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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趁神可寻见时寻找他 

张成牧师 

 

我小时候有一个习惯：喜欢撕日历，而

且是一次撕好几张。那时候还没有电子日

历，只有那种纸的日历本，每天只可以撕一

张。现在因为环保，已经不流行那种日历了。

小时候我就喜欢一次撕好几张。大人很恼

火，不知道我要干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有这个习惯吗？如果有，那么为什么呢？

其实我心里是盼着过年，希望新年能够快一

点来，所以就撕快一点。日历本越来越薄的时候，我就知道快到年底了，

就很兴奋：“哇！快过年啦，太好啦！” 

小的时候就希望时间快点过，总觉得时间过得慢悠悠的。但是随着年

龄的增长，你的感觉就不一样啦：“哎！怎么又一年啦！”开始有点认识到

时间就是生命，时间的流逝也就是生命的流逝。开始感觉到时间真的过得

很快。如果现在你也是盼望着过年，这说明你还年轻；如果你很怕过年，

就证明你长大啦。 

旧的一年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要面对新的一年。我们必须认清楚一

点：时间就是生命，生命就是时间。你不懂得珍惜时间就是在浪费自己的

生命。这是非常重要的，圣经非常关注这一点。圣经常常强调要珍惜时间、

爱惜时间。我们看两节经文，以赛亚书 55 章 6-7 节： 

当趁雅伟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

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雅伟，雅伟就必

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 

有没有留意到第六节是以“当趁”两字作为开始的？你读的时候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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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识到这是在催逼我们：当趁着可寻找的时候寻找？ 

很多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就会强调：你寻找必寻见，叩门就必为你开

门。这样的强调给人一种印象就是，你方便、空闲的时候，就尝试寻找、

叩门吧，必然会找到神的。错啦！你一旦错失了这个时间、机会，你就未

必能寻见。 

如果你真心寻找，就必然会寻见神。但这并不代表你可以拖拖拉拉的。

现在正是寻找神的时候，你却说忙得很，要赚钱，明年吧！你向人传福音，

鼓励他们去教会时，有很多人会说他们现在没时间，等退休后才考虑吧。

其实有这种想法、说这种话的人，他还不明白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时

间不是掌握在他的手中。说这种话的人是在假设他能够平平安安活到六十

岁、七十岁，到时候才考虑去寻找、认识神。所以你要小心，不要整天觉

得没时间，每次都说等下一次吧。这只是说明你还不明白时间不是掌握在

你的手中。 

大概四、五年前，在美国的怀俄明州，当时有几个中国留学生，他们

考完试后就一起开车出去玩。他们在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其中一个学生

在车祸中丧生了，其余的都受了伤。我为什么会记得这件事呢？因为我认

识他们当中的一个学生，这个学生算是受伤最轻的，因为撞击的力度太大，

安全带弄伤了她的肠子，必须入院做手术。 

车祸发生后的第二天，这个学生的妈妈就给我和妻子讲述了这件事。

我们就给她打了电话问候她。当时她在电话里表现得特别伤心。事情虽然

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每当她想起这件事时，就想哭。因为那位死去的同

学是她最要好的朋友。她曾经多次向这位朋友传福音，但她却听不进去。

她很牵挂这位朋友，在电话里多次问我她的好朋友能上天堂吗？ 

我觉得这事情很奇怪。你认为有这么巧吗？从那件事情中我看到一个

事实：你真的不知道明天会如何。正如她不知道她的同学的明天会如何。

所以一方面她很伤心，原因是她觉得自己有责任：是不是自己没有尽力帮

助同学认识神？一方面也是出于关心，担心将来不能在天堂见到她。对于

她的同学，我也觉得很遗憾，她听到福音的那一刻，她觉得不着急：现在



22001144 春春节节特特刊刊 

3 

很忙，改天才考虑认识神吧。但没想到后来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时间不是掌握在你的手中。你要好好善用神赐

