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 聞

会 闻 精 意
“会闻”二字，按字面解，是教会的新闻。
然其精意却另有所指。
按“闻”字可作三种说法：用鼻闻、用耳闻、用眼闻。
或有人说，用鼻闻，用耳闻均有事实证明，
用眼又怎么能闻呢？这里就包含着精意了。
很明显的证明：当我们接到这个刊物时，
岂不都是用眼闻么？唯有不识字的，才用耳闻。
这样，谁能说眼不会闻呢？
眼、耳、鼻虽皆会闻，但"会闻"还得研究研究。
主说：
“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
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太 13：14）
。
这样的眼耳就不会闻了！
与此相反的才是会闻的耳目。
又说：
“圣灵所说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启 3：22）
。
这当然是指灵耳，以撒闻了香气就给雅各祝福，
耶和华闻了香气，就为人类后悔，这也是指灵鼻说的
（创 8：21；创 27：27）
。
神是活人的神，惟活人的眼、耳、鼻、灵才会闻，
死人的眼耳鼻灵就不会闻了。
故大家接到这本“会闻”
，须以祈祷的心看，
必会“闻故而知新”从字句中采取精意，
从沙粒里淘出黄金，
勿因辞粗而害意，勿因句俗而忽略精神，
这样的看“会闻”才算真会闻了！阿们！（太 15：2）

阿们！哈利路亚！
（摘自：大道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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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百期向未来
——《会闻》复刊百期感言
时间的脚步真快，悠忽之间，从八年前《会闻》月刊的正式复刊，到今天她已经整整走过了一百期。
无论以何来作计量单位，当数字从一到百的时候，都会有了一定的厚度和积淀，故此也就有了值得纪念的
价值和意义。回顾百期历程，让人不胜感慨，因为《会闻》就像是我们的孩子，我们亲自见证了她成长的
过程，这其中有苦也有甜。而在我们心底涌动更多的是无限的感激。首先要感谢的就是慈爱的圣父，是他
把生气再次吹进了这本历史性的刊物，才使她及时复活，展现出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其次也要感谢本会那
些灵性美好的工人，是他们按时从自己灵怀里挤出纯净的灵奶，才赋予了这本刊物属灵的价值和丰富多彩
的内容。最后更要感谢总会一直以来的关心以及灵胞们一如既往的支持和鼓励。正是倚赖这些有利因素，
才使《会闻》月刊在复刊以后不断的成长成熟，一直走到了今天。
《会闻》月刊的发起，要追溯到上个世纪前半叶，她创刊于民国三十年九月一日，当时
是在上海的极司非而路发行。那时正值抗日战争进入艰难的相持阶段，在那个艰难四迫的时
期，物价飞涨，工料高贵，办刊物的难度可想而知。然而，为了传播本会的真理，让本会灵
胞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有源源不断的精神食粮可以供给，本会早期的工人们舍生忘死，日夜辛
劳，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遭遇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危险，终于在经历产难之苦后，使这本
刊物如初生的婴儿呱呱坠地。为了使她能够顺利成长，这些爱主的工人们又付出了无数的心
血、汗水和泪水，曾有多人先后被下监，遭毒打和迫害，在魏监督的《达“会闻”先生书》
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述。因此，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刊物，有声，有色，有血有泪。今天，当
