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謝 主藉著一年一度的感恩節，再一次提醒我要記得凡事謝恩，因為這是 神在基督耶穌裏向我們所定的旨意。回想僅僅去年九月中到十月下旬短短五星期之間，前前後後發生的事情，絕對沒有一件是湊巧或是靠著運氣度過。每一階段、每一個環節都彰顯 主豐富的恩典及奇妙的帶領。正如「數主恩惠」歌詞所說：「主的恩典樣樣都要數，必能叫你希奇感謝而歡呼。」 
 提前檢驗： 自從過了五十歲之後，每隔三、五年總要進行大腸鏡檢驗。按照醫生上次的吩咐，應該是明年才去檢驗。可是今年七、八月間因為痔瘡有輕微流血的症狀，再加上十月份計劃去旅行、並有可能要搬家，心裡頭起了個念頭─何不提早去驗。事後才知道聖靈的感動與催促，讓我於九月十四日前往檢驗，得以讓醫生提早一年發現那在肛門的癌瘤。比起真等到明年才去檢驗，省去了多少麻煩與危險。  專科醫師的選擇： 當初家庭醫師為我列出兩位專科醫師的名字。自己並沒有進一步打聽就選擇了其中一位「能做大腸鏡檢驗並能提供有關痔瘡的諮詢」的一位專科醫生。事後，女兒幫我從網路查詢，發現我竟然選上一位畢業於著名醫學院，且經過優良訓練的直腸肛門外科醫生，正好適合為我進行肛門癌瘤的切除手術。  第二次手術： 九月十四日檢驗時，醫生幫我切除了一塊在肛門的小瘤。經化驗結果，證實是一種稱為rectal carcinoid的癌瘤。為了確保切除乾淨，醫生建議再動一次手術。由於跟搬家及旅行很可能湊在一起，我們和他商量可否延後一個月，但他認為最好儘快進行，免得日後傷口癒合而不容易找到正確的位置。接著就安排於九月二十八日再動一次手術。醫生告知第一次切下來的只有大頭針頭的大小，而這一次打算切除的範圍有兩毛五銅幣那麼大，厚度約為半公分。當時聽了心裡不免有點緊張，後來手術過後的化驗結果，證實已經切除乾淨，沒有餘留任何不良的殘渣。 

泌尿科醫師的幫助： 這段日子之前，從來沒想到自己需要看泌尿科醫生。可是九月十四日手術後過幾天，竟然發生「小便失禁」的情形，急忙打電話請教那位開刀的醫師，經由他推薦，在兩次手術之間去看了一位泌尿科醫師。事情真是那麼奇妙，這位泌尿科醫師不但經驗豐富(有三十年經驗)並且對病人特別友善和細心。在第二次手術後，因為需要人工導尿，繼續住院三天期間，多虧他在凌晨兩三點鐘親自到病房指揮助理醫生及護士，幫助我化解了那幾天的許多困難。  房屋貸款、搬家及度假旅行： 年初以來，一直有個願望，祈求 神應允能換個居住環境，一方面比較適合年老退休後生活起居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更方便提供細胞小組查經聚會之使用。到了八月初，似乎有合宜的房屋出售，但是貸款手續比以前複雜得多，且需要補交許多證明文件。偏偏補交期限又恰好與第一次手術後尚待康復的日子湊在一起。想不到就在第二次手術前的星期五，體力稍微好些，而能夠去上班半天，並利用下半天，在公司附近的銀行、社會安全局等單位辦妥所需文件，以致十月七日的房屋成交及十月九日的搬家都能順利完成。幾個月前就已計劃好的十月下旬結婚週年紀念度假旅行本來以為必定要取消，甚至在出發前四五天都因為左腳軟弱無力一直沒有把握可以成行，但 神卻奇妙地帶領我逐步康復，而能夠照原計劃夫婦二人一同去度假六、七天，並且藉那機會得以放心休息。旅行回來後，身體的康復大有進步，即刻就恢復正常上班。 
 九月中到十月下旬短短五星期的經驗，就讓我對舊約約伯記所說的：「從前我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這句話有更新的體會。