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出生在江西一个普通的家庭，从小接受无神

论教育。学校教导我们，人类是进化演变而来的，

哲学唯物论告诉我们，只有眼睛所能见到的才是真

实的。家里父母辈对我的影响及教育，就是要努力

学好科学文化知识，以后成为踏实有用的人，也可

以说凡事都要靠自己的努力，积极去获取自己想要

的生活，不要想着不劳而获。所以在这种教育成长

背景的影响下，虽然当时对于宗教信仰了解不多，

但我自豪地认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持无神

论观点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觉得神只是人的意念所

创造出来的，信则有不信则无。而求神拜佛都是人



心理的作用，这就是一种想不劳而获、无知、迷信

的表现。但另一方面，我又很小就能意识到物质是

满足不了人心灵的需要，所以从小到大都喜欢看一

些有关心灵，哲学，励志方面的书籍，从中寻求心

灵的安慰和力量。

思考人生意义

大学毕业后我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在工作上

的努力，很快得到上司的认可。而在工作之外，也

有一些兴趣爱好，并且因此结交了一些志同道合的



朋友，所以我对当时的生活状态也很满意，觉得自

己从毕业到工作一路都很顺利，不但没有作为学生

即将踏入社会的迷茫，反而是对未来有很多美好的

计划和憧憬，也相信只要靠着自己的努力就能实现

这些目标计划。

但 08 年四川地震冲击了我，我那时所在的城

市，其实并不受地震影响，但那段时间各大媒体都

会大面积报道地震的情况，很多网站都贴出灾区拍

摄的照片，有很多内容和图片都很触动我，令我突

然感受到生活其实很没有安全感。也看到生命是很

脆弱的，天灾人祸使到那么多的生命离开，这令到

我开始思考人为什么要活着，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我对生活充满美好憧憬，对人生有计划规划又怎样

呢？要是哪天不可抗的天灾人祸发生在我身上时，

生命都没了，那我在世上追求的这些又有什么意义

呢？都知道努力很重要，但方向更重要，那人生到



底要为着什么努力才算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呢？所

以我开始对生命的存在和生与死有很多疑问，这些

是以前从来没认真想过的。但现在既然想到了，我

就希望能尽快得到答案，所以那段时间，我因为这

些问题的困扰而感到迷茫、情绪也比较低落，因为

我不知道能问谁能得到这些答案。

寻找就寻见

当时想到有位同学是基督徒，其实我对基督教

并不了解，但我想知道宗教方面是怎样看待生命的

问题。所以尝试联系了这位同学，她和我并不在同



一个城市，我是在QQ上给她留言，直接把我的疑

问都向她抛出来，记得也有质问，说这次四川地震

死了这么多人，你们不是说有神吗？你们的神呢？

难道那些死了的人都是该死的吗？之后她也回复

我了，但并没有回答我太多问题，只是问我有没有

兴趣来了解《圣经》，《圣经》可以解答我们很多有

关生命的疑问。我从没看过《圣经》，但因为希望

能尽快找到答案，解决我心里的纠结，所以我也愿

意了解一下。就这样我带着对人生的种种疑问，开

始来认识这份信仰。

起初，我对福音课所讲的内容是越听越有兴趣，

特别是讲到 “什么是真自由” “什么是爱真理的心”

