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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伟是我的牧者（中）  
~ 寻家之旅  ~ 

恩霖 

 

放牛的日子  

我有一个梦，我的梦想是因认识神开始的。2003年底我们
家从黑龙江搬到吉林。在离开那天，小姑和姑父非常舍不得我

离开，跟我挥泪告别。 

我随着父母来到舅舅家。舅舅住在一个乡村里，我们一家

人到那里几乎什么都没有。过了一段时间，舅舅为我父母找到

一家种田大户，给他们干农活。而我经介绍，给本村的书记家

放牛。也正是这段经历，让我后来认识了神。在这个村书记家

放牛的时候，我每天很早就得起来，把牛群赶出去。我需要走

很远的路，才能到达放牛的草场。到中午时，村书记家的阿姨

会给我送饭。虽然每天早出晚归，我也不会觉得怎么辛苦。 

我是偶然一次在收音机上听到福音的。当时我用了身上仅

有的一点钱买了一台短波收音机，有一天我打开收音机，听到

里面传讲的是圣经信息。我当时心想：“我以前不是信过神吗？”

于是我就尝试着听下去。我觉得里面所分享的内容很吸引我。

从那一天开始，我每天坚持听福音节目。有时我经常听到很晚

才睡。有几天我经常在收音机里听到祷告的内容，大致是这样

说的：“你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吗？你愿意将你的生命

交给他吗？如果你愿意请跟我一起祷告。”我就尝试着按照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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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的去祷告。 

从那以后，我对福音开始感兴趣，开始慢慢想更多地去了

解神。当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火热，我每天晚上放牛回来，

都会跪在僻静角落里祷告。每次祷告后，心里都会很喜乐。 

听了福音之后，我发觉我对人的态度也发生了一些转变。

我放牛时认识了一个朋友，他年龄和我差不多。在我还没有接

触福音之前，我经常欺负他，拿他来开玩笑。后来他看见我的

态度变了，反而走到我身边来欺负我。我对他说：“以后我要信

神了。”他听到我这样说，就越发地用手掐我。奇怪的是，我一

点都不生气。 

福音的种子  

听到神的救恩之后，我每一天都很开心。偶然的一次机会，

我在收音机上找到了福音电台。当我听了福音电台的内容时，

我的心深深地被里面的话所吸引。虽然有很多我听不懂，心里

却是很火热。在这一段时间里，神的话就好像一粒种子，慢慢

地在我心里生根发芽。每天放牛回来，我都会坐在那里听。当

我听了一些见证时，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我心里想：

能够认识神真好。我那时从心里深深地体会到这是神的爱，这

份爱超过世界上男女之间的爱，超过亲情、友情的爱。神的话

点燃了我的心，也成为我寻找神的动力。同时，我也梦想着能

够遇见像我所听到的这种教会。 

我在这个村书记家干了不到半年，不禁心想：我要去寻找

教会，寻找这位神。我当时还没有接触过教会，所以还以为教

会就像我所听到的那样。我想：我要寻找这样的教会，然后永

远留在那里。 

寻找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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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跟这个村书记说：“我不想放牛了。”他问我什

