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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的精明（撒上 18：14） 
叔叔 

1988 年 12 月 16 日

大卫的精明：他知道该如何利用一切能利用的机会、条件，打死野兽，打死歌利亚。他的精明也知道妇女颂

诗的原因与后果；也知道扫罗的动机、目的与手段。然而，他最大的精明是：倚靠神，不倚靠自己。 

        精明的人常想到自己，为自己，靠自己。大卫的精明却恰恰相反，想到的是神的荣耀，为神，并且靠神的大

能。 

        大卫的精明，使他做出最有智慧的选择：当扫罗迫害他时，他不为自己求报复，乃是把自己交给判断人的

神！神与他同在，并且按祂的信实做出判断。 

        大卫的一生，成了荣耀神的一生。 

本期内容 

大卫的精明                                            叔叔  
大卫重看别人的性命                            叔叔 
诗词：安抵天家                              彭萃安译

行道专题讨论连载（二）                    王恩 

读经心得与见证                    恩琪  路得  恩雨    

大卫重看别人的

性命 
（撒上 26：24） 

大卫重看扫罗的性命，重看扫罗的职分——耶和华

的受膏者。 

他重看别人的服事，别人的才干，别人的作用。大卫重看别人，是由于信神，神也重看了他的性命。 

我们要重看别人的服事，别人的利益，别人的性命。 

        许多人在与“己”之性命、利益发生有害时，就不能重看别人的，总是先重看自己的。 

        为神的缘故重看别人的，神必重看他，因为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大卫的一生，就显明了神如此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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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叔叔过世以后，收到彭萃安姊妹所翻译的诗“安抵天家” 

SAFELY HOME   安抵天家 

英文作者不详   

I am home in Heaven, dear ones; 

Oh, so happy and so bright! 

There is perfect joy and beauty 

In this everlasting light. 

All the pain and grief is over, 

Every restless tossing passed; 

I am now at peace forever, 

Safely home in Heaven at last. 

Did you wonder I so calmly 

Trod the valley of the shade? 

Oh! But Jesus’ love illumined 

Every dark and fearful glade. 

And He came Himself to meet me 

In that way so hard to tread; 

And with Jesus’ arm to lean on, 

Could I have one doubt or dread? 

Then you must not grieve so sorely, 

For I love you dearly still; 

Try to look beyond earth’s shadows,  

Pray to trust our Father’s Will. 

There is work still waiting for you, 

So you must not idly stand; 

Do it now, while life remaineth- 

You shall rest in Jesus’ land. 

When that work is all completed, 

 He will gently call you Home; 

Oh, the rapture of that meeting, 

 Oh, the joy to see you come! 

中文：彭萃安译 

亲爱的，我已到天家了， 

啊！多幸福多明亮！ 

纯全的喜乐和美丽 

在这永恒的光中。 

所有的痛苦与忧伤结束了, 
所有的不安都已过去; 

我终于到了天家, 
得享永久的平安。 

你们稀奇我何能如此平静 

行过死荫的幽谷？ 

啊，那是耶稣的爱照亮了 

每一个黑暗恐惧之处。 

在那艰难的路上 

祂亲自来迎我； 

倚靠着耶稣的膀臂 

我还有何疑虑和惧怕？ 

你们不必如此悲伤， 

因为我依然爱你们； 

努力超越地上的阴霾， 

藉祷告信靠天父的美意。 

还有工作等着你们， 

所以不要停滞不前； 

生命不息作工不止 

在耶稣里你们必得安歇。 

当那善工完成时， 

祂将柔声唤你们回家； 

啊，相聚的欢喜， 

何等快乐啊，看你们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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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恩 

 
宇宙中独一的真神，是满足喜乐、永远福乐生命的源头（诗 36：9），“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

的泉源都在你里面。’”（诗 87：7）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

没有转动的影儿。”（雅 1：17）。 

        虽然全人类因着罪离开神，与神隔绝，活在撒旦黑暗权势之下，人生没有真正的、永恒的根基、方向与

价值，人心永远没有满足的喜乐，永远的福乐。 

       但感谢神的宏恩，藉着祂爱子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死而复活，升上高天，坐在父神右边，

