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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恕別人必蒙饒恕栽種與澆灌

“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神能叫他
成長。”保羅面對過去自己建立、現在問題重重
的歌林多教會，卻用栽種澆灌的比喻，道出教會
的成長之道。其實，用栽種比喻說明真理的例子
在聖經中比比皆是。當主耶穌第一次用比喻闡
明天國的真理奧秘，他所用的就是“好土的比
喻”，而落在好土裡的天國種子，有結三十倍
的，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而“順著聖靈撒種
的，收的乃是生命平安”，而“聖靈所結的果子
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
實，溫柔，節制。”可見，無論是傳福音領人歸
主，教會整體健康成長發展,門徒靈命在聖靈裡
的長大成熟，天國在地上的擴大拓展，都離不開
“栽種”與“澆灌”。

在天國好土的比喻裡，主耶穌是第一位“撒
種”的人，祂用自己的身體完成了救恩，也在地
上傳了真理的福音。祂願意聽到祂真理的人可以
像落在好土裡的種子，不僅成長，開花結果，還
要不斷倍增。祂切切實實地“栽種與澆灌”，但
很明顯，在地上繼續“栽種與澆灌”的責任,卻已
經交給每一位接受相信主耶穌基督的門徒。而門
徒們不斷一代代地“栽種與澆灌”，也就是“教
會的建立與成長”。這一點在保羅傳福音建立歌
林多教會，神再差派亞波羅去牧養栽培上，可見
一斑。而教會的成長與天國在地上的拓展，則與
主耶穌的大使命有著不可分隔的關係。這就是耶
穌完成的地上的使命(天國撒種)，快要升天前，
把大使命(栽種澆灌的責任)頒布給祂的門徒:“所
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
名給他們施浸，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要教導
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
了。”多麼清楚!

既然如此，教會“門徒化”是必然的，而
“門徒化”的落實實踐，在於“有系統的門徒訓
練”並“有方向的門徒生活”。簡單來說:“讓
每個信主加入教會的門徒，經過門徒訓練，進入
落實的門徒生活”，就是最好的栽種與澆灌。在
“栽種”方面，主要分“真理知識”與“靈命操
練”兩方面的操練;而“澆灌”就是在教會恆常地
過“門徒生活”。當一個人剛剛接受相信耶穌，
他就是一個剛剛出生的屬靈嬰孩，應該對“聖經
真理”產生渴慕之心。教會的主日學必須預備好
‘屬靈嬰孩’可以接受的“真理課程”來好好栽
種:比如說，開辦一年讀完聖經一遍計劃;開辦簡
易新約概論;與簡易舊約概論等。同時在“靈命操
練”上，付與親密的“生命門徒培育”，無論是

單對單的，或是小組的，最重要的在於讓屬靈新
生兒習慣過正常的門徒生活，如每天靈修，每主
日崇拜聚會，有恆常的團契生活等。在“知識”
與“靈命”的栽培中，要取得平衡，門徒才長得
好，教會才會健康。有些教會過於注重“真理知
識的傳遞”，不注重“生命的操練”，最後頭越
來越大，卻越來越難結出果子來，甚至適得其
反。有一次在一個常規的主日學查經班中，正在
查“耶穌門徒在安息日摘麥穗”的故事。當主日
學老師講完了故事的重點，想要討論重點中的生
活應用時，有一位新來的有識之士，特別愛問尖
銳問題，讓老師覺得不好意思。有一位初信主參
加主日學的小弟兄忍不住說:“謝謝這位弟兄那麼
有學問有那麼多見地的教導。我剛剛信主，很多
深的道理都不懂。但老師講的那點我明白了:就是
神設安息日，本是要愛我們，給我們有休息的機
會;不是律上加律，最後餓得半死卻不准到田裡摘
麥穗來吃。我靈裡已經餓得半死了，好不容易老
師餵了吃幾粒麥穗;現在倒被你這深澳的道理搞糊
塗了。可不可以請以愛我們初信平民的精神，讓
我們把麥穗吃完，長大一點，再去消化你那些更
深懊的道理呢?“是的，這也正是歌林多教會出現
的嚴重問題:“知識爆炸.”保羅的勸勉是:“但
知識教人自高自大，惟愛心能造就人.”所以，在
真理知識以外，一定要有“屬靈生命的操練”。
這與靈修操練不可分隔。但操練要得法。在靈修
中，要清清楚楚在“讀聖經真理中”，“聽到神
的聲音(可以是一句感動的話，一件要認的罪，
或一件要作的事)”，把它化成具體的“生活應
用”，可以的話“活出來，並分享出去.”最後，
要結出聖靈的果子來。太多信徒漫無目的的靈
修，結果成長得便參差;有些信徒努力靈修，因不
得其法，結果子就少。

“真理知識上的追求”，並“屬靈生命上
的操練”，兩者加起來才算“有系統的門徒訓
練”。但光靠這些訓練操練還不夠，最重要的，
是藉著“門徒訓練”，進入“門徒生活”。教會
的“團契”，“家庭小組”等等一切的活動與功
能，都應該順著“使人作門徒”的方向來計劃設
計。如此，整個教會就會投入同一個方向:教會門
徒化，完成大使命!其實，我們就是一塊田地，往
上面種什麼，最後就會收什麼。願意我們都作好
土，願意讓主耶穌基督的真道在土中發芽茁壯;願
我們都熱切地操練靈命，結出聖靈的果子;願意我
們都願意委身基督，在事奉生活中成長;最後完成
大使命，把福音傳到萬邦!

◎ 陳東昇 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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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早期教會

團契生活點滴

　◎ 李譚静靜舒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35年前，當我第

一次走進國語浸信會聆聴主福音，還

是剛進入社會工作不久的青年，如今己是一

位老中青了，歲月早己在臉上留下了逝去的

青春痕跡。然而，當我再走進时光的遂道，

回憶早期在教會團契的生活，與眾弟兄姊妹

共度歡樂時光景像，依稀還在眼前掠現，只

可惜隨著記憶力的消退，只能在此與大家分

享一鱗半爪了……

剛來美之際，定居於靠近中國城的

Sunset大道上，那時我居住之處距國浸的

Glendale會堂不算遠，10分鐘車程左右，最

初是由一位年輕姊妹帶我進入國浸的，後來

的日子，我就自動地參加了國浸在Glendale
會堂崇拜。那時侯在美華人不算多，尤其在

我學習和工作的環境中，圍饒我身邊的盡都

是外國人面孔，難有溝通的共同語言，加上

那時父毋家人尚未移民來美，每天面對家裡

的僅是冷冰冰的四面牆。可想而知，那時我

的精神生活是何等的孤单和苦悶。触入了教

會後，我立刻感受到大家庭的溫暖。尤記

得，教會坐落在一個小小山坡上，雖然會堂

不算大，每当主日祟拜踏進教會那一刻，遠

遠地我就看見張戈敏師母(國浸創始人，己

回到天家) 總是穿戴一襱合身好看的中國旗

袍站在會堂門口，用她那略帶上海口音的國

語，向每個進入教會的眾弟兄姊妹親切握手

问安。她的快樂和微笑刹時感染了我，讓我

有了找到家感覺，也成為我每週不停止參加

崇拜聚會的動力，可見教會新朋友招待工作

是何等重要！今天,我加入了粤語堂新人招

待事工上，相信是張師母给了我永遠學習的

好榜樣。 

後來我加入了青年團契，那時尚未設立

粵語堂，所以，講廣東話與講國語的年輕弟

兄姊妹都在同一個團契，這讓我有了練習講

國语機會。除了靈命上追求長進，在事奉上

帝工作上,彼此也有共同目標，我們肢體生

活變得更加触合和快樂。我印象最深的是，

每年聖誕平安夜来臨,團契眾弟兄姊妹约

二十多人常集合一起，由團長帶領，向教會

附近家庭或一些教友家報佳音，夜深人静，

顶著黑夜的嚴寒,我們每人手上拿著一根點

燃著的蜡燭，步行到一家又一家的門前獻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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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歌，四周環繞我們的是一片五光十色美

麗的聖誕燈飾，我們越唱越有勁，心上的火

熱早己把深夜的寒冷駆散了。有時碰到一些

熱情的家庭，會把大家招呼到屋裡坐,有些

家庭甚至奉上美味點心或糖水招待,對於我

這個海外遊子，除了讓我享受了一顿家鄉茶

點霄夜外，最令我感到自豪的是，能夠向眾

人傳講了耶穌降生為拯救世人的大喜信息，

也讓我學習了踏出事奉神工作上的第一步。

除了主日學和聖經查考小組學習，青年

團契還組織了其它的各種戶外活動，目的讓

肢體彼此之間加深了解和認識，今後更能

建立了和諧合作的親密關係。如大家一齊到

大熊湖(Big Bear) 滑雪。也曽經由徐雄模

弟兄帶領，組織了一次由洛杉磯自駕到大峽

谷之旅活動，(Grand Canyon) 當我在白天

目睹了鬼斧神工的大峽谷，黒夜覌看了繁星

滿佈的星空，不由地赞嘆神所創造天地的大

能，幾天的郊外活動，卸下了大家在都市生

活的緊張壓力,帶給了每個人的心靈釋放，

讓身心重新充電，大無畏地走向神指引的道

路上。

隨著歲月的增長，國浸人數也在迅速發

展，經禱告和神的帶领，教會于1984年3月
11號從格蘭代市(Glendale)遷入了阿罕布拉

市(Alhambra)，看到廣東話的需求，教會

成立了粵语堂聚會，我也成了粵堂第一批崇

拜會眾。初時人數只有60多人，我參予了初

期粵堂詩班的事奉工作。人數的不斷增加，

粵堂遷入阿市后也經歷了三次搬遷，由正堂

交誼廳至正堂飯廳，于2008年遷入嘉惠堂

至今，目前，聚會人數己增至有280多人。

“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满萬有者所充滿

的”(弗1:23)。這是使徒保羅給以弗所眾聖

徒的教導,我们愛耶穌基督，也就是要愛基

督的教會，信徒要讓它不斷成長壯大，成為

運行基督大能的聖所。

感謝神！我從一個不認識上帝的人，己

成為一個信主30多年的基督徒。信主，受

浸，加入教會，學習，成長和參予服事，一

路走來，起伏不斷，但願主的保守和祝福，

使我能堅定不移地完成神託咐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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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基督復活升天前給信徒一個大

使命：“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

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或作：給他們施洗，歸於父、子、聖靈

的名）”(太28：19;可16：15-16) 這個

大使命(命令)是給毎個信徒的，人人都

要去傳福音。當然主的大使命也是給教

會的。在這篇短文裡，我們只談個人或

少數弟兄一同協力傳福音，不涉及教會

傳福音的問題。

使徒保羅就是個人佈道(傳福音)的

好榜樣。他在大馬士革被主呼召後，就

開始領人信主，在個人佈道上作很美的

工作。

記得我在一個暑期受浸返回台大

後，教會派一位高班學長朱弟兄帶領我

們新受浸的弟兄和姊妺們，第一次聚會

時，朱弟兄致歡迎詞說：“歡迎你們這

批新的基督精兵，我們要一起讀經和學

習祷告，還要作傳福音的事奉。”當時

就有一位弟兄說我們還未裝備好，怎能

去傳福音？這又是誰的指令？這也是我

當時想問的。朱弟兄回答說，只要你有

愛心，神就願意做你同工。現在你至少

可以和不信的人分享你得救的經過，這

就是傳福音！我們的得救是白白得來

的，也當白白的送給還未得救的人!至於

是誰的指令，是主耶穌基督復活升天前

給信徒的一個大使命，他就打開聖經，

讀了太28：19那段經文。

後來我發現許多新得救的人，都

有我當時的心態，很熱心於讀經和學習

祷告，注意個人靈命的造就，但對個人

傳福音沒有承擔，認為傳福音是教會的

事，個人積極地参于就夠了。

我們“務要傳福音(道)，無論得

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

耐……警戒人、勸勉人。……你卻要凡

事謹慎，……盡你的職分。”(提後4：2 
-5) 

使徒保羅教導我們，傳福音是我們

的本分，也是責任。他説：“我傳福音

原是沒有可誇的， 因為我是不得已的。 
若不傳福音，我便有禍了。我若甘心作

這事，就有賞賜;若不甘心，責任卻已經

託付我了。 既是這樣，我的賞賜是甚麼

呢？就是我傳福音的時候叫人不花錢得

福音，免得用盡我傳福音的權柄。我雖

是自由的，無人轄管;然而我甘心作了眾

人的僕人，為要多得人。”(林前9：16 

　◎ 周鐵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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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使徒保羅真是我們的榜樣。

