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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仆人应有的条件

（五） 
叔叔

1980 年 2 月

保罗为此感动的没法再能描写了！使徒约翰

在年老的时候思念主的爱时也感动得写下一句

话：“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

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约壹 3：16）什么是

爱？爱一个人爱到一个地步，样样都给了，还不

够，甚至生命也给了，为他舍命，这就是真正、

伟大的爱。约翰也接着劝我们：“我们也当为弟

兄舍命！”我们也当追求像主爱我们的那样去爱

弟兄，甚至为弟兄牺牲一切，牺牲生命！是的，

我们要作主的工作，如果没有主的爱的焚烧，是

不能够做主工的。我们的主在复活之后在提庇哩

海边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么？”问了

三次，彼得回答三次，总不能满足主的心，但是

我们的主仍然说，你牧养我的羊！当我们被主的

爱激励，愿意爱主的时候，我们的主就叫我们喂

养祂的小羊。[路 15：3-6]给我们看见，寻找迷路

的羊要有耐心，更要有爱心；喂养小羊同样地需

要耐心与爱心的。除非有主的爱，否则我们无法 

第九、一个事奉主的人，样样条件都具备了，不可缺

少的一个就是要对于主有无限的爱，并且一定是爱弟

兄、爱人灵魂。 

我们的主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真的，世上

哪有一个人能与我们的主相比？像祂那样尊贵、圣

洁，像祂那样满有怜悯、满有慈爱？没有，连一个也

没有。祂爱我们的爱太伟大、太奇妙了，真是长、

阔、高、深，无法估量的。保罗深深感受神的爱，没

法向我们描述神的爱，他心急切，怎么办呢？神伟

大、奇妙的爱，如何描写述说呢？圣灵就带领、引导

他写出一句生动、强有力的话，把神的爱活生生地托

出在世人面前。保罗如何写的呢？他说：“为义人

死，是少有的，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惟有基督

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

们显明了！”（罗 5：7-8）什么是神的爱？神的儿子

为罪人死、为敌人死，这就是爱！这样的爱，在世上

是找不到的，为好人死的有人敢作，为大人物死，更

有人愿意，但有谁肯为坏人、为罪犯、为自己的仇敌

死？没有一个，连一个没有。但是今天，竟有一个人

肯为罪人死，为全世界所有 坏的人死，这个人就

是耶稣，就是我们的主！祂也为你我死在十字架！ 

本期内容 

主的仆人应有的条件（五）           叔叔 
灵交记录（4）                                 张家坤  
行道专题讨论连载（十一）           王恩 

