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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本恩牧師
事奉主是一件喜樂的事 ，我已經歷到越

事奉越甘甜。然而在事奉的過程中，神沒有
應許天色常藍，有時也會遇到暴風雨，但主
應許永遠與我們同行。遇見暴風雨時我們可
能會懷疑神的大能，就像教會第一次購堂及
第二次建堂過程中神沒有及時答應我們所求
的，顯然這並不表示神的膀臂缩短不能幫
助。在這當中，神用耶利米書32:17來堅固
我的信心。我也常常用這個經節來祷告：
『主耶和華阿，你曾用大能和伸出來的膀臂
創造天地，在你沒有難成的事．』
2008年2月份當火灾临到我們所借用的
New Covenant教堂后，各種聚會都受到影
響。從那時起，教會同工及弟兄姐妹同心禱
告，求神指引并供應教會永久的塲地。從尋
找土地到合適的建築物都非常不順利，有時
甚至還懷疑真能找到嗎？在2009年9月的一
天忽然收到房地產經紀人告知有間教堂要
賣，而且剛放到市場上。當時我們立刻行
動，從看教堂到雙方同意成交價錢簽下合同
不到五天的時間。神實在眷顧幫助我們，在
一個月内神感動本堂和外地弟兄姐妹，加上
教區的幫助，在成交時全數付清，不必貸
款。
感謝神！我们於2009年11月15日開始在
自己的教堂聚會。雖然一開始空間就已經不

夠，大家卻能體諒並且以感恩的心來使用。
神又感動我們要為祂的國度再籌建一個多種
用途中心。從2010年開始教會就鼓勵弟兄姐
妹為此事禱告及奉獻。在漫長的七年歲月中
實在是一個大考驗。經費不足、沒有經驗，
好像建造一個多種用途中心只屬空談，無法
成就的事。然而神的膀臂並非缩短，祂有祂
的時間。在2015年有了許多奇妙的轉機；遇
到一個建築商願意幫助我們做初步預算，年
會有特別的基金可讓我們申請，多位弟兄姐
妹也回應了三年建堂奉獻的委身。在神奇妙
的带領與看顧之下，2016年5月22日進行了
動土禮，2017年3月5日搬進了剛完成的多種
用途中心。我們真實經歷了神偉大的膀臂。
雖然這時我們離䢖堂經費目標相差28萬，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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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們把舊堂取名為“和撒那敬拜
中心”，新建的多種用途中心取名為“愛加
倍家庭活動中心”。當我們擁有這麼宽敞的
場地使用時，我們除了感恩及歸榮耀與神，
切不可忘記祂所吩咐的：”你們要往普天下
去、傳福音給萬民聽。”(馬可16:15)。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
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
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
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馬太28:18-20)
為了回應主的呼召，2017年教會的主題
訂為“裝備自己，領人歸主”。願主幫助我
們能夠真正在神的話語上扎根，屬靈生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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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成長，在生活中有美好見証。願我們常常
為慕道友禱告，與他們建立關係，邀請他們
來參加教會聚會，也和他們分享福音。傳福
音領人歸主是一個屬靈爭戰。撒旦要人遠離
神，墮落㓕亡，然而神不願一人沉淪，乃願
人人都悔改得救。所以我們要堅固信心，持
守主的大使命，倚靠主不灰心，祂會用大能
及伸出來的膀臂來幫助我們。願主把得救的
人數天天加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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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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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tor John Roper

When I was a child, there was a popular
series of commercials on TV where various
people would be holding a ketchup bottle upside down and waiting for a long time for the
thick, red sauce to come out on their hamburger, French fries, or whatever. In the background, a familiar pop song, “Anticipation,”
would be playing. The underlying message behind these advertisements was that while other
ketchup brands might provide instant gratification by pouring out quickly, they were vastly
inferior to the hearty, rich goodness that only
Heinz Ketchup could provide. In other words,
good things come to those who wait.
A few weeks ago, we finally had a
chance to open the doors to God’s big present
to us: our new multipurpose building. However, we spent much of 2016 pacing the floor like
expectant fathers as we waited for its much
anticipated arrival. Sure, when the original
plans were being drawn up years ago, we could
have settled for a cheaper facility, one that
could have been completed more quickly. But I
believe God led us to build this one, a costly
but more practical facility that will serve us
and our community for years to come. It was
definitely worth waiting for.
But now comes the real test. What does
God want to see accomplished through this
building and will we be willing to be obedient
as He leads us in how to use it? Our best intentions all along have been to utilize this gift for
his glory, but it will take much more effort to
transform those desires into action. We must
be willing now to actively pray and continually

seek His guidance in how to be faithful stewards of what He has provided. We have a tremendous job ahead of us, yet we also have a
wonderful opportunity to be a part of God’s
expansion of His Kingdom as He uses this
newly named Agape Family Center to reach
out to others.

It has been a long journey from dream
to reality, and there have been some frustrating
times along the way. At times, the anticipation
has seemed to be almost overwhelming. But
now that we can actually walk inside and enjoy
what He has so graciously provided for us,
wouldn’t you say the wait has been worth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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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 this has been a very interesting
year for my wife and myself. We have been on
an adventure, but it has not always been pleasant
or easy.

Scott Zerger, Lay Leader

the building fund so we would be ready to not
only begin, but to finish this building that we so
desperately needed and wanted.

In 2015, I was called to take leadership
as the Building Committee Chairman. Little did
I know at that time what I would be involved in,
or what would be expected of me, in order to
complete the construction of our new multipurpose building.
The more I learned
about it, the less I
wanted to be involved. I thought
that it would be
much easier for me
to not have the
added pressure in
my life and to just
be able to freely
enjoy my retirement. And I was
thinking that I
would rather go on
a vacation with my
wife. But then I
realized that that
was not what God
had called me to
do. He had called me to a task too big for me so
I could rely on His strength and wisdom.

Many people over the years have dreamed
and researched what to build and how to do it.
We searched for funding possibilities, worked to
find out how to best utilize the property to meet
our needs and the strict demands of the Edmond
City and Federal
guidelines.
Some
members that were
part of the initial
dreams and plans
have now moved to
other places and I
know they will be
rejoicing with us as
we move into our
new building.

