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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恩

非常高兴能有这个机会来分享我自

己的经历，在座的弟兄姐妹肯定对我不

了解，所以也借此机会介绍自己，希望

大家对我有所了解。我叫天恩，我是陕

西咸阳人，我是在农村长大，父母都是

农民，我是大专学历，我之前的工作是

销售，主要销售压力仪表设备。今天愿

我的分享能够鼓励大家，建立大家，愿

我所说的是真实的，属灵的，而不是属

血气的。我是拙口笨舌的，也是胆怯的，

求天父赐给我口才，赐给我力量，以至

于分享得清楚，大家听得明白。如今再

次我回头看之前所发生的事情，我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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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更加清楚了，更加的确定了。

上学时期与工作时期

在我上学的时候，我自己资质平平，

学习一般。到了初中之后，学生很多，

我很羡慕学习好的同学，老师也喜欢这

样的学生，在我们班有一个学生，学习

非常好，在全年级排名前 3名，我就排

在后边了，我就排在一百名之后了，感

觉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我为什么

要和这个同学比呢？因为我发现这个同

学不但学习非常好，而且体育方面也非

常好，打乒乓球非常厉害，跳远也跳得

很远，跑步也跑得很快，方方面面都是

佼佼者。再看看我，我呢！学习不好，

学习有非常严重的偏科现象，就是我喜

欢的科目也比不上人家。我不喜欢文科，

特别不喜欢英语，害怕上英语课，假如

这一天把英语课上完了，我就很高兴，

感觉这一天就顺利度过了。体育方面也

不行，样样都比不过人家，样样都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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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差一大截，没法比。我在想不是说：

上帝为你关了一扇门，就一定会为你开

一扇窗？怎么

上帝把我所有

的门窗都关上

了，把他的所

有门窗都打开

了呢？当时我很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

上了高中之后我只能进普通班，我

非常羡慕人家重点班，次重点班的学生，

他们学习好，而且还有全年级最好的老

师带。我也想着通过努力学习前进，不

说进重点班了，哪怕是次重点班我也知

足了。但我也努力学习了，也拼搏了，

哎！但是就是进不去，就是差了一截。

我想可能就是与我的资质有关，资质平

平，不聪明，也没什么特长。高考结束

也就只能上大专院校。

毕业后，工作后我主要在西安南郊

呆着，西安市的南郊大学比较多，我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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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附近有很多好的大学，我就非常羡慕

这些能上这些好大学的学生，我知道能

够上这些好大学的学生都是高中是重点

班的学生，都是会经常分享学习经验的

学生，高考的分数都是要在五六百分才

能上这些好的大学。所以如果我认识当

中的学生我就会问你高考考了多少分，

多少分才能上这所大学，当然人家肯定

考的分数很高。

在工作上，我不得志，辗转好几份

工作，最后工作稳定下来，不被老板所

看好，不被老板所重用的，人际交往这

方面也不行，不会来事，本本分分的，

工作很多年还是在最低层，得不到提拔

升迁的机会。

说到这里我是想说：自小到大我都

不行，长相也不好，导致我也认为我不

行，没有什么特长，没有什么闪光点，

比如体育方面不行，打比赛我就是输的

那个人，音乐方面不行，跑音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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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我，人际交往方面也不行，没什么

朋友，不知道怎么跟人相处，智慧聪明

方面，很笨，反应慢半拍，跟不上别人

的思路。以往的

经历更加印证了

我资质平庸，我

感觉自己方方面

面都不如人，很

差劲。所以我是

活在自卑当中，我的性格也是内向的。

如今我已经成为基督徒了，今天我

回过头来思想，回头看这件事情。上学

的时候，我学习不好，工作当中受到挫

折、碰壁、不顺利，我认为这是神对我

的保守，对我是好的。我懂得去思考人

生，碰壁后就乖乖的谦卑，技不如人，

比不过人家，认清楚自己几斤几两，免

得我骄傲了，自大了，不能服在神大能

的手下，而没有机会认识神。

【彼前 5:5】你们年幼的，也要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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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

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正是因为我知道自己不行，所以我

也不敢骄傲，也没有本钱骄傲，也容易

顺服，容易听进去，当别人给我讲圣经

的时候我愿意听，愿意去了解，不排斥，

心是开放的，而不是抵抗神的话语。如

这里说的，神真的赐恩给我这卑微的人，

让我有机会能够去认识他，最终而成为

基督徒。

车祸经历

在2010年7月份左右的时候我经历

了一次车祸，这件事情对我的印象很深，

我常常想起来。事情是这样的：我是骑

自行车要过马路，有一辆大的拉土车要

直行，我过到马路中间就被大车撞了。

我过到马路中间的时候我还回头看有没

有车，我发现有车后我就沿着路中间行，

让大车过去之后我在继续过马路，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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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下忘了有车，就继续过马路，结果

