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说，信主就无灾无难，富贵荣华。这是乱
讲，无非是吸引你去教堂罢了。基督不是给我们这
种的福分；这种外面的荣华富贵，是在旧约圣经时
代还会讲的物质的祝福。今天中国有佛教、道教，
统统是讲这种所谓的“福乐人生”，给你金钱快乐
等等。如果基督教也来凑这个热闹，连我自己也不
会信。

      我们所说的“福乐人生”，是约翰福音六章十
八节至二十一节里的平安。那时门徒晚上坐船，因
为起了大风，海就翻腾起来，船摇啊摇啊，耶稣上
了船，船立刻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
这是一幅图画，人生就是大风大浪，我们把主耶稣
接受到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就有平安。不是外面
的平静，而是里面有平安：主在我们里面作指南
针，有一个方向，而过一种的生活。这是今晚要和
大家分享的，圣经里讲到许多这件事，它告诉我们
一种生活，跟我们讲一种经历。它不是光讲一种理
论或道理。

      比如说，有些
人知道“三一
神”，“父、子、
圣灵”，以为这是
基督教的理论。其
实，祂是父，祂是
子，祂是灵，目的
是要叫这位神成为

你人生的一部分。如果祂停留在天上，祂就没有办
法和你发生关系，就好象遥不可及的一个空间。但
是，父成了子，成了耶稣基督，活在人当中，然
后，祂死而复活，成了“赐生命的灵”，可以分赐
生命给你。这就是为什么神有三方面的讲
究：“父、子、灵”，目的就是祂成为我们人生的
一部分。

谁配作你“人生终久所赖“？

      现在，我给大家读几处的圣经。请看看我们发
给大家的纲要，题目是“人生终久所赖”，换句话
是，就是你终久寻找什么。今天，你们大家都是年
轻人，找学问，找对象，都是很常见的了。

      但是，你真是找学问吗？学问只是桥梁，目的
是要找一份好的工作。那为什么要找好的工作？就
是要钱嘛！真有了钱，你就会快乐吗？我今天早上
看《纽约时报》，有个人管理160亿的基金，他说他
作得没意思了，不干了。诸如此类的报道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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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信主的人生？

      今天晚上和大家谈一谈，
信主的人生是怎样的人生。我
们所谈的，不是所谓基督教的
信仰，这你可以在大学读到，
或者上教堂听到，还能自己读
圣经读到。我们所谈的，也不
是人生哲学，那你也可以在大
学读到。今天我要讲的是，一
个因信主耶稣而有的人生。我
自己也过了四十几年这样的人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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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天天可以在报刊杂志上读到。
金钱不能作你人生终久所赖。

      爱情也不是人生终久所赖。
我昨晚还和我女儿谈心。她
是“80后”的，在长大的过程
中，一直以为爱情一切，追求理
想；长大一点，她也看见，爱情
不是一切。你就是得到了爱情，
接下来你还得建立家庭，还得生
孩子。所以，不能说“爱情是人
生终久所赖”。

      那什么是人生终久所赖呢？
我们待会儿一起来读读几节圣
经，就会看见：人生终久所赖就
是基督！人生终久所赖就是这位
活的神。

      任何其他的人事物都要过
去。今天你坐在这里，身体强
壮，脸上有青春，但这些都是一
下子就过去了，一下子就没了。
我们把时钟拨快，一下子转到四
十年以后。2050年，你坐在那
里，青春没有了，力量没有了，
可能你的金钱也没有了，我有些
同学连家庭也没有了。你到了这
个时候，什么是你人生终久所
赖？反过来说，我也有一些同
学，什么都有了，钱也有了，爱
情也有了，家庭也有了，但是他
们是不是靠这些东西呢？他们也
不能靠这些东西。

      这“人生终久所赖”，就是
一些超过你自己范围的，超过你
自己领域的，超过你自己空间
的；也就是神自己。一个没有基
督的人生，就是两度空间的人
生。这种人生再怎么漂亮，再怎
么七彩灿烂，也不过好象彩色电

