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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贵湖受洗弟兄姐妹的见证

1. 董洪君 弟兄 

从第一次去教会到今天站在这里整整

六个年头了。当回首的时候真的很惭愧当

初是那么的无知且狂妄；同样如果回到六

年前，也怎能也无法想像我今年所做的事。

感谢神，安排我的家人，还有这么多的兄

弟姊妹帮助我，引领我走过这段心路。 

刚接触圣经的时候，是报着挑毛病，

找反驳证据的心态。总感觉自己的认知是

对的，是世界的真实。正如约翰福音里说

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还记着

有一次教会牧师上门做辅导，我还以自己

的历史，科学知识跟人家辩论。就好像一

只装满水的桶，无法往里再多倒进一滴水。

感谢那时教会的Ｊｉｍ和Ｂａｒｂ。他们

从来没有因为我的愚昧和狂妄而放弃我，

而是几年来更多的关怀照顾，让我逐渐的

感觉似乎情况不对。Ｊｉｍ是一位记者，

可谓见多识广，为什么这么虔诚信主。Ｙ

ｏｕｔｕｂｅ上有关于科学家讨论圣经的

很多视频，莫非这些科学家全是被蒙蔽了

双眼？！我一定不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也绝不可能世人皆醉我独醒。箴言里说，

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惟

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这时我的好朋友

请活泉都会的桂牧师到我家给我讲道，而

且他送我的一本书叫《游子吟》。因为作

者曾经是一位学者，我也很有兴趣看看他

的想法。没想到这一看就放不下了，一下

子通读了全书。个别地方还回过头去又仔

细读了几遍，想了又想。这已经是距离我

第一次进入教堂的第四个年头了。 

心门一旦打开，阳光瞬间闪入。为甚

麼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

有梁木呢。过去没等别人说几句，我的反

对意见已经洪水般压了过来。现在知道自

己并非正确，真的可以细听别人的言论，

捉摸经上的话语。越多这样的感受，真的

就越感到自己的渺小不足。整个人像一块

干瘪的土地，每天每时的生活点滴，做的

每一件事情，与别人的每一次谈话，都有

那么多值得思考，需要感受的内容，每时

每刻都在吸收久违的甘露。这样的感觉真

是从来没有过的。再次打开圣经，更多的

是思考和领受而不是挑剔，那么多的话语

不知道多少次深深的震撼着我的心灵。爱

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

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

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

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

止息。第一次读到这段话，还照了像放在

手机里，有时间就拿出来读一次。有朋友

说，小董你怎么现在话越来越少了，我说

是，耳朵太忙了就忘了用嘴了。其实是真

正在听别人的话，心里在领会思考。我媳

妇说你现在带孩子能力超强，我自己清楚

过去不知道什么是爱，做的实在是太不够

了。 

 

今天是一个神圣的仪式。通过这种方

式表达对主和他安排帮助我的人的感谢，

也是在我心灵中的一个重要宣誓。谁能使

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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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

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

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

经得胜有余了。 

 

