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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othy Wei

回顾自己的经历，我清晰地看到：

神的确离每个人不远，人若要经历和认

识到神的真实，其实并不难，只不过人

被自己的骄傲和欲望，还有世界，迷惑

蒙蔽了心中的眼睛，不去想、也意识不

到神的存在，即便经历了一些不寻常的

事，以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神，以为像绝

大多数人那样活着就是人生当有的目的

和意义。

一. 从仰望天空到遇见神

在没认识神以前，表面上我是一个

积极上进，很快活的人，走到哪里都能

很快和周围的人打成一片。但无论走到

哪里，做什么工作，对于人生，我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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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却始终都被一个无法摆脱的问题深深

困扰：我不知道我的一生到底应该怎么

去活才正确？我到底该走一条什么样的

人生道路？我担心等到自己老了，要离

开世界的那一天，

却发现自己的一

生走错了，白活

了。我看到周围

的人，每个人似

乎都忙忙碌碌，有一份自己的事情做，

有自己的生命轨迹，但却没有人能告诉

我，他们为什么那样活着？所以，我心

里一直感到非常的迷茫和痛苦。

我隐隐约约觉得人生一世背后似乎

应该是有个目的的，但我不知道那是什

么？

1. 成长，求学，踌躇满志

我生长在中国西北，一个贫穷落后

的小小村庄里，祖辈和父母都是普通本

分的农民。从小，我常常跟着爷爷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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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到田里去，帮大人们干活，春天播

种时提种子，夏天收割时拾麦穗，秋天

犁地，冬天碾地。我喜欢田野里的空旷

和泥土的气息，还有可以看得很远的天

空。

我的家人都不是那种有经济头脑的

人，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他们总是远

远地走在人群的

后面。但他们都

非常爱我。记忆

中，无论他们忍

受怎样的难处和

劳苦，都总是给予我他们所能给予的最

好。

记得有一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跑

到爷爷奶奶家玩，他们正准备要吃早饭，

但见我去了，就将正要准备吃的东西收

起来，奶奶就去拿了几碗麦麸子，用细

筛子筛了筛，然后用筛出的细一点的麦

麸重新做了一顿馓饭，然后大家一起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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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大概 7、8岁，不懂得他们其实

已经没什么吃的了。麦麸本来是给猪和

驴吃的，每次在猪食和驴的草料里拌上

一碗麦麸子，就像是我们今天做饭里面

放一点肉臊子一样，家里养过牲畜的就

知道。如果不是我去，他们连麦麸也舍

不得吃。我至今忘不了那个味道，吃在

嘴里沙沙地，像嚼着一嘴带沙子的口香

糖一样。

父母则用他们的双手和辛劳供养我

读书和生活的一切需用，用他们的话说，

就是：不让我在物质上受任何委屈，让

我只要好好读书。他们的确做到了，让

我从来都衣食无忧。

所以，因着家人的爱，我有一个无

忧无虑的快乐童年。

但随着年岁增长，渐渐懂事，我觉

察到人们之间的不同。有些人非常狡猾，

会掩耳盗铃般地占别人便宜；有些人老

实、软弱，被占了便宜，还被人看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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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也不去争，都因为前者往往富裕，

后者往往贫穷。当去同学家玩的时候，

我心里有时能感受到家境富裕的人，对

像我们那种家境贫穷的人有种轻看。

所以，我幼小的心里就暗暗励志，

将来长大了一定要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有福享。

但在我读初二初三短短两年的时间

里，我的爷爷、奶奶、还有外公，三位

非常爱我的老人，一下子全都去世了。

当死亡接二连

三地临到我最

亲爱的人身上，

他们的去世深

深触动了我的

心，我意识到生命的无常，也意识到人

终有一天是会离开这个世界的。

所以，当初三毕业时，我放弃了上

高中机会，而选择了上中专。想着可以

早点出来工作，再半工半读。因为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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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奶奶都已去世了，不知道父母还能

