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第 11 期 

  2011 年 11 月 第十期                       www.echousa.org 

叔叔勉励的话 
第一，信徒要彼此相爱：一个争争吵吵，不

彼此相爱的教会不能传福音，就是传了，效果不

大。主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

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 13：35），

这就是传福音先决条件。但愿你们的教会是彼此

相爱的教会。 

第二，主要同工要作信徒的榜样： 

教会事工中最重要的是作工的人。可以说，

工人如何，教会就如何。工人热心传福音，教会

就热心传福音；工人若偷懒不传福音，教会就偷

懒不传福音。工人的生活、言行对于教会影响很

大。 

为此，保罗特特劝告以弗所的众长老：「当

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徒 20：28），当

谨慎的事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当谨慎自己的

生活、言行，有没有作信徒的好榜样？ 

作工的人没有好榜样，这个问题在使徒时代

已经发生过。所以经上说：「不是辖制所託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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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不是辖制所託付你们的，乃是作群羊

的榜样」（彼前 5：3）。 

亲爱的主内同工们平安！感谢神，使大家在基

督里聚集在一起。叔叔、阿姨虽人不在你们当中，

但我们的心却在你们当中，日夜在祷告中记念你

们。愿主祝福你们的特会，愿主与你们同在。 

在属灵的战争上，也许叔叔、阿姨可算是老

兵，你们是年轻一代的新兵。照圣经所说：「一代

过去，一代又来」（传 1：4），我们这一代渐渐的

成为过去。今年，北京的谢模善老弟兄，厦门的杨

心斐姐妹及杨元璋弟兄，相继被主接回天家。我们

正在把服事家庭教会的接力棒转交给你们；但愿你

们拿稳接力棒，努力奔走你们前面的道路。 

今年大会的主题是宣教、传福音。 

传福音是教会的生命，不传福音的教会必定衰

败。但是，教会要成为传福音的教会是有条件的。

其中两个条件是： 

本期内容 

要作信徒的榜样                                 王叔叔 

依靠我的灵                                                     王叔叔    

成圣专题讨论连载（四）                              王恩 

耶稣领我走窄门                                                道真    

爱能安慰人，也能鼓舞人                           包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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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工的人没有好榜样，这个问题在使徒时代已

经发生过。所以经上说：「不是辖制所託付你

的，乃是作信徒的榜样」（彼前 5：3）。有的同

工，很会计划，有组织能力，作出安排后，就由

上而下，发号施令似的把工作分配给同工们去执

行，结果，事与愿违，效果不佳，为何？因为，

光有命令，没有榜样，同工们就没法同心合一，

齐心努力服事。光有命令，没有榜样，有的地方

教会甚至发生同工会分争与分裂。 

主耶稣在世，给我们留下许多宝贵的榜样。祂

在世的一生，就是我们的好榜样。经上说：好牧

人「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

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约 10：4）。好牧人的

榜样在前头走，羊群就自然跟着他走。同样地，

教会的工人在凡事上走在信徒前头，作出生活榜

样，信徒自然而然地效法他的榜样，来传福音，

爱主又爱教会。 

保罗讲了许多次道，写了许多宝贵书信，但他

更重视他对同工们有榜样。 

他对以弗所的长老们说：「我凡事给你们作榜

样」（徒 20：35）。他对哥林多教会同工们说：

「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林前

11：1）。腓立比教会是模范教会，但是，保罗希

望他们「更上一层楼」，学习他的服事榜样，

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

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腓 3：19）。 

保罗要新生代同工提摩太知道，有榜样之服事

的重要性，特别劝告他：「不要叫人小看你年

轻；并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 

都作信徒的榜样」（提前 4：12）。有生活、言行

见证与榜样的传道人，他的事工节节上升、顺利；

反之，没有生活、言行见证与榜样的传道人，他的

事工节节衰败。 

今日教会会讲道、会解经、会讲学的先知很

多，但是，有生活见证、榜样的先知却不多。 

亲爱的同工们，尤其是教会中的领袖同工们，

你们传福音、建立教会、牧养信徒责任大，主耶稣

把这使命交託给你们。但愿你们能效法主的榜样，

使徒的榜样，不是辖制所托付你的，乃是作群羊的

榜样。如此服事，是父神所悦纳的。愿主使用你

们，祝福你们，使你们名符其实地成为相爱的教

会、有榜样的教会、传福音的教会。阿们。 

 

