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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天雷 

 

经历主： 

 

  和很多人一样，我生长在

一个没有什么宗教信仰的家

庭。但是从小时就觉得有些事

情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很多时

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或者

是老天爷，或者是国家决定

的。我能做的更多的是服从和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到最好。

其实自己也很迷茫，但是生活

还要继续，从来也没有仔细留

心想过心理渴望的到底是什

么。 

 

  后来出国留学去了一所寄宿基督高

中，是我第一次全面系统的了解耶稣这种

信仰。当时对这些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追

求，更多的是一种学习。也没想过这个会

对我有什么特别深远的影响。 

 

  那时学校有免费的英文辅导，当时我

的英文也不好所以就报名参加了，教我的

是一个叫 Mr. Winger 的长者；每周两、

三次他会给我改语法，和我聊天来帮助我

提高英文。久而久之他这么帮我，不拿任

何回报，我就很不理解为什么他要这样。

后来通过和他的交流，才知道耶稣的爱是

那么无私；他的仆人都那么无私奉献更何

况耶稣本人。从那之后我就想开始更多的

学习了解这位神。 

 

  再后来就离开了高中来到大学。这里

的学业和高中相比比较繁忙，社交圈子也

比较宽，但是总觉得交到朋友很困难。个

人感觉大学期间也是人生价值观，发现自

我的时期。但是总是觉得自己很迷茫，心

里不踏实，心态上有特别大的问题。后来

回头一想，因为大学期间我离开了耶稣，

感觉就像缺了主心骨一样才会

导致这些的发生。那之后找到

了团契，在之后来到了林肯

路，直到今天能受洗。 

 

生命的改变： 

 

  每个人遇到主之后都会有

不同改变，我就和大家一起分

享一下关于我的。认识神之

后，觉得做事情的时候更有底

气了，神像是一种精神食粮能

提供我很多能量。 

 

  举个例子，之前人生做选

择的时候，我会为很多事情而导致一些没

有必要的担心。但是神告诉过我们他会掌

管明天，只要我们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就够

了。我比较喜欢的相关经文来自马太福音

6:26和 6:34，“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

自有明天的忧虑；要知道每天自有它自己

的难处，这已经够了。”；“你看那天上

的鸟儿，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储；你

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更珍

贵得多吗？” 

 

  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种价值观，在追求

一些物质的过程中，我不想迷失自己。在

信靠主之后，觉得自己做什么事情都有一

个参照。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

做的。靠自己很多时候是做不到的。主不

但给了我一份丰富的用不完的精神动力，

还是我的人生标杆，让我在人生的道路上

不迷失方向。 

  

  同时神还给了我一个更平稳的心态，

但不是让我求安逸不思进取。神带给了我

做事情的动力，因为神会鼓励那些勤奋的

人，可能不是立马，但我们做的一切神都

知道，也会给我们需要的。信靠神让我变

的不像以前那么功利，让我能做很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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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不管是顺境逆境都能放平心态，保

持自己的初衷。 

 

  刚刚说的是一些简单的道理，但是我

做起来没那么简单，我也想通过不断努力

在神的引领下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出于以

上一些片面对主的认识，我选择跟随主不

再把自己放在事情的中心；而是把事情交

给拥有一切权柄的主。开开心心努力做他

的仆人。感谢神能让我认识他，更是希望

在以后的日子里继续与兄弟姐妹一起成

长，成为一个更合神心意的仆人。 

 

 

