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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 浴 主 恩
—宏
2009 年 6 月底, 我父母亲来温哥华探亲。他们的到来，对于我来说，是特别的不同以往：自从我移
民来加拿大四年多来，这是分别后的第一次见到他们，可见思念之情有多么的深，喜悦之心是多么的厚。2
个月后，我们买了房子，搬了家，就在全家高高兴兴地享受着搬迁之后的舒适时，我父亲突然得了前列腺
肥大引起的急性尿梗阻和尿路感染。9 月 13 日凌晨 1 点，我在漆黑的夜晚开车送他到了素里 memorial 医院
急诊室，到了早上 5 点左右，父亲插着导尿管，母亲哭红了眼睛带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当时，在医生
的建议下，父母亲决定立即回国治疗，并且越快越好。
一想到父母要回国，我和我弟兄真是一筹莫展，一堆的难处摆在了我们面前：因我忘记向医生要当
时的诊断和治疗证明，他们怎样上飞机？病人带着导尿管是否可以长途飞行？父亲下飞机后，要立即送到
医院接受治疗，可是他正发着高烧，并且在吃抗生素的情况下，高烧依旧不退，怎么办？到了国内机场因
高烧被隔离（H1N1）了怎么办？机票有没有最近期的？最主要的是，孩子刚到新的学校，他以后的接送问
题怎么办？我们附近没有一个认识的朋友或邻居。
那一天，我父亲被病痛折磨着沉默不语，我母亲一夜未眠，第二天还坐在沙发上不停地落泪。望着
白发鬓鬓苍老的父母，我的眼泪也不停地流。那一天，我不知前方的路该如何去面对，我的心像那阴晦的
深冬，我觉得像掉进了谷底，也觉得所有的爱都要离开了我。那一天，我在神面前祷告并告诉神：我很无
助！
之后，神告诉我要马上向教会求救。当天晚上，5 位弟兄姊妹来到我家为我父亲的事情祷告。这是
我父母第一次听到别人为他们祷告。这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是一件非常新鲜而又甜美的事情。再之后，一
件又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们连夜返回医院
要医生的证明信，在一位态度恶劣的护士千方百
计拒绝我们的请求，并要我们再交钱挂号的那一
时刻，神为我们找来两位和蔼可亲的护士无条件
地复印了我们想要的证明信；我父亲亲自经历了
神迹，也听到看到了神的大能。他告诉我只有神
能做这件事；二天后起飞的机票马上有了，而且
只有二张；孩子班上唯一的一位中国同学的妈
妈，虽然我们从未认识她，但她听到我们的遭遇
后，主动提出来帮助我们接送孩子，并且不收我
们的任何费用。这位妈妈是一位已经决志的福音
朋友，因着同信主，我和我弟兄很放心，并且我
们很清楚地知道，这是主赐给我们的，因为主有
着丰富的恩典和怜悯；经过安检时，父母在候机厅给我打手机说，安检人员连问都没有问导尿管的事情,安
全通过检查；祷告期间和那天晚上，我父亲莫明奇妙地出大汗三次，没有再吃抗生素的情况下，高烧全
退，安全回到中国，没有被隔离。
父母走后，我跪在神的面前，百感交集。我就问神，我是什么呢，如此渺小而又普通的一个人，神
竞如此地爱我，他的爱远超过我所求所想。人是一个多么脆弱的生命，一个疾病，一个困难，我会绊倒，
会不知所措，可是神却告诉我，信靠他的不但一生不会绊倒，并且一生得着依靠。[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
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以赛亚书 55 章 9 节）人生的路是漫长，坎坷的，我也会
经历忧虑和困苦，就像那一天，我觉得自己是最不幸的人，可是回头一看，神却告诉我，我是最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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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为神让我知道：他的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他的信实会一路带领我。他也让我在愁烦之中如何学习
做一个信靠他的人。有神真好！

主啊, 我赞美你
—宏

主啊, 你是谁？
你是自有永有, 宇宙的主宰
你是万军之耶和华, 且满了慈爱的阿爸父神
我抬头看你绘制的天空
竞是那么的恬静，优美
我举目望你创造的山川
竞是那么的雄伟，壮丽
你赐给我们生命和气息
你也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主啊，我赞美你