新生命课程网站同工们正在祷告、计划、设

计、建立新生命英文网站，这是大工程，能否成

事？ 

以西结是作了神伟大工程的先知，他完全是靠

神的灵作了神大工程的先知。 

经上说，神的灵感动、启示以西结说预言：责

备了以色列人犯罪作恶离弃神；并且，向他们宣告

了神的忿怒与审判；然而，以色列人末后仍有指

望。神向先知显示，以色列人如同死人骸骨枯干，

但仍必复活，成为极大的军队，即指以色列人国要

（一）要作信徒的榜样（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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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靠我的灵（续） 
   王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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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神的灵启示他，在那时，复兴的以色列人不仅要重建圣城，并且要重建圣殿，最后，把土地分给十二支派。 

这是神的伟大工程，并非以西结自己发明、设想、计划出来的，是完全出自神的启示。神又是如何地启示他？

神使用了圣灵启示他、引导他： 

经上说，在迦巴鲁河边“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结 1：3）。他就看见四活物的异象，“灵往哪里去，活物

就往那里去”“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结 1：20）。异象的中心就是活物的灵。活物的灵就是神的灵。 

经上又说，神与先知说话时“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结 2：2），并且说；“那时灵将我举起”，他就

听见声音（3：12）并且，“灵将我举起”“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大有能力”（3：14）。没有神的灵，他站不起

来，听不见声音；神的灵是“大有能力”的灵。 

并且经上又说：“耶和华的灵在哪里降在我身上”（3：22）“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3：24）。先

知在家中，“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8：1）并且，“灵就将我举到大地中间”（8：3）。异象之大，神工程

之伟大，在“天地中间”；然而，在“天地中间”伟大工程全赖神的灵作工。 

神的工作并非靠人的聪明、才干、智慧作成的，乃是靠赖神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当主耶稣在橄榄山上吩咐门

徒们大使命往普天下传福音时特别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所所应的”（徒 1：4），就是“圣灵降

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他们才能“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徒 1：8）。果然，五旬节到了，圣灵

降临，门徒们作了基督复活的见证。 

新生命课程网站同工们正在为设置英文网站在计划、联络、安排，但不可缺少的是，要依靠圣灵。因为经上

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亚 4：6） 

祷告：求圣灵坚立新生命课程英文网站事工，新生命课程英文网站事工求主坚立。阿们。 

醒
梦

3 



 
新生命通讯                   2011 年 11 月   第十期 

 
   

      专题讨论： 

     “什么是圣洁？ 
   如何成圣？”连载（四）  

 王恩

有人问， 我们得救重生了，我们的旧人与基督

同钉十字架了，现在活着的既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在我里面活，哪里还有什么“自己”，还有什么

