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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目:  
 

第一页: 荒漠甘泉 
第二页: 蒙恩见证: 奇妙的经历 
第三页: 诗歌：信靠耶稣何其甘甜 
第四页: A Cure for Anxiety  生命园地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   （诗篇三十七篇第五节）

压迫你的无论是什么，你只要把它们完完全全交在父 神手里，这样，你就不会有什么挂虑了。什么时候，你预备做一件事，

你就先去告诉他、把重担卸在他身上， 然后你就安安静静、快快乐乐、勤勤恳恳地去尽你前面的本分，专心仰赖神替你成就。

信徒啊，把你一切挂虑， 和你自己， 捆成一捆，辊到神身上去吧！                                          -- 雷顿     

Build a little fence of trust around today;  

Fill the space with loving work and therein stay. 

Look not through the sheltering bars upon tomorrow;  

God will help thee bear what comes of joy or sorrow. 

                             --Mary Butts 

，筑起一道信心的篱笆，围绕着今天;  

你住在里面以爱的工作填满空间。  

不要从篱笆缝中，去窥望明天; 

神会帮助你承受未来的不论欢乐或苦难的熬煎。 

                                 --巴玛丽     

 

    我们如果没有信心，而要把我们的事交托主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无论主的引导多么异常， 无论主带你走上多么

陡峭的绝壁，只要你没有放松手里的缰绳，是绝对没有危险的。我们到底愿不愿意把我们一切的事交托神， 让他去

带领呢? 这是每一个基督徒自己决定的。 为什么许多基督徒这样不安，这样胆怯呢? 很明显的是因为他们没有把他

们的事交托主。他们把他们的事带到住哪里去，又把它们带了回来。                    十一月二十一日 [荒漠甘泉]  

 
    在这里，我和大家分享我认识主的三次真实而奇妙的经历。         

    第一次是在 2000 年。因为我的姥姥和母亲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她们一有机会就向我传福音，那时的我像很多没有认识主的人

一样，内心刚硬，对她们的话从来听不进去，但是关于基督的一些基本真理也许已经潜移默化地对我产生了影响。 

    2000 年，我辞去工作，住在父母家里准备托福考试并申请赴美留学。那年，北京的托福考试第一次由现场报名改为网上报名

和电话报名。由于报考的人太多，网络拥堵严重，报名网站几乎瘫痪；电话也几乎无法打通。那几天，我记不清自己打了多少次

报名电话，甚至在凌晨三、四点钟拨了数十次电话，但都占线。记得第二天在新东方英语辅导学校上课时，老师问同学中有谁电

话报名成功，结果是全班上百人竟没有人打通电话。 

    我和母亲聊起报名困难的事，母亲说这事可以求告主，主一定能帮助我解决。我对母亲的话毫不在意，我想，自己拨了几十

次电话都拨不通，求主又有什么用呢？母亲对我说：“尽管你还没有信主，但是仍然可以把自己的困难告诉主，主一定帮你。”说

实话，母亲如此大的信心让我有些吃惊，我无法理解她怎么会对一件看似不可能办到的事情这么有信心！ 

    我怀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按照母亲教我的祷告词祷告了一遍。大意是：“主啊，我辞掉了工作，专心准备托福考试已

经好几个月了，现在马上就要考试了，但我却打不通考试报名电话，求主帮助我打通电话、报上名。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

名。阿门。”祷告完，我便拿起电话。这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电话居然一次就拨通了，传来接线员清晰的声音：“喂，你好！

这里是托福考试报名热线。”我一时间竟然语塞。因为在这以前太多次拨电话，我已经习惯听到“嘟嘟”的占线声，这次拨完电话

后，我差点习惯性地挂断电话，按重播键。然而这次竟然拨通了。一刹那，我感觉自己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接下页



                          
    我顺利地完成了托

福考试的报名。这件事

当时给我很大的震动，

我开始有点相信神的存

在了。然而这事过去不

久，我就把它发归结为

偶然事件，就像以前听

到别人的见证时的想法

一样。我的解释是：我

在打通电话前已经拨了

几十次，按照概率，也该我拨通一次了。就这样，我又一

次拒绝了打开自己接受主的心门。当时的我就是如此地刚

硬和骄傲！ 

    然而，感谢主！主并没有丢弃我，相反，主的恩典和

大能的手再次临到了我。我的心门被主再次叩响。   

    2005 年春天是我事业和生活上最困难的时期。我和妻

子办的公司濒临倒闭，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当时我们欠亲

戚朋友的债务近一百万元，欠其他公司的债务近两百万

元）。沉重的债务给父母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尽管我

们没有告诉父母欠债的事，但敏感而深爱着我们的父母想

必早已觉察到我们的困境）。当时母亲的精神状况很不好，

决定回辽宁的姥姥家修养一段时间。在母亲走之前，我安

慰她我一定能在一个月之内――也就是她回北京的时候，

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其实我自己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当时的就业环境很不好，我对新工作的期望值又比较

