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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细语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祂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
的水边。

祂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
走义路。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
安慰我。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
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
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诗篇23: 1-6)



举目看田
李明哲长老

“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
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必成全这工，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腓立比书1:5,6)

届教会成立七周年之际，回顾上帝对教会的带领，路
径充满恩典和祝福，禁不住地由衷发出无尽的感恩。
当我们向前展望，思想主所给教会的托付，就可深深
的体会到耶稣说的话：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
了，可以收割了。（约翰福音4:35）要收的庄稼多，
作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
收他的庄稼。(路加福音10:2) 西区圣经教会的异象就直
接来自耶稣的这两句话。

西郊圣经教会的异象（BMWBC’s  Vision）:
   
   是举目看田的教会   A Church that looks at the harvest field
   是祷告上主的教会   A Church that asks the Lord of the harvest
   是差遣工人的教会   A Church that sends forth workers

异象是在目前所处的环境中看出机会。教会的异象是
全教会共同的目标，齐心努力的方向。当我们举目环
顾四围，波士顿西郊有众多华人精英会聚，其中大多
数没有接触过福音，或绝少跨入教会的门槛，诸多人
尚以无神论者自称。有这么广大福音的禾田托付我们
去收割，真令人欣喜和兴奋。

教会不仅要吸引慕道友成为信徒，我们的宗旨更是要
信徒成为门徒，门徒成为得胜者，得主耶稣称赞，作
主忠心良善、有见识的好管家，善用圣灵所赐的恩
赐。要达到这样的境界，我们教会牧养的理念着重三
方面的成长：(1) 活出信仰(Work out the Faith), (2) 装备
信徒(Equip the Saints)，和(3) 建立基督的身体(Build up 
the Body of Christ)。

(1)活出信仰　当一位慕道友听到福音的信息，因圣灵
感动，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赎罪的救恩，成为信徒、
有永生的确据，正如腓立比书1:6所说的：＂那在你们
心里动了善工的(Work in you)”　里面被改变，有永远
生命的种子，这是第一步。这种子需要萌芽，将永远
的新生命活出来，在生活行为、待人处事、思想意念

皆有崭新的改变，活出基督徒的新生命。换句话说，是
将信仰活出来(Work out the Faith),成为基督的门徒--真
正跟随耶稣的人。这是需要下功夫的：读经、祷告、崇
拜和门徒训练是成为门徒之道路。正如耶稣的题醒：你
们要进窄门、走小路。

(2)装备信徒　圣灵将属灵恩赐给与每位基督徒。恩赐
有如宝藏，需要发掘、发展和发挥，才能达到预定的功
能。古人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积极
参与教会的事工是发掘、发展和发挥属灵恩赐的最佳的
途径。当你真正的使用自己恩赐时，会如鱼得水，事奉
不仅有果效，也不觉得疲於奔命。

(3)建立基督的身体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每一位教会的
成员是身体中的一个肢体，各有它的功能，不可自我低
估自己参与的价值。保罗说：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
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
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
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哥林多前
书12:24-26) 这说明建立基督的身体是团队的工作，需
要培养团队精神。

华理克牧师(Rick Warren)当神学生时，曾经问过美国最
大的一百间教会他们拓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发现成长的
教会皆具有很强的团队精神。这些教会如何产生很强的
团队精神呢？就是因为能有一共同的目标加上良好的沟
通。

我们西郊圣经教会的目标：同心合一兴旺福音，扩展上
帝的国度--基督的国度。

这也是主祷文中之第一个祈求--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
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国度是代表权柄、
上帝的旨意在上帝掌权的地方通行无阻。因此实践这共
同的目标成为西郊圣经教会的宗旨。

 西郊圣经教会的宗旨（BMWBC’s Purpose Statement）:

波士顿西郊圣经教会的异象（BMWBC’s  Vision）:
   是举目看田的教会   A Church that looks at the harvest field
   是祷告上主的教会   A Church that asks the Lord of the harvest
   是差遣工人的教会   A Church that sends forth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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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基督耶稣的门徒；
* 要具有基督的性情、彼此相爱；
* 从西区直到远方传扬福音；
* 分享上帝的爱和祝福；
* 拓展基督的国度 

真正坚强的团队，不怕意见不同，
却要有良好的沟通。不管他的看法
是不是与众不同，人人都可以，也
愿意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假如
在开会讨论时，仅有一方面的看法
被表达出来，可见大家都没动脑筋
NOT THINKING。要不然，就是大
多数的人怕表达意见。若有这种现
象，需要促成一种气氛，让人不怕
说听来似乎不够聪明的话，或说错
话，最根本的是我们愿意接纳并尊
重不同的看法。藉着诚意的沟通才
能彼此尊重，不坚持己见，达到同
心合意的共识。西郊圣经教会目前
在彼此相爱和分工协调方面皆有好
的见证。往前拓展，不仅有信心、
爱心，且要加上共同的异象为目
标，并保持合一的团队精神。

两千年前，保罗在小亚细亚(今日
的土耳其)，看到马其顿(今日希腊
北部)来呼召的异象，就从亚洲跨
进欧洲，去传福音。两千年后的今
天，欧洲成为福音最普传的地区。
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出一个异象所带
出的果效。凭着圣灵的感动和带
领，盼望我们同心合一，负起西郊
圣经教会的异象的使命，成为一群
充满大能的子民，建立合上帝心意
的教会，为西郊的家庭带来上帝的
祝福，拓展基督的国度。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并
且要作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
那里去。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
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
同在。(约翰福音14:12，16)

李明哲长老生于台湾。1958年受洗。曾任建
筑师，大学教授，高科技公司总裁。曾在波
士顿郊区华人圣经教会服侍33年，任教会长
老。西区教会开创者。和师母郑冠康育有三

名子女。

Here I am   (1 Sam 3:4)

A Journey 
of a Thousand Miles

Pastor King-Fai Choi

It is often said that “a journey of a thousand miles begins with a single step.” As 
we reflect on God’s guidance on the journey that the Boston Metro-West Bible 
Church (BMWBC) have taken during the past seven years, perhaps that saying can 
be more appropriately amended as “a journey of a thousand miles begins with a 
single-minded faithful step of faith.”

It was in 2004 that the idea of planting a church in the Acton-Boxborough area was 
taking root. After much prayer, Elder Li agreed to take the initiative in this endeav-
or.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the Acton-Boxborough fellowship groups received 
the news with joy and total commitment. Soon there was a regular prayer meeting, 
followed by the Awana program, baptism class on Friday night Bible study, adult 
Sunday worship and Children’s Sunday School, youth fellowship and Sunday pro-
grams, chartered membership, core-coworkers, adult Sunday School, missions and 
evangelism programs… and a church building several years ago.

It was recorded in the First Book of Samuel in the Old Testament, chapter 3 verse 
1 that “The boy Samuel ministered before the LORD under Eli. In those days the 
word of the LORD was rare; there were not many visions.” Why was the word of 
the LORD rare? It is clear from the Bible that “[God] does not change like shifting 
shadows” (Jas 1:17) and “Jesus Christ is the same yesterday and today and forev-
er.” (Heb 13:8). If the originator of the word did not change, the difference must be 
due to the receivers. Sure enough, God started speaking to Samuel when he grew a 
little older and was ready to receive and carry out God’s word.

Upon hearing God’s calling, Samuel replied “here I am” (1Sam 3:4). With this 
humble beginning of taking a single-minded faithful step of faith, Samuel went 
on to anoint King Saul and King David and help establish a new Jewish nation. 
We long to see how the work of God will unfold through the many “Samuels” in 
BMWBC who have similarly taken a single-minded faithful step of faith. To God 
be the glory!

Pastor King-Fai Choi was born in Hong Kong, and accepted Christ during high school. He 
was a pastor in BMWBC during 2006-2007 and is currently a pastor in CBCGB. He and 
Anna have two daugh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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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之路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
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约翰福音 14:6)

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
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 约翰福音  20:29)

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
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
我。

(约翰福音 14:11)



望着他们渐老的身影和渐衰的身体，每次经历着生离的痛苦，又担
心着总有未来的那么一天。每当此时，我就向神求助。《圣经》告
诉我，接受了神的救恩，我们就得到了永生，生活在神的国度里，
所有的逝去，只是短暂的告别，我们一定还会在神的家里团聚，这
是人生莫大的安慰和盼望。

信主之前的我，对基督教一无
所知。但家庭、中学生活和大
量的外国文学阅读让我始终感
到冥冥之中受到神的召唤。

我自小生活在一个普通的知识分
子家庭，跟母亲在上海以外的两
个不同城市度过了童年直至小
学3年级，然后在上海升学、工
作，到香港继续深造直至2007年
来美国工作。生活虽然有过一些
小挫折，但总的来说，还是一帆
风顺。中学之前的记忆是十分模
糊的，但是父亲从小就对我提起
过的一件事使我记忆犹新。那是
1974年暑假他去探望大学毕业分
配在武汉的母亲和睡在摇篮里的
我，在那个有“大火炉”之称的
城市的夏天，望着摇篮里的我，
想着他和母亲因为整个历史大环
境的原因已经分居两地近10年，
他向上帝默默的祷告，祈求上帝
能让我们一家能早日团圆回到上
海。几经辗转，母亲终于在1978
年结束了13年的外地生活回到了自己的家。父亲说感
谢主的恩赐。

小时候我从来没有听父亲提过他信基督教或去教堂礼
拜，只知道他上过教会小学。但现在想起每次他神情
激昂地唱赞美诗的情景，我相信上帝一直在父亲的心
中。在考中学的时候，父亲替我选择报考了上海唯一
的女中，那所女中前生是著名的教会中学（中西女中
和圣玛丽亚女中）。走进校园的一刹那，我为校园青
青草木和几幢欧陆风格的建筑而惊诧。有中世纪后期
欧洲教堂固定形式的城堡式建筑；有门框带有哥特式
尖顶的建筑，在门和门框之间有一层楼高的三扇类似
于欧洲中世纪教堂那样的哥特式彩色玻璃窗，光线从
这些窗户里射入，形成一束束炫光和幻影，使礼堂产
生一种神秘、漂动迷离的感觉。每天早上走入校园都
有一种平和的感觉与未名的感动。想来是整个校园因
她的前生和建筑，一直都沉浸在神的眷顾之中。

就是在那里，我接受了我认为是最决定我人生历程的

六年教育。在知识教育上可能与
其他学校相似，但在精神层次上
我们收到的是潜移默化的熏陶。
其间，我没有接触过任何有关基
督教的书籍，只是如饥似渴的读
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其中
《简.爱》中女主人公的一句话引
起了我的深深思考。“你以为，
因为我贫穷、低微、相貌平平、
矮小，我就没有灵魂，也没有心
吗？你想错了！我的灵魂跟你一
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
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
会让你难以离开我，就像我现在
难以离开你一样。上帝没有那么
做，但我们的精神是平等的，就
像我们的灵魂穿过坟墓，站在上
帝面前，彼此平等—本来就是如
此。”那时对什么是“神”和
“灵魂”一无所知。但我一直在
思考：神在那里？神能公义的作
出审判？如果有那么一天，神将
会给我怎样一个对话？

开始接触主耶稣是大学期间，每年圣诞节我都会去参
加上海衡山路国际教堂的音乐崇拜。动听的赞歌和教
会神圣的气氛感染着我，每次去都让我豁然想明白很
多事情，也感到从未体会过的内心的平静。1997年认
识了我之后在香港的博士生导师，他是一位虔诚的基
督徒，每次来上海逢到星期日的话，他总是要去教堂
做崇拜，我也跟着一起聆听牧师讲道。在他的引导
下，我开始对基督教有了初步认识。2002年在香港，
一位同事邀请我去教会,我去了并且决志以耶稣基督作
为自己的救主。当时似乎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催使
着我不用考虑地接受了神的呼召。可以说在对耶稣基
督的认识上我从来都没有过理性的挣扎。回过头来，
我想这都是神的安排和美意。我满怀感恩，谢谢伟大
的造物主拣选我作祂的孩子。

信主后最大的不同是心里觉得踏实平安,让我坚信生活
的道路再艰难，我的生命还有很多的惊喜和盼望。
随着阅历的增长，看见大规模天灾，特别是看见生离
死别就发生在身边，感觉人实在是渺小，无能为力。

神的引领
王丹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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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感触到生命的短暂，是1996年一位年仅
23岁的中学时代的朋友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
下突发心脏病在几分钟内就永远的离开了这个
世界。1998年我自己因为药物过敏住了十来天
医院，有着医学教育背景的我第一次躺在病床
上，感到了生命的脆弱。之后又有一次手术，
需要全麻，那种全麻之后的感觉就好像已经进
入隔世。高超的医疗技术不能给以完全的保
证，那一刻，觉得尘世实在是没有我所能依靠
的，只有天父才是我的依靠，我将一切都交托
在天父的手中，向主祷告，感觉就轻松多了。
自从2003年以后，我先在香港读书后来又来到
美国工作、生活。近10年的光阴是和父母分开
的，望着他们渐老的身影和渐衰的身体，每次
经历着生离的痛苦，又担心着总有未来的那么
一天。每当此时，我就向神求助。《圣经》告
诉我，接受了神的救恩，我们就得到了永生，
生活在神的国度里，所有的逝去，只是短暂的
告别，我们一定还会在神的家里团聚，这是人
生莫大的安慰和盼望。

2007年来美国的最初几年，忙碌的生活成了我
没有时间去亲近神的理由，加上和丈夫就信仰
耶稣基督的问题有很长一段时间的不同意见，
去教会的时间少之又少。但主没有离弃我。 
2010年我们搬来艾克顿，偶然的机会遇上了倚
宁和丹阳，我们得以重新参加聚会，来到神的
怀抱。感谢众弟兄姊妹为我、宝剑和我们家庭
的祷告，并让我和宝剑有受洗的机会，感谢主
的带领。

天父，请允许我仰望你，是你让我明白了“在
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罗马书
12:12）。天父，谢谢你对我一直以来的引领
和照顾。

王丹艺姐妹出生于上海。2012年在波士顿西郊圣经
教会(BMWBC)受洗，现在恩慈团契。

我祷告我在天上的父神用祂大能的手继续引领我走人生的路。不论
晴天还是雨天，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不离开我,与我永远同在。

十年寻觅真理路
孙淳

我开始接触圣经到接受基督为我的救主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 
回头看看从一个旁观者到一个将要受洗的基督徒的历程，还是
很有些反复的。
 
在认识基督以前，我一直认为认识可以通过理性的思考来找
到人生和永恒的真理。所以我开始认真地读历史,哲理方面的
书。希望书中的道理，前人的智慧能帮我找到心中一直追寻的
真理。我当时还认为宗教不过是软弱的人所需要的心理上的支
柱，是一种迷信。只有那些生活中不能把握自己的人生,不能通
过奋斗而达到目的的人们才需要从宗教里得到心理上的安慰。
对于那些喜欢自强不息，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把握住自己命
运的人来说，宗教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因为好奇，我涉猎过好些有关佛教、道教和基督教方面的书。
读这些书时我都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来看的。抱着一种对文
化的了解和欣赏的态度来看这些书。 对于宗教中有关劝人向善
的说法，我十分认同。但是从不认为人世间还有一位至高无上
的真神在看顾我们。所以每次读圣经,都是用读闲书的心态来
读,从来没有把它当作神的话语来看待，更不能从里面体会到亘
古不变的真理。所以也就只能是理解一些字里行间表面上的意
义。对圣经中一些深奥不能理解的地方,更多的是抱着批判,挑剔
的态度来对待。时间一久，这种对圣经的粗浅片面的了解，更
加让我感觉圣经不过如此,并没有人们说的那么神奇，以至于在
漫长寻觅真理的路上最终没能寻求到一个永恒的概念。我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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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面所宣扬的感恩、爱和盼望特别地吸引我，我有时甚至会莫名
其妙地感动流泪。我想这就是我需要教给孩子的东西，把他带到主
的面前，使他在高峰时，因着一颗敬畏神的心而能谦卑下来不迷
失；在低谷时，因着主无条件的爱而能振作起来不自弃。

人生的功课
周晶

三十岁之前，我的人生过得比较平顺。读书，来美国读
研究生，结婚，工作，生子，人生就是按部就班，到什
么年纪就做什么事，一切在我看来都是理所当然应该发
生的。我从不求神拜佛，相信凭自己的努力就能够实现
目标。对基督教是非常地排斥，觉得我不需要搞清楚人
从哪来，人往哪去的问题，也一样活得好好的。直到孩
子出生以后，我的观念才渐渐发生了转变。这正应验了
一部电影里的一句话，“你人都没生出来呢，怎么可能
懂得人生的意义”。

儿子出生以后，首先是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突然间
你发现不是为自己活，而是在为孩子活。你不能随着性
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耍脾气，看电影，临时加班甚至
是生病看医生，在做所有这些事情之前，你都需要把每
天的日程（schedule）在脑子里过个n遍，以便合理的安
排时间以确保孩子得到应有的照顾。其次，婚姻不再是

只好认为或许这种传说中的永恒真理不过是人们杜撰出
来的一个类似于理想国的概念，在现实中并不是，也不
会真的存在。

这时一些信仰基督的朋友开始向我传福音，告诉我有关
耶稣基督的存在和基督的救赎。以及祂是怎样在十字架
上为我们赎罪，让人类的罪孽从此可以被洗净。看到那
些基督徒朋友们那种发自内心的喜乐和平安,那种面对
生活中困难的坦然的心态,我由衷地钦佩,也让我不得不
思考是什么力量让他们能够这样平静从容。因为如不是
发自内心的相信,这种坦然的心态是绝不可能长时间装
出来的。带着这样的认识，我开始重新研读圣经,重新
认识神。

在我重新认识圣经,研读圣经,重新认识神的过程中，有
时候读过一些让我感动的经文后，我试着开始祷告。就
像是向我传道的朋友所说的，和神对话祂就会回应。那
种心里的感动既有些莫名其妙，又感觉很真实。虽然心
里习惯的惯性让我还是有很多的疑虑和困惑,还是有许
多的困扰,但是我确实开始感觉到了圣灵的存在。 随着
去教会查经班，去主日崇拜的增多，这种对圣灵的感
动,　对神的认识，对神的敬畏就越来越多。抗拒的内
心已经比较清晰地看到，理性的抵抗在神的大能的面前
已经开始动摇。

但是因为自身信心不足和现实生活的困扰,抵抗虽然开

始动摇，心却依然是很刚硬。对神的认识，时有时无，
有时会有十分的感动,有时又会疑惑自己的判断，心情
就像是一架钟摆摇来摇去，对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心里
就更是有抵触。 

随着读经和祷告的增加,随着参加教会聚会的增加,我最
后终于认识到我和神的关系应该高于俗世，不应该被其
他的人的行为表现所阻碍所困扰。心境的转变让我更加
打开心扉来接受神,接受神的话语,接受圣灵在我心里的
做工。感谢神对我的不离不弃的眷顾,　也感谢圣灵对
我的充满和引导。有时候读经祈祷,会感觉到那种心里
的感动，这种感觉是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奇妙。

当冯秉诚牧师在勒星顿（Lexington）传讲福音的时候,
我蒙神的呼召决志信主。信主以后更感觉我这个决定的
正确。感谢神对我的拣选,感谢神因为人类的罪孽,也包
括我的罪孽,而为我们背起的十字架。

我祷告我在天上的父神用祂大能的手继续引领我走人生
的路。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不
离开我，与我永远同在。

孙淳弟兄出生于辽宁沈阳。2013年５月在波士顿西郊圣经教
会(BMWBC)受洗，现在恩慈团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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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的事，牵扯到孩子，两个家庭，经常因为一
些事情，弄得夫妻，婆媳，丈人和女婿的关系一团
糟。最后是所有人都很痛苦（suffer），对孩子的影
响也不好。

牛牛从两岁开始就有很严重的便秘问题。有了大
便他总是忍住（hold），直到实在憋不住为止。我
用尽了所有办法，好说歹说，玩具奖励，喝prune 
juice，都不见效。三岁半的时候，有一次他7天不大
便，肚子痛，发烧加呕吐，严重到去看急诊。医生
给他用了很大剂量的泻药Mirolax，他固执到第二天
肚子里的东西都变成液体了，他都不去坐马桶。我
一天给他洗了7条裤子。筋疲力尽地看着他那个难
受的样子，我忍不住冲他大吼，然后冲进厕所崩溃
大哭，非常绝望（very frustrated）, 觉得自己连教孩
子正常大便这么一点再小不过的事情都教不好。从
那时候起，我就开始思考，到底应该教给孩子什么
以及如何以他能接受的方式去教。

2011年6月我换了工作，碰到了一个基督徒的老
板。就是这个韩国人让我对耶稣基督有了全新的认
识，并在不知不觉中开始接受祂。我老板是个残疾
人，一条腿的膝盖以下完全没有知觉，走路是离不
开拐杖的。但他作为一个高级系统工程师（senior 
system engineer ）, 在工作中的敏捷身手，和人打
招呼时的真诚，以及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的生活态
度，让你经常忘了他身体上的缺陷。到公司报道的
第一天，按惯例，他请我这个下属吃饭，在饭桌上
的谈话是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他跟我说的第一
句话就是， “My heart is not here. Job is just bring 
dinner, ”（我的心不在这里，工作是为了有晚餐）
我顿时傻了，都不知道如何回答。于是我问道， 
“Where is your heart?”（你的心在哪里？） 他就跟
我讲了他正在Rutgers的神学院进修，他的理想是退
休了以后和他妻子去北韩传福音。现在他们全家业
余时间都要去一个专门帮助和收留自闭症儿童的机
构去服侍。我当时觉得这个人大概是有点神经不太
正常了（out of his mind）了。但今年年初，我自己
的亲弟弟的孩子被初步诊断为自闭症，当我老板握
着我的手替我祷告的时候，我痛哭流涕，他的那双
手充满了力量。

这个时候我有个基督徒的邻居，她给我介绍了一
个网站叫神州传播协会chinasoul.org, 她告诉我说那
个张伯笠的讲道如何如何搞笑，推荐我去听。于
是我抱着听单口相声的心态去听，结果一听就停不
下来。从张伯笠，远志明到刘同苏，侯君丽，再到
YouTube上的彼岸的全集，我都听和看了个遍。那
里面所宣扬的感恩、爱和盼望特别地吸引我，我有

时甚至会莫名其妙地感动流泪。我想这就是我需要
教给孩子的东西，把他带到主的面前，使他在高峰
时，因着一颗敬畏神的心而能谦卑下来不迷失；在
低谷时，因着主无条件的爱而能振作起来不自弃。

今年5月，牛牛学校的老师告诉我说他大脑发育不
成熟而不能上学前班（mentally immature and not 
ready for kindergarten）, 再加上工作上换了一个非常
苛刻和压榨(tough & push)的老板，让我觉得压力很
大。7月初的一天，我突然觉得一切都不值得，于
是辞了工作，退掉了将要买的房子，于8月10号，
搬到了艾克顿和老公团聚。当时我虽然不清楚自己
想干什么，但是有一点我很明确，我要带牛牛去
教会。在我搬来之前，7月底的时候，我带牛牛去
Hershey’s park探访一位朋友。在和朋友在餐馆吃
饭的时候，一个大概将近80岁我完全不认识的老头
来到我们的餐桌上，送给了我一本他写的书，“A 
Dozen Rose From God”（《从上帝而来的１２支玫
瑰》） 后来从书中的前言和作者介绍我才知道，他
是个专门辅导夫妻关系的牧师，这本书是以他和他
妻子多年的经验教人如何处理夫妻关系的。我直到
现在都觉得这是一本神送给我的书，因为只有我知
道再没有比这本书更能符合我当时的心态和需要的
了。

搬到这里来以后，牛牛先是去了灵粮堂VBS，然后
经我的邻居沈悦介绍，我们来到了西区教会。牛牛
立刻就喜欢上了这里，他的便秘以及对环境的不安
全感好了很多。我也很顺利地找到了工作。也谢谢
这里的弟兄姊妹对我们灵里的帮助。 当我回过头来
看我过去的这两年的经历，我感谢神，祂是这样耐
心地给我开路，让我认识祂，让我看到象我的韩国
老板那样圣灵充满的生命是如此的精彩，以及让我
们夫妻团聚，孩子快乐成长。

在决定受洗之前，我非常的挣扎（struggle），我觉
得圣经中所宣扬的道理我都能认同，但是说起来容
易做起来很难，尤其是天天月月年年的坚持，那就
更难了。这就象人人都知道天天锻炼身体能健康长
寿，可真正做到的又有几个呢。圣经上说“在人看
来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就求主带领，让我做你
所喜悦的事，活出一个圣灵充满，也能同样感染不
认识你的人的生命来。

周晶姐妹出生于江西。2012年在波士顿西郊圣经教
会(BMWBC)受洗，现在恩慈团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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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刻意寻找教会，而神却早已有了丰盛的预备。我以为我可以
过一种闲云野鹤的生活，而祂却把我带到了弟兄姐妹中间。

路漫漫其修远兮
芶燕妮 

我是在1994年去加拿大的，当时怀孕七个月。老公在
滑铁卢大学念博士，他参加了一个英文查经班，所以
我一来他就带我去了。我对圣经很有兴趣，知道圣经
是一本奇书，它对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影响。我当时等
着生孩子，也没什么事情做，所以就去了几次。儿子
出生以后，忙得手忙脚乱的，查经班就去得少了。我
们在查经班里认识的德国朋友Marion 偶尔会到我家里
来带我查经。后来Marion 和她老公去了别的城市，我
们就不再去英文的查经班而改去了星期五的中文查经
班。当时带我们查经的是李仲伦牧师，他每个星期从
多伦多开车过来。说是查经，其实是有主题的演讲，
更像证道。李牧师学识渊博，幽默风趣，听他讲道是
件很享受很愉快的事情。在那几年的时间里，我还参
加了一些大型的布道会，比如说远志明，唐崇荣, 庄祖
鲲，也订阅了《海外校园》。我开始对神和耶稣有了
初步的认识。

神的概念对我来说不陌生。我的人生经历一直让我觉
得冥冥之中有神的看顾；我的人生感念里常有“感谢
众神相帮”的诗句。我在武汉大学念中文系第二学位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课时，老师特别讲到过孔子对
属灵的世界抱着的是一种尊敬和敬畏的态度，所谓
“敬鬼神而远之”。我的老师是个佛教徒。我见过他
家的灵修室。他对神抱着的也是尊敬和敬畏的态度，
自己每日参禅修行。

学习圣经之后，神的概念在我脑子里渐渐具像化。我
开始接受圣经上所讲的神，那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真
神。我读过一篇文章，作者很有说服力的论点是认为
所谓的进化是一种基因突变，而基因突变常常是变
坏，比如癌变，这是基因的碱基配对突然混乱的结
果。世界上的物种这么多，靠基因突变而进化出这么
多奇妙的物种好像不太可能，所以我开始接受了创造
论，觉得创造论比进化论更能解释这个大千世界的奇
妙，而进化论只是一种学说而已。那时候我还读了一
个关于牛顿的故事，说的是他的一位朋友不相信有造
物主。有一天牛顿做了一个模拟宇宙，各个星球有序
地运行。他的朋友看见了觉得太奇妙了，于是问他
说：“这是谁做的？”牛顿回答说：“没有谁做的，
它自己就出现了”，他的朋友不相信，说：“这怎么
可能？这么精美的设计怎么会没有人创造就自然出

现？”于是牛顿说：“你相信这么有序的奇妙的宇宙
会没有一个创造主吗？”他的朋友恍然大悟，成了有
神论者。

通过学习，我认识到圣经是关于人和创造他的神的关
系的一本书。人和神的关系本来是非常和谐美好的，
可是人因为罪而远离了神。神因为要救赎人，让神和
人恢复到以前的和谐关系中去，所以道成肉身，成了
耶稣基督。

经过很多思考，我接受了圣经的观念。我的相信基于
以下几点：

（1） 耶稣的大爱　耶稣说：“有人打你的右脸，
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有人想要告你，　要拿你的
里衣，　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他叫日头照好人，
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马太福
音5:39-40, 45)。读这些话我觉得很震撼。因为这完全
不符合人的逻辑。人与人之间爱的原则是“亲亲，疏
疏”，是“以恩报恩，以牙还牙”。耶稣的视野显然
不是人的视野而是神的视野。祂的大爱是一种造物主
的情怀。这些话显然不是普通人能说得出来的，连那
些圣人和先知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2） 耶稣说祂是神的儿子　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奇
事，祂温柔谦卑，教给人爱、智慧和信心的功课。我
很赞同一篇文章上的观点，从逻辑上讲敢说自己是神
的儿子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是他是疯子；第二
种可能是他是骗子；第三种可能是他说的是实话。从
耶稣的为人行事，他绝对不是神经不正常的人（疯
子）；他也绝对不是道德有问题的人（骗子）；所以
只有第三种可能，他说的是实话，而他也是因为自己
说自己是神的儿子而被定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圣
贤先哲都是当世或后世的人对他们的封号。而耶稣则
明明白白地把祂的身份告诉了世人。这又是一个不符
合人的逻辑却符合神的作为的地方。因为以人的愚
钝，理解不了神的计划。祂来了是要救赎世人。祂明
明白白地把话说了，还是有很多人不相信。

（3）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
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6) 祂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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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字架上是为了要为人的罪做祭，用祂的宝血来洗
净人的罪，来救赎世人，恢复人和神的关系，让人回
到创造主天父那里去。

（4） 耶稣从死里复活　耶稣多次预言祂的死，也预
言了祂的复活。祂的复活给人类以希望，耶稣说“我
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
音10:10）“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凡得永生。” （约翰福音
　3:16）耶稣道成肉身，受死十架，重生复活，给了人
类活在今生的智慧和永生的盼望。

基于这些认识和理解，更多的是感动于神的慈爱怜悯
和丰盛的恩典，我在一次大型布道会上决志信主。那
应该是1998年初的事情。我那时候在滑铁卢大学化学
系念硕士。神的爱伴我走过了刚出国时的迷茫，伴我
重新进行人生定位，伴我经历了生活的忙碌和挣扎。
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
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 11:28） “不要为生
命忧虑，吃什么，　喝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马太
福音 6:25）“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
呢？”（马太福音　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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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太福音　6:34）每每思想这些话，我总有一种热泪
盈眶的感动。在1998年底，李仲伦牧师说可以在我们
家里给我施洗礼，我拒绝了。我拒绝的理由是因为老
公不信。我十八岁认识朝阳，十九岁和他谈恋爱，二
十四岁嫁给他，无论是人生理想，家庭生活，还是对
人对事，我们的意见都很一致，唯一的不一致就在于
基督信仰上。我不愿意因为信仰的缘故和他冲突，所
以下了决心要等到他信主以后和他一起受洗。

1999年元月朝阳到麻省理工学院做博士后，我在二月
毕业后带着儿子去加拿大渥太华附近的一个小镇工
作。在那里我去了一个当地的教会，参加了他们的妇
女查经班，主日崇拜，和主日学。教会的牧师Pastor 
Joe 和师母对我们很好，他也说过可以为我施洗，我还
是拒绝了。

七月底我在波士顿找到工作所以搬家到了波士顿。来
了之后，我们在勒星顿（Lexington）的朋友邀请我们
去了母会，也参加了那里的几次查经。儿子不是很喜
欢去，我们就没有去了。

2001年生了女儿。生活就更忙了。在忙碌的日子里，
耶稣是我的安慰。我修炼着谦卑的功课，忍耐的功
课，爱的功课。虽然我没有去教会，可我心里明白我
是信耶稣的。我当时觉得基督徒是不一定要去教会
的。因为在我看来，信仰是纯粹个人的事，是自己和
神的关系。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了。人生

有很多的责任和义务，我们每天的日子都是一种修
炼。我不祷告，但我和神常有交流。在我不知道该怎
么做的时候，我会求神给我启迪给我帮助，我会问祂
这些事情的发生是要教给我怎样的功课，我也问祂为
什么？我最喜欢的歌是《野地的花》和《溪边的树》。
在情绪低落的时候，我发现野地的花让我放下烦恼，
因为“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溪边的树给我希
望，因为“因祂一切所行主要使他顺利”。

就这样过了七年。2007年底我在中文学校服务的时
候，刘阳几次邀请我参加查经班，我因为太忙没有
去。后来参加了教会2008年的春节晚会，儿子开始
喜欢上了教会的活动。他去了一阵子，有一天对我
说：“妈妈，他们都问我的爸爸妈妈是谁？他们说你
们为什么不去？”我一听，觉得儿子很可怜。于是答
应他去参加星期五的查经，暂时不去星期天的崇拜，
因为太忙。那时候工作之余在中文学校做校长事情确
实很多。有一次儿子去参加冬令营，他对我说：“妈
妈，你星期天可不可以去church，这个星期天我不能
去，我们家不能churchless.”他说得我很感动，所以我
答应了儿子，并且说服了他爸爸，一起在星期天去了
教会。我发现神用一种奇妙的方式，重新把我带回了
教会。

