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复活节受洗弟兄姐妹的见证 

1 张磊弟兄 

弟兄姊妹们平安，朋友们大家好！ 

我叫张磊，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信主

的经历。 

我最初接触福音是在我上中学的时候，那时住在我们

楼下的一对信主的夫妇在家里设立了聚会点，我们全

家也被邀请过去听道。但是与大多数中国人一样，

“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是我从小被教育的“正确

人生观”，“进化论”是理所当然的“常识”。早已

被繁重的课业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我，根本没时间

去思考信仰问题，就这样我与神的恩典擦肩而过。 

18 岁那年我考入了天津的一所大学，虽然进入高等

学府深造的梦想已经成真，但我内心仍然十分空虚。

我记得上大学时曾经抱着极大的好奇心开始翻看圣经，想了解更多关于神的东西。不过翻圣经对我来说，

只是无聊时的消遣，那时的我始终不信神。况且那时寻乐的事多得很，当然要尽情享受青春的自由和不拘

的时光！但无论怎样，快乐的背后总有淡淡的哀愁和忧戚。 

大学毕业后，我找到一份待遇优厚的工作，每天就为着物质和金钱奔波劳碌。但是时间长了，我开始沉静

下来，便问自己：我真正追求的是什么？知识？金钱？房子？家庭？……什么才能让我真正活得开心？又

问：人忙忙碌碌一辈子，究竟是为了什么？问题虽多，却一时找不到答案，只是觉得自己“少年不识愁滋

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罢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单位的环境越来越不适合我事业的发展，又加上现实生活

中的许多挫折，在父母的支持下我决定出国发展。2011 年夏天我如愿以偿拿到签证，来到加拿大。 

初到加拿大的我，对一切都感到陌生。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来到了一间基督教会。在教会我结识了许多弟兄

姊妹，他们与我亲切交谈，嘘寒问暖，让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从那时起，我开始常常地参加教会的活

动。一开始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收获，但是慢慢地，每次活动结束之后，在回家的路上，我心里都有一种

特殊的平和喜乐，似乎有什么东西滴进了我的心里。后来，我开始每天抽时间读圣经，发现读经能让我不

安的心变得平静。认真读过后，我越发地认识到：上帝才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自从造天地以

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

马书 1 章 20 节）；然而“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 3 章 23 节）而且“按照定命，人人

都有一死，死后还有审判”（希伯来书 9 章 27 节）；神为了拯救我们差遣他的爱子降世为人，被钉十字

架，流下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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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书 5 章 8 节）；“他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 3 章 16 节）；对于世人来

说只要凭着信心，“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

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罗马书 10 章 9-10 节） 

今年初我来到林肯路教会，经过深思熟虑，就在一月份的一个下午由李牧师带我做了决志祷告，我终于把

自己交托给了神，接受了主耶稣，让他作为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那一刻，我感觉整个心灵就安静了，

感觉前面的路也不再那么迷茫，感觉重新找回了自己的价值，感觉在心里面有了属灵的新生命，这个新生



命和旧我是有天壤之别的，和以前我所追求的截然不同；因为经上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

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 5 章 17 节） 

我们基督徒都有属世的需求，我也不例外。刚到滑铁卢的时候为了生计我找到了一份工作，当时店里人手

不足，经理安排我每周日加班，而我希望周日能去教会参加敬拜，因为这个原因我和经理多次协商未果。

一边是我经济拮据急需收入来维持生活；另一边是神教导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希伯來书 10 章 25

节），就在我举棋不定的时候，一天我在家翻阅圣经，一则经文映入了我的眼帘：你们要先求祂的国和祂

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福音 6 章 33

节）。我想是神藉着这段经文告诫我不要为衣食忧

虑，我的需用神是知道的。第二天我就辞掉了这份工

作，虽然目前我还没有找到稳定的专业工作。但是我

相信神已经为我预备了一份合他心意的工作，因为凡

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

开门。（马太福音 7 章 8 节） 

在今后的生活中，我要一如既往地跟从主耶稣，认真

学习神的话语，更多的经历神。求神做我的主宰，带

领我走好未来的人生之路；也求神丰富我的知识和内

心，不断的坚固我的信心，让我在主里能真正有所得

着。 

感谢神赐予我做他儿子的名分。也愿所有的颂赞、感恩并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阿门。 