父因祂名差遣圣灵到地上……，完成拯救之恩，使我们因信得以归回，与神和好，得救重生，以神为乐。 

一、得救重生的依据： 

我们得救重生的依据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感谢神，依据神丰富的恩典，完成了救法，神的救恩如何和我们发生关系呢？ 

       因着信！就是信耶稣。也就是诚心诚意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在上期中我们已

讲过“信”，不是外表、口头的形式，而是以心灵和诚实（也就是诚心诚意）来到主面前，“心里相信，口

里承认”：“宇宙中独一真神，我是一个罪人，无法自救到您的面前；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个人的救

主。”当一个人这样诚意表示时，圣灵必定进入我们的心重生我们。“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

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约 1：13） 

二、得救重生的确据： 

        一个人若是依据：诚心诚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他必定得救重生，也必有得救重生的确据：       

确据 1、圣经清楚告诉我们：一信耶稣就得救重生（约 1：12；3： 16；徒 10：13；罗 10： 13）  

确据 2、在我们心中必有圣灵的凭据（林后 1：22；弗 1：13-14）： 

    当我们诚心诚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救主时，神就差遣圣灵进入并永远内住在我们的心中：引导、

带领、光照、责备、安慰我们。我们怎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呢？一定有如下的三点： 

（1）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引导我们有属神的要求（如：欢喜聚会、读经、祷告等）； 

（2）圣灵引导我们向属神的性情成长（如：圣灵引导我们一定是喜爱圣洁、光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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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道专题讨论连载（二）（续）   

                                                                                                                                                            王恩  

 

       （3）圣灵光照我们对罪敏感（如：作暗昧的事；说不好的话等心中就会不平安）。 

确据 3、弟兄姐妹之间有了彼此相爱的心：“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约壹 3：

14） 

三、得救重生，我们地位、身份上的变化： 

1、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得救重生，从在亚当里迁入在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 5：17） 

请再对照神的救法图来看：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是新人与旧人的分水岭；是我们从“在亚当里”

迁入到“在基督里”地位、身份奇妙变化的根本关键。旧的一切，在十字架上结束，新的一切从十字架开

始。当我们一次诚心诚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就与主耶稣基督联合，与主同死、同活：

（1）从旧人→新人：我们原是旧人，是被罪性控制的。当我们求告主名，与主联合，与主同死，我的旧

人与主同钉十字架死了；与主同活，耶稣基督的生命，藉着圣灵居住在我们心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成为新人，成为圣灵的殿，是新生命婴孩，进入基督道理开端。 

（2）从罪的奴仆，向罪活→义的奴仆，向神活，归给主，主的人：“旧人”是被罪性控制的“我”——

罪的奴仆，我们求告主名，与主联合，这个旧人与主同钉十字架，死了，“我”就被放出来。“我”一放

出来就与基督联合，成为义的奴仆，向罪死，向神活，是主的人，并且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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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道专题讨论连载（二）（续）   

                                                                                                                                                            王恩  
 
 
 
 
 
 
 

