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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讚美主！以前回國四次，不是飛機誤點，便是被海關開箱檢查，這次回國來回

的路上都非常順利，一路通行無阻，順利準時。這是主一路的看顧，也感謝牧師、師母及

眾肢體們為我切切的禱告。 

  

   9 月 26 日清晨帶著一箱蒙恩的資訊，帶著大家美好的祝福，暫時告別肢體們登上了

回滬的飛機，也踏上了我信主後第一次的福音之旅。27 日下午按時順利地抵達上海。27 日

到 30 日與父親在滬單獨相處了 3 天。一開始悶悶地有點不習慣，當一個人走在既陌生又熟

悉的上海小街上與神傾心吐意之時，察驗到這裏有神美好的安排，於是便定下心來，與父

親享受父女團聚的天倫之樂。我為父親擦洗家中的微波爐、電冰箱、煤氣灶及木板牆上的

陳年汙跡，我與父親聊我女兒 Grace 的變化，聊我因神而來的平安與喜樂。父親是絕對的

無神論者，這個原來在電話中，一聽我談神就生氣，一輩子廉潔、奉公守法的老共產黨員，

這會兒總是靜靜地、微笑地聽我講 Grace 的見證，誇獎我身體強壯了，幹活後也不會象以

前那樣癱倒下來了，溫柔的眼神中飽含著讚賞與喜樂，還對我說：「我不反對你信神，信

神讓你精神快樂，讓人身體健康，讓人做好事，但也不要什麼都是神，你個人的終生大事

要抓抓緊，不要神配、神配的，神什麼時候給你配啊？神配的你又會喜歡嗎？」，「爸爸

呀！神配的我才會喜歡呀！我們的牧師在認識師母之前有好幾個女朋友呢！可有一天，神

通過牧師的妹妹把師母帶到牧師面前時，我們的牧師便暈過去了，從此我們的牧師與師母

就再也沒有分開過。」爸爸不吱聲了，臉上仍掛著安詳的微笑，眼神還是那麼的溫柔與慈

愛。  

 

   慈祥的父親雖然靈眼還沒有打開，但心已很柔軟。三年未見的父親，身體、氣色都

更好，還是那麼的瀟灑英俊，人更年輕精神，更令我吃驚的是父親的性格變了，在我記憶

中的父親雖然溫和慈愛，但一輩子患得患失、多愁善感、脆弱敏感、膽小怕事，常是一點

小事、一點病痛便會使他一蹶不振、憂慮不安、徹夜難眠。可是眼前的父親已判若兩人，

快樂、健康、安詳、豁達，還十分的幽默，在我的記憶中母親潑辣、幽默，而父親內向、

死板，循規蹈矩。去年哥哥的生意倒閉把父母銀行裏一輩子辛苦積攢的幾十萬存款全拿去

抵債了，真不敢相信膽小怕事的父親非但沒被擊垮，反而經過風浪後更平安，喜樂地象變

了一個人似的，已不看重世間的名利與錢財，這都是主的工作啊！原來我在美國繼續地蒙

恩、裝備、為家人禱告，主已超時空地做工祝福了我的家人。神的祝福已在我的父親身上

明顯的展開，我所看見父親的變化已是一個超過我所求所想的奇跡。「耶和華啊，我的神，

我怎能不歌頌讚美你！」多麼盼望我深愛的父親有一天也與他的愛女一起來到神的寶座

前，用心靈和誠實來敬拜我們的神。我知道這一天會來的，一定會來的。「耶和華啊，我

的神，你留心聽我的言語，你顧念我的心思，你必垂聽我呼求你的聲音，你必悅納我向你

的祈求，感謝讚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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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 日清晨，父親把我送上了回安徽的長途汽車，從一進熙熙攘攘的長途

