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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京宏弟兄生平 

康京宏弟兄生于主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二○一○

年七月十八日安息主怀，离世归到他一生所爱并忠信服事的

主那里。 

弟兄生长于中国北京，家中排行第三，从小资质聪颖，博学

广志，主动自发，开朗乐观；为人真诚直爽，心地纯诚不掺

虚假，富怜悯心乐于助人。一九八六年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

（今北京科技大学）。九○年来美，就读于东伊利诺大学

（Eastern Illinois University）数学系。一年后转到妻子王

青所在的维吉尼亚科技大学（Virginia Tech），继续攻读博

士学位。毕业后全家定居北维州 Fairfax，与妻育有三子，

家庭生活和谐美满。 

初抵美国，为了学习英语，弟兄遂与基督徒接触，开始阅读

圣经。主话让他觉得扎心，便如饥似渴爱不释手，得救前就

已将圣经读完数遍。一九九二年，不顾妻子反对，受浸归入

主名。受浸之后，弟兄生命有奇妙的大改变，妻子从他身上

看见神的作为，随后也蒙恩得救。 

弟兄得救后，益发渴慕认识圣经，虽不甚懂仍天天钻研，他

写下问题七十余条，却无人能够完全清楚解答。后藉维州科

大曾弟兄帮助，疑惑一一解开，从此，康弟兄进入主的恢复。

九四年，第一次参加冬季训练，因沿途访问受接待，看见基

督身体的荣美。训练中接触到大量属灵书报，如获至宝。当

时虽然生活拮据，仍出代价购书。往后每年夫妇两人坚持参

加冬季训练，直至九八年次子出生。工作后经济条件稍有好

转，他立即斥资购买整套《倪柝声文集》，利用通勤时间阅

读，如痴如醉扎进职事话语，蒙主怜悯能过目不忘，从此为

真理装备构成，奠定日后传福音并喂养人的扎实基础。 

甫从得救起，福音的火在他里面不断焚烧。他积极传扬福音，

为灵魂迫切祷告。凡他所接触的人，几乎都是他的福音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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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与他亲如骨肉一批批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二○○五年，

他从弟兄们领受负担，开始校园福音工作，从此在自家和三

个半小时车程外的校园之间频繁往返。他不仅传扬福音，更

活出福音。这些交换学生是他心头的宝贝，他顾到他们生活

学习各面的需要，利用各种管道拉近彼此距离，好让主话能

栽种到学生心里。寒假期间宿舍关闭，他为学生安排接待家

庭，多数学生在弟兄姊妹们爱心的服事下心被恩感从而得救。

对于康弟兄而言，传扬福音，为主说话，带人得救，是他的

人生乐趣和意义。因着他传扬福音而得救的人无以计数。 

康弟兄爱神，爱人；不爱世界，不爱自己。他衣食简朴，一

点不讲究。不为自己积蓄，却全数花费在召会、福音，和有

需要的弟兄姊妹身上。虽然自己的生活不尽一帆风顺，却少

有怨言，反而凭信往前。他也有份召会的饼杯服事，并网络

上福音论坛的服事。他殷勤、劳苦、忠信，直到路终，是众

人的榜样，是这世界所不配有的（希十一38）。 

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林前八3）。靠主恩典，

康弟兄在地上度过了短暂却得胜的生活。如今，我们的弟兄

歇了他在地上的劳苦，安息在主怀里。那美好的仗他打过了，

当跑的赛程他跑尽了，当守的信仰也守住了，从此以后，有

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提后四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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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GRAPHY 

Brother JingHong Kang was born on December 29, 1964. 
On July 18, 2010, he went to be with the Lord whom he 
loved and faithfully served throughout his life. 

In 1986, Brother Kang graduat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In 1990, he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study in a graduate program for 
mathematics at Eastern Illinois University. When Brother 
Kang arrived in the U.S., in order to practice his English, 
he began to meet with Christians and read the Bible. The 
Lord's words pricked his heart. He became hungry for the 
Word, and read the Bible twice before he was even 
baptized. In 1992, he was baptized despite his wife's 
disapproval. After Brother Kang was born again, his 
person changed. Once Sister Wendy saw how the Lord 
transformed him, she believed in the Lord and was 
baptized. 

After Brother Kang was baptized, he became even 
hungrier for the Lord. Even though there were portions 
that he did not understand, he persisted in studying the 
Word. As he pored over the Word, he came up with over 
70 questions that no one could thoroughly answer. A 
brother in the recovery at Virginia Tech helped to answer 
all of these questions and since then Brother Kang started 
to meet with saints in the Lord's recovery. 

In 1994, Brother Kang and his wife experienced the Body 
life when they received hospitality from the saints as they 
visited various local churches while going to the Winter 
Training. At the training, Brother Kang found many 
ministry books. Although he was very frugal at that time, 
he spent a small fortune buying those books. After he 
started working, their family's financial situation began to 
improve. As soon as he could afford it, Brother Kang 
purchas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Watchman Nee. He read 
these books during his daily commute on the train. T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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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led him with joy and became deeply rooted in his being. 
The Lord blessed Brother Kang by giving him the ability to 
remember everything he read. He was constituted and 
perfected with the truth, which became a solid foundation 
for his gospel and shepherding work later on. 

Once Brother Kang was baptized, he was filled with the 
burden to preach the gospel. He constantly prayed for new 
ones to be saved. Brother Kang tried to tell everyone he 
met about the Lord, especially foreign exchange students 
from China. In 2005, the brothers gave him a new burden 
to begin a campus work. He made frequent three to four 
hour drives to the campus. Brother Kang not only 
preached the gospel, but also was a living expression of 
the gospel. He treasured these exchange students, caring 
for all of their practical needs and academic studies. 
During the school's winter breaks, he arranged hospitality 
for all of the students. Most of these students were touched 
by the love of the saints and eventually were saved. 

Brother Kang loved the Lord and mankind. He did not 
care for the world nor for himself. He never saved 
anything for himself, but instead gave everything he had 
for the Church, the Gospel, and the saints in need. Even 
though he faced his share of difficulties in his practical life, 
Brother Kang rarely uttered a complaint and walked in 
faith. Throughout his life, into his final days, he was 
diligent and faithful to labor for the Lord. “Of whom the 
world was not worthy...,” Brother Kang was a pattern to 
all of us. 

By the Lord's grace, Brother Kang lived a short but 
overcoming life. Now he is resting in the Lord's embrace 
and has rested from his earthly labors. He has fought the 
good fight, finished the course and kept the faith. 
Henceforth there is laid up for him the crown of 
righteousness. Praise the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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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康弟兄 

今天是得知消息的第二天，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

一想到那么一个可亲可敬的人就突然离开我们，我的眼泪就一直

不停的流。您知道吗，前些天我和家人还说，明年暑假您回国，

就邀请你们全家来我们这旅游。可今天，我不得不面对残忍的现

实，去等待一个不可能完成的旅游。 

两年前的我和一群同学，来到美国求学。第一次离开家，来到异

国他乡生活，每天都在想念家的温暖。可是您，真的就像秋日里

的阳光，把温暖带进我的生活。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您是您驱车五

小时来到学校来看我们，您用浓重的京腔向我们介绍自己，就像

熟悉我们的老朋友一样，没有一点陌生感和距离感。您和其他弟

兄开车载我们去您家吃饭，那是我在美国第一次吃到饺子。真的

是因为同学们很久都没有吃过中国菜，大家都抢着吃饺子，您就

一锅又一锅的煮，就像一家人在吃团圆饭。吃完饭，那是您第一

次把主介绍给我们，带我们唱诗歌。我还记得您教我们的第一首

诗歌《信的故事》，这首歌的旋律我到现在还记得，因为它好像就

是我得救过程的写照。第一次与您和其他弟兄姊妹见面虽然是短

暂但却是十分快乐的，给我们这些忍受离家孤独的孩子带来了家

和亲人的感觉。 

您的性格爽朗，又十分热心，帮助每个同学解决问题，您笑称自

己是我们的〝校外辅导员〞。可在我看来，您不仅是一个帮助我

们的朋友，更是关心爱护我们的亲人。不用说你给过多少同学写

推荐信，也不用说您指导过多少同学学习方法，更不用说你怎样

鼓励我们这些在国外学习的同学克服困难。记得刚认识您的时候，

我曾经向您抱怨过自己英语不好，你热心的告诉我学习英语的方

法，还发来了网上学习资料，并且告诉我如果需要，可以和我通

电话，练习英语。我真的十分后悔由于自己的懒惰，从来没有和

您练习过英语。现在，我是多么想和您说句话，可是您却永远的

离开我们了。 

您不仅关心我们的学习，更在生活上照顾我们。寒假期间，您帮

助所有同学安排接待家庭，悉心照顾到每一个同学。我们大家都

知道，您的工作繁忙，而且还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可是您却挤出

时间来照顾我们。您这种不计回报帮助我们的精神，让我对您肃

然起敬，可是您却说这一切都是主的安排和指引。正是您的这句

话，让我想要更多的认识主。在您和教会其他兄弟姊妹的帮助下，

我参加爱宴，加入读经聚会，享受每个星期天的主日聚会。我开

始学会把自己完全交给主，享受主，学会用祷告来与主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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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的12月底，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您和其他众多兄弟姊妹

