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妮西 

今天我主要跟大家分享我为什么选

择走追求神这条道路。我是湖南人，老

家是衡阳的，家里是无神论背景，一直

也是接受无神论教育。所以从小到大我

都没机会知道这个世界上有独一真神，

也不知道人生除了追求读书、工作、结

婚生子，还可以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

命可以追求。再加上我们湖南人向来是

“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什么都

喜欢靠自己，所以不需要神，比较难有

信仰，同意吗？但是很奇妙的是，2012

年本科毕业后，我有机会去到南京继续

读更多的书，并且在那期间有幸接触福

音，并最终洗礼成为一名基督徒。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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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从五个阶段来见证神在我生命中的

工作： 

阶段一：被基督徒同学和圣经的话语吸

引 

我是透过当时宿舍的一名基督徒舍

友接触福音的。最开始得知这个同学有

信仰的时候，我会时不时暗暗观察她，

想看看基督徒跟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区别，

因为头一次身边有一个有信仰的人，而

且距离我这么近。对这个基督徒同学进

行一段时间的观察之后，我发现她挺正

常的，除了经常去教会、经常读经祷告、

非常执着之外，思想

观念也跟别人有些不

一样，特别是刚开学

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

很触动我。那天我到

学校报到完之后，领

了钥匙，然后把行李搬到宿舍，发现宿

舍里没有什么东西，好像还没有同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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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很自然地占据了我喜欢的、位置

最佳的床铺、书桌和柜子。后面陆续有

同学来了，也分别占据了她们喜欢的位

置。最后就剩下了靠厕所的桌子，位置

最高的柜子，靠门的上铺，没人愿意选。

后来这些都留给了那个基督徒同学，因

为她没得选了。然而，一次偶然间的交

流我才得知事情真相，原来这个基督徒

同学才是最早来报到的，她也来过宿舍，

只是她没有去占位置，而是把优先选择

权留给了别人。所以，对比一下她的行

为和我的行为，当时我心里有一种说不

上来的滋味。一方面觉得她的行为挺傻，

太不会为自己考虑了，她为什么要这样

子做；另一方面良心又觉得有点对不起

她，因为正是我们这种人的自私导致她

要受苦，导致她什么都只能选最差的。 

慢慢地跟这个基督徒同学熟悉了之

后，那年中秋节，她邀请我去她们教会

一个姐妹家里一起过节，我想着也没什

么事干，就跟她去了。但去了之后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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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让我感觉很不习惯，因为她们都很热

情，我当时并不知道她们其实是一群很

有爱的人。反而，

因着我的谨慎、理

性和戒备心，我认

为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不应该是这样子，

尤其是对于第一次见面的人，她们热情

的背后是不是有什么企图？我可不能被

基督教洗脑，之后也不再去参加她们的

活动。 

后来某一天，我在网上读到一篇文

章为“女性必读经典著作”，我就打开

看了一下，惊讶的是第一本推荐的就是

《圣经》，说该书是全球印刷量最大的

一本，充满智慧的话语。我想到宿舍那

个基督徒也看圣经，于是自己也买了一

本回来当名著看，但发现有很多地方看

不懂，里面的话语表述很奇怪但又很特

别，比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

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比如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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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用这样的口吻说话“我实实在在告

诉你们”“只是我告诉你们”，好像姿

态很高的样子.....但是有一天当我翻

到约翰福音 10章 10节“我来了是要叫

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时，突然

有一种莫名的感动

并惊喜，原来生命

还可以很丰盛！那

什么样的生命才是

丰盛的呢？虽然不

明白，但这句话却

存在我的心里面，似乎对我有一种吸引

力。 

就这样，未去教会以先，我开始被

这个基督徒同学吸引，被圣经的话语吸

引。 

阶段二：三大宗教的碰撞 

在学校的生活大部分是很美好的，

但读书也有读书的烦恼，特别是对未来

的忧虑和迷茫。很多时候就只好跟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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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做大家认为对的事情，比如女孩子