當我讀到哥林多前書第三章，我對

傳福音有了新一層的認識。在6節保羅

說：“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

神叫他生長。”(林前3：6)  這也是使

徒保羅的經驗之談。個人當然可以兼做

栽種並澆灌的工作，如果有弟兄分工合

作，會更有效益。

 使徒保羅告訴我們，那叫栽種的

東西生長的是神，免得我們自誇。所以

使徒接着説：“……栽種的，算不得甚

麼，澆灌的，也算不得甚麼;只在那叫他

生長的神。栽種的和澆灌的都是一樣，

但將來各人要照自己的工夫得自己的賞

賜。” (林前3：7 -8)
 栽種不僅是撒種，也是改良心靈的

“土壤”，使撒下的種子容易生發；撒

下的種子是不能壞的，活潑常存(参彼前

1：23-25)。
澆灌就是愛心的關懷、代祷、訪

問、帶領、造就等跟進的工作。發芽的花

草樹木要用水澆灌。同樣，對於撒下的真

道種子要用真理澆灌。講得白一點，就是

鼓勵他們讀經祷告和参加聚會。 如鼓勵

不行時， 還要用愛心親自陪同帶領；惟

有愛心能造就人(林前8：1)。
栽種的，算不得甚麼，澆灌的，

也算不得甚麼，惟有神的能力作為叫栽

種和澆灌的生長。如保羅說：“因為我

們的福音傳到你們那裡，不獨在乎言

語，也在乎權能和聖靈，並充足的信

心。”(帖前1：5)“為此，我們也不住

的感謝神，因你們聽見我們所傳神的道

就領受了;不以為是人的道，乃以為是神

的道。這道實在是神的，並且運行在你

們信主的人心中。”(帖前2：13)
詩篇也説：“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

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

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詩

127：1)
栽種者和澆灌者都是神的同工。栽

種和澆灌只是事奉的性質不同，人得賞

賜是在乎忠心和勞苦的代償;所以我們要

盡自己的本分和對神盡忠。我們向人傳

福音，不獨在於用智慧委婉的話語，更

當常常祷告，祈求上頭來的能力，求神

同工。

傳福音是辛苦的，會被人誤會、拒

絕，甚至要挨駡，精神上所受的痛苦有

時讓人難以繼續。但辛苦中可以得到經

驗和智慧。保羅勉勵為主做工的人說：

“……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

固，不可搖動，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

為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裏面不是徒然

的。”(林前15：58)
 我們也常聼說，傳福音要任勞任

怨。依我個人的經驗，任勞容易，任怨

很難，可能難到令你含淚。你辛辛苦苦

帮忙傳福音，假如你聼到某件事就是你

帮忙帮壞了，你受得了嗎？在這個被人

冤屈的時候，你要任怨，你的勞苦雖然

被人冤屈，但在主裡面不是徒然的。(林

前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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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種與澆灌

　◎ 麥李雲鸞

十字架高高竪起的地方，就是我希望的家。

多溫暖的家、多幸福的家。

他辛苦把我養大，教我聽主的話。

我們的生命充滿陽光。愛主、愛人、愛我們的家。

◆恩主情：

二十年前的今天，當我俯伏在聖壇前那一刻。

詩曰：

半生愁城得解困，絕處逢生謝主恩；幾番風雨神指引，心靈獲釋倍歡欣。

◆恩牧情：

他把寶藏的鎖匙交給我，等待我自己去開發。

詩曰：

在漫漫的長夜裡，是你，敲開心門，使我看見了生命第一道亮光。

在我軟弱信心動搖時，是你，驚醒在懷，撥開迷霧，使人通達。

莫道風過無痕；是你，默默地耕耘，灑下了滿天耀目的星光。

師恩浩瀚難忘。是你，我的引路人，良師景行，山高水長。

◆恩友情：

越是寒冬，友情的爐火越旺。

詩曰：

弟兄姊妹聚主家，齊聲歌頌耶和華；研經見證同事奉，執手共勉喜滿懷。

我主是陽光、是春風、是甘霖。

每當我感到絕望、無奈、看著死亡一步步逼近的時候，

神透過牧師溫暖的手，和日夕相伴的弟兄姊妹不斷的禱告，

賜下了美好的祝福；一次又一次奇妙地挽救了我。

◆恩主，讓我歸來兮！

醒來張目，旭日初昇，陽光穿過窗棱，熠熠生輝，我再次看到了明媚的春天！

感恩歲月，在主眷顧下孕育了新的生命。而這一過程，還在繼續……

詩曰：

天使歌聲盼主臨，感恩歲月感時吟；天唱地和喜不勝，明春主恩倍還人。

感恩歲月國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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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恕別人必蒙饒恕栽種與澆灌

　◎ 李貴元

前些日子大陸之行，頗有感慨。最大

的感悟是東方亮了。是什麼使東方

古老的大樹吐蕊新枝發綠？是主的恩典、

培育、澆灌。

詩人常吟：我愛仲春，仲春有冰已消

融之後泥土芬芳的韻味。可是我更愛暮

春，暮春有熱氣冉冉的大地，吹奏出寬闊

嘹亮令人心潮澎湃的旋律。暮春更接近夏

天，遠去了冰雪嚴寒，染上了陌陌葱綠，

正是這暮春東方大樹綠了。

大陸之行有三點感悟：

一、教會的廣泛性:

在幾十年前，冰封大地年代，沒有暖

氣熙熙，只有寒氣逼人，全“神州”沒幾

間教會。如今倍感欣慰的是教會廣泛性，

瀋陽各個區都有教會，有的不止一個，十

字架聳立在屋頂之上，令人神往，令人仰

目。每當我看到十字架時，熱淚流淌。十

字架啊，十字架，妳是那麼莊嚴，那麼

“高傲”又那麼溫暖，走十字架之路是崇

高而偉大。十字架之路是捨己付代價之

路。這條路不僅有風景也有風浪；不僅有

鮮花還有荆刺；不僅有歡呼還有吶喊。但

這條路更有主愛，所以這條路是主愛充滿

的豐盛之路。

二、教會工作的深刻性：

老實的說：幾年前瀋陽教會的工作是

單調的，崇拜僅僅是唱詩、講道就結束

了。如今教育工作內容非常豐富，多樣。

舉“砂山”教會為例，早6:30第一場崇

拜，全天共五次。唱詩共享、證道。有少

兒班、盲人班。星期一到星期六各種團

契、羊羔、青年、少年。初級班、中級

班、深化班。瀋陽各教會編寫的靈歌已達

九集。唱起來朗朗上口入徹心靈。如：

光陰似水，歲月如風吹，世路蹉跎快

馬追。

轉眼齒豁鬢白力已微，愛主是智慧。

信主懼怕沒，堅定依靠主，今生不後悔。

三、教會的成長性：

大陸教會的成長是快速的，主的澆

灌，大樹枝葉繁茂，吐綠更新，教會數量

多，信主的兄弟姊妹空前齊聚，令人欣

慰。我由衷地感謝：冬天過了，夏天還遠

嗎？每當我看到莊嚴的十字架又架在新的

屋頂時，我由衷地感謝：大千世界、紅塵

萬丈，我們不陶醉“紅杏枝頭春意鬧”的

戀春回眸，也沒有那“堪飛花片片弄曉”

的惜春悵然。有的是感恩我主。智慧就是

高舉耶穌，高舉十字架，頌讚羔羊的寶

血。智慧是靈、生命，像一盞燈、一條

路、一扇門，通向那永生之所。

兄弟姊妹們：大陸教會有蓬勃、有發

展，我們有欣慰，有感悟。如今我們要作

的是，不為明天懮慮，不為昨天抱憾，只

為今天順從和相信。

往事已成追憶，無論是不堪回首，還

是福杯滿溢，終究化風而去，前路就在腳

下，無論是驚濤駭浪還是風雪嚴寒，愛主

就沒有懼怕。

我要說的是：東方之樹綠了，東方亮

了。感謝主的灌溉、培育。

東方之樹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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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事已過  成為新人

　◎ 李自強

- - - -新會員受浸見證

編者按：本期《家訊》探討教會的發展，而

教會發展的一個主要內容就是會員的增

多。在本期《家訊》即將截稿的時候，正好教會

舉辦了一次浸禮，有10位弟兄姐妹受浸歸入主的

名下或轉會成為本教會會員。因此我們特別刊登

這10位弟兄姐妹的介紹，以及其中兩位弟兄姐妹

的詳細見證。希望這些文字，幫助大家看到新人

的加入和教會成長的一個側面，看到神對教會的

帶領和祝福。

　　在國內受無神思想教育，以為沒有神。1996
年來美唸書時，曾接觸過聖經，但回到國內，因

為環境的關係無法繼續深入暸解，2006年移民美

國，退休以後住在老年人公寓，當中有不少基督

徒，態度謙和，很有愛心，點燃了我對信仰的追

求。我參加了福音班，浸禮班，承認天父是唯一

真神，耶穌是唯一的救主，祂是道路，真理，生

命。

◎ 劉益民

　　很感謝神我出身在一個基督化的家庭，外祖

父是由彰化基督教醫院的姓藍的宣教士醫生帶領

信主。外袓父把信仰傳承給我母親的那一代，母

親認真的帶領我們八個姐妹信主，母親非常關心

我們每一個人與主的關係，她常常說上帝只有兒

女，沒有孫皃，我從我們八姐妹信主體會到，宣

教要先從家開始。父母不袛要關心孩子們的健

康、學業，也要關注靈性的需要，個別的帶領他

們信主。

◎ 孫為民

　　我個性很獨立，很堅強。每一様事，我都

靠自己的努力。我前後在洛杉磯和蒙特利警察

局，擔任內部行政的工作。有一次面對好大的

壓力，在無助的時候，我祈禱主耶穌，主拯救

我脫離難關，使我體會到祂的真實，我願意相

信祂，接受祂成為我的救主。主沒有放棄我，

在神面前我們是極其微小的，我軟弱時，祂是

我的力量。我求神憐恤我，不但拯救我，也改

變我對生活和工作的態度，對家人，孩子，有

更多的愛，對社會能作出更多的貢獻。

◎ 王雅馨

　　曾經思考過，人生有什麼意義，有一天當

我們走完人世的道路，我們能帶去什麼？去年九

月，遇到了人生中沉重的打擊，每一天都以淚洗

面，在極度的悲傷中，我的丈夫並沒有說太多，

只是在我身邊默默的陪伴着我，一同看聖經故事

糸列電影。直到有一天，我不知道什麼力量，突

然我打起精神來想去教會，我頭一次踏進教會，

聽到了神的話語，我清楚知道神揀選了我，呼召

我成為他的兒女，我學會感恩，感謝上帝把更大

的恩典賞賜給我，我很快就要做一個快樂的母

親，我要做一個神所喜悅的人。

◎ 王　妍

　　我原本是瑜伽教練，藉著瑜伽的修練，我

心靈喜悅一種寧靜的感受。但有一様事，我百

思不得其解，就是靈魂的最後歸屬。我曾經有

過奇異的靈界的經驗，彷彿神在呼喚我回家，

但我因種種因緣，在追尋中，卻找不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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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遍訪著名的山川寺廟，想遇見高人指點

迷津。去了印度聽了達賴喇嘛三天的演講；去

過佛主出生、開悟講課的地方，去感受，去

領悟。我曾在馬哈希開悟的山上，二天二夜獨

自一人，夜晚對著月亮，心靈寧靜，一點都沒

有懼怕，但同様的問題，就是生命的終極的意

義，和靈魂的歸宿，卻仍然找不到答案。也許

因為我獨特的經歷，神憐憫我，透過異夢，一

而再的引導我，藉著奇異恩典這一首聖詩，藉

著聖經的話語，我認真的上了慕道班，浸禮

班，會員班，我找到了回家的路，回到神慈愛

的懐中。我已準備好無論遭遇何事，我要背起

十字架跟從祂！

◎ 吳　寧

　　我認為只要靠自我的努力，就能成功，一

直以來努力學習，勤奮工作，在國內我取得了

中醫醫學博士的學位。除了行醫，我也從事教

導的工作。我遇到困難和挫折，也會感到迷

茫，隱隠約約感覺心靈深處的孤寂、無奈和枯

乾。這次來美我經歷了神的恩典，我的簽證，

我自己都以為不可能批下來，我竟然毫無困難

的拿到，使我體會到有些際遇，冥冥中有一種

超然力量的安排。來美國以後，有幸在徐慧姐

妹帶領下踏進了教會，在這一段時間通過褔音

班，受浸班，會員班和402小组真理知識的學

習，弟兄姐妹的扶持，堅固了我成為基督徒的

信心。我感謝天父揀選了我，我是蒙福得救的

罪人。

◎ 熊慎思

　　十二歲時，在母親的帶領下單純的信了

主，接受了點水禮，自從來國語浸信會，就在

詩班裡事奉，對於重新接受浸禮，經過了長期

的思考，今天我願意順從聖經的教導，效法主

耶穌的榜樣，盡諸般的義，接受浸禮，加入教

會，表逹與主同死同活的決心。

◎ 楊　爍

　　我母親是基督徒，當母親患重病的時候，

我才開始去教會，目的是為母親祈禱，求神的

醫治，神並沒有應允我的祈禱，醫治我的母

親，然而在這過程中，看到母親安祥的離開，

反倒使我對神有正確的認識。母親去世了，她

去了更美的地方，我接受主耶穌成為我的救

主。我決定遵行主的旨意，回應神的呼召去事

奉祂，我原本熱愛足球的運動，在一次意外中

我雙手骨折，脊椎嚴重受傷，我不求神的醫

治，我只求神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

◎ 張愛萍

　　生活中有許多的事，難以理解，對許許多

多的事也看不順眼。來美國一年零六個月了，

很感謝神，認識了楊莉姐妹，帶我上教會，在

信仰的路上，一路陪伴著我，帶領我也陪伴我

一同上慕道班，又陪伴我上浸禮班，幫我解釋

聖經很多的難題，雖然我還有很多不太理解的

事，但我確信主耶穌是人類的救主，信靠衪的

人，會得着永生。今天藉著浸禮，表達我的信

心，讓舊事都過去，在主裡有新的開始。

◎ 朱華玲

　　小時候，我個性很倔強，可說脾氣很不

好。從小看著家人祭袓，心中總不以為然，

有所懷疑，感覺總是不對勁，不科學，不合邏

輯。母親不是基督徒，但不知怎麼一回事，有

天她卻提起耶穌的名字，她說耶穌是一個大

神，引起我的好奇。後來有人用福音四定律，

向我作個人佈道，我當時就相信了。以後在教

會學校唸書，更堅定了我的信心，深信主耶穌

是救主，祂的愛不離不棄，並且深信神對我的

人生有最美好的藍圖。我將自己獻給神，就讀

於華神神學院，現在按著主的教導，盡諸般的

義，藉著浸禮，正式加入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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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很熟悉的妹妹問我：“妍姐姐，感覺妳一

