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信主之前，我从来没有读过《圣经》，对基督教的理

解停留在与普通宗教并无很大的区别。我的家庭没有

宗教信仰，从小受周围环境的影响，自己也是一名无神

论者。但内心会有一些疑问，面对广阔的天地，总会好

奇我们从哪里来？要去向何处？生命的尽头是什么？

	 在认识上帝之前，我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低谷，

因为工作的变动，生活和内心都受到很大的影响，我开

始对很多事情消极对待，面对人生也充满了迷茫。

	 当我通过朋友的邀请去到教会，认识了教会的弟

兄姐妹，他们身上的真诚和友善，改变了我的态度。

在了解了《圣经》后，上帝的爱也深深地感动了我。这

过程中虽然有许多的曲折，但上帝都没有离开我，每

一次都在我身边提醒我，帮助我。慢慢的我发现我与

耶稣基督有着紧密的联系。由于我当时对基督教的教

义还不是很清楚，初信时也被人误导，经历了在异端

教会的一段日子。当时我内心受到打击，也很反感基

督教，在我要放弃认识基督教信仰时，上帝也让我经

历奇妙的历程，让我看到这一切。感恩上帝没有放弃

我，帮助我，离开了异端教会，也走出了这段阴影。最

后，我深知我需要真正的他—主耶稣。

	 接受主耶稣为我的救主，是因为我发现很多事

情，就算自己多么努力都没办法完成，也意识到自己

其实犯了很多罪。唯有让耶稣进入我的生命，才能洗

清自己的罪。顺服 ，信靠 ，让 成为我的救主。

	 我是在2019年6月15日做出这样的决定；受圣

灵的感动，决定成为一名基督徒。自从成了基督徒

后，我的生命从自我为中心转变为以耶稣为生命的

主。我渐渐地放下自己的骄傲，尝试有一颗爱人的

心去对待身边的亲人和朋友。从前我是消极的、被

动的，信了主后我也尝试做出改变：积极、主动地面

对人生的困境，解决问题。

	 目前，主耶稣正在教导我如何树立信心，如何

在人生发生无数变化中，怀有一颗平安喜乐的心去

面对考验；如何坚立自己信仰道路。虽然面对试探

和诱惑时，我会被考验，但我相信	 神的恩典足够我

用；依靠 的大能我能度过这些风雨。当我们活在

基督里，跟随 ，一生也不会偏离。如此才能在平凡

的一生中，活出超凡的生命。

云彩的见证 	 	陈婷婷

青 草 地 、 溪 水 旁 ， 上 帝 的 牧 养 使 我 不 至 缺 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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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常态
今天国家将庆祝五十五周年国庆，