给你的时间。 

我们再看马太福音 6 章 34 节：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这好像又是一些不负责任的话。耶稣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而我们觉得应该忧虑，不但要为明天忧虑，还有下一年，五年后，十年后。

但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这个我们明白，但

最后一句话“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是什么意思？你明白这句话

背后的智慧吗？ 

过去、现在、将来，哪个重要呢？不管怎样，事实是：过去的已经过

去了，再好、再坏的经历都过去了；将来怎么样，我们无法知道。所以我

们憧憬将来，幻想将来会多么美好，但今天却不脚踏实地地去努力。圣经

这句话很有道理，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是将来。今天的难处你不好

好当，整天在那里埋怨这个、埋怨那个，有什么用呢？或者天天在想像明

天多好多好，但今天该干的事情却没有干。 

很多学生就是这样，知道快要考试了，但还是

坚持要先把电视剧看完才复习。这是不可能的。你今

天不好好做，几天后也未必能做好，因为你已经做了

一个错误的决定。一个错误的决定是不可能会有一个

美好的结果的。你选择了一个不好的生活习惯，然后

就希望有奇迹出现，到考试前几天你突然会发奋图

强，变得很有节制，每天早上六、七点起来复习。问

题是你天天看电视剧，看到凌晨三点，第二天十二点

才起床，你觉得你能轻易改掉这个坏习惯吗？耶稣这

番话道理很简单：今天才是最重要的，好好地去为今

天生活，过一个神喜欢的生活，那么将来他必然会看顾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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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为明天忧虑的意思是，神会看顾我们，将来是他的事。我们有没

有明天是在乎他给不给我们。我们的责任是今天，今天要按神的意思好好

生活。我们的将来要交给神，他会帮我们承担，我们不需要忧虑。今天才

是最重要的。如果不懂得珍惜今天，就没有必要去忧虑五年后的事。 

一谈到做基督徒，很多人会问这样的问题：我成为基督徒后可以拜祖

先吗？很多人以为做基督徒就是六亲不认。圣经教导我们要尊敬我们的父

母、长辈，也要纪念我们的先人。只是圣经不允许我们参与烧香，烧纸钱

等迷信的活动。因为这是跟灵界有关系的，这会使你招惹上了灵界的邪恶

势力。但不允许我们烧香、烧纸钱并不代表我们就不需要尊重、纪念我们

的先人。 

为什么要问基督徒能否拜祖先呢？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奇怪。这是

不是代表说你很孝顺你的父母呢？如果你很孝顺父母，为什么不从今天开

始，却想到他们过世之后要如何拜他们呢？我们人就是这样，天天在家里

与父母吵架，惹他们不开心；然后就想着将来怎样烧纸扎的房子、车子、

黄金送给他们。这究竟是孝敬父母还是安抚自己的良心？这就是我要说

的，你今天不懂得怎么做人，将来也不懂得怎样做人。你不懂得珍惜今天，

你就没有将来。这是一个必然的规律。 

请记住圣经的话，当趁着有机会的时候好好地寻找神。不要以为神常

常在等着你。你今天没空吗？神说不要紧，明天吧。如果你今年没有时间，

神下一年还在等着你？错了！神会观察你对他的态度来决定是否让你寻见

他。我希望这新的一年你们可以经历、认识神，因为神是又真又活的，是

我们可以经历得到的。但他也在观察你对他的态度，如果你藐视他，觉得

家庭、工作、金钱、吃喝玩乐比神重要，那么神也不会让你寻见他。 

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应该记得希伯来书 3 章 15 节的提醒：“你们今日

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希伯来书强调今日你若听见神的话，

就不要硬着心。你今天明白了这是神对你说的话，就要赶紧去做，不要拖

拖拉拉。悔改是今天的事，是当务之急，不是后天的事，不是下一年的事。

因为这关乎到你的永生、你跟神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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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做事就是喜欢拖延，该做的时候不做，明知道是神的意思，也不

