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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1
我们既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

2
我们又藉

着祂，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3
不但

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4
忍耐生老练。

老练生盼望。
5
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

心里。
11
不但如此，我们既藉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藉着祂，以

神为乐。 

罗马书 5:1-5，11 

 

这一期真理报的第一版上登了一篇文章，来纪念芬尼∙克罗斯比姐妹逝

世一百周年。她在一岁前因为医生误诊而眼睛瞎了，一岁时父亲去世，她一

直跟祖母、外祖母一起生活。后来外祖母带领她认识了主耶稣。38 岁时，她

跟另外一个盲人结婚，生了一个孩子，可是这孩子在婴儿的时候就夭折了。

这样的人生我们觉得是非常痛苦的，但是她心中却充满着神的爱，心中可以

看见神的荣耀。她是教会历史上著名的诗人，活了 95 岁，写了八千四百多首

圣诗，《生命圣诗》里就收了十八首，“靠近十架”，“有福的确据”，“荣

耀归于真神”都是她写的。她对自己的一生有一个总结说：“恐怕世界上没

有人比我更喜乐。我好像一叶小舟，泛游在毫无波浪的小溪里，两岸尽是鲜

花。”这样一个充满了苦难的人生，她竟然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喜乐的人，这

就是今天信息的一个见证：“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通常，患难中我们常常出现的心里感受和反应有这三种： 

第一种：羞辱感 shame——在患难中觉得自己失败了，比不过别人，没

有脸面见人，所以就封闭，疏离，不跟人来往，这叫羞辱感。 

第二种：迷茫感 lost——患难一来就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危险的感

觉就临到了；在迷茫中产生恐惧，害怕，不安。 

第三种：被弃感 rejected——觉得神不爱我，别人都不管我，这个世界对

我非常的不公平，于是产生愤怒、不满和恶毒。 

今天的信息就是要帮助我们在这三种感受中转化，从羞辱里面能够看到

荣耀；从迷茫里面能够看到神有一个很伟大的目的，神有个计划在你身上，

而且要帮助你完成；在被弃感里面要看到神仍然爱你，而且深深地爱着你，

永远都爱着你。 

上周分享的信息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藉主耶稣基督得着四个方面：

得与神相和，得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得救了，得以神为乐。所谓“以神

为乐”，是说我们喜乐的源头，再不是从周围的人善待我们而来，不是从我

们顺利的处境而来，也不是因我们拥有什么而来。我们的喜乐是从神来的，

是从我们的内在所涌流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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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读的这段经文里两次说到“欢欢喜喜”，它的意思就是喜乐，是加

倍的喜乐，就如中国人所说的“双喜临门”。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得着救恩，

我们与神和好，这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好处。但神要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得

救，还要给我们平安喜乐的人生，这就是加倍的祝福，加倍的欢喜，所以是

欢欢喜喜的。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一个人在患难中也欢欢

喜喜，我们从理性就可以理解，这种欢喜肯定不是来自于自然界，不是来自

我们的环境，不是来自我们自己，也不是来自别人。这一定是一种超自然的

力量，是从神而来的超然的生命力，超然的内在力量。我们知道人生在世必

有患难，如同火星飞腾，不在你的计划当中却随时可能出现！首先我们要知

道，神不是患难的作者，患难是人类堕落的后果。从人类堕落就开始，一直

要到神再次建立新天新地为止，人一定会有患难。同时也要知道，神在我们

的患难中有一个目的和计划，祂要使用患难来成就祂的旨意，也就是我们今

天要特别来寻求的。 

彼得前书“1：8你们虽然没有见过祂，却是爱祂。如今虽不得看见，却

因信祂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为什么在患难中还是喜乐的？

就因为我们信耶稣！虽然我们看不见耶稣，但是就因为信祂，心中就有说不

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就是一个超自然的生命，是从神而来的生命。

其实，患难来临的时候，重要的不是我们作什么，重要的是我们内心对患难

的反应和态度。所以，不论你的困难有多大，克服困难的关键不在于处境的

改变，而在于我们自己的改变。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患难中还是欢欢喜喜的？

总的原则就是你要信耶稣，你要以神为乐。具体的，从三个方面来给大家分

享： 

 