最好在 25岁前谈好对象准备结婚，所以

后来我就选择谈恋爱了。当时的对象信

仰佛教，经常会带我去寺庙拜佛（南京

鸡鸣寺）。但我只是陪他去，从来都不

拜他的佛祖或其他菩萨，因为我好像在

圣经中看到过不可乱拜偶像，在我没弄

清楚的时候最好什么都不拜。现在回过

头来想想，当时圣经的话其实对我是一

种保护，否则我就犯了拜偶像的罪了。

也因着和对象的近距离相处，我从他身

上再一次看到有信仰的人的一些不同。

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一次他在我面前拿

手机看新闻，突然流眼泪了，我被震撼

到了，有什么会让一个大男生落泪呢？

而且这跟他的性格格格不入，他把手机

递给我说：你看这个新闻，山西 6岁儿

童被挖双眼，他还不知道自己瞎了，躺

在医院问“妈妈，为什么天还没亮”？

我看完了之后，虽然也觉得是件悲惨的

事情，但内心深处并没有特别被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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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种类似的惨案新闻经常有报道，

已经习惯了。然而在他身上我却看到一

份自然而然从心而发的怜悯，没有任何

征兆，没有任何矫饰。透过他，我慢慢

开始觉得有信仰也蛮好的。但我不认为

佛教里的“神”是“真神”，因为寺庙

里的佛陀太多了，拜都拜不过来。后来

我也了解到，佛教其实是无神论，释迦

牟尼也是个人，只不过当年在菩提树下

顿悟了；但后人却把他当神来拜，追求

他而不去追求他所追求的，不去思考是

什么使他得以顿悟。 

再后来，我所在的学科实验室（理

工科学生需要做实验）来了一个巴基斯

坦留学生，信仰伊斯兰教。由于自己当

时的宗教偏见和无

知，我对伊斯兰教

信徒印象不是太好，

因为网上经常有一

些关于穆斯林的负

面新闻。然而那个时候，实验室老师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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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我去协助这个巴基斯坦同学做实验

并充当翻译，也是透过进一步的了解，

我才渐渐除去自己的宗教偏见。有一天，

这个同学说要请我吃饭，为了感谢我对

他的帮助；我觉得同学之间帮帮忙没什

么大不了的，不想让他破费但又不好很

直接地拒绝，所以我就客气一下说没关

系，以后有机会你再请我。但他却很认

真地说：我怎么知道还有没有以后呢？

我觉得挺奇怪的，为什么他这么说呢？

他回答说他每天早上醒过来都挺感恩，

感谢真主让他还活着，因为明天不一定

能醒过来。所以今天有感动的事情就今

天做。我当时心里第一反应是怎么可能

会没有明天呢？我怀疑这老外是不是心

里缺乏安全感？但紧接着，我还是被他

的认真感染了，我才意识到是我把一切

当作理所当然了。我从来不会这样想，

因为我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生命和死亡

的问题。之后我也大概了解了一下伊斯

兰教，原来这个宗教所信仰的真主，其



 

 9 

实跟基督教中的“上帝”以及中国所谓

的“老天爷”是同一位，只不过因为一

些历史背景、人为原因弄出很多的派别

和外在形式出来，但真正的信仰不应该

受这些外在东西捆绑。 

所以，不论是宿舍的基督徒同学，

还是那个佛教徒对象，还是实验室的伊

斯兰教同学，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有信

仰的人的一些不同，这些不同就像光一

样照进我的内心，我开始觉得自己的生

命似乎有些不太好。这个“好”，跟好

人的“好”、跟思

想道德素质还不太

一样，因为我有受

过高等教育、思想

道德素质也不会太

低，而是生命中好像缺了点什么。但具

体我又说不上来是缺了什么、说不上来

哪里不好，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正是那个时候，我内心开始真正思考神

的存在问题，我觉得世界上应该是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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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是又说不清楚，不知道是哪一位。