  我们诚心诚意求告主名得到新生命，成为新

人，新生命的婴孩，这是一霎那的事（当然在神那

边经过长期孕育怀胎准备过程）；但生命的成长，

必须经过不断与主同死、向罪死，与主同活，向神

活，这是一个过程，乃至一生之久。 

（3）从活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未信主前我们

是活“在律法之下”，是靠自己的理智分析，靠自

己的努力行事为人。现在与主同死，在捆我们的律

法上死了，脱离了捆我们的律法，不再在律法之

下，也就是说，我不需要，也不是靠我的理智分

析，靠我的努力来达到律法的要求；乃在恩典之

下，与主同活，活在使人自由的律法之中，服事主

不再按着仪文的旧样，乃按照心灵的新样，不再是

靠我自己死守律法的条文，乃是顺从圣灵按照个人

的地步在人心中的引导，藉着圣灵的大能大力来引

导我们，逐渐达到律法的要求。 

（4）从随从肉体而行→随从圣灵而行：我们与主同

死，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

了，就不随从肉体而行（即不随从自己的意思而

行）；与主同活，随从圣灵而行。我过去常常理解

一半：既死了，就不要靠自己了，就不在律法之

下，好像什么都不要管了。是的，我们死了，什么

都不要管，但我们不仅是与主同死，还与主同活，

我们固然不应该靠自己，但要靠圣灵，随圣灵而

行。 

（5）从远离神家的浪子→成为神的儿女，神的后

嗣：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是藉着死脱离我过去

的身份（浪子的身份），藉着与主同活，与主联

合，成为神的儿女（约壹三 1）。 

（6）从是神家外的人→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一

定要先经过“死”，在法律的手续上死了，脱离

旧的关系，而因为“活”了，才能进入了新的关

系。 

（7）从卧在恶者的手下，在撒旦黑暗权势之下→

与主同死，死了，脱离撒旦的权势；与主同活：

进入爱子光明的国度，成为天国的子民。 

2、认识我们得救重生了，地位奇妙改变的重要

性： 

（1）是我们生命健康成长的根源和基础以及我们

得胜生活的依据： 

我们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圣灵重生我

们，而得到新生命；照样“本乎恩也因着信”，

圣灵运行，我们顺、靠圣灵而行，新生命健康成

长。 

基督完成十字架的救法，完全的得胜，我们

藉着“与基督联合”，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基督得胜的生命成为我们

的生命，成为我们得胜生活的依据；顺圣灵的意

思，靠圣灵的大能大力，来引导我们行事为人。 

（2）决定了我们活在世上的责任和本分。 

我们要活出神儿女的责任和本分，首先应当

将自己奉献给神（罗 12：1）：我们既已蒙主救

赎，理当将自己奉献给主，并每天应该有正常的

灵修，读经祷告生活，以致在生活的各个层面，

包括我们行事为人，言语心思，人际关系等等，

在顺从圣灵引导下为主而活，靠主而活，尽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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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道专题讨论连载（二）（续）   

                                                                                                                                                            王恩  

   罗 8：4；太 26：29） 

•千年国度： 

    教会经过羔羊迎娶成为羔羊的妻，进入国度，

与基督一同掌权。有人说，国度就是伊甸园的恢

复，不同的是，魔鬼被捆绑；我们——教会——被

救赎，与基督联合，经过天天的十字架，被模成儿

子的形象，渐渐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也就是

教会成为自由意志降服顺命的羔羊的新妇：神创造

人是按祂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神安排了生命树，

神希望人享用生命树而有份于神的性情，接受和代

表神在地上的权柄，一方面“修理看守，治理这

地”，另一方面对付撒旦，彰显神的荣耀。人非

但没有接受，没有去吃能使他们与神性情有份，使

他们能永远活着的生命树上的果子。相反却接受，

吃了神所禁止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就意味着背

叛神，不服神的权柄，向神宣告独立（何 6：

7）。因此“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

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罗 5：12)人非但不能为神在地上掌权，相反的是

“罪的工价乃是死”（罗 6：23），人与神隔绝

了。神爱世人，神藉着祂爱子的救赎，耶稣基督死

而复活得着一群与基督联合、有基督生命的、与神

性情有份的、顺命的儿女——教会：这群被救赎的

儿女，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藉着天天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顺靠圣灵而行，与基督一同受

