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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心聆 

天父的荣光，伴随在我的成长历程中 

①感恩的家 

我家的成员有爸爸、妈妈、哥哥和

我，哥哥大我 11岁，为什么会相差这么

大呢？常有人这样问。 

诗篇 139:13-14  我的肺腑是你所

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

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 

当年，妈妈身体不好再生孩子无望，

爸爸希望有个女儿，所以想去抱养一个

女孩，妈妈不太愿意，因为担心领养的

孩子长大后会离开。那时，刚接触信仰

不久的她对神说：‚如果你赐给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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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就奉献 10元钱作为感谢‛，后来神

真的将我赐给了妈妈，奇妙的是在复活

节那天出生了。 

我家以航船运输货物为生。我 6岁

左右，妈妈因为劳累身体不适，在一家

诊所治疗，医生给她实行了扎针的手法，

扎坏了她的坐骨

神经，导致了她面

临瘫痪的状况。经

过一段时间去往

一些医院寻医，妈

妈不愿意再多花钱治疗，因为当时有来

自灵界的力量干扰她，她心里收到一个

声音说：‚你治不好了‛。所以她放弃

了自己，并请我爸爸带她回家，一心等

着死亡的来临。由于腿无法行动，每天

躺着或坐着，这样的日子大约 2年左右。 

后来，妈妈听到了一位传道人的消

息，于是就让我爸爸去邀请传道人来我

们家。这位传道人的恩赐是医病赶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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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附近有些被鬼附着的人他有赶走

过。传道人被邀在我家住了些日子，感

恩的是，神真的借着这位传道人医治了

我妈妈的腿。曾经，妈妈因为身体虚弱

会被邪灵搅扰，常年睡眠不好，但有一

天妈妈却舒舒服服、平平安安地一觉睡

到了天明。清晨，传道人问我妈妈要不

要今天和他一起去聚会，妈妈犹豫了一

会之后说：‚好‛。那天开始，她便可

以走路了。妈妈的事成为了一个美好见

证，吸引了那一带的人来我家聚会。这

事之后，自发聚集到我家敬拜神的人数

日渐加增，爸爸会二胡懂一些音乐，负

责教诗歌，而我也常会在聚会前协助爸

爸抄写诗歌在黑板上或协助妈妈摆放椅

子等一些简单的预备的工作。 

据我妈妈回忆，小时候的我总是趴

在她的床头问：‚为什么你不能像别人

的妈妈一样带我出去玩呢？‛妈妈能神

奇的行走，这对我幼小的心灵感知神的

真实性有了基础，也使我对他有份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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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感。 

10岁左右，爸爸可能因为工作的劳

累，得了胸膜炎伴有低烧不退的状况，

当时他工作的地方距离家约 15公里左

右，治疗近 1个月并未见好转，反倒人

更虚弱，无力行走。妈妈催他既然打针

之类的治疗没效果就回家，依靠神。记

得当时爸爸是坐公交车回来，回家后，

妈妈就安排了聚会，为爸爸的身体向天

父祷告交托，后来也奇妙，爸爸的病好

了，这么多年也没有再犯病。有次，一

位叔叔来我的家和爸爸聊天，爸爸分享

这场病时，说：‚当时，在病情当中心

里灰心了，感觉自己不行了。‛我无意

中听到这句话，就默默的哭了起来，小

时候我最爱的是爸爸，因为爸爸宠女儿

嘛，所以害怕失去爸爸。 

爸爸妈妈的故事，在我童年时期如

同一扇小小的窗，开启了我对天父的懵

懂认识！我感谢他给了我一个正常的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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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一个完整的家，虽然经历了一些苦

难的日子，但结

局是好的。整个

的童年成长在爸

爸妈妈的身边，

算得上是幸福的

小孩。 

②感恩天父的看顾 

后来就读一中，离家 15公里，只能

每周的周末回家。记得一次回家，我感

觉自己说话上下牙齿闭合不太灵活，于

是就随口对妈妈说：‚妈妈，我感觉嘴

巴说话的时候好像有点对合不上！‛ 当

时，我妈妈也没说什么。第二天我就回

校了，在一次英语课上，校主任到我们

班叫我，说是我的爸爸来找我了。我感

到不可思议，因为爸爸从来没到学校找

过我，我怀着既惊讶又兴奋的心情跑到

楼下，真的看到了爸爸。原来他是带我

去看医生，因为我嘴巴说话不太舒服，



 

