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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安 

曾经的我 

我出生在广东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是家里最小的。我家以养鱼为生，方圆

几里中就只有我们一家五口人，平时都

很少有机会走家串户，以至于我变成了

一个不爱说话的小孩。在我初中期间，

父母闹离异，他们整天吵架，家里的情

况变得很糟糕。哥哥姐姐相继辍学离家

出走，家里只剩下我一人独自面对父母

整天的吵架，甚至打架。当时我心里只

有一个念头：快快长大，也跟哥哥姐姐

一样能够离开这个家。慢慢地，我变得

自闭、自卑，也很自我。后来大学读书，

毕业工作也都是选择离家远的城市，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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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人生活，很少跟家人有沟通，彼此

关系很疏远。 

毕业后我也像很多人一样，追求物

质、金钱，喜欢华而不实的东西；不想

被人看低，喜欢与人攀比；想要赚大钱，

学别人炒股、炒楼；被很多的物欲捆绑，

而且对金钱没有节制，并不考虑自己的

经济能力，只要想要就买。我办了很多

不同银行的信用卡轮流来消费，过着拆

东墙补西墙的卡奴生活。在 08 年金融危

机下，我不但没

有赚到钱，反而

还赔了一笔。后

来想着找一份工

资更高的工作而

辞职，但是由于

金融危机，工作迟迟没有找到。迫于生

活的压力，无奈之下我搬回家中与家人

一起生活。当时，一方面要面对银行催

款，另一方面要面对失业困扰，还要面

对与家人的相处。我没有告诉家人欠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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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钱的事情，因为觉得很没有面子。焦

虑、不安、绝望缠绕着我，我常常问为

什么自己活得这么痛苦，不明白活着到

底是为什么，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 

一束光照入黑暗 

在失业半年多后，我找到一份工作，

在当中认识了带我进教会的一位姐妹。

当时觉得她挺特别的，我在她身上看到

一份喜乐，并且她也从不会和同事去论

断别人。跟她相处的时候，常常听到她

分享神在她身上很

多的作为。她也分

享到她没有信主前，

也会因家人之间的

不和睦常常不开心。

但是接触福音后，

神改变了她，让她心里有一份喜乐，她

有什么开心或不开心的事情都会跟神去

述说。我心里就在想，如果她说的这位

神真的这么厉害，那么自己是否也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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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样得到一份喜乐呢？大概在我们认

识一年之后，这位姐妹邀请我上福音课，

我也想去认识一下她所说的那位神，所

以就跟着她去了解。 

有一次福音课是谈到罪和自由，当

时姐妹举了一个例子，是一则新闻报道：

有一个人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欲望而不

断办信用卡消费，最后无力偿还而被拘

留。当时我就在想，这不是在说自己吗！

想到被物欲捆绑、被信用卡捆绑没有自

由时的痛苦，我认识到圣经的话很真实，

也渴望能够得到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份有

能力的自由，因为真正的自由不是你想

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你想不做什么的

时候有能力不做。于是我跟神立定心志

说：我想要戒掉用信用卡的习惯，踏踏

实实生活。 

于是在之后追求神的日子里，我开

始戒信用卡并且过着向银行还债的生活。

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一旦开始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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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马上变得很拮据。一方面是物质生

活上的缺乏，另一方面是要抵抗心里对

物质的渴望，真是生不如死。但在这样

的情况下，我经历到神很多的保守和看

顾，也经历到他是真实可信、满有能力

的神。若是没有神的鼓励，我是不可能

坚持下来的。 

记得刚刚去教会不久，我是一个人

住的，生活压力很大，交了房租，还了

部分利息，生活费勉强够支撑一个月。

当时自己信心不大，常常想要放弃过这

样的生活。有一天，我正在看张熙和牧

师的《转弱为能》，

里面说到他信主

后有一段时间神

一直看顾他的生

活。他分享到当

时在吃一瓶罐头，

怎么吃都吃不完。看到这里的时候，我

突然间意识到，其实神一直都有在看顾

我。因为我的很多生活用品很久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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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过，之前自己不会去关注有没有米，