一、患难中我们盼望神的荣耀  

“
2
我们又藉着祂，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

神的荣耀。”在患难中盼望神的荣耀，这将转化我们在患难中的羞辱感。患

难常常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羞辱，但是在神里面，我们发现，患难要成就荣耀，

而且成就的是在神里面的永恒的荣耀，是我们现在看不见的。当人类犯罪堕

落以后，世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没有神的荣耀。而

当我们得救之后，神使我们因信称义，然后在祂里面得着荣耀。所以，一个

人信主以后是要盼望神的荣耀，在盼望中得着喜乐。罗马书 8章：“30预先所

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

们得荣耀。”神是要叫我们得荣耀的，在患难中怎么样能够盼望神的荣耀呢？

其实很简单，能够与耶稣一同受苦，你就必与祂一同得荣耀。“17既是儿女，

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祂一同受苦，也必

和祂一同得荣耀。18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

介意了。”我们跟耶稣一同做后嗣，如果跟祂一同受苦，就必与祂一同得荣

耀。将来要领受的荣耀是极大的荣耀，所以现在的苦楚与将来要显于我们的

荣耀相比就不足介意了。跟耶稣一同受苦就是依靠着祂来走过苦难，在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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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见证我们有不一样的生命来荣耀神。所以说，患难来了，最重要的不是问

为什么这个患难临到我身上，也不是求神挪去这个患难，最重要的要问：神

啊，在这个患难中我怎么样能够荣耀你？我怎么样能够靠着你活出不一样的

人生？怎么样能够成为你的见证？你如果有这样的心，这就叫做与耶稣一同

受苦，必然要跟耶稣一同得荣耀。这样你就转化了你的羞辱，而在寻求荣耀。

耶稣就是走上十字架，为我们受苦，为我们死，然后复活得荣耀。我们愿意

跟祂走同样的道路，在苦难中荣耀神，在苦难中见证神，这是圣经里非常重

要的一个主题。神有荣耀在困苦当中要让我们得着，只要我们跟耶稣一同受

苦，依靠祂，祂有充足的恩典给我们。 

 彼得前书 4章：“12 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

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13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

们在祂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患难来临了你要高兴，因为这

是神给你的机会，你可以跟基督一同受苦，将来你要在祂里面欢喜快乐。“14 

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15 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16若为作