汽車站，就意想不到有主安排的天使們一路看顧， 真令我驚歎又感恩。 下午平安地到達

安徽縣城老家，已事先回安徽的母親與大表弟、小表妹到車站來迎接我。三年不見的母親

由於一輩子的操勞與肉身的疾病又蒼老了許多。但還是感謝讚美主，主留住了母親！因去

年哥哥生意倒閉風波，母親經不起打擊，差一點想離開人世，但想到兩個女兒都在國外，

女兒的面還沒有見著，還不能草草一走了之，是主使得我們母女又得相見，又得團聚。擁

抱著瘦小、蒼老的母親，我的喉嚨哽咽了。接著，我們四人一起再從縣城坐車回到了小姨

的家，與正在準備豐盛晚餐的兩個姨娘相聚，大家看到我外表的巨變，都非常地高興，三

姨拉著我的手說：「這下終於長結實了，再也不象以前那樣瘦弱地象根麻繩了，這下我們

終於放心了。」母親的眼睛不好， 還是不放心地問：「真的是胖了嗎？ 真的是胖了嗎？ 再

仔細地給我瞅一瞅， 再仔細地給我瞅一瞅。」「姐， 是真胖了， 你看她那兩條腿， 長

得那麼結實， 碗口粗的腰也長得正常了。」三姨接著說。 「那就好， 那就好， 終於盼

到女兒回來了， 終於放心了。」母親大得安慰。當晚我與信主但還未受洗的小表妹有很美

好的交通。 

 

            第二天 10 月 2 日早上、中午都與表妹手拉手地為家人恒切禱告，在場的小姨

被聖靈感動，兩次落淚，當晚便接受主。據母親反應，以前小姨是她們三姐妹當中最剛硬

的一個，以前只要有人提神、提教會，小姨會極反感。感謝讚美主， 主的作為何其妙、何

其美，在她還竭力抵制神的時候，神已開了她一雙兒女的靈眼。話又回到兩年前，當主在

我們這個大家族中，頭一個揀選了我這個死在過犯罪惡中的罪人，使我成了天父的兒女，

給了我從未經歷的平安與喜樂，我無法抑制內心的狂喜，信主一周便迫不及待地打電話給

父母，滔滔不絕地與父親談了一小時的神，中間沒容父親插一句話，把老人家嚇傻了，說

我瘋了、癡了，於是「小敏瘋了， 跑到教會去信了莫須有的神」的消息便象炸彈一樣， 炸

到了安徽所有的父老鄉親那裏，也炸到了在德國的妹妹那裏，當時在德國讀書的妹妹曾多

次打電話來美確認我到底是不是瘋了。也因此，小表妹、小表弟也帶著好奇和疑問，悄悄

跑到合肥他們嬸嬸的家庭教會去看看，「大姐怎麼也會信那東西， 大姐信的那東西到底是

怎麼回事？」那時候，神的恩典便臨到了這對年青的姐弟，他們的靈眼開了，他們知道自

己只是一個被造物，而創造天地萬物的主才是我們生命的主宰。 

 

            10 月 2 日下午與還未受洗的小表妹，小表弟分享了我母教會用來門徒培訓的

三十六課，四大福音化的異象（個人、家庭、地區、世界福音化），及五大神跡（出埃及、

過紅海、會幕及雲柱火柱之引導、曠野四十年、征服迦南地）的資訊，鼓勵他們要定時地

去教會敬拜神，要不住、按時禱告，要受洗。 小表妹非常蒙恩，生命非常單純、可愛，還

未受洗的表妹的禱告令我自歎不如。小表弟對救恩非常明確，很愛主，也想傳福音，但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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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的表弟正值青少年對異性發生好感的時期，學習成績下降，與父母的關係也有很大的矛

盾與摩擦，家中的長輩們都歎息：「這個孩子是沒前途了，廢了！」但我與他們分享如何

用屬靈的眼光來看小表弟，目前的問題越大，代表恩典和祝福也越大，主一定是要大大使

用這個目前看來問題重重的青少年，祂要在這個問題青少年身上彰顯祂的作為，祂的榮耀；

日後，這個看似沒前途的青少年必定會靠著福音的大能，勝過目前一切問題，他會親自讚

美、見證主的作為，他生命的改變會讓周圍的人驚訝希奇，福音將因此傳至地極。「耶和

華啊， 我的神， 你是那創造日月星辰的神， 你是那在天上地下， 施行神跡奇事的神， 在

你沒有難成的事， 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小表弟， 小表妹都向神禱告：「我和我

家必定事奉耶和華。」《參考約書亞記 24:15》 

  