有没有油，或是洗发水等这些生活物品，

反正一直都有。但是当我看到这段话的

时候，我心里非常确信是神一直在看顾

我，只是我一直没有留意而已。当时心

中充满了感恩，也更加决心要戒掉刷信

用卡这种不好的生活习惯。 

光照亮我的世界 

之后我也一直经历到神很多的看顾

带领，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没有缺乏。

日子虽然过得简单，心里却是轻省满足

的。在这个过程中，我明白到，其实人

所需要的真的可以很简单，人真正需要

的是心灵里面的满足和喜乐。而这些唯

有在神里面才会有，是金钱、物质、享

受都给予不了的。慕道 3年左右，在 2012

年 6月，我决定委身给神，遵行他的旨

意，并且跟从主耶稣，成为他的门徒，

一生效法他，并且也愿意去将这份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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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喜乐和盼望分享给其他人。在同年的

9 月，我也将所欠的钱都还清了。 

受洗后，天父在不同的方面一步一

步更新改变我，使我能更好去彰显出他

的荣耀来。 

第一个方面就是神给我有能力放下

对父母的怨恨，帮助我走出年少时的心

理阴影，愿意去接纳、关心父母。（小

时候，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母亲常常说

若不是为了我们这几个孩子，她早就跟

父亲离婚了。信主后，当我愿意放下对

父母的怨恨时，我

才越来越意识到

当中母亲为到这

个家庭牺牲很多，

也越来越感恩母

亲当初的坚持。父母没有离婚，这个家

仍然完整。而且他们的关系在我信主后

也慢慢改善，现在彼此也相处和睦。）

虽然现在我的家人都还没有信主，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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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看到我信主后的改变，也愿意参加教

会里的一些活动，彼此的关系也修复了。

盼望神能够在他们身上继续工作，使他

们有机会认识这位美善的创造天地万物

者。 

第二个方面是在言语、态度上的更

新改变。可能是因为从小没有跟人近距

离相处的经验，未信主时常常跟人吵架，

甚至打架，人际关系的处理上没有智慧，

常常搞得一团糟。其实我一直也为此很

苦恼，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自己跟

别人相处总是触礁。刚刚相处时还好好

的，但是相处久了，身边的朋友就总是

慢慢疏远我。透过与教会姐妹的同住和

相处，天父也显明了我的问题，让我知

道原来以前与人相处，言语、态度上都

带着一份高高在上的骄傲。我想是因为

埋藏在我里面的自卑，让我变得用骄傲

来武装自己，说话不懂得顾及别人的感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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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也透过同住的姐妹以及教会老师，

帮助我用实际行动爱人。姐妹对我很包

容、忍耐，比如在看到我在言语上或是

态度上有问题时，会在旁边跟别人解释

我真正要表达的意思，事后也会帮助我

明白今后在这样的事情上应以怎样的态

度去对待。她也常常提醒我随时注意说

话的方式、态度，并且也建议留心观察

老师他们是怎样跟他人相处，留意他们

的态度，言行。我也祈求天父帮助，使

我能够敏感自己的态度，学习谦卑柔和，

学习放下自己，尊重别人。这个功课至

今仍在学习、操练，盼望能够靠着神，

能够成为一个柔和谦卑的人。 

第三个方面是关于节制的学习。在

未接触福音之前，我被物欲捆绑挺严重

的，后来接触福音后，靠着神戒掉对物

质的欲望。但是，随着越来越深入学习

圣经，我意识到自己其实仍然被很多东

西捆绑着，比如网络。以前是上网，现

在是刷手机，看视频。不上网不看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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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就不知道能够做什么，头脑一片空

白，做事情也没办法专心。以前对付物

欲捆绑时很坚决，因为看到它对我的生

活有很大的影响；但

是对付网瘾，我总推

托说这是一个放松的

方式。我心里想：工

作累了，放松一下而

已；而且也可以了解

一下周围的朋友的情况、周边的时事新

闻。总之，我没有重视网瘾这个问题。

并不是说不可以透过网络来了解周边朋

友情况，或是时事新闻，而问题的关键

是自己在这方面没有节制。一上网一晚

上的时间就没有了；有时候甚至熬夜追

剧，看小说，灵修祷告都不能正常，而

且安静时，常常很多杂念，不能够专心。 

受洗后，我也决心要戒掉网瘾，我

祷告天父，求他帮助我。后来我换了一

份新的工作，这份工作上班是不能上网

的，公司直接屏蔽所有网站。若是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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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你上班期间玩手机，就要批评、罚

