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灵沐浴室   阿木

有一阵子我在生活上面对很多的困难，工作环境转变，

半工读的进修课程的要求也很高，心里所承受的压力

非常大。面对这一切的同时，我常问自己，是不是错过

了太多和孩子一同成长的机会。找了几个密友倾诉，始

终无法释怀。再加上听到和自己同样是年轻妈妈的主

内姐妹过世的坏消息，心里的那块大石，更坠落到谷

底。那阵子，就算我不说一句话，身边的朋友都看出我

心情十分低落。他们的问候，我无法回应，只能说迟些

再谈，因为我知道我一说，眼泪一定会夺眶而出。

	 就在那期间的一个星期五，我上了半天的班。之

前累积下来的疲乏和压力，已把我累垮；但为了把握和

孩子相处的时间，我还是决定去亲自接孩子下课。在

乘搭地铁途中，我接到同事J的简讯。她也是基督徒。

	 “姐妹，不要停止和上帝倾诉， 一定会在最恰

当的时候回应你的呼求。”

	 到了站，出了闸口，发现原本阳光普照的晴空，

突然乌云密布，下起滂沱大雨来。我看看简讯，又看看

天，不禁叹了一口气。雨势非常大，就算打了伞，肯定

也会淋湿。反正我已经累得不得了，于是决定去附近的

图书馆歇一下脚，等雨势转弱再走。

	 我在图书馆里随意的走走，到了我从没到过的部

门，随手拿起书架上的书本。咦？这本不是专门写给妈

妈的灵修书吗？怎么公共图书馆也有基督教书籍？拿

了，就坐下来翻阅。

	 它是一本顺着日期排列的每日灵修札记。我翻到

当天日期的那一页。

	 那是说到人生有不同的季节。一下子我们在考虑先

生孩子还是先追求事业，很快的，又变了在平衡孩子的

教养和工作的需要中挣扎；再过一下子，这一些都会过

去，孩子独立了，我们的角色又再转变。这耳熟能详的道

理我听过好多遍，但在那一刻，它似乎说到我的心坎里，

把我从压得透不过气的当时拉出来，让我能从鸟瞰的角

度，看到当时所面对的只是人生旅途上的一小点。再苦，

转眼就如飞而去。奇妙地，在那一刻，心中久久不能撇去

的阴霾，霎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温暖、

爱和盼望。我抬头往窗外看，雨停了，又是艳阳高照，前

后的转变才不过半个小时。我知道，这是天父亲自来找

我，给我出人意外的平安。我心里很清楚，因为这不是

第一次用我的爱语(love	language)明确地告诉我 是爱

我的。天父不只是把 对我的爱写在《圣经》里，而是透

过圣灵，用我的爱语，把 的爱深深的烙印在我的心里。

每次当我想到伟大的		神如何亲自的来寻找那微小的我，

对我说“I	love	you”时，我心里既是激动，又是感动。

	 走出图书馆的我，和半小时前走进去的那个我，

简直是判若两人。就象掉在地上的枯枝，从新接上那

有活水涌流的葡萄树上一样。这是上帝的工作。是的，

天父爸爸正在聆听我们每一个呼求，在最恰当的时

候，亲自来用爱来拥抱我们，给我们属天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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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昭拍耶河（Chao	 Phraya	 River），又称大
王河，是泰国最大的河流。

