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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比这些矿工对生命的渴望更震撼的呢？
当你在寂静的黑夜，远离尘世喧嚣，静心独处的时
候，你是否对生命的意义有更深的思考。那滴滴嗒
嗒催人老的时钟声；那强有节奏的心跳声；还有那
矿井下敲击钻杆的砰砰声；这所有的一切有没有让
你感到生命的短暂，有没有问问自己：人生命的价
值到底在哪里？

      圣经告诉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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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有主的话永远长存。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
话。”（彼前一24~25）我们的人生都是短暂和虚空
的，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有一样东西―主的话，

也就是福音的话，是永远长存的。这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神真的存
在，祂想要通过这福音的话告诉我们
这些短暂活着的人类什么呢？

      圣经的第一卷书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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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一26）在这里，神启示我们人的被造
有重大的意义：人是神创造的中心。
神造诸天和地是为着人，神造光、空
气和水是为着人；神造地上植物的生
命，如菜蔬和树木是为着人；神造动
物的生命，如走兽、牲畜等都是为着
人。人是神创造的中心，人是神创造
万物的目的，人是神的心爱，是神的

宝贝。不但如此，人是照着神的形像创造的。神是
爱、光、圣、义的神，人是照着神那爱光圣义的形
像创造的。所以人有神的形像，有彰显神、代表神
的潜能。其实，这也正是神创造人的目的：人被造
的生命是个容器，为着盛装神自己那永远、神圣的
生命。所以，神把人造好之后，就把人摆在伊甸园
中生命树的跟前，盼望人能吃生命树的果子。而这
生命树所代表的就是神自己那神圣、永远的生命。
神盼望人借着吃生命树的果子，接受神自己那永
远、神圣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在生命和性情上
成为跟神一模一样（创二9，16~17；约壹三1~2），
使人能在地上彰显神，并代表神管理万物（创一
26）。

时事福音
以我们主的恒忍为得救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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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周讯

      最近，我们在国内新闻上听到很多关于山西王家岭矿难救援
的报导。截至4月14日上午，事故已造成37人遇难。这么多天以
来，听到最多的字眼就是“生命的奇迹”：描述被埋在井下的矿
工听到钻井的声音后，就敲击钻杆来传递求救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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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人没有吃生命树的果
子，反而受了魔鬼撒但的欺骗和
诱惑，吃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
使人陷在过犯和死亡之中（弗二
1），使人的生命成为短暂、虚
空、必死的。“ 我们一生的年日
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
岁；但其中所矜夸的，不过是劳
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
而去。”（诗九十10）人生的虚
空是因为人的必死（来九27），
人在地上不论有多高的地位，多
少的财富，多大的成就，一想到
必有一死，就觉得虚空，就觉得
没有意思。死成了人的结局，成
了人的定命。

      神爱世人（约三16），神对
人的爱没有改变。两千年前，这
位神成为一个人来到地上，就是
耶稣基督。为全人类的罪作了代
罪的羔羊（约一29），死在十字
架上，为人类完成救赎，为人类
流出宝血，洗净人的罪（来一
3）。更从死里复活，成为赐生
命的灵（林前十五45），要将神
那神圣、永远的生命分赐到人里
面。主耶稣说，“ 贼来了，无非
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
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

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
命。”（约十10〜～11）主耶稣爱
我们，愿意万人（All men）得救
（提前二4），愿意我们人的生
命都蒙保守，归入永远的生命
（约十二25）。人那短暂、虚
空、必死的生命，只有接受主耶
稣那神圣、永远的生命，才能真
正蒙保守，归入永远的生命。

      我们或许觉得矿难这种事情
不会临到我们，但是我们应该还
没有忘记前年中国四川汶川特大
地震，更不会忘记今年连续发生
在海地和智利的大地震。也就在
发稿前几天，青海玉树又传来地
震的噩耗，截至4月19日晚20
时，玉树地震遇难人员已达到
2039人（新浪网新闻中心）。不
光如此，单单车祸一项，中国和
美国每年就分别有约10万人和5
万人死于非命。我们生命的气息
真的不在我们手里，我们每个人
都不知道自己的明天在哪里。正
如圣经所说：“祂从一本造出万
族的人，住在全地面上，并且预
先定准他们的时期，和居住的疆
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
揣摩而得，其实祂离我们各人不
远；因我们生活、行动、存留都

在于祂，就如你们中间有些作诗
的说，原来我们也是祂的族
类。”（徒十七26〜～28）神是恩
待我们的神，祂要我们在我们有
限的人生岁月里来寻求祂、归回
祂，得享永远的生命。神实在是
宽容我们，一再地给我们机会。
“主所应许的，祂并不耽延，象
有些人以为祂耽延一样；其实祂
乃是宽容你们，不愿任何人遭毁
坏，乃愿人人都趋前悔改⋯⋯并且
要以我们主的恒忍为得救的机
会”（彼后三9，15）。

