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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多   

上有关洗礼课的经历 

诗篇 119:14-15 我喜悦你的法度，

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我要默想你的训

词，看重你的道路。  

在我上有关洗礼课过程中，当我愿

意按照老师所教导的圣经去遵行时，每

一课都经历到神的真实和美善。老师把

我上课时间基本都安排在每周六的下午，

因为工作原因周六我也必须上班，老师

就鼓励我尝试周六下午跟领导请假，如

果请不到假再帮我调整上课时间。我很

害怕去向领导请假，因为她骂人很厉害，

有些同事的病假她都不会批准，更何况

我的请假原因是要去教会。 



 

 2 

因着老师鼓励我先向神祷告再去请

假，我就按照老师的提醒去作了，跟领

导说明我请假的原因，没想到她批准我

这个周六下午可以休

息四个小时，但是晚

上六点要回到公司加

班到九点或十点。原

本请假是不抱希望的，

没想到她会批准四个小时，我心里确信

的知道这是神在领导心里的工作。之后

每一次上有关洗礼的课，我都需要去向

领导请假，在每一次请假的事情上让我

跟神不断的建立起了更深的亲密关系，

同时也让我对神的信心不断得到了成长。 

只有不断回应神的话语，信心才会

成长，而回应神的话语是需要我们付上

代价的。当自己经历过神的恩典和美善

时，知道以前所依靠的一切都太虚空不

可靠，唯有神是最值得我依靠和信任的，

无论付上什么代价我也不会放弃亲近他、

认识他的机会。在上课的那三四个月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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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领导在看似不可能批假的情况下，最

后每次都批准了我的请假，同时也给了

我很艰巨的任务，因为我周六只上班四

个小时就下班，她要求我四个小时要完

成八个或十二个小时的工作量，平时我

已经是一个人同时要做三个人的不同工

作岗位，现在四个小时却要我把三个人

八小时或十二小时的工作完成，没有员

工这么傻会答应这个条件，但我却答应

了，靠着神的恩典每次都顺利完成了这

些工作。 

有一次是正常上班时间，刚好那天

刮台风，我忘记是几级台风，反正挺大

的。基本所有公司

那天早上都临时通

知不需要去上班，

公交车也暂停，因

为外面是狂风暴雨

太危险。据天气预报说那天下午大概一

点台风和暴雨就会减弱，老师知道我那

天不用上班，就说下午天气好转后可以



 

 4 

给我上课，因为考虑到我平时上班时间

请假去上课很不容易。我听了非常开心，

这一次的课终于不用请假，之前上课都

是我坐车去老师家比较远，这一次老师

就考虑到刚刚台风过后，担心路上一些

被大风吹过的建筑物不稳固，让我这次

不用去她家，安排我去一位离我比较近

的姐妹家给我上课。 

老师安排的上课时间是下午两点，

因为台风暴雨大概一点就会停，所以两

点去是安全的。结果我因为那天不用请

假就能够去正常上课，太激动了很期待

上课，待在公司宿舍也没什么其他事情。

一大早起来就收拾好出门的东西，终于

等到十一点了觉得在家继续等也很无聊，

那就早点出门准备去坐车。那个时候台

风暴雨刚好很大，我兴高采烈的从楼上

下来正准备一脚踏出大门，被外面的台

风暴雨吓得赶紧退到大门里面。我想这

怎么办？不会去不了吧？如果今天不能

去上课，就非常可惜，好不容易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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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请假的机会。这时我就退到一楼

的楼梯间下面，跟神作了一个简短的祷

告说：“神啊，外面的狂风暴雨很大，

我吓得不敢出去，求你帮助我有勇气走

出去。” 

祷告完就真的有信心走出去了，原

本担心走出去雨伞会撑不稳，当我很淡

定的走出去却在狂风暴雨中走得很稳，

雨伞也没有摇摆。那一刻我心里感受到

自己不是走在狂风

暴雨当中，似乎雨

伞上面是有很灿烂

的阳光照耀着我。

但我也没有抬头看

是否真的有灿烂的阳光，因为整个人还

在享受着与神同行的这种平安稳妥。等

我走到公交车站的时候大雨就停了，但

是马路上有些地方水还是比较深，我就

上了一辆比较破旧的公交车，因为马路

上有些地方水太深，可能公交车的尾气

不容易排出去，这时一些尾气的黑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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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车厢里面排，在车上的时候我心里在