款。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根本接触不到

网络，也不能玩手机，回到家里慢慢也

不想上网了。在那家公司大概两年的时

间，我慢慢养成晚上固定时间看圣经、

灵修祷告的习惯，手机、网络已经不再

吸引我了。 

不过后来离开了那家公司，去到另

一家公司，慢慢我也看到自己开始又对

网络、手机没有节制。

我明白，单单靠环境

限制，不能够帮助我

彻底摆脱网络辖制。

我生命中必须有节

制，有从神而来的满

足快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网瘾

的问题，才能合理利用网络。 

当我们在凡事上学习有节制，在心

思意念上让神充满，使我们所思所想都

是天上的事情，我们就会有一份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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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无论是网络、物质享受、娱乐，

还是世界上不同的诱惑，都不能够捆绑

我们了。 

第四个方面是内心骄傲的对付。受

洗后头两年我对信仰非常火热，每天灵

修、读经、背经文，也很愿意起早贪黑

操练祷告，与雅伟神亲近。当然也很热

心传福音，但都没有什么果效。有一段

时间我非常在意传福音有没有果效，甚

至到一个地步都开始怀疑是否自己的信

仰出现偏差，所以才会在传福音上一事

无成。一天晚上我在读罗马书，读到罗

1:16“我不以福音为耻...”立马脑海中

有一个声音在控告我：“是的，保罗不

以福音为耻，但你却以福音为耻。你只

是装作火热，你一点都不爱人。”当时

一下子蒙了，不明白发生什么事情。心

里仿佛有声音在附和：是的，是的。很

快整个人被负面的情绪控制，人变得很

消极。前一刻还很喜爱的圣经，变得很

沉重。无论如何，都没办法看得进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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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人很消沉，仿佛一下子从云端掉到

谷底，爬不起来。 

大概过了一个多月，我意识到自己

跌入试探了。因为我很在意传福音的果

效，这成为了被撒但攻击的破口。我也

看到自己在传福音上有与人比较、争竞

的错误心态。并且之前向人传福音并没

有与神同工，都是

靠自己。回想老师

的教导：传福音不

能单靠自己，要与

神同工，看神怎样

带领，我们怎样与

神配合，这样传福音才会有果效；并且

我们也需要等候，果效不一定是立竿见

影的。于是，我向神认罪悔改。 

然而，当我想继续以往的读经计划

时，发现属灵里面仍然没有任何能力，

仍然是没有办法看进去一个字，祷告仿

佛也接触不到神。曾经很火热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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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是个假象。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

样，但有一句经文一直萦绕心头：“你

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雅 4:8）。

所以，无论再怎么艰难，我也坚持看圣

经、祷告。这样过了大概一年多时间，

虽然属灵生命还是软弱无力，但是我发

现神在很多事情上都有回应我的祷告，

特别是我妈妈生病住院期间，经历了神

很多保守带领。我想，应该是天父在对

付我生命的一些问题，只是我还不知道

是什么。 

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次一位肢体

跟我分享她前段时间的经历，过程中我

发现自己没有任何

不耐烦，并且很能

够体谅她，不断鼓

励她祷告依靠神。

忽然，我明白到天

父要对付我什么

了――我的骄傲。之前的我非常骄傲，

并且对人没有任何体谅。当听到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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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他们的软弱时，我是很不耐烦的，

觉得他们是在矫揉造作。我常常想既然

我能够做到，那么你也能够做到，只是

你太体贴自己而已，软弱跌倒也是必然

的。然而，经过了这将近两年的属灵贫

乏，我明白到若是天父不允许，我什么

事情都做不了，没有任何值得自夸的地

方。 

当我明白到天父的心意后，我马上

认罪悔改，也求神赦免我骄傲时所犯过

的罪，因为我知道当时的自己一定伤害

过很多人。当我认罪悔改后，灵里面又

充满了能力。经受管教的过程会经历痛

苦、煎熬，但我知道雅伟神与我同在，

就如诗人说到：“一宿虽然有哭泣，早

晨便必欢呼”（诗篇 30:5 截选）。 

走在真光中 

神一直都在透过不同的环境或事情

来光照我。感谢天父，让我在不同的环

境里看到自己需要对付的生命问题。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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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自己能够不断放下自我，顺服神的旨

意，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为上，都能够

变得越来越宽广，在这个过程中能够越

来越完全，像天父那样完全。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