Looking back, I realize that God had
been preparing me for this job for many years.
He had given me some skills and now I had the
time to devote to such a project. As a congregation, our prayers for this facility have been many
and heartfelt. We have invested our time in
thinking and planning, and given our money to

During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there were many
times that I wished
someone else had
this responsibility;
but God always
came through to give us what we needed and
stayed with us during the times we had to practice
our patience and finish the course. The Scripture
says, “If any of you lacks wisdom, you should
ask of God, who gives generously to all without
finding fault and it will be given to you.” (James
1:5 NIV). So, we asked God and we learned
many things about the production and building
process, different materials, colors, and the new
developments in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When decisions had to be made, I
learned to rely on the Lord’s wisdom along
with experienced construction people who
were a big help in solving problems that developed. Sometimes, we had to decide things that
seemed as if there was no obvious solution, so
I had to trust that God was leading us into the
correct choice. God is good and when things
looked utterly impossible, they became possible through Him.
Hallelujah! The building has finally
become a reality and now it is time to furnish it
and seek God to find out the best way to use it
as a tool to reach people for the Kingdom of
God. Praise God for such a glorious outcome.
I want to remind everyone that this building
was built for God’s purposes and we need to
remember to give Him all the glory.

especially want to thank the Building Committee who have each been instrumental in this
process: Calvin Shum, Vice Chair. who drew
up the original plans and gave technical oversight, Pastor Lau, Dora Lau, Tao Tao, Allen
Ong, Richard Lee, Timothy Kok, Kung Sing
Ting, Sean Ting and Dana Zerger. Each person used their unique giftings and insight to
achieve our goal. A.C. Owen Construction
was great to work with and I really appreciate
the help and advice of the owner Aaron Owen,
Architect, Bob Howard, our Building Supervisor, Charles Owen and the Project Manager,
Dean Baker. Most of all, I want to thank God.
Without Him it would have been impossible to
finish. “Unless the Lord builds the house, the
builders labor in vain”. (Psalm 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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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ant to thank each person who has
prayed, and has offered finances to see this
project completed. Our thanks also to the New
People, New Places Committee through the
Oklahoma Conference of the UMC for their
generous support which was a great help.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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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a Zerger
These words spoken by Jesus to a father
who was facing one of life’s greatest challenges –
the death of his beloved daughter. The messengers
said “Your daughter is dead, why bother the teacher anymore?” But Jesus said, “Don’t be afraid;
just believe. (Mark 5:36).
Jesus was
saying to Jairus:
“Don’t be afraid of
their words, only
believe My words.”
Don’t be afraid of
the circumstances.
I am greater and
more powerful than
all current circumstances.

愛
的
門
二
零
一
六
年
刊

6

I have noticed that I must
constantly be on
guard against fear.
To overcome the
negative fear, I
must apply the positive of faith and
love. Perfect love
drives out fear (I
John 4:18).
When I am
afraid of health or
financial conditions, I must remind myself to believe God’s promises (He always keeps His promises) that He will heal, protect and provide.

Judgments and rejection by people
seem like great mountains blocking acceptance and good relationships. At these
times I must put down fear and believe that
God forgives me and makes a way to restore
fellowships.
Many of our
fears arise when God
doesn’t “take our advice” on how and
when to do things.
He sees the bigger
picture AND the motives of our heart. He
is a good Father and
wants us to grow up
strong - spiritually,
mentally and physically. He does not
manipulate or force
us to love or obey
Him. He gives us
freedom to choose,
even when our choices break His heart.
He has made a way
for our sin to be forgiven, but we must
repent and accept His
forgiveness through
the price Jesus paid
for our sin.
Don’t be afraid of the past – God restores and
forgives;

Don’t be afraid of the future – God is in the
future and knows yours;

also in Me.”

Don’t be afraid of being lonely – He is faithful
and true and will bring peace to our souls;

Jairus chose to believe Jesus when he
said “Don’t be afraid, only believe”, and he
received his daughter back from the dead.

Don’t be afraid of your need – He is our provider;
Don’t be afraid of people’s faces – God is the
one we must please and because of Jesus and
His gift of righteousness, we can stand boldly
before God’s throne in Jesus’ name.

生
活
分
享

I must remember to put God first and to
put fear out of my life and believe that He is
my Savior, provider and friend. Is God asking
you to put down fear of something and believe
His promises?

Jesus said in John 14:1, “Let not your
heart be troubled, you believe in God, bel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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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raham was given the promise of a
son. Included was a promise that he would be
the Father of many nations. Yet, God required
that he offer his only son as a sacrifice. Abraham “planted” his son which was a type of
Christ and received him back through the substitute of the ram (like salvation or resurrection
from the dead.) (Heb. 2:10).
A farmer knows that if you do not plant,
you will not harvest. We can personally experience giving to God and as a church we need to
pray and ask God how to plant for a harv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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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 6:7-10 “Do not be deceived: God
cannot be mocked. A man reaps what he
sows”. The one who sows to please his sinful
nature, from that nature will reap destruction;
the one who sows to please the Spirit from the
Spirit will reap eternal life. Let us not become
weary in doing good, for at the proper time we
will reap a harvest if we do not give up. Therefore, as we have opportunity, let us do good to
all people, especially to those who belong to the
family of believers.

Luke 6:38 “Give, and it will be given to
you. - To experience receiving we must learn
to be givers.
In John 3:16 God showed us the way.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 that whosoever would believe in him would not perish but have everlasting life.” He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
Through this gift, He RECEIVED many sons.
His gift to us was multi-faceted; we received
not only forgiveness of our sins, but, we re-

Dana Zerger

ceived His righteousness and eternal life. We
also received His joy, hope, love, peace, the
power to trust and believe, the authority to pray
and expect His answer and the boldness and
kindness to share the good news of Jesus with
others.
If we are truly full of the love of God,
we become infectious and we need to start an
epidemic of love and service.
When we give to each other – like at
Christmas time – we don’t give “stuff” just to
get more “stuff”, but our gifts are to represent
God’s gift to the World.
We, as a church, have been looking how
others will give to us to finish paying for our
building. My question is: Have we planted any
seeds?

