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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
存！

（诗篇 106:1）

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
万民中，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
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

（以赛亚书 12: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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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 - 数算主恩
上帝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上帝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

李明哲长老

我年轻的时候常喜欢唱的一首诗歌是《神的路最美善》：

神的路最美善，神的路最正确；我愿常倚靠祂，惟祂知一切。

主用各样方法，炼我像精金，故我顺服信靠我慈悲父神。

神的路我最爱，惟祂能引导，我全心投靠祂，甜蜜且安好；

灾害不能临到，平安无烦恼，我要永远靠主，祂至圣至宝。

这首歌带出一个信念：上帝的路最美善, 上帝的路高过我的路, 上帝的意念高过
我的意念。这样的信念帮助我们走人生事奉道路，不会失去信心，能勇往直
行。

时间过得真快，一眨眼10年就过去了。摩西在《诗篇》第90篇求上帝教导我们
要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藉著庆祝教会成立十周年，让我回顾上帝十二年来的
引领，数算主的恩典，并鼓励弟兄姐妹们往前，向著天国的标竿直跑。
      
上帝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

2004年母堂（波士顿郊区华人圣经教会）长老团因着圣灵感动，决定要在西区
和城中区两处发展福音的事工，扩展神的国度。当时我的心愿是想到城中去，
也就是去MIT团契，辅导他们，拓展福音事工。没想到张召斌长老马上脱口
说，他可以去 MIT团契。 

在这之前，我偶尔会来探访西区艾克顿及博思宝路的两个团契，与他们很熟。
同时，相对来说，我的住家比其他的长老靠近西区。既然如此，我就决定来西

区策划植堂，深信上帝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 。

我从2004年春天开始决定，第一年有一半的时间在母
堂，另一半的时间在西区，也就是每隔一周参加西区星
期二晚上的祷告会、星期五的团契。当时立了一个西区
植堂三年的计划：

1. 异象 (Vision) - 2004 分享植堂异象
2. 策划 (Planning) - 2005 推动团契事工，寻找聚会场所
3. 实践 (Implementation) - 2006 成立教会，开始主日崇拜

并拟定了以下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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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个委身的家庭 - 祷告和事工之投入  (有爱人灵魂之心的人) 
60 个成年人参加周五晚之聚会 

并列出2005年即时可行之福音事工：

二月  农历新年聚餐
三月  布道会(18-20日张伯笠)
四月  布道会(29-1日远志明)
九月  布道会 (23-25日饶孝楫)

从2004年9月秋天开始，何明治长老夫妇和我们一起，开始探访住在西区的基督徒，分享
植堂异象，并邀请团契的基督徒参加每星期二晚上在何长老家举行的祷告会。

感谢主，从2004年秋季开始，艾克顿的美国教会Faith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让我们每星期
五晚上使用他们的教堂，楼上、楼下的教室，厨房等，并给我们许多的帮助和方便。一年
后，经过多次讨论，决定凭著信心开始AWANA，这是需要相当大人力资源的投入，借此
吸引了不少新的慕道友家庭参加。不到一年的时间，AWANA达到八十位孩童，成年人星
期五晚上查经也达八十位，星期二晚上的祷告会人数也远远超过十人。成立西区教会的时
机已成熟。

为配合西区植堂的发展，2006年母堂决定差派蔡景辉牧师前来一年，协助西区教会的成
立。蔡牧师拟定新教会的组织和崇拜的型式，并选出七位执行同工。在这之前成立了觅地
委员会（Site Search Committee）, 在Acton和Boxborough附近，四处寻找主日崇拜的场所，最
后决定租用博思宝路的假日旅馆（Boxborough’s Holiday Inn）。 於2006年10月1日举行第一
次主日崇拜，波士顿西郊圣经教会正式成立了。

因为旅馆不能长久让我们租用，六个月后我们迁到哈佛镇高中，此处略为远些， 地点不很
理想，只好重新寻找场所。幸好有Faith Church美国牧师协助，艾克顿的盖兹小学（Gates 
Elementary School） 终於答应让我们於2007年9月开始使用小学的场地。 使用小学有一不方

便之处，就是暑假期间不得使用，每到暑假必须迁移到初中（RJ Grey Ju-
nior High）。

不巧的是，初中又规定美国独立纪念日不开放，不得使用，我们只好全
教会到野地露营，在野外举行主日崇拜。事实上在教会成立之前有两年
时间，西区团契已利用独立日周末一起去野地露营，我曾经主持过两次
的户外主日崇拜。这样的户外崇拜，前后一共举行了四年，相当盛大，
还吸引了不少慕道家庭参加。

如此每年得迁移三次，每主日同工要提早到达，布置场所，而且主日学
使用教室要特别小心，战战兢兢，否则星期一上午，学校主管会来电
话，说我们把教室弄乱了。寄人篱下确实不容易，但感谢主，我们的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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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和老师们任劳任怨，受了不少磨练，养成日后同工们自动自发，不依赖外人的精神。 
不用说，如此租用别人的场地主日崇拜，到底是不理想，也不是长远之计 。

自从2006年开始主日崇拜，我们就积极地寻找合适可作教会崇拜的场所。因考虑西区教
会成立之初仅百人而已，经济能力有限，所以倾向购买地点适中，有五英亩的农场，且
有一大谷仓，可以改建成礼拜堂。感谢主，Dick Calandrella 非常乐意帮忙，他联络了多位
地产介绍人，任何附近地方有可以容纳一两百人以上的建筑物，我们两个人就去看，四
年内我们大概看过接近50栋建筑物，其中包括三个农场，四、五个工厂（Warehouse），
几处办公楼，一间教堂，好多间大的住宅，还有在湖边的宿舍。有几次Open House 请弟
兄姐妹们去看，有两次出价预定要买却没买成。一次是因为住在湖边的房主，不愿意把
隔邻的宿舍卖给教会；另一次，房主宁可卖给出价比较低的私人买户，因为觉得卖给教
会比较麻烦，需要等会友通过，还要筹款，同时要镇公所通过批准使用才可以作教会。

上帝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

虽然经过多方努力并数次碰壁毫无结果，我们仍然凭着信心继续寻找，相信上帝会带领
预备。这时，徐蔚然弟兄提及位於Littleton有一个五英亩的农场，也就是我们后来买的
这块地。这之前我们是知道有这块地，但是因为原先怕花费太大不考虑兴建新堂，所以
没仔细地去考量购买这块地的可能性。既然原计划行不通，相信上帝有更好的带领。从
客观事实来看，这块地的确有许多比以前看过所有的地有更合适建教堂的条件，诸如地
大，有五英亩；且靠近2号公路，地点适中，因当时美国经济不振，房地产价格也合理。
这真是上帝替我们开路，听我们多年的祷告，给我们远比以前所有曾经看过的更理想的
地方。我们只好放弃原先因怕财力不足，只能走修建堂而不走兴建新堂的主意（Renova-
tion versus Construction） 。现今回顾，真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
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书 2:9）。

2009年夏天Open House，弟兄姊妹们一起来看这五英亩地的农场，都非常的兴奋 ，一致
期望能买到这块地。这地虽然美好，但我们教会人数不算多，财力有限，当时执事会面
临鱼与熊掌两者不可得兼的选择：买地建新堂与聘请全时间的牧师。执事们一致决定先
买地建新堂。

这农场的屋主因为夫妻离婚，各分前后一半的地。前面临街有黄色的老房子及深红色的
谷仓，占地约2英亩，是属丈夫的，开价56万美元。后面农地占地3英
亩，开价30万美元。两块地加起来共86万美元。正巧和我们同时看房
的另有一印度教的团体，对这五英亩的农场也有兴趣，曾到镇公所询
问过使用之可能性。我们当时的策略是先把后面的地买下来，使抢购
的对手对剩下的前面2英亩的房子减低兴趣。这期间那妻子正好在邮轮
上渡假，我们立刻出价要买3英亩的农地，她竟然接受了我们给的25万
美元的价格。拥有前面地和房子的丈夫，虽然不太肯再降价，但另一
可能的买者因失去买后面的地的机会而裹足不前，最后只好接受我们
给的51万美元的价格。两块地加起来共76万美元，需以现金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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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西区教会的建堂基金累积了约有5万美元。感谢主，母堂很慷慨地拨出25万美
元给西区作为购地之用。西区的弟兄姊妹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奉献达25万美元，剩
下的21万美元由四个家庭，各以房屋抵押贷款(Home Equity Loans) 补足，得於2009
年9月顺利地购买过户。弟兄姊妹们能够如此的同心摆上，显然是受圣灵作工感动
的必然回应。

紧接着是请工程师测量地界，探测地下水位及土壤渗水率。发现土质不良，地下
水位高, 将来新化粪池之地层，需要运大量能渗水的土壤来取代。感谢主，熊起纬
和黄江泰两位建筑师，协助我们完成新堂的建筑设计图和盖印建筑师图章。经过
多次镇公所各有关部门的公听会，获得初步建筑开工的许可证，可先开始地面推

土整理的工程。

整个教堂的设计最大的考量是如何能够以最低的造价来满足教堂功能的需要。起初的教
堂设计包括有地下室, 但第一次初标, 营造商标价超过170万美元。只得重新设计成为一层
楼使用钢架结构建造。果然这次招标选营造商（General Contractor）最低的标价是120万美
元，恰恰合乎我们的预算，可凭发行教会债卷来筹款。

於发行债卷之前，教会须要成为独立的机构，方能发行债券，金额为140万美元，其中20
万美元要还向四位会友借的短期贷款，另120万美元为建筑费用。西区教会顺理成章地于
2010年7月1日正式独立，定名为“波士顿西郊圣经教会”。为长远之计，教会名称没有加
上“华人”两字，以方便将来吸收其他种族人士。感谢主，西区弟兄姊妹们，加上多位母
堂会友的参与，全部债券依期认购。此时地面的工程也已大致完成，又紧接着得到正式建
筑整体的执照，即时挖地基、倒灌水泥。

像任何大的营建工程一样，工程进行并非一帆风顺，我们的营造商因周转不灵，欠他的包
工钱（Sub-Contractors），多次没法付清欠款，又有时没钱购买材料，有一些材料我们只
好出钱买来给包工安置。有一次还得自己动员十几位弟兄姐妹们投入，把厕所部分的瓷砖
安装起来，好让下一个包工竖立厕所隔间，即时让镇公所检验通过。尽管营造商在完全完
工之前倦席而去，我们只好自理，还是终於在2011年7月5号得到教堂使用证（Occupancy 
Permit）。整个工程能於一年内完成，也可算是一小神迹。工程结束后，多位包工诉讼营
造商，我们也被倦进去。幸蒙上帝保守，使这些官司逐一都解决了。

新堂完工，教会於2011年7月举行开放日，邀请附近华人来参观。又於九9月10日举行献堂
礼拜，教会迈入新的里程碑，正式启用新堂。

十二年前，来西区植堂时，我的理想打算是：第一年分享植堂异象，第二年策划植堂事
工，第三年成立教会，正式主日崇拜，等到第五年教会的操作和运行进入正轨，聘请全时
间的牧师或传道人前来主持，我就可以离开到别处开始新的植堂事工。现今回顾，蒙上帝
的引导，第一年、第二年和第三年大体上是依照原本的计划顺利地进展，由此以后，仅是
方向大致类同，而其它的细节，虽然几乎是面目全非，却充满了上帝的恩典、智慧和引
领，让人不得不心悦诚服、赞叹地说： 

“上帝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上帝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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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 - 异象和履行
上帝要建立一群大能的子民

李明哲长老

人生仅有几个十年， 十年应该算是不短的年日。我们当中有些人来到美国还不足10年, 大
多数人不到20年, 仅有少数人超过30年。因此庆祝教会成立10周年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
十年前参加第一个主日崇拜的人，今天依然在此地的可能不到一半。我猜想当教会庆祝
二十年时，今天在这里的人也许一大半不会仍然在此地, 所以让我们珍惜这个十周年的记
念。

既然世事无常，人事变迁这么大，我特别要为庆祝十周年写这两篇文章：回顾和前瞻。
回顾是数算主给教会的带领和恩典；前瞻是根据教会传福音之异象, 勉励弟兄姐妹们去履
行这福音的异象。

耶稣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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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为异象？异象是在目前所处的环境中看出机会的能力。我们教会的异象是根据耶稣以
上两句话而来的。

波士顿西郊圣经教会的异象（Boston Metrowest Bible Chur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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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郊教会的宗旨
• 我们是基督耶稣的门徒
• 要成为具有基督的性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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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目标
• 使慕道者成为信徒
• 使信徒成为门徒
• 使门徒成为得胜者

牧会的理念
• 活出信仰  （Work Out the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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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观的重整 （Re-prioritize One’s Value）
• 装备圣徒 （Equip the Saints）
• 建立基督的身体 （Build up the Body of Christ）

要衡量基督徒灵性生命的成长，可用永生之道为座标。

永生之道有三个程序：

第一步 得永远的生命
第二步 吃永生的食物
第三步 走永生的道路

• 称义
• 成圣
• 得胜
• 得荣

一个基督徒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叫因信称义，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圣灵的动工 
(Work in) ，人没作什么。这仅仅是走第一步 - 得永远的生命。第二步 - 吃永生的食物，是
借着读经、祷告、团契、崇拜来吃属灵的食物，慢慢地从属世、属肉体进入属灵的生命。
这也是第三步 - 走永生的道路的起步，要靠你自己下功夫。这就是牧会的理念：活出信仰 
(Work Out the Faith)。

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到我在牧会的理念加了一项：价值观的重整。这是从我牧会十年的反
思中，觉得最明显失败的地方，就是没有让弟兄姐妹们因着基督的信仰，而建立基督徒的
价值观。我们的会友信主后的价值观和信主前的价值观可以说是大同小异，没有很明显的
改变。我们所追求的与非基督徒所追求的，我们所看重的与非基督徒所看重的没有什么不
同。获得世上的东西，如地位、成就、财物、儿女的上榜是可以的，这些也没有说是不好
的。但是若因为追求这些属世的东西却牺牲了追求属灵的长进，则我们基督徒该有的优先
价值被降级了。譬如说，若有些活动经常与主日敬拜时间有冲突，你会作何取舍？若你的
工作常妨碍家庭生活，或教会生活，你将作何决定？我们都知道教会的事工，拓展上帝的
国度，皆需要靠祷告来推动。但我们是否愿意放弃其他的活动，多藉着祷告和参加祷告会
来推动这些属灵的事工呢？因此价值观的重整是履行教会的异象和使命必要的调整，也是
我们教会成员履行教会之异象最大属灵的挑战。

价值观的重整将成为日后我们一同努力的目标，使我们真的能进入永生之道的第三
步 - 走永生的道路，迈向成圣-成为圣洁，得胜-生命的冠冕。

愿藉著这个前瞻的话语勉励弟兄姊妹们，在未来的10年，属灵的生命成长的追求能
更上一层楼。使每一个教会的成员都成为有力福音的同工，真的成就西郊圣经教会
会歌所唱的：建立一群上帝大能的子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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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利比书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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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
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弥迦书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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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知道这爱是过於人
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

（以弗所书 3:17-19）

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
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弥迦书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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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知道这爱是过於人
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

（以弗所书 3: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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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赞美中感恩

黄卫生

记得中学语文课文中有一句话：感人的歌声给人的记忆是长远的。1994年圣诞夜上
海衡山路天主教堂的平安夜音乐给了我内心深处很不一样的感觉，那是我平生第一
次去教堂，颇有些好奇。若干年后2000年的某个主日，我在对基督教所知甚少的情
况下第一次参加莱克星顿母会的崇拜，几百人在诗班的带领下齐唱赞美诗的场景让
我觉得有些震憾。那时候我隐约觉得也许有一天我会成为一名基督徒。谁知这也许
竟也许了好多年。

忙碌的生活有一种让人停不下来的感觉。做完博士后之后找工作、办绿卡、买房
子、搬家，一切都在紧张地进行着，让人没时间去想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和忙碌。想
着让儿子有个地方跟小朋友玩，期间经常参加教会的活动，后来或被动或主动地上
了几期的受洗班，也不记得自己是哪期毕的业。直到2009年底圣灵来敲心门，我才
终于真的成为一名基督徒。

在西区教会唱诗班事奉的叶能夫妇与我们同期参加夫妻恩爱营，他建议我也参加诗
班。做资深慕道友时曾在周五晚上和其他组员一起上台唱诗歌，所以我接受建议时
并不紧张。记得有次练习周五晚上的一首诗歌，是盛晓玫的“有一天”。我第一次
听的时候是一天晚上，当我听到歌词＂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他的双手渴望紧紧
拥抱你。漫漫长夜陪你走过，他爱你伴你一生之久”，内心受到极大的触动。感谢

神经常借诗歌来感动我。不过说实话，我初入
诗班的时候并不太懂赞美敬拜的含义，只是喜
欢唱歌而已。其实我的乐理基础并不太好，有
些弟兄姐妹不靠乐谱就能唱得很靠谱，而我有
时靠着谱也会唱得不靠谱。可是唱着唱着圣灵
就不经意在心中动工，有一次边开车边练习“
因着十架爱”时竟是流着泪唱完的。被圣灵触
摸的感觉是那样的奇妙和美好！平时在台上领
诗时也常被台下弟兄姐妹的感动所感染，必须
转移目光才能继续唱下去。这些经历让自己体
会到赞美神真的不是用声，乃是用心，必须要
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方能讨祂的喜悦。

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对敬拜队的事工有了
更多了解，才知道弟兄姐妹们付出了很多， 
而自己做得太少。我要特别感谢广宇、朝阳两
位姐妹和建国弟兄，他们在敬拜事工中投入了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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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有事奉的心，他们的兢兢业业真的是
学习的好榜样。逐渐地我自己也分担了
挑选诗歌和领会的事工，虽说有许多需
要提高之处，每次都是尽心尽力。说起
来神的安排真奇妙，我还在做博士后住
城里的时候来我家探访传福音的就是李

长老和广宇，谁会料到若干年后竟与他们一起在同一教会同工。

感谢神让我从事奉中得到很多。我原本是个比较自由散漫的人，还给自己找了个借
口，说是优秀科学家在思想和行动上都是不应该受约束的。每周四的诗歌练习加强
了我的组织纪律性；我加入敬拜队时的领导何小玲姐妹要求队员无论上台领唱与
否，每周主日必须参加崇拜， 这一点让我养成了每周参加礼拜的习惯。敬拜队又是
一个充满爱的团队，让我更加体会到圣经中弟兄姐妹和睦同居的美好。平时大家相
互关心，若有人离队必聚会欢送。也常常借机会聚餐搞小庆祝，交流生活和事奉中
的心得体会。当然大家也注重灵命成长；特别感谢红志和广宇两姐妹周四练习之前
的分享和平时微信群里的经文导读，让大家在学习神的话语上有长进。

这些年一路走来，感觉恩典满满。教会的事奉和生活以及平时的读经祷告悄悄地改
变了我性格中的许多方面，对家庭和工作都造成了很多正面的影响。敬畏耶和华是
智慧的开端，仰望耶和华的必得着大地。感谢神对自己灵魂的拯救和生命的改变。
这让我想起一首诗歌：耶和华的心是赐福的意念，一生一世他定意用恩典为你冠
冕；耶和华的心是慈爱的意念，一生一世我要赞美信靠到永远。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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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爱在劳动中彰显

崔振乾

大约在2011年的夏天，我接到李长老的电话问我能否参与教会的执事候选。记得
当时我说自己灵命上的修养和教会的经历都不足，加上教会有许多比我更有基督
修养的兄弟姊妹，望长老先考虑他们。之后我就祷告神求神带领，并与珊珊商
量，最终参选并加入了执事会。

那时，东海是执事会主席。在第一次的执事会上，我提出自己体力还可以，长老
就分配我负责教会物产管理包括草坪维护与清洁。我知道教会的老房子已有150多
年的历史，事情肯定比较多, 加上自己也不怎么handy，想推辞。转念想到圣经上
说，神不会给予信徒所不能承担的，再说，劳苦担重担的可以通过耶稣基督来到
神面前求，我也就信心满满了。

四年的执事事工，不但自己成长了，更是在一起的劳动中，看到了耶稣基督的大
爱在我们弟兄姊妹中的张显，看到灵命在我们弟兄姊妹身上闪光。

2015年的1月份创记录的大雪，教会新堂前后的屋顶形成了巨大冰坝，如不及时
去除，房屋的保温材料就会被损坏。网上一查，也没有什么有效的方法除冰，我
们决定自己用铁锤，铁勺，冰刀。东海穿了雪裤，叔云与马江没戴手套就上了屋
顶，魏然站在梯上，还试用不同的方法工具来加速去冰。我们忙了一个周末把冰
全部清完。

教会后面有两个很大的草坪球场，草籽播下通常需要2到3周才长出。由于期间雨
水冲刷，坡上有几条沟需要用表土填平 。2012年7月，我买了5 yard 土，一个周六
下午，叫上姚山，东海。因为天热，我们三人都干得满头大汗，累得不行。坐到
树荫下喝水时，姚山突然冒出一句话：“人生的幸福不过如此”。是啊，为耶稣
基督我们神的家做事，再累也是幸福的。神是活水之源。

教会的草坪有三英亩，也都是由弟兄们维护的。教会有一台能原地360度转的割
草机，另有一台纽小梅捐的割草拖拉机。兄弟们积极参与，各显其能。谢峰驾驶
那台专业割草机割得又快又直，而杨军则可以把割草机开上很陡的坡。马江每次
都是高效率。王荃，天亮，刘青开那台不太好操纵的割草机也很驾轻就熟。曹永
的安全意识最强，注意到教会车道口的左右视野不好，他就把路边上一人多高的
杂草除掉。志坚弟兄用手推割草机，特别仔细，边边角角，一点不漏。教会的孙
淳，铁耕是维护发动机的高手，每年季节开始时，他们就来tuning。教会的延海弟
兄是多面手，发觉割草机的刀片钝了，就拿了自己的电动锉刀，把每台割草机的
刀片打磨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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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秋季大扫除，看到弟兄姊妹们一起在秋高气爽的草坪上扫落叶，爬到屋顶上
吹树叶，清gutter, 就如一幅其乐融融的欢快劳动的画面。如经上所说，“和睦同居是何
等的美，何等的善“。叔云搬来了手推式的强大扫落叶的机器，应木拿来了巨大的tarp, 
东林背上吹叶子的机器在屋顶上，施杰背着吹叶子的机器在停车场上。他还叫来了儿子
Andy 及Andy 的朋友，广海的儿子David。我们看到年青人在教会的成长，神在我们下一代
播下爱心的种子，特别欣慰。叶能通常两周回一次家。他与文渊都来了。周立，黄欣，
卢悦等都在繁忙中抽出时间来帮忙。

记得2014年我们秋季大扫除晚了些，加上天气较冷，教会新堂的gutter结了冰，王荃想出
办法用铁勺与锤子，和荣想出用热水使冰略融化。马江，东海在上面清理，海峰，叶能
则在下面接应。分工合作，相互配合，清理工作很快完成了。

教会的年青人越来越多，周五的团契活动，教室不够用。教会决定改造那个barn成为教
室。外墙的油漆我们认为弟兄们能做，这样可以节省约二千美元。那天下午，来了二十
几位弟兄，热情高涨。可以猜想二千多年前，信徒们重建耶鲁撒冷城应该也是这样。东
林站在很高的梯上也不恐高。冯军个高，能刷到多数人够不到的地方。建国在下面协
调。用了不到4小时就完成了。集体的力量是何等巨大！

四年的执事，让我看到神在兄弟姊妹中间彰显的大能，把教会的财物当成自己家一样的
爱惜，更让我学到了很多的功课。在与很多承包商接洽过程中，我发现同一个工程不同
的承包商，价格可以相差到一倍以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位一直给我们教会一月打
扫一次的清洁工，是一位基督徒，因为是为教会做清洁，她只要了一般清洁公司一半的
价格。

神在带领着我们。感谢神，感谢教会的弟兄姊妹对我的支持，看到教会的兴旺，神的爱
在兄弟姊妹中的彰显，自己也就更加信心百倍。

阿们。

注：以上提到的弟兄姊妹只是少部份，教会几乎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参与过物产管理事
工，因篇幅有限，没能一一提及，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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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厨房服事之乐趣

周志忠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民以食为天”，出自《汉书.郦食其传》：“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
食为天”，是指人民以粮食为自己生活所系，说明了饮食的重要。在圣经新约帖后3：10
节也说到不作工的不可吃饭。由此可见饭食是生活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各人口味不同，有人喜欢油腻辛棘的，也有人喜欢少油少盐清淡的食物。厨房服事也是
难以处理得完美的事工，负责安排VBS让我深刻体会到这一点。为了让辛苦的青少年有营
养丰富美味可口的午餐，我特别要求餐馆老板五天的菜单，每天必须不同，可谓用心良
苦。但第二天午餐后就有人到厨房来找我，看看能不能有一天可以吃到鸡翅。 因此，中午
吃过饭后我又亲自跑一趟餐馆，请求能提供鸡翅。星期四中午的午餐有了鸡翅。看到孩子
们吃得津津有味又开心，我也高兴。

再谈教会每星期天的伙食，还好教会午餐的提供是由两家不同的餐馆送来，菜单由餐馆决
定，因此可谓无选择也无法抱怨。厨房同工只需做好各人份内的工作（如打饭，配菜，
等），而我主要的工作就是提早半小时，到教会煮大锅米饭。平时准备120份的饭量，暑
假则减为80份，而玉娥就负责煮一桶茶和一桶白开水，以便开饭时可以饮用。现在此工作
大部份由龙正宇和钟应木负责。

当初钟应木弟兄（当时的厨房负责人，另一位是马东海弟兄）来找我接下厨房工作时，我
犹豫不决不敢冒然接下，因我怕能力不足无法胜任此重要事工，但是一想到上帝在我身
上的奇异恩典，让无大学文凭的我，能在全美最大电脑晶片厂（Intel）工作做满23年到退
休，怎能不感激报恩呢？ 

我以忐忑不安紧张复杂的心情接下厨房工作。还好教会有一批忠心爱主热心服事的弟兄
姊妹，愿意一起做厨房事工，有一个良好的团队。每星期天爱宴之前桌椅的摆设，厨房
组员幽默风趣且有良好的默契，知道如何做好自己该做的工作，让每星期天的午饭时
间，大家能安心享受美食。

有一点我想特别提到的是偶而伙食份量难以掌控，剩下太多食物，为减少亏本必须外卖
时，只要我喊一声：各位！大家都能义不容辞地捧场把多余的食物买回家当晚餐或第二
天中午的便当。在此我想致上十二万分的谢意，感谢您们对厨房同工的爱护，认同与支
持。

人并不是完美的，一定会有缺陷的，因此厨房也会有疏失或不完善的地方可以改进。为
了让品质与服务更加完美，恳请大家提供宝贵意见，指出哪些地方应该加以改善的。

让我们能更加努力与用心管理伙食，让每星期天的午餐时间，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更
满有上帝的平安与喜乐！衷心谢谢大家！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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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区教会关怀事工的一点回忆

纪君美

应唐国庆弟兄的邀请，我提笔写一点回忆。觉得自己真的是老了，写起回忆录来。又远
处中国，真有恍如隔世的幻觉。

我们教会是一个充满爱的教会，这一点每个来过我们教会的人都会这么说，温暖，像个
大家庭。我为我们有这样美好的弟兄姊妹感谢神，也希望这个传统一直保持下去！

我记得这几年的关怀执事有林志成弟兄 (2014-2015)，纪君美姐妹 (2012-1013) 和巫东灵
弟兄（2008-2009）。我记得东灵弟兄曾召集大家学习关怀方面的知识和技巧。大家有爱
心，这一点毫无疑问。有些关怀变得很挑战，所以不是光有爱心就够了，还需要装备。
随着教会的成长，光靠几个热心和有恩赐的姐妹也不行，需要小组的成长和建造，教会
层面上的协调。所以那一段时间团契和关怀的两位执事都是密切配合来服侍的。我想这
里面也有上帝的美意。在我做执事时，我和伍叔云弟兄配搭，我们把团契事工的原则建
立起来，而志成把关怀事工的原则也建立了起来，虽然只是书面上的东西，看上去好像
没什么用，但这些也是必要的。我们在推动关怀和团契事工上也尽了自己的力量。可能
有时有点操之过急，但至少使大家看到了这个必要和方向。

在我做关怀事工期间，鉴于自己的不足，应母堂蔡师母邀请，和玉娥姊妹一起参加了两
年以上的司提反关怀事工的培训和服侍，觉得收获不小，也经历神的大爱的激励和帮
助。大部分的服侍是个体性的，包括婚姻和家庭的困难，由癌症引起的忧郁症等等。有
青少年，有度过离婚过程的姐妹，有经历婚姻危机的姐妹，等等，靠着祷告和主的恩
典，陪同她们终于走过来。如今想起来真是感谢神，因为有的案例历时很多年，我的先
生和孩子都要一起参与。我也对他们的支持很感恩。与此同时，王倚宁姐妹等对教会内
的关怀及小组内的关怀都做得很好。

在教会层面上，我和周立姐妹，叔云弟兄等一起配搭，对新人的关怀试图建立一套程
序，包括写信，打电话，探访，帮助与小组的连接等等。也曾经希望建立小组的回报系
统，但大家有时不太理解这种形式，大概觉得有上下级之分，让人不舒服。但实际上不
过是一个沟通有效与秩序的问题，跟每个人的地位无关，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都是平等
的，但神喜欢有秩序有效率。我觉得自己动员与沟通也不到位。现在有微信就容易多
了。我记得自己还用电子邮件的方式每周给大家分享一点关怀新人和有特殊需要的人应
需要注意的地方。现在连我自己也记不清写了什么了，希望对大家当时有帮助。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
们里面就得以完全了“（约壹4：19，12）。现在的关爱事工小组包括唐国庆弟兄，王
倚宁姐妹，周立姐妹，王桂琳姐妹和宋彩霞姐妹。在长老和执事会的帮助和团契的支持
下，新老同工一同搭配，一同在属神的家中继续学习、实践。

(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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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事工

唐密

我和我太太是在2014年4月搬到Acton的。感谢主的带领，我们很快就在西区华人教会聚
会，并且认识了很多朋友。在西区教会这个大家庭里，我们感受到了家一样的温暖。大家
给了我们一家很多关爱和帮助。我也见证了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对教会的大量付出和奉献，
包括教会的日常维护，主日、团契及各种活动的组织等，很多弟兄姊妹都投入了大量时间
和精力。我作为西区教会大家庭的一员，也时常想着能为教会做些什么。由于我多年从事
Web开发方面的工作，对网站制作有一定的经验，于是自然而然就想到能否帮助教会重新
设计网站。我的想法得到徐巍然和王建国弟兄的大力支持，我们很快就开始了网站的重新
设计和开发工作。

教会老的网站是王建国和徐巍然开发的，所以新网站的设计和开发主要是我们三人一起讨
论决定。徐巍然和我花了一些时间整理老网站的页面结构，以及备份和规整各种文件等。
之后我就开始了开发。我选用目前流行的WordPress平台搭建教会新的网站，并且使用了
我之前用过的一套网站模板，所以开发进行的比较快。很快网站架构和主要页面就开发完
成。经过和徐巍然、王建国的不断讨论修改，最终新网站成功上线。目前每周的主日证道
由王建国上传更新，其它维护诸如添加新的页面，更新网站图片照片等，主要是徐巍然和
我来负责。感谢赞美主！我虽然做的不多，但一想到能蒙主使用内心就充满喜乐。期望未
来能被主继续使用。

下面我简要分享一下我信主的历程。我是在我太太的带领下认识主的。我太太一家人都是
基督徒。但我和她恋爱前没有接触过福音。在她的邀请下，我便开始接触基督信仰。出国
前我们住在广州，有时去家庭教会，有时去三自大教会。我虽然觉得有信仰是好事，但当

时在内心始终是不信的。2009年我太太拿到奖学金赴美留学。我之前虽
然一直希望能来美国，但并没有做留学的准备。在2010年上半年我辞去
了国内的工作，以陪读的身份来到美国。我原本的计划是凭借在国内的
工作经验能到美国直接找工作。但2010年是美国次贷危机后的经济低谷
期，大量企业裁员，招聘软件开发的岗位不多。而我在美国又没有工作
的身份，找工作十分困难。所以一直待业在家。当我发现找工作的希望
渺茫，而又没有托福和GRE成绩能进入学校读书，一时比较低落，不太
愿意和外界来往。这个时候人就十分需要信仰的力量来支撑。我开始从
以前的被动地去教会，到主动地去教会寻找内心的平静。

我和我太太当时在她学校附近的一间教会聚会。在教会里我认识了不少
老师，同学和教会的朋友。他们鼓励我进入学校读书拿个文凭再找工作
就会容易许多。我太太也鼓励我先读书。于是我花了半年左右准备托福
和GRE考试。当时我的英文不是非常好，为了托福和GRE可以考到理想
的成绩，我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做题背单词练习口语等。那时就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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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14页）

赞美主！愿神大大祝福这个大家庭! 愿神的爱从关爱服事的同工和教会一直流向万民。

后记：君美姐妹几个月前移居上海，回应上帝的呼召，投身于新的工场，服事那里的天
国子民和暂未得之民。

习惯了祷告。在前途不明朗的时候，祷告可以给人带来力量和平静，让我专心学习。教
会有一对老夫妇开办了免费的英文课让像我这样需要练习口语的人参与，这给我了很大
的帮助。通过半年多的艰苦努力，我顺利通过了托福和GRE考试并拿到了我太太同一所
大学的计算机硕士入学通知。

拿到入学通知后，又有了新的问题，就是学费。我和我太太结婚时在国内买了房子，所
以手里的积蓄并不多，不足以支撑读完硕士学位的学费。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从学校获
得奖学金。我联系了学校计算机系的几位教授，要么当时没有资金，要么只给博士奖学
金，所以似乎短期我很难从学校获得奖学金。在为学费愁烦的时候，我拼命祷告主给我
开门让我顺利读完书。这时转机就来了。我在教会认识的一个同学某天说有一位软件公
司的老板想找一个part-time员工做一些临时的开发工作，问我是否愿意。当时我已经考完
了托福和GRE，离开学还有一段时间，于是答应把我的简历发送过去。这位老板看了我
的简历后觉得我的经验不错，于是安排我以义工的形式做了一些工作（因为当时我的身
份不能做有收入的工作），并非常认可我的能力。他刚好是这个大学的校友，设立过奖
学金资助从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当得知我正为学费犯愁时，他认为我的条件很符合他
设立的奖学金。于是我就拿到了来自个人捐赠的奖学金，从而能够顺利地读书。在读书
期间，我还通过为学校相关的公司做part-time或者实习工作拿到了更多的奖学金和工资收
入，顺利地完成了学业，不管是学费还是生活费都从没有短缺过，真是感谢赞美主！

主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我这一路走来，
真是见证了主恩的丰丰满满，没有让我有一点的缺乏。我读研究生时的导师也是一位虔
诚的基督徒，给我很多帮助。我毕业后的工作，来到西区教会聚会，以及许许多多的事
情，回想起来都是主的带领和恩典。我很感谢主把我带到美国，让我在各种困难和挑战
中体会到主对我们的爱，让我从不信到相信。我自己的生命在信主后也有很大改变，真
正了解到我们为何而活，如何去活。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
的旨意。”（罗马书 12:2）

我期望自己能一直在主里被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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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蜜的事工，重大的责任
记教会儿童主日学

李薇

随着西区教会的成长，儿童主日学校也迎来了她十岁的生日！十年了，屈指数来，从儿童
主日学校毕业的孩子有八、九十位了。感谢赞美主！十年的回顾，十年的感恩，神的恩典
真是数不完。回想十年儿童主日学校旅程，我们由衷地为孩子们感恩，为老师们的辛勤摆
上感恩，为教会所有支持帮助儿童主日学的同工们感恩，为家长们的积极配合感恩，更为
上帝的亲自带领感恩！

儿童主日学校的孩子们可以从出生就入学，到五年级毕业进入青少年组。每个年龄段的孩
子都有着十分可爱的地方。这也许是除了主日学老师之外的人所体验不到的。比如，小班
（芥菜种）的孩子，总是无忧无虑的玩耍，他们有时候也会顾及一下其他小伙伴在干什
么，还会和老师分享他们准备的“食物”和“饮料”，会关心老师给老师“检查身体”等
等。学前班的孩子，就可以跟着教学进度，认真听圣经故事、背经文、唱圣诗，开动脑筋
问一些可爱的问题。而且知道神伟大，耶稣爱他们。有的孩子都开始关心老师了。有时见
到老师会问:‘你上个星期天去哪了? 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一副小大人的模样。
 
经过三年的学前班学习， 孩子们就升班到幼儿园和一年级了。这时的孩子们对圣经已经有
了一点的了解，课堂上会争先恐后地举手发言，开始学习与老师有互动。也会更加关心老
师，帮助老师了。

升到二、三年级的孩子们，已经开始自己读圣经了。对圣经故事和耶稣也有更深的了解，
并且有追求真理的愿望。有时孩子们会提一些比较难的问题和老师探讨。这对老师们也是
个挑战。所以老师们需要更加充分地准备教材，装备自己，才能更好地解答孩子们的问
题。同时，我们也尝试使用不同的教材，以满足孩子们的需要， 使他们能更好地明白神的
话语。

四、五年级是儿童主日学校里最高班。 这个班的孩子们已经趋于成熟，对圣经有了更深的
了解，开始思考许多和信仰有关的问题。对老师而言有更多的挑战。对这个年龄的孩子，
老师们也更加注重和他们建立友好关系，建立孩子们之间的关系，也帮助他们与神建立亲
密关系。

每个主日，孩子们在完成了主日学的课程和结束了开心的休息时间后，就到了儿童敬拜的
时间了。从幼稚园到五年级的孩子们都集中到儿童敬拜教室。儿童敬拜从读经文开始， 然
后是祷告、唱诗，由青少年带领。接下来活动安排每周都不同。每月的第一和第三周是讲
故事，第二周做手工，第四周录相。如果有第五周， 就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圣经知识竞赛
了。儿童敬拜同工每年都会组织孩子们母亲节和父亲节的庆祝活动，让孩子们有更多的机
会来学习感恩，感谢他们的爸爸妈妈们。
 
在儿童主日学校结束了五年级课程的孩子们就要毕业升到青少年组了。每年儿童主日学校二、三年级的大孩们

孩子们准备的父亲节贺卡

可爱的小天使们的精彩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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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为毕业的孩子们举行毕业典礼。虽然我们舍不得这些孩子们的离开，但我们相信他们
会在青少年组里，继续他们灵命的旅程，更深更广地被建造。
 
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们也常常在思考如何来改进教学，使孩子们喜欢教会，被真理吸引，每
天有读经祷告的时间，亲近神。我们衷心地把儿童主日学校的孩子们仰望交托在神的手
里，求神亲自带领他们。盼望神能通过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和家长们言传身教，将福音的种
子撒在孩子们的心灵深处，成为他们一生的祝福。

每当想到这些可爱的孩子们，许多诗篇和箴言的话语就会浮现在脑海里：

诗篇119:9 “少年人用什么洁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
诗篇119:11 “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诗篇119:105“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箴言3:5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
箴言9:10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多么希望神的这些话语印刻在孩子们的心里，成为孩子们的行为指南。

在现今这个日趋没落，是非混淆的时代，我们的孩子是多么需要神的话语，成为脚前的
灯，路上的光。主啊，将来无论他们去到哪里，祢都为他们掌舵，使他们牢记并遵行祢
的话语，凡事依靠祢，专心仰赖祢，一生追随祢。诗篇12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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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主啊，求祢
亲自建造，保守看顾祢所爱的孩子们，使他们成为祢的门徒，一生荣耀祢！箴言22:6“教
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儿童主日学的事工是甜蜜的，责任也很重大。主啊，求祢继续看顾，领引西区儿童主日学
校前面的道路！因为祢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祢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求祢帮助我们
每一位主日学的老师，让我们在凡事上都依靠祢，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心意更新，将自己全
然献上当作活祭，为儿童事工完全摆上，作祢合用的器皿，成为祢爱流通的管道。让孩子
们在主日学校的大家庭里，享受祢的大爱。在祢的话语中茁壮成长，将来成为祢所用的精
兵。 

愿主赐智慧和能力给儿童主日学肩负重任的老师们！阿门！

四、五年级的孩子们是这样表现的 孩子们在台上表演 五年级毕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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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S儿女教养事工的一点感想

葱茏

2011年9月BMWBC教会新教堂落成，第二年的8月，为期一周的暑期圣经学校（VBS）第
一次在教会自己的教堂里举办，同时为父母准备的有关儿女教养的各种主题讨论也同步开
始。从2012年到如今已有五个年头了。

VBS父母班最开始由孙宝慈姐妹负责，基于教会当时的情况，宝慈姐妹将VBS Parenting 
Class的形式定位为由讲员带领大家，提出几个与孩子们当天听到的圣经故事和背诵的经文
有关的，从父母对子女教养的角度带出的问题，由参加父母讨论的父母们（或祖父母们）
来进行讨论，查考圣经找答案。同时也希望这样的设计能由此启动父母与孩子们回家之后
的话题。

比如当孩子们当天背诵的经文：“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
止息”（哥林多前书13：7-8）。那么当天大家讨论的内容就是：从小到大经历许多分离
道别（小、中、大学毕业，出国，搬家）每次都诚恳地和朋友说“很想念、保持联系、祝
福之语……等等”，那么一起讨论思考：在分离时，为什么我们送纪念品？几个月、几
年、几十年之后，还是好友？有难处时彼此相帮？……为什么容易失去友谊？父母们先回
想自己在这方面的经历，然后回家与孩子们分享，再询问他们有没有相似的经历？他们的
心情如何？又是怎样（调整自己）度过这个时刻？……这样很容易与孩子们开始一个不常
有的话题，开启彼此沟通的一个契机。

有时大家还会一起讨论彼得三次否认耶稣，认识到耶稣爱的挽回、接纳和赋予重任。思考
耶稣是怎样的一位朋友?而想到许多时候我们也是彼得，三番四次时刻变化反复。而当我
们如同彼得再被耶稣接纳时，有何触动？同时当我们自己面对孩子的缺点屡犯不改，怎么
办？……等等。

大家还会一起反思：我相信只有上帝的爱永不止息吗？是否还有别的依赖？靠父母、手
足、配偶、亲戚、朋友……，或者永远健康、年轻、强壮……，或者工作、事业，无止境
的成功和财富……？当认识到世界上的一切都不长久，引导孩子从小全心依靠神是消极教
导，还是积极教导？为什么？

……，……。

刚开始的两年里，是由宝慈姐妹负责组织，Lexington教会的美恩师母带领大家讨论。有了
美恩师母开始的扶持，接下来宝慈姐妹开始尝试带领我们教会的姐妹们自己来组织和带领
这个子女教养讨论。再后来宝慈姐妹移居台湾，离开西区教会，将VBS父母班的事工托付
给余志红姐妹和我。感谢主在我俩接过这个重任的整个过程里，不断加给我们许多有热
心、有热情，有能力，愿意为主摆上的众多姐妹，我们一起见证了主的大能和恩典：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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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加添新的姐妹，和新的朋友们到我们中间。

因为成长中的原因，我虽乐于与人交谈，但限于一两位朋友之间，面对人群总是让我很
有压力。在答应了宝慈姐妹的托付之后，我就一直紧张，到如今还是。不过诚惶诚恐
间，总有圣经中神的话不断地给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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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 127：1）

我不是教育专家，也算不得有多少经验。我是不完全的人，在做母亲这个职位上有很多
的误区和缺点，有很多失败很多教训，但我相信在我们中间，耶稣是最好的老师！“你
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只是凭借着这一点点微小
的信心，在过去几年的VBS的父母讨论这个教会事工中，我们收获了满满的主大能恩典，
在其中被带领、改变和造就。感谢赞美我们的主！祢是又美又善，满有慈爱怜悯的神！
愿更多的人来认识祢！主啊，我只是这样一个残破的器皿，只有这样微不足道的力量，
感谢主愿意来使用！

在和儿女们相处的过程中，每位父母都有数不清的故事，每个家庭每位父母所面临的问
题既是个例，也同时带有普遍性。而有关儿女教养的长文短章更是满天满地随处可见，
大大小小、似是而非、甚至是自相矛盾的道理，真让人无所适从。回望自己走过的路
程，我发现凡按着圣经教导去教养孩子，结果都是好的。凡按着世界的教训教养的，其
结果都让我后悔。如今我还在这路上，惟愿与众父母们在这个上帝赋予的位置上尽心尽
力寻求真理，将我们的儿女带到神的面前接受无限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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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儿童主日学班的孩子们

肖彦

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马太福
音 19:14)

耶稣喜爱一切小孩, 世上所有的小孩, 无论红黄黑白种, 都是耶稣心里的宝贝, 耶稣喜爱世上
所有的小孩。

从我们班的名字大家都猜得出来是由幼儿园和一年级的孩子们组成的。这些纯真的孩子天
真，浪漫，充满活力，尽情玩耍，他们如海绵般吸收圣经真理，背圣经能力常让老师们惊
讶与欣赏。

他们从低年级升上来，第一次有了正正规规的主日学，刚开始有些畏惧，怕生，但也好
奇。大多都腼腆、安静，但几次主日学后，很快就融入了这个集体。各自的性格也表现出
来，有的活泼、热情、好动，有的安静、细心。

我们班的孩子们非常可爱，他们有单纯的信心，接受老师的话，特别爱发言、爱回答问
题，就连最腼腆的孩子经过鼓励也能够举手。有些故事在别的地方已经听过，但仍然聚精
会神地听。

他们能够分辨是非，在课堂上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有比较固执的小朋友，有的时候
不愿意参加集体活动，经过耐心辅导，也知道不能够妨碍别人。

他们会帮忙做事，除了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干净外，常常有小朋友愿意做更多的事情，比如
拿奉献袋，帮忙摆杯子、纸巾，年纪大一点的帮别人倒水。夸奖他们是小帮手，他们就越
发干劲大，而且更加自觉。他们喜欢做手工，女孩子特别乐意展示自己的作品，男孩子也
不示弱。

他们的注意力不是很长，所以老师一般讲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的圣经故事。我们的时间安
排如下：

9:50     Greeting, coloring, drawing, playing toys, reading book, etc.
10:00    Get ready for the class, offering, prayer
10:10    Bible story, Bible memory
10:30    Review Bible story
10:45    Crafts associated with Bible story
11:20    Snacks
11:30    Play time, 当天气合宜，孩子会在游乐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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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能记忆自己不懂的语句，但也容易忘记，所以背诵的经节要反复练习，并且让他们知
道真正的意思，尽量使他们明白背诵的内容。他们愿意按照老师的建议，很会模仿别人，
最容易“看样学样”，这点老师一定要注意，尽快阻止不好的行为和语言，免得别的孩子
跟着学。

一年级大一点的孩子已经开始学习读书，喜欢用字和数字做游戏，还喜欢写字。他们相当
好奇，有很强的幻想，也开始懂得事实。他们喜欢讲话，喜欢朋友，需要儿童间的友谊。
他们容易兴奋，会因为怕难为情而拒绝回答问题，需要多鼓励。

他们喜欢得到称赞，为了鼓励他们认真听讲，老师们用小贴纸作为奖励，得到小贴纸的孩
子们都非常开心。每三个月，根据他们的出勤率、表现、回答问题的多少等，老师们会
奖励小小的礼物。一年有一次大的活动，通常在一学年结束，暑期之前，比如去Kimball 
Farm.