2. 全顺姬 姐妹 

在来林肯路教会之前，我曾三次遇见

基督信仰。 

第一次是在高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在天津念书，远离家乡，感觉

吃啥都吃不饱。好在常常受表姐的照顾。

我姐姐是很随和的人，周末的时候常带我

去当地的韩国家庭教会。那个时候跟着去

听着听着讲经就睡着了。那个时候，教会

里的阿姨姐姐们厨艺很好，每次去美食是

最大的诱惑。她们每次看着我睡着或者狼

吞虎咽，都在一旁默默的微笑着，要么让

我读一段经文提个神儿，要么给我再盛上

一碗吃饱。到现在回想起来，那些画面依

然很温暖。 

第二次是在大学的时候： 

当时我们学校请来在音乐学院做客座教授

的韩国国家交响乐团首席指挥廉教授担任

我们合唱团的客座指挥家，为在韩国釜山

举行的国际比赛备战。请他做客座很重要

的原因也是因为他曾是这项国际赛事的前

任主席，领导希望他能为我们和评审团说

上话。当时艺术团里只有我能说韩文，自

然而然就给教授和团队之间做翻译。于是

跟着学校和团里酬谢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是我们给他送去两次中国式的厚礼都被

谢绝了。当时大学里的负责人看着如数退

回的大大小小的礼盒担忧我们这次比赛恐

怕要空手而归了。其实比赛很公正，我们

也得到银奖回国。事后第三次送感谢礼，

廉教授还是不收。过了些日子，教授夫妇

请我去吃素食烧烤，也是我第一次吃素食，

感谢我那几个月做翻译和助理，并且给我

1500块人民币让我补贴学费，说那是他

们在暑假期间在加拿大教会里做音乐课辅

导，教会里的人们捐款给他们的。那些钱

拿在手里感觉沉甸甸的。 

第三次是在北京海淀堂： 

后来毕业后一直在北京生活工作，忙碌着

一年又一年。如大家在国内亲历，这几年

空气、土壤、水源、食物、通货膨胀等各

种安全隐患。于是就想着移民，各种尝试，

路漫漫，盼望和压力并存着。很偶然的一

次机会去了北京海淀基督教堂，教堂里光

线是暖黄色的，当时的话语和音乐也很有

感动。于是第一次在教堂里做了祷告。后

来我们如愿以偿来到加拿大，在这可爱的

滑铁卢定居。自然而然来到林肯路教会，

和兄弟姐妹相遇。 

冥冥中，天父就在那里看顾着我这从

小在外飘着求学的小孩，垂怜着我，给予

必要的照教导和看顾，弱小和绝望的时候

给力量和盼望。 

在教会里听讲道、服侍、在属灵家人

们之间有交通和成长，在生活里和我的先

生不仅相依为命，而且有生生不息的信仰，

常常觉得自己很幸福，很幸运得蒙天父眷

顾。 

感恩天父的爱，感恩丰盛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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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历中 弟兄 

 

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过耶稣这位神， 

我知道祂是一位复活的神。 每逢圣诞节

和复活节我经常可以听到关于耶稣的故事，

但我从来没有了解过也无法理解耶稣的伟

大。我常听到教会里的大人们要感谢耶稣

或是感恩。我就想： 我为什么要谢谢耶

稣？感谢是给于帮助过我的人。 耶稣给

了我什么？帮了我什么事？这总是让我百

思不解。 我记得有一次跟着父母参加了

一位叔叔举办的查经会，家长们让我和其

它小朋友到一边玩。 小朋友学着大人们

祷告感谢主，祷告完后我问他们为什么要

感谢主。他们没回答我的问题，反而指责

我不信主。 每人开始你一言我一语的说

我不是。 “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

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

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 （路 6:37） 

这是真理，当他们论断我时， 我也在论

断他们。 我对他们产生了反感。 经过这

事之后我对教会敬而远之。 

当我在一次接触上帝的时候已经是大

学一年级了。那时我在找第一个实习工作， 

过程非常艰难而且辛苦。 我当时面对的

情况是找不到工作的话， 账户的钱加上

OSAP还不够付学费。 家里经济情况也不

是很好， 所以我不想找家里帮忙。投了

一封又一封的简历， 得到的回应是那堆

满信箱的拒绝信。 日复一日无果的盼望， 

让我开始感到了绝望。 我最后在多伦多，

实际走进了每一家我想去的公司投简历。 

最后我发现无论怎么努力都没有结果，最

后当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想起了

神。 我想： 我没办法了， 我能想的办

法都没用。 神！ 那万能的上帝应该有办

法。

我跪在床前开始祷告， 我把最后的希望

寄托在上帝的手里。 我也没奢望上帝会

回应我的祷告， 但过了几天之後我的祷

告得到了回应： 我拿到了第一份 COOP工

作。 我拿到 offer时我第一个想到的词

是谢谢， 我心中充满了对神的感恩和感

谢，感谢主！ 同时我也感谢给于我支持

的家人。  

从那之後我慢慢放下对教会的排斥， 

我开始有想去了解神的心。 最後在上帝

的安排之下 Hans 把我带进了学校团契和

林肯路教会。 通过圣经，朋友和牧师的

教导我慢慢了解到那位创造我们的神。 

教会里教导的智慧使我受益匪浅， 圣经

记录的话语让我对生活有了新的看法。 

我之前时常担心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现在我把这些烦恼交给了上帝。 因为耶

和华是控制明天的主， 他给世人安排了

美好的旨意，我只需要追随他的好意就行

了。 我感到很庆幸知道这世上有一位爱

我们的神。 神的话语是我人生的指南， 

我相信神的教导会把我带进光明。 耶稣

说过：“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必定

不在黑暗里走，却要得着生命的光。”