么理由。我对他说：“我要追求信靠神。”他知道我不想给他放

牛，先是好言相劝。他看我意志坚决，就非常生气，对我说：“如

果你不给我放牛，以后你和你家不要想在这个村子待下去！”我

当时被他的话吓到了。可是我很想认识神，于是决定偷偷地离

开。离开那天，我谁也没有告诉。  

我想要认识神，就得先去寻找像我所听见的那种教会。那

天我带上我身上仅有的一些钱，就偷偷地走了。我没敢在村子

里搭车走，我偷偷地走出村外，坐上了去往市里的车。到了市

里，我打听到市里的教会，找到了一间教堂。见到教堂里的人，

我很激动，就把自己想法告诉教会里的人。我对他们说：“我想

永远留在这里。”他们当中有人告诉我就在那里等待，到时会有

人告诉我该怎么办。我从上午一直等到傍晚，最后我发现没有

人理我。我心里很难过，离开了那间教会。 

我当时对自己说：“我不能就这么放弃。”于是我走到了火

车站，想去其它城市寻找。到了火车站的大门口，我想偷偷地

溜进去上火车。但火车站的一个工作人员发现了我，就问：“你

要做什么？”我说：“我要回家。”他告诉我，这列火车是要去

齐市的。我说：“我就要坐这列火车。”那天晚上，这个工作人

员把我带到检票口，直接让我上了那列火车。 

到了齐市，天已经亮了。我开始到处打听哪里有教会，就

又找到了一间教会。进去的时候，里面正在聚会唱诗歌，我激

动得不停流眼泪。我心里说：“我想留在这间教会。”我没有把

我的想法告诉教会里的人，因为我害怕被拒绝。 

聚完会之后，我走出了教会。我想自己找点事情做，可又

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我不知道该去那里。当时我有些灰心，寻

找神的心也动摇了。我想再坐火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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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就没有出来那么容易了，火车站工作人员要我去救助

站寻求帮助。到了救助站，那里的人接待了我，接下来帮我联

系到家里的人。我父亲知道我走了几天，心里非常焦急，赶忙

跑到救助站，把我带回了家。他不敢让我在村书记家继续放牛

了。 

牧羊的生活：让我学习认识神的话  

后来父亲把我带到内蒙古边境，当时他在那里给别人牧羊。

到了那里，我也开始给当地人放羊。在放羊的过程中，我还是

继续听福音电台的信息。这个时候，我想自己慢慢学习看圣经。

可是很多字我都不认识，其实我没有读多少书，认识的字也不

多。当我向神求，求他帮助我能够明白圣经时，很奇妙，神就

帮助我认识了很多字，也懂得读圣经，慢慢地我可以顺着阅读

下来了。 

我那时特别喜欢听奇妙恩典栏目里的见证信息。我每天晚

上都会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见证分享。每次听完，我都感动

得落下眼泪。我当时心里说：“我也想像他们那样经历到神。” 

透过听福音电台教导，我慢慢开始明白神的话。我也很想

活出里面说到的基督徒的生命，我很羡慕能够拥有这种生命。

我也很想和这位神建立一份关系。有时我也会经历到奇妙的事，

比如说，我在讲道中听到了触动我心里的某一些话，接下来当

我打开圣经时，就会读到这些话。后来我才明白，这话是神要

对我说的。 

其实我那时也不明白如何祷告，每天我祷告的内容就是背

诵主祷文。 

平日里我放羊，很少能够接触到人。我惟一的伙伴就一只

小羊，这只小羊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快乐。它会每天跟在我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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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草。如果它在羊群里，我只要叫它一声，它就会立刻跑到我