直到 2014年暑假一件事情的发生让我

经历到神的平安，我才开始主动寻求神。 

阶段三：经历从神来的平安 

2014年暑假，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

知在苏州有一个英语训练营，是免费招

学员培训翻译，机会难得，我很想参加，

当作毕业前的实习。因为当时在学校做

一些英语笔译的兼职工作，对翻译也比

较感兴趣。但我知道这个培训很多人申

请，竞争挺大的，对非英语专业的我可

能性不大。果然，测试考核和简历提交

后经过好多天焦虑

的等待，快到出结

果截止日的时间都

杳无音讯。我变得

非常失望，因为正

常情况下都是在截

止日之前通知结果，所以应该是要错失

这次机会了。但我不甘心，尝试着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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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帮助，并开始人生第一个祷告：“神

啊，我早就听说过你了，但我不知道你

是哪位，也不相信你，除非你能让我去

参加培训。”到了出结果截止日那一天，

我每隔一会就去查看邮件，精神崩得很

紧，后来到晚上很晚了邮件都还是空的，

我想这个申请应该是泡汤了，已经不抱

希望。但在接近凌晨的时候，手机里突

然蹦出一条邮件提醒，我一点开，看到

是考核通过的通知，当时内心无比惊讶

和兴奋，原来真的有神在听我的祷告！

接下来几天我就开始收拾，准备去苏州

的行程。出发前，教会有一个老师和一

个姐妹突然间来学校看我，我当时觉得

很意外，内心也觉得很奇妙，难道这位

神是基督教中的上帝吗？ 

后来在苏州，有一天在英语培训附

近的独墅湖边发现一座美丽的教堂，这

是我第一次见到教堂，我就走进去了。

教堂里没什么人很安静，我坐在里面去

感受那种氛围，也想静静思考一下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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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内心深处对未来其实还是有些迷

茫和忧虑的。不知

呆了多久，内心里

突然有一种莫名的

平安倒灌进来，让

我从心底里卸下了

一切的忧虑和劳苦重担，这种感觉是我

从来不曾有的。我猛然意识到，神好像

离我不远！为什么不趁机去追求他呢？

圣经中以赛亚书 55章 6节说：“当趁雅

伟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

告他。” 我好像一下子脑袋开窍了，所

以我下定决心回南京后就去教会学习，

一是经历到这份从神来的平安，很真实，

我无法否认；二是为了遵守承诺，因为

我第一次祷告时对神说：如果他让我考

核通过，顺利参加这个英语培训，我就

相信他追求他。 

可能有人会认为整件事情很小，有

可能都是巧合，因为这样的小事就开始

去追求神是不是太冲动、太欠考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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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就是我们大部分人的问题，我们

祈求了、经历了，事后却找各种理由忘

恩负义。这个过程中我切切实实感受到

了一份从来没有过的平安，我确信这份

平安是从神来的，是任何外在环境所夺

不去的，或卑贱或丰富，或饥饿或饱足，

或缺乏或有余。很难想象，如果当时神

没有应允我的祷告，我没能去参加培训，

按照我的理性和性格，我不会那麽快去

认识他、追求他。所以，神真的是一位

信实的神，当我们寻找的时候就让我们

寻见，叩门的时候就给我们开门（马太

福音 7: 8）。 

阶段四：洗礼成为基督徒 

后来我回到南京，于 2014年 9月

11号开始正式的查经，印象特别深刻。

当时我只是随口跟基督徒舍友问了一句

“你们教会有人教圣经吗？如果有，我

可不可以参加？”结果那周就有教会的

一对夫妻老师带我一对一查经。后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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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知道原来他们并没有这个小组，只是