灵修笔记                                           怀青       

1 



新生命通讯                   2013 年 12 月   第六期 

 
 主的仆人应有的条件（五）（续） 

                                                                                                
叔叔

1、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 

这太重要了！我们应当按照那位大牧人所喜

悦的那样，来牧养群羊，把他们领到主的面前，

明白主的心意，行在主的旨意中。要让他们爱

主，信靠主。而不是随己意牧养，把他们领到自

己或人跟前。 高的事奉不是牧养的工作，除非

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做传道，牧养主的羊群，否则

我们天天忙，到处奔波也得不到主的称许，相反

地，主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主的仆人们，让我们能按着神旨意牧养主的羊

群。 

2、出于甘心，不是勉强。 

我们若心甘情愿地、欢欢喜喜地去事奉主，

我们的主就必定会验中，必定会悦纳我们。不甘

心的事奉，是主所不悦纳的。扫罗勉强地献了

祭，遭受了撒母耳的谴责；约拿不甘心的去传

道，受到主的责备。因为是出自甘心的事奉，我

们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埋怨，不会中途变节，会至

死忠心，忠贞到底的。 

我们所以能出自甘心，是因为主的爱吸引我

们，激励我们，圣灵提醒我们想到主爱，想到主

的话：“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么？”我们的心就紧

紧地被主抓住，我们感到惭愧。虽然我们说：主

啊，你知道我爱你！但我们的爱，与主爱相比，

不及主爱万一。是么？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爱

祂，没有理由不去牧放祂的羊群，是么？哦，所

有面向各各他，背着十字架步步向前走的人啊！

全是出自甘心情愿，没有一个是出自勉强的。祂

的爱太奇妙！祂超乎万人之上，祂全然可爱！ 

走前面的路，无法去寻找迷失的羊，也无法牧养他的

羊群。做主的工作，知识可以少有，权柄和能力也可

以少有，但主的爱，是不可少有的。没有爱心的就不

是羊群的牧人，不过是雇工罢了，见了狼来了，危险

来了，就把羊群丢之不管了。弟兄姊妹，求主给我们

那天上来的爱吧！有一首诗说： 

受苦的主，使我能体主爱， 

助我爱怜，四面迷亡之羊。 

求主使我，此时觉主同在， 

加我爱心，十架爱心，领迷路羊回来。 

哦，求主给我们十架的爱、神的爱、肯牺牲的

爱，好让我们能去寻找迷羊，牧放主的羊群。戴德生

有一句话：“假若我有一千英镑，每磅都要为中国，

假若我有千条生命，每条生命都为中国。”他爱中国

人的灵魂，是完全以十架的爱来爱我们的。神使用

他，在他的帮助下，有超过 800 位内地会的宣教士来

中国传道，他们撒下了生命种子，已在各地开花结果

了。 近几年 x 市有一个公墓要基建，政府叫人民挖

迁坟地，其中有一对内地会宣教士夫妇，上面刻有

“主内安睡，候主再来”等字。弟兄姊妹就特意赶来

把他们的遗骨重新装好，与中国弟兄姊妹合葬一起，

因为他们为中国牺牲的举动感动了他们。你看，外人

如此关心我们中国，爱我们中国人，何况是我们自己

呢？为了我们弟兄骨肉之亲，十亿同胞，我们有不可

推卸的责任的，但愿我们能像保罗那样说：不传福音

就有祸了。 

第十、[彼前 5：1-4]，彼得勉励同作长老的：“我

这这作长老，……作群羊的榜样。”这些信对于事奉

主的传道人是同样地重要。在这里彼得教导我们，牧

养主的羊群时必须注意几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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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的仆人应有的条件（五）（续） 

                                                                                                
叔叔

我们出自甘心，因此我们的工作就做得 细

致，不会马虎。每只羊，不管老羊、小羊、强

羊、弱羊面面顾到，按他们所要的牧放他们，我

们的担子是轻省的，心中是满了喜乐与平安的，

并且时常深深觉得：能事奉主深感不配。对不

对？如果有人问我们，为何能甘心事奉主？约翰

给我们回答：“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是主的爱在我们心里激励我们，不是我们有

什么，乃是出自主的爱，是爱的服事，爱的牧

养，神的仆人 需要的就是神的爱了！！！正如

保罗所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

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

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

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身上带着耶

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

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与死地，使耶稣

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林后

4：7/11）这是多么坚强、勇敢！靠的是什么力

量？是保罗自己的坚强毅力么？不不！保罗自己

明说：“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是的，这全

是出于神！“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

一人既替众人死了，众人就都死了；并且祂替众

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

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林后 5：15）是的，

千万个受基督爱激励的人，为主的福音到处奔

波，甚至为福音真理牺牲个人的生命也在所不

辞，这是出自甘心地事奉的。没有爱的事奉就是

勉强的，有了爱就能甘心了!哦，求主以祂的爱

火焚烧我们！！！ 

3.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贪财： 

我们的主从来不勉强我们：祂有呼召，有劝

勉，但祂从不勉强我们；我们信主、承认主，祂不

勉强我们；奉献、顺服，也不勉强我们！因为任何

勉强的事奉和归从，既不是出自内心的，只能是一

时的、表面的，到了 后必定会败落。我们事奉

主，是无条件的，因此就是甘心的了。底马贪爱了

现今的世界，离开了保罗，离开了事奉主的岗位，

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出自甘心，是出自勉强，跟随

我们的主的人曾经有成千成万，后来都不见了，在

各各他只剩下了寥寥几个人，为什么呢？因为那些

人跟从主是有条件的，是勉强的。哦！但愿我们不

是勉强的服事主！ 

甘心地服事主，牧放主的羊群，这是因为全是

出自爱！全出于爱主、爱人灵魂的动机，并没有其

它理由，因此这样的人就能不计较任何报酬、计较

个人得失，在任何情况下能任劳任怨，忠于所托。

[赛 45：13]记载了一件历史上的史实！神兴起波斯

王古列起来建造锡安，释放被掳之民，“不是为工

价，也不是为赏赐”乃是真心实意、甘心情愿，因

此这件事成全了，他的行动也蒙记念，并且记在圣

经里让普天下之人都去称赞。一个外邦的君王尚且

能如此甘心地服事主，何况我们这些归入神名下成

为父家的儿女们，岂不更当真心实意地、无条件

地、甘心情愿地服事主么？多少时候我们事奉主，

走主道路是有条件的，条件有了我就做，没有条件

就不做，走主道路是为得赏赐。事奉主时计较报酬

与工价，虽然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但是如果我们

单纯地为得工价而事奉主，或者说，在事奉主的时

候计较工价，有一天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事奉，不

是出自甘心乃是勉强的了，因为根基浅。许多人离

弃事奉主的岗位原因就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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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的仆人应有的条件（五）（续） 