身边。我生活的地方是草原，住的是临时简易房。我们生活的

环境是没有电的，到了晚上只能透过蜡烛看书。那时对我来说，

最开心的事就是每天放羊回来，晚上能够有一个安静时间看圣

经和听福音广播。我当时有一本圣经，这本圣经是一位基督徒

送给我的。我很爱惜这本圣经，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会把

它放在枕头旁边。 

在放羊的那段日子，凡是我能够接触的人，我都很想向他

们传福音。记得当时有人主动跟我说他想信神，后来我带他们

跪下祷告。 

我第一年放羊的时候，老板对我有些不信任，经常骑着摩

托车去到草场，在远处看着我。这样的情况有半年多。由于平

时我认真的照顾羊，后来慢慢地他非常信任我。等到我后来离

开时，他连羊群的数目也没有清点。 

2004年的时候，我们所在的地区遭遇了旱灾，地里的庄家
颗粒无收。到了秋天，雇主买了六、七百只羊，这样我们经管

的羊群接近一千只了。新买进来的羊体质比较弱，再加上2004
年冬季下了很大的雪，所以我们放的羊群不能迁徙回家，不得

不留在简易房里过冬。我们没有什么取暖设施，每天睡觉不能

脱衣服。有时在草原上，我们还要赶着羊群迁徙。我们赶着羊

群，需要徒步走几十公里的路。放羊的生活也锻炼了我的耐心，

每天晚上我放羊回来，首先要拿着奶瓶，进到羊圈里给没有妈

妈的羊羔喂奶吃。我很喜欢这些小羊羔，它们看见我就像看见

羊妈妈一样，跑到我身边围成一圈。虽然环境有一点难，但是

我每一天都很开心。 

神的话开始在我心里动工  



 

 
6 

 

这个期间，我听了福音电台的一些培训课程，特别是完全

委身的教导，当时有些话令到我非常扎心，对我真是一个挑战。

比如向罪死，向自我中心的生命死，背起十字架做主耶稣的门

徒……神的话令到我很扎心。我经常在想：我如何像老师所说

的，完全委身给神呢？有时面对自身生命中的软弱，我也会自

责，我说；“我是个罪人。”我渴望自己能够有一天受洗，成为

基督徒。 

完全委身的教导让我认识到了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怎样

的，从那时开始，我求神帮助我能够完全委身给他。我那时很

渴望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完全委身给神，我对自己说：“我想成为

圣经所说的真正的基督徒。”虽然我当时这样的心志很强烈，但

是我也知道，自己做事缺少了持之以恒的心。 

家人的反对  

我放羊一年的合约快到了，但雇主还想让我继续在给他放

羊，我对他说：“我不想放羊了”。他说：“你不放羊，还要做什

么呢？”我说：“我要寻找神。”他说：“神在哪里呢？”我说：

“哪里有教会，哪里就有神。”后来周边那一带地方的人都知道

我信神，对我议论纷纷。有人说我信神信得很好，有人说我信

得走火入魔，还有人说我要离家出走。我家人知道后，就开始

紧张起来，开始反对我，没收了我的圣经。没收我的圣经的时

候，我很难过。家人说把我的圣经给烧毁了，我当时心里很难

过。后来家人看见我这样一直难过，就把圣经还给了我。 

我放羊的期限到了，父亲怕我离开，还没等我离开那家，就

另外找了新的雇主，让我继续去放羊。其实我当时还非常在意

父母的话，我内心里害怕决绝他们，后来我还是向他们妥协了。 

我的心里渴望能够认识神，福音电台里的教导常常令到我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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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我那时盼望自己能够像那些见证人一样，去经历神。我

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能够比认识神更加有意义呢？ 

我放羊的时候，常常会向远方观望。我梦想着自己能够有教

会，有弟兄姐妹。我盼望着自己走向远方，能够遇见神。我当

时很喜欢圣经里的一个人物，就是亚伯拉罕。当神呼召他的时

候，他就立时跟随神的带领。我很羡慕能够拥有他那样大的信

心，我也很想像他那样被神带领。 

记得有一次我在放羊的时候，遇见我父亲，我对他说：“假

如有一天我奉献服侍神，你会怎么看呢？”他听见我这么一说，

就很生气，追赶着要打我。我当时撇下羊群就跑掉了，跑了很

远、很远。我觉得家人不理解我，不如就这么走掉算了。那次

我想就这样一走了之。可是当时心里有个意念提醒我：不能这

样走。我父亲以为我跑了，不回去了，就请朋友去找我。后来

他看见我回去了，就安心了。 

离开家  

我渴望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渴望完全委身给神。就

在2005年的入冬，我带上仅有的200多元钱，偷偷地离开家，去
了北京。到了北京，我有些晕头转向，连方向也分不清，这是

我第一次到这么大的城市，而且身上仅仅剩下了70块钱。我打
了一辆车去找教会。我找到了一间教堂。但那天不是星期天，

大门是锁着的。这个时候我身上仅剩下够吃一两顿饭的钱了，

我也不知道该往什么地方去。我就一直顺着马路走，到了晚上，

就睡在路边的长凳子上。 

没过多久，我身上所有的钱全部花完了。后来我在北京找了

一份在饭店涮碗的工作，工作了两个多月。接下来我又换了一

份保安工作，每天晚上在工地上负责巡逻。我在那里干了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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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后，才知道这是一家黑保安公司。他们把招来的人派往工