我们再次捧起她的时候仍可以感受到她的沧桑与厚重。可以说，她是本会前辈们爱神爱人的
历史见证，也是留给我们后来者的一笔宝贵财富。
《会闻》诞生至今已经整整有六十八个春秋了，中间因为恶者的加害停刊了许多年日，
好像夭折的孩子被安放在坟墓里暂享安息。当历史的时针指向 2001 年 3 月 25 日，神终于使
她荣耀的复活了，并且发出了复活后的第一声呐喊，从此就一直陪伴我们左右，成为我们的良师和益友。
当我们被异教之风迷惑时，她就谆谆教导，循循善诱，为我们带来真理的吗哪，坚固信仰的根基；当我们
被困苦患难包围时，她就排忧解难，随时帮助，为我们送去心灵的安慰，点燃希望的火种。在黑夜已深的
时候，我们打开她，那一篇篇闪耀着真理光辉的大道，就像灯塔一样照明前进的方向，指引我们要拣选生
命，莫自伐其善，忍耐等候；在打盹困倦的时候，我们翻阅她，那一首首精悍的小诗，一个个感人的见证，
就像身边吹角呐喊的人在督责我们要时刻警醒，努力前行。八年来她和我们风雨同舟、并肩而行，一起见
证了教会在妆饰整齐过程中所经历的艰难坎坷、荣辱辛酸。时至今日，她已经完全走进了我们的信仰生活，
成为我们离不开的知心朋友。今天，在父神的眷顾下，她的智慧和身量并人喜爱她的心都一齐增长。相信
在以后的日子，她也必将以惠泽众人的超凡荣美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希望本会教友都能像婴儿爱慕纯净的灵奶一样来爱慕《会闻》，孜孜不倦学习，反复揣摩思想，并且能
够人手一册，精心保存，加意爱护，万勿随流失去。要知道这小小空间里凝聚了工人们多少的心血，方寸
之中承载了父神多少殷切的期望啊！故此大家接到这本《会闻》，须以祈祷的心看，从字句里采取精意，从
沙粒中淘出黄金，勿因辞粗而害意，勿因句俗而忽略精神，这样的来看《会闻》才算是真“会闻”了，也
才能从中真正受益。
回首百期，我们看到的是父神在风雨中一直扬起的爱旗；展望未来，我们感到的是沉甸甸的责任与使
命，我们衷心希望本会同灵不住地为《会闻》代祷，希望灵智高深的圣徒惠赐佳文，希望有经验的同工提
出宝贵意见，更祈求慈爱的圣父祝福她使其尽善尽美、无瑕无疵，如同生命河一样，始终流出甘甜的活水，
令众多鱼儿活在其间，并且改变恶劣的土质，使生长在两岸的无花果树永远不落下未熟的果子，直到主来
的那日！
阿们！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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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闻》，我的挚友
—— 献给《会闻》月刊百期纪念
我的挚友
还记得初次见你时
我灵里是一个婴孩
虽然信了真教会
但对教会一无所知
对真理懵懵懂懂
那一日我看见了你
也是你复刊后的不久
实在说
我看你真是那么的陌生
无法读懂你
高深的文章让我止步
字句似乎明白
精意却不知所云
我好像面对一个智者
深感自己的卑微和浅薄
我的挚友
在以后的日子里
我们每月见面
渐渐地觉得你不再像初见时
那样的难以亲近
心灵里越来越羡慕你
饥渴你仰望你
曾经让我以为深奥难懂的文章
成了我饮食的来源
作了我前进的明灯
力量的源泉
更使我藉着你
了解了真教会
听见了神在教会中发布的号令

明白了时期
知道了当做的工
我的挚友
和你经历了多少日夜交往的晨昏
在我忧伤时
你是抚慰我的温暖之手
在我艰难时
你是鼓励我的慈母之眼
在我灰心时
你是激励我的勇士之剑
在我孤独时
你是陪伴我的同行之客
我的生命之旅因为有了你
而不再平淡
你就像一颗树栽在了我的心田
随着时间的流逝
不断地成长
那片片绿叶
就是我们友情的见证
那累累硕果
就是我们爱情的结晶
我的挚友
当我初次走进你里面时
我的笔是那么的幼稚
我的言语是那么苍白
而你用宽厚的胸怀
接纳了我
用你深切的期望
等待我的努力
那是一段水乳交融
蜜意情浓的日子

因为有了你的激发