2 刘经天弟兄 

我第一次去教会是在 2006 年，也就是我 7 岁的时

候。因为我的小学就建在教堂旁边，有一天放学，我

和爸爸听见教堂里的音乐很好听，就走了进去。然后

我们就坐在第一排，唱歌唱得很大声，被教会的一个

同工注意到，散会后找我们谈话，鼓励我们经常来。

然后我们就一直在那个教会做礼拜，直到今天，妈妈

还参加了那个教会的唱诗班，这大概就是我接触基督

教这个信仰的开端。然后，妈妈就给我买了一个十字

架项链，但是每当期中期末考试的时候，我才会带上

它，这可能就是我对基督教的初步认识。当时还小，

对信仰没有什么概念，但是也每次都跟着他们背诵主

祷文和使徒信经。 

我们那里使徒信经的版本是：“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

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

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

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当时确实只

是机械地背诵，可是现在想一想，我确实信。 

上了初中以后，学业开始变得繁忙，去教会的频率也大大降低。还记得初二的时候，生物课学进化论，课

本上的知识我都记得，考试我也能答对，可是我内心里却从来不认同这个观点。上高中之后选择了住校，



所以几乎也没去几次教会，直到高考结束，才恢复每周去教会的习惯。不过在高中阶段，我还时常对基督

教有一些思考。比如，有一次物理老师讲到 E=mC 的平方这个公式，他就说，造物主真的很奇妙，如果这

个公式是 E=mC 的 1.85 次方，那么物理学家不知道要多花多少年才能找到这个公式。刚来到加拿大的前

三个月，我是去离家比较近的一个当地的联合教堂，可是因为当时英语水平还有限，听讲道也是模模糊糊

的。 

我的灵里生命的真正成长是进入到滑铁卢大学基督教团契和林肯路教会之后的。去到团契的第一天，我真

的就有在国内教会做礼拜的感觉，因为大家都对我非常热情、非常友好，而且敬拜的诗歌竟然有我听过

的，正如那首歌里所表达的，我有点找到了回家的感觉。第一次团契内的查经，我们查的是诗篇 51 章，内

容大概是大卫犯罪之后向上帝认罪悔改的一篇祷告

词。其中第 5 节写道：“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

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第一眼看到这节经文，感

觉大卫说的有点刻薄，我也不太愿意承认这个事实。

可是，感谢 神，我忽然想到妈妈很久之前跟我说的

一件小事，联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当时真的像被

电击了一样幡然醒悟。妈妈曾经跟我说，在她怀我的

时候，有的阿姨会从外面戳妈妈的肚子，我也会从里

面用手或者脚来“反击”，这不就是罪吗？想到这

点，我就更加确信，我虽然年轻，也是一个有罪性的

不完美的罪人，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我认同我以前

背过的主祷文和使徒信经，我认同圣经中的观点，也

愿意遵行圣经中的话语。 

来到教会，还有一件事对我的改变非常大，就是有一次讲道的主题是十字架，我领受到里面的“爱人如

己”这个观念。从此之后，这个观念反映到我的生活中就是，当别人对我说一些尖锐的话或者做不好的事

情时，我不再会以牙还牙，而是默默地祷告，求上帝帮助我。因为，如果我是那位同学，我肯定不希望有

人对我说尖锐的话。其实我的见证还有很多，比如我出国本身就是见证，雅思第一次就考了 6 分，以一位

普通高中学生的身份被滑铁卢大学工程系录取，签证从递交到通过只用了 3 天等等，这一切环环相扣，无

不彰显上帝的大能。所以，我选择了尽快受洗，成为一个认真的、委身的基督信徒。并且决心走基督引领

我走的道路。 

最后，我想用一个小的事例来结束我今天的见证。有一个同学问我：“为什么你能找到这么便宜的二手课

本？”我回答说：“荣耀归于 神。 

3张柔中姐妹 

My life before Christ 

Some of us have experienced this situation when we were young. We feel caged. We feel like we 

do not have the freedom that other kids have. Our thoughts and behaviours tend to gear 

towards getting out of the confinement, and there are two ways: one is to do everything well and 

right, so that we don’t remain in the cage as a punishment. The other is to forcefully break free 

from inside the cage. In my case, I chose the first option.  

One habit that I have adapted from this situation is thinking that if anything goes wrong, it is 

because of my actions. It is this tendency that makes my self-esteem and confidence very fragile 



and dependent on what is happening around me. Growing up, I disliked this part of me. And I put 

my blame onto my father and grew up resenting what he had done to me.  

