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配合今年 “天天有福音单张，
周周有福音周讯，月月有福音月刊，
季季有福音季刊” 的福音负担， 并
鼓励众圣徒一同有分于主在全地的福
音行动，特向弟兄姊妹征求稿件并服
事者。弟兄姊妹们或有故事，或有名
人名言，或有帮助福音的时事消息，
或有诗词歌赋，或有福音小品，或有
灵感，或有见证，皆可踊跃投稿给我
们。字数不在于多，关键是生动丶贴
切丶新鲜丶真实，有助于福音的传
扬。一言以蔽之， 不限篇幅， 不限
体裁，自由发挥。

      目前，需要最大的是 “新人见
证” 丶 “福音单张” 和 “小品文
苑”。

      新人见证感人之处端在
于“真”，无须长篇大论，无须戏剧
化——正如一位2010 年1月1 日受浸
的弟兄所言：“我的得救与许多弟兄
姊妹比起来非常平淡，仅仅半年，没
有任何起伏，没有什么思想斗争。我
想，或许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有一个波
澜壮阔，或者说跌宕起伏的得救。也
有姊妹说，‘越单纯的人，得救得越
平静。’”我们希望收到更多这样的
短见证丶“平实”又新鲜的见证。这
样，每个新受浸的弟兄姊妹都能为主
作见证；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又活又
真的团 体神人之见证。除了新人得救
见证外，我们还需要“甜美召会生
活”丶“团体神人生活”丶“脱离网
路霸占”丶“ 读经活力排”丶“儿童
活力排”各类见证。

      “福音单张”体裁不限，字数不
限，可因任何众人感兴趣的话题作为
引子而传福音。

     “小品文苑”需要弟兄姊用各种
文学体裁来丰富供应。比如，“顺口
溜”丶古体诗词丶现代诗和抒情散文
等体裁都可以用来传扬丶谈论主奇妙
的作为。

      除了以上栏目外，我们尚有17 个
栏目请大家同来服事。
具体如下： 

   
     借助弟兄姊妹们的一同配搭，我
们盼望能建立一个福音园地，为每
个圣徒传福音提供“配菜”，结合
高峰真理的“干粮”，做出自己
的“ 福音菜肴”来。

      为以上各项服事，我们也诚恳
征求服事者：撰稿人、编辑、校
对、排版和美工。为广泛征求建
议，我们欢迎弟兄姊妹批评指正。

来信请寄
weeklygospel@gmail.com ，
或致电714-827-8222，
传真714-224-5888。

请弟兄姊妹为这项文字
服事代祷。
愿主祝福你！
学者福音服事者 敬启

征稿征服事者启事

请为下列“神今日的行动切切
代祷”

一、 2010年国际华语特会于2
月12日至14日在安那翰举行，
求主释放祂的话语，并兴起更
多学者学人参加，进入主今时
代的带领。

二、请为2010年团体神人生活
操练(2/10-14/2010) 代祷。

三、2010年在北美得700个学者
学人，并成为常存的果子。 为
2010年每位圣徒结一个常存的
果子，作为祭物献给神祷告。

● 新人见证
● 福音信息
● 福音故事
● 时事福音
● 圣经传福音 
● 石榴放蕊
● 小品文苑
● 诗歌欣赏
● 读经心得
● 健康爱筵

● 读者来信 
● 校园简介
● 福音辩明
● 传记历史（连载）
● 希腊文αβγ
● 福音问答（互动） 
● 代祷事项
● 如何探访（月刊）
● 福音单张
● 专家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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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内 容
● 征稿征服事者启事
● 代祷事项 
● 福音投影：立体的人生
● 推荐网站：水深之处 
● 新人见证:出“死”入“生”
    一个儒家思想信徒的经历
● 健康爱筵：凤梨炒饭

福 音 月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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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的人生
你羡慕怎样的人生？

      朋友，也许你的教育告诉你，人生不过是匆匆过客，要抓住机会及时行乐，因为一切都会终

结。你悟到的人生是不是象这词中所写：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
   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

   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欢迎读者投稿、来信提问，来信请寄weeklygospel@gmail.com 或致电714-827-8222，传真714-224-5888

      这里有另一种人生，相信你虽然没有经历过，内
心深处却时常寻求这种生命的能力，“但我们有这宝贝
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超越的能力，是属于神，不是出于
我们；我们四面受压，却不被困住；出路绝了，却非绝
无出路；遭逼迫，却不被撇弃；打倒了，却不至灭亡”
（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至九节）。

