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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雨果

我们的生命不过是宇宙中一粒微小

的尘埃，但神却依然看重我的生命为宝

贵。

我也要像诗歌中得到眷顾的小花，

小鸟一样，要对人讲述神在我身上奇妙

的作为。

成长背景

我来自古城西安，是土生土长的西

安市本地人。我从小是在单亲家庭中长

大，妈妈是国企单位职工医院的护士，

国家单位也都有单位附属的学校，我幼

儿园小学都是在国企单位里的子弟学校

上学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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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是独生子女，也是我们家族

这一辈儿最小的一个孩子，也是妈妈年

龄比较大的时候得到的唯一的孩子，所

以全家上上下下,从姥姥到姨妈舅舅表

哥表姐所有人都非常关注我。我的两个

舅舅两个姨妈都是老师，表哥表姐也都

是大学生，有些在国外留学工作等，所

以全家人对我也是望子成龙，寄予厚望！

从小就给我制定了很多人生计划和目标，

比如：长大必须

考北大清华，挣

大钱，出人头地

才有出息。平时

生活也是为我安

排一切，包括：每顿饭吃什么，吃多少，

每天穿什么，制定几点到几点做什么的

时间表，周计划，月计划，年计划等，

真的是事无巨细 360 度无死角掌控！我

就像大人手中挥舞的皮鞭下的陀螺一样

随着他们的指挥和鞭策不停地转着，几

乎没有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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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非常宠爱的同时也信奉“知识

改变命运、棍棒底下出孝子、孩子不打

不成器”等教育理念。他们以亲身经历

证明：学习成绩好就能拥有一切。偏偏

我又是个很有自己的想法小孩儿，从小

好动调皮，中学时又叛逆倔强，不喜欢

他们给我做的强制性安排，所以我和家

人、尤其是和妈妈之间经常吵架。我从

小体弱多病，每年都需要住院至少两次，

在上学和看病方面花费比较大，靠妈妈

一个人的工资带我，经济比较紧张，所

以我的亲戚们常常给钱，并轮流带我。

我的两个舅舅是大学数学老师，两个姨

妈是中学语文老师，他们就在周末寒暑

假及法定假期都轮流肩负起照顾我的重

任，给我做饭，为我辅导功课。

很多人会说：“哇，你好幸福啊！

在家就有专业老师给你辅导学习。”但

其实当时觉得自己的童年挺惨的，因为

除了学校的作业要完成呢，他们还会给

我布置一大堆额外的作业，由于我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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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差，姨妈舅舅就给我出一堆的数学题，

买一堆的卷子等，不会的题或者错题，

他们都会给我讲很多遍，讲完之后还要

我给全家再讲一遍来证明我真的听懂了！

也可能他们把作为老师的耐心在自

己学生身上都用完了吧，给我辅导功课

时常常失去耐心。

当我讲不清楚或

者还是不会的时

候，他们就会非

常生气，骂我怎

么这么笨，不像

我们家的人，很让他们丢脸啊等等的话。

他们认为自己是大学教授，省级优秀骨

干教师，也是名牌大学校领导，在教学

上培养出了那么多出色的学生，而且他

们自己的孩子个个都是考上名牌大学的

大学生。他们常说：“我们家怎么就生

了你这么个孩子呢，肯定是当初从医院

抱错了。”家人这样的话，导致我小时

候一直怀疑我不是亲生的。他们也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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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全家教育的败笔！”我无疑是我

们家这些名师手下砸招牌的家伙了！

家人希望我全面发展，文科理科都

能学好，每门课都必须在 95 分以上。但

由于我偏科，尤其是数学方面反应慢，

所以在数学学习上我经常挨打！尤其是

每次考完试开完家长会后都会挨打。可

是小时候我数学方面就是不开窍，可能

一方面我是上学太早，五岁多就上一年

级，另一方面也是在数学学习上受到的

打击太多。每次考完试我都不敢回家，

就像老鼠怕见猫。大人问我成绩我只敢

说文科成绩不敢说理科成绩。但他们会

自动屏蔽我的文科成绩，直接问我这次

数学多少分？考得不好的时候需要家长

签字时，他们也都拒绝给我签字，说：

“没脸给你签”。由于家长不给我签字，

我就没法跟学校老师交代，有时就只能

自己模仿大人签字，但会被老师看出来，

又被学校老师批评或叫家长。后来一位

同学的妈妈得知我的情况，看我可怜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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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我签字。