肯即时回应，就等着明天才去做。但是如果你今天不去做，到明天这种想

要做的决心就会减少一半。再多耽延几天，就没有感觉了。你试过吗？有

时候你犯了错，神提醒了你，你心里就会受到责备，因为知道自己做错了，

应该向人道歉。第一天这种感觉很强烈，知道自己在言语上伤害了别人，

应该主动找对方道歉。但是又觉得不好意思，只好等明天才找对方吧。第

二天睡醒后，这种感觉就不是那么强烈了。再过几天，心里已经不想向对

方道歉了。你是在硬着你的心，不肯听，不断地拖延，最后把自己的属灵

生命拖垮了。你发现神变得不真实了，生命也没有能力胜过罪。 

我们要问一问自己平时是怎么对待神的。不要做一个好高骛远的人，

总想着一年后、十年后要做什么大事，却不肯每一天脚踏实地地回应神。

今天很重要，因为今天就是神给你的机会。在我们当中有很多朋友我是第

一次见面，可能你觉得这是巧合。但会不会是神给你的机会，让你透过今

天的信息有机会认识神，借着认识神明白生命的意义？你觉得是巧合吗？

所以要好好珍惜每一天。 

让我们再次回到以赛亚书 55 章 6 节： 

当趁雅伟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当趁”两字已经在提醒我们，不是所有想

寻找或想求告神的人都能寻见神。关键在乎你对

神的态度，在乎你是否懂得抓紧时间、机会。神

会观察你的态度。 

出于种种原因，很多人都想认识神。有的学

生要考试了，担心考不好，就希望找神帮帮忙；

有些人是因为健康、工作、家庭出了问题，就想

寻求神的帮助。我们有很多原因来寻找神。但我

们要明白，不是所有想寻找神的人都能寻见神。 

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人有一个通病，什么通病？我们只希望神帮我

们解决困难，解决犯罪的后果，但却不想神干预我们的生活。同意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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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从来没有意识到，正是因为这种心态导致我们无法跟神建立关系。遇到

问题了，我们就来到神面前：“神啊！求你帮助我”。问题解决了，我们就

对神敬而远之，不希望神干预我们的生活。等以后有问题时，我们再来寻

找神。 

我曾经在戒毒所向吸毒的人传过福音。吸

毒的人真的很可怜。如果你问他愿不愿意戒毒？

他们是百分百地愿意，而且是真诚地愿意。但为

什么怎么戒也戒不掉呢？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

要戒毒呢？他们是很清楚知道吸毒带来的后果：

家人、亲戚朋友都远离他们；社会的人瞧不起他

们；健康一日不如一日„„他们知道毒品带来的

不良后果，所以他们希望有人能帮他们摆脱这些

后果。 

但是吸毒好不好呢？其实感觉是很痛快的。吸毒是一个瘾，吸了之后

感觉非常的好。这一点他们舍不得放弃。但他们又不想承担吸毒所带来的

后果。所以一旦后果解决了，他们不久又会重蹈覆辙。 

所以我们有点像吸毒的人一样，很是矛盾，既想解决问题但又不想根

治问题，因为罪会给人带来短暂的快乐。今天的社会婚外情比比皆是。为

什么呢？因为那是一件很开心的事。但害怕的是什么？婚外情被人揭穿的

后果。一旦自己的妻子知道了，或者丈夫知道了，你知道后果是很严重的。

婚外情会使你的家庭、名誉土崩瓦解。 

罪会带给人很多的快乐，但也会带来相应的后果。但我们往往想享受

那份快乐，却不希望有后果。如果我们做了恶事都没有后果的话，我们是

不会来寻求神的。因为人都喜欢犯罪。我们不喜欢做有诚信的人，因为诚

实的人无利可图。不诚实可以得到更多的钱。但是不诚实而做了不该做的

事情，就会有相应的后果。正如很多官员因为贪污受贿而锒铛入狱，结果

悔不当初。 

当品尝到了犯罪的恶果，我们就会想到神，就希望神帮助我们解决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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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后果。如果没有后果，我们会继续犯罪，继续搞婚外情。如果你要寻求

