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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利，8.8级地震。

      早上，与家人谈论加州的地
震，正想预备一点什么。也谈到
海地，谈到生-死。

     回到家，正在写一点东西，
他就跑来，神色凝重地告诉我，
这则新闻。

      泪，便在我的心里，流成河。

      一切从人来的安慰，都苍白
到不能出口。

      我祈祷！因为我知道，我的
主，愿意顾念灾难中人一切的软
弱，愿意应付他们各样的需要。

      我祈祷！因为我知道，我的
神，是主宰的神，更是恩典的
神。我们不明白灾难为什么发
生，我们却确信，恩典已经为我
们预备。

      我祈祷！因为我知道，我的
神，是称无为有的神，我的主，
是死而复活的主。必能叫许多的
人，从绝望中转向祂，使灾难变
成救恩。

       愿神祝福智利。

      每一场灾难，对我们活着的
人，都是一个提醒。

      祂说，“到处必有饥荒、地
震。这些都是产难的开始。”(马

太福音二十四章七节下至八节)

      并且，“主所应许的，祂并
不耽延，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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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后书三章九节)

愿神祝福您！

时事福音
我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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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音 周 讯

请为下列“神今日的行
动”切切代祷：

　
一、三月下旬，福音网站“水
深之处”将举办第二次的网上
福音座谈。请圣徒广邀新人踊
跃参与，并为此代祷。

二、 为校园服事弟兄加强、开
展北美更多校园，并为全时间
服事圣徒积极参与当地召会的
服事祷告。

三、为圣徒们被福音的火挑
旺，加强福音活力排的操练，
并得更多新人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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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普度大学简介
    （Purdue University，West Lafayette）

      普度大学创建于1869年，迄今
已有将近150年的建校历史。按照学
生人数而言，普度大学是印第安纳
州最大的大学。普度大学主校区位
于美国中西部印第安纳州的西拉法
叶城（West Lafayette），座落于
Wabash河畔，往南距该州首府印第
安纳波利斯约65英里，向北离全美
第三大城芝加哥约100英里。普度大
学校园环境纯朴僻静，是求学科研
的理想去处。

      普度大学
设有理、工、
农、管理、人
文、教育、
技术、医护
保健、家政

等九个学院。其中，普
度工学院被认为是全美最好的工

学院之一，其本科排名为全美第9，
研究生院排名为全美第12。

      在美国的航空史上，普度大学
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该校建立了
第一个提供飞行训练的学院、第一
个四年制航空学士学位与第一个大
学机场。因培养出Neil 
Armstrong、Eugene Cernan、Gus 
Grissom等22位著名的太空人，普度
大学获得了“宇航员的摇篮”的美
名。

     目前，普度大学拥有将近1万9千
名教、职人员和约4万名学生。同
时，普度大学也是全美国际学生比
例最高的公立大学之一。国际学生
人数将近5500名，来自全世界120多
个不同的国家。

二．华人学者学人生活简介

      作为全美国际学生比例排名第
二的公立大学，普度大学拥有大量
来自中国的学者学人。根据2008年

秋季的统计数据，有来自中国大
陆的留学生991名以及教职人员
223名分别在普度学习工作。中国
学生的人数仅次于印度学生，位
居第二。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国
力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交换学生
和访问学者选择普度大学作为短
期学习访问的地方。

      由于地处中西部印第安纳州
的一个小城，人口密度不高，普
度校园及周围居住小区为学生们
提供了便利舒适的居住环境，并
有对学生免费的公车可搭载学生
于半个小时之内往来于住处和校
园间。校园附近的华人超市和中
餐馆也为中国学者学人提供了许
多生活上的便利，基本的中国调
味品、生活用品及中式菜肴都可
以买到。

三．校园基督徒及聚会简介
    
      普度校园基督徒聚集已有20
多年的历史，我们在学校里正式
注册社团，成立了普度学生基督
徒社团（Christian Students at 
Purdue），并定期举行各种福音
活动。