我在成长过程当中经历到很多此类

事件，只要惹动了大人的怒气，他们就

会在我需要他们帮助和配合的时候赌气

不管我了，比如：考不好时就不给我签

字，拒绝参加家长会，不听话表现不好

时，学校让交钱就

不及时给我钱，不

让我参加课外活动

等，以此告诫我，

我没有他们是不行

的，必须服从他们

的话。这使我常常陷入两难之间，非常

无助和痛苦！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大人

对我的要求也越来越多，他们也借此警

戒我：必须完全按照他们的话去做，在

家听话懂事，服从大人安排，我才有好

日子过！

因为舅舅姨妈也都是校领导，单位

小区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都认识并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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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舅舅和姨妈，都会和他们主动打招

呼，大人之间问候寒暄的一部分内容也

是：“你家孩子这次考得不错吧，多少

分啊？”等问题。大人们之间常常都会

攀比孩子们的成绩。所以我学习成绩的

弱项也就成了家人难以回答的羞耻。

舅舅的教育观念就是：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后来又给我报了很多

补习班，尤其是奥数班等，从小法定假

日寒暑假都是被迫在舅舅和姨妈家度过。

每当我数学题遇到困难时，舅舅常说：

“学习不好将来只能出去要饭，要想住

我们家这么好的房子，开好车就得像我

们一样奋斗。”

舅舅家在大学教授楼里面住，家里

还有别墅，每到节假日开车来接我，但

我却不愿意去他们家，觉得没有自由和

快乐！豪宅名车里的人不吸引我。即便

吃得再好，给我买再多的礼物，我也很

难开心，总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被嘲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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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的对象。家人之间也常常因为我的

教育问题相互吵架，失去和睦。每个人

都在按照自己认为对的方式爱着我。他

们认为把最好的都给我了，我还是不能

达到他们的要求和期望，对我恨铁不成

钢。舅舅说的最多的话就是: “只要你

懂事听话，好好学习，按照大人说的做，

你所有的学费包括以后出国留学，将来

买房的钱舅舅都全包了！你只要听我们

的话，考上名牌大学毕业工作后舅舅再

送你一把车钥匙。我们以我们的成功为

你铺好了一切的路，你就只管照着走就

行了！”而我当时在心里说：我不愿意

走你们铺的路，我不认为你们是对的，

就算将来露宿街头我也不会要你们的施

舍！我就不相信我会饿死了不成？大人

几乎天天说：“我们打你骂你也都是刀

子嘴豆腐心。我们所做的一切还不都是

为了你好？！”可是随着我的成长和经

历，我却深刻地体会到其实人的本质都

是“刀子嘴刀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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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我就是被家人公认的不知好歹，

没良心的坏孩子。家人在辅导我功课和

管教我时常常失

去耐心，言语过

激，打骂也是常

常失控，令我深

刻的体验到灵里

的绝望，觉得他们生养我只是为了训练

一个机器人达成他们的目标罢了，觉得

活着没什么意思！

二十年来我和家人之间的关系非常

糟糕。尤其是我和妈妈之间几乎是天天

吵架，吵着吵着就打起来了都是司空见

惯的事情了！

虽然从小物质上不缺什么，但在心

理上觉得有很多的缺失和虚空，没有喜

乐和满足，心灵里十分痛苦！虽然花着

他们的钱，得到他们的关爱，但他们对

我的强制性管理，尤其是打骂式教育也

让我对我的家人们有很大的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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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常常跟妈妈去医院上夜班，

路上我仰望夜空就觉得夜空非常辽阔神

秘，就问妈妈：“天上有神仙吗？”妈

妈说：“天上有老天爷。”我就在心里

说：“亲爱的老天爷爷，希望你保佑我

快快长大，脱离我的妈妈和家人，因为

虽然他们管教我，好像是爱我，但是他

们也会犯错，他们做的事情也有那么多

不正确的！我希望有一个正确的人照顾

我带着我，可是我找不到！我不开心！”