地当保安，很多人干了一段时间，却一分钱都没有拿到；好一

点的只拿到了回家的路费。当我知道这种情况，我就跟另一个

同伴约好，一起不干了。我们的理由就是有事要回家，希望能

够得到一些路费。我们约好在北京火车站见。我去辞职的时候，

保安公司的队长开车把我拉到北京火车站，只给了我七十块钱，

当作回家的路费。 

我在北京火车站找到了我的那个朋友。就在当天，我们遇

见了一个人，他问我们要不要找工作，还说工作待遇会非常好。

我们犹豫了一阵，就决定跟他去看一看。一起去的还有另外三

个人，也是在火车站被招去的。我们几个人跟着招工的这个人，

从北京去到河北省保定市。我们这一路上都是坐车。天快黑的

时候，那个人对我们说：前面修路，我们需要要换车，才能到

达前面的工厂。当他带我们几个上了面包车时，我才意识到我

们被骗了。坐在面包车里，我心里盘算着逃跑。我对那个人说

我想要上厕所，他说可以。等车子停下来的时候，我偷偷地拉

我那个朋友。我们下了车，我小声对我那个朋友说：“我们被骗

了，要不要现在跑掉？”他向我示意不想离开。 

等到我们上了车之后，那个人就向我们说了一些恐吓的话，

叫我们老实一点，还说到了工作地方，要说什么活都能干。我

对那个人说：“做事情不能违背良心，不然会有报应的。”他们

开车把我们几个拉到了一个砖厂。这个砖厂里有几个是黑心工

头，我们几个以每人350块的价钱被卖到了砖厂的包工头手中。
我在这个砖厂工作了三个多月，带领我们劳动的工头比其他的

黑工头要好的多，他没有为难我们，也没有限制我们的自由。

我亲眼目睹那些黑工头打人，对一些头脑有智障问题的人拳打

脚踢。我看到这些人特别可怜，他们没有任何自由，吃饭、睡

觉、上厕所都得在一个屋子里面。等到晚上，那个黑工头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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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门一关，用锁头把门锁上。 

我们几个每天早早就得出去干活，直到天黑。等到晚上回

去时，我们累得倒头便睡。有时候工头为了多生产一些砖，会

让我们加班到半夜。在晚上觉得最疲乏的时候，我就会唱诗歌。

我觉得唱诗歌使我有心里力量。这个时候，我的心里又萌生了

寻找教会的念头。我想：如果有机会，我还要去寻找教会。 

我们干了一段时间，有时砖厂的机器坏了，需要维修好几

天，工头就会给我们一些零用钱，可以去镇里买一些生活用品。

我也借着这个机会去镇里寻找教会。在镇里我找到一间教会，

我去到教会里也向他们打听：有没有接触过福音电台的弟兄姐

妹？在这间教会里，我也认识了一个基督徒，他还送给我一本

圣经。他对我说，可以把我介绍到安徽省他家乡的教会去。我

同意了。我渴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觉得即便挣更多的

钱，如果不能认识神，也没有意义。我想到要离开这个砖厂。 

离开砖厂那天，我所挣的三个月的工资，我一分钱也没有

要。因为他们要求我做满半年，才发工资。但我想去那个基督

朋友为我介绍的安徽的教会，不想再耽误，所以我就这样离开

了砖厂。离开砖厂那天，我的心情格外的激动。一想到要去安

徽的教会，我就很开心。当我一边走一边想的候，路过一片麦

田地，当时有一句圣经的话涌进了我的心里：“一粒麦子若不落

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会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这