我才有时时耕耘的勇力
你给了我一片天空
让我自由翱翔
你给了我无垠的大海
让我畅游其间
自此以后
我与你生死与共
荣辱同享
牵挂着你的牵挂
思念着你的思念
快乐着你的快乐
忧愁着你的忧愁
我的挚友
不知不觉中
你已经满了百期
在今天我灵里艰难的时候
你用生命的号角吹响了
前进的目标
我深知你会一如既往
相伴相守与我同在
也许前面还会有许多的拦阻
也许前面还会有许多的坎坷
也许前面还会有许多的危险
也许前面还会有许多的艰辛
只要有你
我的心就会安稳
只要有你
我的灵就会欢畅
安心地与你一路走去
终有雨后彩虹的美丽
阿们！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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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闻》百期回顾
阿们！哈利路亚！在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之下；在真耶稣教会全体长执灵胞们的关心、帮助、支持、
鼓励和积极配合下，真耶稣教会《会闻报》于 2001 年 3 月 25 日复刊（因日寇侵占上海时曾将会闻社捣毁
而停刊）到如今，已经整整一百期了。在这八年多，一百个月斗转星移的变迁中，
《会闻》以她独有的馨香
按时飘向各个山谷，按时放香在父神众多儿女们的心间。像昔日一样，为大家送去灵粮，带去安慰，及时
而周详，荣神也益人。更为本会每一时期的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经上说：
“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一个时期就有一个时期的工作。记得 2000
年一过，许多人的信心一下子由沸点降到了冰点。由于新郎的迟延，生活的艰难，再加上沉沦之子的离道
叛教，许多信心不坚固之人的离去，使各地本会都不同程度的陷入了极度软弱、荒凉和瘫痪的地步。然而，
人们要生存，教会要发展，父神所托付的重担还得继续担起来、扛下去。就在这样一种极度艰难的景况下，
《会闻》与大家见面了。并且在首期的首页上，魏长老向全会发出了“《自养》是本会生存与发展的大势所
趋，势在必行”的号召。守望者的号令所向，就是真神的旨意所在。因此，各地本会纷纷贯彻落实自养方
针，关于自养方面的一系列报道就成了我那一时期的主要工作。我也蒙神恩待成了教会的记者，亲自见证
了《会闻》由新生到一百期的全过程，同时，《会闻》也见证了我灵程路上成败得失的全过程。
历史是要有人来书写的。那时的我，因为号角的急促声，深怕自己赶不上了，所以，心中的焦急自不
待言，都化作了行为表现了出来，积极参加教会的各项活动（包括重活、脏活、累活），当时我觉得我就是
最晚才进葡萄园做工的那一个，无论做什么都觉得应该，不然就再也没有报恩的机会
了。人有愿做的心神必悦纳。因此，在父神的爱怀里，我无忧无虑的成长着，进了梦
寐以求的唱诗班，又特别幸运的做了本会的记者，与长老们出现在各个教会，外在的
风光，内在的变化，人们羡慕的目光和许多称赞的话语，渐渐地我骄傲了，随之而来
的就是神能力恩赐的渐失，
《会闻》上我的稿件越来越少，既使有几篇也明显的缺少了
以往的感力。那时我才知道，我能力的源泉是源自于天上的众光之父，而不是自己。
我就象浪子一样直到耗尽资财才迷途知返。
失去的好东西，如何能再找回来？我所欠的债，主若不亲自赦免我又如何还得清？
这始终是我心中的一个痛。不做吧，还觉得有份责任在心中，做吧，又力不从心的样
子。但我心深知父神没有丢弃我，他始终给人以指望，始终给人以机会，叫人不至于
退后入沉沦。就在这一时期的祷告中，始终有这样的感动：
“你要思想你是从哪里坠落
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
。我的心仿佛提前来到了审判台前接受了审判。我说：
“主啊！当我觉得做的太多的时候，在我觉得骄傲的时候，当魏长老劝我多浏览些书
