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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对我一次次的拯救 

沛恩 

 

圣经在诗篇 39 篇 5 节说：你使我的年日窄

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

各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地球数十
亿的人口并且历代更迭，一个人在浩瀚的人类
历史长河中实在是可以忽略不计。正如诗人在
诗篇中所说,人生太局限了，即便我们穷极一生
获得了某些功名、地位、成就或者财富，但是
都是过眼云烟，转瞬即逝。主耶稣在马太福音
16 章 26 节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

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主耶稣的这句话不仅道尽了人生的局限和虚空，
同时也指明一条出路，就是认识永生神。 

在我们还没有对神有足够的认知和追求前，
神已经爱了我们。他不仅创造了我们，使我们
成为有灵的活人，并且关心我们，用各种方法
来寻找我们。以西结书 34 章 12 节说：牧人在

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

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

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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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神让我有勇气分享我的见证，述说这
位伟大神如何寻找、拯救了我，虽然在茫茫人
海中我是那么渺小微不足道，但是神爱了我，
一次次的拯救了我。所以我就权且给这个见证
分享命名为“神对我一次次的拯救”。 

但愿我的见证分享能够成为我自己的鞭策
和激励，好让我在余生能更好的见证神，成为
神喜悦的人。其次也盼望借着这个见证分享能
够鼓励大家追求认识神，经历神在我们身上的
作为，成为神能使用的精兵，成就他的使命。 

我们这代人亲眼目睹了中国改革开放后，
中国经济水平的巨大变化。 

母亲生前告诉我，我当时是在地震棚里出
生的，可想而知当时的生活条件是何等艰苦。
直至我上学的年代，家里一直生活比较困苦，
当然当时的年代不仅是我们这样的家庭，很多
的家庭基本上生活条件都很艰苦。父母因为生
活需要，经常在外工作，于是我便寄居在外婆
家里，外婆实际取代了母亲的角色抚养我。所
以我和外婆的感情也很深厚甚至于超越了母亲。 

到了上学的年龄我便在外婆家读书上学。
感谢神赐给我一个认真学习的品格，从小时候
我的学习在学校都是很优秀，一直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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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长大一点要转学回家的时候，老师都一直挽
留并鼓励我认真学习。我要见证神在小时候如
何保护了我。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事情
发生在小学二年级一次课间休息时间。当时的
学校比较简陋，没有什么休闲运动设施，我和
同学都在学校隔壁的田地玩耍。当时太小没有
安全意识，于是我一个人就在一些沟渠间往来
奔跑，学习各种快跑和跳跃。由于速度太快，
一下子失足跌在很大的渠坎中，整个人胸部伏
地，浑身失去了力气，不能呼吸。我心里想要
呼喊救命，但却怎么也喊不出声。 

当时没有人留意到我发生了意外。我就这
样坚持到快要上课的时间，大约 5 到 6 分钟左
右。当时太小也不知道有神，也没有接触过信
仰，更不知道呼求神，但奇妙的是，慢慢的神
让我有了呼吸，在没有人抢救和帮助下，身体
各方面恢复了正常。我好像没有发生意外一样
继续去上课。后来回家后，身体也没有什么异
样。直至长大一点后，回忆这件事情，我思想
应该是心肺受到猛烈的撞击后突然停止工作。
直至接触信仰后才意识到这是神在暗中保护了
我。因为一个正常人不能呼吸 5 到 6 分钟就会
窒息死亡的，若没有神的拯救，我今天就不可
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见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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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中学的时候，当时农村的房屋(土屋）
接电都是简单类似于临时用地的接法，所以用
电都是存在安全隐患。农村家庭用电不规范是
很正常的，当时的人没有安全意识，尤其像我
们这样的小孩子。由于刚刚接触了一些物理知
识，所以出于好奇和兴趣，我便尝试自己接电
源使用收音机，想借此省去买电池的钱。由于
没有经验和安全意识，不小心被电到了，整个
人跌倒在地，手指头都一股焦味，自己都能够
闻到。并且在那一霎那间，整个人的灵魂突然
间上升，并且看到自己的身体躺卧在地上，但
不多时就感觉又回到身体里，就什么也不知道
了。当时父母都在外务工，我一个人在家，被
电击后感受到整个心脏骤然停止跳动，浑身没
有力气。我整个人意识模糊，不知持续了多长
时间。我在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下，奇迹般地慢
慢醒了过来。这是个奇迹般的经历，我后来相
信神后才知道是神又一次保守了我，让我没有
因电击而丧命。所以我要由衷的感谢我的神。
这是神第二次的拯救。 

我花些许的篇幅讲论这两件事，不是要宣
扬什么神奇经历，而是想说明神在我们还没有
认识他之前已经在眷顾我们。他会根据每个人
的情况和需要施行奇迹般的拯救。这样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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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生活中不胜枚举，不仅我经历过，很多
人或多或少都有同样的经历。我们经常听见别
人分享他们一些险象环生的奇迹故事。可见神
的爱是无微不至、全然公义的。 