“靠自己”的情况呢？ 

        这个问题问得十分好，对这些问题我们确实需

要从圣经中有一个清楚的答案，这对我们能否走在

正确追求圣洁道路之中，是一个根本关键。 

        追求圣洁的过程，也是追求生命成长的过程：

追求里面生命成长，外面不断脱去旧人，穿上新人

的过程。 

一、信主，得救重生了，“我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

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

活。”这段话是什么意思？ 

在本网站问题解答（27）中一段话可以回答这

个问题：“信主了，‘我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

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

活。’这是指旧人在法律上、地位上、身份上是死

了，是归给基督了。”但是必须明白，我们旧人的

实际情况仍然活着。正如同一个女人嫁给她丈夫，

她处女的身份、地位已经死了，但她原有的处女状

况（性格、心思意念、处理事情的方式方法等等）

仍存在。所以，所问的这段经文的意思是：从地位

上说，在神面前，我们得救重生，与基督联合，我

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是新造的人。进入了基督道 

理的开端，成为新生命的婴孩；从此，罪（性）不

再是我们的主，基督是我们合法的主人。新造的人

是走高举主、求告主；与基督联合密切更密切，基

督在我生命中作主、作王；顺、靠圣灵而行的路。 

二、一个得救重生的人，他的旧人已与基督同钉十

字架，但他旧人的实际情况仍然活着：          

这句话什么意思？这是一种怎么样的情况呢？ 

1、我们旧人的实际情况：我们必须重温本网站本

课程附图一：http://echousa.org/default.aspx?id=FuT

u1D 

（1）我们旧人是罪性的奴仆，被罪性控制不能不

犯罪：一个生在亚当里的人，是被卖给罪的，是罪

性的奴仆称为旧人。这不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你

愿意，你是罪性的奴仆；你不愿意，你仍是罪性的

奴仆。你没有任何可能靠人为的方法拯救你脱离罪

性的控制，因此你也没有不犯罪的可能。 

注：罪性控制一个旧人犯罪的步骤：罪性通过

旧人控制身体（参罗 6：6）和身体的欲望（欲望本

是中性的，但一旦被罪性控制，就成为肉体的情

欲），使身体不得不顺从身子的私欲（罗 6：

12）；“私欲既 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

就生出死来。”（雅 1：15）所以说，“旧人因私

欲的迷惑渐渐变坏。”（弗 4：3） 

（2）罪性的本质是悖逆和背约；罪行的最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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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圣专题讨论连载（四）

    追求圣洁根本障碍（续）     王恩 

 
 
 

现是以人为中心，以我为中心。罪性永远在人里面。 

（3）旧人的“自我中心”表现在，高举“我”的生命（圣经上称为魂生命）；高举“我”的智慧、聪

明、才干；高举“我”血气的能力来行事为人。 

2、我们得救重生了，我们的旧人的实际情况仍然活着： 

（1）我们得救重生了，在神的法律面前，我们的身份与地位：我们不再有旧人的身份与地位；我们与基

督联合乃是新人，是新造的人的身份与地位，“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罪性不再是我们的主，基督乃是我们生命的主。 

（2）正如上述，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是新人，是新生命的婴孩，是进入基督道理的开端。旧人虽已

死，但我们的旧人的实际情况仍然顽强地活着：我们每天的生活，行事为人，仍是“以我为中心”。甚至

于我们以“自我中心”来“爱主”——按照我自认为好的的方式来爱主（参罗 8：10） 

（3）因此对一个得救重生的人来说，里面有两个绝然相反的系统，以致产生两种不同光景： 

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主耶稣以“两条道路、两棵树、两种根基”的比喻，将我们得救重生了我们里面

的两个不同系统清楚的表达出来。请参看本网站“新生命课程 26 讲”的第 10 讲：赐生命圣灵的律

（一）。 并请参看本网站主日学讲义的“信了主，我们里面的情况”。 

今借用本网站附图三表达我们里面两种不同的系统：两种生命、两种道路以及两种能力源头。藉着我

们“靠神”或者“靠我”所带来的两种不同光景： 

 

两种生命（两棵树所表示的）： 

新生命（靠神的生命）：我们一信主得救重生得到与基督联合的新生命，这生命是婴孩的生命。 

旧生命（靠我的生命）：我们一信主，我们的旧人与主同钉十字架，已死的人脱离了罪的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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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圣专题讨论连载（四）

    追求圣洁根本障碍（续）     王恩 

 

罪性不能再做我们的主。但罪性仍然在我们里面；

我们的旧人在地位上与主同钉十字架，但我们旧人

的状况仍然十分顽强（如同坚固的营垒）。 

两条道路： 

靠神：求告主名的路。我们是藉求告主名，与

基督联合而得新生命，这也是新生命成长的路。 

靠我：人为见解、理智分析的路。当我们走

“靠我”的道路时，我们不知不觉被罪性偷偷挟

制。 

两种能力源头： 

顺、靠圣灵而行：走求告主名的路，神将圣灵给

求祂的人（路11：13），顺圣灵的意思，靠圣灵的能

力而行。 

顺从身子的私欲而行：当我们靠我，凭人为见

解、理智分析时，我们被罪性挟制（罪必不再是我

们的主，所以是不合法的），以致顺从身子的私欲

而行，凭血气行事。 

三、认识我们得救重生以后，我们里面的两个系

统： 

1、明确“我”，“旧人”和“新人”的概念： 

（1）我：神造人（我），“我”总有一个主—

—事奉对象（参太 6：24）。神将分别善恶树以

及生命树两棵树放在伊甸园中给亚当选择，亚当

选择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意味着悖逆和背约，

与神隔绝，死了。 

（2）旧人与新人： 

旧人：亚当犯罪了，实质上是将自己和子子

孙孙卖给罪性，罪性成为人类的主，于是“我”