籍充实一下自己而我不以为然的时候，这些都是导致我坠落的地方啊！使我与众不同
的是谁呢？使卑微人升高的是谁呢？我竟丢弃了起初的感恩报恩之心。”我也想起起初
的事就是每当要写一份稿件时，夜里挑灯，热心似火，组织美言颂赞讴歌你的时候，
你和我亲密无间的合作，美妙无比，感恩不尽。
就在前几天，我意外的收到了一份对我来说是最珍贵的礼物——从第一期到现今的所有《会闻》。我如
获至宝，并在一夜之间一口气看完了几年前我所写的稿子，心中的感慨无以言表。也就在此时，教会通知
我《会闻》一百期了，要发个特刊以表祝贺和感恩的情怀。我就在心里说主啊！这是你爱的延伸，是你恩
的绵延，你启迪我心叫我明白而懊悔，又在暗中为我运作这一切的美事，叫我不被软弱压伤，不被痛心刺
透，再一次燃起我生命的指望，让我有了追随你和报答你的新契机。因此，感恩的心就更加强烈了。主啊！
不要再远离我，因为我属你。除了你我没有指望，看不到你我有眼也如同瞎子，得不到你我虽活着也如同
死人。
亲爱的灵胞们！本会的发展，健全与完善都是有目共睹的，
《会闻》作为圣灵工作的一块前沿阵地，也
起到了指路牌和航标灯的作用。唯独我们每个人也要在自己的责任范围内殷勤不倦，与圣灵同步，与真神
同行，如此，才无愧于真神的托付，无愧于自己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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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沦为森格
引 经：（传 11：3）；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
前 言：
所谓森格是指那些树木质的人。魏监督说：
“自亚当堕落以后，人的灵魂也都变了原质，有的仍是人质，
有的成了兽质，有的是树木质”
，这树木质的人是形容一般麻木不仁的人。
在现在本会向全会众敲响了警钟：
“要拣选生命，莫自伐其善，忍耐等候”的时候，是人质的反应就是
警醒、谨守，加紧灵修、竭力前进；而树木质的反应就是无动于衷，毫不在意（太 11：16-17）
。
传道者说倒下的树，倒在何处，存在何处，末后有些人的信仰老化得就如同这死树一般，无论号声再
大、再急促、再威严，听见如同没听见，依然故我（箴 26：9）
。
信仰应该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向“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新人渐近，若是越信越退到树木质了，
可以说灵程止步、灵魂衰竭，死水一潭。倒下的树有什么结局？就是等着焚烧。一个退后沦为森格的信主
之人，将来若是收获灭亡岂不是比世人更可怜吗？
今天是艰难的时期，也是我们灵里常会软弱的时期，很可能因软弱就退到森格，一旦退到这地步，对
灵修就会提不起精神。宗教讲究的就是精神，若失了精神，信仰也坚持不下去了，即使还在信主，不过是
身体的事工，得不到灵里的造就，我们不得不警惕啊！
凡爱惜生命的人都当常常察看自己，免得沦为森格而成了没有指望的人（传 9：4）
。

一、森格的表征：
（太 13：14-15）
1、油蒙了心：
人的心是万事的发动机，经上说：
“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箴 4：23）；我们对信仰的态度完全取决于
自己的心。油蒙了心，那就是心里迷糊（来 3：10）
；人心里迷糊地来信主，就不知道为什么信，怎么信，
只知道进了真教会，来聚会、祷告、跟着学习，不明白这么作对自己有什么益处？更以为这么作了就算是
信仰成功了，所以，无论教会进入什么时期，吹什么号角，都是一付无动于衷的样子，好像事不关己，依
然我行我素，什么要长进、要追求、要竭力、要恐惧，在他们心里激不起半点波澜，实在说不懂，也不想
懂。这种人是心灵机构极其迟钝的（传 8：5）
；也可以说是愚拙而不知爱惜生命的（耶 36：20-24）
