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生命园地]  第二十六期 (二零一一年九月)       北美基督徒中心出版

爱与宽恕, 浸润心田 
---温哥华教会劳工节假日同乐会参会有感 

     —傅凰 
     9 月 5 日, 和风旭日，又值加拿大法定劳工节，北三角洲教会 30 余弟兄姊

妹和福音朋友应邀参加了位于温哥华会所的劳工节假日同乐会。该同乐会的主题

是以圣经中约瑟的故事来诠释“爱与宽恕”这两大圣经的真谛。 

     聚会从早上 8 点的报到和晨更开始，到 10 点集合分享聚会的时候，偌大的

会堂已被数百名圣徒和福音朋友挤得满满当当。几首赞美诗歌之后，接下来的便

是儿童班的表演了。孩子们的表演不仅妙趣横生，而且寓意深刻。他们通过自己

的理解、表演和诗歌来重现年幼的约瑟遭兄长们嫉妒被卖到埃及，青年的约瑟在他乡为奴坐牢，最终因着他对神始终

不渝的完全信靠，神就赐福于他和他的家族，将他们从饥荒中拯救出来的故事。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世间万事万物都是出自神的，都在我们这位自有永有的神的掌控当中。正如《创世纪》50 章

20 节所写的：“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约瑟先前

的处境实在悲惨，却是出于神的好意和为以色列人所做的长远

的安排。如果没有约瑟的被卖到埃及为奴，以色列人如何能躲

过大灾荒的年景？如何能找到一片富饶的栖息之地，繁衍生息

成为大国，从而实现神对他们的应许呢？所以世间万事万物的

荣辱成败，都是取决于神的。正如罗马书 9 章 16 节上写的:"据

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意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

悯的神。”作为人，神的子民，只有单单地信靠他，照着他的旨

意来思想行事，才能凡事顺利，拥有喜乐的生活，并承受永生。即便一时的境况不顺，也决不能丧失信心，因为我们

并不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所以，信心是所有圣徒中最为重要的功课。 

接下来的见证和诗歌，更为精彩。各家弟兄姊妹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谈论神的爱和宽恕对自己的性格和为人处事方

式的改变。见证者向听众们娓娓道来，他们在背负主的十字架的道路上，是如何在圣灵的指引下与人性中的原罪进行

斗争的心路历程。一件件，一桩桩，如大旱后的喜雨，滋润着那些对神的道渴慕的心田。 

聚会后的午餐、集体活动和福音影片，都安排地井然有序。乒乓球比赛和亲子活动热火朝天，而播放的福音影片也让

不少人又经历了一次心灵的感动和洗礼。所有人都在神的家中尽情享受着神的丰富。 

   聚会如此成功，与温哥华教会弟兄姊妹的精心

准备，以及他们在服侍中付出的艰辛劳动是分不

开的。神的爱在他们的辛勤服侍中彰显出来，让

每一位参与者都感觉到“回家”与弟兄姊妹相聚

的温暖。 

   北三角洲教会的弟兄姊妹在这次聚会中，受到了很好的接待，在信息的分享中也受益良多，我们真切感受到来自温

哥华教会弟兄姊妹们的浓浓的亲情。现在我们虽分属于不同的地域，但同是神的子民，让神的爱和宽恕永远充满和伴

随着我们，让我们在基督的肢体中紧密联合，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神的教会！ 

2011 劳工节同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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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麟桦 