看着这些像天使般的孩子们，真希望他们从小就把信仰扎根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有基督
化的品格，长大走上社会荣神益人。儿童主日学就是要把孩子带到智慧的源头、永活的真
神面前，让圣灵来改变孩子们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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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区儿童AWANA事工

夏岚

教会周五的晚上总是充满了活力和朝气， 因为有AWANA。

从晚上8点到9点半，Kindergarten到五年级的孩子们穿着蓝色、红色、绿色的背心、T-
shirt，在教室里听老师们讲故事，或是拿着handbook背圣经，或是在大厅里玩儿游戏。这
就是AWANA，”Approved Workmen Are Not Ashamed”（“作无愧的工人”)（提后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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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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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05年9月开始， 西区教会的AWANA已经经历了十个春秋。 AWANA开设了三个班: (1) 
三到四岁的小熊营（Cubbies）; (2) Kindergarten至小学二年级的火花营（Sparks）; (3)小学 三
至五年级的见习真理奇兵营（T&T）。每个周五晚上7:45分左右， 孩子们陆陆续续来了， 
8点钟升旗仪式准时开始， 然后是圣经故事、经文背诵、游戏和零食。

AWANA的活动有张有弛。游戏精彩又独特，几乎是每个孩子的最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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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得AWANA Dollar，等到
AWANA商店开张的时候可以买小玩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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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记性好，几年下来能背诵不少经节。另外，AWANA
还有几个signature activities，比如，每年一次的儿童秋收游园会（Fall Harvest Festival），自
制小车比 赛 (car race)， 以及两个月一次的AWANA store 让孩子们常常翘首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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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SPARKS同工8年了，度过了和很多孩子们一起成长的快乐的日子。 五到七岁的孩子们
非常可爱。他们让你亲，让你抱， 偶尔还会哭鼻子。他们唱起歌来声音好大， 手舞足蹈。
他们一开始不认字， 没过几个月就会读得朗朗上口。他们总会问一些奇怪的问题， 他们也
会告诉你一些家长不会告诉你的秘密 (哈哈)。他们有时也非常令人头疼。调皮捣蛋得让你
血压升高。但是和SPARKS 同工互相扶持， 看着孩子们的成长， 感受神的恩典实在是一件
幸福的事情。

我们SPARKS有６位姐妹同工，两个一组，一个半月左右轮换一次。我们一起聊孩子，　
家庭，事工。在事奉中越来越亲密，同时也想出了不少点子把SPARKS办得更好。针对孩
子们好胜的特点，我们把他们分成几个3-4 人的团队。每个团队要靠团员的合作来得stick-
er: 是不是穿了制服，老师讲课是不是注意听了，是不是积极回答问题了，背了多少个圣经
经节等等。每个团队的sticker都显示在display board 上。最后得sticker最多的团队有奖品的
哦。当然，所有的团队都会一起努力。我们还有另外一个display board 记录SPARKIES 一起
背的经节。当经节达到100和200时，老师们会给特殊奖励。Brownies和冰激凌是孩子们的
最爱。SPARKS也有严明的纪律，小朋友们都知道我们的“UP Rules”: Sit Up， Look Up， 
Listen Up， Hands Up， and Zip Up。
 　　　　
感谢神的一路祝福和带领，让我们一起在主里成长，一同经历祂的慈爱和恩典。也希望更
多弟兄姐妹加入到我们的同工中来。做AWANA的同工好处多多。如果你的孩子正是这个
年纪，你可以感受他们在AWANA的经历；如果你的孩子已经过了这个年纪，你可以重温
他们那个美好的年纪；给孩子们背诵经文的时候你也会多多少少背下来一些（不过超过他
们确实很有难度）；你还会在AWANA同工这个fellowship里有更亲密的弟兄姐妹，互相扶
持互相建造。另外，千万不用担心会错过太多团契生活，

“Approved Workmen Are Not Asha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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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WBC Youth L.I.G.H.T. Fellowship Review

Charis Gillman, Joan Zhihong Yu, Jun Johnny Yang 

Looking back ten years at our youth ministry God has led, we are so grateful for His love, faithful-
ness, and provision. Glory to the Lord, we have witnessed the almighty God nourishes and raises 
our L.I.G.H.T. youth in the process of growing from a mustard seed into a tree. 

From 2014 to 2016, Peter Wilson, Torrey Wang, Shirley Xu, Peter Xie, Anna Wu, and Alicia Yang 
were baptized. LIGHT graduates Alex Dai and Rebecca Shi in the college were baptized in our 
church.

•	 Youth led about one hundred children in Vacation Bible School (VBS) Summer Camp for 5 
years.

•	 They led Children Worship every Sunday.
•	 They helped organize children Fall Harvest Festival. 
•	 They served parents on Parents Appreciation Day in many touching ways. 
•	 They participated in children ministry Christmas shoe-box party.
•	 They did extraordinary 30hr Famine for hungry children for a few years.
•	 Susan Xie and Kathy Lu joined CBCGB youth and did a short term mission trip to HOPI.
•	 Barry Huang, Peter Xie, Jing Zhu, Anna Wu, Alicia Yang with parents Feng Xie and Yining 

Wang started the 1st BMWBC short-term mission trip at the 2015 Lynn project.
•	 Many youth are devoted to CBCGB Winter Retreat.
•	 LIGHT youth joined youth group of FEFC, LOWELL, High Rock in community service and 

joint activities.
•	They joined other local youth groups on Passion Night.
•	They played Nativity during Christmas Eve.
•	Alex Dai began Intervarsity Campus Ministry service in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after his col-
lege graduation in 2016.
•	L.I.G.H.T. fellowship supporting missionaries Dan Shiau, Eva, Maureen Lee visited us, and 
shared their mission with LIGHT.

That was nicely summarized by our youth director Charis:

“In	the	Gospel	of	Luke	you	can	often	find	Jesus	speaking	about	the	Kingdom	of	God.	In	Luke	
chapter thirteen, verse eighteen, he addresses the disciples and the crowds, asking them, “What 
is	the	kingdom	of	God	like?	And	to	what	shall	I	compare	it?”	This	is	a	question	that	I	often	find	
myself asking as I look at young people. They are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ir lives, the part of 
their lives focused on learning; learning how to live, learning how to love God, learning how to 
walk in the way of truth. Young people are expected to learn when they are young, so that they 
might know how to be grown up some day, but the way that they learn is something that I th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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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ult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Jesus answers His question of what the kingdom of God can be compared to, by saying, “It is like 
a grain of mustard seed that a man took and sowed in his garden, and it grew and became a tree, 
and the birds of the air made nests in its branches.” When I look at our young people I can see 
that this parable of Jesus, which is talking about the kingdom of God, is beautifully evidenced in 
their lives. Just as they are a part of the kingdom of God, so the parable of the mustard seed can 
be seen in them as individuals and as a group. Each of them who receives the gospel receives it as 
a	mustard	seed	in	their	hearts	and	minds.	At	first	it	may	look	small,	but	that	does	not	mean	that	it	
will not grow to be a great tree. In fact, the mustard seed will grow, and we should look at small 
seeds with faith that it is Christ who will grow the mighty tree from a mustard seed, we do not 
need to expect a tree overnight. We can learn from our young people, that no stage in the growth 
of a mustard tree should be looked down on, whether it is a small seed or a growing sapling; when 
we	walk	with	Christ	He	is	faithful	to	finish	the	work	which	He	has	promised	to	do	in	us	and	He	is	
setting the pace.

Although we do not have a youth pastor, faithful youth co-workers, parent helpers, extraordinary 
youth leaders, and all the youth are always together to build up Jesus’ body. We are so grateful 
for Shimu Anna Choi and Beatrice Wei who established our youth ministry with just six youth in 
2006 and led it into about forty youth today. After they left for San Francisco and Taiwan in 2014 
and 2015, respectively, Charis Gillman (Gordon-Conwell graduate student) who has a missionary 
family background joined us as a youth ministry director in Fall 2015. Kevin Yue, a recent college 
graduate, has become a major youth counselor since 2014. Their guidance, like a big sister and a 
big brother’s, has given a big help to the young people. Shimu June Li’s long-time serving chil-
dren and youth sets a good example of a servant’s heart. Special thanks also go to many long-term 
counselors as well as those who joined recently: Kevin & Catherine Wilson who have committed 
to the Friday LIGHT service since 2008, Chung-Pei Chang, Al Rasmus, Neng Ye, Jun Johnny 
Yang, Feng Xie, Yining Wang, George Lu and Junmei Ji, Guocai Shu, Donghai Ma and Guoying 
Zuo, Carl Lin, Zhihong Joan Yu, Abby Ping Gao, Jie Shi, Annie Feng Qu, Yang Liu, Weisheng 
Huang and Haihong Chen, Jude McGarvey, Hong Kevin Gu and Lan Xia, Haifeng Pan, Andrew 
Knigh. We also appreciate many pastors, elders, brothers and sisters from other churches who have 
helped us, including Youth Pastors Christian Waltmire from FEFC and Nathan Willems from CB-
CGL, Enoch Ling (Gordon-Conwell graduate student), Windsor Sung, Michelle Dougherty, John 
Lo, Melissa & Stan Yang, Jackie Ro, George and Jonathan Chou…… We witnessed the power of 
almighty God raising Youth Coordinators Kathy Ma, Susan Xie, Kathy Lu, Barry Huang, Maggie 
Liu, Grace Wu, and nourishing all youth over the years.

“We are the clay, you are the potter, we are the work of thy hand “(Isaiah 64: 8). Our heavenly 
Father, may your grace and love never leave LIGHT youth, strengthen them in your way and make 
them the LIGHT of the world. We also earnestly pray for your preparation of a humble youth ser-
vant coming to shepherd His lam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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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以赞美为宝座
敬拜团的十年恩典路

傅广宇

“神啊, 你是圣洁的, 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 这是诗篇22篇里大卫的祷告与赞美, 也
是2007年庆祝西区教会成立一周年时, 敬拜团献诗时的祷告。还记得那天我们所献的诗歌
为《设立你宝座》。

是的, 创造宇宙万物的主, 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却以我们的赞美为宝座。西区教会自2006年
10月1日第一次主日崇拜以来，是神的恩手引领敬拜团走过了赞美的十年。
 
十年的历程，有很多的恩典值得我们数算。首先要感谢主，虽然我们教会的成员鲜有音乐
方面的专业人才，但神的感动，激励与呼召, 却让我们从不缺乏；祂总在我们需要时，预
备合适的帮助。 

教会最初成立时，神就感动Lexington母会的陈绮丽姐妹来带领，训练我们小小的敬拜队。
当时我们没有自己的会堂和钢琴，每次主日聚会绮丽姐妹就拖着她的电子琴来为崇拜伴
奏。 后来教会从 Boxborough 的 Holiday Inn 转到Acton 的 Gates 小学聚会，我们可以用学校
小礼堂的简易钢琴。 那时神又感动差派了母会的何晓玲姐妹来带领我们的敬拜队。 这里
要提到的是，绮丽和晓玲都是在圣乐方面有过专业培训的姐妹，因此西区教会的敬拜团在
教会成立之初，就有专业的指导，为我们日后的服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记得在Gates小学聚会时, 因为要在礼拜天中午练习下个主日的诗歌，敬拜团的弟兄姐妹要
早早吃好饭，聚集在钢琴前开始练习。 晓玲会提前为大家印好歌谱，给我们讲解每首歌的
流程，甚至在哪里换气，哪里强弱，都给予悉心的指导。

从教会成立到现在，先后有数位具有弹琴恩赐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服事，其中有金康
茵，Jenny Pak (黄旭芝），刘兆民，郑婷英，蔡黎巧庄师母，胡厚暐，王建国。在声乐及
圣乐方面大有恩赐的薛悦悦师母也曾给予我们敬拜团耐心的指导。后来我们也有了自己的
吉他兼贝斯手谢峰，吉他手傅广宇。有些时候教会崇拜可以有钢琴，鼓，吉他，贝斯的伴
奏阵容，为我们的敬拜增加了气氛和色彩。

特别要提到的是王建国弟兄，因为深感教会在音乐事工方面的需要，凭着神的感动与恩
赐，加之刻苦练习，学钢琴短短不到一年时间，就可以为教会祷告会和主日敬拜担任司
琴。建国弟兄还为教会添置乐器和音响器材付出了很多时间和心血。每一次练习和崇拜都
是早来晚走，为弟兄姐妹们树立了榜样。

林朝阳姐妹是从教会成立之初就在敬拜团服事的弟兄姐妹之一。在Jenny搬家离开后,朝阳
一个人负责了教会每周的诗歌PowerPoint制作工作，几年下来为我们建立了强大的歌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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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库，大大方便了诗歌PPT的制作。除了每主日的诗歌，朝阳还担任教会所有特会的PPT
制作及广告设计，打印工作。感谢神将服事的恩赐，感动及高度负责，乐观的态度赐给
她。

最近两年另外几位弟兄姐妹也先后加入诗歌PPT的制作团队，其中有张荣华，叶能，田红
兵等。现在我们做PPT的同工会在每周四练习之前，把歌词PPT制作好，让当周领诗的队
员可以在礼拜四彩排时核对歌词和每首歌的流程。

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敬拜团的弟兄姐妹知道，世俗的演出尚且如此，带
领敬拜更应认真，不能随随便便。除了每主日早上崇拜开始之前一个小时的练习，我们
坚持每周四晚把当周崇拜要唱的诗歌都练熟，并且是全体参加练习。有时遇到新的，或
不熟悉的诗歌，练习会从8点半持续到10点半。

敬拜时的领会，担任宣召、祷告、领诗等多项角色，是整个敬拜流程的核心和带领者。
感谢主历年来为我们预备有恩赐和感动的弟兄们，他们除了参与练习，还要准备祷告，
有时为了主日的敬拜，提前几天就开始准备，每每在前一晚准备到深夜。神的意念高过
我们意念，有好几位领会的弟兄都先后因工作关系离开麻州，虽然我们深感不舍，但相
信他们在所到之处，定有更美好的服事。

每周主日敬拜所唱诗歌的挑选，也是敬拜团事工的重要部分。诗歌的选择不仅要配合当
天的经文和讲道，还要注意整个敬拜的气氛及诗歌之间的过渡与搭配。每个参与这方面
工作的弟兄姐妹，都深感这项工作所担负的责任，除了平时多听赞美诗之外，还要多学
习借鉴其他教会各种敬拜形式，力争把选诗歌的工作做好。除了Email之外，敬拜团有两
个微信群，一个是我们用来联络，通知用的；另一个是分享读经，祷告用的。弟兄姐妹
们也经常在这两个微信群里探讨敬拜的经验教训，分享个人的感受和提出改进的意见。
因着我们的衷心服事和不断追求的心志，我们的敬拜虽仍有不足，但在各个方面都在进
步中。

除了每周的主日崇拜，一年几次教会的特别聚会，也是需要敬拜团全力参与的事工，其
中包括受难日，布道会，灵命进深营，赞美见证之夜，圣诞夜烛光崇拜及西区元宵晚
会。这些活动都需要连续几周地准备与练习，队员们有时甚至在周四晚练习到深夜。感
谢神的恩典与恩赐，自2012年我们自己的教堂建成使用之后，每年圣诞节的烛光崇拜已
经成为我们教会的例行活动，让社区居民有机会体会与思考圣诞的真正意义。

从2013年夏季的第一次赞美见证之夜起，敬拜团先后带领了五次赞美见证的活动，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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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教我数算” ( 2013年7月)，“爱的宣言” ( 2013年11月)，“我是祢所造” 
(2014年9月)，“永不丢弃”( 2015年6月) 和 “感恩的赞美” ( 2015年11月)。感谢
主，借着美丽的圣乐，诗歌和我们身旁发生的生命故事，神一次又一次感动与更
新我们。

十年之间，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敬拜团见证了我们当中两个小婴儿的出生；经
历了数次因工作调动的难舍分别；经历了肢体的病痛，和神医治的大能；经历了
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见证了神的能力正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虽然我们每个
人有完全不同的性格和背景，但因着同一个圣灵，我们深感彼此是合一的肢体，
感谢主用恩典将我们紧紧连结。

十年, 在神的国度里虽然只是转瞬之间，然而对于尚在世间的我们，却足以使一
个孩童变青年，让壮年变白头。世间之事，人所忙碌的，并非都能存到永远；但
有一点是我们所确知的，就是因着事奉神所得的喜乐和祝福却是可以存到永恒
的。
 
写到这里，我为每一个在敬拜团服事的弟兄姐妹感恩, 也愿主纪念你们所付出的
辛劳，汗水与眼泪。无数次冒着冬日严寒，拖着工作后疲惫的身体在周间晚上来
教会练习；每一次唱诗，祷告的感动和泪水，主都看见，祂也必纪念。我们的每
一个努力，每一次深感不足，每一次彼此的鼓励与代祷，神都知道，祂从不轻
看！祂总是以加倍的恩典赏赐我们。相信当有一天我们息了地上的劳苦，来到主
耶稣面前的时候，祂会称我们为衷心而良善的仆人，因我们没有把祂所给的恩赐
埋藏，而是用在了祂的国度与圣工上。

“设立祢宝座，建立祢居所，我们不停息，直到祢心满足”！创造宇宙万物的
主，这是我们的感恩与赞美，也是我们一生的祷告,  感谢主拣选使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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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会分享

刘辛贵

我喜欢去教会周二晚上的祷告会。不是因为我祷告得有多么好。其实到现在我的祷告还
是常常就没词了。我喜欢只是为了让自己的灵命每周多一次成长的机会；也是为了常常
提醒自己我是多么的需要更多的灵粮；也让自己更多地体会到祷告的力量。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养成了周二晚上去教会祷告会的习惯。一到周二晚上，自然而
然地就会去教会的祷告会。如果外出不能去，我也会告诉有关人员我不能去这周的祷告
会。我喜欢自己在祷告会里成长的感觉。在那里，弟兄姐妹有时不经意的一句话，或者
所说的一件事就有可能让你和神亲近一大步。

有一次一位姊妹祷告会时告诉大家她让一位因各种原因暂时没有住处的女士住进她家。
这位姐妹请大家为这位女士祷告，求神赐给她工作和住处。当时这位姐妹正准备卖房或
者出租她的住房。我当时想在短时间内，要是这位女士找不到工作和住处你怎么办呢？
总不能赶这位女士出去吧。但我们的这位姐妹才不管这些呢。她知道帮助这位女士渡过
此次难关是神所喜悦的。大家都为这位女士祷告，求神帮助她找到工作、找到住处。大
概三到四个星期以后，这位女士工作找到了，住处也租下了。我们去给她搬东西入新住
处的时候这位女士说：“我现在要好好工作了，不能像过去那样了”。神为投靠祂的人
开路。神也托住信靠祂的弟兄姐妹，让他们不至羞愧。相比之下，我和这位在困难时伸
出援手给那位女士的姐妹的差距实在很大。

祷告会常常为教会的各项事工祷告。有时还有一些特别的人来到祷告会分享神国事工的
经历。前不久长老请来了一位姓梁的弟兄来分享他们在国内的一些事工。他是神国的精
兵。他走过的路崎岖不平。他曾有失去爱妻之痛，但神的爱处处守护着他。他经常周末
从香港飞到国内贫困地区宣教。现在又在深圳的某工厂里组织团契。带领了很多的人信
主。有一位他们带领信主的弟兄，从工厂回东北以后，仍继续坚守证道。这位弟兄的父
亲因传福音而被抓起来坐牢。他愿意替父亲去坐牢，因为他父亲身体不好。他的肉身是

在牢里，但他的心却和神很近。他的心中有从神
那里来的平安和喜乐。神看护和保守衪 的儿女
们！

去祷告会的不都是祷告有多么好。我现在的祷告
还是不好。但是我现在胆子大，我尽量把自己想
说的说出来。我非常喜欢听别人祷告。从中你会

(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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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不住地祷告？

李明哲长老

我们不是不祷告。当我们发现身上的硬块是毒瘤时，我们祷告；当还没到月底，而我们
的钱却快没了时，我们祷告；当我们失业找工作时，我们祷告；当我们工作上有难处
时，我们祷告；当我们的孩子进入青春叛逆期，我们祷告；当我们…….时，我们祷告。
总之，风平浪静时我们少祷告，有极大难处时才祷告。

有个人开车过十字路口时，突然车门打开，他四岁的儿子滚到路当中，眼看对面迎头而
来卡车的轮子就要压到孩子，惊叫一声：“耶稣救救！”。他马上停车急忙冲过去，
看到他儿子好好的，一点事都没有。倒是那卡车司机紧张地全身发抖。这孩子的父亲去
安慰卡车司机说：“我儿子完全没事，请不要这么丧气，只要感谢上帝使你的卡车煞住
了”。卡车司机回答说：“你不知道，我根本来没来得及踩煞车！”。

这是一件十分不寻常的事，非常短的祷告，却有这么大的效果，实在令人羡慕。你偶尔
会听到像这样的神迹奇事，你到底会相信还是不会相信呢？

祷告的重要性和如何祷告，这话题已司空见惯，有些基督徒出事了或者碰到难处时才祷
告，没事没难处时就不祷告，不用劳驾上帝，这种想法实际上是不正确的。只在有急难
时向上帝求救命，需要上帝帮忙、开恩、救急，因而勿略了祷告除了救急，还有其它的
作用。圣经吩附：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那么经常祷告对我们的生命起
何作用呢？归纳起来，除救急之外，祷告还可以带来下面的作用：

 促使我亲近上帝，并明白祂的旨意
 使我的人生有方向，有永恒的价值
 让我将我的祈求和重担摆在祂面前
 提升我对神国事工的负担、为他人代祷的喜乐 

祷告既然能成就这么多的事，我们就当抓住由祷告而带来的能力。我的书房门
上，贴有一条座右铭： 

当我们工作时，我们在作事。当我们祷告时，上帝在作事。
When we work we work, when we pray God works. 

你看多么好。有人说，祷告有若摇动上帝做工万能的手。如此我们有很多应该祷
告的原因，也有各样的理由相信上帝是听祷告的。我们的信仰应该肯定：“祷告
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这是真实的话，你相信吗？

对一般的人来说，祷告有若进入迷宫，甚至耶稣的门徒也有同样的困扰。当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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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徒要求：夫子教我们祷告时，没有任何其他的门徒提出反调，或说我早已知道了，不
用麻烦夫子。事实上，怎么祷告是门徒唯一曾请教耶稣示范的一件事情。门徒没请教耶
稣示范如何分饼喂许多的人，或者平静风浪，或者使人复活，却要求耶稣教他们怎么祷
告。是不是因为耶稣曾给他们难以置信的应许，说：你们若祈求，就必得着。又说：你
们祷告，无论求甚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注意，对其他的事迹耶稣没应许给这样的能
力。

不仅如此，耶稣自己立下不少祷告的榜样。祂谢饭祷告；祂为孩童们祷告；祂为病人祷
告；祂流泪祷告。祂虽创造宇宙星辰，仍然要祷告；祂是天使天军的统帅，仍然要祷
告；祂虽然与天父同等，也是三位一体的代表，依然专致地祷告。祂在旷野祷告；祂在
坟墓祷告 ；祂在花园里祷告 。祂有清晨祷告的习惯：“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
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 （马可福音1:35）。

类似下面的对话常发生在门徒之间：

“有没有人看到夫子？”
“哦，你是早该知道的。难道祂不又去作同样的事吗？”
“又祷告去了？“
“没错，祂在日出前早已去了。“

你想门徒是不是很显然的知道祷告与能力之间的关连？所以他们说：主啊，教我们祷
告。让我们得着由祷告而来的能力。门徒遇见狂风大浪，你每天也面对多少压力、难处
和失望，让我们同样地向耶稣求：主啊，教我们祷告。当门徒有这样的请求，耶稣没有
讲一篇祷告的大道理。祂仅给他们一个可以摸仿、实用的典范 － 主祷告文 ：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祢的名为圣。
愿袮的国降临；愿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
远。阿们。

    （马太福音 6:9,13）

你我是否在日常生活中，多用这样的祷告？

我们若将圣经里的祷告综合起来，成为一个很简短的祷告，包括下面的内涵：

Adoration  赞扬
Confession  认罪
Thanksgiving  感谢
Supplication  祈求

我们每天就可以随时用类似下面的祷告：



波士顿西郊圣经教会十周年特刊 与主同行

天父上帝，
祢是全然美善、公义、信实，我深深的感受祢丰富的恩典。
谢谢祢，因为耶稣的宝血，赦免了我的罪。
求祢帮助我 ……

或

某某弟兄姐妹有特别的需要，请祢成全。
我诚心的感谢。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每天借此亲近主不住地祷告，可感受上帝的美善。当我们邀请上帝进入我们的生活圈
中，很自然地我们会感受祂的同在和所带来的平安、喜乐和稳妥。

33

学到很多东西，促使你灵里成长。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原来准备好要怎么怎么祷告，但
祷告时说出来的和准备的很不一样。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在我看来这就是圣灵的带领，
就是经历神。

祷告会常常为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和慕道友的身体工作祷告。很久以前长老就说我们的教会
真的是非常的蒙恩，整个教会找工作的真的不多。感谢神！祷告会为一位弟兄的工作能转
换到近一点的地方祷告了好几年。我想是有一点难了。但神最近为这位弟兄开了另外一条
路：就是在家里为他在远方的公司工作。

我常常在这样的过程中看到自己信心的不足。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经历了神的大爱。从死
阴的幽谷里走出来。祷告会那阵子常常用很多的时间为他的病痛祷告。求神医治他。他的
病情几起几落。我的信心也几上几下。神是听祷告的主。神使他出院成为正常人。在我心
中这就是神迹！这位弟兄的一位医生朋友问他：“你信的是什么神？我也要信祂！”

神啊！谢谢袮爱我们，给我们永生的盼望！

亲爱的兄弟姐妹，你多来祷告会你也会喜欢的。

(接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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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命进深路有主同行

刘辛贵

执事会在年初第一次会议时就决定为庆祝教会成立10周年我们教会要举办第一次灵命进
深营，并指派我做联络人。我心里忐忑有百个不愿，但推脱的话的确说不出口。管它
呢，硬着头皮上吧。办砸了，神兜着。

没办过心里虚

不知道要干什么。好在长老掌握着大方向，给了大家很多过去母会办灵命进深营的资
料。大家也为这个事儿每天祷告，并积极地选地点。记得一月底我们去校方(Franklin 
Pierce University)实地考察，得到校方的积极配合。去的弟兄姐妹都觉得这个地方不错。
回来不久就很快签下合同。我问校方的联络人什么是我们之间最需要的？他说相互之间
的沟通非常重要。所以我一有问题就赶快送电子邮件给校方的联络人，他总是又快又准
确地回答我。长老告诉我们这位联络人也是基督徒。我们都是神国的儿女。哈利路亚！

网上报名

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怎么报名。大家最终决定网上报名。当时大概就只有40天左右的时
间。谁来做呢？我想实在不行我就制一个Google文件，大家往上填信息就好了。长老点将
要教会的一位弟兄做。他上有老下有小还要常出差。我心里想：“这样行吗？时间这么
短”。我告诉他如实在不行咱们就用Google文件好了。可他说，不用。硬是在如此短的时
间里，把我们的网上报名程序完成，效果非常好。我还真不敢问他是怎么完成的。我只
知道一点：他心中把神的事看得重！

小事杂事

记得要寄给校方报名情况的前一晚，忽然发现我们报名时给小孩子划分的年龄段和校方
划分的年龄段不一致。是更正呢，还是将就？赶紧祷告，决定更正。当时已经很晚，我
赶快送电子邮件给有关人员，把不知道年龄的小孩的名字都送出去。竟有一姐妹记得几
乎所有小孩的名字和年龄。她及时回我电子邮件，告诉我所问询的孩子们的年龄。我当
时真的是充满了对神的感恩！

分配房间一事，我觉得比较简单，所以只安排一人做。后来才知道这事有多么的复杂。
还是这位记忆好的姐妹，她任劳任怨地做好每一家的分配。我呢，不愿意对人说不，任
何人有什么要求我都尽量满足。这就给这位姐妹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这也直接导致了
我们的房间分配表迟迟出不来，因为它不停地在更改，到最后一天还在变，甚至在那里
的第一天和第二天都不一样。不管我提出什么样的变动，她都高高兴兴地答应并圆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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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感谢神！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都为这次灵命进深营做了很多的事。还记得那漂亮的
小册子吗？我们很多人只把素材寄给一位姐妹，她按时高质量地完成了。

会场布置

报到那天我们有20几个人提前到达去布置会场。首先是决定主会场的横幅挂在什么地方最
好。大家都积极地想办法。试了几种不同的方法，最后还是觉得贴在正对面最好。我们的
横幅是一流的书法姐妹们制造的。要多大有多大，要什么体就有什么体，而且没有败笔。
与此同时，PPT、音响、录音、录像的同工也在各忙各的。校方也及时派人来帮助我们移
动台子、连接录音、录像设施。主会场布置好以后大家赶快去布置青少年的阶梯教室。两
个弟兄在那里装投影仪，左右折腾，就是只有图像没有声音。弄了半天才发现原来是音响
的电源没有插上。还有的弟兄在沿途安插路牌，以及贴上各教室编号。敬拜队的弟兄姐妹
们在那里积极的排练，调试电子琴和麦克风。

我感触最深的是大家的精神状态。大家齐心协力，都是为了把我们第一次的灵命进深菅办
好。大家都心中有神，努力完成好各种事工。

火关了吗？

那天下午报名的时候，有一对夫妻带着三个女儿呆在大太阳下，干嘛呢？夫妻各自都在打
电话，小孩子们乖乖的等在一旁。原因是妻子记不清走之前炉头上的火关了没有。我把他
们引到一荫凉处让他们继续打电话。他们夫妻间没有争吵，非常冷静地在面对这个问题。
神的平安在他们的心中。感谢神的保守，最后平安无事。他们的小孩们非常喜欢灵命进深
营。愿神保守他们全家。愿神一步也不离开他们家人。神啊，祢看护和保守信靠祢的人！

怕什么来什么

我一开始就为这次灵命进深营祷告：大家来回平安，
不要生病，不要食物过敏，小孩子别摔跤。灵命进深
营第二天上午正在上课，有人告诉我，有小孩碰着头
了。跑出去一看一小孩后脑勺都是血，小孩吓着了，
哭声也很大。小孩的妈妈抱着他在那里安慰他。赶快
派人找随灵命进深营的医生姐妹和小孩子的爸爸。医
生姐妹来后，问问这里痛不痛，那里能不能动。又做
了一些这样那样的检查，最后说：应该没有大事。但
还是叫救护车再检查一下比较保险。救护车来后，救
护人员再次确认没有大事。同时也建议去附近的医院
全面检查一下。感谢神！没有出大事。小孩和父母当
天都回到灵命进深营。

遇事向神求，有难依靠神。下一次再办灵命进深营我
们心里就更有底了。教会有一群爱神的弟兄姐妹们，
感谢神!