；正像
死树那样进了教会只是原地不动，不晓得走活人之路。
2、耳朵发沉：
主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当听”（启 2：29）
；可见神造我们的耳朵是用来听主的
话的。但是末后教会有的人却掩耳不听教会的生命之道（提后 4：4）
；如同耳朵发沉，把听觉给挡住了。之
所以耳朵发沉，在有些人以为是有理由的，信主多年，常常听道，反来复去，到今天都觉得自己早有了、
明白了，何必再多讲呢！人若以为听够了，当然拒绝再听，于是对教会的号角便充耳不闻（耶 7：13）；把
关乎生命的警戒当作虚空的话（申 32：46-47）
；像那死了的树空受雨露的浇灌。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诗 119：105）
；人若耳朵发沉不听从，就会迷失方向（箴 10：17）；作恶以为行善，必要失丧生
命（箴 14：12）
。
3、眼睛闭着：
主说：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
（太 6：22-23）。
眼睛是用来看清事物的，人若眼睛闭着那就和瞎子一样，在黑暗里走，不知道要往哪里去（约壹 2：11）。
末后是危险的日子，不论是世界还是教会都有不法的事，而且越来越多（提后 3：1-5；太 24：11-12），眼
睛闭着不能分辨善恶，主说“观果知树”
（太 7：15-20）
；是要我们睁大
眼睛啊！末后教会中有个别人不过是打着“真”的旗号来满足自己的私
欲罢了（彼后 2：1、3）；想要不上当，就该眼睛睁开看清人的行为。若
是以为进了真教会是人都可以跟从，那一定不会去察看别人的行动作为，
很可能把强盗当主去跟从，而把生命的主当罪人弃绝了（约 10：8；约
18：40）；如同死树那般不晓得哪是栽它和砍它的。瞎子的结局就是落在
坑里啊！（太 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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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何会沦为森格？
1、对信仰的认识不清：
有些人口上说信主为得救，其实心里一片茫然，他们所以为的得救是信仰的目的，不过是教会传讲的，
而不是自己发自内心靠圣灵追求认识得着的，因此，看上去信了好多年，也为教会作了好多工，却始终处于
身体的表象，灵性丝毫没有长进。一个人灵性不长，对主必然毫无感情，更不会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
可喜悦的旨意（罗 12：2）
；仅仅满足于求饼得饱的信仰，要再进一步追求，就不肯了（约 6：60、66）。教会
的号角都是激励我们灵里的奋进，对一个不在乎灵性的人、且对信仰的认识不明的人，哪里会有作用呢？
2、懈 怠：
懈怠就是松懈和怠慢，在行为上的表现就是凡事马马虎虎、敷衍了事、漫不经心。大概人的认真、谨
慎只能维持一段时间，时间一长，就会松懈、懒散。许多人的信仰到今天都属于老信徒的行列，但随着信
仰年数的增长，有的人在属灵的一切事工上不是日日进步，而是渐渐退后。经上要我们属神的人过敬虔的
生活（多 2：12）
；魏监督说：
“
‘虔’是在心里悟性中不住地祷告，
‘敬’是在形式上有严肃庄重的榜样”，
这是叫我们该如何地严谨和慎重啊！是一丝一毫不差错的样子。看今日有的人聚会迟到 、祷告匆忙、学经
懒惰、唱诗有口无心，自己当在教会所作的工草草应付。懈怠是源于人的贪图安逸、不肯吃苦。我们想要
拣选生命那是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徒 14：22）；若一懈怠，就会让人不愿走这道（箴 26：13）
；于是就对
号角麻木不仁了。
3、自 欺：
自欺就是明明自己没有还以为有。经上说：