直是喜悅寧靜的， 好像跟宇宙合一了一般，

為什麼最後還是要相信耶穌了呢？”想到有此疑問

的也許不僅是這位妹妹，所以想跟大家聊聊自己的

經驗體會，也希望大家在看此文時，把心敞開去感

受。

　　許多年了，一直在尋找「回家」的路，雖然修

行的路上，讓自己心越來越寧靜，但一直有個疑

問：身體走了以後，靈魂會去哪裡呢？7年前一個夜

晚做了一個夢，在半山腰處站著一位高大的男子，

見到面，就像見到世上最親的人。那不是父親，也

不是戀人的感覺，而是世上沒有感受過的那最親的

感覺。我迅速跑到祂面前緊緊的擁抱著祂，並激動

興奮的又跳又喊的說著：終於找到祢了，快帶我回

家，快帶我回家吧！祂微笑著，對我說：要把妳腳

上的鞋和襪子脫掉，才能回家。我低下頭，看到自

己穿著花布鞋，白襪子，那最親的人彎下身，幫我

把襪子鞋子脫掉。我又跳著腳說；現在快帶我回

家，快帶我回家！祂又微笑著說：想要回家，我們

要建一艘船，帶上20個人走，才能回家。我看著山

腳下，被一座湖圍繞著，遠遠望去，湖邊已經停著

一艘船，船的四周有許多人想要爬上去，但上不

去。夢到這裡就停止了，記不住了。醒來奇怪這個

親人是誰，為何要祂帶我回家？

　　一年後的聖誕節前夕，我的內弟寄給我一張耶

穌在天堂門前擁抱一個男子的畫面。看著畫裡耶穌

的面孔，感覺好熟悉，在哪裡見過啊？想起來了，

跟夢中最親的要祂帶我回家的人長得好像，神情也

好像，難道是耶穌來夢中了嗎？於是，一直感覺聖

經像童話，美麗卻不現實的自己，決定要在聖誕之

夜去教堂一次，並要跟耶穌說： 如果祢要我相信

祢，請今晚再來我夢中一次。當然，那一夜，耶穌

沒有來到夢中。「現在才知道，不可以猜測和挑戰

神的。」於是，便放棄了相信祂，繼續天涯海角流

◎ 王　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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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著。因為平安夜主耶穌沒有來到夢中，便

沒有相信。

回國內三個月去了普陀山、青城山許

多有名的山川大小寺廟，想遇見高人，能夠

為我講經說法，明白生命的真諦。 住在寺

廟裡，白天拜拜的人都是在求，求平安，求

婚姻，求子女。一位老出家人說：大家都太

忙，沒時間講經說法了。 我去了泰國，參加

很有名的道家功法練習班，地方很美，功法

對身體也有益處，但這還是無法回答我想要

的生命答案。 我去了印度，聽了達賴喇嘛

三天演講，擁抱了每天成千上萬人等待擁抱

的媽媽。我一人坐在恆河邊看著一具具燃燒

的軀體，曙光村金球裡天天打坐，體會世外

桃源，到佛出生，開悟，講課之地去感受，

領悟馬哈希開悟的山上一人在山中兩天兩夜

躲在石頭縫裡睡覺，不想被動物吞吃，沒有

一滴水，沒有一口食物，沒有一個人影。晚

上，獨自坐在岩石上，看著圓圓的月亮，心

裏沒有恐懼，只有寧靜。但問題仍在腦海，

生命的終極是什麼，身體走了，靈魂去哪裡

呢？是的，我可以沒有懼怕，沒有慾望要

求，我可以四海為家，心靜如水，處處都自

在。但是，我仍沒有答案，身體走了，靈魂

去哪裡呢？

於是，漂泊了幾年後的自己， 一夜之

間，終於再次跟天上的神請求：最親愛的

主，我知道祢是存在的，就請求再給我一

次機會，證明祢的存在好嗎？第二天清晨

半夢半醒之間 被腦子裡一直在唱的歌喚醒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ng...這
首歌聽過，旋律很美，但不知歌詞。可是，

為什麼腦子裡會一直唱它呢？忽然想起，前

夜有請求神的顯現。莫非，這首歌跟天上的

神有關係？跳下床跑到電腦前輸入歌名，歌

詞出現了：『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ng,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I'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 『奇異恩典，何等甘甜，我罪

已得赦免。前我失喪，今被尋回，瞎眼今得

看見 。』 看到的是英文的，更貼切，內容

似乎就是為自己寫的。是呀，主揀選一次，

沒有聽話回家，感謝主恩，再次揀選，終於

回到家。如同瞎眼的人，終於見到了光明，

眼淚不由自主的掉了下來。感謝主，再次給

我機會，揀選我回到家。

過了兩天，在夢中，天空出現了一本發

銀色光的聖經。我知道，是主怕我迷路，要

我跟著聖經，堅定的向前走。就這樣，主牽

著我的手，一步步向前走。遇到迷惑時，祂

總是會神奇的以不同方式出現，引導我，鼓

勵我，一直走在正確的路上。12月27號的這

個週日，我受浸了，第一次被主揀選，就是

在聖誕節前。這次要完全成為祂的孩子，又

是在這個時節。我相信，一切都是命中註定

的，都是主最好的安排。感謝主，再次揀選

了我。我已準備好背起十字架，不論遇到什

麼，今生今世都會跟著祂，一直走回到美麗

的天家。

與主相遇，走上回家路的故事就說完

了。走上這條路，不是自己尋找得來的，而

是被主揀選，自己終於接受，臣服的結果。

我知道主揀選每個人的方式是不同的，我也

知道每個人的機遇也是不同的，主的宗旨，

就是愛，神要救贖世人，引領他們回到神的

家。 神愛世人，神的愛，也與所有的朋友同

在，從今天，直到永永遠遠，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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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2008年夏天在我母親的帶領下第一次進入教

會的大門，2010年受洗成為一名基督徒。談及

我的信主歷程，和我的母親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

想先談一下我的家庭和母親。 

我的家庭是中國普通工人家庭，在中國的東

北地區，受歷史因素的影響，父輩們都有靠國家吃

大鍋飯的思維定式。但隨著社會發展，傳統的模式

逐漸被淘汰，我的父母都面對失業和收入的問題，

所以我的家庭經濟條件一直不太好。 我上初中的

時候，母親下崗失業，對於文化程度不高的母親，

再就業仿佛成了天方夜譚。但家裏只有父親微薄的

收入，難以應對各樣的花銷，尤其是面對我今後的

大學學費。所以母親盡她的全力，做各樣的工作去

賺錢，賣拖鞋，賣報紙，當洗碗工，只要能掙錢，

她什麽都能做。她每天早晨四點鐘起床，深夜才能

休息，當各樣的重擔仿佛要壓垮她的時候，因一次

巧合，母親接觸到了基督教，我覺察到了母親身上

巧妙地變化，重擔雖然還在，但能感覺到她不是靠

自己的意志力在支撐，而是從心裏發出的喜樂和力

量。 

此時的我，還是一名學生，雖然對於母親信基

督教表示尊重，但還是不能理解。由於受中國的無

神論的教育，我當時一直堅持認為宗教都是迷信行

為，所以雖然母親經常和我談論基督教，向我傳福

音，我卻不肯接受。後來，由於高中時候的一次意

外，我的脊柱和頸椎受傷并帶來骨骼的變化，並在

大學時期受到很大的疾病影響，多處尋醫問藥也沒

有效果，母親整日為我禱告，求神的醫治，并繼續

講福音給我聽，但我仍是不信。我不相信有神的存

在，更不相信神會醫治的神跡。時間就這樣過著，

我也進入到了碩士研究生的學習階段，我的學習充

滿了動力，希望靠著我的能力，學歷和知識，找到

一個好工作，改變家庭的經濟條件，讓母親有一個

好的生活。但是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依然待在原

點，無論母親怎樣對我勸說，對於我這樣學物理的

悲歡離合的信主歷程 
　◎ 楊  爍 

高舉理性的人而言，完全沒有辦法接受，我覺得

基督教和科學是完全對立的。但是由於對母親的

愛，我最終還是同意陪她去了一次教會，就是我

開篇提到的2008年夏天的那一次，但之後我就找

各樣的借口不願意再去教會。 

轉眼到了2009年年初，母親被查出得了癌

症，而且是晚期，意味著她最多還有幾個月的生

命。這對於我來說簡直是一個致命的打擊，我喪

失了努力學習的動力，我失去了目標，我陷入了

迷茫無助。我是那麽的慌張和不知所措，但母親

卻顯得很平靜，那是發自心裏的平靜而絕非表面

的堅強。母親住院治療期間，我來到教會，我向

神祈求，求祂醫治我的母親。如果祂能醫治，我

就知道真的有神的存在，如果祂能醫治，我就願

意相信祂。然而2009年11月30日，母親靜靜地離

開了人世，歸到了天家。母親沒有得到我想要的

醫治，但我卻沒有因此放棄基督教，沒有因此否

定神的存在，相反，在這段參加教會聚會和禱告

的時間，我的內心得到了很大的安慰，絕望消失

了，反而有了更大的希望；否定不在了，反而是

堅信神的存在，因為我相信，母親的去世，不是

悲劇的告終，而是幸福的起點，是神為她所預備

的。 

漸漸地，去教會不再是我為母親去討好神的

舉動，而是我發自內心的渴慕，我開始尋求神，

渴慕祂的話語，尋找我自己的人生方向。2010年
春天，我開始了教會慕道班的學習，一股強大的

力量吸引著我，我認識到了自己的罪性，看到了

自己的驕傲，意識到了神的莫大的恩典和慈愛，

明白了神在我身上施行的奇妙救恩，去教會不再

是枯燥乏味的愚昧之舉，反而成了我生命當中不

可缺少的環節。

同年六月，我在教會參加受洗，在眾人面前

宣告了我的信仰，正式成為一名基督徒。綜觀整

個信主歷程，曲折變化，悲歡離合。如果沒有母

親的患病與去世，或許我難以接近神。有時候，

自己也會為母親感到惋惜，為自己的剛硬和悖逆

痛悔，然而神的計劃是奇妙的，一切都有祂的美

意，祂也必會讓我在生命的歷程中不斷查驗祂純

全、善良和可喜悅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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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在 教 會 上 攝 影 課 時 ， 班 長

Charles帶我們欣賞2016年遠東廣

播公司的月曆，上面使用的都是攝影班

同學所拍攝的照片，Mimi今年第一次

參加的作品被刊登在上面，刊登作品的

同學都可以獲得月曆，不知道妳拿到了

沒有?

　　上完課Charles還特別追出來問我們

月曆拿了沒有?他不曉得Wendy早已經

把照片及月曆都給我們了。攝影班的同

學都很熱心，上課時電腦與電視畫面連

接出現問題，我還好整以暇的坐在椅子

上等老師弄好，這時已經有同學衝上講

台去幫忙搞定。

　　想到在我們身邊有許多好朋友就是

這麼熱心，Terry & Edie會組織大家去

參加一些活動，自願擔任嚮導帶領大家

之外，沿路還幫我們準備點心及水，講

笑話，帶給大家許多歡樂。上了年紀，

能有一群一同敬拜神又能一起歡笑的朋

友，實在是很大的福氣!