35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约翰福音  3:16）

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
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恤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
里面呢？小子们哪，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
和诚实上。

（约翰一书  3: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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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善团契露营记趣

沈悦

酷暑盛夏，良善团契于2016年7月15日至7月17日在 Cape Cod 的 Nickerson 

State Park举行了为期三天的露营烧烤活动。欣赏上帝的奇妙创造之余，身

心灵得到极大的放松。除了团契成员之外，还有教会其他团契的弟兄姐

妹，以及慕道朋友们参加，一共十六个家庭。

大家于星期五晚上陆续到达后，便开始互相帮助支搭帐篷。小朋友们更是

逐渐认识彼此，很快就嬉闹在了一起。吃了potluck的晚餐后，已是九点左

右。沐浴着习习的凉风，有的散步，有的则早早进入了梦乡。

星期六是重头戏。大家用过自制的健康早餐（牛奶，麦片粥，西葫芦煎饼

和scrambled eggs) 便纷纷踏上去海滩的路程。这次大家选的是位于 Cape Cod 

顶端的 Race Point Beach。海水很凉，但孩子们却是撒开了欢：有的在堆

沙丘，有的在玩冲浪板，还有的在互相泼水。几个弟兄姐妹也下海游泳，

颇有“胜似闲庭信步”的从容。大部分弟兄姐妹则在沙滩上晒太阳或者散

步。那天艳阳高照，马东海家支搭起了“五星级”凉亭和凉席供大家休

息。大伙儿边聊边笑，好不开心。孩子们身上沾满了沙子和海水，玩累了

就上岸吃喝自带的冰凉饮料和热狗。

晚餐则是大家期待已久的烧烤： 汉堡包是孩子们的最爱，而我们这群“老

中”则还是偏爱“家乡味道”：羊肉串，烤鸡翅，蒸玉米。李杰带来了自

己种的黄瓜，拌成凉菜后一扫而空。几个大厨们忙得不亦乐乎，帮厨们也

是进进出出，刷洗打扫。大家面对着丰盛的晚餐，不禁感恩赞美上帝丰富

的供应。

饭后则是传统的诗歌分享，由王倚宁主持，诗班的周晶领唱，大家通过介

绍自己的家庭背景和兴趣爱好更深一步认识彼此。夜凉如水，可是大家围

着熊熊的篝火谈兴不减，直到晚上10点才纷纷散去。

星期天大家在朱艳文家的“豪宅”（大号帐篷）前合影留念。 我们感谢上

帝给了我们美好的大自然可以欣赏，更重要的是赐下祂的独生爱子在十字

架上舍身流血，为我们这些罪人付上了赎价，使我们得以和上帝和好，得

享祂的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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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也为良善团契做个广告：我们团契注重以上帝的话语（圣经）来建造信徒，践信于

行。每周五的团契查经参加人数多，讨论热烈，并注重圣经经文在生活中的应用。我们特

别欢迎慕道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团契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愿意回答你（们）

的问题。虽然我们属灵的知识有限，但是我们愿意凭着爱心，信心和盼望来和你（们）共

同奔走天路， 共同认识这位创造天地万有，也创造了我们的上帝。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哥林多前书13:13）

江城子.恩爱夫妇营

王荃

婚姻数载苦如麻，剪难断，理还乱。终日默对，无处话愁肠。纵有满腹苦难言，百

辗转，千徊惶。

恩爱营中抚旧伤，泪成行，湿花妆。破碎你我，方知爱深长。和声同赞神荣耀，主

恩典，传万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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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婚姻来成全我们
恩爱夫妇营随想

巫东灵

自2003年家庭更新协会和波士顿地区华人圣经教会举办第一届恩爱夫妇营以来，波士顿西郊
圣经教会（西区教会）作为分堂，参与组织了一系列的恩爱夫妇营。六十多对夫妇先后参加
了营会。

营会对参与者的冲击是巨大的。恩爱夫妇营让我们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配偶，更让我们
深刻思考神设立婚姻的目的。只有当我们看见了神的美意，我们才知道当如此行，我们才会
与自己的配偶携手努力进入神的国度。

有多少对夫妇，不管年轻时如何海誓山盟，如胶似漆，漫漫岁月和终日的辛劳把当年的爱情
冲刷得平淡无奇。不可避免的冲突就象是一把刀把爱情划得伤痕累累。这是当年的他（她）
吗？为什么面前的他（她）和以前判若两人？

三天两夜的恩爱夫妇营让夫妇们如梦初醒。其实，现在的他（她）仍是当年的他（她）。只
不过我们所注重的方面有所不同了。当年, 爱的激情让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和温柔来包容对方，
忽略对方的不足。然而在现实中，没有人经得起日复一日全方位的透视。小小的缺点也会因
为周而复始的发生而变成压得人难以喘息的满天乌云。

在完全不同的两个环境中长大的一男一女又怎么可能天生地一致？当年少男少女间心灵撞击
出来的爱又如何能长久？梁山伯与祝英台，罗米欧与朱丽叶之间的爱情故事若是经过油盐酱
醋的浸泡，恐怕也会变得酸甜苦辣，难以快炙人口，流传至今了吧。

两个罪人每天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是困难的，家甚至可以成为给我们带来最多痛苦的地方。因
为我们太有限，太软弱，太自以为是。我们常常凭血气，而不是用耐心和饶恕来善待对方。
我们寻求完美的婚姻，期望对方为自己而改变；我们渴望完美的夫妻关系，却不知道完美的
关系只在天国里才有。

神是要借着婚姻来改变我们，成全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反映出祂的荣耀，让我们将来得到生
命的冠冕。家庭乃是神赐给我们的最好的改变自己、学习爱人如己的地方。神把一男一女放
在一起绝不只是要我们生养众多，祂要我们体验什么是牺牲的爱，什么是在主里面的顺服。

知之非难，行之不易。我们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恩爱夫妇营以圣经为基础，以真理为原
则，由圣灵引导，以亲自演练为实践。恩爱夫妇营不仅让我们了解夫妇的差异，学习如何沟
通，手把手地讲解如何解决冲突，更让我们学习如何用主耶稣的眼光来看待配偶，最终达到
合一的境界。

让我们不再凭空期盼想像中的完美婚姻，而是努力实践在主里面的完全合一。让我们通过婚
姻家庭来改变自己的生命，成全自己，和自己的他（她）手拉手走十字架的路，一同走进天
国的完美幸福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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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和长辈团契回顾

 周维宣

自西区教会姊妹和长辈团契成立之日起，我就是其中的一名成员。在庆祝西区教会成立

10周年之际，受李师母的托付，写此短文介绍姊妹和长辈团契周二查经的今昔。

团契成立的背景

2009年9月西区教会买下了现在己建教会的这块地，包含房屋及马房。这样教会就有了

团契活动的场所。李师母、纪君美和童宜渝等姊妹当时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想到Acton及

周边城镇的中国老人，感到他们很需要一个能够聚集在一起相互交流的场所。于是众姐

妹就向神祈祷，加入长辈成立了姊妹和长辈团契。神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

民”（可16:15）。团契成立初期年轻姊妹和老年人加在一起人数超过20人，随着时间的

推移人数日渐增多。

初期活动情况

团契成立初期，一切活动都在教会前面的老房子内进行。每次唱歌查经大家都围坐在一

长条型的桌子周围。薛悦悦负责弹琴，大家跟着琴声唱。查经分为两个组，年轻的姊妹

为一组，老年人为一组。老年组的查经教材是加拿大福音协会编写的，一本叫《新生

命》，另一本叫《新生活》。最初查的是《新生命》，每课有一主题，是针对未信主的

慕道友，是为传福音而设置的课程。当然这些内容对基督徒灵命的增长也是很必要的。

搬迁至新堂

2011年7月新教堂建成，9月10日教会举行了献堂典礼。随着参加周二查经人数的增加，

原来的场地显得有些不够用。大家决定将查经搬到新堂进行。新堂的条件比原有的场地

好很多，一是场地比较宽大，二是设施比较配套，如音响设备。到了新堂后除唱诗查经

外，有一段时间还增加了做操、跳舞、学英语等活动。随着人数的增加老年组也由一组

变为两组；一个以慕道友为主由师母带领，少数基督徒协助，查经内容先是按《新生

命》教材，然後查《约翰福音》。另一组是以基督徒为主体，由几位姊妹轮流带领查

经，内容先是《新生活》，以後是《马可福音》。近两年因不少长辈搬迁到城里的老人

公寓，查经人数有所减少，老人组又由两个变成一个，查经内容主要是《保罗书信》。

到今年上半年已将《保罗书信》中最难的《罗马书》查完。搬至新堂后音像设施比较完

善，唱诗，跳舞、放碟子都用投影在屏幕上，方便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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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出丰硕成果

查经班的目的一是传福音，二是加强基督徒灵命长进，作盐作光荣耀神。在这几年中我觉

得两方面都收获多多。据我回忆，在参加查经班的慕道友中，先後信主受洗的至少有十几

位，如高萍、田淑媛都是这段时间受洗的。她们不但成了基督徒，而且灵命长进很快，在

教育子女和处理好家庭关系方面作了很好的见证。在团契服事方面，各人都按照神的恩赐

尽职尽责。付出辛劳最多的是李师母、纪君美和田红兵姊妹，她们除承担个人的查经任务

外还要计划安排整个团契的各项服事。今年五月纪君美姊妹去上海长期居住，参加当地的

服事。祈求神给他们加添力量和智慧。

回顾过去10年来，不少长辈进出教会和长辈团契，有机会听到福音，感谢主有多人接受福

音，有永生的盼望，灵命得培育。但愿他们无论是留居此地或回国，都因着信仰得到平安

和喜乐，灵命长进，多为主作见证。

下面用我写的一首小诗做为结束语：

             西区教会蒙神恩， 十年大庆众欢腾。

             福音传扬结硕果， 扩展属灵大家庭。

             因信称义罪赦免， 生命改变圣灵引。

             信靠顺服主耶稣， 作盐作光荣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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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团契介绍

施杰

和平团契的成员主要来自 Acton, Boxborough, Harvard 与 Littleton 等镇。目前有26个成员家

庭，47位成员。和平团契有一个特点，就是文艺爱好者比较多，有不少弹琴、跳舞、演

戏的好手。和平团契在2015年之前，每周五在教会查经。2015年秋季开始尝试回到家庭查

经。在家庭查经使成员之间有更有效的交通。团契的孩童仍然参加教会的儿童、青少年项

目。

团契每两个月召开一次同工会，邀请所有基督徒成员参加，同时也邀请积极追求、已经决

志的同工参加。同工会上通过聚餐、集体祷告、唱诗加深同工之间的手足之情，总结过

去两个月的工作，坚持好的，改善不足，讨论未来的工作重心，安排下面两个月的工作计

划。

我们团契设立了几个工作小组，由专人负责关怀（Caring）、外联（Outreaching）、事工

安排（Logistic）和财务（Piggy Bank Account）。Caring 小组主要负责团契内部的关怀工

作。Outreaching小组主要负责联络慕道友。Logistic小组主要负责团契在教会的事工安排，如

教会招待、打扫等。团契每年都会开展一次团契事工费用捐赠活动，所捐到的款项全部用

于团契内部事工。财务小组负责管理这些款项。

从2015年秋季开始，我们开始尝试一种特别的小组查经方法。我们根据四福音书查考“耶

稣：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神”。因为没有现成的查经资料，每一次查经除了安排查经带领

人之外，还安排一位助领人。带领与助领人在查经之前对查经内容等进行讨论。查经主要

是采取专题讨论方式，带领人就讨论专题提出几个关键问题，大家围绕这几个问题查考圣

经并进行比较深入的讨论。由于没有现成资料，带领人需要查找资料、查考圣经，这对带

领人对圣经的认识方面有比较大的帮助。在查经时，由于没有标准答案，大家能够放开思

路讨论，并且能够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使

查经活跃、有趣，并加深对圣经的认识。一

年尝试之后，大家都喜欢，我们将继续保持

并改进、提高这种小组查经方式。

团契每年都会组织几次大的团契活动。在

中 国 春 节 会 有 迎 春 爬 梯 ； 夏 天 有 夏 季 出

游，2016年我们在缅因州的Ogunquit游览。

秋季有红叶欣赏。感恩节、圣诞节也会有团

契爬梯。

欢迎参加我们和平团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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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慈团契一组

钱毅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罗马书8：28

起源

感谢天父! 光阴似箭，时光如梭，教会转眼就成立10周年了。回想当年团契小组成立筹备
的事，仿佛还在昨天。教会团契小组的名字取自于加拉太书五章：“圣灵所结的果子，就
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记得团契小组的名字的选择和分组是
一次在何明治长老家举行的教会筹备同工会定的。选择恩慈作为我们团契的名字是希望大
家能够活在神的恩典和慈爱当中。我们当时有十一个家庭, 由钟应木弟兄任组长。

发展

从2010秋季开始，团契同工经过几个月的祷告和讨论，我们决定开始尝试以在家里聚会为
主的细胞小组。所以决定把团契分成两个小组，一个称为细胞小组，由潘海峰弟兄任组
长。这个小组的聚会主要是在家里。当初的考虑是为了吸引一些住在周边但不是常来教
会的家庭，这就是恩慈二组。当初有七个家庭参加。另外一组继续在教会（当时还在faith 
church)聚会，由伍叔云弟兄任组长。当初分组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恩慈组在人数不断增
加，已经不太适合再在一个小组查经。感谢主,  在这之后,  我们恩慈一组又发展到目前的
十五家。

特色

背景相似, 在耶稣基督里相爱相帮是我们恩慈一组最大的特色。恩慈一组大多数家庭是双
职工, 家有年轻人和孩童, 在小学、 中学、 高中和大学不等, 还有的有老人在身边需要照
顾。恩慈一组里也有不少弟兄姐妹多才多艺, 活跃在中文学校, 华人团体, 行业协会和体育
活动里。虽然大家生活、工作和社会活动都很忙碌, 可是我们在周五集体查经, 周日团体
敬拜, 和平时弟兄姊妹的交通中得到平安喜乐和相互支持。不少弟兄姊妹参加各种教会事
工。年轻人也很友爱,  高年级的给低年级很好的传帮带,  就象对待自家的弟弟妹妹。

查经

每周五, 我们小组年轻人和孩童在教会有他们自己的晚间节目, 大人们则聚集在一起查经。
我们当中有受过洗的也有追求福音的朋友。我们先是和其他的组一起唱诗歌感谢赞美上帝, 
然后开始分组查经学习。我们一般先是以祷告开始我们的查经, 大家分段读考经节, 并结合
平时的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在结束前我们专门留有时间, 每个家庭和个人介绍一下过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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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发生的事,  特别是代祷要求,  最后我们每个人为组里其他家的需求祷告,  形式灵活,  可
能是三两个人一组, 也可能是弟兄和姊妹各分一组或者全组一起祷告。我们查经的内容比
较多样化，有的阶段会是按照圣经的书目, 也有以专题为中心的。比如, 最近我们在一起读 
“标竿人生”这本书,  学习怎样在天父上帝的宏伟计划里找到我们每个人的定位 。

关爱

我们是一个相亲相爱的大家庭, 大家互相关爱,  有祷告, 有开导, 有具体帮助。除了在周五
查经时和星期天主日时有交通和祷告, 大家也会通过小组的电子邮件和微信群提出祷告要
求和建议, 比如为工作、病痛、旅行、学习、家庭、福音、社区活动、国家大事, 等等。我
们有的家庭有时只有一个大人在家，另一个可能在出长差或在外地工作，遇到下雪或春
秋院子清理的时候，就会有弟兄主动帮忙。有的家遇到特殊情况, 姊妹们会安排日程, 轮流
给送饭和看望。更不用说遇到急事时帮忙接送孩子之类的事了，这样的例子不一而足，
不胜枚举。

活动

我们组每年也有各种聚会。春节或元宵节聚会, 夏天公园里的Potluck聚餐会, 秋天一起去
Waterville Valley或去 Monadnock爬山，当然少不了感恩节圣诞节的庆祝聚会。亲朋好友踊
跃参加，老少相宜，有的聚会会有百来号人参加,  很是热闹。

重生

在过去十年里，我们团契里有不少信了耶稣基督并受洗的弟兄姐妹。这里包括伍叔云, 张
荣华 (Rachel),  吴航,  李伟,  李妩君 (Ally),   杜飞,  王娟琴,  苟燕妮,  蒋为,  李艳,  周晶,  唐燕
华,  刘清,  曾志洪,  李韫哲,  王英;   还有受洗的年轻人 Alex Dai (戴),  Lily Wu (武),   Sara Ma 
(马),  Alicia Yang (杨),  Anna Wu (巫) 。其中,  Alex已从大学毕业,  现在InterVa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 做校园福音工作。

感谢主, 十年是一个大的里程碑，我们恩慈一组团契和BMWBC一起成长。展望未来，我
们愿象圣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里说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竿直跑，要
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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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 “查账”
2015年3月7日春节元宵晚会表演节目

曹勇(主编)，刘瑜，王荃，恩慈二组

吴可(上场): 大家新年好！祝福在座的各位马年 － 马上发财!

我叫吴可，我老婆叫李喻，我们是“无可理喻”的一家子。

今儿周末，晚上到咱们屯的华人教会 - BMWBC看元宵晚会去!  (坐下摆弄手机)

李喻(上场): 大家过年好！过年都讲究喜庆，可我现在...真是让人＂马上生气＂! 为啥, 过会

儿您就知道了.

(指着吴可对观众)看见没，有事没事儿就在网上泡着。以前是泡微博，现在迷上微信，今

儿一早赖着不起床玩微信，还说什么“赖床是对周末最起码的尊重！”

(对吴可)：别粘在手机上了，我有事儿要问你。

吴可：啥事儿呀？这都快中午了, 吃完饭再说不行吗？

李喻：吃? 吃什么吃，吃完这顿就没下顿了! 看看！这个月的帐单一万多，一万多啊，买面

包，都能堆一大屋子，买大米，都能把你埋了。你都背着我乱花钱买啥了？这帐我得查查!

吴可：好啊。咱就配合一下国内反腐倡廉的形势. 请领导审查!

李喻: 你给我站那儿老实回答。这个 在B&H三千多的花销怎么回事儿?

吴可：（帽子一摘露出光头）我“出佳为尼”了。

李喻：出家为尼? 当尼姑你也不qualify呀. 再者说你我早就是基督徒了，也不能出家呀！

吴可：“出佳为尼”是摄影发烧友的行话，就是说我

不用佳能改用尼康了。看到咱教会的高烧友孙淳新买

的尼康，我就动心了。然后就出佳为尼了。

李喻：我说你真是烧钱瞎折腾。先是买佳能30D，没几

年升级到什么无敌兔，现在到好，干脆出佳为尼了。

照你这逻辑，过些日子奥林巴斯出新款了，你又要申

奥了? 你还有完没完啊?  不行，把相机退了！

吴可：晚了，退不了了。您放心，我一定好好在泥里

待着，不会申奥的。

李喻：你这话的可信度就像是潘长江的个儿一样 - 太

低。下一个，这个亚马逊的二千块钱怎么回事儿？

吴可：这是买的两台空气净化器和两大包防毒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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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喻：你买这些干嘛?

吴可：干嘛? 你不知道国内雾霾有多严重？听这段子?“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

而是牵着你的手，却看不见你的脸”。还有这个“白日依山尽，”…

李喻：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

吴可：有雾!

李喻：别耍贫嘴，你买这些干嘛吧？

吴可：我一想到国内家里人呼吸这样的空气，心碎得就像是饺子馅儿一样。就给国内你

我两家父母各买了一套。托人捎回去或寄回去。

李喻：行，这些该买，尽孝心吗，准了。坐下吧.

再往下查。你再给我站起来！怎么在新罕布什尔一地方花了九百多块?

吴可：买的红酒。便宜!

李喻：一箱快一千块还便宜？

吴可：一瓶。成箱买那是可乐。拉菲就这价儿。这还是年头少的。哥喝的不是拉菲，是

品味。

李喻：品味？得了吧。(指着吴可对观众)在座的各位听听, 有谁像你就着臭豆腐喝红酒? 吃

着炸酱面喝威土忌的? 土冒儿！

吴可：不是土冒儿，是土豪！你没听说吗，土豪，作为新词，已被直接纳入英语中了。

如果莎士比亚活现在，哈姆雷特就得说“土豪 or not土豪，that is the question!” 国内新土

豪标准，共10条。我满打满算才够上两条: 不喝白酒改喝红酒，不打麻将改打高尔夫球

了。差得远呢！

李喻：你离那品味倒是差得远呢。你的业余生活呀，好比一列旧火车 - 逛，吃，逛，吃…

吴可：逛，吃，逛，吃…，嗨，除了逛就是吃啊！

李喻：对啊，... “特别能吃苦”你只做到了前四个字。

吴可：“特别能吃苦”前四个字...特别能吃啊！

李喻：对喽！唉，这给BMWEC的五千块咋回事儿? 冷不丁一看还以为是你给咱们教会

BMWBC 的奉献呢。这是谁把咱们教会弄一山寨版?

吴可：是这么回事儿，前些日子在微信上认识一人儿，他说他是冯小刚的哥哥冯大刚派

到美国东部的。开个影视娱乐公司叫波士顿西区娱乐公司，英文简写就是BMWEC。目前

正拉投资，招人，准备先拍摄《不见不散》续集系列大片，包括《见了就散》，《见了

不散》,《见不见都散》等。然后联系赵本山拍“乡村爱情”美国东北爱克屯版，还计划

联系标哥陈光标来波士顿大街上撒钱搞公益呢！他说我的气质形象最适合演WSN之类角

色，前途远大。所以力邀我先投点钱进去，谁投的钱越多就越容易被选中任主角。就这

么着我瞒着你投了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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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喻：脑袋空不要紧，关键是别进水。可你脑袋就进水啦! 以往咱教会的王建国拉你去唱

诗班，你说啥都不去，说啥你怯场。现在怎么哭着喊着要当主角啦。你看看就你这形象，

演戏顶多演一路人甲或士兵乙什么的，拍电影你活不过十分钟, 拍电视剧你最多活两集。

那蒙你的人叫啥名字?

吴可：姓胡名优.

李喻：胡优？是够忽悠的。不过他至少说对了你一点：你是够WS的，本色演出一点问题都

没有！

吴可: 等会儿。光我花的这些加起来也不够一万多块呀。光你查我呀。你这是马列主义手

电筒 - 光照别人，不照自个儿。俗话说得好“打铁还需自身硬”。我呀也得查查你，站那

儿。

(拿过帐单) Neiman Marcus,  $3000多。这都买啥了？

李喻：在立马哭死店里买了件Dior的新款大衣。不是说买不起奥迪就买迪奥吗？哦，对

了，还买了个Balengacia 的包包。

吴可：立马哭死的店？买来干啥的包？这都什么啊？

李喻：Balengacia,买来干啥的包包，巴黎世家机车包。以前都闻香识女人，现在都看包识

女人。不同的场合得背不同的包。我们公司的女同事每天都换包的。

吴可：那你也别买这么贵的啊？

李喻：没办法，看见新款包在那儿，不买回家，就心里难受，走不动道儿。

吴可：那这Nordstrom,  $1080又是买什么了呀？

李喻：Lamer，世界顶级的化妆品。你没听说过吗“女人不化妆，就像车不保养, 奔驰变夏

利”。

吴可：本来就是个夏利，刷上金漆也变不成奔驰啊！

李喻：你看看你，给自己花钱的时候多大方啊，轮到给我的时候，你怎么这么扣儿啊！你

说说，过年过节的，你也从来没说给我送个花，买个礼物啥的！

吴可：哪能! 情人节的时候，我问你了：“老婆，你喜欢什么花？”你说：“我就喜欢两

种花。有钱花，随便花。”

李喻：那你怎么答的？“老婆你好美，想得美！”把我气够呛。

吴可：圣经不是说丈夫是家里的头，妻子要听丈夫的吗！(面向观众) 我最喜欢圣经里这段

了。我是头儿，我买啥自己做主就行了，干嘛都得和你商量?

李喻：一知半解了吧。圣经里也说做丈夫的，要爱妻子, 这你也没做到呀!

吴可：唉，这些年怎么总为花钱吵架！我倒是想起十几年前咱们当留学生时的日子。虽然

穷，但过得和和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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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喻：是啊，想当初我们当留学生的时候，那省吃俭用, 简直就像央视一节目 -“省钱大

比拼”! 开的是3000块的破车，背的是国内地摊上买的10块钱的破包，住的是300块一个月

的研究生宿舍。还记得吗？当时你在德州，我在南加州，你放假来加州时，舍不得坐飞

机，就坐灰狗，单程就两天两夜。你为省钱，就自己做了热狗在路上吃。我去接你的时

候，哎呀，那小脸，蜡黄蜡黄的，跟个小土狗似的，我看着可心疼呢。真是坐灰狗吃热

狗,  差点成土狗!

吴可：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却互相鼓励，互相扶持，从来没有为花钱吵过架，红过脸.

李喻：是啊！你说咱俩在校园团契中认识主，接受了福音。这么多年蒙主恩典，五子登

科了。钱赚得越来越多, 花钱的时候也越来越大方。可是为教会奉献时又成“大立柜不安

把儿 - 扣门儿了”。

吴可：光说我了，你也一样儿！

李喻：是呀。想想我也没做好。我的工作压力山大。我就用shopping来解压。

吴可：谁没压力啊？我乱花钱是不对。可是...你知道为什么吗?

李喻：为啥？有小三儿？

吴可：我想都不敢想。说正经的，前年我不是人生也完整一回，被裁了吗，虽说万幸的

是刚刚过了一个月后找到工作，但是这失业三十三天的经历感受吧，比那“失恋三十三

天”还惨。我可是体会到一点，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现在我常担心哪天说不定工

作又没了，所以还是及时行乐吧。这失过业吧就跟死过一回一样。

李喻：你早就死过一回了，忘了？

吴可：你这大过年的咒我呢。我咋地早就死过一回了?

李喻：不仅是你，我也早就死过一回了！多年前我们受洗成为基督徒时从前的我们就死

了，受洗后的我们就是蒙恩得救重获新生的我们啊。

你也是老基督徒了，怎么这灵命就像你这摄影一样，设备是越来越高级，可这么多年技

术也没多少长进呢?

你想想，你失业期间神让你在金钱上缺乏了吗?

吴可：对啊，我失业时候拿救济金，加上裁员时的package，这总收入反倒比一直工作时

收入还高.

李喻：再有你失业期间教会的兄弟姐妹关心你，为咱们全家祷告，帮助我们共渡难关。

所有这些，你都忘了吗?

吴可：怎么能忘了呢！

李喻：你说你忧虑啥？再听听魏忠友弟兄在去年教会感恩见证会上的见证分享吧。咱们

的神是慈爱公义的神，他为我们承担了一切的劳苦重担，我们就应该放下所有的包袱，

无所挂虑，常常喜乐感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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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可: 说得好! 只要家中有爱，心中有主，这无可理喻也能变成和睦幸福的一家啊！我呀

送你两朵花,  这回是“省着花,不乱花”, 勤俭持家。在教会事工上多奉献！多积财宝在天

上！

李喻：这就对了。咱俩今天互相查帐，不光是查帐单，也查查咱们在教会事工上，传福音

上欠的帐。要想在教会事工上奉献，首先得真正熟悉咱们教会。来咱们西区教会这么长时

间了，你到现在连教会中的兄弟姐妹都认不全…

吴可：谁说的?  我认识很多人，不信你考考！

李喻：好！请听题。谁在教会里话最多？

吴可：这容易，我。你常说我话最多了。

李喻：错。你那是废话最多。教会里讲话最多的是李长老。李长老七十多岁的人担当临时

牧师，负责大部分讲道和探访。所以他是教会里讲话最多的人。

下一个：谁是咱教会脸皮最厚的?

吴可：是你吧。你是太后，脸皮太厚。

（砰砰砰，有人敲门）

吴可：谁呀？

胡优：请问这是吴可家吗?  我是胡优。

李喻：好小子，这真是忽悠到家了!  我正想找他算帐呢？让他进来！

(吴可开门)

胡优：（上场）大嫂，你别揍我。我来是给吴大哥还钱来的。我做得不对，这钱退给你

们。

李喻：知错就好！进来坐会儿吧！瞧这兄弟长得是挺

忽悠的！(开玩笑) 哎,  对了, 那标哥啥时候来咱们这大

街上撒钱呀?

胡优：(尴尬地) 你千万别当真! 对了, 我刚才在门外听

你们俩说什么太后，是不是聊啥电视剧呢？

李喻：不是。我是考考吴可对咱们屯的华人教会都知

道多少。趣味抢答！我问的是教会谁脸皮最厚！

胡优：这我知道！王倚宁姐妹脸皮最厚。但是这儿我

解释一下，否则她先生谢峰非跟我急了。其实是说她

传福音上“脸皮最厚”。她说得好，福音是好消息，

为什么不给兄弟姐妹分享传扬?传福音就是要有爱心, 

有恒心，有耐心，不怕别人拒绝，简单说，传福音就

是要脸皮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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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喻：怪了，你门儿清啊！下一个问题？谁是教会嗓门最大的？

吴可：这我知道。是负责周日午饭的周志忠大哥。每当星期天午饭时听到他一嗓子：“各

位！谁还要饭?” 我就说：“我要饭！”赶紧就往厨房跑。要不然要不上饭了.

李喻：那教会里谁最会哆嗦？

胡优：我知道，巫东灵最会哆嗦! 这是说他在周日午饭事奉时分饭菜时分得准分得匀，全

靠手哆嗦控制！巫弟兄打饭时手哆嗦的功夫，简直就像张炳贵一样，真是飞机上挂暖壶 

－ 高水平！他还带了几个徒弟呢！

李喻：那教会里谁最爱喝菜汤?

胡优：这我知道，周立。每回吃饭时菜汤都给她留着。

李喻：最后一个问题：谁的名字最鼓励致富?

胡优：崔振乾!  催挣钱吗！

吴可，李喻：奇了怪了！你怎么对西区教会这么熟悉?

胡优：不知道吧。最近李长老和王倚宁到我这儿探访，我接受了福音啦。我也不管他什么

大刚，小刚，还是水缸酒缸染缸鱼缸酱缸了，这忽悠人的BMWEC我也不开了。干点正经

的。庆丰包子知道吧。我刚拿到庆丰包子在美国东部经营权，准备在咱们爱克屯开北美首

家正宗庆丰包子分店呢！与时俱进吗！

吴可:  有习总套餐吗?

胡优：没有。有“五鱼二饼” 套餐。

吴可，李喻：“五饼二鱼”吧!

吴可：等等！你不会给包子铺起名叫BMWBC - Boston MetroWest Baozi Company 吧？如果这

样你可真的山寨咱们教会了！

胡优：保证不会！就叫庆丰包子铺！不忽悠你！对了，一会儿跟我去教会帮忙吧！

吴可，李喻：帮忙?

胡优：对呀。忘了说了。我被噪门最大的招到教会厨房事奉，今下午给晚上的元宵晚会准

备吃的，得跟着最会哆嗦的巫东灵当学徒哆嗦元宵呢！

吴可（对李喻）：你看，这后进的变先进了。

胡优：走，咱们一块儿去教会哆嗦元宵吧！

众人：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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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
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罗马书 6：4）

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

（以弗所书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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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2003/08

叶南, 施杰 

2004

2004/05

曲峰，杨敏慧 

2005

2005/05

刘相海 

2005/08

范庭放, 李卫华, 齐润娟, 杨钦钊, 禄艳荣 

2006

2006/08

左国英, Andrew Zheng 

2006/12

任宇健,  谢又清,  马东海,  周海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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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5

李艳, Rebecca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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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2007/05

伍淑云,  付晶 , 林珊珊, 王英  

2008

2008/01

鲁凤群, 李福根, 王雨辰

2008/05

康越庄, 张静林, 郑岚, 谷洪, 夏岚  

2008/12

彭桂英, 孙颖, 徐虹

2009

2009/05

江琴, 张广涛, 张风兰, 邓伯宜, 周维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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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

李妩君, 黄卫生, 陈海虹, 郑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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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2011/09
Susan Xie, Kathy Ma, Emma Wang, Kathy Lu, Alvan 

Zheng, Siyang Li,马新发, 芶燕妮, 
高萍, 李坚肪, 刘幸贵, 方晶

2011/12

黄欣,  田淑媛 ,  潘礼煌 , 吴航    

2012

2012/05

余志红, 王丹艺, 范宝剑, 冯军, 高惠琴, 蒋为

2012/12

周晶, 唐燕华, 刘清,  曾智洪  

2013

2013/05

孙淳, 朱丽萍, 汤鸿冰

2010

2010/05

李伟, 张荣华, 赵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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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
陆树坚, 陈德中, 高佩琴, 谷中泉, 曲成勋, Minna 
Wang, Maggie Liu, Alex Dai, Sarah Ma, 李韫喆, 

王晓梅, 于晓研

2014

2014/05
宋彩霞, 王娟琴, 吴慧, 王运东, 杜飞, 

Berry Huang, 梁德元 

2014/12

金秀兰, 胡霞 , 刘丹梅 , 周子航    

2015

2015/05
徐婷, Rebecca Shi, 王丹艺, 田恩瑞, 

刘在蓬, 亓玉林, 李琛

2015/12
王通瑞,  付庆伟,  孙红艳, 郭颖颖, 

刘锋,  于婉荣，巫宁耕

2016

2016/05
Alicia Yang, Peter Xu, Anna Wu, Shirley 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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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以弗所书  2: 8-9）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
各样善事。

（哥林多后书  9: 8）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以弗所书  2: 8-9）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
各样善事。

（哥林多后书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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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之路

孙红艳

和很多在大陆出生的朋友们一样，我对神没有太多的了解。因为长在农村，我听过些迷信

故事，也想过人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哲学命题。一直到2014年，我的生活都算平静。我对神

的概念一直停留在人是由神创造出来的，更多的从来没有去想过。神和我的生活交集不

多。我们每天就是工作，孩子，和各种理想和目标。这样的生活把自己的内心装得满满

的。我们的观念里，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勤奋和努力。我们在自己的勤奋努力中全力驶向我

们预设的生活目标。

这样的生活有很多的危机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而我们很快就有了认识。这个认识是从

2014年8月末开始的。就在我收到医生通知检查结果得了乳腺癌后，打电话叫老公早点回

来。他回来带来另一个不可思议的消息。工作很稳定的老公因为公司重组，他的职位没有

了。所以在那一天，我们就被抛到了人生的旷野中。一向身体非常好的我一下不知道能活

多久了，马上开始各种检查和治疗。老公这边虽然公司说希望他到分公司去。可是offer 迟

迟没有着落，也怕中间出错可能就没有工作了。所以他一边上班一边找工作还要照顾我。

这一切都是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进行的。

最初我的病情况很不明朗。肝脏里有三个阴影无法确认是什么。如果是癌细胞， 那就说明

已经扩散，是第4期乳腺癌。很多人都知道，4期也就是说无法医治，只能控制了。不知道

能控制多久？我很害怕，夜里睡不着觉。肚子饿了却因为紧张没有胃口，无法吃下去。老

公看着才四岁的儿子，晚上收拾东西，也流了眼泪。我们的孩子怎么能这么不幸？惧怕使

我找各路的医生，针灸中医等等，都解决不了我内心的恐惧。

得病的最初我不希望别人知道，所有压力都自己承担。可是这不是一个人可以承担的。后

来，我让老公给我们团契的弟兄打电话叫他们为我祷告。这是一个最正确的决定。就像神

劈开红海开出一条路，我们一家人在风雨飘摇中不知路在何方的时候，神点燃了一盏灯指

引我们从一片漆黑中走上了一条有光的路。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到我家为我祷告，告诉我有

时间多看圣经，朗诵著名的诗篇等。从此，我家的生活就被圣经的话语一点一点地改变

了。翻开圣经就无法拒绝，这真的很神奇，恨没有早点认真地去读神的话语。

最初我只是断断续续地看。因为我的身体不知道会怎样。我有那么小的孩子，我无法承受

这么重的负担，我只有交托，接受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人。祷告给我很多平安。每次去检

查或者手术化疗都觉得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在支撑着我。神在我们的心里做工，让我们得

安慰，享平安。我的信心也越来越强，从魂不守舍无法睡觉吃饭到气定神闲地享受生活的

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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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这次经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我自己的福气，而且是我们一家人的

福气。我对孩子，老公，和我自己都有了新的认识。不再有很贪婪的期望住大的房子，开

好的车子，孩子能出人头地，老公能平步青云。我发现我的生活什么都不少，少的是信

仰，和每天对神的敬拜和感恩。我认识到，我，一个罪人，在被贪婪的欲望淹没中，是无

法被满足的。于是，在物流横流的人生旅途中，猛然清醒。

人生就是一条河，在河里游泳，一个猛浪袭来就在挣扎中无法生存。这时候，感谢神伸出

手，拉我上了岸。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我们人真的很渺小，就象是在

世界上流浪的一个浪子，回头才是岸。岸就是神的怀抱。

在今天重新回想起那段经历，孩子们也经历了很多。两年前，我儿子还不到4岁。一家人

陷入了惊慌。离家在外，亲人都不在身边。不停地看医生，等结果。儿子经常被送到朋友

家去。虽然一直没有告诉孩子们妈妈怎么了，儿子还是能从大人的聊天中感觉到不一样。

我们经常对儿子说不要让妈妈抱，妈妈不能抱。有时候把他送到学校，他也不是很开心，

老师讲他有些粘老师和不安的表现。虽然知道儿子不太开心，也顾不上太在意，因为治疗

的程序一个接一个。有时候去看医生，就说去上班。每次下班回家，都会给他带些零食回

来，他似乎对我上班没有什么坏的记忆。记得一次老公和儿子开车接我下班回家，他记住

了我工作的单位。后来偶尔经过医院，儿子都会说这是我妈妈工作的地方。经过了将近半

年的时间，我的疗程过了大半，手术恢复得不错了。于是有时候抱一下他。别人见到对他

说别让妈妈抱，他马上说：“我的妈妈可以抱我，她已经好了”。

半年多的时间里去朋友家次数太多了，他不愿意去朋友家里了。于是就给他约了一个在家

的playdate。他和朋友玩得很开心。我坐在桌前看着他们玩，他走到我的跟前，对我说：

妈妈，我要坐在你的腿上。于是我让他坐过来。然后他对我说：妈妈，你搂着我。我就搂

着他。这样坐好了搂紧了，他转过头对他的朋友说：“你看我的妈妈喜欢我”。

我心里一惊。这句话真的带有很丰富的意义。他平常可能不会表达出所有的感受，但是他

这句话却可以让人看到他内心的一部分，让人看到他的生活里曾经有母亲却没有母爱。当

他稳稳地坐在我的怀里告诉朋友们，他是个有人爱特别是有妈妈爱的孩子的时候，他肯定

是高兴的，是经过艰难的日子，经历了忍耐，担心，焦虑，盼望之后的高兴。

那段日子里，我也把对女儿丢失的耐心找回来了。对她不再一味地催和每天不停地说教。

她对我们说：“现在咱家变了，变得好了很多”。真的感谢神，我原不懂的许多道理，神

在最艰难的时刻让我懂得，让我看到许多东西的内在含义，而不是单单追求表面。尤其是

对孩子，我学会不跟风，不再每天到处赶场。自己的日子平实了很多，渐渐地学会在祷告

中将自己解放，而不让欲望捆绑，做了自己的主。

最后，我也想告诉大家，不要等到不得不抓住神的时候，才去寻找神。早寻找，早得到，

早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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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是得着就得着

魏忠友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一切的话”（太4：4）。这话20年前听着很不
靠谱；10年前读了半信半疑；今天看了，如果说不信，我自己都要搧自己。

每个信主的人都有各自经历神、认识神的方式和过程。异曲同工之处是这些经历让本人或
周围的人体验到神的真与活。这奇妙的作为很多时候是眼睛未曾看见，心里未曾想到的。

2015年10月1日，我由于肝功能衰竭住进了医院。肝功能损伤的指标相当高，正常人乙肝
病毒的DNA指数应该<16, 我的是170,000,000，核磁共振显示肝细胞90％已经坏死。其结果
就是体内的毒素不能再分解、代谢，导致厌食、腹痛、乏力、黄疸及全身水肿。吃东西如
同嚼纸，难以下咽，只能通过鼻饲向小肠中注入一些营养液来维持生命。由于鼻饲管经过
喉咙，常常引起恶心呕吐。再加上一天十几次的腹泻，体重极速下降。医生根据化验的结
果，很快就通知家属，我随时有进入肝昏迷的可能。肝昏迷就是死亡前兆。在人看来是希
望不大了，前景昏暗、危在旦夕。若说自己不担心，家人不伤痛，那是瞎话儿。好在我和
家人都信耶稣，知道祂是生命的主宰、随时的帮助和患难中的避难所。虽然外在环境险
恶，且不会随我们的意志而改变，我们心里并没有慌乱。毕竟在这之前，我们也有很多蒙
神拯救的经历，曾在教会或查经小组分享过。神的话也读了背了很多。如诗篇29章所说“
洪水泛滥之时, 耶和华乃坐着为王”。主耶稣是我的主心骨。不但如此，我还有一个很大
的家庭：教会，弟兄姐妹们是我软弱时强大的后盾。

面对生命的挑战，我一点都不觉得孤单。一个人躺在病床上，有了很多与主亲近的机会。
而且有更多的时间去读、去听神的话语，去回顾神这些年的眷顾、带领，也有更多的时间
专心地祷告。弟兄姐妹床前的探望，关爱的邮件或电话，生活的帮助和经文的鼓励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多。万事相互效力，让信神的人得益处。这场病使我体会到躺着比站着更容易
举双手赞美主。

住院30天，肝功能的指标突然有所好转，也一直没有进入肝昏迷状态。主垂听了我们众弟
兄姐妹们的祷告，主所行的神迹首次在我身上彰显。这一切的改变不得不归荣耀给神。为
了更好地休养，医生就让暂时出院回家了。出院后，还是没有食欲，看着弟兄姐妹送来的
鱼汤、肉汤、水果、甜点，心有余，而胃不足。但是，主的爱透过弟兄姐妹满满地流到我
的身上，让我感受到主是那样地爱我，使我不得不常常举双手赞美感谢主。

11月的一个周六的下午，我正躺在床上昏睡。教会六位弟兄听说我家树叶尚未打扫，就自
愿各带工具帮我整理前院后院，并修剪草坪和树枝。听着隆隆的马达声和弟兄们讲话声，
我试着站起来向外观看，一瞬间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心里充满感恩。主啊，这些人都是
精英，名校的佼佼者呀！若不是主亲自地感召他们，将他们的生命翻转，圣灵的大能把爱

59



Boston   MetroWest   BiBle   ChurCh   10th AnniversAry   CoMMeMorative   edition

波
士
顿
西
郊
圣
经
教
会
十
周
年
特
刊

奇
异
恩
典

放在他们心里，谁愿意给别人干这些杂务事呢？只为了主耶稣的名，甘愿付出摆上，这难
道不是主又真又活的鲜明体现吗？当时我的感受是：主是活神，祂可以从任何角度彰显，
借着教会的弟兄姐妹流淌出来，是其中的表象之一。

转天清晨3:00多钟，醒来难以入睡，就在床上默默地跟神祈求和祷告。心里突然又想到主
是又真又活的事儿。正是因为主是活神，所信的基督教才有意义，才能关乎生命。我们这
一代人，从小到大，各种口号、各种理论听的可是不少，考试也背了很多。面对死亡的时
候，更多渴望的却是又真又活的主，因为理论、口号救不了命。主祢既然是又真又活，我
恳求祢现在特别帮助我，赐我活下去的身体和力量。孩子实在是陷入急流之中，不能自
拔，家人朋友都救不了我。唯有祢能，我信，但是小信，求主怜悯。我开始不住地祷告，
并开始回忆上帝在我这一生中的作为。真的是有很多次，曾落在激流的光景中不能自拔。
如果你亲眼看见过尼亚加拉大瀑布上游200米处河段的漩涡急流（流速大约每秒10米），
就更容易理解掉在激流中是多么可怕。任凭自己怎样挣扎，都很难摆脱这恐怖、危险的光
景。更可怕的是前面200米处就是飞流直下51米的瀑布，冲下去必死无疑。

在我的生命中有好几次这样的经历，每一次都是主把我给拯救出来。好像一个巨人用他的
手臂一次一次地把我从漩涡里拽上来。想着想着，这个巨手在我眼前越来越大，慢慢地好
像一堵墙朝我走过来。当时的第一个反应，赶快跪在床上，求神赦免罪过，不住地哎呦哎
呦！因为那个形象太大了，我只能用一堵墙来形容，一堵活动的，没有边际的墙壁。而且
我自己马上就会被墙压在下边。主啊：我能做什么呢？主回答我说：做什么你都知道，因
为你读了这么多年我的话语，也背了很多，你早应该知道做什么。当时闪现的第一句话
是“要爱人如己”，惭愧呀！这么多年关心别人少，而顾自己家人多。“凡事都不可亏

欠人，惟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像那......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罗13

：8-9）。“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信主都快20年，有多少时间是放在传福音
的事工上？墙上挂着“耶稣是我家之主”，可又有多少次真正让神在家庭事情中作主呢？
这一幕幕的情景，使我越想越亏欠，在主面前止不住地大哭。又看见墙下面有很多的小纸
人，正一个一个地从墙边溜走。一下子使我想到教会的光景，主都在眼前了，很多人就眼
睁睁地从祂面前走开了。太可惜了！我自己是否也是那个将要离开墙边的人？我是否爱主
胜过爱世界呢？

这时候实在是没有回答的脸面，也没有回答的勇气，在那里只有哎呦哎呦地大哭。因为
是早晨3一4点钟，家人都在睡觉，不敢出声太大，可是又控制不住，这样持续了约半个小
时。第二天早晨，跟太太分享主显现的情景，当她为我祷告的时候，神的灵又一次降临在
我身上，我又开始放声大哭，这次声音可是震天动地，我们都感到非常震惊。如此虚弱的
我，哪来的这么大力气？当圣灵的大能降临在身上，自己真的是控制不了自己！我当时的
反应还是哎呦哎呦哎呦地大哭不止。因为在全能的神面前太多的亏欠，不是用语言能够表
达。此时觉得生命的存亡确实是和上帝紧紧连接的。每一时每一刻祂都在眷顾着我，不然
我早已是一个死人了。好像祂生命的活水向我涌流，以前从来也没有感受到这种程度，觉
得身体自然就是这样，我的心跳，我的呼吸，我的食欲都是自然的。一个多月不吃饭，身
体软弱到不能站立的时候，才深深地体会到与生命的活水接在一起是何等重要！此时金钱
帮不了我，权力帮不了，甚至家人也帮不了。生命原来就是以单一的关系出现和结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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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显现带给我极大的信心，也带来无穷的力量，支撑着我向前走。因为我知道我的救赎主
活着，祂是一个活着的主，我的生命在祂里面。我要活下去，我也能活下去。