高，这就更加大了求职的难度。为了尽快还债，也为了不

让父母担心，我拼命地上网查找招聘信息、发送电子邮件、

联系猎头公司、参加面试。可是事情的进展很不顺利。二

十多天过去了，我虽然去了几家公司面试，其中有一两家

对我比较满意，但我觉得他们给我的待遇很不理想，而我

认为比较理想的公司录用我的机会却不大……未来的道

路究竟在哪里？当时我心里充满了不安和愁苦。 

    那时我的妻子已经信主，面对如此困境，她向主切切

地祷告，同时也带着我和她一起祷告。在祷告中，我们把

一切困难、重担都交托给了主，求主保守我们，分担我们

的重担。 

感谢主！主的怜悯和慈爱再次临到了我们，奇妙的事

情发生了。就在我们祷告后的一两天，我突然接到了一个

一家世界顶级公司的电话。它在全球拥有 13 万名员工，

年收入超过 230 亿美元，在业界享有盛誉。这令我兴奋不

已！最奇妙的是，我很了解公司招聘员工通常的做法。他

们会委托一家猎头公司联系求职者，求职者通过猎头公司

的面试，用人单位才会与求职者联系并进行下一轮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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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页） 

很显然，这家公司并没有委托猎头公司，我实在无法理解

他们是如何在茫茫人海中找到我的。信主以后我明白了，

一定是这位大有能力、满有慈爱的主在怜悯我、帮助我。 

在主的保守下，求职过程非常顺利。在他们第一次联

系我后不到一周的时间，这家公司就决定录用我，并向我

发出了录用通知函。他们给我的待遇和职位都大大超出了 

我的预期。更加奇妙的是，从我开始找工作到接到录用函

的那天正好是 30 天，而此前我曾安慰母亲会在一个月内找

到工作！这是何等奇妙啊！ 

    回想求职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神奇的事情，我不禁扪心

自问：“难道真的有神存在吗？”  然而事情过去不久，我

依旧没有顺服的心，去接受这位如此爱我并且大有能力的

主。 

    但是主的大爱是我无法揣度的。我的内心如此刚硬、

悖逆，主仍然不丢弃像我这样可怜的人。时过不久，主的

神迹便第三次降临在我身上。 

    2005 年五一长假的最后两天，也就是我加入新公司的

两周后，我大病了一场。我连续两天发高烧，体温最高时

接近 40 度。我看了三家医院仍然无法退烧。当时长假已经

结束，我非常着急，想尽早康复重上班，因为这份工作对

我是如此重要并且是如此地来之不易，况且公司里还有一

大堆急事等着我去处理。 

    5 月 9 日晚上，我和妻子在父母家吃晚饭前，我的体

温仍然在 39 度以上。晚饭时，母亲带着我们全家一起谢饭

祷告时，我们切切地求主医治我，使我尽快康复。母亲祷

告的时候声音有些哽咽，但却充满信心。 

    因为没有食欲，我吃了一点东西就回卧室休息了。妻

子在晚饭后照例给我量体温，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的体

温居然降到了 37 度！一小时后再量，降到了 36.7 度——

完全正常了！我的体温居然在半小时内由 39 度多降到 37

度，第二天我就上班了。这实在是奇妙！ 

    这一系列奇妙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开始认真地思

考关于耶稣基督和信仰的事。结合以上的三次经历，我终

于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主的存在实在是一个无可推

诿的事实。神的确存在，并且他是如此地爱世人。在 2005

年 7 月的一个主日，我在北京的一所教堂里做了决志祷告，

获得了新的生命！ 

    在此，我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三次真实的经历和众位

分享，并愿和大家借着这个机会再一次感受主的信实、怜

悯、大爱和大能！愿将所有的赞美和荣耀都归给万军之耶

和华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阿门。 
    
    本文见证人 : “ 赵先生” --会计师，任职于一大型外资企业    
                    2007 年 11 月 17 日         

神 的 义 正 在 这 福 音 上 显 明 出 来 ； 这 义 是 本 於 信 ， 以 致 於 信 。 如 经 上 所 记 ： 义 人 必 因 信 得 生 。    -- 罗马书：1：17 