就被撞了。那我为什么会忘记呢？其实

是有原因的，如果是警察问我，或者我

想让人同情我，

我是不会说原

因的，我会说是

对方的错，拉土

车太疯狂了，对

方还肇事逃逸，

路太黑了，我是受害者。那原因就是因

为我之前喝了两瓶啤酒，那啤酒有后劲，

所以脑袋发昏，结果就忘记了，所以我

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包

括自行车。

事发的时间是晚上 9点 20 左右，那

条路上很黑，没有路灯。但是奇妙的是

大的拉土车没把我压在车轮底下，或者

把我撞倒后留在路中间，而是把我撞到

了路边上，我被一股力量推到了路边上，

自行车还留在路中间。发生这件事后，

我就像是死过一次一样，从鬼门关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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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遭。因为被撞后，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好像死人一样，大脑一片空白，甚至我

不知道我是谁了，我不知道我在哪里，

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要干什

么去？我赶紧想，赶紧想，后来慢慢的

一点点的就想到了，感觉好像灵魂离开

了我，什么都不知道了，灵魂又回来了

我就慢慢想起来了，这种感觉很奇怪。

这次车祸经历，我能活着我认为是

一个奇迹，所以我认为我现在是多活的，

生命是多给的，是额外的。我常常告诉

自己，我还有什么抱怨，我还有什么不

知足的呢？有一句古话说：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当时这句话就出现在我的脑

海里，我说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些

年过去了，我在思想，我的后福在哪里

呢？同年，就是在那一年，我就认识了

给我传福音的弟兄。这个时间是巧合

吗？如今我回头再次看这件事情，我明

白了，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

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我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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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34:8】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我听到福音，并且认识雅伟神，成

为基督徒，这就是我的后福。我还有一

个感触是：神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

又施恩召我。神要

用我，所以神施恩

拯救了我，还让我

活着，不让我死。

如同在告诉我：你

在世界的任务还

没完成，你还要为神做工，你不能就这

样走了，你的时候还没有到。

认识主内肢体

2010 年 10 月份左右，我是通过修

电脑认识了给我传福音的弟兄，他问我

有没有信仰，我对信仰的印象不好，我

当时认为只有那些少数民族才会有信仰，

我说没有。当时我工作不顺利，辞职，

处于待业状态，需要重新找工作，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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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闲。我问他有没有什么好的电影给

我推荐下，他就给我电脑上面拷了些电

影，有当时流行的电影，大多还是关于

福音的电影，还有见证，当时看了之后

感觉还不错，但我没有信仰背景，看的

也不是很懂，听的也没什么多么强烈的

感觉。但因为我对电脑比较感兴趣，和

他交流，从他这里能够了解到我想要的

一些电脑方面的最新信息，并且他非常

的守信。所以就和他保持着联系。

2011年9月份的时候我买了一台新

笔记本电脑，新笔记本电脑需要贴膜，

所以我联系弟

兄帮我贴电脑

膜，贴完电脑膜

时间还早，他就

拿出圣经来，要

和我一起看圣

经。因为我没有接触过圣经我还想这是

啥东西，我从来没听说过还有圣经这种

书。我当时还带有防备心理的。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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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我讲了浪子的比喻，讲的过程当中

我也问了他一些的问题，和他探讨，那

天结束之后，我有个感觉，圣经不简单，

里面有东西。一两次之后弟兄把我和另

外一位朋友安排一起查经，当时我还是

保持警惕，害怕被他给骗了。当他出去

的时候，我问另外一位朋友，我说你觉

得圣经怎么样，他说圣经是好，但是里

面的要求太高了，我们做不到。查经次

数多了，慢慢这种防备心理就打消了，

因为一起来查经也可以认识更多人，朋

友多了好办事，从不同人那里我可以了

解到他们不同的经历，他们知道的不同

信息，我也认为当今是一个信息化的社

会，需要掌握最新的信息。我没想着我

要信，我说我只是想多了解点，和大家

在一起非常的开心，我不会信的。就这

样抱着这种心理，坚持着每个星期来查

经。

这位弟兄带领我们一起查经一段时

间后，就离开了西安，去到了另外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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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他在离开前就开始叮嘱我们关系要