因着疫情无法进行大型隆重的万

人国庆庆典，而采取化整为零，

分而合的形式来庆祝国庆。国家

领袖以同心抗疫为国庆主题，透

过特意安排战机飞越医院上空，

跳伞部队空降在医院附近的草场

上，陆军机动队伍游行经过医院

和特别的国庆献词等，向前线抗

疫人员致敬。这样的安排的目的

是让国人可以为抗疫人员加油打

气，感谢他们在疫情中的坚持不

懈，以及所做出的贡献。并鼓励国

人团结一致应付挑战。

	 同样的，教会今年的七十周

年感恩纪念的庆祝节目也受疫情

的影响，有的展期，有的改变形式

来进行。也许我们未曾会想到在

七十周年联合崇拜大家一起为教

会向主献上感恩的敬拜后，过了

不久就因疫情使到教会需要暂停

一切的聚会和活动。大家须在网

	 疫情可能会结束，也可能不

会结束而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

份。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世界

的景象在改变中。国家、社会和

个人的生活与处事方法也在转型

中。疫情过后，我们或许有一个“

新常态”（New	 Normal）。教会

在持守信仰与真理，遵守圣经教

导的当儿，在发展教会事工上也

要为这“新常态”准备转型，要有

灵巧性，才能配合时代的需要。正

如使徒保罗的灵巧心态：“向犹太

人，我就作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

向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

还是作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

下的人；向没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没

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

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

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向软弱的

人，我就作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

人。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

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

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

得这福音的好处。”(林前9:20-23)。

上进行分而合的崇拜、主日学、小

组、讲座、查经、开会、祷告会和

关怀探访等，至今已有约五个月的

时间了。

	 这五个月让我们的生活起

居、工作、教会事奉和活动有很大

的改变与冲击。对国家，社会的发

展与活动也同样有很大改变与冲

击。许多商业，工作，社区活动，人

民的生活都须要调整和转型。国

家领袖也在逐步改变领导国家的

方式，好让国家能在这变幻莫测

的时代继续发展繁荣。

	 教会如今已七十岁了，是一间

名副其实的老教会，成熟教会。但

是它一定要持守人老心不老的心

态，继续向前绗，向前发展。在疫

情的冲击下，打乱了教会发展的节

奏，影响了弟兄姐妹参与事奉的步

伐。面对挑战时，我们更要持守信

仰，相信主是一切的主宰。只要大

家团结同心，一定能跨越一切的障

碍，让主得到最高荣耀与赞美。

季节的色彩 余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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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帝与我们同在
从网上的讲座听到中国《诗经》里

