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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心 

我是一名九零后，今年是我洗礼的第七

年。很感恩，也想透过回顾自己以往的经历，

能够使我再次想起神在每个时期对我的引

导，来诉说神在我身上的带领和改变。 

我能认识神首先要感谢我的妈妈，小时

候，妈妈常会带着我一起去教堂做礼拜。而

我也喜欢跟着去，慢慢地在教会也认识很多

小伙伴。这算是我最初接触神。 

我上初中时，妈妈认识了一群很不一样

的老师们，他们认真追求真理，带领妈妈和

其他阿姨一起学习雅伟神的话，也很关心我

们。我在那段时间里，就学习了福音课程，

对人从哪里来，以及神造人的意义有了初步

的了解和认识。但这些话语也只是停留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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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头脑里。而神的话像一粒种子，神借着

他的仆人将种子播撒在我的心里，等待着若

干年后发芽…… 

神暗地里保守这颗想逃离的心 

初中毕业后，我选择来到武汉读书，经

家人介绍认识了武汉教会的老师。 

那时和我一起的还有一位好朋友（现在

是姐妹），我俩每周日都会去教会做礼拜。

来到陌生的城市，有属灵的老师带领着我们

一起认识神算是有福的。但可惜的是当时我

属灵上没开窍。每周面对圣经的话语我的心

就像是一块石头，不敏感、也不回应。而老

师们却会常常带领我们一起外出、一起打球，

借着不同的方式带领鼓励着我们。 

毕业后半年，跟我一起的好朋友选择了

离开武汉，而我选择了留下来。 

尽管好朋友走之后，我每周还是会坚持

去教会。尽管当时只有我一个女生（其他都

是男生）。那时我对神有一个错误的认知：

周日我不敢不去教会，因为我害怕神，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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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有天不去教会了，神会惩罚我。于是

尽管心里不想，但之后的周天礼拜一般情况

我从不缺席。然而我人去了心却没去。我跟

老师们的关系也越来越远。 

那段日子心里挺艰难的，诱惑挣扎也很

多。当时刚出来工作不久，身边的同事也很

多。当时跟她们一起上班、下班，休息时又

喜欢约着一起去逛街、买衣服、唱歌、玩。

记得有时下班后，就有同事提议说去唱歌或

是去玩，而有时也会遇到第二天是周日的情

况，我明知道我明天要去做礼拜，心里却又

不想跟她们脱离。一边

很想跟她们一起追求世

上的享乐；一边又知道

追求认识神才是好的。

就这样我的心里有两种

力量在不停争战。那时

家人很希望我能跟着教会一起认识神，那段

日子认识神却成为了我的一种束缚。 

神是恩慈的，虽然我对他是一种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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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神并没有离弃我，而是在暗地里保守

着我这颗想逃离的心，并为我安排着前面的

道路。 

洗礼得到释放 

在后来的日子里，有段时间我心里压力

很大。尽管身边有很好的朋友，但内心里的

挣扎以及属灵上的事情没人可以说，她们不

理解也不明白我内心深处的压力和挣扎。 

我的压力来自于：一方面自己不敢去面

对委身的问题（我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在过

往也犯过很多罪）。二方面是自己越来越不

明白自己在做什么？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像身边朋友一样追求吃喝玩乐后，回到家我

内心又很空虚、心里也失去了平安。因为每

周都会有神的话语的学习。总之我心里很矛

盾，这种感觉像乌云一样笼罩着我的心。 

由于这份的压力和迷茫，有一天我的身

体出问题了。一个不到 20岁的女孩子去医

院，当时对我来说是件挺恐怖的事，还好当

时有个朋友陪我。检查结果就是由于压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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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压抑患上的疾病——乳腺增生。当时医