的见证下，我受浸了，成为了这个大家族里的一员。在为我施浸

的时候，你说：〝希望主将我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愿主保守她

今后的生活〞。我十分庆幸自己还保有这么珍贵的录像资料，让

我可以时时刻刻感受到你就在我的旁边，看着我在主里成长，给

我祝福和保守。 

寒假期间，您带领所有同学打扫教会会所。其实说是打扫，只不

过是大家将椅子排整齐，再做一些简单的打扫工作。大家在您的

指挥下，都干的十分起劲，同时也十分满足，因为自己也终于为

教会的贡献了一点自己的力量。正是您，通过这种方式，让我们

知道付出比得到更为让人快乐。 

我想，在您帮助过的许许多多人当中，我只是十分普通的一个。

可是对我来说，您和教会就是我在美国的另一个家，是您将我引

入这个大家庭，让我在离家万里的地方还能感受到家的温暖。您

用爱心和灵感动着我。虽然我和您相处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您对

我来说，早就成为了我的家人。在美国这两年的时间，您对我的

教育远比从课本上学到的知识重要的多。 

到现在，我也不愿相信您离开了我们，我不愿意用死亡这个字眼

去形容你。我们每个人更需要祷告，需要和平和爱，需要主更多

的指引，让我们去与黑暗的权势斗争。因为那是您没有完成的事

业，我们一定要继续将福音带给需要的人。（YL） 

Today is the second day after I heard about Brother Jing Hong 
Kang, but I still find that I can't accept that this brother has 
passed away. When I think of how this dear and honorable 
brother has suddenly left us, I begin to cry again. Just a few days 
ago, I was telling my family that Brother Kang would be coming 
to China next year and we wanted to invite him to our home to 
visit. However, today I am forced to confront the cruel and sad 
reality that I am waiting for a visit from Brother Kang that will 
never come... 

Two years ago, my classmates and I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study.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I left my hometown to go to a 
foreign country to live. I missed home and its comforts every 
day. But Brother Kang was like a beacon of light, bringing 
warmth and caring into my life. I still remember the first time I 
met him was after he drove five hours to the university campus 
to see us. Brother Kang introduced himself, speaking with a 
thick, Beijing accent, and embraced us as an old friend with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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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y pretense or formality. The other brothers and Brother Kang 
took us to his home for dinner. That was the first time I got to eat 
Chinese dumplings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it was the first 
time any of my classmates or I had eaten any Chinese food since 
we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we practically fought over the 
dumplings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prepared for us. Brother 
Kang patiently cooked pot after pot of dumplings as though we 
were at a New Year's feast with our own families. When dinner 
was over, Brother Kang began to testify about the Lord Jesus to 
us, and taught us to sing hymns. I still remember Brother Kang 
explaining the story of discovering our faith in the Lord Jesus 
that is described in the gospel song. I especially remember the 
melody of this hymn because its description is very similar to 
my own experience of salvation in the Lord. The first time my 
classmates and I met Brother Kang, our time was very short but 
it was filled with joy. He brought the feelings of home, family 
love and affection to a group of lonely and homesick students. 

Brother Kang was always full of happiness and enthusiasm, 
ready to help all of us resolve our problems and listen to our 
concerns. Brother Kang told us that we should think of him as 
our off-campus school counselor, but he treated us as a dear 
older brother, caring for each one of us as a family member. 
Brother Kang wrote countless recommendations for my 
classmates and taught many of us how to study more effectively 
and excel in our classes. He always encouraged us to overcome 
our personal challenges. I remember how when I met Brother 
Kang, I kept complaining to him about my poor English. He 
enthusiastically shared tips on how to improve my English, and 
even e-mailed me language lessons. Brother Kang also told me to 
call him whenever I wanted to practice speaking English. I 
always regretted that I was too lazy to take him up on his offer 
to help me learn English better. Now I really wish I could talk to 
Brother Kang, but he has already left us. 

Brother Kang always asked my classmates and me about our 
classes, and he also cared for our practical needs as well. During 
winter break, he coordinated all of the host families for my 
classmates and me. My classmates and I were all moved by the 
care he showed for each one of us, especially since he already 
had many things to care for, such as his wife, his three sons, and 
his full-time job. I was so impressed by Brother Kang's 
willingness to care for my classmates and me wit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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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ctations or need for recognition. When I told him how I was 
moved by how much he was willing to sacrifice on our behalf, 
Brother Kang told me that his caring and work was according to 
the Lord's arrangement and the Spirit's leading. This made me 
realize how much I wanted to really know the Lord. Because of 
the cherishing and nourishing from Brother Kang and the other 
brothers and sisters, I really enjoyed the love feasts, the Bible 
study meetings, and the Lord's Table meetings. I began to learn 
how to completely trust in the Lord and to enjoy the Lord. I also 
learned how to use prayer to fellowship with the Lord. I will 
never forget how I was baptized and became a member of the 
Body in December 2009, with Brother Kang and all the saints 
praying for me. When I was getting baptized, Brother Kang 
prayed that the Lord would "guide [my] feet into the way of 
peace," and that the Lord would keep me in His grace. I treasure 
the video recording that was taken of my baptism, because I can 
always remember how Brother Kang encouraged and prayed for 
me. 

During my winter break, Brother Kang took all of us to help 
clean the meeting hall. He enthusiastically led us in doing some 
light housekeeping and putting the chairs in order. Under 
Brother Kang's guidance, we happily participated in this service. 
I was especially happy that I could finally serve the Church and 
the Body in some small way. Brother Kang, through his example 
to us, showed us that giving is much more enjoyable than 
receiving. 

 I am just one very ordinary person among the many people that 
Brother Kang has helped. But to me, Brother Kang brought me 
into the Church, my home in the United States. Brother Kang's 
love and spirit really touched my heart. Even though I did not 
spend a great deal of time with him, he has long been a dear 
member of my family. During the two years I spent in America, 
Brother Kang taught me much more than I could ever learn from 
my college classes. 

I am unwilling to believe that Brother Kang has left us. Nor am I 
willing to say that he has passed away. We must all persevere in 
prayer, peace, and love. We need to follow Brother Kang's 
pattern, testifying and sharing the Gospel with those in need. 

(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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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康弟兄 

此文，为了纪念我大三在美国一年，服事我们中国留学生的康弟

兄。没有他，我们不会重生，还是处在顽固不化的罪恶里；没有

他，大家不会把心打开，进入主的国度；没有他，我们在美国的

生活不会那么喜乐，那么平安，多少生活上的困难都因为有他才

解决。下面的回忆，我想以第二人称来描述，向我亲爱的康弟兄

倾诉。 

犹记得去年刚到美国不到一个月，应该还是八月。在吃了汉堡牛

排三个星期，每天盼望着能有一袋咸菜或是一袋泡面这些带点中

国味的食物打打牙祭时，看到群里通告，说 DC 的教会弟兄来探

望大家。由于之前没见过任何基督徒，于是怀着看看你们信基督

的人是啥样的迫切心情来到 Hiner 后面的聚点。远处就看到您穿

着灰色带领 T 恤在那踱步。见我过来，您迎步上来与我握手。仔

细打量了下您，皮肤有点黑，衣着虽没有多华丽，却干净整洁，

没有想象中的是穿着那种牧师的袍子，张口就是哈利路亚，而是

跟我唠起了家常，脸上从始至终带着微笑，多喜乐的一人啊。康

弟兄，这就是我跟您的第一面。 

从那一天起，你就进入了我的生活，让我知道什么叫热心肠，每

隔段时间就来到学校探望大家，跟大家说真理，说耶稣，说人的

罪，说耶稣的美。您对我们的饮食起居很有负担，怕大家吃的不

好，每每过来，都会带来几箱泡面和一些原汁原味的中国菜。刚

开始的时候，大家抵触心情是有的，心想你们教会的人对我们好

的确让咱感动，可为啥总逼大家去看圣经，聚会呢。 

九月的一晚，当我正在寝室电脑上浏览讯息时，屏幕右下角的

QQ 头像突然闪了闪，点开是您的好友请求。接受后，您问我对主

耶稣的看法，问我对信仰的认识，跟我细细的讲解。这些都像春

雨样的滋润我，顽固不化的心渐渐的软下来，真是感谢主。 

时光荏苒，一学期过去，冬假我们寄居在 DC 的教会弟兄姊妹家

里，第一晚在卞弟兄家吃完晚饭，当卞姊妹打电话给您说第二天

另两位同学和我准备受浸时，听筒里传来您爽朗的笑声，我想，

您心里一定很得安慰吧，果子就快长成了。当您把我从受浸池中

扶起，我擦干身上的湿渌，心中默念，12月14日，重生的日子。 

康弟兄，我们都是您的果子，是您打开我们的心门，在大家心里

播种。受浸只是第一步，接下來还需弟兄姊妹继续喂养，加强成

全我们。很庆幸我的 QQ 好友里有您，校内好友中有您，您为了

能跟我们有更好的交通，通过各种途径贴近大家生活。记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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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我心里还纳闷，康弟兄的生活还真潮，也玩我们这些年青人也

用的东西。现在，我才真正了解，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您为了让

我们能一直在主的国度，一直蒙福所做的。在我们父母眼中，也

许理解不了一位旅美华人，一位工程师，一位与他们年龄相仿的

人，可以为一年前还跟他素未相识的我，和我们这些中国学生付

出这么多。可我们心里清楚，那是因为父母们没有看见基督的身

体，没有机会接受福音。这些都是传福音者的动力啊！ 

康弟兄，真心感谢您，我现在这么爱主全是你的引领。您走的路

我们将接着走下去，福音也将继续传下去，昨天，我已在众弟兄

姊妹前奉献出我自己，奉献我的一生，2013年若研究生毕业，我

愿意出来全时间！眼前的负担，就是望主能打开我家人的心门，

这次回去后，向他们传福音，让他们接受主。 

主啊，康弟兄如此爱你，四处传扬你的话语，你怎么舍得这么早

就把他取去！！我的灵还不刚强，放弃不了人的感情，所以我不得

不在心里产生愤恨，身心绞痛啊。当我得知你将弟兄收走，心里

当时是多么空，我们还在这里留学的弟兄姊妹们怎么办啊，难道

你那么狠心要夺掉我们的依靠么？！ 

康弟兄，我是先爱上你，爱上 Dunn Loring 的弟兄姊妹，才爱主

的。我们说您的离开是耶稣太爱你先把你提去，我们灵里开心。

你的路，我们还会接着走，接着去传福音，勉励众人行善，打开

家门栽种召会树！我们会在平安里回国，因为主与我们同在，因

为你在我们心里，是永活的！！！ 

（HJ 2010.7.26） 

 

I met Br. Kang three weeks after I arrived in the U.S. I was told 
that some Christians would come and visit us students. I had 
never met any Christians before; out of curiosity, I went to the 
meeting. I still remember as soon as you saw me, you came up 
and shook my hand. Throughout our conversation, you always 
had a big smile on your face. I thought to myself, he surely is a 
happy man! 