想，这车等下会不会有危险？我今天会

不会死在这车上？但我没想过要及时下

车，因为我担心半路下车后不知道还有

没有其他公交车，心里就仰望神说：死

了就死了吧，我太想今天能够正常上课。

当时自己那么早去也没考虑过安全问题，

一心只想着今天能正常上课就非常开心。 

在这里特别提醒一下：不是说我们

要冒着这种恶劣的天气去教会，老师也

没有叫我这个时间去，而是让我天气好

转后才去，因为我自己太兴奋就提前了

好几个小时出门，所以导致我出门那个

时间刚好碰上狂风暴雨，自己也没有告

诉老师那么早就出门了。 

受洗后与妈妈的相处 

雅各书 1:12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

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

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妈妈是一名基督徒，在我受洗后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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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催逼我结婚，这个漫长的经历长达

七年。这个数字我觉得也挺好的，在圣

经里“七”代表完全，逼婚刚好七年就

结束了。这对我来说是在神面前的一个

考试，神觉得这件事情你考试通过了，

那么就考试结束吧!有些人在婚姻的事

情上可能过不去这个坎，我觉得不怪妈

妈逼婚，只要我自己坚定看重神的话语，

没有什么考验和困难是能够拦阻我去亲

近神的。我们选择来认识神，也一定会

经历到各种各样的考验，有些人不一定

是婚姻，也有可能是别的考验，只要我

们坚定依靠神，在考验当中神会赐下他

的恩典帮助我们得胜有余。 

分享其中一次逼婚经历，也是最后

一次逼婚。2017 年我邀请妈妈去厦门，

在属灵上也想帮助她成长。她说：“等

我来了你那边，你什么都要听我的。”

这句话我没有给她答复，心里知道我的

主人是神，不能因为你是我妈妈，不合

神心意的事情也要听你的。来到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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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每天跟我一起同住，这时逼婚的

事情达到了七年以来的高峰期，每天从

早上五点多醒来就垂头丧气的问我说： 

“什么时候结婚？你到底怎么想的？要

不要结婚？你给我一个答案，我看你们

教会那么多单身的

姐妹，你们教会就

是异端，是你们老

师故意不让你们结

婚。”晚上我下班

回去她继续这个话题直到睡着才停止这

个话题。她处在一种非常焦虑、烦躁的

状态逼着我必须立刻给她答案。我听了

她这些话，心里非常难过，我觉得她不

能用这么恶劣的态度去说我的老师和我

所敬畏的神。面对她的怒气，我只能默

默无声将她交托仰望在神的手里，也求

神怜悯她使她早日走出这种状态，因为

她现在所作的她不明白。那段时间我靠

着神居然可以很安静耐心的面对她的逼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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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我上班时间需要全身心的投入，

到下班的时候其实已经差不多精力耗尽

了。下班到家有妈妈等着我一起吃饭，

想想这个场面是比较温馨放松的，但事

实不是这样的，每天下班到家就要面对

她激动的情绪，但我没有后悔邀请她去

厦门跟我同住。刚好住了一个月她自己

选择离开去另外的城市，每天看着一个

还没结婚的女儿在她眼前让她心里很不

舒畅。这一个月可以说是“艰苦奋战”，

我能够清楚的看见是撒但借着妈妈在我

面前来说这一切难听的话，无论她说什

么我都不会气愤，并没有想要逃避她，

当她自己选择离开时，我似乎能够看到

神觉得我在这个考验当中已经够了时间

满了就结束吧！ 

她选择离开时，我心里面为她现在

这种属灵状况感到忧伤难过，除了为她

祷告也做不了别的。她想要的安慰我给

不了，我不能为了迎合她一时的开心，

而满足她的要求，这不是神的心意。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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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离开是因为我还没结婚让她在别人

面前没有面子，她说很多时候为到我还

没结婚的事情焦虑、失眠，我不能够用

结婚去安慰她这些痛苦，因为这不是最

好的解决方法。看她那么痛苦，我就跟

神祷告说：“神啊，求你自己亲自去安

慰她吧，我安慰不了她，因为现在说什

么她都听不进去。”我不知道神什么时

候用什么方法能够安慰妈妈的心，这个

时间是在神的手中。 

一年后我要告诉妈妈说：我打算走

服侍神的路，当我把这条信息发出去的

时候，已经作好被

骂的准备，结果她

给我的回复出乎我

的想象，她回复我

说“你去吧！我全

力支持你！你信主比我信得好。”她居

然认可了我所坚定的信仰，从这以后她

不再逼问我结不结婚的事情，而是理解

我的选择。她现在也表示愿意将我的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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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等候交托在神的手里。她说婚姻只有