感谢主，在每年的劳工节这天，让辛苦工作的弟兄姊妹能暂时放下

手边的事情，带着愉悦的心情走进神的家。 
 
今年的主题是爱与宽恕，非常有感悟的是“爱是恒久忍耐”这首诗

歌。自第一天走进会所，就感受到这里的弟兄姊妹从脸上，从心里都洋溢着爱和喜乐，心里挺纳闷：为什

么他们都这么快乐？这种美好从哪里来？一次次地走进神的家，明白了原来是神的爱，让弟兄姊妹的生命

充满了喜乐和平安。“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的涵义应该是博大精深的。不仅仅

要爱身边的亲人，对凡事凡物的善待，才会珍惜每一次的真情，每一次的感动。类似这样让人动容动心的

字眼在圣经，在诗歌里处处洋溢着神的美意。 
 

小管家，小勇士 以及小牧童三个儿童班的老师们

从春季生活营前就开始酝酿， 剧本修改定稿和排

演，经过数月的准备将“约瑟的一生”以小话剧的

形式呈现给大家。短短半小时的表演背后是弟兄姊

妹们在灵里的事奉和配搭。从服饰、灯光、音乐、

幻灯背景、字幕等等，到孩子们极其认真表演的每一个动作和语音

语调都让我们看到了弟兄姊妹们无怨无悔的付出， 而且也真正领悟

到“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是啊， 一切的爱与宽恕都来自于神。 
 
之后各个家庭聚会的弟兄姊妹都出来了，把生活中的感悟，灵命里

的成长经历以诗歌、颂讚以及见证与在座的每一位分享。是的，成

为基督徒后生活仍旧继续，我们还是要面对压力和挑战，撒旦也不会停止对我们的攻击。但是，最重要的

是信靠主，心里就不再彷徨无助，把一切都交到神的手中，接受神的安排，一切都会好。相信神就必得救，

而且神也应许一人信主，全家都必得救。 
 
中午的会餐大约有 270 多位弟兄姊妹和福音朋友，天气晴朗，BBQ 的香味弥漫在空中。我负责分汤服侍，

虽然好几次热汤都烫了我的手，但心里希望每一位来的朋友都能喝到姊妹们辛苦熬制的鸡汤。感谢主！我

满眼望去，到处是灿烂的笑脸，好一幅其乐融融的画面，每个人都沉浸在平安和喜乐的氛围中！ 
 
午餐后的体育活动、亲子活动也是精彩纷呈，会厅里还专门安排了福音的见证影片。 无论是年长的， 还
是年幼的， 无论是弟兄，还是姊妹，无论是已经信主的， 还是前来慕道的福音朋友， 或在激烈的乒乓

台前， 或在空出的停车场， 或在安静的放映会厅， 或三三俩俩坐在一块儿，在神的家中， 我们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位置， 一同享受着神的关爱、弟兄姊妹和睦的美好。 
 
是的， 相信神，走进神的家，心里就会有平安和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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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杨 

 

饶恕对每个人来说都像爬山一样难， 因为首先要战胜自己。 然而，要是

没有来自神的爱， 即使勉强做到了， 关系也不会和好如初。 唯有神的爱种在

人的心里， 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得自然而且圆满。  

我来加拿大是投奔哥哥来的。 可以说没有我哥哥， 我不会在这么年轻时， 

又这么顺利地来到加拿大。 哥哥长我十二岁。 我在 UBC 研究生毕业那年， 正

好是他和前妻离婚后不久。 他前妻家里有钱， 但离婚后我哥哥什么都没要， 拿

着自己的衣服被子， 开着个破克莱斯勒就出来了。 他开始在大统华当保安， 和

一个打更的老人一起分租。 在电话里， 我得知他被房间里的臭虫咬的浑身是包， 我听到这些很难过。 这些年来他

从来没吃过这样的苦， 正好他想到 BCIT 学木匠，我决定和我哥哥一起住， 用我微薄的博士生助学金， 我分担下所

有的房租和伙食费， 让他专心读书。他的修车费和汽车保险我也一概拿下。 他学习很努力， 我们过得很开心。 后

来， 他告诉我， 他在中国交友网上认识个国内女孩， 他们想结婚。 我又大手笔给他红包， 实际上是给他来回的机

票钱， 因为我知道他没有钱。 一切很顺利， 我又帮助他把新嫂子的团聚移民办好。  

感谢主，不久我认识了我爱人， 很快我们也要结婚了。 我们的婚礼是在一个教堂举行的， 整个婚礼的筹备都

由我的三个好朋友全权负责。 哥哥充当爸爸的角色负责把我领出来交给新郎。我很开心， 因为主真的让我在三十岁

前嫁出去了。 可就在婚礼仪式还没开始时， 有个很不愉快的小插曲发生了。 当时我不太知道细节， 只知道原因， 后

来我妈妈才详细告诉我。 我们没有准备足够的胸花给双方家人。 结果是， 我先生的哥哥和他姐姐的男朋友没有， 我

的新嫂子也没有。 我本来就是大大咧咧的人， 对这点小事没太在意。 可这却深深刺痛了这个新嫂子。 她跟我哥哥

说， 她已经是名正言顺的嫂子， 为何我没有把她放在眼里， 说我一开始就瞧不起她， 她让我哥哥拆我的台， 立即

离开， 不然她就要回中国去。 我哥哥还真听话， 红着脸， 气得火冒三丈， 当时就要领着媳妇走人。 还是我的妈

妈把他揽腰抱住， 苦苦相劝， 才算作罢。 可在仪式上， 从头到尾， 他们两个都板着铁青的脸， 让我人生最大的

日子填上了不圆满的一页。 

婚礼后， 我一和妈妈提起这事就火冒三丈， 拍桌子， 踢桌腿， 脸红脖子粗。 妈妈都是爱每个孩子， 不管他

是什么样的， 她都能包容。 每个孩子都是她的心头肉， 十个手指， 咬哪个都疼。 她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她所爱的