从来得少，不常来，西区教会渐渐成了我们常来的地
方，喜欢来的地方。这里有很多的熟人朋友，每次星
期五的查经和周日的崇拜都很开心。我在受洗班上呆
了两期，因为说过要和老公一起受洗，而他一直都不
信。所以我以为我这一辈子就会一直呆在受洗班了。
这种状况在２０１０年的６月５号突然出现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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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号本来是个很平常的日子。可是咱们艾克顿中文
学校的一帮热衷于传播中国文化的志愿者们和镇里的
文娱部门以及镇文化委员会却把它定为了艾克顿镇的
中国文化节。这在艾克顿镇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与官
方联手举办中国文化节这在波士顿的各个镇当中也是
第一次。这个大型活动牵涉面很广，包括了中国歌舞
乐器表演，书画展，盆景展，以及各种有文化特色的
展出和销售，比如工艺品，服饰等。更重要的，我们
还第一次在NARA Park 隆重推出中国龙的表演，同时
还有舞狮，太极，以及中国功夫等表演。筹划了近半
年的时间，宣传做得很大。唯一没有考虑的是如果下
雨怎么办？以为6月5号应该已经走过了五月的雨季。
结果最后一星期的天气预报一天比一天糟糕。到星期
五的时候，bostonweather.com 给出的预报是全天下
雨；本地的天气预报好一点，不是全天有雨，而是有
雷阵雨。我们知道越接近活动的日子天气预报是越准
确的，所以情况非常不乐观。星期五上午，我在组委
会内部以及镇文娱部征求意见，有支持不取消的，也
有主张取消的，意见不统一， 也不可能统一。从天
气预报看，是糟透了。我记得当时建国给我打电话，
他说得很委婉，但我很明白他的意思，他说：“前些
时候，奥巴马的演讲就是因为要下雨而给取消了。”
我老公那天早上给我打了两次电话问我决定了没有。
他说他的同事朋友都在问他，显然他都很是沉不住气
了。放下电话，我的心很乱。我觉得我到了一个我
无能为力的境地，刮风下雨是我完全不能掌控的。无
论我们准备得再好再充分，如果下雨，所以的努力都
是徒劳。而我不愿意不甘心这样的一个结果。在我的
办公桌前我有一种天昏地暗的感觉，我觉得肩上有千
钧重担，我承受不起。有一句话进入了我的脑海,“
在我不能，在你凡事都能”。我低下头来祷告。我在
心里说：“天父，我把我们社区的活动交在你的手
中，我把我自己也完全交在祢的手里。我不清楚祢的
心意，可是祢应该明白我们举办这个文化节是为了什
么。我求祢完全的保守，只要不下雨，只要祢可以把
雨留到活动之后，我愿意受洗。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
讨价还价，可是，我求祢了， 因为在我不能，在祢凡
事都能。祢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祢一定可以保守和
成全。”祷告之后，我因为需要去公司的另一栋楼开
会，走到了大街上，当时觉得阳光分外刺眼。我在心
里说：“如果现在就下雨该多好啊。”

晚上，我发出了活动照常举行的通知。半夜，雷鸣闪
电，大雨倾盆。我第一次觉得雨声是那么的大，那么
的刺耳，那么的没有诗意。我几乎一夜没睡。早上醒
来，老公给我说的第一句话是:“9点会有雷阵雨”。外
面雾蒙蒙的，还好，现在没有下雨。我觉得很平静，
对他说：“我们赶快去吧。”我们到达NARA的时候，
组委会的很多人已经在忙碌了。我看见他们搭着帐
篷，心里说：“不要下雨，不要，要下就等到四点以
后吧。”我这么思想的时候，一阵风吹过，天开始放

晴了，而且越来越晴。下午两点过的时候，我接到警
察局的电话，说是来的人太多，堵塞了交通，他抱怨
说：“你说只有九百多人，这哪里只有九百多人。”
我道歉说可能是宣传工作做得太好了，我们是真的没
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来参加。放下电话，我赶紧向镇
里求救，说警察已经抱怨过了，让他们有思想准备，
哪知道他们高高兴兴地说，这种结果就算是挨骂也是
值得的。镇文娱部在NARA囤积的冰激凌当时就差不
多快卖光了。镇里有组织大型活动的经验，比如Acton 
Day和国庆放烟花。从无比繁杂的停车情况和人流情
况，他们估计参与者至少有3000人。这个数字，吓了
我一跳。三点多，一切都很成功，节目很精彩地进行
着，我站在露天舞台的侧面，看见有一片乌云掠过。
我知道我已经得着了神的应许。四点半活动结束。 我
见到正在忙碌的倚宁便激动地对她说：“我要受洗
了”，她一听比我还激动，大声说：“好呵，好呵，
感谢主。”等我们组委会的成员收拾完毕，还没有拆
帐篷的时候，下起了倾盆大雨。大家在帐篷下面如释
重负。几分钟之后，雨过天晴。我们的“战地记者”
王慧给留下来的组委会成员照了合影。活动圆满结
束。

第二个周六，早上七点半我送女儿去滑冰，回来的路
上大雨倾盆。把活动推到下一个周六是当时提出的另
一个方案。我开着车，突然觉得有无比的感动，我听
见自己的声音说：“感谢主。”说完之后，我的眼泪
便止不住地往下流。

就这样，我决定受洗了。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为我高
兴。有些姐妹握住我的手眼眶都红了。这让我内心感
触良多。我发现，在西区教会的四年虽然我一直是以
慕道友的身份，而教会的兄弟姐妹却早已经把我当作
了他们当中的一分子。我发现我没有刻意寻找教会，
而神却早已有了丰盛的预备。我以为我可以过一种闲
云野鹤的生活，而祂却把我带到了弟兄姐妹中间。

从无知到相信，从决志到决定受洗，这条路我走了整
整十七年，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虽然我不清楚
神为什么没有成全我当初许下的愿，但是我相信神对
每一个人都有祂的计划，祂的安排。我愿意放下自
我，把自己交托到祂的手里，求祂完全的带领；我愿
意与祂同死同复活，做一个新造的人。

感谢神的怜悯，感谢神的恩典。 

芶燕妮姐妹出生于四川成都。２０１１年９月在波士顿西郊
圣经教会(BMWBC)受洗，现在恩慈团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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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继续读圣经的过程里，一些问题开始显现答案。我惊奇地发觉神通过我阅读
圣经，在字里行间对我讲话。我也不断祷告向他恳求引导，恳求让真理最终能向
我显现。

虽然我很年轻，但上帝在我的生命里有着奇
妙的带领。刚刚两岁时的我，被抱在一位阿
姨的怀里，作为家里唯一的代表见证了我妈
妈的受洗典礼。之后，星期天上教会，参加
儿童主日崇拜，上主日学，参加儿童诗班，
等等，就成了我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的一部
分。六岁以后，搬家到了离教会比较远的地
方。随着年龄增长，学业加重，我没有像在
教会里长大的其他孩子那样，每个星期天都
能来到教会里。因此在成长的过程中，我的
信仰和来自世界的理性曾经有过激烈的争
战。

但是感谢主！来自神的真理教导的种子还是
在幼年的心灵里扎下了根，在我面对这个广
大的世界所带来的困扰和承受成长压力的青
少年时期，它给我带来安慰和信心。

当进入初中时，我接触到大量和我从小所听
到的完全不同的各种对事物的看法和定义。
我心里感受到来自另一个有趣的世界的冲
击。我觉得那些思想或者说是看法很新鲜，
听起来也头头是道。比如说一些其它的宗教
学说、有关同性恋的话题、以及对所有宗教
宽容和认同的态度，等等。

进入高中前的那个暑假，学校给我们这些即将进入高
中的新生的暑期作业，其中是要阅读Dan Brown的《达
芬奇密码》 (the Da Vinci Code)这本书。不知道大家熟
不熟悉这本书的内容？但当我读完这本书后，我像是
被扔进了一个激烈旋转的龙卷风里。我无法停止地问
自己：“过去我是被洗脑了吗？”，“为什么我从来
没有听说过这样令人难堪的一面？”，“书里说的是

I grew up with church as a part of my life. As a child, everything 
was just reciting the needed answers, and it was like going through 
the motions. When I was younger, I didn’t really know what was 
going on. A bit older, I grasped more meaning, but everything 
still remained a requirement. Due to my family’s distance from 
church, my Bible School education was also not as whole as op-
posed to my church counterparts.

Then when I entered middle school, I was introduced to a barrage 
of new ideas. I thought that they were interesting, things such as 
“other” religions, being gay, having religious tolerance, etc. And 
then when I entered high school, I read the Da Vinci Code by Dan 
Brown as a summer reading book. This book threw my mental 
state into a whirlwind. I was wondering things like, “Have I been 

brainwashed?”, “Why have I never 
heard of this obscenity before?”, 
“Is this true?”, and even more se-
riously, “What is my faith; have I 
been lied to my whole life?”. I was 
in such a state of confusion.

I emailed Auntie Anna, and told 
her about my situation and she very 
kindly gave me a list of books to 
read concerning my faith. I read 
them, flipped through them, but 
they still didn’t fully answer my 
questions. But life moved on, and 
so did I. My doubts were not fully 
quelled, but I let it go. Around this 
time, I also tried to start reading the 
Bible more carefully. 

And then, completely by accident, I 
was scheduled to take a class called 
World Religions. At first, I was fu-
rious that another course had been 
cut and that I would have to take 
this class that I never would have 
dreamed of taking. But, after dis-
cussions with my mom, I decided 

to take the course anyway as it was honors, and I could 
just give it a try. But did that course turn my world upside 
down! In it, I was presented with all the bad of Christian-
ity, the doubts and the absurdity of some of its practices. 
I was also shown the good and bad of other major world 
religions, such as Buddhism, Hinduism, Islam, Mormon-
ism, etc. Again, I became so confused about my own 
faith, but even more so than I had been when reading the 

世
界
对
信
仰
的
冲
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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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吗？”。更为严重的是：我对幼年时建立起的信心产
生了动摇：“什么是我的信仰？我是不是从小就被谎言给
蒙蔽了？”我开始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混乱状态。

我求助于Auntie Anna，给她发了e-mail，告诉她我此时的
处境。她给我列了书单，我翻读了一些，但是那些书中
所讲的却没有能解答我的问题，也没有说服我。但Auntie 
Anna特别愿意来帮助我的那种耐心和态度给我留下很深的
印象。

接下来，日子一天一天的流逝，生活的脚步没有停止。虽
然我的困惑没有完全被解决，但我决定不再去反复纠结，
渐渐地也把这件事给忘记了。在这期间，我也开始了更加
仔细地读圣经，希望自己能从其中找出答案。

过了几个月，一件完全偶然的事情发生了。有一天，学校
安排课程的老师给我打了电话，说是我先前的选课计划因
为意外原因有变化：第一个学期我必须上一门叫“世界宗
教史”的课。在最起初，当我得知原来辛辛苦苦计划好的
课程被另外一门课替代，是因为财政原因被取消，让我感
到特别生气！ 

在和妈妈商量之后，也因为这门“世界宗教史”课也属于
高中的荣誉课程，我决定尝试一下这原本不在计划之中的
课。 

但没想到的是，就是参加了这门课，它几乎颠覆了我以前
所有对自己的信仰的看法！在课堂上呈现了太多有关基督
教不好的一面：人们对它的种种质疑，其中荒谬的惯例，
以及基督教历史上的黑暗时期。同时，我也了解到当今世
界其它主要宗教：比如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摩门
教。它们的好和不好都呈现在我面前。于是再一次地，我
对自己的信仰产生摇动，而且这一次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我
读《达芬奇密码》那本书时所受到的冲击。 

随着课程的深入，我简直不敢相信在历史中，基督教会里
曾经有过这样的罪恶和伤害！而且这些是我从来没有听说
过，也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在神的教会里，会有那样自私

Da Vinci Code. All this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so vile and so cruel! And I had never known about this, 
thinking that the Church of God could never pull off 
acts so selfish and crude. And then there were the other 
religions, their own encompassing morals, righteous 
members and cool doctrines.

There was only one other sophomore girl in that class, 
and so I talked with her a lot. She is a very strong athe-
ist, and laughed at all the things my teacher said, and let 
her views be known to me. I laughed along too, because 
the way my teacher presented the facts were truly funny, 
but also because I didn’t know where to start.

Throughout the entire semester, I was in this constant 
state of confusion and thought very consciously about 
the information I had been presented with. My mom and 
I had always had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and I had 
been telling her everything that happened during my 
day since elementary school. And so, when I went to 
her seeking some sort of solidity during my confusion, 
she was able to give me solid answers that satisfied my 
needs and left me with almost no doubt. But still, I won-
dered whether Christianity would be “the way”.

After the class ended, I spent the following semester 
continually pondering about World Religions. I had 
continued discussions with my mom about Christianity 
and God. And then, as I read the Bible, certain ques-
tions I had were getting answered. God was speaking to 
me through it, and it made me marvel. I also continued 
praying to God, and just asking Him what was going on, 
and to just ultimately show me the truth. 

I don’t exactly recall when, but sometime after school 
let out or a little bit before, I finally felt touched by God. 
All my doubts were erased. The fact that God is my Fa-
ther, eternal and divine, that His Son Jesus died on the 
cross for my sins the fact of which I do not deserve, and 
that the Holy Spirit is within me was and is settled into 
my mind. The Lord did show me Truth: He showed His 
Grace and Love, but most of all, He showed me Him-
self.

Since coming to God as a person who has finally found 
Him, my life has had subtle changes. Now, I am con-
stantly happy, even at school. I have peace and joy in 
my heart. The material world no longer bothers me as 
it did before. I’m not yet sure what God has in store for 
my life, but I am ready. Ready not only to get baptized, 
but to let His Will be done.

西区一家人 2013 (总第1期)  信心之路13



和粗暴的行为，让我实在地痛心，也感到困惑混乱。

与此同时，我也了解到其他宗教也有好的道德思想，行
为端正的信徒，和听起来非常棒的教导。 

在这种状态的同时，外界也一直考验我对信仰的坚定。
当时这门课上10年级的学生只有我和另外一个女生，所
以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论。她是一个坚定固执的无神论
者，对老师所有的话题都报以大笑，并对我相当明确地
表示她的观点。我也常常和她一起大笑，因为老师陈述
的一些事实，的确很滑稽，当然同时我也确实不知道该
如何评论。

就这样，整个学期我就在小心翼翼地吸取和学习纷繁呈
现的各种各样的信息知识，和内心混乱的状态中度过。 

幸好我和妈妈之间一直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从上小学
开始，我每天都会和她分享一天发生在身边的大大小小
的事情。而当我在困惑中向她寻求肯定时，她总是给予
我坚定和实在的回答，大多数时候让我几乎消除了疑
虑。但是，我仍然希望是自己能从内心对基督的信仰有
确定无疑的肯定。 

在这门课结束以后接下来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而
再再而三不断地思考关于世界里的各种宗教信仰，也常
跟妈妈一起讨论有关基督教和上帝。渐渐地，在我继续
读圣经的过程里，一些问题开始显现答案。我惊奇地发
觉神通过我阅读圣经，在字里行间对我讲话。我也不断
祷告向祂恳求引导，恳求让真理最终能向我显现。 

我不能确切地回想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也许是哪一天
我从学校回来之后？还是某个瞬间？我终于感受到来自
天父上帝的触动。各种疑虑消失了，那位创造的神是我
在天上的父亲，祂有着永恒的神性，祂独生的爱子主耶
稣为这样不配的我，死在十字架上。圣灵在我的里面，
战胜了来自这个世界的理性。神向我显明了祂的道：显
现祂的恩典和爱。最最重要的：祂向我显明了祂自己。 

当我作为这样一个再平凡渺小不过的普通人，来到神的
面前，并且找到祂的时候，我的生活发生了微妙的改
变。现在的我是快乐的，即使在这样繁重压力的高中生
活里，我心里常有平安，有喜乐，有满足。这个物质的
世界不再像从前那样困扰我。

我并不确定神在我前面的人生道路上放置了些什么，但
我已经准备好。不仅仅是准备好受洗，而是准备好：让
我成为祂所要成就的，那样一个人。

感谢主！

王爱爱姐妹出生于美国西弗吉尼亚。2011年9月波士顿
西郊圣经教会(BMWBC)受洗，现在康奈尔大学读书。

当第一次听见唱诗班的歌声，感觉超然的舒心，那声音像是从天而
降，悠扬，纯净，心里的任何烦恼都随之而去。

我十四岁就离家进了专业队下棋。那时侯的生活非常
简单，每天就是从棋室到饭堂到宿舍，除了外出比
赛，过着像似与世隔绝的生活，人生的目标就是打
出好成绩，并且也坚信只要自己努力就一定能达到目
标。可是，慢慢地发现好成绩是无止境的，有时候呢
也不是靠努力就一定能实现目标，达到了目标后呢，
又会有一种莫名的失落。就在我犹豫是否还要继续留
在国家队时，甜蜜的爱情悄然来到，并且把我带到了
美国。

来美之后，因我先生极苍的同学邀请，参加了一次聚
会，因为对“罪”的看法不同，也不能接受有些人对
国内的评论，所以就没有再去参加和教会有关的聚会
了。来波士顿后，因为孩子的缘故，在公园里结识一
帮妈妈，有位基督徒妈妈提起勒星顿（Lexington）
教会要开一堂怎样教育孩子的课程，就这样我到了教
会。当第一次听见唱诗班的歌声，感觉超然的舒心，
那声音像是从天而降，悠扬，纯净，心里的任何烦恼
都随之而去。可是在慕道班讲“罪”的问题时，心情
就不那么好了。人一生下来就是有“罪”的，开始时
真的不容易接受。现在回头看看，其实很多问题无法
解决,还是心态问题，换个角度去想就容易明白了。

十五年前，我是在李明哲长老做家访时决志信主的。
在这之前，我曾因一手术引起大出血，在地上躺着等
候救护车时，我不由得求上帝救我，“我的俩个孩子
还小，求神救我！”在我快失去知觉时，救护车到

朱
丽
萍

十
五
年
不
离
不
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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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所以在听到可以白白得到永生这个礼物时,我就决
志信主。我原本特别怕死，在我9岁那年，亲眼目睹了
我伯伯的尸体被推进熊熊烈火，心里常常不安。信主以
后，知道死后还有可去的更好的地方，心就平静多了。
很感谢李长老在那时候给我带来福音。虽然后来很长一
段时间没去教会，但是神一直保守我们家。在我们搬到
艾克顿后第一天，台胜一家就来看我们,并给我们带来
很多生活信息,又把我带到了教会，还帮我们送女儿去
波士顿整整一年,令我非常地感动。我们又和桂林做了
邻居，这么多年来无论在灵命上还是生活中桂林都非常
关心我，又把我带到了姐妹查经班，让我感受到了在神
家里面的温暖。君美每星期上我家带我一起读经，尽管
她非常的忙，还是坚持不断。感谢主把她带到我身边。
我们查的罗马书，让我对罪,因信称义，神的救赎有了

更多的了解，感受到了与神沟通的美好。谢谢李师母和
君美的鼓励，让我能跨出受洗这一步。“岂不知我们这
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祂的死么？所以籍
着洗礼归入死，和祂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
新生的样式,像基督籍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罗马书 6:3,4）

感谢主这么多年的不离不弃。“我的心哪，你曾对耶和
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诗16:2)

朱丽萍姐妹出生于江苏常熟。2013年5月在波士顿西郊圣经
教会(BMWBC)受洗，现在恩慈团契。

每当妹妹来电哭着告知新的坏消息，我真的十分难过和伤心，可又
不能为国内的家人做任何事，那种揪心的焦虑和无助让我很绝望。
那时我才真正体会到人是多么的渺小、软弱和有限，真心希望有一
位大能的神来帮我分担心中的愁苦和重担。那时我心里唯一的指望
就是基督耶稣，我们的神。

在人不能，在你凡事都能
唐燕华

从认识主，决志信主，到受洗成为基督徒，我走过了一
条很长的路。回想起来，每一步都有神的引领，祂从没
有放弃我。为此，我要感谢赞美神！

我出生成长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中国大陆。那时的我们
所受的教育是“从来就没有神仙皇帝，一切都靠我们自
己”。在生物进化论和无神论的灌输下，所有的宗教信
仰都成了封建迷信和精神鸦片。记得小时候学校对面是
一所耶稣堂，偶尔走过看到有人做礼拜，好奇的我站在
门口向里看，满教堂都是人，但大多都是老头老太，而
且很多都是从乡下来的缠小脚没文化的老太太。那时年
幼无知的我对他们充满了同情和悲悯：愚昧加无知才会
蒙受这种骗！到了大学，那时的中国大陆已改革开放，
上海很多教堂已开启使用，但并不对所有公众开放，徐
家汇大教堂的圣诞夜崇拜的门票连一票都难求。那时候
在年轻人中认为偶尔去一次教堂是一件挺神秘挺时髦的
事情。 我的一个室友在那时成了基督徒，当他们诗班

排练时，有时她会带我去观摩。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聆
听赞美诗，心里莫名的喜欢和感动，也因此对教堂对教
会有了些好感。但那时我和神的关系还是如同两根平行
线，没有沟通，形同陌路。

1995年求学来到了美国。看到学校的牧师贴出广告给学
生免费上英文课，我报着试试看的心态找上门去。和蔼
可亲的牧师在一番寒暄之后给我选择：他可以用一般的
教材给我上英文课，也可以用圣经，问我要选哪一个？
心里犹豫：想选一般教材，可又怕牧师不高兴，所以
就说圣经。牧师尽管还在和我确认”Are you sure?”，
但已是满脸欢喜。这就是我的Bible study 和认识神的开
始。那时还有一个叫Betty的中国老太太和她的先生，
每周也赶来和我们一起查经，平时也经常打电话问寒问
暖。牧师和Betty夫妇的关心和帮助让我对基督徒有了
好感，对基督教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既然这个宗教教
人向善，信教也不是件坏事。只是那时的我还没有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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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神，对于罪和得救还有很多的疑问。一段时间
后，Betty 夫妇要去位于新疆和俄国之间的一个少
数民族聚集地宣教。看着他们坚定的神情，敬佩之
余我也很疑惑和担心：这么大的年纪，放弃美国稳
定的生活，去那种生活艰苦，充满风险的地方，他
们到底图什么呢？他们的宣教行动确实给了我很大
的震动和更多的思考。

在上学期间，我也有机会参加了很多教会组织的活
动，并在各种活动中感受到神的大爱和大能。如在
Florida的福音布道会，Go West trip, 还有1997 在加
州San　Diego 举行的China ‘97-Chinese Christian 
Conference。这个会议规模及其盛大，可能有近上
万的基督徒和慕道友参加，除了有大会，还有非常
多的workshops，整个大会组织得井井有条，毫无
瑕疵。尽管每天我还是凭着自己的血性和无知和人
争论到嗓子嘶哑来否认神的存在，但所有的人包括
我在内又不得不承认，这么规模巨大又完美无缺的
会议若没有神相助，光靠人的力量是怎么也做不到
的！之后的我已慢慢不再那么抗拒神，但还是没有
接受祂作为我生命的救主。

那时候的周末我还会去牛顿中文学校教中文，在那
里我结识了两位良师益友-王瑞云老师和姚洁莹老
师。他们除了在生活中给我提供了无数的帮助，也
在他们的生命中活出了基督徒的样式。是洁莹第一
次带我去的Lexington教会。

结婚后我和先生一起去教会，然后慢慢地每周参加
了在Malden的查经班，也完成了慕道班，机要信仰
班的学习，并参加了蔡景辉牧师的受洗班。当时我
已决志信主，也希望自己能和我这些基督徒朋友们
一样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只是由于女儿的出生没有
上完受洗班的最后三堂课而没能受洗。

这一拖就拖了十年。尽管还是有时去教会，但已没
有了一鼓作气的劲头，年幼的女儿，加上儿子的出
生，业余时间每个星期天在中文学校任教，都让我
有足够的借口不能每个星期天去教会，受洗的日子
更是遥遥无期。当时我还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只要
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神就会知道。洗不洗只是
一个形式问题。好在搬到Acton后就找到了西区教
会，有机会继续参加周五的查经。更幸运的是组里
的弟兄姊妹个个热心，也有很高的灵命和属灵的负
担。在查经的过程中，解答了很多多年来一直困惑
我的问题，让我对神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于自己的
罪以及十字架上的救赎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真正让我卑谦下来来到主面前祈求宽恕和引领的是
２０１２年年初我家里一系列的变故：父亲被诊断
晚期肺癌；从小带我长大的外婆突然离世；母亲出

车祸被撞成脑外伤；由于国内医疗体系混乱，父亲
治疗过程的一波无数折……尽管我在国内的学医的
同学朋友们都已是专家教授，拍着胸脯保证会给我
父亲最好的治疗；尽管我妹妹生意做得很成功，能
用钱解决的都已不是问题。可是人的诺言、金钱和
能力并不能带给我内心的平安。每当妹妹来电哭着
告知新的坏消息，我真的十分难过和伤心，可又不
能为国内的家人做任何事，那种揪心的焦虑和无助
让我很绝望。那时我才真正体会到人是多么的渺
小、软弱和有限，真心希望有一位大能的神来帮我
分担心中的愁苦和重担。那时我心里唯一的指望就
是基督耶稣，我们的神。尽管那时我并不会祷告，
也不知求什么才是符合神的心意，只是在心里默默
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饶恕了我们的罪过。我知
道在人不能，在你凡事都能。当你关上一扇门时，
必给我们打开一扇窗。请你带领我们全家走过这段
艰难的时刻。每当我祷告之后，内心的焦虑和担心
就会减轻，晚上也可以安然入睡了。当叔云问我需
不需要把我家的情况在祷告会上和大家分享，我连
忙说要。我也把教会弟兄姐妹，长老师母的关心和
祷告一一告诉我家人，也希望他们也能感受到来自
神的爱。现在我父亲身体恢复的情况远远好过我们
所有人所期望的。为此我要感谢神，是天父上帝赐
给了我属天的平安，也是天父上帝把祂认为最好的
安排赐给了我们！

２０１２年２月我们参加夫妻恩爱营的时候正好是
在我最焦头烂额的时候：父亲开完刀，我刚从国内
回来。本来以为赶不上了，可桂林，倚宁极力鼓
励，最后还是参加了。在营会里，我疲倦的身心得
到了放松，同时我更看到了自己在婚姻和家庭生活
中的不足，而不是只看到对方的不是。我的先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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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近了耶稣
彩虹

来美国探亲，有机会随姐姐来到了波士顿西郊教会，
多次聆听了牧师的传讲福音，及各位弟兄姐妹的见证
交流，使我由对神不了解，到对神的半知半信，再到
最后和先生一起决志信主。这个过程虽然不是很长，
仅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但对一个无神论者，内心的变
化却是坚定不移的，这股力量是自己都说不清楚的，
那我们只能认为是神的力量了。

对神的不信，其原因是自己从没有系统的听任何人讲
过圣经，对圣经的内容也不了解，只知道耶稣是上
帝，上帝是哪来的，是真是假恍惚不清。在走进教
会、听传福音的同时，我也翻开了圣经。说也奇怪，
过去拿起圣经看那些密密喳喳的字迹，看几眼就不想
看了，一是没有耐心看下去，二是也看不懂，总之就
是不愿意看。当决志信主后，打心眼里爱上了圣经，
不仅有耐心看下去了，而且被其中的每章每节所吸
引，被神的大能所感召，尽管有些语句看起来不是十
分通俗易懂，但经过教会查经班的学习讲解，回过头
再看都能心领神会了，从而增加了对神的认识，增强
了信主的决心。

特别是我们决志信主后，被奉为上帝的儿女，我感觉
这是人世间至高无上的待遇，做上帝的儿女是何等的

有很多的收获和改变。以前的很多抱怨消除了，我们两
人的心贴得更近了。我们也愿意按着圣经来经营我们的
婚姻和家庭，来教导我们的孩子。为此我也要感谢神！

我还要感谢神，我的先生在最后一刻愿意和我一起受洗

成为基督徒。希望我们能在耶稣基督里成为神所喜悦的
新造的人！

唐燕华姐妹出生于上海。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在波士顿西郊圣
经教会（ＢＭＷＢＣ)受洗，现在恩慈团契。

福分啊。听从上帝的吩咐、信奉上帝的旨意，就能与上
帝同在，就会得到永生，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又是多么
的神圣啊，这让我们有一万个理由去坚信神，跟随神。
祂就是我们今生今世的救主。  

来到了美国我们游览了许多美好的地方，看到了一个自
由社会里人们之间的相容与和谐，这些都是我们自身的
一些感受，最让我们值得庆幸的是来到美国，教会带我
们走进了耶稣，让我们认识了上帝，并与上帝建立了父
子关系，上帝让我们变成一个新造的人，这可以说是我
们来美国最大的收获。

今后，我们在基督里，要始终仰望着天父的爱，享受着
喜乐和平安，不断用慈父的爱洗刷我们内心的罪，坚信
只有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真神，只有耶稣基督的爱是唯一
的大爱，这种爱会今生今世，直到永永远远！     

彩虹姐妹于2009和2011年两次来美探亲。期间姐姐带她来到
了波士顿西郊圣经教会，同时也参加和聆听很多慕道会。她
于2013年3月30日冯秉诚牧师布道会后决志信主。

今后，我们在基督里，要始终仰望着天父的爱，享受着喜乐
和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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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孝观念和信主
高惠琴

如果我们能接受父母告诉我们的，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主-- 
这个世界的创造者，告诉我们的？在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过程
中，我们接受了很多我们自己没有见到的事实。我们能够接
受是因为我们相信。为什么我们不能相信天父，接受主创造
我们的这个事实呢？

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
尽管我对共产主义没有太坚信，但我仍然自称是无
神论者。

从上高中到来美国的最初15年里，我从不同角度接
触过基督徒，也读了旧约的很多章节。我觉得圣经
讲的很好，基督徒们的人品也很好。可是我无论如
何也不能理解圣经讲的创世记，我不能证明主创
造了世界，也不能理解主怎么创造了世界。我是学
理工的，养成了证明的习惯。基督徒们对我说，你
不能证明主创造了世界，这是事实，你应该相信这
个事实。可是我没有办法相信一个没有人见过的事
实。

2004搬家到艾克顿后，通过高伟和向京介绍，有机
会参加他们的周五小排活动，学习圣经。在分享
时，我很受启发，感到很多基督徒的思维方式和我
的思维方式很接近。我体会最深的一点就是: 我们
看问题，理解圣经应该从主的角度，而不是从人的
角度。

经过几次周五小排活动，我开始读圣经。当我再读
创世记时，我感到有一个声音对我说，你应该相信
主，而不是证明主创造了世界，你不能证明主创造
了世界，就好像人不能证明谁是自己的父母一样。
我当时很受震憾，静静地思考每个人认识自己的父
母的过程。

忠孝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孝是指对父母的。对
父母尽孝是每个人一生的一个重大责任。对这样一
个重大的责任，我们没有人问谁是自己的父母，没
有人想要证明自己的父母确实是自己的父母。为什

么没有人问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们从小的时候就把
和父母的关系作为一个事实接受下来了。然而这个
事实并不是我们亲眼见到的，是别人包括父母本人
见到的。我们为什么能接受这个事实呢? 是因为我
们相信父母告诉我们的话。

如果我们能接受父母告诉我们的，为什么我们不能
接受主 -- 这个世界的创造者，告诉我们的？在我
们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我们接受了很多我们自己
没有见到的事实。我们能够接受是因为我们相信。
为什么我们不能相信天父，接受主创造我们的这个
事实呢？

想明白了这个问题后，再读圣经，我觉得就完全不
一样了。２０１１年10月，倚宁到我家做家访时，
我决志信主。

高惠琴姐妹出生于天津。2012年5月在波士顿西郊圣经教
会(BMWBC)受洗，现在良善团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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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目看田 

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
熟了，可以收割了。

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
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

(约翰福音 4:35-36)

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
意的兴旺福音。

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必成
全这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腓立比书 1:5-6)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
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
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马太福音 
28:18-20)

举目看田的教会
王建国

2006年10月1日，波士顿郊区华人圣经教会西区分堂
正式成立。二百多位基督徒和慕道友在博思宝路镇
（Boxborough）的Holiday Inn参加了崇拜，一齐敬拜我
们的主，高声赞美荣耀的神：

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
清晨我众歌声，穿云上达至尊；
圣哉，圣哉，圣哉，慈悲与全能，
荣耀与赞美，归三一真神。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几年来我们从家庭式的查经班发
展到建立有上百人聚会、以圣经为本、传扬福音的教
会，一路蒙受神的恩典、祝福。在植堂和建新堂过程
中，我们西区同工同心合一的祷告，寻求神的领引，
虽然遇到过不少困难和挑战，但是神丰富的预备和供
应让我们始终没有缺乏，正如诗篇所说“耶和华是我
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我们深信神的信实是我们
的确据。

一、植堂异象

九十年代末，以艾克顿－博思宝路（Acton－Boxbor-
ough）为中心的地区，华裔居民的人数不断增加。以
艾克顿中文学校为例，２００３年建校时，注册的学
生总人数就已达三百多位。西区广阔福音的禾场很明
显地呈现在眼前，越来越多的华人开始向往福音、思
想真理。当地的几间美国教会曾与我们的查经班配
合，接触当地的华人，向他们传福音。

我们查经班从９８年开始，人数增长很快，原先家庭
式的查经聚会已经不能满足传福音的需要。就拿博思
宝路团契为例，在何明治长老家开始聚会时，只有几
个家庭的基督徒和慕道友来参加。到2002年发展到二
十多个家庭。每次聚会都拥挤不堪，已经没有办法再
扩大了。同样艾克顿团契也面临这样的情况。通过同
工们一齐同心合一的祷告，两个团契于2002年9月合并
为西区团契，当地的Calvary　Baptist Church非常支持
我们，允许我们每周五用他们的场所查经聚会。

