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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新人，新事

“新”真是一个美好的字眼，充满盼望与热情。        

二零一四年的初春格外温暖，阳光遍洒大地，树枝抽出嫩绿，勃勃生机，悄悄散发。
新的时刻，新的起点，新的机遇，新的希望，新年令人期待与向往。

三月九日，难忘的日子，德东有十二位弟兄姐妹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弟兄姐妹
赞美，天使天军歌唱，阿爸天父张开臂膀，拥抱死里复活的浪子。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救赎宏恩的伟大，谁不赞叹？他们是一个个全新的创造，满有上帝
的圣洁与荣美。罪被宝血胜过，死被生命吞灭，人被基督赎回，祂，用了重价。奇妙

奇妙真奇妙，一个旧人变新人！
 

 “天天灵修，人人委身”是莱比锡华人基督教会二零一四的年度主题。归回起点，却
要成就新事。因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新的生命，新的生活，天天成新人，日日做
新事，经历天父丰盛无尽的慈爱，领受基督活泼长存的话语，迎接圣灵生命之风的洗

礼，我期待，我相信！

新天新地新创造，新人新酒新生命！

卷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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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自陕西延安，是在读法学硕士，来哈勒马
丁路德大学交流学习，非常幸运在这里遇见

你们，认识主。

今年5月24号，我第一次来莱比锡教会就做了决志
祷告。当时是参加来自台湾的黄孝光长老关于“西
游记全人教育”的营会讲座，三天时间里，用我从
来没有过的认真和坚持，不断的接受知识，被触动
灵魂。我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和有限，我一直期待寻
找的正能量源泉和内心的安全感，终于在此有了答
案，我需要神，也相信神会爱我。于是，在洪牧师
和各位弟兄姐妹的关爱和鼓励下，黄长老和于凡姐
陪我做了决志祷告，迈出了我灵命成长的第一步。

初次见证主的爱，是关于我的噩梦。我一直睡眠不
好，多梦浅睡，来到德国更是经常梦见家人各种厄
运，有人去世，有人遇险，有人错手杀人，梦里面
各种提心吊胆恐怖狰狞让我十分痛苦。经过栋杰弟
兄介绍请王柏传道来帮我，他细心了解，找到我灵
命里可能被魔鬼影响的问题，告诉我全心的信靠
主，可以解开这些诅咒，给我安心的睡眠，最后还
带我做了祷告。自此，我真的再也没有做过那些让
我恐惧焦虑的噩梦了，有段时间甚至经常出现童话
故事，浪漫甜美的梦境，呵呵，实实在在的让我第
一次尝到了信主的甜头。

接着，我坚持去每周六哈勒的查经聚会和莱比锡的
真理班及主日敬拜，感谢牧师主动打电话给我学习
的机会，感谢过去所有为我解惑，为我祷告陪我走
来的兄弟姐妹，还有《标竿人生》这本书。我认识
到自己不应为着父母和别人的期望而活，那样太累
了；我明白了信仰就是让你面对未知不定的未来仍
能怀着一颗平和自信的心态勇敢迈向神指引的那条
路；我放下了对过去不应有的牵绊，对未来无谓的
担忧，我不再只着眼我的事业，开始用心思考我未

来想要的什么样的全面生活；我更是意识到，放下
骄傲，克服恐惧，不断的解除疑惑到最终降服于神
是多漫长的一条路。凭着对主越来越亲近，我终于
体会到，成长不再只是拔苗助长式的剧痛，我也可
以不惊慌，不焦虑，从容淡定的抽芽吐穗，而这一
切，都是因为我开始满怀主的爱。

任龙师兄说的对，信心需要跳跃。而现在，我正是
准备灵命成长最重要的一个跳跃。我需要更坚定的
倚靠神，活出神的荣耀，把爱和福份带给更多的
人。

正如圣经腓力比书4:6-7说的：“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
神，神所赐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
意念。”为主见证，十分喜乐，请大家继续为我未
来所面对的工作环境及灵命的成长代祷。

主编寄语

读敏娜的故事，仍能感受到她那超快的语速和敏捷
的思维，想必与她多年的法学专业训练密不可分。
看着精明干练，求真
求实的她能谦卑来到
主前，得到上帝的呵
护 ， 得 着 主 里 的 安
息，真是满心为她欢
喜。愿主的平安与喜
乐伴随她每一天。