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带给我对人生很多

不同角度的思考。福音课结束后，我表示还想继续

了解多些，所以就参与周日敬拜听讲道，整体我觉

得圣经的教导是有智慧，起码能开阔我的思维，让



我知道要如何向着好的善的行为去学习。但圣经里

讲的我并非都认可和相信，比如神迹和灵界赶鬼的

事情，这些让我没法靠着理性去想通，所以常会忽

略这些内容，觉得与我无关。其实内心是有一个想

法，觉得我来学习好的教导就可以了，别把自己搞

得这么迷信。

因为想多了解一些教导，也想知道如何才能成

为基督徒，所以我很积极报名上预备受洗的课程，

但一系列课程结束后，老师让我们考虑是否愿意委

身给神，受洗成为基督徒。我知道我卡在这里了，

因为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我意识到，如果我要委

身，一定是要基于我确定神是真实的，如果真的有

神，我愿意委身，如果神不是真实的，委身并没有

意义，我也做不到委身。但神对于我来说是看不到

摸不着，我内心并不相信神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当

时祷告对我来说也是困难的，祷告的对象都不确定



是否真实，我就不能从内心真正去与神交谈，觉得

是在自言自语。就这种状态在教会呆了一段时间，

越来越觉得自己很虚假，心里没法相信神的真实，

但去到教会还跟着祷告，感觉都是在说些表面好听

的客套话。那时自己内心很纠结，想离开，但又不

甘心。不甘心是因为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什么那么肯

定神是真实的，就我经历不到呢？其实我内心是希

望能经历这位真神，而不是假装知道有神的状态在

欺骗自己和别人。现在回想那时我的心是骄傲且刚

硬的，比如常会听一些姐妹分享他们感恩的事，她

们很感动，我一听，心里会想这事有什么好感恩感

动的，这太正常了，这就能证明有神的存在吗？我

也觉得自己一直都很顺利，也常会遇到这么巧合走

运的事。但我不想这样凭着感觉来认为神是真的，

我需要真实的确据。



大胆试探神

所以我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虚伪下去了，有一

个周日我将自己内心的纠结和挣扎告诉一起祷告

小组的姐妹，几位姐妹就决定这次跪下来帮我祷告，

这也是我第一次跪下来祷告，她们都为我祷告得哭

了，但我心还是硬的，并没有一点感动，我记得当

时我有祷告说：“如果神你是真实的，那就让我知道

你的真实，不然我就要离开教会了。”所以这个祷告

好像是我最后的希望。



这样祷告完的下个星期日，教会有安排去度假

村玩，我打算参加完这个活动就不来教会了，当天

晚上有个游戏环节，是识别真假话游戏。老师说分

配到我们说真话假话，我们就凭着良心，有神在我

们当中。我当时听着这话，心想如果我撒谎，在座

的谁也不知道，如果真有神的话，他会怎么识破我

的谎话呢。就这样我向大家撒了谎，大胆的试探神。

游戏结束后，有一些姐妹还过来问我说的是不是真

的，好像在给我纠正或悔改的机会，但我还是硬着

心不反悔。但当大家散去后，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

有种恐惧感。这种恐惧就好像内心原本有盏灯被熄

灭了，之前我并不怕黑，但当时房子里有灯我都怕，

也不敢上厕所，心里特别紧张，这个反应让我意识

到自己犯错了。

第二天回到家后很疲劳，晚上本想看会圣经就

睡觉了，但一个字都看不了就要睡着了，索性我就



关灯睡觉，很快就入睡了。但一个很真实的噩梦让

我惊醒，我意识到是个噩梦就马上翻身平躺，为的

是让自己不要再继续噩梦。但自己一平躺就感觉有

股黑暗肮脏的气体向我压过来，全身动不了，也叫

不出声来，耳朵听到很多杂乱的声音，我不敢睁开

眼睛。挣扎了一会，觉得无能为力，我开始在心里

呼求主耶稣救我，大概呼求了三句，感觉那股黑暗

的气体就像旋风一样向着窗户的方向卷走了。我开

始能动了，但非常惧怕，全身发抖，我从来没经历

过这样的事情，那个晚上我睁眼到天亮。之后我去

找教会老师，也了解到，这是邪灵的攻击，从那时

我开始关注圣经中提到灵界赶鬼方面的内容，也会

找相关这方面的见证分享多了解一些，当中有些所

描述的情况与我的经历非常相似。



神开我属灵的心眼

这次灵界的经历对我的影响很大，一方面我切

身体会到除了我们肉眼能看到的物质世界之外，还

有我们看不到的灵界是这么的真实（因为黑暗的气

体像旋风一样卷走，都不是眼睛看到的，但却那么

真实）。原来圣经中所写的神迹和属灵争战是真实

的，我们都活在撒但的权势下，生命得不到真正的

自由，而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和复活并非与

我无关，是为要拯救我们的灵魂，原来圣经很多内



容教导都是指向属灵层面的（这些都是我在之前，

因为受理性认知限制，听不懂想不明白的内容），