处在生命的尽头，主耶稣的话显得格外宝贵，并带来极大的能力和盼望。祂说：“生命在
我，复活也在我；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了我；... 你们信是得着，就必得着”。因为祂是
世界的主宰，宇宙一切的变化都掌握在祂手中。祂顾念我，如同祂眼中的瞳仁，掌上的明
珠。此时此刻这些话更容易消化和理解。主耶稣的神迹奇事在我脑中挥之不去：瞎眼的得
看见（约翰福音九章），拐子能行走（约翰福音五章），死人能复活（约翰福音11章），
这些神迹对我来说不再是别人的故事，而成为自己的渴望。他既然能使瞎子看见，瘸子行
走，死人复活，我的这肝细胞再生还是问题吗？我相信在神不是问题。可在我是一个天大
的事儿。眼睁睁地看着食物而不能下咽，一顿不吃饿得慌，几个月不吃啥滋味！身体一天
比一天虚弱，痛苦一天比一天难熬，等待好像没有止境。只能祷告，再祷告。使劲儿把一
切都交给主。盼望与失望在交战，信仰与现实在搏斗。魔鬼与天使在抢人。人所能做的很
有限，医生也只能对症治疗。肝移植手术好像是最好的出路，可又谈何容易呀？首先要经
过肝移植委员会讨论批准，将我的名字放到名单上，然后等着配型。我是O型血，A型、B
型、AB型的病人都可以接受O型血的捐献脏器，而我只能等待O型血的肝脏捐献者，而且
有了捐献者同时，我的化验指标要高过本地区所有需换肝脏病人。说白了就是快死的时
候，肝源也正好到。这两条线交叉在一个点上的难度，就不言而喻了。此时不依靠神，能
依靠谁呢？那首《除你以外》的诗歌在心里唱了无数遍 “除你以外, 在天上我还能有谁;  除
你以外, 在地上我别无眷恋;  除你以外, 有谁能擦乾我眼泪;  除你以外, 有谁能带给我安慰。
虽然我的肉体和我心肠, 渐渐地衰退,  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 是我的福份直到永远 。”

你们信是得着就必得着。神的话语立定在天，绝不落空，祂是信实的，
公义的。圣经说：因祂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祂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虽
然我仍躺在床上，身体每况愈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换肝的二条线交汇
在一起，或肝功能突然好转。但是我相信祂的话，因祂的鞭伤我己经得
医治。倍伴我一起走过来的几个弟兄姐妹也是以相同的感受为我祷告。
主耶稣己经医治了我，只是我身体还没有表现出来。希伯来书11章形容
得最好：信是未见之事的实底，所望之事的确据。咋理解呢？天父是创
造宇宙的、全能的主宰，主耶稣就是我们最亲爱的朋友，我这小肝儿在
祂手里还算事儿吗？

我就是怀着这样的盼望来度过每一个艰难的日子，因为我确信前面一个
好的身体在等着我。当时虽然身体很虚弱，很多时候也非常的痛苦，但
是心里常常是充满了喜乐。喜乐就是良药，在生命垂危之际，没有什么
药能比上帝的话更能帮助我。上帝的话带着能力，正如诗篇23篇“他使

我的灵魂苏醒”。按血液检查和医生的经验，我早就应该肝昏迷了，可
我就不进入肝昏迷。弟兄姊妹一起的祷告，还有太太钱鹰每天发来的信
息都在鼓励着我。我里面的灵非常活泼，每当弟兄姐妹看望我时，心里
的话就不停地往外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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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软弱的时候，我就闭上眼睛来回想神向我显现的情景，顿时就觉得上帝就在我的
眼前，就在病床边倍伴我，观察我如何表现和思想。那时候上帝离我特别的近，如果主
把我接走，我倒是很有上天堂的把握。也曾想过真的有一天好了，如果再又跌倒了，
还不一定能进天堂呢！病程后期，出现大量的腹水，最多一次抽出4点9升，向上顶着呼
吸，喘不过气来，向里压着内脏，胀的要爆，周围牵扯着神经，痛得要命。站着，躺
着，坐着，扒着都难受。主啊，袮就尽快接我走吧，真的不愿再受地上这份罪了。人在
痛苦挣扎中，负面的情绪很容易油然而生，并怀疑上帝的作为和同在。每当有这念头出
现时，我就使劲向神祷告，同时也想起弟兄姐妹们的劝勉和神的话语，灵里很清楚这念
头不是从上头来的。主来是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负面的东西其实是从魔鬼
撒旦所来，他来就是诽谤，破坏，杀戮。神学家路易斯说过，你不能禁止鸟从你头顶飞
过，但你可以阻止鸟不在你头上筑巢。我对自己宣告：不听撒旦的谎言！求十字架挡在
当中，不让我的思路跟着他走。相信并仰望十字架，不管什么时候，上帝的话都是脚前
的灯，路上的光，可以照亮内外的黑暗。

在我得病的半年多，上帝几乎是每天一课，借着自己或弟兄姐妹的祷告，使我体会到的
一个事实就是：祷告绝对不是一个自己安慰自己的事情，更不是对着空气说话，而是像
人的呼吸一样，实在而重要。透过祷告，上帝成就很多的事情，也透过祷告来学习顺
服。因为不是每个祷告主都成就，多数情况是不按我自己的心意行。上帝可能就是透过
反复求的事情来锻炼我，让我学习忍耐的功课。更深入体会痛苦忍受的滋味。前面说
了，因不能进食，就用鼻饲的方法往小肠内注入营养液，这种鼻饲管很容易堵。开始不
通，护士就来用针管冲几次，不行就拔出来重插，每次就跟早年清醒状态下做胃镜一样
难受。两次三番后，我不得不请弟兄姐妹帮忙来舒通管道。其中“天使组合”最能整，
多少次当护士弄不通，放弃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天使组合。不管是半夜还是凌晨，都
会随叫随到，而且能马到成功。护士们都很惊奇，他们冲了半天，又换了好多护士和方
法，就是通不了，怎么这几个外行就行呢？秘诀之一是他们有信心；第二是祷告。护士
和医生都不信，但是就是因为天使组合我少受了很多苦。有一阵子，我拒绝让护士先
试，而是直接等天使组合。后来护士有意见，医生知道了就不让我等了。我当时气得要
命，牢骚满腹，太不拿病人受苦当回事儿了！堵的结果只能是拔了重插。选择没有了，
只能求神怜悯，祷告再祷告，求神赐平安的心。每次拔出来时，首先抵挡那种埋怨、着
急的心理，而是转一个角度想，拨出来也好，这样我就可以趁机有几个小时甚至一天的
轻松了。当医生再给重插的时候，就为他们祷告，求主保守他们的手，同时鼓励他们没
问题。不管他是手笨，还是手巧，试插多少下，我都积极配合，因为我相信这一切都有
神的美意与同在。这是学习顺服与交托的一部分功课，如一首歌所唱，信靠顺服，除此
之外没有别法。内心的平静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意志力多么地强，其实是顺服交托多
少。思想通了，心里的惧怕也就没了，什么也不再成为我靠主的搅扰了！哈利路亚赞美
救主！

我术后的第11天，灵粮堂的周牧师，徐弟兄还有潘学文弟兄，到ICU病房来看我，用油膏
我，并迫切地在那儿为我祷告。当时我并没有什么特殊感觉。但是他们走后的30分钟，
我开始出现了身体的反应：首先是腹部开始有些蠕动，慢慢地有气排出。好几个月由于
腹水过多，而没有体会到肠子的蠕动了。其次我的胃也开始蠕动，觉出胀气和打嗝，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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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身体开始通畅了。雅各书说: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 
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 , 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 要救那病人, 主必叫他起来”。神的话
如果不经历在自己身上，总觉得不可信或者不是那么可靠。一旦应验了、体会到了，就会
相信神的话真的是不落空。

主说：到神面前来的人，首先要信有神，并且相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反正我是信了。
周牧师徐弟兄他们来看我，是我没有想到的。虽然我认识他们，因参加过他们教会的几次
特会，但是他们不认识我。他们来看我，决不是出于偶然，因为在他们来的几个小时前，
我才刚刚从手术中清醒过来，这已经是术后的第11天了。我当时还不知道我已经做完手
术，因为在头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主带我去手术室看我要做手术的过程，而且我清楚
地记得我到手术室的这个房间温度特别低，将来要特别想着叫护士给我多加几个毯子。到
了那个地方，我要让护士把我的手、腿盖好，并亲眼看见医生怎样做手术。当时我在梦中
还觉得这个手术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其实到这会儿，我己经在不知觉中经历了手术、及过
后的大出血和急救、并再次的手术、以及三天的植物人状态。周牧师她们来的时候，我刚
好完全清醒，正需要亲朋好友的倍伴，真是哈里路亚赞美主。周牧师徐弟兄夫妇他们自己
开牙医诊所。他们来看我的时候是星期三的下午，就是说他们夫妻是把诊所关了以后专程
从Chelmsford开到波士顿里面来看我。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们并不认识我，我想是上帝的灵
感动他们来为一个病危当中的弟兄来祷告。我当时躺在床上的感受就是他们夫妇是遵行上
帝话语的聪明人，他们的舍弃，他们关掉诊所的损失不正是把财宝积攒在天上吗！

还有西区教会的一对夫妻，从我得病到出院，每天都记录着我病情发展情况，数点着住院
日期，并把每天神给他们的异象和话语读给我，或者是发信息给我或我太太。透过他们的
日程记录，清楚地看到神在我生病当中的作为。从诗篇开始，每一天我病情的发展都奇妙
地对应着那一天的教导。比如当他们读到上行诗的时候，我的病情就开始好转。而读到仇
敌困拢的时侯，那一天我就会出现一些状况。在我术前的头一天他们读到以弗所书 5:14：
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转天术后便进入昏迷11天，术
后真的好象从死里复活一样。出重症监护室的转天，也是我醒过来的第三天，正好是我
的生日，他们下班后在医院的病房里为我庆祝这个特别的生日（照片2），即是肉体的生
日，也是上帝赐给的第二次新生。上帝给了我一个大生日礼物，肝脏。这奇妙的恩典何以
用语言来描绘？还有很多关于弟兄姐妹出钱、出力，帮助我和我们全家人渡过难关，以及
众教会弟兄姐妹迫切祷告的故事。对我来说，他们所摆上的不但是辛劳和爱心，而且体现
的是主耶稣的恩典和怜悯。他们作在一个病危的弟兄的身上就是做在主耶稣身上。他们已
经积攒财宝在天上。这财宝没有人能拿走，没有人能抹去，相信主己加倍地记念。 我渴望
成为他们这样的人，愿主的灵也常常感动我，有一颗爱人如己的心，能看到弟兄姐妹的需
要，将主的爱流淌给周围的人。

诗篇34章“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经历神越
多，越知道主是多么的爱我们, 并且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信靠遵行他的话其实是为了我们
的益处。不管身处何种境况，紧紧抓住他的话，顺服他的旨意，就是一把万能钥匙。因为
他已应许我们“信是得着就必得着”。愿上帝的荣耀彰显，愿祂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
在天上，愿人都因信祂的话而蒙福。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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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路亚赞美感谢主

钱鹰

愿颂赞归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上帝。我们在一

切患难中，祂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

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上帝。

见证我们凭着上帝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上帝的恩惠。

 

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膏我们的就是上帝。祂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

我们心里作凭据。   

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            

上帝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上帝因我们

得荣耀。

(哥林多后书 1:3-5, 9, 12, 21-22, 24，20)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

力大有盼望。 

(罗马书 15:13)

哈利路亚赞美感谢主！今天我要在这里见证神的话语是没有一句不带有能力的，祂是打

破一切磐石的大锤！见证在过去一切的患难中我怎样藉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并深深地

经历了圣灵在我心里所结的果子：平安喜乐。祂过去曾怎样在圣徒身上做坚固的工作今

天照样也作在我们信祂的人身上，使我们可以凭信心站立得住。 

去年九月底，我的丈夫忠友的发病如同晴天霹雳, 急症入院被医生告知，是肝衰竭了。病

情发展迅速随时有可能进入昏迷，生命难保。这样的人生风暴一下子使我进入了与主手

拉手、面对面时刻不离的像是探险一样的旅程。从中经历了“人活着不单是靠口中的食

物，乃是靠神口中一切的话语”的真实。尤其对“上帝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

是是的”这句话，我要从心底说一声：阿门！靠着衪，就是神给我的应许，在我经历过

程中，使我透过问题、失败、软弱、学习深深地紧紧地依靠等候主，并用信心的眼睛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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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一切，期待并看见神的荣耀！

忠友从2015年10月1号住院，到今年1月21日手术，在ICU住了14天，直到回家，这其中过

程如同坐云霄飞车一般惊险不断。对我来说，不断地在重复着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不

凭眼见、不靠感觉，单单相信耶稣！相信耶稣！！ 相信上帝的话，祂的应许，不论多少，

在基督都是真的。

那时忠友看上去是真没希望了，但神说：“在我岂有难成的事！”从他入院的第一天医生

就宣布了，“他十分危险随时将进入肝昏迷”，等于是没救了！因为，就算是能做肝移

植，但他当时还没有上移植的排名榜是不能给他做的。医生说：“就要看他自己的了”。

他的身体是否能挺到上了排名榜？除非神迹发生了。因为需要做一系列的检查评估等才能

排上队，这种情况下他如果出现了肝昏迷是无法救他的。在这种时候我除了流泪寻求救主

还能有什么指望呢？读祂的话跟祂祷告是我唯一能够做的。几天之后我的家庭医生（也是

教会的姐妹）很关心我，对我说 ：“都这个时候了该叫你儿子回来了.......”预示我其严重

性，我除了一阵惊慌流泪还是只能求主，凭着祂的应许跟祂祈求。因祂是“我们患难中随

时的帮助”，也是唯一真正的帮助者，那在基督里坚固众圣徒的神，祂也是坚固我的神，

是祂这时保守了我，虽然伤心害怕却不至丧胆。主提醒我“祂是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

中开路的神”，我要安静知道祂在掌权! 在这种危机情况下，我不断这样地祈求主：“主

啊！坚固我们对你的信心，即使你接他去，也要让我们坚信并真知道你是爱我们的，是为

了我们的益处，不要让我们怀疑你的爱，让我坚信你所说的必能做成” 。 

当时我很怕失去丈夫更怕失去对神的信心，起初的几天对神的祷告几乎都是祈求主赐我信

心可以依靠祂度过难关，并相信主是爱忠友的，是可以化咒诅为祝福的。但心里并没有确

据他一定会得医治。那天我精神几乎到了最低点的时侯，一位关心我们的朋友在大雨中送

我去医院看他，他正在做一些检查很久以后才到病房，

因为没有马上见到他，我的脑海便浮现出种种可怕糟糕

的情况，当听着值班的住院医生跟我说：“病毒虽控制

住了但他的肝已经作废了！”就一边默默地祷告不停地

流泪，但当后来我和教会的那对天使夫妇（这里有个典

故后面会告诉）见到忠友的时候，他的确完全不像医生

说的那么可怕，看上去一点昏迷的样子都没有，心情也

很好，我们大家还一起分享祷告，一下子十分喜乐起来

了，一天的担忧全烟消云散了。看见的是自己实在是小

信呀！

第二天晚上，这个姐妹和我通电话，安慰鼓励我并在电

话中祷告分享近两个小时，我清楚地记得的就是神藉着

她对我说的：“不要凭眼见，不要靠感觉，不要怕只要

信”。我也深深觉得这是神对我说的，是我不断要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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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的功课，虽然我那时内心还是有很深的惧怕的。圣经中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

见之事的确据，谁还要信看见的东西呢？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生命都在神的手中，神

若不许可没有人可以拿去！医生只能按常识判断，但我们的神是奇妙的神，祂行大事无

法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有谁能做祂的谋士呢？这些话出现在脑海里时，使我对自己

感到很羞愧, 发现自己虽然圣经知识学了不少，但这知识不能帮我，除非我确实相信 这

一切“都是真的”，用信心的眼睛才能看见神奇妙的作为，它才真能成为我的力量和帮

助！这是我当时的感触！从那时开始，我常常会对自己说也是对主说，我相信耶稣！主

我相信你！你怎样说也必怎样成就！使徒保罗说他“什么时候软弱了，什么时候就靠主

刚强了”，所以保罗喜欢夸自己的软弱”，主让我看见人的渺小与软弱，所以我们才需

要主！且靠主刚强！这个从一开始就被医生告知随时会进入昏迷，被宣布病危的人，因

着众弟兄姐妹的祷告和神的怜悯，他一直清醒着！上了肝移植的排名榜，对医生来说这

已经是奇迹了 。

上了排名榜到最终等到肝移植这期间有几件难忘的事需要跟大家分享。

圣诞节前夕医生看他的状况相对稳定就允许他回家过圣诞节，正值女儿的期末，学校，

乐团都有许多的事情，我答应女儿等她忙完我们俩去买个真的圣诞树来要像样儿地过个

节。忠友周三晚上到家，没想到周六的中午我们称为天使的夫妇，扛着好大颗圣诞树来

了，再过一会儿，又有两对弟兄姐妹还带着他们的孩子也来了，帮我们一起收拾布置圣

诞树，那天下午我们家里在圣诞乐声中充满了欢声笑语，最后忠友支撑着和大家一起在

圣诞树前照了相，一起祷告，在迎接耶稣诞生日子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互相扶持共享着

祂的爱。何等美好的情景！我由衷地感谢赞美爱我的主，这是我来美国最热闹最难忘的

圣诞前夕，我还享受到了第一棵散发着浓郁松香气味儿的圣诞树！而过去这么多年都是

用折叠的人造树，一直向往真的圣诞树，好闻着它的香味，但先生总是有一大堆的理由

不用真的圣诞树。我怎能不感恩呢？感谢爱我的主！也感谢用行动爱着我们的弟兄姐

妹！神给了我们这么好的圣诞礼物！感谢赞美主！

忠友回家就住了短短的四天，周一就又因急症回到了医院。在漫长的等待换肝的过程中

当然有过信心受到挑战，挫折的时候。其中一件事让我好一阵子都感到内心的不平安。

那是有两对我们非常要好的朋友来我们家里看忠友，其中一位是他医学院的学长，也是

在这里做医生的，他们当然是非常关爱我们的，但也是因为他们的爱和内心的焦急，嘱

附了我许多当如何照顾他的病，并该如何积极地去推促医生，好尽早地为他做移植等。

正因为是亲近的人又是医生说的，原本在祷告中等待的平静的心一下子变得很沉重，一

方面觉得自己很失职，对忠友有愧疚感，同时又觉得自己很无能做不到他们教我如何推

促医生的事。我该怎么办？我就开始尽自己的力量所能做的打电话给我在德州的好姐

妹，她曾经在医院做过医生的秘书，懂得医院的事情，告诉她我内心的焦虑和重担，又

请她替我往医院里打电话。不久又听说在德州做肝移植排得比较快，于是我又找她的先

生，也是位医生，帮我打听是否有可能去德州那边做肝移植，从他那里得到了许多的信

息。面对各种信息，需要考量分析判断，一时难以决定，于是我心里更加烦乱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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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晚上读的 devotion经文是罗马书 8:31，诗 46:1-3，路 1:37 下面这断话“.... much much 

stress result from you wanting to make things happen before their times have come. One of the main 

ways I assert  my sovereignty is in the timing of events.... Instead dashing headlong toward your goal, 

let me set the pace. Slow down and enjoy The journey in my presence” . 我真是觉得主就在我

心里，祂知道我一切心之所想，主不是责备我乃是指出了我的问题所在，并赐下安慰，使

我一周来的烦恼重担在主怀里得到安息释放。 真是感谢赞美主！再说这姐妹她真正鼓励

我的不仅是她帮忙打了许多的电话，更是每次她很镇定的口气：“小魏一定没事的！我每

一天都为他为你们祷告，上帝给我很清楚的印证小魏不会有事的，他一定会好的！”，这

个姐妹她自己也在病痛当中，经历过许多挣扎和艰难，逐渐建立起了对上帝的稳固的信心

尤其是与神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因为她患的是眼疾，当不能看东西的时候她总是躺在

那里为许多有需要的人祷告，她从中看见了上帝在这些被祷告的人身上所做的改变工作。

所以她非常坚信上帝给她的看见，在这个危机当中她仍然可以很确定有把握地对我说这样

的话，我也很信任她，相信是神藉着她的口在鼓励安慰我。同时，我也跟天使姐妹分享了

我的焦虑和内心的矛盾，因为圣经上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

提耶和华我们神的名”，“你们要耐性等候耶和华”，这我都知道。同时我又觉得朋友们

说的也很对，好像就这样等着眼看着忠友，不光肝脏其它的脏器也不行了，天使姐妹对我

说：“我们只能靠神，你还能靠谁呢？”

姐妹说得好，我不靠神还能依靠谁呢？“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 在

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 3:5-6）神的话告诉我不仅要依

靠神，更是要单单地依靠祂，且信神祂决不会误事的！这件事情让我看到，原来很多时候

的压力烦恼其实都是源于自己对事情发展不切实际的期待，或不愿面对现实，终归就是不

能顺服神，还是信神信心不足的表现！

到了1月5号终于得到要手术的消息，当时我正读乔治米勒的“ Power of prayers”，“more 

prayer more patients and the exercise of faith will remove the difficulties” ，心里很受安慰也很得

力量，本来得到这个消息该是非常高兴的事，但听了忠友的叙述有关这个捐赠者的信息，

我的心就一直往下沉，我虽然很能理解他在病痛中希望快快解脱的心情，但我的心就是非

常非常地沉重，比得知他肝衰竭时还心发慌，挂了电话之后，立即跪下哭着呼求神，求主

挪去我内心的忧虑，让我完全可以放心信靠祂，我相信主所赐的福都是不加上忧虑的，这

是圣经的应许。忠友的生命在主的手中，我再一次这样跟主确定；你所给的都是最好的，

若不是出于主就求主拦阻，我愿意顺服主！ 然后我就把这个换肝的消息发给了所有为我们

代祷的弟兄姐妹，并把我的顾虑告诉了一两位非常亲近了解忠友状况的弟兄姐妹，他们坚

定的态度和信心给了我很大的安慰，用神的话告诉我：“ 不要怕，相信神！祂是使死人复

活的神，即使有什么问题我们就祷告，相信神可以改变一切”。

神好有怜悯，这次很快给了我们答复，大概不到半个小时医院就来电话说那个肝作废了，

没有取成功。我立时感谢赞美主！祂知道我内心的承受力。祂让我所受的必不超过我所能

受的。有了这样的经历，信心又一次得到坚固，所以到最后忠友接受肝移植的时候我内心

是完全的平安且充满了喜乐的，尽管知道最后这个肝也是带有高风险的，（因为这个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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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检查结果不会马上出来，当时他生命危在旦夕，救命要紧）但我和忠友完全可以放心

交托主了，因为有了前面的经历，相信若不是出于神的他肯定会亲自拦阻，神允许的他也

一定负责到底。后面的事实证实了这一点。  

当第一次等待肝失败之后第二次又得到一个，1月18号6:00多我和女儿把忠友送进手术室

跟他告别，终于忍耐成功了，跟他开玩笑说“明天你就是一个新人了！” 问他你害怕

吗？他摇头把双手举起来，那时他已经非常虚弱没有力气了，每次问他有信心吗？他都是

面带笑容举起双手往上看，非常感谢神！他在病痛的熬练中信心越发坚定且存着盼望喜

乐，他坚信神一定会医治他。这是所有看见他的人都可以见证的。

当晚我们从医院回到家，几个弟兄姐妹来我家里为他的手术祷告，正要进行的时候突然

接到从医院打来的电话，那时已经是8:00多了，我离开医院是6:30，医生说7:00开始做手

术，这会儿来电话一定有什么意外发生了，大家都屏住呼吸听着，我的家庭医生也在其

中，她听得最清楚，说：“别担心还没有开刀呢，只是做上了肾的透析，发现了捐赠者的

肝有癌症，所以手术又不能进行了！”神又再次地拦阻了，就在千钧一发之际！ 虽然有

一点点遗憾，但很快大家都一致为此感谢赞美神！及时发现有癌否则后果将更是可怕！上

帝再次彰显祂的恩典和大能，让我们大家一同见证神掌管着一切，他做事有定时绝不误

事，也让我们学习耐性等候祂！这会儿忠友已经在麻醉当中了，明天是否能够再找到一个

匹配的肝呢？

感谢上帝我已经开始学习赞美神仰望等候祂了！刚刚学的more prayer more patience and the 

exercise of faith will remove the difficulties，像是主在对我说“我要操练你的耐心” 。第二

天我和女儿去医院看，他在麻醉当中不省人事，医生说下午5:00可能会有一个肝，我们又

抱着希望期待着祷告着，时间真慢啊等到下午5点多医生来电话说这个肝又不行了，”it is 

too fat”，不合适。我不说大家也能猜想我的感受了。神有时候就是这样地熬练我们！那

天因为女儿学校一个特殊活动的需要，我还需要陪她去逛商场，回家的路上还一路塞车得

历害，真是身心疲惫沮丧得好像赞美不出来了。但主实在爱我，在软弱的时候坚固我，祂

派那位天使姐妹打电话告诉我回家不要做饭了，我会送饭给你。怎么这么及时！主不仅在

我旁边更在我里面，祂真知道我内心一切的感受！我真是感动欣慰极了，我感恩地接受就

如同从主手中领受的一样。这种事在过去的多半年中常有发生，主藉着不同的弟兄姐妹以

各样方式关爱着我们。我知道这都是因着神的爱，因祂应许“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

我们 ”，这是真实的！

最终的手术是在周三的夜里11:00多钟，就是那个具有高风险的肝。依然记得那天晚上，

有六七个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流着喜悦的眼泪边唱诗边赞美，那样的喜乐是我从未经

历过的，好像已经看见了神为我们做成的！等结束的时候发现已经是11:00多了，手术已

经进行了，大家在喜乐中分散离去，没有一丝的愁云，期待着神将为我们成就的祷告！那

天晚上我一觉睡到第二天医生的电话把我叫醒，告诉我手术顺利成功。那是早上6:30钟。

我兴奋地用颤颤巍巍的手，把这大好的信息发给一切关心着我们为我们祷告的各地的弟兄

姐妹们。这几个月来的紧张忙碌终于可以放下一些了，我第一次把手机关上，要好好地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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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觉。等10:00醒来，发现错过了医院的电话，赶紧打回去却都是中转台接，他们说有紧

急状况的话医生还会再打的，不用担心，我也觉得很有道理，就没往心里去。这一天过得

十分轻松，还安排订票去看女儿乐团的演出，直到下午5:30我正在上课，医院打来电话，

这才吓了我一大跳，原来忠友手术结束后，出现了大出血不止，是医生从来没有遇见过

的，很严重，但医生此时说，你不用担心，现在已经控制住了，只是需要得到你的允许，

明天要再次手术重新把伤口合上。天哪！我感谢赞美神! 这么要命的事情主祂没有让我知

道，祂封住了我的眼睛耳朵和心，祂让我知道的就是在最危难的时候祂真是抱着我走的。 

如经上说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 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 你从火中行

过，必不被烧， 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 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　神， 是以色列的圣者—

你的救主”（以赛亚书 43:2-3）怎能不哈利路亚赞美主！祂是信实的神！祂的话真是我们

可以靠着得救的！

从周一进入手术室到现在已经是周四的晚上了，到周五下午4:00多手术才彻底结束，医生

说他身体太虚弱了，要到周日才会醒来。周日晚上我和我的家庭医生去看，他此时已经在

ICU住了一周了，他虽不能说话但他会笑，还把手举起感谢神，一切反应都很正常，我们

是喜乐地离开的。本来会以为从此该越来越好了吧，没想到可怕的还在后面呢！等周一

我再去探望他时，发现他没有什么反应了，但医生说一切指标都是正常的让我放心。周二

再去看他他就完全没有知觉反应了，就是植物人的样子，十分可怕，这也是他生病住院以

来，整个过程中我最惊慌害怕伤心失望的一刻！也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天！真是掉进谷

底了！医生说他们找不到任何原因，一切的检查结果指标都是正常的，可他人就是完全没

有知觉了！

这一天我流了很多很多的眼泪......我并没有怀疑神, 但心里很伤心为什么会这样？ 这时一件

出乎意外的事情发生,  就是在我非常伤心流泪的低谷时，天父竟藉着我的女儿来安慰我，

她第一次看我如此伤心流泪，就在我旁边对我说：“妈妈你不是对神都很有信心的吗？

那你为什么这么伤心呢？你哪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是呀！她的话像是从梦里叫醒了

我，我哪知道天父的旨意呢？但圣经上已告诉我们了，“我向你们所存的意念是赐平安的

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这些我都是知道的呀！神再次让我看见自己的小信，还不如

孩子呢！难怪圣经上说“你们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天国”，可见孩子单纯的信心多讨上

帝喜悦！ “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

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雅各书 2:22, 26）我果真相信上帝是那位在洪水泛滥时坐着为

王的神，是斥责风和浪的神吗？那我为什么害怕呢？ 说明我没有真正相信顺服神，真正交

托自己，没有真正认识神有何等信实丰盛。 相形之下真是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很羞愧，此时

那位每天关心我打电话给我的天使姐妹也电话提醒我要为一切感恩，我们是在争战之中，

不是哭的时候，那时起我定意要以赞美的心面对一切发生的，定意用信心的眼睛去期待神

将为我们成就的！

我开始赞美歌唱，献上赞美的祷告，好像是已经看见了神所应许成就的！就这样主藉着环

境，不同的人向我说话。也藉着我每天的灵修都一直在启示我，让我明白信心就是凭着

神的应许，不仅能面对苦难和挑战并且还要靠主战胜它。在黑暗中才更能看见祂的能力和

亮光。晚上当我再到神的话语面前时，那天的经文；“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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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他心坚定，倚靠耶和华。”（诗篇 

112:4, 7）天哪！这么的及时！我当天记下了“ 谢谢耶稣救赎主，听我祈求的声音，赐我

今天的话语。是的，我要坚定依靠主，不害怕！虽然忠友昏迷在黑暗中，但主的光要向他

照耀，哈利路亚赞美救主！”

其实当我害怕时也是在黑暗中，是神的话照亮了我。“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

里就得以自由。”（哥林多后书 3:17）“叫人活着的乃是灵，.......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

灵，就是生命。” （约翰福音 6:63）主的话语就是我的力量带给我平安喜乐，是我随时

的帮助。每天都靠着神的话来面对一天的难处，可以有力量平安胜过并安然入睡。 那时

我早上按读经计划进行，晚上读姐妹从德州来送给我的devotion，神的话就像是以色列人

旷野生活时的那云柱与火柱，昼夜陪伴保守着我，又是每天的吗哪按时定量供应我，使我

虽软弱却不至跌倒。我不得不说，神是又真又活的！虽是眼不能见祂，但我知道祂就与

我在一起！ 我从来没有觉得孤单过。神说“你们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我要说：阿

门！我实在经历到了！

在忠友住院期间，神的爱还藉着各处许多的弟兄姐妹彰显在我们身上，加添我们面对困难

的能力。大家除了为我们不断地祷告之外，许多弟兄姐妹甚至是为我们一连多日禁食祷

告。我们德州的弟兄姐妹，他们有的从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老远来看我们，陪伴我

们，用神的话语鼓励安慰我们。还有的为了帮助我们解决具体的问题，周折往返多次打电

话联系到我们在这里的教会为我们包下铲雪的事情，还给我的儿子买了机票让他从德州来

看望我们。入冬之前,我们住的地方有很多的树木，前后院子又非常大，遍地的树叶，教

会的弟兄们花了一下午的时间为我们清扫干净，其中有个弟兄他自己有几个小孩子当天还

有个在生病，他还来帮助我们。这都着实让我们感动！当女儿需要去外地看学校面试，教

会的弟兄姐妹在我考虑之前，他们就主动承担了并安排接送飞机以及吃住，甚至陪伴我女

儿去纽约，挪去我们心头的重担。当病床上的忠友知道后激动得大男人流泪好久好久。他

不停地说：上帝爱我们这一家呀！.......除此之外,  还有给我们寄支票的，礼物卡的，送饭

的，送花儿的，总之用许多的方式用他们的行动让我们知道弟兄姐妹在关爱着我们, 我们

并不孤单.....那感觉就是神的爱紧紧紧紧包裹着我们，若不是在主里，这样的爱有谁经历

过？这些事任何时候想起来都会流泪，一生难忘！患难中却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感！ 

一路走来, 其中尤其感恩的是神特别差遣了几个有极大信心的弟兄姐妹就像神的使者一样

一路陪伴着我们，在几次大的危机面前我害怕软弱时，他们都用坚定的话语镇定的态度大

大扶持鼓励着我，与我在一起坚固我的信心。我们好像是一个团队在打一场属灵的征战并

不孤单。忠友半年不能吃东西完全依靠鼻饲管将营养输入小肠，但这根管子没几天就会堵

住，就需要医生在X光下重新插一次，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我们不忍看他这样一次又一次

重插，其中一对教会的夫妇和我合作，试着用针管打通这个管子成功了，这也是经历神的

过程，因为每次都是护士解决不了的最后我们来解决，就打通了，减少了一次插管子的痛

苦，每次这时候都是姐妹在为我们祷告我和弟兄合作。忠友因此叫他们天使！这对天使和

另外一个教会弟兄他们非常恳切地告诉我，“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再堵了要立刻叫我们”。  

这是他们的原话, 他们还怕我不好意思，便三番四次地嘱咐我一定不要等。每次想起来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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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流眼泪，反正我知道自己是没有这么大的爱心，我肯定不敢说这样的话。但更可贵的是

他们不但说了也的确做了，就是为了减少一个弟兄的痛苦，从波士顿西郊到城里不知道往

返陪我跑了多少趟！这个姐妹每天早上要开两个钟头的车程去上班，她每天很早起来读经

祷告后把她当天的领受分享给我们，神也藉着姐妹的分享大大鼓励了忠友和我，也向我印

证神的应许，我们的领受都何等的相似，知道神必定会拯救忠友！这个团队的另一个弟兄

自己有五个孩子，平日在城里上班，还时常周末专门再进城去看望忠友，给他读圣经分享

神的话，为他祷告鼓励坚固他的信心，一陪就是几个钟头。

噢！在我们这不配的人身上，神的恩典数算不尽呀！至今我每想到每一位弟兄姐妹为我们

家所摆上的这一切，心里都涌上无限的感激！同时又像是在神面前欠下许多的债，就默默

为这些弟兄姐妹格外献上祈求：求主纪念他们一切的付出与辛劳，纪念他们做在这个最小

的弟兄身上就是做在主耶稣身上，求主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荣上加荣报答他们，我也相

信他们所摆上的一切，都是积攒财宝在天上。并且这一切也是主让我看见经历并要我效仿

他们该怎样去爱人可以让神得着荣耀！我不说他们的名字是盼望他们可以得着天上的奖赏

和纪念而不是地上的。 

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必能叫你立时欢呼赞美主！这是我们在歌中

唱的也是我自己的经历。前面经文说“神是赐各样安慰的神”，我还要在此跟大家分享一

个特别的经历，神不光是为我们解决大问题连小小的问题只要我们凭信心来祈求，祂也乐

意怜悯垂听。

入冬以后不知从哪天开始，晚上睡觉房顶上老有动静，一开始还着实让

我有些害怕呢，就跟主祷告相信主与我同在没什么可以害我。后来渐渐

发现是小动物，虽然不怕了但它时常吵得我无法入睡，一天我实在忍无

可忍就站在床上拿棍子咚咚地敲房，希望能把他们惊跑，可还是无效，

自己累得半死。就在这时我突然想到了圣经里的诺亚方舟记载，上帝可

以把那些动物一对一对地带到方舟里，难道上帝不可以叫这一群小动物

换个地方吗？于是我就跪下来跟主祈求，“主啊你若许可，就怜悯我，

让这小动物换个地方吧！.....我的祷告还没结束呢，很奇怪上面的声音居

然没有了，再仔细听听真的一点动静都没了。兴奋的我把女儿从旁边的

房间叫过来，告诉她刚刚发生的事情，让她听，她说：“还真的没有了

呢！ 你祷告它们就走了？” 我说：是的！我真是要跳着赞美主，主啊你

太奇妙了！ 

另一件事，是女儿快要面试之前，她的琴出了点小问题，需要送到琴行

并要放在那里一天转天再去拿回来。那个地方在波士顿城里很热闹的区

域，以往我们都是一个人在车上另外一个人下去，因为停车是个大问

题。我也只能告诉自己不要烦恼祷告交托主吧，祂肯定会帮助我，对祂

这算什么事儿哪！等去到那里老远看见仅有的几个车位就真的有一个空

位置，我在车里大声说：哈利路亚赞美爱我的主，祂怎么这么爱我!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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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去取琴的时候你们猜猜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居然又留给我同一个车位，是在路

边最后的一个位置，对我这停车技术不咋样的人实在是方便了太多太多，神真是有怜悯有

恩典 。这些难道都是巧合吗?  我知道主听了我的祷告 ，也相信是祂专为我留的，我感谢

赞美神！

         

还有更要感谢赞美主的，就是我已经工作了的儿子在大学毕业后，因为工作学习太忙基本

上就不再去教会了。但因着他爸爸生病这件事情，他从中看见了上帝在我们中间的真实，

感受到了神赐给我们的能力与喜乐，因此他也开始重新回到教会，认真思考寻求信仰了。

忠友说：我这个病得的值了！

神的恩典实在是数也数不尽，这些只是一部分神在我们困境中如何陪伴我们所彰显的恩典

和怜悯， 我相信神也要藉着他所赐给我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遇各样患难的人。虽然没有

人愿意经历患难，但我实在看到它是神给我人生中的一个大礼物大祝福！这一路走来尽

管沿途曲折蜿蜒陡峭，时常小信与弱软，但创造我的那一位，始终拉着我的手，好像对我

说：我永远在你旁边，你是安全的！相信我！单单信靠我！享受你与我同行的经历吧！

回头看，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每日与神在一起的亲密经历，并靠祂得胜的喜悦。学到的宝

贵的功课就是当惧怕来敲门时，要用信心去回答，并期待这正是看神彰显祂奇妙作为的时

刻。这样，一切的困难危险就失去了它对我们的控制力，并都将不能再搅扰我对主的信

靠，且可以成为被主使用炼净我，锻炼我属灵肌肉的工具了。尤其坚固了我的信心，不看

环境，不靠感觉，不凭眼见，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并懂得了要常常赞美神的重

要。因为“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 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诗篇 18:3）

凡事赞美神就是我对神有信心的最好回应，也是我得能力的秘诀。明白了用信心的眼睛和

感恩赞美的心就能进入与主同在的天堂。我们也能够像彼得那样凭着信心可以与主一同行

走在水面上的。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

呢？”（诗篇 27:1）“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义人奔入变得安慰”，阿门！感谢赞美主！

我们可以凭信心站立是神给祂儿女的应许！

最后我要在这里告诉大家的是，忠友他是因信得生，因着神赐他的信心，得胜的意念使他

始终没有完全昏迷，如今且靠主重新站立，已经上班几个月了！在医生眼里他是个mira-

cle！我看他，是应了经上的那句话“ 你的信救了你”。

一切荣耀归与神！哈利路亚赞美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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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是我患难中的安慰和随时的帮助

李郑冠康

2015年3月, 住在英国的大女儿的电话惊动了我平静的生活，她说大外孙女慧英 Lydia 吃得

极少、身体瘦弱、精神不佳。起初以为她是感冒后没味口，那知道她持续不吃。女儿边说

边哭。于是，我很快就订了去英国的机票，也请教会周二祷告会代祷。

Lydia在学校被一个女同学bully, 拉拢了一群同学把她孤立起来、使她孤独没朋友。Lydia的

自信和自尊心大降，而父母却以为她不懂得交朋友。我很惊讶地听到这个才十岁的孩子说

她的人生没有意义。

Lydia吃得越来越少，偶尔只用手抓些碎片来吃，因为缺乏能量，学校的活动完全停了。最

后也不能上学，换成见辅导、心理专家、医务人员，全家进入紧张状况。女儿向她的教会

几位好友透露，为Lydia祷告。

同时我也请求姐妹祷告群为Lydia祷告。每当有坏消息传来时，我的心直往下沉，但借着神

的话语和祷告交托，我的心平静安稳下来，能用温和的话语与外孙女沟通，用神的话语安

慰鼓励, 她与我关系越来越好。有一天读到姊妹群发出一篇有关的关孩子心中能有喜乐的

祷告，我非常感谢神，每天为Lydia祷告让喜乐围绕著她，除去心中的忧暗。我也把这篇祷

告翻译成英文，让我女儿也照样为她的女儿祷告。

5月初李长老与我同去英国，带外孙女换个环境外住几天，我们住在优美乡下农村很开

心，游泳玩乐看鸡生蛋，但是外孙女还是不肯吃。5月中 Lydia 被送入医院，原以为医院会

强迫喂她，但医护人员只是坐在旁边看她吃，有时一杯牛奶要花两、三小时才喝完。在医

院的两周完全没有进步。6月她被送去孩童厌食特别医疗所，离家很远又见不到家人，因

身体衰弱得坐轮椅，且要吃了才能获得一些活动。在这段期间教会不停地为她祷告；并有

一个周二晚上祷告会特别专一的求神医治，来了不少的弟兄姐妹。

一个多月后终於有些进步，可以回家并且允许8月初来美国，参加叔叔和阿姨两个婚礼。

9月Lydia升上六年级了，新的初中学校带来新的开始。一切看来都很正常，我们心中充满

感恩与喜乐。也是这时魏忠友弟兄肝病重，教会为他迫切祷告。2016年3月， Lydia 的厌

食症复发，与去年同样的问题，但此次历时仅两个多月，5月中开始吃一些，神情立即变

好。7月初独自从英国飞来波士顿与我们同住十二天。我们为她安排许多节目，两周日来

教会与青少年一起敬拜，最重要的是我要把神的话放在她心中，做随时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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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约翰 6:63）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来 4:12）

同时建立她的自信心，不要轻易受别人的几句话影响。每天与她读经祷告，有很美好的

时光！ Lydia 非常开心。 她在波士顿高兴地度过十二天，依依不舍的回英国。

在这段时间我身上有病，经过诊断并做活检。当她知道我的活检是不良的正面Positive，

马上来信安慰我；说我每天为你祷告，不必担心要快乐，将你的软弱交给神，祂会赐你

力量，要坚强相信事会变好，现在虽有风雨交错、但风雨终久会停下来的。

Don’t worry, be happy! Give God your weakness and He will give you His strength.
Be strong because things will get better. It may be stormy now but it will never rains forever.

