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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赞美主！以前回国四次，不是飞机误点，便是被海关开箱检查，这次回国来回

的路上都非常顺利，一路通行无阻，顺利准时。这是主一路的看顾，也感谢牧师、师母及

众肢体们为我切切的祷告。 

  

   9 月 26 日清晨带着一箱蒙恩的信息，带着大家美好的祝福，暂时告别肢体们登上了

回沪的飞机，也踏上了我信主后第一次的福音之旅。27 日下午按时顺利地抵达上海。27 日

到 30 日与父亲在沪单独相处了 3 天。一开始闷闷地有点不习惯，当一个人走在既陌生又熟

悉的上海小街上与神倾心吐意之时，察验到这里有神美好的安排，于是便定下心来，与父

亲享受父女团聚的天伦之乐。我为父亲擦洗家中的微波炉、电冰箱、煤气灶及木板墙上的

陈年污迹，我与父亲聊我女儿 Grace 的变化，聊我因神而来的平安与喜乐。父亲是绝对的

无神论者，这个原来在电话中，一听我谈神就生气，一辈子廉洁、奉公守法的老共产党员，

这会儿总是静静地、微笑地听我讲 Grace 的见证，夸奖我身体强壮了，干活后也不会象以

前那样瘫倒下来了，温柔的眼神中饱含着赞赏与喜乐，还对我说：「我不反对你信神，信

神让你精神快乐，让人身体健康，让人做好事，但也不要什么都是神，你个人的终生大事

要抓抓紧，不要神配、神配的，神什么时候给你配啊？神配的你又会喜欢吗？」，「爸爸

呀！神配的我才会喜欢呀！我们的牧师在认识师母之前有好几个女朋友呢！可有一天，神

通过牧师的妹妹把师母带到牧师面前时，我们的牧师便晕过去了，从此我们的牧师与师母

就再也没有分开过。」爸爸不吱声了，脸上仍挂着安详的微笑，眼神还是那么的温柔与慈

爱。  

 

   慈祥的父亲虽然灵眼还没有打开，但心已很柔软。三年未见的父亲，身体、气色都

更好，还是那么的潇洒英俊，人更年轻精神，更令我吃惊的是父亲的性格变了，在我记忆

中的父亲虽然温和慈爱，但一辈子患得患失、多愁善感、脆弱敏感、胆小怕事，常是一点

小事、一点病痛便会使他一蹶不振、忧虑不安、彻夜难眠。可是眼前的父亲已判若两人，

快乐、健康、安详、豁达，还十分的幽默，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泼辣、幽默，而父亲内向、

死板，循规蹈矩。去年哥哥的生意倒闭把父母银行里一辈子辛苦积攒的几十万存款全拿去

抵债了，真不敢相信胆小怕事的父亲非但没被击垮，反而经过风浪后更平安，喜乐地象变

了一个人似的，已不看重世间的名利与钱财，这都是主的工作啊！原来我在美国继续地蒙

恩、装备、为家人祷告，主已超时空地做工祝福了我的家人。神的祝福已在我的父亲身上

明显的展开，我所看见父亲的变化已是一个超过我所求所想的奇迹。「耶和华啊，我的神，

我怎能不歌颂赞美你！」多么盼望我深爱的父亲有一天也与他的爱女一起来到神的宝座前，

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一定会来的。「耶和华啊，我的神，

你留心听我的言语，你顾念我的心思，你必垂听我呼求你的声音，你必悦纳我向你的祈求，

感谢赞美主！」 



Website:  http://www.spring4life.net
Email:  info@spring4life.org

clcwdc@yahoo.com
 

第二卷   第三十六期  2006/02/07
 

- 2 -

  