活多久，若等到大学毕业还有没有机会

为他们做些什么。如果我能早点出来工

作，也可以早点减轻父母的负担。在读

中专的时候，每当寒假里，我常常独自

一人带一本书跑到家乡附近的田野中去，

锻炼身体，复习功课。冬天的田野里，

空无人迹，土地和万物都安歇了，偶尔

有一两只飞鸟从天地间掠过。当我一个

人静静地置身其间时，我发现寂静的田

野中，弥漫着一种安然祥和的气息，大

自然中似乎蕴含着一种强大的生命力，

我说不上是什么，但能感受得到，让我

感到有种畏惧。于是，就不再去想。休

息的时候，我就坐在那里望着远处的天

空，酝酿着心中的梦想和憧憬着未来，

想着将来一定要有所作为，光宗耀祖。

这段经历使我不知不觉了养成了一

个仰望天空的习惯，这个习惯，也使我

后来看到创造万物之神的真实和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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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入世，迷茫，仰望天空

当中专毕业，我踌躇满志地步入了

社会后，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天真和渺小。

面对陌生而又复杂的社会，以及现实和

理想的巨大差距，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条

落入洪水的鱼，完全找不到方向，在残

酷的生存现实中，摸爬滚打，艰难求生，

不知该怎样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从 02 年底到 08年，我去过广东，

睡过戈壁滩，做过车间工人、农场伙计、

广告业务员、农

产品收购、体验

过地下通道及酒

吧卖唱，还干过

酒吧服务生、书店导购、建材销售、工

程监理、装修等好多种工作。

从踏入社会的那一刻起，我心里面

就产生一个挥之不去的疑问：人这一生

到底该怎样过活才正确？我这一生又该

走一条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想不要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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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了，像我的爷爷奶奶们那样，到了就

要离开世界的时候，结果才发现，原来

我这一生走错了。人这一生是有一个明

确目的的。那该怎么办？

而另一方面，我心里又渐渐被世俗

的野心充满和占据，整天想要在这个世

界上出人头地，有所作为。常常幻想着

自己要成为一个怎样成功的人士，有钱，

有势，有地位。财大但气不粗，还要有

学问，光宗耀祖，受人敬仰。

所以，既想要活得明白，又想要在

世界上得到成功，但却被紧迫的生存现

实催逼着，得先努力让自己在这个社会

中生存下来，这些压力使我心里常常不

堪重负。

我一边艰难谋生，一边不停地寻索，

但始终找不到答案，也没有人能告诉我

答案是什么。于是，我频繁地更换工作，

但发现没有任何工作使我能够心里满足，

让我找到我要走的人生之路。后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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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工作本身并不能解答我内心的困

惑，它只是人谋生的一个渠道，与生命

的意义和目的无关。

很多时候，我很想能够停下来，什

么也不干，就好好地想想这些问题，我

到底该怎么办？

因为我心里真得

感到很累。但我

觉得现实生活的

确就像一把无情

的枷锁，牢牢卡在我的脖子上，逼着我

不能，也不敢停下来，使我毫无喘息的

机会，因为我要先生存下来，先养活自

己。感到身心都被这个物质世界深深压

制，身不由己。最惨的是，有两次我不

得不卖掉吉他来维生，然后有了钱，再

买吉他。

所以，那个时候感觉人生对来我来

说，永远就像一只趴在玻璃窗户上的苍

蝇，只见光明，没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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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只能独自一个人，默默地

消化心里的苦水和艰难。我告诉自己，

不能退缩，不能让家人失望，一定要坚

持到底，努力向前！

所以，那个时候我一有空就会去书

店看书，又报了社会自考的本科（在读

中专期间，我已报考并通过了社会自考

的大专），一边打工，一边充电，想着

去充实和提高自己。

就这样，过来好几年，那种长期在

心灵的需要和现实世界的夹缝中徘徊、

挣扎的痛苦和迷茫，到了极点。

2006 年的秋天，在沙坡头旅游时，

虽然和同事们关系非常好，表面上玩得

很开心，但是我心中隐藏的迷茫和痛苦，

面对纯净美丽、开阔的沙漠，再也难以

隐忍，等人都走开后，我本能地跪了下

来，对着天空，心里发出无声的呐喊，

我望着天空说：“天啊，我渴望能有一

种自由和美好的生命，不愿再那样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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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逢场作戏般的活着，如果上天有