From that day on, you entered my life and showed us how much 
you cared about us. You visited the students frequently, telling 
us truths and speaking of the beauty of Jesus. You especially had 
a burden for our living. You were worried that we would not get 
used to American food, so every time you came you would bring 
traditional Chinese food. However, in the beginning, alth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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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were touched by how much the Christians cared about us, 
we were not interested in going to meetings or reading the Bible. 

One night, as I was working on my computer, Br. Kang chatted 
with me online. He explained to me the truth, asked me about 
my faith and how I felt about the Lord. The conversation was 
like a spring rain, softening my stubborn heart. Praise the Lord. 

After a semester, one night we were having dinner at the Pians. 
When Sister Pian called and told you that two others and I 
would get baptized, I heard your hearty laughter over the 
phone. You must have been so comforted that your fruits were 
growing. When you pulled me out of the water in baptism, I said 
to myself, December fourteenth is the day I became regenerated. 

Maybe our parents cannot understand how some stranger could 
just pour out his heart to the Chinese students. But we knew he 
was for the gospel. Br. Kang, we wholeheartedly thank you. You 
led us to love the Lord. I have already consecrated myself and 
my life to the Lord. I also consecrated myself to the full-time 
training after I graduate. My burden now is to have the Lord 
open the hearts of my parents. I‟ve decided that this time when I 
go back to China, I will preach the gospel to them and help them 
receive the Lord. 

Br. Kang, I touched the Lord through you and other saints. We 
are your fruits because you sowed seeds into our hearts. We will 
pick up where you have left off by continuing preaching the 
gospel and opening our homes for the church life. We will go in 
peace because the Lord is with us! Because you will always live 
on in our hearts! 

 (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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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负起康弟兄的负担 

记得今年五月份回国后，我父亲曾问我：你在美国这一年最大的

收获是什么？其实在这一年中，我的语言有了很大的进步，也学

到了不少有用的专业知识。但是当时我却不加思索地回答道：我

认识了主。这可能是下意识的回答，却准确地表达了自己内心深

处的感受。而把这个荣耀的主带到我面前的恰恰是康京宏弟兄，

我是他众多果子中的一颗。 

我第一次见到康京宏比别的弟兄姊妹们要晚一些，是在秋假时，

我们去 DC 旅游，当时我刚刚到达宾馆，康弟兄已经早早在那里

等着准备接我们去他家聚会。当时我对主耶稣一无所知，也是对

主有些抵触，所以那次我就没有去。一直到了冬假，我们交流生

都去了 DC 的弟兄姊妹家度寒假。几乎每天晚上康弟兄都会召集

所有的学生去聚会，给我们传福音。一开始我当然还是不信，也

有同学不停的反驳康弟兄，而康弟兄也没有显得不耐烦而是慢条

斯理地给我们一一解释，这改变了我对基督徒的印象。没有接触

到康弟兄之前，我心目中的基督徒都是狂热，过度虔诚以至于有

些疯狂而让人很难接近的。这也让我对主有了一点好奇。 

冬假第一天，康弟兄亲手帮我的三个好兄弟受浸了，也成为了我

后来的弟兄。当时在会所，几百人为他们祷告，我心里想：这是

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情啊。午饭时康弟兄问我：感觉怎么样？我没

有回答，只是笑了笑。随后他又说：没关系，可以慢慢来，这是

一个过程，对你没有坏处，可以不妨一试。随后的十来天，每天

晚上的聚会让我对主从完全不信到半信半疑到最后的完全相信。

于是在2009年12月31日，也就是2009年的最后一天，我得救了。

当时是弟兄姊妹们带我们去吃午餐，祷告时，当我闭上眼睛时，

我仿佛看到了主耶稣显现在我面前，说实话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

是否准备好了，但是我又想到了康弟兄的那句不妨一试，于是午

餐后就去会所受浸了。而那天康弟兄不在，这可能是我这一生中

永远的遗憾，没有在自己的引路人面前受浸。受浸后的十来天感

觉很喜乐，和兄弟姊妹们聚会时也感觉到了家的感觉，每天晚上

康弟兄都会带着我们一起唱诗歌，就像一个大家庭，而康弟兄就

像是这个家庭的主人。冬假之后，只要一有假期，康弟兄不是来

学校看我们，就是把大家接到 DC 去住，每次的聚会都是非常喜

乐。而康弟兄为了方便和我们交流，也注册了校内，QQ，和年轻

人一样生活。而他也开玩笑似的说，我是康弟兄，江湖人称康师

傅。这样一位可爱的弟兄实在是很受我们的敬爱。 

大概一个星期前，当得知康京宏弟兄不幸离开的消息时，我和所



15 
 

有人的反应都一样，就是不敢相信。前一天刚刚和我们通过电话

的康弟兄就这样走了，当天晚上我和一个弟兄也是坐在草坪上回

忆起了和康弟兄在一起的日子。我们一起聚会，我们一起唱歌，

我们一起包饺子，这一切在那一瞬间仿佛都显现在我的眼前。我

认识康弟兄只有一年，但是因着他，我的一生却蒙了拯救，他把

主带到了我身边。 

主啊，请保守康弟兄的姊妹，请保守康弟兄的三个孩子，请保守

所有爱康弟兄的弟兄姊妹们。感谢主让我认识了康弟兄。一个康

弟兄离开，千千万万个康弟兄会站起来，我们会肩负起康弟兄的

负担。一颗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会结出更多的子粒，我们都是康

弟兄的果子。 

康弟兄，我们会永远怀念你，你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你永远活

在主耶稣荣耀的灵里。虽然您已经离开，但是您的灵永远活着！！！

（WY 2010.7.27.） 

I returned to China this May. My father asked me, “What did 
you learn the most this year in the United States?” Actually, in 
this year, my language has improved a lot, and I learned a lot of 
useful professional knowledge. But in a moment, I answered 
without thinking, “I gained the Lord.” Brother Kang brought the 
glorious Lord to me, and I am one of his many fruits. 

The first time I saw Brother Kang Jinghong was later than the 
other brothers and sisters during fall break. We went to DC for a 
trip, and I had just arrived at the hotel. Brother Kang was 
already there waiting for us to pick us up to go to his home for a 
meeting. At the time I did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e Lord 
Jesus, and was rather opposed, so I didn‟t go until the winter 
break when all the exchange students went to DC to spend the 
break with the saints there. Almost every night, brother Kang 
would call all students to the meeting to preach the gospel to us. 
At first, of course, I didn‟t believe. There were some students 
who kept debating with brother Kang. And Brother Kang didn‟t 
seem to be impatient, but explained to us slowly and patiently. 
This changed my opinion of Christians. Before we contacted 
Brother Kang, Christians in my opinion were all crazy and 
overly passionate, even to the point of craziness, and difficult to 
be around. Brother Kang was different, and stirred up some 
curiosity within me toward the Lord; I wanted to know the Lord. 

The first day of winter break, Brother Kang baptized three good 
friends of mine. They became my brothers later. When we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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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meeting hall, hundreds of people were praying for them. I 
was thinking in my heart, “What a glorious thing this is.” At 
lunch, Brother Kang asked me, “How do you feel?” I didn‟t 
answer, and just smiled and laughed. Later he said, “It‟s ok; you 
can take your time. This is a process; it won‟t hurt you. You can 
give it a try.” In the following ten days, during the meetings 
every night, I went from completely not believing to half-
believing to wholly believing. So, on Dec. 31, 2009, I was saved. 
That day,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took us to lunch. When we 
were praying, I closed my eyes; it was almost as if the Lord Jesus 
appeared to me. To tell the truth, I didn‟t know if I was ready, 
but I thought about what Brother Kang said, to give it a try. So I 
went to the meeting hall to be baptized after lunch. Ten days 
after baptism, I felt very joyful. When I met with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I felt at home. Every night Brother Kang would take 
us to sing hymns; we were like a big family and Brother Kang 
was like the host of the family. After winter break, Brother Kang 
either came to school to visit us or came to pick us up to go to 
DC to stay with them. Every meeting was very joyful. Brother 
Kang liked to talk with us. He registered for Internet chatting; he 
lived a life as a young person. This lovely brother was very 
loved by us. 