                                                                                                
叔叔

做对了，他也看，你做错了，他也看出。他们不

仅会看，还会仿效，你如何，他也如何。当你有

好多品行时，他们也跟着有好善行，但你有了软

弱，失败时，他们也就很快地跌倒和软弱。言教

不如身教，你的一举一动是 有力的讲章。难怪

保罗劝提摩太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

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

救听你的人”（提前 5：16）很显然，保罗是要

提摩太注意自己的平常的生活，过于自己给予别

人的教训；作为传道人，教训、劝勉别人是应该

的，然而更当注意本身的生活，所行的要与所讲

的相符，这样才能造就自己也造就别人。好牧人

放羊的时候，总是走在羊群的前头，牧人走到哪

里，羊就跟到哪里，这是很自然的。只要你在羊

群前头走，羊一定会跟上来。榜样实在太重要

了。世上的人总是千方百计地辖制别人，叫别人

服他，然而真心的顺服，不是辖制的力量所能办

到的。只有有力的榜样，才能说服人，夺人的

心。对不对？我们的主十分重视榜样，祂总是走

在门徒前头，以身作则，祂重视言教，但更重视

身教，祂教我们负祂的轭，学祂的样式（太 11：

29）。祂给门徒洗脚说：“我给你们作了榜

样”，（约 13：15）要我们彼此切实相爱，祂也

给我们留下受苦的榜样（彼前 2：21）叫我们跟

随祂脚踪行。众使徒们也十分重视榜样的（参徒

20：35，腓 3：17，帖前 1：7，帖后 3：9，各

5：10）。每一个事奉主的人，应当注意做羊群

的榜样，为了主，为了全群，也为了自己谨慎自

己的和自己的教训。 

以上是使徒彼得勉励做主工的。 

（全文完） 

服事主的动机是乐意为主，而不是为了贪财。

今天有许多牧人是出自贪财。[以西结书 34：2-6]

是今日教会的写照。保罗说：“有许多人行事，是

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

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

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

的事为念！”（腓 3：18-19）弟兄姊妹，难道今天

你没有看见这种传道人么？保罗又说：“贪财是万

恶之根，”这些人做传道，牧养羊群是出自贪财，

难怪到了有失去一切利益的关键时刻，他们为要保

全既得利益，就牺牲真理、牺牲羊群，一个一个走

回帖撒罗尼迦去了。在这些人当中并不是所有的

人，在原先的时候就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当中，有

不少人的人，起头的时候都是清楚蒙召，热心爱

主，并且在一段时期也是忠于所托，然而受到撒旦

的攻击，世界的引诱，名利的试探接踵而至，起初

的爱心渐渐冷淡下去。单纯为主的心渗起了名利的

要求，就从事奉的地位上坠落下去了。关于这些

人，犹大曾预言说：“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

的道路，又为利益往巴兰的错谬直奔，并在可拉的

背叛中灭亡了……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

惧怕……”难道这不是现今教会活生生的写照么？

哦，弟兄姊妹，让我们除去心中的亚干与巴兰，让

我们清心事奉我们的主。 

4．不辖制群羊，乃要作榜样： 

人人都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此话是对的。

当你在牧养群羊时，与其要用许多话语，倒不如用

你的榜样 为有效。你能讲出几百条要爱主的理

由，但还不如你在生活中一件爱主的事例。要知道

羊不仅是羊，能听，他们还有敏锐的双眼会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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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神儿女在幼稚时候，神常以神迹奇事随着他，以坚固他的信心。等他的知识较深，