代红 
 

  不知道如何描述我此時的心情，欣喜

激動還有很多忐忑不安。我決定受洗有一

段時間了，可是一直很猶豫確切的受洗時

間，總是覺得自己做的還不夠好，聖經讀

的不夠多，不夠精， 一切都太倉促，也

許別的兄弟姊妹也都和我有過一樣的擔

心。上了李牧師的洗禮班課程，我明白越

早信主就越早蒙福，越早能洗淨自已的

罪，就越早得救。 

《馬可福音》16:16 那裡，耶穌說：“信

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從第一次走進教會到現在已經是 15

年了，我還記得最初來加拿大，第一次聽

牧師講道幾乎昏昏入睡，那個時候真的是

沒有什麼心靈上的互動。但是好像是命裡

註定，我認識了一個朋友，而她走進了教

會認識了更多的朋友， 受洗入教。而我

在她的帶動影響下也這樣一步步走進神的

家，包括我的 2 個兒子，他们有时會跟

我講，“媽媽，我喜歡上帝老爺爺！”再一

次感謝我的這位朋友。 
 

  第一件事我想分享的是在接受神之

前，我的人生一片灰暗，到處都是灰心失

望和沮喪，我迷茫，痛苦，不知道我的人

生方向在哪裡？ 我個人個性比較偏激，

魯莽，有時候直言直語，不會變通，不得

已的時候，還得強迫自己說些偽善的話，

有時候還忍不住東家長西家短一陣牢騷。

沒孩子之前，我只是顧及我個人的感受，

對很多議論和評價想得很少，可是當我有

了孩子，隨著他們的成長，我越來越迷

茫，我該如何的教育孩子？世風日下，到

底在哪裡可以找到一個正確的標準？ 我

真的不心甘，我想我的孩子正直，誠實，

善良，表裡如一，講信用……而這些，我

都慢慢在聖經中找到了答案。例如: 彼得

前書一章 16 節: ‘你們要聖潔，因為我

是聖潔的’; 馬太福音第七章首先講的就

是不可論斷人---- 7:1 你们不要论断人，

免得你们被论断。7:2 因为你们怎样论断

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

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诗篇

15:1-2 強調說说，“谁能寄居你的帐幕？

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

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 
 

  第二件事情我特別想分享的是我一直

想上帝有神蹟給我，從前我總是說，我要

我看見的，親眼看見的，我才相信，可是

似乎從來沒有發生過在我身上， 直到那

天我的一個夢，我想是上帝眷顧我，派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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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捎口信給我。在夢裡，我在忙著做家

務，不經意扭頭看到一個小姑娘在幫我收

拾文件資料，我好奇拍拍她問她是誰，怎

麼在我家裡？她說，她是上帝排來幫助我

的。第二天師母就打來電話詢問我的狀

況，我迫不及待的講給師母。感謝主的眷

顧！ 
 

  第三件事情講的是我兌現我對上帝的

承諾。1 月 15 號， 天氣非常的糟糕，我

去機場接我先生，天下大雨，高速上的車

每每經過我，就甩一大片水汽在我的窗戶

上尤其是那些大卡車。 我緊張的心都要

掉出來了。我不停的禱告，祈求上帝保

佑，保佑我成功到達機場，然後我就受

洗。真的如我所願，很快出現了一輛大卡

車，打著雙閃，大概以 90 的速度行進，

一直到密西沙加它才離開，那個時候，大

雨幾乎是停了。我求了，上帝做到了，我

更應該兌現我的諾言，這也是為什麼我的

信心越來越堅定的緣故吧。 
 

  最後一件對我影響最大的就是參加了

如何教養孩子品德的課程。在這個課程

中，我受益非常非常多，不僅僅是學了很

多教育孩子的知識和辦法，更多的也教育

了我個人如何做人，如何根據聖經的原則

教育孩子和自己。 
 

  在這裡，很開心，我的人生有神的指

引，讓我看到光明和希望，和兄弟姊妹分

享這一切。我特別想感謝楊劍，諒安，傑

明，牧師和師母，在我心住的道路上給了

那麼多的幫助，我相信我們的相遇和認識

不是偶然，一切應都該是神的安排， 謝

謝你麼們領著我走進神的家。 

 

感謝神，感謝你用宝血洗淨我的罪，感謝

你揀選我成為你的兒女，我願跟隨你，願

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宰。阿們！ 

 

 
 

杨超 

 

  我想我和大多数的移民一样,都有过

一个拒绝神,认识神和接受神这么一个过

程。既然我决定接受神, 把自己交给神, 

那我就说说这个过程吧！ 

 