      我们拉法叶召会（The 
Church in Lafayette）虽然人数不
是很多，但是召会生活非常甜
美。圣徒们中分别有以英文、中
文或俄文为母语的，可是大家却
在基督里相调在一起，彼此顾
惜，互相建造。

      由于绝大部分的圣徒都是学
生，我们的聚会多数时间都安排
在校园里。每周五晚我们都有固
定的福音聚会，有中文聚会，也
有英文聚会，在许多弟兄姊妹们
家里轮流举行。圣徒们都会自己
亲手下厨，精心准备可口的饭
菜，供大家享用。尤其是中文聚
会中提供的中式菜肴非常地道，
让人觉得虽身在异乡，却丝毫没
有“异客”的感觉。圣徒们在一
起用餐后，会一起唱诗、读经、

分享
等。圣经的话真是神智
慧的话语，常常大大开启与会的每一
位，让大家赞赏不已。借着分享一周
我们对神的享受和经历，每个人都得
着鼓励。

      在每个主日的早晨，圣徒们聚在
一起，擘饼记念主并赞美神。虽然各
有不同的母语，但在这个时候，圣徒
们一致用同样的语言（英语）表达对
神的感谢和赞美。此外，在每周二
晚，我们还有固定的祷告聚会。

      圣徒们常常也会有不定期的其它
聚集，或是一起用餐，或是一起去郊
游，或是一起去购物，或是一起去访
问。在生活上，大家更是互相彼此关
心，彼此爱护。哪个圣徒有困难，其
他弟兄姊妹们就会为其祷告，并安
慰、劝勉、鼓励及帮助他（她）。

    “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
彼此相爱”（约翰一书四章十一
节）。愿每个到普度大学来的学者学
人，都能享受到来自神的爱。

四．普度大学基督徒热忱欢迎新生

      我们热忱欢迎从各地到普度来求
学的莘莘学子们。作为将要远赴海外
留学的您，也许将会面临一些生活上
的不便。我们普度大学的校园基督徒
愿意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力
提供以下几个方面的帮助：

校园动态 
普度大学校园基督徒简

普度大学校园基督徒联络方式
联系人：赵朝阳电邮：zhaochaoyang2009@gmail.com 
联系电话：765-532-4044网址：http://www.churchinlafayette.org

1. 接机（印第安纳波利斯国际机
场）：请尽量联络同来普度读书
的同学，坐同一班飞机。

2. 短期住宿：请尽早联络校内住
宿，若是情况特殊，下飞机后
需要短期住宿，请提前与我们
联络。

3. 新生生活指南：我们愿意为您
提供各种关于学习与生活问题
的解答。

4. 日常购物：可以与圣徒们在周
末时间一同外出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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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该歌
 
我名撒该，身量很矮；虽很富足，名声很坏
作税吏长，实不得已；两不讨好，自怨自艾
心不平衡，活不耐烦；到处讹诈，只为发财
家财万贯，心仍不满；生不如死，人生无奈
人生短暂，来去何从；每念及此，心不开怀
 
忽有一日，门外喧嚷；众人议论，涌出巷外
遂出家门，跟在人后；向人打听，知耶稣来
素闻此名，人称救主；所行事迹，早有耳闻
圣灵成孕，童女所生；生于马槽，神称基督
生伯特利，君王之所；长拿撒勒，贫贱之乡
 
圣灵所膏，传好信息；掳者得释，瞎眼复明
受压制者，因祂自由；宣扬禧年，神悦纳人
祂的教训，使人惊讶；祂的话语，满了权柄
赶出污灵，使人得释；斥责热病，妇人康复
洁净麻风，医治瘫痪；且有权柄，赦人罪行
 
渔夫西门，全心打鱼；整夜劳苦，无所收获
听祂吩咐，船开深处；刚一下网，鱼群骤至
鱼装两船，几乎下沉；知祂是神，西门认罪
祂遂呼召，勿要害怕：从前得鱼，今后得人
船只靠岸，众人希奇；撇下一切，将祂跟随
 