被罪性控制成为旧人，成为罪性的奴仆（参罗

7：14；罗 5：12；附图一）； 

新人：藉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的旧人与

基督同钉十字架”，“我”脱离了罪性，与基督

联合成为新人，罪性不再是我的主，基督是我生

命的主。旧人既在我们得救重生时死了，所以我

们不是要打倒旧人（他已死了），而是应该脱去

旧人（参弗 4:22；西 2:11）。 

（3）在圣经中，特别保罗书信讲到“我”时，

是指旧人或新人呢？ 

罪性控制我→旧人；与基督联合的我→新

人。         

在圣经中，特别保罗书信讲到“我”时，是

指旧人或新人，这要看圣经的上下文： 

如：我（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

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旧人），乃是基督在我（新

在我们每天生活中，如果我们走求告主名的

路，靠基督是我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引导、带领、承

担一切，顺靠圣灵而行的结果，一定是平安、喜

乐，新生命成长，在圣洁上长进…… 这是新生命

系统；如果在我们每天生活中，不走高举主，求告

主名的道路，相反“靠我”理智分析，自己的智慧

和聪明，凭血气行事的结果，一定被罪性挟制，是

“自我中心”，与神为仇（罗 8：7）在人看来也许

可能是成功，但与圣洁毫无关系，这是旧生命的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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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圣专题讨论连载（四） 

    追求圣洁根本障碍（续）     王恩 

人）里面活着。我（新人）如今在肉身活着，……

祂是爱我（新人），为我（新人）舍己。   

又如：我（旧人）是属乎肉体，是卖给罪的。 

任何“高举我”“靠我”的经文，一定是指旧

人。如：立志为善由得我（旧人）；我（旧人）要

为善的时候。 

2、我们得救重生了，里面有新、旧两种生命状

况，但必须确知惟有新生命（与基督联合的生命）

是我们唯一合法的生命，是永存的生命（永生），

是永不灭亡的生命。这是“祂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祂救我们到底”的保证。随着

我们不断高举主名，求告主名，也就是“祂必兴

旺”，自然而然“我必衰微”，我们新生命渐长，

旧生命在我们里面渐渐衰微，脱去。正如“扫罗家

和大卫家争战许久，大卫家日见强盛、扫罗家日见

衰弱。”（撒下 3：1） 

3、过去我渴慕追求圣洁，因为不认识得救重生以

后，我们里面有两个系统，我所关心的是： 

（1）我的表面行为如何作能荣耀神：我并不知道

行为源自于生命，在我们信主的时候，旧生命在地

位上已经死了，已经就没有地位了（借着耶稣钉十

字架，我已与祂同钉十字架了）。但当我要如何作

（靠自己努力）去追求圣洁时，我就被罪挟制，旧

生命系统就出来了，旧生命出来的行为，一定是与

神为敌。   

“我”一被高抬，“靠我”来追求圣洁，“我”就

被挟制，旧生命实际情况就出来，结果必定是败

坏。          

（3）既然旧生命使我不能荣耀神，我以为旧人应

该要死，就靠着自己的努力要旧人“死”。我已反

复讲过，我们的旧人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就与主同钉

死在十字架了。旧人状况，旧生命的出现是因为我

们活在“靠我”光景之中。我们不是要帮助旧人

“死”，乃是要借着靠主、求告、高举、赞美主

名，自然而然的与主同死，与主同活，基督在我身

上活着，旧人就自然而然脱去。 

4、我们得救重生了，里面有两个系统，要追求圣

洁，必须走在新生命系统之中。 

（1）通过高举主名，求告主名，走“靠神”信心

之路； 

（2）基督是我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为我们承担一

切； 

（3）顺靠圣灵而行。 

   “靠神” → 基督是我的生命→顺靠圣灵而行

→义行（圣洁的品行）    

所以正确追求圣洁的道路的根本关键是走“靠

神不靠自己”的路，与基督联合密切更密切，基督

是我的生命，顺靠圣灵而行，也就是走在新生命系

统之中。[腓 4：6-7]经文，归纳了追求圣洁的要

点，“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

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

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 意念。” 

（下次继续“罪性分别与两个系统的关系”） 

（2）要有毅力，要好好修养：我为自己所暴露出

来的败坏常常难过，以为自己缺少毅力，缺少修

养，以为自己应该刚强。其实我们败坏的暴露，正

是我刚强，靠自己的结果。正如上述，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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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路所凭籍的优裕环境与条件。1964 年夏，华东

师范大学批斗反动学生。我因“思想、立场反动” 