見
證
主
恩

It is truly an amazing yet exciting process on how God builds up a character according to His time. I’ve experienced God’s leading
in all circumstances. First, I am ever thankful to
God for pouring out His love to His people and
leading me to know God. Because of that continual love, I found anchor in Christ and accepting Jesus Christ as my personal savior when I
was 15 years old. Since then, my life was never
the same and each
blessing is timely unfolded by God until
now. Yes, there are
challenges along the
pathway that might
strike us down time
after time. Let these
challenges draw yourself closer to God to
empower you. After
all, we are only human. BUT! We are
blessed to be made by
God with a purpose
for His Kingdom.
I’m loved by God.
This year, I
passed one of the
chapters in my life by graduating in university
with a bachelor’s degree. I officially started my
degree program in Spring 2013 with doubt that
I could ever make it. God’s grace helped me
through this journey. As I reflect all the moments that keep me walking forward and building my character in United States, it is you, RJ
& ECIUMC’s church family. You are greatly



Sam Wong

being a big part of it. I was offered help in
many forms especially prayers. I am ever
thankful. Although we are not a big in number, we are big in love. We will continue to
serve as one church for God, and the community. As the bible said, (John 13:34 - A
new command I give you: Love one another.
As I have loved you, so
you must love one another.)
Thank you for loving
me as your family.
I’m also thankful
that God listens to prayers. It is real. My father
was diagnosed once
again with liver cancer.
Through the countless
prayers and loves from
all over the places. I
thank God that he is now
healed. Our time on
earth seems short, but it
is now the time to love
our dearest, family,
friends, or even those
trespassed me with the heart of forgiveness
that comes from God. (Ephesians 4:32 - Be
kind and compassionate to one another, forgiving each other, just as in Christ God forgave you.)
Love more, forgive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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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church for inspiring me to
love. I encourage one another to continue to be
generously pouring out God’s love so that others would receive it as well; just as how you
did to me. We are all blessed and loved by
God.
Continue to share this Love.
God bless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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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全家人2016年5月21号到5月24号开
车去San Antonio 旅游。期间因为吃了坏了
的草莓，我老婆原野5月23号在旅馆拉了一
天肚子。一天大概拉了10多次。到了5月24
号，我也开始拉肚
子，感觉也非常严
重。我当时就马上祷
告，祈求主耶稣基督
看顾保守我们驾车回
家。因为圣经上说如
果我们信靠神，神就
会赐人出人意外的平
安。感谢神，我们驾
车回家非常的顺利，
小孩和父母都没有生
病，驾车回家途中也
没有拉肚子。但是5
月24日回到家后，夜
里我和原野又开始严
重拉肚子，肚子里也
一直哗啦啦的响个不
停。一想到第二天还
有好几个重要的会
议，我心里就十分忧
愁。于是我马上跪在地上向主耶稣基督祷
告，祈求神让我们早点好起来，最好天亮就
完全好。祷告完我就安心的睡着了。第二天
早上起来我们还真的都好了，也没有拉肚

陈思夏

子。我一整天上班也很正常。感谢神！马
太福音(7章7-8节),“你们祈求，就给你
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
叩门的,就给开门”。
神是又真又活的。他
眷顾怜悯我们。我相
信在疾病中只要我们
完全的信靠神，把自
己交托给他，就会很
快得到医治。马可福
音(16章,16-18节)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
救，不信的，必被定
罪。信的人必有神迹
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
名赶鬼,说新方言;手
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
物,也必不受害;手按
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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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个微小的家
庭所做的功。这虽然
不是什么很严重的疾病，但是我们想把每
一次神的看顾和恩典都记下来，给他做见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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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2016年秋季的交换生，在UCO学习声乐表
演。一开始我是什么都不适应，尤其是在饮食方
面。我在学校的Nigh Center 看到
了教会会为我们准备中餐，还可以
免费送我们去中国超市，这无疑就
是天上掉馅饼，老天在帮我。起初
我认为我也就是去蹭饭，我是信佛
的也不会去考虑太多其他的宗教。
我就这样厚着脸皮去了。第一次我
去的时候还直接打瞌睡。但是只要
想着可以吃好的，每周五和周日我
还是照常去，直到后来我深深地爱
上了去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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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源于教会所举办的退修会。教会邀请了冯
伟牧师来传讲福音。刚开始我啥都不知道，也不知
道那几天放假干啥，就跟着大家一起凑热闹来了。
退修会为期三天，我到了第二天才开始进入状态，
开始慢慢地靠近上帝。在第二天的晚上师母为我祷
告，我哭的稀里哗啦，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
事就成这样了。从那以后我每一次去教会不是因为
吃的而去，而是发自内心的而去，慢慢地和教会的
弟兄姊妹们变得融洽起来，他们都很照顾与关心
我。我不仅参加了周三在美国家庭的圣经学习，在
周天，师母还会给我一对一的解读经文，使我更加
靠近了神。美国家庭的人都很友善和可爱，师母的
耐心也让我觉得很暖心。我也开始有了一些改变，
之前的我霸道，自以为是，高高在上，如今也会顾
及别人的感受，对我自己的这一大改变，我也觉得
挺好的。当然最神奇的就是我的舍友，她也是基督
徒，每当我们开心或者伤心，睡觉前会一起为彼此

李琴

祷告。那时候我还没有受洗，应该算半个基督徒
吧。
等到这个学期的期末，我和师母也完
成了最后一次一对一的查经，我回国
的日子要到了。我自己的原本计划是
等我到美国读研究生后就受洗，但是
这个想法却在平安夜那天打破了。我
最终战胜了恶魔，投靠了我最敬爱的
神。我把机票退后，就参加了冬令
会。本次参加的慕道友就只有我和冯
宇晨，我俩一直待在A5福音班，一起
上课一桌吃饭，尴尬到头了。有天晚
上冯宇晨和我说你想信吗？我直接甩
了一句，你脑袋有病吧。说完我就后悔了。恰巧
德州短宣队的一名队员也向我传福音。我一直在
纠结着今天是不是说错话了，心里也在纠结，我
就问了兄弟姊妹们，我说我现在非常的纠结，希
望大家能够为我和冯宇晨祷告。于是，神奇的事
情发生了！大家一祷告完，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
勇气立马表示我要受洗。更加让人吃惊的是冯宇
晨说自己需要有人推他一把，所以他跟着就和我
一起在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进行了受洗。受洗时
间是在耶稣诞生的日子，也就是圣诞节。我也能
够和神一起重新诞生，这是神的旨意。通过这次
受洗的人生经历，我觉得自己好像又开始充满了
能量，又焕发出了新的光芒，自己也会更加的期
待自己与神的相处。谢谢大家！在这里特别感谢
牧师与师母，傅老师和师母对于我们慕道友耐心
的讲解，谢谢陶涛姐的句句真言与坦诚，谢谢艳
蔺姐作为我开始决定触摸上帝的开启人，感谢教
会曾经帮助过我的兄弟姊妹，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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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去在堪萨斯城举办的美中冬令会都有很
大的收获，感觉它像一个属灵的盛宴，每次回来都
很受激励。今年感觉尤其不一样，在听了林永健牧
师的加拉太书系列之后，除了受到激励，自己灵里
还得到极大的释放，可称是第二次的重生。
事情要从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说起。提起救
恩，基督徒马上
就想到“因信称
义”。 主耶稣基
督为担当我们世
人的罪而死在十
字架上，舍身流
血，完成赎罪的
大功，今天我们
只要信，神就赦
免我们所有的
罪。其实神所预
备的救恩的内容
要比这还要丰
富，上面的救恩
仅仅是赦罪的恩
典或称义的恩
典。所谓称义，
也就是神称我们
为义，算我们为义，也就是神不算我们为有罪，或
者赦免我们罪的意思。保罗说过：“正如大卫称那
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
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
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罗4:6-8）。由于
赦罪称义是完全靠着主宝血的功劳，借着人的信心