注2：	双排车（Songthaew），因车厢左右两排
长板凳得名。

云彩的见证陈子熙、俞玲玲 3

夕阳的余晖洒在沉静的昭拍耶河1面

上。我们从“双排车”2向后望着河道旁

寂寥的小路上，尾随着我们的Saiyan

传道与英杰牧师，心中突然涌现难以言

喻的感触。

	 22年过去了！是什么样的原由与动

力，促使他舍弃繁华的花园城市，而隐

身在这片荒远贫脊之地呢？也许我们

能借着过去几天的亲身跟随、目睹耳闻

他身旁同工牧者的生命见证与经历找

到蛛丝马迹。

	 今天早晨很感恩能亲身探访英杰

牧师在这里的得力同工Somsi姐妹。倘

若不是英杰牧师向我们透露，我们根

本无法察觉这位和蔼可亲满面笑容的

姐妹，正强忍着椎间盘突出症之痛与我

们席地而坐来接待我们。今年55岁的

Somsi姐妹，是在20多年前到曼谷就医

时，经一位基督徒护士向她与父亲传福

音而信主。她后来在Singburi认识英杰

牧师，有感于自己家乡Tha	 Chang尚未

有教会，因此邀请英杰牧师到这里设

立福音据点。他们最初开办了英语补习

班来服事当地的学生，与村民建立关系

到后来成立Tha	Chang教会。

	 今天，Tha	Chang教会已经是由当

地人自力自养的教会，不但如此，他们

也传承了英杰牧师的信念，并协助英杰

牧师到泰中的其它省份去植堂传福音。

三年前，Somsi姐妹无私地将阿姨生前

留给她的土地遗产奉献给教会建堂，

目前会友们正积极在为筹募教会建堂

基金而开始了“一天一泰铢”的信心奉

献。我们恳求	神供应他们经费所需，让

Tha	Chang第一与唯一的教会能尽早建

立起来祝福当地与周遭的人。

	 因为背疾，Somsi姐妹现已卸下农

活，改而当村里的活动医护人员。这让

她有机会能透过工作，接触到有需要的

人并与他们分享福音。虽然村里的人都

不喜欢她的基督徒身份，但因着她美好

的生命见证，都非常敬重她，甚至还曾

推选她成为他们的村长。曾经有病人甚

至告她：“Somsi，你是个大好人，但你

有一个很严重的缺点，你成了基督徒。”

	 离开平安之家后，我们前往探访英

杰牧师在蓬虹武里默默耕耘的第一个

果子，Phrani姐妹。仿如主耶稣来到世

上来寻找拯救失丧的羊，英杰牧师与同

工们透过查访得知Phrani姐妹的家庭状

况，因此在数个月前开始来探访她。

	 原来她的独生女两年前因为过度

滥用毒品而失智，无法自理及照顾自己

的两个幼儿，因此她必须辞掉在建筑

工地的工作来照顾家里的人。但雪上加

霜的是她的先生却在两个月前在工地

发生意外，从高处摔下伤了背椎而不能

工作，家庭顿时失去了收入与依靠。我

们众人围坐在她屋外的空地上，英杰

牧师与Chu传道向她了解近况并劝勉

及安慰她，而Saiyan传道与Sue则在一

旁负责看顾她年幼的孙儿。	

	 看着Phrani姐妹久经风霜的脸

庞、长年累月因烈日暴晒黝黑瘦弱的

身躯，心中非常纠结难过。但感恩的

是她现在每周二会与英杰牧师及同工

们一同查经，也学会了唱诗、祷告向神

倾吐自己的心意。

	 回程路上，美卿传道分享今天的

心得时说：“这是我第一次坐在别人家

屋外空地上作家访，非常地震惊，也为

Phrani姐妹家庭的经历难过。我回想

起萧寿华牧师在刚刚过去的门徒信仰

讲座中的分享，主耶稣一再地问彼得

是否爱 ？当我看见英杰牧师与这里

的同工们的委身，我深知若不是对主的

爱，试问谁能如此为着别人灵魂的需

要而无条件地奉献自己一生呢？”