遭到无情整肃，被贴上“反动学生”的标签，宣判

劳动教养三年，暂停学籍，押送农村劳动改造。文

化大革命中我遭到进一步清算，最终被开除学籍，

下放农村务农为生。 

1969 年 11 月 30 日，夜幕深垂，月黑风高。上

海长宁区的两百多个城镇居民集合在＋六铺码头等

待上船，到安徽省枞阳县的三个人民公社去安家落

户。這两百多个居民大部分是地、富、反、坏分

子，刑满释放人员和无业闲散人士，也有像我那样

的被“革命群众” 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

“阶级敌人”。我也被打入这支鱼龙混杂、良莠不

齐的队伍，随着这些人登上驶向安庆的长江民主三

号轮。 

夜巳深，人已静，同舟的下放城镇居民均进入

梦乡，我却辗转难眠。一个人走到船舱外的甲板

上，凭栏眺望天水相联的江岸，不禁思潮云湧，感

慨万千。就在我顾影自怜感叹人世不公、为自己的

不幸遭遇愤鸣不平的時候，我发现离我不远另一位

下放城镇居民也在凭栏眺望江面夜景。我記得在十

六铺码头候船时，一直陪伴在我身边的姪儿就告诉

我，她是他妹妹（我的姪女）的一个同班同学的二

姐，人称“芳姐”，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很早就把

自己奉献給神，立志终身事奉耶穌，从中学时代起

一直从事福音事奉，带领很多罪人认识耶稣并认罪

悔改、得救归主。“为什么她也被下放安徽农村安

家落户？”我暗自纳闷。“难道她也像我一样、因

‘莫须有’ 的罪名遭到贬斥、批判而被迫下

放？”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

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

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太 7：13） 

“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你

们。”（约 15：19） 

1940 年 8 月 6 日我出生在一个政府高官的家庭

中。父亲早年曾经留学美国，学成回国后得政府器

重，被聘为江海关稅务司（ Commissioner of 

Customs）。官居高位，家境自然富裕。父亲为我预

备了优裕舒适、几近奢华的生活条件和成长环境。

过早的养尊处优毒害了我的心灵。从中学时代开

始，我就勤于学业，发奋苦读，立志将来干一番轰

轰烈烈的事业，以求成名成家，荣宗耀祖。上世紀

六＋年代初，我考取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攻读专

门培养、造就外交官、教授学者和翻译家的英国语

言文学专业。仗着中学时代造就的扎实语言文学功

底，我的大学专业学习可說一帆风顺，毫不吃力。

升大二時，我成绩优异，已能阅读英语原著小说，

听、说、写、译诸项能力均属上乘，毕业后必得重

用、分配理想工作，成名成家夙愿必能实現。那時

我二＋岁出头，一心一意奔走世界之路，虽也曾听

人说起耶稣，听到过福音和救恩，但从来不认为我

需要认罪悔改、蒙恩得救，丝毫未觉察我正一步步

地走向那扇把我引向死亡的世界宽门，根本不知道

前程有多可怕。 

就在我一步步走向毀灭、走向死亡的时候，耶

稣向我伸出拯救的手，並量身裁衣、为我安排了特

別的救法。为了将我从罪的泥淖里救拔出來（诗 

7：1），祂首先在我身上作了大量的破碎、剥夺

（参阅伯 19：9）工作，即除掉我如此热衷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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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领我走窄门（续） 
  道真 