一种力量的话，能帮我走出那种迷茫和

痛苦，能有那种生命，其它的，我可以

什么都不要。”那时，我根本不知道这

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位神。

奇妙的是，回来后不到一个月，之

前我在一个信主

的朋友家里认识

的一位老师找到

了我，说 11 月要

开一个英语圣经

班，问我想不想去。于是，我抱着免费

学英语和圣经的态度就去听了。

一开始，我还是很认真。而且在那

期间，我也经历了几件奇妙的事。有一

次，刚发了工资，身上所有的钱都在里

面，但我却把钱包丢在了饭馆，回到房

子过了一个小时，才发先钱包不见了，

那些工资对我非常重要，我要用来还债，

还要作我当月的生活费。那时心里就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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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神，最后，竟然在饭馆的桌子下面

找到了，隔了一个小时竟然没有被人发

现和拿走。还有一次，我匆忙赶去学习

圣经，忘记了锁单位的门，结果第二天

早上上班时才发现，门大开着，但没有

丢任何东西。那个单位所在的地方是在

城中村的附近，而且是门面是临街的，

那里可是当地有名的贼窝。

但面对生存的压力和未来，我心中

依然感到迷茫和忧虑，使我无法专心寻

求神，所以，听也听不明白，也没看到

神的宝贵。最后，我决定不再去想什么

人生的对与错，就去专心挣钱，渐渐地

远离了神。

3. 初信之时，即蒙恩惠

雅伟神是满有慈爱、怜悯的神，他

没有因为我的愚昧而离弃我，在我所走

的路上，他暗中引导着我。

就这样，又过了两年，到了 2008

年，有一段特别的经历，我的生命迎来



13

了一个转折点。

2008 年 7、8 月，我所在的公司，

因为盲目扩张，资金链断裂，而突然面

临倒闭。当时那个公司在那个城市的装

饰行业小有名气，发展得非常快，我当

时正全力地投入

到那份工作，收

入也增多，体会

到了物质的宽裕

能带给人的那点

短暂的快乐，也以为自己终于可以摆脱

过去的那些苦恼了，什么都不用想了，

就这样生活吧，就像周围的人们那样作

个“正常人”，挣钱，吃喝，享受，玩

乐。但怎么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因为拿不到工资，同事们先后都离

开了，等到我处理完自己所管理的那几

个工程及账务后，公司就剩下我和会计

两个人了。随后，我们也离开，那个公

司就倒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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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的是，这期间虽然工作忙碌，

但我心里偶尔也会想起寻求神的事，神

在我心里的工作并没有停止。

当离开公司之后，感觉整个过程就

像似给一个死去的人处理后事一样，又

像似做了一场梦，心里一下子变得空荡

荡的。人生头一回体会到何为空虚。

透过这样一个短暂的拥有和重归一

无所有的经历，神让我心里明白过来，

原来人们那种

为了世界上的

成功、名誉、金

钱而奋斗和生

活的人生，最终

注定了只会是一场虚空，不会有任何意

义。正如传道书里所说：

【传道书 1:2-3】传道者说：虚空

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

碌，有什么益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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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再继续那样生活下去，到了

我要离开世界的那一天，我会发现我的

结局就是一场空，我这一生白活了，没

有什么意义。

但我发现，周围的人都在那样生活。

那时，看着周围的世界和人，自己好像

发现和洞悉了一个惊天的秘密一样，我

很想去告诉我的朋友们，人生这样活下

去将会是一场空虚。但我知道根本不会

有人听我的，他们肯定会觉得我精神有

病了。

如果人活着不是为了这个世界上人

所追捧的那些东西，那又是为了什么

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还

能干什么？还有什么事情值得我去做？

只觉得自己的人生需要重新开始，但又

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那时，我想到了我的父母。停下来，

我才意识到那些年只顾着为着自己的生

活打拼，从来没有真正考虑过他们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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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看着我一直漂泊不定，他们心里其

实也不好受。我想到的唯一能有点意义

的事情，就是给父母心里带去一些快乐

和安慰，也明白到孝顺不是能够给予父

母多少物质的报答，而是能够让父母开

心和快乐。

那么，我能做什么呢？

我决定考研（之前报考社会自考的

本科已经都通过了）。读书，在父母眼

中一直都是一

件好事，如果能

考上他们肯定

会高兴。此外，

考研也是我的

一个心愿。如果考不上，之后的路，只

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这时考研的路，只能我一个人走，

曾经与我同住的那些考研的好朋友都已

经研究生毕业，或者已经去读研了。我

的内心感到无比的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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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听到一句话：人的尽头是神的

