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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命命园园地地  
生命园地   卷壹 / 第四期 (二 OO 八年七月)                     
北美基督徒中心出版 

 

敬敬畏畏耶耶和和华华的的必必恒恒久久知知足足  
上一次做见证我就说，在与主生活的过去两年中，经

历了很多，说不完也不一定说得清楚，今天就接着说，和

大家一起分享。 

很长一段时间我认定人可以用两个底线来概括他的一

生，一个是道德底线，一个是满足底线，道德底线是你对外的一种表现，

社会中的你，而满足底线是对内的一种表现，内心的一种感受。一个人可

能会为一百元犯罪，另一个人可能是一百万，甚至是一个亿才会犯罪，每

个人都会做类似的错事，只是导致他做错事的那个触发等级不同而已。与

此类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满足底线，记得去年年初我回国办事，去了一

个副司长的办公室，先不说他办公环境的豪华，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就连他

养的那盆植物的茎叶都肥得冒油，可他坐在那里却是垂头丧气，无精打采，

原因是原来的那个正司长调走了，等了这么多年的位置，认定就是他的了，

但是最终的人选还不是他。当了司长他才会满足。办完事坐出租车回家，

和司机聊天， 他的全家一个月的收入才 3 千块钱，我说：“够吗？”他

说，“也够，衣服不用买，天天就是两套工作服，老婆下岗了，在家做饭，

就做我爱吃的炸酱面和饺子，我们有我们的活法，只要再过一年，等我女

儿大学毕业了，我就满足了。”司长和司机的不一样导致了他们底线的不

一样，但是他们至少有一样是相同的，就是当他们真得到了他们想要的，

他们还会有下一个想要的东西。再拿我来作比喻，原来在国内工作，忙啊，

人际，烦啊，看着走廊里擦玻璃的女孩，她的眼睛和她擦完的玻璃是一样

的干净，就想我要是能去一个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地方，没有人在乎你做

什么工作，那我就选择一样简单的工作放松一下自己。好了，来到了加拿

大，真做着很简单的工作，整天站在那里卖邮票。刚开始，真是舒服，再

也不用每天早上 7点起床，8点必到单位，还能有不同的时间班次，以前

从来没有下午 3 点去上班，有时中午 12 点就下班，觉得很是放松，还能

练口语，可是干了一段时间，觉得无聊，原来没有挑战性的工作时间会过

得这么慢。站在那里还挺累，又开始想找回自己原来的工作，感谢主，我

找到一份喜欢的工作，在国内我曾应聘过这家公司的中国公司，都没进去，

来到这里倒是应聘进去了，心里就想，这下你该满足了吧，但是干了这么

一段时间，也不过如此，又一个不满足已经诞生了，心想要是把我调到哪

个部门去就好了。人都是一样，当一个满足实现的同时就是另一个不满足

的开始，所以更确切地说，在刚才提到的两个底线前应该加上当前，每个

人都有当前道德底线和当前满足底线，取决于当前的生存状态，但实际上

这里的满足底线是没有上限，因为

我们永远都不会满足。好了，当我

们不满足的时候，烦恼自然就来了，

整天困扰我们的就是这种那种的不

满足带来的这种那种的烦恼，这就

是我们的烦恼人生，那么如何才能

不烦恼呢，那就像各种警句中写的，

遇到烦恼，要面对它，处理他，放

下他，情绪不要受到牵动，要首先

责怪自己，不要责怪他人，还要感

谢让你烦恼的人和事，他们是在帮

助我，磨练我。大家要说了，这些

话都是长篇大道理，仅仅是道理而

已，就是做不到。这里我要引用一

位弟兄的话，“真理被传开，没有

光照，只是道理，只有当神的光照

在上面，道理才能变成实际。”那

些论及为人的长篇大道，依靠你自

己做不到，只能是理想而已，但是

信靠主，通过你对主那坚定的信心，

你能从主那里得到启示，得到生命，

就会在你身上将那些道理慢慢地实

现。我就有这样的体会，我学会了

并经常可以有意识地能从自己烦恼

中走出来，从自己挣扎中跳出来，

就像是作为一个观众去看自己在舞

台上的表演，当你以一种旁观者的

心态去俯视和观望自己的时候，你

会突然觉得轻松了，同时又觉得你

为这些事烦恼挺可笑的。根本不值

得你去这样生气，你去哭，你去闹。

相信吗，烦恼是可以生烦恼，你的

烦恼会带给你身边的人烦恼，你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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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人的烦恼又会反过来加重你的烦恼。当你将第一个烦恼就扼杀掉，就会