            10 月 1 日清晨，父亲把我送上了回安徽的长途汽车，从一进熙熙攘攘的长途

汽车站，就意想不到有主安排的天使们一路看顾， 真令我惊叹又感恩。 下午平安地到达

安徽县城老家，已事先回安徽的母亲与大表弟、小表妹到车站来迎接我。三年不见的母亲

由于一辈子的操劳与肉身的疾病又苍老了许多。但还是感谢赞美主，主留住了母亲！因去

年哥哥生意倒闭风波，母亲经不起打击，差一点想离开人世，但想到两个女儿都在国外，

女儿的面还没有见着，还不能草草一走了之，是主使得我们母女又得相见，又得团聚。拥

抱着瘦小、苍老的母亲，我的喉咙哽咽了。接着，我们四人一起再从县城坐车回到了小姨

的家，与正在准备丰盛晚餐的两个姨娘相聚，大家看到我外表的巨变，都非常地高兴，三

姨拉着我的手说：「这下终于长结实了，再也不象以前那样瘦弱地象根麻绳了，这下我们

终于放心了。」母亲的眼睛不好， 还是不放心地问：「真的是胖了吗？ 真的是胖了吗？ 再

仔细地给我瞅一瞅， 再仔细地给我瞅一瞅。」「姐， 是真胖了， 你看她那两条腿， 长

得那么结实， 碗口粗的腰也长得正常了。」三姨接着说。 「那就好， 那就好， 终于盼

到女儿回来了， 终于放心了。」母亲大得安慰。当晚我与信主但还未受洗的小表妹有很美

好的交通。 

 

            第二天 10 月 2 日早上、中午都与表妹手拉手地为家人恒切祷告，在场的小姨

被圣灵感动，两次落泪，当晚便接受主。据母亲反应，以前小姨是她们三姐妹当中最刚硬

的一个，以前只要有人提神、提教会，小姨会极反感。感谢赞美主， 主的作为何其妙、何

其美，在她还竭力抵制神的时候，神已开了她一双儿女的灵眼。话又回到两年前，当主在

我们这个大家族中，头一个拣选了我这个死在过犯罪恶中的罪人，使我成了天父的儿女，

给了我从未经历的平安与喜乐，我无法抑制内心的狂喜，信主一周便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

父母，滔滔不绝地与父亲谈了一小时的神，中间没容父亲插一句话，把老人家吓傻了，说

我疯了、痴了，于是「小敏疯了， 跑到教会去信了莫须有的神」的消息便象炸弹一样， 炸

到了安徽所有的父老乡亲那里，也炸到了在德国的妹妹那里，当时在德国读书的妹妹曾多

次打电话来美确认我到底是不是疯了。也因此，小表妹、小表弟也带着好奇和疑问，悄悄

跑到合肥他们婶婶的家庭教会去看看，「大姐怎么也会信那东西， 大姐信的那东西到底是

怎么回事？」那时候，神的恩典便临到了这对年青的姐弟，他们的灵眼开了，他们知道自

己只是一个被造物，而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才是我们生命的主宰。 

 

            10 月 2 日下午与还未受洗的小表妹，小表弟分享了我母教会用来门徒培训的

三十六课，四大福音化的异象（个人、家庭、地区、世界福音化），及五大神迹（出埃及、

过红海、会幕及云柱火柱之引导、旷野四十年、征服迦南地）的信息，鼓励他们要定时地

去教会敬拜神，要不住、按时祷告，要受洗。 小表妹非常蒙恩，生命非常单纯、可爱，还

未受洗的表妹的祷告令我自叹不如。小表弟对救恩非常明确，很爱主，也想传福音，但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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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表弟正值青少年对异性发生好感的时期，学习成绩下降，与父母的关系也有很大的矛

盾与摩擦，家中的长辈们都叹息：「这个孩子是没前途了，废了！」但我与他们分享如何

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小表弟，目前的问题越大，代表恩典和祝福也越大，主一定是要大大使

用这个目前看来问题重重的青少年，祂要在这个问题青少年身上彰显祂的作为，祂的荣耀；

日后，这个看似没前途的青少年必定会靠着福音的大能，胜过目前一切问题，他会亲自赞

美、见证主的作为，他生命的改变会让周围的人惊讶希奇，福音将因此传至地极。「耶和

华啊， 我的神， 你是那创造日月星辰的神， 你是那在天上地下， 施行神迹奇事的神， 在

你没有难成的事，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小表弟， 小表妹都向神祷告：「我和我

家必定事奉耶和华。」《参考约书亚记 24:15》 

  