终日背顶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耕耘劳

作，必須“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创 3：19）

晚上，我会坐在煤油灯下唱詩、读经、祷告。那

时沒有诗歌本，靠着芳姐的妹妹陆续为我手抄的

十几首詩歌，我硬是学会唱好多圣徒灵修必唱的

赞美詩。每日必读的《圣经》也是芳姐送的，巳

经很破旧了，可我把它当成宝貝，虽然未必完全

读懂，可仍每天读上几页。星期六晚上，我和老

顾都会到芳姐暂住的农家聚会，听芳姐传讲耶

稣，传讲救恩。七十年代的中囯农村，沒水沒

电，晚上屋里全靠煤油灯照明，可我毫不在意。

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參诗 

119：105）；有主与我同在，有圣灵的光照，我

感到特別喜乐，学习主的话语和教导特別起劲。

主的话语原来就是为信衪的人预备的；衪的话

语，“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露出

來”（参太 11：25）；当时我这个对主毫无认

识的婴儿，读经特別勤奋，渴慕主的话语，如鹿

渴慕溪水，总能在主的話語中得到饱足。 

那天，就是在那样非常特殊的场合，我们相互

介绍，彼此相识。很久以后我才明白：是救主耶稣

为了寻找祂那只离圈飘泊深谷山野的羔羊，差迁衪

的使女来为我传福音，救我回归衪的羊群。听了我

的故事后，她就向我传福音、讲救恩，规劝我认罪

悔改。她的善意规劝换来的是我的强烈反弹：我

疑这位统管万有的神是否真的存在，继而又质疑如

果真的有公义、全能的神，为何世上还存在恶人横

行不法非但不受惩处反而万事亨通、好人遭受迫害

却有冤难伸這样的怪事？ 

世人或无法明白，像我這样顽劣刚硬且又口吐

恶言质讯救主的罪人，满有恩典和愛的救主耶稣为

何不肯放过。一年后我认罪悔改、得救归主，曾在

祷告中谦卑询问，“耶稣基督，我的好牧人，祢的

羊圈中已有九十九只羊羔，难道还嫌不夠、非要把

那只顶撞祢悖逆祢根本不值得祢爱的罪羊寻回来不

可？” 我听到主耶稣回答，“我儿，我的这只羊离

我远在它乡漂泊，路虽遥遙远，但涉水跋山，我必

前去将牠寻还。” 

神继续实施衪對我的救法。船到安庆码头后，

领队的上山下乡办公室干部开始為我们编組，要把

我们两百多名下放城镇居民分配到三个人民公社的

几十个生产队安家落户。奇妙的是：我和芳姐居然

被分配在同一公社、同一大队的同一生产队 ——柏

屋生产队——落户！这意味着此后福音和救恩仍近

在咫尺，主耶穌的愛之手沒有放弃我，衪依然牢牢

地把我抓在衪的手中！安排在我们同一生产队落户

的还有一位单身“闲散” 居民老顾；我和他暂住生

产队长家的一间空置草屋里。 

乡野耕夫的生涯，天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主的话语不仅是知识，而且是灵，是生命。

（約 6：63））经过差不多有一年左右的读经祷

告，我懂得了以前我根本不知道的属灵真理。当

我知道 “因我们还软弱的時候，基督就按所定

的日期为罪人死”以及“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

時候就为我们死”（罗 5：6，8）为的是拯救我

们脫离永死的時候，我第一次感受到强烈的心灵

震撼，因为我终于明白是谁把我从撒旦的魔爪中

拯救出來： 

那是 1967 年夏, 我因 “莫須有” 的罪名遭到

红卫兵的严刑拷打, 巳遍体鳞伤, 奄奄一息，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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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领我走窄门（续）  

 道真 

 

打定主意后，我马上披衣出门。 

已是深夜十点。屋外一片漆黑，几乎伸手不

见五指。芳姐的处住离我这里有一、二里路，

我的手电筒的电池恰巧沒电了，沒有照明工具

要赶一、二里路几乎是不可能的。我正在犹

豫、踌躇，奇迹发生了：我突然发现在我脚前

出現了一条狭长的光路，它一直延伸到芳姐住

处。這明明是主要带领我一路去到芳姐家！ 

感謝主！有衪的带领，我很快就走到芳姐家

门口。芳姐还沒睡；她正在与妹妹和另一位来

自上海的主內姐妹唱诗读经，并为次日她的远

行祷告。次日她將启程前往九十里外的的劳改

农场去探望因传讲福音而入罪判刑、並在农场

服刑的未婚夫。她们知道我已认罪悔改、决志

信主，非常高兴。四个弟兄姐妹一齐跪下祷

告，为迷失的羔羊回归牧人的羊圈，为浪子回

到慈父的家齐声向主谢恩。我兴奋地唱起了第

一次在芳姐家聚会时学会唱的诗歌： 

主我今背十架前来跟随祢，浮名利虚荣华一

概都舍弃。 

人讥笑人辱骂我全不在意，虽受苦虽受压窄

路不稍离。                 

靠主恩遵主话忠心直到底，到那日回天家冠

冕荣无比！ 

 

 

 
 