 6 

是面部神经的问题(身体免疫力差所引

起的一种病，俗称面瘫)。这件事直到现

在我都记忆犹新，

因为在我的概念

里，妈妈不是你

给她随便说一句

话就放在心上的

人，这一次她竟然记住了，而且还询问

了别人有关这个问题的情况后，让我爸

爸带我去看医生。而我爸爸也是从来没

进入过我学校范畴的人，一般孩子刚开

始读书都是爸爸或妈妈送过去，而我是

一位叔叔送去的。这件事我之所以记忆

深刻，因为这件事不像我爸爸妈妈的做

事风格，后来我再回想这件事，觉得是

天父对我的特别看顾，因为这个病超出

一段时间就难以治愈了。 

高中时候，由于教会及家庭发生了

一些的变化，爸爸妈妈和哥哥一家去了

外省工作。从此，学校就成为了我的家，

感恩的是我经历到天父特别的眷顾，神



 

 7 

借着我身边的同学，来帮助我照顾我：

记得一年的冬天，我没有多的钱买棉鞋。

有一天，一位同学借我饭卡吃饭，还给

我的时候，饭卡里夹了一张 100元的现

金和一张字条‘买双厚的棉鞋’。这让

我的心很温暖，因

为这位同学并不

知道我有这个需

要；还有一次新的

学期，要发新书了，

但是必须要交费

才可以领取，爸爸没来得及把学费打入

我的银行卡，一位同学怕耽误了我的学

习，不知他哪来那么多钱直接去帮我交

了书费，并通知我去领书，这令到我很

感动；另外，有位的朋友很特别，当她

知道了我为何会放假也留在学校后，很

激动的就跟她的爸爸妈妈分享了，于是

她的爸爸妈妈就让她带我去他们家。我

多次拒绝，后来答应 5.1假期去她家。

去了她家后，她带我去买新衣服，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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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又给了我一些钱，之后她让我也

叫她的爸爸妈妈为爸爸妈妈，就这样我

多了一个爸爸妈妈；其中有位同学更是

可爱，把他银行卡卷在一张写着密码的

纸里给了我说：‚有需要随时用‛；高

三的时候，我有了严重的头晕症状，没

办法有效率的学习，在医院的检查结果

是神经衰弱，常常会感觉昏昏沉沉无力

气，后来就没能参加早读了。那段时间，

每天上课前都会发现我的课桌里放好了

我爱吃的早餐。 

这些点点滴滴的过往，每每想起都

很感动。那些时光

好似静止一样纯净

的保存在我的脑海

中。后来我再思想

这些的岁月，感觉

天父真的是位信实公义的父，你缺失的，

他会用其他方式来补上。这些来自同学

的帮助，我知道不单单是来自人的关心，

而是来自天父的看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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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感恩天父的等候 

大二的时候，我有次咳嗽不舒服，

在宿舍用小电锅煮冰糖雪梨汤。因为插

排在床下面，所以我把小电锅放在了地

上煮水。水开了，我便掀开了锅盖放冰

糖，当我起身站立时，眼前一片漆黑，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当同学叫醒我时，

只感觉背部和后脑勺很痛，脑子一片空

白记不起发生了什么。我坐在床边，看

着同学急忙关闭了电源，紧接着宿舍楼

层断了电。因为我是站立起来又倒下去

的，倒下去的时候脚踢到了锅，里面水

倒在了插排上引起了断电。后来我明白

过来，情不自禁的哭了起来。当时，这

个经历使我对死亡有一点点的惊惶，原

本我以为我对生命无所谓的。从高中开

始，人生没有意义的意念扎根在心底，

使我对任何事都没有动力，一副无所谓

的态度。那时，我的思想狭隘又极端，

活下去唯一的坚持是为了爸爸妈妈，一

心想着等到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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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我要离开的时候了。对活着的纠结

矛盾，对未来的迷茫常使我觉得一切都

是虚空，好像没有什么是有意义的事，

安静发呆是我的常态。我也会常在没课

的时候，随便坐上一辆公交车在城市中

穿梭，透过玻璃窗去观看外面的人、事、

物，去感知一些内心解不开的惆怅。 

一个寒假，我去和爸爸妈妈一起过

年，他们带我去了教会，爸爸买了本《圣

经》送给我。那天，内心感觉久违的平

静安稳，心底的压力感都消散了，好似

回到了纯真的

童年，在赞美、

喜乐和鼓励中

与爸爸妈妈、叔

叔阿姨、哥哥姐

姐、弟弟妹妹、圣经、诗歌相伴，仿佛

到了原本属于我的乐园。 

回到学校后，一次奇妙的机会我发

现了教堂。但凡我没有课的时间，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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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泡在教堂里，那段时间内心沉浸在