      亲爱的朋友们，当趁着还有
今日，快快接受福音，相信主耶
稣，得着祂那神圣的生命，使你
的生命归入永远的生命。使你那
短暂、虚空、必死的生命归入神
那永远、丰盛、复活的生命。信
主的路非常简单。“ 你若口里认
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祂从死里
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
信，就得着义；口里承认就得
救。”（罗十9〜～10）亲爱的朋
友，你只需要心里相信，口里承
认，呼求祂的名，说， “ 哦，
主耶稣！”祂就要进入你里面，
赐给你永远的生命。因为“ 凡呼
求主名的，就必得救。”（罗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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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动态：
爱是永不败落

哥伦比亚大学及校园基督
徒简介

一、哥伦比亚大学简介 
( Columbia University )

      哥伦比亚大学 (简称哥大)是
乔治二世时英国政府在1754年创
办的一所学院，原名
为“ 国王学院”
( King’s College )。
美国独立战争胜利以
后，纽约州政府于
1784 年更名为哥伦比
亚大学（哥伦比亚是
美利坚众合国的代
称）。哥伦比亚大学
座落在号称 “世界首都”的纽约
市，是北美其中一所历史最悠久
的大学 (约250年)之一，也是许多
优秀学子向往进修的一所一流大
学。

      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
人才济济，遍及全球。 因其注重
学生素质的全面提升，而培养出
多位政治、经济的杰出领袖人
物，如现任的美国总统奥巴玛及
著名投资家巴斐特。至今93位诺
贝尔奖得主曾在哥大就读、 研究
或任教。多位中国的名人也曾在
哥大留下了他们的脚踪，包括著
名外交家顾维钧、前北京大学校
长蒋梦麟、胡适之及物理诺贝尔
奖得主李政道。

      哥伦比亚大学属于私立的常
春藤盟校，由三个本科生院和十
三个研究生院构成。哥大的附属
学院有：巴纳德学院（本科女生
学院）、师范学院、联合神学院
和犹太神学院。现有教授三千五
百多人，学生两万五千余人，其
中有23%为来自全球137国的外籍
学生。若仅以将近半数的研究所
及专职学生人数计算，外籍学生
的比例则升至 33%。其中学生人

数最多来自于中国大陆、南韩、
印度、加拿大和台湾。哥伦比亚
学院是美国最早进行通才教育的
本科生院，学校的教育学、医
学、法学、商学和新闻学院都享
有好评。国际学生最热门的学习
领域包括工程学、公共关系学、
商学和社会学；此外在医学、法
律、商业、神经内科、生物科学
的学习行业中也可找到不少的国

际学者。为提倡及扩
大与其它国际机构的
学术交流， 哥大在 
2009 年 3 月在中国
北京及约旦阿曼开办
了“哥伦比亚国际研
究中心”；在不久的
将来，哥大还计划会
开办六到八个同样的

研究中心。

      哥伦比亚大学座落于纽约市
曼哈顿的晨边高地 ( Morningside 
Height )，濒临哈德逊河，在中央
公园北面。纽约是世界闻名的大
都会。曼哈顿从北到南粗略的可
分为上城、中城、下城等三区，
而哥大就位在上城区，在这里有
便捷的地铁、公车，交通十分便
利。

二、华人学者学人及生活简介

      每年都有大量的华人学者学
人来到哥大工作或读书。有的是
担任教职或其他工作人员，有的
是从事博士后研究，更多的是来
攻读学士、硕士或博士学位的留
学生。

      号称“大苹果”( Big Apple ) 
的纽约市，年年都是成千上万观
光旅游客的必经之点。对于八百
万住在这里的居民来说，纽约市
是名副其实的“大熔炉”；这里
的居民几乎都会讲两种以上的语
言，丰富的移民背景促使纽约客
有宽大的包容性及见怪不怪的习
惯。近二十年来治安大幅改善，
纽约市已非人们以往印象中的
“罪恶城市”；只要你小心过正
常的生活起居，避免涉足不夜之
城的不良场所，纽约市算是很容
易过生活的地方。

      因着纽约市就业机会多，许
多学人毕业后都会选择留下来找
工作。在各行各业中不乏华人精
英，其中又以财
经、电子
科技、医
学研究为
华人从事的热
门行业。大部份居民上下班都乘
坐公共大众交通工具；无车族在
这里生活绝不成问题。一般生活
的消费水准与其他都市的不相上
下。但需要一提的是：纽约市房
价昂贵，特别在寸土寸金的曼哈
顿，一房一厅的月租可达千元美
金；住惯大房子的人需要作好心
理准备。