神，你最好想清楚：你是不是已经认识到你犯罪的严重性？你是否认识到

唯有神才能根治你的问题？如果你看不到这一点，你很难全心全意地寻找

神。 

所以我们要明白，以赛亚书 55 章 6 节是在提醒我们：不是你想寻找

神就一定能寻得见。这里说到相近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你要“求告”。“求

告”是什么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呼喊”。我们在什么情况下会呼喊呢？

除非你真的看到自己急需帮助。例如你不会游泳，不小心掉进水中，那时

你肯定会呼喊救命。你知道再不喊就没命了。“求告”这个字是在描述一

个人意识到自己需要被神拯救，所以就大声呼叫神。这是一种出于迫切的

呼喊。你能看到这一点了吗？还是你觉得自己生命中的问题都是小问题。

有句话说得好，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不杀人，不放火。撒谎吗？那是小儿

科，天下乌鸦一般黑，这算不得什么。 

以前我觉得发脾气是很正常的事。如果我要找什么东西却找不到，我

就会发脾气把桌子上的东西全摔到地上。之后就后悔了，只好乖乖地把东

西捡起来。我也是一个很小气的人。我容易嫉妒、记恨人。如果你得罪我，

我表面不说什么，但心里面非常

恨你。我也不想生闷气，但却没

有能力克服自己的情绪。一看到

对方我就会生气，而且可以持续

很长的时间，半年甚至一年。我

都开始觉得自己心里有病。当我

读了圣经后，我开始意识到自己

真的需要神来改变我。因为我的内心问题太多了。起初我以为是别人的问

题。我记恨人是因为别人做错事得罪了我。但是次数多了，我开始意识到

自己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为什么别人因小事触犯了我，我要记恨他

那么长时间呢？ 

读了圣经后，我就很认真地去寻找神。认真到什么地步？在冬天，不

管天气多么寒冷，即使是暴风雪，我都坚持不懈地去参加教会敬拜。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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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的聚会时间很长，特别是查经组，晚上七点开始，十点结束，然后又

继续交流到将近午夜十二点。有时候因为太晚没有公交车，我得步行回家。

你问我为什么这么积极？因为我看到我需要神，这些对我来讲不是代价。

我想要找到答案。后来神真的帮助了我，我经历到了神的真实。 

我希望大家明白，不是你想寻找神就一定能寻见他，关键在于你是以

什么样的态度寻找他。 

我们看以赛亚书 55 章 7 节： 

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当归向我

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 

这是寻找神的先决条件。你为什么要寻找他呢？许多人会出于各种各

样的原因寻找神，但这里指出一个很关键的原因：你是不是那种渴慕弃恶

行善的人？你想弃恶行善吗？你会不会厌恶自己的恶行，看自己像一个有

病的人来寻求神的帮助呢？你有没有一颗迫切弃恶行善的心？如果你是

这样的人，圣经说，神必怜恤你，他必广行赦免。这是神给我们的承诺。 

若想弃恶行善，你就必须认真看待罪的问题。今天的社会非常糟糕。

前几天我看到一篇报道，讲到关于宰牛的事。文章讲到宰牛的人如何使牛

增加体重。以前的方法是在宰牛前往牛的肚子里灌水。现在的方法多得很，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往牛的动脉里注水。因为这样可以让水在它体内保存时