About a week ago, when I heard that Brother Kang left us, my 
reaction was the same as everyone else‟s. I couldn‟t believe it, 
because the day before, we had just talked to Brother Kang, and 
he left like this. That night, another brother and I sat on the lawn 
to recall the days that we spent with Brother Kang; we met 
together, sang together, made dumplings together…all these 
memories came to me suddenly. I‟ve known Brother Kang for 
only one year; but he saved my whole life. He brought the Lord 
to me. 

Lord Jesus, please preserve sister Kang and Brother Kang‟s three 
boys. Please preserve all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love 
Brother Kang. Praise the Lord I knew Brother Kang; one Brother 
Kang has left, but 1000 Brother Kangs will rise up. We will take 
over the burden of Brother Kang. One grain falls into the earth to 
die and will bear much fruit. We are all Brother Kang‟s fruit. 

Brother Kang, we will always remember you. You will always 
live in our hearts. You will always live in the glorious spirit of 
the Lord Jesus. Though you have left, your spirit lives. (W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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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引路人 

我于2009年8月份到达美国 Virginia 开始一学年的交流生学习，在

几天之后，我和大部分同一批的校友们第一次接触了康京宏弟兄。 

那天，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是冲着午餐去的，我也同样是这样。

我们在停车场见到了当时的康叔叔。印象中，他皮肤偏黑，身材

高大而且结实，带着很真诚的笑容，当时，初到美国的新鲜感还

没有退去，所以对这位华人叔叔并没有很深的印象。接着，我们

一行二十多人去到了从事教育工作的教会葛弟兄家里。午餐很好

吃，吃完之后康叔叔拿出了福音材料分发给我们，在他的要求下，

我们和他一起读了材料。我相信当时大部分的学生都是处于礼貌

才读的，而且还有几个学生不停的就材料当中的信息提问，但都

是基于反驳圣经的想法，对于我，更是不屑于反驳，因为我打心

里不相信。这是我们第一次相遇康弟兄和基督。 

此后，每当有弟兄姊妹来看我们时，康弟兄必然是在其中。每当

我们对汉堡薯条无比厌倦的时候，他就出现了，带着比当地中餐

馆地道一百倍的中国菜和成箱的康师傅方便面。我们对他的亲切

感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建立起来，他的福音也随之慢慢的进入我们

的心，进入我们的灵。 

2009年冬假来了，我们一行24个交换生因为学校的暂时关闭将有

一个月的时间没有地方住，但是我们一点都不担心，因为那些第

二年的交换生告诉我们，康弟兄会帮我们安排的。事实的确如此，

你把我们每一个都好好安排了。我们不用担心吃，住，行，只要

我们有要求，甚至还没有要求，你们都为我们安排好。我不理解，

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善良的一帮人，我甚至等过你们提要求，我

觉得你们不会是对我们无所求的。事实果然是这样，你们对我们

有盼望，你们唯一的盼望 ─ 把我们带进基督里！ 

冬假我和另外两个弟兄住在 DC 的卞弟兄家，感谢卞弟兄卞姊妹，

你们对我们如父如母般的照顾使我们顿悟了。2009年12月的一个

晚上，当我们唱到《信的故事》中〝不妨一试〞的时候，我忽然

想起，你们对我们如此的爱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得救，能够

受浸。受浸对我们有害吗？如果受浸没什麽真实的属灵意义，我

们的损失就是在众人面前穿着衣服躺进了水里，所以当时我们就

决定第二天主日受浸，当卞弟兄无比喜乐的打电话告诉你我们三

个要受浸的时候，隔着电话我都感觉到你的喜乐，你当时一定无

比的安慰吧。感谢主，我们得到的不只是几百个弟兄姊妹的祝福，

我们得着基督了，感谢你！你花费在我们身上的一切有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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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有了结果也是于我们有利的，世上怎么会有你们这般慈爱的

人！ 

我不敢回想，当白弟兄向我们宣布你离开的消息时，我不难过，

因为心里没有空间让我们难过，我被震惊了，惊呆了，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会这样，我非常怀疑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当时教会里的

电话不断的响，我想，为什么没有人接电话，一直响一直响，一

定是康弟兄已经被抢救过来，他们要告诉我们这消息，但为什么

都不接。主啊，哦，主啊，为什么要带走他。高大，健壮，开朗

的康叔叔就这样没有了？？走前2个半小时你还跟我们通过电话，

就这样没有了？要我怎么相信。我甚至祷告从来都是请主保守较

年长的卞弟兄卞姊妹，从来没有请主保守你，因为你多么健康，

从来都只有你照顾我们向主祷告保守我们，哪里需要我们为你祷

告，你是我们心中的大山，我们都生活在你的怀抱里，可是你怎

么坍塌了，你难道放心的下我们？？？你不会担心我们？主啊。 

这几天见到了几个 DC 的弟兄姊妹，和他们交流的时候知道了原

来你有校内和 QQ 是为了方便与我们沟通，看很多网站是为了跟

我们拉近距离，原来你也会生病的，原来你在背后为我们做了更

多。连卞姊妹都说，康弟兄走了，他们以后都不知道怎么办，你

一直安排着领导着，你怎么能就走了。 

刚开始，我不明白，主为什么会带走你，你为他做了那么多，而

且你可以做的更多。现在我知道了，一粒种子落在地里死了，就

将结出更多子粒，你落在了地里，但是，你得着了我们。 

感谢主，赐给我们了我们这样一位伟大的引路人。 

（CZ） 

I arrived at Virginia in August 2009 to start my one-year 
exchange study here. A few days later, many of my classmates 
and I met brother Kang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day, I believe that most of us went for the lunch; me too. 
We met Uncle Kang in the parking lot. My impression was that 
he looked a little bit dark-complexioned, tall and strong with a 
very genuine smile. At that time, the freshness of be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hadn‟t left yet, so I didn‟t have much impression of 
this Chinese uncle. Next, over 20 people went to brother Gur‟s 
house. The lunch was very delicious. After lunch, Uncle Kang 
took out a few gospel tracts and distributed to us, and upon 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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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 we read the material with him. I believe at that time, 
most of the students did this out of politeness. Some students 
didn‟t stop asking questions while reading. Mostly, we were 
opposed to the Bible. To me, I didn‟t even feel like 
arguing/opposing, because I didn‟t believe form my hear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we met Brother Kang and Christ. 

Since then, every time when brothers and sisters came to visit us, 
brother Kang was always among them. Whenever we were tried 
of burgers and French fries, he appeared. With Chinese food 
much better than the local Chinese restaurant and instant 
noodles, we gradually developed an intimacy with him, and his 
gospel slowly entered into our hearts and our spirits. 

Then came the winter break of 2009. We 24 exchange students 
didn‟t have any place to stay due to the campus closing for a 
month. But we were not at all bothered, because the second year 
exchange students told us bro Kang would arrange for us. And 
as a matter of fact, you arranged for each one of us. We did not 
need to worry about food, eating, living, and transportation. As 
long as we asked, even before we asked, you arranged 
everything for us. I didn‟t understand why there is a such a 
group of good people in this world. We even waited for you to 
ask; I didn‟t think that you would ask nothing of us. The fact 
turned out to be true that you did have a hope for us, and your 
only hope is to bring us into Christ. 

During the winter break, another two brothers and I stayed with 
Brother Pian. We thank brother and sister Pian; you took care of 
us like parents. It made us suddenly understand. One night in 
Dec 2009, when we were singing, The story of Believing, it says, 
Just give it a try, I suddenly remembered, you treated us with 
such love and your only purpose is to save us to accept baptism. 
Will baptism hurt us in any way? Even after baptism, we still 
could not believe into the Lord. Our loss was to lie in the water 
in front of people. So I decided to be baptized the next day, 
Lord‟s day. When brother Pian called you with abounding joy 
that the three of us would be baptized, over the phone we could 
feel your joy. You must have felt very comforted at the moment. 
Praise the Lord! What we got was not only to take a shower 
before hundreds of people; we gained Christ! Thank you. What 
you poured out on us finally produced a result. And eve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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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 was beneficial to us. How could there be such kind people 
like you? 

I didn‟t dare to recall when Brother Bai announced the news that 
you left, I didn‟t feel sorrow, because there was no space in my 
heart for sorrow. I was shocked, stunned. How could it be 
possible? How could it be possible? I doubted the source of the 
news very much. The phone didn‟t stop ringing in the meeting 
hall. I was thinking, Why didn‟t people pick up? It must have 
been because brother Kang had been rescued, and they were 
trying to tell us the news. But why didn‟t you pick up the 
phone? Oh, Lord; oh, Lord. Why would you take him away? We 
lost our tall, strong, outgoing Uncle Kang. Two and a half hours 
before he left, you talked to us over the phone. And now you‟re 
gone. How can I believe it? In my prayers, I always ask the Lord 
to preserve the elder brother and sister Pian, but I never asked 
the Lord to preserve you, because you‟re so healthy. It was 
always you who took care of us, and prayed to the Lord to 
preserve us. Why would we ever need to pray for you, because 
you are the big mountain in our hearts, and we all live in your 
embrace. But how did you collapse? How could you just leave 
us? Would you be concerned about us or for us? Oh, Lord. 

These days we‟ve met a few brothers and sisters from DC, and 
we knew from them that you had all these internet chatting 
accounts to communicate with us easily. You browsed many 
websites to be more close to us to share our interests. It turns out 
that you could be sick too. You did a lot for us behind our backs. 
Even sister Pian said, now that brother Kang‟s left, we don‟t 
even know what to do in the future. You‟ve always been 
arranging and leading. How can you just leave like this? 