视，只有两度空间。得到神，你
就从两度空间进入三度空间了。
神是另外一度的空间，祂是天来
的救恩。

没有基督的人生是怎样的？

      在我们认识接受基督的人生
之前，我们先看看一个没有基督
的人生是怎样的。也就是
“幽暗的人生”、“风雨的人
生”和“疲乏的人生”。这些也
不需要多讲，大家都知道了。刚
才提到“80后”，我从网上找了
一些材料，说到这一代是“知识
青年文化理想破碎”。我认识李
敦白（Sidney Rittenberg），他曾
长期住在中国，经历坎坷，现在
在西雅图教书，我儿子是他的学
生。他回想当年，感慨地说，五
十年前那一代，充满理想，充满
热情；现在的青年人都奉行功利
主义，没有理想了。从前的青年
人，为国家，为爱情，为自由，
可以抛头颅、洒热血。现在，这
些理想都没有了！

      我总结你们“80后”的
特点，有“四化”。

第一，传统信念空壳
化，政治课上的传统
政治信念，只是口
里说说而已，后面
都是笑着说，“这
些都是没人信的
了！”。

第二，去政治化，今
天不要再谈政治了，今
天这社会是功利主义的，
没有人对政治有兴趣了。

第三，非道德化，今天道
德也不要谈了，道德不值钱
的，今天人不是“有道德”，也不
是“无道德”，是“去道德”，根
本不谈道德。
第四，现实化，就是什么都是现
实的，走出理想的象牙塔、教育
的象牙塔、哲学的象牙塔，追求
出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

茶，就是追求吃什么，喝什么。
这就是今天人的写照。这种人生
是什么样的人生呢？这种人生是
两度空间的人生，你就是彩色
的，你就是最漂亮的，还是两度
空间的。

      除了“四化”，今天的年轻
人就是“五无”。 

第一，无权感，觉得没有权力。

第二，无力感，觉得没有力量。

第三，无方向感，不知自己往哪
个方向漂。

第四，无归宿感。等一下我们看
一看，基督是大磐石，好象沙漠
里的大磐石，你可以投靠。我想
问问，今天大家投靠什么？你去
投靠华尔街，华尔街倒闭了！你
去投靠你的身体，身体一下子患
了癌症了！你去投靠政府，政府
经济恐慌了！你去投靠环境，环
境恶化了！

第五，最糟糕，无价值感，政治
也不是，经济也不是，什么都
不是！那究竟什么是？所
以，今天“80后”这一代
是目前中国各代族群中，
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
却又是最没有生存保障和依
赖的群体。

      我绝不认为我刚才所讲
的是太刻薄的说法。你可能
不同意。我从深圳新闻网上
摘录了一篇文章，题为“80
后人生十大尴尬”：

第一，大学文凭算哪根葱！

第二，刚毕业就失业！

第三，干的还没民工开心。

第四，房子是心头之痛！辛辛苦
苦工作了一年，才发现如果不吃
不喝睡大街一麻袋一
年攒的钱才能买四
五平米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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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mailto:weeklygospel@gmail.com
mailto:weeklygospel@gmail.com
mailto:weeklygospe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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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第五，哪里有“真”可言？就是
没有真，大家都是假的，小时候
教育要做个诚实的孩子，中学大
学又普及诚信教育，工作后却不
得不抽假烟、喝假酒、说假话，
上了拿假文凭人的当，在假发票
上签了字。这个世界，没有真的
了，我也假，你也假，大家假，
假玩假！

第六，发现“所学无用”。学了
东西，出来用不上。

第七，“网”上人生的迷茫。互
联网上的人生迷茫，上了网就好
象迷失了一样。

第八，对社会心灰意冷。

第九，一事无成，一钱未赚，一
权未谋。好象讲得很不好，可能
你不是这样的人，但这是普遍的
写照，普遍的人生。

第十，谁把我们放在了眼里？在
谁眼中，都算不了什么。

      这篇文章在网上点击率还挺
高的。这是人的说法，我们来看
看圣经里是怎么讲的。圣经里
说，人生确实有许多黑暗、反面
的一面，但是，圣经是福音，福
音就是讲正面的，肯定的。所以
今天晚上，他们叫你呼求主名，
你不要说，“为什么我要呼
求？”你要改一个口吻，“为什
么我不呼求？”呼求有什么不
好？呼求好嘛！你就呼求！肯定
人生，也肯定神嘛！也肯定正确
的方向，这样的肯定就会改你的
方向。不是去打问号，是去
说“阿们”！我们基督徒最喜欢
说，“阿们！阿们！”大家说一
说，好不好？阿们！阿们！