　　有一次去教會辦事情，遇到陳東昇

牧師，他默默地把二樓大堂旁邊等候區

的大玻璃都貼上隔熱玻璃紙，因為擔心

夏天在等候區坐著的年長者被透過玻璃

窗射進來的太陽照得不舒服。這些人，

這些好朋友的付出，不只是基督徒的

光，還像探照燈一樣明亮!

　　在這個歡欣的十二月，到處都充滿

歡笑與過節的興奮情緒。教會這兩年每

逢感恩節及聖誕節大堂外總布置得很有

節慶氣氛，經常看到許多人在大堂外照

相，彷彿是來到一個名勝觀光景點，謝

謝Cindy及佈置組同工的努力。

　　今年我們也參加了聖誕崇拜，全場

座無虛席。聖誕節是家人團聚的季節，

不管每一家、每個人在這個時刻有甚麼

煩心事，能在這樣一個夜晚坐下來聆聽

手鐘隊及詩班的樂音，聆聽牧師分享溫

馨的故事，一起合唱平安夜，需要很多

人的付出，謝謝這麼多同工的努力，讓

我們擁有一個溫馨、感動並且值得感恩

的夜晚。

「凡事感謝。因為這是神在耶穌基督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帖撒羅尼迦前書5:18)

　◎ 蘇  菲

不只是光，還是探照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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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雲鶴

松柏詩班唱《主是我力量》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教

會慶祝感恩節的晚會上，松柏詩

班獻唱了三首詩歌，第二首是《主是

我力量》，詩歌的主要詞意是：主是

我力量，是我患難時的力量；是我隨

時的幫助；是我堅固的避難所，大地

雖會改變，高山雖會動搖，但我們卻

不害怕。

這首歌的歌詞寓意豐富；節奏

歡樂明快，唱到第二小節時，臺上臺

下連成一片，觀眾隨歌擊掌，掌聲雷

動，幫助歌聲，響徹雲霄。若不是教

會的大堂建立在磐石上，若不是大堂

的屋頂當年蓋得牢靠，如此的掌聲一

定會把屋頂掀開，真是餘音瞭亮尚飄

空。這是基督徒向耶和華我們的神所

表達的感恩心意，歡呼主是我們的力

量。

松柏詩班員的歌聲如此得到大家

的厚愛，是因為他們用詩歌表達出基

督徒共同的心聲，頌揚對神的信靠和

他們感謝在神的救恩下的喜樂。

松柏詩班員獻唱的第一首歌是旋

律非常美的二部和聲《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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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老年詩班員有如此的進步，也是

我們敬重的張世明牧師的辛勞和他的

幫手、端莊美麗的方淑敏姊妹（司

琴）二位老師的教導和帶領而得到

的。

縱觀中華民族歷史的長河中，偉

人、智者如繁星般的湧現，他們豪情

偉略，氣吞山河；他們運籌帷幄，決

勝於萬里之外；他們博大精深，文韜

武略，舌戰於群雄之中。史書上，小

說中留下了許多感人的事，讓我們細

品回味，感嘆不已。請看中華民族的

偉大文學家蘇軾，在他的詞牌為《念

奴嬌》的“赤壁懷古”中有“－－雄

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飛

灰煙滅－－”，對集軍事、政治、文

學於一身，如此偉業的曹操被打得土

頭灰臉，為他悲嘆地說出“人生如

夢，一樽還酹江月”。也真如此，曹

操在縱橫天下時，他在船頭橫槊賦

詩“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憂思難

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可見，

這些偉人，對人生的理解是多麼地暗

淡無光，只能借酒消愁。還有一代詩

詞高手，南唐後主李煜，懷念他的亡

國之痛“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

春水向東流”。俱往矣！他們對人生

不得其解，悲嘆人生如夢。

兩種人生，兩種心態，兩種感

情，正如詩人所說“人有悲歡離合，

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這是

自然規律，問題在於你如何看待。如

果你只從今生、今世來看人生，那

麼，你就永遠不會明白人生的意義，

必需跳脫時空的限制，從天上的角度

看人生，從來生的角度看人生，就會

漸漸明白今生的意義。自古以來，所

有的人都有聰明智慧，因為男女都是

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當然都俱有

一些聰明智慧，可是人的本性都沒有

足夠的智慧去明白人生，必需得到基

督的救贖之後，才有能力明白人生，

才能活出上帝的旨意。基督徒得到救

贖之後，得到從神來的智慧就不一樣

了。神的救恩更是我們一生努力的

事。

松柏詩班裡的弟兄姊妹，在過

去的年歲裡，各人都有很多的閱歷和

經歷，都有深植於內心的修養和俱有

為別人著想的良善，其中有受到信任

和重用的軍人，有著名的大記者，有

仁愛、仁心、仁術、仁德的高年資醫

生等等，按照平常人的見識，他們是

很有資本誇獎自我的，但是他們都以

平信徒的身份參加團契，祈求屬靈生

命，分享聖潔生活。他們感到世上眾

人都來去匆匆，他們卻在主裡得恩

惠、得平安、得喜樂，他們已決志跟

隨主，因為主是他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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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刊

主內眾弟兄姊妹們：

大家好！日子過得真快，今天是12月
27日，記得去年12月28日，我曽在會眾面

前作見證， 距今差一天剛好一年了，在上

次的見證中，我曽懇求上帝讓我女兒Carol
成为神的兒女，感謝主，在見證後當天，

陳東昇牧師为她做決志禱告，  女兒蒙神

的大愛感動，淚流满面決志信主，并在禮

拜主安息日，她也願意常陪伴我回教會做

崇拜。在這裡，我衷心感謝教會的牧者和

眾弟兄姊妹，為她不斷禱告，我深信，這

是我臨去天家前，神赐給我的一份最好禮

物，我雖然不懂弹琴和唱歌，但當我還有

一口氣，我仍可以用我的口為神做見證，

報答神給我的厚愛和恩典！

我今天能站在眾人面前作見證，台下

的弟兄姊妹或許在想，我的癌症可能己經

痊癒了，我也知道大家很關心我的病情，

謝謝您們不斷的禱告，我也經歷了70多次

化療，就這樣在斷斷續續的化療中度過身

體不適的痛苦。後來，當停止了化療5個月

後，醫生在近期的檢查中告知我，我肝上

◎ 黃元美

的腫瘤不但沒有缩小，反而從 0.87寸擴大到

一寸半， 聴到這個壊消息，我真的沒有感

覺害怕和沮丧，對上帝的信心更沒有一點減

少，因我深信，每個人终有一天都會離开這

個世界，無論我們屬世生命是長或短，它都

在神的計划，安排和旨意中， 正如羅馬書

十四章第七節所講:“我們没有一個人為自

己活， 也没有一個人為自己死。” 既然我

們掌握不到自己生死，那麼，就需要向神認

罪侮改，認識主耶穌基督， 接受衪為生命

的救主，我們就有了永生的生命，將来，在

天家中才可以與我們的家人團聚，這是何其

美好之事！所以，我內心沒有害怕，只有平

安感觉。在世日子，更要加快腳步為主多作

工，因此，我願用自己的親身見證，向身邊

朋友或家人傳揚主的福音和大愛。

大家都知道，很多病都有藥食，但是，

後悔就沒有藥食。假如您們真的愛你的家人

和朋友，那麼就請趕快领人信主，不但有永

生昐望，享受將来在天家的天倫之樂。我衷

心感謝神，讓我今天仍在地上為祂作見證， 
願把一切榮耀讚頌歸於神！

幾十次化療後的見證

　　（編者按: 這是黃元美姊妹在近期主日崇拜

後的一個見證。自她去年患癌以來，靠著禱告克

服身體軟弱，除了帶領家人信主外，在與生命時

間的競跑中，還不斷地向身邊朋友傳揚主福音並

作見證，雖然目前她病情惡化，但她仍把信心和

盼望交託在神手中，正如她所說，願我還有一口

氣，仍可為主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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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敬愛的呂靜嫻姊妹

你終於安靜地離去了……

秋雨瀟瀟。我依稀看見你滿懷喜悅，帶著對天國的呼喚和嚮往；

在主的引領下，越過重重的雲海，馭風而去。

去遠了！去遠了！

問君何所思：悲欣交集，主的愛融化了憂傷。

我不會打擾你的靈魂，讓你安心隨主上路吧！

我們的好姊妹：

我不會在你墓碑前彷徨，

更不會在你的喪禮上哭泣。

“千里作遠客，五更思故人！”

盡管我無法留住你，在寂寞的長夜裡，

我在等待你的出現，

……在遙遠天邊閃爍著的寒星，莫非故人來？

如果有一絲涼風拂面而過、如果有一陣花香撲鼻、如果有一片綠蔭遮陽。

那就是你、那就是你！

至美是來自靈魂的深處，貴在與主合一！

你就是輕柔拍打岸邊的浪花、

你就是張開雙臂擁抱大地的朝陽、

你就是愛主永不變心的磐石。

你聖潔而虔誠，痛楚中依然給人溫暖，你就是我們臉上每一縷笑容。

你譜寫了一曲溫馨動人雋永的生命凱歌。

天父收養了你的靈魂，為你建造了新天地。

天堂就是你的家。

沒有黑暗，沒有痛苦，沒有眼淚，如風在空中，永遠不會有煩擾。

我們的好姊妹：

你已跑完心中的路程，安息吧！安息吧！

榮耀歸於最高神，讚美之詞獻給主耶穌基督我們的王。

阿門！

千里作遠客　五更思故人
◎ 麥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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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讀著《地層深處》--  它是

女兒送給我的新年禮物 – 我深為智利這

些普通勞動者和家庭婦女的精神感動：忍

耐、樂觀、團結。我們這些受過高等教育

的知識分子不應該向他們學習嗎？2010年
8月，智利的一個私營煤礦發生震驚世界的

坍方事件：33名礦工被埋在數千英尺的石

塊下。他們靠著僅存的一點食物和水能夠

生存嗎？埋在地下後數天，兩位基督徒發

起組織禱告會，由一位虔誠的福音派老教徒

(Evangelicals)“講道”，吸引幾乎所有礦

工參加。（眾所周知，南美洲大部分人信仰

的是天主教。）筆者把他第一次講道的內容

譯介給大家。有人說，篤信宗教的人更能經

受苦難。你也許不同意，但是請你慢慢往下

讀。

2010年8月5日，智利科皮阿坡江畔一家

私營小型銅礦發生坍方，33名礦工被埋在地

底下2,100英尺。嚴嚴實實地堵在礦井入口

處的，是像摩天大樓似的一整塊堅硬無比的

巨石。誰想在這裡開鑿一條通道，把遇難礦

工救出，得化上一年時間。這顯然行不通。

在地層深處，幾乎一片漆黑。幸運的

是，礦工們所在的通道上留有幾輛運送人員

和礦石的車輛。礦工們就靠著車上電瓶發出

的亮光照明。只是那光線一天比一天弱。更

現實的是，食物和飲用水奇缺。“人的大腦

智利礦難中的禱告

◎ 錢   煒

每天需要120克葡萄糖才能存活。但是這33
名礦工每天平均吸食的葡萄糖量只有這一數

量的二十分之一。”餓極了的礦工找到什麼

吃喝什麼，包括漂著機油的髒水，平時誰也

不喝。“有個礦工覺得那水嘗起來像是鴨子

在上面撒過屎似的。味道雖然糟糕，但喝上

幾口卻能讓你不再感到饑餓。”

不同的礦工對自己遇難有完全不同的態

度。大致上分成兩派，一派是“實幹家”，

他們樂觀、積極；另一派是“等待派”，消

極、悲觀。前者千方百計找出路，設法與地

面取得聯繫。後者則整天躺著、坐著，唉聲

歎氣。吉米•桑切斯正是其中之一。他“年

紀最小，行為舉止卻像是個老人：整天躺

在地上，一動也不動，沒有表情，也沒有舉

動。他的情緒也影響了其他人。”人以群

分，物以類聚。兩組人平時基本上分別聚

集。

有趣的是有兩三個人來往於這兩組人之

間。馬裡歐•塞皮爾維達便是其中之一。他

和“等待派”的人在一起時，髒話連篇，為

的是能讓這些人情緒好一點。但是每當他一

人獨處時，他會變得情緒低沉，落落寡言。

他對老闆恨之入骨，因為老闆使自己永遠不

能和家人在一起。一天，人們聽到他突然大

聲喊道：“我要禱告！”有些人以為他中了

魔似的。看著這一切的艾迪遜•佩納則想：

“上帝為什麼讓這樣的事發生呢？又為什麼

發生在我的身上呢？發生在我們身上呢？我

做了什麼事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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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馬裡歐∙塞皮爾維達真的開始了禱

