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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8月20日，我和先生受

洗加入教会，随后就参加喜乐小

组，到今年已经有五年多了。间中

除了身体不舒服以外，我从来没有

停止参加主日崇拜。在阻断措施期

间，教会停止开放，我就在我女儿

家和女婿一起上网参加崇拜。教

会的慧心姐妹顾念我们年长者无

法上网，特地把一个手机送到我

家，并且教我使用的方法，让我能

听预录的讲道。在这里我要谢谢

她的爱心和对年长者的关怀。

去年11月开始，教会开放50个人的

实体崇拜，我就请雅洁姐妹帮我

报名。我个人喜欢实体崇拜，因为

我家没有网络，我必去女儿的家，

才能上网参加崇拜，这样一来对我

很不方便，也需要麻烦我的女儿。

自从教会重新开放，我们可以参加

实体崇拜以来，我就从来没有间

断过。能够去教会我很开心，因为

可以看到很多弟兄姊妹，还可以当

面谈话聊天，实体崇拜真的好过在

网上敬拜。主耶稣给我健康的身

体和有好的精神听道，所以我要以

实际行动去表达对上帝的爱，参加

实体崇拜就是我表达爱上帝的一

种方式。

我一周工作五天，在办公室里做打

扫和清洁的工作。疫情严重的那段

期间，办公室的员工都居家办公，

我就被令暂停工作，待在家里。等

到政府放宽条例，允许大家部分

时间回去上班后，老板要求我一周

只工作一天，而且每一次只工作三

个小时。我原本以为我的收入会受

影响，但是感谢 神，老板很关心员

工，没有减我的薪水，还是照样给

我一个月份的工钱。我感到 神是

多么地爱我。

另外我要特别感恩，因为常常在

家，有很多其它教会的弟兄姊妹来

我们的组屋做探访，与我一起读经

祷告。在疫情期间，我感恩上帝保

守孩子和孙子们有健康的身体，也

让他们有工作的保障。

总的来说，我要感谢 神在我生命

中的满满祝福，我也感谢教会里弟

兄姐妹对我的爱。祝愿所有的弟

兄姐妹在新的一年蒙 神祝福，也

盼望弟兄姐妹们都回来教会参加

实体崇拜，我们可以见面说说话，

分享在主里的恩典。

天堂在我心   杨爱治

一位长者的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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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字所以当选字述一年2021

汉字，是许多人因为疫情的笼罩下

有许多的期“盼”。这“盼”字反映

了我们当下的心境，显示我们期盼

疫情快快结束。但是疫情非但没

有结束，反而出现新的变种毒株，

使这“盼”望遥遥无期。

什么是盼望？盼望是一种期待，是

对未来有一个美好和喜乐的期待，

希望好事到来。对一些人来说，只

要有明天，就是一个盼望了；对另

一些人来说则盼望明天会比今天

更好。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活在盼望

中，盼望事事顺利、心想事成和身

体健康等。心存盼望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是使我们继续往前行的动

力。人如果在失望和绝望中就会对

生活失去动力。

今年的《大斋节期灵修思语》手册

的主题是“从灰烬中，盼望升起”

。纵然我们会面对许多灾难、苦难

和挑战，好像在灰烬中求生存，但

只要我们心里有主，盼望就会冉冉

升起。上帝有很多美好的属性，

是善良、慈爱的、公义和圣洁的。

使徒保罗还提到上帝是使人有盼

望的 神， 就是盼望，连于上帝

就是连于盼望。“但愿使人有盼望
的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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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3）
。因着信就有盼望，信心是盼望的

基础，“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11：1）

我们的信心要像《圣经》里所记载

的那位讨饭的瞎子，当他遇到耶

稣和门徒时，就喊着说：“可怜我

吧。”。他并不是向耶稣或门徒要

饭或讨钱，而是向耶稣提出一个在

常人看来似乎难于实现的盼望。“

耶稣说，要我为你作什么。瞎子
说 ，拉 波 尼，我 要 能 看见 。耶 稣
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