因为我有需要，所

以他们不惜花时

间和精力单独带

我看，这让我看到

教会老师那份愿

意付出的生命素质，而且是不求任何回

报的那种。 

再后来，我继续参加教会一些关于

进一步认识神的教导，包括有关于洗礼

的课程。然而，洗礼课结束后我却退缩

了，在规定的报名时间内并没有报名洗

礼。虽然这个期间也经历了不少神的真

实带领，上完课后更是知道雅伟神是美

善的源头、天地的主宰，是透过他的爱

子耶稣基督赐丰盛生命的那一位，但这

些还不足以说服我洗礼。我内心觉得自

己还没有准备好，想再等等，想找一个

确据。其实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想追求世

界的成功，害怕家人的反对和逼迫，不

敢付这个代价；同时心里也没底，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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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路我没有走过，身边走的人也少，

我不知道洗礼成为基督徒后能不能走好

这条路。因为神并不肤浅，他的标准挺

高的，我觉得我离他的标准太远。当时

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走这条路其实是需

要勇气和信心的，不是凭我们眼睛的看

见，也不是要等我们要变得多好神才接

纳我们，神在乎的是我们的态度。我们

人总希望先看到什么东西，才去相信，

才去采取行动。但神对我们的带领是一

步一步的，不是一下子把他在我们生命

中的计划全盘告诉我们。我们只有踏出

了第一步，神才会告诉我们第二步，这

样我们就能更多经历他和认识他。相反，

若要等到“心里有底”才敢追求神，恐

怕我们永远成不了基督徒；因为靠头脑、

靠理性分析，不能够让我们心里有底，

真正能让我们心里有底的是我们的信心

和对神的真实有一份经历。 

时间越来越近，在距离教会洗礼时

间只有一个礼拜左右的时候，有一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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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圣经翻看，有一节经文映入眼帘，

在旧约的申命记 30章 19节：“我今日

呼天唤地向你作见证，我将生死、祸福

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

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这句话直击

我心，像是神对我最后的劝勉和呼吁，

是我需要主动去拣选生命！以前我看不

到自己生命的缺乏，也找不到生命中“说

不上哪里不好”的原因是什么，但是透

过教会老师的教导，我对神有了更多的

认识之后，其实我已经知道这都是因为

罪的影响。神带我走到这一步，已经把

生死祸福陈明了：如果我不选择神，就

是选择原来的生命

状态，那是被罪、被

物质、被世界的价值

观所捆绑的，是通向

死亡的，也是我所不

喜欢的；我渴慕新的

生命，渴慕在神里面的那份自由、丰盛

和公义圣洁。那一刻，我内心深处对神



 

 17 

的最后一道防线消失了，眼泪控制不住

地流出来，一边流泪一边向神认罪，并

赶紧联系教会老师，问我还能不能报名

洗礼。所以我最终赶上了教会的那次洗

礼，时间是在 2016年 1月。 

阶段五：基督里的新生命 

洗礼之后，我很乐意跟我身边的同

学、同事和朋友分享我的信仰，但他们

就会有很多疑问，常见的问题包括：你

怎么信的啊？你为什么信啊？教会都干

些啥？...最开始遇到这些的提问，我就

开始跟他们讲我的经历。但是我渐渐发

现，很多人问这些问题，并非真的想听

见证或对福音感兴趣，而更多的是感到

意外，因为在他们眼里我不是基督徒的

时候正常得很，为什么不继续过普通人

的生活，偏要追求在他们眼里看来可有

可无的信仰，不是给自己找事吗？这样

还有自由吗？这个年纪不应该努力赚钱、

努力找对象结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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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些疑问，要说我内心完全很