苦，必与基督一同得荣耀。“有可信的话说：“我

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

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提后 2：11-12） 

们活在世上的责任和本分。 

（3）我们有活泼长存的盼望： 

    一个人生存在世上，最怕没有盼望。“我们得救

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

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

候。”（罗 8：24-25） 

   “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

己的大怜悯，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

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

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彼前

1：3） 

•与主永远同在（帖前 4：18；；林后 5：1-4；腓

1：23；来 12：22-24；来 11：13-16）； 

•基督必再来、基督必快来（约 14：1-3；徒 1：11；

多 2：11-13；来 9：28；彼前 1：13；约壹 3：3）； 

•已睡信徒复活，教会被提（帖前 4：13-17；林前

15：18-23，42-44；腓 3：20-21；）； 

•基督台前交账（信主以后心思意念，言语行为，生

活工作等要交账。林后 5：10；罗 14：10；林前 4：

5；3：12-15：太 12：36）、赏赐（太 10：42；太

5：11；6；1；19：29；林前：17 约 2：8；弗 6：

8；西 3：14；来 10：35）以及冠冕（为向主至死忠

心走十字架道路的人要得到公义、生命、荣耀、不能

朽坏的冠冕，提后 4：8；雅 1：12；彼前 5：4；林

前 9：25）； 

•羔羊婚宴（启 19：6-9；弗 5：26-27；来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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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心得  
           

 

行道专题讨论连载（二）

（续）   

                                                                    王恩 

[马太福音 6 章

14 –15 节] 
恩琪 

    2012 年 7 月

一天早晨灵修时读到[马太福音 6章 14 –15

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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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节经文。心里忽

然一亮看到“天父，天父”这重复的称呼。心里

的困惑顿时开了。 

过去读到这段经文总是有些想不通，不太理

解。就好像：人要得神的饶恕赦免是有条件的，

必须人得先赦免、饶恕别人，神才饶恕我们一

样，但今天再看到这段经文时，却是那样不一

样。这是神对属于祂的人，有祂生命，得着祂赦

免的人说的，从“天父，天父”这个称呼就确定

了。人与神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是因着主耶

稣完成的这完备的救恩，人才能得以称神为父。

人得到这个救恩没有人的一点功劳，完全是出于

神的恩典。但当我们这些罪人白白得到神的赦免

或饶恕了，理当去饶恕赦免那些得罪我们的人。

神不是要求一个不信的罪人去饶恕别人，乃是对

一个已得到他救恩的人的要求，因为他知道人的

败坏和软弱，人若没有主的恩典，人无法饶恕。

今天我们要去饶恕，不靠自己的力量，乃是靠着

里面这基督的生命，才能去饶恕那伤害我们的

人。当我们靠着主去饶恕别人时自己得到释放，

也得到天父的喜悦。因为饶恕别人的过失，便是

自己的荣耀。 

•永世（启 21-22 章） 

哦！弟兄姐妹，何等感恩，欢乐地祈求和仰

望吧！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

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

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

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

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

是何等浩大”（弗 1：17-19）  

“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

称为 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

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

啊，我们现在是 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

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象他，因

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

自己，象他洁净一样。（约壹 3：1-3）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

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腓 3：20） 

 “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

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

福，并等候至大的 神和(或作无“和”字)我们

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多 2：12-13） 

（下次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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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学习心得 
                     路得 