信靠耶稣何其甘甜        
Tis So Sweet to Trust in Jesus 
Louisa M. R. Stead, C. 1850-1917 
 

                    
二 信靠耶稣，何其甘甜，信他宝血能洗净；信心简单，血有效验，病得医治罪洗清。 
三 信靠耶稣，真是甘甜，救我远离罪与己；从他接受无限恩典；生命，喜乐和安息。 
四 何等喜乐，我能信你，至宝耶稣，我救主！信你与我是在一起，一直一起到永古。 

                             -- 诗歌选本 512 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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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isa Stead 1850 年生于英国

Dover, 年轻时深感神的呼召，要

她做宣教士。1871 年抵美国住俄

亥俄州之辛辛那提市。 

1875 年与 Stead 先生结婚，育有

一女名为 Lily。当女儿四岁某日，

全家到长岛滩野餐，突闻一男孩

在海中求救哭声，Stead 先生立即

跃入海中抢救即将没顶的男孩，

不幸被男孩强拉入海，双双溺毙。

此诗写于 1882 年，在其生命中最

痛苦—年轻丧夫— 之时刻。事后

不久，Louisa 和其女儿 至南非作

了十五年的宣教士。后因健康缘

故，被迫返美疗养。其女儿 Lily 继

续接任宣教工作。 

编者的话    [生命园地] 是一份给圣徒们共同耕耘的园地。其性质是为传扬神的福音；述说生命真理的信息；指明属灵成长及事

奉的道路。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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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naccvan.com                  8850 Selkirk Street Vancouver B.C. Canada V6P 4J8 

 

 

      
    

 

A Cure for Anxiety 
F. B. Meyer 

 
‘Commit thy way unto the Lord; trust also in him; and 
he shall bring it to pass’             - Psalm 37:5 
 

The Psalm from which our 
text is taken breathes the spirit 
of optimism. The Psalmist 
says: ‘Do not fret. Evil is 
transient, evil-doers shall be 
cut off, in a little while the 
wicked shall not be.’ You will 
not remove the evils of the 
world by all your anxiety, or 

by wrath. It is not worthwhile to lose your peace of 
mind. Be quiet in your heart, full of prayer, looking 
up to God that he would interpose to deliver.  
 
In this Psalm there are excellent preservatives of the 
inward tranquility of the soul when face to face with 
anxiety, or with high-handed wrong.  
 
Trust in the Lord (verse 3). Reckon on him. 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your Almighty Guide and Friend. 
He cannot fail you.  
 
Delight in the Lord (verse 4). If your life twines 
about earthly things, of course you will be at the 
mercy of externals. Familiarize yourself with God’s 
way of thinking and looking at things. If this is the 
bent of your life, you will lose your taste for things 
of the earth, while you will have great desires for the 
things of eternity, and God will give you perfect 
satisfaction in these,        
 
 
 

 
 
 
 
 
 
 
 
 
 
because he will give you himself! The petitions of 
the heart (RV margin) are very sacred to God, and 
he never, never forgets the ‘He shall give thee the 
petitions of thine heart.’ 
 
Commit thy way unto the Lord (verse 5). The 
margin suggests ‘Roll thy way upon the Lord”. It 
is not enough to roll the responsibility of selecting 
our way on God in the great crises of our life. We 
must do so in the small decisions of every hour. 
Our lives are made up of trifles. To neglect these is 
to leave it to drift at haphazard. We need 
perpetually to look up to our Heavenly Friend, 
saying, ‘I cannot see over the hedge, I must leave 
with thee the decision whether I should go this 
way or that.’ 
 
Rest in the Lord (verse 7). ‘Be silent to the Lord’ 
(RV margin). There is so much clamour in the 
world, and often our heart becomes filled with its 
noise, so much so that we cannot hear his still 
small voice. But when every sound has died down 
into silence, we shall hear the voice of God telling 
us of things which will answer our questionings 
and still our doubts. Let your requests be made 
known unto God, and his peace shall sentinel your 
heart against all intruders.  
 

Prayer My God and Father, 
enable me to roll my way upon 
thee, to trust thee, and to 
believe that when I stand with 

thee in the perfect daylight I shall understand what 
now I take on trust. Amen.  
             

-- Quoted from “Our Daily 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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