生问我是不是常常会生气、有压力类似的问

题？我说是的。因为有的时候跟人的相处上

也会有一些问题，那段时间心里很压抑。拿

上药回到家躺在床上，我感觉天都要塌了。

我在神的面前，埋怨、甚至质问，不理解为

什么自己要遭遇这些？当时心里充满了害

怕，害怕死亡。

（因为对这个疾

病不了解）。很

小的时候我就会

思考死亡的问题。

人死了就永永远

远不能再像这样活着了。所以心里一下很难

面对。 

刚开始我害怕把自己的疾病告诉家人

和同事，我害怕被别人知道。每次都是一个

人偷偷的躲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吃药。因着

药物的调整，病情慢慢好转，我也大概坚持

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却一直没有完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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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透过这件事，那段时间我思考了

很多，我在想我为什么会经历这件事情？回

想以前的自己容易精神紧张、情绪激动、生

气、有压力。这些都会导致人身体出现异常。

那段时间我的状态很压抑，很迷茫，心里也

没有喜乐。可这一切神都知道，神想帮助我，

神希望我得到释放，心里得到真正的喜乐平

安。 

记得最后一次去医院复查，医生还要我

吃药，我心里很不情愿。因为已经吃了快一

年的药了。我心里暗自跟神说，神啊我不想

吃药了。既然这个病是要从内心里面调节的，

我想我依靠你应该是可以的，我决定对生命

要有个交代了，我要勇敢面对委身这个话题

了。我唯有委身给神了，我的生命就不会害

怕死亡，我心里才能得到真正释放。 

神这一次肯定听了。当我慢慢的敢正视

委身的问题，心里也慢慢的得到了调整。 

正所谓人的尽头神的开始。我开始配合

神有了一点的信心。接着神就预备仆人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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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身边。帮助我去处理生命中的问题。 

每当我们生命中遇到一些不好的经历

时，不要去埋怨，反而要安静在神面前去思

想。因为正是透过这

些经历能够让我们的

生命往前，能够去经

历到神。感恩的是透

过这个看似不好的经

历让我的生命有了一

个突破，敢于往前勇

敢面对这一切。发现其实生命中的每一个困

难的时刻都是让我们去学习依靠神的机会。 

真正的释放是在我洗礼那一刻，是在处

理自己问题的那一刻，是在牧师为我洗礼祷

告让神接纳我的那一刻，是在众人面前向罪

一刀两断的那一刻。一切不再是自己一个人

担着了。旧的一切都成为过去了，生命也有

了目标和方向。 

马太福音 11:28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

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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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带领我突破“怕” 

其实我之前的性格是属于比较内向的。

面对陌生人心里总是怯怯的，心里有种莫名

的自卑和恐惧感。面对没尝试过的事情心里

也会充满各种压力和惧怕。直到我后来来武

汉读书也一直如此。记得开学时妈妈带我进

宿舍，我紧张到不敢进，面对一个陌生的环

境，陌生的人，我很没有安全感，一下好难

适应这个环境。还好当时一起的好朋友在隔

壁宿舍，出入我会紧紧跟着她们。 

直到我洗礼后这个问题也会一直伴随

着我，虽然过程中有听神的话语，但生活中

面对这些我会选择逃避，或是去依赖身边的

朋友或肢体。有次让我印象很深刻，记得我

在一个单位工作时，公司要做业务转型。领

导突然让我和另外一个同事去兄弟公司学

习，涉及到一些技术上的数据统计。因为刚

开始这部分暂时没有人做。到了地方才发现

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很难，我只是一个小小

的前台，领导让我去做的东西属于比较偏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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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方面的。面对眼前的数据我什么都不会，

根本就看不懂。同去的另外一个同事是负责

财务方面的，她只负责对接，所以后来整件

事也全程由我

来负责了。当时

心里压力好大

好大，而这个要

做的东西也要

尽快完成。回到

公司我心里好烦躁，面对前面未知的一系列

难题，这个压力迫使我想立马辞职，赶快离

开这个环境。 

但是后来老师也提醒自己要依靠神，尽

力去学。我也意识到我根本逃不掉，老师也

没有给我离职的建议，而眼前的环境我也根

本不可能马上辞职。意识到这些之后我的心

慢慢平静下来了。我选择了无奈的去面对，

既然领导也没有给我很大的压力，不会那就

慢慢学吧！感恩的是，有时领导反而有些地

方也愿意一点点地教我。后来公司几个项目

的数据也都是我负责完成的，虽然过程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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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修改的情况，但对方的态度都很友好。