改革开放给中国人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
变化。从煤油灯到电灯、从收音机到电视机、
从自行车到摩托车又到小汽车、从小茅屋到大
楼房又到商品房。变化不仅大而且快速，新鲜
的事物带来的享乐和便捷让人应接不暇，攀比
追赶。于是乎我也加入了追赶的行列。自从离
开学校步入社会，我的内心就暗暗定了一个志
向（这也是很多人的目标和理想），就是要成为
一个成功、富有的人。 

这个目标影响了我的青年时代，为之趋之
若鹜，耗费心血。同时也让我感受到贪婪对生
命的危害。但是人人都如此追求，似乎我也该
如此追赶，不然生活就毫无意义。虽然小时候
也常常仰望星空，思考人生，觉得人活着很虚
空和无奈。我常常思想这浩瀚的宇宙是否有神
灵的存在，是否有一个创造主。但是片面的思
考终究敌不过世俗的风气和价值观的冲击，只
能随大流继续如此追求。我无知的心就这样昏
暗了，不再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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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第三次拯救（这是我生命的转折点）
是在我的家庭遭遇变故开始的。我的父亲是在
外地做生意维持生计的。随着改革开放，生意
稍微好起来。正当父亲觉得生意有了转机，有
了盼望的时候，身体被检查出三高（血压高、
血脂高、血糖高）。他完全意识不到病情的危险，
包括我的母亲同样没有意识到三高病对性命的
风险有多大。 

父亲继续冒着病情在外辛苦劳作。果不其
然，有一年将近秋收的时刻，父亲突然病倒了。
他脑干发生了病变，大脑是指挥全身的器官，
而脑干是控制大脑的重要部位，所以父亲自病
倒后就没能开口讲话。医生随即下了病危通知
书。这个消息对对我无疑是晴天霹雳，让我无
法接受。经历一个月的抢救、治疗终究回天乏
术，父亲年仅 50 岁就离开了我们。悲伤和无助
弥漫我们整个家庭很长的时间。 

父亲的葬礼是按照地方教会的方式办理的。
父亲离世前我看到教会的人给予我们的探望和
安慰，直至父亲葬礼都给到我深刻的提醒和反
思，这样的一群称为基督徒的人为何对死亡没
有惧怕?为何他们称基督徒的死为睡了？难道
小时候收音机里听到关于神的信息是真实的？
我开始意识到人的生命是何等的脆弱，在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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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死亡面前毫无招架之力。我开始认识到人一
生的追求若没有永恒意义，都是虚空、枉然的。 

于是我决定在父亲的葬礼后陪同母亲去参
加聚会。在那里我开始琢磨父亲和母亲信靠的
神是否是真实的？这世界除了这位神以外还有
没有别的神？这位神能不能真正解决我生命的
诸多问题?带着疑问和学习的心，我开始接触信
仰，接触圣经。透过圣经我发觉到这世间确实
有一位真神，这位神也一直在关心和寻找我们。
人有了神才会有更好的追求和目标，才能活得
有价值。这是神对我内心的深刻提醒，让我知
道了人应该有更好的追求，就是追求有永恒意
义的事。 

然而好景不长，因为没有坚实的信仰根基，
也没有很好的圣经学习，犹如一个好了伤疤忘
了疼的人，我的心很快又被世界吸引了。有过
这样失败经历，我明白了原来信仰如果不跟世
俗分别出来，很容易就会被世俗同化。我们可
以参加各样的聚会和宗教活动，但一旦把世俗
的价值观混杂在我们的信仰中，我们微弱的属
灵生命就会土崩瓦解。 

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的经济情况逐渐好
转，我对神寻求的心也慢慢冷淡了。聚会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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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少了，思想神话语的时间也少了。我又重
新回到那个贪爱世俗享受的状态中，不能自拔。 

神的第四次拯救和提醒同样是因为家庭的
意外。母亲因一次意外跌倒，在医院被检查出
肿瘤晚期。我的内心被震惊了，好像醍醐灌顶
一样。父亲离世后我们和母亲相依为命走过艰
苦的岁月，如今母亲又突然患癌，我的内心再
次悲从中来，感受到命运残酷和不可抗拒。 

母亲和我一样在属灵上非常软弱。这时我
意识到我们需要彻底扭转我们的生命方向了。
再加上我在生意上经历了一些挫折，使我对人
性彻底失望和沮丧。我想起了我曾经寻求的神，
一天夜晚，我跪在神面前向他祷告，祈求他给
我一次悔改的机会，哪怕是仅仅的灵魂得救。
我也祈求神拯救我妈妈，即便她性命有恙，也
要拯救她的灵魂。从此我就下了决心，决定认
真悔改自己过往的罪，重新回到神面前，活在
神的旨意中。 