壹 幽暗的人生—
基督是大光：

我们一起来读，这是圣经的话，
不是我的话。“但那受过困苦之
处，必不再见幽暗⋯⋯那行走在黑
暗中的百姓，看见了大光；那些

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
们”—赛九1〜～2。

      前面是讲到没有基督的人
生，没有救主的人生，然后圣经
里讲到一个应许，有一天，那些
受过困苦的人，他们不再看见幽
暗；有一天，那些行走在黑暗里
的人，他们会看见大光。这话是
二千六百多年前讲的，那时申言
者以赛亚说，将来有光明的一
天，所有的黑暗都会变成光明，
所有的幽暗都会变作明亮。那那
一天何时来到呢？马太四章十四
节说，“这是要应验那借着申言
者以赛亚所说的”；十六节
说，“那坐在黑暗中的百姓，看
见了大光；并且向那些坐在死亡
的境域和阴影中的人，有光出
现，照着他们。”主耶稣来到世
上，是神来作人，祂开始了另外
一度的空间，祂就把人生扭转过
来了。

一 基督是真光—约一9。

      什么是真光？比如说，这里
有一面镜子，这里有一个灯泡；
镜子里面也有一个灯泡，但这灯
泡是假的，不过是影子。今天，
我们的人生，喜怒哀乐，我们的
得胜，我们的成功感，全数都是
影子。你得着基督，你就得着真
正的爱。在这以前，你说“我爱
你”，男男女女之间的爱，都是
镜子后面的影子。所以，圣经
说，“那光是真光，来到世上，
要照亮每一个人。”（约一9）。
这光是真光，不是影子的光，要
照亮世界一切的人。你接受了基

督，你接受的不是更好的爱，是
接受了另外一种的爱，另外一个
层次的爱。就是从天来的爱。

二 基督是世界之光—八12。

      世界给你学问，给你金钱，
给你地位，但是它没办法给你光
啊！基督是世界的光。

三 基督是生命之光—12 节。

      这生命不是指你肉身的生
命，从父母来的生命；这生命是
从神来的生命，是天来的生命，
这天来的生命有这生命产生出来
的光。你看见今天的基督徒，他
们也有患难啊，他们也有风暴，
但在这样的境遇里还能发出生命
的光来。

四 这光拯救我们脱离：

      所以，这光不是道理，不是
宗教，乃是基督自己，祂拯救我
们脱离：

1) 困苦的人生—赛九1。
      就是刚才应许里面讲的，叫
我们脱离困苦之处。

2) 黑暗的人生—2 节。
    救我们脱离黑暗的人生，不再
在黑暗里摸索。六十年代有一首
流行歌—The Sound of Silence 
(Simon and Garfunkel), 一开头的
歌词是，“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黑暗啊，我的老朋
友，我来和你再相遇了）。今天
的人就是以黑暗为朋友，夜阑人
静时，躲在山洞里，这就是他们
的人生。但是，我们得着基督，
就是从黑暗中行走时，看见了大
光。

3) 死荫的人生—2 节。
      救我们脱离死荫的人生。你
们大家这么年轻，当然不会想到
死。但是，曾几何时，一下子，
癌症就来了；一下子，你家人就
进了医院。突然间，你就看见，
哎呀，人生很脆弱、很脆弱！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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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你对自己说“不要去想”，但
死亡的阴影一直在那里。基督
来，就救我们脱离死荫的人生。
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他就不会怕
死，因为他已经得着永远的生
命。

4) 重担的人生—4 节。
      救我们脱离重担的人生。哎
呀，这人生真是重担啊！学问是
重担，找工作是重担，结婚是重
担，生孩子是重担，买房子是重
担。这些还是外面的重担。还有
心灵的重担，精神的重担。这些
都是我们人生的写照。基督作为
真光，救我们脱离这一切。我们
再来读以赛亚书九章一至二节，
放开你的胸怀，敞开来读：“但
那受过困苦之处，必不再见幽暗
（阿们）⋯⋯那行走在黑暗中的百
姓，看见了大光（阿们）；那些
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
们（阿们）”。但愿今天这话应
验在你身上。