不再犹豫的人生

我是一名幼儿园老师，来新加坡

已经快四年了。我来自于一个简单

朴实的家庭里，母亲是一名基督

徒，从小我就耳濡目染地看她祷

告唱诗歌。每次看到她祷告后事

情就会变得很好，所以对 神最初

的印象就是 可以帮助我们解决

困难。

 在决志信主之前，我是一个非

常没有自信、自卑的人，在生活中

和工作中都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想

法；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 神，同时

又不完全相信。但是我知道，如果

我要一个信仰，那一定就是成为一

名基督徒。因为无论是从小生活的

环境，还是我长大接触到不同的

人，都让我意识到要让主耶稣成为

我生命的救主。

 在我来新加坡之前，我大学

里非常要好的朋友带我去她的教

会，她觉得那是对我最好的祝福，

同时她送了我一本《圣经》。来到

新加坡后，我就把《圣经》放在我

的床头，这位朋友在我的《圣经》

上写着：“当你想家，或是遇到困

难，感到委屈、迷茫和失望的时

候，你不要怕，你就打开《圣经》，

你会得到安慰、陪伴、智慧、方向

和蔼。上帝时时刻刻、分分秒秒与

从字述一年2021汉字

你同在，耶稣爱你，我也爱你。”

所以每当我在新加坡遇到困难，又

无法向父母和朋友倾诉时，我就会

打开《圣经》去阅读， 会给我力

量战胜眼前遇到的困难，我相信上

帝能够帮我。

 在新加坡工作时，有一次我和

婷婷姐妹在学校聊天，谈到彼此

的信仰，婷婷姐妹向我讲述她个

人的得就见证，以及她现在的教

会生活。我向她坦诚自己一直以来

都很相信上帝，妈妈也是一名基

督徒，从小我就接触《圣经》和祷

告，高中同学和大学室友都是基督

徒，但是自己不知道如何才能成为

一名基督徒。那个时候开始，我就

有兴趣想要更认识上帝。过后，婷

婷姐妹就带我去怀恩堂。

 曾经我有好几个月情绪非常

不好。因为疫情的缘故，我已经很

久没有看到我的父母，一边非常想

念他们，一边又不想放弃现在的工

作回国。情绪的低落，使我有点坚

持不下来，那时候我察觉身边的朋

友和同事都特别的照顾我，就在

想到底是什么原因可以让大家如

此的爱我帮助我。婷婷姐妹会经

常找我聊天，关心和支持我，开解

我说：“大家都很关心你，是因为

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
稣。”（可10：51-52）。可见上

帝晓得我们盼望中的信心。

每个人都有盼望。如果把盼望寄放

在人或事物上，难免会失望，甚至

绝望，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理伤害。

我们的盼望应该是放在主耶稣基

督身上，因为 使我们的生命有

源源不断的动力和信心去面对人

生。 神是我们的盼望， 没有应

许我们天色常蓝、人生不会有暴

风雨、或生活一帆风顺，不会遇到

苦难；但 神应许我们 的恩典够

用。 坚固我们，赐予我们力量与

信心，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得胜。神

给我们应许不只是今世而是永恒

的，这也是我们最大的盼望。

“你们也因着祂，信那叫祂从死
里复活，又给祂荣耀的 神，叫你
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 神。”
（彼前1：21）

“盼”谈起 上帝让我们来爱你呀！”是的，我

从小就这么幸福，一直生活得很开

心快乐，因为我身边一直有上帝在

爱我。婷婷姐妹回国之前，她带我

去李立导师的家做客，那天我们各

自谈到对上帝的认识。就在那时，

我做了决志信主的决定，丝毫没有

之前那样犹豫纠结，也没有半点的

怀疑。我感受到了上帝与我同在，

愿 意 让 主 耶 稣 成 为 我 生 命 的 救

主。最后在大家的见证下，我做了

决志祷告，

 自从成为一名基督徒后，我的

生命有了很大的变化。我开始了教

会生活，生活变得多姿多彩。在教

会里，我认识了很多弟兄姐妹，除

了每个主日去参加主日崇拜，我也

通过主日学的课程更了解和认识上

帝，也参加福音聚会。上帝让我在

工作和生活中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我变得比以前更自信，开始慢慢的

学习祷告，尝试每天有一段固定的

时间去做灵修，与 神沟通和分享自

己的生活，感恩 神赐予我的一切。

当自己在生活中遇到不如意的时

候，我会去向 神倾诉，求 的话语

帮助我去正确地看自己，正确地看

世界。神教导我要爱人，并且要爱

所有的人，凡事要交托给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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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甚至于一边阳光普照，一边