            10 月 3 日中午由母亲与小表妹陪伴又启程从小姨家到了三姨家，终于与 84

岁高龄的外祖母相见。外祖母耳聪目明、思路敏捷，整个人还是收拾得干净利落。4 年未见

的外孙两人相拥而泣。外祖母上下打量这个她一手带大，时时思念、日日牵挂，最疼爱的

大外孙女，看着我已由昔日的『林妹妹』变成了眼前的丰满、健康的快乐公主，不禁喜上

眉梢，由衷地夸奖：「哇！我们的小敏长好了，身体结实，肤色健康红润，一双眼还象小

时候一样有神采。」祖孙两人又欢喜又快乐地叙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家常。 晚上，与外祖母、

三姨、母亲、小表妹同睡一屋，我与她们谈神，谈福音的大能，谈我们的教会，谈教会中

的弟兄姐妹的美好见证，把老祖母乐得咯咯地笑，连连夸奖：「神怎么让你这张小嘴巴那

么能讲话。」小表妹也连连地说：「大姐啊！太感动了！太感动了！」其实那个时候已处

于半睡眠状态的我，肉身已很疲倦，感觉都要眼冒金星了，但灵里却是格外地激动与喜乐。 

「耶和华啊， 我的神， 你使我心里快乐， 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参考诗篇 4:7》

外祖母内心有很大的愁苦与负担，根源是她那不争气的小儿子，我的小舅舅（下面有介绍）。

10 月 8 日外祖母有生以来头一次与我踏进了教会的门，生平第一次来到圣殿中敬拜我们的

神，回家的路上，我与外祖母步行半小时从镇上回到了三姨家，一路上祖孙两人有说有笑，

赞美神的奇妙，外祖母还一个劲地叮嘱：「叫你小舅舅也到教会去，你跟他讲！你跟他讲！」 

  

   10 月 5 日清晨，与小表妹从三姨家出发踏上了又一个福音之旅，带着蒙恩的信息与

资料去参加安徽省城合肥，小表妹婶婶的家庭教会的聚会。我们先坐车从村庄到镇上，再

从镇上坐车到县城，再从县城坐车到省城。到了省城再换坐市内公交车到了婶婶的家。当

天，下着濛濛细雨，一路的颠簸，姐妹俩每到一处便手拉手地祷告，两人的脚步也是越走

越欢快。 「园园，是不是传福音的脚踪何等佳美？！」《参考罗马书 10:15》才 20 出头可

爱的园园欢喜快乐地说：「是的， 真是的， 大姐！」婶婶的几尺见方的客厅了挤满了近

二十个圣徒，没有桌椅，大家都席地而坐，在没有伴奏，没有歌词的情况下，他们能把每

首圣诗背诵出来，眼中饱含热泪，大声颂扬赞美主。 「耶和华啊， 我的神， 你的民必传

扬称颂你的美名直到万代。」表妹的婶婶是安徽省城十几家家庭教会的传道人，敬拜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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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我们有很美好的短短的的几小时的交通，与婶婶简要地交流了我母教会 36 课门徒培

训的信息及其他一些蒙恩的信息，婶婶欢喜快乐地说：「感谢神给我们送来了贵人。」末

了，婶婶、表妹、婶婶的儿子和我手拉手地为彼此做了祝福祷告。  

  

   离开婶婶的家，天色已晚，坐车到省城门口时天已漆黑，当地的治安并不乐观，家

中的亲人们都十分担心我们的安全，三姨夫勒令大表弟不停地与小表妹通过各自的手机发

短信联络。我们每到一处转车均及时通报在家坐立不安的亲人们。从省城到县城，再从县

城到镇上，每到一处车子均十分顺利，快到镇门时，家中的长辈们早已派两个身强力壮的

保镖等候在镇门口的大桥上了， 那就是三姨的两个宝贝儿子：大表弟与二表弟。才一只脚

踏地，两个潇洒保镖便一齐冲上前来，把另一只脚还在三轮车上的大姐象绑架似地搀扶下

来，当时天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了，而且还下着小雨，通常这个时候不会再有到村庄的车