神便不叫他常在青草地和安歇的水边，祂还要领他经行死荫的谷，叫他更有长进，更认

识神。神爱惜我们的心灵过于我们的肉体，为要藉着这必朽坏的来成全那不朽坏的，藉

着这必死的来成全那不死的。像一粒麦子外部若不腐烂，内部便不生长。所以神更乐意

祂各个不同的儿女，许可经历不同的患难。因此我们不要惧怕患难，让主在我们身上成

全祂的大计划。 

（二） 

    大能的勇士！教会中的战车马兵啊！你如今荣归天家了！天上的众圣诸军和大能的

天使，都唱哈利路亚接你回家，如今你和亲爱的主面对面了。你息了劳苦，作工的果效

也随着你。你已经打了那美好的仗，把多人从撒但的权下夺回，使他们归向神；从黑暗

的权势下领出来，使他们进入光明中。 后你在肉身中受了很大的痛苦，补满基督患难

的缺欠，你的香气传流人间，你的美果储存在父那里。我在这里为你流泪，也为你唱哈

利路亚。如今你身体在安歇的床上同万物归化，待角声一响，荣耀的早晨来到，我们便

一同在荣耀中与主相亲，成全了我们共同的盼望，开始圣爱的生活。 

（三） 

无一文字能描写爱的美甘，无一量衡能测度爱的长宽， 

无一数目能计算爱的时间，无一能力能阻止爱的烈焰。 

大爱虽如海洋无岸无边，我却是海洋的一点，融洽地游泳在海洋的里面。 

你若要知道爱的美善，必是你自己进入才能了然。 

（四）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后来神把光透射进来，又把光体安置

在天空之中，从此世界就成了光暗更替，有昼有夜的世界了。有一天神要把光暗永远分

开，造成一个永远不夜的新世界。神也如此在人身上工作，当人在黑暗权势之下的时

候，神叫生命的光照入我们心中，当我们活在亚当旧生命中的时候，同时有了神的新生

命。有一天这新生命要把这必朽坏的吞灭了，成了永久的光明人，这是神在人身上奇妙

的工作。 

（摘录自 49 年-51 年登于布道会刊）

 

张
家
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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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恩 

雅各书是写给已经得救重生的犹太信徒，本书不是一本“初信造就”，而是给重生基督徒生命成长以及生活

指南。 

“神的神能（divine power）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

我们的主。”（彼后 1：3）。切求圣灵的大能大力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感谢神奇妙的救恩，主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法，我们因信与基督联合。一方面，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

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另一方面，使人自由的律法，在我们里面引导、带领我们，我们则顺靠圣灵而行。雅各特别

给我们指出，要“详细察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实在行出来。”（雅 1：25）。我们

简单复习一下上期已经讲过使人自由的律法。 

使人自由的律法，包括三方面：面临神的要求；我高举主，求告主到心中十分平安；顺着心中平安和外面和

谐去行。 

“使人自由的律法”之所以使人自由，一方面是因为，神的要求，神在宝座上是立法者，而基督是在我们里

面活，基督是守法者；另一方面，神对我们的要求，是按照我们各人不同生命程度要求我们。所以，面对神的要

求，我们高举主，求告主，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藉着圣灵的大能大力，在我们里面为我们成全一切。所以我们一

定能达到，因此这是一条“使人自由的律法”。 

使人自由的律法和十字架的道路的关系（路11：9-13）：“十字架道路”是一条道路，“使人自由的律法”

是在这条道路上交通（行事为人）规则。我们走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的“十字架的道路”，凡事祷

告，就按照使人自由的律法行（祷告到心里平安，即让基督的平安在你里面做主，然后顺着心里平安，在不违背

基本真理的基础上外面和谐去行。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 

一、具体如何行在使人自由的律法之中——“顺服更顺服”（腓 2：12），顺着心里平安，外面和谐去行： 

1、我们走顺靠、随从圣灵而行的路的必备条件： 

    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有正常的灵修生活，有正常的读经祷告的生活，愿意将讨主喜悦的心志献在主的面

前，求主带领我，以后只要是顺着心中平安、外面和谐行事为人就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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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基督的十字架为基础，确知只要高举基督的

十字架，与主同死，就必与主同活；只要“现在

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基督

就必掌权管理一切： 

但是有一个现实情况：我们很愿意追求心中

的平安和外面的和谐，甚至痛哭流泪的祷告：

“主啊，我愿意顺服。”可是不知为什么，有时

候祷告以后，所遇到的事情又不和谐了，这是怎

么一回事？我们要来看一下一些影响和谐的因

素： 

1、和平：“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

果。”（雅 3：18） 

我们渴慕“和平”，首先要注意的是，“和

平是用和平栽种的结果”。例如神感动我给人讲

话，但是讲话的态度，言语，场合的“和平”与

否，都会成为影响“和谐”的因素。弟兄姐妹，

神感动我们对人讲话，或要做一件事，我们应该

先祷告，当用什么态度，当用什么言语，当用什

么方法。每当有不和谐产生的时候，我们就要停

一停，“主啊！不知道有什么问题，为何产生不

和谐？求主光照。” 