神让我们教会的长老牧师们看到了西区福音的需要，
他们在祷告中受到神的启示，领受了神要他们在西区

植堂、传福音的异象。2004年夏天，神差遣他的仆人
李明哲长老亲自来到我们西区，与同工们分享在西区
植堂、传福音的异象。在李明哲长老家里，召开了第
一次西区植堂的动员会议，在会上李长老向同工们提
出了西区植堂“两年三步”的实施计划。第一步为植
堂的异象祷告；第二步为植堂作准备；第三步实现西
区植堂。西区全体同工倍受鼓舞、积极响应。

随后，李长老和何长老开始一家一家地探访同工，以
寻求十家以上愿意委身的核心同工家庭。每周二都在
何明治长老家有祷告会，每两周我们开一次全体同工
会，为植堂异象祷告寻求神的带领和圣灵的感动。

二、团契成长

神的作为是奇妙的，他用我们这些无用的器皿来成就
他的大事。在圣灵的感动下，西区团契的全体同工
们，不辞辛苦地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来吸引慕道友
参加。邀请刘东昆牧师来布道，传讲神的信息和耶稣
的福音。举办各种与家庭和睦、夫妻关系、儿女教
育、基督教信仰有关的专题系列讲座，例如徐理强长
老的“基督徒与精神健康”、陈台胜弟兄的“如何认
识真神”、庄沅华姊妹的“青少年的挑战”、李文机
弟兄的“有异象的家庭”、王忠欣弟兄的“民间宗教
与基督教信仰”、李民举弟兄的“考古与圣经”，以
及韦建名、孙宝慈夫妇的“基督化家庭”等等。

团契每年还组织各种各样的聚会，比如中国新年晚
会、感恩节聚会，吸引许多从来没有来过教会的朋友
们。2007年的新年晚会参加人数超过三百多位。感谢
主！透过感恩分享和见证，让朋友们看到神的荣耀，
透过弟兄姊妹的爱，让朋友享受神的大爱。每年都有
许多弟兄姊妹受感动、重生得救。2002年以来，西区
团契共有近40位弟兄姊妹受洗，感谢主！

另外，团契还组织各类丰富多采的活动，通过各种途
径来接触更多的慕道朋友们，比如每年六月份的庭院
销售、七月份的野外露营、八月份的海边野餐等等。
参加西区团契聚会的人数不断增加。许多在艾克顿中
文学校担任董事和行政管理人员的朋友们，成为西区
团契的骨干同工，像刘相海、刘阳、左国英、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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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感谢主！

随着团契里儿童人数的增长，原来的活动场所己经显
得不够大。2004年9月我们搬到另一间更宽敞的美国教
会Faith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聚会。团契派出一些
同工接受AWANA的培训。虽然人手不够，经验不足，
但同工们凭信心仰望主，于2005年9月开始了每周五的
儿童AWANA。神让我们经历了他的大能，凡神所喜
悦的他必成就。蒙神的恩典，两年多来，在杨军、刘
阳、吕晞等负责儿童事工的同工们的辛勤付出下，西
区儿童AWANA越办越好。２００６年１０月注册的小
学员已超过60位。孩子们可喜欢了，每到星期五都催
促着要来。有些家长们也因为孩子的缘故来参加团契
聚会、查经。每次周五团契聚会的总人数可达一二百
人。我们特别为西区儿童AWANA事工付出辛劳的全体
老师们，向神献上感谢。

三、策划筹备

自从李明哲长老与西区同工分享植堂异象后，团契每
周都在何明治长老家为西区植堂祷告。不断地寻求神
的带领，不断寻求圣灵的感动。参加祷告会的家庭从
刚开始的几家到后来十多家。在祷告的支持下，2005
年年底李长老和同工们开始具体的策划各项植堂的准
备工作，成立了西区三个植堂筹备小组，由李长老总
负责。

 选择场地组──由孙宝慈、杨敏慧负责，寻找崇拜的
场地。495公路和111公路交界的博思宝路镇，地处附
近三个华人教会(波士顿郊区华人圣经教会、罗维尔华
人圣经教会、麻州福音堂)的中心，是最理想的主日聚
会场所。感谢主！经过选择和筛选，最后选择的聚会
场所是博思宝路镇的Holiday Inn。

 调查统计组──由焦振熙、刘相海负责，调查附近镇
市华人居民的居住人口及分布情况。他们花了许多时
间和精力，把周围几十个镇市的华人居民的地址数据
收集起来，列出表格进行统计。并一家家寄发单张，
向他们介绍西区团契和西区分堂。通过这个方式把福
音带给他们、把耶稣介绍给他们，并邀请他们来参加
团契聚会和主日聚会。

 节目活动组──由王建国、徐巍然负责，组织各类活
动。如儿童AWANA、布道会、系列专题讲座、关爱互
助小组、新春联欢聚会、感恩见证分享、跟进探访等
等。吸引了许多慕道朋友参加，通过这些活动让他们
有机会了解福音，认识耶稣、体验神的大爱，他们中
有不少决志信了主。

2006年春天，在神的带领下、在李明哲长老的亲自策
划推动下，团契的同工按六个事工分组，形成了教会
所需要具备的基本结构框架：

    主日崇拜：徐巍然、周立
    后勤服务：焦振熙
    灵命塑造：孙宝慈、朱艳文
    团契关怀：王建国
    宣教布道：刘相海
    会计财务： 叶 楠

2006年夏天，在李明哲长老的家里召开了西区团契同
工扩大会，会上决定，自2006年10月1日起正式在博思
宝路镇的Holiday　Inn，开始西区分堂的主日崇拜。每
星期五晚上开设主日学，第一学期先开设慕道班、受
洗班、新约概论三个班，查经分福音查经与造就查经
两组。第二学期增设了初信造就班、旧约概论和诗歌
敬拜等课程。

四、神的预备

西区团契最大的特点是基督徒少，慕道朋友比例相当
高，除了何明治、薛悦悦，韦建名、孙宝慈，焦振
熙、彭素珠、童宜渝、施瑜珍等少数几家基督徒，其
余的基本上都是刚刚信主受洗不久的基督徒。他们在
属灵生命上还很幼稚、不成熟。这给我们的事奉带来
很大的挑战。对于这些年轻的基督徒，本身还需要属
灵喂养，却要担负带查经、教主日学的重任，实在是
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他们有传福音的热情，但
缺乏属灵的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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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们还总有这样那样的担心，比如没有足够的同工
来教主日学、带查经，牧师有没有着落，牧师什么时
候能来，谁来讲道，谁来带领主日敬拜等。李明哲长
老总是鼓励同工，让我们在神面前祷告、仰望神，相
信全能的神一定会给我们预备、为我们开路。李秀全
牧师还亲自来到西区，和同工分享西区植堂的意义和
面临的挑战，解决了同工们在追求真理、属灵生命中
的一些困惑。

我们的神真的垂听了我们的祷告，感动并差派许多弟
兄姊妹来帮助西区的事工。潘儒达牧师、胡中义弟
兄、何小玲姊妹、杨亚刚弟兄、蔡慧瑾弟兄、以及
Heath和 Ingrid Guay夫妇等受圣灵感动，来西区帮助带
查经、教主日学、带领成人团契和青少年聚会、训练
装备西区的同工。记得2006年9月份，教会为西区植
堂差遣同工的祷告中，许多弟兄姊妹受神的呼召纷纷
站起立，加入西区事奉的行列。像卢宗孟、陈绮丽、
张世玨、夏宗蓓、修勇、程蓉、谢峰、王倚宁、巫东
灵、王桂林、赵强林、梁建梅、肖得胜、张晓慧、李
海浪、李淳、陈永刚、于力欣、于丰等弟兄姊妹。另
外还有多位从罗维尔教会、华人福音堂加入西区植堂
事奉行列的同工，像叶能、林文渊、卢悦、吕晞、
苏玉娥等等。感谢主！这也说明西区植堂的异象是正
确的，是出自神的，他必会为西区植堂的各项事工预
备。

两年多来，西区团契的同工一直切切地为西区分堂的

牧师人选向神祷告，求神亲自预备。感谢主，神垂听
我们了的祷告。2006年8月，我们教会母会的长老团
会议讨论决定，派遣中文部的蔡景辉牧师来西区牧养
西区分堂，培训同工的灵命成长，供应主日讲台的需
要。我们实在是感谢主，因为我们的祷告没有落空。
主啊！你的信实何其广大。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由衷地向我们的神感恩，向支援
西区事工的弟兄姐妹感谢。感谢神让我们在植堂的事
工上有信心：是神在掌管我们的一切。只要是神的旨
意，不管外在环境如何，我们都可以刚强壮胆向着标
竿直奔。

五、分堂成立

西区分堂于2006年10月1日从母会独立出来后，更名为
波士顿西郊圣经教会(BMWBC)。教会的宗旨是培训门
徒，传扬福音。在神的恩典中，在弟兄姊妹同心合一
的努力，在教会母堂的帮助扶持下，在蔡牧师和李长
老的带领下，慢慢在各个方面成熟起来。从无到有，
我们充满感恩。特别是在蔡师母黎巧庄的推动下，在
Heath 和 Ingrid Guay基督徒夫妇的大力帮助下，我们西
区成立了青少年团契。

在蔡景辉牧师的策划主持下，2006年12月底西区分堂
选出了执行同工会。教牧执事成员有：李明哲长老、
蔡景辉牧师、王建国(主席)、徐巍然(书记)、刘相海、
焦振熙、杨军、孙宝慈、朱艳文。旨在全面推动西区
分堂的各项事工。具体分为五大事工：崇拜、灵命塑
造、团契关怀、宣教布道、青少年和儿童。西区同工
正继续同心合一地把各项事工放在祷告中，寻求神的
旨意和带领。分堂成立时，我们每周有三次祷告会，
有蔡景辉牧师、徐巍然弟兄带领的主日和周二祷告
会，有薛悦悦师母、曲峰姊妹带领的周间妇女祷告
会。

“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约翰
福音 4：35)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
稼”　(马太福音 9：38)

我们的教会是举目看田的教会，是祷告上主的教会，
是差遣工人的教会，是广传福音的教会。 

六、进入“迦南美地”

然而，教会从建立伊始，便一直漂泊，没有固定的崇
拜和聚会的场所。或用他人教堂，或租假日旅馆，或
借中小学礼堂。好几次主日崇拜被迫在露天球场的帐
篷里举行。感谢主，在我们寻求和等候三年之后，赐
我们教会一块“迦南美地”-- 位于利多顿镇一处五英
亩的小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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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过约旦河了！”旧约的约书亚和以色列百姓，面
对滔滔河水，凭著信心毫不犹豫，要去领受那应许之
地。如今同工们齐心祷告，顺服上帝的带领。怀着同
样坚定的信念，去开拓和建造神的家园，执事会决定
自己买地建堂。2009年9月，教会买下了利多顿镇511 
Newtown Road那个五英亩的小农场。十月，教会成立
建堂委员会(刘相海、王建国、徐巍然、马东海、谢峰)
和建堂债券发行小组(叶楠、杨军、叶能)；到年底，弟
兄姊妹热心为建堂基金捐献二十五万美元。同时，母
会大力援助我们，慷慨捐助二十五万美元用于购房，
并承诺帮助支付前期的债券利息。2010年5月，教会债
券正式发行，弟兄姊妹踊跃认购，不到两个月，一百
四十万债券全部售出。与此同时，李明哲长老、熊起
玮弟兄、黄江泰弟兄，紧锣密鼓地开始整个教堂建筑
结构设计。

2010年6月6日，举行建堂破土动工仪式。那天，教牧
同工、会众与来宾们集聚在农场的屋前。李明哲长老
手提喇叭一声喊，仿佛那攻击耶利哥城的号角响起，
几十把铁锹争先恐后，插向土中。多年的愿景拉开了
序幕。盖房子要有许可证，很快，卫生局、规划局、
环保局的审查都一一通过了，地下部分的工程，很快
获得施工许可，并且完工。一直到了十月底，结构工
程图完成后，才拿到了建筑许可证。十二月初，钢架
构全部完成；一月初，十字架尖顶，稳稳地坐上了建
筑的最高点。仿佛像攻城的勇士在城墙上竖起了胜利
的旗帜。此时此刻，同工们内心充满了感恩。

期间，工期有点拖延，还经历了数十年不遇的大暴风
雪。皑皑冰雪，覆盖了整个施工现场，像歌利亚那扑
向以色列人的庞大身躯，要把一切都压在身下。刚刚
挺起脊梁的新堂，背上了两叁尺厚的雪，显得不堪重
负。屋顶的积雪如冰川一般缓缓而下，划伤了外墙，
压垮了大门口漂亮的遮棚。弟兄姊妹们毫不气馁。当
年大卫前有宿敌，后有追兵，依然坚强挺立，靠的是
对神的信心。困难，是神对我们的试炼，有神的带
领，必能克服。同工们连日奋战，缓解了冰雪的直接
威胁。而且发现了几处施工的错误，及时修正。事
后，同工们回想，工期拖延，一场大风雪，到底是祸
还是福？没有大雪的考验，隐患不会暴露，将来要受
苦。如果工期不拖，返工解决错误，教会要负担额外
的开销。这时，大家不禁由衷地感激神的美意，感叹
他的奇妙作为。“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
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
然儆醒。”（诗篇127：1）建堂，是一个信心操练的
过程。

2011年春天，建堂进入内部装修阶段。为了节省开
支，弟兄姊妹们充分发挥自己恩赐专长，利用休息时
间自己动手，布置视频音响线、网络线等。为了加快
工程进度，同工们自己装修厕所，近二十个人整整干
了两天。许多弟兄姊妹在IT行业工作，见多识广，敢
于挑大梁，新堂的音响、视频和网络系统，从设计

到采购，从安装到调试，全部自行完成。到了耶稣受
难节前，整个教堂工程全部完成，具备启用条件，然
而由于入住许可迟迟批不下来，在征得营造商的同意
后，获得临时允许使用教堂的权利。4月22日周五受
难节那天，近两百位弟兄姊妹和朋友及家人，聚集在
新堂，在十字架下擘饼,纪念耶稣受难。同工们都很激
动，放声高歌赞美上帝。

2011年7月10日主日，新堂正式启用。为了吸引更多的
基督徒和朋友们，来参加教会活动，教会于9月5日劳
动节周一，举行教会开放日。同工们向社区展示教会
的各项事工，主日崇拜和主日学；周五团契查经，儿
童AWANA和青少年团契；周二姊妹查经与长辈团契；
夫妻恩爱营等等。9月10日周六那天，是个大喜的日
子，西郊圣经教会举行新堂献堂仪式，数百位基督徒
和朋友们欢聚一堂，很多波士顿地区其它华人教会的
牧师长老和弟兄姊妹们慕名前来。当建堂委员会主席
刘相海弟兄，将新堂的钥匙交给执事会主席王建国弟
兄时，台下一片欢呼。接着，由母会和子堂联合诗班
献诗感恩，赞美神的信实与大能。

整个建堂过程，让西区的弟兄姊妹们经历了神的奇妙
与怜悯。首先从选址看，新堂的地理位置，比之前曾
经考虑过的几处地点，更加理想。交通便利，下2号路
出口仅一哩路，与495高速公路只差一个出口。而且与
东面的母堂，北面的罗维尔教会，南面的华人福音堂
几乎是距离相近，填补了三间教会之间的覆盖空缺。
为艾克顿和博思宝路以及周边华人聚集地区的福音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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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供了方便。从资金方面，由于当时的西区分堂
人数并不多，选择利多顿的房地会相对便宜一些，
加上弟兄姊妹们的金钱奉献和认购债卷，以及母会
的慷慨相助，上帝供应了建堂的全部资金。哈利路
亚，感谢赞美主！

七 、 教会的发展 

有了自己的教堂后，同工们在各项事工上更加得心
应手。增设了周二的姊妹查经班和长辈团契；开始
了乒乓球团契；姊妹健身班；充分利用新堂举办各
类活动，比如春秋两季的布道会，赞美见证之夜，
暑期圣经学校，复活节儿童拣彩蛋，新年元宵晚
会，同心杯乒乓球赛等，吸引了许多的人来到教
会，参加团契聚会。每当看到新堂里灯火通明，停
车场停满车时，同工们就会齐声赞美主。多年来，
同工们一直祷告寻求神的旨意，愿神早日物色差遣
一位合心意的全时间牧师来，可以和李长老与李师
母配搭一起牧养教会的群羊。除了主日学和周五查
经，为了传福音的装备，和属灵生命的成长，弟兄
姊妹们从去年开始，自行学习有关门徒训练的课
程，每日读经祷告，灵修亲近神。将神的话，做为
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神要开道路，在旷野无路之处，
虽未看见，他已看顾，他要为我开道路。
他是我引导，领我靠近他怀抱，
爱和力量日日帮助，
他要开道路，他要开道路。
他必在旷野里开道路引领我，
在沙漠里开江河供应我，
天地将要废去，
他的话永远常存，
在今日他要做新事。

感谢主！我们前面的路还很长，还会遇到许多挑
战。让我们信靠我们的神，凡事向神祷告，交托仰
望。神的大事他必成就。

亲爱的主，恳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让西
区这个年轻的教会，成为
荣耀主名的教会，成为传
扬福音的教会。愿所有迷
失的羊，都早日归入你的
名下，阿门！

王 建 国 弟 兄 出 生 于 上 海 。 
2000年8月在波士顿郊区华人
圣经教会(CBCGB)受洗，现
在和平团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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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个人虽然渺小残缺，如同一幅拼图的小碎片，但
神把我们拼在一起，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

    六年一回首：
主恩满满

－记姐妹和长辈团契生活

纪君美

记得六年前的九月十四号，搬进
新家，转天就跌跌撞撞地（因为
这里的路和得州相比很难开）开
车到曲峰家参加姐妹聚会，那时
叫妈妈聚会。看到高萍，宇健，
静林等3-5个妈妈，由悦悦在带
领。第二周曲峰就去工作面试
了。我心里知道主已交给我这个
使命和负担。六年后，从今年六
月开始时，我知道在这个岗位上
的服侍已告一段落。如今姐妹和
长辈团契已分三个组，神又带来
新的姐妹，奈丽，钱鹰，冯丹，
她们每个人都象一团火，把我
们的信心再次挑旺，我们自己的
姐妹也成长起来，一起来担当重
任。长辈组更是兴旺，主把新人
不断加给我们，真有“蓦然回首
那人已在灯火阑姗处”的感慨。
回想一路走来，细数主恩，欢呼
喜乐，愿荣耀感谢归给祂！
    　 
刚开始时我们轮流在各个姐妹家
里聚会，最享受悦悦姐美妙的钢
琴伴奏，聚会后还有简单的午
餐。每个姐妹都是心灵手巧，做
的美食鲜汤，让我们大饱口福。
雨辰的面食，桂林的小菜，宇健
的汤，现在想起来都让人垂涎欲
滴。还记得在白雪覆盖的冬日一
起享用热气腾腾的火锅吗？真是
欢声笑语，主爱满溢。
　
这期间，师母和张风珍阿姨加入进来，小宝贝们也陆
续诞生，谁说不是神的祝福呢。妈妈组也算完成使
命。教会买下来，很多长辈来到教会，于是我们转到
教会聚会，并分成姐妹和长辈两组。悦悦照顾姐妹
们，我和婷英为解姐妹们的后顾之忧轮流看小孩。因
我没有教小小孩的经验，很紧张，又买教材，又准备
诗歌，和手工。好在有婷英。小朋友们很可爱，让我
觉得好开心，每每看到他们一张张稚嫩的笑脸，使我
觉得一切都值得。特别是遇到好天更开心，可以带他
们到外面玩。主知道我们姐妹不够，接车有困难，玉
娥加进来，方晶也来了，我也就不用一上午跑三趟教
会了。我们开始每月聚餐一次。吃多了对建康不利，
哈哈！因为同工少，我们更加同心，互相紧紧依靠，

互相守望，互相帮助。玉娥
每次把手工给我准备好，还
叫来志忠帮我们接送，一直
到现在都如此。愿神纪念他
们的忠心。每想起这些好姐
妹们的忠心，特别是在艰难
中 的 友 谊 ， 都 使 我 泪 流 满
面，感恩不已。
     
虽然长辈们进进出出，来来
去 去 ， 流 动 很 大 ， 但 有 师
母 ， 张 阿 姨 ， 周 伯 伯 等 忠
心 的 仆 人 ， 我 们 的 团 契 仍
然在增长。长辈们也给我们
带来很多的爱和欢乐。他们
总是为我们着想，让我感到
服侍长辈是一个祝福。我跟
他们学到很多保健知识，人
生智慧和对生活的豁达，以
及幽默感。他们总是想着给
我这，给我那，让我感到何
等得宠。和长辈们聚餐最丰
盛，从他们身上，我看到神
那永远付出的爱。我也看到
他们因年龄渐长身体衰退产
生的无奈，以及在他乡异国
生活的诸多不便。他们自诩
为五子登科（瞎子，瘸子，
哑子，聋子，傻子），但我
认为他们很了不起。
   
我和玉娥对老年公寓的长辈

们有负担。无独有偶，童宜瑜已抢先做了起来。她在
老年公寓组织了一系例的音乐福音聚会，我们赶快跟
上去配合她，支持她。她做的风风火火，召集了很多
人，其他教会的姐妹也来帮忙，长辈们很开心，很喜
欢。天欣的钢琴，章芬的越剧都是他们的最爱。加上
见证，诗篇分享，唱诗歌，做手语，我们就把主的名
传出去，也把主爱带到人群中。有些长辈自己也拿起
多年尘封的乐器，弹起圣诗，和我们一同敬拜神！童
宜瑜和师母还带长辈们出游和去度假，多次在家聚餐
款待长辈们，我看到她的爱和热心。
    
神的手在做工，新教堂落成了。田阿姨受洗了，潘伯
伯也受洗了，我们捷足先登搬到新堂来聚会。姐妹们
也多起来。高萍受洗了，她有教导孩子的恩赐，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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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她，玉娥和我就轮流照看孩子。柯阳，方晶，
丽萍，卢柳等姐妹等每周的出席增加了我们接送的人
手。长辈们分成了两组。神在祝福我们，每周二，大
家都很开心。当琴声扬起来，音乐放起来，歌儿唱起
来，我总是充满感动，我知道神的灵在我们当中运
行。每周二我都早早醒来，象上了发条，浑身是劲，
准备吃的，打电话联系接车，带上电脑教具等，有时
车一开出去就感动得流泪，我知道主在加力量给我。
每次接到长辈们，都很开心，一路上谈笑风声，满有
主的同在。我们姐妹和长辈们还为教会献诗。要知
道，在神眼里，我们可都是名星呢！
    
我们又提早聚会的时间，因为要一起做赞美操，30-
45分钟的活动为很多长辈们喜爱，由高萍这个专业老
师带领，别小看它，认真做一遍我满身出汗。志清身
体好起来，为我们每周发邮件。红兵一进来就象大姐
一样照顾姐妹们，她有殷勤待客的恩赐，多次在家里
款待姐妹和长辈们。渐渐地，我感到主在培养新同工
接我的手，我也越来越享受和姐妹们的友谊。有一段
时间，我忙得疏忽了照顾自己的身体，生病了，红兵
和高萍来看望我。我牙不好，大家也为我祷告，我很
感动也很感谢大家。我知道主很疼我（其实神疼爱每
一个人，只是也许我们不知道）。有一次灵修时，圣
灵说，不要再喝茶了，我从此改变了这个习惯。后来
才知道，我严重贫血，而茶中有一种茶鞍碱，是溶铁
的，对我不宜。中医认为茶伤阴，就是这个道理。我
无知，但神无所不知，他用智慧造天，聪明立地。祂
爱我们，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就像张立阿姨说的，我们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虽然我们核心的同工并不多，但是有主坚固磐石做后
盾，靠着祷告和主的恩典，我们还是无往而不胜。大
概估算一下，六年来来过我们聚会的大约有120人以
上，其中在这六年中决志或受洗的超过15人。我们也
许是收割的，也许是撒种的，也许是浇灌的，只有神
知道，但我相信我们所做的决不枉然。很多人可能只

是一段时间在我们当中，但是她们的付出也是宝贵
的，象我上面没有提到的姐妹周霞，郭晓，周晓宁，
鞠敏，周宙玉，李志敏，荣华，崔广琦，宝慈等等，
也谢谢你们，愿神记念你们的付出，神也必回报和赏
赐我们每一位在祂的事工上的摆上。我们每个人虽然
渺小残缺，如同一幅拼图的小碎片，但神把我们拼在
一起，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在此也特别感谢持续热
心参加我们团契的各位长辈们，您们的服侍，祷告和
参与神必记念，愿神大大祝福您们和您们的儿女！
　
我们就象一群南飞的大雁，在前面飞的人自然承担更
多地压力和责任，但大家同心合意，互相支持，彼此
顺服，相互委身和信任，为主做最美好的见证。我们
姐妹和长辈组可以说是老弱病残，然而主的恩典在人
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在主里，靠着圣灵，我们是一群
大能的子民。
　
六年来的服侍使我的生命量度一再被扩张，灵性被提
什。神让我学会了很多功课，我的先生也完成了两年
的ＭＢＡ课程，生命有很大改变。主一直在祝福他，
不断地提职提薪，使我服侍没有后顾之忧。我女儿在
青春期有很多挣扎，有很多问题，象玩电脑，不刷
牙，不吃早饭，不按时睡觉，不爱运动，早恋，和爸
爸关系紧张等。我曾跟主报怨，我这样全心服侍你，
孩子应该很好才是啊，主回答我：只有经过这些挣
扎，你才能帮助别人。我默然无语，不住祷告，默默
仰望等候神！一直到前年感恩节，孩子改变了，开始
知道努力，并早早被她心怡的大学录取，全家人都很
喜乐欢呼。女儿一直很爱主，热心服侍，经过这一切
挣扎，她成熟很多。每每享受亲密的家人关系，我心
里满了感恩，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信靠他的人
真是有福！
　
燕妮和我约稿，祷告后有感动，就写下了这篇见证。
愿神的名得着荣耀。也愿对团契事工有负担的弟兄姊
妹得到激励。看风的不撒种，望云的不收割，神让

我们得时不得时都要竭力去传福音，只要
我们凭信心，敢承担。人有愿做的心，必
蒙悦纳，必蒙祝福！我也有灰心的时候，
但神不断鼓励我，记得有一次，圣灵藉出
埃及记2：17对我说他要象摩西一样，打开
井给祭司的七个女儿有水喝。我知道我们
会有大概七个姐妹，而且主会打开话语让
我们有供应。我又被提起来，接着做神的
工。赞美主！因他信实大能！他的慈爱永
远长存。

纪君美姐妹出生于江苏南京。1999年在纽约哈
德逊华语基督教会受洗，现在信实团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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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ing together as Christians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gives us a chance 
to see that what we have in common in Christ i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e differences 
that come from having grown up in different cultures. It is a wonderful example of 
how God makes his people one people, people from every tribe and language and 
people and nation.  

God Matched Us Up
Catherine Trotter Wison & Kevin Wilson

 

How did two non-Chinese-speaking Christians end up as 
youth counselors in a Chinese-language church?  The short 
answer is that God matched us up, in answer to prayers.  
Some of you  know the story already.  Way back in 2008,  
when BMWBC (then CBCGB Metrowest) was still meeting 
at Faith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n Friday nights,  the BM-
WBC AWANA leaders invited Faith church families to join 
the AWANA program.  For my family, this was a blessing.  
We greatly appreciated the opportunity for our son to make 
friends with other Christian boys as he was the only boy his 
grade at Faith church.   Moreover I had been wondering how 
I could help out at church despite two small children to look 
after. We had little experience with AWANA-age children 
and were unsure how helpful we would be, but we were will-
ing to help where needed and  had previous experience lead-
ing bible studies for college/adults. Then Anna Choi con-
tacted us:  BMWBC was looking for more youth counselors, 
and our availability was an answer to prayer.  It felt like God 
was matching us up.  Thus began a wonderful partnership 
that has continued for five years.

Working together as Christians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back-
grounds gives us a chance to see that what we have in com-
mon in Christ i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e differences that 
come from having grown up in different cultures. It is a won-
derful example of how God makes his people one people, 
people from every tribe and language and people and nation.  
It is a foretaste of heaven.

After this I looked, and behold, a great multitude that no 
one could number, from every nation, from all tribes and 
peoples and languages, standing before the throne and be-
fore the Lamb, clothed in white robes, with palm branches 
in their hands, and crying out with a loud voice, “Salvation 
belongs to our God who sits on the throne, and to the Lamb!”   
(Revelation 7:9-10 ESV)

My passion as a Christian is to help others know the truth.  
Being a youth counselor gives me a chance to attempt to 
acquaint the youth with the Bible’s truth.  My desire is that 

they would know it (seeing for themselves what is in the 
Bible), and understand it, and believe it, and be guided by 
it in their daily lives, developing a closer relationship with 
Jesus Christ.  

Jesus told his disciples:

If you abide in my word, you are truly my disciples, and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 . .  
everyone who practices sin is a slave to sin. . . . if the Son sets 
you free, you will be free indeed.  (John 8:31,34,36 ESV)

We have enjoyed seeing the youth grow and mature over the 
years.  The 6th and 7th  graders of 2008, easily distracted 
from the bible lesson, have become the mature 11th and 12th 
graders who organized the recent Harvest Festival. We are 
continually thankful to God for the partnership in the gospel 
as we try to serve Christ together with you.  We feel that as a 
family we have been very much blessed by this partnership.  
We look forward to continuing to work together for the glory 
of God.

Catherine Trotter Wilson was born in Baytown, Texas and baptized 
in 1974 at Emmanuel Baptist Church in Billings, Montana. Kevin 
Wilson was born in Exeter, California and baptized in 1973 at
Church of God of Exeter. They are currently members of Faith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in Acton, MA, and serve as youth coun-
selor of BMWBC’s LIGHT youth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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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have witnessed God’s guidance these past seven years, and trust that 
He will continue to bless our young people in their walk with Him.

Jehovah Jireh!
Anna Choi

 

Happy 7th Birthday to BMWBC!

Seven years is a rather long time. Over the past seven years, 
I have witnessed God’s amazing grace and guidance to BM-
WBC, from its inception to a church growing not only quanti-
tatively, but most importantly, in wisdom and faith, and being 
a light shining for Jesus in the Greater Metro-west communi-
ties. I have the privilege to serve in the Friday evening youth 
fellowship ministry when it began. I would chronicle God’s 
faithfulness in guiding and bestowing His blessings to our 
young people these past seven years.

2006 – The Friday night youth fellowship started with 6 young 
people (6th to 8th graders) meeting in a ground-floor class-
room at the Faith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in Acton. A couple 
of the youth attended a large youth group at CBCGB previ-
ously, and it certainly was an adjustment for them to be in a 
much smaller group. By God’s grace, Heath and Ingrid Guay 
from CBCGB were willing to serve together. Through Bible 
studies, games, and discussions, everyone in the group started 
to connect in their faith journey and with each other. The youth 
held a bake sale for the church’s building fund at the end of the 
school year. The baked goods were sold out. Praise be to God 
for the great teamwork among the youth!

2007 – About 10 of the new 6th graders (graduated from 
AWANA) joined the group in the fall. Heath and Ingrid were 
expecting their first child and were not able to continue with 
their service. We thanked them for their faithful service in the 
past year. The group moved to the youth room on the 2nd floor 
at Faith. Some of the youth wanted to use their gift of music to 
serve God. A worship team was in place, leading praise time 
every Friday evening. They brought in their guitars, keyboard, 
projector, and laptop each week, and did the set up and clean 
up after each meeting. Praise the Lord for their testimony of 
faithful service!

2008 – Another 10 6th graders joined the youth group in the 
new school year. With more than twenty young people meet-
ing on Fridays, we were praying for counselors. God answered 

prayers in His amazing ways - He called Cathy and Kevin 
Wilson, and Al Rasmus from Faith, and Chung-Pei Chang to 
serve as counselors. With God’s provision, we were now able 
to place the young people in smaller groups according to their 
grades for better discussions and sharing. Our God is Jehovah-
Jireh. He will provide!

2009 – With yet another group of 6th graders joining us from 
AWANA, the Lord has called upon more counselors. Beatrice 
Wei, who coordinated the youth Sunday worship and Sunday 
School, decided to serve on Fridays as well. Johnny Yang and 
Neng Ye also joined as counselors. We thanked Chung-Pei for 
her service in the past year as she felt God’s guidance to serve 
in other ministries. God has been faithful in moving the hearts 
of brothers and sisters to serve as counselors. Our youth also 
participated in the senior and junior high retreats organized by 
CBCGB. Some of them professed their faith after the retreat. 
Many of them also participated in the Friday evening “Passion 
Nights” that were held quarterly at CBCGB to worship and 
meditate on their faith with other young Christians at CBCGB 
and the Chinese Gospel Church of Massachusetts (CGCM) at 
Southborough. We were also blessed to have Yining Wang and 
Guoying Zuo as our parent liaisons. They have been faithfully 
coordinating the monthly birthday celebrations and arranging 
for transportation and activities with the youth parents.