回想这些真的应该感谢雅伟神。到现在我都

不能完全明白有些数据背后的真正含义。过

程中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完成的。感谢天父！ 

我发现当我去面对困难时，往往是我把

心里的“惧怕”放大

了，放大很多倍，以

至于心里承受很大压

力，总想着逃跑。我

很感谢雅伟神，他知

道每个人生命中的需

要，当我们仰望他的时候，他的恩典和鼓励

总会一步一步陪伴着我们。 

在之后的生活工作中，这个惧怕也会常

常冒出来，面对自己从未做过的事情，自己

还是会常常惧怕和忧虑，但是神都透过教会

老师、姐妹、同事给我很多鼓励，使我越来

越敢于突破自己。当自己愿意去尝试的时候，

神会加给我力量使我把事情能做好。现在面

对一些没做过的事、没接触过的人，我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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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依靠神去面对，提醒自己不要紧张。 

每次提到怕的事情时，总能想到神对耶

利米说过的一句话：耶利米书 1:8 你不要惧

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我理解的“他

们”有可能是某件事情也有可能是某类人，

因此这句话也常常成为我心里的鼓励。 

在工作中学习依靠神 

洗礼后两年左右，我要面临找新工作。

我想分享我近期两份工作的经历。这些经历

让我明白基督徒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学习

去依靠神的带领。 

前一份工作我找了将近三个月（在此之

前我已经有三份工作的经验了）。在找工作

期间我自以为有经验，我依靠自己的聪明，

心想城市之大不可能找不到一份工作吧！于

是我将信心建立在自己的经验能力上。我每

天都努力的去赶着面试。有时一天跑两家单

位，结果是两个月下来却仍旧没有一份合适

的工作。直到我安静下来时，我心里埋怨神，

为什么我这么努力却找不到适合的工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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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当时陷入困境… 

之前找工作过程中我也知道要去依靠

神，但却只是头脑里知道要去依靠，一到实

际生活中，结果“眼睛”还是放在自己身上，

但专注自己时，却真的什么都做不了。 

直到有天同工姐妹来我住的地方看望

我，也是想鼓励一下我。 

而就在这时，有人打电话给我，听到面

试地址我就几乎没抱希望了，之前听到过那

个地段的名声不是很好（那里有些小公司不

诚信），但因为这家公司离我住的地方很近，

走路就可以去上班。后来只是想抱着看看的

心态去了。 

外面看上去这家公司很小，但各方面都

符合我的需求，关键是面试时我主动说我是

基督徒，周末的时间需要休息。没想到这位

老板也并没有排斥，反而他也分享有一些认

识的朋友是有信仰的，并表示可以根据我的

情况跟其他同事调整休息时间。综合考虑后

我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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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份工作中，神给过我很多鼓励，在

工作中总是让我经历他的看顾。 

公司每年的 9月份会比较忙。有次开会

时老板说周末必须加班。随后我的心里开始

有点担心了，但说完后老板点名只有我每个

周天可以休息，还跟大家解释因为我是有信

仰，要去做礼拜。工作中老板也很信任我，

涉及到一些虚假的东西他不会让我去做。因

此在工作中我会认真去对待，会尽力去做好

我能做的，尽管老板没有吩咐的我有时间也

会主动去做，我

在这家公司做

了四年，这四年

来都是如此。我

想这背后是神

在鼓励着我，让我经历到神的看顾，并鼓励

我继续往前。 

后来回头看，其实神掌管着这一切，早

已在前面为我预备了工作。也是透过这件事

让我明白依靠神是要心思意念都转向神，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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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来带领这一切，而不是把专注放在这些才