      无论你是谁，你的地位也许显赫，也许卑微，但
你一定被同样的问题困扰过。我从哪里来？我活着的目
的是什么？我将来到哪里去？

      这些问题让你恐惧，因为你还未认识神以及：
人与神的关系是什么？神在人身上有什么目的？

人是神造的，有神的形像和样式

      “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像，照着我们的样
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
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从创世纪一章
二十六节我们认识到，神造人的目的就是叫人有神的形
象彰显祂，有神的权柄代表祂。

      人有体、魂、灵三部分

      圣经告诉我们人有三部分，就是灵、魂与体。请
看附图：

体，是人最外面的部分，接触物质界的事物。
魂，包括人的心思、情感、意志，接触精神界的事物。
灵，也许您还不认识，那是人最深处的部分，接触神的
      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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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经历告诉我们，人日常生活和行动主要是
靠体和魂：身体和思想、情感和意志彼此的配合几乎可
以描述人日常生活、行动和工作的一切。  

      那么，人灵的功用是什么呢？有以下三方面的功用：

良心的功用：使人自律、自责、识对错、弃恶择善等

直觉的功用：使人直接接受神的引导

交通的功用：使人有寻求神的天性（也是各类宗教的起

源）

三维坐标剖析人的三部分

      基本上世人是活在体和魂的二维范畴里，如衣食
住行，思想，享受，婚姻，知识，财富，地位，爱情，
修身养性，等等。人的灵几乎没有功用，形同虚设，让
人活着若有所缺，这是因着人的堕落，人的灵死了，与
神隔绝失去功用，结果人只靠肉体和魂而生活，使本应
立体的人生成了— 平面的人生

属肉体的人

      圣经启示有的人是属肉体的人，就是肉体特别起
作用的人 。

      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至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肉体
的行为，都是明显的，就是淫乱、污秽、邪荡、拜偶
像、邪术、仇恨、争竞、忌恨、恼怒、私图好争、分
立、宗派、嫉妒、醉酒、荒宴以及类似的事；关于这些
事，我现在事先告诉你们，正如我先前说过的：行这样
事的人，必不得承受神的国。”

      并且，在要来的国度以前，人肉体的寿命是有限
度的。 创世记六章三节：“耶和华说，人既是肉体，
我的灵就不与他相争；然而他的日子还有一百二十年。
（一方面是从神说话到洪水来到是120年，同时又是人
寿命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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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也启示有的人是属魂的人，魂是无法满足
的，正是所谓欲壑难填。
       请听：“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
念、淫乱、偷窃、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
荡、嫉妒、谤讟、狂傲、愚妄”。（马可福音七章二十
一至二十二节）

      再读罗马书一章二十九至三十一节：人“充满了
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了嫉妒、凶杀、争
竞、诡诈、毒恨；又是谗毁人的，背后说人的，憎恨神
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
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无怜悯的。”

      结果，属魂人的一生就是在一个体和魂的二维平
面里，上台下台，几沉几浮，也许曾有辉煌的成就，也
许会有美满的家庭，也许腰缠万贯令人羡慕，但是不可
避免的，都只是死路一条，结局不过是坟墓。
      “因为‘凡属肉体的人尽都如草，他一切的荣美都
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彼得前书一
章二十四节）

      所以，
人的生命是出生入死，人的生命是来去空空
人的生命是来去匆匆，无可奈何有始有终
 
      人说：“人死如灯灭。”圣经却说：“罪的工价
乃是死”（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死后且有审
判。”（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

      那么，如何蒙拯救脱离这平面的人生，而进入—

立体的人生

属灵的人

      关键是人的灵活过来，圣经启示“惟有属灵的人
看透万事”（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五节）。其实，神已亲
自为你我成功了救法：

      祂来世为人，名为耶稣，在地生活三十三年半，
为我们的罪钉死、埋葬，复活升天，成为赐生命的灵，
进入信入祂之人的灵里作生命，二灵成为一灵。

属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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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是生命：信入祂的人，灵被点
活，灵的功用得恢复。“但基督
若在你们里面，身体固然因罪是
死的，灵却因义是生命。”（罗
马书八章十节）

魂是生命：“因为心思置于肉
体，就是死；心思置于灵，乃是
生命平安。”（罗马书八章六
节）心思是魂的领头部分，心思
是生命，全魂也成为生命。

体是生命：“那叫耶稣从死人中
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
那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也必
借着祂住在你们里面的灵，赐生
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 （罗马
书八章十一节）