（约 8:12） 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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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宇瑶 姐妹 

 

    今天我非常高兴地接受耶稣为我的信

仰和生命的主，并做出我的见证。我很感

谢上帝，他接受我为他的女儿，不管在我

快乐或悲伤时，都一直深爱并且帮助我。 

    在到加拿大之前，在生活中很少有机

会去教堂，认识耶稣。但是，在我的心底，

总觉得有一位慈爱的神，在默默的关注着

我，当我需要帮助时，我也会默默祷告。

虽然我并不确定谁是这真神，但是我对基

督教一直有很好的印像。在中国的历史上，

有一位第一夫人，蒋宋美龄就是一位虔诚

的基督徒。在国内我总觉得很可惜没有认

识基督的机会。我想，上帝听到了我的祷

告，并带我到加拿大认识他。  

    到滑铁卢大学后，我积极的报名参加

了 UWMCCF。在那里，我认识了很多善良

的虔诚的基督徒比如 Angela, Andy，

Celia 和 Jim， 在团契中我加深了对教

堂和圣经的认识。我还参加过一个名为

Inver-Varsity 的 Amy 带领的 bible 学

习小组，在那里我感受到当地人的热情好

客并对耶稣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其实到加

拿大之前，我一直过着很幸福的生活，有

着家人的支持，学校的关注和朋友的温暖，

我几乎不知道社会的黑暗面，也不曾想过，

在我的人生旅途中会遇到难关。我相信上

帝为我准备了这节课使我更加坚强地面对

今后具有挑战性的生活。 

 

    在读书期间，很感谢主，我很幸运的

得到一次为期八个在迪拜的石油公司的实

习机会。在迪拜，我遇到了一对热情的丹

麦基督徒夫妇 Jytte 和 Preben, 直到现

在我们仍保持着书信往来。在那个国际大

都市的繁华中，我曾追寻并迷茫着，欢笑

并哭泣着，得到也同时失去着。我体验过

梦想中的生活，也遭受过社会的不公以及

人生的无奈。这才发现，人生中有很多事

情是你再用力也抓不住的，有很多美好也

如盛开的鲜花一样是转瞬即逝的。而寻找

心灵的平静和满足对我而言变得格外重要。

只有这样，才可以喜悦的面对花谢花开，

在美好的春季看着牡丹花绽放，在刺骨的

寒冬仍然欣赏并学习梅花的傲骨和坚强。

而我相信，信仰是可以给我平静和满足的。

我很庆幸，在生命中最难过的时候，我没

有离开耶稣。我经常去教堂与牧师和基督

徒朋友交谈。我很感谢上帝，如此爱我，

默默的看顾并帮助着我。在 Amy 的 bible

学习期间, 偶然的一次机会，我认识了

Cathy。你无法相信，人生是多么开心能

认识一个和你有相似经历，能够产生共鸣，

愿意听，并且真正能听懂你的朋友。我始

终相信，人生的一切偶热都是必然，所以

上帝听到了我的渴求，并在我最需要的时

候送给我一位懂我的朋友。 慢慢的，因

为耶稣，Cathy 和其他好多基督教的朋友，

我的生活又见到了阳光。我很感谢上帝赐

给我的那段痛并快乐的经历，让成为一个

更加成熟，更加懂得珍惜生活的人。正如 

雅各书第一章三到四节所说的“因为直到

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产生忍耐。但忍

耐要坚持到底，使你们完全，毫无缺乏。” 

 

    在那之后，虽然我已经能深深感觉到

神的爱，并从心底接受他作为我的信仰。

但仍然在是否受洗中徘徊有一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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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太多的事情，也无法解释，我担心