                    2012 年 7 月 8 日 

个人见证 1 
                                  恩琪  

        有一次与婆婆的谈话中，她说了一些话，使

我心里很受伤害。虽然当时没给她顶撞，但心里

却满了苦毒和恼恨。神也多次的提醒我，为着临

到自己的十字架要舍己、要感恩，但那些伤害的

话却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磨灭不掉。心里非

常挣扎，一段时间从这伤害中走不出来。心里灰

心软弱极其痛苦，苦到一个地步，再次来到神的

面前：主啊求你救我，我愿意降服，只有你能救

我。神的灵光照了，使我认识到自己的败坏，己

的可恶，是那么爱讲理，感到那么委屈，主啊，

我就是这样一个爱讲理的人，求你救我，赦免我

的罪。在主的爱中我愿意降服。主你是主，这一

切事临到我，我感谢你，有你的许可，有你的美

意，一切都是为造就我圣洁的品格，主，我感谢

你。 

见证 2 

有一天晚上，正是我们应该一起要读经祷告的

时间，我坐在那里看圣经，弟兄却在看新闻，我当

时心里第一个反映就是你应该读经祷告。神的灵就

提醒我要祷告，不要活在律法之下，要活在恩典

中。要为此感谢，感谢神必掌权，应该让神掌权。

我就在那里默默地祷告，求主先来调整我，使我能

活在基督里面，再为弟兄祷告。知道主在我们生命

中掌权，主你是主，你是王，感谢赞美主。当我这

样祷告时，弟兄也放下电视开始祷告。真是当死在

我身上发动时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一切荣耀归给

主。 

（一） 

最近在事务上需要和一位同工配搭，我觉得

她所做的，达不到我心中的要求，因此需要做些

善后补充的工作。当我在修补的时候，心里又不

甘心，就会抱怨她，而当我抱怨的时候，心里也

不平安，马上祷告：主啊！主啊！我就是这样一

个骄傲的人，自以为是的人，常常活在律法之

下，爱看别人缺点的人。谢谢你藉着我一次又一

次和同工配搭，心中不满的情绪不断来暴露我的

本相，主啊，求你救我！救我脱离这败坏的本

性，奉主耶稣的名求！ 

（二） 

孩子放假了，老师需要对孩子一个学期的情

况进行家长接待。当我赶到学校的时候，老师给

我谈了很实际的问题。当时，我嘴上没有说什

么，但是在回家路上的时候，我心里就开始‘万

马奔腾’东想西想，这样想，不行，那样想，也

不行。一边骑车，一边祷告：“主啊，我服了，

我不要靠自己的力量去面对，虽然我会东想西

想，但是我把这件事情郑重地交在你的手中，你

会负责到底，因为你是我的主。主啊！当我想拿

回的时候，求你提醒我，你在我的大小事情上掌

权，也让我认定你的掌权！紧跟你的掌权！奉主

名求！阿门！当我这样祷告好了以后，我心里马

上轻松起来，因为是我的主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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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心得（续） 

                                                                                                                          路得 

 
 
 

（三） 

我们家的房子有些漏水现象，需要找别人修理，我们也一直为这个事情祷告。当我们在说的时候，大家

纷纷献计，有这样讲的，有那样讲的，还是没说到重点。我心里很着急，肚子很痒，很想讲话，也就讲了，

事后，心里有些后悔，也有控告。我就祷告：主啊！让我转向你的避难所，让我仰望你的宝血和你的死，因

为你的血洗净我，你的死拯救我脱离罪。主啊！我就是一个愿意讲话的人，虽然我不想这个样子，但是我就

是一个这样的人，求你拯救我、引导我！奉主名求！阿门！ 

（四） 

前天，我们几个同工因为自己的无知，要面对一件很难的事情。当我们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一位同工

说：“我们现在就打电话找她吧！”心里觉得不好，我说：“我们现在先不要决定做什么或者是不做什么，

我们不是祷告三天吗？我们就祷告，等我们祷告完了以后，看神要我们做什么，要打电话或者还是别的方

式。”她们就觉得很好，我们每天都为此事祷告，在第三天的时候，事情就很自然地解决。“主啊，谢谢你

的掌权，因为你是厚待一切求告你的人。当我们认定你的时候，不需要我们任何的力气和才干，因为你不喜

悦人的腿快、马的力大，惟喜悦等候你的人，主啊，求你让我成为等候你的人。奉主名求！阿门！” 