茫之中忽然想到死。就在此時我耳边听到一个声

音說，“快去！从那里跳下去！” 当时我并不知

道是撒旦捣的鬼；牠就是要我死。我抬头一看就

看到刑讯室门外走廊边的栏杆。也不知从哪里来

的一身好劲，我居然能一把堆开身边如狼似虎的

红卫兵，冲出刑讯室，越过高高的栏杆，纵身向

下一个鱼跃，打算一了百了，了此殘生。按常

理，我这一个鱼跃，头朝地脚朝天，必死无疑；

誰知我在翻越栏杆、向地面坠落的時侯，居然翻

了个筋斗，结果双脚着地，左腿上股骨纵向骨

折，沒有送命。三、四年來，我一直在思考：为

什么我会在這一段距离不算太长的坠落空间突然

翻了个筋斗，从而逃過一死？現在我终于明白

了：是主的手托住了我；因为，尽管当时我还是

个罪人，基督已经从世界上拣选了我 （参帖后：

2：13）。在我还沒有认识衪的時侯，基督就施行

大能，从撒但的魔掌中夺下了我！ 

那天晚上我沒有吃晚飯, 平生头一遭禁食祷

告。主整夜和我同在，听我祷告。我一遍又一遍

地感謝主，一次又一次地唱着诗歌第一百九十一

首“我真希奇主是這样爱我”。那一夜，圣灵光

照我，我看到自己犯下的一桩桩罪，惭愧、羞憤

交织在心头。我痛哭流涕地向主认罪，决心悔

改，恳求主用宝血洗净我的罪污，并呼喊出“耶

稣基督，我的救主”。我清楚地感觉到：旧我已

经离我而去；我巳是一个完全新造的人！（参 林

后 5：17） 

这时主给了我一句话：“人心里相信，就可以

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罗 10：10）

我想到必須马上上芳姐处，口里承认我已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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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能安慰人，也能鼓舞人 
  包里斯 

 
 

（一） 

   周五祷告聚会回家，刚坐下一会，就收到 J 弟兄发来短信：“（弟兄）你的一抚，止住了（我的）眼泪 谢

谢。” 

   我不得不稀奇圣灵的工作。事情是这样：晚上是集体祷告，而我和 J 弟兄临近跪在一起，因为我一直没听

到他祷告。我睁开眼睛看看他，发现他趴在凳子的诗歌纸被眼泪湿透了。看见 J 弟兄这样难过，我好想安慰安

慰他，于是我捏住他衣角，偷偷地为他祷告，求神鼓舞他，安慰他....然后轻轻地抚摸了他一下。没有只言片

语，圣灵就奇妙地传递了这份安慰，而神则是爱。 

（二） 

   周日晚和妻子同心祷告，想到主爱的伟大，想到自己度量狭小，想到亲人还未得救，以致几度哽咽。祷告

许久，结束后才发现原来已经许久没有这样流泪的祷告了。 

   想起 T 弟兄妈妈祷告前发来的短信，还未回复她的短信。我明白这个母亲的忧伤，因为她念大学的儿子 T

弟兄远离神，长久不来聚会。起因是他沉迷在网络游戏，不能自拔。劝勉提醒都起不了作用，所以作母亲的很

是失望和无助。我也不知如何安慰她，想到了神的话就发她:“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凡事相信，凡

事盼望。爱，永不失败！” 

   姐妹一会功夫回来短信：“弟兄，每次与你联系，总是对我有很大的帮助。真的感谢主！让我认识你，真

有福气，虽没有见过面......” 

记录这些并非为了自夸，真正夸耀的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通过这两件小事，我不得不认识到，什么

时候与基督联合，什么时候就能给别人带去祝福！ 

读者：我不确定您会不会回复，所有的牧者都太忙了。但是您

的信息真的对我帮助很大，在追随生命和圣灵的律上，我才刚刚起

步，过去我是个律法主义者。有许多情况还是不太明确该怎样跟随

圣灵的引导。很希望得到您的指教。神祝福您！ 

读
者
来
信
与
回
复 

 

亲爱的读者，收到你的来信，我们非常高兴。本网站的目的，

或者说神对我们的托付是：与弟兄姐妹一起学习走对新生命的道

路，如何随圣灵而行，一方面使律法的义成就在不随从肉体只随从

圣灵的人身上，准备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迎候基督再来；另一方面我

们今生充分享受天父的儿子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的恩典和福分。

亲爱的读者，虽然我们忙，但很愿意和你一起探讨新生命的道路。

请来信，一起学习新生命道路。 
WWW.ECHOUSA.ORG 

联系我们: 
newlife@echous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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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美主，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走越明，直到日午，哈利

路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