很轻松的面对，再从容地走出来。没有烦恼，就是满足。最关键的就是如

何能走出来的这一步，依靠我们人自己是做不到的， 

 
 (未完，见第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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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患难之日求告神 
神说：“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诗 50：15）”。我要

说，这就是我在人生中经历生与死重大患难时期的真实见证！ 

 

 2000 年，我从医生口中惊闻“中晚期直肠癌”的可怕诊断。人生之路，突然在我的

面前变得凶恶和狭窄。肉体的痛苦加上对人生无望的精神煎熬，使我经历了有生以来最

大患难的考验。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医生的身上。在他们的建议下，我接受了肿瘤

根除和肛门造瘘手术，并别无选择坚持做完了六个疗程的化疗，使病情得到了暂时的控制。 

 2004 年，远在太平洋彼岸的女儿盛情邀请我和太太前往温哥华探亲。在这一世界上最美的土地上，我经历了人

生最大的转变。到温哥华不久，女儿就把我带到了神在温哥华的教会。在那里，我听到了一个令我心灵震动的声音：

只要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就可以得永生。对死亡的恐惧和对永生的渴求，使我在一个多月后就接受了主，受浸成

为了基督徒。这时的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一转变对我今后几年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温哥华的日子快乐而又温馨。很快到了 2004 年底，我踏上了归程，回到了故乡上海。初冬的上海渐有凉意。一

切看上去都那么正常。但很快我就留意到自己出现咳嗽、气急，甚至胸闷的症状，而且有日趋加重的情况。我赶紧

找医生做检查。但他对此并不在意，只是把此当作心衰和慢性支气管炎来治疗。因为我已患有三十多年心脏二尖瓣

关闭不全症，这仅仅是继发的代偿型心脏扩大，心力衰歇。他只用了加入地高辛之类的强心剂药物就把我打发过去

了。但一个月过去了，症状并没有明显改善。再去检查时，就在胸片上发现左肺下叶之处有一个 3 x 3 厘米像李子

状大小的模糊阴影，边界模糊不清。进一步做 CT 检查，得出了“左肺下叶之处出现 3 x 3 厘米的病变，周围有浸润”

的结果。与此同时，肝内也发现两个豆状的阴影。根据我过去的直肠癌病史，医生得出了“晚期转移性肺癌”的诊

断结论。 

天哪！怎么会这样？这一残酷的诊断，如同一声晴天霹雳，把我们全家一下彻底地击倒了。对此医生也深感

无奈。他们尽力而为地提出了三个没有把握的治疗方案。 第一是手术治疗。但鉴于我患有严重心脏病，并且体重在

一个月内急速下降八公斤的情况，医生并不支持这一疗法。第二是医生极力建议的化疗方法。但对此我却断然拒绝。

两年前痛苦的化疗经历依然历历在目，六个月的化疗几乎要了我半条命。我目前的身体情况，一定经受不了这样的

折磨。等不到疗程结束，我想我就会垮掉。如其这样痛苦，还不如让我平平安安地走更好。最后一个方案是中医疗

法。这其实只是一种辅助支持疗法。这对于一个已病入膏肓的晚期癌症病人不可能有很大的帮助。手术不能做，中

医又没有用。唯一可选择的就只有化疗了，要不就什么都不做，坐着等死。我很清楚，像我这样的晚期转移癌症病

人，最多只有三个月的寿命。我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没有人可以帮我，没有人可以救我。我的心冰冷到了极点，

双目茫然四顾。无助的我和太太四眼相对，悲伤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我们的心都在颤抖，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能