  和许多新移民一样,从小接受的教育

是一种在我们的思想里已经根深蒂固的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无神论

思想。一直认为自己的未来和自己的事情

要靠自己, 靠神是靠不来的。 在这样的

教育中,我远离了神，拒绝任何关于神和

基督的福音。圣经说不认识神就是罪，我

曾经就在那样的罪性中。 

 

  我是大学毕业后(2013 年)来到滑铁

卢。开始在活泉教会参加聚会和学习。在

经过两年的聆听主的声音，学习圣经,我

的收获很大。我认识到了耶稣基督为了我

们而流血牺牲, 为了洗清我们的罪而受到

了极大的苦难！我们的神是信实的， 是

公义的, 为了我们而选择死亡, 他必然赦

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通过

学习我知道了如何接受并信靠耶稣基督。

我认识到了邀请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并且

成为我生命的主。神是大能的，他必然对

我的生命有所安排，而我所要做的一定要

是服从神的安排并且荣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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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因主的爱，承蒙主的恩典,我在

很机缘巧合的情况下找到了现在的工作，

碰到了善良和爱护下属的经理。这一切都

是主的安排和指引！我想神一定在我工作

的道路上已经铺好了康庄大道,我的升职

也是神所安排的，我知道主对我们兄弟姊

妹们像父亲一样爱护着我们。 

 

  在教会里的学习，我认识了很多非常

棒的人，他们都非常热心和非常会关心人。

和教会的兄弟姊妹们在一起的时候感觉到

的是心安和他们对主的信心。在活泉教会

的团契里面遇到了邓传道，他非常的关心

我们年轻人，经常和我们聊天,我们也愿

意和邓传道交心。在邓传道的关心和引导

下我逐渐认识了神并且接受了神。经过这

次的洗礼班，我知道受洗是神喜悦的，是

见证神荣耀神。我决定接受洗礼，把一生

交在神手中，并且努力成为一个合神心意

的基督徒！ 

 

  今天我终于参加受洗,愿意做主的门

徒，神的儿子，继续认真学习神的话语。

现在我把自己恭恭敬敬的交给主，愿意顺

服他的引领，聆听他的声音,求神给我更

大的信心,让我能在教会中和弟兄姊妹一

起成长。 

 

 

 

杨瑾娴 

 

  感谢主，让我

在复活节这个日子

受洗。2013 年刚来

加拿大念书时，我

和周围所有的同学

每天都忙得焦头烂

额，可是在一群朋

友中唯独有一个同

学每天都非常喜乐，那就是 Tracy。是她

带我去 York University 的团契，带我认

识一群可爱的基督徒。那时的我虽然一直

是有神论者，但是还完全不认识天上的这

位父亲。可能是学理科的缘故，我总是试

图从科学的角度去理解。在龚牧师帮我解

答了进化论的问题之后，我还是半信半疑。

两年的时间，不忙的时候就去一下团契，

日子不咸不淡地过着，我给自己安排了满

满的计划，学习，考试，networking，我

的时间表永远是满的，即使被拉进了背诵

经文的群，我还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

在我离神越来越远的时候，感谢主把我拉

了回来。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

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

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路加

福音 15：4） 

 

  在去年暑假毕业之后，我开始空闲下

来，一边面临找工作的压力，开始发现不

是所有的事情靠自己的努力就能实现，一

边开始反思我整天这么忙碌，完成了一个

又一个目标，可是我好像还是不快乐，所

谓的成就感也不能持续，快乐也不应该来

自于对自己的认可，原谅我在这个时候才

想到了神。很奇妙的事发生了，我的一个

同学在一次吃饭时让我跟一个之前只在半

年前见过一面的校友 follow up。一周之

后那个校友也就是我现在的老板居然就问

我有个机会要不要来

试一下。我当时就想

着多个机会练练手，

也没当真，因为我从

来没想过我会离开多

伦多来到滑铁卢工作。

于是就有了最狼狈的

面试，Go bus抛锚，

local bus 的司机指

错 路 ， 没 有 food 

court 卖吃的，说好

的 45 分钟面试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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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就结束了，而且我知道当时还有好几个