如果别人问我关于基督的问题，我不能给

出满意的答案, 不能荣耀神. 因为想说服

自己，做出理性的决定，有一段时间，我

很认真的在寻找答案。李牧师可以见证，

我曾问过他许多关于不同的宗教，多宇宙，

多维空间等等的困难问题。其实不仅李牧

师，每当我有机会。我都会抓住一起机会

问基督的朋友。如果还是没有答案，我就

会在书中寻找答案。2016 年开始，我加

入了 Dorothy 的 focus 小组，感谢神，

我认识了 Dorothy, 她会很耐心的聆听并

解释我的问题。也许是她看到我的追求，

她提供给我每周一次的单独学习 bible的

机会，送给我一本名叫《游子吟》的书。

渐渐的，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我的大多数

问题都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解决。

只剩下一个特别难的问题，一直没有答案。

那时，我就听说今天在桂湖公园有受洗仪

式，因为犹豫不觉，我暗自祷告，如果我

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就会受洗。其

实，我内心很不安的，因为关于这个问题

我问过很多很多人，一直没有满意的答案。

但很快的，在一次与 Cathy吃 sushi期间，

我得到了能说服我的答案。又一次，我被

神的无所不能所震撼。从那时起，我就下

定决心，心态很平和的接受并等待受洗。

然而，这并不是因为我不会再有任何疑问。

相反的，我谦卑的知道，我无法知道宇宙

的全部奥秘。但我坚信，只要我用一颗纯

净的心追求上帝，他就会给我答案。在这

儿，我也想分享给还没受洗的兄弟姐妹，

如果你没有准备好受洗，请耐心等待，突

然有一天你会意识到，你所要的在基督中

都会找到答案，只要你没有放弃追逐信仰，

追逐耶稣的心。正如耶利米书第 29 章 13

节所说的“你们要寻找我，只要一心寻求，

就必寻见。” 

 

    最后，我真的要感谢在途中帮助我的

人。更重要的是，我要感谢慈爱的天父，

对我无尽的疼爱。从今天起，我就要开始

与耶稣的新生活。我深深祷告，希望圣灵

能常驻我心，教导我，提升我，让我在生

活，工作，人际交往，更重要的是，信仰

中成为更优秀的人，可以荣耀他的名。阿

门！ 

 

5. 宋振 弟兄 

 
 

 十分荣幸今天能在这个特别的公园活

动日在众人面前受洗, 在一众友人面前, 

在父母面前为主作下见证: 今天, 我正式

归入了耶稣基督, 通过耶稣基督的洗礼, 

旧我亡去, 新我降生.  

 我认识神的时间不长, 第一次接触基

督教的概念是在去年的九月 ,是通过 

UWMCCF 开始了解神的. 想起那时的我刚

刚来到滑铁卢, 与其说对大学的新生活充

满了好奇, 还不如干脆说是什么都不懂, 

感谢神对我的周到眷顾, 是他把我带进团

契这个大家庭. 说起来真是凑巧, 因为我

当时完全是第一次听说团契这个名词, 然

后是我一个朋友(就是 Bruce)跟我说…我

在 club’day 上看到有个团契小组说这

周有一个本地教会有活动然后有午饭吃你

要不要去….就这样我来到了林肯路教会, 

每次想起这段我都会自己偷笑好一会. 总

感觉这是神在万物之先定下的安排. 神在



6 
 

他遍满全地的子民中独独选中了我, 让我

顺从他的心意成为他的门徒, 让我不管在

哪里做什么都荣耀他的名, 这就是神在我

生命中写下的美好计划了. 李牧师在我生

日的时候向神祷告说,希望神用他智慧的

笔在我生命中写下最美好的规划, 感觉这

规划就包含着从一顿午饭的恩典到现在为

我许下一个胜似新生的生命. 我暂时是没

办法想明白这其中的奇妙之处了, 恩典本

来奇妙.  

 我是在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日决志信

主的, 一直到今天是决志后的二百零二天. 

之前我对受洗这件事一直都非常谨慎, 总

是担心自己是不是哪里做得还不够好, 是

不是哪里知道得还不够多. 神好像知道我

的想法, 适时地给我一些考验, 让我自己

去体会神对我对我的工作和看顾. 现在我

明白, 受洗和决志祷告一样, 是一个信心

的宣告, 是明示自己愿意接受基督道路的

仪式, 这只是一个开始, 开端需要的不是

已经获得的多么高的成就, 而是一份愿意

接受的诚心. 在这里要感谢我的基督徒朋

友们, 感谢付敬格, colleen, 还有 Jim 

给我的引领, 更要感谢神在我灵命上的默

默工作, 今天归入主耶稣基督是荣耀主名

的好事. 