天父的话语、诗歌中，得到了许多的安

慰与鼓励。特别的一点是他透过一首诗

歌《有一天》鼓励我要好好珍惜我自己。

直到一个晚上的青年团契会，我坐在一

个路口的位子，一位

姐姐走过来问我旁边

是否会有人，我说：

‚没有‛。她便坐在

了我身边，走之前留

了我的联系方式，就

这样我们认识了。这

也开启了我信仰的新篇章，在我们教会

学习、委身、成长。 

这个经历，使我认识到天父是位乐

意施恩怜悯的父，他一直期待着我这个

迷失在黑暗中的小孩能够在转角中停下

惊惶的脚步，与他相遇，奔向他温暖的

手臂中寻得安慰。他也早已预备好一切，

不早不晚，只是在焦急而又耐心的等候

中迎接着我的归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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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书 29：13 你们寻求我，若专

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是的，你若寻求就必寻见，天父的

话就是生命，如此的真实。 

天父的荣光，彰显在我生命的软弱上 

①妄自菲薄的少年 

如果把人生看为中国历史，那么我

的童年可谓是盛唐。6岁前作为水漂一

族，拥有过一段与鱼戏水的童真时光。

妈妈恢复健康后，从

水漂一族迁徙为归

园田居的生活。自小

乖巧懂事，教会的叔

叔阿姨、邻居的奶奶

喜爱；学习成绩优异，

老师喜爱；作为家里的小助手，爸爸喜

爱且因中年得女而宠爱有加，生活也因

着妈妈恢复健康而重返无忧无虑。 

少年不知愁滋味，天真无邪的岁月

总是短暂的。从中学至大学遇见神，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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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的岁月离开父母，在跌跌撞撞的成

长着。 

忘记了为何中学时我被安顿在一位

叔叔家借宿，同借宿的还有一个姐姐和

一个哥哥，他们是亲姐弟。因为成绩不

如这对姐弟好，自信心被这位叔叔沉重

的打击了，他认为我是个不懂事的孩子，

因为一个懂事的孩子就应该是优秀的。

我感到心里压力很大，不敢面对他们，

每天夜自习放学回家都会悄悄的上楼。

姐姐和哥哥都会用洗衣机洗衣服，我却

不敢使用，姐姐和哥哥会和他们一起吃

饭，我未曾一起过，当然我心里实际上

很开心不用一起，寄人篱下又有点被区

别对待的滋味好似怪味豆。说来也怪，

当时的我肠胃不好，要常去抓药，面部

神经炎要去扎针喝中药，看着隔壁的哥

哥姐姐夜自习回来后依然加点的学习，

心里确实压力倍增。班主任是位性情直

爽脾气火爆的女士，我曾被她的举动深

深戳伤，数学成绩每况愈下。我有个好



 

 14 

朋友，但这段友谊却遭到一位同学的不

满和诋毁，在日常学习中，这位同学常

会以犀利的言语、

傲慢的姿态干扰

我，记忆深刻的一

次是在宿舍里，她

莫名因心情不好

无理的指桑骂槐。她的成绩比我好，尤

其是数学，得到了班主任格外的喜爱与

优待，当时的我挺无助的，只是选择了

沉默和忍耐。 

从无忧无虑到心事重重，内心充满

了恐慌和无奈，小小年纪面对来自亲情、

友情、师生情的困境，对于彼时的我走

到了无法调整和平衡的死穴里。这带给

我的是毁灭性的影响，虽然高一的班主

任曾评价我是她‘最自豪的学生’，虽

然也有一些可爱的朋友相伴，但终究还

是被无形中的失落感紧紧的束缚着。在

每周一小考每月一大考的日子里，成绩

起起伏伏压力很大，虽然爸爸妈妈从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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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过我的学习成绩，也对我从未有过要