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我们常常觉得受苦是

一种羞耻，而神完全转化我们的观念和思想，转化我们的羞辱感。他告诉我

们，在苦难中我们能够与基督一同受苦，能够荣耀神。有一个人叫珍妮∙爱

力生，年轻的时候因为一个事故，脖子以下瘫痪了，后来又得了癌症，现在

已经六十几岁了。她说过一句话，“没有什么比我们面对伤痛苦难时的平静

乐观态度，更能说服周围的人相信真神。”如果我们在患难中有喜乐，有平

安，这最能说服别人神真的存在，因为祂给我们这样一种超自然的能力。 

 哥林多后书 12 章：“
9
祂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

庇我。
10
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

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们人都以为软弱是一种羞辱，

所以总是羞于告诉别人我们的软弱，不敢承认、不敢公开我们有什么软弱，

觉得那会被人看不起，那就是没面子，那就是羞辱。使徒保罗却说他更喜欢

夸自己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他。每个人都有软弱贫乏之处，而神的能

力就在那里停留。神不是在我们的刚强中停留，也不是在我们的顺境中停留，

圣经中特别强调的，神在我们软弱的地方停留，祂要彰显在我们的挣扎和软

弱里，要我们在软弱里可以经历祂，可以依靠祂，以致我们可以彰显出神的

能力，我们就可以荣耀神。 

 哥林多后书 4章：“
17
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

远的荣耀。”苦难是要“成就”荣耀的，苦难跟我们将来要得的极重无比、

永远的荣耀相比是至暂至轻的，前提是我们能不能与基督一同受苦。一个人

只有在苦难中看见自己可以跟耶稣一同受苦，而且是要成就将来极重无比永

远的荣耀，他才能够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他看到了荣耀。“18原来

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

是永远的。”就如马上病好了，马上得着工作了，这些都是看得见的，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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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的，却是我们最关注顾念的。而神要我们追求的是在神里面极重无比永

远的荣耀，那是所不见的，是永恒的。我们要把眼光朝向所不见的，我们才

有喜乐。 

今天是感恩节的主日，诗篇 50 篇：“
14
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

向至高者还你的愿。15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

如果我们在患难当中，神说要感谢祂，因为祂允许患难临到我们是要在我们

身上成就荣耀。我们还要向神还愿，献上自己来服侍神，然后要求告神，最

后要荣耀神。这是我们学习的第一点，患难中怎么样能够欢欢喜喜的？首先

是去寻求神的荣耀，去盼望神的荣耀。 

 

二、患难中知道神用患难使我们成长 

“3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4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患难一来临我们常常很迷茫，不知道怎么办，

觉得非常的惧怕，不安。其实，神对我们的患难是有目的的，有一个计划，

有一个旨意在当中，使我们可以转化患难中的迷茫感。你如果认识不到会很

痛苦，你如果认识到了，就会感谢神。 

当我去医院探望病人，特别是一些病重临终的人。看到他们的苦难，我

的心就被感动，被触摸。都不是我自己有患难，只是经历别人的患难，看见

别人的患难，我就可以被造就了，我就得着好处了。正如诗篇 119 篇 71节所

说：“我受苦是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神的话告诉我们，受

苦是于我有益的。神在患难里面有一个计划，就是来帮助我们塑造生命的品

质，帮助我们成长。这个成长包含三方面： 

（一）忍耐：耐力和坚持  

这是一种属灵的刚毅，能够坚持的忍耐。雅各书 1章：“
2
我的弟兄们，

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
3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

忍耐。
4 
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在各样试炼中你要

喜乐，为什么呢？因为试炼就如一个铸造工艺流程，又像一个训练班一样。

患难来了，你就进入神的门徒培训班，祂开始来训练你，磨练你，引导你，

让你可以合祂的心意，让你可以有像耶稣基督那样的品格。这种品格的第一

个特征就是忍耐，忍耐如果完成了，你的生命就可以完全，完备，没有缺乏。

雅各书 5章：“
10
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

能忍耐的榜样。11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

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这段经文里

对约伯唯一的赞赏就是他能忍耐，能够把信心坚持到底，所以神给他加倍的

祝福。 

星期五我在教会里为一对新人证婚，我用三个 P 开头的英文字来劝勉他

们。第一个字是“Prayer”祷告，婚姻是充满着挑战的，必须依靠神。第二个

是“Priority”优先，婚姻是我们人际间最重要的关系，一定要把它放在最重

要的位置，不要让其他的关系或事物来伤害它。第三个字就是“Perseverance”

忍耐或坚持。他们很年轻，婚姻的路还很长远，坚持到底是很重要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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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忍耐，而忍耐是要通过许许多多的患难才能够产生的人格特性。一个人