建立在神的身上，不要建立在人的身上。

有新的弟兄带领我们一起查经，但是我

习惯了之前弟兄的查经方式，交流方式，

新的弟兄的方式我不习惯。当时我就有

挣扎了，来查经的积极性，热情也消弱

了。但我心里有了一个提醒，关系要建

立在神的身上，不要建立在人的身上，

这也促使我继续

坚持来查经。不

是说新来的弟兄

就不好，只是我

从开始聚会一直

都是与给我传福

音的弟兄接触，他的方式，方法，为人

我已经习惯了，也认准、认可了这个人，

又让我接受新的我一下接受不了。其实

新来的弟兄也是非常的优秀的，给我传

福音的弟兄栽种了，新来的弟兄浇灌了，

惟有神叫我成长。给我传福音的弟兄只

能带领我到一个地步，其他的弟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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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我继续前进，生命继续成长。

出差南京

我是 2010 年 11 月底进我们公司，

刚进我们公司是在机械部的，2013 年我

转到销售部的，我们公司销售是分区域

的，我销售成交的第一单是浙江省的客

户，所以我倾向于浙江省区域，也给老

板说我要浙江省这个区域，但老板不给

我浙江区域，却给了我江苏区域。后来

从长远看，江苏区域对我来说更加有利

于我。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这工作出

差比较多，我出差一次大概是半个月，

一年出差大概 6-7 次左右，给我传福音

的弟兄就是在江苏南京，当时我还没有

受洗。这是巧合吗？我对新来的弟兄还

不能完全适应，就在我有挣扎，内心徘

徊不定的时候，想放弃，又不甘心的时

候，老板就让我负责江苏区域。那我负

责江苏区域，可以出差到南京，这样我

就可以见到给我传福音的弟兄了。神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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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我的需要，看顾怜悯我的挣扎，烦乱。

给我传福音的弟兄是 2012 年圣诞节前

一段时间离开西安去南京的，因为他没

在西安过圣诞节，我是 2013 年初转到销

售部，2013 年 4 月份接手江苏区域。这

样我出差就有机会见到给我传福音的弟

兄了，时间、地点、人物都对上了。

我想这是上帝的安排，神看顾我，

这是神在呼召我，因为我已经有了停止

聚会的想法，整个人也非常消极。南京

的老师问我：“你为什么来教会？”我

说：“我就没事

干，就是为了消

磨时间，所以来

了。”他说：“你

可以在家打游

戏，可以看电视

剧也可以消磨时间，没必要来这里。”

所以我在追求信仰的过程中我也迷失了，

我变得很消极，看不到方向，看不到希

望。神为了得着我这颗失落的灵魂，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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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安排，以至于给我传福音的弟兄还可

以继续的带领我，继续引导、鼓励我，

他鼓励我这是一条非常美好的道路，也

非常热情的招待我。我在南京也能看到

另外一批追求主耶稣这条道路的人。就

这样就是在我出差的时候也还有机会去

听话语，还有机会参加聚会敬拜，不至

于停止了聚会。

在南京那边的弟兄还有老师对我的

生命鼓励很大，我慕道有很长的时间，

大概有近 4年的时间，因为我看不清楚，

迷惘，我有个想法，我只是来了解一下，

我没想着成为基督徒或者说我想成为基

督徒的想法不强烈。南京那边的老师提

醒：其实我该听的都听到了，该知道的

也都知道了。我想是啊，我该知道的都

知道了，下一步该干什么呢？下一步是

该做选择的时候了，要么前进，要么后

退，这样耗下去也不是个事情。在西安

的老师也鼓励我：“当你往前跨出一步，

你就会看得清楚，往前走就会拨开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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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雾而看得清楚。”我很杂乱，顾虑很

多，不知道该前进还是该后退。

我回想我的生活，很颓废，打游戏

越打我越觉得空虚，与其打游戏升级游

戏里面虚拟的人物，还不如实实在在的

升级现实生活中的我自己。看电视剧我

也不喜欢，我看

那些肥皂剧我

认为是在浪费

我的时间，没有

什么意义，有时

候看的视频还

是不健康的。我的工作更是迷惘，更是

看不到希望，有很多时候都想跳槽，认

为公司不好，想重新找工作，新来的弟

兄也鼓励我继续在这个公司工作，主内

的弟兄就是我的知心朋友，我有什么心

事可以给他们讲，我也信任他们，神也

通过不同的人来鼓励帮助我。面对世界

我也迷茫，力不从心，通过观察比较下

来我觉得追求信仰还是要相对比较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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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义的，更有出路。我告诉自己，我