细雨绵绵；然后雨声逐渐响亮，稀

里哗啦 成为骤雨、霪雨。照理说

这时候还是春季，下的是春雨，而

春雨应该是让人感觉美好的；不

是说“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吗？看来雨是按着天地的规律而

下，毫不在乎人的感受，只是人在

不同时候有不同的心境，待雨滴

滴答答落在心头上时作出不同的

回响。心情好时，是好雨，是“随

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心情不

好时，是苦雨，是“到黄昏，点点滴

滴”。

 每 当 遇 到 这 种 突 如 其 来 的

雨，总是会想起您的那把声音：“
老天爷啊！太捉弄人了！”然后想着

您穿着一双木屐，踏着急促的脚

步，赶忙去收一竿一竿晒在外头

的衣服。木屐嘎嘎的声音，那么

响，又那么碎，一声一声地潜入我

的心底；这声音再熟悉不过了，它

敲出了许多母亲的辛劳，踩出了数

不尽的母爱。

 长大后我知道“天有不测风

云”。现在，我也学会了“望天”作

息，希望从天色中能够得到预警。

只是我从没想到，您会在同样没

有预警之下，没有道别而离去。即

使我知道您年事已高，即使我知

道总有一天您会离我而去，然而我

仍然期望我们之间能够好好的道

别，而不是如此骤然的方式。医生

诊断您是因新冠病毒而离世，所

（一）阿母的兴化米粉

 在国外留学时，我们一群来

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香港的学

生经常会在一起聚餐。我住的宿

舍房间最大，所以大伙都选择来

我这里聚集，也就使用了我的厨

房。留学生们都使出浑身解数，

展示他们的厨艺。隔壁的香港学

生预备了“清补凉”，告诉我们那

是他妈妈特地从香港邮寄过来的

药材，还教他如何熬的老火汤。“

哇！哇！”大伙兴奋地喊着。“哇！

好幸福啊！”不知道哪位男生脱口

而出，也不晓得他是指这位香港

学生幸福，还是指我们这群有口

福蹭口汤喝的家伙幸福。

 那时我的厨艺好烂，还好之

前我向另外一位朋友请教。这位

朋友从伦敦写信给我，信笺写得

歪歪斜斜、密密麻麻的，还加上

一两个插图，教我如何煮新加坡

风味的咖喱鸡，还说这是他妈妈

的“ 秘 籍 ”。我一边 按 着 那“ 秘

籍”下手，一边嘀咕着“怎么没写

清楚要放多少辣椒粉 ？”“马铃

薯该切成多大？”最终咖喱鸡出炉

了，但尴尬地多了一些烧焦味，也

把香港学生辣得不行了！我望着自

己的“成就”，后悔当初没有向阿

母学习。“怎么样才能煮出阿母的

咖喱鸡味道？”可惜那时通讯不方

便，阿母又目不识丁，不可能把她

的煮法教我。

走入厨房，我开始学习做菜。我逐

渐知道，原来每个人在学习做菜

煮饭时，心中总有个妈妈，都在寻

找那个— —熟 悉的、特别的、妈

妈的——味道。那个味道是微妙

的、是温馨的、是难以忘却的；一

旦想起时就会勾起我们许多的回

忆，刺激我们所有的味蕾，恨不得

时光能倒流，巴不得即刻能尝尝

的滋味。

 印象中，最喜欢阿母的兴化米

粉。逢年过节时，阿母总会煮上兴

化米粉；而阿爸总会对我们说：“
这是我们的家乡菜。再穷，也要吃

兴化米粉！”阿母煮的兴化米粉，

白如雪，细如丝；每一丝都极有弹

性，每一丝都蘸有蒜香。家里经济