 虽然认识神的时间不长,但是幸运的

是神让我认识了许许多多把耶稣基督的生

命活出来的朋友. 他们的耐心引领让我认

识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信仰,是一个什么

样的神在带领我们; 他们的悉心帮助让我

看到了什么叫做施比受更有福; 他们的生

活让我看到了什么叫神所喜爱的圣洁的生

活. 是他们让我感觉自己对这是一个什么

样的神有了认识.  

 作为一个化身为完全的人的完全的神, 

耶稣基督最让我信服的一个地方就是他的

公义. 如果这是一个不论如何都平均地布

下救赎的主, 那么这个主也许能用自己的

爱心去感动一些人, 但肯定不会感化所有

人. 因为有一个想法会一直存在：‘既然

不论自己如何做都能得到救赎, 那何必了

解认识神呢?’ 其实神的公义就在于他不

只指出人的过犯, 还给人指明了一条救赎

之路. 过犯在公义面前代表的就是惩罚, 

耶稣的代为赎罪就是救恩的开始. 正如约

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说: “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

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因为信, 我

得宝血的恩典, 得救赎, 得永生.  

 耶稣是守约施慈爱的神. 他说他用他

的宝血给一切信他的以救赎, 赐信靠他的

以永生. 神许下末世大审判的约定, 也就

给世人发掘了坚信不偏移的源泉. 耶稣必

再来, 这既是一切已然得救的基督徒的信

靠源泉—不管是死去的还是在世的都将在

新天新地中永生, 这也是对一切慕道人的

呼召—归入耶稣,这里有救恩. 

 归入耶稣之后, 我更加懂得了什么是

爱 .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八节说 : 

“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

妒; 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别

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凡事

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

永不止息.” 这段长长的解释是我所见到

的对爱的最好诠释, 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

段经文. 愿我在归入耶稣基督之后的生命

一直有神的同在和看顾, 遵从神的旨意来

活出神所喜爱的生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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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任仲贤 弟兄： 

 

我走进林肯路教堂已有 10个月，但

我知道这不是我跟神关系的起点。以往

30 多年，我知道神无时无刻不在眷顾我，

虽然那时候我看不见，听不见，但和很多

人一样，我享受了太多自己都意想不到的

福分。我拥有的都是因为我自己的努力么？

其实太多都不是。那是好运气么？如果相

信运气，任何一个非常随机的厄运都可能

让人万劫不复，那人的命运岂不脆弱的太

可怜了。那是因为有好父母、好星座、生

在好年代？其实这些“好”从没有绝对、

从没有标准，也从不缺乏争论。最后我只

在圣经里找到了答案。 

小时候对父母的感激，自己得到了更

多的爱与安全感；长大后对同事、合作伙

伴的感激，自己得到了更多的信任与机会；

结婚后对妻子的感激，自己得到了更多的

平安、幸福。所以我付出一点感激，就会

收获更多。那我白白得到的这么多意想不

到的福分，应该对谁感激？还是圣经告诉

我，是拣选我的父，用宝血洗净我的主，

和一直不离不弃引导我的圣灵。人的弱小，

让我一天忙的跟狗一样也整理不完眼前这

些杂乱的信息，所以我知道，不是我找到

了神，是神找到了我、拣选了我。 

正是因为被神拣选、被神眷顾，我一

到加拿大就和太太来到了教会，遇到了为

我答疑解惑的牧师，生活上给我诸多帮助

的 David、全德兄弟、卢教授夫妇、耀文

兄弟等人，和教我英语的 Anna, Bruce。

在圣灵的感召下，和身边每位兄弟姊妹的

帮助和激励，我很快就决志信主。在世间

修行、传道是主给我的使命，我以能被主

驱使为荣，因为多次经历让我明白，正是

通过这样的过程，我才能得着更多。然而

人的信心像波浪，不断受世间的诱惑干扰。

所以我愿将我的罪，同那以自我为中心的

老我，一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受洗后

得到重生。我愿完完全全交托给神，没有

任何属于我，只有那白白得到的救恩。 

 

7. 陆心仪 姐妹 

 