干和困难上。这样就无法经历到神的带领，

即使神把合适的工作放在面前，自己也看不

见神的预备。 

我现在的工作是一名幼师，2019年 5

月份我向上份工作的老板提出了辞职，因为

之前自己的专业是学前教育，也有想过做幼

师。我离职是因为

在之前的单位工作

了四年之久，待下

去没有成长的空间。

其次我当时心想如

果所学的幼师专业

以后若能用在教会里就更好了。跟教会老师

商量之后，决定想换一份工作，给自己一个

新的目标。过程中大家庭的肢体们也为我的

工作去祷告交托。之前工作中遇到过一些困

难时，自己多次也想逃避困难而考虑换工作

都没实现，但这次明白自己换工作的目的，

心里就挺踏实平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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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职前我有时间就在网上投一些简历。

后来陆续有接到通知去面试的电话。我当时

好兴奋，一开始也有被拒绝的情况，因我没

有教师资格证，也没有做幼师的经验。所以

对我而言，踏入这个行业内心是极不自信的。

幼教越年轻越有优势，而我是半路零经验转

行。但我也学习交托给神，心想这一路神会

看顾的。心里也暗暗下决心，只要有单位愿

意留我，我就会努力去学习。这次整个过程

心里很平静。 

找到现在这份工作也很特别。我有次去

一家幼儿园面试，由于一些原因没能应聘上。

后来在回去路上我突然想起之前也有一家

幼儿园邀我去面试，而我一直没去，但因为

已经快到中午了，

我就打电话询问

是否能现在去面

试，对方居然同

意了。到了之后

我介绍并说明暂时还没有教师资格证，但后

期会去考证。双方了解之后，要我回家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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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可是没过多久就收到电话说面试通过了，

让我尽快去上班，希望能尽快培训上岗。但

我实话跟她说我得下月份才上岗，因为现在

还在处于离职交接状态。没想到后来她也答

应说让我下月五号去找她报到。我听了之后

心里好感恩！心里就很确认是神的带领。后

来月底工作交接完之后，我就顺利进到这个

新单位实习上班。 

透过这次找工作经历到神的带领，感谢

神带领我找到这份工作，并在时间方面一切

都安排的那么好。而且工作单位愿意给我很

多学习的机会。回过头看每一步都有神的恩

典在陪伴着，也让我经历到神的慈爱和眷顾。

透过这两次找工作的经历也让我学习要去

专注神、倚靠神，不只有头脑上的倚靠，而

是在生活中学习交托，仰望神的带领，去经

历雅伟神。 

箴言 3:5 你要专心仰赖雅伟，不可倚

靠自己的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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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让我看到情绪的严重性 

身边很多人看到我的样子都觉得我应

该是一个很乖的女生，至少外表是这样的。

记得身边的人回忆起小时候的我，通常都会

提到我小时候脾气如何如何。脾气、情绪这

两个话题是我很根深蒂固的问题了，也总会

令我的家人很难过。小的时候我总感觉好像

别人都亏欠我，希望所有人都围着我转。记

得每到下雨天回家我通常会借我的自行车

来发泄我的情绪——把自行车往地上猛的

一摔，或把门狠狠的一关，让一家人都知道

我不高兴了。（因为我觉得那时骑车上学很

辛苦）。 

慢慢长大，直到认识神后，我的情绪慢

慢收敛了一些。一开始我没意识到这个严重

的问题。跟好朋友在一起会比较任性，当别

人忽略我的感受、或不理解我的时候，我就

会跟对方冷战，不理对方，也会在那一刻把

以前别人对我的好全部忘记。我通常会把原

因归咎于是因为跟别人相处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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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礼后很多年里，后来我跟姐妹一起合

住，那种旧的相处方式让我应用在了姐妹身

上。不开心了、身体累了、有压力了就会有

情绪、带着脸色

回家。有的时候

我甚至回到家

不想说话。在我

过去几年里由

于自己多次任

性，一直没有突破情绪的问题，以至于让跟

我一起同住的姐妹一直用爱心忍耐我。我才

知道我是一个被情绪支配的人。在此期间我

尝试过很多次想要突破改变，可最后都是以

失败告终。 

今年是洗礼的第七年，七这个数字在圣

经里有特殊的含义，意为完全。神在之前给

了我足够的时间让我去调整。这次神出手了，

让我经历他管教，为了让我的属灵生命能活

着。 

希伯来书 12:6 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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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 