武文心

而领受的，因此称为因信称义。任何一个罪人，
不论他多么堕落、多么败坏，只要他肯存着信
心，来到主耶稣面前，求主拯救，在主面前彻底
承认自己一切思想言语行为上的罪恶。那么，主
的宝血必要立即洗去他一切的罪污，主的灵必要
立即更新他的心灵，使他重生，获得属灵的新生
命 。 这
样，他一
切的罪都
要立即由
主耶稣担
当，并且
神也要立
即接纳他
爱他，如
同爱主耶
稣 一 样
（
约
15:9）。
我们基督
徒在得到
新生命以
后，我们
的 罪 还
在，只不过神看我们为无罪。其实神的救恩不但
要赦免我们的罪，而且还要使我们成圣；不但要
使我们因信称义，而且还要使我们靠主成圣，这
又是另一个极大的恩典。罗马书6:18-22里写着
“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作了义的奴仆。我
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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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作奴仆，以至
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作奴仆，
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作罪之奴仆的时候，就
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
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
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作了神的奴仆，就
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 这里保罗
两次提到成圣。所谓成圣，也就是要我们在心
灵品格上完全离罪成圣，完全像神的意思，因
三位一体的真神是唯一的圣者。成圣的我们会
完全遵守神的律法，在思想言语行为上完全圣
洁无罪，并充满爱神爱人的心。
很可惜，有些基督徒在决志信主以后，自
以为拿到了通往天堂的通行证，得着称义的凭
据，并没有脱离罪的生活，就不再追求圣洁的
生活，属灵生命不再成长，失去了神给予的成
圣祝福。自从我信主以后，借着听道和读经倒
是明白了成圣的道理，知道信主受洗仅仅是一
个开始。我们得到了新生命，就应该过圣洁的
生活讨神喜悦。但是我以为这个过程是靠节制
自己不好的行为，借着读经，灵修，祷告，过
圣洁的生活的行为来讨神喜悦。总之我认为因
信称义是要靠信心，而信主以后成圣的过程要
靠自己的行为和努力。这种想法带来最大的问
题就是靠自己。靠自己的后果是当我软弱的时
候会觉得非常的累，感觉自己在拼命达到神的
要求。另一个后果就是产生了骄傲，因为我觉
得读经，侍奉神，聚会比其他信徒做得好，自
以为就会更蒙神的喜悦。所以，我靠自己收获
的无非就是无奈，痛苦和贫乏。
感谢神，神的恩典再一次临到我，这次冬
令会听了林永健牧师的加拉太书系列，神一下
子唤醒了我这个信主以后以行律法为本的人。
加拉太书 3：2-3中保罗提醒我们 “我只要问
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
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
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是
啊，我们称义是靠圣灵，难道还靠肉身成圣
吗？接下来神为我们指出了出路，加拉太书
3： 5-7“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

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
呢？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
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
的子孙。”原来神要我们做“以信为本的
人”，从圣灵里得能力，顺着圣灵行事。
罗8：13-14中写道“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
必要死。若靠着圣灵治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
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
子。”在我们蒙恩信主的时候，圣灵就入住我
们身体里，时刻提醒我们。圣灵来是要做我们
的保惠师。我们祷告，是圣灵在帮助我们祷
告；我们传福音让人归主，是圣灵在感动福音
朋友；我们读经，是圣灵在启示我们。我们只
要凡事顺着圣灵而行，不要靠肉体。罗6:
16
“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作奴仆，顺从谁，就
作谁的奴仆吗？或作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
作顺命的奴仆，以至成义。” 神不但使我们因
信称义，还要使我们“因信成义”。我一下子
感觉靠自己肉体的劳累被挪去，内心得到了极
大的释放。禁不住再一次高呼哈利路亚，称颂
神伟大的恩典。
称义是神为人做成的并在人信主的时刻瞬
间完成；成圣是神在人身上的一生之久的工
作。主耶稣曾经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
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太5:48）。因此，所
谓成圣成义实质上也就是要我们在心灵品格、
言语行为上，完全行义不犯罪，完全像神，完
全像主耶稣，“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
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林后3:18）。这对我
们真是何等神圣、崇高、伟大的旨意！我们靠
自己绝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主的灵却可以帮
助我们达到。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
灵行事。让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
盼望的义。（加5：5，25）我把这一次冬令会
最大的收获写出来，希望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在
信主的道路上不再重复我的错误，少走些弯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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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李绍璠，来自河南洛阳，顺便说一
下，我是女生。。。”这引来呵呵大笑，可能大
家并不陌生这段话吧，没错这就是我刚来教会的
自我介绍。记得刚来到美国，虽然美国人很热
情，也不在乎别人的外表，但我这帅气的外表总
让人觉得我是个男生，然而我的内心也默认自己
就是个男生了。小的时候，因为我的母亲要我很
不容易，所以对我爱护有加，顺着我的性子，不
让我受任何的委屈。因此，从小我就是男孩子的
打扮，脾气也比男孩子厉害，而且特别调皮，经
常惹事，不是
把谁家的仙人
球挖出来，就
是在后院点火
玩，或者是翻
墙进厂里拿一
些自己觉得是
宝贝的东西。
母亲批评我，
我就生气，把
家里能摔的东
西全都摔了，
还拿出纸贴在
门上写着坏妈
妈，臭妈妈。
我母亲也生
气，可是没有
用，一样好吃
好喝的对待
我。我这天生