Couple years ago, when my parents separated, I no longer live inside a cage. But when I stepped 

out of the cage, I experienced this state of blankness. Just a gray landscape, where everything 

looks exactly the same, not knowing which direction is right or left. I was depressed. Just feeling 

lost and very desperate for directions. Frequently I would cry because of how hopeless I felt.  

How I came to Christ 

Now my brother and I, we both walked the same path growing up, I simply followed his 

footsteps. Thus, he knows how I feel and I know how he feels.  

During this time, my brother Philip was getting 

baptized. And it was the first time I heard of the 

Christian faith. When I saw him after a long 

time, I never seen him so happy. It was a bit 

scary at first, because I thought I was being left 

behind. But I watched him, it seems like he has 

found a strong sense of purpose and direction 

as if he has a bright light shining at his feet. I 

was curious, so I asked him, and he brought me 

to church. That was when I first learned about 

Christ, but I did not fully understand it until 6 

months later.  

April 25, 2017. On this night, Philip and his friends prayed for me, for my acceptance letter. 

Around this time, many of my friends have already received their offers to their top universities, 

while I only received my third choice. I was again in a state of worry and anxiety. Thinking that if 

I’m not accepted, I will be useless, that I am not worth living because even if I worked so hard in 

school, I’m not able to go to university. The next day, I received my first and second choice, 

both at the University of Waterloo, and no offers from other universities.  

Only when I shared my experience with fellow young Christians that I realized that it was God’s 

grace, it was his gift, his way of telling me that he is guiding every step that I take. And I do not 

deserve it because of he knows the sins I’ve done. The result of any sin is death, but by 

sacrificing his only son Jesus, God saved us from sin. It is this thought that has brought me 

comfort and purpose.  

My life after coming to Christ  

With the help of the church, fellowship, friends,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knowing that he is the 

light at my feet, my faith has grown.  



I realized that every obstacle and struggle that I 

face each day serves a purpose, it is his way of 

molding us into his faithful servants. Each with 

a different task and meaning in his kingdom of 

heaven.  

Currently I still struggle in my relationship with 

my father. When I recently saw him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ree years, I try my best to help him, 

but he can easily take away my sense of 

purpose. I was afraid because my heart is weak, 

and I almost fell again into depression. But I 

regained myself through God’s words. Joshua 1:9 “Have I not commanded you? Be strong and 

courageous. Do not be afraid; do not be discouraged, for the Lord your God will be with you 

wherever you go.”  

Our weaknesses, our struggles and our sins, God knows it all and it is His way of shaping us. It is 

up to us to trust in him and his ways, and as a Christian, I say I trust him wholeheartedly. 

Philippians 2:13 “for it is God who works in you to will and to act in order to fulfill his good 

promise”. Psalms 37:5 “Commit thy way unto the Lord; trust also in him; and he shall bring it to 

pass.”  

 

4 刘原溪弟兄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 Leo，是滑铁卢大一的一名学生。很高兴在我受洗的日子里能做这份见证。因为从小

主耶稣在我身上有大大小小的作为，实在太多，可能没有太多时间去讲，所以我今天主要想讲讲主耶稣对

我心的扭转。 

在我的家庭里，我妈妈是基督徒，所以我是从小在教

会长大的孩子，一般来讲的话，这种孩子从小认识上

帝，耳濡目染理应从小活在主耶稣里。但我这个人恰

恰相反，我从懂事开始在教会里就是个“刺儿头”，

天天挑事儿问问题，不断地与同龄人和教会同工争

论，每次他们用“上帝是全知全能的”这种话来搪塞

我的时候，我都觉得他们不讲理，他们是理屈词穷说

不过我，不由得自己在心里还经常很得意。所以我那

时候常常在心里用“无赖”来定义基督徒。 

随着我慢慢长大，我因为思路灵活、语言表达和煽动

力相对较强而经常在学校里打辩论，而在那段时间

里，为了赢得比赛，我会在一次次的比赛当中把许许

多多的问题思考的特别深入，所以在不断地理性思考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思维瓶颈以及人生难题，而在这

些问题之中，最困扰我的难题便是：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其实这个问题，就等同于问：“人活着的信仰是