个时候。我在心里跟神有一个祷告，我说：“神啊！如果认识你

意味着要向旧人死去，我愿意被你这样改变，被你来破碎。” 

等到我到镇里给那个基督徒朋友打电话时，他拒绝我去他

家乡的教会。理由就是，他家乡教会的人觉得我是异端。当他

拒绝我的时候，我伤心了一阵子。我对自己说：我应当继续去

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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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时觉得如果寻找不到神，活着就没有意义。我用了身

上仅有的一点钱，坐车到了保定市里。蒙神的怜悯，我在那个

市里找到了一份制作皮包的工作。雇主也是我的老乡，我请求

他能够让我有时间可以听福音电台的信息。刚开始时，他答应

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开始反对我，不让我听。我对他说：“如

果你不允许我听，我也不想留在这里工作了。” 

也许你会问：为什么你信神，还会经历到这些不幸的事？

但是对我来说，我从来没有认为这是不幸的事，反而透过我所

经历的这些事情，我寻求神的心志更加坚定了。后来我明白到，

如果神让我那么容易就寻得见，我还会珍惜吗？肯定我不懂得

珍惜的。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我有了对罪的痛恨态度，我知

道一个人要想完全委身给神，必须完全向罪死，完全向自我中

心的态度死。 

当我离开了现在的工作之后，我又开始寻找教会。在一个

县里，我找到了一间教会。到了教会，里面的一位弟兄接待了

我。那天晚上我跪在神的面前痛哭，向神认罪，向他许下心里

的愿望。一直以来我盼望着自己认识神，能够奉献给神，就像

那首诗歌所说的：主我愿奉献我自己，主我愿永远服侍你。那

时候神将一个确据放在了我心里，我心里常常有个意念和感动：

有一天一定会寻找到的。 

教会的朋友们都很热诚地帮助我。他们帮我找到了一份工

作，是在一位基督徒朋友家里工作。在这个基督徒朋友家里，

我每天早上5点去教会参加晨祷。在教会里，我也积极地参加教
会里的活动。我渴望在属灵生命上能够成长起来。那时候我听

见有个教师要来到这个教会，我就很期待他能够过来。可是等

他来到这个教会时，我发现他并不是我所向往的那种牧者。 

后来教会组织了一次夏令营。夏令营的那天，教会里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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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跟我们说：“如果有学生证，夏令营的费用会减少一半。”这

个教师就为我和教会中其他一些年轻人制作了一些假学生证。

我当时心里在想：你既然是教师，怎么还可以参与造假呢？夏

令营那天，我看见教师手里的一些假学生证都被卖门票的人识

破了。当时教会的一个管理人员情绪很失控，开始向我们发怒。

这个时候我心里又在想：一个基督徒怎么可以这个样子？这些

事给我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 

我在这个基督徒朋友家里工作了三个多月。后来在那里，

我也联系到了我的父母。有一次家人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家，

说我父亲在病床躺着，快不行了。我就跟他们说了我家里的状

况，便辞掉了这份工作。 

第二天早上，我坐客车去到北京火车站。到了北京火车站，

我买完了票，进入了候车室，就在候车室里看书。这个时候，

有一位年长的大姐主动跟我说话，她问我：“你是基督徒吗？”