At first I didn‟t understand why the Lord would take you away. 
You did so much for him. And you could do more, but now I 
know one grain fell into the ground to die to bear much fruit. 
Now you‟ve fallen into the ground, but you gained us. 

Praise the Lord for giving us such a great guide! 

(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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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麦子 

主的爱何其浩瀚，康弟兄对我们的爱也是何其广博和伟大，我只

是他所宝爱的人之一，微不足道，但是一叶可知秋，从我的一点

点见证拼凑起来，还能依稀看见康弟兄究竟是怎样完全的一个人。 

其实我很不想写这篇见证，19号就有弟兄姊妹让我写这篇见证，

但是我一直不想写，因为我知道，一旦我写了，就意味着承认康

弟兄真的离开我们了，他真的走了，被主接走了，成为主麾下光

荣的一员，这本来是何其荣耀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又是这样的自

私和肤浅，我拒绝死亡的通知，拒绝知晓神的安排，作一个固执

的拒绝对事实妥协的人。我还是希望康弟兄能够再次出现我面前，

微笑的和我说话，摸摸我的头发，对我说我真可爱，就像他小女

儿一般，煮东西给我吃，因为我不吃蘑菇，煮面条还特地煮有蘑

菇和没有蘑菇的两种，每天和我们一起读经，分享着自己的见证，

和我们一起唱诗歌，他拿着 MP3在那里放，来自缅甸的 Koko 弟

兄在那里弹吉他，我们快活的在那里跟着唱，就像小鹰跟着老鹰

一般应和一样。何其喜乐！何其快活！ 

可是康弟兄还是走了，往日的喜乐不复存在，我们都沉浸在悲痛

之中，不可自拔。 

康弟兄，昨天我受浸了，经过一年的拉锯，我终于心甘情愿的归

于主的大名之下。受浸之前，我祷告，祷告之后我睁开眼睛，看

着两边为我施浸的人，默默的说，如果这两个之中有一个是康弟

兄，那该多好！如果康弟兄你还在，你能够亲手为我施浸，那该

多好！如果我能够早日受浸的话，那该多好！可惜没有后悔药可

以吃，一切都太迟了，我是何其的后悔为什么不早点受浸归神！

为什么不知道，爱神，是越早越好的呢！浸在水里的那一刻，我

听见一个声音，我听见主对我们说：「你们要转过来！你们要转向

我！你要知道，一粒麦子掉在地里死了，但是会结出千千万万的

麦子来！康弟兄虽然已经被主接走了，但那也是他太成熟了，他

也是神所最宝爱的，所以他才走了。这是荣耀，不要悲伤！倒是

你们，这样的软弱，这样的不刚强，你们这样，才是中了撒旦的

诡计，你们这样，才是真正的让康弟兄伤心。你们应该刚强，成

为康弟兄的麦子，像康弟兄一样，做一个爱主的人，把他没有完

成的事情，一点点的完成下去！」 

从水里起来的那一刻，我的心终于清明了，八天来，我的心，第

一次被圣灵和喜乐充满，从阴霾中走出来，开始写这篇见证，承

认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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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康弟兄，还是一年前，刚来美国的时候，忐忑不安，

什么也不知道，被学校附近的一户台湾教会人家接待，第一次，

在那里见到你，穿着米色的 T 恤，微笑的坐在那里。先是吃饭，

吃完饭，你开始向我们说起主，也许主耶稣的名字国内的很多人

都没有听说过，但是我很清楚，因为我们全家都是衷心爱主的，

可是那个时候的我很叛逆，抱着怀疑一切的态度。记得那个时候，

我还卖弄着平时所知道的知识，以小孩子浅薄以及无赖的态度，

激烈的和你辩论着。大概是那个时候起，你就开始觉得我这个孩

子很特别吧，从此对我尤其上心，循循善诱，从各个地方出击，

直至把我驯服，拉入主的国度中。后来就频繁的在 QQ 上见到你，

每天晚上你都出现，和我说话。我还很稀奇，因为你那么忙，还

有三个孩子要带，怎么会每天花费一两个小时时间和我们聊 QQ？

大概是知道像我这样好胜倔强又叛逆的人，直接和我说主，肯定

会被直接顶回来。虽然说理直才能气壮，但是我凭借着那些歪理，

还有一张利嘴，胡搅蛮缠上半天，您也肯定是没有什么收获。所

以，你和我说别的，从现在的时事，中美关系之类的，谈论到文

学，尤其是王朔，您能和我说一晚上好几个小时，直到把我给说

困了。再到研究所，未来的学业规划，一直说到你做的菜是最好

吃的，辣椒油，葱油饼，面疙瘩，都是天下一绝，吃了你做的菜，

别人做的都不想吃了。感谢你，康弟兄，经过你一个寒假的培训，

这三个东西我都会做了，下一届的学生们虽然见不到你了，但是

我会把这几个东西做给他们吃，告诉他们，我们的康弟兄做的比

我还要好吃。 

好像跑题了，反正，康弟兄就是这样一点点，收服了我不羁的心，

让我觉得，这些基督徒们，人还蛮好蛮理智的么。这些人，应该

不像是古代那些愚昧的百姓们一样，容易被鼓动，容易被欺骗和

迷惑。那么，他们相信的主，应该也会是真的吧。 

抱着这样的心态，寒假我住在康弟兄家，和康弟兄有了更深的接

触。康弟兄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人很好，性格很好，虽然

有点自恋，二十年了，我终于发现了一个和我一样自恋的人。但

是他真是一个被主的美好性情所熏陶，这样一个，爱主，也像主

的人。 

现在四五十岁的人，谁会用 QQ？谁知道〝囧〞字是什么东西？

谁天天在 You Tube 上面看到好玩的视频，通通发给我们，然后

告诉我们这些视频和主有什么关系，和圣经有什么关系。谁会天

天变着法子做东西给我们吃，只是希望我们吃好了物质食粮之后，

再去他那里吃一点点精神食粮。谁会这样？我真希望还会有。我

也真希望以后的学生也会得着这样的人，再通过这样美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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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着主。 

还记得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林觉民，他就义前给他的妻子写过

这样一封信，就是很有名的《林觉民与妻书》。他说，吾诚愿与汝

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

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

地无时不可以死，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我

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离散不相见，徒使两

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试问古来几曾见破镜能重圆？则较死为苦也，

将奈之何？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

有鬼，今则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电感应有道，吾亦望其言是

实，则吾之死，吾灵尚依依旁汝也。很久之前看到这篇文章，深

深为之震撼，里面死别的情感让人觉得悲催。让人觉得，离开，

是那样令人无法接受的事情。虽然林觉民写的很坦然，但是他还

是那样的依依不舍啊，让他最后都发出了希望人死后还有灵魂的

呼唤。 

康弟兄的突然离开，只言片语都没有留下，岂不是比林觉民更加

的令人觉得难过感伤？可是，我们大家都挺过来了，大家都刚强

的接受这一切。林觉民何其不幸，那个年代的他，没有主的保守。

我们何其的幸运，在主的保守下，挺过这一个难关。康弟兄的魂

灵，也会在主的身边，得到安息。 

很多弟兄姊妹都说，说康弟兄最宝爱的人，是我们，他总是说起

我们，从来不说他的三个孩子。而他说我们的时候，是那样的喜

乐，因为我们是他属灵的孩子们。弟兄姊妹们说的很对，但是又

不对。康弟兄爱我们，但是他更爱主！他是因着主，才来爱我们！

我们也要像康弟兄一样的爱主，做主贵重的器皿！我们这一届的

学生是何其的幸运啊，因为我们有康弟兄，那么的爱我们。下一

届的，以后的学生们何其不幸，因为他们再也见不到康弟兄了，

康弟兄再也不会来学校了。可是下一届的孩子们还是幸运的，因

为他们还有主！康弟兄会离开我们，但是主永远不会！康弟兄爱

我们，但是主更爱我们！ 

愿主继续保守我们，也保守以后的学生们，请厉害的摸着他们，

让他们感受到你的爱！主啊，也请你保守康弟兄的妻子和三个孩

子，保佑义人的后代，让他们得着安慰！走过这一段艰难的路程。

让他们的灵里充满喜乐。 

康弟兄，我们很爱你，也很挂念你，你走好。你所挂念的，我们

替你照顾，你所没有完成的，我们替你完成。愿所有人都在主里

得到安慰，充满喜乐。阿门。（J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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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爱 