的一句：“上帝临汝，无贰尔心”，其

意为若上帝临到你，与你同在，你

的心就不要犹豫不决，不要惊惶

不安，你的心就有平安了。其实，

只要稍微留意就会发现在中国的

成语或俗语中常会有与“天”字有

关系。原来千古以来在我们祖先

的心思里已有上帝存在的观念，

敬畏上帝的心已根植在祖先的心

中，只可惜他们不认识上帝。

	 这次的新冠病毒的传播源头

多数的专家都认为是来自中国，身

为海外华人基督徒的我们是否更

有责任同心站在天地间为着疫情

向		神祷告。因为最好的疫苗是在		

神手中， 可命令新冠病毒鸣鼓

收兵，因为耶和华坐着为王， 掌

管一切。《圣经》记载当有灾难发

生时都有忠心的仆人起来为灾难

祷告。如《民数记》第16章，当瘟疫

发生在以色列民当中的时候，亚伦

用香炉盛满了香，站在活人和死人

之间，为以色列民向耶和华祷告，

耶和华就听了他的祷告，止息了瘟

疫。《阿摩司书》第7章，当主耶和

华要用蝗灾和火灾来刑罚以色列

民的时候，阿摩司先知在耶和华

面前祷告说：“主耶和华啊，求你赦

免，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微弱，怎能

站立得往呢？”耶和华就听了他的

祷告，止息了灾难。

	 如今我们前面有新冠病毒在

挡路，左边有裁员的压力，右边有

骨痛热症的威胁（每周病例一千

起，相关部门认为须像对待新冠

33

病毒的一样严厉对待它），后面有

经济衰退的追逼，真的是四面楚

歌，是我们未曾面对过的挑战。对

信主的我们而言，这除了是一场瘟

疫的争战，更是一场属灵的争战。

《以赛亚书》第41章第10节“你不要

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

为我是你的 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

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祈愿我们以信心，靠着主的恩典成

为这争战中的得胜者。我们要在

人软弱的时候，活出基督里的刚

强；在人绝望的时候，活出基督里

的盼望；在人被死亡所笼罩的时

候，活出基督里永生的真实。

（三）仰不愧于天，俯
不怍于人
在报章的言论版阅读到一句词

句“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唤

起心中一些思索。试问天下间谁

有资格发出如此豪言壮语。是信

心之父亚伯拉罕吗？不！他曾在信

心上跌倒过，有愧于神。是使徒保

罗吗？不！他曾逼害过基督徒，有

怍于人。那唯一能发出此豪言壮

语的也就只有主耶稣了。

	 当主耶稣带着君王的身份降

生时，世人以马槽来接待他。虽

为君王，却是穷极一生，身无一

文，“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

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太8：20）。

	 主耶稣的一生并不是平平安

安，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惊险艰

苦。当他以爱去服待人，帮助人时，

却换来人的凌辱，迫害。他未曾伤

害过任何人，却要背负着莫须有之

罪。当他公开传福音的时候，更是

遭遇到无数的危险，试探与陷害，

最终被钉十字架。面对这一切，主

耶稣并不是无可奈何的忍受，他并

非是懦夫，无能力反抗，“你想我不

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天使

来么？”（太26：53）。虽然他曾求天

父免去十字架的痛苦，“我父啊，倘

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

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太

26：39）。主耶稣是完全顺服并遵

行天父的旨意。

	 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最痛苦之时仍然顾念世人的需

要。他为陷害他，钉他的人向父求

赦免，“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所

行的，他们不晓得。”（路23：34）。

他拯救另一个与他同钉十字架强

盗的灵魂，“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

里了。”（路23：43）。他同时也照顾

地上的母亲，将母亲托付约翰，“

又对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

门徒就接她到自己家里去了。”（约

19：27）。最后主耶稣仰天而说“

成了！”（约19：30）。主耶稣为了

救赎我们的生命，牺牲了自己的生

命，为人预备了救赎的道路。

	 如今，主耶稣牺牲的爱，让全

世界多少君王、政治家和科学家，

上至达官显要，下至贩夫走卒，无

不歌颂 ，敬拜 。使徒约翰如此

记述主耶稣的生平：“耶稣所行的

事，还有许多，若一一写出来，我想

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

（约21：25）。

	 主耶稣真可称得上“仰不愧

于天，俯不怍于人”！

二零二零年九月号    青溪



踏上短宣路4 笨鸟

推着一车子的行李，我们

五人通过了海关检查，踏

进了抵境厅。迎面而来有许多陌

生的脸孔，眼睛不断地在我们身

上溜转，手中都持着大张的卡片，

上面有五花八门的名字；多数是

洋名和我看不懂的文字。这一群人

都是皮肤被晒得黝黑，身材不高，

衣着朴实的男子；即使我们不是洋

人，他们仍然咧着嘴向我们微笑

着，好像期待着我们会走向他们

确认他们没有猜错，我们就是他

们的卡片上所写的洋名字。

	 T这时就出现了。要不是他招

呼我们，或许我们还不知道该如

何着手找他。站在人群中，他一点

都不显著——灰白色的头发，黝

黑的皮肤，白色的无袖衣服，深棕

色的短裤，如果他不说话，我们可

能会误以为他是当地的居民。

	 “我是T，欢迎你们来到P

城！”他铿锵有力地说，说话时目

光炯炯。

	 “啊！你怎么认得我们？”我

好奇地问。毕竟，在这之前我们没

见过面。

	 “哈哈！我闻到了新加坡人

的味道！”他打趣地回答。“别忘

了，那是我的专业！”

	 眼前的这位就是传说中的T，

或者说是T传道。大家可能会吃

惊，但他的确是一位传道人，而且

是不一样的传道人。更精确地说，

他是一名宣教士，一位被差派到P

城、热爱P城的宣教士。

	 “我喜欢吃，也喜欢做饭做

菜，而且喜欢尝试不同国家、不同

民族、和不同样式的菜式。”他接

着介绍自己。“我回应了	 神的呼

召，做了传道人以后，就一直思想

该怎么使用自己的恩赐，结合	 神

的大使命和自己的心愿，去事奉	

神。结果，上帝就让我看到了这样

的一个机会，来到这里，通过教导

烹饪课程，把福音介绍给这里的

学生。”

	 车子驶进一条窄巷，然后在

一座奶白色的四层楼屋子前停

下。

	 “欢迎大家来到‘唯独恩典

学府’！”T仍旧保持着笑容。

	 我们步入二楼的厨房。地方

比我们想象中狭小简陋，原来我

们的印象中的烹饪课室，导师站在

学生面前讲解示范，忙着在砧板

上又剁又切，炉火 地响着，锅

盖上蒸汽袅袅地扭着腰，导师细

心地教导如何做到色香味俱全的

菜肴；然后学生们也有各自的炉

灶、砧板等，依样葫芦地学习。看

来是我们连续剧看太多了！厨房

虽小，但该有的用具都不少，虽然

没有先进的微波炉、智能烤箱等，

但仍然具备了简单的炉灶、烤箱

和形形色色的做糕点器具。同行

的B是做蛋糕的行家，一看就知道

基本的配备都不缺。厨房内有四

位年约17-18岁的学生在忙碌着准

备晚餐，T为我们一一介绍他们，

但我实在记不牢当地人冗长的名

字。

	 “这里曾经是法国殖民地，

所以法国菜肴仍旧普遍。但它也

深受泰国和越南菜的影响，甚至

有这两国的综合体。例如这里的

酸辣汤，没有泰国的那么酸和辣，

却多一些甜味。这里的道地美食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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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凉拌菜、三明治、咖喱汤、酸鱼