让她啼笑皆非，但这些冷言冷语完全动

摇不了她立志成为主的福音代言人的决

心。因为她告诉我们：“主耶稣有永生

之道，我还归从谁呢？”因为身体的状

况，她已不能像以往一样与英杰牧师在

这片平原上四处奔波，但她内心依然牵

挂着教会里的信徒灵命是否得到造就，

植堂的事工是否能顺利地开展？倘若我

们问她为何愿意如此牺牲摆上，相信答

案只有一个，因为她太爱主耶稣了，因

此她将用尽一生来喂养 的羊。

	 告别了Somsi姐妹后我们到Tha	

Chang教会享用Krisana姐妹为我们预

备的丰盛爱心午餐。厨艺超群的Krisana

姐妹是Tha	Chang教会建堂初期的主干

肢体。她离开了自己的家乡，这20多年

来与Somsi姐妹一样，坚守着起初的爱

心，继续为教会无私地付出与摆上。

	 午膳后我们启程前往英杰牧师近

年刚开拓，位于蓬虹武里（Promburi）

的新福音据点——平安之家。英杰牧

师还是一贯地采用往常的植堂模式，

以一堂10泰铢的英语补习班作为福音

据点的先锋活动来与村民建立关系。

感谢	神让我们今天能参与教导来到补

习班的8位学生。其实不谙泰语的我

们，在教导学生的过程中遇到许多的

拦阻。因为我们无法像英杰牧师一样

以泰语来向他们解释，有些时候还需

要动用到用手语来教英语。但安慰的

是看见学生们非常的用心地学习。

	 我所负责的学生Arm靠着翻查字

典，完成了十几页的作业。教导孩子的

过程里，我心中默默地为他们祷告，愿

他们能继续用心地学习，更求神让福音

能早日临到这些学生与家人，因为在他

们稚嫩的脸上，我们看见了福音在这里

萌芽成长的希望。 2017年12月9日于稻香弥漫贫源之地

子熙：

我从小到大都是所谓的Free Thinker，父母也不会刻意的强加于我他们的信

仰。一直到大学都是一路顺风，生活简单也没有大风大浪。在大学里认识了玲

玲，然后就奇妙的走在了一起到结婚安定下来。通过玲玲，对基督教和怀恩

堂才有了认识与了解。我们很努力的参加每周日的华语堂以及信仰探讨班，但

是两三年过去，我们都每跨出那一步，也没有真正接受基督教和主耶稣。

后来我在生活上渐渐开始有了转变，一件接一件不如意的事情发生在我们

身上。透过这些事情，我才第一次感到自己是如此渺小，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

能掌控的，很多找不到答案的问题。我能做的就是尽量往好的方面想，尽量靠

主，常常要提醒自己只要诚心祷告，主会聆听，事情自有解决的办法。一直到

去上了婷晖老师的课，我才真正打开心房，愿意放下自己去接受主耶稣做我的

救主。我要感谢婷晖老师，花那么多时间跟我们分享她的经历以及她的成长

历程。不管我有任何疑问，她都会耐心地一一解答。我也很感激主耶稣给我

们预备了这样的一个温暖大家庭，每一个人都很关心我的灵命成长。

自从接受主耶稣为我救主之后，我看到生命明显的变化，也许是无形，看不

到，摸不着的，但是我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我知道主永远在我

身后支撑，我懂得常常感恩，常常祷告，常常依靠主。面对每一天新的挑战，

我都充满信心和喜乐。

玲玲：

从出生开始就在外婆家附近教堂长大的我，尽管并没有受洗，却一直认为自

己是基督徒。来到新加坡求学后我渐渐远离主，是因为没有遇到合适的教

会，也因为其它家庭的因素。求学十年都在半工半读，基本都在奔波于生计，

无暇顾及信仰。终于完成学业有所成就开始正式工作后，反而觉得生命没有

意义，不知道人生究竟在追求什么。我很喜欢周游世界，但每一次结束旅程

之后，显得更加落寞，心中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无助感。一直都知道肯定有高

过世界一切的神，也知道信仰是很重要的，但就是没有勇气去寻求。

偶然中参加了韦迪姐妹在教堂的婚礼，从而认识怀恩堂，马上就让我有回到

外婆家教堂的感觉。感谢一路来帮助我的教友，大家都很尽心尽力想要帮助

我回归正道，两三年了却一直无法定下心，但是大家并没有放弃我。直到叶传

道介绍我们认识婷晖老师，她每周与我们上课，更多像是分享成长历程，解

开了我们心中很多的结。她帮助我们认识到只要愿意打开心灵，踏出第一步才

能得到拯救，并不是等到做到百分百后才能被认同；耶稣要的只是我们愿意

随从的心，其他都是其次。 会引领我们生活中的各个层面。

现在的我很期待每一天的到来，因为每一天本身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我

知道此时我需要学习的是耐心等待；有些事情就算是诚心祈求，如果主耶稣

觉得并不合适的话，我会顺服 的旨意，主自有给每个人最好的安排。

踏上短宣路 林耀贤

二零一九年一月号    青溪二零一九年一月号    青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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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自省，我是否已经把世