本来今晚是可以跟您见面的，我们提前到了好几天，已经幻想了

无数个和你团聚时喜乐的场景。天天盼望周三快点到来，能早点

跟你会面团聚。你说你很想念我们，那次你还短信说如果这边弟

兄姊妹忙，你亲自来纽约机场接我们，因为你太想念我们了。我

们又何尝不是。我知道在你心中你早把我们当成你至亲的孩子。

现在我们来了，你却走了。 

一直不敢相信这个事实，那天白弟兄那一句〝康弟兄已经被主接

走了〞，我半天都没反应过来，从未想过这样的事会发生的这么

突然，而且是发生在我们最亲的康弟兄身上，没有给我们一点心

理准备。脑海中不停地浮现你乐呵呵的样子，跟我们开着玩笑，

耍着嘴皮。但祷告、说起圣经和唱起诗歌时又是那么的认真和喜

乐。我还犹新的记得你戴那个老花镜的模样，一读经唱诗歌时你

就把它半吊在鼻梁上，像个七老八十的老头儿。跟我们说经时又

取下来，激动处还忘形地在空中舞起来。你是朋友、弟兄、长辈。

我打心眼儿佩服你，你总能成功协调地扮演你不同的角色。不知

谁有天误叫你〝康师傅〞，从那以后大家都封你外号〝康师傅〞，

说这个名字好记，中国最出名的方便面的牌子，你兴致冲冲地接

受了。 

刚开始我们还对你不理解，不理解你对我们的好，不理解你让我

们接触神的东西，那些我们从未接触到的思想，好深奥好玄幻。

大家刚开始还觉得好笑，觉得你有点神经兮兮的，不会是走火入

魔把我们也都拉进去吧？第一次跟你谋面时从你那听到福音，我

琢磨着估计你是闲着无聊，才跑到我们学生中间传教。后来才知

道你并不闲，你有三个孩子，都处在成长的年龄，作为一个父亲，

你的责任很大。同时你还跨州工作，而且工作的责任也很大很重，

每天往返在路途都得好几个小时。我们住到你家才发现，你每天

都是最晚回家的一个，最后吃残羹冷饭的一个。就是这样一个忙

碌的你，教会福音工作你从未落下，教会里你永远担负着主力骨

的作用。学生福音工作你从未停止，对年轻人的负担一直困迫着

你。从我们学校第一届交换学生开始，你就走进了校园，走进了

我们。你担负起我们校园外一切的事务：担心我们刚开始来美国

不适应，经常性开车三四个小时来学校看望我们，每次来都带好

多中国食品，永远不会忘记那些成箱的辛辣面；同时你帮我们安

排所有假期活动及住宿问题；时刻关心我们在校学习生活问题，

细微到哪个人哪段时间状态不对你都知道。同时也不忘加强我们

的灵，每周六晚你都抽出时间跟我们网络交通。你跟我们很快打

成一片，我们又风趣地称您为我们〝校外辅导员〞。大家都说这



25 
 

个校外辅导员真是比我们自身的辅导员都负责任和周到体贴的多

的多啊。 

后来随着我对主有更多的认识，对圣经有更深的理解后，我知道

我以前错了，我们都误会了你。你是享受了得救后的喜乐之后，

希望让更多的人得救，希望更多的人像你一样蒙受主的恩典，被

喜乐充满。这是一个基督徒崇高的追求，你短暂的一生都在为此

追求。 

为此你奉献了你自己，你把自己完完全全地奉献了出来，毫无保

留。你把你全部的爱都奉献了出来，我们是一群多么荣幸的孩子

啊，蒙受了您这样圣别的大爱。你有一双鹰的臂膀，宽大并温暖。

我们似婴孩，在你宽大臂膀下被喂养成长。无论狂风暴雨多么猛

烈，我们从不担心和畏惧，因为您就是我们避风的港湾。 

真的感谢主，感谢主把您带到我们身边，和我们在一起，如此亲

密，非亲人却胜似亲人。我回家时常跟父母提起您为我们做的事，

身在异国他乡，得到像您们这样的弟兄姊妹的关爱，真是蒙受主

给我们的恩典啊！ 

可是您就这样地走了，没有给我们任何预告和准备。多想再见您

一面，而今却变成奢求。这两天成全训练学到一首新的诗歌《让

我爱》，每次唱这首诗歌都让我禁不住泪流满面。感觉这不仅在写

主，也是为您而作，您就是我们心中活生生的主的活出，荣耀基

督的爱在你身上彰显。正如诗歌中所唱： 

谁能配如此的枉费？谁会肯如此地牺牲？ 

谁能述说这样的结果！谁能拥有这样的丰收！ 

虽已杯倾却仍满溢！虽已盘罄却仍满席！ 

从未求福却叫别人得福！未尝求报却叫别人得饱！ 

不再受缚，不再无奈，不再作难，不再悲哀； 

永远涌流，永远施爱，永远倾舍，永远澎湃。 

甘心以死亡换来生命的溢洋，甘心受破碎以散发复活馨香 

这正是你留下的脚踪，呼召人默默地跟从。 

从他们那脸上的笑容，看见遥远荣耀的路终。 

我已算清这条道路的代价，就此乐意为你把一切放下。 

只愿成为人供应人喜乐的奠祭，不断倾倒直至此生至极。 

（Z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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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康弟兄 

下过雨的晚上，竟然是刺骨的寒冷 

整个人像是被什么拖着不停地回到过去，回到过去的那一年 

我在想你家门口的那条 driveway 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周围肯定没有大雪覆盖，也不会有欢乐的铲雪声，慢跑的人带着

耳机顺着青草地间的那条小道向着小区出口，一直跑，一直跑，

你的儿子们在车库门口嬉笑打闹，乱叫着，跳着，疯着 

或者是对门院子里那棵硕大的樱花树，应是无比的枝繁叶茂 

顺着 driveway 出去，路口左转，再向右，就是一个十字路口 

等红灯的时候，你一边拉下遮光板，一边跟我们说主的故事 

你的七座银色面包车，后备箱总是放着几本圣经，几本诗歌，有

时也有小排聚会的饭菜 

有时是载我们去会所，有时是载去参加聚会，有时是载我们去

Mall，有时是载我们回校 

第一次见面，是在葛姊妹家，你从厚厚的信封中抽出一叠纸，跟

我们说，身体，魂，灵的区别，跟我们说三一神，你帮两位姊妹

施浸。那是我第一次与主的接触。 

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学校，你说我们学生总是爱花钱，总是爱买

衣服，买的行李箱都装不下，还笑着跟 Koko 说，for the clothes I 

have from one to eighteen, I can numeric them。 

时至今日，仍然能清楚的记得，你说话时笑开的鱼尾纹，祥和亲

切的眼神…… 

那个时候，每次唱完诗歌，你问我们有什么感想，我们都打诨，

只说，感觉好喜乐 

你却依然很有耐心的跟我们说你的经验，说你的体会，不厌其烦

的解答我们的困惑 

圣诞节那天，我们围在你家吃火锅。你说，你是北方人，就爱吃

牛羊肉，不爱吃海鲜。但是你却捞了好几勺的牛羊肉分给我们，

自己吃得甚少 

是你跟 KoKo 帮我受浸的，你说，姊妹，召会奉主的名，把你浸

在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里。于是，我便带着崭新的灵苏醒复活 

但这复活的大能，却还是不能让你起死还生 

这一切的一切，我都还清楚的记得。看着电脑里为数不多的照片，

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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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梦里面重复着不能回退的那些片段，那些话语 

热热闹闹的聚会，安静祥和的诗歌，虔诚的读经 

醒来却又是今夕何年，生死两茫茫 

接到消息时，我还在外面，阿祖来的电话，前面有四个未接来电 

我在颠簸的大巴车上听她说着，仿佛都能听见她说话时眼睛里汹

涌的瀑布 

你向来都知道，这个世界不过就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飞沙走石的

地方 

你和所有根系遥远只能努力安家的人一样 

望不到尽头的在异乡飘着 

听说，你在一次 training 里面，上台交通 

哭着说，这个肮脏的世界不配得着你 

只有主，只有主，才能够得着你 

时间一去不复返 

Fairfax 应该还是熟悉的景色，但已成了再不能复位的记忆 

没信主之前，生活是单调的 

每天除了忙得灰头土脸，就是闲得灰头土脸 

是你，一步步把我们带进主里。 

你说明年五一要回国看我们 

你说等我们申请研究生院了就帮我们写推荐信，你说……你说了

好多…… 

但好多约定却经不起现实的残酷扭动 

如果可以，我愿意用任何代价让时间倒流 

告诉你不要去 Oakland，不要那么晚出去，不要去洗牙，不

要…… 

但是 

却 

只能说 

一路走好 

（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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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属灵的同伴 我们的牧者 

这是我第一次写见证 ，没想到就是给我们最最亲爱的康弟兄，而

我更没预料到的是，居然会是在这样的情形下。 

和康弟兄已经认识一年又九个月了，在我们这群初信主的婴孩当

中，我和康弟兄的感情算是很不错的，从初次听福音，接着得救，

直到这次蒙了呼召来到 New Jersey 参加二零一零年华语学生成全

训练，一直是靠康弟兄的帮助与扶持。没有他，我想，现在我也

不会在这里得主成全。 

对于康弟兄，真的是充满了感激，对我来说，他不仅仅是一个普

通的朋友，他更是我属灵的同伴，我的牧者。他犹如慈父，同时

也是我们的良师。是他，将主带到我们的身边；是他，让我们认

识了主；是他，亲手为我们受浸；是他，总是想着我们；是他，

教我们祷告；也是他，每当我们要远离主的时候，带我们聚会读

经，学习主的话；是他，从不停歇的喂养我们。真的多亏了他，

一直对我们关怀备至，不离不弃。 

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康弟兄，是在我初来美国不久，他和其他弟兄

一起到学校来传福音，当时我们并没有什么感触，甚至对于他们

所谓关于主的话有些不屑，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是出于礼貌，

我们都有些敷衍地参加了那次福音聚会。回到学校后也没有太在

意，就这样，我认识了康弟兄。第一次照面，我的印象有些模糊，

只觉得是一个京腔儿十足的北京人，用很幽默的方式，很热切的

说了一些他的信仰。虽然听不很明白，不过却也觉得，这是一个

有趣的叔叔，除了他的信仰不太能了解，其他的一切都很喜欢。

人很热情善良，也很有趣，应该之后的经历和其他弟兄姊妹很相

似，一样的继续我们的生活，一样的难以习惯学校的美式食物，

一样的去 DC 旅游。然后，一样的被康弟兄接去卞弟兄家吃了一

次爱宴。真的是感谢主，拣选了我们这些迷途的羔羊，把我们带

到了美国，让我们认识了康弟兄。让我们接受到了主的福音，第

一次爱宴，几乎所有人都是冲着中国菜去的，没有谁在乎用膳结

束还需要祷告唱诗歌，民以食为天，为了我们的胃，我们什么都

不怕，同上次一样，康弟兄依然热切的为我们传扬福音，只是除

了交通主，多了一些闲聊，这也更坚定了我的想法，这是一个好

人，不管我信不信主，我都愿意有这样一位值得深交的朋友，与

此同时，康弟兄也用他独特的方式，让我们开始一点一点的了解

主，也开始一点一点的了解我们自己，但这并没有就让我这样轻

易的相信主。真正开始愿意打开我的心去了解主，是在09年的寒

假，学校关闭以后，我们就去了 DC，是康弟兄帮我们安排好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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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食宿问题，他和 DC 的弟兄姊妹们打开家，接待我们，给我