在神里面才是有意义的，这让我看到是

神在她生命里面的工作，神也亲自安慰

到了她的心，不然她说不出这样的话。 

让妈妈突然放下了对我婚姻的忧虑的

原因 

罗马书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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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神的工作是非常奇妙的，借

着一些看似“不好”的事情发生，叫万

事互相效力，让爱神

的人得益处。2018年

快春节时，弟弟女儿

三岁突然发高烧以为

是感冒，治疗了五天

高烧也没退下来，也

没有检查出来是什么问题导致高烧一直

没退。然后从县城把小孩送到西安一家

医院 ICU重症监护室观察治疗病情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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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化，生命非常危险。为了退烧医生用

了各种最好的药物，最后医生无能为力，

这时转院出去也有生命危险，家人陷入

束手无策当中，等待的可能就是病危通

知书。 

妈妈请我要为孩子祷告，我奇妙的

发现她这时很安静，跟以前面对事情急

躁的状态完全不一样，她没有抱怨神为

什么让这件事情发生，她这时可能意识

到人已经无能为力，只能交托给神。弟

弟在电话里哭着问我有没认识比较好的

医生，我说没有，唯一认识的医生现在

已经在教会全职侍奉了。我把小孩正在

抢救的事情告诉了老师，老师了解孩子

情况后建议我马上要向弟弟传福音，当

时传福音这件事情都让我看到是要争分

夺秒。老师说：“现在孩子的情况医生

也没有办法，也不需要去怀疑医生有没

有尽力。你问你弟弟是否愿意自己亲自

祷告把孩子交托给神？”我听了这个建

议有些胆怯，不敢这样在电话里跟弟弟



 

 13 

说。因为弟弟哭着向我求助是要找高级

的医生，他现在要的不是福音。弟弟现

在已经非常伤心痛苦了，这时候还向他

传福音，他会不会骂我精神有问题？我

自己安静一会祷告后还是按照老师的建

议直接告诉了弟弟，没想到他接受了这

个建议愿意祷告将孩子交托给神。 

教会弟兄姐妹也为孩子祷告，我所

在教会的老师当时也邀请在西安的老师

去医院看望弟弟夫妻和孩子。在医院也

为孩子祷告，老师

去医院看望他们第

二天孩子的高烧突

然降下来了一些，

在医生都没有办法

的情况下突然出现了奇迹。因为高烧好

几天导致孩子有一些身体器官其他变化。

最后检查结果出来是“川崎病”，医生

也很担心这孩子以后会留下什么后遗症，

或者只是暂时温度降下来了，可能还会

反复高烧。经过观察小孩身体在不断好



 

 14 

转，医生就建议转到普通病房继续观察。

观察了两天发现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医生开了一些药在家吃，隔段时间再去

复查，出院后观察了半年小孩身体全恢

复了。 

孩子出院后，老师建议我及时从厦

门去陕西看望弟弟一家，希望能够有这

样的机会向弟弟一家继续传福音，也让

弟弟清楚的知道孩子突然奇迹般的好转

是神的恩典，希望他不要忘记这个恩典。

妈妈知道小孩抢救时我们教会的代祷和

所安排的一切探访的事情，我们所作的

这一切让妈妈对我所在的教会有了完全

的信任。从这件事以后她对我所在的教

会不再有偏见的看法，虽然我还没有结

婚，但现在她对我的老师也没有任何不

满了。 

2017年她去厦门看到我们教会单

身姐妹很多，觉得我在教会结婚没希望

了，她就对带领我的老师有情绪和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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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自己与我的老师有隔阂的时候，也

会影响她跟神的关系，但是现在这一切

都完全改变了，神透过弟弟小孩生病这

件事情有机会让我们教会参与在当中，

化解了妈妈对我老师的隔阂，她也完全

放下了对我婚姻的忧虑。这是神的恩典

和对妈妈的怜悯，神是希望人与人之间

和睦的神，为到彼此的和睦，人不能在

当中再作什么的时候，只能交托给神。

这个时间等了一年，

看到神自己要来亲自

工作了。其实神看到

我们彼此的不和睦是

非常忧伤、着急的。

我知道人无法改变妈

妈过往看人、看事的眼光，只有神能改

变她，我们所当作的就是忠心按照神的

心意尽力做好我们当作的，结果都交托

在神的手中。 

罗马书 8:35-39 谁能使我们与基

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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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

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 如经上所

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

我们为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

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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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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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什么能够使我

们与神的爱隔绝。当我们坚定选择效法

基督遵行神旨意时，无论什么患难、逼

迫也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反之，

我们在患难中能够经历神的美善和恩典。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