告。和他一起禱告的是何塞∙亨利凱茲。就

宗教信仰而言，他們兩人算是少數，因為33
名礦工中，其他人都是天主教徒，只有他們

倆是基督徒。實際上，坍方發生那天，何塞

已經輕聲地在馬裡歐的耳朵邊說：“只有上

帝才能救我們出這裡。”現在兩人號召所有

願意禱告的人一起參加。何塞是一位老基督

徒，後來礦工們都稱他為“牧師”，因為他

知道怎樣帶領大家禱告，宣講上帝的信息。

後來的每次禱告也都由他主持。這時何塞要

求大家跪下，因為禱告時“你必須在創世主

面前謙卑下跪。”

每天的禱告會後來吸引幾乎所有33名礦

工參加，而且取得很大成功。每天的禱告有

時變成了懺悔會。一名礦工說，“我剛才講

話聲音太響”。另一位說，“真抱歉，我昨

天沒有和大家一起去取水。”今天發言的是

維克多•紮莫拉。他原來園園的臉現在顯得

瘦削、蒼老，頭上的卷髮沾滿泥水和汗珠。

他走上前來，開始說話，“我犯了一個錯

誤。那天是我搶先打開食品盒。我當時以為

我們幾天內就可以獲救。我做錯了。我感到

懊悔。”奧馬•雷加德斯後來說起他，“我

們都知道他的懺悔是真心的。”

懺悔之後，該是吃飯的時候了。但是

阿裡克斯•範加突然走上前來，要求發言。

他又瘦又小，顯然比任何人都需要吃點兒什

麼。馬裡歐•塞皮爾維達立即提醒負責分配

食物和飲料的奧馬•雷加德斯，“這傢伙可

能要求多吃點兒。怎麼辦？”

“我把我的那一份分一點給他，你也分

一點給他，”奧馬•雷加德斯回答說。“看

看還有什麼人能分出一點來。”

但是阿裡克斯並不是為了多分一點食

物而站出來講話的。“我想我們現在的情況

還會繼續一段時間，”他說道。“一台鑽機

今天剛錯過我們。明天也還有這樣的可能。

我建議我們今天大家都不吃。省下一天的食

物，我們便可以多堅持一天。”

好幾個人搖起頭來，發出呻吟聲。他

們不想那樣做。“我們還是吃吧。”這些人

說。可是，經過大家討論，礦工們竟決定禁

食三天，不吃不喝。不少人為阿裡克斯的崇

高舉動和犧牲精神所感動。他身材瘦小，卻

把集體的利益放在自己需要的前面。

在地面上，礦井口附近聚集著數百名

遇難礦工的家人。他們在這裡安營紮寨，要

求政府能為遇難者做更多的事，同時等待可

能從地底深處傳來的任何消息。領頭的名叫

瑪麗亞•塞戈維亞。她是在礦業部長訪問之

後無所作為決定站出來的。“單靠眼淚什麼

也幹不成，”她告訴自己。她成了“希望之

營”的“市長”，隨時隨地敦促大家不能絕

望。而“這個‘希望之營’吸引了智利和國

外的許多慈善組織和好心人。許多人開車來

到這塊不毛之地，給礦工家人送來各種各樣

的物品，包括柴火、帆布和食品。當地區政

府也送來了帳篷。還搭起了一所臨時小教

堂。最後政府甚至為孩子們建起了一所學

校，讓他們能和家人一起，並堅持讀書。”

結果，在“希望之營”聚集的家人、朋友竟

多達上千人。教堂雖小，禱告的人多得“像

是耶路撒冷，”傑希卡•齊拉說。她是塞戈

維亞的女友和終身伴侶。

地方政府之所以給礦工家屬提供幫助，

重要原因是智利總統在坍方後不久聽取了礦

業部長的報告，立即來到礦山視察，決定動

員全國的力量大力搶救。除了礦業部長之

外，衛生部長也常駐礦區。智利最大的礦山

向這裡派遣了經驗最豐富的救險隊，美國航

空航天局也派來了搶救專家。加拿大給這裡

送來了世界上最大的鑽探機，等等。負責搶

救的人員輪班作戰，夜以繼日開著鑽探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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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法與遇難礦工取得聯繫。

接連過了幾天，但似乎進展不大。在地

層深處，整整兩周過去了，遇難礦工沒有吃上

過一頓像樣的飯。究竟今後能不能吃到，誰也

說不上來。地下發生的一切好像都在給礦工們

傳遞什麼信息。巧的是，維克多 ∙  塞戈維

亞有記日記的習慣，在地下他也保持著這一習

慣。這為後來提供了最原始、最可靠的證據，

告訴人們這33名礦工在地下究竟做了哪些事。

維克多平時很少上教堂，但現在他幾乎天天參

加禱告，因為參加越久，他就越感到大家團結

的重要。而現在礦工們團結一致，像是神的安

排。他在日記中寫道，礦難發生之前，他覺得

教堂是有罪的人去那裡求討上帝寬恕的。亨利

凱茲則給他傳遞了希望和愛的信息。他在日記

中寫：“尋找上帝，你會看到衪對你的愛，你

的心會感到平靜。”

坍方後第17天，礦工們再次聽到越來越

近的鑽機發出的聲音。拉-搭-搭，格林-格

林的聲音變得越來越響，給人們帶來獲救的

希望－－也可能是再一次失望。時至今日，

克勞迪亞•亞奈茲這樣的年輕人已經掉了差

不多30磅。阿裡克斯•範加站起身來想去解

手，可是他覺得自己視力模糊，再過一會，

他竟完全失明了。這是由於饑餓、缺乏維生

素A造成的一種最常見的現象。巴李歐斯的

眼睛深深地凹陷在頭顱裡，早先頗有魅力的

棕色眼珠現在變得直瞪瞪的。那是缺乏睡

眠、和疲勞鬥爭造成的。老礦工喬治•格萊

基洛斯張開嘴想說話，可是人們覺得他像是

在嚼自己發出的一個個字眼。

在地面的“希望之營”，馬麗亞•塞戈

維亞仍舊和自己的家人在礦井口附近的帳篷

內呆著，不遠處是范加一家人。大家正準備

開始又一個焦急等待的夜晚。這時來了一位

年近30歲的歌手，名叫洛佩托•拉米雷斯。

和他一起的是一支樂隊。他自己帶著吉他，

準備活躍氣氛或慶祝，因為這一晚可能是他

們在這裡的最後一個夜晚，如果阿裡克斯依

舊沒有任何消息的話。洛佩托有一種感覺，

好像這可能是“一個特別的夜晚，一個上演

魔術的夜晚。”他告訴阿裡克斯的姐妹傑希

卡說，他已經寫了一首歌頌阿裡克斯的歌。

他拿出自己錢包裡裝的樂曲和歌詞。跟拉丁

美洲的許多民歌一樣，唱的是一則真實的故

事。歌詞如下：

 我在村子的街上行走，

 但周圍熟識的臉上見不到笑容。

 沒有了你，這裡的村莊都變了樣，

 都變得不再可愛。

 山崩地裂，

 礦工們會從地底出來。

 煙囪已經倒塌。

 但你父親會把你救出來。

（合唱用了阿裡克斯的小名“帕托”）

 帕托會回來，

 他一定會回來！

 礦工們將獲得自由，

 他一定會回來！

 無論是鄉村還是大海，

 他一定會回來！

 還是在城市，

 他一定會回來！

 帕托，回家來吧，

 你的妻子和孩子在等著你。

 現在就回來吧。

 帕托回家來吧，

 他一定會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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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加斯和洛佩托•拉米雷斯把歌連唱了

好幾遍，直至深夜。最後他們都睡著了，因

為政府傳出話來，當晚鑽探機手不可能抵達

礦工們所在的地層：大概要到第二天將近中

午才能到達。

在地層深處，大約早晨5點以後，馬裡

歐•塞皮爾維達在死去的父親催促下醒了過

來。隨後數分鐘裡，他聽著鑽探機發出的越

來越響亮的聲音，有一種十分欣慰的感覺，

像是自己的夢想實現了似的。很快，33名礦

工全部聚集在一個通道和一隻鑽頭的旁邊。

這通道和鑽頭從地面深入地下，給大家帶來

了即將被接回光明世界的希望。

 何塞•亨利凱斯是一位大型機器的駕

駛員。在地下深處的十多天裡，他完全變了

樣，成為大家眼中不穿襯衣、忍饑挨餓的預

言家。望著面前的鑽頭，他向願意聽他講話

的人宣佈了最明顯不過的消息：

“上帝是存在的，”他用西班牙語說。

上帝是存在的。

 

故事並不到此為止。實際上，因為搶救

人員需要鑿開一條通道，把一隻專門設計、

製造的密封艙放到數千英尺深的地底，才能

將遇難礦工一個一個陸續救到地面，所以大

家要等到10月13日，即坍方發生後整整69
天，才能獲救並安全到達地面。在這場悲劇

以快樂的結尾告終之前，遇難礦工和家人、

朋友將通過書面和錄像互相交流、傳遞信

息。利用錄像，這是因為國際空間站的航天

員和家人就是每週一次在錄像中見面、交談

的。智利搶救隊為33名礦工準備了類似的設

施。下面是一段錄像。

“您好！親愛的，”講話的是阿裡克

斯的妻子傑希卡。坍方事件發生那天，阿裡

克斯早晨離家上班前，妻子拒絕給自己一個

吻。這是這些日子以來阿裡克斯第一次聽到

她講話。她的聲音柔和而自然，阿裡克斯聽

得出聲音中包含著這三個星期來妻子所遭遇

的一切帶來的複雜感情：最初幾天，她竭力

讓孩子們照常上學，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的一樣。最後幾天，不少人以為礦工們已經

遇難，失去了希望。“我在這裡，給你送去

我全部的力量和我的愛。你的孩子們都好。

他們給你送去吻。”接著，她又向阿裡克

斯暗示，到他們返回地面的那一天，人們會

安排“好好地慶祝一番”。傑希卡說這些話

時，身子坐在一面智利國旗的前面，國旗的

中心還掛有阿裡克斯的像，鬍子刮得乾乾淨

淨，跟電影明星一樣瀟灑。 

離礦山不遠，在科皮阿坡江對面，現

在聳立著一尊高高的鉻合金雕塑，一位女子

手捧一隻鴿子，她的臉面對著乾涸的河床，

歡迎所有從南方開車或乘坐公共汽車來到科

皮阿坡的人們，包括來這一地區礦山工作的

人在內。雕塑是中國政府贈送的。城外，在

聖荷西礦山，當年33名礦工的家屬聚集和居

住的“希望之營”地，豎起了一個十字架和

紀念碑。礦山的入口處從頂上一直到底部用

圍柵像鏈條一樣封住。警衛人員不注意的時

候，你可以走近圍柵，朝那陰暗的地道望上

一眼。那地道直通地底深處由一個個洞穴組

成的迷宮，那兒斷斷續續，空空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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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賈愛軍

在上帝創造的天地萬物之中，只有人會講

話，因為在上帝創造的天地萬物之中，只

有人是上帝照著自己的形象造的，乃是照著祂

的形象造男造女（創1:27）。因此，只有人的

身上有著上帝的印記。

上帝的話語是帶有能力的，“因為祂說

有，就有；命立，就立”（詩33:9）。上帝之

所以在天地萬物之中，獨獨把話語的能力賜給

人，目的是為了讓人能夠和上帝溝通，合好，

人與人之間彼此相愛，“管理海裡的魚，空中

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創1:28）
人的話語也是有所作用的：它可以造就

人，也可以傷害人；可以鼓勵人；也可以詆毀

人。所以聖經說：“原來我們在許多事上都有

過失；若有人在話語上沒有過失，他就是完全

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雅3:2）。

中國有句古語說，“良藥苦口利於病，忠

言逆耳利於行”。但是，自從現代的藥商們

發明了在苦藥外面裹上了糖衣或膠囊，使藥品

不但能醫病且不苦口後，至少這句話的前半句

已經不那麼經典了。對於後半句，我也有個疑

問，“你的言雖忠，但由於逆耳，他聽不進去

怎麼辦？”也不知道古人們是如何解決這個問

題的？

現代社會生活節奏快，很多人都把“說話

直率”當成一種優點。這點我並不反對。但說

話直並不等於說話可以不負責任，可以不看效

果，可以口無遮攔，可以無視他人感受。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常常可以聽到有人

講“刀子嘴，豆腐心”的故事。其實，凡刀子

都可能傷人，不管這刀子是長在嘴上還是在其

它地方。另外一點值得我們注意是，上帝在

造人的時候，是把我們的嘴安排在了我們的臉

上，把我們的心放在了我們的肚子裡，也就是

說，我們的嘴在外面，人家一眼就看得見，我

們的心在裡面，人家看不見。如果我們好心好

意地給人家來了個“刀子嘴，豆腐心”，在大

多數情況下，會把人家傷了。因為人家感受到

的，是咱們嘴上那把鋒利的刀子，而咱們心底

那塊最溫柔，最柔軟的豆腐，人家看不見，也

感受不到。

有一位餐廳的服務生，對自己的工作不滿

意。早餐給客人送牛奶時，將牛奶灑在了客人

的餐桌上；送咖啡時，又將咖啡杯打翻，灑了

一地。

經理問她說：“牛奶灑出來是什麼顏色？”