间长。文章的图片显示一头头被注了水的牛圆鼓鼓的躺在地上呻吟。这个

社会的人真的很变态，为了钱什么样方法都想得出来。 

一个不敬畏神的人也不会爱惜生命。圣经说

的不错，一个义人（敬畏神的人）也会怜惜他的

牲畜（箴言 12:10）。是的，我们可以吃它，宰它。

但是你也必须尊重它，因为它终归还是生命。但

今天我们为了钱，不要说动物，连人我们也不会

顾惜。市面上有多少假药、假食物。我还看见有

人用工业油制作饼干卖给小朋友吃。真是不可思

议。难道为了要多赚点钱就不考虑那些吃了的人有什么后果吗？你真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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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想象今天我们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你要小心，不要让这些风气潜移

默化地影响了你，时间长了我们就习以为常，追随大流，良心就麻木了。 

我希望你是那种能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看到自己是需要神拯救的人。

我担保你一定能找到神。正如这里应许的，他必会怜恤你，必会广行赦免。 

神会赦免你，让你有一个清洁的良心。你为什么不开心呢？正是因为

你的良心有问题，你的心里藏了太多见不得光的事，很多的内疚、自责。

你想方设法将这一切隐藏起来。但是神是知道的，你自己也一清二楚。只

要你不肯下决心处理这些隐藏的罪，即使你家财万贯，你也不可能享有真

正、持久的平安、快乐。 

总结今天的信息，在新的一年，我要鼓励大家好好善用神给你的时间

去寻找认识他。你今天能听到这篇信息，我相信这不是巧合的事。或许是

神在向你说话，是他给你的机会，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回应他。我希望这

新的一年你能做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唯有真正敬畏、认识神的人，他们

的生命才能成为别人的祝福。 

很多父母想方设法爱自己的孩子。但如果你不懂得敬畏神，你又如何

懂得正确地爱自己的孩子呢？为什么我们常常说一代不如一代？你知道

为什么吗？这是父母的问题，不完全是孩子的错。这个社会的价值观是什

么？就是钱，惟独是钱，什么都是为了钱。结婚为了钱，离婚也为了钱。

你把这些错误的价值观传给孩子，你认为下一代会比上一代好吗？不会

的。这个社会只会越来越恶。你的孩子会比你更唯利是图。 

所以要好好地敬畏神。只有这样神才能藉着你祝福你周边的人。希望

新的一年，你能全心全意地寻求神，经历他的祝福！ 

 

 

  

 

福音电台 
  www.fydt.org 

http://www.fyd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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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虑止息在神 
曾经我也跟你一样，总在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忧心忡忡。 

物价在涨，钱包越来越空；年龄在进，另一半仍是空。房子、车子和

婚姻，每一样都不想放松。 

直到那一天，我意识到再这样下去不行，因为听说一种叫“抑郁”的

病正在全球找人。 

我对神说：“请帮帮我，脱离这种痛苦的处境。” 

你们看天空的飞鸟：它们不撒种，不收割，也不收进仓里，你们

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们；难道你们不比它们更宝贵吗？（太 6:26） 

忧虑是人的通病，没有人可以免疫。我们多忧多虑因为不知道明天如

何。主耶稣这番话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我们不知道明天的道路，但是那

位养活天空飞鸟的雅伟神，他必然会看顾我们。 

你看过麻雀饿死吗？当然除

非是人为的灾难，这的确会使麻

雀饿死。否则小麻雀总是快快乐

乐、自由自在的活着。它们不会

饿死，也不需要建一个仓库把食

物储存起来，因为神会养活它们。 

我们连麻雀还不如，不但为

明年计划，还为五年后、十年后计划。有了计划后忧虑还是接踵而来，因

为我们不认识那位赐生命给我们的神。 

圣经的话句句真实。虽然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生活的苦难也是免不

了的，但如果我们认识、相信那一位掌握明天的神，就可以放心地把手交

给他，让他牵引我们。他既然看顾了麻雀，岂不会更加看顾我们吗？ 

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 我必安然躺下睡觉，

因为独有你雅伟使我安然居住。（诗 4:7-8） 

祝愿大家新年蒙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