们家一般的温暖。我们从没有见过如此热心善良的人，愿意这样

接待我们。当时我们还不了解，正是有主在弟兄姊妹们的灵里，

他们才会这样无私的奉献，不求回报的帮助我们。而这一点，在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康弟兄让我们明白了。他带着我们去参加

各式各样的爱宴、小排聚会、以及主日聚會。他带着我们一同唱

诗歌、讀圣经，吃主的话语，给我们讲主的故事。每每见到他，

都是满了喜乐。说实话，原本我就是个很淡然的人，也是因为这

份淡然，基本上在信主之前，我就是每天都很喜乐的。亲爱的主

啊，你是何等的怜悯我，让我遇见了康弟兄和他可爱的姊妹。 

在我一直犹豫着要不要受浸的时候，康弟兄和她姊妹的一句话，

让我有了想要得救的决心。他们说，主是最好的，也是最宝贝我

们的。我们信他，他就会在我们身上彰显，让我们荣耀祂。而受

浸就像一扇门，受浸前，我们是站在门外，看到门内是何等的美

好，但我们却无法切实感受。我们只有打开自己，向主敞开这一

扇门，让他进到我们里面 ，我们才能真正得着祂，享受祂的丰富。

更何况，信了主，对我们又有什么损失呢？如果主不存在，我们

顶多当作洗了个澡，也不会少块肉。如果信了主，看到主的存在，

感受到主的恩典，那我们获得的将一生都受用不尽。就这样，在

康弟兄的祷告声中，我成为了主的儿女，主的爱人。今天，我当

着众人的面，大声的宣告，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主，愿意全时

间服事主。我想，这也会成为康弟兄最大的安慰吧。在康弟兄的

安排下，我来到 New Jersey 参加成全训练，这已经是第三天了。

之前大家就说好要为康弟兄写见证，可我一直没有动笔。或许是

因为这个消息来得太过突然，太让我震惊，又或许是我一直不太

能接受这样的事实，无法相信主会带走这样善良美好的一个人，

所以就一直耽搁。直到现在，我的思绪还是很混乱，一想到康弟

兄，脑海里就会涌出一大堆的画面，无数关于康弟兄的片段，就

像决堤的大坝，在脑海里翻滚，剪不断，理还乱。真的，关于康

弟兄的回忆实在有太多太多，说康弟兄真的是竭力去爱主，他会

把圣经的每一句都仔细研读。每有一篇新文，他也都会买回去认

真学习。主真的是充满了他的灵，他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主的存

在，也让我们看到主在他身上的彰显。多少次，每当我们开始远

离主的时候，康弟兄总会及时出现，给我们电话，或者是开车来

看我们，带我们讀经祷告唱诗歌，把我们重新拉回到主的身边，

享受主的甘甜。 

经过这次特训，更加坚定了我爱主的心。我也更加的感激康弟兄，

他是我属灵的同伴，也是我的牧者。虽然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但

他的心，他的灵依然与我们同在。而主，也永远与他同在！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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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主虽然带走了他，但一定会保守他的家庭以及他们未来的生

活。哦！主啊！你是何等的荣耀，我愿意一生跟随你。将自己的

一切都交给你，在这里，我们也为康弟兄的姊妹，他的孩子，他

整个家庭祷告。求主保守他们，为他们开路，让他们满了恩典与

平安，积极的继续以后的生活！哦，主耶稣，我们爱你，求你成

全！感谢赞美主。 

（JX 2010.7.25.） 

 

 

 

 

 

 

 

 

 

写给最亲爱的康弟兄 

2010年7月18日，是我们都无法忘记的一天，在这一天我们接到了

令人无比沉痛的消息。康弟兄离开我们了。在学习的日子里，康

弟兄一直关心着身在异乡的学生们。康弟兄在生活和心灵上的帮

助都给予我们很多很多。是他带领我们认识并接触了主，把我们

带到了平安的国度。康弟兄带着学生们读圣经，与我们交通，我

们的灵渐渐丰富长大。与康弟兄和弟兄姊妹的聚集中，我们看见

了荣耀。康弟兄爱人，爱神，坦率，真诚，我们永远地纪念这位

在神的国度里虔诚善良的弟兄。康弟兄爱主并将他的一生奉献给

主，我们要接受他的指引不断学习，不停祷告。愿主疼惜这位可

敬可爱的人，愿主继续保守康弟兄家人的道路，保守他们平安。

（ML 201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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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念康叔叔 

现在想来，在美国的一年生活，其中很珍贵的一部分，就是能通

过康弟兄认识主。而第一次见到康弟兄的情景，现在仍历历在目。

那是秋假时我们集体去华盛顿，有一天晚上在宾馆的时候，我听

来了两年的同学说教会的弟兄姊妹要来接大家，好像是去中餐馆

吃个饭吧，于是就这样首次见到了一群弟兄姊妹。当时康弟兄进

来时，面带微笑，侃侃而谈，顿时吸引了我的注意。旁边有人喊

了声〝康叔叔〞，我才明白过来这是大家在学校时经常提的康弟

兄。 

随着时间推移，教会的弟兄姊妹对我们的照顾备至真的让我们感

激。冬假时我们住在不同弟兄姊妹家中，大家彼此又有了进一步

了解，感情更加深厚。是康弟兄将我们大家一个个带入主的恩慈

中，而每一次我们中有人受浸，他都比我们更开心，更激动。康

弟兄对主的信仰与爱，我们每个人都看在眼里。他告诉我们信主

是这世上最好的事情，他每次晚祷都非常虔诚，他总是乐于让我

们更深刻地认识主，更好地进入召会生活中。在信仰上，他是主

放在我们中间最好的一个使者。 

信奉主的人总是为人真诚慈善。冬假时，是他让我们每个人得到

了很好的安臵，他在组织大家学习主话之余，总是尽力满足我们

的要求。他带大家到华盛顿市内游玩，周末组织大家去参加爱宴

等等活动，他的形象似乎还在眼前。暑假时，我还和康弟兄通过

电话，在网络上聊过天，他还给了我很好的建议，如今翻开往事，

更觉这变故太过突然，一时之间让人难以接受。 

王青阿姨也是极和善的人，现诚心希望主能保守她和三个孩子度

过这最困难的时期，也希望教会中的弟兄姊妹们多予以照顾。只

言片语，实在无法表述我内心的悲痛，惟愿我们尚在这世上的人，

能在主的指引下走向光明的路，感谢主康弟兄现在在主怀里，不

再受这世上的一切磨难。 

（ZY 201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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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永远爱您 

我是一名在康弟兄家住了三个星期，感受他照顾一年，在他的关

怀下受浸，成为一名基督徒的学生。当一个人悲痛到一定程度是

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现在的我就是这样的心情…。还等着康弟兄

明年来看我们，还以为以后有机会去美国可以再次见到康弟兄，

看到他一手拿着眼镜，一边有点摇头晃脑的笑着和我们说话，学

我们的腔调：你们说〝三〞都说〝三〞（第四声）…。可是就这

样再也听不到了，谁都不会想到，会有这样的意外…。 

康弟兄对我们的关怀是每个学生都看在眼里的，每年不是康弟兄

来接我们去华盛顿，我们又怎么能有机会感受到主，认识到这么

多的弟兄姊妹。他有王青阿姨，有三个可爱的儿子，更有我们这

群年年受他照顾的学生。我们都爱您，永远…。 

我后悔都没有单独和您合影，我后悔回家后没有多多的联系您，

我后悔在美国的我们以为会永远拥有您，而没有那么那么的珍惜

和您在一起的时光，我更后悔后悔您会遇到那帮歹徒…。可是您

让我们有了颗信主的信，你让我们相信主爱世人，更别说是您了。

您是离开我们了，可我们永远不会忘了您，在您走的那天晚上，

我仿佛看到了一颗星星对我闪了下，我愿意相信，那是您，那是

您在对我笑，让我坚强，说您在另一个地方，很好…。 

康弟兄，康叔叔，康师傅，您要一路走好，我们永远爱您…愿主

保佑王青阿姨和您的孩子…永远。 

（爱您想您的 Z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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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已逝的弟兄 