每當從匆忙的生活中稍停下來，思念 神所賜予那些超過自己所求所想的恩典，就不禁衷心祈求聖靈引導我在今後的日子裏越來越懂得向 神感恩，時時發出稱謝的聲音 ,述說祂一切奇妙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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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湊巧，不是運氣，都是主的恩惠                        邱爾文邱爾文邱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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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得救見證是關於我自已、聖經和神。我是個聾人，身為特殊族群, 生活範圍狹窄, 是個單向和自我世界，對一切新事物的接受過程很緩慢。這是我的真實情況。 來美國之前，我是知道聖經的幾篇故事，像亞當和夏娃偷吃禁果、摩西率領以色列人過紅海、挪亞造方舟和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但也只是很膚淺的了解而已，好像一切的宗教信仰都與我沒有關係。 對於基督教，我只了解在教堂裏,常有人在唱歌讚美神，和我這聽不見音樂的人, 根本沒有關係。在佛教方面，得要常常進山燒香，我沒有那麼多時間上山，所以也與我沒有關係。 以前的我, 認為一個人所有的成就, 都是靠自身的努力去爭取到的。從小到大, 家人給我的愛一直支持著我。他們花費了不少的時間、金錢和精力來提供給我一個健康的環境，希望我成為一個會畫畫的人才。 當我兩歲半時, 被醫生診斷是耳聾, 他們心裡非常焦慮, 不知以後如何跟我溝通，帶著我去不同的醫院, 希望有奇蹟出現，然而一切都沒起作用。他們向大夫打聽, 知道在北京有一所聾校，那樣的學習環境可能適合我。於是,我從七歲起, 就離家過住校的生活。 那所聾校裡有一些教師有意或無意地向學生傳遞一個概念，就是聾人不可能當音樂家，舞蹈家，甚至其他的專業。我們年幼的心, 聽到自己沒法做到和普通人一樣, 因此產生了自卑感，心靈被扭曲，沒有健康的心理及積極的目的, 去面對這個世界。 拿我自己的例子來說，小時候曾經夢想要當舞蹈家，想像自己跳的很好，舞姿很柔和。 當我高興地告訴老師那個夢想，老師馬上就說不可能，因為舞蹈需要配合音樂節奏，又說不但不能跳舞，也不能彈鋼琴。其實,我曾經幾次暗地去彈鋼琴。 老師卻說我的手指不夠長，不能彈到遠的琴鍵兒, 於是,我天天拉長五根手指。後來,終於彈得到遠的琴鍵，可她仍說不行，因為彈鋼琴是要靠耳朵去聽，說我妄想，勸我別再想入非非。就這樣，我的夢碎了, 自卑感也開始隨著我走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我在國內上過一所大學美術專科，畢業以後，才發現這個社會並不接納聾人啊！找工作很艱難。有一次去面試，面試官明知我聽不見，還問我能打電話麼？我不瞭解爲什麼會有這樣的面試官！難道，這個社會真的沒有愛心去理解我們這群人？我常常地抱怨，全家人怎麼只有我是聽不見的？家人當然很難受，可是我那時還沒能體會到，其實沒有任何人是完美無缺的，同時, 這個社會也有道德缺陷。個人沒法改變大環境，自已需要盡力去適應社會。 我找了第四份工作，是動畫設計，通過考試，最後還是由於聽力的問題而被絕了。就在沒路可走的情況下，我想試試能否去美國留學, 沒想到去美國大使館面試，馬上就被批准了，就這麼起身來美國。這個決定好像有點糊塗， 

因為當時我的英語詞彙只有“謝謝”、“我愛你”而已。 抵美後，面對學業和生活雙重的困難，孤單無助讓日子過的特別慢, 身心靈飽受煎熬！ 那時，在蓋勞特大學認識了一個“聾人”林勉君老師, 她的手語程度好的和聾人相差無幾。 她常常對我說上帝是如何好，鼓勵我讀聖經，因為神可以克服一切的困難。當時, 我是身在曹心在漢，全部的心思意念, 都被眼前的難題堵住，聽不進她的一番話。她送我聖經，我只是翻翻看看，並沒有耐心地讀完。不過有幾次，當我愁煩的不知如何時，試著打開聖經, 發現書上竟然有回答, 不偏不倚的對上我的疑問。 噢！