三 校园基督徒学生及福音聚会

       在2003 年第一次的华语暑
期学者学人训练之后，在哥大开
始有固定的校园聚会。由于申请
哥大的外籍学生不少，每年都有
来自台湾、香港、东南亚的众召
会中的弟兄姊姊来到我们中间。
这些在学的弟兄姊姊就成了校园
聚会的基本成员。我们向学校申
请成立了“校园基督徒”
( Christians on 
Campus ) 的学生团
体。每周五晚上在
学生中心大楼 
( Alfred Le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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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 定期来在一起用餐、交通
及研读圣经。

      除了在学的弟兄姊妹之外，
许多在职的圣徒也对校园的工作
满了负担。从 2004 年起，在神
主宰的安排下，陆续有弟兄及姊
妹在哥大找到工作或研究职位。
有一对夫妇在校园聚会中相识、
相许、以至成家。他们在 2005 
年搬到校园附近，打开家就近照

顾学生。在曼哈顿这
房租昂贵却空间狭小
的地方，“打开
家”需要有一定的牺
牲精神。有一位在校
园中得救的弟兄，目
前在纽约市立大学任
教职并服事校园。此
外在曼哈顿外有许多

的家庭也是为着学生打开，在节
期假日时邀请学
生相调。要特别
一提的是：有一
群忠心服事饭食
的“煮饭婆”，
这群姊妹虽不一
定能参加校园聚
会，但她们周周
风雨无阻地预备
饭食，不仅填饱
了学生的肚子，更是温暖了莘莘
学子的心。

      每年八月举行的一周学人学
者成全训练，我们都鼓励弟兄姊
妹和福音朋友踊跃参加；这样的
训练使我们看见神经纶的异象与
行动，而能进入同心合意的配搭
与事奉。九月初开学前是我们接
触新生的大好季节，我们趁着学
校举办的国际学生报到的时候，
邀请新生参加我们的“新生座
谈”。劳工节时，我们则邀请新
生到家中烤肉及到郊外走走，借
着这样的机会让更多的圣徒与新
生建立关系。学期开始不久后，
在校园里举办福音真理座谈会及
福音爱筵，趁学生还没开始忙碌

的课业之前，向同学宣扬神高品
的福音及阐明圣经中的真理。近
年来我们也借着“恢复本圣经读
经小组” ( RSG ) 继续喂养得救
的新人。

      在学的学生大多学业忙碌，
我们鼓励学生们抽空在吃饭时间
一同读圣经；对有兴趣认识圣经
的福音朋友，我们尽量找机会陪
他们读。我们也定期地在校园内
接触人，向人传福音；说英语的
弟兄姊妹，包括一些参加壮年班
训练的学员，也常常参加我们的
福音队。学校放春、秋假时，我
们常安排与邻州包括罗格斯大
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等
处的弟兄姊妹相调。
	
四 哥伦比亚校园基督徒迎新服务

      每年都有大量的国际留学生
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开始他们的
留学生涯。他们背井离乡，有的
甚至是第一次离开父母、亲人，
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一下
飞机，他们就面临着许多实际的
问题，比如报到注册，找房子，
办理银行账户，购物等等。我们
特意编辑了一本《哥大新生生活
指南》，详细介绍了在哥伦比亚
大学和纽约市求学的生活须知。
我们每年在开学前的一周会举办
新生生活指南的讲座，由在哥伦
比亚大学和纽约市学习工作的弟
兄姊妹们现身说法，向新生介绍
求学生活的注意事项。

      我们每年都要接触到两百多
位的留学生，给他们提供很多实
际的帮助，主要有以下几项：

1.接机服务；

2.帮助找住房；

3.免费赠送《哥大新生生活指
南》手册；

4.开车载学生购物；

5.开车载学生来校园聚会，享用
免费饭食；

6.其它咨询服务，诸如如何办理
手机，如何办理驾驶执照，如何
申请父母赴美探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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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为下列“神今日的行
动”切切代祷： 

一、请为在校圣徒短期成全训
      练祷告。以下华语在校圣
      徒的成全训练已经确定：
1. 5/14〜～5/17 在南加州有72
小时的成全训练。

2. 5/21〜～5/24 在新泽西有72
小时的成全训练。

二、为学者福音弟兄访问北美
      各地，加强、开展更多校
      园，并为全时间服事圣徒
      积极参与当地召会的服事
      祷告。

三、为 7/23-8/2 在新泽西州
      富兰克林，德州休斯顿，
      加州伯克利及安那翰的华
      语成全训练祷告。

哥伦比亚大学联络方式
联络人：洪烽 Frank Hong
电子邮件：ffh2103@columbia.edu

联络电话：(917) 881-5332

联络人：张胜坤
电子邮件：skzhang2000@gmail.com
联络电话：(646) 920-0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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