李绍璠

的脾气，终于还是把母亲气病了，可是我却没
有一点的善良，还在母亲生病期间闹着办自己
的银行卡，因为她不同 意，我在床上又哭又
闹，还诅咒她去死。在我六年级的时候，母亲
患上了食管癌，当时父亲骗我说是个小手术，
没事的，没想到这竟然夺去了母亲的生命。母
亲刚去世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有点小庆幸的，
因为有更多的人关心我 ，给我买吃的，买穿
的，而且都是我最喜欢的，也没有人管我。不
过，这也成了我人
生的转折点。
日后的生活，
我经历了对我最大
的折磨。没有了母
亲的保护，我开始
被别人公开的嘲
笑，议论，甚至有
同学挑事。我不知
道怎么办，也不敢
和陌生的父亲讲这
些，自己也没办法
停止这些舆论和争
端，心里计划要么
打，要么走。在初
一的时候，我就选
择了转学。我还是
一个有野心的人，
还要跳级。我自己
联系了一个相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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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的学校，也顺利的进入初三的重点班。所
有的事情都办好了，我通知父亲，本以为他会
很高兴的赞赏我一番，没想到，他进了厨房拿
出一把菜刀，说：“你要是不留级，我杀了
你。”当时把我吓坏了，我坐在地上大哭，他
摔门走了，一天都没有回来。第二天，我旷课
了，不敢去学校，也不知道怎么讲，下午我还
是找校长说我不能跳级了，于是我又留级。当
时跳级的事情已经轰动了学校，又留级了，这
又让我背负了更多的舆论，我开始失去学习的
兴趣，迷失自己的目标。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迷失的越来越严
重。高中也正是叛逆的年龄，我每天打扮的酷
酷的，和“朋友”们混日子。心情不好了上课
看电影，和老师争吵，不写作业，迟到，旷
课，抽烟喝酒，谈不正常恋爱等。因为从来也
没有改正，老师就经常打电话给我父亲，父亲
也烦了，也不再接老师电话。我成了没人管的
孩子。因为成绩不算太差，老师也不能把我开
除，因此我成了唯一一个违反过所有校规却没
被开除的学生。我在学校特别自由，因为经常
在学校做检查，几乎所有的师生都知道我，甚
至那些讨厌校规的同学还称赞我做地好和我做
朋友。这让我感觉不错，反正上学是那么痛
苦，倒不如找点事情干干，我把我所有的聪明
都用在思考怎么逃离学校，怎么和老师斗争。
我一次次得到胜利，让我得到了更多的自由，
慢慢的我觉得学校没意思，于是终于我逃离了
学校，但是又不能让别人知道我逃学，我就在
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子，想上学就去，不想上
就回来睡觉或者玩电脑。每天11点左右起床去
上学，上课睡觉，晚上回来看视频、玩游戏到
凌晨。偶尔会安静的学习，可能记忆力比较
好，我成绩不错，老师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中国老师最看重的是成绩）。那个时
候，父亲又结婚了，我就主动转到县里高中上
学。在严格的纪律下，我和老师不断的斗争，
挥霍自己的青春。
我参加了两次高考，第一年高考，我和老
师吵架，放弃了理综300分的考试，结果我考了

个不错的成绩。按照我的个性，肯定要复读，
因为我觉得没努力还考这样，第二年一定是重
点大学啊。高四刚开学，父亲就脑梗偏瘫住院
了，父亲对我来说是个只会和我吵架的陌生
人，自从12岁母亲去世，我才和父亲生活，我
们只要谈话就吵架，而且吵得你死我活，后来
我就不愿意回家，经常在KTV里过夜。虽然这
样，我还是请假去照顾父亲，他66岁了，我觉
得他挺可怜的。紧接着他丧失语言能力，看到
他抱头大哭，我觉得我得做点什么。我找了一
个小班，但是父亲的病花光了他的积蓄，很幸
运那个负责人知道我的情况后，给我免费的机
会，我的成绩后来很好，那时候我开始有了极
强的报复心理。我在想我终于可以用这次高考
证明自己强，让当时不接受我的老师好好看看
他们所说的“坏学生”是多么优秀！终于可以
耀武扬威，那种狂妄，充斥着我的身体。到了
高考那一天，我急切的想要赢，也许是压力太
大了，突然就失忆了，我竟然连基本的10以内
的加减法都算不出来。结果，这一年我全考
了，多了300分，结果成绩和第一年差不多。我
不知道我还有什么感觉。正好那个时候，生病
后害怕不能恢复身体的父亲加入了中国推销保
健品的组织。我就觉得没有什么第一天交钱买
东西，第二天退钱，还白给产品的组织，我不
想让他被骗花冤枉钱，而且还是他给我的教育
金。所以我想帮他查资料，认清药品再买。他
却发脾气，斥责我不是他亲生的，想要阻止他
买药，害死他，独吞财产。我真的是找不到什
么理由可以在活下去了。因为我觉得生活空
虚，无聊，没有亲人，没有爱，没有盼望。然
后，我选择了死亡。记得很清楚，当时发了一
条朋友圈，算是告别世界。一个基督徒看到
了，他把割腕受伤的我带到教会，我看到所有
的人为我祷告，心里安静了很多。
经历了这一切，我不想见任何人，想逃离
自己的家乡，逃离认识我的人。出国一直是我
小时候的梦想，因为家里不是那么富有，也只
是想想。那时，突然想起小学的一位英语老师
讲过，有个学生拿了不到20万人民币去美国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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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最后留在美国了，我就想试一试。7年都没
有联系过她，能联系上也真的是奇怪。她一边
帮我办出国，一边给我讲福音，讲她的见证，
我开始觉得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像一个传奇，
也许她的神是真的。但是，家里的事情越来越
乱，爸爸情绪越来越不好，一会儿让我出国，
一会儿不同意，后妈什么也不管，有时候还扇
风点火，身边的人不支持我，说一堆恶毒的
话，说我不要我爸爸了，说我是白眼狼，不孝
顺。因为外界的原因，放弃了很多次要出国，
每次都是基督徒老师用圣经的话告诉我要坚定

出去，她说一定要出去。（我不知道她从哪里
来的坚定）。坚持着到了最后，签证才是最重
要的，但是我办签证的成功率几乎为零。签证
需要的材料，我只有房产证。父亲退休了，也
没有银行卡，没有流水，而且工资只有一千多
人民币和社会保障养老金。学校也不给我开证
明，因为之前我表现不好。我想放弃了，可是
又没有退路，我已经从大学退学了。这让我不
得不伪造资料。签证前一天，我特别紧张，我
手里的资料几乎全是假的。晚上，基督徒老师
说；“没办法，我们得准备，如果你不希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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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我们祷告求神给你预备签证问题，不涉及
家庭。”祷告完，我就去睡了。那天晚上我做
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梦见我的签证过了，但是
刚出大使馆，有火球扔向我，是这个基督徒老
师带着我奔跑，路上看到有小孩被家长从楼上
扔下来，底下有一双手接着，然后梦醒了，这
个梦很奇怪，很清晰。顾不上多想，我就去办
签证了。那天挺不顺的，我被分到指定签证窗
口，我的签证官拒了我前边2个人，还看上去心
情不好的样子，我拿着假资料，心里十分紧
张。到我了，紧张的句子都说不好，他问了我
要去的学校，专业，要去的地方, 当我回答了
Oklahoma之后，签证官说：“Good Luck！”我
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等待他问下一个问题，他
又用中文告诉我：“过了。”当时我感觉有一
股暖流在心里流过，默默的告诉自己这是神的
作为。
因为时间紧没考出托福成绩，要读语言学
校，过了签证这一关，我就需要体检，只有一
周的时间准备这一切。时间很紧张，但是恰好
是在要走的前一天，体检结果出来了，护照也
寄到了。所有材料都拿到了。（所以神是不会
误事的。）5月20日，我在北京起飞，逃离了家
乡这个让我伤心的地方。
在北京遇到了艳蔺姐姐(她在德州上神学，
之前在我被录取的大学读书，后来才知道，她
的飞机那天延误了，才和我一个航班。这难道
是偶然吗？)。她给我传福音，帮我联系了
Edmond教会。到了美国第二天就去了ECIUMC教
会，感觉很温暖。感谢神对我的计划，感谢神
的爱，感谢神的带领。神通过不同的人供养
我，艳蔺姐姐总是在我出现信仰危机的时候回
来探亲，帮我解决问题。刚到美国的第二个
月，我读语言花了我一半的钱，英语还是没有
过，我看不到希望，特别害怕。在我打算买机
票回国时，锦云姐和徐迪去我家看望我，用圣
经增强我的信心，使我平静下来。师母忙着帮
我办理转学，让我能够在开学前一天入学。后
来的故事，大家就都知道了，3个多月后，我受
洗归入基督，这真是一生最美的事情。