            10 月 3 日中午由母親與小表妹陪伴又啟程從小姨家到了三姨家，終於與 84

歲高齡的外祖母相見。外祖母耳聰目明、思路敏捷，整個人還是收拾得乾淨俐落。4 年未見

的外孫兩人相擁而泣。外祖母上下打量這個她一手帶大，時時思念、日日牽掛，最疼愛的

大外孫女，看著我已由昔日的『林妹妹』變成了眼前的豐滿、健康的快樂公主，不禁喜上

眉梢，由衷地誇獎：「哇！我們的小敏長好了，身體結實，膚色健康紅潤，一雙眼還象小

時候一樣有神采。」祖孫兩人又歡喜又快樂地敘了好長一段時間的家常。 晚上，與外祖母、

三姨、母親、小表妹同睡一屋，我與她們談神，談福音的大能，談我們的教會，談教會中

的弟兄姐妹的美好見證，把老祖母樂得咯咯地笑，連連誇獎：「神怎麼讓你這張小嘴巴那

麼能講話。」小表妹也連連地說：「大姐啊！太感動了！太感動了！」其實那個時候已處

於半睡眠狀態的我，肉身已很疲倦，感覺都要眼冒金星了，但靈裏卻是格外地激動與喜樂。 

「耶和華啊， 我的神， 你使我心裏快樂， 勝過那豐收五穀新酒的人。」《參考詩篇 4:7》

外祖母內心有很大的愁苦與負擔，根源是她那不爭氣的小兒子，我的小舅舅（下面有介紹）。

10 月 8 日外祖母有生以來頭一次與我踏進了教會的門，生平第一次來到聖殿中敬拜我們的

神，回家的路上，我與外祖母步行半小時從鎮上回到了三姨家，一路上祖孫兩人有說有笑，

讚美神的奇妙，外祖母還一個勁地叮囑：「叫你小舅舅也到教會去，你跟他講！你跟他講！」 

  

   10 月 5 日清晨，與小表妹從三姨家出發踏上了又一個福音之旅，帶著蒙恩的資訊與

資料去參加安徽省城合肥，小表妹嬸嬸的家庭教會的聚會。我們先坐車從村莊到鎮上，再

從鎮上坐車到縣城，再從縣城坐車到省城。到了省城再換坐市內公交車到了嬸嬸的家。當

天，下著濛濛細雨，一路的顛簸，姐妹倆每到一處便手拉手地禱告，兩人的腳步也是越走

越歡快。 「園園，是不是傳福音的腳蹤何等佳美？！」《參考羅馬書 10:15》才 20 出頭可

愛的園園歡喜快樂地說：「是的， 真是的， 大姐！」嬸嬸的幾尺見方的客廳了擠滿了近

二十個聖徒，沒有桌椅，大家都席地而坐，在沒有伴奏，沒有歌詞的情況下，他們能把每

首聖詩背誦出來，眼中飽含熱淚，大聲頌揚讚美主。 「耶和華啊， 我的神， 你的民必傳

揚稱頌你的美名直到萬代。」表妹的嬸嬸是安徽省城十幾家家庭教會的傳道人，敬拜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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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我們有很美好的短短的的幾小時的交通，與嬸嬸簡要地交流了我母教會 36 課門徒培

訓的資訊及其他一些蒙恩的資訊，嬸嬸歡喜快樂地說：「感謝神給我們送來了貴人。」末

了，嬸嬸、表妹、嬸嬸的兒子和我手拉手地為彼此做了祝福禱告。  

  