真是不一樣的書, 神所說的話竟是那麼地切入現實境遇。 但是, 我的心裡仍舊是抗拒神的。 我以無神論的觀點來批判聖經, 我不能認同創造天地的部份,心想宇宙之大，我們世人的眼睛看不到，它經過了千千萬萬年才形成，怎麼會像上帝所說只用 6天來創造, 天地就完成了，太不現實了﹔現在世上的種族不一樣，膚色不同，分佈廣泛。聖經說開頭只有兩個人, 亞當和夏娃，我覺得不對勁，他們的後代就是近親繁殖嘍?! 我認為那些神話沒法跟科學常識相容。 因為那時我還不相信聖經的話，特別是耶穌基督醫治盲聾人，讓他們能看見和能聽見。我說絕不可能，我深知自己耳聾的現況，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間恢復聽覺的。   我接受主的過程很緩慢，看到人人都在禱告，覺得上帝一定很忙，千千萬萬的人都等待祂的幫助, 到底什麼時候才會輪到我？再說,地球的自然災害, 近年特別頻繁，人類無可奈何地面對災難, 我想神真的看見麼？為何不幫他們一把？ 其實，是人類自嘗惡果，因為我們破壞大自然的循環平衡，並不是神該去負責。我突然明白過來, 這就是罪的結果。我過去所理解的罪太過於簡單，其實人類的罪很多，而犯罪的人卻看不到自身的罪。像我就是那樣，我曾經因為一時的任性, 做了錯誤的決定, 才有了今天糟糕的情況，我無法靠自已的能力來解決，外人也無法幫忙。在心裡不停地問自已該怎麼辦？抱怨也不能讓事情好轉，總不能再沉淪下去。     (下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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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緊要的關頭，教會提供及時的幫助和人道支持，幫我度過那段日子。韓國教會的一位牧師鼓勵我看看聖經，特別是路加福音。於是我天天抄寫那卷書，這個方法真的管用，讓我心平氣和地面對難題，學會去寬容別人的過失，兩年來，經常向神禱告，求神原諒我的一時糊塗和所犯下的罪。  今年三月份考進一所大學的研究所，神帶領我在一個人生不熟的地方安定下來，祂幫助我克服許多的困難，天天以平靜的心如期地完成繁多的作業。讓我有條理地處理所有的事情，一切都很平安。今年暑假，我又面臨一個大難題，事出意外, 令我當時沒法接受。我必須搬到別處，使得我不能天天見到兒子，我的內心充滿了憂鬱,覺得很無助, 非常渴望被聖經的話語全然灌溉。當我閱讀聖經，突然就有一股力量, 吸引著我並且讓我看見光明。從此就天天讀聖經，感覺好像進入一個世外桃源，沒想到在真實的世界上竟有那樣奇妙的平安感受。 我原來沒能看得見上帝的大愛，現在總算看到了。我原來沒有感覺到上帝的帶領，現在知道祂所給予的一切安排。我原來沒能體會出上帝的寬容，現在學會寬容別人的缺失。我原來沒能注意到上帝的良善，而今我在心靈上流淌著一股暖流。我思想一段時間，決定要接受主，讓聖靈來到我心裡居住，這樣我才能領會神的旨意，凡事跟著主的腳步，心靈誠實地禱告神，讚美神的大愛和大能，與神同在，讓我的靈命漸漸長進。每天提醒自已要愛神，相信神，感謝神，跟隨神, 因為神為我捨命和贖罪。現在這樣，將來還是這樣，一直到無窮無盡。 
              圖 書 館 新 書 光 碟 簡 介                  

  
編號 (編號 (編號 (編號 (Call #)Call #)Call #)Call #)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書名書名書名書名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265.800 陳妥  陳善養、奧伯格  妥善處理抑鬱症  抑鬱症的情形  242.200 羅怎  羅伯特.