要有坚强的品格，做一件事情能够坚持下去，然后才能结出果子，像路加福

音说的：“忍耐着结实”（8:15）。所以说，神在我们的患难中有一个目的，

祂要塑造我们，第一个特征就是要产生忍耐。 

 （二）老练：试验合格，蒙悦纳的品质 

 第二个特征是产生老练。老练这个词，很多英文圣经都翻译成品格

“character”，塑造品格，原文的意思其实是试验合格，蒙神悦纳的品质。

一个人经过了试验，神说“你合格，我悦纳你”，就像产品的质量检查 QC

合格一样，这样一种品质就叫做老练。在神里面，老练包含着我们全然的成

熟和成长，终极来说，就是我们的品格能够像耶稣基督。神怎么样来试验我

们，来帮助我们将来能够合格呢？ 

 申命记 8章：“2你也要记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

苦炼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祂的诫命不肯。3祂苦炼你，任你

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吗哪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

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4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

脚也没有肿。5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

这几节经文，最适合来解释“老练”这个字。神让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漂流了

四十年，有四个目的： 

 1）检验你的生命状态，看你的心如何。 

 神苦炼他们，试验他们，要知道他们的心如何，能不能够守神的诫命，

能不能够顺服神的话。同样的，神在患难当中要检验一下我们的生命状况，

就是刚才说的门徒培训班。神用患难来培训我们，检验我们，看我们的心到

底怎么样。如果你过了，你就成长了，升了一级；没有过，你就失败了，留

级了。 

 2）让你谦卑，知道要依靠神。 

 神用患难让我们谦卑，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不是光靠食物，而是要

靠神。 

 3）使你经历神的供应。 

 神要我们来经历祂的供应，祂的恩典。神让以色列人没吃的、没喝的，

什么都没有了，然后给他们吗哪，给他们水，给他们肉，让他们经历神的供

应。你在神里面，你必需的东西，神一定会供应。就像以色列人四十年在旷

野里漂流，竟然还有吃有喝，衣服没有破，脚也没有肿，神有恩典在当中帮

助他们。 

 4）管教你，让你与神的圣洁和义有分。 

 最后要经历神的管教，让我们与神的圣洁、神的义有分，让我们走上正

道。患难就是来帮助我们成为老练，有属灵的品格，有属神的特性。 

 （三）盼望：充满信心，等候领受应许 

 最后一个要塑造产生的品格叫做盼望。一个人总是充满着信心，等

候领受从神来的应许，从神来的祝福，他就是一个充满盼望的人。有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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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是人心灵的氧气，没有它，我们的心灵是死的；有了它，我们可以超

越甚至是看来不能克服的障碍。”有了盼望你可以超越患难。 

神在我们的患难里是有目的、有计划的，我们知道了这个计划，在患难

中就可以喜乐。华里克牧师最近的分享里面说过这样一句话：“神对你人生

的终极目的不是舒适的生活，而是品格的塑造。”我们人生一定会有苦难的。

神要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说的不是完全的健康，不是舒适的生活，不是永

久的幸福，不是梦想成真，也不是马上能够挪去患难。丰盛的生命是品格的

塑造，目的是要我们灵性成长，成为基督的样式。所以他接着说：“在你人

生中发生的，没有任何事情是不重要的。神用所有这些事来塑造你，使你能

够服侍人，服侍神。”我们周围发生的任何事情对我们都是有用的，都是重

要的，因为神要用它来塑造我们，使我们更像基督，使我们能够服侍人，服

侍神。我们真的知道了，神在患难中有一个计划，有一个目的，是要塑造我

们的生命，让我们成熟成长。这就是我们能够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原因。 

有个人看到湖面上浮着一根树枝，上面站着一只母燕子，还站着一只很

小的燕子。那个人仔细观察，发现这只母燕一直把小燕往树枝的边上推，推

到树枝的尽头了，还继续要把小燕推下水。但是小燕就是不愿下水，两个爪

子紧紧地抓住树枝。然后母燕就用嘴去啄小燕的脚爪，就是要让它松开，最

后终于把小燕推到水里！小燕掉到水里以后，挣扎几下，就飞起来了。原来

母燕用这个办法让小燕学习飞翔。飞翔是燕子生命的特征，能够飞翔才是小

燕子生命的彰显。这个比喻说明了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是神要我们受苦，让

我们受虐，让我们痛苦，痛苦本身就是我们人类堕落的结果，但是神使用它，

转化它成为神的目的，要彰显祂的作为和祂的荣耀。 

 