同学在跟我一起竞争，我以为肯定没戏了，

结果老板还是要了我。我想一定是神怜悯

我的软弱，给我开了一条路，让我一毕业

就找到工作。 

 

  我来到滑铁卢的第一个晚上，面对窗

外漫天的星斗和只能听到自己声音的寂

静，我的内心是害怕而不是雀跃，因为要

离开我所有原来的朋友，又来到了一个比

多伦多更荒凉的地方。 

  

  刚去公司上班，在习惯了印度同学

的英语之后我发现和白人同事交流都有困

难，可能因为是新人，同事也喜欢开我玩

笑，而我经常听不懂所以只能保持微笑，

生活真的有点透不过气来。这时感谢洪巍

和 Lisa带我去 Nuke 家，我终于可以听到

真人的声音，可以不用对着四面墙说话。

当我每个周末都回多伦多到时候，神又一

次出手，由于某些原因我没办法再住在我

闺蜜家，于是我开始去主日，我也有了更

多的时间去了解神。我想如果我还在多伦

多的话，一定会继续整天忙碌得抬不起

头，是神带领我来到这里才柔软了我坚硬

的心，看到了这片天。正如《马太福音》

七章七节所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

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去

年圣诞节我终于决志信主了。 

 

  决志后，神就开始管教我了，每当我

有不好的想法时，都会有姐妹提醒我。一

个朋友要回国了，说把她 UW 的学生卡给

我，这样我就不用买交通卡了。可是第二

天就有姐妹跟我聊到我怎么坐公交去上班，

然后就提醒我这样做是神不喜悦的，过了

不久又听说学生卡去超市可以打折，我就

想那我不用来做交通卡我用来 grocery 

shopping 吧，结果又有姐妹提醒我。圣

灵在我里面作工，提醒我何事当做，何事

不当做。 

 

  我的心还不够坚定，也感谢洪巍和

Lisa 鼓励我参加受洗班。最近我也感受

到人生无常，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我不想让我的人生留下遗憾，套用一位姐

妹的一句话，“既然早晚都要做的，为什

么不现在做呢？”虽然生活从来都不是一

条坦途，但是感谢主一直保守着我，让我

没有遭遇大的磨难，而现在我的内心也更

平静，更勇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

必不至缺乏。”（诗篇 23：1）祈求我的

大牧者继续引领我前面的道路！ 

 

 
徐瀚祥 

 

   
 

我来到加拿大一共七年，现在是第八年。

读了三年书，工作了有三年，还有一年在

闲逛。起初来到 Canada 对教会还是有一

些抵触的，主要是在 09和 10两年参加过

其他城市（剑桥，多伦多）的教会，对那

里的气氛不是很喜欢，觉得每逢过年过节

时乱糟糟的，我也没听进去。 

 

  15 年 11 月，在我的工作单位遇到咱

们教会的马冰姐妹，她向我介绍了纯正的

基督教信仰，并欢迎我来教会看一看，于

是我就来了。那是 12 月的第一个周日，

是由张国光弟兄用英语讲述，再由洪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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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翻译成中文。这种形式还是头一次见，

当时觉得很有意思，就决定以后再来看看。 

 

  有意思的事在后面：那天会分享圣

餐，所以当圣餐递到我面前时我立刻伸手

去拿。马上被马姐阻止，并告诉我只有受

洗过的才能享用圣餐。谁知道更有意思的

事在最后面：会后一个面容慈祥的长者走

过来，询问我的情况并欢迎我的到来。当

时我还纳闷这人是谁，后来知道这位长者

便是牧师。 

 