感谢赞美上帝，祂的话语是大有功效，能改变人心、使Lydia走出病魔的阴影、反倒能安

慰鼓励祖母。

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

呼。  因耶和华为大 神， 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 

（诗篇 9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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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一刻不离开我 

方晶

回想起自己信主的过程，真是感慨万千。虽然从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基督教，到如今受洗

归入主的名下， 经历了十七年时间，但我觉得主一直都在带领着我。

可以说从我踏上北美的第一天，主的光就照到了我。那是1994年8月，我只身一人来到加

拿大温哥华读书，在机场过了移民厅和海关，就紧张地四处张望，因为我在温哥华举目

无亲，就指望学校给我安排的志愿者来接我，找了十几分钟都没找到，心里十分沮丧，

心想今晚住到哪里去呢？正当此时，我忽然发现一位老者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我的

名字，我当时真是觉得找到了救星，这位老者名叫Frank，是个加拿大人，而且是个基督

徒。那天他在机场不仅接我，还同时接了另外两位中国留学生，他把其中一位男生送到

另一位志愿者家住下后，就把我和另一位女生带到他自己家住下，第二天他又带着我们

三个去找房子住。这一次主的光又一次照到了我，我找到的房子不是公寓，也不是私人

家的出租房，而是学校附近的一个基督教教堂。我们学校隔壁有个神学院，这个教堂也

是神学院学生的宿舍。

那时候，每个星期天我都能听见教堂里传出的好听的赞美诗的声音，教堂的牧师邀请我

去参加他们的聚会，出于好奇我就去了几次，但觉得没什么兴趣，自己根本不可能信。

不过倒是觉得那里有些基督徒人特别好，圣诞节，感恩节还请我去他们家吃饭。后来我

搬家，也是他们开车帮我搬的。而那个接我的志愿者Frank，刚开始我对他还心存感激，

可是后来就有点烦他了，因为他每星期都打电话来问我要不要去学生查经班，我开始

去了两次，除了对Potluck还有点兴趣，接下来的查经真是让人尴尬得要死，读完一句圣

经，就让每个人谈体会，我根本读不懂，又哪能有什么体会呢？后来每次Frank打电话

来，我就以种种借口推辞说自己去不了。后来我搬家，Frank打电话找不着我，就跑到学

校的实验室来找我，我的实验室搬了家，他又想方设法找到我。我

真是佩服他的锲而不舍的精神。我每次推辞不去，他也并不勉强，

不过下一周他仍照旧打电话找我。在我读书期间，有几个我认识的

物理系的同学信了主，那时我觉得不可思议，物理学博士应该是最

懂自然科学的，怎么会去信上帝呢？后来我工作了，搬家了，Frank 

再也找不到我了。

光阴似箭，又过了几年，我先生博士快毕业的时候，我俩一起到一

家美国制药公司面试工作，在我第二轮面试时，发现第一轮面试我

的那个Senior Manager没来，就问他们为什么他这一次没来，他们告

诉我说，他休了一年假，传道去了，“Because his God called him.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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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 to go.” 这让我感到十分震惊，放下这么高的职位，这么好的工作不做，而去传道，这

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而他的信仰竟能给他这么大的勇气，而且他还能这么清楚地感觉到

神在呼召他。这件事让我开始认真地思考基督教了，或许它还真有些道理？

2003年，当我怀孕四个月的时候，我按预定的时间去作羊水检查，却意外地发现我怀了双

胞胎，当时我真是吓坏了，我想自己身体这么弱小，再怀上双胞胎，我们三个人可不都要

命在旦夕吗？那时我大女儿Michelle才四岁多，一下再添两个，我以后还能工作吗？而且

对于自己怎么会怀上双胞胎，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我和我先生家里都没有双胞胎基因，

我也没吃什么药，莫非真是上帝安排的吗？我本来只想要两个孩子，想着事业，家庭都能

兼顾，可这一下，我的计划全乱了。

不久，我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在我怀孕五个月的时候，就有早产的迹象，我两次住

院保胎，都没什么效果，最后孩子还是提早两个半月就生下来。Amy出生时只有2磅6盎

司，Kelsey只有3磅，她们既不会吃奶，又时不时地会停止呼吸。据医生说，提早这么多

时间出生的孩子，有25%以后会有残疾。所以每当医院给我打电话，我都心惊胆战。两

个孩子只住了四十天医院，就被打发回家了，因为保险公司嫌我们花钱太多（三十万美

元），回家时两个孩子都还带着监测器，两米长的电线，一头贴在胸前，一头接着机器，

一旦呼吸停止30秒，机器就会报警。

我在怀孕的后期可能因为胎儿压迫了腿神经，我就只能走几步路，孩子出生后，虽然在慢

慢恢复，但每天去医院看孩子时，还得坐着轮椅让先生推到病房，孩子刚回家时，我还上

不了楼梯。我妈去世早，本想让公公婆婆过来帮忙，结果签证也没签到。当时真的非常困

难，但奇怪的是，我一直感到有一种信念在支撑着我，那就是上帝既然让我生下这两个孩

子，就一定会让她们好好地长大，现在回想起来，那时虽然我还不认识神，却已经蒙神的

看顾了。两个孩子一点点地长大，从吃奶，吃糊糊到diaper training, 每一步虽然都困难一

点，晚一点，但最后都过来了。

在这期间，我认识了一对中国夫妇，他们都是基督徒，待人特别真诚，他们的大女儿和

我女儿Michelle在同一小学同一年级，我们两家很快成了好朋友。后来这位姐妹对我说，

她大女儿在教会的儿童诗班唱歌，问我想不想让Michelle也一起去？我想孩子去学学唱歌

挺好的，于是每星期天早上，他们都到我家接上Michelle一起去教会，结束后又把她送回

家。这让我非常感动，因为教会崇拜的时间很早，是早上九点一刻，他们的小女儿都常常

不愿意那么早起来，为了接我女儿，他们还得起得更早。就这样，他们风雨无阻地接送我

女儿去教会。过了一年，我的两个小女儿满三岁的时候，这位姐妹又对我说，教会有老师

可以照看三岁以上的孩子，带着他们唱歌，讲故事，做手工，你想不想带着她们一起去？

那时我一方面觉得老让人家接送我女儿，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另一方面，我和先生的关系

也不太好，一个人天天在家带孩子，心里很烦闷。我先生很反对我去教会，我犹豫了一

阵，最后还是决定带着三个孩子去教会。

听了几次牧师的讲道，我就被吸引住了，虽然很多东西对我来说像“天书”，但还是有不



波士顿西郊圣经教会十周年特刊 奇异恩典 

少东西挺有道理的。儿童诗班的活动时间正好是主日学的时间，为了等我女儿，我只好去

主日学。让我感到十分惊讶的是主日学里有一门课叫做“化解婚姻冲突”，这难道是专门

为我预备的？我想选这门课，又担心让别人一眼就看出我的婚姻有问题，再看看别的课，

都太晦涩难懂，最后就选了它。后来发现，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很多来上课的都是恩

爱夫妻，而且不少弟兄姐妹还坦诚地分享自己以前脾气怎么不好，信主后如何学习谦卑，

多看对方的长处，夫妻关系逐步改善的故事。我也按照老师的要求，将课上所学的用到生

活中，刚开始时，常常觉得心里非常委屈，明明不是自己的错，却要向先生道歉，可是，

慢慢地我发现，先生对我的态度也变得温和起来了，两个人吵架生闷气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了。真是感谢主，又给了我一个幸福的家！以前我总觉得自己有道理，这时才发现我的道

理不如神的道理，我的方法行不通, 而神的方法却能解决问题。

在芝加哥参加教会活动的三年时间，我几乎每周都去听牧师讲道，也学了一些主日学课，

但始终觉得自己没法成为基督徒，因为我对查经班有一种恐惧感，这大概是早先在加拿大

参加查经班时留下的阴影，也因为我从不去查经小组，所以总觉得跟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之

间有一段距离。

两年前，因为我先生工作的关系，我们全家从芝加哥搬到波士顿。临走之前，我们教会有

个姐妹对我说，他有个亲戚是基督徒，就住在Acton，让我去了之后找他，他会介绍我去当

地的教会。我刚搬过来时，本想趁着搬家的间隙自由散漫一阵子，然后再慢慢找教会，谁

知周志忠和苏玉娥却很快找上门来。我心想这神也真够神的，我搬家搬到那么远，他也一

刻不离开我。

就这样，我来到了西区教会。很快，我发现这个教会的绝大部分弟兄姐妹都是像我这样从

中国出来留学，工作，有孩子的，他们对我也不那么苛刻。我听了几次见证，有位姐妹

说，她信主以后也曾有一段时间远离主，不去教会，后来因为生活中遇到挫折，才又回到

教会。又听到有个弟兄说，他一直徘徊了十年才受洗。这些让我觉得这个教会的气氛比较

宽松，这里的基督徒也不是那么高不可攀，看来我能在这儿呆下去。不过，我的害怕去查

经小组老毛病，仍然困扰着我。

又过了一年，事情有了转机，那时我的两个小女儿上了一年级，我终于有了不少自由。在

君美姐妹的鼓励下，我去参加了星期二上午的姐妹查经班。去了几次我就喜欢上了，因为

在这里查经，姐妹们不是咬文嚼字，而是探讨如何在生活中运用圣经，还有很多的分享。

一个姐妹有什么困难，大家就帮着祷告，出主意。姐妹查经班的经历让我对查经班的看法

有了改变，于是今年年初，我决定去周五晚上的查经小组试一试。虽然没有像有些弟兄姐

妹那样读得有滋有味，但至少不像我以前想象的那么枯燥，我还能接受。

后来当新的一期主日学要开始上课时，我正在犹豫要不要上受洗班，这时李师母走过来对

我说，你已经ready, 应该去上受洗班了。我想了想，觉得也应该系统地了解一下基督教的

信仰，就去听听吧，至于受洗不受洗，我还没想好，以后再说吧。上完了受洗班，几位老

师就来问我是否准备受洗，我说还没准备好，因为我心里还有一个结没解开，那就是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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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生对我受洗有看法。他对信主一直抱有成见，认为那和入党没什么区别，虽然我和孩

子去教会已有五年时间，但他除了偶尔在节日时为了看孩子表演去过教会几次，其他时候

都不愿意去。

放暑假了，我也就把受洗的事暂且搁在一边。奇怪的是，过了一两个月，我慢慢地觉得心

里的压力渐渐减轻了。在我仍然犹豫不决时，王倚宁的一番话使我心里的天平偏向了，我

想，如果我先生见我总在门外徘徊，他怎么可能跟着我呢。而如果我受洗了，他看见了我

的信心，也许更有可能改变看法。

就这样，经历了十七年时间，我终于走到了今天决定受洗。回想起自己信主的经历，真有

一种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感觉。是主一步一步的带领我，是信主的弟兄姐妹一点一点地

引导我。其实我对圣经还很不了解，对末世的说法也不完全能接受。但这对我已不那么重

要，我受洗是因为这几年来我已经亲身经历了主对我的孩子，我的家庭的祝福，也深深地

感受到主赐给我内心的平安和喜乐。

 

难怪人们称基督教是福音，因为信主的人真是有福！

Amazing Grace
John Newton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I’m found.
‘Twas blind, but now I see.

‘Twas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fear
And grace my fears relieved.

How precious did that grace appear
The hour I first believed.

When we’ve been there ten thousand years
Bright shining as the sun,

We’ve no less days to sing God’s praise
Then when we first begun.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I’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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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pting Jesus is a slow growth of change 
inside my heart

Maggie Liu

“Mommy, are there toys in heaven?”

This	was	my	first	encounter	with	Christianity.	I	was	five,	and	my	mother	had	just	began	to	chat	
with me about the idea of going to church. Ironically, we were driving by a cemetery. This 
simple and innocent question then triggered my interest and devotion into this faith for years to 
come. 

Ever since then, I grew up in the church. I had really good older friends, I was a part of AWANA, 
I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all of the activities, and I even told Bible stories to my friends. Of 
course, as a kid, you don’t fully understand why you’re at church, or what you’re really learning 
until later on. Throughout my early childhood, I drifted through church, really just waiting until 
I could hang out with my friends. Despite how little I actually understood about Christianity 

or	the	Bible	itself	during	this	time,	now,	as	I	reflect	back	on	it,	I	realize	that	those	years	really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a strong faith. All along the way, God planted little seeds in my faith with small 
and	seemingly-insignificant	gestures-answering	often	silly	prayers	(like	getting	a	dog,	hoping	for	
certain things to happen), putting small challenges in my way, so on and so forth.

I never had a single life-changing experience that made me accept Jesus as my savior. I think it was 
always a gradual build up, a slow growth of change inside my heart. However, I do think the mo-
ment	that	pushed	me	over	the	edge	was	my	first	retreat.	It	was	there,	during	worship,	where	I	first	
felt the power of God. The devotion and the passion in the music and the people surrounding me 
made realize just how great our God really is. We were singing “In My Place,” where in the bridge 
it	goes	“Nail	pierced	hands,	bleeding	side,	his	body	bruised,	my	God	crucified.	A	crown	of	thorns,	
dying	cries,	his	flesh	was	torn,	my	God	crucified.”	This	verse	brought	a	wave	of	emotion	over	me,	
and I was overcome with awe. This God, He was real, and the love He had for us, it was unimagi-
nable. In the book of Isaiah, he compares us to the likes of a grasshopper on this vast planet, and it 
really	hit	me	at	that	moment.	We	are	so	insignificant	compared	to	Him,	so	worthless.	And	yet,	he	
loves us still, and did so much for us.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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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why?” inspired me to actively grow in my faith. Each retreat from then on, I continued to 
be amazed by God’s grace and might, and I used them as a checkpoint in my faith journey every 
year. And after this experience with the power of worship, I attempted to involve myself with the 
worship team here. It didn’t really work out-I was too young, too inexperienced, and not ready 
spiritually. It was not until years later that I resumed my place as part of the worship team. But 
I pursued other alternatives. Working within the church helped me notice a change in my own 
character, and I was able to see how the Spirit was working in me. But I’ve never been one to like 
change.	I	remember	when	I	learned	that	I	was	getting	a	younger	sibling	at	the	age	of	five,	and	then	
later	on	at	the	age	of	eleven,	I	was	furious.	It	came	from	a	selfish	motive-I	didn’t	want	things	to	
change because it meant that I myself would have to change. I didn’t like moving, haircuts, new 
clothes, or anything that would alter my appearance or way of life. But after this, I learned to ac-
cept change. Because change can be good. I learned about patience, responsibility, trust, respect, 
confidence,	and	most	importantly,	about	love.	I	continued	to	probe	at	the	multitude	of	questions	
my	brain	was	filled	with,	and	many	were	answered	by	looking	in	the	Bible.

Today, I stand before you all a broken person. A sinful, worthless human being. None of us deserve 
any of this grace, this love. But God will never leave us. I am about to be reborn, this time of water 
and the Spirit. I want Jesus to be in my life, always. I want to follow in His path and show others 
how amazing this God of ours is. I want to fully commit to a life with Christ. I continue to come 
up with new questions, and I continue to have struggles with my faith at times, but the growth in 
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and the growth in ourselves is never ending, because we are not perfect.

Now	back	to	my	first	 thought.	I	never	really	understood	why	that	memory	of	me	asking	about	
heaven	for	the	first	time	was	so	firmly	and	clearly	engraved	into	my	mind.	I	don’t	remember	any-
thing else from that conversation, but it is clear to me now that it was the seed God planted in me 
from such a young age that has now grown and is continuing to grow within me. And today it has 
bore fruit due to the water which I am cleansed with-and this fruit, which I can share with others-is 
the testimony of my faith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its growth. And perhaps, this fruit will eventually 
plant the seeds of change within someone else who does not yet know the love of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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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 has quietly worked within me

Sarah Ma

Unlike many kids in the church, I did not grow up in a Christian home. Christ was introduced 
to	me	in	a	time	of	difficulty,	and	naturally	I	was	hesitant	to	believe	in	the	Word.	Family	friends	
brought me to AWANA, but Friday nights were simply chances to hang out with friends and 
receive free snacks. As I entered junior high, I had to leave AWANA and attend the more mature 
programs for the youth. However, my faith had not grew along with my transfer to a more ma-
ture	group.	In	fact,	I	still	had	no	faith	in	God.	Youth	group	and	Sunday	services	became	difficult	
for me to attend because I couldn’t simply hang out with friends anymore. I had to sit through 
long sermons in which people preached beliefs that did not correspond with my own. I thought 
I had better things to do on Fridays and Sundays than to go to church. 

During my junior high years, I attended church only when my mom forced me to go. I still 
remember when every time I appeared at church, all the church elders would tell me how they 
hadn’t seen me in a long time and that they were glad I was there. I could tell that they knew I 

was reluctant to be there, so I grew sensitive to acknowledgments of my presence. I felt misplaced 
because I thought that I was the only non-believer. Even acts of kindness triggered me to be wary 
of judgment. As these feelings of insecurity developed, I became more and more reluctant to go 
to church. I didn’t want to be in an environment where I felt constantly judged. Sunday mornings 
turned into arguments with my mom as I fought with her about going to church. My sporadic at-
tendance at church continued for about two years. 

The freshman year senior high retreat really helped plant within me an interest in Christ. Standing 
there being enveloped in the passion of everyone’s worship, I was in awe of the dedication people 
could have for something that might not exist. I started to doubt my beliefs and think that maybe 
there could be a God after all. After that retreat, I started to come to church more often because I 
started to wonder about the teachings of the Bible. I was curious as to why some people believed 
so	firmly	in	this	Bible	and	God.

Looking back now, I see that God has quietly worked within me all these years. I started to go to 
church more often, and I always went with questions about life. Interestingly enough, the question 
I had in mind would always be answered during Bible Study. My hunger to learn brought me to 
church, and I started to develop friendships with people my age. Inspired by testimonies of other 
people, I started praying. My prayers at the beginning always involved asking God to touch me if 
He was there. I still hadn’t felt the presence of God and needed to know that He was there for me. 
I wanted so badly to feel the love that so many other people f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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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certain that God is real

Rebecca Shi

I’ve been in church for as long as I can remember, moving from Mus-
tard	Seed	to	AWANA,	to	Youth,	first	at	CBCGB	and	then	watching	
BMWBC grow to what it is today. For me, attending Sunday service 
and Friday fellowship was equivalent to going to Sunday Chinese 
School and Friday piano class- they were all just part of the weekly 
routine that my parents dragged me through. My walk with Christ 
was creating a deep and entrenching rut. Even my prayers were re-
hearsed, memorized, and then recited every night. I craved closeness 
with God, I desperately wanted him to step closer to me and push 
me	out	of	that	rut.	So	much	of	my	identity	was	floating	around	that	I	
wanted Him to ground me.

Listening to people share at retreats and other churches, I envied their 
passion, how God’s love and mercy could move them to tears and how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Him were so personal. Throughout high school, I realized that I was only a Christian in what I do 
but not who I am. God was always just a backdrop and supporting character in my life; I didn’t 
really consider Him as anything more than a part of my routine. I became an expert in carrying out 
the motions, and I don’t think it was until college that I realized God’s presence in my life. 

I just completed my freshman year at Brandeis University. It’s a liberal arts university in Waltham, 
MA with a 60% Jewish population. And to be completely and totally honest, I really did not want 
to	go	there.	It	was	too	small,	too	close	to	home,	and	overall	uninteresting.	And	at	first,	I	treated	it	
as such. Upon arrival, I found the place lacking in passion and inspiration, while students loved 
complaining and making it obvious that Brandeis was not their top choice university. Aside from 
classes, I felt that I wasn’t learning anything new or gaining independence. But hey, all things 
happen	for	a	reason,	right?	So	I	didn’t	look	into	transferring,	and	I	checked	out	some	different	
fellowships and churches in the area, and I ended up joining ICF (Inter-Collegiate Fellowship) at 
CBCGB- again, God was keeping me close to home.  

During	first	semester,		I	cruised	through	my	classes	and	went	to	church	every	Friday	and	Sunday-	
nothing	new.	Over	Christmas	break,	I	went	on	my	first	mission	trip	ever	with	ICM	(Inner	City	
Missions) in Philadelphia. The team and I stayed in a local church and made lots of sandwiches 
for the homeless and cold contact ministered to them in subway stations. During the trip, I noticed 
that God was pushing me out of my comfort zone. We slept on chairs because there were no beds 
for us, and interactions I had with the homeless people tested my knowledge and conviction. I f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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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e I learned and grew more than I expected from that experience, so I decided to start journaling 
after that. 

The	first	thing	I	did	when	I	returned	from	Philadelphia,	I	went	to	Target	and	bought	myself	a	little	
green notebook. In it I wrote devotionals, jotted down my favorite verses, kept track of prayer re-
quests, and used it to surrender to God all that was going on in my mind. And this writing down of 
my thoughts and codifying them into words outside of my brain really helped me see God working 
in my life. I noticed prayers getting answered and all the times He provided challenges or blessings 
and opened opportunities for me to grow closer to Him. And I realized that Brandeis is where He 
wants me to go, that He uses for his glory all the things I didn’t like about it. What I perceived as 
mundane in the beginning, like small campus and closeness to home, are actually opportunities for 
me to form close connections with new peers on campus and to grow my relationships with my old 
friends from home, being a light and spreading his love. My little green journal helped me realize 
that though I’m still unsure about a lot of things, I’m certain that God is real.

83

My	prayers	were	finally	 answered	 in	my	 sophomore	year	 at	 retreat.	 Pastor	Dana	Smith	gave	 a	
touching	one	man	reenactment	of	 the	crucifixion	of	Christ.	The	performance	 touched	me,	and	I	
suddenly understood the love of God. I understood the depth of his love, and how much we really 
owed Christ for saving our lives. Unable to control my emotions, I started sobbing and that night 
was truly a moment of realization. Ever since that night at retreat, I’ve grown to know and hunger 
for Christ. Of course, I am nowhere near the perfect Christian, but I strive every day to learn more 
and more.

Everyone has heard the saying that “college will continue to make or break one’s faith”. However, 
as I entered college last fall, I found myself to be unfazed by the possibility of falling away from 
God.	I	felt	confident	in	all	my	experiences	and	moments	with	God.	My	faith	has	not	only	remained	
strong, but also grown stronger as I have leaned heavily on God this school year. In a place far away 
from home, I was forced to make new friends and depend on God to take care of me. His grace is 
never ending, and I continue to be thankful for the love He has shown me. 

(continue from page 83)



Boston   MetroWest   BiBle   ChurCh   10th AnniversAry   CoMMeMorative   edition

波
士
顿
西
郊
圣
经
教
会
十
周
年
特
刊

奇
异
恩
典

The Lord has always been with me

Alicia Yang

For as long as I can remember, I have been a follower of Christ. I was 
born into a Christian family and thus, I have never known a world 
without the existence of God. For years, I have imagined the day 
that I would be baptized, what it would feel like, what my testimony 
would be, and the person I would become. 

Although I have always believed that Jesus is my Savior and Lord 
and that the Bible is the truth, I always hesitated to be baptized be-
cause I imagined there to be a wonderful transformation in Christ and 
I was waiting for something amazing to happen in my life that could 
be	an	inspiration	to	others	and	a	defining	moment	in	my	life.	Yet,	I	
had always missed the point: I do not need to wait for the perfect time 
and for something spectacular to happen, Christ has already resur-

rected and paid for my sins and the Lord has always been with me. God is forever the same and he 
is constantly working in me, no decision that I make will change those amazing truths.
 
I really began to experience the weight of my sin in Junior High. There have been moments in my 
life when I would be lying in bed and I would pray to God but feel too ashamed. I questioned if 
Christ’s love and grace are really greater than my sins and the guilt that I felt. As I kept praying 
and attending church, I reconciled with the fact that it isn’t who I am or what I do but rather who 
God	is	and	always	will	be	and	what	He	has	already	done	that	justifies	my	salvation.	I	came	to	the	
understanding	that	God	is	more	than	enough	and	that	I	am	unworthy	and	unjustified	but	Christ	
has placed in me my worth. I am saved by faith. Nothing I do is greater than the power of God. 
Further, I do not know how I would be able to live and bear the weight of my sin on my own. It is 
Christ alone who has saved me and brought me out of death. 

There have been times when I feel so close and surrounded by God’s presence that I feel this un-
explainable intrinsic and natural joy and peace. At times like these, I know in my heart that God 
is there and no matter what anyone says, I have assurance that God’s word is true. But there are 
other	times	when	I	doubt	and	I	search	for	the	Lord	but	cannot	seem	to	find	Him.Yet	I	know	that	
God has never and will never forsake me and as long as I knock and I seek and I thirst for Him, 
He will answer my prayers, He will open the door.

After entering high school, I have come to depend more and more on God and His Word. Many 
things do not go the way I want them to go and I often wish that I could do better or that I c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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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someone else. I often get swept into the impossible and vain expectations and standards of the 
world. I try to satisfy and justify myself by getting good grades or doing well in extracurricular ac-
tivities. Yet, at the end I always fail. The world does not let us succeed, when I get caught up in the 
world	and	let	myself	get	lost	in	the	belief	that	pursuing	these	fleeting	worldly	pursuits	will	bring	my	
joy,	I	am	never	satisfied	and	I	never	find	any	real	lasting	happiness.	It	is	so	difficult	to	not	conform	
to the patterns of the world and it is so hard to resist my own sinful nature. It would be so easy to let 
go and just do whatever things I wanted, but the Holy Spirit always brings me back to God.

	In	God,	I	find	the	peace	and	contentment	that	comes	from	God.	Even	knowing	that	the	world	will	
fade away, I still struggle with my own desire for control. One of my prayers to God is that He 
would take my life and do whatever He wants with it. I am trying to let go of all my dreams and 
plans	for	the	future.	It	is	very,	very	difficult.	It’s	easy	to	say	but	it	is	much	harder	to	actually	in	my	
heart completely let go of all my ambitions and forfeit control over my future. But I know that my 
relationship with God is the only thing worth living for and it is the only thing that will last. I really 
want to take up the cross and live the life Christ wants me to. I trust that God’s plan for me is the 
best and no matter what happens, His will be done. I can connect to the worship song, ‘Ruin Me’ 
by	Jeff	Johnson	which	is	a	prayer	to	God	that	says	‘Now	the	plans	that	I	have	made,	fail	to	compare	
when	I	see	your	glory.	Ruin	my	life	the	plans	I	have	made,	ruin	desires	for	my	own	selfish	gain,	
destroy the idols that have taken your place, ‘till it’s You alone I live for’. I pray that God will reveal 
his will for me and my calling, I pray that I will be able to let go and give my life fully to Him.

Christ	is	such	a	significant	part	of	my	life.	Through	all	the	struggles	of	my	life	and	all	the	times	of	
great joy, Christ has been there. I recently looked through my journals from the past 3 years and I 
saw	how	God	was	with	me	in	everything	and	He	has	been	my	constant.	I	am	infinitely	grateful	and	
indebted to Christ. I love Him and I cannot imagine what my life would be like without Him.

Yet there are many times when I am uncertain about some issues in the world or I do not know 
how to answer my friend’s questions about my faith. And there are times when I do not understand 
something in the Bible. Nevertheless, I will proclaim and boast my identity in Christ. I have ex-
cepted my own limits but I will continue to seek God and just fully trust that God will work through 
my life. Whatever happens in my life, I will hold on to the unchangeable truth that I am a child of 
Christ that I am loved far beyond what I can imagine and I cling to the hope of eternal life with 
Christ forever.   

No single sermon, no single life changing event, no single encounter with God caused me to give 
my life to God and want to follow Christ forever, but rather many, many small moments when I 
needed God and He was there or when I was angry with God and He drew me back to Him. And 
it’s those little moments when I realize the sudden beauty of life and when I see the love of people 
that I see that God is real and that it is undeniable that Christ died for my sins and I am forgiven. 
It’s the power of the presence of God and the incredible love and mercy that I feel from God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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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 revealed his perfect love, 

his redemptive power

Alex Dai

I didn’t grow up in the church, but I was fortunate to be raised by 
a Christian mother, who taught me to be honest and who always 
treated me with undying compassion even when I threw my worst 
tantrums. Looking back at how I got to where I am today, I’m also 
grateful for the smiles that met me every time I walked through the 
doors of BMWBC even when I was an eighth grader just coming to 
learn about God.  

Still,	 for	 most	 of	 my	 life,	 God	 was	 simply	 a	 figure	 to	 discuss	 in	
church, a grand being to sing to on Fridays and Sundays or a quiet, 
distant friend to talk to before I went to bed. That that was essen-
tially the extent of our relationship, for me, was relatively OK, and it 
wasn’t until I went to college that I realized not only that I wanted to 
follow Jesus but also that I needed Jesus.  

After graduating from high school, I thought I knew who I was. I had gotten pretty good grades 
and was going to a good university, so I felt like I was a solid, hard-working student. I was “a kind 
friend,” I was a “good guy,” and I was going to college. 

In the fall of 2012, I arrived at Vanderbilt University, where I quickly realized I was miles away 
from “hard-working.” College tested my discipline, of which I learned I had very little. Without 
my parents telling me when to do homework, when to wake up on weekends, what to eat and what 
to do with my free time, I was surprisingly lost.   

It began with failed plans to go to sleep before 1 a.m., then failed plans to do homework instead 
of watch YouTube. It snowballed into failing to meet my most basic, bodily needs. Brushing my 
teeth, eating, sleeping, showering all became sporadic and too infrequent. And then I’d do it all 
again. Here I was, supposedly a growing adult, and I couldn’t even feed myself on a regular basis. 
It scared me, and I began to hate my weakness. 

At the same time, I was easily irritated, jealous, and I couldn’t feel happy for other people. I dis-
obeyed and was impatient with my parents. College asked that I take care of myself, and I had 
failed miserably. And I hate failing. In just a few weeks I learned that I completely lacked traits I’d 
always thought I had like patience and self-control. Was I not really a hard-working student? Was 
I not really kind or patient? I felt awful. I felt fraudulent. I felt alone in a new city with comple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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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people.	And	it’s	difficult	to	articulate,	but	it	was	crippling.	I	felt	hopeless	and	broken.	

But it was in that state — feeling out of control, lonely, and weak — that I became more involved 
with InterVarsity Asian American Christian Fellowship, a campus fellowship at Vanderbilt. 

From the start, what was most incredible about AACF was the opportunity it gave me to ask ques-
tions. During small groups, I felt comfortable asking anything from the broadest questions like 
“How	do	we	know	God	exists?”	to	more	specific	questions	like	“Who	was	Enoch	and	why	was	he	
taken	into	heaven?”	I	didn’t	necessarily	find	concrete	answers,	but	it	was	from	asking	questions	that	
I	finally	began	to	understand	God’s	character.

In high school, youth group had been a predominantly social experience. There I gleaned a founda-
tional grasp of the Bible, but for the most part church wasn’t so much a place to glorify and learn 
about God as much as a place to play guitar, write skits and do VBS.  

But God’s timing was good. Through my stress I also became more curious about God. And I had 
the	confidence	to	ask	questions	about	him.	And	that	was	a	blessing.	Curiosity.	Confidence.	In	col-
lege, I met other seekers interested in scripture and believers more than willing to discuss their 
faiths. With them, the topics I’d learned about in youth group took on new life. 

In high school, I often felt that Christians do “good things,” that Christians are “good people.” They 
love their enemies, they give their belongings to the poor, they never sin, and they’re almost always 
happy because they always have an amazing relationship with God. And because I thought this 
way, for a period of time, I deliberately refused to go to youth group because I could not see myself 
fitting	into	this	image	of	the	Christian	life.	I	struggled	with	the	idea	that	the	biggest	reason	I	came	
to church was for the people and not for God. I felt unworthy. 

It wasn’t until my freshman year of college, when God took me in my disheveled, lonely state, that 
he	opened	my	eyes	to	his	Word.	For	the	first	time,	passages	in	the	Bible	clicked.	What	glorious	
news it was that in fact, Christians are not perfect people. To learn instead that Christians are sinners 
too! Romans 3:23 says “for all have sinned and fall short of the glory of God.” Now the good news 
made	sense	to	me.	Romans	3:24:	“and	all	are	justified	freely	by	his	grace	through	the	redemption	
that came by Christ Jesus.” That Jesus died a sinless man so that fallible humans could have new 
life and a relationship with God. 

For	 the	first	 time,	God’s	word	was	clear	 to	me.	Yes,	 I	was	unworthy,	but	 it	was	OK	that	 I	was	
unworthy. It was OK that I was not perfect. It was OK that I messed up. It was OK that I would 
continuously make plans for myself and fail them over and over again. God would still care for me. 
At	one	of	the	first	AACF	large	groups	I	attended,	on	the	screen	was	projected	the	aspects	of	love	as	
told in 1 Corinthians 13. Now, I had seen this many times before in high school. “Love is patient. 
Love is kind. Love does not envy. Love does not boast,” and so on.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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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one in the fellowship said you could replace the word “Love” with “God” too: God is patient; 
God	is	kind;	God	does	not	envy.	For	me,	that	was	incredibly	powerful.	Having	seen	all	my	flaws,	
I	 saw	that	 I	could	never	hope	 to	 love	 like	him,	completely	without	pride	or	selfishness.	 In	my	
brokenness, God revealed his perfect love, his redemptive power. It was because of his love that 
he	sent	his	son	to	Earth.	It	was	the	reason	I	didn’t	need	to	feel	crippled	by	my	flaws.	That	was	the	
love I wanted to give. And that was the life I wanted to live. 

Life	before	college	may	have	seemed	difficult,	but	I	had	also	become	comfortable,	which	led	to	
complacency. My happiness had depended on my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s, my standing as a stu-
dent, my ability to take care of myself. And when those things proved fallible, I was crushed. But 
through the freedom of college, God brought me to a loving community, he opened my heart up to 
his Word and he helped me grow. He showed me I couldn’t rely on myself alone, and that when I 
stopped focusing on those worldly things, joy could come in. I rejoice in the Lord  because he is 
above all that, and with him I know I can strive toward a better future.  

I tend to see my life as a television show, where I’m the main character and each day is like a new 
episode, and the main cast swaps in and out as I travel place to place. I struggle with this, but my 
greatest hope is that I can glorify God in everything that I do. That one day God will be the star of 
my television show. In my life, no matter what I do or where I am, God will shine. It is a wonderful 
mindset to be in and a wonderful way to live, and I am truly blessed. 

makes everything else in life pale in comparison. 

I am also very thankful to all the people in my life who have supported me and helped me to build 
a stronger relationship with God. I am really thankful for my parents because everyday they show 
me	their	selfless	love	and	for	reminding	me	that	God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my	life.	

I am so happy that God’s grace and deep love has saved me. I am imperfect and I want to be 
changed,	I	want	my	life	to	be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and	I	want	to	follow	Jesus.		I	want	to	dedi-
cate	my	life	to	Christ,	because	I	desire	my	life	to	be	a	living	sacrifice	for	the	only	purpose	worth	
living	for,	and	I	want	to	know	Him	more.	When	I	look	at	myself,	I	hope	the	first	thing	I	see	is	that	
I am a follower and friend of Christ.

Lastly, I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you all a Bible verse that gives me great joy and happiness. 
Whenever I feel hopeless and upset because my life feels like it is falling apart, I remember Psalm 
73:26:

“My	flesh	and	my	heart	may	fail,	but	God	is	the	strength	of	my	heart	and	my	portion	forever.”	

(continue from page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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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sus entered my heart 
and will stay there forever

Susan Xie

I remember that as young as three or four years old, I had a good amount of faith. I prayed to 
God about my nightmares, and sure enough, my dreams about mutilated reptiles infesting the 
world really did go away. I prayed that I wouldn’t be scared of the dark and that my friends 
wouldn’t laugh when I told them that I’d never had a homemade cookie in my life. I truly and 
sincerely believed that someone was up there answering my prayers. As a child, I also possessed 
an enormously monumental sense of integrity that resulted in many brave ventures. For exam-
ple,	when	the	front	door	opened	and	in	walked	the	hovering	figure	of	Mom,	I	didn’t	feign	inter-
est in my homework but calmly remained in front of the TV, apologizing afterwards. It was my 
way of saying that I knew I had done wrong and that my mother could always trust me because 
I would never pretend to be a goody-goody. Mom says that I had this keen sense of right verses 
wrong, which I attribute entirely as a gift from God. In fact, I consider my entire childhood a 
direct result of God’s graceful blessings. It was amazing. Nothing went wrong.

I do not remember a single moment in my life when God wasn’t a part of it. Church to me was like 
school.	If	I	didn’t	second	guess	that	George	Washington	was	the	firs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 saw no reason to doubt that Jesus, the Son of God, came to earth and made me holy enough to 
be with God for eternity because he took up the weight of my sins. But this was all by a raw faith.

By raw faith, I mean complete genuine, brand-new faith that hadn’t been tested or broken or worn. 
Ever since the moment I became a teenager, I’d anticipated for many years that my faith would 
weaken through the ‘many trials and temptations in the teenage life,’ so I’ve heard. Yet, I praise 
God that each year, I think my spiritual health has actually improved through serving God and 
worshipping Him with all my heart. God has paved the way for many smooth transitions such as 
moving to Acton, joining a new church, and starting high school. Maybe you wonder, why choose 
God if your life doesn’t seem to need a complete revival? I’ve wondered that too, but I’d say that 
reviving my life is not the point of believing in Christ. Jesus entered my heart and will stay there 
forever;	it	was	not	me	who	chose	Him,	but	Him	who	chose	me	first.	The	transformation,	for	me,	
wasn’t	necessarily	on	the	outside	and	definitely	wasn’t	over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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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oughout my entire life, God and the Holy Spirit will be guiding me, I’m sure. I may not appear 
to	act	differently	or	speak	differently	on	the	outside,	but	I	know	that	when	my	life	is	run	by	God,	
I’m	anchored	by	this	peace	that	defies	all	laws	of	man	and	perfectly	defines	the	ways	of	God.	I	
praise God for the great life He’s given me, the great family He’s blessed me with, and the great 
community of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that He’s delivered right to my front door. 

Still,	 I	have	a	 long	way	 to	go,	personally.	Nobody’s	perfect.	Even	 though	I’ve	flown	on	God’s	
plane,	first-class,	all	my	life,	I	sometimes	still	want	 to	take	a	hold	of	 that	pilot’s	seat.	With	the	
memory of 9/11,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planes. Physically, the planes and the crashes had no 
effect	on	my	life	or	the	lives	of	the	people	I	love,	but	the	memory	of	plane	crashes	touches	a	nerve.	

In the summer of 2001, my parents sent me on a tour with my grandparents to NYC. My clearest 
memories	are	those	of	two	very	strong	emotions.	The	first	is	the	sense	of	fear	and	awe	that	I	felt	on	
top	of	the	world	trade	center.	My	knees	shook	at	the	sight	of	mighty	planes	flying	below	my	feet.	
The	second	is	my	realization	that	there	was	no	one	there	to	protect	me.	This	was	my	first	vacation	
during which I left my mother for an extended period of time. One night, I cried so much that all 
my grandparents’ fellow travelers heard me and poked fun at me the next morning. I was only six 
at the time, so those feelings were natural responses and of no special importance, but to this day, 
I remember those moments as if they happened yesterday. When my grandfather brought up yet 
again the incident of me crying during the summer of 2001 in NYC, I completely lost it. I hate 
being afraid and embarrassed. Yet, I think that maybe God was sending me a reminder. A bit of 
fear and embarrassment may be good at times to teach me that I must rely on God and only God. 
Imagine if I really do highjack God’s plane one day; my life will surely crash. 

I’ve	experience	first-hand	how	amazing	it	is	to	ride	first-class	in	God’s	plane.	I	testify	to	this	surg-
ing joy that completely engulfs me when I feel God’s presence in my life – it’s like I’m so happy 
that I don’t know how I could ever be sad. Even when I struggle, I know that God will not give me 
temptations beyond what I can bear. My worldly goals have no value. Yes, I want good grades and 
I want to go to a good college, but my only purposeful goal is to glorify God. Through Jesus,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I hope that every day, I can learn to trust and love God some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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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
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
验。”於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
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
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
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
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路加福音 24: 4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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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pray for the continued growth of the church

Dan Shiau and Kathy Shiau

Happy 10 year anniversary! 

Boston Metro West Bible Church really does have a special place in my heart. The church 
was planted in 2006, and shortly after, I started full-time with InterVarsity in early 2007. I 
remember being asking to share as a missionary with the initial planting team, maybe 20 
or so people. I remember everyone’s heartfelt prayers for me and I remember hearing an 
inspiring vision from the planting team to see the evangelism and discipleship of a whole 
new generation of new believers. 

It’s been amazing to come back each time and visit each time to see how the church has 
grown and matured. During my last visit (summer 2016), I saw the pictures of the church 
on the wall: so many families, hundreds of men, women, and children... and to think it 
all started with that small team in 2006. And as a missionary supported by the church it’s 
even additionally encouraging to hear that the church is sending out another missionary 
with Alex Dai! 