得着心灵

的安息
李敏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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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四月份来到德国，在这里交换学习一个学
期。来德国前，我家庭和朋友圈子多数是无

神论者，少数信仰佛教。起初，促使我加入Halle
每周六聚会的动因是想对这个影响到西方生活方方
面面的基督教有一个知识性的了解。后来，它转变
为一种信仰而存在。

其实，我态度转变的原因很简单。七月二十八日
前，一直以为感动我，让我坚持参加每周六Halle
聚会和真理班的动力源于身边的基督教朋友们。那
天，一个姐姐给我说：“让你感动的是神，是神让
你身边的兄弟姐妹有爱”。是的，所有的最美好我
愿意归功于神。神给我这么多有爱的兄弟姐妹。和
大家一起默默祷告时，内心的声音告诉我，我愿意
受洗。随后，好友XP对我说：“We must be driven 
by choice and not circumstances”。这句话打消
了我的顾虑和徘徊，对自己的选择更加坚定。

我认识神并非在我处于痛苦、极度迷茫并渴求从中
得到某种医治的状态中。相反，我在舒适与安宁中
认识祂，祂让我看到自己内心的软弱和阴暗面，感
觉自己被放到聚光灯下，所有的问题都暴露出来。
我开始纠结和难过。令人惊讶的是：相比短暂的舒
适与快乐，这却更让我感到踏实和安全。

认识神以后，有几件事给我特别深刻的体会：
1.第一次去莱比锡聚会，我从讲道中意识到自己需
要学着独立和坚强。
2.对神的理解不能囿于自身的知识层面、人生阅
历。神让我认识了自身的狭隘和渺小，人永远无法
用现有的标准去衡量祂。
3.和巴西室友（非基督徒）讨论圣经中的某个问题
时，我们出现不同的意见。我不知道谁对谁错。是
我错了？他错了？还是圣经错了？神让我明白，很
多问题并非非黑即白。当我们分析问题时，要时刻
提醒自己不要不由自主的以自我为中心。

4.基督朋友Lucas曾经说过，他不认为他是某个特
定国家的人，他认为自己是International的。在
神的国度里，我们是没有国界，人和人就是十字架
上的横轴，人和神就是十字架上的纵轴。
5.好友Lea说过，你在“国外”时，旅游不是那么
重要，如果你能在哪里有个“家”才是最重要的。
对，神让我和兄弟姐妹们不再因为国界而分离。我
有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我知道王柏传道、巧峰、高速等兄弟姐妹们在为我
的灵命成长祷告。任龙说受洗能够带领我快速成
长，我也坚信这一点。我希望兄弟姐妹们能够为我
的灵命成长继续祷告。我想感谢神，感谢我的兄弟
姐妹们。感谢您！感谢您赐给我如此宝贵的兄弟姐
妹们！

引用一节经文做结尾：“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
可靠的，那人有福了。”(耶 17:7)

主编寄语

因为你我甘心给，因为你我用心爱，因为你我把心
中的爱活出来，那位测不透，摸不着的上帝就让人
看得见。短短四个月，春梅姐妹看到基督徒敞开自
己的生命，活出从天而来的爱，成为她生命中的祝
福。开阔眼界，增长学识，她更得到生命的主和属
灵的家。德国之旅，不虚此行。盼她无论在哪里，
都坚定依靠耶和华，做有福的人。

真诚邀请你，一起向世界活出爱，因为耶稣先爱我
们。

不虚此行

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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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督徒来说，福音这两个字是何其神圣并且
耳熟能详，但对世俗的人来说这两个字又是

何等的生疏。

大约一年前的我就是这么一个俗人，那时候我无法
知道王哥和冯姐在传给我以及我的一家福音的同
时，也给我以及我的一家带来了福气。使徒行传26
章18节中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叫他们的眼
睛得开，从黑暗转入光中，从撒但权下转向神，又
因信入我，得蒙赦罪，并在一切成圣的人中得着基
业”。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主差派王哥和冯姐两个
来到了我的面前，搀扶着战战兢兢的我来到了主的
殿堂。

那时我的眼睛尽管仍然是世俗的眼，但是当我见到
当时的一切却豁然开朗，我所见到的是一张张从心
底里流露出来的笑脸，每个人似乎在500年前就与
我们相熟悉，因为我无法认识清那么多人，所以我
就把所有的人简化成一个人的形象，那就是邵芳形
象——真诚、包容、关心与喜兴。