开始。我觉得的确如此。

我就去找那位信主的好朋友聊天。

他对我说：“你可以向神祷告啊。”我

说：“我可以跟神祷告吗？我怎么祷告

呢？”他说：“你就把你真实的心情、

困难和想法告诉神。”

所以，2008 年 9月底的一个晚上，

我一个人在宿舍里，学习向神祷告。当

时我完全不知道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只

是内心感到自己很需要神。我就鼓起勇

气，闭着眼睛跟

神说了一些话，

大概是说：“神

啊，如果你是真

实的，求你帮助

我心里的难处。我在这个世界上，一无

所有，也看不到还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了。”

其实我都不知道求神帮助我什么，我只

感到心里特别需要神，渴望能有个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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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明白我心的。

但在祷告中，渐渐地我感受好像真

的有神在听我祷告，而且离我很近，这

是我没想到的，我甚至感到害怕。之后，

我就立刻联系了曾经教过我圣经的那位

老师，告诉他我的经历，问他还有圣经

课吗？他说还有。我说：“我可以去听

吗？”他说：“当然可以！”

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认真寻求雅伟

神。我每周一次

去听圣经，而神

的话语也开始非

常吸引我，每周

都盼着听圣经的

那一天。而雅伟神也怜悯保守我至今仍

活在他的恩典中。

决定考研后，为了专心复习考研，

我豁出去借了 4000 块钱作为我的生活

费，因为我的钱都用完了。但就在这个

时候，一个朋友向我借钱，说急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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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一个月就还给我。于是，我留了一个

月的生活费，把其余的钱都借给他了。

但是到了一个月后，他杳无音信。我问

他，他说没有钱。我不知该怎办？但我

发现我心里却不着急，也一点都不想再

去跟人借钱。

到最后，真的连一分钱都没有了。

这时突然我想到了还有一些硬币，数了

一下，是 33 块钱。

当时，我非常开心，因为我觉得至

少我可以不用靠任何人，继续自由地生

活几天。

于是，为了保证基本营养，又能维

持最长时间，我制定一个非常不错的方

案：每天早上一个鸡蛋加一碗稀饭需要

1块钱，中午不吃饭，晚上吃一碗臊子

面 2.5 元，若不行就加一个花卷 5角。

这样，一天只花 3.5-4 块钱，有了这 33

块钱就可以继续维持 8、9天。

每天中午我就打一瓶开水，回到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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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看圣经祷告，睡一觉，然后下午再

去图书馆看书。有两次中午，我本能地

就走进了食堂，才想起自己的用餐计划，

就只好走出来。

那个时候，虽然肚子会饿，但因为

有神在我心里，

成为我每时每刻

的依靠，让我心

里感到非常安慰

和知足，对我来

说没有什么比这更宝贵和重要了。我完

全没去想这些钱用完了怎么办，也没想

过让神来解决我的困难，我不想利用神。

有种一天难处一天当，那管明天何处有

的逍遥和自在。

到了第四天，因为学习重，营养跟

不上，我发现走在路上都有点摇晃。

就这样，在第五天，我接到当地最

大的一个建材公司的电话，他们说，因

为上半年我从他们那里买了一些油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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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决定给我 200 块钱奖励，让我第二

天就去拿。那一刻，我望着天空，心里

非常感动，因为我心里非常清楚地看到

这是神的作为。神开启了我心灵的眼睛，

让我人生第一次，非常清楚和确定地看

到了他的真实和奇妙。

我曾经在这家公司最大的竞争对手

那里工作了两年多的时间，对那个行业

的营销方案非常熟悉，这种事情只会发

生在年底，而且他们的经理认识我，我

也根本不是他们的注册客户，也就是说，

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在这个时候，而且

发生在我身上。或许是神感动了那位经

理的心，让他给我这个奖励。这件事情，

后来让我想到路加福音 5章彼得打鱼的

经历，神就是会借着一个人最熟悉最擅

长的事情来帮助我们，好让我们可以能

将他的作为看得清楚，懂得依靠他。彼

得敬畏神，看到自己是个罪人，但我那

个时候还不认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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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初信之时，神给我的一个宝贵