贰 风雨的人生—
基督是帐棚：

      人生常有风雨，就象约翰六
章的那幅图画一样，我坐在船
上，忽然之间旋风就来了。前几
年，有人来到美国了，读完书在
华尔街找到工作，“啪”一声旋
风就来了，一夜之间，就失去了
房子。这只是外面的。还有你身
体的健康。我的身体不是肌肉发
达的，但也很健康，2004年我突
然觉得不舒服了，患癌症了，感
谢主，主拯救我，带我过去了。
但是，今天的人，不光是外面的
经济脆弱，我们自己人生也脆
弱，反正什么东西都是脆弱的。
所以，我们的人生就是风雨的人
生，在这个风雨的人生里面，基
督就是我们的帐篷，就是我们的
依靠。所以，圣经里一直说，要
投靠祂！要投靠祂！要投靠祂！
你不投靠祂，你信自己，就象在
沙土上盖房子一样，风来了，就
象巴基斯坦，也好象中国甘肃舟

曲，泥石流一来，就把你的房子
统统冲走了（馬太七26〜～27）。
因此，我们读一下圣经里的应
许，怎么讲：

“必有帐棚，白日成荫，可以避
暑，并作避难所和藏身处，可以
躲避狂风暴雨”—赛四6。

      真好啊！我们有一个实行，
叫“祷读”。我希望你今天第一
次来，但是不是最后一次来。你
来了以后，你再来，再来。有的
时候，有的东西你头一次听，一
定是说，“我不懂，我不
懂！”没问题，你再听两次三
次，就象刚才作见证的弟兄，
嗯，就觉得有道理。而且，不光
是有道理，是有实际。

一 基督是帐棚。

      帐篷在中东是最凉快的地
方，就是可以躲避患难的地方。
基督就是凉快的地方，基督就是
躲避患难的地方。

二 基督是避难所。

      基督真是我们的避难所。今
天有的人有泪无处流，甚至有的
地方，有冤无处申，基督是我们
真正的避难所。

三 基督是藏身处。

      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藏身
处。我们有首诗歌“永久磐石为

我开，让我藏身在你怀”（大本
诗歌731首）。英国十九世纪最
著名政治家格莱斯敦(William 
Ewart Gladstone)去世前请人唱这
首诗歌。十九世纪是英国最强盛
的时代，格莱斯敦担任了四届首
相，又担任过四任财政大臣。格
莱斯敦是很反对鸦片战争的。离
世前，他对一位奉献一生到非
洲、印度传扬福音的青年人
说，“虽然我在英国政治舞台
上，作了一个最重要的人物，成
为柱子，为英国花了这么多的力
气和时间；但是我为着已过的时
间痛心。今天如果能给我三条
命，我必定叫每一条命都出去传
福音。你的一生才是有价值的，
我的一生只是在挂挂金牌了，作
作一些世界上伟人所作的事，但
是历史过去了，统统没有
了。”人生就好象风雨一样，一
下子就过去了。但是，基督就是
磐石。

四 这帐棚拯救我们脱离：

1) 风雨的人生。
2) 失落的人生。
3) 苦难的人生。
4) 焦燥的人生。
叁 疲乏的人生—
基督是磐石：

      基督是磐石，救我们脱离疲
乏的人生。我们来读以赛亚书三
十二章二节，我们一同读，读完
一句，我们“阿们”：“必有一
人像避风所（阿们），和避暴雨
的隐密处（阿们），像河流在干
旱之地（阿们），像大磐石的影
子在疲乏之地（阿们）。”

      亲爱的朋友们，我的女儿今
年二十四，我还有一个儿子二十
六，就是你们这年龄，所以我心
里面很宝爱大家。我是很盼望你
们大家今天晚上就接受主，就得
着这基督。这是福音。我们传的
就是福音。不是讲什么上天堂
啊，而是得着基督，充实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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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叫你的人生稳定，有价值，
有根基。