什么？”最开始我认为我活着的信仰是人，我活着是为了爸妈，是为了亲人，是为了社会群体，是为了那



些站在未来等我的人，我活着是为了学习人们发现的科学和知识，我活着是为了自己能探寻世界的奥秘。

所以不管我活着是为了自己还是他人，我觉得我人生的意义，就是人，我的信仰，就是人。 

但人可以作为我的信仰存在吗？我发现人不能。我阅读、思考、辩论之后发现，世人其实本身是一个悲

剧，悲剧岂能被当作信仰呢？为什么会这样说，是因为当年神也在一场辩论之中给了我启示，让我认识到

了两点。 

首先第一点，人在不断地制造悲剧。人是一种会不断地去“合理化”自己的生物，人是一个必须心安理得

的生物，一件事情，不管有多么令人讨厌，只要人们对他无能力改变，或者这件事情跟自己的生活相关性

很少，久而久之，人就可以不断地说服自己，把错误的事情改观为对的事情。同性婚姻合法化就是一个很

好的例子，我们几年前都知道这只是社会上的小部分人群，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甚至是基督徒都认为同

性恋应该归为社会的主流，甚至有不少人认为同性恋应该比常人享有更好的待遇，“高人一等”才是他们

眼中的“平等”。另一个例子就是我记得我奶奶给我讲过，她说文革的时候，人们都觉得打死人都不算什

么事儿，打死那些有钱人和知识分子是“天经地义”，有的人每次杀了人会觉得自己伸张了正义，甚至可

以吹嘘好久。久而久之，人们习惯了之后，就都觉得那些被杀死的无辜的人是“罪有应得”，而如今回头

看一看，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甚是可怕。所以世人是一个悲剧，自我写就的悲剧，并且这个悲剧会不断更

新、加剧。 

第二点，人在不断地重演悲剧。人总是会下意识地把多年以来写就的错误和悲剧当作是真理，不断地传递

给下一代去重演，人们处在悲剧的重演之中，却意识不到，而即使意识到，也发现自己已经成为了悲剧的

一部分，从而无力跳脱悲剧的重演。网络上有句话说，“我们最终都会活成自己讨厌的样子”，引起了很

多人的共鸣，为什么？因为人们，当然也包括我，仔细想了想，我们自己在最纯真的童年里认为的可恶的

错误、讨厌的东西，竟然不知不觉融入了自己的生活，成了我们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很多人认为，这是因

为对错的标准变了、人们的认知变了、人变得更成熟更现实了。不！我发觉到，那是因为人被悲剧困住

了。 

发觉到这一切的我开始了迷茫：这一切的尽头是什么？跳脱悲剧的出路是什么？我活着的意义，也就是我

的信仰，到底是什么？我一直想不明白，但又觉得这个问题太过复杂，所以就暂时搁置，偶尔闲暇之时才

会重新思考。 

而神为了拯救我，便在出国之后给了我重重考验，让我不得不去思考，从而最后接纳神。 

高考之后才出国的我，在异国举目无亲，在新环境手足无措，孤独充斥着心灵，学业上一直不如意并且处

处碰壁。爸妈关切地打来电话的时候却只能告诉他们“我很好”，因为我知道告诉他们解决不了我的问

题，反而只会增加他们的担忧。这样的处境之下让我不得不去面对“人生”这个命题和我自己的种种迷

茫。而那个找不到答案的我，牙掉了咽肚里的我，在那段时间里生不如死。而当这一切的黑暗围住我的时

候我突然想起那个从小“陪伴”我的上帝，因此我开始不断地祷告，甚至流泪，我向祂说：“上帝啊，如

果你是又真又活的神，请在这个时刻做我的光，我愿意来叩响你的门。”而我至今记得那天上帝亲自对我

说话：“捂住双眼的你，却一直在妄想看到最远的远方，沉溺假象的你，却一直在贪图最真的真相。来

吧，我接纳你，把一切都给我。”那一个瞬间，我才亲自经历这个又真又活的神，我才发觉其实从小在教

会长大的我一直知道答案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但是我一直都在否认。心门才在那一刻彻底被神亲手打

开，是啊，我眼盲目，我心黑暗，所以我的生命没有光明，而我的心也没有给光留一丝钻进来的缝隙。而

神如同等候浪子回家的父亲，在那一刻引领我走上归路。而我们的归路是你啊！我的救主！是你！耶稣基

督！ 

感谢主在黑暗中救我，让我看到自己过去是陷在人本主义、自我中心的罪中；感谢主使我看到唯有祂才是

真光，让我沐浴在祂的光明中，使我长存爱意和喜乐，让我在这段时间中真正认罪悔改，回转得救，真正



成为新造的人。我受洗之后，愿意立志效法主，努力活出祂的样式，凡事依靠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主，一