“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来 12：14）；圣洁就是与神的性情
有份（彼后 1：4）。我们不自欺地说目前尚未达到，这是我们对自己该有的清醒认识，甚至说，在末后魔鬼
极其猖狂的今天，成圣让我们觉得欲行无力，就是那种心里愿意效法基督，肉体却软弱的状态（罗 7：18）；
很多时候体贴了肉体，放纵了情欲。有的人多年修成的德行，在今天都被恶者偷去了，快成赤身了。可见，
我们的“有”是指灵德，而有的人却以为信仰的年数、地位、职分、劳苦才是“有”
，根本不懂得察看自己
里面是否有善，里面空空如也却仗着外面的一些事情就认为是得着生命的凭据了，既以为得着了，教会再
吹号也于己无干，所以任号声紧吹，还是坦然自若。

三、怎样不沦为森格？
1、警醒祷告：
主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太 26：41）。人一旦受了迷惑就分不
清真假、善恶、是非、对错、好歹，那就沦为森格了。
警醒是因为末后撒旦常常会来撒稗子，那些懈怠的念头、自以为得着的想法、
对信仰麻木的态度，无所谓的心思都是那恶者所撒的稗子，我们若不警醒，就会以
恶当善，将稗子当麦子种在心田里，以至对信仰、对神越来越淡薄，直到毫无感觉
成为“死树”。
祷告是叫我们随时得着从上面来的智慧和能力，胜过那恶者加给我们的各样拦阻（林后 10：4-5）。我
们的心灵机构要灵敏才不致沦为森格，而灵敏的心灵机构就来自祷告，当我们能靠着圣灵时时刻刻地与神
保持交通，就能除去一切私念杂念，心里清洁而不会迷糊，灵耳开通（赛 50：5）
；心眼明亮（弗 1：18）；
知时、明理，听从号角走完天路。
2、操练敬虔：
主说：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约 4：
23）。敬虔是内心的诚实，是对神的真心实意，这种感情源自感恩（来 12：28）
；是主的爱在我们里面的激
励（林后 5：14）
。之所以要操练，是因为我们往往会因世俗的情欲、自己的私欲而失去了敬虔，沦为像树
木质的人那样面对主的大爱，心里都不会在意了，这种人信仰时间越长，和主的爱情越冷淡，打不起精神
来热心爱主，甚至回想主恩也觉得淡而无味。失去敬虔的信仰生活就会成为法利赛人式的假冒为善（提后 3：
5）
；一切的侍奉都在乎表面的应付。
操练敬虔就是叫我们常常挑旺心里面的刚强、仁爱和谨守（提后 1：6）
；恢复我们初信时与主的恩爱（耶
2：1-2）
；振作我们敬神、爱神的精神（赛 40：31）；以至得着今生、来世的应许（提前 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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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要有上进的心：
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
，我们要成圣，要进天国，自己必要有上进心，这个上进心就是催促我们竭
力追求的动力。主耶稣要我们“尽心、尽力、尽意、尽性侍奉神”
（可 12：30）
；
“尽”是出其所有，这就是
主对我们信仰态度所定的标竿，我们还未做到。如果缺了上进心，就会以自己已有的为满足，一旦满足了，
就像死树那样不肯挪地方，再也不愿前进了。主说：“手扶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路 9：62）
；一个
自满的人即使看上去还在为主作，还在继续自己的信仰，不过是维持表面，灵生命不能长进。我们要知道
“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入的”
（太 11：12）；努力就是“尽力”
，就是上进，如同保罗“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竭力追求”
（腓 3：12-13）