较好时，米粉里就有肉丝、香菇、

海蛎等佐料；经济不好时，也有菜

根和紫菜。一家七口在一起吃兴化

米粉，一口接一口，齿颊留香。

 阿母，现在我也煮兴化米粉

了，为了传承阿爸和您的那一份

的执着。而每一次煮兴化米粉，

心中阿母的影子，就毫不保留地

跳了出来。

 阿母，来吃兴化米粉！

（二）阿母的雨天

三 月里 的 雨，总 是 来 得 那 么 突

然。

 明明还是艳阳天，热得叫人

受不了，才一眨眼的工夫就下起雨

以不让我们看您最后一眼，也不

让我们为你收殓。不能尽孝，已经

让我们难过，何况他们要把您放

入密封的胶袋中，更让我们心如刀

割。

 我们之间有多少年没有谈笑

风生？有四年了吧？上一回看到您

的微笑，是在您90岁生日的那一

晚。那一晚，您穿上了我们特地为

您买的鲜红上衣，我们还特意安排

为您弄了头发。嫣红的衣服与您的

满头白发成了强烈的对比，笑容让

您看来精神饱满。阿母，我想让您

知道，天底下最美丽动人的一刻，

不外就是您微笑的那一瞬间。

 您的身体和心智逐渐衰退，

您的笑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

饱受褥疮的痛苦表情；肌肉萎缩

了，剩下的是骨瘦如柴的皮囊；

眼神没有了，只有涣散的目光。您

不能说话了，我只能在你耳边轻

声细语，告诉您身边发生的一些

事：“阿母，您的孙子当兵了！”“阿
母，您的孙子结婚了！”“阿母，您当

了太嫲了！”，期望您有所反应。

 雨，依旧滴滴答答地下着。朦

胧中我仿佛站在幼稚园的门口，看

到您撑着油纸伞，在雨中碎步向

我走来，伸出手对我说：“幺仔，下

雨了！来阿母这里！”

（三）阿母的手

小时候，喜欢您的一双手，能煮出

许多美味的食物。发烧生病时，您

为我准备了瘦肉粥；生日时您特地

煮给我一碗面线，外加一个鸡蛋。

阿母，您是魔术师吗？

 小时候，惊叹您的一双手，能

空手抓住蟑螂。那些蟑螂有翅膀

啊，飞来飞去的，把姐姐们都吓坏

了。阿母毫不胆怯，熟稔地从蟑螂

的盲点空手出击，又快又准地捉住

了它。阿母，您是武林高手吗？

 小时候，害怕您的一双手，

会啪啪地往我身上打。爸爸从来

不打我，但是阿母不同，不只用手

打，还会用藤条抽。阿母，为什么

您一边打我，一边在哭？是我伤了

您的心么？

 小时候，好奇您的一双手，为

什么总是那么粗糙？小朋友们都

牵他们妈妈的手，但是我不敢牵，

因为阿母的手好粗，扎得我好疼。

幺仔，别怕！那是阿母的手，在洗

衣板上来回的刷，在肥皂和洗碗

液中来回的浸泡，在面粉团中来

回的擀，在碳堆里来回的翻，长满

了茧……幺仔，这是阿母的手！

 阿母，如今我再也牵不到您

的手了。

 那天去看您的时候，我突发

奇想，握着您的手拍了张照片。没

想到这成了最后的诀别。

	 阿母，安息吧！幺仔会记得您
手心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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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我信！
在信主之前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幸