三、患难中相信我们在神的爱浇灌中 

“
5
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在患难中相信神仍然爱你，这就转化了我们在患难中的被弃感。我们以为患

难是神不爱我了，没有人管我了，我受到多么不公平的对待，所以心里充满

了苦毒，愤怒，不满。但是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在患难中要欢欢喜喜，要

相信在患难中神仍然爱你，而且神的爱是浇灌的爱。“浇灌”所表达的是丰

丰富富的意思，是非常慷慨的赐给我们，而且是超过我们所需要的。神的爱

浇灌我们，祂要浇灌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浇灌在我们生命的方方面面、每个

角落，渗透进到我们的灵魂深处。 

“6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7 为义人死，

是少有的，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
8
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

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跟人的爱

相比，人最伟大的爱就是能够为别人舍命。义人是指社会上受人尊重的人或

信仰，你可以为他们舍命；仁人就是跟我们有感情关系的，我们认为是好人

的，我们可以为他们舍命。为义人或仁人而死，这已经是人类最伟大的爱了，

可是神的爱更超越这种人性的爱。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与神为仇敌

的时候，我们悖逆神，我们不信神，我们恨恶神，我们本来要受审判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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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然差祂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神的爱也超过父母对儿女的爱，圣经说，

当母亲都有可能忘了喂养孩子，神不会忘记你。这些比较告诉我们，神的爱

远远超过我们人性里面能够活出的爱。 

在患难中，神的爱从来没有离开我们。罗马书 8 章：“
35
谁能使我们与基

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

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
38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

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39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

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没有任何的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生死可以把

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各样的环境、各样的权势也都不能够把我们与基督的

爱隔绝。这种爱只有在耶稣基督里，你如果已经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了，神

的爱永远跟你同在，神不会撇弃你。 

诗篇 90 篇：“14求你使我们早早（早晨）饱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

一世欢呼喜乐。15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

喜乐。”人生是短暂的，在罪孽当中有死亡，而且一生愁苦劳烦，但是我们

可以每天早上早早地到神面前来饱受祂的慈爱。我们的门徒培训班学习每天

早上灵修，跟神有一段情感交流的时间。到神面前不仅仅来领受祂的话语，

更来饱饱地领受祂的爱的浇灌，以致我们一生一世，每一天的日子可以欢呼

喜乐，因为神的爱可以带给我们喜乐。无论你的人生在什么样的处境里，每

天早上早早地到神的面前去领受祂的爱，让祂的爱浇灌你。然后祈求说，“求

你照着我受苦受的多少，你也给我同样多的喜乐。”人生一定是有苦难的，

但是在神的爱里，你是可以有喜乐的。 诗篇 31 篇：“7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

欢喜。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艰难。
8
你未曾把我交在仇敌手里。

你使我的脚站在宽阔之处。”在患难中我们为神的爱来欢喜快乐，因为神没

有撇弃我们，祂会带领我们站到生命的宽阔之处。 

十年前我去国内家庭教会做培训，其实我是被培训，去那里感受神的恩

典。中国家庭教会曾经经历非常多的患难和逼迫，但是他们能够走下来，而

且教会在患难中发展更快，信主的人非常多，也写出好多诗歌，给教会的弟

兄姐妹很大的鼓励。其中有一首歌名叫《主把大爱藏在患难里》，很好地把

神在我们患难中的爱表达出来。歌词是这样： 

 

 主爱的方式真希奇，像滚滚波涛冲击， 

 磨去我刚硬和血气，主把大爱藏在患难里。 

 主爱的方式真希奇，如熊熊烈火燃起， 

 炼净我渣滓和瑕癖，主把大爱藏在患难里。 

 主竟然爱我这罪魁，造就我使我得益， 

 虽然我经过水火，主却领我进到丰富地。 

 噢！ 主把大爱藏在患难里， 

 我不再为自己讲理， 

 主爱如此如此希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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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把大爱藏在患难里。 