有几个月吗？ 

正当我们为生命即将离去而悲哀痛哭的时候，远方而来电话声把我们拉回到现实世界，我们的宝贝女儿来电

话了。电话中，女儿也在为我们感到难过，并与我九岁的外孙一起跪下为我向神祷告。女儿祷告说：“天上的父啊，

我们是何等罪孽深重的人哪，求主原谅我们吧，尤其是我在上海的爸爸，求主能够看顾他，加添他的力量，能够使

他战胜疾病，战胜魔鬼撒旦。使他能够在他的有生之年，那怕只有三个月，或一个月也好，来认识你，来投靠你。

求主增添他的智慧，使他明白你的心意，明白你话语，在你的话语中找到人生的真谛和永恒的生命，使他在面临死

亡而不至于害怕”。祷告完后，我们都在电话中大声痛哭。而我的心同时也在默默地回味着女儿的祷告。感谢主，在

我已无药可医，无路可走的时候，是你伸出慈爱的双手，医治我，拯救我。 

就这样，受洗半年后的我第一次翻开了圣经。因担心时间不够，我就从《新约》读起。女儿每天都与我在电

话里交流切磋读经的体会，并为我祷告，以坚定我的信心。我太太在上海的教会弟兄姊妹也一起为这事祷告。渐渐

地，我冰冷绝望的心在主的爱中复苏，变暖，生命的亮光得到了重新点燃。主啊，我这样一个完全不配的罪人，竟

得到你的眷顾，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我每天求助“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诗 90：12）” 

来明白他的旨意。时间一天天的流逝，我对疾病的怨恨，对死亡的恐惧一点点地消失。转眼三个月过去了，我不仅

还活着，而且体重竟逐渐回升，咳嗽等症状也大大减轻了。太太叫我再去做一次 CT 检查。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病灶大小并没有改变，但周围的浸润现象却消失了；肿瘤边缘光整，肝内阴影几乎不见。医生对此也无法解释，只

好建议继续随访。“既然肿瘤无增又无减，又不碍身心健康，就随它去吧。” 

回家的路上，我的眼泪又再一次止不住地往下流。这是喜悦，是感激。“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你救

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诗 86：13）”。哦，主，你不仅医治了我的身体，还使我的灵魂重新苏醒，回到你的

身边。你让我在生死关头经历你的大能与大爱。在我们人所不能的时候，你用慈爱的双手牵引我走过死荫的幽谷，

使我完完全全的信靠你。我真真实实地见证了：“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诗 50：15）”。 

                     本文见证人：刘胜华                       写于 2007 年 9 月 中国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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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 父“架”到    永 诚  

 

   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 

到的。（哥林多前书 2：9）”     

   十字架是人的唯一拯救。我的岳父 90 高龄，他昔日极力反对女儿信主，在家人 20 余年祷

告声中，今日走到十字架下，悔改承认主名，见证了主的大能和怜悯，荣耀归神。 

   岳父身体虽已衰坏，但仍不失广东潮州怒汉（大男人）的性格。他恪守传统祭拜风俗，并且不容许妻子跟随女儿

信主。一年多前我岳母因病经历神迹医治，坚决信主并受浸。岳父开始感到偶像的无能，祭拜一生实在无聊之极，

便自行除去一些较少供奉的偶像。 

去年 8、9 月间，他曾病倒一个月，幸得圣徒探望并代祷，终于走过死荫之地。他的心灵也得以苏醒，完成了慕

道班课程，后自行清除家中祖先神位、大小偶像，一心信主，他于今年 1月 19 日受浸归入主名。岳父暮年长出生命

红花，见证了主的大能大爱和怜悯恩赐。感谢、赞美神。 

今年 4月初，岳父在街上跌倒，盘骨折断，入院留医。岳父的邻床病友竟是位潮州基督徒。他主动提出为岳父代

祷，俨如一位生命天使守候在岳父身旁。蒙主眷顾，岳父翌日手术顺利，约一小时后清醒即回

病房。一直未有出现痛苦，口中常说感谢主恩。 

“生命天使”两天后出院。主又差遣一位刚信神的病友住到岳父对面病床。病友的妻子是

位虔诚的基督徒，为丈夫的得救祷告了 40 年。彼此相遇，大家把握时机互为代祷，让主爱充满

各人心中。 

岳父后又偶然得知同病房另一老人家病友还没信主。(虽然他的女儿女婿都已是基督徒)岳

父主动与老人家接触，向他传福音。老人家终于敞开心怀，决志信主。 

岳父住的病房有 6 张床位，一周内先后竟入住 4 位基督徒病人。探病时有不少信主亲

人及信徒前来探访及祷告，主的爱深高莫测，荣耀归于至高的神。 

                 

08年 4月 20日 香港 

 