一 基督是隐密处。

      有的时候没有藏身之所，基
督就是藏身之所。有的时候有人
问，你们基督徒怎么保持家庭和
睦？我实话告诉你，每个家庭，
只要你是人，还活在这世界上，
就有泪水，有难处的。肯定的，
两个人住在一起嘛！但是，不同
的就是，基督徒有一个隐秘处。
隐密处就是基督，你两个人闹不
开了，你就躲到基督里面去。祂
就叫你平静下来，你就能够过去
了。这个一点也不是所谓的“心
理作用”，神就是神，神是真实
的。

二 基督是活水河流。

      旧约里面记载，以色列人出
埃及，在旷野有一块大磐石，以
色列人没水喝，哎呀，好干渴，
好干渴！然后，摩西用杖一打磐
石，水就流出来了。今天，一面
基督是大磐石；另一面，从这大
磐石里又流出活水来。哗啦啦，
一直流出活水来。我们每天都来
到主面前，主就解我们的饥渴。
我们有首诗歌，“喂我饮我，
主， 喂我饮我！ 充我饥饿，
主， 解我干渴！”（大本诗歌
586首）每天早上都喜爱唱这首
歌，人生真是饥渴啊！没有学
问，想得到学问；得到学问，想
得到钱；得到钱，你想要洋房、
车子⋯⋯就是这一大套了，物质的

东西没有办法满足你，政治口号
也没办法满足你。能满足你的，
就是超出你空间的，在你空间以
外的。阿利路亚，基督是活水的
河流！

三  基督是大磐石的影子。

      基督是大磐石的影子，你躲
在那里，你就觉得清凉了，你就
觉得安全了。

四  这磐石拯救我们脱离：

      这种的生活，拯救我们脱离
1) 虚空的人生。
2) 动荡的人生。
3) 干旱的人生。
4) 疲乏的人生。

      我今天晚上，请求大家、邀
请大家能够进入这种新的人生。
我再讲，我们在这里不是讲一个
道理，也不是讲一个宗教，也不
是叫你去教堂，而是把你引到基
督那里去。真的！我们这位基督
是真实的，因为祂是真神。

      那怎么得救，怎么进到这种
人生里呢？我们要接受祂，把祂
接受进来。不是光是说你们讲得
好，你们是你们，我是我。

肆 得救的人生—
接受基督的路：

      一、转向祂—“转向我，就
必得救，因为我是神”—赛四五
22。第一，我们转向祂。祂是活
的，所以我们要转向祂。把你的
手打开，把你的心打开，把你的
眼睛打开，“主耶稣啊，我接受
你！我肯定你！”你这样的话，
你就看见基督对你是活的。这里
怎么说的？“转向我”，神自己
说的，“就必得救”，就从你那
种无奈的人生、那种彷徨的人生
里面被拯救出来。“转向我，就
必得救，因为我是神”。“我是

神”，不是千万的钱，也不是人
给你的空头支票。“我是神”！

      二、呼求祂—“从救恩之泉
欢然取水⋯⋯呼求祂的名”—赛十
二3〜～4，罗十11，13，赛二八
16。 转向祂，那你就呼祂，“神
啊！”不要怕！呼求神大大方
方，犯罪才需要怕，呼求神没有
什么好怕的。呼求祂—“从救恩
之泉欢然取水”，救恩的泉哗啦
啦就下来了，你就欢然取水
吧，“主耶稣啊，我要你！阿
们！”感谢主，“从救恩之泉欢
然取水⋯⋯呼求祂的名”。哦，主
耶稣！主的名比什么都宝贝，祂
是你无助之时之助，无望之时之
望。

      三、受浸—“信而受浸的必
然得救”—可十六16。最后，受
浸！受浸不是入教。圣经里面每
个信主的人都受浸了，没有一个
信主的人是偷偷信的，这没有意
思。所有信主的人都是光明正大
地信。光明正大，就是你走到水
里面，来，魔鬼给你看看，世人
给你看看，我今天光明正大地信
耶稣，光明正大地接受祂，光明
正大地呼求祂。这三件事，很简
单，但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工夫。”就是一线之
差，“啪”你就得着了，你就从
一种的人生进入另外一种的人
生。大家愿不愿意？阿们！

            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日
	 	 南加大福音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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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信主的经历
与得失

      从认识这位主到今天为止，
大概有十多个月了，这期间，我
听过不少弟兄姊妹的见证。今天
终于轮到我了，心里很激动。记
得我第一次听见证是一位姊妹作
的，那是我刚认识这位主的第二
天，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
common block。