2010 – The group continued to grow spiritually and physically. 
God added more young people in our midst. The youth or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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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zed their first Parents Appreciation Meal, preparing the din-
ner and serving their parents with appreciation and pride. The 
youth prayed for the missionaries supported by BMWBC as 
coordinated by Johnny. Our youth had also officially named the 
group as L.I.G.H.T. (Let Inspiration Gather Hearts Together).

2011 – Praise be to God that the church moved to the new build-
ing in Littleton. The youth had their own youth room for wor-
ship, and another two classrooms for small groups. The average 
weekly attendance on Friday nights was over 30.  They orga-
nized the Parents Appreciation Lunch on Mother’s Day. We cel-
ebrated the graduation of our first class of high school seniors 
- they were the initial members of the youth group in 2006! It 
was also wonderful to hear that our young people continued to 
grow in their faith in the Lord in college. 

2012 – As the group continued to grow, the Lord called on new 
counselors to care and guide our young people. George Lu 
joined as a new counselor. A Parents Appreciation Breakfast 

was organized and served by the youth. We also celebrated the 
graduation of our second class of high school seniors. For the 
first time, L.I.G.H.T. hosted the Passion Night, with more than 
100 young people from CBCGB, CGCM, and CBCGL attend-
ed. The seniors trained the younger youth in leading worship 
during the year to prepare them as leaders in the new school 
year and beyond. We thanked the Lord for their faithful service!  

2013 – The average weekly attendance has reached 30-40. We 
are praying for more counselors to care and guide these young 
people in their faith journey. 

We have witnessed God’s guidance these past seven years, and 
trust that He will continue to bless our young people in their 
walk with Him. To God be the glory!! 

Anna Choi was born in Hong Kong.  She was baptized in Rochester, 
NY in 1979. She serves in the Youth L.I.G.H.T.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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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NA的意思是“Approved Workmen Are Not 
Ashamed”， 中文为“作无愧的工人”。(提后 2: 15)

西区儿童AWANA事工简介
左国英

AWANA事工是1950年在芝加哥正式成立的，它
是一个国际性、非宗派性、以圣经为基础、以
教会为中心，提供孩童每周活动计划的儿童事
工。AWANA的意思是“Approved Workmen Are 
Not Ashamed”， 中文为“作无愧的工人”（提
后 2：15）。至今，有一百多个国家的教会开办
AWANA，每周有超过两百万儿童参加AWANA营
队活动。

AWANA每次聚会时间大约1个半到两个小时，
活动安排有升旗仪式、游戏时间、手册时间和信
息时间。它的游戏精彩又独特，几乎是每个孩子
们的最爱，又因为游戏是以团队记分决胜，使孩
子们的团队精神在游玩中得以培养。手册时间着
重背诵圣经、解释经文，并教导儿童在日常生活
中应用圣经真理。信息时间则是传讲福音信息
或圣经故事。另有孩子们翘首以待的AWANA商
店。AWANA商店每两个月开业一次，孩子们可以
用他们积攒的AWANA货币选购他们喜爱的玩具或
礼品。AWANA要求所有事工的老师和学员们聚
会时间都穿着制服，其目的是为了培养良好的纪
律，加强归属感和集体荣誉感。

西区教会在2004年9月租借到Faith　Evangelical 
Free Church，不久就开始筹办儿童AWANA并派
出一些同工接受AWANA的培训，2005年9月西区
儿童AWANA事工正式推出，开设了三个班：(1)
三到四岁的小熊营（Cubbies）；(2)幼儿园大班
至小学二年级的火花营（Sparks）；（3）小学
一至三年级的见习真理奇兵营（T&T）。蒙神的
恩典，在历届儿童同工们的辛勤付出下，西区儿
童AWANA越办越好。注册的小学员早已超过60
位。两年前新堂落成，我们有了自己的宽敞的聚
会场地，AWANA事工得以进一步拓展。从去年
开始，AWANA事工增添了儿童秋收游园会（Fall 
Harvest Festival）。游园会在10月下旬的一个星
期五晚上举行，向附近社区开放，让从未来过教

会的家庭走进教堂，接触了解教会的青少年活
动。游园会活动包括多种孩子们喜爱的游戏、棉
花糖、冰淇淋，还有小奖品，深受家长和孩子们
的欢迎。在春季我们恢复了AWANA自制小车比
赛。比赛要求AWANA小学员在父母的帮助下，用
AWANA提供的一块松木，4个塑料轮子和4个钉
子，做一辆小车参加比赛，比赛奖项设有最快速
度奖和最美外形奖。这是一个很好的加强亲子关
系的活动，因为大家对赛事的重视，各位家长都
竭力拿出看家本事。比赛时，孩子们可激动了，
围在赛道旁观看，挤在终点兴奋地等待赛车成
绩，车赛成了AWANA一年一度的盛事。秋天的游
园会和春天的大型车赛将成为我们西区AWANA的
两个重要传统节目。

感谢神丰富的供应，每年为我们预备大约30位同
工参与AWANA事工。为了让在儿童事工的同工们
有时间回到自己的团契查经，过团契生活，我们
一般是这样安排： 2位指挥官，10位游戏领队，每
个班4到6位老师。两位老师一组，每班有2或3个
组，按月或周轮流事工，游戏领队也是如此。所
以如果你还没有参加AWANA事工又有这方面的负
担，千万不用担心会错过太多团契生活。

我是两年前开始参与AWANA事工的，先是在
Sparks帮忙，今年和谷洪一起做指挥官（Com-
mander）。我特别感谢教会让我有这样一个服事
神的机会。感谢神让我在AWANA事工里和同工们
彼此扶持，互相建造；感谢神让我在儿童事工里
享受孩子们带来的欢乐。更感谢神的一路祝福和
带领，让我们一起在主里成长，一同经历他的慈
爱和恩典。

左国英姐妹出生于广西梧州。2006年8月在波士顿郊区
华人圣经教会（CBCGB）受洗，现在良善团契。

30西区一家人 2013 (总第1期)  举目看田



西区一家人 2013 (总第1期)  举目看田31



愿神借着儿童主日事工，让孩子们在教会得到身、心、灵全面的
发展，认识这位宇宙的主宰，慈爱公义的独一的真神,了解耶稣
基督的救恩，牢记神的话语，明白神的心意，一生行在神的旨意
中，走主的道路,　作主的门徒，到老也不偏离。

西区儿童主日事工回顾
李薇

2006年10月西区教会开始主日崇拜，儿童主日学校
也随之成立。学校成立首先面临的是师资短缺的
挑战。当时，几乎所有的同工都已参与了教会事
奉，而且许多同工还参与了多项事工。弟兄姊妹
们凭着信心借着祷告将主日学校的各项需要带到神
的面前。感谢神，在神的感动带领下，许多周五
AWANA的老师们甘心乐意的为主更多地摆上自己
的时间和精力，加入了儿童主日学的服事的行列。
将主的爱，主的话传递给主所交托给我们的孩子
们。

当时学校面临另一个挑战是教室设施。教会成立初
期，因主日聚会的地点常常变动，主日学校没有固
定的教室。有时在假日旅馆的会议室，有时借租学
校的食堂或走廊。老师们需要随身携带教学设备，
条件比较艰苦。那时学校基本上按照各年龄段儿童
的人数分班选地方上课。教学主要以主日学教材为
主，还有彭素珠、苏玉娥等姊妹为孩子们精心准备
的各种手工课。后来教会搬到Gates小学聚会后，条
件相对有所改善。不论条件如何，我们都能感到主
的丰盛的供应和同在，老师们也都尽心尽力地服事
主。

邴丹阳姊妹开始负责儿童主日事工后，她认识到儿
童主日学校增加儿童主日崇拜的必要。在和同工们
一起祷告，并到母会及Grace Chapel等教会学习观
摩一段时间后，儿童主日崇拜小组成立了。我们邀
请了母会高安蒂姊妹来西区给儿童崇拜的同工们进
行培训指导。经过一段时间的预备，2009年教会在
Gates小学开始了儿童主日崇拜。

2011年神赐给教会一块迦南美地。李长老对儿童主
日学教室进行精心安排设计。教会为儿童主日学教
室配置了很好的设备。新堂落成后，弟兄姊妹花大
量的时间和经历布置装饰儿童教室和儿童崇拜厅。
儿童主日学校终于有了一个完美温馨的家!  新建的
Playground和球场，为儿童的课间室外活动提供了
理想的场所。每个主日，当看到孩子们兴高采烈地
来到教室上课，唱诗敬拜神时，同工们都会情不止
禁感谢赞美主。

目前儿童主日学校的设置有：

1.  儿童主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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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婴儿班(3岁以下)
  •  学前班(3岁－5岁)
  • 幼儿园 - 1年级班
  •  2年级 - 3年级班
  •  4年级 - 5年级班

2.   儿童崇拜

  • 幼儿园 -五年级

3.   日程安排

  •  10:00am-11:15am 主日学课
  •  11:15am-11:15am 点心
  •  11:30am-11:45am 室外活动
  •  11:45am-12:30pm 主日崇拜

儿童主日学校有了自己的家，让同工们在侍奉时更
加得心应手，有更好的条件成长完善。去年我们对
所有参与儿童事工的同工进行CORI即是通过刑事
罪行记录信息核查。制定了儿童行为准则（Chil-
dren’s Code of Conduct）、课堂纪律(Classroom 
Rules)。鼓励家长配合教会，督促孩子学习敬畏上
帝、尊敬老师、彼此相爱。在教学上，根据几年来
的经验为不同年龄的孩子，选用不同出版社的主日
学教材。在形式上也很丰富多彩，通过故事、诗
歌、手工、短剧、录像、游戏、祷告、敬拜，让孩
子在教会学习神的话语和圣经道理。学校还组织一
些特别的活动，吸引更多的孩子来教会，参加儿童
主日学校。比如，复活节的Egg Hunting、圣诞节烛
光晚会儿童献诗等。还有孩子们在母亲节和父亲节
的特别节目。另一方面，学校也定期对主日学老师
和同工进行培训。2012年我们特别邀请张自达和吴

杨梅珠姊妹来教会举办专题讲座，现场指导，在儿
童事工的五个方面对老师和同工进行全方位培训。 
目前儿童主日学校有35位老师，67位儿童。

箴言书22:6教导我们：“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
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愿神借着儿童主日事
工，让孩子们在教会得到身、心、灵全面的发展，
认识这位宇宙的主宰，慈爱公义的独一的真神,了解
耶稣基督的救恩，牢记神的话语，明白神的心意，
一生行在神的旨意中，走主的道路,作主的门徒，到
老也不偏离。愿神赐福他的儿女，赐福他的教会！
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李薇姐妹出生于北京。2000年8月在波士顿郊区华人圣经
教会（CBCGB）受洗，现在和平团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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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梭，七年如已过的昨日。诗班献的第一首歌“是爱”的旋律依旧回
响在耳边：“爱, 使天蓝, 爱, 使草绿, 神的爱使太阳温暖，月亮放光...”

敬拜团感恩回顾
林朝阳

《爱篇》约稿时恰逢灿烂金秋，望着那满山遍野绵绵
无尽的秋色，回顾敬拜团七年来的成长，我的心中充
满了感恩与赞美。主手所造奇妙大工，遍满了宇宙
中。日月星辰，树木花草，苍天碧海，无不述说着主
祢的荣耀！敬拜赞美是众多事奉中最甜美的事奉。诗
篇150篇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祂，
在祂显能力的穹苍赞美祂。要因祂大能的作为赞美
祂，按着祂极美的大德赞美祂。要用角声赞美祂，鼓
瑟弹琴赞美祂。击鼓跳舞赞美祂，用丝弦的乐器和箫
的声音赞美祂。用大响的钹赞美祂，用高声的钹赞美
祂。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
华。”

我们为西区教会成立以来神丰富的供应，献上感恩与
赞美。感谢主赐下多位音乐上有恩赐的弟兄姐妹多年
来一步步地带领我们敬拜团的弟兄姐妹学习一首首诗
歌, 鼓瑟弹琴向主高歌。在主祢的圣所敬拜赞美祢。享
受主爱之甘甜，弟兄姐妹和睦同居之美好。感谢主让
我们能在爱里彼此相连，分享喜乐，分担忧愁。感谢
主赐给敬拜团弟兄姐妹这么美好的服事机会。感谢弟
兄姐妹家人的支持。

自2006年10月1日西区的第一次主日敬拜至今，不知不

觉已经七年多了，崇拜地点从开始租在Boxborough Holiday 
Inn 的金色会议厅，到 Harvard High　School 的大礼堂, 再到 
Gates Elementary School 的大厅。经历数次搬迁之后，终于
有了西区自己的新堂。岁月如梭，七年如已过的昨日。诗
班献的第一首歌“是爱”的旋律依旧回响在耳边：“爱, 使
天蓝, 爱, 使草绿, 神的爱使太阳温暖，月亮放光...”

这些天抽空，我翻出了以前的邮件，相片等，整理出几张
敬拜团各个时期的相片，以及这两年敬拜团参与组织的传
福音布道会，圣诞烛光晚会，元宵晚会，仲夏赞美见证之
夜，秋季圣乐欣赏的宣传图片与大家分享。

感谢赞美主！ 我们在主爱中都成长了许多。 建国，谢峰，
广宇等组建了西区角石乐队，有司琴兼鼓手建国，吉他手
谢峰，广宇，鼓手Grace，还有常来指导帮忙的Kelvin和 
Vivian。感谢主，广宇，叔云，卫生，叶能接手了小玲挑选
诗歌的工作，求主让我们能选择适合的诗歌带领会众来到
祢面前，敬拜祢，进入祢的同在。

感谢主的恩典和多年来小玲，Anna 师母，Kelvin， Viv-
ian，悦悦师母，Yilee，Connie，Jenny，世珏等弟兄姐妹的
帮助。我们为敬拜团的弟兄姐妹成长的点点滴滴，为大家
在一起练唱的日日夜夜献上感恩！

求主爱浇灌我们，求主纪念弟兄姐妹的事奉和摆上，求主
坚固我们手所做的工。祝福保守我们每个家庭。献上感
恩！

林朝阳姐妹出生于福建福州。1990年12月在芝加哥UIC校园团契
受洗，现在和平团契。

2006年10月1日西区教会成立后的首次主日崇拜 2013 新年

自 2 0 1 1 年 小 玲 姐 妹 筹 划 了 圣 诞 烛 光 礼 拜
后，2012年广宇接手筹划了2012圣诞烛光礼
拜。李艳帮姐妹们添置了节日服装。

参观新建成的西区新堂。
纪念迁居加州的国才弟兄和建川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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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 美 見 証 之 夜    
2013 仲夏

主啊
教我數算

届时有音乐, 诗歌, 生命的见证。聚会后有 茶点。

波士顿西郊圣经教会敬邀您参加

7月12日晚7:45
   511  NEWTOWN ROAD,

   LITTLETON, MA 01460 聖 樂 欣 賞    

2013 晚秋

愛的宣言

波士顿西郊圣经教会敬邀您参加
11月1日晚7:45
   511  NEWTOWN ROAD,

   LITTLETON, MA 01460 

CHRISTMAS EVE
CELEBRATION

 波 士 顿 西 郊 圣 经 教 会

Boston Metro-West Bible Church

     511 Newtown Rd, Littleton, MA
www.bmwbc.org

2012 聖 誕 夜 燭 光 禮 拜

12月24⽇日晚 7:30 － 9:00PM

诗班献诗：         荣耀天军,  天使歌唱在高天
                             
独唱, 儿童献诗：Away in A Manger,  

                   It’s Christmas Day
青少年献诗：     O Come, O Come, Emmanuel  

福音短讲:           三博士和伯利恒星  

                           Wise Men Still Seek Him
圣景：               耶稣降生 

                           天使, 牧羊人, 三博士寻见耶稣

唱诗：               平安夜, 圣善夜

LANTERN
FESTIVAL

|
|

2013年2月23日周六晚  
    7:30 -  9:00pm  演出
    9:00 - 10:00pm  吃元宵 

• 诗班献诗

• 单口秀                           

• 儿童表演唱

• 二胡独奏

• 琵琶齐奏

• 京剧花旦 

• 摇滚演唱

• 爱歌屯好声音

• 赞美操

• 青少年小合唱 

• 女中音独唱

• 男高音独唱

• 相声小品

元  宵  晚  會
相聚在愛裡2013

 波 士 顿 西 郊 圣 经 教 会

Boston Metro-West Bible Church

     511 Newtown Rd, Littleton, MA
www.bmwb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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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广传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马可福音 16:15)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
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马太福音 28:19-20)

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
悖谬的世代，作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
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
的道表明出来。

(腓立比书 2:15-16)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
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
的末了。” （太28：18-20）。 王峙牧师说过 “人
去, 钱去, 祷告去。口传, 笔传, 生命传”。 西郊圣经
教会的异象之一是差遣工人的教会。 年轻的西区教
会虽然没有自己派出的宣教士， 但感谢神让我们有
机会为其他宣教士和教会祷告， 用有限的资金支持
他们。我们从初建教会时雪中送炭支持南亚和英国
两位宣教士， 到现在支持八个宣教士或教会机构，
包括美国校园团契Dan/Kathy Shiau， 亚洲杨一哲和
吴慧淑牧师夫妇， Maureen姐妹，Eva姐妹，James/
Christina, 英国陈锦仁和黄嘉恩牧师夫妇， 中国云南
教会，贵州教会。感谢主让宣教士为福音打美好仗
的消息激励兄弟姐妹。

几年里，西区教会也参加了一些短宣传福音工作。施建川
弟兄等创办Acts in Love重点支持中国偏远贫困地区传道
人和教会。施建川, 周霞, 杨军先后去过中国云南贵州教会
探访。施建川和许虹参加了华人差传大会。周志忠弟兄去
过台湾短宣。纪君美带领六名青少年Kathy Ma, Kathy Lu, 
Siyang Li, Susan Xie, Jennifer Sun, Barry Huang暑期参加波
士顿短宣。Kathy Ma， Susan Xie, Kathy Lu暑期参加HOPI
短宣。李明哲长老和郑冠康师母带领许多兄弟姐妹学习个
人布道（Evangelism Explosion) ，探访慕道友领人归主。
传福音的脚步是何等佳美。

由章开第牧师、张美恩师母主讲和张儒民弟兄主讲的西区
布道会成功吸引了许多慕道友。很多弟兄姐妹积极参与各
种布道会服侍和社区服务把耶稣的爱，福音的好消息传向
四周，把自己的信仰分享给父母、家人和朋友。愿神兴起
弟兄姐妹，寻求神的带领，把福音从西区传到更远的地
方。

宣教布道事工简介
杨军

云南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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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基督教会的问候

非常感谢远方的基督肢体们的无私奉献！愿基督
的名因您们得荣耀！阿门!

向教会各位牧长和弟兄姊妹转达我们的问候！

预祝您们春节快乐、合家蒙恩！
请继续代祷！神的祝福满满！  

贵州教会

青苗支系在大约13万人，据说基督徒大约1千人。

接受福音碟的老人，她们很乐意听福音。

这位妇女是这村子唯一的信耶稣的，她也

嫁到这个地方很痛苦，后来宣教士安慰她

说：“上帝让你来这边，为要让你在这里

见证神的大能”，她开心地笑了。

云南基督教是20世纪初西
方传教士富能仁带来，并
创造傈僳族文字. 如今60-
70%傈僳族人信耶稣。

西郊教会资助因资金短缺
无法完工的云南基督教培
训中心宿舍楼于2012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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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 Randall and Connie Chan in UK 
陈锦仁和黄嘉恩牧师夫妇

…Praise for safety and stamina for mission trip…. Pray for 

new piano students and new families….

陈牧师夫妇是生长在美国的华裔。锦仁在加州及台湾服事，
并於1994年按牧。嘉恩以前从事牙医其间蒙招全职事奉。陈
牧师夫妇自1995年起在英国剑桥宣教，向当地的中国留学生
及学者传福音，并且协助牛津和伦敦的华人教会。

Maureen in Asia 李蜜恩姐妹

…Please pray for the Lord‘s powerful equipping of the 
Mustard Seed translation team.  May He would start 
preparing potential co-workers even now….I will end here 
by expressing again my heartfelt greetings and thanks to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of BMWBC. Thanks so much for 
holding the rope!   -- Maureen 10/2013

李姐妹成长於新加坡。她加入了Wycliffe圣经翻译协会从事圣
经翻译工作。她现在亚洲，发展文字及语言，并致力於把圣
经翻译成当地语言。

杨一哲和吴慧淑牧师夫妇 (亚洲)

…今年更多地看到全球天气的混乱…..许多地区产生武
力冲突。 地球病了，人类病了需要神的福音大能的医
治，主再来的日子近了。 求主借著这些我们看得到的
事件时时提醒我们快快将福音广传……希望能有其他的
老师能来帮助……为可能成为接班人弟兄一家祷告……
愿 全能慈爱的神赐福给您和您的教会及家人 
您们的同工, 2O13年

杨牧师夫妇都在台湾出生长大。杨牧师於1978年在CBCGB受
洗。他们於1995年加入海外基督使团（OMF）。随後为教会
差派，为泰国北部地区的居民服务。最初几年他们在一所公
立寄宿学校帮忙，但随後他们就另外兴建了三所学校。除了
在学校教孩子之外，他们还帮助当地居民改善生活条件，提
供医疗卫生，交通，和兴修水利工程。

Dan & Kathy Shiau in Chicago

...seeing students & faculty transformed, campuses re-
newed, and world changers developed...

Dan and Kathy Shiau have been working as missionaries 
to the college campuses with InterVarsity since 2007. They 
are both east coast natives, but found their way to Chicago 
while pursuing masters degrees from 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 InterVarsity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both 
of their spiritual journeys. They reside in Evanston, Illinois 
with their son Nathan KaiPing Shiau.

Eva in Asia

…… I was acutely aware, hour by hour, that the trip from 
beginning to end was upheld by prayer…I could share pag-
es and pages on their observations and responses story by 
story, but just a few comments here: “I felt deeply God was 
speaking to me.” “It was like the words entered into my 
heart/inner being.”  -- Eva, 9/2013

Eva姐妹出生于新泽西州，在波士顿郊区华人圣经教会长
大。她在威廉大学主修语言和思想学。她开始考虑在亚洲长
期服务。随后，在她读圣经并思考永生时，她意识到上帝通
过基督给她源源不断无条件的爱是要她把这爱传给世上每个
群体。得此呼召， Eva于2007年秋天加入夏季语言学研究所
并开始她在亚洲的第一期语言发展事奉。

James and Christina in Asia

……We need Him to be the focus of our eyes and heart as we 
strive to love and respect……Pray for our evangelism out-
reach weekly events, our seekers group and English club, 
to be vessels of introducing many students to Jesus for the 
first time…  -- J & C, 9/2013

James and Christina serve the Lord with Cru Campus Min-
istry. They started campus ministry in Asia in 2013.

Acts in Love

基督徒成立的宣教机构，目的是联络北美弟兄姐妹和教
会中国国内偏远贫困地区的福音发展。工作包括：1. 帮
助当地的圣经学校，包括筹建圣经学校；2. 帮助传道
人、神学生和基督徒高中学生；3. 帮助福音未得之地的
宣教及建立教会；4. 帮助建立当地儿童主日学等各项事
工。

杨军弟兄出生于北京。1997年在加州格兰代尔罗省基督教会
受洗，现在恩慈团契。

西区一家人 2013 (总第1期)  福音广传39



写给宣教士们的节日问候

亲爱的宣教士;

主内平安。在这感恩节圣诞节的时候，常常想到你们在
主里的辛劳奔波，并为你们祷告。感谢你们的忠心侍
奉， 也感谢你们的代祷。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家人。

2010对波士顿西郊圣经教会是很特殊的又极有意义的一
年，感谢主对我们的一路带领。西郊教会于七月一日正
式独立，李长老兼任牧师带领我们一百多人的小教会继
续成长。新堂建设在一步步紧张有序的进行。年初熊琦
伟李长老为新堂设计了蓝图，建堂小组刘相海、马东
海、王建国、谢峰、徐巍然带领众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兴
建教堂。 从六月初奠基，开始快速土地平整停车场施
工，到75天停滞等候建筑许可证，最终十月下旬大堂建
设重新启动， 我们经历了日新月异的兴奋和耐心的等
候。 财务小组杨军，叶能，叶楠参与教会证券发行，
感谢神在两个半月内共有57位西区教会和母堂波士顿郊
区华人圣经教会的个人和家庭认购了全部一百四十万教
会证券。前面新堂建设电路音像等一些工作还需要我们
自己完成。室内的家具，设备，和装饰的额外8万费用
需要弟兄姐妹们的特别奉献。在去年购买教会今年购买
教会证券后，这对一百多人的小教会又是一个挑战。求
神预备。

教会团契事工上，今年不少新加入弟兄承担起小组长的
工作，恩慈团契开始尝试细胞小组的形式。十一月感恩
节特别聚会上每个团契都有很好的感恩分享，数算神的
恩典和困难中弟兄姐妹的帮助。我们也特别感谢李长老
多年的带领和奉献， 也祝愿他七十岁生日快乐。周间
姊妹会和长辈聚会对教会有很大帮助，求神赐下智慧和

更多同工。也求神亲自教导我们如何做好关怀工作。教
会肢体在这一年里有很多挑战，一些兄弟姐妹和家人有
病痛，有亲人离去。在美国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一些兄
弟姐妹失去工作。但感谢神我们兄弟姐妹在相互代祷，
互相帮助下，有面对困难的勇气和平安喜乐。看哪，弟
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诗 133:1)。
  
感谢神，西区青少年不断成长，现在周五共有三十多
人，有七位辅导。AWANA儿童也有五十多人。每周日
大约有四十位儿童参加，老师们尝试一些新的主日崇拜
方式。儿童事工的同工们也愿意为主所用，求神兴起，
带领。
  
独立的新教会在布道宣教上刚起步。施建川弟兄去中
国云南教会探访； 一些青少年和老师也参加了本地短
宣， 以及艾克顿中国文化节和社区服务。我们教会也
在探讨布道宣教的意象和重点方向。愿神兴起弟兄姐
妹，寻求神的带领，有共同的看见，更大的发挥的功
能，兴旺福音。
  
耶和华阿，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
（诗 36:5）。你带领兴起西郊教会弟兄姐妹， 你也保
守远方的宣教士，来一同建造神的国度。
  
祝你们有健康, 平安, 喜乐的2011年. 愿神祝福你们. 圣诞
节快乐! 新年快乐!

波士顿西郊圣经教会布道宣教委员会
2010年十二月于美国波士顿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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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宣教士;

主内平安。在这感恩节圣诞节来临的时候，我们西郊教
会兄弟姐妹常常挂念你们的身体, 你们的家人, 和你们
在主里的辛劳奔波，并为你们祷告。感谢你们的忠心侍
奉， 也感谢你们的代祷。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家人。
  
2011年对波士顿西郊圣经教会是主恩满溢的一年. 新堂
建设经过两年前开始的筹划到一年的紧张施工, 终于在
7月10日第一次开始主日崇拜。回想李长老,熊琦伟建筑
师,建堂小组刘相海、马东海、王建国、谢峰、徐巍然
带领众弟兄姐妹们齐心合力, 自己动手加快装修进程的
日日夜夜; 回想我们第一次启用未完工的教堂纪念耶稣
受难日; 回想多次工程延迟, 虽然有失望, 但我们在旷野
中敬拜颂扬主, 这难忘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主的信实, 恩
慈和怜悯. 凡事都有定期 (传 3:1), 所定的事必然成就 (但 
11:36)。在8月27日新教堂开放日和9月10日献堂的活动
中, 很多邻舍和兄弟教会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 9月11日
新堂第一届洗礼六名成人六名青少年受洗, 我们把一切
荣耀归于主. 

除了很多牧者给我们的讲道的帮助,教会兄弟姐妹舒国
材, 施建川, 孙宝慈, 朱艳文在讲台上日渐成熟，敬拜团
成长壮大，教会团契稳步发展。伍叔云、王倚宁、纪君
美组织弟兄姐妹在困难中互相帮助相互代祷和社区关
怀。求神赐下智慧和更多同工, 加添教会团契的人数。 

感谢神，西区青少年不断成长成熟，现在共有五十多
人。AWANA儿童也有五十多人。Anna Choi, 孙宝慈, 丙
丹阳, 许虹等老师们尝试不同方式。 儿童事工的同工们
愿意为主所用，求神兴起、带领。

2011

宣教布道事工我们重点支持中国宣教,云南福贡教
会。施建川、周霞、杨军先后去中国云南贵州教会
探访。十一月宣教月, 丁同甘长老和Jackie Lo来到西
区教会给我们成人和青少年分享他们的经历. 我们也
在祷告中纪念南亚欧洲的宣教士。纪君美带领六名
青少年Cathy Ma, Cathy Lu, Siyan Li, Susan Xie, Emma 
Wang, Barry Huang暑期参加波士顿短宣。EE个人布
道也开始探访慕道友。

2011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一年. 且不说中东, 亚洲, 非
洲的战乱，日本的海啸泰国的水灾, 美国经济的持续
低迷以及欧共体国家的破产，光美国东部和我们所住
麻省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频发。6月1日的龙卷风导致
麻省数人死亡不少房屋毁坏; 8月23日华盛顿地区5.8
级地震震撼了美国东部包括波士顿; 8月28日席卷美国
东部的Irene飓风造成多处水灾艾克顿多处停电达一
周; 10月30日罕见早到的大雪造成三百万人停电。感
谢主赐我们在灾难困难面前的平安喜乐和忍耐。感谢
教会新堂10月30日为停电的兄弟姐妹和邻舍开放参与
救灾。灾难频发的征兆再次提醒我们主的话“天国近
了，你们应当悔改” (太 3:2)。

“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
是拯救我的角，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 (撒下 
22:3）。你带领兴起西郊教会弟兄姐妹， 你也保守远
方的宣教士，在这末世的年代来一同扩展神的国度。
  
祝你们有健康, 平安, 喜乐的2012年。愿神祝福你们。 

感恩节快乐! 圣诞节快乐! 新年快乐!

波士顿西郊圣经教会布道宣教委员会
2011年十一月于美国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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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亲爱的宣教士;

主内平安。感恩节圣诞节又到了, 我们西郊教会兄弟姐
妹送去问候, 挂念, 祝福, 和祷告. 感谢你们在主里的的
忠心侍奉， 也感谢你们的代祷。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家
人。
  
“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 (约 
10:10). 2012年对波士顿西郊圣经教会是健康成长的一
年. 新年伊始万物更新, 李明哲长老鼓励每个家庭建立家
庭祭坛促进一家人一起读经分享。教会年度目标之一是
灵命成长，成为门徒。共有18位兄弟姐妹分在四个小组
坚持门徒训练.  教会也鼓励每一位兄弟姐妹都来参与至
少一项事工，来服事会众,建立教会, 共同成长。
 
教会一年的活动丰富多彩, 吸引很多邻舍朋友来到教
会。二月，举办了以“我们成为一家人”为主题的新春
元宵晚会，近四百名弟兄姐妹以及亲朋好友聚集在新教
堂里欣赏小品, 相声, 话剧, 歌舞,猜谜, 和对新人许虹和
吴航的新婚祝福。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联结为一体，成
为一家人。三月, 王建国等成功组织第一届 “同心杯”
乒乓球赛, 开始了乒乓团契每周打球和聚会。八月, 一
周的暑期儿童圣经夏令营吸引了近八十位孩子参加。十
月初, 由喜乐恩慈团契组织的白山红叶秋游有约50个家
庭参加, 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有愉快的登山赏红叶, 山地自
行车, 划船, 高尔夫球, 网球, 游泳, 滑冰, 聚餐等各项秋游
活动, 也有喜乐的敬拜赞美。十月底, 第一次由青少年组
织的丰收节聚会吸引超过八十位小朋友及他们的父母参
加。 感恩节前, 20多个新家庭在教会欢聚一堂,享受特别
迎宾晚宴, 共享神赐喜乐。

邻舍朋友的加入, 使团契事工不断扩大。新小组长的兴
起,诗班的成长使团契和敬拜充满活力。5月13日第三届
洗礼六名成人受洗, 我们把一切荣耀归于主。郑冠康师
母, 纪君美等带领周间长辈姊妹会，深受社区欢迎. 王
倚宁谢峰等支持十对夫妇参加第17届夫妻恩爱营, 三对
夫妇参加第一届夫妻恩爱营II。10月22日波士顿地区上
百对夫妇在的夫妻恩爱营十周年晚宴上重温这些年的经
历, 聆听丘会长的勉励, 收益非浅。教会的发展和崔振
乾带领众人默默无闻很好完成后勤保障工作是分不开。
也感谢卸任执事施建川, 纪君美, 伍叔云的忠心侍奉。教
会肢体上兄弟姐妹相互支持, 虽有身体的病痛, 亲人的去
世, 工作的波折, 神的信实, 恩典, 和怜悯却不离开我们。 

   
宣教布道事工上, 章开第牧师、张美恩师母春季主讲的
和张儒民弟兄秋季主讲的布道会都成功吸引近五百人
次参加，十几人决志信主，许多慕道友表示对基督信
仰有兴趣。EE个人布道跟进探访慕道友, 一半受探访者
决志信主。Kathy Ma暑期参加HOPI短宣。周志忠弟兄
11月去台湾短宣. 我们西郊教会共支持7个宣教士和教
会地区单位, 分布中国, 亚洲, 英国和美国。很高兴杨一
哲牧师吴慧淑师母, 李蜜恩姐妹也来到我们当中分享。 

感谢神，青少年在孙宝慈和Anna师母, Kevin & Cathy 
Wilson, Alvin Rasmus等老师带领下不断成长. 青少年
主要领导组织了暑期儿童圣经夏令营, 丰收节聚会等活
动, 在小朋友眼中是可爱的大姐姐哥哥, 在成人眼中是
清纯可敬的年轻人。青少年火热的心积极参与二月退
休会。今年, LIGHT团契九位青少年Kathy, Siyan, Jen-
nifer, Martin, Alex, Alvin, Ruifa, Amy, Eric 高中毕业。
教会提供了大学团契信息，求神引领他们成为大学校
园中的LIGHT。

波士顿度过了美国东北部史无前例的Sandy飓风, 损失
不太大。教会再次成为明灯为停电的兄弟姐妹和邻舍
开放。纽约新泽西损失惨重。巴以北冲突又在加沙燃
起。“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儆醒
祷告” (彼前4：7)。

在圣诞又要来到的时候, 回想2011年圣诞夜, 我们在教
会共享耶稣降生带来的喜乐和盼望是何等的甘甜。愿
神派遣牧师来带领西区群羊兴起西郊，也保守你们宣
教的工场, 荣耀主名。

祝你们有健康, 平安, 喜乐的2013年。愿神祝福你们. 感
恩节快乐! 圣诞节快乐! 新年快乐! 
       