听长辈们说，基督徒的生命要倒着看，要
常常数算神的恩典。所以，我也倒着看我的小
20年。除了满心的感谢神，就剩下赞美神了。
在 我看不 见神 的时候 ，神 就开始 为拯 救我 做
工 。他安 排我 被基督 徒母 亲收养 ，从 小就 撒
种；允许我经历了母亲的溺爱，父亲的脾气，
家庭的变故，小成功，放纵，混乱的生活，不
正常的恋爱观，骄傲，狂妄，苦难，甚至到绝
望放弃生命；然后悄然的走进我的生活，成为
我真正的父亲，教育者；他让我不再流浪，让
我知道自己的力量是弱小的，让我自己开始寻
找他。神是信实的，当我开始寻找的时候，他
就向我许诺：“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
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太7:7）所以
神通过了一个圣经短剧让我感到“我从前风闻
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伯42:5）决志受
洗 。神还 是全 能的， 受洗 当天收 到的 礼物 是
《荒漠甘泉》，我打开看到的一句话是：“一
个甘甜仁爱的感觉温暖了我的心——在那里我
重新受了一次圣灵的浇灌。”神知道我的路，
时间，地点，事情都是那么准确，我很小的时
候受过一次洗，只是没有信主。“因为神就是
爱”（约4:8b），他医治了我受伤的心灵，清
理 了我被 魔鬼 撒旦捆 绑的 心，让 我“ 在基 督
里 ，就是 新造 的人， 旧事 已过， 都变 成新 的
了。”（林后5:17）现在的我有了新的生命，
被主更新，向过去犯的错误认罪，放下对父亲
的埋怨，原谅了父亲，也向父亲，老师，朋友
为着之前的错误道歉了，而且也有了正常的生
活，开始变得像个女孩子，恢复神最初造我的
样式，感谢主。
神的恩典数不清，把一切歌颂，赞美，荣
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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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
的是愛 。” — 哥林多前书13:13
在过去的一年神让我经历了一些事。现在回
顾起来，觉得神设置了一个中心主题，那就是让我
学习爱的功课。我
们的神是既有公义
又有慈爱的神。可
是在日常生活中，
尤其是在看到与自
己价值观相左的事
情的时候，我经常
是“义愤填膺”，
换句话就是公义有
余而慈爱不足。记
得有一件事在同学
们中间产生了很大
的分歧，我还特意
跟牧师、师母、以
及其他主内的属灵
长辈探讨这个问题。结果我发现，他们共同的一个
回应是用爱心来对待。现在回想起来，这就是我跟
这些灵里成熟的属灵长辈的最大差距。当我去做一
件事的时候，如果出发点不是基于爱心，而是出于
论断，那么我就犯了跟法利赛人一样的错误。通过
这件事，神让我更加明白彼得前书4章8节所说的
“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
罪”。这不是神鼓励我们藏污纳垢，而是不要让别
人的错误成为我们去爱他们的拦阻，公义是建立在
爱心的基础之上的。

傅继成

还有一件事让我感慨万千。去年我岳父病
重的时候，我太太回国陪护了一个月。如果不
是弟兄姐妹的帮助，我一个人是绝对无法应对
工作，生活，还要独立带两个孩子。虽然每天
都是高度紧张，可是我的心里有平安。弟兄姐
妹们对我的关
心和鼓励就是
我力量的源
泉。我现在经
常问自己，如
果同样的事发
生在别人身
上，我能否像
弟兄姐妹帮助
我一样去帮助
他（们）呢？
估计我多半会
以我很忙为借
口闪开。感谢
神借着这些事
让我看到，爱是要有行动、付代价的。当我们
遇到“不义”的事情，义愤填膺般的“公义”
声讨比爱心挽回要更加容易；当看到别人遇到
困难，闪身躲过比爱心关怀要来得容易。爱是
我成圣道路上一门重要的功课。愿神帮助我，
在爱心上不断长进，活出主耶稣基督期待我活
出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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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們 若 有 彼 此 相 愛 的 心 ， 眾 人
因 此 就 認 出 你 們 是 我 的 門 徒 了
。”—约翰福音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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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艳蔺
感谢主，今年要感谢神的事情实在太多，都不晓
得该从何说起了…在2016年11月12号之前，我本来是
主！那时，我并没有指望我妈妈也会去，因为她
打算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年暑假回国的短宣以及神是如
之前一直在武汉的老家照看房子，但是没有想到
何奇妙的把我带领到本校本专业的博士班的。但是11
就在即将见面的前几天，妈妈居
月12号周六早上，当我得知
然也回了广东，并且和爸爸一起
我的父母同时做了决志祷告
去见了鲁叔叔。神的恩典是超乎
的大好消息，瞬间世上万事
我所求所想的！
都成了浮云，完全一点都不
根据鲁叔叔回来美国后和我
重要了。所以这篇就先和大
的分享，他那天其实邀请了不少
家分享关于我父母信主的见
人，除了我父母以外，还有他的
证，关于申请博士的见证，
父母、妹妹和大学同学，他们都
请参见番外：）
是因着鲁叔叔而信主的，其中有
感谢神，上个学期我在
一位已经献身做了传道。鲁叔叔
学校认识了一位武汉的老
是一位很有传福音经验的人，他
乡，鲁叔叔，他和猫教授，
（鲁叔叔带领我爸妈信主）
提前和我父母见面，在没有外界打扰
也就是我的博导，是同一个教会
的情况下给他们分享福音，之后再带
的。猫教授就曾经对我说鲁叔叔是一位很热心传福音
着他们去和其他人碰面，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的吃
的人。他的太太，美凤姐曾经给我们作见证说，他们
晚饭聊天。鲁叔叔说，根据中国人的背景，他总
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她就有注意到鲁叔叔在点餐之余
结出传福音时需要提到的几点：宇宙有神，人人
还很热心的给服务员传福音，她当时就想了“这就是
有罪，唯独耶稣，因信称义。感谢主，在和我父
我应该嫁的男人。”所以，单身的姐妹们，如果想要
母分享的过程中，他们承认这个宇宙确实是有一
嫁一个靠谱的弟兄，请把他的热心于神的国和神的
位神，也承认人类确实是有限，且承认自己是个
义，多多为主做见证列在祷告之中；各位单身的弟兄
罪人。鲁叔叔也帮助我父亲明白，人不可能完全
们，如果想要让姊妹们注意到你并且欣赏你，就多多
明白圣经然后再去决定要不要信，而是应该先凭
热心的传福音吧！
着信心去相信，然后才能更多的了解明白圣经。
今年暑假，当我结束了在国内的短宣回到学校
之后，鲁叔叔拿着决志祷告逐句和我父母讲解，
后，得知鲁叔叔 11月份要回国并且还会路过广东，我
什么叫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什么是耶稣基督为我
就想，这么好的机会千万不可以错过了，于是拜托他
们的罪被钉十架、死了、埋葬了、三天后复活，
路过广东的时候和我爸爸见面并给他传福音。感谢
什么是因信被称为义，什么是邀请耶稣基督进到
主，鲁叔叔很爽快的就答应了，我爸爸那边也同意见
心里做主和救主。最后，鲁叔叔问我爸妈愿不愿
面，于是他们定了11月12号周六的下午见面。感谢