经历，他在困境中，开出一条人心想不

到的路，给我心里留下一个很深刻的第

一印象：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也让

我感受到他的慈爱、奇妙。

那段时间，我惊奇地发现我整个人

变了，内心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自

由和快乐，非常和

平，没有半点的忧

虑和悲伤，也没有

什么事情能让我生

气或不开心。我意

识到，那种的生命状态不正是我苦苦寻

求和想要的吗？我心里明白过来，那就

是我想要的生命，何等美好。我知道那

种的生命状态不是我能有的，是从神而

来的。

这个经历也让我明白，一个人能否

拥有心灵的快乐和满足，真的和金钱一

点关系都没有，而是因为能够认识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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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神在他心里，作为他生命的全部依靠

和爱慕。

因经历到雅伟神的真实和大能，我

得到很大的鼓励和信心。每天无论是走

在路上，还是睡下的时候，我都会常常

想起神。我心里

默默地对神说：

“神啊，无论考

研能否考上，我

觉得已经不重

要了，这一生能够有你就好，我希望这

一生都能跟随你，然后让很多的人都归

向你。”我还说：“当然，如果你能保

守我考上，那更好，因为我希望能给父

母一些安慰和鼓励。”我完全是凭着心

里的真实感动和想法说的，那时我连洗

礼是什么都还不知道，也没听过委身给

神的教导。

从这事以后，不管遇到怎样的经济

困难，我发现自己都能平静应对，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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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了那种忧愁和不安，神使我摆脱了

物质世界带给我的那种捆绑和压制，心

里有了一份自由；我的内心也没有了曾

经的那种迷茫和痛苦。

二. 神照亮了我的生命

【约翰福音 1:9】那光是真光，照

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1. 生命被神照亮

神就像一道清晨的日光，照进了我

心里，照亮了我生命中那些我自己未曾

意识到的黑暗角落。

当我开始寻求神，认识神，除了经

历到神对我外在的真实看顾，也经历到

神对我里面的看顾和引导，他借着身边

的一些人和事，渐渐光照我的内心，让

我渐渐认识到那个我并不了解的自己。

其中，有几件事情，让我记忆深刻。

在我起初听过了一些圣经之后不久，

我结识一位稍微有点权力的人。于是我

就想方设法维持和他的关系，甚至借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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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茶叶送给他。后来，他慢慢对我有点

信任了，就叫我帮他去解决他家里的一

些装修方面的问题。他说一定要给我钱，

但我还是坚持推托，

希望能够趁机和他

建立更好的关系，

以图谋将来他给我

带来一些业务。但

没想到他要我干的

活越来越多，我心里就觉得，这人怎么

这么贪心？但就在那时，我心里突然有

另一个意识：我比他更贪婪！而且是很

贪！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是那样的人。

当时那种意识非常地强烈和真实，好像

熟睡的人被突然震醒一样，甚至我都为

自己的那种贪心感到了恶心。我心里认

识到自己的想法和所走的路线原来是错

的，人不能靠这种方法谋生和取利。所

以，做完了答应他的事情，他也给了我

成本价，后来就没有再和他怎么来往。

2008 年，预备考研的时候，我的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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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抽烟、熬夜，对我的休息和学习影响

很大，但因为我是寄宿的，就不敢说什

么。后来，实在忍不住，就稍微提了一

下，但对方的回应并不友好，意思是我

能适应就适应，不能适应就算了。而且，

因为对方怕冷，他不会开窗通风。为了

不得罪他，每天晚上，我只能等他出去

上厕所的空，赶紧从床上下来，打开窗

户通风，然后听到他回来的脚步声，再

赶紧关上窗，回到床上。这样，差不多

两个月，我实在忍无可忍，就打电话给

我认识的混社会的朋友，让他教训一下

这个室友，不要那么“嚣张”。但没想

到那个朋友听了情况之后说：“你先跟

人家好好说说，如果不行再说。”听到

这句话，我非常诧异，以往都是我劝他

做事不要太过分，但是现在是他反过来

劝我。他的话使我心里清醒了过来，我

意识到，这是一个神迹，神借着那个朋

友让我看到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为

自己的行为和想法感到非常羞愧和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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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神面前感到害怕。如果不是神让我