波士顿西郊圣经教会布道宣教委员会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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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亲爱的宣教士：

主内平安。西郊教会兄弟姐妹送上问候和祷告。感谢你
们在主里的的忠心侍奉，愿神赐福于你和你的家人。天
虽冷了，回想满山秋色的美景，在感恩的季节将至之时
不禁感激神一年丰富的供应。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
(诗 98:1)”。2013新年在西郊儿童合唱团稚嫩清纯的歌
声中展开了爱的篇章。 陈绮丽姐妹带领儿童青少年演
唱的古今中外脍炙人口的歌曲让人耳目一新。新年伊
始，李明哲长老教导基督徒发掘并使用每人的属灵恩
赐，帮助灵命更新，促进家庭和教会成长。门徒训练从
去年四个小组倍增到八组三十多名兄弟姐妹参加。
 
丰富多彩的教会活动处处展现着一家人的亲近和喜乐。
传统的新春元宵晚会又是高朋满座。王建国，傅广宇， 
谢峰，刘兆民的角石摇滚乐队带领观众一曲震撼全场， 
其它小品歌舞也是美不胜收。在傅广宇和敬拜队主要筹
划的仲夏和金秋两次赞美见证之夜上，很多弟兄姐妹用
自己亲身经历讲述神的恩典，朴实的见证融合在优美的
诗歌中把荣耀颂赞归给神。教会兄弟姐妹组织的马丁路
德日滑雪，乒乓球赛，打羽毛球，健身操，夏天野营，
秋游登山等吸引很多邻居朋友，并把不少新人带到教
会。 各团契不断扩大，主日崇拜人数比去年增加16%。
秋季开学，青少年教室挤得满满的。

教会和各团契的同工对新人和会友的关怀帮助，使大家
在个人和亲人的危难之时，通过相互关心代祷，看到
神的怜悯和拯救。五月有7位成人受洗，年底还有成人
和青少年受洗。我们也特别为又一对新人蒋伟、李艳喜
结连理感到特别的高兴。孙淳专业的摄影把每家人的幸
福，西区一家人欢笑的瞬间化作永恒。

周间长辈姊妹会在郑冠康师母纪君美等带领下六年来
大约有120人以上来聚会，做了大量撒种浇灌收割的工
作。教会后勤组在崔振乾和徐巍然等带领下修理维护场
地，增添了器材，安排活动场地，确保教会良好运转。
感谢神，青少年队伍茁壮成长。他们带领110位以上孩
子参加暑期儿童圣经夏令营，和秋天的丰收节活动。 

教会开始参与Christmas Shoebox这项传播神的爱的事
工。西区年刊在芶燕妮，袁力，杨军编辑小组和弟兄
姐妹们一起紧锣密鼓创办之中。感谢很多同工参与服
侍。

宣教布道事工上, 我们继续支持7个宣教士和教会地区
单位。我们很高兴James&Christina 在去亚洲校园服侍
前来到我们中间。台湾客家温永生牧师、师母来分享
祭祖和信仰的话题。Susan Xie & Kathy Lu暑期参加了
HOPI短宣。我们参与了唐崇荣牧师波士顿布道大会招
待工作。EE个人布道开始探访慕道友。

愿神赐你们平安喜乐，看顾你们身体，在工场彰显他
的大能， 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感恩节快乐! 圣诞节
快乐! 新年快乐! 
                     
波士顿西郊圣经教会布道宣教委员会 
201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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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神的救赎计划。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最后的一
刻，说“成了！”

神
爱
世
人

朱
艳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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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 3:16)

如果你对基督教的信仰不了解，或者是你以前从来没有
听过福音，这节经文中有两个字，你一定会有疑问。第
一个字是神。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存在吗？你们都受过
高等教育，怎么还是那样迷信？第二个字是永生。你会
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人的死亡率是100%，人怎么可
能会永远活着？有这些疑问其实并不奇怪。今天，我就
围绕这两个字来分享。

我第一次听到“神爱世人”是在1998年。那个时候我正
准备出国。从武汉坐火车到北京办签证。在火车上，有
一个女孩子坐在我的对面，是武汉中南神学院的学生。
她并没有向我传福音，但却对我说了一句话, “神爱世
人，神也爱你”。我当时觉得这个人真神奇。神是谁？
他为什么要爱我？我与祂有什么关系？

我们所相信的这位宇宙中独一的真神，是创造天地万物
的主，也是创造人的生命的主。等到天地万物都造齐
了，人生存的环境具备了，神又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并
赐给人生命的气息。所以，创造天地万物只不过是预
备，人才是神创造的高峰。我们家有四个孩子。在每一
个孩子出生之前，我们都会费很大的心思，很仔细地来
想，孩子生下来会需要些什么。至少提前一个月，把一
切所需的都预备好，迎接新生命的诞生。我相信我们每
一位做父母的，都是如此。我们所相信的这位宇宙中全
能的真神，他是我们生命的创造者，他是我们生命的源
头，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爱我们，看我们为宝贵，
如自己眼中的瞳仁。

那么，人如何来认识这位赐给我们生命、爱我们的
神呢？神给了人两本书。一本是我们所生存的大自
然，一本是圣经。也许你现在还没有圣经，也没有机
会读圣经。但是另一本书，我们可以读，那就是大自
然。神的存在以及他的智慧、能力、恩典和慈爱，在
他所创造的大自然中，已经展现得淋漓尽致。圣经上
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
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
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
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今天我们很难
去相信神的存在，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崇尚科学。
我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学科学的。在这里我并不是否认
科学。其实科学与信仰之间，并没有冲突。什么是科
学？科学是来研究造物主所创造的宇宙的规律。科学
只能发现规律，科学不能创造规律。什么是信仰？信
仰是来认识这位创造宇宙的造物主。

Department of Physics and Astronomy, 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有一份统计报告：从1901-1990年，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共有139位，其中60%是基督
徒，24%有犹太教的背景，16%是其他的信仰或者
没有信仰。他们都是世界顶尖级的科学家，当他们
发现这个宇宙是如此的奥妙的时候，他们的心被折
服了，在这位造物主面前肃然起敬。爱因斯坦曾经
说，“The deeper one penetrates into nature’s secrets, 
the greater becomes one’s respect for God.”“The more 
I study science the more I believe in God.”1969年，美
国Apollo 11 实现了人类登上月球的梦想。当两位太
空人在月球表面漫步的时候，他们在月球上通过卫星
转播站向人类发出呼吁：“无论你在何处，请暂时停
下来，向这位造物主表示感谢吧！”他们还朗诵了诗
篇第八篇，“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
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
什么，你竟眷顾他？’”两年后的1971年，Apollo 15 
再次登上月球。太空人James B. Irwin返回地球后，
辞去了美国太空总署的职务，进了神学院，到处传讲
神的福音。他说，“Jesus walking on the earth is more 
important than man walking on the moon”。所以朋友
们，如果我们能真正地谦卑下来，用心灵来读大自然
这本书，我们一定可以知道，这位造物主真实地存在
着。因为他曾应许我们说，“寻找的，就必寻见；叩
门的，就给他开门。”这位慈爱的天父正在期待着我
们能够认识他。这是第一个字：神。

第二个字：永生。从字面上看，永生就是指永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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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没有错，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活着永远不
死。然而，这是指肉体。除了肉体外，人还有灵。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
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人有灵。人的灵
是永远不死的，因为它来自永生的神。因此，在你我
的身上，有没有永恒？有。那就是我们的灵。我们今
天都是活在时间里。当有一天我们的肉体死亡后，我
们的时间就结束了，我们的灵便伴随着我们进入永
恒。但是，永恒有两种。一种永恒是永生，另一种永
恒是灭亡，或者是永死。永生是有神同在的永恒；永
死是与神隔绝的永恒。为什么会有永死呢？是因为人
的罪。“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
罪的结局乃是死。这里的死，就是指永死。人为什么
会犯罪呢？因为你我都是罪人。不是因为你我会犯
罪，所以我们是罪人。而是因为你我是罪人，所以我
们会犯罪。为什么你我都是罪人呢？因为这是人的本
性。自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后，罪性就
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
人”。我知道有人可能还没有看到自己有罪。其实，
检验自己是否有罪的方法很简单。是否做了不该做
的？说了不该说的？想了不该想的？做了不该做的，
说了不该说的，想了不该想的，这叫做犯了罪（Sin 
of Commission）。还有另外一种罪，叫做忽略的罪
（Sin of Omission），就是该做的却不去做。“人若知
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所以圣经上
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所以人类的结局是灭亡，是永
死。这是神的公义。但是，我们的神又是有怜悯、有
恩典的神，他满了丰盛的慈爱。他把自己的儿子舍

了，作你我罪的赎
价，为要救我们脱
离 永 死 ， 进 入 永
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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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耶稣来
了。他来到这个世
界 ， 只 有 一 个 目
的 ， 就 是 要 走 上
十 字 架 。 “ 若 不
流 血 ， 罪 就 不 得
赦 免 ” 。 他 在 十
字 架 上 ， 流 血 舍
身，为你我作了赎罪祭，作出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
牺牲。“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
。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神的救赎计划。所以，他在
十字架上最后的一刻，说“成了！”“It is finished”
。这是舍己的爱。他是为你的罪，也是为我的罪，上
了十字架，受了刑罚，舍弃了生命。第三天复活，战
胜了死亡，战胜了罪。这就是神的福音。人应当如何
回应呢？那就是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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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每一个人从一生下来开始，就在出生入死。但是
今天，耶稣要带我们出死入生。朋友们，你愿意相信
吗？你愿意接受吗？

朱艳文弟兄出生于湖北武穴。2001年12月在波士顿郊区华人
圣经教会(CBCGB)受洗，现在良善团契。

圣经由新旧约两部分组成，共六十六卷。旧约
完成的年代是在公元前一千五百多年到前四百

年之间；而新约完成的年代是在公元叁十几年到
九十六之间。换句话说，旧约圣经最早的着作，至
今已经有叁千五百年的历史。而新约圣经最早的着
作，至今已经一千九百年的历史。直到目前为止，
圣经仍然是全世界最受欢迎、销售量最多、影响力
最大的一本书。

据统计，圣经共有大约一万四千多种不同语言版
本，而新约部分，就有大约五千叁百种不同语言版
本。在众古书中可说是现在世界上最多不同语言翻
译版本的书。

根据世界联合圣经公会的统计，圣经自从出版直到
今天，发行量累积已超过四十亿本。目前圣经在全
世界的销售数量，平均每年依然超过叁千万本以

上。这样的销售量，绝对是全世界最畅销的一本
书。

有关圣经的一些有趣的统计

新约作者引用旧约最多的一
卷书为诗篇，约70次， 其次
为以赛亚书，63次。 

圣经最多经节的经文：诗篇
119章，有176节。最少经节
的是诗篇117章，只有2节。

论节数：最多的是诗篇，共
2,461节；最少是约翰二书，
共13节。

世
界
上
最
畅
销
的

一
本
书
：
圣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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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　(约书亚记 24:15)

台湾短宣心路旅程
Journey of Taiwan Short-Term Mission

周志忠

我是波士顿西区圣经教会的会友(Member of  Boston 
Metro West Bible Church)， 也是道道地地的客家人
(Hakka) 。承蒙林赞煜牧师(Pastor Zanyu Lin) 的裁培， 
我担任过主日学老师、青年团契会长、讲台翻译以及教
会执事(church deacon) 。来美国之前一直都在苗栗基督
长老教会(Miaoli Christian Presbyterian Church) 聚会。

一直以来我就对客家福音(Hakka gospel) 有负担， 因
此从2004年到2008年都参与短宣的事奉，特别是2006
年有三个家庭以及2007年我们夫妻俩加上吴鸿铭执事
(deacon Jeremy Wu) 以及蒋永青姊妹再度回到苗栗短
宣。2007年６月５日我们到晨曦会(Operation Dawn) 戒
毒中心，鼓励那些曾被社会遗弃，被过犯所胜，被毒
品捆绑的弟兄们，特别是一位弟兄，他外表斯文，您绝
对无法看出他也是毒品受害者。他不但能弹一手好钢琴
与吉他，打鼓之技巧更是一流。他盼望着有一天能被主
使用。感谢慈悲全能的天父垂听了我们的祷告！2008年
我再度回到台湾短宣，在苗栗教会遇见了他，正如他所
愿，如今在教会青少年(youth)组担任吉他手的重任热心
服事主。

2007年６月６日，我带领姊妹们去探访由家扶中心
(Taiwan Fund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 所支助的妇幼
馆(House of Women and Children) ，把安慰带给那些曾
受过家庭暴力、亲人抛弃、误入岐途、心灵创伤、流离
失所、孤单无助的少女们。藉着美妙动听的诗歌与福音
真理的讯息，和她们分享了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盼望、
平安喜乐与无穷尽的慈爱。许多少女是第一次接触到福
音，也明白了上帝原来一直都这么的爱着她们。临行前
也有2位少女当众决志要相信耶稣。但愿所撒的种子有
一天能发芽茁壮为主发光。

2007年６月９日，我在台中市平安堂(Peace Church in 
Taichung) 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并做见证分享，玉娥教剪
纸与手工，永青姊妹献唱诗歌。当晚最大的收获乃是
一位来自大陆的姊妹，已经好几个月未曾去教会了。听
说同是来自大陆的一位姊妹要以诗歌献唱也来参加了聚
会。散会後有一段美好的交通，分享勉励与代祷。感谢
主！如今这位迷失的羔羊又重新回到主的怀抱里，同享
主恩。

2007年６月１７日离开台湾前一天，我们都在台中市平
和长老教会(Peng-Ho Church in Taichung) 参与主日的崇

拜。这间教会是我妻妹聚会的地方，2005年和2006年
我也在此有2次台湾短宣的见证分享。来自主里真诚的
关爱与灵里火热的交谈也改变了一位弟兄的想法与态
度。他是玉娥的妹夫。他愿意再回到教会去聚会, 哈利
路亚！赞美主！2008年圣诞节前一位弟兄已经受洗成为
基督徒，更热心於教会的服事尤其是课後辅导英文课程
的事工。他把家开放让孩子们下课后直接到他家一直到
晚上6点半。

临行前有人对我们短宣队投以怀疑的眼光，我们也自问
只有4个人会有果效吗？这就让我想起哥林多後书12章9
节。主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而且“我们得帮助，是在
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诗篇124:8)。

感谢主！让我们全家大小有机会能再度投入台湾短宣的
工作，回到自已的家乡与自己的教会服事主，并享受到
与神同工，杯中有份的甘甜之美，也更真实地体验到约
书亚记24章15节所说的那句话：“至於我和我家，我们
必定事奉耶和华”。

最后更愿圣灵亲自作工，感动您们也有服事神，和服事
人的心，将来如果有机会也愿意参与台湾短宣的事工， 
让更多的人因为听见福音奇妙的大能而得救，并将一切
荣耀归给那独一无二的真神。

周志忠弟兄、苏玉娥姐妹出生于台湾省苗栗县苗栗市。初中
时在苗栗市基督长老教会受洗，现在信实团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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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一粒种子落在地里死了，会结出许多籽粒吗？什么时候水族才
能再有一位传道人？什么时候水族才能转向你？

我第一次见到王海波是2011年，当时结束了贵州纳雍
小花苗族之行，很想了解贵阳市家庭教会的情况，于
是一位朋友就介绍我和这位城市传道人王海波认识。
海波很年轻，大约30出头，很热情，对耶稣的爱和教
会弟兄姐妹的爱溢于言表。从朋友和他自己的口中，
大约知道了他的一些情况。

他是水族的第一位基督徒也是第一位传道人。读师范
时海波认识并相信了耶稣，毕业后在一所中学做老
师，他对耶稣满了热情，曾用学校的大喇叭播放福音
有关的内容。结果被找去谈话，被通知要么放弃信
仰，可以继续留在学校，要么就离开学校。海波选择
了耶稣，于是开始了信心生活，培训、传道、四处奔
波。他受到很大的逼迫，抄家、追捕等。最后,　他
逃到常州，在一家工厂里工作。因为工作出色，被提
拔为销售部经理。家乡的公安也追到常州，可是看见
他在那里工作出色，是良民，在工厂有美好的见证，
就放他一码，于是海波继续在工厂工作。可是神的呼
召和感动催逼着他，他最终放弃了条件优越的工作，
回到贵州开始建立一个城市教会。他的姊妹很爱他，
跟着他流离奔波，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5岁，一个2
岁，姊妹在家照顾孩子。

回到波士顿后我和海波时有联系。贵阳有两位大学老
师来波士顿进修，相信了耶稣。回国后他们寻找合适
的教会而且也想开始家庭聚会。于是我将这对夫妻介
绍给距离他们不远的海波，海波也正祷告盼望能开始
大学生的福音事工，于是校园工作开始了。感谢主，
他都有预备。

后来听朋友说海波被查出有癌症，正在做化疗。和他
通电话时，他的声音较弱，可是满有喜乐，也满了对
教会弟兄姐妹的关心和爱。

今年4月份预备去贵州，打算再去拜访海波，想起他热
情、生动的笑容和美好的生命见证，心里满有感恩。
给他手机打电话，是他的姊妹接的，过去从未见过
她，她的说话声音有些像海波，很热情。寒暄之后问
海波现在接电话方便吗？她回答，海波今年2月份被主
接走了。

见到海波的姊妹是在贵阳离她住处不远的地方，教会
的一个家庭愿意将自己的一个房子借给他们住。她穿
着整齐，带着两个孩子，在路旁等着我。因为是中午
时间，所以上小学的大儿子回来吃饭，于是我们一起
在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吃顿便餐。我有些尴尬，不知道
说什么好。第一次见面，希望能安慰她，可是发现不
知道说什么，好像是她在安慰我。她很热情，见有海
波远方的朋友来看望她和孩子们很高兴。我问现在海
波教会的情况，她说因为没有牧者，所以人在减少，
教会的奉献几乎无法付教会的房租。海波走之前最放
心不下的就是教会，癌症后期他走路都很困难了，可
是他坚持来到教会，分享神的话语，并为每一位弟兄
姐妹祷告。海波的弟弟在青岛打工，海波生前希望他
的弟弟也能出来服侍主，水族需要福音和传道人。吃
完午饭后，我准备付钱，可是她已经先付过了。

准备离开了，她和孩子坚持送我一段路。我终于问
她，心里常难过吗？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海波走时
对她说，带着孩子，坚强地活下去。不要难过，看见
你难过，我在天上也会难过的。看着她的两个儿子，
我的眼睛都湿了。

主啊，一粒种子落在地里死了，会结出许多籽粒吗？
什么时候水族才能再有一位传道人？什么时候水族才
能转向你？求你恩待你的仆人的家庭，求你祝福海波
生前的教会，求你祝福水族。

施建川弟兄出生于四川大竹县。1999年12月在Christian As-
sembly in San Jose受洗，现在San Diego主恩堂西区分堂方舟团
契。施建川弟兄从2006年6月至2012年9月在西区教会。

一位传道人和他的姊妹
施建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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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盛生命 
 

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
丰盛 。

(约翰福音10: 10)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
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
节制。

(加拉太书 5：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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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19)



因着来自天父上帝的爱, 弟兄姐妹们就如一家人一样互相照顾。大家
相互传递着爱。我确实感受到了弟兄姐妹们作为基督徒做盐做光的
努力。

算起来,我和先生已经受洗七年了,回头想想，真正的基
督徒生活却是从西区教会开始的。
   
2006年11月,我和先生一起在深圳基督教梅林堂受洗。
受洗前,我们参加了大概三个月，每周一次的基督教基
本知识学习。之前我们也看过一些这方面的文章书籍,
比如里程的《游子吟》,朋友带回的《海外校园》等
等。当时虽然《圣经》还没读完,而且带着许多问题,我
们还是接受了洗礼。

几乎每个主日,我们全家都会去教会。在深圳基督教梅
林堂里,每个主日都是座无虚席。在数千人的赞美诗歌
声里,我们感受到主的伟大；在数千人共颂的’阿门’
声里,我们感受到圣灵的能力；在教会兄弟姐妹喜悦的
脸上,我们看到主所赐下的平安。

我和先生有段时间读经非常入迷,先生百读不厌的金庸
靠了边,我床头柜上常见的散文也蒙了灰。但是, 读得越
多, 问题也越多了, 很多问题, 两人一讨论, 结果发现是瞎
子牵瞎子。上网查,　没有多少信息。也许是关乎社会
稳定,不予公开讨论的缘故。主日的讲道,听多了,也麻木
了。我们也想过要上查经班,但开始是因为孩子小,后来
也不允许多人聚会了，所以我们成了标准的“星期天
基督徒”。后来经常有各种理由,星期天也时不时不上
教堂了。
   
一切都是天父的安排,　2011年8月, 我们全家移民来到
美国，很快在艾克顿定居下来。

有一天.女儿回家很兴奋,　”妈妈,今天我在学校遇到
一个讲四川话不讲普通话的同学!”很快,能讲四川话
的同学的妈妈李艳开车带我们去了各种商店,第一次我
去了T.J.Maxx,新东方小店。记得在去新东方的路上,李
艳特意告诉我：“我们教堂就在那里,刚开始用新堂,欢
迎你来。”当知道我已是基督徒时,她很高兴,热情邀请
我星期天去作礼拜。但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天,不知啥事,
我们没去。李艳打电话问我,我推说忘了地址,她安慰我
说：“我也有事没去。”过了几天,李艳又打电话给我,
邀请我们全家在哥伦布日放假期间去Waterville Valley

因着耶酥,
我们成为一家人

田红兵

玩。特地说是教会的一大帮朋友一起去。先生一听又
可看红叶,又可打高尔夫,立马上网注册。去之前,虽然李
艳提醒过我,晚上会聚餐,但当我们走进聚餐的房间时,还
是惊呆了。大约共有一百多人,虽然有不少的孩子,老人,
但没有吵闹,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在安排餐桌,摆放食物。
很快,谢饭祷告结束,大家有条不紊地领取事物。以前在
国内就是最昂贵的自助餐也没眼前的花样多,而且是如
此的美味!很快,我们知道了我们的劳模邻居向海,曲峰,
一大帮四川老乡有燕妮,应木,刘阳,谢峰,黄玲,一会儿,先
生就和“无输赢”（伍叔云）聊得热火朝天。晚上回
到房间就一直念叨“还是教会的朋友好啊!。”我们同
西区的弟兄姐妹一见如故!

接下来,我们顺利地来到了西区的教会。当看到叔云,马
江,周立,广宇等带着恭敬,虔诚的表情在台上唱赞美诗
时,我的心感到前所未有的触动,他们都是“天之骄子”,
但在上帝面前,我看到了他们的谦卑。当大家为我们唱
欢迎歌时,一股暖流涌在了心头。第一次我们一家人在
教会里同上百人一起吃午餐,真是一大家人的感觉。
 
刚过了几天,我就接到君美的电话,马上她就来我家看我,
给我带来一大捧美丽的鲜花。刚好先生回国处理公务,
她还热情地陪我去银行处理事情，还特地的邀请我们
加入他们的小组团契。第一次我知道教会还有小组团
契。

到了周五,鞠敏又热情地打电话给我,邀请我晚上参加在
她家的小组查经活动。我记得是向海带我们唱的赞美
诗,在唱“有一位神”时,他特别讲到这是他最喜欢的
一首诗歌。我渐渐感到我又开始亲近神了。查经前,大
家热情地关心我们的生活,询问我们有哪些地方需要帮
助。结束前,鞠敏和Mark还精心准备了美味的小吃和红
枣水。回家的路上,我想:“又有精神粮食又有物质粮食,
这样的查经当然要参加了。”

以前一到周五晚上,女儿和先生总会安排各种娱乐活
动。自从女儿参加了西区教会周五的Youth活动以后,就
再没听到他们俩讨论周五晚的娱乐项目了,因为现在我
家周五晚就只有一项活动:去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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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腹中，他已拣选我；我能完全奉献，是因他的怜悯与恩慈。因他
的呼召，我得着自由，除去诸般重担与愁烦，得着安息！主的轭是容
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

这是我信息，或讲或唱
孙宝慈

早年的事奉

我生长在一个非基督徒的家庭。五岁那年，我和两位姐
姊随着邻居友人，踏入老家附近的浸信会台北仁爱堂。
母亲在我三岁那年因着工作远赴东京。尚未信主的父
亲，身兼母职将女儿抚养长大。小学毕业那年的暑假，
在一个退修营里，圣灵藉着马太福音中的一段经文，打
动了我的心：“为什麽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
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
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
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後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
兄眼中的刺。”（马太福音7：3-5）我泣不成声，起
身在众人面前接受耶稣为救主，承认自己的罪。当时，
在场没有人听得清我决志的声音。

我从小十分喜爱音乐。九岁那年，教会成立儿童诗班。
我从那时开始学唱女低音，诗班指挥，我们都称他为郭
老师，给我印象十分深刻。他对音乐的热爱，激励且培
养了我们对圣乐的兴趣。在他的潜移默化中，我们在小
小的年纪就体会到如何以诗歌献给天上的圣父。我在初
中时开始学习小提琴。郭老师带领我们，组成小型管弦

乐敬拜团，在主日崇拜及特别聚会中，以音乐
事奉主。高一寒假期间，我受洗加入教会，开
始有各种事奉的机会：诸如团契主席，个人见
证，参加诗班、管弦乐敬拜团、小组查经、街
头布道，以及带领儿童主日学、教授假期圣经
学校。

基督化家庭
  
大学毕业後，我赴美深造。先後在费城的“天
泊”（Temple）大学及康州州立大学攻读物理

硕士及博士。在研究生期间，我有机会参与查经班的事
奉，也曾和其他查经班一同筹划冬季、夏季特别聚会。
王峙牧师，焦源濂牧师，周主培牧师,艾得理牧师，沈
保罗牧师，林三纲弟兄，徐桦医生，李秀全牧师、师
母，及许多其他的传道人，曾经来教导勉励我们。在康
大时，我曾参加美国地方教会并参与儿童事工事奉。
  
刚到康大那年，我认识了我的先生韦建名。我曾多年为
婚姻祷告，希望能明白他的旨意，选择一位主所安排的
配偶。我多次求问神，是否全时间奉献传道，或成为一
位师母。神不曾有特别的呼召，建名似乎也不会走上全
时间奉献的道路，我因此心中十分挣扎，向主呼求“这
确是您的旨意吗？我能放下自己的意愿吗？”有一天，
我在湖边散步默想时，亚伯拉罕献以撒的经文进入了我
的脑海。神曾应许亚伯拉罕成为多国之父，在他老年得
到以撒後，却试验亚伯拉罕，吩咐他将所爱的独生子献
为祭。我顿时领悟到神所悦纳的，是向他全心全意的信
靠与顺服。就在那时，我感受到神所赐下的祝福与平
安，祂悦纳我真诚的心意。1975年6月28日，在神与人
面前，建名和我结为夫妇。仁爱堂的张之信牧师当时在

有次女儿讲到,她现在最喜欢去教会,因为那里有她的好
朋友,有她最喜欢的Anna师母,“Anna师母总带好吃的东
西给我们吃,而且我特别喜欢同她交流思想!”
   
我问先生喜欢查经活动的原因,他说他也象女儿一样,想
看到朋友们, 另外他喜欢每次查经前的UPDATE,“每家
都交流下一周的家事,真感觉到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喜欢主日在教会吃午餐,虽然女儿偶尔也抱怨食物
不是总可口,但相对于可以同朋友们聊天,少吃点美味好
象也没那么重要了。当每次看到大家聚在一起边吃饭,
边交流工作、生活时,我都会涌上“这是一大家人”的
念头。

天父给我们最大的戒命就是“爱”,因着耶酥在十字架
上的爱,我们领受到天父的爱。在西区,我感受到了来自
天父的“爱”!　因为爱,李长老夫妇舍去了含饴弄孙的
天伦之乐,以他的智慧,带领大家建立起这个会堂,看到他,
我总会觉得他就是我们西区教会这些孩子们在地上的父
亲;因为爱,崔振乾总是下了班就在教会剪草,打扫,维修,

他早把教会当成了他的家;因为爱,向海虽然有三个孩子,
一只狗,还有十几只鸡需要照料,但教会里所有的需要运
到垃圾站的活都是他干的,要修地板他会来,主日要早到
准备Video,他也会来;因为爱,国英会花大量时间为教会
布置,整理,和她先生东海一起为教会采买便宜的物品东
奔西跑,为AWANA活动呕心沥血;因为爱,君美经常不辞
辛苦接送老人来回教会,上门探访有需要帮助的兄弟姐
妹;因为爱,谢峰,倚宁夫妇付出大量时间跟进“夫妻恩爱
营”活动;---太多太多的兄弟姐妹在付出!所以我们每
次想到去教会,心里总是感到平安、喜悦。虽然我们西
区现在还没有专职的牧师,但因着来自天父上帝的爱, 弟
兄姐妹们就如一家人一样互相照顾。大家相互传递着
爱。我确实感受到了弟兄姐妹们作为基督徒做盐做光的
努力。

我爱西区这个充满基督徒爱的大家庭。 因着耶酥,我们
成为一家人;因着耶酥,我们成为神国的子民!