我好像一下通了，明白了，就像圣经中所说的“瞎眼

今得看见”。另一方面也体会到神对人这份深层的爱，

内心非常的感动，同时我也为到自己之前的骄傲无

知和固执已见感到羞愧，圣经告诉我们：因为骄傲

的人充满世俗的智慧，不能明白属灵的事，反倒以

为愚拙。那次我在家跪下来痛哭了一上午，内心也

很自然就敞开向神祷告认罪。

也是从这次之后，我对世界的看法与自然界的

体会都发生变化，原来一个人意识到有神和没有神

是不一样的，以前只懂欣赏人的创造及工艺的精湛，

觉得大自然的一切太习以为常，理所当然了，现在

却常常会透过大自然的美和奇妙，体会到神对人的

爱而有一份感动和敬畏。生活中也开始敏感神对自

己的带领和提醒，内心很感恩。另外，我的价值观



也在慢慢发生改变，以前想要追求的方面现在看并

不是那么有意义价值，而更愿意花时间精力给身边

人传福音，觉得这才是对自已和身边的人是最有意

义的事。因为明白到人的很多问题，都是由于罪的

根源引起的，如果没有看到和解决这个根源的问题，

那无论如何的用其它方式方法去安慰和帮助对方，

都是有限和暂时的，所以我知道给他们传福音认识

神很重要。我自己也开始认真对待圣经的话语，愿

意在生活中去运用，以前都只是停留在头脑上知识

的层面的认识，当我真正按教导去做时就知道是需

要神帮助才有能力行出来，所以也透过祷告经历不

少神的真实和帮助。



神的话语让人得着真自由

记得有一次，我在工作上和一位同事的关系处

不好，我当时是负责项目管理，他是我的上司，或

许是在一些管理方式上意见不一致，他主张项目组

强制加班，一方面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加快项目进度，

另一方面是想表现出项目组的工作强度，让上级领

导看到大家的付出。但其实项目并不急，这样的安

排引起很多同事的不满抱怨，都觉得没必要加班，

有些同事因为加班时手头上没有事情做，就干脆玩

游戏或看视频，所以大家都在背后指责讥讽他。我



虽然没有跟着大家一起闲言闲语，因为知道圣经的

教导，不要在背后论断人，说人是非。但其实我也

并不赞同他这样强制的做法，不单单是这件事，而

是在很多事情上我们的观念想法都不太一致，这就

导致我心里也慢慢对他有不满情绪，不太愿意配合

他所安排的工作，似乎也有意划清我们的界线，让

同事们知道这些不合理的安排都是他的主意，与我

无关。之后在一次工作讨论会议中，因为他对我种

种强硬的态度，我也不示弱，当着许多在场同事说

出了他工作中一些问题，令他尴尬，也受到孤立和

排挤。我这样做看是发泄了自己不满情绪，但其实

心里也不好受，受到良心的责备。正好那段时间听

到圣经的教导，我们要尊重自己的上司、领导。神

让我看到自己在这件事上并没有尊重上级领导，更

没有忍耐，令到之后的工作中，我觉得很难面对这

位上司，因为彼此之间有了嫌隙隔阂。我体会到这



件事自己太冲动了，做的大错特错。我祷告神，因

着自己的骄傲、自私、好强所带来的行为，给其他

人造成伤害向他认罪，也愿意用行动去弥补自己犯

下的这个错，所以求神给我有勇气和能力去主动和

解关系，也求神透过他的话语去更新我的心思意念，

能放下对上司的成见，学会尊重对方。虽然自己希

望这样做，但实际上很困难，两人的关系已被自己

“撕破”了一个裂口，要想修补，自己就要放下面子，

去向对方道歉。而自尊心使到我很难踏出这一步，

所以我只有心里不断的祈求神，帮助我放下自我感

受，有能力去面对。之后我找了一个机会主动向他

说话向他道歉，希望得到他的原谅。虽然他有些惊

讶，但还是愿意和我沟通，之后在工作上我也靠着

神的能力放下对他的偏见，尽量配合他的安排，而

他对我的态度也是缓和了许多，我也因此放下对这

件事的愧疚感。我很感谢神在这件事情当中让我看



到自己的问题，也给我能力去面对处理，因为以我

本来好强的性格，很难做出道歉的行动。

其实我们在与人相处中，时常会出现各样的摩

擦或矛盾，而当矛盾激发时，我们也容易受到情绪

的影响和控制，做出一些自己会内疚和后悔的事，

心里也因此而增加了很多的负担和不平安，这就使

到我们没有真正的自由，但认识神之后，知道神的

教导都是为到我们的好处，他也很看重我们彼此之

间的关系，所以只要我们愿意向着《圣经》的教导

去行事为人时，神也会在当中帮助我们看到自己的

问题，也给我们能力去处理，使到我们能从罪里得

到释放，只有这样，我们在他里面才能体会到真正

的喜乐、平安、自由，也越发经历到神的真实和慈

爱。



神是赐平安的神

我在预备受洗之前半年，因参加公司体检，查

出自己左卵巢长了一个拳头大小的畸胎瘤，医生说

这种瘤生长速度比较快，需要尽快手术切除，不然

比较危险。我从小很少生病，有记忆以来都没有住

过院，所以对这次一病就要做手术，一时不知该如

何安排。但考虑到家人过来我工作的城市会比较麻

烦，又怕他们担心，所以我打算手术后才告知他们

情况。而教会老师和弟兄姐妹知道我的身体需要动

手术，他们都是很关心我的情况，也知道我没有告



知家人，老师就和姐妹们商量着要如何安排时间轮

流去医院照顾我。记得入院第一天，我要做全身检

查，一个在医院附近工作的姐妹她主动请假陪同我