大家好，我是陆心仪，是滑铁卢大学

大四的学生。很高兴今天大家能来参加我

的受洗，今天是我与主特殊奇妙的一天。

自从在密西沙加的教会决志信主到今天受

洗，我花了五年的时间，这五年中有灵命

也起起伏伏，曾经有过很长的时间远离神，

远离教会，慢慢地，会发现这是一个恶循

环，因为讨厌远离神而犯罪的自己，觉得

更没有信心再回到教会。现在回想起来那

段没有主的时光真的是空虚和黑暗的，但

是感谢神并没有放弃我，还是找到迷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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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将我带入 mccf和林肯路教会。在这

里认识了很多年龄相仿的好朋友，也让我

重新感受到在主里的平安和美好。曾经的

我觉得受洗是最难跨出的一步，因为我错

误的以为那意味着要成为一个完美的基督

徒，要全心归于神不能再犯罪，后来听了

教会很多小伙伴的意见，我慢慢开始不那

么执着于要变得完美才能被神接受这种想

法。因为我发现我还是会犯罪，但是神还

是一如既往地赐给我平安。我终于接纳自

己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完美基督徒的事实，

甚至距离一个合格的基督徒也有很大距离，

但是经历了远离神再找回神的我，虽然并

不能证明他是否存在，但就是愿意坚信他

一定存在着，并且用一生追随他。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神奇的见证，这

次妈妈决定在我考期末考试的时候来加拿

大，我忙于复习而没有时间陪她去周边逛

逛，我们本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就是妈

妈在家里待十几天。在妈妈到达加拿大的

第一个周日，我带她来到了教会，在散会

后，有一个叔叔阿姨找到了我们，说是我

的亲戚，我看到他们却并没有印象，后来

才知道他们听到我妈妈的自我介绍就认出

我们，因为是远房亲戚我并没有见过，而

他们和我妈妈一样也是第一次来林肯路教

会，在这唯一的一次中，我们竟然时隔几

十年在遥远的加拿大遇见了。我相信一切

都是神的奇妙安排，让我们在主里重新相

遇。当然，我妈妈也终于可以出去走走逛

逛。通过这件事情，我真的认识到神事无

巨细地看顾他每位儿女，他是万能的，万

事都做好了他最好的安排，更有很多是超

过我们想象和能力的。 

 

信主以后，我发现自己慢慢地开始不

那么忧虑，因为学会将很多事情交托给神，

并且当我意识到有一位天父无条件地爱着

我，在背后支撑着我的时候，好像真的一

切都变得不那么可怕了。以后我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希望大家多多指教。谢谢大家

听我的见证，最后想引用小伙伴告诉我的

一句经文：箴言 4章 23节，你要保守你

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

由心发出。 

 

8. 罗玮 姐妹 

 

Hello，大家好！我叫 Phoenix，大

家都叫我小學妹。我是 2012年訣志的，

如今已經信主 4年了。中間有很多故事，

而中間的每個階段與主的關係都是很不一

樣的。那我就講講最近的吧，因為我覺得

這學期有種歸家的感覺。 

首先，我很慶幸因為信主的原因，剛

來到滑鐵盧大學我就來到了校園團契，然

後我現在身邊基本上 95％的朋友都是來

自團契的。雖然我一直都有斷斷續續去團

契和教會，可是我能感覺到實際上我跟神

的關係是越走越遠的，不像以前剛決志的

時候的那種熱情，經常有各種疑問還有每

個禮拜都會去主日學。 

這學期一開學的時候我是挺不開心的，

因為和我經常在一起的朋友全部都不在身

邊，不是畢業了就是 coop。然後每天放

學，拿出手機發現不知道能找誰一起吃飯

之類的，然後就會有種莫名的憂傷。然後

之後那段時間我都是經常跑去多倫多找朋

友吃飯的，漸漸之後忙起來就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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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中間那段時間也是一種一直處於