  我是在一次任全德弟兄家里的小组聚

会上由牧师带领决志信主的。很多教会兄

弟姐妹信主后都是受到神的眷顾，或者说

境况得到改善。而我正好相反，2015 年

底我不停的加班却没有得到提拔重用；一

月份又撞车；二月份被停薪留职。当时有

些灰心，感觉上帝并不喜欢我。我要感谢

Jack and Cathy夫妇言传身教；David、

守荣姐、马冰姐和牧师亲自光临寒舍，进

行了深刻的交谈坚固我，鼓励我。其中有

一个思想是：当离经叛道的神的儿女（我

们）迷途知返的时候，撒旦一定会出现制

造麻烦并阻挠我们回到神的身边。那些不

顺利有可能是撒旦的诡计。我们要靠圣灵

保守坚定的信心。在他们鼓励下，我决定

参加受洗。即便是受洗当天，撒旦依然没

有放弃：我要受洗时，受洗袍不翼而飞了。

但是撒旦的阴谋并没有得逞，在神保守下，

我如愿受洗。 

 

  受洗后，我就是新造的人了。我们一

生是在一个爱我的主手中，他为我的人生

设立了会神心意的月标，我会朝着这目标

执著的前进。相信在神带领下，在教会弟

兄姐妹帮助下，我一定走在神为我设定的

正路上。 

 

 

 
 

金 金 

 

  很感恩，能被神拣选，在上周复活

节上受了洗礼，今天有机会能够在这里做

见证。我将接下来的时间完全交托给主，

希望我所说的一切能够符合您的心意，能

够荣耀您，见证您。 

 

  三年前，我拿了一张工作签证从上海

来到加拿大滑铁卢，然后一直从事医疗软

件开发的工作。这三年多的艰难困苦，抵

得上我前面三十年的总和。工作起起伏伏，

生活无数磨难和困苦。感谢主，您像黑夜

里的一盏明灯，把我引领到加拿大，让我

有机会遇见您、顺服您、跟随您，顺利度

过这三年并获得新生。 

 

1. 遇见主耶稣 

 

  要是不来加拿大，我这一辈子可能都

无法遇见主耶稣。Lincoln road教堂正是

我来的第一个教堂，也是我认识基督徒，

并最终遇见主耶稣的地方。和许多中国南

方来的同胞一样，这里的冬天有点难熬。

背井离乡，远离父母、亲戚和朋友，外加

生活单调和漫长寒冷的冬天，人都很难不

抑郁。就在我们来加拿大第一个圣诞节前

几天，路过 Lincoln road教堂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里有圣诞夜的庆祝活动。感谢

主，那个圣诞夜我们在 Lincoln road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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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感受到了基督徒的热情、友好和包容，

感受到了大家齐唱赞美诗时的感动，感受

到了我们这位伟大真神对我们的爱。现在

想来，就在那晚，主耶稣已经把基督徒的

种子撒进了我的心里。神已经安排好了这

一切，通过主耶稣美好地做工，把我带进

了他神圣的殿，让我能够认识他。 

 

2. 顺服主耶稣 

 

  我真正认识

主耶稣还是在我

们的 Lincoln 

road中文堂。

在这个神圣的殿

中，聆听讲道、

学习圣经、参加

儿童服侍。然后

通过一次次的祷

告和神交流，认

识到主的大能、

感受到主的大爱，并由心地顺服和赞美我

们的主耶稣。 

 

  晾安小组的团契也是我们全家最爱参

加的活动之一。对我来讲，这不单单是一

个圣经学习小组，还是一个大家庭聚会。

感谢主，让我们小组每个家庭都蒙福，赐

予我们每个家庭丰厚的产业-孩子。每次

聚会，晾安家里的地下室就像开了个幼儿

园，主对我们的爱光通过这些孩子们就能

彰显出来。每次聚会唱赞美诗之前，晾安

夫妇经常帮这些孩子们排练节目，孩子们

又唱又跳，大人们则在一边经常开心地看

着、笑的合不拢嘴。我经常给我太太说，

这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美好的笑，里面充

满了平安和喜乐。感谢主，让我明白作一

名基督徒是如此美好。晾安小组的兄弟姊

妹们还特别有爱，每次聚餐都有丰盛的食

物；每回小组有人搬家，家家户户都出手

鼎力相助；每回小组有人有难，都义不容

辞、关怀备至。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基

督徒该有的样子 – 爱神，爱人。感谢主，

帮我安排了这一切，让我亲眼看到、亲耳

听到您的样子。 

 