“白色”。服務生回答說。

“那咖啡呢？”經理又問。

“黑色”。服務生回答道。心理在想：

“你有病啊，問這麼愚蠢的問題”！

經理問完了問題，看著她說：“你看，杯

子裡裝的是牛奶，灑出來就是白色；杯子裡裝

的是咖啡，灑出來就是黑色。裡面裝的是什

麼，表現出來的就是什麼。”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如果我們裡面裝的真

是豆腐，表現出來的怎麼會是刀子呢？

控制情緒不僅僅是情商的問題，有時是一

種屬靈的操練。無論如何，用嘴傷人是一種最

得不償失的行為。如果我們能夠稍微改變一下

自己的心態，能夠以愛心，包容他人，學會發

現，哪怕是別人的一個最細微的亮點，靠著主

的恩典，我們就能夠“污穢的言語，一句不可

出口，只要隨事說造就人的好話，叫聽見的人

得益處。”（弗4:29）。

說好話　～

　讓聽者得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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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　越

比起你年輕時的容貌，我會更愛你現在

備受摧殘的容顏。

——法國小說《情人》

因為夢見你離開

我從哭泣中醒來

看夜風吹過窗台

你能否感受我的愛？

等到老去那一天

你是否還在我身邊？

看那些誓言、謊言

隨往事慢慢飄散……

這是“水木年華”的歌曲《一生有

你》。 “水木年華”是大陸著名的音樂組

合。這首歌曲調悠揚，深情的歌詞直觸人的

心底……難怪我最近給朋友晨薇發了這首歌

的鏈接後，她一听就哭了。

既然男人都是不可靠的

那年，晨薇到洛杉磯來看我，我興高采

烈地帶她去吃牛肉捲餅、羊肉水煎包、手工

刀削麵……這些都是住在美國中部的她，平

時“可望而不可及”的。

正吃得興高采烈的時候，她突然對我

說：“我要結婚了，是和'一日看盡長安花

'。”

我一口餅噎在了嘴裡，滿臉通紅，只

能飛了個眼波過去詢問：“不是那個傢伙

吧？”

她用一個眼波飛回來：“就是那傢

伙！”

我拍案而起：“你是光滑大腦皮層（零

記憶、白痴）嗎？”

“一日看盡長安花”的本名叫陳剛，是

我們大學同班同學。他之所以有這個花名，

是因為他在大學入學的第一天，就扔下行

李，就跑到北京電影學院、外語學院等多個

出美女的高校校園，溜溜地看了一天，回來

後得意洋洋地宣稱：“北京的美女我都看遍

了！”從此他的名聲就傳開了。

接下來的大學幾年，陳剛同學不僅“看

花”，還到處“種花”（交女朋友），“育

花”（和比自己小好幾級的女生交往），爬

別人家牆頭、硬拽別人家的花出牆……我們

科系的課程是很重的，而且還要考托福、考

GRE、準備出國。然而陳剛居然能在短短幾

年裡，和校內、外的美麗女生談戀愛共計100
多人次（含破鏡重圓者）……

晨薇當年一點兒都不喜歡他。晨薇是三

大校花之一，她喜歡的是憨厚老實、忠心耿

耿那一類的男生。她怎麼突然要和他結婚

了？

“陳剛在紐約開了一間貿易公司，”晨

薇淡淡地說：“前一陣子，他買了一棟千萬

豪宅，裡面是法國運來的家具、印象派油

因為夢見你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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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我頓時心里哀嘆一聲，知道大勢已去。

晨薇一向就喜歡這些呀！可是我還想努力

爭取一下：“陳剛有多花心，你可是知道

的……”

晨薇反問：“你還記得，王菲和謝霆鋒

交往的時候，那英勸王菲，說謝霆鋒不可

靠。王菲是怎麼說的？”

“王菲說，既然男人都是不可靠的，不

如找個年輕英俊的，先享受一下。”我回

答。

晨薇揶揄地一笑：“把這句話變通一

下：既然男人都是不可靠的，不如找個有錢

的，先享受一下。我原先的男朋友，他夠憨

厚老實吧？我出國不到兩年，他還不是照樣

和我分手？”

她指了指桌上的盤子，問我：“如果橫

豎吃了都要拉肚子，你是吃味道好的生煎包

呢，還是喝米湯？”

我拒絕按她的邏輯回答：“結婚比生煎

包嚴重多了！”

愛情，眾水不能熄滅

晨薇走了。星期日，我和先生去教會

做禮拜，牧師正好講聖經《雅歌》第8章：

“愛情，眾水不能熄滅，大水也不能淹沒；

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財寶換愛情，就全被藐

視……”

這才是真正的愛情啊！愛情和婚姻都是

神聖的，因為那是上帝對人的祝福，是上

帝為人所造的。 “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創世記》2：23），夫妻當彼此扶持，共

走一生。愛情和婚姻，是不該被任何不純潔

的東西污染的。

我拿起手機，把這段《雅歌》讀給晨薇

聽。她說：“現在世界上還有這樣的愛情

嗎？你居然還相信愛情？”

“是，我還相信！我還相信愛情是可以

永恆的——雖然中間可能消褪，但終歷久彌

新；我還相信婚姻是可以'與子偕老'的——

只要有決心和意志！我相信聖經說的'二人成

為一體'。”

“基督教是奢侈品，看著美麗，卻全然

不實用。”她說。 “如果你天真到把聖經當

作生活的標準，結果一定很慘！”

“我會幸福！”我很肯定地回答。

《婚姻十誡》和好風景

不久，晨薇真的和“一日看盡長安花”

結了婚。我呢，繼續和丈夫一起遵守《婚姻

十誡》（Ten Commandments of Marriage）
來。 《婚姻十誡》是仿照聖經中的《十誡》

（Ten Commandments）寫的，作者是美國牧

師葛培理（Billy Graham）。葛培理牧師從

年輕時就遵守《婚姻十誡》，所以，“我今

年80多歲了，還沒有在婚姻守貞方面犯過錯

誤。”他在一篇講道中這樣說。

對照一下《十誡》（破折號之前）和

《婚姻十誡》（破折號之後）的內容：

1．不可有別的神 ——對配偶要專一

No other gods—— Exclusive loyalty to 
my spouse

2．不可跪拜偶像 ── 誠信與忠實

N o  i d o l s  ——Tr u t h f u l n e s s  a n d 
Faithfulness

3．不可妄稱神名── 在人前和私下，

均尊重配偶

Not taking God's name in vain ——

Honoring your spouse publicly and priv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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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當記念安息日── 給予配偶時間與

休息

Remembering the Sabbath day—— 

Giving Spouse time and rest

5．當孝敬父母── 與雙方父母保持和

諧關係

Rightly relating to parents and parents-
in-law

6．不可殺人── 不懷恨，不暴怒，也

不讓情緒失控

No Murder—— Freedom from hatred, 
destructive anger, and uncontrolled emotions

7．不可姦淫──在性關係上忠貞，節制

性慾

No adultery ——Sexual faithfulness；
controlled appetites

8．不可偷盜── 共享財務，並尊重對

方隱私

No stealing ——True community of 
property with the gift of privacy

9．不可作假見證 ── 真誠地溝通

No f a l se t e s t imony ——Tru th fu l 
communication

10．不可貪戀 ── 知足常樂

No coveting——Contentment: freedom 

from demands

我和外子認真遵守著這《婚姻十誡》。

特別是，我們倆不單獨和異性來往，不打電

話給異性傾訴心事，或傾聽異性的心事。甚

至，不在下班後和異性喝一杯咖啡，免得黃

昏惆悵，或是夫妻感情正有嫌隙的時候，留

了空檔犯錯。

道理很簡單，與其“常在河邊走、力

求不濕鞋”，不如根本不在河邊走——人

性太軟弱，經不起試探。所以詩人王爾德

（Oscar Wilde）說：“我什麼都能抵擋，除

了誘惑。”而主禱文教導我們：“不叫我們

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馬太福音6：
13）。

晨薇在Facebook上留言笑我：你如此刻

板，真是錯過了人生無數的好風景，以及許

多“小心肝可以砰砰亂跳的時刻”。她說：

“女人的青春是最風光的時候。你一點兒都

不利用。你損失大了!”

我看著她的留言，笑了。抬頭看見丈夫

和兩個兒子坐在桌前，各自靜靜地讀書，柔

和的燈光打在他們身上，一室溫馨，歲月靜

好。

有損失嗎？或許有，或許根本沒有。若

能得一人一生陪伴、不離不棄，誰在乎什麼

“損失”呢？

離別時帶淚的臉龐

就在我家這樣認認真真，過著傳統的北

美基督徒生活的時候，晨薇也連著生了一兒

一女。因為兩個孩子年齡靠近，她十分辛

苦。每次問她，先生對她好不好？她都不置

可否。

有一天她突然在我的Facebook上留言，

說她路上堵車時，聽了“水木年華”的《在

他鄉》，她於是在高速公路上淚雨滂沱：

那年你踏上暮色他鄉

你以為那裡有你的理想

你看看周圍陌生目光

清晨醒來卻沒人在身旁



26 2016年02月第139期

全地縱橫

冷清的雨夜想起了她

她的挽留還縈繞耳旁

想起離別她帶淚的臉龐

你忍不住地哭出聲響

我多想回到家鄉

再回到她的身旁

看她的溫柔善良

來撫慰我的心傷……

那年你一人迷失他鄉

你想的未來還不見模樣

你看看那些冷漠目光

不知道這條路還有多長……

晨薇說，她後悔離開親人、戀人來美

國。我默默地聽著。這是每個留學生都有的

痛。

我更加擔心她了：如果丈夫待她好，她

會如此懷念原先的戀人嗎？

我更愛你備受摧殘的容顏

晨薇的婚姻，是一部結局已定的連續

劇，拖得只是時間和細節而已。

還在她給女兒餵奶期間，一天，“長安

花”同學回來，要求離婚，理由是：“你的

漂亮已經消耗殆盡，我的資產卻還在一直增

加。再和你在一起，就違反投資原則了。”

晨薇冷靜地看著他：“你喜歡上誰

了？”

“長安花”確實出軌了，對方是一個金

髮女郎，年輕、美麗，關鍵是，能帶他進入

美國上流社會——這一點，是晨薇這個華人

做不到的。

“我沒什麼好內疚的，”“長安花”

說，“反正你也沒有真正愛過我，你只是喜

歡我有錢。”

這句話給了晨薇最重的一擊。他的話沒

錯，她當初並不愛他。可是，可是，在為他

生兒育女、一起生活了這些年後，她是想和

他專心地、安安穩穩地白頭到老的。

晨薇坐下來，一遍又一遍地聽我發給她

的《一生有你》，聽那悠悠揚揚的音樂：

多少人曾愛慕你年輕時的容顏

可知誰愿承受歲月無情的變遷？

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來了又還

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邊？

她哭了又哭。她的婚姻，動機不正確，

方向不正確，怎麼能有好結果？

她打電話告訴我：“如果我下次結婚，

我會嫁一個基督徒。我會像你那樣生活。”

在手機上按下“結束通話鍵”後，我和

先生繼續在陽光下散步。先生看到我心情鬱

卒，便握緊我的手，看著我說：“將來有一

天我們老了，我們還會這樣牽著手來散步。

那時，我會告訴你：'比起你年輕時的容貌，

我更愛你現在備受摧殘的容顏。'（法國小說

《情人》，杜拉斯著）因為你的白髮，是因

我和孩子而生的。”

我回握他的手，嘴角微微翹起，慢慢讀

出《勃朗寧夫人的十四行詩》：“Grow old 
with me, the best is yet to be——和我一起

慢慢變老，最好的尚未來到！”在主裡，最

好的尚未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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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名思意，啟示錄是一本啟示的書，包