眼睛开了，可是心灵仍在黑暗中徘徊，慢慢的，慢
慢的，在我的黑暗的心灵里先是燃起了些许亮光，
后来，这些光越来越亮，最后变成了一盏明灯。那
是传道的声音，那是主的召唤，那是我的福音，那
是我的福气。得着福音，就是福气！现在我终于明
白为什么许多人都把福字倒过来贴以祈求幸福但同
时又拒绝福音的原因了。因为，不仅人生来有罪，
而且人性习惯了犯罪，更因为大部分人不知道：听
见福音信了基督，罪就得蒙赦免。

感谢主！我是这许多人当中的幸运儿，我得着了福
音，我得着了福气。从前我脾气暴躁，现在慢慢的
变得温和﹔从前我狂妄，现在慢慢的变得谦卑﹔从
前我遇到事情急躁，现在我遇到事情一般都能够冷

静处之﹔从前总是生活在压力与焦躁的滚开水中，
现在我活在宁静祥和的主的圣殿里。

借此机会，我特别想要与那些现在还没有信主的朋
友们来分享的是：对我来说，其实目前我所处的外
部环境暂时还并没有多大的变化，这一切的变化都
源自我的心灵深处，神，让一切的一切都发生在不
知不觉中，正好像久旱后的甘霖：随风潜入夜，润
物细无声。同时，我也坚信：伴随着这一切，我所
处的外部环境终究也会发生变化，我的生命的航船
无论是遇上险礁还是恶浪，都会一往无前，因为，
主宰着这条航船的舵手是我们所爱的全能主。

最后我要以罗马书5章2-5节来结束我的分享：我们
又藉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
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
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
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
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阿门！

主编寄语

看似山穷水尽疑无路，哪知柳暗花明又一村。季建
弟兄在艰难时刻，遇到永活救主，成为生命的转折
点。功成名就的他谦卑降服在主面前时，耶稣就将
天上的福倾倒下来。内心的平安，恒久的喜乐和基
督里的盼望，这福分绝非财富和地位可以换取！愿
洗礼成为他新的起点，愿他不断领受上帝宝贵的话
语，经历上帝的信实与大能。深信待到雨散看天
青，季建弟兄将分享那更美的见证。

福音
与福气

季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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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前的药店曰药堂，几乎都在门口两侧贴上
对联，一则祈福安神，二则争个眼球。而德

国，干脆就用了一个A字，它选自德文Apotheke (药
房)的首字。德国医院里不设药房，公家私人闹病，
一概跑到药房A去买药。我们住处附近主街上，百米
之内对着街就挺着三个A，可见德国药房生意火红程
度，但再好的买卖也有打烊时。

有天傍晚，一老友从外地打来电话，他妻子高烧，
独守着膝下一对可爱的孩子。向我们紧急求援。人
命关天啊。我们匆匆撂下饭碗，便驱车而去。还
好，等了两小时，答应上门看诊的医生到了，十分
钟后药方开出。

此刻，我攒着可以退烧化脓的药方子傻眼了。天色
已晚，药房都已经关门。按常理，一个城市只有一
到两个药房有夜班生。但偌大一个城市，究竟那值
班药房在哪里，要么上网查，要么电话问，要么干
脆等到次日。我凭着侥幸，赶往朋友家最近的药
房。看到A店了，但铁将军把门。一个商场门卫路
过，出于警惕问询我。一问一答间搞清缘由，他便
指给我A店外墙上一个小小的门铃。将信疑心地摁门
铃，突然眼前门户洞开，让我喜出望外。有如此好
好运气?果真，有人值夜班。我赶紧把药方递进去。
门又关闭，顷刻，周边重现寂静。

此时，头上淋着小雨，周遭黑灯瞎火，唯一相伴和
面对的就是A字这个标志。
记不得曾多少回路过A店，压根没有仔细观察过这个
A。它有一根杖，缠着一条蛇。欧洲的医院和药房
都有这个生命途中离不开的标记。眼前浮现出圣经
里故事中一个情景，说到摩西带众人过埃及后，在
旷野里，很多人被火蛇咬伤。耶和华上帝就对摩西
说，制造一条铜蛇，举起杆子，凡被咬的，一望这
蛇，就必得救。