  前些日子参加了一位小组成员他父亲

的葬礼。首先感谢主安排了一切，让他父

亲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日子里能够信主、蒙

福。走在墓地的小路上，我和小组里面另

外一个去参加葬礼的弟兄有如下一段对

话。他问我：

“家里是否有其

他兄弟姐妹？”

我说“没有，我

是家里独子，计

划生育政策的结

果。我出来闯荡

后，唯一担心的

就是家中父母年

是日高，日后需

要我的时候，不

在身边、无法照顾到。”这位弟兄表示同

情，然后又问我“你父母是否信主？”我

回答“可惜没有”。他接着说，他父亲四

年前去世了，幸运的是去世前信主蒙福，

虽然现在无比想念他父亲，但是想来将来

必有一日能在天国再相见，心中释然很

多，而且满怀期待。这一段对话让我事后

思绪良久，都说人生苦短，我看看我的太

太和孩子们，再想想我的父母们，如果将

来有一天我们能在天国再相会，这是何等

美好。感谢主！ 

 

3. 主耶稣对我生命的改变 

 

  首先，主耶稣教我“爱神，爱人”。

爱神，让我心中有了寄托、也有了敬畏。

我知道要做让神喜悦的事，不做害羞的

事，不做以前那些自以为是的事。爱人，

让我心中充满爱，让我原来这个懒惰、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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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有些冷漠的人有勇气和力量去关怀和帮

助身边的人。 

 

  其次，信奉主耶稣让我生命充满喜

乐，有勇气度过一切艰难困苦。凭着对主

的信心，并相信我们大能的神已经帮我妥

当地安排好了一切。腓力比书第三章 20

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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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

书第五章第二节也写到“我们借着他，因

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着的恩典中，并且欢欢

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信奉主耶稣让我对

生活有了无比的信心，对死后也有了无限

美好的期许。感谢主帮我度过加拿大这最

难的三年，赐福给我丰厚的产业，让我拥

有了第二个孩子，并且申请了永久居留

权。感谢神的美意，我们把一切荣耀都归

于我们的父神。 

 

4. 结束 

 

  感谢神，拣选我这个罪人，赐下您的

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为救赎我们舍身流血

钉死在十字架上。感谢主，一路引领我来

到您的殿，让我受洗礼获得新生命，一切

荣耀归于父神。 

 

 

朱时培 

 

  我很庆幸自己能在上周日复活节受

洗，并为能在主复活的日子里获得新生感

到荣耀！我很高兴能在这里一起与大家分

享我的信主过程。没有轰轰烈烈的过程，

也没有大起大落的事件，用水到渠成来形

容我的信主过程更为贴切。 

 

  首先作为一名物理系的学生，我想跟

大家分享下在对科学求索过程中，我是如

何坚定自己信仰的。其实当真正进入科学

的世界中去才发现，自己掌握的越多，需

要知晓却很难知晓的东西也跟着越多，我

所触及的永远只会是真理之光的冰山一

角。很多著名的理论都有其固有的缺陷和

普适范围，甚至理论之间都会存在无法被

统一的冲突，比如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

论。科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是人类的

第一生产力，然而却不是无所不能，永远

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人的逻辑无法穷尽

自然的奥秘。之前在卢教授家里查经的时

候，教授提到过耶稣把水变成酒的故事；

作为一个搞科学的开始都会觉得很荒谬，

然而作为一个能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自然

会拥有驾驭时空的能力，把水变成酒自然

不在话下。当然通过时空转换的方法也是

我的浅薄揣测，其中的奥妙会远远超乎我

的想象。骄傲是人类的原罪，愿主进入我

的生命后，能洗脱我的傲慢和自以为是，

让我在今后的求知生涯里能始终怀着一颗

谦卑好奇的心去自由地徜徉。 

 