界看为重要的事放在主耶

稣看为重要的事之上呢？我不断

询问自己，在教会中成长的我是否

自然而然的开始谨守教会的礼仪

和习俗,却不曾好好的察验明白其

中更重要的含义？我是否没有亲自

细细的读神的话语，而单靠某方

面的信息来明白神的应许和旨意

呢，诠释和肯定自己和主耶稣的关

系呢？我不是在否定主日学和主日

崇拜的重要性，而是质疑自己是否

在时间的洗礼下，已经不自觉的否

定了那最至要的，就是拥有和主

耶稣亲密的关系。

	 主耶稣亲自严厉的责备那时

的法利赛人拘守人的遗传，将人的

吩咐当作道理来教导人，离弃了上

帝的诫命，拜他也是枉然（可7：7-9

）！而今天主耶稣的教训，是否就

与我无关了呢？还是随着惯性，我

麻木地依循教会的传统，也拘守

着世界的制度和价值观？更甚的，

我是否还把这世界的制度与价值

观带入了我的教会生活，揉入了我

的教会事奉了呢？我深信，主耶稣

说的话，是真理，永远都不会成为

过期货。那道，是创造宇宙的道。

那道，为了人的罪，放下了天上的

荣耀来到了我们的当中，所亲自说

出来的话，将不空着回去。凭借着

这份单纯的信心，我以几段主耶

稣亲自说的话来深层次的思考我

和主耶稣的关系。

	 上回我在《青溪》里分享了自

己对于马大和马利亚的看法，得到

了不少弟兄姐妹的回应。有的认

为马大和马利亚都是爱主耶稣的

门徒，没有哪一个做得对，哪一个

做得错的道理；他们认为教会里

需要马大，忙碌的侍奉着，也需要

马利亚，清心的仰望着主耶稣。有

的认为，在我们里面都有马大和马

利亚，两个都要具备着。一个热心

的事奉主耶稣，一个安静的听着

主耶稣的教导。对于这两种回应，

我都放在心中，细细的思考，细细

的琢磨着。每一次我回到这段经

文，我都不能不被耶稣所指出的“

但是”“不可缺少的”“只有一

件”是“不能夺去的”，感到扎心。

而这一件不能夺去的，竟是：“那

上好的福分”！主耶稣并没有说马

大的事奉是不必要的，但 却很

清楚的表达了马大的思虑和烦扰

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

“我们是葡萄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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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么。人若不在我里面，就像枝子