运，无论是生活、学业或是工作总

会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并且结果总

会如我所愿。所以当我遇到任何

问题，或者有任何目标时，我总是

信靠自己，认为没什么问题是解决

不掉的，总可以找到最好的解决方

案。与此同时，我的生活压力也很

大，而随着年龄增长，遇到的情形

愈加复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

会承受更大的压力。总而言之，在

信主之前我觉得我只相信自己，认

为一切的美好源自于我的能力和

福气。我并不认为自己有罪，从小

我就被教导做个好人，宁愿吃亏也

不要占别人便宜、永远不要伤害别

人、尽可能地帮助别人、要有责任

感等等。所以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

好人，最起码是不坏的人。

 在去年的 5月一 切发 生了变

化，起因是我对宗教产生了好奇

心。其实我的生活依旧很美好，而

来到怀恩堂我也只是秉着好奇的

7

心想探一探究竟。在参加《信仰研

讨课程》的数月里，我时常打断老

师，用自己的逻辑思维和事实的

角度对基督教进行各种质疑和批

判。我有多年参加辩论赛的经历，

大家没有办法在逻辑或者事实上

论证有上帝的存在，所以每次的讨

论结果令我洋洋得意。与女朋友探

讨上帝时，我也时常如此，所以我

们没少因为这个而产生争论。

 就在一次和女朋友的争论后，

我的生命产生了巨大的转变。当时

争论的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但是

女朋友突然的哭泣让我手足无措。

她的哭泣不是由于生气，而是来自

于不知道怎样可以让我产生改变

的无助，我们仿佛一直在两个频道

上。当我看到她无助地哭的时候，

我的想法在这时突然产生了转变。

因为如果我真的期待一个人可以向

我论证上帝的存在，那么他一定是

站在比上帝还高的位置。而什么是

信，信这个词的本意就是在无法论

云彩的见证祁晗 7

我在华语崇拜已有二十多年。一路

走来，我非常蒙福，有导师、牧者

和兄弟姐妹的陪伴，一起成长。这

是我的家，我熟悉的地方。二十多

年里，我也曾经因为工作的轮班而

减少来参加崇拜，也曾与神怄气而

不来崇拜；不过每次回来教会，都

切切实实地感受到有人关心，有人

爱。我知道在这里我会被接纳，也

一定可以留下长驻。华语崇拜一直

都是我的家，是我成长的地方。

 读中学的时候，我从粤语崇拜

跨越到华语崇拜。期中我参加了

学生团契，并在团契的委员会中事

奉。受洗后我参加过诗班，也当过

崇拜的迎宾。步入社会后，工作开

始忙碌，我只能参与差传年会的事

奉，直到六年前我转行，在时间上

能够稳定地参加崇拜，才再次投

入事奉。现在我是儿童部的主日学

老师，负责教导学前级的幼童，也

是差传委员会的成员，并且参与南

亚客工的事工。

 凡是有事奉经历的肢体，都会

认同事奉一点也不容易。我从小就

知道事奉是：同工短缺、人事多多、

麻烦不停、越做越多。再次回到事

奉岗位，每次在做预备时，我都问

我自己：“为什么又答应事奉？真是

没事找事！”。越事奉，我越看到与

人相处的困难，也越看到弟兄姐妹

的不可爱。工作的劳苦，还能换来

看得到的薪水；但是事奉的付出，

却换来委屈和辛苦，不但月底没薪

水，还要拿出十一奉献。在事奉的

过程中，我看到丑陋的一面，对一

些牧者和同工产生失望。

 但我今天要感恩，而且 还要

继续在怀恩堂事奉，因为这里是

我家。什么是家？家里的哥哥姐姐

不可爱，有时我会看姐姐不顺眼，

觉得哥哥不管家里的事；爸爸妈

妈不完美，有时我不喜欢爸爸做

事的方式，妈妈煮的东西不好吃。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一家人。家，

是没有支付我们薪水，但我们还是

要付水电费的地方；工作再忙没时

间，但还是要洗衣服洗碗的地方。

若家里停电了，我们要一起处理，

有人生病了，我们要陪伴。倘若一

证，或是看见真实的答案情况下作

出的选择。就像你问我相不相信你

是个好人一样，虽然我不是很了解

你但我依然愿意相信。这个信这么

简单，但为什么到了上帝这里这种

信就这么难呢？从那时起我突然意

识到相信上帝不是在逻辑上相信

和论证，而是需要感受 ，感受生

活中 的存在。正是这种想法的

转变，我开始逐渐接受并渴望信靠

主。此后，每每想起这件事我都觉

得很不可思议，这是主赐给了我智

慧去理解信并唤醒了我体内的灵，

让我懂得用灵和 沟通。

 之后，我读《圣经》读到《希

伯来书》第11章说到：“信就是所望

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我更是惊讶和感激。那时的我不

接受主，质疑他，不愿意通过读《

圣经》了解 。但 是那么的大爱

和智慧，让这句话在我脑海中显

现。所以不是我走向了主，而是

走向了我。

个人不做家务，另一个家人就要担

当，家里大小事务，我们都要负责

任，每个人各尽其职。我们不能因

为家务辛苦，或家中有困难而跑到

别人家去住。怀恩堂华语崇拜就

是我的家，是我甘心努力付出的地

方，即使怎么失望、受伤，我还要

继续在家，还要事奉。家，仍然有

着满满的爱！

 当然，事奉的道路上也有满满

的、丰富精彩、和令人超乎想象的

恩典和祝福。我感恩有华语崇拜这

个大家庭，有一同成长、事奉、牺

牲、努力和流泪的弟兄姐妹。在我

们庆祝华语崇拜37周年时，我想

鼓励事奉那些感觉疲累的肢体：不

要放弃；对那些没有事奉的，敞开

自己的心，让我们一起以信心忠心

地服事 神，见证蒙福之路，陪伴弟

兄姐妹，数算恩典，同走天路。

但愿华语崇拜的一家人同心、肢

体一体，灵命长进，属灵的儿孙满

堂，主恩满溢！



所有美善力量

词：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写于1944

曲：Siegfried Fietz
中译：林鸿信教授

Von guten Mächten treu und still umgeben, 
Behütet und getröstet wunderbar, 

So will ich diese Tage mit euch leben 
Und mit euch gehen in ein neues Jahr.