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主。 

 

5苏忆飞姐妹 

还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那是我大一的第二个学期，应专业的要求被强制学习七门课，又被第一次找工作

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那个学期。困难接踵而至，刚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完成了一个极其耗时耗力的报

告，连停下来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便要匆匆奔赴下一项任务。在这样的压力和极大工作量下，曾经渴望

的、关心的，仿佛都失去了兴趣和热情，心里想的只有暂且拆东墙补西墙，苟延残喘，得过且过得熬过一

天又一天；想休息、想偷懒，只是要做的事情多到日程表都记满了、记不下了。它们的难度是那么大，远

超我的能力范围。是的，我是想过临阵脱逃，但是逃避是不解决问题的，出来混迟早要还的。现在不解

决，未来它一样还在原地等着我，不偏不倚。更何况，我发现自己的身后已经没有了退路，能做的只有被

生活、学习推着往前走。我为自己的能力不足而悲哀，看着身边朋友有说有笑谈论自己的成功时，我深深

的感受到，也许，最痛的不是经历了失败，而是失败了还要在别人面前故作坚强、佯装镇定，让眼泪浸湿

自己的心也不能让它流出来，然后等到了一个人的角落再让所有积攒的痛爆发出来。 

 

这是一种什么状态呢？仿佛深陷泥潭，再也出不来。我看着自己的生活一点一点灰暗下来，磨灭了希望，

剩下的只有痛苦和绝望……本以为这种状态会在我的生活中一直持续，也许是再熬一两个月，到这学期结

束，也许是再熬三四年，直到毕业。只是，也许是物极必反式的起伏，也许是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

时候，也许真的是上帝在我绝境的时候向我伸出了双手。是的，一切都是源于我极其幸运的认识了一位基

督教朋友，他叫 Joshua。我们的相遇是那么的偶然，巧合到让人感觉是上帝在原来安排好的计划中，刻意

为救我新加进去的一样 。他得知了我的状态后便传福音给我，邀请我一起去了学校的青年团契。巧的是，

那一次正好李牧师在团契做讲演。李牧师的一番针对滑铁卢学生心理状态的演讲直击我心灵深处，当时便

泪如雨下，仿佛是因为得到了难得的理解，仿佛也是因为看到了爱，抓住了救命的稻草。 

 

就这样，从此我跟 Joshua 每周日都去教会听牧师讲

道，说到心坎里的事情也时常有感而发、潸然泪下。

自从来到教会的大家庭中，我的心里多了一份力量和

光明，让我看到了艰难的水卢生活中也不乏美好的人

与物；我认识了许多团契以及教会的朋友，我和大家

一起读圣经，一起灵修，从此快乐多了，孤独少了，

一个人瞎想的机会也少了。 圣经中的话语时常勉励

我，让我学着放下了曾经因为“好胜心”带来的自责

和焦虑，学会感受爱，学会了不计得失的去爱别人，

学会用一颗平常心去面对挑战，学会每个人在神面前

都是平等的，从此愿意把自己的一生交在主手里…… 

 

就这样，通过认识神，通过神灵在我心中做工，我逐渐发现了这个世界里那些不曾注意过的美好的事情。

感谢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感谢神接纳我们为他的儿女。逐渐发现即使不曾认识，但是因为我们同为神

的儿女，我们也会因对方的快乐而快乐，为别人的忧伤而忧伤，把别人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不求回报

的帮助和爱他人。渐渐的，我的心态变好了，凡事也都慢慢学会了看开，看到事情积极的一面，即使是每



天遇到小小的幸福也会感恩上帝的恩赐。顺其自然，完成了一学期的学业，工作也终于尘埃落定。几个月

过去，再回过头来看看，正是上帝曾经的眷顾改变了那个悲观的我，豁然开朗，由主带领着保守着我们，

从此开启一段全新的属灵人生。 

 

