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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园地, 发出香气 
“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 有
哪哒，…..菖蒲， 和桂树，并各样乳香木，没药，

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北风啊，兴起，南

风啊， 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香气发出来。

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 园里， 吃他佳美的果子”   
（雅歌 4：13-16） 
 
雅歌第四章所说的几种香料都是含有深意。沉香是

一种苦味的香料，这是表明苦中有甜的意思。没药

是用来保存尸身的，这是表明我们自己的刚愎、骄

傲，等罪都当钉死；然后我们的心中才会发出香气

来。 
 
哦， 有几个基督徒真是可爱， 他们的脸上佩戴着

十字架的印痕，一看便知道他们以前的骄傲和刚愎

都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永远丢在主的脚前了

-----这是属天的可爱。 
 
乳香是一种必须经火烧然后会发出香气来的香料。 
它的香气在猛烈的火焰最为浓厚。 这是表明我们

的心被痛苦的火焰所扎的时候， 会发出最浓厚的

香气来， 直到我们的心充满了赞美和祷告。 亲爱

的，我们有没有发出这样的香气来呢？  
------- （主爱的生活）  

 
 
 
 
 
 
 
 
 

 
 
 
 
 
 
 
 
 
 

有一位流浪者捡到一块泥土， 
它散发出馨郁的芬芳， 

香气弥漫四处。 
 

他立刻问道： 
“你是何物， 

是撒马尔汗的宝玉吗？ 
是伪装的哪哒香膏， 
或是名贵的异香？” 

 
“都不是， 我只是一块泥土。” 

“那么，你从何得此香气？” 
 

“朋友，假如要我说出秘密， 
我告诉你，我曾与玫瑰花在一起。” 

 
那块泥土虽是微贱， 

但因和沙仑玫瑰在一起， 
它却散发出扑鼻的芬芳！ 

 
亲爱的主，和我们在一起， 

让我们从你吸取新鲜的香气。 

 

   -----------九月十五日《荒漠甘泉》 

 

 
 
 
 
 
 
 

 

交通的话     ---编者--- 

生命园地

                     [生命园地] 是一份给圣徒们共同耕耘的园地。性质是为传扬神的福音；述说生命

和真理的信息；指明属灵成长及事奉的道路。目的是为帮助未信主的朋友和已信主的圣徒。欢迎弟兄姊妹

提供资料，特别是得救时或得救后蒙恩的见证，或是读圣经及属灵书报的心得，从聚会或信息所得的帮助

等等。来稿以真实，简要，不显耀自己，只为荣耀神为原则。以二千字为限，中英文均可。若取材于其他

刊物，请注明出处。可用笔名发表，但请提供真实姓名及联系方式，本编辑室保留取舍及修改之权。  

稿件可电邮至：info@naccvan.com    或传真至：（604）266-5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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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 救我 
 

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

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马太福音十四章_30-33 节） 

年初我在回国之前，去古巴旅游了一个星期，那真是非常的兴奋，我是一个狂热旅行的人，利用一切可能

并可行的机会去旅行，这也许也是一个主要原因之一我为什么会一个人来到温哥华。古巴比较神秘，一定要去看

一眼，古巴虽然落后得像是国内七十年代末的景象，但是这个岛国很美，断墙残垣的美，天蓝，水更蓝，海水是

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一种纯净而耀眼的蓝。那是一个下午，我在海边晒了一下午的太阳，一直看着远处几个年轻孩