低谷的感覺，因為我這學期想找工作可是

我又不是 coop，也沒有在這裡找過工作，

所以比較難吧。然後我這個人本來就是比

較自卑，然後前一段時間一直持續覺得自

己好弱，好沒用的感覺。那段時間我每天

都過得不知道像什麼似的生活，基本上什

麼人找我，我都懶得回復，有一種不想和

人講話的感覺，每天起來都感覺沒有動力

做任何事情，十分墮落，很想去一個沒人

認識我的地方重新開始。可怕的是，那時

候我也懂一個道理，就是知道自己弱的話

就應該好好努力，可是我那時候的想法就

是我承認了自己好弱，就這樣吧之類的想

法。然後那時候 Emma就跟我說，覺得我

把世上的東西抓得太緊了，沒有完全把找

工作的這件事交給神，跟我說要對神有信

心也要對自己有信心，叫我放下所有重擔。

實際上，她跟我說完之後我感覺自己很難

做到的，完全不知道怎麼可以放鬆點，可

是 somehow我還是不知道怎麼樣地放鬆了

一點。 

然後大概過了那麼一點點時間，我就

收到一個面試，準備面試以及面試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我都感覺很平安很踏實的，

然後面完之後沒多久我就收到 offer了。

不過在收到 offer之後開心了不夠 3個小

時就發現我簽證有點問題，然後之後處理

的過程比沒找到工作還要煩，就是一種眼

看著拿到的 offer就要沒掉了的感覺。可

是中間我能感受到神一直陪伴著我一直領

著我走，很多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我能感

覺到都是神的安排。有些事情是在很久之

前發生的，那時候不覺得是怎麼樣，然而

到後來才發現那些都是神為我做的預備。

我很感謝主這麼愛我，為我所作的預備。 

還有一個值得一提的，我感覺跟

Yolanda的認識也是主的安排，雖然我沒

有經常和她聊天，可是我們聊起來都是重

點，感覺神通過她來警惕我，警惕我過去

的行為，叫我不要再去犯罪了。這個學期

我真的看到了主對我的愛，讓我更加有信

心，他給每一個人回應都是不一樣的，不

必跟其他人作對比，要多禱告，還有耐心

等待。 

 

贵湖风雨 – 8 月 13日日记 

李东光（国语堂牧师） 

 

2016 年 8 月 13 日林肯路教会国语堂
在贵湖公园的受洗和户外活动是一个难忘
的经历。 

在前两天，天气预报预告 13 日那天
将有大雨，大家就在担心。可是我们还是
凭着信心，坚持原来的计划。 

13 日清晨，看到天气阴沉沉的，也
有弟兄姊妹打来电话问是否 cancel。最终
大家还是怀着信心、兴高采烈地出发了。
由于没有去过贵湖公园，GPS 领的路又不
对，我很难得的迟到了几分钟。不过尽管
开始大家的情绪慢热，还是按照时间
10:30 开始受洗典礼。 

我走进湖中，水温非常舒适宜人，由
于水较浅，走进去大概 100 多米才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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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齐腰深。当我开始为第一位弟兄施洗时，
天空虽然有阴云遮蔽，但是一直没有下雨。
奇妙的是，当 8 位弟兄姊妹都受洗之后，
突然，天上的阴云裂开了一条缝儿，阳光
照耀下来。我情不自禁地大喊：天开了！
岸上的弟兄姊妹也喊天开了。神用最特别
的自然现象展现了祂的荣耀与信实。 

接下来的见证时间比平日在教会要长，
每个人都尽情地诉说自己被神得着的奇妙
经历，感谢在信主过程里那些伸手引领他
们的基督徒，更感谢神自己的拣选和恩典。
说到动情处，有感恩的泪水、欣慰的笑声、
由衷的掌声。张国光长老做了劝勉，告诉
弟兄姊妹们做基督门徒真正的意义是‘背

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 

 

正当马上要开始午餐时，风变得更加
强劲，乌云涌动着向我们的头上滚来。雨
点开始噼噼啪啪地落在帐篷上，落在草地
上。但是，热烈的午餐还是开始了。午餐
时，暴雨开始劈头盖脸地落下来，随着猛
烈的风，吹进了帐篷，倾泻在人们的雨伞
上、身上。为了躲雨，100 多人不得不亲
亲热热地挤在几顶小帐篷里，和用雨布临