感谢神在我还不认识他那么幼小的时候

就听了我的祷告，一路守护着我，看顾

我的成长！

奇妙的电台经历

17 岁时我们学校和当地广播电台

有一个双语旅游类节目的活动，校广播

站和校记者站的老师推荐我参加节目的

录制。当时就是觉得录双语旅游类节目

既能锻炼英语又能了解西安历史。通常

都是白天去对稿录制，奇妙的是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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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我是晚上去录稿件，就认识了台里

主持夜话节目的主持人姐姐，后来有机

会跟夜话节目的直播工作。在夜话节目

中，我发现原来陕西省有好几百万的听

众都在听夜话节

目，每个人都有

人生的迷茫。形

形色色的听众通

过热线电话、短

信平台、网络直播贴等，咨询情感、学

业、工作、婚姻、孩子教育等诸多问题，

我发现每个人都无法逃脱人生的困扰和

痛苦！每天听着他们的故事，心里也是

挺沉重的。虽然夜话主持人很有口才，

也具备心理咨询师知识和法律知识等，

回答的也非常巧妙智慧，但他们的回答

还是不能令我满意，不能解决我心中的

疑惑，不能改变我的实际生活！同时他

们自己也有很多烦恼和解不开的问题，

下节目后也会有抱怨，也需要一个通道

去倾诉和排解放松，有时也会自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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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话筒前的巨人，生活中的矮子，对于

很多事情还是无能为力！

这令我也再次看到人的有限，再次

思考我的人生！著名的夜话主持人，专

业心理咨询师都解决不了我对于人生的

困扰，到底谁能为我的人生指引一条正

确的出路呢？！

信主转折

直到大三的时候我认识了教会的姐

妹。当时了解到她只是普通专科学校毕

业的学生，但竟然英语口语这么好，而

且性格非常开朗喜乐，好像她的生命中

完全没有烦恼一样，我就很喜欢和她交

流。她常来学校看望鼓励我们，后来邀

请我们去她们家吃饭看电影。姐妹给我

传福音期间，我一直对神的话不太感兴

趣，心情好了就听，心情不好就不听，

有时还会反感,觉得是封建迷信，觉得这

么多年的成长痛苦我都熬过来了，什么

事靠自己就行了！虽然神的话说的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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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实行起来太难，谁能做到啊！

完全扭转我态度的转折点是在一个

寒假，我每天闲在家里，难免和妈妈吵

架。姐妹鼓励我找个兼职工作，既能挣

些生活费，又能避免成天和妈妈见面吵

架的环境，还能接触社会锻炼。我刚开

始很不愿意，因为我知道工作肯定都很

累很苦，我怕困难的心态又出来了。姐

妹鼓励我要勇敢地面对困难，并且为我

联系教会里一位弟兄工作的酒店，让我

去兼职工作一个

月，做酒店客房

服务，问我愿不

愿意去。我告诉

妈妈我要去酒店

做兼职，不要呆在家里了，当时我说话

的态度也不好，她就发怒反对。我们又

吵了一架。

第二天，我还是决定，与其在家没

有钱又受气，还不如出去打工挣点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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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累一些，只要不和妈妈在一起，还

能有点快乐和自由。告诉妈妈之后，她

还是反对和咒骂，她说：“你去吧！出

了这个家门就别再回来！家里一切都是

我的，有本事一个人走，什么都别带！”

说着也把我的书包扔出了门外。这些话

彻底让我的心凉透了，我对亲情彻底绝

望了！我捡起书包扭头就走，一路哭到

教会姐妹家。

到了姐妹家，她先安慰好我的情绪，

给我做了一碗汤面，还为我准备了一套

干净暖和的被褥，给我装好，并送我去

那个酒店的宿舍，一路上跟我说了很多

注意事项。我终于

体会到：世人的爱

都是出于自私，是

靠不住的，即便是

亲人之间，你不顺

着他的意思，也会

反目成仇，因爱生恨。只有依靠神的话，

才能活出神的爱。姐妹和教会老师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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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无私的爱深深打动了我。当天很冷，