田红兵姐妹出生于四川德阳。2006年11月在深圳市基督教梅
林堂受洗，现在信实团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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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深造，特别前来主持婚礼。在我来美期间，父亲在
张牧师的带领下信了主。

我的一向负担，是培养基督化的家庭来见证主，我渴
望“让小孩子们到主这里来。”1979年，我们在新泽西
州，家中添了长子恒基，1984年，次女思莹出生于佛罗
里达州。恒基十岁那年，一个星期六下午，我与他谈话
后，圣灵十分奇妙地带领他认罪悔改，接受了救主。他
当时定意要将圣经读完一遍。十五岁那年，就在他读完
圣经后，与好友一同在CBCGB受洗加入教会。在思莹
六岁那年的复活节，我们全家去康州探望建名的二妹夫
妇。在西哈德福华人教会，圣灵感动她认罪悔改、接受
主为个人的救主。十四岁那年的母亲节，她在CBCGB
受洗加入教会。

儿童事工
    
1985年8月，我们带着两个年幼孩子搬来麻州。当时我
专心在家抚养儿女。临近有两位尚未信主的老年夫妇来
探望他们女儿，为了向他们传福音，西区妇女查经班便
在我们家中成立。渐渐的有其他同工及朋友加入。1987
年我重返职业妇女的行列，无法继续周间的妇女查经，
我们於是与另一家同工开始了周五的艾克顿团契与查
经。
  
儿 童 事 工 是 我 信 主 後 多 年 的 心 志 。 我 二 十 年 来 在
CBCGB教会的事奉，一直离不开儿童事工。从一到五
年级老师以至儿童主日学校长，我专心於儿童事工的
筹划与组织，老师们的招募与训练，教材的准备及同
工们的联络支援。从CBCGB暑期圣经学校开始直到现
在BMWBC的暑期圣经学校，我一直在事奉的行列。刘
梅碧仪牧师是我两个孩子的少年辅导，也是我主内亲密
的同工。建名和我曾参与CBCGB大专学生专题讨论，
分享我们家庭成长的经验。2002年思莹高中毕业的暑
假，我们三口同赴台湾短宣，得到许多学习，享受主的
恩典。

全职事奉
    
高中时有位小我一岁的姊妹，因家庭问题，常找我谈
心。从那时起，我常有机会聆听个人倾述。当CBCGB
教会开始司提反事工的训练，建名和我投入了第一期训
练班。在这个事工的服事中，我们更深入领会到神的奇
妙权能，让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固。
    
来美多年，我的属灵光景时有起伏。我多年来等候在
主前：“主啊，我渴望全身献上。”我多次独自跪在
主前，静穆无声，无助且无言。然而慈爱的主不曾忘
记我，更没有离弃我。祂继续地破碎、塑造、和炼净
我。2005年儿子恒基刚成婚。开始人生的新阶段。就在
此时，主呼召我：将在世上最后的时光完全献上。有一
天清晨，我被主从睡梦中唤醒。祂用一段简单的经文呼
召我：“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

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马可福
音 5：16）

经过漫长的45年，亲爱的主柔声呼召我，将全身、心、
灵完全的献上，成为活祭。这是上好的福祉，何等的喜
乐！女儿思莹多次鼓励我追随心灵的志向，认定方针。
她说：“妈妈，您找寻人生的方向,认定前行,永远不会
太迟。”感谢天父赐予我如此宝贵的女儿。我决意申
请歌登康伟（GordonConwell）神学院，研攻婚姻与家
庭辅导。从物理转至电脑，经过这许多年日，我方才醒
悟，心中一向的志愿乃是专一完全事奉主。司提反事工
不仅坚固了我的信心，更进一步让我认定前面的方向。
这一生中，神为我安排了诸多属灵长者，亲朋益友，宝
贵同工。在母腹中，祂已拣选我；我能完全奉献，是因
祂的怜悯与恩慈。因祂的呼召，我得着自由，除去诸般
重担与愁烦，得着安息！主的轭是容易的，祂的担子是
轻省的。

西区植堂青少年事工

2006年,当我再次成为歌登康伟全职学生的同时,也是西
区植堂青少年事工的起步.和巧庄姊妹同工从六位青少
年成长到今秋四十余位青少年及大专学生,并十余位同
工的参与。这是我无法想像、也远超乎我们的能力。神
的恩典并他奇妙的作为, 使我完全谦卑。信靠且顺服，
并专心仰望。 看见青少年的成长, 我惟能从心歌颂赞美
全能的神。

在我等候多年之後，亲爱的主将门打开，指引我那条当
行的正路！自从神呼召我，生命有何等的改变，生活有
完全的盼望。“这是我信息，或讲或唱。”愿时刻颂赞
我主，只等与他面对面！

孙宝慈姐妹出生于天津。1964年12月在台北浸信会仁爱堂受
洗，现在和平团契。孙宝慈姐妹与韦建名弟兄育有长子恒
基、次女思莹。长子与妻陈清清育有二女清心,清允。孙姐妹
於2009年春取得Gordon-Conwell 神学院婚姻与家庭辅导硕士
学位并於2012年通过麻州心理辅导执照考试。六年来孙姐妹
负责西区青少年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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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成为一家人
-记西区2012年新春元宵晚会

芶燕妮

出国多年, 已经有点淡忘了过中国新年从除夕热闹到十
五的感觉了。今年是个例外。大年夜是艾克顿中文学
校的春节晚会，中间有波士顿十几家华人专业协会举
办的新春晚宴，十五呢，就是波士顿西郊圣经教会的 
“我们成为一家人”的元宵晚会了。教会的近百家弟
兄姐妹以及亲朋好友共三、四百人聚集在利多顿(Lit-
tleton) 的新教堂里, 团团圆圆、 热热闹闹地庆祝2012年
元宵节, 为龙年新年的庆祝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元宵晚会安排在二月四号，周六。晚上六点左右, 很多
位身着亮丽合体的唐装、 旗袍的姐妹们就已经来到了
教会。上得厅堂的姐妹们更是下得厨房, 她们做汤圆个
个在行，有的揉面, 有的和馅, 有的包。 红豆砂、 绿豆
砂、芝麻、桂花, 还有正宗上海肉馅, 让人看着眼馋闻
着嘴谗。 好些弟兄们也在厨房里忙前忙后。不到一个
小时，上千个汤圆就已经准备就序。

七点半，主题为“我们成为一家人”的文艺演出在敬
拜堂里正式开始。这台节目由教会的弟兄姐妹自编、
自导、自演，总指挥是王建国, 导演是刘阳、傅广宇。
整台节目好戏连轴, 让人耳目一新。 用几个字来概括就
是: 原创、 现代、 温馨、 有范儿。

先说原创性和现代感。小品、相声一直是央视春晚当
红的节目，这次西区也来了个大集锦。13个表演节目
里有5个跟说有关，而且都是西区的原创。海派清口

“眼火灭没灭”(王建国), 相声“赶不上趟儿”(杨军),   
小品“将爱进行到底”(徐巍然, 傅广宇，陈岩)，单口
秀“年度报告”(巫东灵), 以及话剧“约瑟的故事”(青少
年团契)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建国的海派清口演绎社会热点，不单是与时俱进，更
是引领潮流。他说：“这些年, 网络发达, 每年的流行语
很多。2010 是神马, 浮云；2011是给力, Hold 住”，他
预言：“2012 的流行语将会是： 眼火灭”。杨军模仿
北美崔哥调侃在承包项目中的中国特色，自嘲回中国赶
不上趟，回美国也赶不上趟。公司的电话和电梯改成了
语音识别，说了十几年的英文竟然就过不了关，情急之
中用中文大叫开门，门竟然开了。 他的精彩表演让人时
而忍俊不禁，时而捧腹大笑。最耐人寻味的是他的结束
语：“时代在不断变化，可是不变的是元宵节的传统，
和对家庭，朋友和邻里的关爱”。巫东灵的年度报告是
大伙儿期待已久的。四年前教会的春晚上，他的年度报
告就深受欢迎、深入人心。这次果然不负众望，出口不
凡：“总结要年年做。不总结容易误事，而且可能误大
事。08年没总结，金融就危机了。11年没总结，卡扎菲
就出事了”。他把2011年的家庭事务提升到国家政体的
高度，以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为原则，胡锦涛同志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以太太每天的讲话为中心，努力构建和
谐家庭，在家庭建设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的讲话熔
家事、国事、天下事为一炉，幽默诙谐，高潮不断，大
伙笑得前伏后仰。 

再说温馨。整台晚会有对上帝的爱，对祖国亲人的爱，
对父母家人的爱，还有兄弟之爱，夫妻之爱，满溢了温
馨。一开场是敬拜团的《我们成为一家人》的主题演
唱，接下来是圣诗联唱《云上太阳》，《You Raise Me 
Up》，和《爱我的天父》。李龙，李艳，Sarah和五岁
的Isaac的情景剧演唱《让爱住我家》，演绎了小家庭其
乐融融的温情。七岁的Brandon献上了用左手弹吉它的
才艺。李龙的独唱《好久没回家》深情吟唱了儿子对父
母的思念，专业歌手吴影的《那就是我》精彩表达了女
儿对远方母亲的思念。在观众的热情要求下，吴影演唱
了婉转抒情的《梅花引》。舞蹈队的赞美操用手语及歌
喉唱出了认识主耶稣是《这一生最美的祝福》。青少年
团契的孩子们很有创意，他们改编了旧约圣经上约瑟的
故事，融入了中国过元宵节的风俗，加入了一些虚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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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传递了亘古不变的兄弟之情。小品 《将爱进行到
底》 是以《心版》记者陈岩采访白云 （傅广宇）和黑土
（徐巍然）的形式，讲诉他们参加教会举办的夫妻恩爱
营的体验。白云、黑土的正宗东北腔和精彩对白让大伙
乐开了锅。他们把基督徒的婚姻观用与神的三角恋爱来
形容，当两人同时靠近上帝的时候，彼此的距离也就拉
近了。黑土发明了爱情ATM ，通过存款和提款的形式揭
示拥有幸福婚姻的奥秘。婚姻是两个不完美的人生活在
一起，所以要学会忍耐和沟通，要宽容对方的短处，忘
记对方的错处，体谅对方的难处，表扬对方的长处。小
品在笑声中深化到了一个新高度。另有四对参加过夫妻
恩爱营的夫妇加入到台上，和他们一起深情地唱起了电
影《将爱进行到底》的主题曲 《因为爱情》，非常温馨
感人。

晚会很有范儿。作为这次活动的总策划，建国也是这台
晚会的主持人和演员。他在《上海滩》的主题曲中以上
海滩的大哥大的形象登场，连说带舞，演绎海派清口
《眼火灭没灭》，非常有范儿。整台节目不多的几首
歌，有三首是今年央视春晚的热唱。据说元宵节的节目
定在央视春晚出台之前，咱西区才子才女们的慧眼独具
可见一斑，有范儿。节目的高级境界是台上台下的互
动，赞美操《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来了个观众大互动，
整个大厅都沉浸在温馨的爱和感人的温暖中，很有范
儿。同时晚会还安排了观众的节目，竞猜老照片、说方
言以及脑筋急转弯。不能不提的是李明哲长老和师母的
系列旧照片里诉说的“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的爱情故
事，最最有范儿。

晚会的最高潮是李长老对教会的一对新人许虹和吴航的
新婚祝福，喜糖从台上撒向了观众，大伙儿兴奋地抢喜
糖。在《因你与我同行》的优美音乐中，投影上放起了
全家福的影集，文艺演出到此结束。散场之后，大伙聚
集在餐厅吃上了汤圆和新婚蛋糕，过完了令人难忘的元
宵节。

西区是个开放的大家庭。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成为联结
的肢体，成为了一家人。元宵节的庆祝从此成为西区教
会的又一传统。

记者: (先上场)大家好, 我叫陈岩, 是心版的记者。  
不知大家还记不记得几年前, 有对东北来的老夫
妇, 来咱挨磕屯儿看女儿。咱教会的长老探访他
们以后不久, 这对老夫妇就信主了。而且我得知, 
最近他们还去了教会主办的夫妻恩爱营。这不, 
今天我把他们俩约来想采访他们一下。

(黑土白云亲密上场, 向小陈儿自我介绍, 坐下)

记者： 大爷，大妈，我听说你们去夫妻恩爱营
了, 据我所知, 去过恩爱营的长辈不多, 所以今天
请你们二老来, 想请你们谈谈感想, 你们都有些什
么收获?

白云:  那收获是相当大!
黑土： 嗳呀, 这会开的好啊， 我俩重新找回自己
的婚姻!
白云： 对, 让我俩重婚了。
记者:  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呢。大妈, “重婚”这
词可不能乱用, 这是犯法的。 
白云:  重新找回俺俩的婚姻, 那不简称重婚吗?
黑土:  那犯啥法呀,一起去的好几对小年轻的都重
婚了。
记者:  (无奈)  那您们能具体谈谈这个营会都教些
什么吗?
黑土:  内容整的听丰富。 有回忆初恋, 原生家庭
白云:  还有沟通的艺术。
黑土:  怎样处理闹心感觉, 叫倒垃圾。
记者:  我们 town 倒垃圾可要交钱的啊。
白云:  对, 恩爱营也教我们存款, 就是表扬对方。 
黑土:  批评对方叫提款。
白云:  (急切地) 还有男的叫水牛, 就是笨呗; 女的
叫蝴蝶, 都容易过敏。 还有 …
记者:  (打断)这内容还挺丰富, 咱一样一样慢慢
聊。

黑土:  好, 我先跟你聊聊开会的主要精神, 首先，
我学到了基督教的婚姻观。
记者： 哟, 好! 您能说说吗？
黑土： 基督教的婚姻观，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要 
“三角恋爱”!
记者： 听着有点儿不大对头啊，这您能解释一下
吗？
黑土：我给你画张图你一下就明白了。这是妻
子，丈夫在这，这是神。夫妻都与神保持关系，
那样他们的婚姻才能更稳定。这不是三角恋爱
吗？
记者: 这么个三角恋爱呀, 吓我一跳。

黑土:  我俩终于明白了, 我俩结婚这么多年最常有
的冲突就是原生家庭造成的。
记者:  呦, 您请详细说说。
白云：(笑)他从小, 那家里穷的, 啥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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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爱进行到底
2012元宵晚会小品

傅广宇, 徐巍然

黑土：不号称有一样家用电器呢吗?
白云:  啥电器呀?
黑土:  手电筒呀!
记者:  那大妈家呢?
白云：我家是富农，而且到我是第二代，所以我是富
二代。  
记者：敢情富二代那时候就有了。
白云：他属于抠门的, 我一直比较讲究消费，陈儿，你
看我这包...
记者：大妈，您这是Coach 包吧？
白云：错，看扉面。
记者: (不懂) 扉面?
黑土：咳, 就是反面。
记者：大妈，您这是LV,驴包啊？您够舍得花钱的哈
白云: 女人吗, 对自己下手就要狠!
黑土:  来美国之前在地摊买的。
白云:  高精仿的, 我说我要去美国看闺女了, 我不得整个
上档次的包吗? 结果就为这包, 他还跟我吵一架!
黑土:  我说, 瞧你得色地, 这包非得在北京, 秀水街买, 结
果叫人宰了38块。你要在咱县城买,不8块钱就下来了
吗? 
白云:  恩爱营之后我明白了, 这都是原生家庭造成的, 我
俩就得互相包容...
黑土: 现在我俩再买东西都商量着来,结果吵架少多了。
记者:  呃, 解决得还真不错，您们能说说那营会上都有
些什么节目吗？
黑土: 营会一开始, 就让(样)大家逮那噶回忆初恋时光,
记者: 呦, 八卦来了, 您快讲讲你们的初恋。
黑土: 那我俩恋爱可轰动了,全村人都知道。我俩相约
58。
白云: 大约在冬季。
黑土: 我俩恋爱那阵故事可多了, 送秋波, 薅社会主义羊
毛, 全国人民都知道。我俩还是有相当深厚的感情基础
地。
白云：后来经过岁月的折磨，我俩感情也出现过危
机。他从前是我粉丝, 后来经常看电视，就喜欢上了人
倪萍了，天天坐电视机前, 守着盼着见倪萍,还在村里组
织一个倪萍粉丝团, 叫什么“瓶塞子”。
黑土:  那你不也没闲着? 天天上网跟踪赵宗祥的微博, 还

跟好几个网友那啥我就不说你了。
白云:  我咋了, 赵宗祥那是我心中偶像!
黑土: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 爱咋咋地!
白云: (急了) (站起)走了, 不访了。 人家小陈儿采访夫妻
恩爱营,你说这事儿干吗？ 
记者: (赶紧拉住)
白云: 你咋这么烦人呢, 这都哪辈子的事儿了,你说这干
啥玩艺儿。 (回来坐下)  陈儿呀, 这轱辘掐了, 别登!
记者: 好, 大妈您放心, 我掐了。

黑土: 这回家得赶紧上网跟网友诉苦呀, 网名叫 “白云
飘飘”!
白云: 你咋知道呢? 我还有一网名呢,
记者: 大妈还不只一个马甲, 您另外一网名是什么呀?
白云: 叫“伤心小女孩儿”, 他一气我我就换马甲。
黑土: 老伴儿呀, 我给你道歉。来, 既然我惹你生气了, 咱
俩就用恩爱营教的化解冲突的方法来处理一下。
白云: 我要倒垃圾。
黑土: 来, 倒吧。 记住倒之前, 得说点好听的啊?
白云: 老头子, 我可感谢神了, 你夫妻恩爱营之后吧, 对我
可好了, 天天催我休息。
黑土: 对,我就说, “别写书了, 再憋出毛病来!”
白云: 你心疼我,我心里可感激你了, 可你刚才当着小陈
儿说那些话可让我伤心了...
黑土: 老伴儿, 你说的我都知道了, 我为我刚才说话伤害
你了给你道歉, 别生气了, 啊!
白云: (撒娇地) 不生气了, 你说倪萍的书--日子, 和我写
的书--月子,谁创作得好?
黑土; 那当然是你那“月子”坐得好了, 我伺候地也好
呀! 你看, 你啥毛病都没落下。
(击掌!)  
黑土: 涛声依旧了。
记者: 想不到大爷当初还组织一粉丝团呢!
黑土: 信主以后我谁的粉丝都不是了， 我只当耶稣的粉
丝。
白云：对, 可着笑了，还又给自己起一名, 叫“耶丝”。
记者: 那我就当”莲茸”吧。
黑土: 陈啊，这次营会还给我带来了商机, 可以说我是爱
情事业双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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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夫妻恩爱营还给您带来了商机?
黑土: 对, 来我给你演示演示我的发明。正在申请专利
呢。
(黑土掏出 爱情ATM) 这就是我发明的爱情ATM, 它可
以存款, 当然了, 也可以提款。
记者：您能给我们表演表演吗？

白云: 表演啊, 表演啥呢，假装我刚化完妆。“老头
子，你看我今天这妆化地咋样？”
黑土: 诶呀，人这化妆都往好里整，你这咋往磕碜里整
呢？脸画那么白, 像假脸似的。
ATM: 您刚提款 ￥80元。
记者：这是人民币还是美元啊？
黑土：刚才我只是给你演示演示，重来。
白云: 老头子，你看我今天这妆化得咋样？ 
黑土：(仔细端详）挺好, 哼, 小嘴整挺红。
ATM:  您刚存款 ￥80元
黑土: 这刚整一平手, 还得接着夸!
黑土: （仔细端详）哎呦，这咋还长俩包呢，(感叹) 唉, 
这人生最大的悲剧就是, 青春期都不在了, 青春豆还在!
ATM: 您刚提款 ￥200元。
黑土：（捂嘴）妈呀，这机器太灵了。老伴，你说你
咋越长越招人喜欢呢，我看你现在跟薅羊毛那会儿没
啥两样!
ATM: 您刚存款 ￥150。
黑土：还欠钱呢，我还得继续存！
记者: 这天长日久非得破产不可! 大爷, 您这机器什么时
候上市, 怎么也得给我点儿优惠吧。
黑土: 这台就送你了。
记者: 谢谢, 谢谢!
白云: 可小心哪陈儿, 还没通过QA 测试呢!

记者: 大爷大妈有什么话要送给心版读者吗?
白云：信主以后我明白了，这结婚就是两个不完美的
人生活在一起，就要学会忍耐，沟通。
（站起， 掏小本儿）我都记在本儿上了

宽容对方的短处，
忘记对方的错处，
体谅对方的难处，
表扬对方的长处！
谢谢！ (手势 V)

记者: 我听明白了, 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白云: (看黑土) 该你了。
黑土：趁着元宵节，我也送大伙儿一对联儿。
记者：好，那您上联是...
黑土:（站起， 掏小本儿）
     老夫老妻登天梯,
记者：妈呀，您可别摔着。 您这是什么上联啊！
白云，陈儿啊，这你就不知道了，我们呆那儿第一课
学的就是婚姻没有后门，只有天梯，别打岔，整挺
好，继续!
黑土：老夫老妻登天梯，下联儿是：水牛蝴蝶倒垃
圾！
记者：这我知道,都是恩爱营教的，您横批是？
黑土：将爱情整到底！谢谢！
白云; (击掌) 挺成功, 还挺扣题儿!

记者:  聊到这, 咱们采访也快结束了。 请大爷大妈谈谈
今后有什么打算。
黑土:  你先说。
白云:  我先说呀, 今年是2012, 就是我俩的金婚纪念了。
黑土:  今年也是传说的世界末日。
ATM: 您刚提款一万元！
黑土； 妈呀， 刚才不是都关机了吗？
白云: (瞪一眼) 想过去, 看今朝, 我此起彼伏。忽然间我
有个想法。 我想跟老伴去旅旅游, 去大城市。
黑土：铁岭咱都去过了呀。
白云：这回我打算去巴黎，重新度回蜜月。
黑土：这又要花钱了。
白云：顺便整个真驴回来, 不要仿的了。
记者: 我代表心版读者先 谢谢大爷大妈。
黑土: 俺俩还想录守歌送给心版的读者
记者: 您打算唱首什么歌呢
白云: 就唱电影《将爱进行到底》的主题曲《因为爱
情》吧。
黑土: 整这首啊, 这歌儿太难, 春晚上, 连菲姐都走音了,
你能整了吗?
白云: 咋整不了啊, 忘了我当初唱二人转了, 那调多高
呀。
黑土: 那就来吧, 唱不上去别硬撑啊? 把嗓子整坏了。
记者: 那我赶紧去录音。
白云: 音乐!
黑土: 妈呀, 还得要乐队呀? 干脆我来吧! 
(拿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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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盛的生命
波士顿西郊圣经教会2013蛇年元宵晚会相声

傅广宇, 徐巍然, 杨军

大卫: 哟, 您看着有点儿眼熟, 想起来了, 您不是去年那
位“赶不上趟儿”小羊吗?
小羊: 哟, 您不是去年上西区春晚的老黑吗?
大卫: 你才老黑呢!
小羊: 孰小弟不敬; 黑土大爷。 听说您不上中国春晚, 感
情到又到爱客屯来了。
大卫: (对观众) 看来上春晚是能出名, 难怪大家都抢着
要上春晚呢!
小羊: 一年不见, 您老真是越活越年青!
大卫:  说的是。 喜乐! 那是非常的喜乐! 现在村里人都
叫你大爷我“大卫, 大卫哥。” (江南Style)
小羊: 大卫哥。  看的出您老是快马加鞭, 老当益壮。 怎
么有点蛇里蛇气的! 今年我也 赶上了!
大卫: 您赶上了, 进步了?
小羊: 没错。
大卫: 您能跟我们说说您都怎么赶上的吗?
小羊: 你看, 今年我攒足了钱, 赶在暑假机票的最高峰, 
带老婆孩子回了一趟国。
大卫: (疑惑地) 您赶上了机票最贵那会儿回国?
小羊: 啊, 赶上了。
大卫: 然后呢?
小羊: 回国本打算去看看我在四川重庆当大官的一亲戚, 
就是我二大伯的侄媳妇她干爹, 他要谈谈招商引资, 并
答应带我高消费玩四川。 结果正赶上王同志进美领馆, 
薄同志被双规, 我二大伯的侄媳妇她干爹也靠边站了。
大卫: 这也算亲戚?! 得了, 公款旅游也泡汤了。
小羊: 关系没了, 四川玩儿不成了。 我就只好玩儿北京

了。
大卫: 北京还是值得一玩儿的。
小羊: 您说怎么着, 我到北京正赶上7/21。北京啊, 一年
不下几滴雨, 偏赶上我在那天下大暴雨。下雨不算, 还
发大水。我朋友开车带着我, 一头扎进海淀立交桥下
低洼积水里。加上倾盆大雨, 眼看着水从车窗漫了上
来。要不是我学过潜水, 两个女儿水性也好, 我们就没
命了。
大卫: 听着是够悬的。
小羊: 您猜怎么着, 我从水里浮上来时, 看到正有两个解
放军救我旁边车里一人。您说这哥们儿, 这节骨眼了, 
他还在宝马车里数钱呢。人家解放军好不容易把他拽
上来, 这哥门吐了一口黑水, 上气不接下气的嚷到: 我手
里只有986张票子, 还有1014张在车里那, 快给我捞!!
大卫: 986张, 感情这人潜水比你还厉害呢?
小羊: 这都是北京雾霾天气练出来的, 肺活量是非...常...
惊人!
大卫: 北京百年不见的洪灾您也赶上了？
小羊: 赶上了。
大卫: 我觉得您这赶上还不如没赶上呢。
小羊: 是啊, 您说我郁闷不郁闷呐, 赶不上也郁闷, 赶上
了更郁闷!
大卫: 难怪你这么多白发! 你是非常象杨百老了! 我给你
拔一拔! (拔白发)
小羊: 大卫哥, 您别薅了! 您这薅社会主义羊毛都薅到美
国来了!
大卫: 小羊, 我跟你讲, 这人生啊, 就不能盯在这世界上
的事儿。这世界上的事, 都会过去。
小羊: 您给我解释解释。
大卫: 你比方说吧, 苹果手机, 刚出来时火不火呀? 苹果
店门前排着队呀, 半夜就有人去排队, 想第一时间拿到
iphone手机。
小羊: 那是, 时髦吗。
大卫: 更可悲的是, 我听说在中国, 没钱的孩子要买
iphone, 把自己一个肾给卖了, 就为买iphone4。
小羊: 太舍本了。
大卫: 结果怎么着, 现在又出iphone5了
小羊: 那就用另外一肾吧!
大卫: 我想这孩子肯定后悔了, 还不如等等换iphone5
呢? 结果人家在iphone5 出来之前还在网上发贴, 高
呼“iphone5”什么时候出啊, 我另外一肾已经迫不及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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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小羊: 不要命了。
大卫: 圣经上说, 生命是神所赐的, 是宝贵的, 超过一切
物质, 世界上的东西都会过去。
小羊: 可是人的肉体总有一天是要死的呀, 不是有句名
言吗“都生出来了, 谁还打算活着回去呀?”
大卫: 您还别说, 我就想给您介绍一个活着回去的方
法。
小羊: 这我想多了解了解。
大卫: 小羊啊, 这生命还有另外一种活法, 你听过“丰盛
的生命”吗？
小羊:风剩的生命？！不但听过，我大表哥一家就是
Sandy飓风过后剩下来的风剩生命！那太可怕了。新泽
西著名海滨小镇全淹了。你说他住的州非叫新泽西，
新近-西边-挨水淹的地！
大卫: 这么个新泽西呀, 看来起名还真得小心。咱言归
正传, 我讲的丰盛的生命, 是你的生命可以很丰富, 很精
彩。
小羊: 我的生活内容已经非...常...丰富了。我们这些海
外华人整天忙得不得了。
大卫: 您说说您都怎么忙的。
小羊: 就说一个星期吧,星期一到五, 除了每天上班朝八
晚六之外, 还忙孩子的教育。星期一晚上中国舞, 星期
二老大西洋绘画, 老二有俄罗斯数学 ...
大卫:还有俄罗斯数学？是一边吃俄罗斯香肠一边做算
数吗?
小羊:不是, 一边喝伏特加一边做算数。 (瞪大卫) 打什
么岔呀?
大卫: 听着不错, 有吃有喝的。对不起, 你接着说。
小羊: 星期三一放学, 老大老二都有钢琴课, 下课后赶紧
麦当劳吃点儿东西, 再去巴蕾舞课。 回到家就上床了。
大卫: 星期四总得歇歇了吧?
小羊: 哪能歇着呀? 我想歇, 可隔壁那两孩子她妈, 有名
的艾克顿虎妈, 给孩子报这课那课, 我们一歇着就又赶
不上趟儿了!
大卫: 看来星期四还得来。
小羊: 星期四, 国际象棋, 国画。
大卫: 星期五总可以歇着了吧, 都忙了一周了。
小羊: 你说那击剑老师, 愣说他平时没时间, 只有星期五
能教。
大卫: 得, 星期五玩儿命击剑。星期六总能歇歇了吧?
小羊: 哪能啊, 周末就更忙了。礼拜六早7点足球; 8点, 
softball; 9点:滑冰; 10点: 体操; 11点: 同学生日Party。 
大卫: 下午总能歇歇了吧。
小羊: 下午,1点: 小提琴; 2点: 民乐琵琶；3点: 游泳；4
点: 跳水; 5点: 中国舞彩排。
大卫:六点呢?
小羊: 全家都趴饭桌上睡着了。
大卫: 实在太累了。
小羊: 星期六得早点儿睡, 第二天还得早起参加活动呐, 
上午中文作业, 下午去中文学校, 中国功夫...
大卫: 还有一天忙呢, 这也太累了。

小羊: 没办法呀, 都怪隔壁那虎妈。 
大卫: 怪得着人家吗, 你自己别学那么多不就得了吗? 
小羊: 您说我这生活够丰富了吧?
大卫: 丰富是丰富, 但不丰盛!
小羊: 那你是从哪儿了解到这丰盛的生命的?
大卫: 在教会。
小羊: 奥, 明白你意思了。你们教会活动组织得确实
非...常...丰盛, 什么乒乓球比赛呀, 夏天集体露营呀, 秋
天赏红叶呀, 感恩节, 圣诞夜, 中国年呀... 那朱艳文两口
子, 特热心, 一有活动就叫上我们家。你还别说, 上次他
推荐我们参加的夫妻恩爱营, 对我们俩口子还真有帮
助。我媳妇在那儿学到一召儿, 一吵架她就祷告。
大卫: 那很好啊!
小羊: 好什么呀, 她那边儿偷偷一祷告, 我这边儿莫名奇
妙就过意不去, 就赶紧向她认错!
大卫: 这不就和解了吗? 小羊儿, 不过, 要得丰盛生命, 不
单要参加这些教会活动, 活动是很丰盛, 但...
小羊: 我知道了, 你指吃饭! 你们教会的聚餐, 那饭菜是
真非...常...丰盛! 各种口味的菜琳琅满目, 应有尽有。 有
些菜我至今难忘, 像油条...
大卫: 那肯定是刘向海炸的。
小羊: 麻辣粉丝...
大卫: 那肯定是叶能做的。
小羊: 面筋塞肉...
大卫: 王建国塞的。
小羊: 馒头...
大卫: 周立蒸的。
小羊: 五香茶叶蛋...
大卫: 李福根儿下的.. 李福根儿家的鸡- 下- 的!
小羊: 我大口吃肉大口吃菜! 吃吗吗香! 我媳妇在旁边直
捅我,“少吃点儿哈, 你最近血糖又高上来了!”
大卫:  对, 我们教会吃出一大堆高血糖的呢。 什么呀! 
我讲的丰盛生命 重点不在这些。
小羊: 那您跟我讲讲丰盛的生命有什么特点?
大卫: 时间的原因,我只能简单跟您分享几点: 首先, 丰盛
的生命是把生活的重心放在有永恒意义的事情上,不是
把重心放在只有今生短暂利益的事情上。
小羊: 为什么?
大卫: 因为今生的事, 都会过去。耶稣说, 人就算赚得了
全世界, 却失去了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就比如说在水底
下数钱那哥们, 如果一口气没憋到头淹死了...
小羊: 那数多少钱也没用了!
大卫: 卖肾那孩子, 第二只肾换十个iphone5 也没用了。
小羊: 他自己反正用不着了, 是挺划不来的。
大卫: 因为神造人不是只为今生, 圣经上说人是可以有
永生的!
小羊: 呦! 那我得跟隔壁那虎妈讲讲去。别整天盯着那
点儿事儿, 把大家搞得都那么累。
大卫: 小羊儿, 我说你别老盯着人家好不好。我劝你, 教
育孩子这件事, 得因才施教。圣经上说得很清楚, 神造
人给每个人的恩赐才能都不一样。你说当初林书豪他
妈偏不让他打篮球, 偏逼他拉小提琴, 那他能有现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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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吗?
小羊: 你说得也对。
大卫: 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
丰盛 。”一个人, 只要尽自己的努力, 把神所给的恩赐
发扬, 使用到最大, 那就是迈向丰盛生命的第一步了。
小羊: 说的太好了! 那下一步呢?
大卫: 这下一步吗, 保密! 这样吧, 你自己来参加我们的
圣经学习主日敬拜, 我保证, 过不了多久, 你就能找到丰

盛生命的奥秘!
小羊: 那好, 我下礼拜就来。
大卫: 说好了! 你要不来, 我就叫我们这儿王倚宁给你打
电话!