   離開嬸嬸的家，天色已晚，坐車到省城門口時天已漆黑，當地的治安並不樂觀，家

中的親人們都十分擔心我們的安全，三姨夫勒令大表弟不停地與小表妹通過各自的手機發

短信聯絡。我們每到一處轉車均及時通報在家坐立不安的親人們。從省城到縣城，再從縣

城到鎮上，每到一處車子均十分順利，快到鎮門時，家中的長輩們早已派兩個身強力壯的

保鏢等候在鎮門口的大橋上了， 那就是三姨的兩個寶貝兒子：大表弟與二表弟。才一隻腳

踏地，兩個瀟灑保鏢便一齊沖上前來，把另一隻腳還在三輪車上的大姐象綁架似地攙扶下

來，當時天已黑得伸手不見五指了，而且還下著小雨，通常這個時候不會再有到村莊的車

子了。兩個表弟在兩邊打著手電筒照路，我們表兄妹四人便深一腳淺一腳地在鄉村的泥路

上行走，還沒走幾步，便聽到身後有汽車的聲音，車上有人向我們大叫：「上車， 上車。」

回頭一看是大表弟的堂兄，簡直是從天而降的天兵天將來搭救我們，坐上了舒適的小麵包

車，小表妹感動不已，「大姐，真是感謝神，真是感謝神，神怎麼這麼看顧我們？！」姐

妹倆不顧當時也在車上心還剛硬的兩個表弟，便哈利路亞，感謝讚美神一番。到了三姨家

門口，大表弟還特地關照我們要有心裏準備挨訓。一進家門，大表弟便大聲對屋內的長輩

們宣稱：「神的兩個女兒回來啦！」此話從大表弟的口中發出，實在是把我們嚇了一跳。

因為回國前，小表弟想向兩個表哥傳福音，他們的回答是：「我們堅決不信神！」 一到家

也不顧母親的臉上已烏雲密佈，我和表妹嘰嘰喳喳向所有的人敍述一路坐車是何等順利，

神是如何地看顧我們。幾分鐘前還急得上竄下跳的三姨夫安定下來，撓著頭皮，百思不得

其解，自言自語道：「奇怪， 這麼晚怎麼可能有車，奇怪，奇怪。」不信主的朋友可能認

為這些都只不過是幸運的巧合，但我們認識神的子民知道在神裏沒有巧合，沒有偶然，一

切都是神絕對的安排。神所造的宇宙，神所定的世間萬事，每時每刻都在神嚴密的權柄系

統中運行著。脾氣暴燥的母親還是把我們狠狠地訓斥了一頓，因為當時家裏人都太擔心我

們的安全了。母親發脾氣時，從她嘴裏蹦出的詞句就像是從機關槍裏掃射出的子彈，可以

把你擊得體無完膚。但當時姐妹倆完全聖靈充滿，撒但通過母親向我們投射的子彈都被反

彈回去。母親脾氣發完了，姐妹倆還歡喜快樂地輪流給母親按摩，在一邊的外祖母對我們

的舉動大加讚賞。我們知道，當時如果靠人的力量是無法忍受母親的脾氣的，但當我們被

聖靈充滿時，我們便有了神的能力，神那帶著能力的話語 『愛是恒久忍耐』《哥林多前書

13:4》便充滿著我與表妹的心靈，使我們心平氣和，不發一聲地挨母親的訓斥與批鬥。 「耶

和華啊， 我的神， 你的美名是應當稱頌的， 從亙古到永遠！」《參考詩篇 106:48》 

  

   10 月 5 日在去合肥的路上遇見小舅舅，小舅舅窮困潦倒，整日賭博，夫妻分居，兩

個兒子也不得見父親的面，家庭頻臨破裂。眾親戚都不理小舅舅，說他有神經病。在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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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他人形消瘦，表情淡漠，眼光呆滯，宛然一付精神病人的樣子。我心碎了，我禁不住