主啊，我是谁？
我是比海边一颗沙粒还要小的一粒
我是人群中不能再普通的一员
我是宇宙中数不着的一个小生命
可是，你竞眷顾我
你的慈爱像星索一样紧紧地环绕着我
你的恩手也时时地迁拉着我
在我危难的时候
在我呼求你的时候
你在难处面前为我开路
你在迷茫之中为我指明方向
你像鹰把我载在你的膀臂之上
我在高处和云霄之上 想高声说
主啊，我赞美你
主啊，我赞美你
你使我的福杯满溢
你使我的生命丰富
你的信实是那么的伟大
你的话语是那么的真实
此刻，我的心真是感激不竞
我的心更是欢喜快乐
主啊，我愿天天活在你的生命里

听你，读你，爱你，赞美你… …

诗歌简介
无人像耶稣这样照顾我
No One Ever Cared For Me Like Jesus
Charles F. Weigle 1871-1966
～诗歌选集 288 首～
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箴言 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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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一知己密友，实在是莫大的
祝福，因为真实的友谊是一种亲密，一
种满有品德和人情味的甘美关系，能建
立和丰富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远离一切
的败坏。然而，谁能付出最美善的友谊
作人类的亲密良友呢？
我信神是我的密友，因为自我认识
他后，他对我有亲切和忠诚的爱与责，
谅与恕，信与望。在我人生的历程中，
他与我在灵性上亲密，他与我在思想亲
密，他与我在情感上亲密。神无疑是一
切美善、真实和永恒情谊的惟一源头，
除了他外，没有任何人能作我们的亲密
良友。
本诗作者 Charles F. Weigle 写此诗
是在他人生中最黑暗的时期。其一生大
部分时间乃巡迴布道及写作福音诗歌。
某日，刚主领布道会结束返家，突然发
现其妻留下字条，写著说她已忍受够了
做一个布道家的太太，从那日起其妻离
他而去。
Weigle 后来追述往事说，当时他变
得非常沮丧，持续好几年，其间曾意图
自杀，那种无人真正了解的孤独感实在
可怕。渐渐地灵命复甦之后，重新得
力，回到事奉岗位，写下此诗叙述其过
去的悲剧经历，这首《无人像耶稣这样
照顾我》，即发自那颗曾经破碎的心。
---转载自“岁首到年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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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ace of Gratitude
“What shall I render unto the Lord for all his benefits toward me? ” (Psalm 1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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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s benefits are here compared to a cup or chalice brimming with salvation. It
seems natural to speak of man’s lot, either of sorrow or joy, as the cup of which he
drinks. The cup or lot of our life brims with instances of God’s saving help-“my cup
runneth over”, and we ask, how may we thank him enough? What shall we render
unto him, for all his gracious help?
There are many answers, and the first is, that we will take. In other words, as one has
truly said, Taking from God is the best giving to God, for God loves to give. St James
says: He is the giving God, who gives not only liberally, but with no thought of
personal advantage, and for the mere joy of giving.” What, then, will gratify him
more than to be trusted, to find recipients for his gifts, to know that we are prepared
to be his poor debtors, owing him ten thousand talents, with nothing to pay, but still
receiving and receiving from his great heart of Love? Nothing hurts God more than
that we should not take what he offers-“God so loved that he gave,” and when we
refuse to appropriate his greatest gift, we inflict the deepest indignity and dishonour
of which we are capable.
Then, we must call upon his name (verses13, 17). Take the name of the Lord as a test.
Friendships, plans, profits, amusements, studies- all these cups should be tested by
this one mighty Talisman.
We must be sure to pay our vows (verses 14:18; Ecclesiastes 5:4,5). We make vows
in our trouble, which we sometimes forget when it is past. Surely, it is the height of
ingratitude not to redeem our promissory notes. All devoted things, which are laid on
God’s altar, are absolutely his, and the giver forfeits all rights to their disposal.
Our gratitude demands the gift of ourselves (verse16). When Robinson Crusoe freed
the poor captive, the man knelt before his deliverer, and put his foot upon his neck, in
token of his desire to be his slave; and the love of Christ, who loosed us from our
bonds, constrains us to live not to ourselves but unto him (Revelation 1:5 RV).
Loosed from the cords of sin, we become bound to the service of love.

Prayer: Father, we would thank thee for all the benefits that we have received
from the goodness. The best thanksgiving we can offer to thee is to live according to
thy holy will; grant us every day to offer it more perfectly, and to grow in the
knowledge of thy will and the love thereof. Amen.
---Quoted from “Our Daily Walk” --- used by Per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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