求，但亲戚所加的价值观深深的使到我

羞愧，觉得自己对不起爸爸妈妈，也无

颜再面对所有的

亲戚。心灵在忧

郁、迷茫中漂流

着，终日所思是：

我是否是多余的

呢？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爸爸妈

妈因为生活不能留在我的身边？为什么

这些的亲戚会因我的家庭变故而改变了

态度？为什么我所喜欢做的事没机会，

而又对不喜欢的事没兴趣？ 

我时常幻想着回到童年，生活简简

单单、无忧无虑，觉得那才是属于我的

环境，以至于思想跟不上年岁的步伐，

活在虚幻当中。面对压力习惯性的选择

逃避，这也导致我的性格越来越胆小，

对自己极度的不自信、看不到生命的价

值、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我因不懂

得接受现实而妄自菲薄，甚至是一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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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消极厌世。 

②害怕不再成定局 

多年妄自菲薄的状态，也延伸至我

的工作上，不再一样的是我已成为神的

儿女，学习依靠天父去面对，克服生命

中的软弱。 

起初，被经理 A区别对待，因为信

仰，处理一些事时会坚守非白即黑的原

则，更是被区别对待，甚至被拍桌子恐

吓，也曾多次被调离部门，期间有些的

同事看不下去劝我离开公司，而我跟随

内心的感动选择了留下。意外的是最终

我再次被调回部门，不久她便不再是我

的经理，来了经

理 B。这也是我

工作上最感恩的

事，经理 B是天

父赐给我的遮阳

树、保护伞，使到我的处境翻转了。他

不同于经理 A遇事将我往外推，不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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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处理事务也不信任我，常在言语上施

压力给我。我知道是天父怜悯我的软弱，

因为我不太懂得处理人际关系，在跨部

门之间沟通上有很大的心里压力，经理

B 很擅长处理跨部门之间的事务，很多

事他都帮助我去处理甚至是带上我去一

起处理。 

经理 B多次建议我去考国家资格证

书中级，因为他上家单位是这方面的政

府机构，能提供内部价。但考试的通过

率是 30%，从内心来说我是害怕的，我

能行吗？我对自己打个大大的问号。为

了不辜负他的好意，也感觉或许这是神

带领我学习成长的机会，就报名了。虽

然心里对自己没有信心，但经过专心的

预备，结果我通过了考试。感谢天父，

压在我心底里多年的心结--害怕面对考

试的大障碍好像透过这次被释放了。我

也渐渐看到，不是我不行，而是我没努

力，没有专心的面对学习，眼睛好像被

蒙蔽了，一遇到困难，就选择逃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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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就怀疑自己的能力，反反复复。在生

命的成长过程中，天父也让我明白了逃

避困难是不行的，依靠人是不行的，必

须要走出妄自菲薄的自我设限生命才能

有进一步的突破。 

和经理 B合作得挺愉快，一切平静

而美好，直到发生了一件对于我来说望

而生畏的事。故事发生在某个周一的上

午，我接到一个通知：要与董事长的女

儿（我们互不认识）一起出差，参加为

期 3日的校企合作事宜，需即日买票准

备资料次日出发。为什么是我呢？怎么

也轮不到我啊！我内心反抗的声音迫使

我不得不这样反问经理 B。这本该是总

监或经理去的，因为参加此次项目的人

群都是企业家及各公司管理层，而我只

是一个普通的小职员，哪有信心去应对

这突如其来的挑战，心里如同洗衣机里

的衣服被死死的拧住，充满了惊惶。 

我找个会议室安静自己，迫切的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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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神，也给老师打了电话，老师建议我

问清楚，争取看

能否不去，如果

是必须要去，那

就得面对了。得

到确定答案后，

我就选择放下了自己的感受，仰望神买

了往返的机票。跟着，我被拉进一个云

集企业家及各公司高层的群，董事长的

女儿担任企业家协会的秘书，她叮嘱我

帮忙照顾同行的领导。我因没有相关的

经验及能力应付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

事，内心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最让我恐

惧的是要面对大约上千人的会场做 10

分钟的宣讲，而且是第一个出场。 

从接到通知开始，直到宣讲结束，

我整个人被恐惧紧紧的抓住，肌肉僵硬，

茶饭不思，心不在焉的跟随着大家出席

各种活动。但在这段时间当中，天父的

鼓励却一直地伴随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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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书 1:6 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