汤、阿莫克鱼和椰奶鱼糊；他们

喜欢用椰浆、椰汁、柠檬、香草、

姜黄根和咖喱。”说到美食，T有

说不完的精力，如数家珍地比较

不同地方的饮食习惯、特色和看

法。

	 T在这里教导学生们烹饪，让

那些上不了大学的穷苦学生能够

学一技之长，让他们有能力找到工

作，并且在自食其力的状况下继续

深造。当然。他最终的目的，是把

福音介绍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

认识主耶稣，接受耶稣为他们个人

的救主。至今，他的学生都在他的

影响下信了主。由于T的学府受政

府的承认，也受当地的饮食行业

的欢迎，学生们在毕业后轻易地

在宾馆和餐馆找到了工作，有些甚

至开了自己的餐馆。

	 “这个城市是旅客中心，从

各地而来的旅客络绎不绝，所以

宾馆和餐馆到处都是。餐饮是蓬

勃的行业，但竞争性强，所以我的

学员们都需要学习烹煮国际美食，

也要学习从当中建立自己的特色，

才能生存。”T娓娓说道。

	 “我是另类的传道人！”T笑

着继续说。“传统的传道人都是

穿着长袖打领带，有些穿牧师衬

衣，手拿着《圣经》，站在讲台上；

但我较多时间是穿着围裙，油光

满面，手拿着厨房用具，在厨房和

食材里打转。当然我也用《圣经》

，但更多时候，我是以实际的行动

去接触这些学生，了解他们的需

要，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这些学生很多都是离乡背井，因为

学习了烹饪改变了他们的一生。他

们把我当着导师、传道人和爸爸

一样看待。”

	 学生当中有一位羞涩的17岁

男生，名叫“小保罗”。他告诉我

他家里有8位兄弟姐妹；因为贫

穷，家里无法让他继续上学，只好

辍学找工作。无奈身上没有一技

之长，一直只能打散工。后来经过

朋友介绍来到这里学习烹饪，T传

道教导他做本地和国际的菜肴，

很快就要毕业了，而且已经有餐馆

要聘请他。言语之中，我看到他对

前途的盼望。他说他很感恩，能够

来到这里，不只能学习一项技能，

也认识了耶稣。将来他希望能够

像T一样，能够教导和帮助那些有

需要的人。

	 第四层楼有一个小小的礼

堂，里头有电子琴和吉他，显然是

他和学生们敬拜		神的地方。

	 “传福音和烹饪有什么同样

之处？”我好奇地问。

	 “热忱！”T毫不思索地回

答。“做菜的人要有使命感，要有

做菜的热忱，知道这一道道的菜

肴是为了服事人，尽其所能煮出一

道美食，是为了让人能够在辛苦

劳作后享受生命的美好。传福音

也需要热忱，要有使命感，你可以

有许多的策略，就好像我可以有

许多食谱和材料，但最重要的是

你要有驱动力，竭尽所能把美好

的福音消息传给人。还有，做菜的

人和传福音的人同样要享受和热

爱做菜或传福音的过程。”

	 隔天早晨，T起了大早，为我

们预备了法国长棍面包，和热腾

香浓的咖啡。过后他带领我们去

当地的菜市场。街头上车水马龙，

人力车、摩多车、改装的摩多大板

车、货车、小巴等络绎不绝，卷起

无尽的尘埃和噪音。湄公河在一

旁静静地淌着，任由阳光在上面抚

弄清波；河畔上一间间鳞次栉比、

简陋无比的锌板屋横出一条条的

蓝色管子，犹如向河水伸出魔爪，

径自把污废水排入河里。这条生

命之河啊，孕育了多少的文明，造

就了多少生命，承担了多少人废弃

的东西。

	 市场里的叫卖声、砧板上宰

鸡剁鱼的声音、人潮里的吆喝声

和鸣笛声几乎让我们忘了来这里

的目的。路旁的摊子的五颜六色

的干粮杂货琳琅满目，包装鲜艳

却是我看不懂的文字；米铺外那

经典、古老和笨重的秤砣勾起了

我小时候的回忆。鱼腥味、香料

味、腌菜味和汽油味交杂着汗味

刺激着人的嗅觉，令人五味杂陈，

让我对这里的生命力百感交集。T

熟悉地在市场里穿梭来去，不断

地为我们讲解当地的食材蔬果，

时不时地拿起一些当地的香料，

分析它们与我们在新加坡和泰国

常看见的有何不同。

	 偶尔从T的背影中看出其实

他的年龄也不小了。

	 “有没有想过要在这里继续

事奉多久？”我小心翼翼的问。

	 “再教多一个人吧！再把福

音传给多一个吧……那样的时间

应该够了。”T微笑着回答。

	 我知道，他的“多一个”以

后，还会有许多的“多一个”。我

也知道，他会继续“多一个”，因

为他在享受他所做的一切；毕竟

他烹出了他的热忱，煮出了他的使

命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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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反思6