子在海里玩。在离海边不近不远的地方，应该是有一个海底沙丘，那些孩子就站在沙丘上，海水只到他们的腰，

而那里的浪又大一些，所以很刺激的在那里迎着浪玩。看得我心里直痒痒，看着太阳也没那么大劲儿了，我就下

海了，冲着沙丘游过去，正好那群孩子他们往回游，我们交叉错过的时候还跟我说，那里的沙丘可好玩了。我就

继续往前游，说实话，我的水性还行，虽然姿势一般，但是一般不会累，正游着，一个浪打过来，打得我呛水了，

我自然而然就拿脚去找那个沙丘，觉得也该游到了，但是没找着，正找着，又一个浪打过来，打得我有点晕，才

觉得这里浪真够大的，呛得我有点慌，我说，算了，往回游吧，等我这一回头，吓我一大跳，才知道自己游出岸

边已经很远了，潮起潮落，当时是下午 4、5 点钟，是开始潮落的时候，退潮的时候海水是往海里拉的，所以顺着

潮落的方向往海里游是很容易就游远的，相反要往岸上游就会很费劲。这时候海浪是一个接一个的向我扑来，我

就被海水呛一次又一次，淹没我一次又一次，我还要使劲地把身子往上伸，要不然我更喘不上气来，海浪把我折

腾得筋疲力尽，更着急的是我逆着潮水的方向游，总觉得自己是原地不动，游了很长时间，海岸还是离我很远，

这时我已经没有多少力气了，我是真慌了，无助了，我就开始喊救命，但是更可怕的是根本就没有人能听得到，

当我喊出来，才发现自己的声音是那么渺小，海浪的声音太大了，离岸又太远了，就连我伸手作挣扎状，人们都

看不到，因为一层一层的浪已经把我淹没了，我一口一口的喝水，这时我已经不是慌了，已经开始有一点绝望了，

因为我已经没有力气了，感觉这时候的浪是越来越凶猛，我一个人在跟浪搏斗，真可以用搏斗这个词来形容了，

几个回合下来就没有力气了，同时还要游，但又总是原地不动，我喊救命，又没有人听得到，这才感觉到了孤独

无助的可怕真是可怕，绝望了，就在这个时候，我想到了主，终于在绝望的时候想到了主，一边机械喊着救命，

一边说，主救救我吧，主救救我吧，主救救我吧，就这么说了三声，我当时就想，再来一个浪，我就真的不行了，

我已经喘不上气来了，就在这个时候，浪真的来了，但是没有盖着我下来，而是从后背推着我，就像是一只手轻

轻地推了我一下，我莫名其妙就出了那个浪群，我来到了浪尖，浪尖是往前推你的，不像刚才一直在浪里，是往

海里拉你，我突然之间就感觉有了一线生的希望，我就开始游，与其说是游，不如说是海水把我冲向了岸，慢慢

地我就觉得脚尖触觉到了沙子，我意识到我可以够着沙滩了，这里很浅了，可以站起来了，但是我已经没有力气

站起来了，这时，旁边过来了一个人，把我拉到了岸上，这时岸上那群男孩就向我吹口哨，说着德语，比划着什

么，我这才发现自己真是狼狈不堪啊，衣衫不整的，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刚才在海里发生的一切，只知道我上

岸的时候衣衫不整，在提醒我。我就索性一下子躺在了沙滩上，当我慢慢挣开眼睛，再次看到那蓝天的时候，只

有一个感受，我又活过来了，没有人知道我刚才经历的一切，那种与死亡去抗争而即将绝望的时候，有只手轻轻

的一推，我就活过来了，这时，我才意识到，是主救了我，主的手轻轻地一推，很奇妙，刚才还是险恶与绝望的

处境，一下子就化为了乌有，进入了一遍宁静与安详。这种感觉难以用言语表达得清楚，这真是一个奇迹，信实

的主，我一祈求他就垂听并施拯救。当时的感觉就是，活着真好，有主真好，但是马上就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害怕，

不敢再去回忆刚才发生的一切，太可怕了，生与死之间就是一个浪的界限，一个浪的时间。这之后，很长时间都

不愿意去想，更不想随意地说出来，但是对主的感恩却一直憋在心里，又很想去诉说，所以，我觉得今天是一个

特别好的机会，在这儿让我终于说出所有的经过，所有的感受，感谢主的大能和主的信实，觉得自己是如何的渺

小和无助，区区的海浪，在岸上看着如此美丽的海浪就能夺走我的生命，我一直在无法避免地做着各种各样的错

事，如此卑微的生命竟然值得主的眷顾和怜悯，我感谢主给与我的生命，给与我的一切，我会永远去信主，因为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我用生命来信主。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门。 
 -------2007 年终感恩聚会见证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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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间, 主恩与共 
“他是我的避难所, 是我的山寨, 是我的神, 是我所倚靠的。” (诗篇91:2) 