當著小舅舅的面落淚。才大我五歲的小舅舅小時候常常帶我一起玩耍，常護著我，總會把

最香甜的蜜瓜和最大的蘋果留給我吃。我不願意，不願意那曾給我那麼多愛的小舅舅自取

滅亡。我不相信，不相信神會不管我的小舅舅，我在內心向神呐喊：「我們家族中的人，

你一個都不能落下，你不能不管我的小舅舅，你要把他抱在你慈愛、溫暖的懷抱裏！」我

邊擦眼淚，邊哽咽地對小舅舅說：「舅舅，上教會去吧！神會幫你！神也會改變小舅媽的。」

小舅舅仍一臉的淡漠，仍目光呆滯，語氣極強硬：「我去教會幹啥？我本來就不信這東西！」

10 月 5 日 及 10 月 6 日早上，我都與小表妹流淚為小舅舅的蒙恩得救禱告。10 月 6 日中午

小舅舅來看望我，還從河塘裏抓了一條活魚給我，心細的小舅舅還記得我愛吃魚，愛吃花

生米，愛吃柿子。來之前抓了魚，剝了花生米，還說等我回上海時再從樹上給我摘一箱的

鮮柿子帶回上海吃。舅舅談笑自如，表情喜樂，呆滯的目光已恢復正常，面部肌肉也不僵

硬，看著眼前的正常人，我把無限的感恩與讚美獻給主，神的祝福已在他身上了，雖然目

前他的情況是如此的糟糕。小舅舅還把我數落一頓，說我不孝，大老遠回來也不去祭外祖

父的墳。 「外祖父小時候最疼的就是你，你也不能信神把祖宗都忘了！」我便把神從泥土

造人，怎樣賜福給我們，也怎樣不喜悅我們去拜鬼的道理與小舅舅及在場的其他家人講述。

與小舅舅談神，談福音的大能，起初小舅舅竭力與我爭辯，漸漸地小舅舅的心越來越柔軟。

臨走時，我請他帶些蒙恩的資訊，給他所在村莊的教會，結果他先拿了一整套的資訊，揣

到自己貼胸的內衣口袋裏，說家裏有 CD player，他要拿回去聽，還向我要了一本聖經，說

有空也要讀讀，還對我說：「我答應你只信半年，半年後我就不信了。」我對小舅舅說：

「如果哪一天，你嘗到主恩的滋味，半年後殺你頭， 你也不會放棄你的信仰。」我堅信這

一天會來到的，我相信主愛這個目前太糟糕的小舅舅。小舅舅將會成為主要使用的大器皿。 

哈利路亞！感謝讚美主！ 

  

            10 月 6 日當小舅舅來，我與小舅舅傳福音時，心還剛硬的三姨夫老是打岔，

還老是催小舅舅回家去。平時少言少語，自我到三姨家就一直默默在地上聽，在邊上看的

大表弟挺身而出，與自己的父親爭辯一番，對自己的父親說：「信仰自由，不能你不信，

你就不讓別人去信神。」10 月 7 日大表弟， 二表弟要回學校去了，大表弟主動向我要帶回

去的蒙恩的資訊，說學校中有電腦，可放電腦裏有空時也聽聽。感謝讚美主！真是一人蒙

福，全家蒙恩，我知道這些資訊將會成為大表弟一身的祝福，我也知道目前如此剛硬的三

姨夫終有一天也會在全能神的寶座面前流淚悔改。 

  

            10 月 8 日上午與母親，三姨，外祖母去參加了當地鎮上的一個三自教會的敬

拜。 敬拜結束後，我與他們簡要地分享了我母會的十架總論與福音五課基本資訊。當地聖

徒中有多位七， 八十歲高齡的農村婦人，她們一頭銀髮，牙齒多數脫落，但聲音洪亮，精

神飽滿，她們口唱心和地讚美神，因為對神的渴慕，她們步行數裏路上教會敬拜神，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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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cwdc@yahoo.com
 

第二卷   第三十六期  2006/02/07
 

- 6 -

眼前這個來自遠方的年青女士，她們感激地說：「你把福音從美國傳到了我們安徽農村。」

望著眼前白髮蒼蒼的老人們的愛主熱情，我也大受激勵。此教會所在的鎮，自古是交通要

道，常常是進出此地區的各色人物都有，我知道耶和華會在這片土地上掀大浪、做大事。 10

月 9 日清晨告別了安徽所有的親人，告別了這一片伴我度過美好童年我深愛的土地，與母

親踏上了回滬的長途汽車，望著眼前漸漸遠去的村莊，我的眼睛模糊了，「耶和華啊， 我

的神， 求你祝福這片土地， 祝福這片土地上你的子民， 也拯救這片土地上目前還不認識

你的靈魂。」 

 