那扇门还紧闭着。站着无聊，我张开手掌，权当尺
码，丈量起那扇门。不容置疑，这只是一个小小
的，只能爬进一只猫的小窗户，长高宽差不多就在
我的手掌之内。平时那么不起眼，我们路过时几乎
熟视无睹。但谁能料到，一旦有了病痛，人自己没
法解救了，不得不求助于外力，这个小窗就成为通
向平安幸福的必经通道。我们可以不去理睬它，但
我们不可以不相信，有人在窗内做拯救的事。只是
一窗之隔，我们能感知，肉眼却没法看到而已。

那晚的经历，让人相信，凡祈求，就得着，寻找
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开门！很多光景，我们
为啥不试一试呢?

主编寄语

人生总有风浪，危机时刻，谁不盼望有人向自己伸
出援手呢？身体不适，医生诊断，药物治疗；灵魂
漂泊，天父寻觅，基督拯救。悬挂的铜蛇预表着十
字架上的耶稣。凡举目望主，就必得救！凡向主叩
门的，就必得着满足。

药房A店

西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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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来宾朋友，大家好：
感谢大家来参加我和傅裕的婚礼！

我与傅裕是在德国认识的，要说我们的介绍人就是
上帝。我刚到德国时，在神的指引下找到了马格德
堡华人团契，傅裕也是差不多时间到了团契。身处
异国的我当时并没有找女朋友的想法，因为在团契
中感觉到家的温暖。弟兄姊妹有时也会问我找女朋
友的事，我都会说“一切主都安排好了，会把最适
合的留给我。”随着我对上帝了解加深，尤其我做
决志祷告后，我决心要过圣洁生活，远离魔鬼搅
扰。但属灵生命还不成熟，有太多的未知在等待
我。我向神祷告说，“求主指引我的另一半进入我
的生活，让我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奇妙的是，在
一个夜里，我如此祷告时，神给我回应。在说完“
阿们”之后，一个声音告诉我“傅裕”。当时我又
惊又喜，神对我说话了！他如此明确的告诉我另一
半的名字！

但之后，我却进入忧愁之中，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去
做。是否应该把我得到的回应告诉傅裕。第二天，
我请傅裕帮助我，和我一同去外管局办事，想乘机
与她多聊聊，并把这件事告诉她。但那个中午很尴
尬，我不知道如何去表达。下午回来后，我继续向
神祷告，求问傅裕是否是我的另一半。神再一次明
确的，肯定回答我。感谢神，那以后一切都豁然开
朗，我确定傅裕就是我的另一半。

我开始追求傅裕，追求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有傅裕的回避，家人的拦阻和其他阻隔，但我心坚
定，因为我相信全能的神帮助我，祂所应许，必会
成就。从2012年初开始追求傅裕，到春天我们相
恋，再到秋天傅裕回国，然后是两地分离后的苦苦
相恋。这一年我们经历很多，走过春夏秋冬，也品
尝爱情的酸甜苦辣。

时间到了2012年末，我利用圣诞假期回国，到宁波
看望傅裕，我们一起参加了宁波大学生团契2013的
跨年祷告会。在祷告会上，我们手拉手回忆过往，
肩并肩迎接展望新的一年，如此美好！那时我许下
新年的3个愿望，其中一个是与傅裕订婚。多么奇
妙，今天大家在这里见证我与傅裕的婚礼，就说明
当时的愿望不仅成就了，还超过了我们所求的。感
谢神！

2013年元旦的时候，说到订婚已经是很奢侈的愿
望。因为那时我还在德国，而傅裕在中国，双方的
父母也还没有同意我们在一起。有太多的拦阻如座
座高山压在我们身上，举步维艰。当我们觉得不堪
重负时，神为我们开了道路，一步步引导我们向前
走。

2013年元旦后我去拜访傅裕的父母，就是现在我岳
父岳母，原本强烈反对我们在一起的他们竟然热情
接待我，为我铺设温暖的床，为我准备可口的饭
食，如同家人一般。完全超乎我的想象，我相信这
是神奇妙工作。3月底我回到天津总医院做课题，
消除了我们时间上的差异，让我与傅裕不再跨越四
分之一的地球相恋，不再有白天与黑夜的对话；6
月底傅裕毕业来到天津工作，消除了我们地域的差
异。10月初傅裕的父母来到天津，双方父母见面，
谈到我们的婚事，消除了我们对于未来的一切忧
虑，傅裕成为我的准新娘。