     老实说，那时的我对这位主
一点好感都没有。这不就是宗教
吗？宗教是什么？记得大陆出版
的初中政治教科书上有这么一句
话—宗教，是人类对自然界未知
现象和生命的扭曲认识。这个观
念，对于一个受过24年无神论教
育的我来说，可谓根深蒂固。从
小我就对宗教极其反感。就拿佛
教来说吧。因为我是我外婆带大
的，而我外婆又是一个老佛教
徒，所以她经常带我到全国各地
的寺庙去拜佛。我对佛教的感觉
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贪”。我
去过那么多寺庙，那里的和尚几
乎无一不贪。有些寺庙甚至形成
了敲竹杠一条龙服务。香客到寺
庙，总得烧个香点个蜡烛吧，
好，香80块一把，蜡烛120块一
个。求个签吧，解签100块一位。
解完签，和尚说，施主，您未来
几年可能有灾祸啊，要想消灾，
就得买块玉佩，800块一枚。买完
玉佩还不够，和尚贪得无厌得说
道，施主，您要捐点功德钱吗？
每次看到外婆大把大把地把自己
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钱塞到功德箱
里，我心里就心疼啊。对佛教还
有一个印象就是‘杂’。这佛教
里仿佛什么样的神都有，大肚

佛，送子观音，财神爷。这一切
好像是为了满足人不同方面的欲
望。我不想生女儿，想生儿子，
找送子观音。我想生意兴旺，找
财神爷。最让我难以接受的是，
有个人在每次打麻将之前都要去
拜一下，求佛祖保佑他能多多赢
钱。这简直太荒唐了。总之，在
我眼里，国内的佛教洋溢着一股
物欲的恶臭。

      那基督教怎么样呢？当时我
心理就在想，可能差不多吧，只
是换一种形式而已。你可以看
到，当时我的那些老旧观念，在
我和主之间筑起一个厚厚的盾
牌，把我们远远地隔开。可是，
对于我们那位万能的主来说，这
里我想套用毛泽东的一句话，那
就是“一切盾牌都是纸老虎”。
就在那晚，那个做
见证的姊妹居然
说着说着就感动
得流出泪水。
我自认为自己
是一个铁石心肠
的人，但姊妹那
真诚的泪水却感染
了我，让我的心开始融
化。我当时就在想，基
督的信仰里，没有贪得无 厌叫你
买这买那的教徒，也没有鱼龙混
杂的神，却只有一个基督，一个
居然能叫人感动得流出泪水的基
督。我顿时感到很奇妙。我敢
说，那晚我就被主摸着了。

      说到我信主的经历，我想把
它和人类的婚姻做个类比，用婚
姻关系来解读我信主过程中的感
受。一般来说，婚姻包括三个阶

段：首先是相爱，然后是结婚，
最后是婚后的生活。先说相爱，
对于信主来说，那就是一个抉选
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于有些人
来说，是一见钟情式的，一下飞
机，马上就投入主的怀抱。也有
一些人，是好事多磨型的，一开
始，坚决反对，然后，开始有点
感觉，但还是充满疑惑，接着感
觉又多了点，但还有疑惑，就这
么来回折腾的，终于有一天，决
定把自己交给主了。我是介于两
者之间，但老实说，我当时心里
也很纠结。那时刚到温哥华不
久，远离故土和亲人，无依无
靠，英语也不会说几句，再加上
对人生很迷茫，因此我内心极度
空虚和软弱。我满脑子都是悲观
的想法，满脸都是忧愁。但再看
看周围的弟兄姊妹，奇怪了，他
们为什么容光焕发，满脸笑容？

而且这个笑容可不一般。
它不是我们平时看了
一段笑话或者获得了
一样自己梦寐以求的
东西后的笑容，那些
笑容，都太短暂了，
而且笑过之后，内心
仍是一阵空虚。

      我当时就感受到，弟兄
姊妹的这种笑容，是一种源自内
心最深处的笑容，它很纯洁，一
点都不娇柔造作，它还富有感染
力，能让人忘记悲观和忧愁，更
奇妙的是，这种笑容似乎是一种
永恒的笑容，它不会转瞬即逝。
      