徐巍然弟兄出生于北京。1998年在波士顿郊区华人圣经教会
(CBCGB)受洗，现在和平团契。

在基督里长进
张凤海

当我们面对一个呱呱落地的婴孩时，我们说一个新生命
诞生了；当我们决志信主时，我们说“这是我们新生命
的开始”，或者说“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开始”。任何一
个新生命，不生存就没有意义；也没有人会以为孩子出
生了就万事大吉了，我们希望他或她要和着我们的心意
一天天地长大。人尚且如此，那造天地的，赐我们救恩
的主岂不是更盼望我们和着祂的心意一天天地长大吗？
所以在基督里长进是必须的也是神所期盼的。

在一个正常的文明社会中，18岁以前是每个人接受文化
教育的阶段，是为人一生学习工作打基础，是预备我们
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的阶段；神捡选我们，同样为我们
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他的牧者把祂的真理教导我们，祂
也把祂的话借着圣经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了解，为的是
装备我们，预备我们为祂的国所用。 日积月累，我们
属灵的生命一天一天得到喂养，对真理的认识一步一步
加深，神的心意一点一点向我们显明，被我们了解。所
以在基督里长进是我们更多更深地认识神，活出一个更
讨神喜悦的生活的一个过程。

在我信主的很多年中，我以为我只要知道我是个罪人，
耶稣基督救赎我，为我而死，使我得永生就可以了。殊
不知这只是我们对神的最低限度的认识。当我写这篇文
章时，重新读到王国显长老的文章， 他说：“一个认
识了主耶稣是救主的人，过了五年或者是十年，他对主

耶稣的认识仍只限於耶稣是救主他就不是一个长进的
人”。事实上，基督徒的长进应该是很必然的。一个人
信了主，认识了主耶稣是救主，过了一些时候他还知道
了主耶稣不但是救主也是我们的主，他就实实在在地
遵行主的旨意，以主耶稣为主，以自己是仆人，这样他
长进了。又过不久，他知道了主耶稣是人的安息，他就
不再背任何忧愁挂虑的重担，一切的苦恼都带到主耶稣
面前，也卸下在祂面前，是祸是福都以主为依归，这样
作既享受了安息，又比过去长进了。又再过一些时，他
知道主耶稣是我们的盼望，他就实在地轻看了世上的好
处，不管地上的事物是怎样的变幻，都不再使他唏嘘叹
息，因为主耶稣是他的指望，主以外的都不可靠，都不
是指望；除了主以外，全不再有所等候与爱慕。

基督徒的经历就是这样的一步一步进深，这就是长进；
从知识到认识。认识了主有多少，他的长进就有多少；
先从知识上知道，又再从经历(恩典)上证实；这样一步
一步的长进，直到在神面前“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
的身量”，不再作小孩子。当今我们身处末世，更要靠
着在基督里的长进，靠着对神话语的真知道，去分辨什
么是从神而来，什么是出于撒旦的诡计。

既然在基督里长进是必然
的，那么怎样才能在基督
里长进呢？如果主允许，
明年的主日学“在基督里
长进”将为你细细道来, 
其内容将和过去的不一
样。欢迎参加。

张凤海弟兄出生于北京。 
１９９３年８月在波士顿郊
区华人圣经教会（ＣＢＣ
ＧＢ)受洗，现在CBGCB盐
和光团契，担任西区教会
（BMWBC) 主日学老师。

神的心意一点一点向我们显明，被我们了解。所以在基督里长进是我
们更多更深地认识神，活出一个更讨神喜悦的生活的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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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上主 
 

要常常喜乐。 
不住地祷告。
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
你们所定的旨意。

(帖撒罗尼迦前书  5:16-18)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马太福音 7:7)

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
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
东西给求他的人么？

(马太福音 7:11)



“I come to the garden alone, while the dew is still on the roses.
 And the voice I hear falling on my ear …”这古老的歌词常在我心中

早晨与神交通，读神的话，向神祷告是我每天最享受
的时间。望着初升的太阳，温暖的阳光，除去黑暗，
普照万物。我感谢神，创造树木花草，鸟儿的歌声，
微风的吹动，都是如此美好！ 

我如同儿女来到父亲面前与他谈话，得到父亲的教
导，明白父亲的心意，愿意照着行。想到旧约时代，
人惧怕神，需要经过祭司，祭物来到神面前。今日我
们借着主耶稣的宝血能坦然无惧的来到祂恩宝座前，
与神交谈，这是何等的荣幸。我赞美感谢神的恩典。 

“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
的事指示你。”( 耶利米33:3)

“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
里。” (诗40:8)

我也把今日要做的事，把身上有的重担交在主手中，
请求他引导带领。

这个世界有黑暗邪恶，魔鬼用试探，欺骗来引诱我
们，又时常控告我们不配作主的门徒。但我们的主是
得胜的主，胜过死亡，如今坐在父神右边，我们要祈
求大有能力的神保守，不遇见试探，脱离凶恶。

“务要谨守儆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
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 (彼前 5:8)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
安息。”  (马太 11:28)

接下来，打开教会的祷告单；为教会，为弟兄姊妹的
需要代求，为自己，为家庭祈求。约翰十七章记载主
耶稣离世前的祷告，他如何爱他的们徒及以后的教
会。

1.  为教会合一，为门徒合一祷告。 11节
2.  求神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 15节
3.  求神用真理使他们成圣，这真理就是神的话。 17节
4.  使父神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 23节

清晨的约会
郑冠康师母

感谢神，清晨的约会结束了，我带着轻松喜乐的心面
对今天的一日，穿上神给的全副军装，敌挡恶魔，荣
耀神的名。

记得王峙老牧师经常外出在各地讲道，由浅入深，很
得人敬爱。他却题醒我们，人们的称许不见得是神所
看重的。他觉得王师母经常默默在家为他在外作神的
工祷告，才是最宝贵、最重要的，或许将来在天上的
奖赏很可能比王牧师的更大。因为人只能看外面，神
却看内心。这些话让我们知道，肯默默的为神的事工
摆上代祷的功夫的珍贵。

天上的奖赏

在红叶、黄叶纷纷飘落秋高气爽之时，一天，我心血
来潮，想明天是丢垃圾日，下去地下室丢些古旧的东
西。从第一包大大的 manila 口袋里拿出来看看里面
是什么：看到是以前在教书时得教师金苹果奖的报纸
记载，有波士顿得奖的十五位老师相片，及一些参议
员、校督等大人物和其他人的恭贺信件。顿时回忆起
那时的各种庆贺：隆重的领奖晚餐，去波士顿拉丁学
校试范教课等等。啊！这些以往的成就，随着时间的
过去，也消失在记忆里。想到在地上的荣耀是何等的
短暂，且易被忘记，比起将来在天上永存的荣耀有多
大的差别！

在这末世的时代，我们需要凭着祷告来胜过诱惑和试
探，有多处经文勉励基督徒要成为得胜者。

圣经上记载：为义受逼迫的，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
们在天上的奖赏是大的。启示录最後提到圣城新耶路
撒冷，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
好像碧玉，明亮如水晶。城墙的根基是用各种宝石修
饰的，蓝宝石，绿宝石，绿玛瑙等等。美得难以形
容。只有名字写在 生命册上的才得进那城。马太福音
五童女的比喻也告诉我们只有有准备的才可以与新郎
一起享受筵席。 这些人爱神，并与神有亲密关系，以
神国度为念。我们是否
是这样的人能得天上的
奖赏?

郑冠康师母出生于台湾, 
1964年在北婆罗洲受洗 (现
今的 Sabah, Malaysia），现
在儿童主日学, AWANA 及
长辈团契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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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祢对你儿女的恩典的带领，若写成书，整个世界也容不
下。于是，向祢献上感恩之后，仆人向祢祷告，祢要让我在这里
学习什么呢？

主啊，为什么祢的道路总不是我的道路？
施建川

当我开始喜欢上圣地亚哥（San Diego），开始考虑买
房子时，我没有向祢求大房子，祷告求祢给我安排一
个像波士顿那么大小的房子，1700-1900 平方英尺就
足够了，我将搜索价格定在400-500k之间，我不想欠
一大笔债，让神国里的奉献受损。可是主啊，我想买
的时候，别人也想买；我准备给offer的时候，房子已
经没有了，而且我也不愿意去和别人比价格，因为我
知道这不是祢给我的道路。

于是我在梦中听见一个数字，39万9。我怎么会相
信？39.9万在Poway或在Rancho Bernardo想买一个1800
平方英尺左右的房子？而且这个房子是一个在户外敬
拜神而不打扰邻居的地方？怎么可能？于是我就忽略
了祢的指示。几天后，我实在是找不到合适的房子，
于是将价格调在35.5万到55万之间。我看到了一个
foreclosure的房子，几天前由42.5万下降到39.9万，可
是房子1400 多尺。我不情愿地打开那个link，看到它
的地点很特别，好像比较高，有超过1亩地的院子，房
子也很新。于是我有些心动，也有些悔改，难道我一
定要住大房子吗？突然想起那个梦，算一下时间，它
降价的时候正是梦里的时间。我的心真的很激动，主
啊，祢知道我是多么地悔改！多么地痛心！祢在世间
的时候连枕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而我，口口声声说爱
祢，竟连住小一点点房子都不愿意。房子大能让祢与
我同在吗？主啊，求祢去掉我的假冒为善、贪爱世界
的心。我已经不在意房子的大小，只要是我心爱的主
为我预备的，即使再小，我也愿意。我宁愿住在圣殿
的小房子里，也不愿意住在自己的宽敞的帐篷里。因
为祢的同在才是我深深所爱的。主啊，感谢祢释放了
我的捆绑，

我第二天急切地去看房子，主啊，那是怎样的一个房
子！开车沿山坡而上，终于到达那里。房子坐落在高
处，前面很安静，后面的山下是较忙的公路，可是那
是怎样的一个敬拜环境，三面都能几乎没有遮拦地看
见山，整个人好像都要融进远山和天空里，要和这些

伟大的创造一起来敬拜神。我心里是多么地喜乐和感
恩，感谢神怜悯他的这个不忠心的仆人，感谢神的恩
典为软弱人的预备。

于是agent和对方的agent联系，主啊，我发现那等待的
时间是那么长，可是我相信祢的道路最美善。得到的
消息却让我失望，已经过了deadline，银行已经接受了
别人的offer。主啊，人若发现因着自己小信，而眼看
见失去了祢为他预备的祝福，是一件多么痛心的事。
主啊，我们很多时候为失去看得见的属世的小祝福而
痛心，可是我们灵里的懒散却让我们失去神为我们
在永恒里预备的大荣耀，可是我们竟然不知觉、不悔
改、也不痛心。主啊，我常读到耶和华告知以色列人
说，耶和华的臂膀什么时候短过，在神没有不可能的
事，可是我发现我就是那些以色列人中的一员，就是
那么地小信，不求耶和华的祝福，而投靠能像芦苇般
的埃及。主啊，就求祢不要向祢的仆人掩面，不要在
怒气中责怪祢的仆人。祢是良善，又乐意饶恕人的，
向祢呼求的，祢都以丰盛的慈爱待他们。求祢将祢的
道路指教祢的仆人，让仆人能行在祢的心意中，专心
敬畏祢的名。

继续和Agent看别的房子，可是心里总是觉得有些酸
痛。这个不是我想要的，那个也不是我喜欢的，我到
底要什么？主啊，一个属神的人没有办法安息在世人
看为好的事情里，他只能安息在神的身上，安息在耶
稣的心意里。Agent说既然看了这几个房子，不远处
还有一个房子，但是面积小了些，价格高了些。1500 
feet不到，要价54.9万。我一口回绝，简直不可思议，
所以坚决拒绝去看。但Agent劝说，既然正好在附近，
不妨看一下，也增加一点经历。主啊，我立定心志，
要学习不信靠自己，而全然仰望祢。可是现在我是不
是又在用自己的固定的想法来限制祢的作为？我脱了
外衣，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再弄脏呢？也
许祢有美意，也许祢用周围的人 - 他们可能不认识
祢，可是祢还是使用他们来帮助孩子，教导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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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房子我真的很喜欢，是一个美丽、敬拜的地
方。主啊，我确实很喜欢它，可是价格太高。主
啊，我常常学习我的老师该恩夫人的一句话，她
说，她爱耶稣的贫穷、圣洁和顺服。我也常常用这
句话向祢祷告。主啊，这是祢的心意吗？祢是用这
个房子来祝福祢的孩子，还是来查验我的心？主
啊，求祢施恩告诉我，若没有祢的恩典，仆人的灵
就发昏了。祢在安静中显出祢的能力，我在等待中
显出自己的软弱。我虽然求，可是祢没有在梦中告
诉我当怎样做。祢的道路是那样的难测，祢带领以
色列人参加第一次的迦南争战时，祢让城墙倒塌，
祢几乎包办了这一场争战；祢带领以色列人参加第
二次迦南争战时，祢却没有重现第一次的情形，以
色列人需要寻求祢的心意并且奋勇作战。于是仆人
开始学习寻求祢的心意，一边前进，一边准备随时
退出，甚至几乎签完所有的文件时，我也准备随时
退出，只要祢想我说一句话，我就立刻退出。主
啊，不是我不喜欢这个房子，我真的很喜欢它。可
是主啊，我宁可选择祢给我安排的低位，也不要自
己得来的宝座。

没有人和我比价格，别人是从下往上走，主啊，祢
让我从上往下走。没有人和我争这个房子，因为祢
的手托住祢的仆人。主啊，在价格的谈判中，我在
学习何等的功课，一个耐心等待的功课，一个信靠
的功课，要安静，要知道祢是神，祢要在全地被尊
崇，祢要在每件事上被尊崇。我看见祢的灵在运
行，突然明白耶和华大能的臂膀可以是祢自己行翻
天倒海的奇事，也可以是祢的灵在那些祢使用的人
身上，让他们不知不觉地成就祢的心意。祢不是兴
起尼布甲尼撒和古列吗？他们都不是认识祢的名，
可是祢称他们为祢的仆人，祢使用他们成就祢的心
意。谁测度过祢的灵，将智慧教导过祢呢？万有本
与祢也为着祢，祢在万有之上，也在万有之中，祢
贯穿万有。主啊，这真是千真万确的。

感谢祢的恩典，买到了房子，于是
我准备离开我原来住的地方了。
主啊，我真的很舍不得那个地方。
在每天早晨的敬拜中，星星隐去，
太阳旭旭升起。我熟悉了那个地
方，知道清晨什么时候那些乌鸦成
群结队地从从东向西飞去，傍晚什
么时候它们从西向东飞回。主啊，
祢以密云遮蔽天空，祢为大地预备
雨水，使群山长满青草。祢将食物
赐给走兽，也赐给啼叫的小乌鸦。
乌鸦虽然叫的声音单调，可是它们
也赞美祢，因为也是祢－我亲爱的

主，赐给了它们美好的生命。主啊，将来在天上会
有乌鸦吗？我的主，祢爱每一样花草，祢爱每一个
小鸟，全地，哦，主啊，全天，都充满祢的慈爱。

我准备搬走了，于是我问祢，主啊，我今天就要搬
走了，那些可爱的火鸡今天会有什么特别吗？我早
晨继续敬拜，于是第一次，所有的火鸡都跑了过
来，围着祢的仆人，于是我抱着它们，亲它们。主
啊，我真的很爱它们，它们的羽毛是那么美，记得
看过一个讲神的创造的DVD，其中特别提到神给鸟
创造的羽毛其中的奇妙。主啊，祢真的很爱它们，
祢也很爱美，有那么有丰盛无比美的创造的智慧。
公火鸡一激动，脖子上就有很多的小气囊就由紫白
变红，红冠子也挺立起来，摸上去真的很舒服。主
啊，谢谢祢的恩典，我离开它们时，祢让我能第一
次和它们一起全家福。

可是新家还没有床，所以我又不得不回到原来的地
方多住一晚。但是我向祢不敢奢求第二天那些火鸡
会怎样，因为昨天它们已经第一次全体都来了，不
会有比这更新的事了。主啊，不是我小信，不是因
为“我不求，不试探耶和华”，我知道祢是做新事
的神，在祢没有难成的事，可是仆人实在不敢奢求
别的了，更何况我今晚额外多住一晚，本是节外生
枝的事。第二天，几个火鸡继续过来，但不是全
部。可是，令仆人感到惊奇的是，别的火鸡都渐渐
离开了，但两只公火鸡就是不离开，它们展开美丽
的羽毛，像两个大扇子一样，不停地围绕着祢的仆
人，我敬拜有多久，他们就围绕我有多久。当我跪
下敬拜时，它们绕着我，竟然将羽毛贴到我身上。
可是主啊，我知道其中一只一向都是很胆小的。主
啊，祢是向我说话吗？祢的手臂什么时候短过？在
祢没有难成的事，耶稣不但昨日、今日、明日都是
一样，而且祢还是那位常新的神。主啊，求祢用祢
的羽毛遮盖祢的孩子，用祢的衣襟遮盖祢的仆人。

于是我向祢祷告，主啊，祢为什么如此恩待这个不

62西区一家人 2013 (总第1期)  祷告上主



配的仆人？仆人想来想去，真的是不明白。是因
为仆人去帮助祢的在困苦艰难中的众仆人和圣经
学校吗？拉结固然样貌娟秀，可是不结果子，主
啊，祢实在是怜悯孩子，见我不结果子，所以祢
给我找点事情做，将来也能有份与一点点荣耀。
可是主啊，我向祢献上的是什么工作呢？我没有
怜悯心，也没有智慧，我常常得罪祢，也常常得
罪人，我向祢献上的悔改远大于献上的感恩。祢
恩待祢的仆人，或者是因为我是祢的敬拜者？可
是主啊，难道不是常常祢教导我，甚至让小鸟在
梦里告诉我要起床了。主啊，若没有祢的恩典，
谁能走路、谁能奔跑呢？人性的罪让他倾与恶，
而不是倾于善，不是倾与勤奋，而是倾与懒惰，
仆人就是标标准准的这样懒惰和恶的人，但是我
的主、我的神啊，祢的恩典就是要在软弱的人身
上得到完全－如果这个人愿意不断地寻求祢的恩
典，愿意不断地叩门，愿意不断地祈求、悔改和
感恩。因为他深信，他虽然是个乞丐，但站在他
面前的是一个慷慨的给予者--一切丰盛的恩典
都有形有体地在祢里面；他虽然是个病人，但他
有一位全能的医治者--祢辉煌如光，手中四射光
芒，其中隐藏着能力。

住进新家，继续蒙祢恩典的带领。祢所爱的门徒
约翰写到，“耶稣所行的，还有许多其他的事；
如果都一一写下来，所要写成的书，我想就是这
个世界也容不下了。”主啊，祢对祢儿女的恩典
的带领，若写成书，整个世界也容不下。于是，
向祢献上感恩之后，仆人向祢祷告，祢要让我在
这里学习什么呢？祢想让我在这里看见什么呢？
想看火鸡，是看不到了；一群一群的乌鸦，这
里也没有。但是祢让祢的仆人看见了那白石，就
是在矗立在后院的山坡上最高处的一个巨大的白
石，在夜晚的光亮中，在黎明的黑暗里，在蓝色
的苍穹下发出不可阻挡的白光。我也看见了地面
上的一个十字架。是的，主啊！祢要我们生命成
长，离开孩子的言行；祢要我们生命成熟，进入
那得胜者的行列。是的，主！我已经看见我的名
字写在那白石上，我已经看见祢更多的儿女的名
字写在白石上，我更看见祢这个非人手凿成的石
头充满全地。愿祢的心意成就，愿祢的恩典和话
语托住祢的儿女、祢的教会，愿祢的十字架不但
成就我们的救恩，更成就我们的得胜。

祢这住在园中的啊！我的同伴都在细听祢的声
音；愿祢使我也听见。我的良人哪！愿祢快来，
像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

当我们这些不起眼的瓦器, 愿意把自己的想法放下, 倒空自己的时
候, 我看到神的祝福如江河一般从我们身上涌流出去。

成为神祝福的管道
周立

在教会或听道时常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 “倒空自己,成为
神祝福的管道。”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只要对人热情, 在别
人需要帮助时伸出援助的手就是把神的祝福带给周围的
人了, 却忽略了倒空自己。 今年四月份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使我对“倒空自己,成为神祝福的管道”有了深刻的认识.

那是在一个星期六的早上, 我为教会买了一些用品后开车
到教会去存放, 意外地看到很多弟兄姐妹站在教会外面。 
后来得知是有一位朋友患了癌症，大家聚在一起为她祷
告。我跟一位弟兄说禁食祷告会更有能力，结果弟兄姐
妹们真的就开始轮流为那位朋友禁食祷告。我得知后非
常的感动, 也为他们的奉献精神感谢神。

很快神的灵感动我去那位患者家为她祷告, 为此我心中充
满了挣扎。 每次神的感动一来, 我就会对自己和神说:“算
了吧, 我们不认识,如果我去她家为她祷告,会让她很不舒服
的, 我还是自己为她祷告吧。” 一连四天都是如此, 但是
到了第五天, 我实在是无法再拒绝神了，就给与患者关系
很好的一位姐妹打了一个电话，询问她的病情。说完后
那位姐妹说她很希望我能去那位患者家里为她祷告。我
当时激动到眼泪都要下来了, 我马上告诉那位姐妹我打这
个电话就是为的这件事。当天晚上，我和那位姐妹都去
了患者家, 我们一起为她做按手祷告, 分享神的话, 和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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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异象。那天结束后我被神极大的喜乐和平安
充满, 大到无法诉说。因为我顺服了神的带领, 神
就借着我把祝福带给了有需要的人。我看到神奇
妙的作为和完美的预备, 祂感动我和那位姐妹, 祂
也打开那位患者的心。当我们都顺服时, 神的工就
能成就。这个经历让我明白神施恩的手一直都是
伸出的, 很多时候神的祝福无法临到, 只因我们这
些器皿里充满了自己的想法, 神的祝福无法从我们
身上流出去。

过了两天在教会里碰到一位姐妹. 我几天前得知她
的妯娌癌症复发, 但我不知道她已经腹水压迫了胃
使吃下的食物很难到肠道去, 而且后背痛到如同钉
子钉在上面。这时神的灵提醒我要为大嫂祷告。
这一次我毫不犹豫地顺服了神。三天之后我去那
位姐妹家为大嫂祷告, 并与她分享神的话, 也鼓励
她读圣经。两天后先接到一位姐妹的电话告知第
一次祷告的患者的情形, 一切都按着我们祷告的成
就了。过了一会儿又接到一个电话, 是关于大嫂的
消息。姐妹告诉我大嫂的后背在祷告的当天晚上
就不疼了, 一晚上都睡得香甜, 第二天竟然还吃了
两个大包子. 那天早上接连收到两个好消息, 我兴
奋极了，因为我亲身经历的神的大能, 神的信实, 
和神长阔高深的爱, 主的喜乐大大地充满我, 我无
法用言语来形容这个喜乐。　我只有不断地感谢
赞美这位又真又活, 听祷告的主, 乐意施恩的主。
因着我一点小小的顺服, 主就借着我把祂的恩典和
大能从我这里带给了别人。 

每当我想起这两次的服侍, 就让我更加谦卑在主面
前, 提醒我本是悖逆的,软弱的, 但因被神使用就成
为顺服的, 有能力的。实在不是我有能力给别人带
来祝福和医治, 而是神的大能。我的作用就是管道, 
是神祝福的管道。当我们这些不起眼的瓦器, 愿意
把自己的想法放下, 倒空自己的时候, 我看到神的
祝福如江河一般从我们身上涌流出去。加拉太书 
2:20节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
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老我已经钉死
在十字架上了, 我们已不是卑微的器皿了, 如今我
们有基督的生命在里面, 我们已成为神贵重的器皿, 
里面有神满满的祝福并且满溢出来, 这祝福要带给
一切有需要的人。

周立姐妹生于北京。1999年在波士顿郊区华人圣经教
会(CBCGB)受洗, 现在喜乐团契. 

祷告会有一种我说不清楚的氛围，我非常喜欢它。它让我感觉到
和睦，宁静，和纯洁。我想那就是耶稣基督的那份浓浓的爱！我
不仅感到那源源不断的爱，我还感到在耶稣基督里的那份喜悦。

 斗胆去祷告会
刘辛贵

有一天，教会一位弟兄鼓励我把我过去做的一个关于去祷
告会的见证整理一下，投到我们的<<爱篇>>首刊里。我的
第一反应是：推掉它！随即我的借口是：时间太短了。他
却说：两个星期差不多了。然后我又找了一个借口：我打
中文字太慢了。他说：我帮你打！这下，要换了你，还好
意思推吗？

其实我非常愿意给大家分享我是怎么“厚”着脸皮去每周
二的祷告会的。只要坚持去祷告会，你就会越来越喜欢去
祷告会；只要坚持去祷告会，你就会越来越体会到神的爱
就在你身边。

很难为情的开始

记得那时刚受洗没几个月，因小儿子年少，叛逆，很不听
话。为了改变小儿子，我和妻子决定去教会的祷告会。刚
开始我和妻子轮流去。她一周，我一周。我是尽量找借口
别去，因为我怕！到最后，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了我一个
人每周去祷告会了。也许我妻子比我更害怕去祷告会吧。
怎么会怕呢？去祷告会的兄弟姐妹又不是老虎，难道会吃
了我不成？老实说，还真是害怕。我，一个刚受洗没几个
月的“新人”，而且又不会当着大家的面祷告，每当该我
开口的时侯，总是结结巴巴，而且没说几句话，就没词
了。看着大家的“能说会道”心里真是羡慕。虽然我过去
和现在仍常常在祷告会中祷告时打结，但我坚持下来了，
而且还在继续坚持着。

情不自禁的转变

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
给你们了”(太6：33)。而我起初去祷告会的目的就只是
为小儿子祷告。所以我在祷告会的开始阶段，总是为小儿
子祷告。后来慢慢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家都是在为
教会祷告，为神的国度祷告。记得有一次，看到大家为康
州小学枪杀案祷告时，自己很自然的就跟着大家一起为那
受伤的灵魂祷告；为那失去的灵魂祷告；为那失去儿女的
父母祷告；为那失去母亲的儿女祷告。我也开始为大家祷
告。我们都是罪人。我的罪不比小儿子的少，甚至更多。
慢慢的，我自己也在祷告中改变自己。我开始每天多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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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神的话语；多读一点神的话语。我坚持去祷告会，我
都不知道我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不会说到可以说。神就是
这样一步一步地引领我。人生的小站，每一站都有每一
站的风景。只要与神同在，每一站都有神的平安和喜
乐。

与神同在的得胜

祷告会有一种我说不清楚的氛围，我非常喜欢它。它让
我感觉到和睦，宁静，和纯洁。我想那就是耶稣基督的
那份浓浓的爱！我不仅感到那源源不断的爱，我还感到
在耶稣基督里的那份喜悦。虽然四季变更，阴晴圆缺，
潮涨潮落，但祷告会总是为教会的兄弟姐妹，以及他们
的亲人和朋友祷告。每当听到有人的病痛或癌症有所好
转或得到控制，大家都止不住地赞美神；每当听到有人
决志信主后，大家都异口同声地感谢神；每当听到有人
找到工作，大家都发至内心地歌颂神。我们教会有一位
慕道友，她得了晚期癌症。教会的很多弟兄姐妹都去关
心她。有一位姐妹在祷告会上就说：神会医治她。后来
医生用了一种药对她这种病非常有效果。现在她的病情
得到很好的控制，大脑里的阴影又小又少了。感谢神！
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又真又活！神就在我们的教会里，
神就在我们中间，神就在我们心里。

在我们得胜的生活里，我们不只是要坚持去祷告会，我
们每天也要坚持祷告、灵修。只要坚持，我们学习圣经
的时间就会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不固定到有固定；
只要坚持，就会和神越来越亲近；只要坚持，夫妻之间
的感情也会越来越和睦；只要坚持，就会一点一点的成
为一个好一点的基督徒。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是还没去过祷告会的话，不妨去
试一试。没准你会比谁都喜欢去祷告会。因为你在那里
得到的远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小秘
密：你们去得越多，我的压力就越小！别问为什么了。
感谢神对我们大家的爱！

刘辛贵弟兄出生于重庆。 
2011年在波士顿西郊圣经
教会(BMWBC)受洗，现在
良善团契。

祷告经文的启示

经文：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
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
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历代志下7:14）

启示：谦卑寻求神，就可得医治。

经文：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
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尼希米记1:4)

启示：要谦卑在神面前。

经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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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2-13）

启示：要多多祈祷，神就应许我们，若专心
寻求他，我就可以见他。

经文：你们祷告，无论求甚麽，只要信，就
必得着。（马太福音21:22-22）

启示：信就可得着。

经文：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
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马太福音
26:41）

启示：要警醒祷告，不可随肉体行事。

经文：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
的，无论是甚麽，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
着。（马可福音11:24）

启示：只要信有，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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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人生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
下脂油。

(诗篇 65:11)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
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
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
能力覆庇我。

(哥林多后书 12:9)

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
直到永远。阿们。

(彼得后书 3:18)



在神的恩典中重新得力
巫东灵

虽然不管信主与否，我们都会经历这样那样的人生艰难，但我们
有耶稣基督的同在和保守，艰难之中有盼望，痛苦之中有甘甜。

四年前的春天，一切似乎都很正常。春暖花开，万物
复苏。家家户户都在清理院子。西区教会也刚刚买
下了一块地产。弟兄姐妹们怀着感恩的心一起清扫整
理。事后发现我的脸部出现红斑。以前从来不生病的
我自然不把它当回事，以为是毒草引起的。谁料想后
来发起了低烧。四年的特殊人生历程就从此开始了。

原来，这是一种只有百万分之七概率的免疫类疾病。
免疫系统会和自己的肌肉和内脏打仗。身体越好的人
也许病得越重。我在一个月之内体重下降了三十磅，
并伴有黄疸。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资料，“五年存活
率”，“和癌症有关”等字眼刺激着眼球和神经，让
人感觉要掉到一个黑洞里。平时经常锻炼的我怎么会
得这样的病？为什么是我？神在惩罚我吗？

教会里有的弟兄好心地说：“快向神认罪，求神赦
免，求神医治。”我内心的确有这样的顾虑，因为我
身上有各样的罪需要除去。但又一想，世界上并没有
这样的规律，义人万事亨通，恶人艰 难曲折啊。或许
主有更深的美意，祂要借着病痛让我更信靠祂。主耶
稣在回答门徒关于瞎子的问题时说：“也不是这人犯
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
作为来。”（约9：3）。

弟兄姐妹在一起为我祷告。他们为我翻开以赛亚书40
：31，“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必如鹰展
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句
话牢牢地刻在我心里。无论是什么原因，管教也好，
试炼也罢，我只要耐心等候耶和华。因为这是神明明
白白地赐给我们的应许，神会让我重新得力。

第二年复活节主日敬拜的时候，我有一种特别强的感
动和释放。我在病痛中更好地体会到耶稣基督为我
们所做的一切。主耶稣所承受的是人间最大的痛苦。
祂这样做是因为爱我们这些罪人，是为了召罪人悔
改。“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而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5：8）。 主耶稣
为我们罪人作出这么大的牺牲，又何需通过惩罚来让

我们悔改呢？

我相信身体一定能恢
复，会完好如初。我
太太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陪着我从走路开始恢复锻
炼。弟兄姐妹们不断地送来耶稣基督的爱。有一段时
间他们轮流送来可口的饭菜。有弟兄从自己车上卸下
割草机割完草就离开。恩慈一组的弟兄姐妹一起来为
我们清扫树叶。我时常感慨，弟兄姐妹的情谊让我忘
不了，也还不完。

在开始的半年里，我的生活是以医院为中心的。核磁
共振，透视，活体检查一样一样地进行。药物的效
果也在观察当中。我很庆幸能在世界上最好的医院里
接受治疗。我也知道，再好的医生，再好的药，对某
个病人来说也并非一定有效。所以每当上一种新药时
我就对神说：“最高智慧的神啊，你说有就有，命立
则立。求你让医生所选的药对我有效果，少有负作
用。” 治疗的每一个步骤都有弟兄姐妹的祷告托住。

恢复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虽然病情通过药物得到控
制，但这些药物都有较强负作用。用量需要逐渐减
少。然而，药量每减少一点，症状就会反复。有一次
反应在跨关节上，疼得只能躺着。我看着这一把药心
里想，难道这一辈子就要依赖这些药了吗？我对神祷
告说：“慈爱的神啊，如果你愿意，一个意念就可以
让我痊愈，又何需这些药呢？” 我相信神一定会让我
摆脱药的捆绑。每当症状一稳定，我就鼓起勇气继续
减量。今年是第四个年头，今年夏天我终于减掉了最
后的半颗药，哈利路亚！

我们人是脆弱的，疾病是难熬的。我时常祷告求神怜
悯让我远离艰难。我病的时候大女儿才九岁。四年来
她每天都为我祷告。看着爸爸一天一天地好起来，她
相信神听了她的祷告。神的荣耀在家里得到了彰显。
虽然不管信主与否，我们都会经历这样那样的人生艰
难，但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同在和保守，艰难之中有盼
望，痛苦之中有甘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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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工作稳定，身体健康，一切如意的时候，要感谢
赞美神，因为我们是蒙福的。当神允许一些生活的难处
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仍要感谢赞美神。因为这些患
难会带着我们进入耶稣基督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我
们会得到更深的祝福。我们要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主耶
稣，将来有一天我们也会从主耶稣那里得到荣耀。因为
经上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

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祂之人
的。”（雅1:12）。愿与所有有特别需要的弟兄姐妹们
共勉。

巫东灵弟兄生于北京。2004年5月在波士顿郊区华人圣经教会
(CBCGB)受洗,现在恩慈团契。

爱的宣言
傅广宇

这本厚厚的情书，是永生的上帝写给我们的，祂等着我们去读。

“爱情宣言”这首歌对于喜欢齐秦的人来说应该并不陌
生。被人谓之”小哥”的齐秦，因为深爱着一个人，写
出很多旷世金曲，成为不止一代人心中的经典。这首歌
反复唱到“这是我的爱情宣言，我要告诉全世界”。很
多人都听到了，然而遗憾的是，齐秦那传奇般的爱情故
事却没有因为这首爱情宣言而画上圆满的句点。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很多轰轰烈烈的爱，好的可能
维持很多年，有些可能仅仅几个月。经历这些的人，有
的可能觉得人世间的情感，就如过眼云烟，不可把握。

然而这世上，还有一种爱，不同于人的爱，那就是来自
永生上帝的爱。这份爱，从亘古就有，在你还不晓得它
存在的时候，上帝就已经把它为你预备好了。

不久前，我听一位牧师讲道，经文是以弗所书3章使徒
保罗写到的“叫你们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
何等长阔高深”，这位牧师给予这段经文一个鲜明的诠
释，令我很有触动。他说，神的爱，长到如此程度，祂
的等待可以超过你的推辞，借口和拖延，直到你的心变
得谦卑，柔软愿意接受祂；而神的爱有多宽？他宽到可
以包容任何的人，无论你多么不完美；包容任何的民族
差异，社会背景造成的鸿沟；神的爱，深到可以在你生
命中的最低谷，找到你，触摸你；神的爱，高到可以就

在你生命的最低谷，
把你举起一直举到天
堂，在那里让你遇见
祂！

这就是神长，阔，高，深的爱！这爱，都写在这本厚厚
的书上。这本数十万字的圣经，是神写给全人类，写给
教会，写给你，写给我的，爱情宣言。圣经里神多次用
夫妻来比喻祂和自己选民的关系，新约中把主耶稣比喻
为新郎，教会为新妇。启示录更提到羔羊的婚宴，就是
神选民最终得赎的时刻。读这本圣经，你会听到神在对
历世历代的人, 对万邦和万民说，我爱你，在我创造世
界以先，我就爱你；在你还不认识我，我就爱你；在你
背离公益，硬着心肠的时候我还爱你；无论你在世人眼
里是成功与失败，我都爱你。这是永生上帝的爱情宣
言，你读懂了吗，你听到了吗？

让我们用心来体会，思想神的爱。这本厚厚的情书，是
永生的上帝写给我们的，祂等着我们去读。

傅广宇姐妹出生于吉林。1998年5月在波士顿郊区华人圣经教
会（CBCGB）受洗，现在和平团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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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小青虫所想到的...
汤鸿冰

神没有放弃我，一直忍耐我。在神的面前，我没有一样能自夸，
一切皆是恩典。

都快深秋了。忙里偷闲, 星期五为房子入口前的桃花心
木平台刷了一遍棕红色的半透明防水漆。以我做景观建
筑师的经验，在冬天风雪肆虐的新英格兰地区，这样的
养护，最好每年做一次。

这也许是今年最后的机会了。今秋的雨水特别多，三天
两头下雨。好不容易等到晴天，刚好这两天没有雨，昼
夜气温也不算太低，正遂了我的愿。下星期一飓风就要
来了。

我一边用黑毛宽刷子耐心地刷着，一边想这有点像在画
一幅大型的油画，只是只有一种颜色平涂。大概花了三
个多小时才漆好，原本有一点显旧的木平台看上去很漂
亮，像新的一样。棕红色的木纹机理显得很精致，让我
的心中很有成就感。

到了晚上，我推门出去想再看看自己的劳动成果。在入
口门廊明亮的灯光下，在夜色中我注意到一只蚕豆般大
小的、绿色的昆虫不小心掉落在木平台上，翅膀粘在棕
色的防水漆上，只有纤细的小腿在不停地动弹。木平台
要两天才能干，这家伙留在上面会有一个印记的。波士
顿郊外的夜晚，此时外面已有了深深的寒意。我想这家
伙明天就会死了。况且今天刚刷的漆还是湿淋淋的，我
懒得动了，就随手关上了门。

第二天早上，我出去看时，发现虫子不动了，我想它一
定是死了。当我拿了一张餐巾纸想把它抓起来扔掉时，
没想到虫子的六条腿又动了起来。哦，它还活着！我
轻轻捏起小青虫，小心翼翼地尽量不碰掉它那绿色半透
明的翅膀。还好经过一夜漆还没有干，我把小青虫几乎
完好地拿起来，轻轻放到车库门外的草地上。它只停了
一小会儿，就踉踉跄跄地爬走了。我才发现这只小青虫
其实很好看，有两根细细长长的绿色触角，周身都是浅
绿色的，翅膀薄薄的很精致，现在粘上了一片棕红色的
漆。

“小青虫，你自由了！” 如果它有情感，我想它一定
是会欢喜若狂的！

飓风就要来了，小青
虫，祝你好运！ 

我 之 于 小 青 虫 的 救
助，让我想起神对人的救恩。不同的是神从来不曾丢弃
我们，而我却想要丢弃小青虫。大卫在诗篇40章中写
道：“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祂垂听我的呼求。祂从祸
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
使我脚步稳当。 ” 

神没有放弃我，一直忍耐我。在神的面前，我没有一样
能自夸，一切皆是恩典。最近听到一首歌曲《丰盛的应
许》，很喜欢里面的歌词：

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
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

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
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
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
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

我等候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
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
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
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

感谢主耶稣，祢丰盛美好的应许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这世界不能夺去祢一切美好旨意的应许成就，因为祢仰
脸保守祢心所爱的，祢的护庇永远不离不弃，祢的慈爱
与恩典永不止息...