6荘念珩弟兄 

我是在一个非基督教家庭长大的，所以从小就不信主。不过我小时候上幼稚园的时候是去一个基督教幼稚

园，所以对基督教有些接触。不过自从幼稚园毕业后，就没有怎么接触到基督教了，一直到高中。 我问过

我爸妈为什么我会上基督教幼稚园，他们说是因为离家近。 当我在温哥华上高一的时候，我的高中朋友 

Lydia 邀请我去她的教会。我当时对基督教不是很了解，也有很多问题，所以跟她聊了很久。Lydia 非常的

有耐心听我分享，也很用心的回答我所有的问题。我们聊完之后，我答应了她星期天去她的教会，去体验

一下去教会的感受。很凑巧，隔一天之后，我另外一个朋友 Collin 也跟我传了福音。他也邀请我星期三去

他的教会团契一起查经，顺便认识新朋友。我当时对神感到很好奇，所以很快地答应了，去对神有更加的

了解。  

我对星期三的团契和星期天的教会的体验都感觉很好。我朋友带我去的教会里的人都非常有爱心，关爱，

让我感到非常温暖，舒服。我也很喜欢敬拜神的感

觉，对牧师的讲道也有了很深的感触。从那个礼拜开

始， 我开始每周陪我的朋友们去教会和团契， 去更

加认识神。 

往回看，我不再认为很短时间内突然两个朋友跟我分

享基督救恩是巧合，这一定是神的计划。神认为是时

间我该认识，追随他了， 所以才会同时让我的朋友

们跟我分享福音，把我带入他们的教会和团契里去认

识神。我认识了神之后感觉好像是从黑暗中走到了灯

光里，我的世界观完全改变了。我的生命开始有了意

义，有价值，可以为神而活，还可以在天堂享受永

生。  

真的很感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而死，洗清了我的罪，所以我才能跟神有关系而且有永生。感谢神

能够让我在这么完美的一天让我和我的女朋友忆飞一起受洗重生，进入神的家。 

谢谢大家听我的分享。  

 

7董云飞弟兄 

今天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在这个重大的日子里，主耶稣赦免了我的罪，使我重生。感谢 赞美主。下面讲

一下我认识主接受主的过程。 

大概是 2004 年，有一次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父亲病了，我吓出了一身汗。当时我在北京工作，父亲

在家乡宝鸡生活，相隔 1300 多公里。早上我赶快给父亲打电话，父亲说，我母亲前段时间生病了，他照

顾母亲，结果自己也累的大病一场，他最近想来北京看我。当时我觉得很奇怪，父亲生病了，我却在梦里

看见父亲病了，这什么原因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是 2013 年来的加拿大，真正静下心接触《圣经》

是 2015 年，是我来到林肯路教会以后。在教会听牧

师讲道，自己读圣经才知道，人除了有身体、思想，

还有灵，而灵能脱离人的身体存在。这时再回想起十

年前梦见父亲的那个梦，才知道是父亲的灵给我传递

了他生病的信息。所以通过学习圣经我真真切切地相

信人是有灵的。 

小时候，我们受的是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教育。老师

告诉我们人是由猴子进化来的。人死了，什么都没有

了，人死如灯灭。当我们问老师，现在猴子为什么不

变人了，老师也答不上来。无神论把一切自己看不

见，看不懂的事物都视为不存在，这是一种极其狭

隘、无知和妄自尊大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下很多孩子的理想宏大而不切实际，动则就是长大要做一个改

造天地的人，而不是首先要做一个合格的人。我自己就是这种世界观下的受害者，年轻时走过许多弯路。

那时多么希望有一位前辈能指导我的人生道路，让我少受一些挫折。一直到学习了《圣经》，我才知道，

我们的阿爸父神创造了天地万物，创造了人，他对人有最透彻的了解，清楚知道人身上有什么弱点，一字

一句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做一个义人。他告诉我们要谦卑，不要自大。让我们看到自己原来处在罪中，需要

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告诉我们在社会的各个地方都有权柄，小到家庭，工作单位，大到国家和宇宙，我

们要顺服权柄、尊重权柄、敬畏权柄。我真的很遗憾，在我小的时候没有机会接触到《圣经》。但是从 15

年到 17 年三年过去了，每当牧师说到受洗时，我却犹豫了。我想，神啊，我要尽量按照你的话语去做人，

受洗不受洗，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求你让我在人世间有美好的生活，我就满足了，死了以后的事我就不

管了。就这样， 受洗的事就这么一直拖下来了。 

2018 年 3 月 4 日，一个同往常一样的敬拜日，这一天我们一家早早来到教堂，李牧师看见了我，就问，复

活节你有感动受洗吗？我说，再考虑考虑。这一天，是神借着林建忠兄弟的口讲道，题目是《神的羔羊—

耶稣》。当建忠兄弟说到，有些人自杀了，死了，就完事了吗？他就是死了，也还要接受神的审判，在主

耶稣生命册上的才可以进天堂，没有在生命册上的就要被扔到火湖里去，再死一次。听到这里我的心怦怦

的跳。我真的怕死后被扔到火湖里去受折磨。在那一刻，圣灵感动了我，督促我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主。讲