领取工钱的情况下乳养了摩西，直到“孩子渐长”才

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母亲哺乳亲生的儿子，还能领

取“外人”给的工价，也许是历史的第一遭。

假设摩西是在两、三岁时断奶后进入皇宫，过后他只

有极少的时间与他的原生家庭相处。那暗兰和约基

别显然在有限的日子中为儿子的教养上下了许多工

夫。当然，他们无法教导埃及人的知识学问，但是我

相信他们很认真地教育儿子的品德，让他认识到犹太

人的文化和信仰，更教他敬拜犹太人的神——耶和

华。如果没有父母亲的细心教育，摩西可能不会强烈

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也就不会为被打的同胞出头，

更不会有使命感在后期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圣经》描述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

民12：3），这是对他品德最直接的形容；而既然《圣

经》是  神默示的（提后3：16-17），就是说那也是		神

对摩西的评价。在面对自己的姐姐哥哥的无理“指

责”时，他没有为自己申辩，这种“谦和”肯定来自内

在的平安，而平安是来自于对	 	 神的公义和权柄的认

知。身为埃及宫廷里的王子，应该是很容易被娇宠成

为自高傲慢的人，那摩西的“谦和”品德是怎么被塑

造的呢？我猜想那是他亲生父母在小时候的教养，

和后期被		神在米甸牧羊的期间被		神磨掉个性中的

棱角有关；父母亲对他个人品德的塑造的重要可见一

斑。

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和哥哥亚伦也在他后期带领以色

列人出埃及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上帝拣选了哥哥

亚伦协助摩西，当他的助手，一同去向法老请命，后

乍看之下这两个名字真的好陌生。

这是《圣经》中的一对夫妇。《圣经》中对有些家庭

有比较深入和生动的描述，在《创世记》里有亚当和

夏娃的一家、挪亚的一家、亚伯拉罕和撒拉的一家、

雅各和拉结一家等。但是对暗兰和约基别一家的描

述着墨极少，也鲜为人知。但是这一家对孩子做的一

切，也对后代和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

暗兰和约基别是摩西的父母亲。在《出埃及记》的第

2章记载摩西的出生和幼年，完全没有提到他们的

名字。直到第6章，在法老第一次见了摩西以后，《圣

经》才在摩西的家谱中提到他父母亲的名字。

暗兰是利未人，妻子约基别也是利未人。《出埃及

记》中没有明言是谁出的主意，把刚出生3个月的摩

西放在蒲草箱里，让尼罗河的河水把他漂向正在洗澡

的法老的女儿。但是在蒲草箱的制作过程中，石漆和

石油都不是容易取得的工业材料，所以我相信暗兰和

约基别都有分参与。我也相信，那是他的父母亲经过

祷告后的一致决定。或许是父母的天性使然，让他们

不怕王命，勇敢和机智地将儿子送去一个“最危险的

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皇宫。然后姐姐米利

暗远远地站着，“要看他究竟怎么样”（出2：4）。有人

揣测他们一家可能早已探知公主在河边洗澡的日子、

时间和地点，让女儿跟着水上的蒲草箱，找机会向法

老的女儿自动请缨；也有人相信他们只单凭纯真的信

心让上帝决定摩西的生死去向。不管如何，他们一家

的信心和机智，让儿子摩西有了成长的保障，并且在

阿布

二零二零年九月号    青溪



7匹诺曹 言语以外

今天手机使用时间：共10小时30分

• 视频会议（Zoom）：2小时14分

• 新闻（早报/Stra it s Times）：17分

• 网购（淘宝/Shopee/Amazon）：55分

• 通讯/微信（WhatsApp/WeChat）：1小时9

分

• 脸书（Facebook）：47分

• 视频（YouTube/优酷/爱奇艺）：2小时38分

• 推特（Twit ter）：16分

• 图享（Instag ram）：21分

• 抖音（Tik Tok）：58分

• 音乐（Spot i f y）：55分

• 读经（Read Bible）：尚未开启

• 灵修（Dai ly Devot ion）：尚未开启

想把

一米的距离

化成一个拥抱

简简单单的

真真挚挚地

一个触摸

无奈

聚或不聚 戴或不戴

惯了

搓手 扫描 健康证

看到耶稣伸出手来

摸着不洁净的我说：

“我愿意！”