。灵程是该随着信仰的年数不断长进的，而不能成了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的死树
一样。我们要有上进的心，才能用“竭力”持守里面的生机，使我们如活水江河直涌到永生。

末了的话：
经上说：
“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
（来 4：
1）
。今天剩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我们是有福的，但也当恐惧战兢，时时警醒谨守，要睁开心中的眼睛，
要听从教会的号角，要跟上教会的时期，要赶上教会的步伐，不能退后沦为森格，作糊涂人，成为漠视生
命的愚拙人，最后被涂抹掉生命册上的名字，该是多么悲惨的结局呢！所以，在这末后一点点的时间里，
当靠着圣灵，努力恢复原有的新人格，直到洁净像主而能见主的真体（约壹 3：2-3）；承受神的应许。阿们！

乌海献堂灵恩会感言
就在石炭井本会学习班刚刚结束，那绕梁的歌声还在耳畔回响，心中的火热还在热烈地膨胀，大家还
沉浸在学习班“紧张有序”的属灵气氛中，我们为拉撒路安贫乐道的精神而喝彩，也为自伐其善者的悲惨
结局而深思，长执们那掷地有声的警戒劝勉还在耳际阵阵回响，感恩的心语还在声声传讲的时候，慈爱的
父神又施厚恩于我们，他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滴下脂油的路径恩雨绵绵不断，在这西北大地上一降再降：
今天真耶稣教会乌海本会在真神大能的保守和预备中，隆重举行献殿仪式，这又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是一个令西北人为之欢呼雀跃的日子，是载入真教会历史史册的时刻，我们恳求父神和天上的使者和我们
共同见证这一伟大的时刻。
此时此刻，我们心潮涌动，心中充满了不尽的颂赞，此情此景，我们热泪盈眶，
眼底流露出无限的感恩，颂赞的歌声因兴奋而高亢激昂，感恩的心语又因激动而哽咽
在喉。慈爱的父神啊，让我们发出如众水、似大雷的声音来称赞你！我们称赞你天堂
之约的真实和美妙；我们称赞你救恩之杯的丰盈和久远；我们称赞你履浩瀚之海、行
奇妙之事的拯救；我们称赞你使百难全解、令万国同合的贤德。主啊，你为自己召选
合宜的百姓，在乌海大地撒下真道的种子，灵风吹拂、灵雨滋润、灵恩丰盈、灵果飘
香，一件件神迹异能使真道四方传扬，一个个大能见证使主名遍地芬芳，十余年来，
乌海这朵奇葩，似沙仑的玫瑰、如谷中的百合，虽经历坎坷而傲然屹立，虽多受磨难
却依旧清纯，无数的乌海儿女为振兴教会而呕心沥血，为捍卫真道而不畏强权。今天他们终于拥有自己宽
敞明亮的会堂，并用精金宝石和美玉加以妆饰，呈现在你面前，这其中有过多少汗水和泪水，有过多少困
惑和迷茫，有过多少心酸和苦楚，有过因纷争而被魔鬼加害的无奈，也有过因团契而受父神恩佑的欢欣，
一天又一天，身量在不断地增长，一年又一年，灵宫在不断地建造，他们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软弱变
刚强，从婴孩到成人，一路走来，磕磕绊绊，摔摔打打，在风雨中成长，在艰难中造就，这都是您的圣手
揽抱和搀扶，您的圣眼垂怜和眷顾所使然，因为您欲使他们成就救灵的大工，就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使其处路不通，所意不适，如切如磋，如琢入磨，以达圣洁高远、志坚灵达、成全完备的高尚品格，您如
此地宝爱他们，您这般地恩待他们，他们怎能不俯伏在您脚前、依偎在您身边？他们怎能不为荣耀您的名
而奔走呼号？怎能不为兴旺您的殿而甘心奉献？怎能不为报答您的厚恩而牺牲一切？怎能不为成全您的旨
意而甘愿舍己？怎能不像保护自己眼中的瞳仁一样去呵护这至圣的所在呢？怎能不竭力维护使之成为一片
真正的净土，维系一方安宁与和谐的因素去化导世界而做光做盐呢？
为此，圣父啊，就求您纪念凡为你建殿付出过辛勤的汗水和劳苦，为你的居所费财费力、切切祈求、