   自 10 月 10 日到離滬回美前，我拜訪了從我們教會受洗回滬的李叔叔， 李阿姨。我

們在一起有美好的交通，他們已鼓勵在日本的女兒、女婿要上教會去。叔叔，阿姨不久要

去日本探親了，那裏也一定有神美好的計畫與安排。在滬其間，還拜訪了一對有名望的科

學家。老夫婦是我在美好友的姨與姨夫，他們也是我父母的鄰居。那天正巧他們旅美的女

兒也在滬探親，姨與姨夫，耳聞目睹我生命的改變，從以前的竭力反對女兒上教會，到現

在的鼓勵女兒上教會，鼓勵女兒也要去信 「小敏信的那位神。」 

  

 

   在滬其間，還見了我的三位好友，我的醫學院的好朋友，和在德國求學的妹妹的兩

個好朋友。過去四次回滬，她們總是同情我在美的遭遇，總要上父母家探望想安慰我、開

導我。特別是我的好朋友，常會打電話詢問：「林妹妹， 今天好點嗎？ 有力氣出來玩玩

嗎？」也常會陪我一起流淚，對我的遭遇憤憤不平。這次回滬是給了她一個大驚喜。當她

聽到我電話中的聲音與語調時，她很吃驚地說：「你變了！」自然而然地我與她談到福音

的大能時，一開始她拒絕，說她沒辦法信這個東西，可幾句話交談下來後，她越來越柔軟，

越來越安靜，靜靜地聽著我講神國的事，聽我講女兒與自己在福音大能醫治下的巨變，她

也接受了蒙恩的資訊，還把我生命的變化回家講給她父母聽，一向身體健康，家庭、事業

均春風得意的好友近半年來健康狀況下降，工作上也不順利， 感歎已 「人到中年」。 回

家與她的父母聊起我的變化 「這個林妹妹實在是與以前不一樣了， 看來我也是應該上教

會去了， 信耶穌了。」好友的母親趕緊說：「把你父親也帶上。 你父親退休後， 整個人

都變了， 變得讓人受不了。」當與好友聊到我們的小 Samuel（母會長老的三歲兒子）常看

到天使，多次遇見主耶穌時，好友的眼神單純得就象嬰孩一樣。看到好友的變化如同看到

了兩年多前的自己。真不敢相信，兩年多前遇到我們的長老，當長老滔滔不絕地提到禱告

得來的小 Samuel 時，學醫出生的我內心是那麼不屑一齒，心想這個簡直是天方夜譚，可能

嗎？回到家還與不信主的朋友把當律師的長老大批特批一頓，得意地說：「什麼天堂、地

獄，我怎麼可能去信那東西！還讓我去參加他們那幫人的查經。有這時間，我還不如在家

給我的花兒澆澆水呢！」我與好友同樣是昔日醫學院的嬌嬌者，一開始也是同樣的驕傲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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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硬，可是當聖靈一動工，眨眼的工夫就讓傲慢公主在神面前謙卑得如同嬰孩一般。「耶

和華啊， 我的神， 你赦免我的罪孽， 醫治我的一切疾病， 我的嘴將稱頌你到永遠！」 

 

妹妹的兩個好友看到我歡喜快樂得象變了一個新人的樣子，心都柔軟，愛聽我講福

音，聽我講女兒 Grace 與我的見證，也願意把她們內心的愁苦講出來。她們也認為中國這

片土地上的人需要信仰，需要愛，蒙恩的資訊她們都接受了，還上網看了我的見證， 「雖

然目前我還沒到信神的地步， 但看到你的文章， 我流淚了。」 「耶和華啊， 我的神， 你

把我從塵土中高舉， 你救贖我的命脫離死亡， 以仁愛和慈悲為我的冠冕， 我要用我的筆

讚頌你到永遠！」《參考詩篇 103:4》 

  