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

波浪，被风吹动翻腾。 

这是在登机前，父神给我的一句话

语，鼓励我要有信心去面对未知，去经

历风浪，经历在父神里面的安稳。当然，

这并不代表我就不紧张了。为了缓解紧

张的心情，我就在飞机上看起了随身带

的书。天父透过书中的一句话帮助我看

到自己是一个特别害怕困难的人，常常

被恐惧控制着，没有自由。同时也鼓励

我要去观看他的作为，经历他的帮助。 

马太福音 16:24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在演讲开始前，父神也透过这节经

文鼓励我要放下自己恐惧的感受，效法

基督不再是我，不是我能做什么，而是

要完全地仰望依靠父，静候他的帮助！ 

第一个出场，这不仅只是代表公司

的形像，更是代表了整个企业家协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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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像，如何开场成为了最大的压力难题。

在开场的前半个小时，虽然身体跟着讲

解员走进校史博物馆，但我的心却在迫

切地呼求天父的帮助，希望他能赐予我

一个合适表达又可以和学生互动的话

题……突然有了一个灵感出现在脑海中，

感觉蛮合适。于是，我就抓住了天父给

我的这个互动的灵感，献上感谢，不再

思想这件事，交托让天父引导掌管。 

半小时后，感谢天父，我算是完成

了任务走下讲台，后台同行的人表扬我

演讲的还不错，但

我也没放在心上，

只是表达了感谢。

接下来 1个 2个 3

个企业陆续登场，

而我就彻底地放松了，因为对我来说最

难的关过去了。从洗手间回来休息区，

我没注意到有一位企业家坐在这里，一

般除了吃饭时间，企业家和企业的管理

者会分开休息。他见我走过来，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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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刚刚的开场很不错！‛当时，听到

这句话很惊讶，但这句话竟入了我的心，

我感到内心充满了轻松、喜乐和感恩，

我清晰地知道我仰望天父顺利地度过了

这一困境，我的妄自菲薄再一次被击退

了！ 

这事以后，公司晋升我为主管。透

过一些事情的发生，我发现自己的思想

有些转变了，面对困难即使听到有众多

否定的声音，也不会太受到影响，而是

去求问去聆听从父而来的声音。有时候，

回首过往不禁感慨：原来自我否定、妄

自菲薄是这么影响我生命的进程啊！感

恩父收纳我这个软弱的孩子，栽培我、

鼓励我勇敢的破茧而出，不再做一只毛

毛虫。 

③信心的跳跃 

一次特别的探访，我听到一位传道

人的故事，他分享的是在他读书的时候，

有一位同学向他传福音。他的同学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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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热心，人品挺好的，也参与管理教

会的事务，但传道人分享他当时非常顽

梗拒绝了他的同学。后来，他们毕业进

入同一家公司工作，他在那公司工作了

10 年，后来神感动他，他就去侍奉神当

传道人，至今已有 20 年了。几年前，他

再次回到自己的老家遇见当初给他传福

音的同学时，他的同学对他说：‚我终

于下了一个决定现在来读神学了，因为

我还有几年就退休了，如果还不踏出这

一步，一生就完了。‛他问他的同学：

‚为什么那么晚才做这个决定啊？‛他

的同学回答他说：‚我信心不足。‛这

个故事特别地触动我，时常的浮现在我

脑海中，我也常常反复思想和我的关系。

我一直以来的心愿岂不是将自己年轻的

生命献给神使用吗？我发现，此时的我

就是当年的这位的同学，如果继续在‘信

心不足’的光景中被动的等待着，那么

等待我的就是 20年后的他。虽然他知道

侍奉神非常美好，也都是长期以来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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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但他过了 20多年才做出决定，几十

年来他活得不开心、做着自己不喜欢的

工作，将人生最宝贵的时间、精力浪费

在了不值得的事上。 

那么，我呢？将会如何作出选择？

不久后，突然接到公司一个通知，要晋

升我为分部经理，

当时我的心里有

些的矛盾。若是

考虑晋升，那么

我属灵生命的计

划难道又要拖延吗？若是不考虑晋升，

爸爸妈妈的需要我就要放下了。那晚，

我安静在天父的面前求问，天父帮助我

看清楚这份工作背后的虚空、压力及身

体将承受的负荷，最深刻的看见是这工

作将会拖垮了我的属灵生命。天父赐予

我一句话‘将你的时间为我所用’，也

借着一节的经文鼓励我要做个智慧的人，

谨慎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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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 5: 16要爱惜光阴，因为