还下着雪，一路上姐妹一直帮我提着被

褥。到了宿舍，我心情还是很低落。她

帮我向宿舍的新同事都打了招呼，帮我

铺好了床。她说：“我要回去了，接下

来这一个多月的工作和身边人的相处，

就是你自己面对了。你可以依靠神，常

常祷告。如果有需要给我打电话。”因

为我出门妈妈拒绝给我钱，所以我是身

无分文的。姐妹给了我一些钱，同时她

也很有智慧，只是给够我一个月每天买

早餐的钱。因为酒店每天管午餐和晚餐，

只需要买早餐就可以了。姐妹说：“这

钱先是借给你的，你要计划着花这些钱。

在这里认真学习，好好工作，领了工资

再还我。我已经和咱们教会的弟兄打过

招呼了，你每周上六天班，星期天还是

可以去教会的。咱们每周还能见一面。”

并且鼓励我：“晚上一定给妈妈打个电

话报个平安，无论她再怎么骂你，都要

打电话说一下。她毕竟是你妈妈，生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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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你，把你健全的养大也很不容易，无

论如何都要尊重她。”姐妹还说：“你

应该感谢神让你有这样一个妈，如果你

学会了靠着神忍耐你妈，这世界上的人

你可能都能忍耐了！”

那天晚上我在心里向神说：“神啊！

我真的服了！我被你无私的爱折服了！

基督徒的爱和我家人的爱简直是天壤之

别。”在那一刻我决定和基督徒和神交

一辈子的朋友。

但当时凭着一时的感动，虽然表面

上觉得应该坚持去教会，但对神的话没

太多胃口，还是会被世界上很多东西和

情感诱惑和影响。后来经历了许多事情，

也受到很多伤害，直到有一天发现世界

上友情和爱情都靠不住的时候，在拼命

的工作上也受到了挫折。在对于世界上

所有感情，所有人和事都心灰意冷的时

候，我才又开始深思:听了这么多神的话，

到底怎么才能改变我的实际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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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的情况是：有时听道会觉得

烦躁坐不住。喜欢听这个姐妹讲，不喜

欢听那个姐妹讲，很多挑剔和不满，和

家人的关系还是不好。每当我听到别人

分享经历神的带领战胜困难，改变她的

生活的时候，我心里非常渴慕那份得胜

的喜乐，希望神也能亲自带领我改变我

的生活状态。

记得有一天我在去教会的路上，在

一个十字路口等车，我当时心里是不想

去教会听道的，打算如果车不来我就不

去教会了！因为

每次听神的话却

做不到会很痛苦。

有些又不太能听

懂或者听不进去，

我就站在那个十

字路口，迫切的向神呼求，我说：“神

啊！你若是万物主宰的神，你若是永生

的神，求你听我的祷告。我现在要去教

会听道了，但我心里不想去，是因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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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我听不进去会很痛苦。但我知道你是

希望我去的，我想听懂你的话，可是我

听不进去。求你改变、帮助我，如果你

让我去了教会，求你让我听进去你的话。

不要有反感的情绪，因为我也真的渴望

像教会的基督徒一样，活得快乐、活得

自由。”那个祷告是发自心底，非常迫

切的祷告。刚祷告完，车就来了。

奇妙的是：那天到了教会，我的心

里非常平安，没有再担心什么了，并且

听老师讲道的时候能够集中精力，听进

去了老师所讲的。我非常感恩，从那以

后再听神的话，都没有心理负担了！我

知道这靠我自己是做不到的，是神听了

我的祷告。之后我愿意继续参加教会的

一系列的学习，直到委身受洗，愿意向

神交托一切，成为基督徒。

依靠神经历改变

受洗前我也向妈妈道歉，她当时也

接受了我的道歉。受洗期间和之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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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住一起，所以那段时间没有什么矛