子了。两个表弟在两边打着手电照路，我们表兄妹四人便深一脚浅一脚地在乡村的泥路上

行走，还没走几步，便听到身后有汽车的声音，车上有人向我们大叫：「上车， 上车。」

回头一看是大表弟的堂兄，简直是从天而降的天兵天将来搭救我们，坐上了舒适的小面包

车，小表妹感动不已，「大姐，真是感谢神，真是感谢神，神怎么这么看顾我们？！」姐

妹俩不顾当时也在车上心还刚硬的两个表弟，便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一番。到了三姨家

门口，大表弟还特地关照我们要有心里准备挨训。一进家门，大表弟便大声对屋内的长辈

们宣称：「神的两个女儿回来啦！」此话从大表弟的口中发出，实在是把我们吓了一跳。

因为回国前，小表弟想向两个表哥传福音，他们的回答是：「我们坚决不信神！」 一到家

也不顾母亲的脸上已阴云密布，我和表妹叽叽喳喳向所有的人叙述一路坐车是何等顺利，

神是如何地看顾我们。几分钟前还急得上窜下跳的三姨夫安定下来，挠着头皮，百思不得

其解，自言自语道：「奇怪， 这么晚怎么可能有车，奇怪，奇怪。」不信主的朋友可能认

为这些都只不过是幸运的巧合，但我们认识神的子民知道在神里没有巧合，没有偶然，一

切都是神绝对的安排。神所造的宇宙，神所定的世间万事，每时每刻都在神严密的权柄系

统中运行着。脾气暴燥的母亲还是把我们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因为当时家里人都太担心我

们的安全了。母亲发脾气时，从她嘴里蹦出的词句就象是从机关枪里扫射出的子弹，可以

把你击得体无完肤。但当时姐妹俩完全圣灵充满，撒但通过母亲向我们投射的子弹都被反

弹回去。母亲脾气发完了，姐妹俩还欢喜快乐地轮流给母亲按摩，在一边的外祖母对我们

的举动大加赞赏。我们知道，当时如果靠人的力量是无法忍受母亲的脾气的，但当我们被

圣灵充满时，我们便有了神的能力，神那带着能力的话语 『爱是恒久忍耐』《哥林多前书

13:4》便充满着我与表妹的心灵，使我们心平气和，不发一声地挨母亲的训斥与批斗。 「耶

和华啊， 我的神， 你的美名是应当称颂的， 从亙古到永远！」《参考诗篇 106:48》 

  

   10 月 5 日在去合肥的路上遇见小舅舅，小舅舅穷困潦倒，整日赌博，夫妻分居，两

个儿子也不得见父亲的面，家庭频临破裂。众亲戚都不理小舅舅，说他有神经病。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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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他人形消瘦，表情淡漠，眼光呆滞，宛然一付精神病人的样子。我心碎了，我禁不住