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

里烧了。”约15：5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

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

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比有许多

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

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

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我就明

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

们，你们这些作恶（没有律法/诫

命）的人，离开我们去吧！

“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

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

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

衣裳吗？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

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

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

贵重多了吗？“（太6：25-26）

	 单单“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

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不

要为生命忧虑吃……喝……穿……

什么。”这两个应许，就应理所当

然的让我的生命里充满了信心的喜

乐。然而，我到底每一天都在忧虑

着什么呢？我是否为了无法享受美

食或奢侈的旅游而懊恼呢？我是

否为了无法追看自己偏爱的连续剧

而闷闷不乐呢？我是否为了考试比

别人差而感到自卑呢？主呀，我信，

但我的信心不足，求您怜悯，把我

的心眼我的心耳打开。让我明白您

的旨意，进入你里面。不要让我“

不能做什么”“像枝子丢在外面枯

干”“扔在火里烧了”,更不要“从

“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缺少的只有一件；

玛丽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路10:41-42）

来不认识（我）”，求你不要叫我离

开你！

	 上面提过主耶稣亲自的责备

说，要谨醒莫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

教导人，要不然拜 也是枉然。这

段话让我深深感受到身为家长的责

任是多么的重呀。自从女儿和儿子

上小学开始，我就常常感触良深。身

为家长，为了让孩子考上好的学校，

我在不知不觉中，是否已经在孩子

的内心深处种下了学业优秀比和主

耶稣的关系来的重要的观念了呢？

孩子是否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习惯

做个周日的基督徒，而在他们的生

命里只懂得怕输竞争，极少经历主

耶稣的大能呢？到底我在他们幼小

的心灵里，种下的是属于世界的今

生的骄傲，还是那神的旨意呢？到

底，我心深处，对于主耶稣亲自说出

的应许，信心有多少？我的孩子将

来，又会对主的话语有多少信心？有

一点我确定的，就是在这末世时代

里，孩子和我都将面对更多的诱惑

和似是而非，看似属基督，却是属于

世界的吩咐。身为一家的头，我常常

在主耶稣的面前悲痛的祈求主怜悯

我的不足，软弱，怜悯我的小信。到

底什么是人的吩咐，什么是神的诫

命？我又如何能常常在主耶稣里？

要探讨这个课题，不能不以更严肃

的心去听主耶稣亲自说的话。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

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

的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

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

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

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

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

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

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

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断不能进天国。”（太5：17-20）

	 是的，主耶稣以自己全然圣

洁的生命，把自己当作赎罪羔羊，

以无限的恩典为世人赎罪，一次

过把信他的人，从律法下赎出来，

使我们藉着主耶稣的宝血，因着

信，得以成为圣洁，得以进入与上

帝同在的永恒。然而，我是否就应

该凭借着那无限的恩典，就小看

诫命呢？我是否就随着世界的定

义来论证诫命的重要与否，来决

定诫命是合宜或是过时了呢？当

我“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

又教训人这样做”，我到底错过

了什么了呢？我是否已经本末倒

置了呢？我虽然可以确定，我得救

在乎恩，不在乎行为；但我却不能

肯定，在自己随己意听从世界的声

音，跟从世界的要求时，我是否错

过了多么大的祝福呀？

“到了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工已经完

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

息了。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定位圣日，

因为在这日，上帝歇了他一切创造的

工，就安息了。”（创2：2-3）

	 上帝赐福给（这一日）的应许。

却似乎渐渐给我内心的马大所遗

忘了。从今天世界的角度来看，安

息日已经被我给当成过期货来看待

了，已经不再适合这个现代社会了。

在一个竞争性如此强的社会里，一

个24/7都在竞争着的社会，拨出一

个全然以主耶稣为中心的一天来

休息，太不确实际了吧！我连事奉

神的时间都不够了，怎么可能休息

呀？我连和太太孩子好好聊聊的时

间都不够了，怎么可能有如此奢侈

的一天呀？我连工作与课业都无法

完成了，哪来的奢侈呀？这些都是

名正言顺的理由，也是马大理直气

壮的辨证。更有趣的，我内心的马

大常常告诉我，我做的这一切，都

是为主而作的！我想起我爸爸在我

小时候常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孩

子，爸爸没有时间陪你，因为爸爸

在外忙忙碌碌，全是为了一家人的

舒适生活，为了你呀！”当时，我小

小的心灵里，默默的问道：“爸爸，

你有问过我，我需要这一切的舒适

吗？还是我需要一位和我一起长

大的爸爸？”而今天，当我内心的

马大理直气壮的宣告说，“我这样

做，都是为了主耶稣而作！”马大呀

马大，你是否有先问问主耶稣，

要的是什么呢？有什么东西是那全

能的上帝一句话所不能成就，而需

要我这个马大才能完成的呢？当我

说我在为主而作某某事情时，我是

否有问问主耶稣：“主呀，你要的是

什么呢？”马大和马利亚，不是两个

人；而是我灵里不断存在的双边挣

扎。对于我来说马大代表着我的

内心在世界的各种文化、政治、人

情体制的要求和压力下的反应。

而马利亚代表着在同样的环境压

力下，对主耶稣绝对的信心，和对

主耶稣完全的顺服。

	 安息日，到底过期了吗？主耶

稣在世上的时候，和法利赛人与

文士产生的最大冲突就是守安息

日的这个问题。当主耶稣说，安息

日是为人而设，而他就是安息日

的主时，法利赛人与文士就愤怒的

开始计划如何治死主耶稣。主耶

稣既是安息日的主，而安息日是为

我而设的，那它如果是过期货，它

的主是否也成为了过期货？而它

的主所应许的祝福是否也因此无

效了？马大呀马大，你到底看重世

界，还是看重主呀？你到底相信世

界给你的应许，还是主耶稣的应

许？马大呀马大，你的理直气壮，

是建立在那个基础上呢？

我

哦，我把那上好的

当过期货给遗弃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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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被查出小脑