While I grew up a few towns over in Lexington and at CBCGB, I feel like I’ve grown up 
with BMWBC as I’ve progressed in full-time ministry. I’m so grateful for the partnership 
in ministry over the last decade. I’m blessed by the faithfulness and generosity of the 
church. I pray for the continued growth of the church: both in the “reach” into the com-
munity as well as in rootedness in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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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弹指一挥间，一年两次的基要真理班，两次的受洗，神都带领不同的人来到这个班，
也带领不同的同工参与事工。我有幸在这十年中与大家同工，分享神的真理，看到神的作
为和圣灵的工作，同时也见证了神福音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对我而言， 这基要真理班就是一个“三不”班：不知道谁会参加，不变的课程，不知道谁
会受洗。

第一个“不”：不知道谁会参加

每学期开学的第一堂课前，同工的心总是惴惴不安。但是神总是预备，因为祂的名叫耶和
华以勒。我们不知道谁会参加，神就亲自带领祂预备的人来。有才高八斗的知识精英，也
有目不识丁的布衣百姓；有花甲老人，也有弱冠少年。参加者来自五湖四海，口音南腔北
调，还有弟兄姐妹陪同他们有负担的慕道朋友来的。神把大家召聚在一起，有一个共同的
目的就是寻道， 追寻真道。神对于那些真心寻求祂的人是敞露的，并为他们预备了那无价
的礼物—永生，让寻求祂的，都能寻见。

第二个“不”：不变的课程

因为这是一门讲授、分享基督教基要真理的课程，真理是永恒不变的，自然内容也就不可
能有变。虽然内容不变，但我们一起看到神话语的能力和圣灵的工作。“神的道是活泼
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
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 希伯来书 4:12）。

作为同工，虽然内容不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每次只要照本宣科。在这十年中，神预备
了不同的同工参与，在分享同一个主题的时候，都有可能从不同的角度
去思考，去分享，去见证，而且上课的人不同，常有不同的问题，不同
的互动。感谢神，神就这样丰富了这个课程，使每位参与课程的同得造
就。

感谢神赐给授课的同工们一颗爱人灵魂的心，积极认真准备自己要讲授
的课程，不但从深度，广度去讲解，更是借着圣灵的工作敞开自己，把
自己放在耶稣基督真理的光中去剖析自己，分享基督的光如何光照自
己，祂的真理如何改变自己，自己如何信服真道，如何跟随主，为主作
见证。

作为学员，因为每个人的背景不同，慕道的时间长短也不同，每个人在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十年基要真理班的回顾

王倚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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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真理的问题上也不同。有的慕道友，不相信有神，有的相信有神，但不相信三位一
体独一真神，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对神的属性，对罪，对圣灵
的工作，对十字架上的救赎不能接受和理解, 还有的慕道友已经经历了神的恩典，完全明
白救恩，上这个班的目的就是准备受洗的。圣灵不但借着神的话，同工的口和见证去解
答，也借着慕道友彼此的分享去打开他们的心门。

有一学期，班上有5-6位年长的伯父、伯母，他们的年龄在70-80岁之间，一生接受的都
是无神论教育，有的还是大学里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教授，刚到这个班，完全不能接受所
讲的内容，常常有很多的辩论。有一次，在讲圣灵的工作时，曲伯父和高伯母就宇宙的
起源争执起来，他们俩的观念都是不信的，但不信的角度不同。当时争执得很厉害，声
音也很响，我们束手无措，心里只能默默祷告，突然感觉教室里有一股能力，感觉非常
奇妙，美好，平安和感动，眼泪竟在眼眶里打转。没想到他们之间不信的争论，竟成为
他们福音的钥匙，争论结束时也正好下课，伯父伯母含着热泪决志信主。“若不是被圣
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哥林多前书12:3),  看到他们象孩子般真诚的笑脸，
看着他们脸上挂着泪珠的喜乐，我心里真是非常地喜乐。哈里路亚，感谢赞美主！

第三个“不”：不知道有谁会受洗

每学期开始同工们都会为着神带领祂预备的人来祷告，快结束时，全教会也会为着信而
受洗的人祷告。学期结束前，我们班都会举办聚会，因为上课的时候，分享的时间有
限。借着轻松愉快的聚会，每次都有很好的交通和彼此的鼓励。对已经决志信主的弟兄
姐妹，鼓励他们勇敢地迈出受洗的一步。“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凡在人面前认
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记得刘青，唐燕华夫妇正是圣灵在聚会中的工
作，当时，我们只认为燕华可能准备受洗，没想到，圣灵也感动我们问刘青，出乎我们
的预料，他被圣灵感动，眼睛一亮，说：好的。我们当时都见证了圣灵的工作，被圣灵
充满，大大喜乐。而神真是听祷告的神，每次总是有人受洗归主，每次总有美好的受洗
见证，荣耀归主名。

十载回首，参加这个班的人，大多成为了我们的弟兄姐妹，成为神大家庭中的一员。有
的还在慕道，但相信福音的种子已经播下，神必让它生长。得着耶稣，就是得着生命！

神借着西区教会基要真理班，有时是在做松土预备的工作，有时是在做浇水喂养的工
作，有时更是享受收割的喜乐。在这里，我们一起见证了神的工作和圣灵的能力。这样
的回顾也常常让自己觉得有许多亏欠：亏欠神，觉得自己的知识、口才、和信心都有不
足，难负恩主的托付；亏欠人，感到自己的耐心、爱心常有欠缺。惟有常常祷告神，补
足所有的不足和欠缺。

愿神继续保守带领，让我们能经历当年使徒们在传福音时所经历的圣灵的大能，相信借
着弟兄姐妹在主里同心合一的祷告，神必将得救的人数加给教会，成就神在这里设立教
会的美意。也愿神继续使用我们这些不配的器皿，继续传讲神的福音，让更多的人信服
真道。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也是神的恩典，祂的爱也在此显明。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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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28号到7月3号，BMWBC第一支由五位青少年和两位成人组成的短宣队，参加了

YouthWorks 组织的以 Upside Down Kingdom 为主题的， 为期一周的短宣。短宣地点是在有

罪恶之城之称的城市Lynn。

以前的短宣，我们不是跟随母会，就是和姐妹教会联合举行，这一次的独特之处是我们自

己组队成行。因此，准备工作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从一开始，我们就看到神的带领。首

先，神感动我们的青少年，他们积极寻求这样的短宣项目。宝慈姐妹那时正在接洽母会，

看看我们是否可以和以往一样加入他们的短宣队。但得知他们已经组队报名，无法增加队

员人数。神给我们开了另一扇门，在那个时间段，还有五个空余的名额，如果我们自己组

队，就可以参加。于是经过一些青少年同工的祷告，宝慈姐妹的鼓励，以及长老和母会

的Sandy牧师的支持，许多弟兄姐妹的帮助，最终组成了BMWBC首支独立短宣队，网上报

名，公文准备都紧罗密布，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同时我们的队员也进行了五个课程的训

练，积极准备。教会也用宣教基金，为短宣队租了一辆 miniVan,  届时万事齐备，在礼拜天

的下午，在差派祷告后，短宣队踏上了征途。

在短宣的一个星期，我们和从宾州，康州，纽约州教会来的青少年们吃、住、行在一起。

先说吃，我们每天早、晚饭一起吃，所有Lynn Project的青少年被分成五个小队，每个小队

负责一天的早餐，同时自己准备午餐袋，在宣教工场食用。晚饭回到驻地一起分享。然后

是住，我们住在一间教会，集体通铺，每人所占的地方是一个睡袋的大小和头顶放行李

的地方。没有空调，只有几个风扇。最后是行，这也是最为重要的部分。我们所在的城

市Lynn，有许多问题要面对，如像各种犯罪、毒品、贫穷、无家可归，等等。我们的青少

年，甚至包括我们这些大人，就像被空降到敌后去工作，对我们来说的确是个很大的挑

战，也是一个从未有过的经历。

每天早餐过后，我们便祷告出发，去到自己的工场，有老人服务中心，儿童、青少年项

目，有圣经课程，游戏，手工，阅读，和体育。主要是通过社区服务来满足社区需要而传

播福音。我们的青少年，在不同的服务地点，都能够积极投入到事奉中。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遭遇和故事。一同做工，一同经历神。特别让我感动的是最后一天，我们一起到My 

brother’s Table 去分发免费晚餐，和那些来领取晚餐的人一起享用。所有的青少年都能够和

不同背景的人坐到一起，分享食物，也分享福音。我想这些用餐的人，应该不仅看到了我

们所做的善事，更应看到这善事背后的源头。每晚晚饭之后，我们也有圣经信息时间，以

2015 BMWBC短宣

谢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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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诗歌敬拜。最后是领队总结时间，大家分享各队的服务，感人的闪光点，彼此鼓励， 

也为明天行程准备祷告。一天就在这样紧张，快节奏中结束，通过一夜的休息，迎来新

的一天。

犹如新兵进入Boot camp, 我们的短宣队也进入这样的属灵训练营。因着每一天的挑战，经

历，我们都有成长。正如耶稣所说，他来了是要服侍人，而不是被服侍。尽管服务社区

不是目的，但服务社区的确是传播福音的一个途径。如果通过做慈善活动，能让人看到

这慈善的源头，那这些活动和这些一点一滴的小事也就有了意义。就像耶稣说的比喻， 

神的国就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长大成树…神的国，也好比面酵，有妇

人拿来藏在三斗里，直等全团都发起来。

神的国要生根，发芽，和成长。我们所要做的是，播下一粒粒小小的种子；神的国要发

展，壮大，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酵放入面团中。所有愿意为神使用的，都是一个工具和

器皿。我们所做的这些在开始时或者都没有什么变化， 但我们相信，到了时候，神会使

之成长和壮大。

透过历史和世界各处，福音的种子和酵正在改变被触摸的每一样东西，在耶稣之后两千

多年，我们仍然见证耶稣，传讲耶稣，我们仍然渴望成为祂所告诉我们的神国的一部

分。



波士顿西郊圣经教会十周年特刊 福音广传

感谢慈悲全能的天父，靠著神的恩典以及教会众弟兄姊妹的祷告祝福，我们平安快乐地回

到波士顿。临行前有人怀疑，我们也自问这次短宣队只有四个人会有果效吗？这让我想到

《诗篇》33章16节“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33章17节 “靠马得救

是枉然的，马也不能力大救人”； 另外, 《 箴言》21章31节, “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 得

胜乃在於耶和华”。靠着这几处经文, 我们勇往直前,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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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太福音  9：37, 38）。

 

6月2日早上9:00我们到湖口工业区万淑贞老师的安亲班。永青姐妹用中英文讲了圣经故事

和创世记第一章神创造天地。课后有一段时间与万老师见证分享, 

交通勉励与祝祷。万老师有感於我们的爱心关怀而掉下了眼泪。6

月30日万老师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6月4日, 6月6日, 6月7日，我们到牧羊人之家去关怀一些中辍生。 

这些大都是单亲家庭的孩子们, 还有的是孤儿。有一个原住民的女

孩,  被继父强暴,  心灵创伤极深,  非常排斥我们,  也不合群,  每天都

单独一人坐在一个角落。三天时间，永青和玉娥姐妹对她特别关

怀与辅导, 分别时她和我们互相拥抱, 连连说感谢我们的话。本来

牧羊人之家安排我们到餐馆吃饭, 但有感於这些孩子们的叛逆性, 

又顽皮,  又捣蛋。所以我们留在牧羊人之家用餐,  以便与孩子们建

立更亲密, 更融洽的友谊。最后一天, 那些让人头痛心烦的孩子们

变得更加懂事可爱，她们面带笑容,  要我们留下通信地址。

6月5日,  6月6日及6月7日,  我们到南苗妇幼中心。 玉娥教手工,  吴

鸿铭, 蒋永青教唱诗歌, 周志忠见证分享与讲解《路加福音》19章

1-9节, 撒该的故事。这是我们第二次关怀他们。当铁门打开, 孩

子们看见玉娥时, 都掉下了感动的眼泪。我们没有忘记他们, 在主

里一直爱着他们, 千里迢迢又来帮助他们。这次关怀让他们更加认

识主的信实, 公义和仁爱。我们分享与读经祷告，经历神奇妙的作

为, 将来出去时希望他们会成为新造的人。

 

6月5日, 我们到苗栗晨曦会戒毒中心，这是我第三年参与宣教服事

的工场。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志忠台湾短宣的分享, 永青姐妹欧洲

短宣以及千里达短宣的见证, 另外永青姐妹带领大家一起合唱“我

台湾短宣感恩见证分享

周志忠

相片右边的是耒自大陆的姑娘，新丰崇真堂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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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成为一家人”, “有福的确据”, “信靠耶稣真是甜美”， 以及“奇异恩典”。每个人

都陶醉在优美诗歌的旋律中,  其乐融融,  同享主恩，将一切荣耀赞美归于主。最后, 戒毒中

心主任以《诗篇》51章15节 “主啊, 求你使我嘴唇张开,  我的口传扬赞美你的话” 作为结

束祷告后并拍照留念。

6月9日，我们到台中市平安堂教会参与主日崇拜。 志忠见证分享以及经文勉励, 永青姊妹

诗歌教唱及献唱“一生中最美的祝福”，玉娥教剪纸与手工。当天晚上最大的收获乃是一

位来自大陆的姑娘已经好几个月未曾去教会了, 听到永青将要分享见证, 就来了。散会后, 

我们有一段时间的交谈分享与祷告。如今这位姐妹每个礼拜都到教会去参加聚会。感谢

主,  这位迷失的羊又回到主的怀抱里了。

6月17日，是我们离开台湾的前一天，永青姐妹到台中平和教会见证及诗歌献唱 “这里有

神的同在”。这个教会是玉娥妹妹聚会的地方,  我也连续在这间教会有两次见证分享， 05

及06年。 感谢主，因着我们的爱心关怀以及短宣的投入感动了玉娥的妹夫,  他是一位齿模

师,  也好久未来教会了,  但从05年以后的每一个礼拜天他们全家都一起来敬拜主。

新丰崇真堂有三位大陆来的姑娘，蓝太太,  陈太太, 朱太太。经过永青姊妹的见证分享以

及个人交谈彼此需要代祷， 如今这三位姐妹已卸下重担，完全交托仰望主的引领。 由于

年纪差异很大, 这几对夫妻常有代沟, 口角等问题, 求慈悲的天父眷顾保守，让他们更懂得

如何以谦卑的态度彼此包容宽恕, 来到上帝的面前，同心祷告, 以宽容的心彼此接纳对方，

重新塑造成合乎神心意的恩爱夫妻。

新丰崇真堂教会, 台中平安堂教会诚恳地邀请短宣队明年能再度回到台湾, 一起合作, 同得

主恩,  蒙主用,  为主发光。

愿圣灵亲自作工, 感动西区教会的同工有服事神, 服事人的心, 明年能考虑参与台湾短宣的

事工， 让更多的人因为听见福音

奇妙的大能而得救。

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愿耶和

华以勒，主恩永偕。

周志忠与南苗妇幼中心的问题少女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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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Taiwan Mission Trip

Rebecca Shi

This	summer,	I	was	blessed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serve	in	Taiwan.	My	first	mission	trip	abroad,	
and I was grossly unprepared.

When	Auntie	Beatrice	first	sent	out	the	email,	I	signed	up	completely	on	a	whim.	My	summer	plans	
weren’t	set	in	stone,	I’ve	never	met	any	of	the	team	members	before,	and	my	flight	itinerary	was	far	
from booked. So as the departure date drew nearer, my doubts grew stronger; a storm was brewing 
in my heart, stirring up my nerves.

I doubted my ability to serve. To call my Chinese level basic is an overstatement. How can I serve 
God when I don’t have the vocabulary to do so? How can I build lasting relationships with students 
when we can barely understand each other? I doubted the makeup of the team. As I eagerly jumped 
on the opportunity to go to Taiwan, little did I know that the team would be made mostly of families. 
I’ve never served so closely with adults and youth and children at the same time before. In addition, 
being the only member from Massachusetts, I’ve never met my teammates in person, only ever 
seeing their faces and hearing their voices through a poorly connected Skype call. Once in Taiwan, 
I doubted how much we could accomplish. Finally arriving after over twenty hours of sleepless 
and	uncomfortable	flights	definitely	took	a	toll	on	our	health.	Teammates	had	fevers	and	got	food	
poisoning on top of our overall feeling of general exhaustion. 

We hit the ground running and immediately got to work teaching English to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San Xia. The dean of the school only allowed us to spend four half-days with the students. On 
the	first	day	of	class,	we	discovered	that	these	students	were	very	different	from	what	we	were	
used to in the US. In the US,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participate and respectfully challenge 
their teachers. In Taiwan, however, students are taught that questioning the teacher or speaking 
up during class was rude and unacceptable. The students we faced at San Xia were so quiet and 
timid- we could barely hear their voices over the whir of the fans and AC. We were discouraged 
by our students’ shyness and lack of energy. But God showed us that he had a plan. Although 
we could only spend four mornings with the San Xia students, He softened their hearts and they 
were singing, dancing, playing music, cheering and laughing with us. We saw their walls come 
down as we got to know them and they got to know us; we built real friendships that crossed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boundaries! Students came from all over New Taipei to join us at church 
that Sunday, even though most of them do not have Christian backgrounds. God calmed our 
doubts and reservations about serving in San Xia and gave us opportunities to get to know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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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y students.
Next	we	got	on	a	boat.	We	partnered	with	a	team	from	Da-an	Church	in	Taipei	and	were	off	to	
Peng Hu for VBS. Though Da-an Church had already prepared programming for the 200+ elemen-
tary school children, the American team was given full reign over the class of thirty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lthough we spent full days with these students, we ran into the same problem we had in 
San Xia: the students were unbelievably reserved! Though these students found out about the pro-
gram through local churches, many came from Buddhist backgrounds and had never even stepped 
foot inside a Christian church. But again, God opened doors for us. Whether it was through our 
testimonies or our mutual obsession with Pokemon Go, God built friendships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By the end of the week, most of the class had decided to let Jesus into their lives and 
get to know Him better. Tears of joy and sorrow rolled down our cheeks as we said goodbye to the 
students, knowing that we’ll miss them when we head back to the US but also hopeful for the seed 
that we planted in their hearts.

Despite	all	of	the	difficulties	we	faced	on	missions	overseas,	Jesus	calmed	the	choppy	waters	in	
Taiwan and the storm of doubt raging in our hearts. He has answered our cries for help, and I feel 
extremely blessed to have been able to see God work in Taiwan.  



波士顿西郊圣经教会十周年特刊 感恩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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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
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戒，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作什麽，
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藉着他感谢父神。

（歌罗西书  3: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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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

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

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

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

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诗篇1：1-6

在NIV英文翻译里，诗篇第一篇的第一个字就是蒙福 （Blessed is the man...）。在中文新译

本圣经里，为了更符合原文的意思，把“有福的人”放到了最前面（有福的人：不从恶

人的计谋...）诗篇的作者在这里为我们指出了一条蒙福之路。什么样的人能够蒙神的祝福

呢？

一、蒙福的人，远离罪恶

1：1，“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一个人堕落有三个

步骤。首先是在心思意念上，听从了恶人的计谋；接下来就是在实际行动上，站在了罪

人的道路；最后是在生活方式上，彻底堕落，坐在了亵慢人的座位。

这里有三个不：不从、不站、不坐，表明我们对罪的态度，应当是坚决地说“不”，丝

毫不能妥协、丝毫不能含糊（clear and firm）。否则，我们就给魔鬼留了地步。

主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魔鬼对祂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

物。”主耶稣禁食四十昼夜，祂的肉体虽然感到饥饿，当试探来临的时候，祂丝毫不含

糊, 回答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一连三个回合，主

耶稣对魔鬼的回答，既clear，又firm。圣经上说:“于是魔鬼离了耶稣。”

当魔鬼试探我们的时候，关键在于我们的态度。罪恶的念头往往先是在我们的脑海里

一闪而过，要看我们的反应如何。当约瑟受到波提乏妻子引诱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

么？“我怎能作这大恶，得罪神呢？”

蒙福的人生

朱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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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儿女，因为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对罪应该是很敏感的（sensitive）。我们对罪

的态度，应当是坚决地抵制，不含糊、不妥协（clear and firm）。当我们远离罪恶，活在

神圣洁中的时候，我们必然会经历到神的同在、神的大能。神的祝福必然会倾倒在我们的

身上。

二、蒙福的人，喜爱神的话语

1：2，“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要成为一个蒙神祝福的人，

从消极的方面，我们要远离罪恶。从积极的方面，我们要爱慕神的话语。彼得前书2：2

，“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是我们生活的指引。不仅要读神的话，最好是

背诵神的话。诗人在这里说，要昼夜思想。怎样才能昼夜思想？我们不可能一天二十四小

时手里拿着圣经。只有把一些经节记在心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反复思想(meditate)。在

反复思想的过程中，我们就可以察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从而行在神的旨意

中，不偏左右。

箴6：20-22，“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要常系在你心上，

挂在你项上。你行走，他必引导你。你躺卧，他必保守你。你睡醒，他必与你谈论。”

因此，圣灵常常是透过神的话语来引导我们。当我们思想神的话语，当神的话充满我们心

思意念的时候，我们就活在圣灵里面，就可以顺着圣灵而行，就有能力抵挡魔鬼的试探。

当罪恶的念头在我们心里一闪而过的时候，因为我们的里面有神的话，有真理作指引，我

们就能看透魔鬼的伎俩，就有能力，立即说不。这样，我们就住在主的里面，主也住在我

们的里面。

奥古斯丁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是一位吃喝嫖赌、放荡不羁的青年。在三十二岁的那一年，

有一天他在花园里散步，突然有一个声音对他说：拿起来读！他转头一看，是一本圣经。

他一打开，就看到罗马书13：13-14，“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

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

欲。”从那一天以后，奥古斯丁痛改前非，抵制一切罪恶的诱惑，他竭力活在神圣洁的光

中。后来神大大地祝福他，他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

当我们时时刻刻把神的话藏在心里的时候，神的话就可以洁净我们的行为。诗篇的作者

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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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蒙福的人，生命不干渴

“这人便为有福。”（诗篇1：1-2）有什么样的福呢？诗篇的作者在接下来的第三节

里，用了一幅很生动的图画来描述，一个蒙神祝福的人，他的生命有什么样的特质。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

利。”在耶利米书17：7-8也有同样的描写，“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

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

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因为是栽在溪水旁，有丰富的水源，所以他的生命不干

渴，他的叶子不枯干。而且溪水是流动的，是活水，不是死水，所以这个水源是活水的

泉源。死水会越用越少，活水却是越用越多。用得越多，供应得越快，因为它一直在涌

流，永不止息。这个活水的泉源，就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

约翰福音第四章，记载了主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在雅各井旁的一段对话。耶稣对这位撒

玛利亚的妇人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

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约翰福音 4: 13-14） 所以，我们属灵的生

命要得到滋润和饱足，必须要靠近耶稣。我们要借着祷告，随时随地与祂交通，活在基

督里。一个灯泡，只要一插上电源，灯就自然亮了。同样地，只要与这位活水的源头接

通，我们的生命就不干渴。我们的生命就必然丰盛。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约翰

福音 6:35）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属灵的生命很饥饿、很干渴，那是因为我们还在喝那口雅

各井的水，我们还在追求世界上的名利、财富和享乐。雅各井的水，是死水。人喝了，

还要再渴。

所罗门说：“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

的。”所罗门因为有智慧，他的名声在当时传遍天下，天下万国都向他进贡，他拥有极

多的财富。他的妃嫔多达一千个。他拥有世界上的一切，他享受了世界上的一切。可是

他在传道书里说什么呢？这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

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传1：8）世界上的名利、财富和享乐，雅各井的水，

是死水，不能满足人心灵的饥渴。耶2：13“因为我的百姓作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

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让我们的心再一次来归向耶

稣这位活水的泉源吧！祂必要成为我们真正的满足和喜乐。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这个“栽”字，英文的翻译是“plant”，但希伯来原文

的意思是“Transplant”，是移栽。既然是移栽，这棵树是有主人的，是被拣选的，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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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有归宿。马太福音9：36，“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

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彼前2：25，“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

牧人监督了。”既然是移栽，这棵树原本不是生长在这里，乃是被移植到这里。我们本来

是在亚当里，是罪人，被黑暗的权势所辖制。如今却因着神的恩典和耶稣的救赎，罪得赦

免，从黑暗的权势被迁到神爱子光明的国度。所以，一个蒙福的人，他首先是一个罪得赦

免、蒙恩得救的人。大卫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四、蒙福的人，生命结果子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诗篇1：3），“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

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

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 （约翰福音15：4-5） 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

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所以，我们属灵的生命多结果子的秘诀是什么？要活在主的里面，要活在主话语的里面，

枝子要连在耶稣这棵真葡萄树上。这样，我们就会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有充足的水分和

营养的供应，就会按时候结果子，成为神荣美的见证。

结什么样的果子呢？圣经上讲到了三种不同的果子。圣灵的果子、福音的果子、嘴唇的果

子。加5：22-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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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所结的果子，是我们生命的品格。福音的果子，就是我们领人归

主。罗1：13-15，“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

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利尼人，化

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

马的人。” 福音的果子，是我们生命的果效。嘴唇的果子，就是我们对神的感谢和赞美。

来13：15，“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

果子。” 嘴唇的果子，是我们生命的态度。 

五、蒙福的人，生命有亨通

1：3说，“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whatever he does prospers）这句话需要带着很大的

信心来读。也许我们生活的实际经历告诉我们，事实并不一定如此。也许我们常常会觉得

恶人的道路通达、昌盛，信靠神的人反而受苦。

约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可是他的一生却充满了坎坷。他被哥哥们卖到埃及做奴隶，他被

波提乏的妻子所冤枉而被关进监狱。他在监狱里为埃及的酒政和膳长解梦，请求他们出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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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也救他脱离监牢。可是当酒政官复原职的时候，竟然忘记了他。他在监狱里又等了整整

两年。也许我们会说，约瑟的一生真是很惨。约伯也是一样。圣经上说，“他完全正直，

敬畏神，远离恶事。”可是就在一夜之间，他失去了他所有的儿女，他失去了他所有的财

产，他还全身长满了毒疮，他失去了健康。也许我们会说，约伯的一生真是很惨。

当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当我们在逆境中的时候，关键在于是否有神的同在。只要有神的

同在，任何苦难都使我们得益处。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化苦难为祝

福。若没有神的同在，任何苦难都是白白受苦。我们任何的遭遇，无论在人看来有多艰

难，有多痛苦，只要有神的同在，神必然要在祂丰盛的恩典里，把我们从流泪谷带到喜乐

泉。让我们经历到，凡我们所行的，尽都顺利。当约瑟被卖到埃及做奴隶的时候，圣经上

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当他被关进监狱的时候，圣经上又说，“因为

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神之所以允许苦难在我们的生命中发

生，是因为神要雕琢我们，要磨练我们，要预备我们，好让我们在属灵的品格上更加成

熟，好让我们承受更大、更多的祝福。

约瑟的生命中经历了苦难，所以他在属灵上更加成熟。神给了他更大的恩典。神后来让他

做了埃及的宰相。因着苦难和坎坷，约瑟活出了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创49：22是这样评价

约瑟的一生，“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泉旁多结果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约

伯的生命中经历了苦难，所以他更多、更深地认识了神。他从心里发出了赞叹，“我从前

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当他从苦境中转回的时候，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

的加倍。

所以只要有神的同在，我们生活中所经历的每一个苦难和坎坷，都要成为神恩典的祝福。

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约瑟真实地经历

了，约伯也真实地经历了。

让我们爱慕神的话语，相信神的话语，与耶稣这位活水的泉源接通，住在主的里面，远离

罪恶，顺着圣灵而行。我们就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在

我们的生命中，必然也要真实地经历，“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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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离开西区教会已经整四年了。从教会植堂开始，到四年前我们因

搬家的缘故离开，我见证了西区教会的成长，也经历了我个人在属灵生命中的成长。

2005年我们全家搬到了Acton。在这之前，我们在位于Lexington的Grace Chapel 聚会。Grace 

Chapel很大，大到你可以隐姓埋名地藏在里面，主日聚会你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没

有人在意，是一个只接受喂养，不用付出的理想教会。所以，当有一天，丹旸在参加了几

次西区的周五查经之后，建议以后我们全家换到西区聚会，我很不愿意，Grace Chapel 是

我们自从2000年搬到Boston地区后换的第五家教会了，我在这里很舒服，我不想换。结果

是，主日聚会时，丹旸带着孩子去西区，我还坚持去Grace Chapel。三个月之后，我屈服

了，就这样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到了西区教会。

记得第一次参加西区教会的聚会是在位于Boxborough的一个旅馆，那天唱了什么诗歌，是

谁讲道，讲道内容是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唯一记得的是，敬拜完了以后，一位弟兄走向

我，向我伸手，自我介绍说：“我叫刘相海”，我感到很温暖，就这样下决心留下来了。

后来开始定期参加周五的查经和周二的祷告会。再后来，蔡牧师让我和他一起带受洗班的

主日学。蔡牧师是一个很好的Mentor，开始他让我观摩，然后他让我试着教了几堂课，到

最后他让我自己找同工，一起来带受洗班。现在想起来，我对那几届受洗班有亏欠，因为

我觉得那时的我，在圣经知识和属灵的生命上都没有预备好。那时的我，有的是更多的

出于血气的热心，或者说只是有愿做的心。但主是怜悯仁慈的主，祂竟然也使用这样的热

心，将教导的负担逐渐放入我的心里，也借此塑造我，改变我。

2010年11月我有机会第一次在西区上讲台证道。在这之前，我和宝慈，艳文，和建川一起

参加了李长老带领的一个讲道培训小组，用的是Gordon-Conwell 神学院的讲道录音教材。

这个培训对我帮助很大，不单单是在学习讲道的知识和技巧，在与李长老和这几位弟兄姐

妹的一起讨论，分享，和祷告中也是有许多的收获。第一次讲道我感觉很好，讲道的内容

是基于何西阿书9-10章，虽然旧约圣经不好讲，我讲稿的准备却是比较顺利。讲道时我自

己也很感动，讲完以后弟兄姐妹给了我很多的鼓励。然而，在后面的讲道准备过程中却遇

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我感到极其的枯干，读经没有感动，好长时间，题目也定不下来，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写。

成长的日子

舒国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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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傍晚，谢峰和倚宁散步到我们家，在一起谈到这难处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失声

痛哭。倚宁向我介绍了国内的弟兄姐妹如何祷告，说他们早上很早就起来祷告。从此，

我开始了早晨灵修与祷告的生活，学习在困境中呼求神，也经历了与神交通的甜蜜。在

后来的日子里，我自己的灵命生活有高有低，但有一点连我自己都感到很惊讶，就是即

使在我灵命生活的最低点，只要我打开圣经来读，就会有感动，就会有亮光。

在这期间，我因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了钟马田牧师的以弗所书讲道集，这一套书将我带

到了另一个天地，才发现神的话语是如此的深邃，丰富，和崇高。就像一个登山的人，

你以为你已经看到了很多，但当你翻过一座山峰的时候，另一个天地向你展开，是无与

伦比的美景。不管中文英文，我几乎购买了所有钟马田牧师的书。后来，听从建川的建

议，读书不要太单一，也因着建川的缘故，开始读聚会所倪柝声弟兄的著作。这两位属

灵前辈的讲道对我影响很大，钟马田牧师的讲道风格被称为是“燃烧的逻辑（Logic On 

Fire）”。他的讲道很有逻辑，这可能与他是学医的出身有关，也正合我们这些理工出

身的人的胃口，因为圣经本来就是很有逻辑的一本书。他可以把一节圣经，左右拓展，

也可以一直往里钻，直到穿透为止。但他的讲道又充满激情，好比五旬节圣灵像火一样

的降临，听完使人觉得心里火热，这就是燃烧的逻辑。倪柝声弟兄的讲道却是另一种风

格，就是随灵而动，读他的讲道，你常常有豁然开朗的感觉，真正感受到什么是圣经所

说的“字句叫人死，精义叫人活”。

我愿意以上所写的成为一个见证。做见证有时候是一件危险的事，因为你的见证有可能

让人看你超乎你的所是，对你反倒有害。但是因为西区弟兄姐妹在我心里有特别的位

置，所以我愿意敞开心扉。我的见证就是，只要你有一颗愿意的心，愿意通过神的话语

来认识祂，愿意将你的生命和所有的盼望放都在耶稣基督身上，祂必然会在你的生命里

做工，你也必然会经历

神的带领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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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有音乐事工。音乐同工的事奉，对教会的发展有极大影响，对弟兄姊妹们的属灵成长

也起着重要的帮助。音乐与事奉神是分不开的。因为音乐是表达内心深处情感自然流露的

方式。所以神也要我们用这种真情流露的方式来赞颂敬拜祂。

一、音乐是神的创造

神造大自然，不仅五彩缤纷、气象万千，且有音声交响，充满活力。如此美丽壮观，为真

神荣耀之彰显。其中声音又有七阶之别，是音乐的基本元素。音乐无论千变万化，均不外

乎此七音阶。大自然中的声响，其本身即为极美之旋律。疾风呼啸、清泉流淌、瀑布飞

溅、海潮澎湃、甘霖淅沥、鸟语虫鸣……所谓“天籁之声”，既是神所创作的极美音乐，

亦是赞美神的绝佳诗歌。可见，音乐是神的创造，音乐是神的荣耀。神也是最伟大的音乐

家。

二、圣乐是音乐的最高境界

音乐既是神的杰作，且妙在音阶恰好七个，七在圣经即是表明完全、象征属神之数，故音

阶数为七，确在显示音乐乃神特别之作，且与神关系极密切也。因之，以音乐赞美神，乃

成全神造音乐的美意，实现音乐之所以存在的价值，发挥音乐艺术的极致。赞美耶稣、荣

耀真神之音乐—圣乐，即是音乐之最高境界。

《雅歌》是圣经中极优美之篇章，“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

歌1：1）。而此歌中之歌之内容即是以男女（良人、佳偶）爱情喻示真

神与祂的儿女或基督和祂的教会之间的圣爱。圣乐是音乐之最高境界的

形象表达。

不少家喻户晓之西洋大音乐家，均为基督徒，他们作有大量圣乐作品。

如巴哈之乐曲多用以对神之赞美，表现神所造世界之和谐，并藉此和谐

以仰望神。在他看来，音乐是他通向天国、与神对话的云梯，音乐乃是

透过隐蔽、理性之方式使人感觉神的存在。他著名的《马太受难曲》、

《约翰受难曲》，乃分别以音乐叙述马太福音、约翰福音两书所记载之

主耶稣受难经过。又如韩德尔在圣灵感动之下创作了《弥赛亚》，述说

谈谈音乐事奉

王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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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降生、受死、复活以表明祂的救恩。其出人意料地，以短短廿四天之速，撰成该

剧。创作该剧过程中，常被感动得泪流满面，泪水浸湿了手稿。

圣乐的贡献不仅及于信仰生活，亦及于古典、现代高雅艺术音乐之形成、发展。一般艺术

音乐，表现高尚情趣及自然人生之美。而圣乐，彰显真神之荣耀，传达圣经之真理。成激

励、安慰、教训、引导之功。寓道于乐，以乐扬道。

三、音乐事工的功用

（一）事奉真神

唱诗无论个人或诗班，是一种事奉。参加诗班不仅是兴趣使然，亦是发挥个人恩赐以善尽

本分。真神即以以色列之赞美为宝座。直至天国永世，天使、圣徒更是赞美、称颂不止（

启十四1-3）。故，诗颂乃荣耀之事奉。

（二）灵修自己

唱诗歌是一种灵修。借着诗歌音乐和歌词祷告真神，传达真理，自我省察。

（三）战胜魔鬼

唱诗歌是战胜魔鬼的方法，比如扫罗遭邪灵搅扰，大卫弹琴，即得释放（撒上十六14-23

）。赞美真神的诗歌让神喜爱，却令魔鬼战栗！

（四）造就圣徒

诗班的献唱，也是以音乐的形式，将神的道生动、形象地传达与会众，使之得到属灵的造

就。使徒保罗提及诗颂之教导、劝戒之用途。“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

的存在心里，用诗章 、颂词 、灵歌 ，彼此教导 ，互相劝戒 ，心被恩感 ，歌颂神” 。（

西三16）。

（五）传扬福音

诗班献唱，或带领会众唱诗歌，是有对外传扬福音的作用，以歌声、琴声传达救恩的信

息，令人印象深刻。多年来之实践，成效卓著。若诗班成员倚靠圣灵、自觉使命，加倍努

力，音乐诗歌布道必为主作更美好之见证。

（六）促进团契

教会是属灵团契，同灵之间应在灵修上互勉、事奉上搭配、生活上互助、感情上联谊（徒

二42-47）。依圣经真理，诗歌也当起促进团契的作用。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

说”（弗五19），“彼此教导、互相劝戒”（西三16）。因此，我们应设法发挥诗歌的团

契功用，使教会真正实现以诗歌彼此对说、彼此教导、互相劝戒而同得造就、大得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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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调和小调的区别 

(诗歌小常识) 

  

诗歌是对上帝的赞美、称颂、感恩、祈求。曲作者在创作时往往受了圣灵感动，会写出不

同曲调的诗歌, 以表达不同的感受或回应。大体说，赞美诗歌可以分成大调诗歌和小调诗

歌两种。那么如何来辨别大小调，如何在音乐上准确表达和演绎至关重要。以至于完全达

到赞美、称颂、感恩、祈求的功效。 

 

一、主音不同 

大调用首调听起来是 “1”唱“do”，小调用首调听起来是6，唱“la”。 

 

二、音阶不同 

大调是全全半全全全半，小调是全半全

全半全全。 

(大调)    

(小调) 

 

三、色彩结构不同 

大调一般明朗、开阔，小调一般柔和暗淡。一般来说，开始音符是使用1、3或5的，而结

束在1上的就是大调音乐。小调音乐一般第一个音符是从6或3开始，而结束在6上。 

 

四、大小调诗歌 

• 大调有：《展开清晨的翅膀》、《你是我神》、《我们呼求》、《有一位神》、《赞

美之泉》、《最知心的朋友》、《宝贵十架》、《深深爱你》、《世界之光》、《十

字路口》、《神啊我要赞美你》、《设立你宝座》、《阿爸父》… 

• 

• 小调有：《你是我永远的救主》、《以马内利恳求降临》、《Hi-Ne-Ni》、《万物的

结局近了》、《不能忘记》、《如鹰展翅上腾》、《神的羔羊》、《你的荣耀彰显在

全地》、《你坐着为王》、《主我邀请你》、《你的爱不离不弃》、《弹琴歌唱赞美

你》、《称颂至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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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圣彼得堡见闻

林志成

“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收割；因为

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 

                                                  启示录 14:15

因着天父安排的一个公派项目，我于2015年10月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做为期八个月的

文化使者。圣彼得堡是一个由许许多多岛屿、教堂和博物馆组成的历史文化名城。在此

期间，我接触了当地文化信仰，华人的基本情况及神国的建设。以下我代表我们恩慈二

组团契就这三方面作简单的介绍。

俄罗斯的文化与信仰：感谢神把１０％的居住地赐给了这个国家，以至大多数民众心中

有神。众所周知，俄罗斯是一个东正教国家，所以有许多漂亮的教堂，包括位于莫斯科

的十六世纪建造的圣瓦西里主教座堂、十九世纪建造的救世主大教堂，位于圣彼得堡的

十九世纪建造的圣以撒大教堂、滴血救世主教堂（基督复活大教堂）以及十八世纪建造

的圣彼得堡保罗大教堂。这些漂亮、雄伟、内涵丰富的教堂主要成了旅游的景点，其中

中国人占了游客的一大部分。在与本地人的交谈中，我发现东正教是他们文化的一部

分。据统计，６０％左右的人认为是东正教的，但不一定要去教堂，２０％左右的人是

伊斯兰教的，可以看到不少伊斯兰风格的建筑物，甚至相关的餐馆。

由于国家经济不太好，民众主要是忙于生计。有许多人需要做两份甚至四份工作。虽然

心中有神，但不太有时间去亲近上帝。感谢神，让我遇见John。John是一位美国牧师。他

从南达科他州（South Dakota）移民到俄罗斯的圣彼得堡。他的妻子是俄罗斯人。夫妇俩

一起事奉神。他们借用华人教堂，牧养着一群俄罗斯弟兄姐妹。

俄罗斯历史上曾出过许多文化文学名人，因此在不同的城市的大大小小的许多公园常会

见到许多这些名人的雕像。总体上来说，他们现在的文化（包括生活），有许多与二十

年前的中国文化比较想似，也相对比较保守。有很多跳蚤市场，私人承包的店面很多。

但他们的地铁是我见过的既便宜又漂亮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丰富的背景文化。

华人的基本情况：近十年中，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来到俄罗斯接受高等教育。据说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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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有三万中国留学生在俄学习。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俄罗斯的传统教育有着很高的

水平，特别是理工、人文（包括音乐、舞蹈、艺术等），学理的占中国留学生的大部分。

另一方面，俄罗斯大学学费很低，有的大学的学费比中国大学的学费还低很多。上面这两

个优势吸引了许多国际学生。据说，在圣彼得堡的理工大学，去年一年就有600～700中国

新生到来，以致校园许多地方有中文显示标志。这些年轻的学生第一次离开父母，语言不

通，很需要有人帮助。由于绝大部分学生在中国没有学俄语，他们到俄罗斯的第一关是学

俄语，也称之为预科。一年后，如果俄语考试通过，才进入正式本科学习。如果通不过，

就得转学重读。进入本科后，由于俄语不够好或其他原因，每年有许多中国学生被刷下

来，最后真正能毕业的学生只有一小部分。所以语言的障碍给中国学生带来很多困难。除

了语言文化上的障碍，学生的生活条件也很苦。我参观过一所音乐学院的留学生宿舍，印

象不太好。一个原因是大部分的楼房比较陈旧，且缺少装修。另一个原因是宿舍楼里所提

供的设施是最简陋的。因为不同的天气，生活不规律, 有的学生甚至得了精神病。请在我

们的祈祷中记念他们。

神国的建设:  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各有一家华人教会。我去的是圣彼得堡的华人圣经教会。

该教会大概有十多年的历史，最早是由远在洛杉矶的一家华人教会牧师帮助购置的产业，

以供慕会。目前每主日上午是前文提及的John 主持的俄语聚会，下午则是中文崇拜。每次

中文崇拜平均70人左右，90%是学生。赵保罗牧师夫妇在那里全职事奉(见赵牧师和笔者在

图1中)。他们俩是河南人，曾在南京神学院受训，后公派到

美国留学，成为洛杉矶那家华人教会的牧师助理，于2010年

受呼召来到圣彼得堡华人圣经教会事奉。2010年以前，整个

教会的运行都是由同工负责，没有牧师。我在那里的七个月

中，年轻学生的爱主程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聚会

的条件不算好(见图1)，但在过去的五年中，已经有300人决

志，160人受洗，90人受训成为同工。参加受洗班的人必须

通过考试后方能受洗。赵牧师夫妇的儿子在美国上大学，

每年赵牧师夫妇有一个多月回美国探亲。在这一个多月中，

学生仍然有秩序地照常崇拜（看讲道录像），孩子们非常自

觉。每星期四晚上，或是祷告会，或是看见证类的电影或录

像、分享。他们建立了一整套适合于学生用的崇拜节目。每

年有同工退休会，每两到三年组织一个福音营。今年五月上

旬，我有幸参加了他们学生组织的福音营，由冯秉诚牧师主

讲，约有180人参加。地点是在前苏联第一位宇航员所在的

疗养院。所有的准备工作都是由学生来完成。制作宣传册、

场地安排、活动程序、诗班准备、邀请新人、游戏小品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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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一直到每天凌晨一点钟的祷告会。有的学生为此熬了好几个通宵。感谢神！一切都顺