要尽快做出选择，我必须快刀斩乱麻，

我有了愿意往前跨出一步的想法。

虽然有了这个想法，但是我还是有

很多的挣扎，比如钱财方面，婚姻方面，

我感觉信了后就不自由。还有一点，因

为我一直是无神论的，我不相信有神的

存在，我认为哪里有神呢？都是你们想

出来的，你想有就有，你想没有就没有。

这也是我其中的一个障碍，我说：“神，

你给我显个神迹让我看，我就信了。”

我祷告后，那我就等这个神迹的出现，

我想看神如何给我成就，在外边散步走

一圈回来之后，就有一个提醒，你若信，

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先后顺序是要先信。

哦！我怎么忽然冒出这个想法，这节经

文呢？难道这是神给我的确据？我想这

是神在鼓励我往前跨出一步。我说我愿

意先信，我就下定了决心，我选择申请

要受洗，就这样受洗归入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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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万没有想到

回想这些年是神带领我一步一步的

走过来，神的带领出乎我的意料。我从

来没有想到我会成为一名基督徒，会过

这样的生活，我是无神论的啊，从来没

有听说过圣经，虽然我对信仰一无所知，

但我认为信仰就是迷信，反对信仰。我

进入社会也是想着捞世界，从来没想到

会有今天。就如我上边说的，我没想着

信，我最开始的时候还告诉自己我是绝

对不会信的，但神的作为，弟兄的爱心

让我折服。我也

没想到在西安会

和弟兄同住，有

一位弟兄对我是

个鼓励，神奇妙

的带领，我是和

他一路走过来，一起查经，一起上委身

课，一起住，我们可以说是同路人，如

果和我一起的那批人就我一个人走，我

会感觉到失落，但有一个人和我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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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感觉不那么孤单，因为我们两个一

直一起，他就像是在和我一起扶持、帮

助、陪伴我。我想如果我当初按照父母

的安排去生活，我现在就不会在这里了。

成为基督徒，是天父的安排，是福音，

共同的目标追求让我们走到了一起。

给我传福音的弟兄对我影响非常大，

以至于我经常提起他的名字，但是我现

在不想再提了，关系要建立在神的身上，

而不要建立在人的身上。当初和我一起

聚会的朋友也很怀念那段时光、常常想

起，我和当时的一些朋友还有联系。给

我传福音的弟兄是燃烧自己，他在努力

的传福音，也建立起来了稳定的查经组，

大家每个星期都来，都是稳定参加的。

我在想为什么我就会信呢？为什么

我就信了呢？我怎么就会成为一个基督

徒呢？怎么就走到这一步田地了呢？别

人为什么就不信呢？当初和我们一起查

经的人有 10 几个人，而且都是已经稳定



20

下来的每周都会来的朋友，但最终只留

下了我和我在西安同住的弟兄，其他朋

友都陆续离开了。我在想为什么我信了，

别人就不信呢？我想到，在我刚毕业的

那几年是我人生最迷茫的时候。我辗转

好几份工作，都不满意，我不知道我该

干什么？以至于我在百度上搜索我该选

择哪一行，我可以干什么，如何进行职

业生涯规划。我就是一只迷失的羊，我

找不到方向，我

如同羊没有牧人

一般。当我听到

圣经的道之后我

就被吸引了。我

说圣经里面有东西，里面有内涵，不简

单。这样看来，我想我是主耶稣的羊，

我认得主的声音，神不轻看我这卑微的

人，呼召帮助我来到他的面前。

【林前 1:27-28】 神却拣选了世

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

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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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

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

我工作不顺，不得志，让我很是郁

闷，过的很不开心，我一次次的希望，

一次次的失望。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不

被人看好，被人讨厌的人，我很多时候

有辞职的想法，神藉着主耶稣向我招手，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神不轻看我的卑微，

呼召我来到他的面前，是上帝拣选了我，

所以我认的主的声音，这是我的感受。

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

着。我是一个有病的人，我需要主耶稣

来医治我。我想这就是我为什么信的原

因。

结束语

神不轻看我的卑微，神借着一些事

情的发生一步步的呼召帮助我，认识他。

让我的生命得到成长，以至于我走到现

在。我如同已经死过了的人，我现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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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是神多加给我的。这个世界我也看

透了，上帝要呼召使用我这自卑，卑微

的人，我愿意、乐意被神所使用。

之前我是不知道，就按着世界的一

套行了，如今神开了我的眼睛，呼召我，

帮助我，让我看到有一条更加美好的路，

我知道我就要

去行，我不去行，

这就是我的罪

了。被召的人多，

选上的人少，神

肯定会试验我。愿我能够被召，也能够

被选上，配得主的筵席。盼望我的分享

能够鼓励到大家，神不轻看我的卑微，

我相信神更不会轻看你们。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