我告诉她：“我是信耶稣的。”在聊天的过程，我得知她是去大

连的。她跟我说，她很想自杀，这次去大连，她就准备看一下

大海，然后自杀。听到她这样说，我就开始劝她不要那么轻易

放弃生命。后来我就上了火车。没想到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位

大姐也同样坐上了我这趟开往哈尔滨的火车。一路上在和她交

谈过程中，我都在劝解她。后来她听了我的劝说。等到她回了

家，打电话告诉我，她平安地到了家。神的带领真及时。 

失落和暗淡的生活  

2006年，当我从北京赶回了家。才发现家人是在骗我。但
这次回到家，我父亲就再也不想让我走了。这个阶段，我继续

放了两年多的羊。每次我说要离开，家人都会软硬兼施，不让

我离开。在这两年里，我有很多次软弱和失败。有时到了深夜，

我一个人会很难过。我觉得一个人很孤单，很想有弟兄姐妹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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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交流。 

因为不明白神的话，我平日里也做了不少错误的选择。面

对自己的软弱，我更多的是自责。慢慢我的心离神越来越远，

我开始慢慢忽略了向神的祷告，每天用若无其事的态度面对生

活。那时侯我觉得自己不配成为一个基督徒。可我心里又很渴

望认识神。有时我觉得自己就像迷失的羊一般，找不到方向。

有的时候内心经常有个声音提醒我：不能这样下去。这个声音

提醒我的时候，又能再次点燃我想去寻求他的渴望。 

在牡丹江的日子  

2008年，我小姑联系上了我，她那时在牡丹江一个厂里上
班，也想让我过去。于是我决定要离开。但是家人还是想办法

不让我离开。我坚持走，最后家人看到没有办法了，就让我走

了。 

到了牡丹江，我在厂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心里面那份感动

仍然在推动着我，我不禁想要去寻找教会。那时我在工厂车间

里常常向窗外山上观看，觉得应该去寻找教会。有一天我不用

上班，心里有一种感动，很想走出去。那天我就去到镇里，要

去寻找教会。我打了一个车，问司机可否把我带到附近的教会。

他把我拉到一个家庭聚会点，然后告诉我说：这间教会很少有

人知道的。此时我敏感到，这是神给我预备的教会。 

在这个教会聚会期间，我很想属灵生命上有更多的追求。

可是在教会时间久了，我觉得自己的属灵生命得不到喂养。那

时候我就把福音电台的很多讲道信息下载到了一个播放器里。

厂里附近有一个家庭聚会点，我每周三晚上会把下载好的讲道

音频放给他们听。他们听了之后，反应很好。 

还有一次，我把福音电台的完全委身信息全部都打印了出



 

 
13 

 

来，我本来想自己看，没想到当我在教会里遇见两个姐妹时，

她们两个人整整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把它全部抄写了下来。

当时是主日，前面正在讲道，我发现她们的注意力完全放在了

抄写完全委身的信息上。我想是这宝贵教导吸引了她们。 

还有一次，两个传道人看见我手上拿着完全委身的信息，

就想看看。他们看了一下，就干脆管我借走了，回去看。我想

张熙和牧师的教导真宝贵，连传道人也被吸引了。 

老师的鼓励和帮助  

在牡丹江的日子，我学会了用电脑。我在网上联系上了张

老师，他得知我的情况，就每个月给我邮寄一些讲道信息。透

过张老师，我得到很多鼓励。张老师鼓励我说；如果我全心全

意寻求神，神一定会被我寻见的。张老师的这句话很鼓励我，

在我以后面对的困难中常常会想起这句话。后来老师知道我想

受洗成为基督徒，就每个月给我寄洗礼课程。这些课程帮助我

如何正确地面对罪的问题。 

2008年六月份，我洗礼归入神的名下。在洗礼的那一天，
我内心非常感动，我渴慕能够完全向罪死。那天我主动跟教会

的传道人和弟兄姐妹说；“我要公开承认我的罪。”他们对我的

选择有些不能接受，觉得我私下跟神认罪就可以了。我当时是

想抱着向罪死的态度，公开认罪。在我的一再坚持下，他们同

意了。我知道这个选择是需要勇气的。洗礼过后，我心里就好

像一块大石头突然脱落下来一般，整个人都经历到了那种释放。 

~ 中篇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