道结束后，我抱了建忠兄弟好几下，感谢神借着建忠兄弟的口猛然警醒我。我迫不及待告诉李牧师，我要

受洗。感谢李牧师为我受洗的事一直在祷告。我之前一直没有下决心受洗，真正的原因是我对天堂半信半

疑，我就是主耶稣口中的那个“小信的人”。启示录 3 ：15-16 这样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

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因为你好像温水，不冷也不热，所以我要把你从我的口中吐出去”。今天，感

谢神怜悯我，赦免我的罪，施恩典给我，把我这个“不冷不热的人”变成一个火热的人，把我这个“小信

的人”变成了一个“尽心 尽意 尽性信靠主的人”。我愿俯伏在主耶稣的脚下，毕生做他忠实的门徒。愿主

的圣灵永远住在我的心里，愿我以后的路有主同行。感谢 赞美主 一切荣耀都归于神。 

 

8李秋菊姐妹 

我生在东北的小山沟里，一说到山沟，人们会想到的第一个词是穷山恶水。但事实上恰恰相反，我的家乡

是山美水美，一年四季有数不尽的山珍美味，养活了一代又一代人。父母都是高中毕业，爸爸是老高三，

因家庭出身不好不能上大学，在中学当老师，文革期间老师也不让做了，就回到生产队当农民，当会计，

下过矿井当过矿长。粉碎四人帮后，爸爸平反又回到中学当老师。妈妈务农，她是个特别朴实善良，遇事

情都会先替别人着想的人。因家庭出身不好，经常被淘气的孩子欺负。父母对我们要求很严，从小就告诫



我们对人要诚实不说谎，做人要厚道不要与人争，吃亏是福等等，特别是妈妈，家里有好东西都要一半多

送人。那个时候受的是传统教育。所以从小就养成了胆小怕事，，自卑，懦弱的性格，做事情小心谨慎。

规规矩矩，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相信有神，虽然胆小，但年轻也不怕什么，不担忧什么，一步步学习工

作婚姻生子都很顺利。别人都说我命好，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直到 2000 年家里的一场变故，让我的生活状态彻底

发生了改变。那是冬季的一个周末的下午，接到舅舅

打来的一个电话，说妈妈快不行了，让我们赶紧回

去。接到电话我就哭的不行，不知该怎么办了，当时

丈夫在上海飞往北京的飞机上根本联系不上，我脑子

一片混乱，吓得整个人都傻了。还是丈夫回来后赶紧

买票连夜坐火车打车，第二天下午才回到家，没有见

到妈妈最后一面。妈妈的突然离世，让我伤心欲绝。

我觉得-天塌了，难受的不行。因为在我心里妈妈一

直很健康，没什么毛病，那时我经常打电话给家里每

次问他们怎么样，他们都说很好，让我不要老打电话

浪费钱，实际上是他们怕我们担心，没有告诉真实的

情况。妈妈走，让我第一次感受到死原来是那么的可怕，死离我们原来是那么近。我想不通，觉得老天不

公平，为什么好人不长寿呢，我责怪自己做的不好，从此我也先陷入深深的愧疚和自责中。不能自拔。每

当看到花花草草，看到周围的人和事，都会触景生情，想起妈妈，想到她泪水就会涌出来。我也不知道为

什么，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那一年我三十八岁，儿子刚上初中。我就联想自己这么大了，失去父母都会