当着小舅舅的面落泪。才大我五岁的小舅舅小时候常常带我一起玩耍，常护着我，总会把

最香甜的蜜瓜和最大的苹果留给我吃。我不愿意，不愿意那曾给我那么多爱的小舅舅自取

灭亡。我不相信，不相信神会不管我的小舅舅，我在内心向神呐喊：「我们家族中的人，

你一个都不能落下，你不能不管我的小舅舅，你要把他抱在你慈爱、温暖的怀抱里！」我

边擦眼泪，边哽咽地对小舅舅说：「舅舅，上教会去吧！神会帮你！神也会改变小舅妈的。」

小舅舅仍一脸的淡漠，仍目光呆滞，语气极强硬：「我去教会干啥？我本来就不信这东西！」

10 月 5 日 及 10 月 6 日早上，我都与小表妹流泪为小舅舅的蒙恩得救祷告。10 月 6 日中午

小舅舅来看望我，还从河塘里抓了一条活鱼给我，心细的小舅舅还记得我爱吃鱼，爱吃花

生米，爱吃柿子。来之前抓了鱼，剥了花生米，还说等我回上海时再从树上给我摘一箱的

鲜柿子带回上海吃。舅舅谈笑自如，表情喜乐，呆滞的目光已恢复正常，面部肌肉也不僵

硬，看着眼前的正常人，我把无限的感恩与赞美献给主，神的祝福已在他身上了，虽然目

前他的情况是如此的糟糕。小舅舅还把我数落一顿，说我不孝，大老远回来也不去祭外祖

父的坟。 「外祖父小时候最疼的就是你，你也不能信神把祖宗都忘了！」我便把神从泥土

造人，怎样赐福给我们，也怎样不喜悦我们去拜鬼的道理与小舅舅及在场的其他家人讲述。

与小舅舅谈神，谈福音的大能，起初小舅舅竭力与我争辩，渐渐地小舅舅的心越来越柔软。

临走时，我请他带些蒙恩的信息，给他所在村庄的教会，结果他先拿了一整套的信息，揣

到自己贴胸的内衣口袋里，说家里有 CD player，他要拿回去听，还向我要了一本圣经，说

有空也要读读，还对我说：「我答应你只信半年，半年后我就不信了。」我对小舅舅说：

「如果哪一天，你尝到主恩的滋味，半年后杀你头， 你也不会放弃你的信仰。」我坚信这

一天会来到的，我相信主爱这个目前太糟糕的小舅舅。小舅舅将会成为主要使用的大器皿。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10 月 6 日当小舅舅来，我与小舅舅传福音时，心还刚硬的三姨夫老是打岔，

还老是催小舅舅回家去。平时少言少语，自我到三姨家就一直默默在地上听，在边上看的

大表弟挺身而出，与自己的父亲争辩一番，对自己的父亲说：「信仰自由，不能你不信，

你就不让别人去信神。」10 月 7 日大表弟， 二表弟要回学校去了，大表弟主动向我要带回

去的蒙恩的信息，说学校中有电脑，可放电脑里有空时也听听。感谢赞美主！真是一人蒙

福，全家蒙恩，我知道这些信息将会成为大表弟一身的祝福，我也知道目前如此刚硬的三

姨夫终有一天也会在全能神的宝座面前流泪悔改。 

  

            10 月 8 日上午与母亲，三姨，外祖母去参加了当地镇上的一个三自教会的敬

拜。 敬拜结束后，我与他们简要地分享了我母会的十架总论与福音五课基本信息。当地圣

徒中有多位七， 八十岁高龄的农村妇人，她们一头银发，牙齿多数脱落，但声音洪亮，精

神饱满，她们口唱心和地赞美神，因为对神的渴慕，她们步行数里路上教会敬拜神，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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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这个来自远方的年青女士，她们感激地说：「你把福音从美国传到了我们安徽农村。」

望着眼前白发苍苍的老人们的爱主热情，我也大受激励。此教会所在的镇，自古是交通要

道，常常是进出此地区的各色人物都有，我知道耶和华会在这片土地上掀大浪、做大事。 10

月 9 日清晨告别了安徽所有的亲人，告别了这一片伴我度过美好童年我深爱的土地，与母

亲踏上了回沪的长途汽车，望着眼前渐渐远去的村庄，我的眼睛模糊了，「耶和华啊， 我

的神， 求你祝福这片土地， 祝福这片土地上你的子民， 也拯救这片土地上目前还不认识

你的灵魂。」 

 