盾。当时以为道过歉就算解决问题了，

但受洗后还有和妈妈吵架的时候。我发

现这个问题根源在于旧我没有改变。

我在心里深刻地意识到：若只做徒

有其表的基督徒我就有祸了。认识到这

个问题的严重

性，我求神赐我

能力帮我彻底

悔改，改变我对

家人的态度！因

为这几年我的经济独立了，不问家里要

钱了，而且我工作经常在外，妈妈对我

也尊重了一些。

那年元旦去妈妈工作单位看望她，

在去的路上我一路求神给我忍耐的心。

如果她骂我，也不要和她吵架。我给她

买了东西看望她，她特别开心。我问了

她最近的工作和身体的情况之后，耐心

安静听完她所有的抱怨骂人后，我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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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也没有说，心里一直在默默祷告神怜

悯她也帮助我治死自己属肉体的情绪。

听她说完我就给她递了一个水果，我说：

“妈，说累了吧，来吃个水果。”她对

我的反应很惊讶！

因为以前只要她一骂人我心中的怒

火就被她点燃了！就忍不住跟她吵架，

现在我竟然可以安静耐心地听完并安慰

劝导她。她居然说了一句话，我这辈子

第一次听到，她说：“还是有个女儿好

啊！”这句话深深震撼也鼓励了我的心。

在那一刻，我多

年来对妈妈的恨，

完全释放了！因

为我终于体会到

她心底里是爱我

的，可是她没能力控制她的情绪。她对

我的伤害也都是因为不认识神，没有智

慧，无知犯的错误，不是故意要害我的。

她虽然在心灵成长上帮助不了我，但她

毕竟经历了辛苦生养了我，在她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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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把我的肉体健康健全的养活养

大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我饶恕她，怜

悯她，也求天父饶恕我对妈妈的伤害。

那一刻我归荣耀给我至高的天父。

现在再谈起我和妈妈的故事我都是

笑着说的。神扭转我的眼光，让我认识

到这些对我不再是仇恨和伤害，而是帮

助我投入天父怀抱的一块儿跳板。妈妈

当初把我的东西扔出家门，和她的打骂

也使我幡然醒悟！若没有家人的逼迫，

哪有我学习属灵生命的开始。我深刻体

会到了人的感情、包括亲情都是靠不住

的，和对世界的一切情感的绝望，让我

不能倚靠世界，不能倚靠任何一个人，

学习认识倚靠神。

姐妹相处

老师建议我搬进姐妹家住，学习与

他人相处的功课。在姐妹之家要学习很

多新东西，在此只能举一个例子了：比

如做饭用煤气罐，我从来没用过煤气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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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就害怕，觉得像大炸弹一样，随时

会爆炸。还记得第一次在姐妹家轮到我

做饭，前一天晚上我睡不着觉，很担心

第二天中午做饭，不知道做什么，怕做

不好，更怕独自操作煤气罐。姐妹知道

了我的担心，鼓励我说：只要把饭做熟

就行。做饭得慢慢操练，不要怕。

第二天我做了几个很普通的菜，最

后做好了，姐妹们竟然都说好吃，并且

都吃完了。我自己尝了之后也没觉得有

多好吃啊！不过姐妹们发自内心的肯定

和爱，给了我强大的鼓励。我决心以后

认真乐意地跟

大家学习做饭。

以后我再做饭

开煤气罐的时

候，我就不怕

了，我想神一定会保守带领我的，不会

让我因为做一顿饭就被煤气罐炸死了吧，

就算是死了，就死了吧！以后我再也不

怕了！我靠着神战胜了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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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独生子女，从小都是家人为我

预备好一切，什么都不用操心。和姐妹

在一起，很多时候我遇到困难，都是她

们比我还急，帮我弄这个弄那个。有一

次一位姐妹批评我说：“自己的事情要

学会自己处理好。”还有很多关于生活

习惯上的问题也说了我，我很不高兴。

我心里想：你又不是老师，凭什么管我。

你愿意帮我就帮，不愿意帮我也没指望

你帮我，心里对这位姐妹有意见和情绪。

后来老师告诉我，姐妹提醒你也是出于

神的爱。我也发现自己是个不谦虚受教

的人。我听话是要看人的，如果是老师

说我就听，其他人说我就不愿意听。意

识到这样的心态是不对的，我也依靠神，

重新去和这位姐妹道歉相处，从心底里

接纳她，学习向她付出，后来我们很多

问题都说开了。以后我们姐妹之间很多

问题都可以坦诚沟通，并且我们都愿意

互相提意见和建议，帮助对方及时改错

和成长。同时也开始了每周一次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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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会，坦诚分享。我们的说话方式也