阿姨勉励： 

弟兄姐妹，神最认识我们的本相，祂按照我们的本相，设计整套造就我们生命成长天天的十字架。藉着

天天临到我们的十字架，一方面暴露我们的旧性情，我们因感谢、顺服而脱去我们的一点旧性情；另一方面

藉着高举基督，顺服基督与基督同死，必与基督同活，问题必迎刃而解。请注意，如果有些事不断反复出现

在我们生活中，这就是我们旧性情的所在，是神要脱去我们某种的旧性情，“我的灵哪，应当努力前行”。

新生命道路心得 

儿子救了我一命 
                恩雨  

到波多黎各度假，当然一定到海边玩耍。带着两个儿子和滑水板，我们一家来到旅店前的海滩。儿子们

都会游泳，拿起滑水板就冲进了海浪里。玩得很开心。我这个妈妈却是不会游泳，只好坐在海滩上看着他

们，享受海滩上的阳光和风景。 

正无聊之时，小儿子大喊着说，＂妈妈！我想你来和我一起玩！很好玩！＂不忍拒绝儿子，我走上前去

说，＂可以啊，但是我不会游泳，我要你的滑水板，你用这块小的，还要保护我，可以吗？＂没想到儿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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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救了我一命（续） 
                恩雨  

always with you!＂我想，＂真的吗？是

儿子在说吗？感谢主，他的安慰之言

透过儿子的口把安慰鼓励放在我心

上。儿子继续说，＂If you are scared, 

just listen to me sing＂。＂Swimming, 

just keep swimming ...＂他开始唱起

来。这一刻，我很感动。神真是信实

的。当我们把孩子带到教会，参加

Awana 背圣经经节，把神放在首位，

告诉他们神要我们过一个怎样荣神益

人的生活，孩子的行为反过来激励了

我。我只能说，＂感谢主！信靠他的

是有福的！＂ 

渐渐地，我不再害怕，在海里和儿

子玩得很开心。在人生的风浪中也是

一样，靠主度过一次次的挑战，使我

们更信靠他。他的恩典，他的信实永

口答应，把自己的滑水板给我，拿了小的，就拉我下水了。我

一面担心自己的水性，一面想，＂确实对我是个挑战，但不跟

孩子玩，怎能体验他的乐趣呢。＂儿子指导我怎样趴在滑水板

上，海浪来时怎样跳过。很快，我也觉得还蛮好玩的。而且因

为在滑水板上不会喝到海水，每越过一次海浪，就有一种成就

感。每过一次海浪，儿子就对海浪喊，＂You miss!＂好像和大

海玩游戏一样。我对他说，＂还挺好玩的。＂他说，＂告诉你

的吧！＂ 

突然一个大浪打来，我和滑水板都被掀翻过来。我的心往下

一沉，糟糕，儿子才七岁，他太小恐怕不能救我。海浪过去，

我浮出水面，但却是人抱着滑水板，人在下，板在上。我怎样

蹬都翻不过来，又不敢扔掉板，因不会游泳。害怕再一个浪打

来，不知道会怎样。我对儿子说，＂妈妈翻不过来，快把我拉

到岸边！＂他说，＂我来救你，别怕！闭上鼻子，闭上嘴，闭

上眼睛。我会拉你的！＂我就闭上眼睛，不用鼻子呼吸，但却

听成＂张开嘴＂，就张开嘴吸了口气。心想，七岁的儿子还有

当教练的本事。我只听到他一直不停地喊，＂我拉，我拉！＂

但似乎没有动的感觉，一个浪又打过来，我感到自己可能会支

撑不住，而且搞不好儿子也被浪冲走。我想，＂老公在哪儿

呢？他不在这儿可以帮助我。但是我可以求主帮助。＂我就在

心中祈祷＂主啊，给我有智慧和力量，也给儿子有力量拉

我＂。突然想到以前虽没学会游泳但还是学了怎样蹬腿。就开

始蹬腿，一下就感到自己在移动。一面想，＂基督徒有一位大

能的主可以依靠是何等的美好。＂终于，我们游到了岸边。 

我对儿子说，＂你知道吗？你救了我的命。＂他高兴地

说，＂我告诉你了吧，我会救你的。＂我问他，＂还玩吗？＂

他说，＂还玩！＂我说，＂不过我有点担心自己。＂他说，＂

没事，我会救你的。＂我于是又跟他下了水。这一次，我格外

小心观察浪。儿子在旁边突然说，＂Don't worry, the Lord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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