 
    今天, 当我来述说主的恩典时,无限的感慨顿时涌上心头。平安, 喜悦, 和那感激的心情无法用话语来表达。

2007年，我基本上都在成人高中学习英文，主的恩典时时地在跟随着我，当我回顾那时的经历，那时的情景，点

点滴滴依然是那么的真切。 

2007年3月期间，我当时在成人高中报了两门课，平时压力很大，同时面对两门课，对我来说也非常不容易。

可就在那时，我想报名学习的VCC来信说，我因缺少两门证书，不能够达到护士课程的入学条件。收到信后，我

心情很乱，不知该如何面对在学习两门课的同时，还要抽时间去考到那两门证书。但正在那时，我听到主日早上

有一位年轻弟兄在学习上的交通，让我很受启发，特别是当他与我们一起分享彼得前书一章第6-7节中讲到：“但如

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

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圣经的话真是一个极有力量的鼓舞，我就很快报名参加了温哥华学校教育局办的周末的培训班。记得第一门

课的最后一天，天下了很大的雨，我考完试，准备离开学校时，才发现自己忘了带伞。刚冒雨走了一分钟，浑身

就淋透了。我一边跑，一边想，“坏了，坏了，如果在加上等公共汽车的时间，我一定得淋得像落汤鸡，如果大病

一场，不光下一门证书不能参加学习和考试，成人高中的课程也得耽搁了。” 想到这里，我一边冒着雨跑，一边

祷告求主能赐我一个能避雨的地方，最好是离公共汽车站近的地方，因为我知道公共汽车的站牌，只有一个光秃

秃的一个杆子。等我气喘嘘嘘来到汽车站牌前时，我真不敢相信主竟是那样的恩待我，有一小片密密麻麻的小松

树，一个方向地弯成一个不大不小的弧形，在那样大的雨中，下面的地面竟然是干的。我站在树下，也没有一滴

水从上面滴下来。我就这样站在那里，享用着主的恩典，心里充满了对主的感激。虽然在那样的情景下，却成了

我最幸福的时刻。 

接下来的一门课考试，对我来说也是比较难。我不光要在9天之内看完近300页的书，还要面对78道考试题。

班上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我也是英文最差的一个，老师讲得飞快，上课的时候，我的注意力会累到只看到老师的

舌头在不停地动。那个时候，虽然外面的生活看起来很不平静，但我的内心却意外的平安。一首诗歌在我心里一

直唱：“站住直到试炼过去/站住直到风波平/站住为着主的荣耀/站住与主共得胜。”就这样，我坚持着，因为主给了

我力量。当我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拿到了第二个证书时, 感激的心情难以用话语来表达,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主给我

的恩典。 
主这样让我去丰丰富富地经历他，经历过这样的试炼，生活真是那么的甜美。我是一个平常人，在生活中，

会有困难，有坎坷，有感情的困惑，有家庭的负担，但是我有主做我的朋友，真是我一生中的福气。记的2007年
10月，我有一次早上去送孩子上学，在往回走的路上，想起学习英文12级的累，考试的压力，明年上学时的学费

问题，又想起自己不能挣钱自立，不知自己何时能摆脱这种困境，觉得自己真得不能过去这个坎，难受的心情无

法述说，但就在那时，当我站在一个十字路口等红绿灯时，又一首诗歌顿时涌入我的心间：“在世间，主恩与共。”
一刹那间，泪水溢满我的眼眶。我举目望天，“阿爸父啊，在世间，唯有你才是我的一切的依靠……” 
 
                                                                                                            
--2007年终感恩聚会见证 
 
 
 
 
 
 
 
 