括神的黙示和異象。耶穌基督把神對

未來一切快成事的啟示，透過天使賜給約

翰。當時羅馬政府已在脅迫基督徒，所以

約翰只能用象徵性的語言表達他的信息。

不只七印、七號、七碗是預言，連七封書

信也是預言。 這些預言都是神的命令。神

给我們這本書是要我們讀了之后，要遵行

所記載的预言教導。讀經和解经的人不可

忽略了這點。

约翰所記載下來的啟示錄內容對當

時的信徒是不難領會的，但對後世信徒就

不容易明白，所以對經文的解釋有時就會

衆說紛紜。本文是筆者對四騎士異象的看

法，虚心地與讀者分享，並請指正。

七印、七號、七碗都是神對世人的審

判。七印是蓋在嚴封書卷上的七個印記。

只有死又復活的羔羊能打開這七印嚴封的

書卷。當書卷展開的時候，我們預料約翰

或是別的人會將內容宣讀。但是書一打

開，書中所描寫的異象竟一幕一幕的在約

翰眼前展示。頭四印揭開時出現的四匹馬

顏色與撒迦利亞(6:1-3)的一樣，次序不一

樣；撒迦利亞的馬拉著車，這兒的馬被人

騎在背上。騎士在此顯然比馬要重要。

傳統的說法，前四印引出的四匹馬， 

四位騎馬者所揭示的是罪惡、瘟疫、飢荒

和死亡。我們一直尋思，難道神只要我們

看到戰爭，瘟疫，飢荒和死亡的簡單指示

嗎？在每一個時代中我們多少都能看到戰

爭，瘟疫，飢荒和死亡。“末後必成的事” 

難道與千多年來發生的一件又一件的歷史事

件沒有關係嗎？《但以理書》第二章所述大

象的預言，順著次序陸續揭開末後四個政權

世代的來臨，有人建議，神在此用四匹馬的

出現，也陸續揭開“末後必成的事”是指末

後四個政權或世代的來臨。

第一印 ── 白馬(啟6:1-2)

羔羊揭開第一印的時候约翰看見一匹

白馬，騎在馬上的拿著弓。並有冠冕賜給

他。他便出來，勝了又要勝。

白馬上的騎士是個得勝的戰士；手拿著

弓但無箭，又有冠冕。這兒的冠冕應是勝利

花環，而不是皇冠。“白”是勝利的顏色，

本節中的騎士不只得勝，且勝了又勝。大多

數解經家認為這位白馬上的騎士乃是馬太福

音二十四章3-9節所說的假基督(敵基督的假

先知)。統管萬有的是神，騎士之所以得勝

是因為神的容許。這個假基督裝著是神的光

明仁義的使者，到處迷惑人，所以能勝了又

勝，地上還沒有失去和平。

有解經家不同意以上說法。因為在

十九章(啟19:11-13)約翰又看見了另一匹白

馬，騎在馬上的稱為“神的道”，所以他們

認為這一節中的騎士是基督，並說這是预表

基督的福音，雖然到處受到逼迫，毁謗，加

害，但正如衪升天之前所吩咐的，已經從耶

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都

傳遍了。基督的福音是勝了又勝，攻無不克

◎ 周鐵樓啟示錄四騎士的異象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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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常勝軍。

白馬騎士是基督的說法很難成立，

因為羔羊基督是七印的揭開者，不可能也

是異象中的一位騎士。再者，啟示録所說

四匹馬，均與神審判時施行的災難有關。

白馬且是單騎出現，有弓無劍，而在十九

章所說的基督是作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口有利劍，手有鐵杖，並有眾軍騎白馬跟

隨，祂來是在地上為王的(啟19:14-16)。可

見前後二者的任務和地位是不同的。

以上兩種解釋是傳統的解釋。我們認

為白馬騎士是代表16世紀殖民時代的開始。

殖民者開始時沒有用武力征服殖民地，其

原動力是經濟利益，和把福音帶到新世

界，當時所有宣教士都來自羅馬天主教。

降至英國，她的殖民動機完全是為了經濟

利益和資源的奪取。她建立了東印度公

司，由這個公司執行對印度和亞洲其它國

家的侵略；用鴉片抵銷英中貿易入超，毒

害中國人民。隨後歐美白人的殖民變成領

土擴張，資源奪取，亞洲的日本也緊緊跟

隨歐美白人，對鄰國進行侵略，美其名為

大東亞共榮。二次大戰結束了殖民時代，

馬丁路得改教後，天主教式微，今天基督

教宣教士成為主流。

第二印 ── 紅馬(啟6:3-4)

第二印揭開的時候，约翰看見另一匹

馬出來，是紅的。有權柄給了那騎馬的，

可以從地上奪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殺，又

有一把大刀賜給他。

紅是血的顏色，有權柄給了那騎者，可

以從地上奪去太平。權柄是神所掌管的，神

常以歷史審判歷史，施行祂的懲罸。

第二騎士拿到一把大刀(象徵戰爭所用

的武器)，但沒有說他殺了甚麼人。騎士只

需將太平奪去，人便自自然然彼此相殺。

這位第二騎士代表流血戰爭；這戰爭

該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殖民時代，

如英國的殖民地，印度、緬甸、馬來西亞，

法國的安南，日本的韓國，以及歐美各國在

非洲的殖民地等等，相繼獨立。殖民時代的

結束，卻開始了共產黨政權的時代。

共產黨國家的國旗是紅色的，並有鐮

刀之類作為其政權的標誌。二次大戰結束

後，蘇聯共產黨政權趁美英勝利國忙於戰後

重建，立即席捲東歐各國，製造流血戰爭，

建立了共產黨政權的時代。

主耶穌曾預言，那時民要攻打民，國

要攻打國。又說: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裡，

也要殺害你們；你們又要為我的名被萬民

恨惡。又說：他們要彼此陷害(太24:7，9，
10)。基督教在共產黨國家是被禁止的，基

督徒是被壓迫的。在共產黨國家，人民為了

自保，他們要常常陷害別人。中國大陸在文

化大革命期間，夫妻都要劃清界限，兒女斗

爭父母也不為怪。共產蘇聯解体，俄國已不

是共產黨國家，中國大陸現在是在實行“中

國式的社會主義”，經濟是在資本主義路線

上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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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鄔海蓉

每次當我擔憂下個禱告單該如何寫時，神

總是在適當的時候，用不同的方法啟發

我，觸摸我，感謝神！

最讓父母們容易失去信心的是，竭力為

孩子們禱告，卻一直沒有效果。然而，我們

有沒有想過很多時候也許是因為自己的錯。

我把這錯分為兩種。

第一種錯是出在我們與孩子之間。比

如，對孩子過於苛刻的要求而他們卻沒辦法

滿足我們，或因為我們本身情緒不好而轉怒

於孩子，或沒有了解事實的真相先咄咄逼

人，等等。為了保持在孩子面前的尊嚴，我

們非得“贏”每一場唇槍舌戰，指責孩子卻

從來看不到自己的錯。有一個古老的傳說是

這樣的：每一個人出世以後，都有兩個袋子

掛在他頸項上，一個放在前面，裡面裝的是

別人的過失，而另一個袋子則放在背後，所

裝的是自己的錯處。因此，人們能很快的看

清楚別人的過失，而對背後所背的自己的錯

失，卻很難看得到。甚至看到了，仍舊依然

故我。人，需要有智慧去發現並修正自己的

錯失。

第二種錯出在我們與神之間，我們沒有

先在神面前清潔自己。禱告要有能力，有效

果，我們必須成為潔淨的器皿。狄克伊士特

曼在“一小時改變世界”這本書裡說：“按

照聖經的說法，如果罪仍然抓住信徒的生

命，這個人的禱告生活就不會有果效。這就

是為什麼認罪對我們的禱告是很關鍵的，而

且該在禱告的前期實行。”罪不僅阻攔我們

過有效的禱告生活，而且妨礙我們跟耶穌相

交。尼希米被神呼召來動員，挑戰，和帶領

以色列百姓，在敵人入侵耶路撒冷並拆除其

城牆以後，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這個任務

極為艱巨。尼希米觀察到工人的力氣已經用

盡，地上還有這麼多的碎石，他們不能重建

城牆。（尼4:10）碎石是什麼？以前的城牆

被破壞後遺留的石頭碎片，必須先扔掉這些

碎石，才能重建城牆。要跟主的關係上有長

進，我們必須除掉碎石……就是罪，它使我

們失去能力，奪走我們在與基督同行的路上

向前進的動力。

我們不但自己要改正這兩個錯誤，我

們還要為孩子們祈禱過悔改的生活。我們曾

否注意過那些不曾被人管教要認錯悔改，也

沒有經歷過赦罪之恩，因而活在愧疚與譴

責中的孩子？他們的臉上往往沒有清澈的

眼神和自信的臉龐。聖經說：“凡仰望祂

的，便有榮光，他們的臉必不蒙羞。”（詩

34:5）。認錯和悔改，是我們必須堅持督促

孩子的兩個生命原則，不然孩子與神之間就

會竪起一道高牆，他們也就無法掙脫罪所帶

來的捆綁，那種捆綁就會顯在他們的臉上和

性格上，神對那些違抗祂卻不悔改的以色列

人說：“你們在那裡要追念玷污自己的行動

作為，又要因所做的一切惡事厭惡自己。”

（結20:43），我們都不希望看到孩子們因失

敗內疚而逐漸毀滅生命吧？！沒有一個孩子

是完美的，我們必須求神顯明，暴露並照亮

一切在孩子心中生根的隱藏過犯，好讓這些

過錯此刻就能被對付清楚，而不是等後果嚴

重不堪時才去處理。

請務必記住，在我們為孩子們禱告前，

先在神面前認罪並求神潔淨自己，除掉碎

石，這樣的代禱才能釋放神的大能。

我們的禱告都能“觸摸天堂，改變生

命。”

參考經文：詩44:21；結18:31；詩51:2，
2–21；約壹3:21–22；賽55:7；結18:30 ；箴

28:13；徒3: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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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處，隱約傳來一片嬉笑聲，接著一陣陣濃

郁的芳香從花叢中隨風飄過。“來了！”

我喊著，就急急忙忙吃力地爬到樹叢中，向外觀

望，開始我每天最盼望最激動的時刻……只見，

藍天下花海中，一群美麗的小天使快樂地飛舞

著，它們絢麗多彩的翅膀在陽光下彷彿極美的綢

緞，耀眼多姿，瀟灑自由，它們時而像亭亭玉立

的少女嬌羞地獨自與花共舞，時而像孩童般互相

擁擠著，攀附著，重疊著，形成一座會移動的美

麗的花壇。我閉上眼睛，幸福地想像著自己是它

們中的一員，想像著自己也擁有它們漂亮的名

字：蝴蝶。

然而事實上，我卻很醜，人們叫我“毛毛

蟲”。我很自卑，因為走到哪都討人嫌，孩子們

看見我渾身上下的黑毛就害怕；女人們看見我扭

曲蠕動的樣子就尖叫；男人們會毫不留情地把我

踩在腳底下。我是多麼期待自己有一天也變成人

見人愛的蝴蝶啊，好需要那種被捧在手掌心被珍

愛的感覺。我更迫不及待地希望那美夢是一瞬間

完成的，然而該經歷的艱辛還是不能避免，那破

繭的切膚之痛是我必須要走過的路程。終於有一

天，我開始情不自禁地吐絲，懷著忐忑不安的心

情把自己一層層包裹起來，當最後一絲亮光在我

眼前消失的時候，我的心也隨之墜入了黑暗的深

淵。我恐懼，無助，絕望，無法呼吸，甚至想要

結束自己的生命。“還不如回到以前毛毛蟲的時

候呢”，我抱怨。雖然被人討厭卑微地生活著，

但至少我還能看得見陽光聞得到花香摸得著土

壤。被困在繭裡太孤單，太害怕。可是很奇怪，

這時有個聲音卻對我說：“你不要害怕，因為我

與你同在。不要驚慌，因為我是你的神。我必堅

固你，我必幫助你，我必用我公義的右手扶持你

（以賽亞書41:10），以色列人出埃及地時不也

經常對我抱怨嗎，他們也害怕恐懼甚至叛逆過，

但你要相信，我必帶你到那流著奶與蜜之地。”

我很醜，但我知道順服。在與世隔絕的繭

裡，我乖乖地安靜等候著，不用忍受其它昆蟲們

輕蔑的眼神，不必害怕被金絲雀叨走；不再內疚

因為自己的長相而嚇到女人和孩子；更不被外面

眼花繚亂的世界折磨得心癢，特別是當我相信我

是在至高者的蔭庇之下，那種安全感超越了一切

的憂慮和恐懼。在造物主的避難所裡，我放下自

己看淡了一切，心平氣和地原諒曾經傷害過我的

人們，並且不期望他們對我有任何的回報。這段

期間也是我療傷的過程，自從出生以來所受到所

有的委屈和傷口，祂都替我撫平；被親人傷害被

朋友誤解所流的眼淚，祂都為我擦乾。祂不厭其

煩地聆聽我一遍遍同樣的傾訴，我不用害怕祂會

像其他人一樣因為討厭我的喋喋不休而躲避我。

直到有一天，不知道為什麼我突然不再抱怨了，

祂就理解地對我說：“你痊癒了。悲傷痛苦的人

到我這裡來，我愛你就愛你到底。”在這黑暗

的繭裡我看不見任何東西卻清楚地感覺祂的同

在，這小小的繭竟成了我與造物主相約的地方。

我 很 醜
◎ 鄔海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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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時間在這裡永遠停止也不錯，安安穩穩