孩子们之间有纷争，这次让妈妈很痛心难过。因为妈妈一直认为我们家的孩子都挺懂事的，弟兄姐妹中间还是第一次

发生这样不愉快的事。她决定只住三个月就回去了， 原因就是我和哥哥不能和睦相处， 她住得不快乐。 临走时， 妈

妈给我一句话：你信主， 不要和他计较， 要学会饶恕。  

妈妈回去了， 可话却留下了。 我不服， 心里有一百个理由不去原谅哥哥， 我开始数算曾经给他的恩惠和慈爱， 

以及他刚受惠后就背叛而且还是在我结婚的大喜日子上。 这种心情让我无法平静的到教会做主日崇拜。神也藉着圣经

向我说话。 “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 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 就把礼物留在坛前， 先去同弟兄和好， 然后来献

礼物。”“你们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

的过犯。” 我哭了， 在神面前痛痛快快的大哭一场， 像个孩子在和爸爸述委屈，我告诉天父我心里没有爱，他告诉

我他就是爱。我仿佛看到十字架上的主那双赦罪的眼睛， 充满爱， 没有一丝埋怨。就这样神的爱把我征服了， 我决

定原谅哥哥嫂子， 开始给他们打电话。 第一个电话打的比哪次考试都紧张， 还好是留言， 说了几句寒暄话， 如释

重负的赶紧挂掉。 但跨出这一步后， 我的心里好开心， 从来没有过的轻松。 原来这就是从主来的平安和喜乐， 是

世人所不能赐的， 也是世人无法体会到的。 四年了， 我和哥哥嫂子完全和好如初， 经常来往。  

原来爱就是这么简单， 把你的心敞开， 让神的爱进来， 再把这爱向你的周边的人发出去， 你就会有说不出的

喜乐和平安。你也来试试吧！ 真心希望每个人都能和我一样感受神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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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ining Faith through Serving 
--Andrew Chen 

I have been serving the children at the meeting 

hall for about 6 years. Since gr. 8 in high school, 

I have been helping out in Joy R Us, a children’s 

summer camp, every year. And since gr. 10, I 

have served the children in the Sunday 

meetings. I know that 6 years of children’s 

service is little compared to the other saints in 

the Church, but I can say that I have gained 

much of the Lord over the years of service. So when Jeff Chu approached me to ask for my help in the children’s 

play for the Labor Day meeting, I thought it was just going to be some routine service that I have done in the past, 

but I was wrong. Jeff asked me to do something that neither I, nor anyone else has done, for the children before; I 

was asked to animate Joseph’s and Pharaoh’s dreams for the slide show presentation.  

At first, I panicked a little and thinking that there is no way I am capable of doing this because I have never done 2D 

animation before. However, seeing how Jeff is so busy with work and there is really no one else that is capable of 

this task, I took up this burden to further test my faith in the Lord. Jeff asked me to animate the dream sequences 

using the PowerPoint animation method. I have never even heard of that method of animation before let alone do 3 

animations using it. With no further questions, I took on the task given to me. 

 

As the weeks went by, I have planned everything, such as what pictures I will need to draw, how the object moves, 

the screenplay of the scenes; everything except doing the actual animation. I was so stumped on how to animate 

the scenes that the 

project went dormant 

for the next couple of 

days. It is then I 

realized that I need 

to turn to the Lord for 

help and guidance. When I was praying, I just remembered that my brother, Ian, learned some basic Adobe Flash in 

school. Excited, I approach Jeff if I can animate the scenes using this method with my brother’s help instead. With 

his approval, I started putting my thoughts on paper and onto the computer.  

 

How animation was done was pretty simple once I knew that my brother can animate these things. So the process 

was drawing the individual objects, such as the stationary cow, cow being eaten, and full-bellied cow, scan them to 

the computer, and then Ian will animate them following my instructions. Although I wanted to add some sound 

effects and more details to the animation, I’m just thankful that the Lord guided my brother and me through this task. 

And through this service, I felt that my faith for the Lord has increas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