   自 10 月 10 日到离沪回美前，我拜访了从我们教会受洗回沪的李叔叔， 李阿姨。我

们在一起有美好的交通，他们已鼓励在日本的女儿、女婿要上教会去。叔叔，阿姨不久要

去日本探亲了，那里也一定有神美好的计划与安排。在沪其间，还拜访了一对有名望的科

学家。老夫妇是我在美好友的姨与姨夫，他们也是我父母的邻居。那天正巧他们旅美的女

儿也在沪探亲，姨与姨夫，耳闻目睹我生命的改变，从以前的竭力反对女儿上教会，到现

在的鼓励女儿上教会，鼓励女儿也要去信 「小敏信的那位神。」 

  

 

   在沪其间，还见了我的三位好友，我的医学院的好朋友，和在德国求学的妹妹的两

个好朋友。过去四次回沪，她们总是同情我在美的遭遇，总要上父母家探望想安慰我、开

导我。特别是我的好朋友，常会打电话询问：「林妹妹， 今天好点吗？ 有力气出来玩玩

吗？」也常会陪我一起流泪，对我的遭遇愤愤不平。这次回沪是给了她一个大惊喜。当她

听到我电话中的声音与语调时，她很吃惊地说：「你变了！」自然而然地我与她谈到福音

的大能时，一开始她拒绝，说她没办法信这个东西，可几句话交谈下来后，她越来越柔软，

越来越安静，静静地听着我讲神国的事，听我讲女儿与自己在福音大能医治下的巨变，她

也接受了蒙恩的信息，还把我生命的变化回家讲给她父母听，一向身体健康，家庭、事业

均春风得意的好友近半年来健康状况下降，工作上也不顺利， 感叹已 「人到中年」。 回

家与她的父母聊起我的变化 「这个林妹妹实在是与以前不一样了， 看来我也是应该上教

会去了， 信耶稣了。」好友的母亲赶紧说：「把你父亲也带上。 你父亲退休后， 整个人

都变了， 变得让人受不了。」当与好友聊到我们的小 Samuel（母会长老的三岁儿子）常看

到天使，多次遇见主耶稣时，好友的眼神单纯得就象婴孩一样。看到好友的变化如同看到

了两年多前的自己。真不敢相信，两年多前遇到我们的长老，当长老滔滔不绝地提到祷告

得来的小 Samuel 时，学医出生的我内心是那么不屑一齿，心想这个简直是天方夜谭，可能

吗？回到家还与不信主的朋友把当律师的长老大批特批一顿，得意地说：「什么天堂、地

狱，我怎么可能去信那东西！还让我去参加他们那帮人的查经。有这时间，我还不如在家

给我的花儿浇浇水呢！」我与好友同样是昔日医学院的娇娇者，一开始也是同样的骄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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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硬，可是当圣灵一动工，眨眼的工夫就让傲慢公主在神面前谦卑得如同婴孩一般。「耶

和华啊， 我的神， 你赦免我的罪孽， 医治我的一切疾病， 我的嘴将称颂你到永远！」 

 

妹妹的两个好友看到我欢喜快乐得象变了一个新人的样子，心都柔软，爱听我讲福

音，听我讲女儿 Grace 与我的见证，也愿意把她们内心的愁苦讲出来。她们也认为中国这

片土地上的人需要信仰，需要爱，蒙恩的信息她们都接受了，还上网看了我的见证， 「虽

然目前我还没到信神的地步， 但看到你的文章， 我流泪了。」 「耶和华啊， 我的神， 你

把我从尘土中高举， 你救赎我的命脱离死亡， 以仁爱和慈悲为我的冠冕， 我要用我的笔

赞颂你到永远！」《参考诗篇 103:4》 

  