利，而且还促成了一对爱主的新人。由于会场较小，教会每次聚会显得很拥挤。去年初他

们开始为此祷告，求神为此预备一个新的场所。很快他们在另一个岛上（瓦西里岛），也

是中国学生比较集中的地方找到了一处适合的场所，但售价是20万美元。所以他们的祷告

是：两个月内筹备到20万美元。结果感谢主，在洛杉矶联合教会的帮助下，两个月内筹到

了20万美元，因而使得顺利地购得新的场所，为进一步扩展神国创造了条件。

感谢神，让我有七个月的时间与这群可爱的学生们相处，从他们身上学到许多也得到许多

鼓励。另一个深刻印象是他们一年一度的背诵圣经比赛，连经文中的标点符号都没有错，

个个厉害，真是令人羡慕。也感谢神的安排，我有四次与他们分享的机会，其中不乏感动

和泪水，深深感受到神的真切。

八个月的时间让我看到地极远处对福音的需求，更看到神自己的动工。虽然那里的教会规

模很小，也有伊斯兰和耶和华见证会干扰，但我们坚信，神的国一定会达到地极: 因为神

留在圣经上的话语,  就是真理。

“上帝啊，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直到地极！ 你的右手满了公义。” 

（诗篇 4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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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上感恩的心

杨军

在新英格兰满山红叶绚丽多彩的日子，妈妈带着喜乐的心和健康的身体从美国艾克顿家里

回北京探亲访友。 回想妈妈和我们全家度过的一年多的日子，心里充满感恩。

妈妈是2014年7月12日到美治病的。她从2014年初在清华家里晕倒住院, 后查出肺癌，中国

专家会诊，到能来到美国的过程，充满了神的恩典和引领。徐卫等亲戚朋友邻居们的帮

助，唐燕华和唐叔叔用亲身在美治疗癌症经历劝说妈妈来美治疗。妈妈于7月在MGH麻省

总院和Dana-Farber癌症中心接受四位美国肺癌专家耐心细致确诊。8月26日麻省总院Lanuti

医生精湛肺癌微创手术，以及美国麻省完善的医疗体系和以人为本的医护理念令人敬佩。

西区教会弟兄姐妹一直为妈妈的身体祷告，张阿姨等弟兄姐妹的看望，玉娥的照顾，老年

组团契的问候， 让我们感动。手术后恢复能够这样顺利，能够正常活动，真是感谢神的恩

典。

2015大年初五，母亲手术半年后检查，没有发现任何异常。Lanuti医生举起大姆指说非常

好！母亲和我很高兴，感谢医生并祝他羊年快乐。母亲拿出“德高术精，妙手回春”八个

书法大字送给医生。他非常高兴，并逐字了解意思。和母亲合了影后，Lanuti医生握着母

亲的手，谦和地说“谢谢你！我非常荣幸为你治疗”。下午开车回家，路过瓦尔登湖，我

和母亲下车走到被五周以来频繁大风雪覆盖的湖边。阳光灿烂，湖面和松树上都是厚厚的

白雪，甚是美丽。我穿着从李长老那借来的Cross Country滑雪鞋八分钟滑雪横穿冰雪覆盖

的瓦尔登湖，心悦神爽。写下小诗一首：

羊年穿越冰雪瓦湖

波城二月暴风雪，

瓦湖清晨多宁静；

尘世污秽都除尽，

白雪覆盖显圣洁。

老母小羊负重担，

妙手回春鹰上腾；

漫步滑雪精神爽，

穿越瓦湖喜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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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17日，妈妈和其他五位成人及青少年在西区教会受洗。妈妈是2013年8月9日在

李长老及师母的带领下决志信主的。她一生经历坎坷，为神的引领恩典献上感恩。妈妈肺

癌手术康复后，看到我们早出晚归，她每天常常主动在家做饭，比上次来波士顿做得还

多。5月，三舅舅病危，我们一起为他迫切祷告，妈妈说耶稣能使死人复活，瞎子看见，

她每天都为三舅舅转危为安祷告。看到她对主的信心很受鼓励。虽然三舅舅不久去世，我

和她讲相信神的公义慈爱和垂听我们的祷告，妈妈很惋惜但不失希望。10月的一个周日，

长期饱受病痛的Dick和Nancy回到教会，妈妈主动上前微笑着和他们握手。看到三个有毅

力有信心的老者在一起很感人。

妈妈一生经历中国历史运动，长期照顾病痛中的丈夫，现在照顾儿子儿媳孙女一家，还有

小狗杰克Jack也是她从小带大。这次一人回国，她有条不紊地把屋子和行李收拾好。她想

把她所信的所经历的和舅舅姨妈他们家人分享。她常常为我和我们一家祷告。我请她写几

个大字挂在我床边：“不着急温柔和谐”。妈妈对我讲：“要做出来，不要老说”。妈妈

还是很安静，却少些担心，少些犹豫，多些微笑，多些理解包容，多些安慰鼓励，多些盼

望。

我们虽然都有很多缺点过犯，却是得主拯救蒙恩的罪人。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必得

得救（徒16：31）。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林后5:17）。祂使水变成酒。

妈妈回北京前的周日, 写好一幅大字送给博怡，恩怡，“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节制”（加 5:22-23） 

妈妈再见。让我们无论何时何地，和风细雨或是波涛汹涌，常常感恩，希望不灭，直到春

暖花开再见面的日子。

祝妈妈81岁生日快乐，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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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是我的见证

纪君美

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后，一下子迁回中国，这4个月来经历了诸多的不适应。一天早晨，

神的话临到我：“只有活人，活人必称谢你，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以赛亚

书38：19)，隔了一天神又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是神！”(以赛亚书43:12), 并且又

说：“Review the past for me” (以赛亚书43:26)。 我顺服主的心意，把上次见证到现在这段

时间，主对自己的带领，祂的作为及信实如实见证出来，为的是让人知道: “他是神！”.

在女儿离开家上大学的第一年，真是感到无比美好。女儿离家不远，我们每个月都可以去

看她，也参加学校的一些活动，如社团演出等。我们分享孩子的兴奋和喜乐，更是享受重

归二人世界的亲密。先生说：饭菜做得更精致可口了。这一年，神让我享受了许多度假，

去加州，去拉斯维加斯，去南美。如同安息年。没有给很多服侍的负担，就是休息，享受

家庭生活，先生有感动服侍青少年和诗班，也很喜乐，我也支持他。孩子放假住在家里

时，我们就一起读经分享祷告，求神带领我们每个人下一步的生活。尤其是我，做了这么

多年全职妈妈，孩子一上大学都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了。先生也在为他的工作方向祷

告。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跟着她在教会做主日学老师，我发现小孩子们喜欢我的课，

我也教得很开心，于是想也许可以去做Afterschool Program, 我就去探索这方面的事。在这

期间，自己灵里也感到神要我去服务社区，好像是说你已从教会这个学校毕业了。这时有

一件事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就是长辈团契的两位长辈先后跟我说：你对老人有爱心，来老

人日托看护中心工作吧(又叫托老所)，他们缺人手。我一开始还是有点挣扎的，因为跟我

想的不一样。但我又疑惑这是不是主的带领，就去一家托老院看了一下，因为知道有时神

一定要我们走出去到那儿，才告诉我们下一步。叫走一步看一步，脚前的灯。而路上的

光，是指大方向就是服务社区。我到那里后，灵里的感动临到我：“我可没让你来这工

作”。回家和先生分享，他也不支持。这事于是就放下来了。过了两天另一家刚开张的彩

虹日托中心的负责人张珏打电话来邀请我去工作面试。我只好又去了，因为搞不清神是不

让去做这一行，还是不让做那一家。

我去了这一家看了以后，觉得很喜欢那里的场地，而且刚开张，应该有让我发挥自己潜力

的空间。并且圣灵似乎对我说：“来这工作吧，你不是有一个梦想，要为中国人做点事

吗？” 我心想: 还真是，我都快把这个梦想忘记了，神还记着呢。回家和先生一说，这回

他居然也支持。这样一来好像就没有再推托的余地了。可我把做Afterschool的事放一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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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不甘心。但圣灵的管教临到我，我知道我不得不顺服。

就这样我开始新的工作，但服侍老人其实并不容易，他们一开始不接纳我，我常常感到

谦卑和爱心被考验，还有老板的质疑，让顺服的心态受到挑战，在离开职场十多年以

后，体力也需要适应，几乎每一分钟都在奔走，还要特别有喜乐与耐心。全靠着主与每

天的祷告，神信实地每天加给我力量和智慧。如今想起来，实在要赞美和感谢我的主！

祂使我超越我所能达到的。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开了各种课程：英文口语与阅读，电

脑与平板电脑的使用，跳舞包括交谊舞与广场舞，圣经，串珠等，丰富了长辈们的生

活。也和同事合作协调其它服务，如早操，理发，足疗，游泳等。

当每天的人数从二十多人上升到一百二十多时，冲突与矛盾时时会出现。长辈们有各种

身体疾病与记忆衰退，及老年忧郁症等，让每个人在这里都开心，喜乐，满意几乎是不

可能的。我自己感到不胜其烦，所以我每天祷告，然后尽己所能，并求神祝福每一位。

每个月的生日庆祝，节日趴与联欢，庆祝感恩节，圣诞节，春节等都带给长辈们欢喜与

快乐。做为活动策划，我们还举办了中国文学欣赏，手工、毛笔字绘画艺术展，猜灯

谜，乒乓球大赛，麻将赛等，让长辈们发挥他们的才情与天赋。我发现他们多才多艺，

乐观伟大的一面，这给我的工作增添了许多惊喜。在此也特别感恩同事之间的友谊，他

们大多是基督徒，我看到他们的爱心与忠于本职，我从他们身上也学到许多！

在张珏的支持下，我们为长辈们做时装表演。在圣诞节期间，教会的弟兄姊妹也一起为

长辈们举办了报佳音音乐会，希望把福音传给

他们，因为他们已走到人生的冬季，有时会碰

到今天见到明天再也见不到的事，让人悲伤，

真是谁能为明天夸口呢？谁能为人生的那一边

着想呢？愿人将荣耀归给祂，因祂爱老人，怜

悯他们。愿人都认识祂的名！得到永生，在那

里没有悲伤，没有眼泪，没有疾病，没有死

亡，好的无比。这一切都写在启示录里面。信

靠他的人何等有福有盼望！

在我工作一年以后，我一边想我退休前就干这

一行也不错嘛，尽管对我来说钱不多，但工作

让我高兴又没太大压力，又有利健康；虽然我

起先并没打算做这个，但我相信神的安排是最

好的。我不是做得很好吗，好多人都说我很适

合这个工作呢。另一方面我又感到自己工作的

热情在下降。也许是因为过了那种新鲜与刺激

的阶段。不久，我先生说工作要调到上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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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去就去吧，反正他也常出差，我也习惯了一个人，我守在美国，孩子也在这里，有教

会，有工作，我没问题的。他也可以常常回来。只不过是以前他在家多，在外少，现在

是他在家少，在外多而已，没觉得这是大问题。但是不久，在早上读经时，神的话临到

我：“你们在这里有地有房，但你要过去，帮助你的弟兄争战。。。”我感到神要我搬回

上海，是的，非常明确！这可是个巨大的转折，我将如何度过呢? 且后来所发生的事完全

超乎我的意料之外，让我再一次看到神大能拯救的手，和祂救恩的膀臂显露 ，祂的旨意最

终奇妙成就。

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教会来过一个离了婚的姊妹，暂且称她为W，通过她介绍自己的

佛教背景和谈吐，我当时灵里有一个感动，就是为她祷告，她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后来

也偶而来过姐妹会几次。这样的感动与求神看顾怜恤她的简单祷告持续了好多年，因为要

帮助她实在是无能为力。

真是巧啊，就在我和老板表示要辞职不久，有一天回到家中听到电话留言机W的电话，大

意是她在图书馆，希望我去接她，因为没交房租已被警方协助搬出公寓，声音平静中带着

哀伤。我知道事情蛮严重的，当时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没有祷告就冲到图书馆去了，

找一圈也没找到人，却接到我女儿的电话说要医疗保险卡，我拍了照片发给她，却一点没

意识到一场属灵争战的开始。我又回家给周立，葱茏她们发微信，希望她们帮助祷告找到

W，感谢主！后来的几个月，一直是她们的祷告在托住我走过死荫的幽谷，有同工实在是

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啊。我打911问警察有没有看见W，得知她刚刚从Storage room 回到图书

馆。就去把她接回家中，先斩后奏，再跟先生请求同意，因当时他在中国出差。实际上在

后来的两个月中，先生非常配合，怜悯她帮她修车，甚至是从下水道帮她捞车钥匙，并照

顾在争战中受伤的我，十分耐心，使我非常感恩！在关键的时候，老公是靠得住的，在此

也要为老公做一次美金大存款！感谢上帝的供应与保守的恩典！

在和W一起生活的日子里，发现她其实很有才，会画画，会电脑，且对我教的舞蹈也有兴

趣，于是我萌生了把她介绍到日托所工作的想法，因为老板也希望我能介绍人手过去。我

于是把她带到那里观摩，又试着让她先做义工，这一切并不容易，在劝说的过程中，让我

学习到尊重，温柔和仰望神的功课。最后迫于生计的需要，她终于同意去，等到办完手

续，开始发工资，我才松了一口气，想起在这一切事情发生的时间衔接上的奇妙，让我心

生敬畏，我知道一切都是上帝在看顾安排。如果早发生，我帮不了她，因为她接手的是我

的位置，如果晚发生，我走了，也不能帮她，实际上她只认识、信任我，这也是上帝的恩

典，因为我和她不过是萍水相逢。

然而事情没那么简单，就在W开始正式得到工作的那一天，我发现身上开始长疹子，接着

陷入灵里的低谷，四肢长满可怕的疹子，看急诊，看医生都没有用。我知道我被攻击了，

如同在落入地狱的深处，感到黑暗，害怕，痛苦且崩溃，无法入睡，身上奇痒难忍。赶忙

请周立祷告，她告诉我家里有不当拿之物，我于是奉主名抹油，求主洁净，让我知道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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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因为神是圣洁的。经过祷告，看到的异象是一位老奶奶的脸，最后终于发现是W的外

婆的戒指应当归还给她。她的外婆从小把她带大，也带她在佛前拜拜，戒指是送给她结婚

的祝福礼物。她先前生活拮据时非要把戒指典当一千元押在我这里。我拗不过她，为了帮

助她就答应了，把戒指随手放在柜子里。于是赶紧归还给她。再祷告，神让我看到异象，

我知道主听了祷告，医治我了，我才渐渐好起来。而W得到新的工作，两个月后，振乾，

辛贵，国庆，唐密等弟兄帮她搬入新的公寓。在此也谢谢弟兄们的辛劳与付出。回头一看

才意识到我这一年的工作也是为她的预备，真是压伤的芦苇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不吹灭，

贫穷人的指望不至全然灭绝。神爱W，神记念我的祷告，并将祂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成

就在教会里！赞美主！凡在我里面的都要赞美耶和华！唯有耶和华是神，除祂以外别无拯

救！一切的偶像都属虚妄。只有我们的神，怜悯贫穷的，爱护年老的。也看顾孤儿寡妇。

世人啊，当认识我们至高的神，创造天地的主！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使我在可安息的水边，他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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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

杖，你的杆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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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在这次走过死荫的幽谷，神为我摆设了什么筵席呢？祂借诗歌再次举起我的灵：“你的爱

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涌流，你必永远记念与我所立的约，使我领受丰盛的恩典。”祂让

我看到我需要把屋里的东西倒空的异象，并赐我力量帮助我做到这一点。最后空房子租出

去，所以是有地有房，和祂指示的一样。祂让我看到一支箭射出去的异象，我知道女儿独

立了。还看到一个男孩进入家门，不久女儿告诉我她有男朋友了。神体谅我离开孩子的牵

挂，让我放心离开。在我搬家的过程中，享受到姊妹们的体贴和爱，感谢教会弟兄姊妹们

的代祷和支持，愿神祝福教会这个大家庭！我们教会真是好得无比。教会也是天国在地上

的大使馆，是有需要的人的避难所，在过去的近十年中，靠主的恩典，祂使用我服侍和陪

伴过妇女走出离婚的痛苦，关怀癌症病人和家庭，服侍青少年度过青春期和家庭危机，并

完成学业顺利升入大学，帮助再婚家庭的建立，等等，愿人都能把感谢归给祂！并认识祂

的美好!

神也顾念我，虽然没有做成afterschool，但我对教育有热情和负担，我相信教师应该是人

类灵魂的工程师，教育也应该是改变社会的最佳捷径！神为我在上海预备一个有基督教异

象的晚托班教育机构，我开始新的学习与征程，愿主使用我们，祝福每一个孩子！

我不知明天将如何，但我知主掌管明天。我路途虽经历水火，但主宝血将我遮盖！我不知

明天将如何，但那看顾麻雀的恩主，必时时看顾。

愿一切荣耀与赞美归给祂! 奉耶稣的圣名，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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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能够将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

徐珞珈

我从小就去教会，家离教会比较远，我记得去教会是一个和家人在一起很高兴和快乐的事

情。在教会我知道神，开始追求祂。我爱上了教会，爱上了叔叔阿姨们给我的照顾和温

暖。从小我对天父上帝有很好的印象。

 

小学二年级时，我到朋友家sleepover，倚宁阿姨问我决志了没有? 虽然那时我不懂什么叫

决志，但是她问我的几个问题，比如“你相信耶稣吗？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你相

信通过耶稣你会有永生吗？”，我都相信。阿姨就说：“Minna，如果这些问题你都回答

是，你就可以决志啦！”，所以，那天晚上我就决志了。

事实上很早我已经清楚地认定耶稣是生命的救主，从不怀疑上帝是全能和慈爱的天父。但

是那时我并不完全地理解神对于我们慈爱的心肠和祂大能臂膀的力量，直到我了解和经历

了我父亲的故事。

我爸爸是一位很不容易的人。从小家庭条件不好，他是通过忍耐、努力和刻苦读书来到美

国的。在爸爸的眼里，只要你好好读书，好好用功，就可以得到一切。随着我进入中学，

功课分量的增加和学校活动增多，爸爸觉得我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在学习上，

特别是周末的完整时间，更加应该好好利用。而去教会包括路上来回的时间，

一天就没有剩下多少时间学习了。但是妈妈觉得应该坚持星期天去教会，圣经

里教导说做妻子的要顺服，她不想与爸爸起大的争执，所以我们就开始了断断

续续去教会的一个阶段。但是非常感恩，那段时间只要去教会，妈妈、姐姐和

我一起在来回的路上三个人关在车子小小的空间里，总是一起讨论圣经和分享

对神的认识，那是我们一起追求神特别宝贵的时光。

七年级我去了第一个Retreat，对我影响很大。我记得speaker跟我们说：“God 

can make the impossible possible.”—神能够将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想来想

去，那时我觉得一生最不可成为现实的事情就是爸爸认识上帝接受耶稣。那一

次我再次决志，把一切我认为不可能的都交托给神。

之后每一年我都会在相同的时间回到那个地方参加retreat, 每次我都把内心深处

的担忧和焦虑交给神，在那里我每次都会嚎啕大哭一场。我特别想要爸爸认识

这一位神，可是，我不能想象像我爸爸这样对宗教信仰存有偏见也不信有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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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怎样才能接受耶稣？我怎样向他证明我们所信的神呢？

妈妈一直跟我们说：“要在一切的事情上尽力，也要听爸爸的话，多理解他，尊重他。

这样才是给爸爸最大的见证。”。但是对我来说，这个标准实在是太高了！如果按照这

个标准，我觉得自己永远不能给爸爸做个好的见证。那爸爸就永远不可能认识和相信

神。这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感到非常非常灰心，几乎要放弃。

我现在才认识到神把我们放在爸爸的身边是有祂的计划的。后来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了

一些事情，让爸爸感到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有很多事情不是靠自己多么努力而能够完

成的。我们在世上拥有的一切都来自上帝的爱和恩典。如果不认识上帝，人生取得的所

有成就到最后都毫无价值。

我吃惊地发现爸爸这样一个向来独立依靠自己的人居然会伏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无能

和有限。他竟然常常为我们祷告，每天读圣经，而且跟我们讨论。他分享上帝的话给他

带来很大的安慰。我也看见神在他的生命里带给他的饶恕和医治；神的爱和大能真的向

他完全显现。我和姐姐从大学回来看见爸爸的变化，吃惊地问对方，“这是我们的爸爸

吗！”

我爸爸今年夏天决志了，再过一个月准备受洗。如果有人跟七年前的我说: “爸爸会认识

神，决志，甚至受洗”，我是不会相信的。当不可能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感谢神。

爸爸生命的改变是通过很长时间的，周围很多人的祷告，甚至为他流泪祷告。这个改变

经历了一些令人心碎和痛苦的时刻。神的慈爱和祂的信实会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爸爸遇

到神的见证感动我，他生命的改变而让我真正地认识到神的爱是多么伟大。

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

（诗篇 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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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在异象中 - 记一位传道人

施建川

在云南旅行，朋友介绍去木城坡圣经培训中心看一看，于是就去了。在芒市下了飞机，当

地的旖旎风光和昆明的喧嚣成了鲜明的对比。车子出了芒市，好像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公路坑坑洼洼，大卡车气喘而过，带起漫天的尘土，遮天蔽日。正想着这样的时间还要煎

熬多久，车子突然方向一转，驶入了山区小道。

山路两旁庄稼和山林郁郁葱葱，美丽的梦美竹使人想起到井旁打水的拉结，身材美丽，样

貌娟秀。泉水顺山而下，鸡、狗撒欢，猪在路旁的泥泞里打滚。贴近了自然，心情也放松

了很多。车越开越高，路越走越难，车子上下起伏，似乎有不把人骨头颠散誓不罢休的味

道。

感谢神，终于到了木城坡，车子停在圣经培训中心门口。爬出了车子，一群学生跑了过

来，抢着拿行李，列队握手问候外面来的老师。看着孩子们的笑容，几个小时的旅途辛劳

一散而消。当地众教会正好联合过三天的感恩节，学生们积极服事。早晨参加他们的诗歌

敬拜，夜晚参加他们的感恩庆祝活动，听着他们自写的诗歌，看着他们编排的舞蹈，很惊

奇他们有这么大的音乐舞蹈恩赐，也感到这些学生在这里训练有素。

第一次见到了他们的校长余荣华传道，他个子不高，三十出头，说话、做事很得体。这位

余传道毕业于缅甸一所神学院，后来在当地的一所城市教会服侍，服侍有果效，生活待遇

也不错。可是他心里面却有另外的感动，而且越来越强，于是两年后离开了原来的教会，

来到木城坡创办这所圣经培训中心，一转眼，三年过去。我很好奇，问他为什么离开比较

舒适、稳定的城市环境，来到这个地方做拓荒的工作？他说他一直有一个异象，将来能培

训出很多的年轻传道人，在中缅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福音未得之地做拓荒的工作。

随着后来事工上的连接，对这位余传道也有更多的认识。他家有兄弟三人，他是最小，父

母辈都是基督徒。他的两个哥哥都信主，而且大哥还是当地的牧师。虽然家庭有基督信仰

气氛，可是这位老小从小就对信仰没兴趣，而且在乡里邻舍经常制造麻烦，父母常常要去

道歉。可是有一天，不知什么原因，他突然相信了耶稣，而且更让家里跌破眼镜的是，信

主不多久，他说他要去神学院装备，而且真的就去了。

在学校他遇见了他现在的姊妹，她当时也是神学院的学生，父亲是神学院的老师。两人志

同道合，毕业后结婚一起服事。

创建一个圣经培训中心不容易，维持起来更加困难，但对神的坚韧的信心带领余校长向着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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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象和目标继续往前走。学校最大的挑战就是学生吃饭问题，周围的教会非常贫困，能供

应的很有限。当缸里没有米的时候，同学老师们就禁食祷告，在艰难的环境中，学生和

老师们一起操练信心的功课和耶稣的忍耐-相信神必会拯救。有一次长久的祷告后还是没

有看到神的供应，这位余校长看到了自己手上的戒指，于是夫妻二人将他们的结婚戒指卖

掉，买米买油来供应同学老师们的生活需要。

虽然是神的忠心仆人，服事的道路上常受到各样的击打。姊妹体弱多病，山上风大潮湿，

营养不良，常常要颠簸几小时送到山下的医院住院；他们很希望能有孩子，可是姊妹流产

了几次，但最后终于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软弱的时候余校长也求问上帝，但每次被击打

后，对上帝的信心却越来越坚强，爱耶稣的火越烧越旺。

因着各方面的刁难，这所圣经培训中心不得不离开木城坡，搬到现在的缅甸木姐市。似乎

又受到一次击打。鱼儿离开了小河，前面何去何从呢？可是这条鱼却跳进了大河，进入了

水深之处。鱼长大了，需要换地方了。

生命是一个巨大的恩典
科学怎样帮助我信奉耶和华

许虹

我们身处一个科学至上的时代，科学常常带给了人们信仰方面的困惑。比方说，进化论

就经常被用作拒绝耶和华神的证据。我自己经历了一段内心的寻求，发现只要愿意信靠

神，科学带给我们的，其实会是更坚定的信心。科学能让我们见识和领略神创造的伟

大，生命是一个巨大的恩典。

1. 科学与信仰并不矛盾

自然科学能解释很多现象。但有的人却常常不自觉地将自然科学与神对立起来。其实这

种对立的潜在逻辑，是“自然科学能解释的，就与上帝无关”。

然而从物理学的观察中，物理学家们发现各种物理规律中，都有一些特定的常数。这些

常数只要稍微做调整，整个宇宙就会崩塌。

古时人们还没有明确的“自然规律”的概念。但《圣经》多次提到，天地的柱子也是神

（接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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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定的。这自然是对支撑天地的力量的一种形容。按现代科学的话，这就是自然规律。上

帝是创建自然规律的神。

自然规律是独一的，也是恒定信实的，这正符合《圣经》启示的耶和华神的特质。这让我

相信耶和华神是独一真神，是用立约与人交通，用律法来约束人的神。

很多人都拒绝相信神迹。我自己有一段时间也很苦恼，想用科学知识解释《圣经》中的神

迹。最后是神帮助我渡过了这个难关。人们一定会说，你怎么知道是神帮助你的呢？在现

代社会中，神主要是用《圣经》，圣灵，教会等来启示和帮助人的。科学强调“概念化”

，我对“圣灵”的接受，就一直很难“概念化”。圣灵的英文词是“Holy Spirit”，我就着

手查“Spirit”（精神）这个词的概念化的科学含义。让我惊讶的是，“精神”这个词，在

科学中被解释为行为逻辑。

这顿时让我恍然大悟。神以超自然的“神迹”的方式向人印证其身份并启示人，是完全符

合逻辑的。反之，若上帝所行的事情，每一件都能被科学解释，祂就不是上帝了。

神是位向人启示的神。我们的祖先一定接受过神的启示。中文的“神”字就是示字加申

字，意味着人向神申诉，神给予启示。还有一系列示旁的字，大多与宗教有关，如祈祷，

祥，祝福，福祉，礼，祠，祭祀，社，禄，禧，祁，祖宗等。

2. 挑战进化论

回顾我自己信基督教的历史，我个人在进化论上并没有遇到巨大的阻碍。相反，每次信心

出现问题的时候，我都是挑战进化论，并取得进展，来坚固自己的信心。

这起源于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定研究。进化论曾经被错误地运用到社会学上（主要是

人种优越论和弱肉强食的征服理论），成为邪恶势力发动世界战争的理论基础。

经过一些网上调研，我发现进化论其实也在不断地受到质疑，版本也在不断地变化。“进

化论”受到的较大的证据性的冲击，是寒武纪的物种大爆发。这使得学者不得不改变“渐

进进化”的学说，倾向于接受进化过程中的“跳跃式进化”，即一个特定的短暂时间内突

然有大量的物种绝灭，有大量的新物种出现。

我的专业是计算机科学，我发现进化论中提出的物种进化树并不足以证明“自然进化”。

因为计算机技术也常用树状设计。分析一下人类的产品，大多都具有树状的系列分布，也

能适应市场。物种之间特征的继承和演化也不足以证明自然形成，因为计算机设计也喜欢

搞类的继承和演化。我曾经用德国二战时的战斗机做反例，想像若干年后考古学家找到了

一大堆德国战斗机，总结出其系列，得出“战斗机是因适应空战而自然进化”的结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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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德国战斗机是人智能设计的。

总之，我从逻辑学上挑战了进化论。我认为物种适应自然的背后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自然

进化，一种是智能设计或创造。我收集到一定的信息后，已经不再认为进化论是一种能够

用于拒绝上帝的理论，甚至也不能算一种完美翔实的科学结论。只能算一种假设性的科学

推论。

3. 让神的话语为我们解说

当我刚信基督教时有很多疑惑，就请教蔡牧师。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反而要求我学

《圣经》。他说，你学习和接受真理后，谬误就自然地解开了。这就像解一堆打结的绳

子，若在黑暗中解，可能越解越打结，永远也解不开。但若在灯下，很可能不解自开了。

神的话语就是那明灯，所以有结要在灯下解。

《创世纪》的第一章中，我们能领会到很多与现代科学知识相对应的启示。限于篇幅，我

只集中分享《圣经》中关于神“造人”的章节中的启示。

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

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神就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按着祂的形象造男造女。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

鱼，空中的鸟，和地上所行的各种活物。”

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的一切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

食物。”（创世纪 1：26-30）

在摩西写下《创世纪》的时代，人们因为缺乏必要的自信和对自然的了解，从而拜自己塑

造的各种偶像。然后他们指望通过对这些连吃饭喝水都不会的“神像”的敬拜，与神交

流，避免灾祸，得到赐福。“按神的形象造人”，在摩西时代的直接含义是：“人是神创

造的。人就是神在这个世界的交流的对象和行驶权柄的代理者！”，这段经文本身，就通

过了立约的方式，赋予了人最神圣的权利。

其他的经文也证明了按照神的形象造人，是指神赋予人权利。“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

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创世纪 9：6）。这就定义了人不可

被剥夺的生存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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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纪》的第2章第7节中，神还对造人做了一个特殊的启示。这个启示说：“耶和华神

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进他的鼻孔中，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古代文字中尘土一般被用于形容肉体，这生气是直接来自于神的，是神的一部分，也是人

的灵魂构成的一部分。所以我的体会是，“神按自己的形象造人”，步骤上是先造人的肉

体，后造人的灵魂。从概念定义的角度上说，《圣经》中的人的概念，是从人有神赐予的

灵魂开始的。

科学相信独一的自然规律在我们所能观察的时空中统一着宇宙，自然规律是不受人的意志

为转移的。假设进化论完全正确，是一个自然规律，我们看到的将是物种受自然选择而进

化。但当人类出现后，这个规律在人类的身上就终止了，因为人类显然是在主动地改变世

界。

这更让我相信《圣经》的真实性。因为科学旁证了人的出现是一个本质的变化。根据《圣

经》，这来源于神赋予了人灵魂，并与人立约，让人管理世界。当神立约时，自然法则就

改变了。

4. 生命是一个巨大的恩典

现代科学告诉我们，生命是由基因构成的，基因中含有信息。信息自然形成的概率是随信

息量指数增长的一个巨大的数字的倒数。因此信息科学界相信，“信息是有源的”是一个

真理。

信息的定义，是一个有意义的字符串。从简单的概率学出发，如果所有的宇宙物质都是基

因，每个基因每一纳秒（十亿分之一秒）能做一次基因组合，那么整个宇宙的历史下，我

们可以做的基因组合=（宇宙总质量/单位基因质量*纳秒单位宇宙历史）=1.2x10^103次组

合。(^表示指数)。若按合理概率自然形成长度为n的，4个字符配对组合的基因，我们能够

估算出n的上限，为4^n = (1.2x10^103)，n =172。也就是说，若按完全随机组合，根本不足

以形成最原始的生命。

你会听到一些聪明人的反驳。这种反驳用的是一种已经发生的现象不能倒推概率的说法。

比如说你抓一把字母随地一撒，总会出一堆乱七八糟的字符组合。你不能指着它算概率，

反推说这不可能是随机的，应该是特意安排的。然而信息的定义，是一个有意义的（或特

定的）字符串。或者说，概率学能证明你不可能随机撒字符，却撒出了一篇有意义的文

章。

基因的组合自然是有意义的，错了一点危险都很大。很多人类的疾病都是基因缺陷造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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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还会继续反驳说，进化论不是在说一种完全随机性的进化，而是在说多种条件选择

或控制下的进化。根据概率学的原则，一件完全随机的事情，当划分成条件和进程时，

其概率等同于各条件和进程的随机概率的乘积。这意味着不管如何划分基因产生的条

件，这中间必然有非随机的特定因素存在。也就是说，要么在大爆炸之前就已经预定了

生命的形成的各种综合条件，要么有智能因素不断地在参与生命形成的过程，或者二者

都是真实的。

如果我们愿意将生命当作一件美好的事情的话，我们就无法否认生命的形成是一个巨大

的恩典。

很多人凭着惯性思维，认为科学将不断地揭示各种奥秘，最终我们能更加相信生命是如

何自然形成的。但我们能用科学的对比分析法和数学模型说明，随着科学奥秘的揭示，

人们将更加质疑进化学说中的物种“自然”进化的观点，而相信在这丰富多彩的世界后

面有一个造物主。

在一次动物园的鸟类展示中，我学习到猫头鹰的面部平坦宽大，其羽毛构成了一个声音

接受的平面，使它能听到百米外的细微声音。猎鹰的眼力可以分辨一公里外的小动物，

还能同时聚焦两个物体，能在追逐兔子时避免撞到树木。有的鸟类后向的视力比前向的

视力强，能够灵活地躲避猎鹰。一些简单的科普学习中，我知道牛有四个胃方便它消化

青草，蜻蜓有许多的眼睛并能全范围观察，蝙蝠能发出超声波并倾听回声确定自己的方

位。自然的奥秘不可胜数。

在我自己看到的各类科普书中，作者往往告诉我们每一个奥秘的意义（适应自然），并

因此建立了权威（知识是一种权威），并靠这种权威将我们逐渐导向到物种“自然产

生”的结论。

其实一两个简单的对比分析，我们就能知道从“适应自然”推导出“自然产生”没有足

够的逻辑依据。螺钉能自然地固定木板，但螺钉却不是自然产生的，也不能够靠其自身

的力量进入木板并完成工作。若我们参观一个各类船舰的博物馆，我们能看到从原始的

独木舟到现代的远洋巨轮，船舰越来越适应水中航行，其类型和系列也具有树状分布。

但船舰有人类作为其制造者。

科学界是讲究数学模型的。一个复杂系统自然产生的概率，是按其复杂程度指数增长的

一个超天文数字的倒数。随着科学的不断揭秘，“自然产生”就越来越像一种错误的推

论。

在《约伯记》中，神曾以各样的自然奥秘问约伯。在现代，很多这样的奥秘被更深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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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了，如果我们使用了正确的科学逻辑和数学模型的话，应该使我们更相信神是造物

主。

其实我们真正观察到并证明了的，是自然因素造成的退化。热力学的熵定律揭示了一种自

然的混乱和衰退规律。基因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很多疾病是因为基因出现了缺陷造成的，人

们发现了基因自然退化的一定规律并试图用这种规律重新解释人类的年龄。我们无法解答

的东西也很多，比如说是什么力量在每一个新物种出现时，纯净化其基因呢？

还可以用一个较为生动的比喻，来帮助我们越过这个障碍。

在一片沙漠上，一阵风沙过后，人们突然发现了一辆汽车。假设那些人从来没有见过汽

车，他们更熟悉的，是风将沙吹来吹去。

于是一个聪明的智者就得出了一个结论，说这汽车是风吹沙子自然形成的。虽然外形看来

不像，但他的结论还是得到了其他智者的支持。

但后来人们发现这个汽车还有四个轮子，后来又发现汽车有门，有窗户，啪的一声，还打

开了后备仓。后来又发现了有座位、安全带等，后来又发现了汽车能发出声音，发出光

亮，有镜子可以观看四周。最后汽车被开动了。这个过程中，还会有人凭着惯性思维不断

地修正风吹沙的理论，但更多的普通人和小孩子开始相信这汽车是从另外的源头来的了。

罗马书1：20：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性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

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5. 生命的延续和永生的预备

在《创世纪》第3章中，提到了母亲的生育痛苦。根据科学研究，人类的母亲的生育痛苦

超越其他灵长类。科学家认为这是因为人的头部发达，造成了婴孩诞生时的生育困难。

首先，这让我很感动。作为一个男性，第一次深切地体会到女性的艰难和母亲的伟大。

这也让我更相信人是神创造的。人脑在数千年到现代并没有明显的体积变化，但现代生活

处理的信息量却大大增加了。这说明人脑是一个有能承担更多任务的冗余设计。袋鼠有一

个特殊的生育器官，假设是进化的，进化出一个舒适的生育器官会简单很多。为什么人进

化了大脑而没有相应地进化生育器官呢？人在生育过程有很多细腻的步骤，包括婴儿换体

位，将头部调整到产道等。这让人很难相信是自然进化出来的。

最关键的，还是这生育的痛苦伴随着的，是巨大的母爱。神就是爱，所以这样的经历必然

是神为了培养母爱而特别赐予的。另外，若不是神的要求，古人也不会为了数千年后的信

息时代，忍受生育的剧烈疼痛，自然地进化出一个拥有冗余能力的大体积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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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得记》的经文中，显示出古代的人们很看重家族的传承。我们也可以从进化论的角

度，看一下神对爱和生命传承的重视。

宏观地看一看科学界研究得到的物种树，我们会发现推动动物种衍化的并不仅是物种对自

己生命的重视，更重要的是物种对后代的爱护。鱼在水中繁殖并养育后代的风险很大，于

是就出现了两栖动物。有两类两栖动物，一类是在水中产卵，并上岸猎食的，如青蛙类。

一类是在水中猎食，并上岸产卵的，如鳄鱼和龟类。从物种的角度讲，后者的贡献更大。

其分支中衍生出了鸟类和哺乳动物类。哺乳动物对后代的爱护显然是最高的，所以成为了

物种的最高成就。而人的生育困难则将母爱发挥到了最大。所以从上帝的造物上，我们当

相信上帝对爱是非常看重的，我们也当相信“神就是爱”的启示。我们也当相信古人看重

家族传承，是符合神的心意的。

即使是现代，一个人去世后，英文也会说“He is survived by his children, someone, some-

one”，就是说他的生命在他的后代身上延续下来了。根据《新约圣经》的启示，人类社

会也会有终结的一日。所以我们生命最终的延续，还是被神救赎，并获得神赐予的永生。

在这里，我们要提到上帝对人类独一的爱。有人曾经问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说生命的

意义是被认同（既被他人真心认同，也被神认同）。我们看遥远的星系，如果我们不能认

识其目的话，它对我们就没有意义。在上帝创造的万物之中，我们人类是唯一能认识神和

敬拜神的。这是神的一种独一选择。上帝对我们的爱并没有止于创造我们，上帝还让祂的

独生爱子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献出生命，使得我们能够得到救赎。

从母亲生育痛苦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神在数千年前对现代人的智力的预备。同样，基督

耶稣也在两千年前上十字架为我们赎罪，为我们将来进入天国进行了预备。

神的儿子耶稣在十字架上，经历人类发明的最残酷的酷刑，将生命摆上，为我们赎罪。使

得一切信靠他的人能在神的面前得到宽恕和救赎，并最终进入永生神的国度。这爱是何等

的感人，何等的长阔高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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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
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启示录21章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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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杨一哲牧师略历

杨吴慧淑

一哲出生於主后1948年10月30日台湾的一个外科医师家庭，上有三个姐姐，是父母的幺

儿也是唯一的儿子，又是祖父母的长孙。自小备受全家人的疼爱，祖父杨招义牧师曾在

他幼年时为他祝福，将他献给主。

虽然生长在基督化的家庭，一哲却是在初中时带同学去参加赵世光博士的布道会时重生

得救的。但此后并没有规律的属灵生活，而成了“神家的浪子”。初中时代因为一次游

泳跳水，得中耳炎而休学一年。父亲很希望他将来也当医师，就利用那一年把他带在身

边，教他医学。他很有兴趣学医，但不愿意过被病人绑住的生活，立志“不当医师”。

爸爸笑笑说：“只要你肯学，不怕你用不上”。一哲的兴趣很广，有些东西一学就会甚

至过目不忘。他最有兴趣的科学领域是机械和电机，家里的电器、医疗器材、时钟、缝

纫机、汽车等物件都曾经被他解体再组装过。他喜欢音乐、摄影，曾经正式向老师学

过，也得过奖项，后来因为父母的阻挡而没有往这方面的专业发展。游山玩水，在欣赏

大自然中赞叹神创造的伟大，是他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改变的嗜好。一哲在大专所学的建