    一个个时间点是神一步步带领我们的脚印，今
天，神为我们成就美好的事！我们也藉着这个美好
的时刻将感谢与荣耀都归于神！哈利路亚！

感谢大家参加我与富裕的婚礼见证我们的结合，为
我们送祝福，谢谢大家！

千里姻缘
主来牵
张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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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寄语

正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上帝将他们分别带到
异国他乡。陌生城市，他们相识相爱。爱情并
非一帆风顺，只有风花雪月。异地恋加上时间
差，挑战！但万水千山隔不断主里的真爱，上
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虽没机会参加他们的
婚礼，但读到新郎的婚礼献词，为他们的结合
而感恩，也献上我们诚挚美好的祝福，愿恒久
不变的爱燃烧在他们生命的每一天。

我再看德东季刊第五期的时候，突然忍不
住哭了。虽然都是我不认识的人的小故

事，但是能感受到主的大能在每天影响和救赎
他爱的每一位子女。我经常会怀念在德国与你
们同在的日子，团契查经、生活交流、莱比锡
的营会、查经班，到最后的受洗，有你们的爱
一直和我相伴，一直温暖我。感谢主，带我
来到德国，感谢主，给我新的生命，让我宽
容忍耐,内心坚强，感受真正的自由。当我读
到，“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
的水边”（诗篇二十三篇二节）。内心感到份
外平静，我将心门打开，让神的爱浇灌我，让
我不再枯干。我放下自己的罪，向众人承认耶
和华为我的神，更努力活出基督的样式。

主编寄语

来了，信了，走了。人员的高流动性是德东华
人教会的特色，既是教会的无奈，也是教会的
价值：有形的教会难建立，无墙的国度在扩
展。弟兄姐妹，来去匆匆，时间短短，却依依
不舍。或许人间再没有相逢的机会，然而天上
总有共同的乐园。敏娜姐妹回到中国了，和很
多归国的弟兄姐妹们一样，她不会忘记德东的
日子，就如同德东的教会也不会忘记她一样。
不论你们在何方，在基督里，我们是一家人。

个人
见证

难忘德东

李敏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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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
见证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
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

能参透。（传 3：11）。

因为爸爸很喜欢传道书，那时就算不懂，也会对它
情有独钟。当家庭起来献唱诗歌时，爸爸也会常常
拿出他爱的《日光之下》。那时候不懂成为基督徒
的爸爸已经不想与世事纠缠，只想安歇喜乐在神的
怀里。之后在外读书的我，每当想念爸爸，便拿起
圣经读他喜欢的经文，我知道，在神里面我们是合
一的。
 
有人说箴言是“实用型”的智慧书，传道书是“沉
思型”的智慧书;又有人说箴言像一个男人，直接
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传道书像一个女
人， 不断在矛盾中纠结与思索；我觉得它是本自
传，是一位老者参透万事之后的一声叹息。在无数
的深夜里，身为君尊的他，是不是也在辗转反侧，
彻夜难眠。纵然佳丽三千也温暖不了床榻的寒冷
吧。他没有自称寡人，乃是传道者，用他的毕生荣
华告诉我们什么是贫贱，用他毕生富足告诉我们什
么是虚空。

我常常想到爸爸在成为基督徒之前。常常一个人在
院子里踱步，一个人在躺椅上发呆，妈妈在一旁黯
然伤神也无能为力，就算亲为夫妻的他们，心灵最
深处的孤寂也是无法触及到的吧。

有一天上帝站在所罗门的面前，任他求什么都会给
他，如阿拉丁神灯。他却只要智慧，不为横扫万里
江山，只为保全他的臣民。而上帝却不只是给他管
理的才能，还让他做箴言三千句，诗歌一千零五
首，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
得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虽然我们
惋惜晚年的他犯罪得罪了上帝，但神让万事互相效
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正因为他晚年的软弱，才

知道，所有的一切相对于上帝的永恒来说不过昙花
一现而已，甚至都不及一现的昙花。传道书就像作
者在把他的灵魂剖析出来给我们看，不管是疼痛还
是快乐，一一陈列。

有一晚梦到爸爸了，还是那栋老房子，那条街，那
个泛黄的躺椅，只是爸爸的神情不一样了，和妈妈
依偎着，因为他们心底的那份孤寂被上帝抹去了
吧，常常伤感的妈妈也不再自己偷偷落泪了。