事情的发生是因为我跟姐妹的关系出

现了问题。 

因为我的这种情绪日积月累下来，让姐

妹常常感到很难过。姐妹感觉我有时回到家

很不开心、有时候问我，我也只是简单回应。

后来她跟我说有时也不敢跟我说话。这样后

来也影响到了彼此的相处，以及对待彼此的

态度。 

老师知道了我们的问题，把我们约在一

起很严肃的谈起了此事，并让我们诚实分享

存在的问题，老师也给出了一些建议。老师

看到这件事很严重，继续发展下去使我们的

属灵生命很危险。当时我才意识到我任性的

严重性，原来我在做拆毁的工作，拆毁我们

彼此的关系。后来我们流着泪给彼此道歉。

也愿意一起去努力重新建立关系。 

在此之前老师也针对我情绪的问题给

了一些很好的建议，让我不要总是被动的被

情绪激怒，而是可以主动的去避免情绪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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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当意识到自己心里有点不开心时，要立

马安静在神里面祷告，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

软弱，求神帮助我去突破、去胜过。后来我

也这样尝试，后来真的经历到神的能力帮助

我。记得有一次周日要负责买菜，炎炎夏日，

也快到中午了，眼看我已经跑了几个超市都

没有买到需用的菜，我心里一下的火就冒出

来了，但是后来我想到自己不能被情绪影响。

我就安静祷告说：接下来我打算再去一个地

方，如果那地方也没有的话，求神看顾我的

心让我不要有情绪。后来整个过程里很感恩，

虽然还是没有买

到，但是心里没有

让火继续燃烧，反

而很平静的回家

了。透过小小的事

情，让我经历到当

我愿意去对付情绪的问题时，依靠神是有能

力胜过的。 

慢慢的跟姐妹的关系恢复了很多，我也

去学着去顾及姐妹的感受，学习去尊重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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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也是如此。她也很愿意教我一些学习上的

东西。我们彼此都在学习如何在主里彼此相

爱。虽然有的时

候遇到一些事

情的时候心里

会有压力，但是

也去学习不要

把自己的负面情绪带给身边的姐妹。现在自

己这方面做的还是不够好，有时候还是会体

贴自己的感受，所以需要不断倚靠神立定心

志去突破。当愿意去学习把自己交托给神时，

神必会加够用的恩典来帮助。 

有时看到身边的老师和弟兄姐妹们的

生命为什么能很稳定呢？我想可能是因为

心里对神的敬畏，生命中因为爱神不会随意

任性犯罪得罪神吧！这关乎到我们的救恩和

跟神的关系。而我以前会滥用神的恩典，会

觉得是小问题神会饶恕我的软弱的。我掉进

了这种错误的自我体贴的迷惑中。罪会使我

们跟神的关系远离，使我们跟身边人的关系

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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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感谢雅伟神对我的怜悯，在过去也

给我很多时间和机会让我去学习克服情绪

的问题。当我不顺服、悖逆的时候，神会借

着老师来管教责备自己，是为了让我的属灵

生命能快快苏醒，不能继续任性下去。盼望

借着这些经历能鼓励我去学习更深的敬畏

雅伟神，效法主耶稣的榜样放下自我，学习

去爱神爱身边的人。 

记得在很小的时候在日记本里写下了

这样一篇日记：如果神真的帮助了我，我就

服侍你（大概是这样）。至今我也想不起那

是一件什么事

情，让我对神许

下了这样的承

诺。感谢雅伟神

一路帮助我、改

变我。使我能够

在他的教会里一步一步成长，在同工老师们

身上学习关心照顾人、学习承担、学习敬畏

雅伟神！我是幸福的！而我生命中还有太多

的杂质需要被神来陶造、来更新改变。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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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学习谦卑去顺服神的带领，一直走在这条

真理的路上，在神的家里学习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