 

有一个姐妹分享她的见证：她出生的时候，医生对她的母亲说，你的孩

子是一个悲剧，因为她的两只手都只有一个拇指，两只脚也只有一个趾头，

全身就四个指头。感谢神，她七岁的时候就信主了。信主后，她向神祷告，

求神让她跟其他的孩子们一样，有十个手指、十个脚趾。她还求神在晚上她

睡着的时候做这件事，这样她不会疼，第二天这个消息就会登到报纸上，那

是多荣耀、多美好的事情。可是她每天早上起来都非常的失望，她的手指脚

趾并没有长起来。长大后，她在教会里带儿童主日学，带青年团契，在诗班

献诗。她非常努力做所有的事情，就想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有一天，教会

的牧师跟她交流，说到：“直到你真正接受神造你就是这个样子时，你才可

以真正快乐起来。”她当时觉得受到很大的伤害，牧师怎么说这样的话，而

且父母竟然也同意牧师说的，她觉得父母也离弃她，不理解她，所以她就离

开家到远方去读书了。她努力学习，虽然只有两个手指，后来还能成为音乐

老师。有个男孩一次次的来邀请她出去玩，她不想暴露自己的软弱，一再拒

绝。直到有一天那男孩跪下来向她求婚，他说，“我爱你，我相信你就是神

为我造的。”她很感动，就接受了这个男孩的求婚。结婚后怀第一个孩子时，

她跟神说：“你已经欠过我一次，这次你一定要做对。”可是神还是做错了！

这个男孩生下来跟她一模一样，手脚只有四根指头。她怕孩子的出生成为头

条新闻，就搬家回到父母住的地方，回到她以前的教会。过了一阵子，他们

又有了第二个孩子，这个男孩又是跟她一样的，只有四根指头。有一天，牧

师来跟她交流，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 5 章的 16 至 18 节：“要常常喜乐，

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她

完全听不进去，再次受到伤害。但是回家以后，这句话一直在她心里。有一

天晚上她跪下来哭着跟神说：“神啊，我没有力气跟你斗了，请你告诉我，

我要如何为我自己、为我两个孩子来感恩！”她开始在神面前敞开她的心，

神就临在她的生命里，向她显现。她说完见证后从台上走下来，坐到钢琴前，

用两根指头弹了一首很优美的曲子。演奏完回到台上说：“我们常会问，为

什么这些事会临到我？我们永远找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但我可以告诉你，

上帝从不会错！我在人的眼中是有残疾的，但我在天父的眼中是完美无缺的，

祂用我在人眼中的不完美做完美的事情。在我的故事里，除了上帝，没有英

雄。”她大儿子后来成了一个建筑商。有一天有一个女孩到她面前来告诉她，

“我爱上你的儿子，在我眼里，他是完美的。”她的老二，现在在 Dallas的

一个神学院读书，他跟母亲说，“上帝在祂的工作里已经呼召拣选了我。”

感谢主，这两个孩子现在都已经成家了。 

 

今天我们分享了三点，帮助我们在患难中还可以欢欢喜喜的。第一是在

患难中我们可以来盼望、来寻求天上的荣耀，神的荣耀，转化我们的羞辱。

第二是在患难中知道神要用患难来帮助我们成长，神在我们的患难中有目的，

有计划，有祂的旨意，转化我们的迷茫。第三是在患难中相信神仍然爱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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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圣灵要用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生命里，让我们每天去经历和领受神的爱，

来转化那种被弃感。虽然患难是我们每个人不能避免的，但是靠着主，我们

在患难中仍然能够活出超越的生命，欢欢喜喜，满有荣耀，满有成长，也充

满着神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