淡定，是不可能的。我也曾被这些声音

搅乱过，思考过自己的行为，究竟是什

么驱使我信主的？我记得我第一次接触

教会也是有些排斥的，我二十几年的生

活经历也从来没有什么神。是因为教会

的爱吗？不是，我没有接触教会的时候

照样有亲朋好友的爱，而且我认为人要

先学会爱自己，

然后才能得到别

人的爱，况且成

为基督徒后也不

能光想着别人来

爱你，还要学习去付出爱。是因为软弱

要寻求精神寄托吗？不是，我从前是一

个性格很独立的人，相信命运掌握在自

己手中，对世界的追求就是我的精神寄

托，虽然也有软弱和空虚，但是调整调

整也就过去了，还不至于需要一种信仰

帮助。是因为听了什么道理吗？也不是，

知道很多大道理却仍然过不好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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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用，况且我作为非基督徒或多或少

也知道一些道理，不一定需要通过教会。 

仔细想想，真正让我追求神的原因

没有别的了，只有雅伟神自己，是他自

己吸引我走在他的道路上的。为什么这

么说呢？因为透过我的经历，透过教会

老师的引导和帮助，神让我知道他是真

实的、慈爱的，在他有丰盛的生命，这

是世界上的任何东西比不了的；他所赐

给人内心的平安，也是世界上所没有的。

洗礼之后，在主里面我常常有一份平静

安稳和灵里的喜乐。以前我不是这样的，

生命被很多东西捆绑，尤其是物质财富，

缺乏自由。比如说，因为小时候家里条

件不是太好，使得我对财富有一种渴望，

希望未来能靠自己的双手赚多些钱，让

生活变得更美好。所以，我从读大学时

就开始做各种兼职，为自己赚取生活费；

也经常奔走于各种学生社团中，为了拿

一些荣誉证书增加拿奖学金的概率；甚

至在一次暑假工中隐瞒自己学生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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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雇主撒谎，说自己已经毕业，为要得

到那份工作。总之，我的目标或所学的

技能都是为了给自己积累财富，其他与

此无关的事情则会让我感到空虚和无聊，

也只有金钱能给自己带来安全感和保障。

可见，当这种物质、财富充满我内心的

时候，我的追求就变得越来越现实，甚

至忽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为自己

的利益变得更加自私，必要的时候甚至

会失去基本的公义和诚信而不觉心里有

愧。虽然我很早就知道人一生所需用的

东西并不多，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的道理，

但内心从来没有真正满足过，道理终究

只是道理。 

直到认识神，我

才有能力从这种物质

的捆绑中脱离出来，

心里面有真正的满足，

很多的价值观也慢慢

开始被神改变。当我

从心底里认识到一切都是神赐的，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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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赚钱的能力，我就没什么可自夸的

了。我必须学习敬畏神，在有限的人生

善用和管理好他所赐的。所以毕业后，

当学校老师想推荐我去一家研究所工作，

当同学介绍我去南方一所高校工作，当

家人催我往沿海的大城市去发展时，我

都没有去，而是坚持留在南京这个工资

水平并不高、离家又远的城市。因为我

心里很清晰：我需要认识神！而追求世

界的荣耀，只会让我离神越来越远。既

然跟随神是上好的福分，我不能被生活

中各样次好的事情拖垮。当我不再被事

业心捆绑、对金钱不再有那一份贪恋的

时候，我发现自己对工作的选择可以很

自由。神并不在意我们加班加点月入多

少，而是关注我们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

人。我发现，当我专心跟随神的时候，

神也看顾我的需要，虽然这几年生活很

简单，但我一无所缺，我也相信未来必

无所缺。这也再一次印证圣经中的话：

我们若尊重神，神也必尊重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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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自己以前的生命，因为不知道

有神、不知道有永恒的道路可以走，以

致耗费了大量的年日和精力在干很多短

暂且无足轻重的事情，总还是在世界里

打转、在别人的剧本里跑龙套。现在被

神改变后，我更多地明白生命的方向和

意义；每天心里面

都很感恩，越来越

多经历在神国度里

的丰盛和自由，有

时候甚至是言语所

不能表达的。对于未来的人生，我只希

望更多的时间是被神使用，为神做事情，

一生追求做一个敬畏神、遵行他旨意的

人！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