筑专业，以及在服兵役时向各行各业的同胞所学的各种技能，在日后的宣教生涯中都一

一用到。他常为此赞美神的全智、全能，因为祂早就开始预备祂的仆人，祂给他的装备

没有一样是多余或浪费的。

1975年离开台湾移民美国，一哲先在费城的堂叔家住了两个月，后来堂叔一家南迁，他

就趁此机会离开“父母的荫庇”独自来到波士顿，

身上只剩下＄50.70，这时他才领悟到唯有天上的

父亲才是永远的倚靠，於是“神家的浪子”回家

了。1976年初，透过朋友介绍，清楚知道是神的带

领，于6月与吴慧淑姐妹结婚。1983年毅然辞去电

子工厂厂长、工程师的职务，转而开始自己的汽

车修护厂，为的是要有多一点自由的时间在教会

服侍和学习圣经。1984年和1986年两度和李秀全牧

师去海外短宣，当时已经意识到神对他全职宣教

的呼召，1992年清楚确定这个呼召之后，开始做顺

服回应的工作，直到1995年秋天由波士顿郊区华人

圣经教会差派，加入海外基督使团（Overseas Mis-

sionaries Fellowship，也就是以前的中国内地会）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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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宣教工场缅甸，佤邦自治区。自此在偏远山区传扬福音，领人归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

刻。2005年秋，因为宣教工场的需要，由母会波士顿郊区华人圣经教会按立一哲为牧师。

神奇妙地开启了佤邦宣教之门，藉由办学校教导孩童的管道，把祂恩惠的福音传入偏远山

区的百姓之中。二十一年来祂用神迹奇事伴随著祂的仆人，证明福音的真实。如今祂在众

目之下、眨眼之间接祂的仆人一哲回天家，息了他的劳苦和疼痛，在他近68年的精彩人生

划下了一个完美的句点，留给我们无限的激励、提醒和美好的回忆，祂的心意是美善的。 

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三一真神！ 阿门。

133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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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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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的宣教士杨一哲牧师

李明哲长老

因为凡求告主名的, 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 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 怎能信他呢? 没

有传道的, 怎能听见呢? 若没有奉差遣, 怎能传道呢? 如经上所记: 报福音、传喜信的人, 他

们的脚踪何等佳美。

(罗马书 10:13-15)

去年我邀请杨一哲牧师来西郊圣经教会主领一个周末的聚会, 他说今年没安排要到波士顿

来。所以今年年初再一次问他，他就答应今年9月16日到18日到西郊圣经教会领会。没想

到他这麽快就被主接回去了，卸下世上的工作。像大家一样我们蛮有失落感！杨一哲牧

师到佤邦宣教以後的事迹，大家比较熟悉，我就分享一些他去佤邦之前的事，见证上帝

如何塑造他、使他成为合用的器皿。

一哲於1975年来到我们Woburn的旧堂, 这应该是浪子回头、灵命长进的开始。当时他是光

棍一个, 教会人数也不多, 所以主日我总有机会跟他聊聊。我们有不少相同之处，譬如，

两人的祖父都是牧师。後来知道他去加拿大结婚，以後再看到他时，很诧异怎麽还是一

个人呢？他说带着新娘子要过移民海关的时候，新娘子被挡住没得入美国境内，怪可怜

的。杨师母吴慧淑真是上帝赐给一哲的贤内助，她尊主为大，虽言语不多却非常稳重。

一哲十分地尊重慧淑的观点。夫唱妇随，配达恰当，使他们可以在那不理想的环境、有

效地服事21年之久。   

台湾话称呼一种人为“黑手 O QIU ”，不是那种杀人抢劫那样的“黑手”，而是手不怕弄

脏、能使用工具、善於修理东西的人，不但如此，还有对机械和电机一摸就会的本领。

一哲就是位有脑筋的 

“黑手 ”。一哲在

台湾海军陆战队服兵

役时学了武士道Tae 

Kwon Do，能自卫。

这些恩赐机术，成了

宣教士最好的装备，

使 他 能 空 手 在 几 乎

与世界文明隔开的佤

邦，建立四所学校，

自己装置水电、并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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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几百个学生的教育和衣食，又能一次、再一次地化险为夷。

有眼不识泰山

1993年的一个星期二晚上我到教会参加祷告会，从座位上拿起一张诗歌，就坐下来，注

意到这诗歌的作曲家是Eric Yang。过了一会儿一哲进来，坐在我的旁边。我用手肘碰他一

下，说这个作曲家跟你同名同姓，他只是笑笑、没吭声。我为什麽说这作曲家跟他同名同

姓呢？这是很有根据的，因为一哲偶尔会请教我，帮他修改他写的英文、或者解释一些英

文的文件，所以我作梦也没有想到，他会写英文的诗歌。

後来李秀全牧师带领我们唱这首诗，告诉我们说这是杨一哲作的，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原

来Grace Chapel 诗班的副指挥修车的时候，看到了这首诗，“Under No Other Name Can Sal-

vation be Found 除祂以外别无拯救”，就问一哲可否让他们的诗班献这首诗，一哲说可以

的，不过要先让我们教会的诗班献这一首，然後再让他们使用。於是苏心美师母赶紧把它

翻译成中文。

属灵的事情常常不能用人的理智和逻辑来推测的，上帝可以使用有缺陷的人、没有口才的

人、没有文笔的人，作祂的出口来荣耀祂。19世纪的大布道家慕迪D L Moody是一个好例

子，有人说他讲的英文文法不对，但他却能带领成千成万的人归向主。被上帝呼召出来的

人不在于能不能，而是在于肯不肯。

上帝所重用的人，绝大多数是要肯被塑造者，从不合用的器皿，成为合用的器皿。从卑贱

的器皿，成为贵重的器皿。塑造的过程包括试验和试探，塑造的试验可以从上帝来的，包

括破碎自己。试探来自魔鬼撒但，包括受攻击。

在美国求生，空手打天下

1975年一哲独自来到波士顿，身上只剩下＄50.70，只好找最廉价的地方住，就是波士顿黑

人区Roxbury。整条街都是没有什麽人住的空房子，有个黑人老大说：“看你要住那一栋

房子，把我的名字挂在门上就是了”。这些房子连暖气都没有，一哲借着烧报纸取暖。

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没事干，就开车出去兜风，没想到天气突然转变，风雪交作，车子从

高速公路出去，被积雪档住就开不动了。只好坐在车上无可奈何，天就黑了。突然有人敲

车子的窗户，一看竟然是个黑人，吓了一跳，这黑人拼命地敲玻璃，并大声地叫。他只好

打开车门。那人说：“快一点进我的车子，不然你会冻死”。原来这个黑人是一个牧师，

星期日下午在家，心里有个感动，要他出去，所以他就开车出来，看到一哲的车子抛锚在

大雪中，所以赶快把他急救出来。这是第一次上帝保佑一哲，以後宣教的二十一年，上帝

一次再一次把他从危难中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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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难却没受伤害

在1990年代初期，波士顿区域有人专门抢劫华人做生意的。有一天近黄昏日落的时候，看

见有三个人在修车厂前面人行道上排徊，後来其中两个人就进入修车厂的候客室，其中一

人举起枪来。一哲故意低着头，突然拿起信用卡的刷卡器往那人脸上丢，那人吃了一惊，

枪被打到地上，身体後退，一哲及时用脚踩着那把枪，同时将那个人的手肘扭转到背後，

把他推出候客室。

又有一次，有一个海军陆战队退役的足球大汉，进了修车厂，强迫一哲进入候客室後面小

小的办公室，预备抢钱。一哲知道一进去这小办公室就玩蛋了，空间小、这人个子又大，

一进去被他档住就出不了。当这个大汉跟着一哲要进去的时候，一哲突然用手把门往後一

摔，门就打到大汉的头，大汉颠颠倒倒地後退，一哲急忙冲出办公室，在修车厂内被追

赶，绕着汽车打转，又是跳到车上，用他学的武士道Tae Kwon Do的脚踢那人的胸，多次

地踢中他，使他最後颠颠倒倒地跑走了。

佤邦的呼声

在80年代一哲曾经有两次

与李秀全牧师作短宣，到

过佤邦，但对到佤邦传福

音，他并不感兴趣。

1992年的差传年会，在佤

邦传福音的王季雄弟兄来

领会，一哲怕被感动，星

期五晚上找藉口，请锺信

忠弟兄到他家修理电脑。

会後慧淑告诉他，他应该

参加星期六的聚会，他只

好去听了，大受感动。佤

邦的呼声越来越大，但一

哲还是找藉口不想去，就

向上帝求三个印证，其中

包括母亲的祝福和慧淑的

同意。

一哲曾经到过佤邦，慧淑

没去过，他相信慧淑若去

看过後，一定不喜欢去那

里。於是在1993年，他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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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起去佤邦看一看。没想到慧淑一到佤邦就病倒，整整一个星期躺在床上，一哲心里暗

暗自喜，这下子慧淑一定不会要来这里的。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就在要离开佤邦的最後一

天，慧淑忽然病好了。神在同一个时间却不同地点，分别向他们两人印证了他要他们到佤

邦的旨意。当一哲带慧淑到一个小山丘上呼吸新鲜空气，慧淑对他说：

“我们应该来这里”。晴天霹雳，竟然上帝使他所要的应证得到完全的满足，上帝的奇妙

作为让一哲再也没有推诿的馀地。他灵感一来就写了：“主阿、差遣我” 这首诗歌。

最珍惜母会的支持和关怀

王歭老牧师关于宣道写了这麽一幅对联:“人去、钱去、祷告去; 口传、笔传、生命传”。 

这三个去：人去、钱去、祷告去，显出教会所差派的宣教士与教会之间密切的关系。

杨一哲牧师夫妇是我们教会透过海外基督使团，差派出去的。海外基督使团的前身称为内

地会，是戴德生於1965年前创立的。内地会关於募款有一个原则，就是

向上帝求不向人求，透过圣灵感动让人来为事工奉献。唯一的例外就

是，可以直接向母会报告事工的需要，因为宣教士是母会自己家的人。

杨一哲牧师非常珍惜母堂弟兄姐妹对他们的支持，由於泰国每次签证，

最长仅有一年的原故，他们每年回美国述职，总要回波士顿。有一年有

一群弟兄姊妹，在我家与他们夫妇聚集，听他们的分享。那时他们需要

增多一些太阳能板发电。会後有三个弟兄私下表达，愿意各奉献$5,000

作为购置太阳板之用。过了不久，有一天一哲突然从泰国打电话给我，

气喘嘘嘘着说：“你们要奉献作太阳版用的一笔款项，可否立即寄来给

我，让我买一辆车子”。原来他在泰国搭人的便车Hitch Hike，有两个

人让他上了车，後来发现车子开的方向不对，一哲有一种警觉，这两个

人存意不良，请他们停车也不肯，又发现他旁边的车门是打不开的，只

好破窗跳出去。这两个人竟然把车子停了，在田间小道上追起一哲来，

还好最後被一哲逃掉了，所以他喘着气给我打电话，这事太紧急了，

＄15,000马上就寄出去。

在过去21年间，像这样惊险、出死入生的事比比皆是。偶尔我会打电话

到泰国问候他，表示母会的关心，并和他一同祷告。 佤邦是一个军政

统治的地方，凡事凭着枪杆、随时随地有生命的危险。若不是上帝保

守，真不可想像。尚且还要保护从世界各地去的三十几位老师的安全，

和每年进出泰缅边境的困难，真是不容易，这给一哲夫妇非常重的心理

压力。因为我是教会的长老，且非常关心佤邦的事工，他愿意把心中的

话告诉我。每次听一哲报导的时候，我可以感觉到，接送老师进出边境

的挑战，加上山路开车上下的危险给他极大的压力，能够顺利地在佤邦

成就福音和培育的大事，本身就是二十一世纪的神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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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杨一哲牧师的作事和为人最好的形容是耶稣对基督徒的要求：“我差你们去，如同羊

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马太福音 10:16）。 一哲就是灵巧像

蛇、驯良像鸽子最好的写照。

我是万军耶和华的军人、我在执行我的上帝托付的任务

有一次买了电线背着上山，王季雄弟兄走在前面，他落在後面，突然有一个泰国军人冲

出来，拿着枪对着杨一哲说：“你为何在此地？”一哲答说：“你是泰国的军人，执行

泰国的任务，我是万军耶和华的军人，我在执行我的上帝托付的任务，全地都是属於祂

的，我没有犯法，你若让我过去，我的神必祝福你、你若不让我过去，我的神必惩罚

你”。只见这个军人突然跪下来，全身发抖，仅能说：“Go, Go （去、去）”。

过了一年，一哲找了一个泰国本地人来替他向

一个泰国军官翻译，请他允许通过边境，因为

他是来兴办学校的。这个军官问：“为什麽一

哲不讲泰国话？”翻译告诉他：“一哲不懂得

泰国话”。那军官说：“一年前他曾经跟我讲

过泰国话”。

原来一年前那军人跪下来，全身发抖就是他，

因为当时他看到一哲背後、有成千的人盯着

他，所以他怕得全身发抖，很明显是看到异

象，一哲背後有成千的天使在保护他。虽然一

哲说的是中文，那军官听的却是标准的泰国

话。显然这是圣徒说方言。

杨一哲牧师在世上的工作已完成了，得主的称

赞，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

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马太福

音 25:21）

今天我们在这里追思杨一哲牧师的一生，杨一

哲牧师已完成上帝托付的任务，被接回天家。

愿他服事完全摆上的榜样，成为多人的鼓励和

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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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ven welcomed home a true Angel with 
the passing of my Father

Douglas J. Calandrella

Heaven handed out another set of wings the morning of June 20th, 2016 while us mortals here on 
Earth bid farewell to a Great and Gifted Man! My Dad, Richard Calandrella, succumbed to an eight 
week battle with a spinal abscess infection that caused severe Static Encephalopathy that irrevers-
ibly crippled his brain. It is with a heavy heart and a cavernous abyss left by his passing that I share 
this news with any of you who knew and loved my Dad or were touched by him at some point in 
your life. 

Dad	impacted	many	lives	as	he	gave	tirelessly	and	selflessly	of	the	love	he	shared	with	everyone	he	
knew.	Upon	retirement	years	ago,	he	said,	“What	am	I	gonna	do	now?”,	and	then	proceeded	to	fill	
his schedule beyond the hours in a day to serve the community and its people. Whether as the Chair 
and President of many boards around town and at Town Hall; or driving the kids of neighbors and 
church	members	to	their	many	activities	so	their	dual-income	parents	could	save	the	time	off	from	
work; or volunteering at golf tournaments – like he did as a Starter at the Fed Ex Cup Duetche Bank 
Championships;	or	using	his	Public	Relations	Skills	acquired	over	a	career	in	the	field	to	help	pro-
mote local businesses like The Acton Nursing Services to get a little known and highly acclaimed 
local business on the radar of a much larger audience, Dad didn’t sit still for a minute. 

Those are just a few examples of Dad’s heart and his dedicated passion to serve, but if you’ll in-
dulge me a slightly longer read, I will share with you a story that truly encapsulates the character of 
the man I got to call Dad. 

As children we sometimes go through life believing that Mom and Dad 
have	it	all	figured	out	and	that	they	never	make	a	mistake.	But	then	as	
we grow into adulthood and begin to pass the ages they were when “cer-
tain things” occurred in our lives, we realize that they were not as om-
niscient as we believed. We come to that realization because we learn 
that	at	the	same	ages	we	don’t	really	know	much	and	we’re	just	figuring	
things out as we go along.

My parents did a very good job of not arguing in front of me and my 
Brother	and	a	great	job	of	walking	and	talking	with	confidence	so	we	
never saw them waiver. As a result, I was one of those kids that always 
thought Mom and Dad had all the answers and never made a mis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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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then as I got older and began to pass the ages they were when some memorable experiences 
in my life took place, I began to realize that they could not have known everything … because I 
didn’t at the same ages and I further realized that no one else does either. My parents just did a very 
good	job	of	figuring	things	out	along	the	way	because	I	noticed	over	time	that	they	had	learned	and	
applied	lessons	with	great	acumen	and	sometimes	with	tremendous	timing	and	efficiency.

Take for example, the lesson I witnessed during a family summer vacation when I was 12 years 
old.	I	didn’t	recognize	the	lesson	or	understand	its	significance	until	many	years	later,	but	it	still	
stands as one of the greatest lessons my Dad ever taught me. While checking into a hotel during 
our trip my Dad was standing at the counter while I stood by his side to be part of the process. I 
heard him tell the woman at the counter that he had two boys, one eleven and the other thirteen. 
But both my Brother and I had just recently had our birthdays (toward the end of the school year), 
and I had just turned twelve and my Brother fourteen. I was crushed that, “Dad didn’t know hold I 
was” – so I had no reservations about screaming out our real ages. What I was too young to know 
and understand at the time was that children under twelve stayed free and my Dad was just trying 
to save a buck or two. I mean what was the big deal, I was “under twelve” just a few weeks ago? 
Well, being the most honest man I’ve ever met, my Dad was ridiculously embarrassed as he had 
to come clean and admit our true ages. After checking us in and getting everything squared away 
we headed out to the car in the parking lot where my Mom, my Brother and my Great Aunt were 
waiting. Just before my Dad and I got to the car, as he was dragging me by the arm, we stopped 
and	he	started	“really	letting	me	have	it”.	Dad	was	pissed-off	and	I	was	getting	an	ear-full	of	why	
I needed to mind my own business and keep quiet, when all of a sudden he just stopped … and 
a calm, peaceful sereneness came over him. It was as if the Grace of God just overwhelmed him 
and in an instant his whole demeanor and countenance altered. I saw a peace settle over him as he 
realized that I had done nothing wrong and he was just upset and yelling at me out of his own frus-
tration and embarrassment. I was bawling my eyes out as he dropped to one knee to get down on 
a level face-to-face and eye-to-eye with me as he apologized and explained to me what he did was 
wrong and said that it was just his pride and embarrassment that caused his angry outburst. Then 

he hugged me and told me he loved me.

Wow! What a moment! I was still confused 
because I still didn’t understand what had 
just happened. All I knew was that one min-
ute Dad didn’t know hold I was and I was 
in trouble and getting yelled at, and the next 
minute he was hugging me and telling me 
he loves me. I mean I was happy he wasn’t 
upset with me anymore, but I still didn’t “get 
it.”

It wasn’t until years later that I underst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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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gnificance	of	what	actually	occurred	that	day.	Few	people	ever	achieve	the	level	of	
maturity it took for my Dad to put his anger and frustration aside and realize this event 
wasn’t at all about me, but entirely about him. His anger and frustration were reactionary 
to the moment of his initial embarrassment. But to then have the wisdom at the age of forty 
to real in that emotion and realize the lesson he now had the opportunity to pass along to a 
twelve-year-old boy is absolutely remarkable. How many people do you know who can put 
aside their pride long enough to admit to a child that they were wrong and make an apology?

And that lesson taught me all I ever needed to know about the depth of my Dad’s character. 
Heaven welcomed home a true Angel with the passing of my Father.

A Korean War Verteran who served with the U.S. Army, Richard grew up in Somerville, 
MA and received a degree in Journalism from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during which time 
he	wrote	as	a	staff	writer	for	the	Boston	Globe	and	met	my	Mother.	Upon	graduation,	he	
entered a career in Public Relations beginning a tenure with C.A.R.E. which took him tour-
ing through-out New England and even around the globe visiting war-torn and deprived 
third-world nations. Corporate America followed with a second tenure in the high-tech 
world working with Digital Equipment Corp., Compaq, and Hewlett Packard - from which 
he retired in June of 2002. He then dedicated his retirement years to caring for my legally 
blind	Mother	(Macular	Degeneration),	and	his	selfless	service	to	the	community	highlighted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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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official food taster

Grace Wu

Though	I	cannot	remember	exactly	how	I	first	met	Dick,	I	can	recount	almost	every	second	of	our	
first	food	adventure.	It	was	a	Saturday	much	like	any	other.	Nancy	had	invited	my	friend	Joy	and	I	
to make cake brownies from scratch. When I arrived at their house, I quickly discovered the won-
ders of electric mixers, Crisco, and Nestle pre-melted chocolate. While all these new experiences 
were engaging and demanding, I had yet to meet the real challenge: the eggs. 

In	order	to	make	the	cake	brownies	light	and	fluffy,	you	need	to	separate	and	whip	the	egg	whites.	
For some reason, I was practically incapable of completing this task. First I dropped an egg, then I 
crushed	an	egg,	later	I	accidentally	left	shell	fragments	in	the	bowl.	Just	as	I	was	finally	getting	the	
hang of it, I broke a yoke which then spilled into eggs whites and ruined all my progress.
At that moment, I felt completely frustrated and utterly devastated. I was sure that I was not cut out 
for baking and that should never touch an egg again. Even with my own negativity, neither Dick 
nor Nancy were even slightly upset that I had screwed up, created a mess, or wasted eggs. Instead, 
they were certain that I could complete the task and urged me to try again. 

Despite	their	belief	in	me,	I	still	felt	discouraged.	When	Dick	noticed	this,	he	flashed	me	his	big-
gest smile, and he declared that everything was perfect, because now he could make wonderful 
omelet	for	tomorrow’s	breakfast.	This	quick,	offhanded	encouragement	completely	changed	my	
mindset. Instead of approaching each egg with extreme fear and caution, I felt at ease to trying 
again	since	I	knew	that	Dick	would	salvage	my	mistakes.	With	this	new-found	confidence	I	com-
pleted all the eggs with ease. 

Throughout all of my Saturday food adventures, Dick helped me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perse-
verance and determination. Additionally, his willingness to taste all of my creations gave me the 
confidence	to	try	more	complicated	recipes,	to	make	all	different	kinds	foods,	and	to	add	my	own	
spin to each one. Under the guidance of Dick and Nancy, I honed my creativity, built up my self-
confidence,	and	became	more	and	more	ambitious.	

In the same way that Dick helped to bring the best out of me, he helped many others reach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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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 potential. Dick often gave rides to many of the kids in our church so they could attend music 
lessons,	dance	classes,	and	many	other	extracurriculars.	By	offering	his	help,	Dick	allowed	many	of	
these children to pursue their passions, improve their skills, and gain more experiences. Similarly, 
Dick did his best to provide these kids with best possible church program. During AWANA, Dick 
created games that would allow the kids feel comfortable, have fun, and bond together as a group. 
On Sundays, Dick and Nancy worked together to create interactive methods of teach about the 
Bible so that the kids would be both entertained and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ore about God.

Though Dick will no longer be able to taste my foods, give me rides, or engulf me in a warm bear 
hug,	I	will	never	forget	his	kindness,	his	selflessness,	and	his	generosity.	Not	only	was	Dick	an	es-
sential piece of my own childhood and personal growth, but he also touched the lives of everyone 
here	today.	While	Dick	has	helped	countless	people	in	many	different	ways,	I	will	always	remem-
ber	him	as	my	official	food	taster.	In	my	mind,	he	is	still	seated	at	the	table	with	a	can	of	ginger	ale	
in his hand a wide smile on his face, waiting to try my new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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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and When

Xuan Kong

My	life	first	crossed	path	with	Dick’s	almost	ten	years	ago.	A	mutual	friend	introduced	Dick	to	
me to help me with editing some documents. One change still stands out today was he changed 
“if I become … “ to “when I become …”.  With that simple change, Dick helped me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confidence,	determination,	and	optimism.		He	taught	me	that	even	though	I	may	not	
achieve my goal at the most convenient time, I should never doubt my own ability.  I must keep 
trying	and	putting	in	even	greater	effort,	so	that	I	can	be	successful	at	what	I	am	set	out	to	do.		
Whenever I achieve my goal, I am always thankful for the lesson Dick had taught me. 

Dick also taught me many lessons through his actions. To many of us, Dick was like a loving father 
or grandpa.  His big smile and sincere greeting “Ni Hao” had brightened the day for me and for 
many. With his presence in so many events in our Chinese community, Dick had become a part of 
our	family.	But	in	truth,	Dick	had	welcomed	all	of	us	into	his	family.		Dick	never	hesitated	to	offer	
rides to neighborhood kids to get them to and from after-school programs.  He always opened his 
door to kids who needed a safe and caring home when their parents were away. One year when my 
family went on a week-long vacation, we left our noisy parakeet to his care. To-date, I still won-
dered how much sleep Dick had lost because of the noise that “early bird” made.    

About a year and half ago, I visited Dick after his back surgery. When I asked him how he was do-
ing, he answered “MaMa HuHu” with a smile.  Dick made tremendous stride in learning Chinese 
and he had proven to us that it is never too old to learn new things. He embraced Chinese culture 
and	language,	not	just	for	his	own	benefits.		Dick	was	a	vocal	advocate	to	introduce	Chinese	as	a	
world language option at Acton-Boxborough Regional High School.  By leveraging his years of 
experience in public relations, Dick helped our local Chinese community promote activities to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Nanjing Massacre through the premiere of the documen-
tary	film	Nanking	and	fundraising	to	sponsor	an	AB	high	school	teacher	for	a	study	tour	in	China.

As	a	resident	of	Acton	for	40	years,	Dick	also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town.	Dick	
served as Chair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mittee and member of the Acton Nursing 

Continue on page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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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Memory of Dick

Dongling Wu

One day in the summer, our beloved Mr. Richard Calandrella, a man who is very special to our 
church and the Boston metro-west Chinese community, left us with a cheery smile, and a wave of 
the hand.
 
Many years ago, when I moved to Acton, I often saw a very kind old man actively helping here 
and there in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in Angel Dance performance, and in the Church. He 
looked like a Santa Claus.  His appearance always warmed my heart. I felt that as a Chinese person, 
I was embraced by the local people.  Since his retirement,  Dick had helped the Acton-Boxborough 
community, especially Chinese community, with dedication and commitment.  
 
I met him in Church.  He was the AWANA game leader, and I was his assistant.  He showed his 
commitment even in this small role.  Each Friday, he arrived at church before 7:15 to prepare for 
the games, while I was late all the time with various excuses.  He knew all the fun games and 
played with kids as if he were their grandpa.  He treated everyone kindly, with a smile on his face.  
Although he never raised his voice, he has the authority and kind of invisible power among kids.  
When kids were hyper and misbehaved during games, he just counted 5,4,3,2,1, everyone calmed 
down.		I	learned.		When	I	came	across	the	same	scenario,	I	also	do	the	counting	with	firm	voice.	It	
never failed. 

 
Dick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ffort	to	build	our	church	build-
ing.		Dick	searched	all	the	properties	in	the	area	which	potentially	fit	the	
needs,	and	finally	located	this	one.		This	building	reveals	the	significance	
of his contribution.  He loved the church, and we love him as well.  At 
the inception of the church, we thought about giving a name like Boston 
Metro-west Chinese Bible Church.  Someone said, no, Dick and Nancy are 
not	Chinese.		So	the	final	name	became	Boston	Metro-west	Bible	Church.		
The picture of Dick and Nancy is the number one among the pictures of 
the church family in the hall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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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e. I was fortunate enough to work with Dick for the past three years on the ActonTV 
board when he served as board president. Under his leadership, ActonTV has transitioned from a 
little studio in high school to an award-winning local community access TV station. 

Today	we	come	together	to	celebrate	and	reflect	on	Dick’s	life.		Through	his	wisdom,	kindness	and	
generosity,	Dick	made	significant	impact	on	all	our	lives.		Now	it	is	our	turn	to	make	our	commu-
nity an even better place through caring and volunteering.  Like Dick once taught me, it is not if we 
can	make	a	difference,	it	is	when	we	are	ready	to	commit	ourselves	to	make	a	difference.

It is hard to think that we are not going to see Dick here anymore. But he is now in a better place.  
There will be one day we will see him again.  When we all meet Dick again, he will smile at us just 
like before and greet us in a language we can all understand. For now, I just want to say to Dick, 
“Zai Jian”!

Dick	was	a	man	with	extremely	strong	will.		During	his	sickness,	he	suffered	extreme	back	pain,	
in addition to many other discomforts.  When the doctor asked him how much pain he felt, from 1 
to 10, he said that it was 12! Yet, even at that point of physical weakness, he never lost his sense of 
humor.  He said that his back was more painful than a lady giving birth to a baby!  Although I don’t 
have the experience of giving birth to a baby, I still can imagine how much willpower it takes to be 
calm and humorous in his struggles. He taught us how to persevere, even in the toughest situations.
 
Yes, Dick had taught us countless lessons.  He taught us how to love, how to act with children, 
and how to face the challenges in life.  He always was ready to help others with love.  The book of 
Philippians chapter 2 verse 4: not looking to your own interests but each of you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others. Dick did what Bible says. We felt abundant love in his life.  With him, we forgot about 
age and ethnicity. The saying goes that “everybody dies but not everybody truly lives”. 

Dick left so many wonderful memories in our lifetime.  He truly lives with us!

(Continue from page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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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edicated Community Leader and Loving Friend

Yanni Gou

When I walk into church, I can’t help but think of the days when Dick was around. I am so used to 
his greetings. He would call my name, give me a warm hug with a big smile on his face, and ask 
me, “How are you?” Knowing Dick, he probably greeted many of us in the same caring fashion.

I met Dick in 2006. He served the Acto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Board for four terms a total 
of eight years, from 2007 to 2012, and from 2013 to 2015. He served the Board the longest years 
in ACLS history. He also served as a Parent Council Member during his gap year from the Board.

I was curious about how Dick got involved with ACLS. He told me he was a student in the adult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CSL) class. I joked with him, “You were kicked out, right?” He 
laughed,	“Pretty	much.	I	couldn’t	make	it	to	many	of	my	classes.”	Occasionally	he	would	show	off	
his Chinese language skills by saying, “Ni Hao” and “Xie Xie.”

Dick had a long career in public relations. He was eager to utilize his skills, experience, and his 
connections to contribute to ACLS. He was on the public relations team for ACLS’s big events, 
including all four years of the Acton Chinese Music Night, 2010 Acton Chinese Culture Day, and 
2011 Acton Town 275th Anniversary &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Dick always did a fantastic job on his press releases, which 
ended up in The Beacon, Action Unlimited, Acton Patch, The 
Boston Globe, and Acton TV. He also seized the opportunity 
to have ACLS participate in the live Fox 25 News “Zip Trip to 
Acton”	show	in	July	2011.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ACLS	was	
broadcasted nationally.

Dick always took initiative of those press releases, and he 
would usually have something drafted before our meetings. 
Normally I would jokingly ask him, “Dick, what are the words 
you’ll put into my mouth this time?” He always chuckled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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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running jokes, and had a positive attitude that allowed me to develop a friendly relationship 
with him from many years of working with him.

Dick was instrumental in organizing ACLS’s participation in the Oktoberfest event in West Acton 
for many years. He coordinated the booth locations and performance times, and usually dressed 
up	in	traditional	Chinese	Tang	Zhuang.	I	remember	when	we	participated	the	first	time,	he	com-
mented that the event was the most successful one in the history of Oktoberfest and he was so 
proud that ACLS was a part of it.

I didn’t know how old Dick was until a few days ago. In my mind he appeared as a young and 
energetic man -- just with white hair. He was always enthusiastic, helpful and willing to try new 
things. Many Sundays, Dick held the door open at ACLS and wore an orange jacket to direct traf-
fic.	He	always	had	a	big	smile	on	his	face.

Although time may leave us with gray hair and wrinkles on our faces, it should not leave wrinkles 
on our hearts. One time when we had a Board meeting at Dick’s house, I saw his and Nancy’s 
pictures from when they were young. I joked once again, “Nancy still looks beautiful. Are you sure 
this	is	you?”	I	rarely	joked	with	elders,	but	my	interactions	with	Dick	were	filled	with	so	much	
laughter since I knew no matter what I said, he would just laugh -- laugh from his young and non-
wrinkled heart.

In	reflection	of	Dick’s	life,	his	dedicated	services	to	ACLS,	and	his	45	years	of	volunteer	work	for	
the Acton community, the BMWBC Church, the Angel Dance Company, the North American Cho-
rus Association (NACA) set an extraordinary example for all of us: that none of us, like him, ought 

to retire from serving our commu-
nity. Together, let’s continue to 
carry on his vision and make our 
community a better place.

Dick, you will forever be missed 
in our he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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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
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
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作肢体，也是如
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

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
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事主。在指望
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
味地款待。

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
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
美的事，要留心去作。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罗马书 12：3-6，9-13，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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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区教会大事记

2002
2002年9月 原 Boxborought 团契和 Acton 团契合并，成立 Acton-Boxborough 团

契。开始在 Mt. Calvary Baptist Church 聚会， 总人数约 30~40 人。

2003
2003年9月 Acton-Boxborough 团契聚会人数包括大人和孩子达到 50~60 多人。

2004
2004年 夏天李明哲长老来西区分享植堂异象。西区同工为植堂异象祷告。

2004年9月 Acton-Boxborough 团契搬到 Faith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聚会，并

更名为 Metro-west 团契，即西区团契。聚会人数包括大人和孩子达到 60~80 多

人。

2005
2005年12月 西区团契成立植堂筹备委员会。分成三个小组：(1) 选择场地组， 

(2) 调查统计组， (3) 节目活动组。

2005年9月 西区团契推出儿童 AWANA 事工，第一期学员达为 40 位。团契聚

会总人数达 100~120 位，其中大部份是因为小孩的缘故来聚会的慕道友。

2006
2006年2月 西区团契按以下六方面事工培训并预备同工：(1) 主日崇拜， (2) 后

勤服务， (3) 灵命塑造， (4) 团契关怀， (5) 宣教布道， (6) 会计财务。

2006年9月 开始每周五开设主日学课程：(1) 慕道班， (2) 受洗班， (3) 新约概论

班。聚会总人数达 110 ~130 多人。 儿童 AWANA 学员达为 60 位。

2006年10月1日 西区分堂正式成立，开始在 Boxborough 的 Holiday Inn 崇拜。母

会的中文部蔡景辉牧师担任西区分堂第一任牧师。 第一次崇拜吸引了 200 多

位基督徒和慕道的朋友。

2006年12月 确认西区分堂会员资格，并在全体会员中产生首届执行同工会。

当选成员：焦振熙、刘相海、孙宝慈、王建国(主席)、徐巍然(书记)、杨军、

朱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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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2007年10月1日 西区分堂一周年庆祝。

2007年2月 主日崇拜搬到 Harvard Bromfield High School 。聚会总人数达 130~150 

多人。

2007年2月10月 西区分堂举办新年春节联欢晚会，前来参加的人数超过 300 多

人，他们中绝大多数是从未进过教会门的朋友们。

2007年4月 分堂举办春季布道大会，随后独立派遣个人 EE 布道队，进行跟进探

访，多人决志归主。

2007年6月 在原来的六个关怀小组基础上，成立了仁爱、喜乐、和平、恩慈、

信实、良善六个独立的团契， 后来又成立老年常青团契。

2007年8月26日 西区分堂举行投票， 印证神是否带领萧钦志弟兄夫妇来牧会。

2007年9月9日 主日崇拜搬到 Acton Gates Elementary School 。原来周五晚上的主

日学课程搬到主日崇拜后上课。

2007年11月24日 西区分堂感恩聚会，聚餐、诗歌及分享，参加人数超过 200 多

人。

2007年12月9日 西区分堂首届年会，投票产生新一届执行同工会。当选成员：

白天成、舒国才、孙宝慈、王建国(主席)、杨军、谢峰(书记)、周立。

2008
2008年2月  西区分堂举办新年春节联欢晚会，前来参加的人数超过 600 多人，

他们中绝大多数是从未进过教会门的朋友们。

2008年5月起， 西区教会奉献中的一半， 将作为西区的“建堂基金” 。

2008年7月13~15日 西区教会的家庭露营活动， 吸引了共 252 位成人孩子参加。 

主日早上一起崇拜， 李明哲长老证道， 王建国弟兄领会。

2009
2009年2月起， 李民举传道到西区实习， 为期一年。

2009年9月， 西区购买 511 Newtown Road， Littleton 房地产。 从 9 月到 12 月西区

弟兄姊妹为建堂基金捐献 $25 万。

2010
2010年2月 李民举传道赴俄亥俄教会牧会。 西区邀请李明哲长老出任西区独立

后的教会代理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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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 西区与母会 CBCGB 共同协商决定， 西区自七月一日起正式成为独

立教会。 特成立独立交接委员会： 王建国(主席)， 谢锋(文档)， 叶南(财务)， 

李明哲(代理牧师)。

2010年5月 西区为建堂集资， 发行教会债卷， 母会 CBCGB 承诺尽量帮助支付

前三年半的债卷利息， 最多不超过 $17.1 万。

2010年6月 西区新堂正式动土开工。

2010年7月1日 西区正式成为独立教会。名为波士顿西郊圣经教会， Boston 

Metrowest Bible Church。 先前的执行同工会，更名为执事会， 成员有： 王建国

(主席)， 谢锋(书记)， 周立， 舒国才， 马东海， 施建川， 巫东灵。

2011
2011年7月10日 西区教会正式开始启用新堂。

2011年8月28日 西区教会开放日。 向波士顿西郊的华人社区介绍教会的各项

事工， 包括儿童，青少年，成人，长辈的活动， AWANA， 主日崇拜， 主日

学， 团契， 社会关怀， 短宣， 恩爱夫妻营。 吸引近500位朋友前来参观。

2011年8月9日 教会物产管理委员会成立， 成员： 谢峰(主席)， 王建国， 徐巍

然， 崔振乾， 伍叔云， 周立， 李志峰， 钟应木， 李福根， 朱新羽。

2011年9月10日 新堂献堂礼拜。

2011年9月11日 第一届受洗典礼。 受洗成员有：刘幸贵，高萍，方晶，芶燕

妮，李坚肪，马新发，李诗洋，吕凯西，马汝佳，谢若蕴，王爱爱，郑逸

文。

2011年12月18日 第二届受洗典礼。 受洗成员有：田淑媛，潘礼煌，黄欣，吴

航。

2012
2012年02月04日 春节元宵晚会。 近350人前来看演出吃元宵。

2012年03月10日 第一届”西区同心杯”乒乓球锦标赛。 和平团契队获团体冠

军， 信实团契队得亚军， 喜乐和恩赐二队并列季军。

2012年05月11-13日 “有情天”春季布道会， 讲员： 章开第牧师/张美恩师

母。

2012年05月13日 第三届受洗典礼。 受洗成员有： 冯军，范宝剑，王丹艺，蒋

为，高惠琴，余志红。

2012年09月28-30日 “与主同行”秋季布道会， 讲员： 张儒民弟兄。

2012年10月01日 角石乐队成立。 吉他手：傅广宇， 爵士鼓：王建国， 键盘

手：刘兆民， 贝斯手：谢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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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16日 第四届受洗典礼。 受洗成员有： 曾智洪，唐燕华，刘清，周

晶。

2012年12月24日 圣诞夜烛光纪念晚会

2013
2013年02月23日 春节元宵晚会。 近300多人前来看演出吃元宵。

2013年04月27日 第二届”西区同心杯”乒乓球锦标赛。 和平团契一队荣获团

体冠军， 和平团契三队获得团体亚军， 恩慈2团契队和良善团契队并列团体季

军。

2013年05月19日 第五届受洗典礼。 受洗的有： 汤鸿冰，朱丽萍，孙淳。

2013年07月12日 “永恒/永生”仲夏主题赞美见证之夜。

2013年11月01日 “爱的宣言”金秋敬拜赞美之夜。

2013年11月17日 特别宣教月， 各团契认领支持包括杨一哲牧师和云南贵州在内

的八个宣教单位。

2013年12月22日 第六届受洗典礼。 受洗成员有： 谷中泉，高佩琴，曲成勋，

陆树坚，陈德中，李韫喆，于晓研，王晓梅，戴依缘，马诗湲，徐珞珈，刘美

琪。

2013年12月24日 圣诞夜烛光纪念晚会。

2014
2014年02月08日 春节元宵晚会。 整个礼拜堂座无虚席。

2014年03月16日 为改善青少年聚会场地， 马厩改造工程开始。

2014年04月11-13日 “破茧而出”春季布道会， 讲员： 陈昆华传道/周圣惠师

母。

2014年05月03日 “第三届同心杯乒乓球赛， 各团契踊跃报名， 并积极邀朋友， 

共有近60位兄弟姊妹和朋友们参加。 经过两周的激烈角逐圆满结束， 最后恩慈

2组团契队勇夺乙级赛区冠军， 和平团契一队荣获甲级赛区冠军(同心杯); 恩慈1

组 团契队夺得乙级赛区亚军， 和平团契二队获得甲级赛区亚军; 喜乐团契队及

和平团契四队分获两个组的第三名。

2014年05月11日 第七届受洗典礼。 受洗的有： 宋彩霞，王运东，王娟琴，杜

菲，吴惠，梁德元，黄成东。

2014年10月25日 教会乒乓球团契与到访的母会乒乓球团契， 进行了一场高水准

的对抗赛。 借此机会两个团契 彼此有更多的交通和分享。

2014年12月24日 今年的圣诞烛光崇拜吸引很多人参加。 整个大堂座无虚席。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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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第一次来教会的新面孔。

2014年12月28日 第八届受洗典礼。 受洗成员有： 刘丹梅，周子航，胡霞，金

秀兰。

2015
2015年3月7日 春节元宵晚会，王晓梅魏忠友主持，节目有小品，相声，歌

曲，器乐等等，十分精彩，整个教会座无虚席。

2015年5月17日 第九届受洗典礼。 受洗成员有： 李琛， 亓玉林， 刘在蓬， 田

恩瑞， 徐婷， Rebecca Shi。

2015年6月12日  夏初赞美见证之夜，主题：永不丢弃。

2015年11月20日  秋季赞美见证之夜，主题：感恩的赞美。

2015年12月13日 第十届受洗典礼。 受洗成员有： 郭颖颖， 付庆伟， 孙红

艳， 刘锋， 巫宁耕， 王通瑞。

2016
2016年5月1日 第十一届受洗典礼。 受洗成员有： Alicia Yang， Peter Xie， 

Shirley Xu， Anna Wu。

2016年5月28日 第一届灵命进深营，讲员：苏文安牧师。主题：有真有爱，全

人成长

2016年9月30日~10月2日  教会十周年庆典活动及培灵会(李秀全牧师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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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西区教会大合影

2012年西区教会大合影

2013年西区教会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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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西区教会大合影

2015年西区教会大合影

2016年西区教会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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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西郊圣经教会十周年特刊

波士顿西郊圣经教会的异象

是举目看田的教会

是祷告上主的教会

是差遣工人的教会

BMWBC’s Vision

A Church that looks at the harvest field

A Church that asks the Lord of the harvest

A Church that sends forth work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