汤鸿冰姐妹出生于北京。2013年5月在波士顿西郊圣经教会
(BMWBC)受洗，现在良善团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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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思录
冯丹

神是让我们要仰仗祂的恩典而活，而不是自己的力量。恩典是什
么呢？

一
　　　　　　

我开车行驶在波士顿远郊的一个小镇，几乎就是森林
里，两旁稀稀落落杂陈居民的住宅。越是安静，越是
思乡。这个时代世界各个角落布满永远失去故乡的游
子。痛苦袭来，缭绕不散，心中阵阵呼喊，神啊，我
是那个被诅咒失乐园的人吗？为什么，这样漂泊流离
的痛苦要降临至我？

我想象着我祖国的繁美以及居住在祖国的甘甜，我其
实清醒这是一种诗性的想象。但是车在林中越行越
深，愈觉孤独失丧有如阮籍1，不禁要穷途恸哭。随
着心向下沉，人也渐渐谦卑到极处。神啊，我承认我
如今什么也不是。耶和华啊，我从深处向祢呼求。主
啊，求祢听我的声音，愿祢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诗
篇130篇）当我这样心甘情愿时，居然得到了安息，眼
前的森林呈现出家园般的宁静。

二

孩子们睡觉以后家里平安笼罩总是像天堂一样。可是
在他们睡觉前，我却常常焦躁不安，盼望他们早早睡
下，他们却永远要在睡觉前有似乎无穷无尽的要求：
再喝一杯牛奶可以吗？再读一本书可以吗？再画几幅
画可以吗？或者，再谈一会儿话可以吗？总算以为睡
下了，还会起来，告诉你一个做过的恶梦如何惊扰他
我发现我和孩子们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没时间了，没
时间了。

他们的人生才开始，就没有时间了？

时间是一个人为的测量标准，如果我们在宇宙飞船上
必然要使用完全不一样的时间标准。神应许我们永生
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时间上超越了。天堂是
对空间的超越，那么永生就是对时间的超越。我们得
救的基督徒是超越了物理三维空间和线性时间存在
的。

1《晋书.阮籍传》：“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

三

有一个邻居常常搅扰我的心情，她很不愿意帮人忙，
又自以为是。我决定不理她，可是神不让我平静。主
日听道有说，基督徒要按真理行事(walk in the truth)。 
约翰在他的书信里说，他听见弟兄们持续有恒地按真
理行事就无比欢喜（约翰三书）。

所谓按真理行事就是在任何条件下按一个标准行事。
既然是真理，就如同数学公理，或者物理化学定律，
是有理性，能够基于此延伸，不变的规则。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热情，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
一样无情显然不是真理，因为“同志”和“敌人”的
定义不能确定。而且对你的敌人而言，你也是敌人。
你想被当作敌人对待吗？

爱人如己有广延性，是真理。如果按这个真理行事，
那么就不能只碰到基督徒才爱，碰到有困难的人才
爱，这两项我都不成问题，而是不可爱的人，也按这
个标准相处。那些不可爱的人，是价值观和你不一样
的人，不爱你的人，甚至想伤害你，或者伤害过你的
人。从这个角度理解爱你的仇敌才找到逻辑。

四

有一次接待了几个也有孩子的家庭。人走以后打扫，
我没有洁癖，但是打扫到别的孩子留下的大便过的尿
布，还有大人的头发，还是有很不舒服的恶心感。
如果是我自己孩子的脏物，或者我自己的，我不会有
这种感觉。

人总是对别人的不洁，毛病更反感，而对自己的罪，
却容易熟视无睹。

五

我的忧郁症带来的痛苦使我变得十分敏感，多疑，我
却一直相信要靠神得救，而不肯听医生劝告去吃药。
像一场艰苦卓绝的一个人的战争，对手是巨大的怀疑
和黑暗，随时可以吞噬我。当抑郁症袭来时，我怀疑
一切，看不见一点幸福的光景。

但是有一天我读我自己写的东西，发现我的神经被疾
病磨得极其纤细，当春天来到时，我写出了下面的诗
句：

       风    在小女的裙裾中摩挲
       日光的阴影慢慢地追逐着孩子的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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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地复活的声音   蚯蚓松动泥土的震动
        都和蒲公英花，玉兰花清新的气味一起微漾

天哪，一颗痛苦的心，感受到幸福时那个幸福是何等地
大啊！

是神在粉碎我，让我寻找新生。我猜想，如果有一天我
终于被治愈，我会用神重新塑造过的神经看得见很多人
看不见的光明和幸福，不是因为我会拥有更多，而是我
会发现更多。

六

如今工业界和艺术界一样很喜欢谈论一个成语，那就
是out of box。好像这是一个完全不可期望的神奇的能
力，谁得到了谁就会成功。今天已经不是谁更聪明，而
是谁能够out of box。

那是因为我们都生活在各式各样的box里面。

我成为基督徒以后，和世俗渐渐远离，常人觉得幸福以
为成功荣耀的事情很多再也不能引起我的兴趣，甚至刺
痛我。有一天还是开车时，我想到自己的格格不入，突
然发现“I am already out of box”。

为你的痛苦欢呼吧，那是神在抬举你脱离你的常规。哪
怕是失业，疾病，都是让你从成为惯性的日常生活里脱
离出来重新认识和塑造自己。

七

福音书和新约其他书卷反复说，神就是光明，在祂毫无
黑暗。

不凭借神，不与神相交，我们无法进入黑暗，只会被黑
暗吞噬。

警察、医生、律师、新闻记者、社会工作者（social 
worker）等很多职业的人都是和黑暗打交道，对一个
社区建设至关重要的人。我们要祈求他们都有神的光
明同在。我们也要装备我们的孩子，使他们在有可能
要进入自己或者别人的黑暗之前已经满有神充盈的光
明。

我初次得到这个结论是在很多年前还是慕道友得知作
家张纯如(Iris Chang, the author of The Rape of Nanjing)自
杀消息时。她是伊利诺伊大学一个华人教授的孩子，
勇敢地想向西方人揭露二战中日本人的暴行，收集数
据史实，结果被暴行震撼得了抑郁症最终自杀。伊利
诺伊大学的中国同学会举行追思会，她的父母和其他
熟悉她家庭的华人们都惋惜她的离去。

没有神，我们无法进入黑暗，没有神，我们甚至无法担
当任何伟大的事情。我当时想。后来读到她的传记，果
然她在临死前寻找过religious people。可惜她的家庭给
了她一切，却没有给她带去福音。

八

我发现一个人感到抑郁时就是他对自己极不满意的时
候。他好像突然发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是那样的微
不足道或者没有能力，不聪明，命运不济。

微不足道其实是我们的真相。但是我们通常在照镜子时
把自己从一只猫想象成了一只老虎，而这，是世俗文化
教导我们自信的结果。久而久之，如果我们不把自己想
象成一只老虎，想象得更伟大，我们就没有来自内心的
力量，就会垮掉。

只有一个完全建立起基督信仰的人，内心扎下确信的
根，确信他在属性上有神的创造，尊严，荣耀，被爱，
才能够承受住我们本来微不足道这个真相，同时，因为
知道我们人人都reflect神的形象而满有尊严。

这是我们爱自己，也平等地爱他人的确据。

九

我们对待我们自己的态度奠定我们的人格特征。很多人
格特征不是坏的，却不讨人喜悦，让别人觉得僵硬，不
自然，难以相处，比如自律，节俭，清高，追求完美。
因为这样的人都把自己放在自我塑造的中心，过度地肯
定自己。

我们和我们自己的关系是一切关系的出发点。我们对自
己紧张，对别人也苛刻。

塑造我们的力量不来自别人，因为那样不创造真正的动

西区一家人 2013 (总第1期)  恩典人生71



力（generate motivation），更不可能来自我
们自己，无论你多么聪明，从物理上就知道
你不能自己做功产生出能量。

它只能来自于神。

我对自己说，把你交给神，每天，每一刻，
以免你变成一个自我捆绑的人。

十

圣经诗篇127: 1-2 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
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
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
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
然；惟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
觉。”

这段话充满神对靠自己力量劳碌的人的咒
诅，让很多相信天道酬勤的人不舒服，因为
祂警告他们这一切都会归于枉然。

神难道要我们放弃劳作靠天吃饭吗？好像不
是。我想神是让我们要仰仗祂的恩典而活，
而不是自己的力量。恩典是什么呢？不是像
儿童电影“Cloudy With a Chance of Meat-
balls”一样，有丰富的食物烹调好了从天而
降。

从天而降的是阳光和雨露, 而我们就像一个
农夫。在神面前，不要先把我们想象成智识
阶层，一切劳动的本相过程都和农夫的一
样，要播种，要耕耘，要收获。如果没有阳
光和雨水，我们能种出什么东西来呢？我们
的一切劳作岂不都会枉然成空？

但是对于正好适量的阳光和雨水，以保证我
们劳动的最大收成和最小损失，我们没有任
何权柄指令：请给我的菜园每日降下五到十
毫升的雨水！请日照八个小时！华尔街的人
和政治家能操纵他们所要的阳光雨水吗？一
个商人能够操作商机和客户吗？相反，他们
等候和观察，如果他们想操纵市场，就有麻
烦了。

我们只有祷告，凭着敬畏的心。这是一个属
神的人的敬虔，也是至深的谦卑。

冯丹姐妹出生于湖南。2004年在伊利诺伊香槟华
人教会受洗，现在信实团契。

相信神给我们的目标，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做多大的事情，而是在
我们的生命历程中，怎样能够变成更好的人。夫妻关系也是一
样，好的夫妻，不需要宫殿一般的房子，而需要两颗相爱的心。

最近我和太太参加了教会组织的夫妻恩爱营，得到了莫大的帮
助。在夫妻恩爱营中，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收益。每个家庭的经
历，用一句幽默的话说，都“可以写一本书”。我自己有一些浅
浅的见解。遗憾的是夫妻生活关乎隐私，所以我下面的文字，说
的基本是思想层面的感受，没有足够让人感动的例子。希望读这
篇文章的朋友见谅。

一、走出自我

夫妻之间出问题，有一大类是这样的，夫妻中一方或双方，都在
辛苦地耕耘，为家庭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但多年后，大家激情
逐渐淡漠，心中开始有一种失落，距离拉大，彼此陌生。尽管
“家”这个小世界，从物质丰富的角度来说，已经变得比以前好
多了。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上帝创造了世界，给我们机会来管理这个世界，但上帝并没有停
留在这一点上，说这就够了。上帝又派遣祂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
中间，向我们启示祂的爱。家里需要爱，这个世界需要爱。

我们要像基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帮助我们一样，走出自我，走入
配偶的一个或许与自身有很大的本质不同的异性的世界里。走出
自我，这是爱的一个前提。

二、放下自我

有一种爱，是“虎妈”似的爱。妈妈为爱为子女忙上忙下，心中
一直很自豪，很快乐。她们不知道真正的爱并不是以高度限制孩
子的自由为前提的。然而，就拿虎妈式的爱来说，若给了孩子足
够的自由意志，允许他们为所欲为，甚至叛逆，这种爱就会变得
带有冲突、甚至苦涩和痛苦了。

既然如此，人为什么要有自由意志呢？有些基督徒或许会说：
《圣经》中启示说，上帝给了我们自由意志。

《圣经》中也启示说，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人。仔细分析孩子成
长的过程，你会发现，获得自由多的孩子，他们最终继承父母的

夫妻恩爱营心得
许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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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更多。而在一个高度控制环境下成长的孩子，他们
长大后，很多也喜欢控制他人。

当然，上帝给人自由意志并非放鸭子。上帝对人都有相
应的引导，也有《圣经》的启示。

自由意志下，会有冲突，会有罪，会有痛苦。所以要说
到真的爱，就要相信耶稣所说的“放下自己，背起十字
架”的爱，相信爱是有牺牲的，也就是说要“爱你爱得
我心痛”。当然这不是那种无病呻吟的心痛，而是为对
方放下自己、奉献牺牲。

三、彼此相爱

也许有人认为基督教很骄傲，因为上帝说祂是独一真
神，耶稣说祂是通往上帝的唯一道路。然而这个世界的
真理，的确具有绝对性和唯一性。所以相信上帝是独一
的，这其实是很符合自然科学精神的。

事实上，你会发现其实基督徒是非常诚实和谦卑的。在
相信独一真神的前提下，我们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可以拥
有超常魔法和能力，不受各种规则的约束随心所欲地改
变他人，改变世界。我们相信我们是常人，是努力活出
神的美好的，充满爱的形象的神的儿女。

想明白这一点很重要，既然是常人，就要明白，耶稣给
我们的诫命，是“你们要像我爱你们一样彼此相爱”。
基督徒应该主动去爱，不惜代价去爱，同时，基督徒一
定要注意鼓励（不是指责）对方爱的回应。因为爱是相
互的。

世人在爱的时候，常常犯“自以为义”的错误，将爱当
成了施舍。所以当你已经爱得很心痛的时候，不妨将那
种心痛自然地，不带愤怒地表达出来。就像耶稣并不忌
讳自己在十字架上的痛苦那样，让对方有感动的机会。

四、包容对方

虽然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扪心自问，觉得很多时候我还
象个非信徒。

我研究过无神论的理论。无神论的理论中，最强烈的，
是质疑上帝的全善和全能。这个理论是这样的：“既然
这个世界有痛苦，那么上帝要么不是全能的，因为他没
有能力解决这苦难；要么就不是全善的，因为他无心解
决这苦难。”

这个问题有很多答案，一个答案是上帝是超越时间的，
上帝解决苦难的问题，是在永恒之中。另外一个答案是
上帝给了人自由意志，允许人通过苦难的履历学习爱。
耶稣并没有用言语而是用行动来回答这个问题。这行动
就是爱，就是走上十字架，代替我们的痛苦，为人类赎
罪。我们真的要学习这一点。

我说自己名义上是基督徒，是因为在夫妻关系中，一旦
遇到挫折时，我往往在内心中责备配偶：“要么是她能
力不足，要么是她爱我不够。”　

我应该做的，应该是像基督耶稣那样，去爱，去包容，
去宽恕。我们要首先寻求神，改变自己。另外，相信神
给我们的目标，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做多大的事情，而是
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怎样能够变成更好的人。夫妻关
系也是一样，好的夫妻，不需要宫殿一般的房子，而需
要两颗相爱的心。夫妻营造家庭是应该的，但最大的目
的是让我们彼此相爱。

五、向神求助

即使我们熟悉《圣经》，拥有神教导我们的知识，在实
际生活中，我们往往还会不断地跌倒，陷入自责和互责
的痛苦和陷阱中。在这种时候，我们有时还会错上加
错，拒绝求神帮助自己。一种“原罪”，不是罪本身，
而是我们对罪的态度。我们会因为罪而羞耻，并因为羞
耻而躲避神。实际生活中常常见到的例子，是我们觉
得“清官难断家务事”，觉得很多矛盾冲突“羞于启
齿”，“家丑不可外扬”。

我们自己寻求解决冲突，基本都是在强调要“摆事实，
讲道理”。但神是爱，当我们选择了所谓的“摆事实，
讲道理”的途径解决冲突时，我们并没有向神求助。即
使如此，神依然在帮助我们。我们“摆事实，讲道理”
的时候，往往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寻求“公平”。
我们当相信只有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才能真正地寻求公
平。然而当出现冲突和痛苦的时候，我们往往不是在爱
的前提下寻求公平。我们是在相互指责，推卸自身的责
任的前提下寻求公平。我们所做的，与亚当和夏娃当初
做的事情并无分别。我们甚至会比亚当夏娃走得更远。
在激荡的情绪之中，我们会激励自己的竞争之心，以一
种“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方式
来“寻求公平”。

我们当学习彼得，要会做那《圣经》中最短的祷告。有
一次，基督耶稣在水面上行走，而彼得希望向耶稣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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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能力。因为有风浪，彼得就心慌了，眼看要沉下
去。情急之中，他做了《圣经》中最短的祷告：“主
啊，救我！”。

古人常常用水来形容人的情绪世界，而《创世纪》一
开始就说，神的灵行在水面上。实际生活中，我们需

要用圣灵来掌控自己的情绪世界，医治自己的焦虑、
失望和愤怒，用包容、理解和信心来营建一个充满爱
的家庭。

许虹弟兄出生于四川宜宾。2008年12月在波士顿郊区华人圣
经教会(CBCGB)受洗，现在喜乐团契。

上帝以各种形式无处不在的眷顾让我不再感到孤独害怕黑夜难熬。
往事虽不堪回首，但是神对我们一家人多年来的爱和保守让我有勇
气去面对痛苦的过去，学会在愁苦中祷告寻求喜乐和平安，满心欢
喜地感谢赞美神一路的看顾及赐下的难以数算的恩典。

无尽的恩典
李艳

谁不想拥有一帆风顺的人生？谁不想回忆都充满甜
蜜？谁不想每天都艳阳高照心情舒畅？再或是普普通
通平平淡淡却也风清月朗了无波澜？谁也不愿灾难不
幸临到自己，谁也不愿终日担惊受怕恍若末世，谁也
不愿悲伤苦愁夜无眠孤枕滴泪到天明。不幸的是，这
些痛苦的境况我都一一品尝到。

几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临到我们这个小家。我
的先夫 -- 两个幼女的父亲被诊断出肝癌。 我们当时
刚刚买了房子，俩人都勤奋积极地工作着，上小学的
两个女儿活泼可爱，未来的梦想像花一样，温馨迷
人。然而无情的死神就那么决然地到来，带着他瞬间
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爱着他的妻子和可爱的女儿
以及年迈的父母。那接下来的日子是怎样地黑暗凄
苦，我曾那样地依赖他，事无巨细均指望他，家中各
样文件书信都由他收理，更别说按期要做的报税付帐
单，甚至连银行帐户都不清楚。面对两个幼小稚嫩的
女儿，心如刀绞，不知道离开父亲的教导， 孩子们如
何能健康快乐地成长? 整个人似乎掉入巨大的泥坑， 
每天浑浑噩噩晕晕沉沉地过着，没有力气去想也不敢
想未来的路应该如何去走。

就在艰难挣扎毫无盼望的时候我有幸认识了主耶稣基
督。是祂伸出大能的手，满怀慈悲和怜悯，将我从深
坑中拽拉了上来，安慰我悲伤的心灵和孤独的灵魂，
给了我重生的希望和勇气。长夜难眠时有圣经故事陪
伴，神的话给我镇静安慰。每每在教会里唱起赞美的
诗歌都感到有神的手在触摸安慰心灵深处最柔软的地
方。上帝以各种形式无处不在的眷顾让我不再感到孤
独害怕黑夜难熬。往事虽不堪回首，但是神对我们一
家人多年来的爱和保守让我有勇气去面对痛苦的过

去，学会在愁苦中祷告寻求喜乐和平安，满心欢喜地
感谢赞美神一路的看顾及赐下的难以数算的恩典。

回想那段凄苦无助的日子，从来不理家中财政的我陷
入恐慌, 都不清楚自己的收入能否付得上房屋贷款。
在一愁莫展之际，一天，我的上司找我谈话。她先肯
定了我的工作成绩，然后欣然地告诉我公司决定给我
加薪，我一听数目，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感谢
神， 每月的房屋贷款有希望了。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
里，公司经历了重组并购，许多人纷纷被裁掉，这时
我的老板告诉我：“We want you to stay.”  这样我被调
到另一组，幸运地留了下来。看着同事一个个离开, 心
里惶惶然，不知何时会轮到自己。我在每天的祷告里
求神给我信心和力量来度过这个艰难的时期，求神保
守坚固我的心和我的手中所做的工。再过一些时候, 我
自己的位置也终于不保, 不得不离开我工作了十多年的
地方。也不知道为什么, 第一次体验失业滋味的我, 却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惊慌失措。我在每天的祷告里，感
谢神给我这难得的闲暇时光，使我终于可以赋闲在家
里享受亲情陪陪孩子料理家务。同时在朋友的介绍下
我也开始不慌不忙地寻找新的工作机会。感谢神的安
排， 两个月之后, 我开始到新的公司上班了。我知道我
们的神是信实的，神的供应是充足的，神的应许从不
落空，祂必保守爱祂敬畏祂的人，而我要做的只是告
诉自己不要惊慌要安静，因为有父神的同在，每一次
危机必会安然度过。
 
记得先夫刚走时，大女儿哭着对我说：“以后再没有
人来回答我的问题了。”我忍着悲痛安慰她：“让妈
妈来吧。”望着她纯真无邪的眼睛，我知道我就是她
们在这世上唯一的依靠了，我必须要坚强地活着,为
了她们。感谢主让我们过得没有那么孤单，教会的弟
兄姐妹们给了我们无尽的支持和关怀。那时，在相当
长的一段时间里，有几个弟兄轮流来帮助我们剪草扫
树叶。他们总是悄悄地来，默默地干完活，又匆匆地
离去。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影闻着新剪草地的清香，心
里不住地感谢赞美我们的神，神的恩典真是够用，祂
的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正如倚宁姐妹常常勉励我
的：孤儿寡母，神必看顾。

神的恩惠也大大加在我的家人身上。我母亲在帮助陪
伴我们期间也信主受洗了，老人家为我们虽然辛苦劳
作，但也非常的喜乐。特别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孩子
们也认识了我们的这位父神，她们非常乐意去教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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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敬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在教会的关怀下快乐
地长大了。如今小女儿已经上了高中二年级，大女儿今
年离开家去上大学了， 参加了当地的教会加入了一个
很好的团契，紧张而快乐地学习生活着，完全消除了刚
到时的紧张不安。前几天还兴奋地打电话告诉我: 找到
工作了，在学校一个很好的实验室开始新的课题学习。
要知道新生是很难找到工作的，尤其是与专业相关的工
作。感谢神，我当时禁不住地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们
何德何能，你竟如此地看顾我们。
 
神的作为奇妙, 妙就妙在你永远不知道祂下一步的计划
是怎样。我们只有凭着信心和祷告与神交通，学习神的
话语，信靠神的大能，竭力追求神所喜悦的圣洁敬虔的
生活，获得来自主里的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正是在教会
的日子里，我遇到并认识了我现在的爱人。他从刚开始
时的慕道友到后来在教会受洗归入主名下，经历了一个
漫长的过程。我们俩的感情也是踏过荆棘穿越风暴来到
了一片鲜花与蜜之地。感谢主的一路引领，让两个完全
不同的个体， 通过不断地祷告, 放下自我，求神来掌管
引领。就在我们完全放下骄傲低头俯身交给主的时候，
主的恩典又一次降临，于是这事就这样成了。当时我们
并没有计划举办婚礼, 就想低调行事。没曾想教会的弟
兄姐妹们给了我们巨大的惊喜，在很短的时间内筹划举
办了非常热闹隆重的婚庆，让当天到场的每一位朋友都
感动不已，说你们教会的朋友真是有神奇的力量， 一
切都是那么完美。我知道又一次神的恩典之光沐浴在我
们身上，让两颗孤独的心两个寂寞的灵魂相互连结，相
亲相爱直到永远。何等幸运何等有福！
 
“路正长，夜也正长”，未来的日子不会只是鲜花美
酒，还会有风雨，但我知道靠着神的话，借着不断的祷
告，完全地仰望主耶酥，神的恩典就必丰丰富富的临到
我们，因为祂是我们全能又慈爱的阿爸父！

神的救恩无穷尽，神的恩典难以数算。感谢赞美主！

李艳姐妹出生于四川成都。2006年5月在波士顿郊区华人圣
经教会（CBCGB）受洗，现在恩慈团契。

回首七年，我能清楚地看到主对我个人，对我们一家，和对我们
教会的带领，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滴满了神的恩典的脂油。

七年恩典路
马东海

今年是西区教会成立七周年。圣经中“七”这个数字
有特别的意义，象《创世纪》中的七日，《启示录》
中的七灵、七星、七灯台等等。我想教会的刊物在教
会成立七周年之际创刊，其中真的是有神的美意。

我常跟人说太太和我同西区教会一般大，因为我俩都
是教会成立那年（2006）受洗信主的。两个孩子也是
从西区教会成立后才来到教会，在教会的儿童和青少
年团契 (Children and Youth Program) 中长大。如今女
儿再过一年半就会大学毕业，儿子明年也要离开家上
大学。回想过去七年，想到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心
中充满感恩。我的信主经历，正是应验了经上的一句
话：“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
的。”（林前 12:3）

在《国际歌》声中长大，我们这一代从小到大相信的
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一切
都得靠自己。靠着自己，考上了重点中学；靠着自
己，考进了重点大学；靠着自己，飞跃大洋，来到异
国他乡追求美好的生活。同样是靠着自己，我们完成
了学业，找到了一份中意的工作，开始扎根于异国他
乡。我也一直相信好人有好报，靠自己的好的行为和
对社会的正回馈，我离开这个世界应该会进天堂。想
想挺有意思的，虽然从小到大都愿意相信自己是一个
唯物主义者，但内心深处总觉得世上有神灵的存在，
人死后不会是人死灯灭。所以死后能否进天堂对我而
言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

2000年，我们一家来到美国，接着2001年在艾克顿定
居下来。日子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着。虽然每
天都挺忙累，忙孩子，忙工作，所幸一切似乎都照着
我们的计划在进行着。直到有一天，有一个朋友向我
们介绍耶稣和福音，其中有一句话对我震动极大：靠
你自己不可能得永生，进天堂。话虽不顺耳，却让我
意识到我对这个问题的确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很有
必要把这个问题弄个明白。我觉得她并不比我们强在
哪儿，可为什么她就可以确信她将来得到永生？于是
太太和我开始定期来到教会，参加周五的查经和周
日的礼拜，两个孩子也开始参加周五晚上的AW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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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那一年是2004年。

孩子们非常喜欢去教会，圣经故事和赞美诗歌都很吸
引他们。虽然对圣经还了解甚少，但我们知道圣经有
着很高的道德标准。而当今社会，似乎除教会外再没
有别的地方能让孩子们得到正确的道德教育。所以看
到两个孩子喜欢去教会我们作家长的心里很高兴，可
要让我自己从心里完全接受基督教的信仰，还真的是
不容易。

现在回过头想想当时我的心态，其实有好些矛盾的地
方。教会聚会时， 赞美敬拜的诗歌十分好听，也常
常会让我感动；但每次祷告时我总会觉得不自在，觉
得祷告的话都是大同小异，而且小事大事都向神求，
是不是太劳烦神了？圣经里的许多劝人为善的道理我
都认同，可是要让我接受圣经上的每一句话，我觉得
是完全不可能的。上帝七日创造世界，玛利亚神灵感
孕，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三日复活，圣父、圣子、
圣灵三位一体，这些在我看来只会在神话故事中出现
的事情，却都是基督教的基本信仰。看来圣经中的这
位上帝还真不简单，值得花功夫深入了解。

就是在这种心态下，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在教会里查
经时我似乎一直都被这些问题缠绕着，每次查经时有
多半的时间都在和别人讨论和辩论这些问题，每次都
觉得没有人能够给我一个让人完全信服的答案。每次
查经结束时带查经的弟兄姐妹都会说：多祷告，神会
听你的祷告，会带领你的。当时我是半信半疑，觉得
我这种问题成堆的人基本上是不可能信主的了。

奇怪的是，虽然我当时还不能完全信服，也觉得教会
里的祷告都是形式主义、表面文章，但我却非常享受
主日崇拜结束时那一段默祷的时间。在默默的祷告
中，我会把生活中，工作里的难处向这位我还未完全
接受的神述说，我也会把那些还未找到答案的问题提
出来。后来信主后读到圣经中耶稣讲的固执的寡妇向
法官伸冤的比喻时，我心想当年神一定也是被我的那
些无休止的问题给烦透了。终于有一天差圣灵对我说
话：“我是神，你是人，神的事人怎么可能一下子就
能完全明白呢？为什么不试着迈出第一步？”

感谢主当时我没有抗拒，让我凭着信心迈出了第一
步！我想神一直在耐心地等着我们迈出第一步，神看
重的是我们的信心。神一直在门那边等着我们，等着
我们去叩门，等着我们来寻求。“你们祈求，就给你
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就是
那一位慈爱怜悯的天父上帝，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
人人都悔改得救。理性的思考之后，顺从感性的带
领，神就是这样把我带到了他的面前。虽然我现在心
里有时还会有问题，但我每天都能感觉到神的存在，
主耶稣就在我身边。今生的帮助，来世的盼望，这就
是圣经里所说的那位神，一位活生生的神。信主得

救，让我的今生得了帮助，也让我确知我离开这个世
界后我会到哪里去。

回首七年，我能清楚地看到主对我个人，对我们一
家，和对我们教会的带领，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滴满
了神的恩典的脂油。这七年，我们的信心犹如芥菜
种，在一天天长大；这七年，神使用我们这些不配的
器皿，把福音传给了更多的人；这七年，有多少孩子
在西区教会里长大，他们会永远把这里当作他们的属
灵的家。在这里，我们一起敬拜，一起祷告；一起流
泪，一起欢笑；在这里，我们彼此同工，彼此服侍；
彼此认罪，彼此感恩；在这里，我们成为一家人。

女儿房间的墙上贴着她手抄的一节英文经文：

“For I know the plans I have for you,” declares the LORD, 
“plans to prosper you and not to harm you, plans to give 
you hope and a future.” (Jeremiah 29:11)

耶和华这样说：“因我自己知道我为你们所定的计
划，是使你们得平安，而不是遭受灾祸的计划；要赐
给你们美好的前程和盼望。” (耶利米书 29:11)。这是
耶和华的宣告。

每次看见女儿手写的这节经文，我心里都充满感恩，
眼睛里湿润着。感谢主把这样的信心放在了女儿的心
里，让她相信主是可以信靠的。有了这样的信心，我
想以后的生活和工作中就不会有过不去的低谷和坎
坷。凡事感恩，凡事交托，这就是神希望我们能做到
的。

愿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信心，能把我们的一切都仰
望交托给这位使我们得平安，赐我们美好前程和盼望
的天父上帝！阿门。

马东海弟兄出生于云南海口。2006年12月在波士顿郊区华人
圣经教会（CBCGB）受洗，现在良善团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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