意和他一起做决志祷告，感谢主，我的父母决
定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和生命的
主！他们一起做了决志祷告！
回顾整个过程，我父母能够信主，并非单
单因为这一个事件，而是众多弟兄姐妹们的努
力和代祷的结果，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神在他们
的心中动工。就像圣经哥林多前书3:6-7节说，
“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惟有 神叫他生
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
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
去年暑假是我进入神学院以后第一次回
国，当时神就差派了不少他的儿女，在不同的
城市，以不同的方式给我的父母分享福音。此
外，还有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以及学校里的教授
和同学都在持续不断的为我父母的救恩代祷。
我在德州的教会，每周三的祷告会都会为会友
还未信主的亲友的救恩祷告。在宿舍里的姊妹
们也是，从今年暑假开始就一直彼此代祷勉励
扶持。我的一位同学，在我2014年入学的第一
个学期，得知我是家中唯一一个基督徒之后，
就把我父母亲人的救恩列到了她和她先生的代
祷事项当中，如此为他们祷告了快三年。另一
个同学也是，和他的太太一起，从去年暑假得
知我要回国做mission（宣教）并给父母传福音
之后，就一直为我父母的救恩代祷。在我申请
博士面试的时候，猫教授也是带领着所有的面
试教授们一起为我父母的救恩祷告。其他的教
授们也是，在得知鲁叔叔即将和我父母见面并
给他们传福音之后，就带领全班同学为我父母
的得救祷告。能够有如此众多的弟兄姐妹们的
代祷和支持，我真的很蒙福。感谢主！
给父母传福音虽然不容易，但是这也确实
是我身为女儿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能因着畏难
就只是单单拜托给其他的弟兄姐妹而已。虽然
不在父母身边，但是我可以持续不断的为父母
的救恩向神恳求，因为只有我们的神才是那一
位真正可以改变人心的神。去年感恩节，雅冰
姊妹关于她父母如何认识神的见证非常激励我
更多的为自己父母的救恩祷告。虽然人都是健
忘又软弱的，我有的时候也会忘了要为父母的
救恩祷告。但是感谢主，祂是信实的神，借着

陈召清牧师的教导，提醒我每天既然要吃饭，
吃饭既然要做谢饭祷告，那就趁着谢饭的时候
为父母的救恩向神代求。经过这些操练，我终
于可以做到坚持为父母的救恩代祷，感谢神！
神也确实是听我们祷告的神。如果各位还
记得我去年感恩节做的见证，那时我的父母提
到主日要去教会还老大不情愿的，劈头盖脸的
把我数落一顿。但是经过一年的祷告，神改变
他们的心，今年暑假我回国的时候，我爸主动
提出来主日全家一起去教会！感谢赞美主，祂
真的是怜悯我们一家！而且今年暑假当我爸爸
的同事邀请我们一家一起吃晚饭的时候，他们
问了不少关于基督教的问题，有的时候，我的
回答他们不满意，我爸爸还会帮忙解释，虽然
那个时候的他还没有相信，但是他口里所出的
每一句话都是与圣经教导相符合的，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所以神慢慢改变我父母的心，并预备他们
的心，在合适的时候，就打开他们的心，让他
们可以邀请耶稣基督做他们生命的主和救主！
感谢赞美主！
在这篇见证结束之前，请允许我再次提说
自己的软弱和神的信实。在得知父母信主的消
息之后的两天里，我爸妈都没有联系我，为之
我非常的忐忑不安，心中担忧，生怕父母是出
于面子而做“伪决志”。但是感谢主，借着身
边智慧的姊妹安慰我说，其实没有一件事在我
们的掌控之中，我们也不可能晓得人心里想的
是什么，但是，神是改变人心的神，在我父母
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神的权柄之下
了，更何况他们信主之后呢？姊妹劝我不要担
忧，而是为父母的心能够成为结实百倍的好土
祷告，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做的事。感谢主，
借着姊妹的口让我大得安慰，并且再一次定睛
在神的信实和大能之上。恳请每一位看到我的
见证的弟兄姐妹，能够抽出时间来，为我父母
的心可以成为为主结实百倍的好土代祷，并且
立志，为身边尚未信主的亲人朋友的救恩代
祷，因为我们的神是惟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
沉沦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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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句实话，我这辈子最不可能想到的事情就
是去读博，不论是作为一个曾经的医学生还是理
科生，还是最后成为了一个文科生，我都从来没
有想到过要去读博士。对我而言，两个研究生学
位已经够了，我已经预备好自己在毕业之后去到
任何神要我去的地方，去好好服事神。
但是没有想到，2016年2月17号，在学校的
礼堂崇拜结束之后，猫教授，也就是我在神学院
读书期间对我影响力最大的教授，把我叫到一
边，问我要不要考虑读博。我当时心中的第一反
应是“有冇搞错”(请用粤语默念:)。于是我问他
确定不是开玩笑？猫教授很严肃认真的要我回去
好好祷告。平时和猫教授嘻嘻哈哈惯了，看到他
这么严肃认真，我也不得不严肃认真一下，于是
回去就和各位属灵长辈、弟兄姐妹们联系，恳请
他们为我代祷，并帮我分析情况。感谢主，几乎
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支持我去读博；而且我每年暑
假帮忙翻译的教授Dr. Smith也主动提出暑假短宣
回来以后就为我开一门一对一的希伯来文课，帮
助我完成申请博士的所需要的语言要求；更重要
的是，我在香港的学姐很好的提醒了我，猫教授
是在找他的提摩太呢，而我呢，自从信主以后就
一直在和神求一位属灵的导师。于是，经过一周
的祷告和询问弟兄姐妹们的意见，在确定了神的
呼召之后，我终于怀着Via Dolorosa（耶稣背着
自己的十字架走到各各他山上的苦路）的心态走
上这条不归路，决定去申请博士。
我当时最担心的是父母会反对，但是感谢
主，父母虽有不舍，也抱怨了几句，但是仍旧很
支持，还趁我暑假回国期间把国内需要准备的申
请材料都预备好了。感谢赞美主！