      当时我就想到了两个问题：
第一，他们的笑容一定源自于他
们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这种东
西，就像活水一样，无穷无尽。
第二，很明显，他们有这种笑
容，而我没有，24年了都不曾有
过。答案也很明显，我要得着这
位神，我要忘掉忧虑，我要那样
的笑容也出现在我的脸上。当
然，我那些老旧观念不是立马投
降了，它们仍旧垂死挣扎了一段
时间。我们这位万能的主，一次

从小我就对宗教极其反感。就
拿佛教来说吧。

是一种源自内心最深处的笑
容，它很纯洁，一点都不娇柔
造作，它还富有感染力，能让
人忘记悲观和忧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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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地制造机会，排除我的这些障
碍。
  
      终于，我在今年的1月23日迎
来了我和主的“婚礼”。那天，
是我重生的日子，我一辈子都不
会忘记。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决
定受浸的那一刻，我感到积压在
我心里多年的忧虑和烦恼就像冰
雪一样融化掉了，因为没有了负
担，我感到我的身体变得很轻
盈，走起路来也很轻快，像脚上
装了弹簧似的。我还感觉到，我
的身体就像开了一个天窗，我们
的主就像洪水一样涌进来，填满
我空虚的灵。我也第一次感受到
了那种安息和喜乐，这种感觉，
妙不可言。当我闭上眼，我能感
受到，在一望无际的蓝天下，在
清澈的小河边，在青草地上，我
就像那只羔羊，躺卧在那里。我
们的主，就像一位牧人，慈祥的
望着我。这一切，真的太美了！

      但是，就像一句歌词所唱
的，相爱容易，相处太难。相
爱，可以是一见钟情，结婚，可
以是闪电式的，但是，婚后的生
活，确是一辈子的事，要想成就
甜美的爱情，需要夫妻双方都能
相互体谅和理解，同时还需要经
常地交流。信主也是一样。得救
的很多，但真正能进窄门，走狭
路的却很少。要想结出30倍、60
倍、甚至100倍的果实，要想有分
于国度的奖赏，需要我们的努
力。

      拿我自己来说吧，在受浸以
前，我觉得受浸就是信主最大的
事情，一旦受了浸，我们就无罪
了，就被赦免了，就万事大吉可

以高枕无忧了。等真的受了浸，
我才知道，万里长征才迈出了第
一步。我们仍会堕落，仍会忧
虑，仍会受制于钱财和情欲。尽
管有时候在聚会的时候很喜乐，
但一回到家，有时候甚至一踏出
会所的大门，我又回到了原本的
我。
      
      我开始认识到，尽管我们信
了主，但这个可恶的撒但也不会
轻易地放过我们。一旦我对主的
信有点松懈，一旦我有一点疑
惑，撒但就会乘虚而入。这就像
夫妻之间不能相互信任，老是怀
疑对方，那么，一些流言蜚语就
会乘虚而入，导致夫妻感情产生
裂缝。在这里我很摸着主在马太
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一节所说的
话，他说：你们若有信心，不疑
惑，就是对这座山说，你得挪
开，投在海里，也必成就。我的
问题，就在信得太浅，灵里不够
刚强，还没有能力和撒但抗衡。
所以，我要尽可能地敞开我的
灵，让主进来，使我里面刚强。

      
       这里有一个很好

的方法，当自己感到疑惑或者软
弱的时候，不妨跟主祷告一下，
相信主，主总是有办法的。但这
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刚受浸
的弟兄姊妹，似乎还不习惯经常
性的祷告。也许我们一周也会祷
告几次，但这相比于事事祷告的
老弟兄来说，次数真是太少了。
其实祷告就是我们和主之间亲密
的交流，就像夫妻之间的交流一

样。如果一对夫妻不交流，或者
交流很少，那他们之间的感情必
定出现了问题，说不定他们就在
打冷战。要想缔造和谐的夫妻关
系，开诚布公的交流必不可少，
只有在经常性的交流中，生活中
的那些问题才可以化解。同样，
我们如果不跟主交流，不祷告，
我们跟主的关系就是生硬的，当
我们出了问题，当我们灵里软
弱，我们就很容易堕落。所以，
我有个建议，送给我自己，也送
给那些信主不久的弟兄姊妹，要
多多祷告，相信这位大能的主，
把问题交给祂，祂总能解决的。