Noch will das alte unsre Herzen quälen, 
Noch drückt uns böser Tage schwere Last. 

Ach, Herr, gib unsern aufgeschreckten Seelen 
Das Heil, für das du uns geschaffen hast.

Und reichst du uns den schweren Kelch, den bittern 
Des Leids, gefüllt bis an den höchsten Rand, 

So nehmen wir ihn dankbar ohne Zittern 
Aus deiner guten und geliebten Hand.

Doch willst du uns noch einmal Freude schenken 
An dieser Welt und ihrer Sonne Glanz, 

Dann wolln wir des Vergangenen gedenken 
Und dann gehört dir unser Leben ganz.

Lass warm und hell die Kerzen heute flammen, 
Die du in unsre Dunkelheit gebracht. 

Führ, wenn es sein kann, wieder uns zusammen.
Wir wissen es, dein Licht scheint in der Nacht.

Wenn sich die Stille nun tief um uns breitet, 
So lass uns hören jenen vollen Klang 

Der Welt, die unsichtbar sich um uns weitet, 
All deiner Kinder hohen Lobgesang. 

(Chor)
Von guten Mächten wunderbar geborgen, 
Erwarten wir getrost, was kommen mag. 

Gott ist bei uns am Abend und am Morgen 
Und ganz gewiss an jedem neuen Tag.

所有美善力量都默默围绕，
奇妙地安慰保守每一天。

让我与你们走过这些日子，
并与你们踏入新的一年。

尽管过去的年日折磨心灵，
艰困时光重担压迫我们。

主啊！拯救饱受惊吓的心灵， 
以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

若你给我们递来沉重苦杯，
满溢着忧愁痛苦的苦杯。

主啊！从你良善慈爱的圣手，
毫不颤抖心存感谢领受。

主啊！若你愿意再赏赐我们，
世上欢乐以及阳光亮丽。

让我们纪念过去美妙岁月，
把我们生命完全交托你。

今天请让烛火温暖地燃烧，
是你带给黑暗中的我们。

或许这会引领我们再相聚，
明白你的光在黑夜照耀。
寂静深深围绕我们展开，
让我们听见那丰富声响。

从周遭无形世界向外扩散，
凡你儿女尽都高声歌颂。

（副歌）
所有美善力量都遮盖，

不论如何都期盼那安慰。
在晚上早上每个新的一天，

上帝都将与我们同在。

灵友伟安发给我这首歌的视频。

画面里，在窗明几净的教堂背景中，一位白须的老先生坐
在钢琴前缓缓地弹奏，指尖传来流水般悦耳的琴声，然后
他抬起头温柔地、微笑着、轻轻地唱起这首歌。歌声深沉
有力，像是娓娓地诉说一个故事。这是一首德语歌，我虽
然听不懂，但是借着中文翻译，我不只感受到了歌曲和歌
声中透出来的坚定信心、盼望和力量，也让我眼睛湿润。

 写下歌词的潘霍华，是世界第二次大战时期著名的
神学家、牧师和殉道者。身为德国人，他却选择了站在真

理这一边，与当政的纳粹主义抗争。他的勇敢，超越了民
族主义；他的信仰，带给他力量。就在狭窄阴暗的监牢
里，他拿起纸笔，想要写信给未婚妻和家人；深藏心底的
感触泉涌而出，写下了这首诗歌，送给他们做圣诞的祝
福。面对生命中的黑暗，和死亡的阴影，他却写出了散发
出内在平安和光明的诗歌。1945年4月9日，年仅39岁的
潘霍华在集中营里被处决。

 原来我从歌曲中感受到的，是美善的力量。请你也
轻轻地听，慢慢地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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