看见，我根本想不到我竟然会干出这种

事。我知道自己错了，就学习忍耐，并

甘心乐意地坚持对他保持友好尊重的态

度。没想到后来，他竟然改变了，抽了

烟他会主动通风，而且还会打扫宿舍的

卫生，他的变化同样让我感到诧异，也

让我看到神的奇妙和真实。再后来，我

们的关系非常友好。我也理解到他的不

容易，原来他之所以那样抽烟，是因他

学业的压力非常大。

考研复试的时候，我那个专业的复

试成绩占录取分数的比例很高，而且是

每个学校自主出题，自主面试的。所以，

面对复试的时候，

竞争非常激烈，

一个个都是八仙

过海，各显神通。

所以，我就准备

了一些考试作弊的材料，准备作弊。结

果，那天我拿着准备妥当作弊材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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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里碰见了一个弟兄，他说：“你拿

的是什么？”我说：“是夹带。”他说：

“这个不好，不可以的，神不喜悦。”

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作弊不只是一种违

规行为那么简单，其实是一个严重的道

德问题，但我还是听了他的话，就把那

些材料全扔了。因为我相信他，在我心

目中他是认识神的人，而我觉得自己当

时对神的认识还很少，神的恩在我心里，

我不想做违背神的事，所以，我就听他。

然而，真正让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

需要被神拯救的罪人，是因为我看到性

欲对我的捆绑，以及因此而有的恶行。

2. 致命的试探

出于神的恩典和保守，使我在考试

的时候能有一个平稳良好的发挥，我考

研考上了。

当我不断经历到神的恩典和真实，

对神信心和热情正日益加增的时候，情

欲的试探临到了我，而面对这个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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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却毫无防范，根本没意识到它的危险

和凶恶。那个时候，我还不了解属灵争

战的真实。

在等待研究生入学那段时间，宿舍

里大多时候只有我一个人。有一天，一

个朋友来找我聊天，然后就用他的电脑

在我宿舍里上网，结果他就登了黄色网

站。虽然在我的阻止下，他只是登录了

一下，就没再看，但我却记住了那个网

站。之前只是听说有那种的网站，曾经

也想看，但从来没见过。

就这样，在好奇心和私欲的双重驱

使下，我就忍不

住去看那个网

站上的东西，心

想看一下是怎

么回事就算了，

但结果使我深陷其中。每次看了之后，

都非常懊悔和痛苦，觉得对不起神，但

却怎样都挣脱不了它的诱惑。最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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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老师承认了这件事情，并和老师在神

面前去认罪悔改。但之后面对情欲的诱

惑，我依然没有能力摆脱它，我还会忍

不住去看一些没有被禁止，但内容不健

康的东西。

【雅各书 1:14】但各人被试探，乃

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体贴肉体的私欲，使我陷入一个巨

大的网罗和一场残酷的属灵争战之中。

常常的争战和失败，使我陷入深深的自

责，心力交瘁。我心里感到放纵性欲是

神不允许的，但我看到自己根本无法摆

脱性欲对我的捆绑和诱惑。所以，甚至

心里有时埋怨神为什么不给我能力？而

当意识到自己有埋怨神，心里就更加懊

悔，就赶紧为自己的罪行和抱怨神，求

神宽恕。箴言说：

【箴言 19:3】人的愚昧倾败他的道，

他心里也抱怨雅伟。

因为自己所犯的罪而受苦，反去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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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神，这一点让我真正看到自己的罪恶。

【雅各书 1:15】私欲既怀了胎，就

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这个经历给了我这个惨痛的教训。

因为肉体的私欲被引诱，而陷入罪的网

罗后的那种良心的挣扎和煎熬，以及与

神的疏远，让我认识到，圣经的每一句

话都非常真实

和重要，都有生

死攸关的后果。

在这个过程中，

当我诚实地向

神悔改，恳求神的开恩和赦免，神总是

开恩怜悯和饶恕我的过错，使我重新有

信心跟随他，使我经历到他深深的恩慈

和怜悯。神以他的恩慈怜悯，引领我一

步一步悔改归向他。

并且，当我在生活中按着自己所明

白的，以一颗单纯的心去回应神，敬畏

神，遵守神的道的时候，神也依然看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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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切的困难和需要，让我更多经历他