离沪回美前三天，在生意场上一直在准备东山再起的哥哥，风风火火打电话把安徽

的三姨召来，生意场上急需三姨的帮忙。可三姨到了，哥哥的生意还没有预备好，三姨便

与我们在一起。 「哇，这是神的美意啊，正好可让我有时间单独与三姨传福音啊！」看到

神的带领是何等的欢喜快乐。三个姨娘中我最投缘的便是三姨，想当初三姨结婚时我还力

争做了一个小伴娘。三姨温柔、 漂亮 、聪明、大度，又心地善良人人都喜爱她。我与三

姨一直都象母女一样的亲近。与三姨分享了母会十架总论的信息，带三姨一起读创世纪。

三姨常是手捧圣经一字一句地念出声来。当母亲在另一房中叫三姨时，三姨习惯地把圣经

抱在怀里，跑到母亲面前， 「呵， 你怎么也象小敏一样了？！」母亲笑着对三姨讲。三

姨说她读经好多地方不明白，希望我把整本圣经读透，下次回去在讲解给她听。三姨还告

诉我，她大约在 10 岁的时候常看到一般常人看不到的灵界的东西，她一直很害怕。但从来

不敢告诉任何人，连自己的母亲也没说过，跟我这还是第一次说出来。还说给我听我们的

家史，提到外祖父的母亲是通灵的，她在世时有邪灵给她的超常的能力，念咒语给人治病

是家常便饭。 「耶和华啊， 我的神， 你从黑暗咒诅中拯救了你的儿女， 你让我们出黑

暗进入那奇妙的光明中， 我们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哥嫂还在忙于追求世间的东西，哥哥整日忙碌，筹划他的生意，嫂嫂整日埋身于繁

忙的教学及行政事业。在离沪前的一个周末，才得与哥嫂及小侄儿在父母住所有个大半天

的团聚。相聚时没多谈福音，但他们也明显地看到大妹妹的改变。哥哥还对朋友介绍：「我

大妹妹信耶稣信得很虔诚。人比以前快乐多了，胖多了。」送了一本儿童圣经给小侄儿，

兄嫂均没有反对。这本圣经日后将会成为侄儿一身的祝福，他也会成为他父母的祝福。「耶

和华啊， 我的神，你的名是应当赞颂的。你要让这孩子成为万福之源，传诵你的美名直到

万代！」 

 

在沪逗留的最后几天，也很想念教会，思念肢体们。一个月没有正常的教会生活，

回沪后又失去了我的属灵伙伴，我的祷告同伴----小表妹，不知不觉灵里越来越软弱，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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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抵挡不住撒但通过母亲向我射来的子弹，当时没能及时安静在神的施恩宝座前，全然忘

了祷告，没有了圣灵的感动，一身的血气，与母亲发生了口角。10 月 26 日带着对母亲的歉

意，带着对故乡亲人的不舍，也带着渴盼快快回到肢体中间的复杂心境，告别了父母，三

姨及兄嫂等上了回美的飞机，也踏上了我蒙恩的又一个新的里程碑。  

 

10 月 26 日晚飞机平安抵达美国华圣顿的达拉斯机场，还未下飞机，长老娘打来电

话问候，温暖了一颗离开故乡亲人惆怅的心。驾车回到自己的居所，卧室的门前，贴着出

差在外的小妹留下的欢迎归来的体贴纸条，多么温馨的属灵的大家庭啊，虽然神安排的小

妹暂时不在身边，但她留下的问候却温暖我心，把小妹留下的纸条读了一遍又一遍，当晚

在耶和华慈爱的怀抱里，安然入睡。清早起来，环顾熟悉的居所，室内各个角落的花草似

乎在向我婀娜起舞，隆重地欢迎她们的护花使者归来。抬头看窗外，不经意间门前的树叶

已经转红，红得鲜艳欲滴，是如此的斑瓓多彩，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如此的丰厚。 又回想起

自己的这次福音之旅，思念起这次旅程中所祝福的亲人与朋友，想起已经很追求主的可爱

的小表弟、小表妹，想起已接受主的外祖母、三姨、小姨 及母亲，和其他均心已柔软的亲

人、朋友们，我把无限的感恩献给主。自信主后，我是每天含泪为故乡的亲人们的蒙恩得

救代祷，主都悦纳了。 「我的心哪， 你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祂的一切恩典！」《参

考诗篇 103:2》 

   

      眺望门前的红叶 

  在这美丽的季节 

  尽情地品尝 

  每一份收获的喜悦 

   

  看秋叶默默飘落 

  静听秋风的呢喃 

  仿佛是 

  众天使在向我歌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