哈維，貝內爾  怎能饒恕  如何饒恕與聖經神的恩典 243.000 劉為  劉梅蕾師母  為孩子屬靈品格禱告(有聲書)  禱告  242.100 趙聖  趙詠琴  聖筵共享  基督徒從個人到小組 920.000 時蒙 時賡明 蒙了憐憫 傳記 247.000 麥六 麥道爾 六月的力量 父母、子女關係 242.000 本天 本仁約翰 天路歷程 基督徒人生; 國語CD 248.4000 謝我 謝懇德 我們和好吧! 基督徒處事的態度 242.200 斯作 斯托得 作個真門徒 基督徒的心理 254.100 柯跟 柯若柏 跟耶穌學佈道 佈道 267.300 華勇 華凱怡 勇敢的降服 傳記 268.130 海活 海樂.寇寧 活出優質歲月 老年人心理 261.200 莊說 莊祖鯤 說禪論道 基督教和其他宗教 231.500 辛風 辛傑米，索司提 風火教會見神恩 教會如何前進，得神的恩賜 290.000 帕列 帕謝 列焰城堡 — 回教世界初探 回教的認識 242. 200 慕謙 慕安得烈 謙卑 謙卑 247.000 史愛 史葛利，特約翰 愛的語言 語言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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磐石通訊同工名單磐石通訊同工名單磐石通訊同工名單磐石通訊同工名單    顧問： 劉傳章牧師  鄧國耀長老 編輯：  沈學書 同工：  陸曹立是   陳許若梅   孫濤   劉吳舫 美工設計： 張維綱 校對：  陳建國 印製 :  張鄭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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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大年初一， 由大華府地區眾教會組成的佳音藝術事工團舉辦一場「生命的旋律－小敏姊妹見證音樂會」，緊接著前一天在維州教會的演出，當天西北高中擁進了上千位的觀眾。除了想要一睹「迦南詩選」作者小敏姊妹廬山真面目的弟兄姊妹外，也有尚未信主的慕道朋友。 會中除了小敏姊妹分享個人的見證及創作心路歷程之外，整個音樂會的亮點就在由20餘位小女孩演唱的「十個童女」，而其中飾演十個童女的小女孩，就是由本教會4至8歲的小朋友所組成。這首歌是小敏姊妹根據馬太福音25章編寫而成，歌詞是這樣寫的： 「十個童女迎新郎，五個童女喜洋洋，油滿燈亮帶子束上，警醒預備迎新郎；  十個童女迎新郎，五個童女慌慌張張，只因有燈沒有油，黑夜怎能找到油房；  忽聽半夜有人喊，新郎來了快迎新郎，弟兄姊妹仔細想想，誰能迎接主在婚筵上」 歌詞雖然不長，但要這些不認識中文字或在家不說普通話的小孩來唱中文歌，的確是一大挑戰。另一大挑戰是這些小女孩大部份都很害羞，如何克服心理障礙在眾人面前表演呢？再者，如果大家都要演聰明的童女，那愚拙的童女誰來演？ 但是事情就是這樣成了，上帝為我們從紐約買來了燈籠，也安排了專業的歌唱家來擔任指導老師，配合家長平時在家的輔助練習，平常排演時打打鬧鬧的小女孩們，一上了台彷彿變了一個人似的，表演動作及歌唱表情都有板有眼，當天觀眾迥響相當的熱烈。 另外由本教會青少年堂的六位大女孩所組成的舞蹈團也參加了這次的演出，在大家耳熟能詳的「唱一首天上的歌」樂聲中，跳出天堂中天使舞蹈的景象。她們自編自導，自行組團練習，將天上的榮華呈現在眾人面前。 莫說這些小孩年紀小，服事主的心志卻都不小，他們都從上帝那裡領受了上好的福份，也在眾人面前為上帝作了美好的見證。                                                                                   (陳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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