部位有海绵状的

血管瘤，它的症状就是眩晕呕吐。

今年6月，这个血管瘤有流血的现

象，刚开始还以为跟前几年一样，

吃一点药，休息几天就没事了，没

想到休息一个多星期，不但没有

好，反而更加严重了。我去了樟宜

医院做的检查，然后就办理了住院

手续。医生告诉我，我这个情况需

要动手术。

	 在住院的时候，很多时候需

要自己一个人去面对，那时我对		

神的信心时起时落；我会通过向		

神祷告和听诗歌来亲近	 神。我常

常会听儿童版的《耶稣爱你》，歌

词很简单，正适合当时的我，因为

我不能做任何事情，更不能看《圣

经》了。上帝通过这首诗歌，一遍

一遍的告诉我，主耶稣爱我。也有

很多弟兄姐妹，为我祷告，来医院

探望我，给我加油打气；感谢	 上

帝带我度过那一段黑暗的日子。

医生要我作决定，是在新加坡动

手术还是要回国做，如果在新加

坡的话，他们推荐我去陈笃生医

院；如果回国，他们会写了一封给

中国医生的信。我当时很纠结，因

为我从来没有做过手术，要考虑

到手术的安全性，顾及公司给报

销的情况，还有术后需要人来照

顾我。还在犹豫的时候，我的呕吐

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严重了。

我又住进了陈笃生医院，住院手续

都是由弟兄姐妹帮我办的。住院

之后，妈妈和哥哥也赶到了新加

坡。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在为我祷

告，我最后决定回中国做手术。中

国大，手术的病例很多，相信中国

的医生技术一定是最好的。而且

妈妈在我术后照顾我也会比在新

加坡容易。

	 就在准备回中国的那天，看

到气象信息说飞机降落的城市可

能会有台风。当时我还对哥哥说，

我不想那时回国，等联系好了中国

医院再买机票，哥哥说了一句令我

感动的话：“就算飞机延误，我们

也会在一起等，我们也会在一起

的。”就这样，我让他给我订了机

票。离开的那一天有弟兄姐妹开

车来接我去机场，也有弟兄姐妹

在机场等我。大家为我祷告，令我

信心倍增，把自己前面一切未知的

路向		神交托。弟兄姐妹们安慰和

鼓励我，他们会一直为我祷告；这

让没有认识主的哥哥说，新加坡

人是这么的有爱心，帮助我们这

么多。我告诉他：“是因为主耶稣

的缘故！”飞机准时到达机场，这

让我心里有了平安，对主有了更大

的信心， 是垂听祷告的	 神，

能平静风浪， 会带领我走前面

一切未知的路。

	 很感恩，在我回国的第五天，

就接到上海医院的通知，我可以去

看门诊了。门诊的当天住了院，三

天后就可以手术了。一切的安排，

都是那么的顺利。手术的前一天，

医生找我和妈妈去他的办公室，

让我们签手术协议书。看到列出的

手术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的各种

问题，我的眼泪流夺眶而出；虽然

心里相信主耶稣一定会保守手术

顺利的，就是止不住自己的眼泪。

我对妈妈说：“我们来读诗篇23

篇吧！”。妈妈说：“好！”妈妈之

前也有去教会，就这样我们一节一

节的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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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的话是给我和妈妈最好的