的恩典、慈爱、真实和大能。

三. 以单纯的心回应神

读研期间，我的学费和生活费，加

起来每年需要将近 3万，三年就是 9万，

从哪里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我已

经想清楚了，不再给父母任何负担，也

不靠世界的朋友，完全自己想办法。

神奇妙的安排一个单位来供应我研

究生三年的所需用的费用，而且不多不

少，那个单位与我刚好合作了三年。

2009 年冬天，快过年了，我通过助

学贷款得到的生活费只剩下 600 块钱了，

年怎么过？过完

年又怎么办？我

不知道。但奇妙

的是，虽然看起

来困难重重，我

心里却很平静，没有一点点的忧虑和着

急。那时，我已经在上预备洗礼的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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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些，我心里只是对神默默地说：

“神啊，请你把我钉十字架吧！”因为

我心里想跟随主。

这时，有一个亲戚打电话，说他有

个朋友的单位要做点 PVC 的活，问我想

不想去看看。我想 PVC 的活虽然和装修

相关，但不是我的主项。但是，我心里

却有一种感动，就觉得好像我应该去，

如果能做就学着做，不是正需要收入

吗？于是我就去了，对方跟我说了他们

的需要和想法，然后我就出了设计方案，

并了解了市场。我之前对那样的工程完

全没有概念，结果一算吓了我一跳，根

据客户的工程量，那个工程造价要 33

万，而我口袋里只有 600 块。我就笑了，

自言自语地说：“哎，这生意肯定没法

做。”心想只要想办法能把设计费要回

来就行了，不然我没办法付设计费给人

家。但对方电话里还催得紧。

于是，为了能把设计费要回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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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进一步作出了详细的工程预算书，让

对方了解更多的工程情况，意思是说，

看在这份上，我什么都不要，你把设计

费给我就行，因为一般如果工程谈不成

的话，一般人都不愿出设计费。而且，

对方是公共单位，结账一般都要很长的

时间。

但没想到对方看了之后，反倒说：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现在可能要减

些项目，你不介意吧？”

我惊讶地说：“主任，你的意思是

让我干吗？”

他说：“你不干那让谁干？”

他让我给他当场核算最后的工程造

价，算了一下，减完后也得 11 万。我看

对方是认真的，这个时候我也豁出去了，

就说：“主任，让我干可以，但是我有

三个情况要说明：第一，我知道现在做

工程好像都要上下疏通关系，我有信仰，

这一点我不做，我只认你，我干多少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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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给我多少钱，其他我一概不管。第

二，我现在是学生，我知道做工装，都

要垫付，但我不行，我没钱，所以让我

干，你要先给我

钱，而且要答应

我不能欠钱，因

为我从不欠工人

的钱，我在外面

全靠信誉吃饭。第三，如果你给我干，

你放心，我保证不给你掉链子。”

于是，剩下的三年里我都跟这个单

位合作。还有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后来，

这个单位的活，交给单位的二把手负责

了，我开始跟二把手打交道。虽然对方

那么说，但工装到了最后一般都不可能

不欠钱，尾款一般都不好结。但我依然

还是那三个条件，二把手知道我的情况

后，你猜他干了什么事情吗？好几个项

目，他把自己的私人的钱给我做工程用，

然后，等工程款下拨到他的单位后，我

到财务结了钱再还给他。最多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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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我垫付了 6万 7千块。有一次，他

兴高采烈地叫我到他办公室，他说：“小

魏，你看！”然

后从抽屉里拿出

一本《圣经》来，

我当时惊讶得不

得了。我说：“主

任你也看啊”。他说：“我觉得人时间

长了需要净化一下灵魂。”

还有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和那个

单位常常打交道，上下的人都熟了。后

来有两次，那个单位的会计看见我，就

叫我到他们的办公室说：“小魏，工程

款下来了，你赶紧去找主任报，不然这

钱说不定就花到别处去了”。

我和所有这些人的关系都清清白白

的，而且也不认识这些人。我在社会上

工作那么多年，我知道，我所经历的是

一个个不折不扣的神迹，这一切的背后，

都是神的大能在保守，一个公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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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会把自己的钱给一个素不相干，更一

