，我们

个人的自尊心受到打击，我们的情绪、心理

和性格方面都会有反应。我们会恐慌、沮

丧、消极、沉重。记得我失业的时候，楚莉

分享说那时候家里的空气都显得比较沉重！ 

在失业的时候，我们要保持健康的心

态，要以祷告托住自己，以平安的心来领

受，不要怕别人知道。要与家人、朋友及教

会肢体沟通，参加教会的工作联络网（Job 

connection network）。神会让万事互相效

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的心态要调

整，失业不是丢脸的事。很多时候，失业不

是你自己可以掌控的。神掌管一切。我们在

找工作的过程中，担心、忧虑是正常的，但

要学习放下重担，“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

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

就够了。”（太 6:34）在失业、待业时，你要

保持平静的心，勇敢面对挑战，安静在主面

前，向主祷告，求主帮助。当然我们也要筹

划下一步应当怎样走，包括财务规划和找工

作的计划。最后，要记得自己的身份。工作

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不是全部。我们是神

的儿女，我们每个人是神所创造独一无二的

个体，世界上只有一个你也只有一个我，我

们的身份不会因为我们工作而改变，不要让

工作成为你生命中的所有。 

要记住没有一个在病床上的病人，会后

悔过去工作不够努力，只有忽略了亲情、人

情、神的爱，才会成为遗憾。 

圣经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

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

呢？”（太 16:26）在工作上遇到挑战困难的

时候，你需要告诉自己，“艰难的岁月终将过

去，坚强的人最终留下！”（Tough times 

never last, but tough people do!） 

让我们都做一个坚强的人、勇敢的人、

刚强壮胆的人，在工作岗位上为主作光作

盐，为主作美好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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