我有同事，名叫利未；穷极无聊，闲坐税关
祂对他说，来跟从我；撇下一切，跟从耶稣
立即回家，大摆宴席；狐朋狗友，邀来同欢
祂不嫌弃，开怀同饮；祂是医生，来将我医
义人不义，只是自义；罪人蒙召，祂所成全
 
如此事迹，我早耳闻；哪能想到，今日亲临?
我心羡慕，我心惶恐；罪人如我，何颜见祂？
但是我心，依然羡慕；挤进人群，拥挤万分
翘脚跳高，无济于事；大汗淋漓，不肯放弃
奈何人多，团团围住；哪能见到，救主模样？

恨我身量，如此矮小；只怨自己，不怨爹娘
地的吸引，将我拉住；罪恶性情，阻我上长
今生忧虑，将我困住；眼目情欲，使我潦倒
心蒙脂油，耳听不灵；世界虚荣，一切偶像；
霸占我心，无法脱离；离地太近，鼠目寸光

 
独自叹息，无人理会；左寻右看，前有桑树
遂加把劲，跑在前头；连跳带爬，上了树梢
所见耶稣，非我所想；其实并无，佳形美容
但祂竟然，仰脸向我，“树上下来，今住你家”
祂面慈祥，祂声柔和；我之全人，为祂所夺
 
急忙下树，欢喜跳跃；耶稣我主，今住我家
心中忐忑，犹自怀疑；不堪如我，何有此福
祂的同在，满了喜乐；祂的光照，使我自责
家业一半，分给穷人；凡讹诈的，还他四倍
祂的宝血，洗我罪行；痛悔已往，了结已过
 
祂且称许，恩言慰我；救赎之恩，今临我家
亚伯拉罕，真正子孙；失丧之人，今被寻回
依依不舍，送祂离家；十字架上，为我流血
成功救赎，化身那灵；进入我心，永不分离
我心仍寻，盼祂返回；望眼欲穿，动静仍无
 
我渡此生，时有试炼；四面被围，绝处逢生
大风大浪，飘摇之中；前途无望，何处留踪？
有时受压，难当深重；深牢之中，呼求祂名
祂的身影，眼前晃动；祂的言行，常怀心中
祂的面容，慰我苦情；祂的话语，引我前行
 
祂的旨意，有时难测；何况如我，短视短颈？
桑树何在，助我爬升？忽然醒悟，祂是桑树
我因祂能，越过环境；祂所安排，将我引领
两手紧抱，两脚快登；两眼仰望，两耳倾听
祂所安排，一切事物；为要将我，器皿炼净
 
我嘴亲祂，全人相附；何等稳妥，何等安宁
不信世人，靠车靠马；我所信靠，乃耶和华
信心不定，爱情常移；求你吸引，我必跟随
眼望环境，顷刻下沉；眼见丧命，祂来救拔
不信恶心，祂来鞭策；尊大祭司，体恤苦情
 
我虽软弱，仍不放弃；你的应许，从未落空
因我深知，你必不叫，信靠之人，羞愧终生
永久磐石，为我裂开；照我本相，藏身你怀
我兄利未，紧紧跟随；随此榜样，我能前行
我的牧人，我大医生；你爱吸引，你旨成功
 
                                  主后2003．4．30

      近日与一弟兄晨兴时读到路加福音十九章，深深摸着主对撒该的爱。许多时候，环境把主和我们分开，使
我们看不到主的同在，有时就怀疑主的信实。这是我们不信的恶心，接受了撒旦欺骗的谎言。主早已为我们预
备一颗桑树，使我们可以在各样的环境中因之爬升：这桑树就是主自己；紧紧地抓住祂吧，我亲爱的弟兄；即
便我们生命的身量小，我们仍然可以因祂越过环境，看到祂的美意，学到宝贵的功课。
      
      主来寻找我们，祂已经住在我们的心里；祂所安排的环境，都是为我们度身定作的，是为着完成祂在我们
身上特别的定旨。让我们拨开云雾，摸着祂对我们阔长高深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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