文不名的人拿去挣钱，而且不收任何利

息？

马太福音 6章 33节说：

【马太福音 6:33】你们要先求他的

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透过这些经历，我心里认识到，并

相信圣经上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和带有

能力的。在一切困难面前，当我豁出去，

心里只认定神，不为眼前的困难忧虑，

而是依然专心寻求他，紧紧跟随他，神

就让我一次又一次、丰丰富富地经历到

他的真实、恩惠和能力，让我不断看到

他是又真又活的神。

回顾这段经历，也使我想到圣经的

另一句话：

【箴言 21:1】王的心在雅伟手中，

好像陇沟的水随意流转。

神的作为，就是这样的真实和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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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委身给神

在我读研期间，经历到神很多的恩

典和真实。在这期间，我学习了圣经的

委身教导。我明白到，神对人的心意，

就是要人与罪

一刀两断，离

弃罪恶，并从

以前随从世界

的生命方向中

180°转变，去一生跟随主耶稣的脚踪走，

以神为我的神，从今以后都听神的，完

全地听从、遵行他的旨意生活。

面对这个选择，我的内心挣扎得很

厉害。

我对世界一无所求，但我感到自己

不可能胜过情欲，觉得这个东西根深蒂

固，我怕洗礼后还犯罪怎么办？但神是

真实和他如何将我从无尽的黑暗痛苦中

拯救出来的经历，以及他无数的恩典，

都烙在了我心里，还有自己曾经向他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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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要一生跟随他的心愿，都让我无法

回避和否认。所以，虽然面对情欲的困

扰这个问题，我并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但我知道，委身给神是我当走的路，也

是我对神应该有的回应。所以，最后我

还是选择了将自己的一生交给神，申请

了洗礼。

当我做出这样的决定后，没想到神

透过一个经历，亲自鼓励了我，使我可

以无所顾忌地委身给他。

在预备悔改的过程中，我在老师的

辅导下，按着圣经的要求，按着当时我

所能明白和知道的程度，去省察和处理

自己生命中的罪。当我在神面前安静、

求问，让神鉴察我的时候，神让我想起

一件我根本早已忘记的事情，就是在我

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和班里的一位男

同学一起用非常肮脏的语言羞辱、辱骂

一位女同学的事。神透过这个经历，让

我看到自己申请洗礼这件事，是有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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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的，使我可以心里不再担忧，而放

心地去预备自己，领受洗礼。

当神显明我的罪的时候，我心里非

常难过。我按着神的提醒，想办法去联

系那位已经多年没有联系的同学，向她

道歉，也在神和人面前去承认了自己生

命中所犯的罪。神的仆人就为我施洗，

从此，使我的生命归于了神。

结语：

【路加福音 1:78-79】因我们神怜

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

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

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回顾从不认识神到认识神、跟随神

这一路，神给了

我数不尽的恩典，

也看到他对我深

深的怜悯和慈爱

心肠。他没有因

我的愚昧和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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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弃我，而是透过许多的事情，一步步

教导我懂得分辨善恶和贵贱，将我从死

荫般的黑暗中领出来，得以走在他公义、

和平、光明的道路上。

雅伟神将我从世界的洪流中领出来，

救我脱离曾经的迷茫和苦痛，使我找到

人生命的归宿和目的，也不再受物质世

界的捆绑。并且，在洗礼之后，靠着神

的恩典，使我有能力不再受网络上那些

不良信息的诱惑。当我从心里真正懂得

去敬畏神，远离罪恶，学习谦卑，顺服

他的旨意，靠着祷告、呼求，与他亲近，

神也拿去了情欲对我的捆绑，使我从情

欲的困扰中脱离出来，并将我身心的污

秽渐渐洗净。在这个争战的过程中，我

深深体会到罪恶给人的心灵和尊严带来

的那种深深的摧残、践踏、毁坏和羞辱，

也使我认识到主耶稣为我承担的是何等

的羞辱和痛苦，神透过主耶稣赐给人的

这份救恩是何等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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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神给了我这份新的生命。透过

自己的经历，神使我认识到，正如圣经

上所说，他深爱

着每一个灵魂，

乐意、喜爱与人

同住，他愿意万

人都得救，不愿

有一人沉沦。但愿靠着他的恩典，我在

这地上剩下的时光向他尽忠，去把他的

美善和救恩传给更多的人。

愿一切颂赞和荣耀都归于神！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