人生不再是残缺的二维平面，没
有盼望地走向终点，乃是充实、丰满，满有喜乐、力量的立体人生。

现在请你祷告：哦，主耶稣，我接受你作我独一的真神，作我的救主；谢谢你为我死而复活，成为赐生命的
灵。主耶稣，进入我的灵，点活我的灵，与我灵调和成为一灵。使我的人生成为满有盼望的立体人生。主耶
稣，愿你安家在我心里，使我能安息在你里面。阿们。

投影片下载地址：http://www.box.net/shared/b3nvnimper

欢迎读者投稿、来信提问，来信请寄weeklygospel@gmail.com 或致电714-827-8222，传真714-224-5888

h"p://www.facebook.com/2010gospel

!!

h"p://www.facebook.com/pages/shui‐shen‐
zhi‐chu‐shui‐shen‐zhi‐chu/258656138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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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个儒家思想
的信徒”，这是我以前对
自己的评价。但是作为一个
儒家思想的信徒，我并没有找
到生命真正的意义。直到有一
天⋯⋯

一、出“生”入“死”
      我出生在一个农村家庭，家
境不好。我生活的动力乃是父母
所告诉我的：自我奋斗，靠自己
的努力争取更好的前途。

      我也是这么做的。我读书的
小学是全乡最差的小学。靠着父
母的鼓励和自己的努力，我考上
了全乡最好的中学。但是，我也
因此失去童年应有的 “天
真”和“快乐”。

      在中学时，我努力要考上全
市最好的高中，于是我继续挑灯
苦读。终于我如愿以偿。但是，
我没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没有
文采，没有想像。

      在高中时，为了有更好
的“前途”，我努力要考上全
省、甚至全国最好的大学。此时
学习竞争更加激烈，我也更没有
闲暇时间。一个月回家一次，每
周休息一天，每天就是来往于宿
舍、教室和餐厅之间，过着“三
点一线”的单调生活。从那
时候开始，我学习克制隐
忍，对前途感到迷茫。

      终于，我考上了全
省最好的大学，但
是，我并不喜欢自
己的专业，觉得前
途暗淡。于是我立

志要考上全国最好大学的研究
生。大学时代，本应丰富、浪
漫，但是我却一本正经地读
书，自己并不快乐。
      后来，我考上了全国最好的
大学——北京大学的研究生。
这时我21岁了，开始思考人
生的意义。我立志要好好做

学问，将来教书育人、作科学
研究。只要好好努力，我能找到
一份教职，过上小康生活。所以
我一直不敢放松读书。但是，最
终我还是带着一身的落寞，悲伤
地离开了北京。此时，我感到自
己的努力是何等局限，而陷
入“命运论”的怪圈。

      我在一个中等城市的二流学
校找到了一份教职。我工作成绩
优良，被学生评为“学校最受欢
迎的十大教师”，在全院公开投
票中，我几乎是全票；我教的课
程被评为“精品课程”。但是我
并不快乐。在父母的催促之下，
我要考虑自己的生活，思索如何
得到房子、车子、票子、妻子和
孩子。因此，我生活倍感压力，
疲惫不堪，对于自己的 “事业
心”也产生了怀疑。

      我不甘认输，24岁的
我还是想再努力一把。我
要出国读博士，为要能够找一
份更好的工作，过上优越的生
活。接下来的三年，我整天忙于
备课、上课、开会、学英语、做
研究。我废寝忘食，身体状况也
越来越差。

      二〇〇九年，我终于如愿出
国了！初到美国，生活是全新
的，一切都要适应，甚至有些失

眠。虽然我在美国生活并不
紧张，但是心里的痛苦并未
减少。心中一直追求的“前
途”，似乎一无着落。

      这样的日子何时才能结束

呢？我迷茫，痛苦，压抑⋯⋯

二、黑屋子
      我生活的理念，就是中国传
统的儒家观念：只要努力，面包
会有的，牛奶会有的。我就是要
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改变自己，改
变自己的境遇。
      
      根据我的理解，儒家理念就
是四个字：内圣外王，也就是格
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我立定心志，要增
加自己的知识，修养自己的心
意，力图在家庭和事业上有所成
就。
      
      若是遇到不顺利的情形，我
都归咎自己，认为我没有很好地
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所以我试
图提高自己，更进一步格物致
知、正心诚意，然而不顺利的
事似乎越来越多。我因此而
落入一个如同深渊的循
环⋯⋯
        