这么痛苦觉得可怜，自己要是死了，儿子这么小，该怎么办啊该多可怜啊。所以对死产生了极大恐惧。加

上刚去北京不久压力也大，一下子精神就垮了。整天觉得不舒服，心里焦虑紧张，各种医院的跑，这种状

况持续了 3~4 年，后来不去医院了，哪也不敢独自去了，去哪里都得有人陪着 。当时的状况总结起来一个

字是怕，两个字是怕死。 

这种状况的彻底改变，源于 2011 年的圣诞节第一次进林肯路教会，。当时儿子在滑铁卢大学读书 ，我们

过来看儿子，住在访问学者杨丽华家里。她是个基督徒，我们聊天她知道我的状况，就向我传福音，并带

我到林肯路教会。那是我第一次进教会，当天唱的就是奇异恩典，当唱到“”我罪已得赦免“时，我已泪

流满面，顿时觉得藏在心里的罪卸掉了一半。后来我一直坚持周末敬拜 当听到福林讲到马太福音 6 章

25·27 节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

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增加一刻呢。我心豁然开朗，那一年的春节我们决志信主。 

正因为信主认识了神，才让我们在移民的事情上，最后不再纠结，放弃国内喜爱的工作和优越的生活条件

2012 年五月移民加拿大。 

每个移民来到加拿大都不容易，可对于我们来说困难更大，接近五十岁，语言体力精力都不占优势，感谢

神，因为心里有主，所以有盼望，所以不担心什么。自己出门也不害怕了学习生活工作也还算顺利，由于

忙于生活，一段时间我们疏远了和神的关系，就不怎么去教会了。 

感谢全德弟兄一直替我们祷告，一直牵挂着我们。也感谢牧师。师母和生命小组里的贤宏，守荣，全德，

艳梅，雅儒，董云飞，马冰，钟玲及所有弟兄姐妹们，把我重新带回神的家中。 

过去半年的时间，是我人生最灰暗的日子，每天承受着身体的伤痛，（腰肩受伤）干的是超出体力承受能

力的工作，，每一天对我来说都是煎熬和挑战。尽管每天我都用上帝的的话语来安慰鼓励自己，但仍然无

法改变和摆脱艰难的处境，也无法高兴起来，但凭着信心，和组内兄弟姐妹代祷，让我学会了交托。神是



信实的神，她知道我们每个人的承受能力，在你承受不了的时候，总会给你开一条出路。因为我的每一个

心思意念，每一次祷告祈求，他都垂听，他都应许了，正如马太福音 10 章 30 节说的；就是你们的头发都

数过了。感谢神，她拣选了我这样一个蒙恩的罪人。如果不认识神，我的境况会大不同。正是因为有了这

样的试练，让我更加笃信他真实的存在。 

之前我一直纠结要不要受洗，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圣经读的也不多，现在我明白了，神看我们不是因为

行 而是因为信。所以我现在毫无顾虑心甘情愿的接受洗礼，愿意归于祂的名下。 

亲历神的过程也是得救的过程，圣经里说显明的事在人，隐蔽的事在神，神为我们每个人都量身定制了不

同的学习计划，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感谢神的引领，让我学会不再害怕，不再忧虑，学会了交托，愿圣

灵时刻充满我们的内心，愿平安喜乐常伴。阿门！  

最后要感谢一直不离不弃的丈夫，他是上帝派来的守护天使，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 

 

9 周淑晔姐妹 

我自小在中国长大，国内是无神论环境，家教管理严格，坚信所有事情必须靠自己努力奋斗。步入不惑之

年，虽然已经安家立业，但冥冥之中总感到哪里一定有天上的神在看着我们，眷顾着我们。也提醒着我们

注意自己的恶行，不至于使我们偏离正道太远。 

半年前，我和丈夫经历了很多事情，我总是感到焦虑，总是与我的丈夫为一些小事而争吵。总觉得没什么

可以不开心，但是，我确常常坠入到不开心。我试图用各种心灵鸡汤，各种理论从内心和外在改善自己，

却没有结果。 

偶然，一位同事在自助餐厅和我聊天，她告诉我你可以信靠上帝。字如玑珠，打入我心。几个月后，我走

进林肯路礼拜堂，开始阅读圣经。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的受的鞭伤，我们得

医治。 “〜以赛亚书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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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前书 13：4-8。 

圣经中的上帝的话语，是我的光。它照亮我的黑暗。

我无法从这些黑暗中自我拯救，只有上帝才能。我被

上帝的爱所感动，被耶稣为我们做的牺牲所感动。上

帝是永活的，时刻与我同在，无论高兴快乐，还是忧

伤发愁，他都在我身边陪着我，聆听我的心声。我有

了依靠，有了盼望。我被上帝的爱所降服。 

自从我每天与天父祷告并学习他的话语以来，父神以他正确的方式教导我。我的心变得越来越平安。我要

按照父神话语行，将基督的真爱传播出去。做过错事的前我，耶稣基督用他的受死，担当我的罪，用他的

宝血，将我洗净。我愿认罪并信靠上帝。上帝与我同在，重生的我在基督里会一天天长大，活出丰盛的生

命，并将荣耀归于神。 

以上是谦卑的我，周淑晔,  向上帝的祷告。 以耶稣基督的盛名，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