在改变着。就算是提些小建议，也会委

婉一些，求问神应该怎么讲才能不伤害

到对方，学习为对方的益处着想，即便

是提意见也要言语得当有智慧。与人相

处只求神属灵的爱，不是凭属肉体的爱。

除掉偶像

作为家里最小的独生女，我从小家

里有很多玩具，尤其是洋娃娃，就有十

几个，听我妈说我

满月的时候我表姐

从北京带给我一个

高级洋娃娃，从那

时起就非常喜欢洋

娃娃。从小最喜欢

玩的游戏就是当小老师，让娃娃们坐一

排，给洋娃娃们上课。可能从小缺乏安

全感，晚上睡觉也都必须抱着洋娃娃睡

觉，从小的愿望就是：以后我要是买了

自己的房子，一定要买一屋子的洋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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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大学住校都是带着娃娃去的宿舍，

当时宿舍女生也有带毛绒玩具上学的，

所以也并不奇怪。直到毕业后和姐妹们

同住都是带着我的洋娃娃，一直跟了我

快二十年。我只要在家就爱跟娃娃玩儿

跟它说话，给它做衣服什么的，完全陷

入沉浸在另一个自我世界里。

直到有一天老师讲了一篇除掉心中

偶像的讲道，我心里咯噔一下，觉得说

的就是我，心里忐忑又羞愧。课后果然

老师找我谈话，老师问我：“你知道今

天讲道的内容是什么意思吗？”我说：

“老师，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

么！但要我丢弃跟了我十几年的洋娃娃

我还是特别伤心和不舍。”我说：“老

师，这个娃娃价格很贵，再说它还没坏，

扔了怪可惜的，而且有这么多年感情了，

能不能送回家压箱底，以后不玩了！”

老师说：“不行，不能送人，不能带回

家，要立即处理，扔垃圾堆。”我就哭

着说：“扔了它太可怜了！”老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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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理解你的感受，但你已经这么大了，

都成年人了，被一个假的玩具影响，时

间都浪费在它身上值得吗？你不扔掉它，

被它捆绑，神不

喜悦你这样的

生命，我更在乎

的是：你的属灵

生命才更可怜！

被捆绑的属灵

生命将一事无成！不要忘记你的身份是：

基督徒。你想想孰重孰轻吧！你该长大

了，小时候所谓的的“玩具啊，开裆裤

奶嘴儿啊”这些旧习惯统统扔掉吧！”

然后带着哭兮兮的我一起做了一个深刻

痛悔的祷告。

回去之后第二天我就开始收拾处理

我的玩具，不收拾不知道，一收拾还真

多，收拾了好几包，就统统打包丢掉，

包括家里珍藏的一些以前喜欢的明星的

明信片海报啊碟片磁带，明星出的书啊

什么的都彻底清理干净了！雅伟父神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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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大能的手引领着我突破了捆绑我二十

多年的旧习惯！除此之外我也在反思我

生命中还有什么是我和神之间的障碍的，

我就一一求神赐我能力除掉。之后神也

透过我帮助我姨妈丢掉了她家里拜的菩

萨和佛像，也让我在少儿教育的工作中，

教导帮助小朋友上课不能带玩具进教室，

学习不能分心等的道理，也得到了很多

的鼓励和喜乐。

通过除掉心中所爱的玩具这件事，

我学会了一个属灵功课：什么影响捆绑

你，在你心里你爱

什么超过爱神，那

可能就是你心中的

偶像了，要立即认

罪悔改，该除去的

除去，该控制的控

制。及时调焦在神的身上，但也有些习

惯是好的，比如爱健身，爱做饭等，但

如果过度投入时间精力在自己看似好的

喜好上，也会陷入其中，被捆绑，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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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神，次好的就代替了上好的！

申命记 7:9 节说：“所以你要知道

雅伟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

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

千代。”

我们有主耶稣这么好的一个榜样，

只要我们做一个顺服听命的人，没有什

么困难是突破不了的。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