2、“彼此接纳”（罗 14：1）： 

很多事情是个性、作风不一样，没有错对的

问题。比方说，有的人讲话慢、有的人讲话快、

有的人讲话内向、有的人讲话外向，每个人都不

一样。在这里没有真理原则，一点都没有事，只

是个人的个性问题。但如果我们不愿意接纳别人

的个性，常常会产生不和谐。 

2、面临天天的十字架，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

地动怒： 

快快地听：面临天天的十字架，先好好祷告，让

基督在我心中作主，心中有了“基督的平安”（意外

的平安，路 2：14；腓 4：6；西 3：15；罗 14：22）

开始； 

慢慢地说：顺着心中的平安说话行事，即前面所

说的行道（恩膏教训）； 

慢慢地动怒：不要一面临事情，“我”就跑出来

回应。 

3、在顺着心中的平安说话行事前提下，务必注意外

面也一定要和谐（加 5：22-23；雅 3：17；罗 12：

17-18；来 12：14；诗 133 篇）：主耶稣是和平之

君，我们所传的福音是平安的福音（赛 9：6-7；弗

6：15）。 

（1）我们不是追求无原则一团和气，而是追求在不

违背基本真理的原则下（雅 3：17；犹 3）的和谐； 

（2）一旦有不和谐产生，就要停（停止说话，停止

行事）。慕安德烈说，“任何一点不和谐，就表示是

属肉体的。” 

（3）“律法的义成就在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

人身上”（罗 8：4）：非常简单，神就是这样来带领

我们：顺、顺、顺，靠、靠、靠，而达到律法的义。 

二、影响外面和谐的因素 

追求外面和谐和一般人所讲的一团和气完全是两

件事。我们的和谐（“我”死，并不是意味着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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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刚强担当软弱”（罗 15：1）： 