安慰。当天晚上，有剃头发的师父

来给我剃光头发，我的心情又跌

入谷底，心疼我的头发。第二天早

上，哥哥嫂子来陪我，还有在中国

的弟兄姐妹给我加油打气，为我

祷告。有姐妹通过微信对我说，

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在为我祷

告，还有很多人是禁食的。

	 在我被推进手术室之前，我

就在心里默默的背诵经文：“我

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

害……”。在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

刻，我把生命都交在主的手中了。

那一次的交托，不像以前只是口上

的说说，或是一时的感动。如果我

手术后不能醒来，我真的要安息

在主的怀中，只能一切都交给主

了。我被推进手术室是早上9点10

分，依稀记得医生给我打麻醉药，

然后就不省人事。当我醒来的时

候，手术医生站在我旁边，很兴奋

地、迫不急待地要告诉我：“你的

手术很顺利，用了整整4个小时，

血管瘤摘除的非常干净。”我才反

应过来，原来我在加护病房。我

对他说：“我的头后边有点疼！”

他笑着跟我说：“当然啦，那是刀

口！”我的手脚都被绑起来，不能

动弹；头上插一处引流的管子，身

上还有两个部位也插着管子。在

加护病房的两天，好痛苦哦！不能

吃，不能动，只能靠输液来维持营

养的供应。更不能见到妈妈，只能

在下午3点钟，通过视频与他们说

半小时的话。妈妈也很担心我，我

又尽量不让她担心，希望把我最

好的一面给她看到；哥哥把我的

视频截取一段发给了新加坡教会

的肢体，向大家报个平安，弟兄姐

妹也放心了。

	 在加护病房两天后就转到普

通病房了，但在手术后的第八天，

抽血化验的结果显示我的刀口

感染发炎了。最辛苦的时刻是那

天，医生为我做的腰椎穿刺，要

把一根管子，从腰部插进来，把

头里有炎症的脑积液排出来。这

个管子在我的腰上放一个星期，

翻身要很小心，不能下床。还有

一次头疼，每隔几分钟就会阵痛

一下，实在难以忍受。妈妈看我

疼痛的眼泪都流下来，她也束手

无策，只能在旁边掉眼泪。还记

得那时我对		神祷告说：“我的生

命都交托在你手中，任何事的主

权都交给你，不再为自己保留，求

你医治我！”妈妈实在无耐就去

求医生开了止痛的药（医生不会

轻易给开那种药的）。服过药之

后，没有那么疼了。后来每天用的

药越减越少，直到出院的时候，

一切都恢复正常。

	 带着感恩的心离开医院，在

哥哥家休养了两个星期，我的身

体越来越有力，我就回东北的家

继续休养。我很感恩老板同意我

拿无薪假回国继续休息，一直到

现在，我还在家里休养，现在身体

越来越好了。刀口恢复的也很好，

相信不久又可以回去工作，又可以

跟大家一起来敬拜		神。

	 虽然我经历了这些，但是我

仍然能看到主在我生命中的美意，

感谢主让我真真实实的经历主的

手亲自的引领，以及在最关键时刻

的供应。 是我的牧者，我必不

至缺乏。在这三年当中，主的恩典

数也数算不尽。感恩妈妈也通过

我这一次的经历，对	 	神有了更深

的认识，至少她熟悉了诗篇23篇。

我们一家都看到主的带领。弟兄

姐妹们看到主在我身上的工作，也

应允了大家的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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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赞美飞扬

作词：小太阳

作曲：爱相随

编曲：阿丁

演唱：爱相随	活水江河鱼

二零一九年一月号    青溪

单看歌名，我不信是基督教歌曲；单看第一段歌词，

我也不相信是基督教歌曲。直到第二段和副歌部

分，我才知道这是一首不一样的基督教歌曲。

	 这首歌采用中国风，在基督教歌曲中实在不多

见；犹如婉约诗的歌词也令人诧异，再加上男女对唱

的方式，实在是难得一闻。作词和作曲的姓名，应该

是笔名，令人留下悬念：到底是谁呢？

	 进入2019年之际，农历新年即将来到。送

你这首充满中国风的诗歌，让你在浓浓的节日

气氛中，也能认识这么一首融汇了中华文化的基

督教诗歌；一同在佳节见证爱的箴言，在天国里

蔓延。

新年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