我笑着对自己说：

“为什么流泪？”

来也让他当了以色列人的大祭司。姐姐米利暗被

称为“女先知”，在民众过了红海后，她带领众妇

女拿鼓跳舞，唱歌称颂耶和华：“你们要歌颂耶和

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出

15：21）。虽然后来米利暗和亚伦在旷野中对摩西

的属灵权柄起了纷争，但基本上他们一家人在信

仰上是一致的，在关爱和互相扶持上是同心的。

综观暗兰和约基别这个家庭，有以下特点是我们

可以学习的：

（1）以信心传承和行动：他们从起初把婴孩摩西

藏起，制作蒲草箱，到推荐“奶妈”，以至于在危

机中仍然能够教养自己的孩子，显示他们坚持传

承的信心和决心。这不只是肉体上的后代延续，

也是在信仰和品德上的塑造和传承，是坚信以生

命影响生命的行动。

（2）为使命家庭总动员：父母亲制作蒲草箱，抹

上石漆和石油，姐姐跟着漂流蒲草箱，主动向法

老的女儿介绍“奶妈“；哥哥和弟弟一同去见法

老请命，面对法老的咄咄逼人，带领族人脱离埃

及人的束缚；还有后来三姐弟以属灵领袖的身份

共同事奉		神。

当然这个家庭不是十全十美的。姐姐米利暗对“

古实”女子的偏见（民12：1），和对属灵权柄的争

议（民12：2），显示她在种族上有歧视的观念，也

表现出她对个人权力和身份的过于重视。哥哥亚

伦虽然在辅助摩西上有许多的功劳，但是他的意

志软弱，容易受外人影响。最为显著的莫过于摩

西在西奈山上四十天，以色列人见摩西迟迟不下

来，就要求亚伦制造了一个金牛犊当作神像。亚

伦身为领袖，又曾经与摩西亲身见证	 	神大能，居

然在群众的压力下妥协做出亵渎	 	 神的事，在事

后又在摩西面前推卸责任。这事使		神大怒，要把

以色列人灭绝；要不是摩西向		神恳求，以色列人

的下场真是不堪设想。

感恩	 	神并没有要求十全十美的家庭来事奉 。

接纳我们个人的软弱，也赐予我们有个人的恩

赐。当一个家庭愿意摆上， 就使用这个家庭来

成就 的事工。但愿我们紧紧跟随 ，愿意把家

庭作为祭坛，以信心传承和行动，甚至为使命而

家庭总动员，彰显 的荣耀。

无题

（一）时间都到哪儿去了？

（二）为什么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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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赞美飞扬

曲、词：列锦基

OP:	Music2000	Ltd.

	 全球暖化。狂人当道。贸易战。疫情蔓延。

中美关系恶化。

	 封国。封城。居家。隔离。经济衰退。公司

倒闭。裁员。

	 年初的时候，我为大家选了一首中韩本的

诗歌《任何环境，不要惧怕》。那时候压根没想

到世界会变了样，可怕的疫情接踵而来。三月，

在疫情期间，阻断措施还没实施之前，有位姐

妹在机构里的早祷会上，分享了那首诗歌带给

她的平安，并说那首诗歌就像有“先知“的功

能，贴切地鼓励人勇敢地面对任何环境。五月，

我给大家介绍另一首诗歌《眼光》，提醒大家心

里要有眼光，看见上帝的心看见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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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世
界祈
求

	 许许多多的神学家都说瘟疫的起因是人的

罪。翻开《圣经》，的确在多次的记载中，人类

的罪行带来了从		神而来的惩罚，而瘟疫是其中

的一种管教方式。但当中也让我看到		神垂听义

人的祷告，而停止了瘟疫。

	 我不多说了。且让我们一同为世界祈求！

	 这次介绍这一首希望是三部曲的最后一

首，歌词更直截了当，单刀直入地戳中红心。“

瞬间喜变忧”点出了过新年时的盼望突然间变

成了疫情的梦魇；“安稳岁月顷刻被带走”也

令人深省“安全”和“稳妥”的日子已经不再

有，换来的是“新常态”是怀疑、消毒和保持

距离。

这是极其需要做的事——为世界祈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