離滬回美前三天，在生意場上一直在準備東山再起的哥哥，風風火火打電話把安徽

的三姨召來，生意場上急需三姨的幫忙。可三姨到了，哥哥的生意還沒有預備好，三姨便

與我們在一起。 「哇，這是神的美意啊，正好可讓我有時間單獨與三姨傳福音啊！」看到

神的帶領是何等的歡喜快樂。三個姨娘中我最投緣的便是三姨，想當初三姨結婚時我還力

爭做了一個小伴娘。三姨溫柔、 漂亮 、聰明、大度，又心地善良人人都喜愛她。我與三

姨一直都象母女一樣的親近。與三姨分享了母會十架總論的資訊，帶三姨一起讀創世紀。

三姨常是手捧聖經一字一句地念出聲來。當母親在另一房中叫三姨時，三姨習慣地把聖經

抱在懷裏，跑到母親面前， 「呵， 你怎麼也象小敏一樣了？！」母親笑著對三姨講。三

姨說她讀經好多地方不明白，希望我把整本聖經讀透，下次回去在講解給她聽。三姨還告

訴我，她大約在 10 歲的時候常看到一般常人看不到的靈界的東西，她一直很害怕。但從來

不敢告訴任何人，連自己的母親也沒說過，跟我這還是第一次說出來。還說給我聽我們的

家史，提到外祖父的母親是通靈的，她在世時有邪靈給她的超常的能力，念咒語給人治病

是家常便飯。 「耶和華啊， 我的神， 你從黑暗咒詛中拯救了你的兒女， 你讓我們出黑

暗進入那奇妙的光明中， 我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哥嫂還在忙於追求世間的東西，哥哥整日忙碌，籌畫他的生意，嫂嫂整日埋身於繁

忙的教學及行政事業。在離滬前的一個週末，才得與哥嫂及小侄兒在父母住所有個大半天

的團聚。相聚時沒多談福音，但他們也明顯地看到大妹妹的改變。哥哥還對朋友介紹：「我

大妹妹信耶穌信得很虔誠。人比以前快樂多了，胖多了。」送了一本兒童聖經給小侄兒，

兄嫂均沒有反對。這本聖經日後將會成為侄兒一身的祝福，他也會成為他父母的祝福。「耶

和華啊， 我的神，你的名是應當讚頌的。你要讓這孩子成為萬福之源，傳誦你的美名直到

萬代！」 

 

在滬逗留的最後幾天，也很想念教會，思念肢體們。一個月沒有正常的教會生活，

回滬後又失去了我的屬靈夥伴，我的禱告同伴----小表妹，不知不覺靈裏越來越軟弱，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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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抵擋不住撒但通過母親向我射來的子彈，當時沒能及時安靜在神的施恩寶座前，全然忘

了禱告，沒有了聖靈的感動，一身的血氣，與母親發生了口角。10 月 26 日帶著對母親的歉

意，帶著對故鄉親人的不舍，也帶著渴盼快快回到肢體中間的複雜心境，告別了父母，三

姨及兄嫂等上了回美的飛機，也踏上了我蒙恩的又一個新的里程碑。  

 

10 月 26 日晚飛機平安抵達美國華聖頓的達拉斯機場，還未下飛機，長老娘打來電

話問候，溫暖了一顆離開故鄉親人惆悵的心。駕車回到自己的居所，臥室的門前，貼著出

差在外的小妹留下的歡迎歸來的體貼紙條，多麼溫馨的屬靈的大家庭啊，雖然神安排的小

妹暫時不在身邊，但她留下的問候卻溫暖我心，把小妹留下的紙條讀了一遍又一遍，當晚

在耶和華慈愛的懷抱裏，安然入睡。清早起來，環顧熟悉的居所，室內各個角落的花草似

乎在向我婀娜起舞，隆重地歡迎她們的護花使者歸來。抬頭看窗外，不經意間門前的樹葉

已經轉紅，紅得鮮豔欲滴，是如此的斑瓓多彩，神給我們的恩典是如此的豐厚。 又回想起

自己的這次福音之旅，思念起這次旅程中所祝福的親人與朋友，想起已經很追求主的可愛

的小表弟、小表妹，想起已接受主的外祖母、三姨、小姨 及母親，和其他均心已柔軟的親

人、朋友們，我把無限的感恩獻給主。自信主後，我是每天含淚為故鄉的親人們的蒙恩得

救代禱，主都悅納了。 「我的心哪， 你要稱頌耶和華， 不可忘記祂的一切恩典！」《參

考詩篇 103:2》 

   

      眺望門前的紅葉 

  在這美麗的季節 

  盡情地品嘗 

  每一份收穫的喜悅 

   

  看秋葉默默飄落 

  靜聽秋風的呢喃 

  仿佛是 

  眾天使在向我歌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