一些弟兄姐妹自认为自己很属灵，很刚强，

那，这些弟兄姐妹就应该刚强担当软弱的了。但是

奇怪的事情是，在社会上，在家庭中，我们都明白

“刚强应该担当软弱”的道理，可是在教会中偏偏

是要“软弱的担当刚强”的，用“高压”拖着“软

弱”的跟你走。结果跟不上怎么办？有的人是内向

的，表面不讲，但心里嘀咕；有的人是外向的，当

时就顶回去，结果一定是不和谐的。使人自由的律

法，很重要的是圣灵按照我们的生命程度来要求我

们。刚强的可以为软弱的祷告、扶持和劝勉，但决

不能强迫。常常因为刚强不能担当软弱的，而造成

很多破口，很多不和谐。 

4、“彼此顺服”（彼前 5：5）： 

人与人之间不该比高低，例如，“怎么你算什

么，我一定要听你的”这种想法的心态，不是一种

彼此顺服的态度。我们要追求敬畏主的心，“彼此

顺服”，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心志，“主，现在同

工有不同的意见，我将这件事情交给你，交在主的

手中。”当你谈出你的看法以后，存着彼此顺服的

心，走十字架的道路，放下你的主权，退出你的意

见。你相信不相信神是使无变为有，叫死人从死里

复活的神；你相信不相信你的意见或看法如果是出

于神，纵然你放下了，神会使无（放下了）变为有

（又提出来了），神会使它复活。今天我们争争闹

闹是因为我们没有信心，不相信与主同死，必与主

同活；不相信我死了，主就会活。我们不能“彼此

顺服”，是因为我们不走十字架的路，因我想我死

了就在阴间嘛，就会朽坏了，我就会被人欺负呀。 

在家庭里，在教会里，在社会上都一样，不能

“彼此顺服”是影响和谐的因素。只有走十字

架的路就能“彼此顺服”。 

5、“人的责任和本分”（罗 13：7）： 

未尽“人的责任和本分”也能影响到和

谐。例如，在圣经中很清楚教导我们：做妻子

应该如何对待做丈夫的；做媳妇的应该如何对

待做公婆的；做妈妈的应该如何对待做儿女的

（当然，作丈夫怎样对妻子等等也是同样）；

在教会里，年幼的如何对待年长的……等等，

往往我们因为不懂得人的责任和本分也会影响

到和谐。 

6、“节制”（加 5：23）： 

不懂得节制，常常会影响到不和谐。我是

一个非常不节制的人，我欢喜把我时间表排的

过分紧。如果有一件事情插出来，时间就会不

够用，我就要发脾气，我发脾气还“自圆其

说”有理由：是因为插出来的事，不在我的时

间安排之内。神逐渐让我看见，这是因为我不

节制。关于时间安排，应该要好好祷告该如何

安排；要好好祷告今天该做哪些事，应该怎么

样做。如果不好好祷告，自以为大发热心，到

处传福音累得不得了，饭也吃不下，一方面与

自己的身体不和谐，另一方面一定发脾气，与

人不和谐。这个不和谐就是因为不节制。 

7、“自尊、自信、自我为中心”： 

   “以我为中心”，是一个影响和谐的根本因

素：当我们将“我”一摆出来的时候，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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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行使人自由的律法，有几点请注意： 

1、弟兄姐妹之间不要彼此的批评、论断。（雅

4：11-12） 

每个清楚得救重生的基督徒，里面都有圣灵的

内住，都有使人自由的律法。每个人的生命程度

不一样，而圣灵的带领也不一样。我们如果批评

弟兄姐妹，就是批评他里面使人自由的律法。如

果圣灵感动你，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劝勉，彼此

提醒，彼此扶持、彼此代祷。 

2、“认同生命成长是一个过程”（可 4：26-

29）： 

（1）新生命成长是一个认识“己”的过程，也就

是“‘我（己）’逐渐被暴露，逐渐对自己绝

望”的过程，这是一个一生之久的过程。 

（2）生命成长既是一个过程，我们就不要拔苗助

长，各人到什么地步就照什么地步行：我们必须

明白，脱离我们的旧性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我们千万不能用克制、掩盖等方法拔苗助长，只

要我们路是走对的，神一定会拯救我们到底。 

（3）生命成长既是一个过程，只要路走对了，生

命一定会成长：我们必须认同，我们不能够想一

下子就长大成人。只要我们渴慕生命成长，支取

新生命成长要素，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

主，认同我们自己生命的程度，不必为自己生命

程度不如人，而内疚和沮丧。我们可以不断献上

和更新我们的心志，对主说：“主，我愿意走生

命成长的道路。虽然我生命很小，求祢救我，我

渴慕生命健康长大。” 

引起不和谐。例如，人家为什么斜看我一眼，当

“我”什么；他为什么不尊重我？为什么？为什

么？…… 

弟兄姐妹，生命圣灵的律怎么走？在每天的生活

中，圣灵在凡事上引导我们，我们就是“顺”和

“靠”好了，顺着心中平安和外面和谐来走。如果

面临十字架，不能“好的，好的，都是为造就我圣

洁的品格……”顺过去，那就“靠”，祷告“主

啊！救我，救我，救我脱离自己，我将自己交给

你，你来成全一切。仰望你，仰望你，……”。如

果心中一出现不平安，或外面出现不和谐，这个不

平安，不和谐也成为我们面临的十字架，我们就要

安静下来，求告主，“主啊，问题出在哪里，我有

什么地方不对，求你光照”。当我们愿意求告主，

圣灵光照指示我们，什么是影响和谐的因素，我们

及时随圣灵而行，纠正而和谐。 

非常简单，神就是这样来带领我们：顺、顺、

顺，靠、靠、靠。弟兄姐妹，所有临到我们不和谐

的产生，我们要认定这是神的主权，不要看这是别

人的问题。针对不和谐，求神光照我，不要讲理

由，不要讲原因，认定这是神对我的光景，是神要

拯救我脱离“自我中心”，脱离“旧性情”十字架

的一步，这非常重要。我们人的本相：一有不和谐

发生，总是别人的错。但是如今我们走十字架路，

在生命圣灵的律之下，凡事藉着祷告与主联合，认

定这是神造就我圣洁品格，拯救我脱离旧人，穿上

新人的一部分，这很重要。至于别人，因着我们高

举主的十字架，与主同死同活，主会管理他；当死

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会在他身上发动。弟兄姐

妹，让我们一起用信心来经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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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我不满意别人或自己的光景时，我的本份是什么？（弗 3：16） 