有人问什么使人成为最受苦的受造物？有人说，因
为人一脚踏在有限的上面，一脚踏在无限的上面，
被两个世界撕扯着。还有人说，我们明明像天使，
却一直打滚在泥泞当中。柏拉图也说，我们像两匹
马，向相反的方向奔驰，一边是奔向一个不朽的生
命，另一边则是我们的野性在反其道而行。有时我
们在关心永恒的事，有时却被世俗缠累。但丁在地
狱神曲中说，凡进此门的，要将一切希望放下，我
庆幸，我永远都不必进入那门，我所爱的人也不
用。有一句话特别喜欢，人太尊贵以至于不能服侍
别的，只能服侍上帝。上帝既然将万物各按其时成
为美好，就让时间和次序放在博物馆里好了，我们
只当听他的话。

以前常常自责，觉得自己不懂爸爸，应该更了解他
才是。现在明白，我们最最应该解读的，是上帝。

主编寄语

做个懂父母的九零后不容易！雪飞姐妹在教会安排
的灵修过程中，开始更懂她的父亲，因为她和父亲
一样遇到那位生命的主！父女同心，父女同主，何
等美好。心思单纯，信靠顺服的雪飞，上帝必保守
她走在一条蒙福的路上。

传道书

小悟
高雪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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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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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基督信仰的家族里长大的孩子，所以不
曾有“决志信主”的经历。这个缺少，让以

前的我与他人交通时，常会出现隐约的断层。不是
说不上话、对不到焦，亦或感受上没有共鸣。这是
我的负担，也是我不断在信仰上思想的课题。

去年底，我开始再次阅读基督教文化的相关书籍。
其中，瑞士神学家卡尔巴特（Karl Barth, 1886–
1968）的《罗马书释义》改变了我阅读圣经的态
度，并更加注意圣经里外基督徒的生命故事和与神
话语之间的相连。此时，我参加了2013年“德东学
人福音造就营”。

在营会紧凑节奏中，在讲员的信息与兄弟姊妹的分
享和提问之间，自己反复学习与思想。并在满满的
圣灵感动里，缓慢地尝试更多以神的话来把握对属
人生命的理解。其中，我来说有一个极有重量的观
感，那是营会里决志成为基督徒的朋友们，对圣灵
感动的回应行动。

营会的第二天晚上，许多人举起手、走向前，表明
他要成为基督徒。心里有个实在信息说，这真是极
美、极好！因为基督信仰的生活，有时不知事工是
否真“与神同工”？还是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
往往需要有老彼得般那样静候、细腻和敏锐的看
见：“…要直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
时候，才是好的。…”（彼后1：19–21）

然而，“决志信主”的快拍节奏真是极好！因为人
能够在相对短的时间内，知道自己的生命立场已被
神彻底反转，同时清楚知道自己参与这项圣灵的事
工。那举手和跨步将成为一个记号，让人在往后的
生命中，在数算神恩典时，想起自己确实有过 “
与神同工”。对我来说，他们接受圣灵感动的行
动，让没有“决志信主”经历的我，也因着在场的
缘故，同样参与了这场与神的同工。

希望我们彼此都能在神话语中，不断看见神爱我们
的不可思议，以及能够确信自己与神同工、被神带
领，是何等恩典。

主编寄语

基督的救赎本乎恩，也因着信。当人接受耶稣成为
生命救主时，天使天军固然大声欢呼，神的子民也
要击鼓歌唱。一人接受救赎，多人充满感恩，上帝
作为如此丰富奇妙。颂恩是五代基督徒，却非二手
基督徒。平稳和缓的过程不代表没有经历，潜移默
化的信仰不等于漠然冷淡。生于基督化家庭是恩
典，日渐更新，亲自经历是恩典。但他强烈期盼更
真实显著的经验坚固信心，上帝用特别的方式让他
经历“与神同工”，对他而言格外的真实与厚重。
没有哪一种经验是最好的经验，上帝只用最适合每
个人的方式来爱每个人，祂真知道你，真知道我，
祂真棒！

与神同工
的重量感
罗颂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