  主耶稣为我开了门，不仅启示我在探

索中追寻真理之光，也把光明注入了我的

生活。爷爷临终前嘱咐过我“这个世界有

黑暗的一面也有光明的一面，但要始终向

光明的一面看齐。”爷爷是一名优秀的共

产党员干部，也是个唯物主义者，他把一

生都无私奉献给国家和人民，是我最敬重

的智慧长者。然而，他身患癌症即将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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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段时光，是我至今为止最痛苦的回

忆。我亲眼目睹了那种最后面临死亡的绝

望是如何吞噬人的意志和生命。爷爷是术

后两年复发，癌细胞扩散，医院已无计可

施。在生命最后半个月里，爷爷无法进

食，只能靠打点滴来维持生理机能，更为

煎熬的是每时每刻都要忍着癌细胞吞噬全

身的剧痛，时间就仿佛一把利刃持续不断

地切割肉体和灵魂。当时的我第一次感受

到了死神的恐惧，他可以把在世的时间变

成炼狱。爷爷走的时候内心没有盼望，我

当时多么想寻求到一种力量能帮助爷爷从

精神上解脱出来。后来接触到了福音，才

发现原来神早就为世人预备了得救的道

路。通过主的道路，我们可以进入永生的

国度。如果爷爷拥有这份盼望，他当时走

得应该会更加安慰吧。 

 

  主耶稣不仅回答了世人灵魂的最后归

宿问题，带给我最大的盼望，还把光明注

入我的生命中。我一直相信人来到世上会

有他自己的目的和意义，我们会经历各种

苦难各种诱惑和抉择，这些经历的过程也

是我们生命的历练过程，也是我们通往神

的国度的考验过程。“最要紧的是要切实

相爱，因为爱可以遮蔽许多的罪”。主耶

稣让我明白爱可以洗脱人的原罪，因为有

爱，我们的生命便有了光。心中有爱，不

怕远航。 

 

我起初一

个人来到加拿

大留学，生活

上开始不太适

应，以为自己

被流放在这个

无比寒冷辽阔

的地方。后

来，自从我的

小伙伴耀文带

我来教会，才

发现这里是一个如此温暖的大家庭，每个

人身上都散发着光芒，是爱和信仰把大家

紧紧连在一起。随着参加教会活动的次数

增加，我也开始慢慢融入大家，并有幸加

入迦勒小组，每周在卢教授家里参加查经

活动。博学智慧的李牧师和卢教授以他们

渊博的学识逐字逐句帮我们解读神的话

语，并耐心解答我们的疑惑。渐渐的，我

也学会祷告，并真切感受到神话语的力

量。前段时间，做过心脏病大手术不到一

年的嫂嫂怀了猴宝宝，在做全面孕检之

前，一家人都很担心宝宝的发育会受到嫂

嫂心脏病的影响。我就默默地向神祷告，

祈求保佑嫂嫂母子平安。后来，全面检查

结果出来，所有指标都很正常。妈妈前段

时间，手会不停地颤抖，医院初步检查怀

疑是中风前奏。后来我就祷告，并叮嘱妈

妈注意饮食和休息。等我元宵节回家后，

看到妈妈的身体恢复健康，悬着的心终于

平静了下来。是神对我们一家的看顾，才

让我们平安喜乐地度过这一切。 

 

感谢李牧师和卢教授和家人们，还有

耀文、顺姬姐姐和仲贤哥哥对我生活的关

心和照顾，让我对教会有了家的归属感。

在这里我可以从神的话语汲取力量，不断

提升爱人的能力，然后去爱身边的人，把

神的福祉薪薪相传下去。我知道受洗并不

是结束，而是作为基督徒新生活的开始，

而且从今以

后，我更要以

一个基督徒的

标准要求自

己，爱世人，

传播福音，听

从主的话，把

生命交到主的

手里，让它完

美，纯洁，无

罪。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