默默奉献的乌海儿女，求你使他们在你殿中做柱子，在你城墙有名号，使得救的人数天天加增，为他们预
备通达的道路，保守他们在这艰难之中胜过不得已的时候，更赐他们合而为一的心，团结在教会组织的周
围，和睦同居，彼此团契，并在你“拣选生命、莫自伐其善、忍耐等候”的号角之下，谨慎自己和自己的
教训，恒心行善，努力灵修，藉有形的圣殿去修造无形的灵宫，最终达到妆饰整齐的目的，以至体圣魂圣
灵圣，毫无缺欠、成全完备，坦然无惧、安然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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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神
精神是指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活力、生气。属灵人是应该有精神的，那种爱神、敬神的精神，也就是说
我们到教会朝拜神总是要热情洋溢的，而不应该死气沉沉的样子。
可是，看看末后教会的状态，有些人越信主越没了精神，无精打采的，勉勉强强的，似乎是迫不得已
继续自己的信仰。
不否认说今天信仰进入了艰难的时期，必然对我们会有所影响，按着肉体说，多年来的侍奉事工使人
觉得疲惫，再者长久的重复工作也让人深感单调。
开始信主时非常热心，那是因为一件事刚开始呢，觉得很神秘，很新鲜，也有起初的
信心，所以愿意投入大量的精力，看今天那些很积极的人，有些是初信的，在道理上很追
求、总以为自己不明白缺乏的，也有些是才信的。
可以说，按着教会的状况讲，现在反倒是比较在后的地方更有上进的热潮，而在前面
的却打不起精神来了。
我们都知道，凡在上升期的时候，必定充满活力和生气，聚会积极、祈祷恳切、学习
如饥似渴、作工踊跃。
但是，过了多年，这种信仰的新鲜和神秘感消失后，精神也随之逐渐的减少和失去，然后就是懈怠，
那种懒散的氛围充满着教会，虽然还在例行公事地信主，里面已经缺少或没了活力。
按道理说，人越信对主认识越深，然后与主感情越深，交往越浓厚，应该是精神上越积极的，可是现
实是，有些人就是越信越没了精神，越信越与主远离，似乎和主的蜜月期过了，现在已经失去了当初的浓
情蜜意。
这是撒但在人心里撒下的稗种啊，如果人不警醒，渐渐就被它所掳掠，我们对神的感情会越来越淡薄，
直到我们彻底的心不在焉，信仰终结。
圣灵在现今看出有些信众的不足，因此才亲自藉着教会的号角唤醒我们，叫我们振作起来，叫我们恢
复从前的热心、活力、生气，也就是焕发出精神来，走好我们最后的路程。
深愿我们都肯听从号角声声，也深愿我们想念起初与主的爱情（耶 2：2）
；不要违背了我们与主所立的
誓约：“此生归给主，此身属于主，此心专一主”（罗 12：1）
，不要践踏了神圣的爱情（来 10：29）。
主的爱永不改变，我们对主的爱也当坚如磐石，“爱情如死之坚强，众水不能息灭，大水也不能淹没”
（歌 8：6-7）。
人心里有了爱情的激励，就会精神振作，力量自生。
主来的日子是迎娶我们的时候，如果现在我们已经失去了与主的爱情，他来时怎么会娶我们呢？
今天昏昏沉沉地信着主，放荡、邪僻、软弱、退后，把该给主的爱情给了世界、情欲、私欲，等主来
时就该被主抛弃了。
艰难才考验我们爱主的心志呢，也试验出我们里面对主的认识，所以，打起精神来，继续尽心竭力地
侍奉神，跟着主的脚踪，向着主的标竿一直往前，直到见主。

阿们！哈利路亚！

编者的话：
亲爱的灵胞们，感谢真神的厚爱，
“会闻”又和你见面了，愿“会闻”专刊能成为你
知音的朋友，并且愿“会闻”能给你送去吗哪，带去希望，坚固信心，得到安慰。同时
我们真诚盼望，全会有热心的教友们，能积极踊跃投稿参与“会闻”，将神赐给你的智慧、
聪明、展示出来，荣耀真神，使我们的“会闻”能更有特色，越办越好。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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