神借着突发的生死祸患，提醒我应当悔改。
神知道我的软弱，是经不起诱惑和试探的人，
是一个容易退后的人，所以必须面对生死我才
会认真起来，必须是遍体鳞伤才懂得回头。神
选择了这样的方法来拯救我和我全家。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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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每当读到圣经里浪子的比喻时，都潜然泪
下。我认识到我当时的状况其实比圣经里描绘
的浪子还要败坏。但神却又一次的借不同的方
法拯救我这个不配的人。这世界没有后悔药，
如果有，我想回到过去，跳过这段软弱失败的
经历。感谢神，神的慈爱和宽恕仍旧给了我翻
转人生的机会。所以我决心一定不能再错过这
样的机会。 

罗马书 8章 28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

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

的人。感谢神赐下这宝贵的经文，如果这段失
败的经历能够教导我去爱神，让我得益处。我
的心里也就得了安慰。当然我不是鼓励别人去
经历失败，因为神救人的方法因人而异。 

神对我的第五次拯救是在母亲生病后，应
该说这拯救不仅临到我，更临到我的母亲，也
临到我的家人。母亲自从生病后，虽然我们没
有告诉她具体的病情，但是她好像也意识到自
己的身体状况，她开始对神也认真起来。我凭
信心联系到了传讲神真理的教会和传道人。感
谢神的爱，让我们可以成功联络到他们。当时
真是喜出望外，直呼感谢神，激动的泪水怎么
也止不住。神的仆人带着爱和怜悯一次又一次
的给予母亲的关怀，给予我和家人的关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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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的触动了母亲的心，也感动我们整个家庭。
虽然不能常常见面，但透过不间断的来我们家
探望，透过圣经的教导和关爱，坚定了我委身
给神的决心。母亲跟随神的决心也在病患中日
益坚定。 

在2020年的下半年，母亲的病情逐渐恶化。
恰闻10月国庆期间教会在湖南有一次营会活动，
我告诉了母亲，母亲欣然要求前往。但是我却
犹豫了，因为母亲尚在住院期间，身体条件不
能达到外出要求。我实在担心她的病情。然而
母亲毅然决定前往。虽然路途遥远，又是雨水
天气，但母亲的勇气也鼓舞了我，我们就连夜
驱车前往营会。 

感谢神，透过几天营会，以及与弟兄姐妹
的相处，母亲经历到了众圣徒的无伪关心。母
亲考虑到自己的病情日益严重，她决心抓紧机
会重新洗礼归入神的名下。感谢神，母亲在离
世前能够透过洗礼归向神，这给了我莫大的安
慰和鼓舞。母亲的举动让我看到了神拯救人的
大能。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只要我们有一颗全
然依靠、相信他的心。我也毅然决定要借着洗
礼委身给神，回应神对我的厚爱和拯救。 

神是听祷告的神，母亲洗礼后两个多月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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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主怀了。我想这是神最美的心意，在母亲
彻底悔改，生命状态最好的时候把她接走了。
神回应了我起初的祷告，成全了我的心愿。这
更加坚定了我跟随神的决心。 

母亲洗礼后，我看到她生命的改变，看到
她对神和永恒天家的那份深切盼望。她离世前
对亲人朋友的劝勉和道别，这些都深深的鼓舞
和激励了我。母亲勇于承认错误，勇于改变，
这是神在她生命里工作的见证。她的改变鼓励
了我，所以我也决定做一个迷途知返的浪子。
我决心要痛改前非，活出神所要的生命样式。
这是神在我生命中的第六次拯救。 

神的第七次拯救，我想把它定格在我洗礼
的时候。虽然心里曾经多次决定并且想要尽快
委身给神，但是内心总是缺乏踏实感，神是否
还能接纳我这个浪子呢?就在教会确定给我安
排好洗礼的一周前的一个早晨，大约 7:50分左
右，天已经亮了，我还没有起床，神用人能听
见的声音呼喊我的名字，这声音是神给了我一
个深切拥抱的感觉，这也是神给了一个仍旧接
纳我的确据，所以我就彻底坚定了洗礼委身给
神的决心。一周后我的洗礼如期在教会的关爱
和精心安排下顺利完成，浪子终于可以回归父
家。感谢神借着他仆人细心的带领我认识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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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神。他们鼓励我彻底处理生命里的罪，追
求圣洁，因为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所以透
过身边许多人的见证，母亲的见证，神仆人的
见证，还有圣经的话，我愿意放弃对这个世界
的追求，放弃老我的性情和错误的世俗价值观，
做一个认真追求神的人，见证神的拯救大能。 

我们今生不能得到圣经所承诺的那些美好
福份，但我相信将来在新天新地里，我们会尽
享神给予我们的祝福和美好，因为启示录 21 章
4 节承诺我们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

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当然神对我的拯救不仅仅是这些，我所讲
的是我过往一生中一些比较重要的经历。神还
给了我有很多无法言表的帮助和特殊经历。其
实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神的拯救，只是我们的内
心不敏感他的作为。盼望大家每天都能敏感神
的拯救和帮助。  

洗礼只是基督徒生涯的开端，我们还要经
历神更丰盛的恩典和能力，成就神在我们生命
中更深的拯救工作。最后盼望透过这简短的见
证分享，鼓励大家一起竭力追求认识神，参与
神国度的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