现今的世代邪恶。 

最终，我在天父的平安里以一颗感

恩的心拒绝了公司。这也是我心灵深处

的一次翻转，从为爸爸妈妈而活的心态

彻底地转向了为天父的心意而活。 

这事以后，我觉得自己的生命不能

一直在平庸的工作中消磨了，为了调整

自己的各方面状态，考虑想在神里面有

一个安息的计划。尘埃还未落定，天父

的呼召来的如此迫切，我心所愿的机会

就这样悄然的来到我的面前，可是，我

能行吗？妄自菲薄这一刻再次登上我心

的宝座，我既兴奋又恐慌，因为我担心

自己走不远。 

在一次和老师的谈话中，老师建议

我在天父里面去安静思想、去求问他的

心意。透过一些时间的安静和在天父面

前的求问，我凭着心里的感动向天父求

了确据：彩虹为证。我对天父说：‚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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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完全的为了爱你，请拦阻我的心。

我要凭信心向你求确据--彩虹，你的话

告知了我，只要凭信心不疑惑。求父引

导，我要知道你的心意，因为这不仅是

我的事，也是你的事。‛等候了 10天，

我突然意识到我还未与天父约定时间节

点，我对天父说：‚无论考虑结果如何。

我想 XX天定下来，请天父坚固孩子软弱

的心，你的安慰

相伴胜过万有，

我会继续寻求你

旨意，愿我的生

命之旅是你为我

铺设的，如此我便以你为乐！‛在等待

的过程中，也面对忙碌的工作和营会节

目的排练，心里有些的软弱。一次安静

的时候，天父透过了一篇名为‚心怀期

待‛文章鼓励我要继续等候天父的作为！ 

经过了 19天的耐心等候，那天下班

后，看着明朗的天空感觉心情很舒畅，

于是租了单车去往一条河边。这条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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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静深远、花香常漫，是城市中的世外

桃源，从我的公司延伸到我住的地方，

路途中会经过 2座拱桥，一所大学，我

也常会下班后沿着河岸徒步回家。路上，

我一边听着音乐一边骑着单车。当到达

第一座拱桥推车上坡时，我一抬头被天

空的景色震撼到了，于是停了下来，拿

出手机拍照，心中惊叹着这唯美的画面

是我从未见过的壮阔美景。突然，耳机

中正播放的歌曲似乎是在解析着这美景

的样貌，但我对这首歌不熟悉，我看了

这首歌名叫《就在这里》，歌词：‚最

好的时刻，最美的地方，就是现在，就

在这里。因这里有你，有你的同在，吸

引我，不愿意离开。就在这里，我要寻

求，恳求圣灵翩然地降临如波浪洪涛漫

过我身，无比荣耀充满全地。在这里，

我要敬拜你全心全意，归荣耀给你。这

一刻，在地如在天，这里有你，胜过万

有，别无所求。‛看着这歌词，内心很

认同：这一刻在地如同在天，这里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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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过万有，别无所求！‚胜过万有‛这

个词就是我与天父约定时间节点时所用

的（你的安慰相伴胜过万有）。此刻，

我的心感到深

深地被吸引不

愿离开。当我

欣赏完歌词，

抬起头来，我

的余光发觉桥上有个人用手机在拍我背

后的天空，我一转身，便看到了一个大

大的彩虹。我急忙把单车推到桥上，感

觉自己像是被圣灵充满一样，身体情不

自禁的颤抖，热泪如温泉涌流。正如歌

词所说：‚圣灵翩然地降临如波浪洪涛

漫过我身，无比荣耀充满全地。这一刻，

在地如在天，这里有你，胜过万有，别

无所求。‛也正如这首歌的名字，就在

这里，我得到了天父亲自的安慰，在约

定之前，他成就了！ 

约翰福音 11:40 耶稣说：‚我不是

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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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曾经，世界的迷惑使我眼睛模糊，

看不到方向，也找不到盼望。如今，在

天父的荣光中得

见了光明和希望，

我实实在在的看

见了天父在我身

上施行的拯救，

看见了天父如何一步一步带领我的生命

向前进，更是看见了天父很期待彰显他

的荣光在我们的身上……因此我乐意地

将自己的一生奉献，为神而活，也决意

卸下妄自菲薄的帕子，扬起信心的帆，

期待着与天父一起乘风破浪，活出他所

喜悦的丰盛生命样式。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