---（接第一页 《敬畏敬畏耶和华的必恒久知足》） 

只有主的手才能将你从挣扎中拉出来，就像是自己永远无法给自己反作用力一样。主提升你，然后让你去俯

视你的烦恼，让你去看你可笑的行为，提升你有多高，你所看到的烦恼就有多小。这就像箴言中所记载的“敬畏耶

和华的，得着生命，他必恒久知足，不遭祸患”（箴言19：23），不再烦恼。还是以我自己为例，当我来到这个公

司，我以前这个职位的人已经走了，没有人能给我培训，一个岗位都是一个人，老板说了，你的同事都很忙，他们

没有义务培训你的。你有问题就来问我，可是当老板的实际上根本不知道具体的工作应该怎么做，我只能跟多伦多

总部学，只能通过电话和邮件学，说实话我的英文水平根本不够应付的，尤其在最开始不懂业务的情况下，所以我

更多的希望是要看着哪个同事不忙了，见缝插针地学，客气点的会说，我现在比较忙，你先放在这里，我一会儿给

你。要是他们忙起来，不客气地就直接说，对不起，我没有时间。想想当时在国内公司一干就是十年，大学毕业就

直接进了国内那家公司，所以很年轻，什么都不在乎，因为我年轻，可是现在都是这把年纪了，又重新来过，这种

滋味真是耐人寻味啊。但是依靠主的话我走了过来，并且快乐地走了过来，更甚者是喜欢这种从未经历过的滋味，

事情没有变，待遇没有变，改变的是自己的心态，我就想，无论是谁对我怎样都无所谓，让我干多少活也行，我就

想看看自己的承受能力有多强，当时就像是在衡量一个弹簧的韧性有多强一样。比我早来两周的一个女孩，在这里

干了一个月左右，没有给公司通知就走了，临走跟我说了一句话，“这里太忙，太冷了。”我只想对主说，感谢主，

你增长我的能力，对付这里的忙，你给我温暖，不觉得这里冷。其实很简单，主学会让我去理解，任何事情背后都

会有一个原因。之所以冷，是因为忙，之所以忙，是想等价于付给你的薪水。主总在提醒我，让我经常有一种俯视

我自己生活的感觉。还是那句话，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他必恒久知足。我们生活在一个这样现

实的环境中，无法躲避，只能面对会有各种各样的诱惑与烦恼，要想给自己营造一个平和、健康的心

境，就需要不断地吸取氧气，所以我觉得教会就像是吸氧机，我不在乎这吸氧机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

外表看着是否高档，只要我能够吸到最新鲜的足够的氧气就好，我真得很希望在座的福音朋友也能找

到适合自己的吸氧机，去享受主带给你的生命和满足。也正如约翰福音第4章14节中说到“人若喝我所

赐的水，就永远不渴”。阿们！   ------2008年2月9日新春福音聚会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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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America Christian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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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oss-less church 
 

"I determined not to know anything among you, save Jesus Christ and Him crucified" 

-- 1 Cor.2:2  
The harvest can be no better than the sowing and cultivating. The burden over the need of others develops our hunger 
of heart to be a “vessel unto honor, sanctified, and meet for the Master’s use, and prepared unto every good work”(2 
Tim. 2:21) 
 
“It is a universal law that everything possessing productive power brings forth ‘after its kind.’ This is no less true in 
sharing. Religious ministry may be psychic, orthodox, heretical, social, humanitarian, educational, political, or spiritual. 
In each case, it produces results ‘after its kind.’ But are outward results, as such, the main objective of evangelism? God 
forbid! By those initiated in the art, results of a kind can be easily and cheaply produced. But the true end of evangelism 
i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ord Jesus’ sovereignty in hearts. This is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and it cannot be 
measured by statistics.”—R.W. 
 
“How much there is that is called spiritual that is but flesh! How many of the Lord’s people are seeking to touch the 
living God, [but] fail to find Him and to satisfy their heart-hunger for true fellowship with Him. Theoretically, we 
believe in his Presence, but we find only a mere stirring of emotions. We are told of the Spirit’s power, but we see 
results produced by showmanship, oratory, and emotionalism. We are counseled to depend upon the Spirit, but in 
practice dependence is really on human wisdom, ability, personality, and programs. We do not get through, behind all 
that is of man, to touch the living God.”—A.H. 
 
‘Ten thousand tutors! Not many fathers!’  How true it is today! Many teachers, but not many willing to suffer, and to 
bear others on their hearts, until they are borne through their babyhood stage to maturity. 
 
“Preach the Gospel, not with words of wisdom, lest the cross of Christ be made of none effect” 1 Cor. 1:17  
 

 Compiled by Miles J. Stanford 
           NONE BUTTHE HUNGARY HEART 
                                            --Quoted from “ Rivers of Living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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