徐艳蔺

然而，人都是懒惰的，而时光都是飞逝
的。2016年的春季学期和夏季学期就在繁重的
学习和忙碌的事奉当中飞快的过去了。我虽然
有一点一点的预备申请博士所需要的材料，但
是因着自身的懒惰，没有挤出时间来专门预备
GRE的考试和专心写申请博士所需要的论文，就
这样一直拖一直拖，吊儿郎当的混到了10月
底。直到有一天，学姐提醒我去系里问问申请
的截止日期，免得错过了，我才跑去问，然后
发现我果然错过了国际学生申请博士的最后期
限……在美国待太久了，都忘了学校对于国际
生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但是神真的很怜悯
我，让系里格外开恩，准许我延期，让我和本
国 的学生 一样
可以到2016年
11月7号再交齐
所 有的申 请材
料 。于是 接下
来 的两周 ，我
一 边上课 ，一
边 工作， 一边
没 日没夜 的赶
paper，期间还
抽空去把GRE考
了 ，虽然 是裸
考 …… （ 各 位
请 不要学 我，
这 不是一 个好
（我的博导猫教授和我的合影）

榜样……orz）终于，在11月7号截止的那天，
我把所有的材料都“按期”交给了系里。这期
间有太多太多的弟兄姐妹帮助我，有持续代祷
的，有帮忙改申请论文的，有给做按摩的，还
有帮忙做饭的，最高峰的时候，我收到六个来
自不同的姊妹们的饭盒~~~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感动，感谢在主里面大家如此热心的帮助！如
果没有主内弟兄姐妹们的代祷和帮助，我不可
能顺利完成所有的申请材料。
但是，当时摆在我面前的还有另外一个问
题，就是时间衔接不上。一般情况下，材料交
齐之后，需要两周左右的时间给系里审查，然
后才会敲定面试日期，而且面试通过之后，大
概需要一周的时间才能确定是否被系里录取，
之后系里才会给注册办 公室出具正式的录取
信，给学生更新身份。再加上11月有长达一周
的感恩节假期，如此算下来，不到感恩节后是
不可能给我安排面试，因此我最早能够确定被
录取的时间是12月中。但是，作为一个12月16
号就要毕业的国际学生，国际学生办公室要求
的最晚的更新学生身份的时间是毕业之前的至
少两周，也就是12月初。这大概一周半的时间
差，也就意味着我怎么样都不可能达到国际学
生办公室的要求，在毕业之后保持学生身份继
续读博，除非我转成实习的身份（OPT）。但是
转换身份也就意味着签证会受到影响，暑假也
可能没法回国和教授一起做短宣了，真的是影
响多多……那个时候我就有点后悔了，为什么
不早点行动非要拖到最后呢？哪怕来自神的呼
召是确定的，自己也是要好好努力才行啊！然
而神是施恩怜悯的神，猫教授在得知了这个情
况之后，去找了院长。于是11月8号系里就通知
我面试被安排在11月10号，也就是我交齐材料
的三天之后。真的是感谢神！不用再担心时间
衔接不上了。
11月10号，怀着不知道该如何预备的茫
然，经过忐忑不安的等待之后，终于到了面试
的时候。在猫教授带领大家为我父母的救恩祷
告之后，本以为会很严肃认真的面试居然是以
我的姓如何正确发音开始的:P 感谢神，教授们

都很和蔼可亲，整个过程与其说是面试，不如
说是劝勉与鼓励。更感谢神的是，11月11号，
在面试后的一天，我就收到了来自院长的录取
信，终于“快速的”成为了博士班的学生。也
是在11号当天，我就去注册办公室和国际学生
办公室办理好了相关的更新身份的手续，并把
博士班第一个学期要修的课也选好了，也拿到
了关于博士生学习细则的手册。终于再也不用
担心硕士毕业后时间会衔接不上，来年的短宣
会受到影响了！感谢赞美主！
这就是神如何为我打开了一扇门，然后把
我推了进去的见证。我是一个软弱的人，虽然
有来自神的确定的呼召，却受到懒惰的老我的
影响，以至于误了截止日期。我虽失信，但神
却是信实的神，神也是不误事的神，祂所应许
的必定成就，而且也是以如此奇妙的方式得以
成就，让我毫无夸口的地方，只能将一切的荣
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和天上的父。
回顾整个申请的过程，各位弟兄姐妹们的
代祷和支持是非常重要的，若没有Elisa学姐和
Mhonroni学姐每天早上和我一起祷告，若没有
其他华人姊妹们每周的彼此代祷，若没有教授
们和教会里弟兄姐妹们的代祷，我不可能撑到
最后。
最 后 用 我 日记 里 的 最后一 段 话 作 为结 束
吧：
“话说，在拿到博士生手册之后，我有认
认真真的看过，越看越觉得我掉坑里了，真是
一入博门深似海，从此无归路。话说周五（11
月11号）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我还既紧张又
害怕，当然，感谢神，帮助我改换心志，学习
不再靠自己，乃是唯独靠主 :) 主您又是如此
的爱我，让我周六（11月12号）一早起来就得
知父母信主的大好消息，瞬间博士什么的统统
成了浮云有没有！此生了无牵挂，从此为主而
活！”
神在我生命中所写的故事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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