      光阴似箭，从得救到今天，
差不多又过去了九个多月了。虽
然信主的时间很短，但我感触颇
深。我明显的感到，我的性情和
生活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在这，
我想以一个年轻人的角度，分享
一下我信主过程中的得失。

      我信主的得失，可以用一个
经济学的专业术语“机会成
本”来解析。一个东西的机会成
本就是为了得到这件东西而失去
的其他东西。比如说，你准备花
两年的时间在UBC混个硕士学
位，这笔开销不小，你得交学
费，得吃，得住，但其实如果你
把这两年的时间花在工作上，你
也许能赚个五六万块钱。所以读
硕士的机会成本就是两年期间你
的花费加上你找工作所能得到的
薪水。

      也许有人会说，你把“机会
成本”这么一个沾满铜臭味的词
与信主联系在一起，岂不是太功

当自己感到疑惑或者软弱的时
候，不妨跟主祷告一下，相信
主，主总是有办法 信主，有得有失，失去的都是

生活中的糟粕，得到的却是生
命中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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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化，岂不是玷污了我们这位大能的主？你说得很
对！但扪心自问，对于一个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新鲜事
物，我们的态度又何尝不是充满了这种“功利性”？
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学生，在国内经历过十几年的寒
窗苦读的磨炼，重重突围，过五关斩六将，终于来到
了这传说中的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肩负了太多
的期望：学有所成，衣锦还乡，光宗耀祖；我们也肩
负了太多的远大的理想：得学位，开公司，赚大钱，
买跑车，买别墅⋯⋯

      对于那些出现在我们眼前可能影响我们生活的
新事物，我们习惯了用一成不变的标准来衡量它：它
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它对我的前途有帮助吗？有好
处，取之；没有，弃之。其实这就是我信主前心态的
真实写照。当时我就在想：信主要占用我多少时间？
信主要交会员费吗？信主会不会影响我的学习？信主
到底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当然也有人曾经问我更实
际的问题：信主能帮忙找工作吗？甚至能找女朋友
吗？也许你们当中也有人正在思考同样的问题，正犹
豫要不要信主。这很正常。在这，我想结合自己的亲
身经历以及教会里面一些弟兄姊妹的见证，对这个问
题作一个解答。

      我的答案很简单，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信
主，有得有失，失去的都是生活中的糟粕，得到的却
是生命中的精华。为了信主，我确实失去了很多。比
如说睡懒觉。我以前在大学寝室号称“觉皇”，一觉
可以睡到中午12点，雷都打不醒，但现在，我要经常

晨兴。所谓晨兴，就是七点半起来，花个十五分钟读
一段圣经，祷告一下。所以，懒觉就睡不成了。再比
如，我以前很宅，喜欢一个人独处，干啥都好，看电
影，打游戏，就是不喜欢跟别人交流。这样的后果是
什么？心胸狭隘，表达能力差，说话往往词不达意。
但现在，因为要跟这么多的弟兄姊妹生活在一起，我
就不能没日没夜地看电影打游戏。我得跟他们交流，
分享自己的心得，还要经常跟他们出去相调。也许在
一些人看来，不能随心所欲地睡懒觉，不能一部一部
地看电影，是一种很大的损失。是的，为了信主，我
确实放弃了很多东西。我摒弃了那些消耗我生命的所
谓的娱乐，改掉了那些吞噬我健康的不良生活习惯，
但我所得到的，却远胜于失去的一百倍，一千倍！
   
      我见到了开诚布公的交流，享受过弟兄姊妹无
微不至的关怀，认识到生命的意义在于分享和奉献，
最重要的是，我感受到了那种超越物欲的安息和喜
乐，那种真正的幸福感。我要感谢这位大能的主，正
是祂把我从狭隘堕落的生活中拯救出来，让我看清了
人生的正确方向，认识到什么才是生命中最可贵的东
西。年轻人，包括我自己，我们是否应该清醒过来，
从那种浑浑噩噩的生活中走出了，打开自己的心扉，
做出正确的抉择，把自己交给主，在主的带领下，过
一种真正幸福的人生？愿我们都能早日得着主！阿
们！                                                                                             
	 	 	 	 	     （周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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