时搭起的棚里一起用餐。盘子可能无法避
免溅进雨水，但是大家吃的仍然津津有味。
临时的棚子缺少柱子，几位身材高大的年
轻人用手拉住一角，权作中流砥柱，撑起
一片天地。大家有时不得不拿到饭菜后，
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打伞，让他吃完，然后
再交换。虽然大多数人的身上还是被风斜
着吹来的雨水打湿了，有的人服事忙来忙
去，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被淋得透湿，
然而，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灿烂的笑容，
每个人的口中发出的都不是抱怨，而是欢
乐的笑声。有弟兄说：这是神的恩雨充沛
地降下，代表神丰富的祝福。 

雨实在太大了，聚会只好匆匆收场，
风雨中好多的弟兄姊妹都自觉地帮助清理
场地。整理物品。带走我们所有的东西，
留下一片干净的空间。 

这个经历对于每一个参加者都是奇特
的、有特别的意义。对于受洗的 8 位弟
兄姊妹来说，他们在神创造的美好大自然
中接受洗礼，体验到原汁原味的约旦河、
加利利湖的感受。受洗之后那裂天而降的
阳光，是神清楚的悦纳和鼓励。亲友们在
风雨中的陪伴，是主内彼此切实相爱的例
证。那浩瀚大湖的水与从天降下的天水双
重的洗礼，是他们加倍的重生确据。相信
对于他们，这次的受洗应该会更加深刻地
留在他们的脑海当中，成为一所难忘的回
忆。 

对于所有参加的 110 位大人小孩，
这次的活动也一定难以忘怀。那天气奇妙
的变换，阳光透出云层又转为阴云密布、
暴雨倾盆，如果不是这样的机会，大家一
定是躲在家中，不知道在风雨中一同聚餐、
一同躲避风雨、一同尽情地淋个痛快是什
么滋味。在这场期待的暴风雨中，所有的
弟兄姊妹朋友家人，在一起经受了神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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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洗礼—用从天而降的恩雨，对我们干渴
心灵的浇灌滋润。 

不幸的是（或说幸运的是）我们在午
餐时正好赶上大雨降下（或者说神下大雨
的时候正好赶上我们吃午餐），这让我们
的午餐有些不便，但是又让我们的午餐变
得独特难忘。我不知道人生有多少次我们
可以与 100 多人这样吃午餐。但是我们
与主内弟兄姊妹的亲密情谊，在风雨中会
变得更加具体真实。在这次活动的自始至
终，各位负责同工尽心尽责，每一位在场
的弟兄姊妹都主动积极地在各个方面伸出
帮助的手。我们一起谱写了风雨中同心服
事的美好诗章。 

望着弟兄姊妹风雨中的笑脸，我的心
有深深的触动。在人生中，我们不是也会
常常遇到这样不测的风云变幻、骤然的风
雨交加么？可是今天的遭遇为什么不同？
为什么我们没有觉察到沮丧、绝望弥漫在
人的心中？没有听到怨天尤人的抱怨、灰
心丧气的叹息？没有看到顾影自怜、自暴
自弃的行动？因为我们是在神的同在中、
在神的大爱中、在神的大爱充充足足地体
现于弟兄姊妹风雨同舟、互相扶持、携手
面对人生风雨的现实中。同时，我们知道，
风雨是暂时的，是一次特别的经历，其中

有神美好的旨意。而等待我们的，是温馨
舒适的家，我们很快就从风雨如磐的公园
回到家中，淋湿的衣服将被换掉、疲劳的
身体会得更新，在与家人谈笑之中，这次
的经历成为我们感恩的谈资、思考的素材。 

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我们无法避免
生活中的风风雨雨。把我们放进温室保护
起来不是天父上帝的旨意。我们一定会有
各种各样经历风雨的机会，或毛毛雨、或
雷阵雨、或暴风雨。让我们记得，无论环
境如何严峻、风云如何莫测、暴雨如何凶
猛，只要有主内弟兄姊妹的相伴，我们的
重担就会变轻，我们心中的阴霾就会消散。
更重要的是，只要有主在我们的身边，我
们就不怕风浪。就能够像这次经历中一样，
大家对着风雨谈笑风生、超然度外。还有
我们不要忘记，相对于人生的风雨，那永
恒的天家里美好的归宿，可以化解、消弭
任何的不快、疲累、伤痕、辛酸，因为那
里才是我们永远的家，有天父的爱、恩主
的恩典永远伴随的永恒所在。 

风雨中的洗礼、午餐过去了，但是这
特别的经历让我们永远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