当我们不满意别人或自己的光景时，我们应该认同生命成长是一生之久的过程。一方面，我们不该拔苗

助长，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求神叫我们（或别人）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参弗 3：16）；不断攻破我们

（或别人）心中坚固的营垒，使我们能认同和接受我们（或别人）的本相，不断夺回我们的心思意念降服基

督，使我们的生命因此渐长。 

4、一个人若真正行在自由律法中的必然表现（雅 1：26-27）： 

“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

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1：26-27） 

（1）对神——敬畏神的心（虔诚） 

（2）对己——愿意勒住舌头，不随便激动讲话，而等候神的引导；保守自己分别为圣； 

（3）对人——待人以恩，恩待得不着报偿的穷人。 

（4）对世界——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几则灵修笔记，虽肤浅，却真实。与您分享。                                   ------ 怀青 

7 月 16 日, 2013   晴 

回到实验室上班，与同事闲聊，扯淡。背后议论人。圣灵责备。求神拯救我勒住自己

的舌头。使徒雅各说的实在太对了：“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 

 

7 月 17 日，2013   晴 

晚餐后小睡。太太体谅，不让女儿叫醒，晚半小时去教会祷告会。不悦。 出门前对太

太嘱咐路上开车小心不反应（冷淡，或回击）。圣灵责备，自我中心，心硬。求神拯救

我，多体谅别人的好心，爱心。 

 

7 月 18 日，2013   晴 

在网上浏览Charles Hugo Doyle 的《Guidance In Spiritual Direction》及 Dan 

Burke 和Fr. John Bartunek的《Navigating the Interior Life: Spiritual Direction 

and the Journey to God》。都提到灵程三阶段：儿童purgative way， 

 

 
 
 
 
 
 
 
 
 

灵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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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修笔记（续） 
                                                                                                                    怀青 

 
 
 
 
 青少年illuminative way and 成人unitive way。

联想到自己的灵程还处在青少年阶段，而生理年龄

已进入中年，不匹配。 

 
7 月 19 日, 2013   晴 

全家去 Hampton Beach。  

“神用沙给海定界限。说：你只可到这里，不

可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伯 38:11） 

“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過去，不再轉回遮蓋

地面。”（诗 104:9）。 

千变万化、诡谲莫测、深广无际的洋海，在上

帝眼中不过如婴孩一般；祂管治洋海的潮汐，止息

泛滥，规范其界线，不得侵越岸边。 

 

7 月 20 日, 2013 

“我喜悦你”（可 1：11） 

这是神的每一个儿女安身立命的根基。万主之

主，万王之王喜悦你。在这样一个用“不够，不达

标，丢人”这类羞耻感辖制，管理人的世界，知道

我们是深蒙神喜悦的儿女，是何等的可贵。它可以

让我们从追寻人的肯定/社会地位的辖制中释放出

来， 

 

7 月 21 日, 2013 

“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可 1：

22）；“他用权柄吩咐污鬼，连污鬼也听从了

他。”（可 1：27）；“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

柄。”（可 2：10） 

传道人讲道/教训要有权柄；要有医病的权柄； 

赶鬼的权柄（可 6：12-13）。可惜的是，这些

权柄从许多传道人的生命中都失落了。权柄，人

人追求的东西。用得好，可以为神成就许多美好

的事；反之，若用错了地方，就带出许多问题。 

  

7 月 24 日， 2013 

人的不信不能废掉神的信。 

祭司撒迦利亚听见天使加百列预言施洗约翰

出生，因着不信而变成了哑巴，不能说话。神并

没有因着他的不信，就让施洗约翰不出生，但却

让撒迦利亚在未来 10 个月不能述说神的作为，

表达对神的感恩，也不能为神作见证。直到神成

就孩子出生的日子。当撒迦利亚顺服，给孩子取

名约翰的时候，神再施恩，撒迦利亚才能说话。 

 

7 月 26 日， 2013 

谁要成为蒙恩的人 （路 1：28-33）。 

马利亚无疑是天主教信徒所景仰的对象。在

她怀孕生耶稣以前，天使说她是蒙恩的女子，已

经蒙了大恩。 

然而，若要思想马利亚的一生，按人的观点来

看，却是艰难的一生。未婚先孕（奇耻大辱），分

娩时长途跋涉，孩子小时背井离乡（逃难到埃

及），中年丧偶，亲眼看见儿子被钉十字架。然

而，有谁能说她不是蒙福的呢？ 

WWW.ECHOUS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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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life@echous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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