郑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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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Keys 
    “I pray that out of his glorious riches he may 

strengthen you with power through his Spirit in your inner 
being, so that Christ may dwell in your hearts through 
faith. And I pray you, being rooted and established in 
love, may have power…”      Ephesian 3:16-18(NIV) 
 
   You are strengthened by the Spirit so that Christ may 
literally make His home in your heart. The strengthening 
of your spirit results in your sensing the personal presence 
of the Lord Jesus, as your reborn faith takes hold of His 
promise once again.  
   The key to it all is in the last two words of that 
statement: “through faith.” Why have you been 
languishing and losing heart? Because your faith is 
failing. The reality that God has revealed to you has begun 
to seem unreal. Your faith is dragging. The solution: A 
fresh infusion of the Spirit to awaken your faith, so that 
you can begin to believe again. 
   The first thing to believe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fact 
of the Christian life—Jesus Christ has come to live in you. 
This fact is not dependent upon your feelings, which ebb 
and flow. It rests solely upon Jesus’ promise given in the 
Upper Room in John 14. .. “if anyone loves me, he will 
obey my teaching. My Father will love him, and we will 
come to him and make our home with him.” 
   That is what Paul refers to Faith is awakened now. 
You remind yourself that Jesus Christ lives in you. You 
are a believer. He has taken up residence in you. He will 
not leave you. He is at home in your heart, and you belong 
to him. 
   Do you see how Paul is leading us, step by step, back 
to recovery? Though we may be in danger of losing heart 

and giving up. Paul shows us the way back to strength, 
motivation, and fresh courage. He underscores the way 
back with this prayer for the Ephesian Christians in 
3:17-18: “And I pray that you, being rooted and 
established in love, may have power…” 
   Here is yet another key to recover from a fainting 
heart: love! We are reassured by Jesus’ promise to be 
with us, and we know that he loves us. He cares for us, 
and He will never change that relationship. Christ’s love 
roots us in Him. It is the ground of our being. This is a 
statement of ultimate security. Roots are solid in the 
ground, dug deep into the earth, steadfast and 
immovable, like a tree that has sent its roots deep into 
the rich, life-sustaining soil. 
   We once had a young sapling tree on our property 
that seemed so spindly and frail, a stiff breeze could 
have knocked it over. An agronomist advised me to 
stake the tree and tie it firmly during the first couple 
years of its life. I followed his advice, and today the tree 
is immovable. The roots have gone so deep into the soil 
and have spread over such an area that it would take 
considerable work to kill it—and you’d have to blast the 
stump out of the ground to finish the job. Today it could 
stand a storm of near hurricane force! 
   The same is true of you and me. If we put our roots 
down deeply into the love of Christ, we become 
immovable, firmly fixed, rooted and grounded. We 
become secure in Him. His love gives us our sense of 
security and well-being. 

Ray C. Stedman 
 
Quoted from “Rivers --- of Living Water” 

Words of Fellowship                         Letter from the Editor 
“Your plants are an orchard of pomegranates, with pleasant fruits,---with all the chief spices--- a fountain of gardens, a 

well of living waters,---.Awake, O north wind; and come, O south! Blow upon my garden that its spices may flow out. Let 
my beloved come to his garden, and eat its pleasant fruits.  (Song of Solomon 4:13 – 16 NKJ).” 
  “Garden of Life” is a publication for saints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with one another. The purpose of this publication 
is to preach the gospel of God, to present His word of life and truth, to make a path of service and growth in our spiritual 
life and to help those who have not yet believed in the Lord. 
  We encourage all brothers and sisters to submit their testimonies of being saved and the experiences felt afterwards. You 
can also submit any inspirational message from any meeting, favorite verse from the Bible or excerpts from spiritual 
books. 
  The basis of submission is to be true and concise – not to promote oneself – but to give glory to God. Submissions can 
be in Chinese or in English, and no more than 2000 words. Please specify the origin of any quotes used. You can use a pen 
name but please provide your real name contact information. The editorial team reserves the right to accept, reject or 
modify all submissions. 
  Please send your submissions to info@naccvan.com       or fax to 604-266-5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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