做检查，都知道全身检查要楼上、楼下找不同的科

室，又要拿单、排队、取单等等很多繁琐的事情，

虽然没有家人在身边，但这位姐妹的细心陪伴和帮

助令我倍感温暖。

做完检查后，医生把手术前后会发生的情况和

后果都让我清楚知道，比如手术过程中会对瘤做切

片，需要确定瘤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如果瘤是恶性，

那需要把卵巢也切除，之后预备化疗方案。而如果

手术中失血过多的话，输血产生的任何反应和身体

症状，都由本人承担责任等等情况，而这些都需要

我和家属在各份同意书上签字，医生才会安排动手

术。听完医生说的情况，心里不免有更多的担忧，

其实从知道有瘤要动手术开始，心里就不断的有各



种担心和忧虑，这也让我体会到，当我真正处在困

境时，我的信心其实很小，不容易真正的放下忧虑

面对困难。当时也有种很强的无奈感，体会到在生

命安危面前，其它一切都已不再重要和有意义。很

多时候也由不得自己选择决定，我所能做的好像只

能被动的去接受，生命其实很脆弱，也不掌握在我

们手里。

因为手术需要家属签字，但我的家属没有在身

边，姐妹说她可以帮我签字，这让我很感动，看到

她对我就如她的家人一样。她知道我心里忧虑，所

以她也不忘提醒我，担心忧虑时我们可以将眼目转

移放在雅伟神身上，在他里面寻求安慰和平安，她

也和我一起向神祷告。我很感恩，这样的经历是在

我认识神之后，因为我知道是神掌管我们的一切，

虽然实际面对时的信心并不足，但有老师和弟兄姐

妹在当中鼓励和帮助，也知道大家都在背后为我代



祷。很奇妙，手术当天，我内心非常的平安，我的

手术安排在下午，之前心里一直有的担心和忧虑都

没有了，我还试着去回想那种担心和忧虑，但似乎

都想不起忧虑的感觉，心里是非常平静平安的状态，

我知道这是神赐给我的平安，在与老师和姐妹一同

祷告后，我进入了手术室，切片检测瘤是良性的，

所以直接切除就好了，手术也非常顺利。手术后老

师和姐妹们也是轮流着过来医院照顾我，给我带来

她们煮的粥和一些可以补充营养的汤水，各方面她

们都想得很细心周到，我被她们的爱心感动，在《圣

经》约翰一书 4:7（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

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

神。）

感谢神，在我预备受洗期间让我经历这次手术，

一方面我经历到神赐的平安，就像约翰福音 14:27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



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虽然我

意识到生命很脆弱，生死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

我也不知道前面的人生路还会遇到什么困境，但我

相信这位赐平安的雅伟神，他掌管我们的一切，只

要我仰望信靠他的带领，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雅伟神都会与我同在，帮助我有能力去面对困境，

相信我的信心也会从一次一次的信靠中增添。另一

方面是感受到教会老师和弟兄姐妹他们身上美好

的生命素质，和这份彼此相爱的关系，也让我非常

期待自己是大家庭中的一员，能像他们一样用行动

去学习神的话语，效法基督的爱，这样才能吸引更

多的人来认识神。



结语

回顾自己来认识神的过程，充满了感恩，马太

福音 7:7（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当我开始思考人生意义的

时候，神领我来了解他的话语。当我在认识他的过

程中，受到所谓理性认知纠结止步时，神允许一些

经历我发生在我身上，让我知道属灵界的真实，也

明白到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仅凭自己的理性怎



能想明白自己认知以外的事呢。而当我真正的愿意

按圣经的教导去生活的时候，我才能更加体会到神

的真实和慈爱。

回想之前我受着无神论所谓“科学理性”的阻拦，

认为有神论都是迷信，其实迷信是盲目的相信。而

我通过对《圣经》了解认识，也看到身边基督徒他

们的行事为人，才发现这份信仰是建立在客观事实

基础之上的真实信仰，追求这份信仰的基督徒也并

不是盲目迷信。反而是我自己所谓无神论的观点观

念其实都只是从老师或书本上承受过来的，而对有

神论并没作过任何了解，我相信这也是大部分不认

识神的人的情况。所以如果我们能存一个开放的心

态，对有神论作一番了解、比较，再决定取舍的话，

我想每个人都有机会寻找到真正的真理，也能来认

识这位美善的雅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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