      在这种循环中，我
越陷越深，难以自拔，
所收获的就是无休止的
后悔、迷茫、痛苦和压
抑。但是“旁观者清，
当局者迷”，我从来没
有认识到这种状态的根

源。
        
      这种凭借自己的修养，来改
变世界的理念，是有其限制的：
        
      首先，我所追求的东西，本
身可能并不值得。在追求知识、
金钱、名誉的时候，我时时感到
自己心里的空虚。而且我追求的
东西越多，心里越痛苦。

        其次，我们试图通过改变
自己来改变世界，但是充其量只
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甚
至越补越遭。我永远不知道将来
会应该变成什么样子。我可以增

新人见证
出“死”入“生”
一个儒家思想信徒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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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知识、修养心性，但是我内心深知，我的本质并没
有发生真实的改变。
       
      我开始经常失眠。每当我失眠的时候，我就思
索很多事情，妄图通过自己的思考，来解决那些问
题。我提醒自己，应该睡觉，但是那些问题仍然在脑
子里转来转去，越想睡越睡不着。这就是我无可奈何
的时候。

三、出“死”入“生”
        二〇〇九年十月三日，在一个学校的联欢会
上，我有幸结识了一位基督徒。谈话中，我知道他就
住在我家对面；而且他家里每天都有家庭读经聚会。
接触伊始，我作为儒家思想的信徒，对基督徒的信仰
非常反感，就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过了一天，那位弟兄来到我家里，给我讲
说人的三部分、人如何堕落、堕落后人又是如
何“立志为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
我”（罗七18），又讲到神全备的救恩从
点活人的灵开始，扩展到以心思为首的
魂，最后连“必死的身体”也要得荣。最关
键的是如何获得“新生”，做个“新人”。此
时，从圣经的话里，一道亮光出现，使得原本
陷入泥潭的我，看到了一丝光明。
        
      接着，我参加了第一次福音聚会。以前
我是从外部看待基督徒的行为，却从未真正地
理解基督徒的内心世界。当我与基督徒在一起的时

候，心中感到了一种吸引力。虽然自己力图用科学态
度去看待信仰，但是我的“灵”却开始有感觉，渐渐
超越了“魂”的阻碍，发出要获得新生命的声音。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弟兄们邀请我参加
一次福音聚会。当时我心里非常矛盾，就借故逃避，
没有参加聚会。第二天，一位弟兄来陪我读圣经，我
心里仍然犹豫，没有准备好接受主。但是主的话借着
读经进入我的内心深处。

      意想不到的是，到了十一月十八日，我内心的
犹豫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知何时，我心里的烦乱
变成了平安。我就打电话告诉弟兄们，我愿意信主受
浸。弟兄们喜出望外！受浸的过程虽然很简单，但是
对我来讲意义重大。借着受浸，我经历了什么
叫“出死入生”。

      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一切的罪，我与神
和好了！我可以在灵里和神有交通了！我操练
祷告，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主耶稣。对祂，我
可以无话不说。
在这个过程中，我里面的新生命开始成长，而
我以前追求的东西，就渐渐失去它的颜色。每当
我转向灵里，就发现在灵里深处，才有真正的平
安和满足。我不再彷徨，不再无奈，不再失眠，
不再陷入“自我奋斗”的怪圈。我开始经历喜
乐，这是灵里真正的喜乐！                                                                          

                       （徐弟兄）

欢迎读者投稿、来信提问，来信请寄weeklygospel@gmail.com 或致电714-827-8222，传真714-224-5888

健康爱筵
凤梨炒饭（五人份）

调味料：
1.盐1小匙
2.鸡精粉1小匙

做法：
1.带头凤梨1个横切，将果肉挖
  出切小丁，并挤出汁液。将虾
  仁中肠泥取出洗净，放入滚水
  中烫；冷冻青豆仁放入滚水中
  烫取出；火腿切丁。
2.糙米洗净后加2杯水煮成饭，并将饭拌松。
3.锅中放油，热油后爆香葱末，加入虾仁、凤
  梨丁、青豆仁、火腿丁、米饭及调味料，炒拌均匀后即可。

材料：
1.凤梨1个
2.糙米2杯
3.虾仁4两
4.冷冻青豆仁3
两
5.火腿4两

营养成分：
热量：538千卡 蛋白质：17
公克 脂肪：10公克 糖：95
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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