地呆在遮風擋雨的繭裡，過舒服的日子。但

是，神的美意不止到此，過於舒適的生活會讓

我停止了生長，磨去志氣，最終在繭裡悄無聲

息地死去，很多本該成為蝴蝶的，這就樣白白

辜負了上天賜予的一切。而且，生命中往往不

是只有一次低谷，安靜耐心等候只是讓我養精

蓄銳，更大的風暴在我面前等著我勇敢地去挑

戰－－破繭之痛。

我很醜，但我很有勇氣。我知道這條路

很難走，所以我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去用力拼

搏。然而事實上這路比我想像的難得多。痛，

真的很痛，那撕裂般的痛苦讓我渾身上下無處

不見傷痕，更可怕的是它漸漸磨滅了我的鬥

志，讓我的心無條件投降給黑暗。我嘶聲力竭

地呼喊神，但祂沒出現，於是我就埋怨祂，認

為祂以前給我的平安都是假象。無奈之下我只

能憑自己的力量繼續往外衝，可每次都無力地

倒下來，我感覺到惡魔張開口要吞了我，意識

模糊時，謊言之父嘲笑我的神已經離棄我，我

悲傷地問：“是因為我太醜陋了嗎？我太無能

了嗎？是因為我以前曾經也憤怒地報復過別人

所以沒法被赦免了嗎？是因為破繭實在太難所

以神也丟棄我了嗎？”那時惡魔就假扮成天使

引誘我，說要幫我從外面把繭給割破了，這樣

我就會少一點痛苦，早一點達到目標。即使，

我知道這種方法只能把我變成一個畸形不健康

無法飛翔的蝴蝶，即使，我知道見到陽光的剎

那我可能就會死，甚至，惡魔會要挾我把靈魂

賣給牠，我竟然還是想過要去嘗試。我的心

啊，你為什麼如此黑暗醜陋？！為什麼剛剛才

經歷神的恩典卻馬上又背叛祂！

我很醜，但我很幸運。在最後嘗試破繭

的瞬間，我忽然渾身無力再也不能逞強，神的

靈就對我說話：“患難生老練，老練生盼望，

盼望不至於羞恥……”（羅馬書5:4）感恩我

最終沒有做出讓我羞恥的錯誤的選擇！當我重

新安靜下來承認自己軟弱的時候，我反而感覺

到一股從所未有的能量由心而生，而且遠超過

我先前自己力量的千萬倍。那繭，輕輕一碰就

破了！我大笑，我笑我自己的愚笨，想想大衛

怎樣用一枚彈弓就打敗了巨人歌利亞，想想

堅固的耶利哥城牆怎樣在百姓的呼喊和禱告中

倒塌；我也笑我的幸運，因為我明白了忍受試

煉的人是蒙福的，因為他經過考驗以後，就要

得到生命的冠冕，就是主應許給那些愛他之人

的。（雅各書1:12）。自我，都想要快一點：

快一點擺脫那折磨人的痛苦，快一點離開那難

以承受的憂傷，快一點讓自己變得快樂起來；

而心靈卻喜歡慢一點：允許，尊重，理解，接

納所有的變化，慢慢修復，滿滿成長，慢慢突

破障礙，然後自然地綻放所有的潛能。而神就

是在磨練我讓我更堅強，在我呼喊神的那一

刻，其實祂已經在默默做工，為我的起飛做健

全的準備，讓我在祂的大能中重新得力，正如

哥林多後書12:9所說：“我的恩典夠你用，因

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我很醜，但在神的眼裡，無論是毛毛蟲還

是蝴蝶都是美的。我曾經很羡慕蝴蝶在藍天白

雲下的翩翩風姿和五彩斑斕，但我現在更懷念

毛毛蟲破繭時的那段重生之路，有神的憐憫，

鼓勵，慈愛，訓導，那種不離不棄和無悔無

怨，世上無人能做得到。現在的我，已經過著

得勝的生活，以後還有更遠的路要走，更大的

挑戰要去迎接，但我不怕，當我向山舉目，我

將飛得更高。

我，很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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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爾•艾克斯特是一位作家，曾任《洛杉

磯時報》專欄作家。該報曾發表他的一篇

雜文，題為“一切快餐化(The snackification of 
everything.) ”。

　　熟悉英語的人都知道 s n a c k一詞，其意

思是“快餐、點心、小吃”。但英語中本無

snackification一詞。它是丹尼爾•艾克斯特根據

自己的需要杜撰出來的。(snack n. → snackify 
v. → snackification n.)
　　丹尼爾在文中說，美國的標誌應該是“快

餐”或“小吃”。其理由包括：據《華爾街雜

誌》最近的一次統計，快餐、小吃的銷售正在

美國飛速增長。70年代末，每天吃快餐或小吃

三至四次的美國人僅占10%，但到了2010年，

這一比例已經上升到56%。另據一家市場調研

公司(Hartman Group)2013年所做的調查，90%
的美國消費者每天吃快餐或小吃多次(multiple 
times)。美國農業部也報告說，美國孩子現在平

均每天從快餐或小吃中比70年代多攝取將近200
卡路里的熱量。作者寫道，“難怪那麼多孩子

超重。”

　　丹尼爾認為，“快餐化”不只局限於食

物；它現在已經成為美國文化最可靠的標誌(the 
most reliable insignia)。
　　•《新共和(New Republic)》雜誌的老闆

要求該雜誌更多地出版可以當作快餐或小吃的

文章(snackable items)。編輯部大批工作人員辭

職抗議。但是，作者寫道，“誰能懷疑，這位

老闆掌握了美國讀者的脈搏呢？”Twitter 的用

戶每次發短信不得超過140個英文字母，但是其

市值卻高達230億美元之多。與之相比，出版巨

人《紐約時報公司》卻只有20億美元的市值。

　　•音樂製作商發現，現在許多美國人喜

歡的不是成套的唱片(albums)，而是一首首的

歌。這自然與音樂發行的數字化革命(digital 
revolution)有密切關係。

　　•H&M出售的一次性時裝得到中國服裝

業的大力支持。這就使美國人在服裝方面也可

以快餐化、小吃化(has enabled us to snack on 
clothing)。
　　•各式各樣的雜誌，現在有一個共同特

點：充滿一篇篇極其短小的文章，跟多年前

雜誌經常刊登的長篇文章相比，使人不由自主

地感到，現在的文章就像是在餐館享用餐前的

開胃小吃(…as if they offer a meal of hors 
d’oeuvres)。
　　•因特網當然大力促進快餐化、小吃

化。許多人在iPad手機上閱讀書籍，但是每讀

上幾段，不少人就想著去發個短信。文章略

有長度，很多人會不耐煩地挑著讀、跳著讀

(skimming)。
　　丹尼爾認為，一切快餐化、小吃化之所以

在美國迅速盛行，原因在於它們快速、方便，

不需要你花太多的時間和精力(We gravitate 
toward snacks because they’re fast, easy 
and require little commitment. They also taste 
good.)。在網上，讀者很容易找到並消化快餐

化、小吃化的文章。從根本上來說，這也符合

美國人求靈活、求即時滿足的心理([This is] 
in keeping with our demand for flexibility and 
immediate gratification  )。
　　我將immediate gratification 翻譯成“即時

滿足”，希望朋友們能正確理解。不久前我的

另一篇文章中說到，一般地說，美國的工作效

率、勞動效率都比別的國家高。這沒有錯。但

是，物極必反，隨之而來的是許多美國人“求

即時滿足”的心理，也就是中國人常說的“立

竿見影”，或“急於求成”。因為早就注意到

這一現象，所以我教太極拳時不斷提醒美國朋

友，不要抱“即時滿足”的心理，不要希望打

了幾天太極拳就能見效。

◎ 錢　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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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欣譯

我們將在永恆裡以一種有限的存在方式生活。神，超越時間不受時間的限制，

但可以進入時間。但我們不能進入超越時間，因為那是無限才擁有的一種狀

態。

　　“時間不再來臨”這個說法來源於一首詩歌，而不是來源於聖經。啟示錄8:1
說“天上寂靜約有二刻。”即便天家的音樂也表明了時間，因為韻律、拍子、休

止符都是與音樂有關的，並且都有時間性。（如果沒有時間的概念，那1/2拍或

1/4拍是什麼意思呢？）歌曲，正如對話一樣，有起始、中間和結束。

　　有些人引用彼得後書3:8作為時間在天家止息的證據，然而這節經文是指著神

而不是人說的。當說到“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是說神的無限性。祂

存在於時間和空間以外，但我們卻不能。祂創造我們成為有限的被造物，生活在

時間和空間之內。天家清楚的承接地上時間的順序，天上的居民歡喜地上人的對

話（“我告訴你們，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這樣為他歡喜”路15:7）為神的

道被殺的義人企盼對地上的審判，問神“要等到幾時呢？”並被告知“還要安息

片時”（“揭開第五印的時候，我看見在祭壇底下，有為神的道，並為作見證，

被殺之人的靈魂。大聲喊著說，聖潔真實的主啊，你不審判住在地上的人給我

們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幾時呢？於是有白衣

賜給他們各人。又有話對他們說，還要安

息片時，等著一同作僕人的，和他們的弟

兄，也像他們被殺，滿足了數目。啟6:9–
11）等待包含了時間的過程。

　　啟示錄顯示了在地上發生事情以後，

在天上繼續的互動。（這與天家的人與地

上隔離或對地上發生的事情不感興趣的說

法相矛盾。）

在天家是否時間不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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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起聖經，基督徒都熟悉這節經文：聖經都是神所

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

有益的。（提後3:16）基督徒都知道聖經是神的話，其性

質是屬神的。但是我們卻有不一樣的讀經習慣，在讀經

的時候，有人建議先用悟性讀，讀懂經文字面的意義，

然後用智慧讀，領會神在聖經中所啟示屬神的事。也有

人建議使用禱讀法，把所讀的經文當作禱告來讀，因為

以弗所書告訴我們：要藉著在靈裏，多方的禱告和祈

求，接受神的話。（弗6:17-18）也有人建議找一個會鼓

勵我們讀聖經的讀經伙伴，這樣就能互相激勵，不會半

途而廢。有人建議逐章逐句逐字慢慢研讀下去，用心深

思默想。也有人建議在讀經時，參照前後其他有關之經

卷經文，比較研讀，可以尋出脈絡融合貫通。

　　同時，我們使用的聖經版本可能也不一樣，有人用

中文和合本，有人用新標點和合本，也有人用新譯本。

就算版本一樣，有人建議要預備兩本聖經，有一本一個

記號都不畫，另一本可以把所領會和看見的東西寫進

去。有的人獲得第一本聖經時經歷了種種曲折；有的人

的聖經來自另一位基督徒的饋贈，背後有一段難忘的故

事；還有的人幾十年走南闖北卻一直使用同一本聖經，

那本聖經就是他生命的見證。

　　你的第一本聖經是如何獲得的？你現在手裡的聖經

有什麼感人的故事？你習慣使用什麼版本的聖經？你有

獨特的讀經方法嗎？請來和我們的讀者分享。

 Dear Reader,

編者的話 神的默示：我的聖經和讀經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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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5月第140期《   》主題：神的默示

Paul wrote to the Corinthians: “I planted, Apollos watered, but God gave the 
growth. So neither he who plants nor he who waters is anything, but only God 
who gives the growth” (1 Cor. 3:6–7). Any true church growth is from God, 
whatever means He may choose to use. Just as Jesus’ first disciples followed 
Jesus because He called them (John 15:16), so today we follow Him only 
because He first calls us. God grows the church He planted.

He does so by giving us spiritual life by giving the gift of repentance (see 
Acts 11:18). It is God’s kindness to us that He ever puts in our rebellious 
souls a distaste for our revolt against Him. In His mercy, He makes us to feel 
the bitterness of our choices. In His love, he causes us to turn. This new life 
that God gives comes through belief in the Gospel — which belief we were 
appointed for (Acts 13:48). Our “appointment” to such belief again makes 
the point that spiritual life and growth are from God. He opened the door of 
Lydia’s heart to respond to Paul’s message (Acts 16:14). It is by God’s “grace 
you have been saved through faith. And this is not your own doing; it is the 
gift of God, not a result of works, so that no one may boast” (Eph. 2:8–9). 

And God brings about such repentance and faith by His Spirit’s using the 
preaching of His Gospel. So when the message about Christ is preached in 
Antioch, Luke describes the results as “the hand of the Lord was with them, 
and a great number who believed turned to the Lord” (Acts 11:21). Notice it is 
the Lord who is credited with this church growth. Faith comes through hearing 
the message (Rom. 10:17).

So it is in our church –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in different ways, God 
brings growth to our individual spiritual lives and to the congregation of his 
saints in our church. As we enter the spring season together, may we work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master gardener to see our church flourish and magnify 
Christ.

Jonath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