直到现在，这件可怕的事情过去近一个月的今天，我仍然无法相

信这是真的。 

当学妹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无数次寻找理由，希望这只是一个

愚人节的玩笑，康弟兄仍然在大洋的彼岸和家人快乐的生活着。 

直到出差回来再次打开邮箱，看到了纪念康弟兄的网站，才不得

不结束这种自欺欺人的想法，开始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 

作为第一届来交换的学生，作为第一批来到这个小镇的中国人，

说不恐惧这个陌生的环境是假话，而当康弟兄和教会的其他弟兄

姊妹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喜悦，能来到

这个大家庭，能和亲切的弟兄姊妹生活在一起，让我们在陌生的

国度感到不再寂寞。 

依稀记得圣诞节在康弟兄家吃到的中国包子，和孩子们追着一个

玩具奔跑的感觉，让彼岸寒冷的冬天充满了家的味道。 

不论何时，不论何地，哪怕是在我们已经离开学校的5年后，康弟

兄仍然继续的关心着我们的生活，还常常会介绍新弟兄姊妹给我

们认识，时时刻刻让我们臵身于教会这个大家庭的关怀下。 

从没有想过一切的美好竟有终结的一天，依稀记得就在康弟兄发

生不幸的前一个周末，仍然可以看到 MSN 上他的名字在跳动着，

和我们诉说着新一批的交换学生在美国的情况，聊着大家的近况，

而仅仅是几十个小时后，我们竟然已经要面对他已经永远离开的

事实。 

千言万语已经道不尽对这位弟兄的思念，频繁地赘述着过去的温

暖也换不回我们的康弟兄。 

我只能说，愿主眷顾弟兄的家人，平安康泰。 

（ZW 201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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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存感念 

对我们每一位学生而言，康弟兄不仅仅是一位将福音传递给我们

的人，更是一位无时无刻不在帮助着我们的师长。 

对此，我们每一位都心存感念。 

是他将我们都引领到主的国度里，解答我们一切的疑惑； 

是他教我们呼求与祷告，从最基本的三呼主名开始； 

是他教我们唱圣歌，让我们知道《信的故事》，也让我们产生了不

妨一试的念头。 

同时，他也几乎见证了我们每一位受浸的过程，包括我在内。与

其他弟兄姊妹一起，给予我们最诚挚的祝福。 

康弟兄， 

您事奉主的诚心已深深地感动了我们，相信也一定为主所得见。 

祂爱您，所以将您提前召唤到荣耀的国度里。 

我会一直将您的教诲铭记在心，并传递给更多的人，让他们都得

以沐浴主的光辉。 

（X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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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得胜的基督徒 

还记得第一次与康弟兄见面是在2008年的秋天，在校园里，康弟

兄开车来接我去了 DC 聚会。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参加聚会。是

在那一次，康弟兄为我讲述了很多主的故事，让我内心为之震撼。

也是在那一次，我在 DC 受浸，进入了神的国度，摆脱了黑暗的

深渊。康弟兄是多么善良，精明的人啊，在他身上，看不到一丝

对劳累的惧怕，开车那么远，就是来传达主的福音，拯救我们这

些迷途的羔羊。我一直没忘记，康弟兄对我们说：要作得胜的基

督徒。有些人，虽然进了主的国度，但是没有作一个得胜的基督

徒，就像没有用的石子被扔在路边，有些人却能努力传播主的福

音，拯救世人，打开自己的家门，栽种召会树，这样就能像肥料

在田中，滋润着土地。康弟兄这么说，他也这么做着。多年来，

他作主的使者，让众多弟兄姊妹走进主的国度。 

在生活学习中，我还记得康弟兄的一句话：主不会给我们过重的

担子挑。是啊，感谢主。凡事我们努力去做，心中去求主，主就

会应许，主不会让我们去做超出能力的事。康弟兄的话，传达了

主的声音，也激励着我。在我遇到困难时，我就会想到康弟兄当

时的言语。 

当我得知康弟兄遇袭的消息，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事情是那么

的突然，突然的我无法接受2天前还跟我联系的康弟兄已经被主召

唤回去了。那么开朗，健谈，幽默，对主无比虔诚的康弟兄就这

么去了。知道现在，和康弟兄一起读圣经，唱诗歌的画面，依稀

还像是在昨天…。 

康弟兄，一路走好，主与你同在。主啊，Amen。 

（CH 201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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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人活着的乃是灵 

一个多礼拜了，时间一点一点流去，我一次一次哭着跟主说：

〝主啊，我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我知

道你对我们爱长阔高深，你对我们永远只有美意在，更何况是爱

你的弟兄。主啊，求你亲自来安慰受伤的心灵，我们肉体的情绪

也请你亲自来安抚，在灵里更坚定我们对你的信心！〞是的，对

于我的软弱，这位信实听祷告的主都知道。在接到这个噩耗的时

候，我被震惊到头脑停住，〝这是真的吗？怎么可能？他是我们

亲爱的弟兄啊，我几天前才和他通过电话，我这次参加训练还有

好多得着要和他分享，还有…〞这几句话在我心里来回打转，眼

泪已经完全控制不住，然后开始担忧王青姊妹会是怎样的情形？

他的三个孩子怎么办？因为丧父之痛，我自己经历过，我知道那

份痛苦不是能用程度形容的，是歇斯底里的。这个时候虽然明白

要仰望主，跟主祷告，但我发现自己情绪真的完全处在肉体里，

灵里的无力和软弱，使我根本没办法得到主话的供应。一夜未眠，

我知道我太需要弟兄姊妹们的扶持，太需要灵里的刚强了！ 

接下来几天，和弟兄姊妹一起迫切祷告，一起读主的话，虽然渐

渐有了平安，可是心结依旧很难打开，直到一位服事的弟兄很直

白的几句问话让我突然醒了过来，他说：〝姊妹，神给康弟兄的

托付，他背起来了吗？你觉得他现在站在神面前坦然吗？〞 

毫无疑问，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他又问：〝如果是我们自己呢？

如果现在也站在神面前，是什么感受？〞我心虚的摇头，我想我

是羞愧的，因为我不敢说我把爱主放在了第一位，我不敢说我把

我自己完全顺服于主，我更不敢说我为主是完完全全的站住了！

我能配的过那荣耀的生命吗？不能！至少现在不能！康弟兄用他

生命的最后阶段，给我上了最宝贵的一堂课。我们的肉体生命是

短暂和脆弱的，而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罪恶的！因为〝它〞已经

夺走我们亲爱弟兄的生命了！但是康弟兄在他短暂生命里，不顾

一切，花费他所有的在他所爱的主，和我们身上！爱祂的人神是

知道的！神在天上的奖赏是大的，所赐的是他那极其荣耀的永恒

国度。 

主啊！那叫人活着的乃是灵！真的赞美你，赞美你是昔在，今在，

永在的神！赞美你用爱浇灌我们，给了我们这世上最珍贵的礼物，

那胜过死亡的生命！主啊，我悲痛的同时，却也得蒙鼓励，我不

能再把生命浪费在追求享乐罪恶的世代中！我要珍惜时间，起来

跟随你，为着你，我要站住，我要花代价，像康弟兄那样，把你

的宝贵福音传出去！（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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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imony in Memory of Brother Jinghong Kang 

I found out from the news on July 19, 2010 that brother Kang 
had been robbed and lost his life. I have been stirred up since. I 
have his and his family's images in my thoughts all day long. I 
pray for his family. May the Lord shepherd them through this 
difficult time. We might not understand why the Lord allowed 
this thing to happen, but we are sure of one thing - that brother 
Kang's spiritual life with God will never be taken! 

I remember, at the beginning of his church life, brother Kang 
was a quiet person who didn‟t talk much. He always sat at the 
back of the meeting. Through ten years in the church life, God 
gradually transformed him to be a useful vessel who very 
effectively helped other people in the church life. He caught my 
attention frequently by his special care for the exchange students. 
He had a very sincere burden for those new believers in that 
school. He spend a lot of his time shepherding them in their 
personal needs and spiritual life. I have always been encouraged 
by him. 

I have been strongly reminded by the loss of brother Kang that 
we cannot predict what will happen tomorrow. Therefore, we 
must enjoy the Lord TODAY! We need to enjoy the Lord NOW! 
Also, we need to have an open mind and treasure all the saints 
among us while we are on the God-men journey together. We 
don't know how long we are going to be together, but we can 
encourage each other whenever we can TODAY! Amen! 

Aimei Hsi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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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Memory of Brother Kang 

1 Thessalonians 1:3 

Remembering unceasingly your work of faith and labor of love 
and endurance of hope in our Lord Jesus Christ, before our God 
and Father. 

Brother Jinghong Kang was a pattern of one who loved the Lord 
and the Body of Christ. The greatest memory we have of this 
brother is of him bringing unbelievers to know the Lord and 
baptizing them. Even up until the day he left on his trip he was 
baptizing new believers, praying for them and calling on the 
name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with much joy. We are so thankful 
w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erve in the church in Dunn Loring 
with this brother. 

John and Rebecca Kan 

 

 

 

 

A Hidden Brother 

My service in the Lord's table gave me the opportunity to blend 
with brother Jinghong Kang. He was a hidden brother but did a 
lot of shepherding to the saints who serve on the Lord's table 
service. He often sent encouraging words by email to the 
brothers on the table service. This he did by copying portions of 
the life-study messages to us. He was always available to serve 
whenever there was shortage of brothers. He impressed us with 
his simplicity, love, care, service and faithfulness. We will 
remember him unceasingly for his work of faith, labor of love, 
and endurance of hope in our Lord Jesus Christ before our God 
and Father (1 Thes. 1:3). 

Ernest Agyem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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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ood Soldier of Jesus Christ 

“Suffer evil with me as a good soldier of Christ Jesus. No one 
serving as a soldier entangles himself with the affairs of this life, 
that he may please the one who enlisted him. “ 2 Tim 2:3-4 

Our dear brother Jinghong has established a pattern of being a 
good soldier of Jesus Christ at least in these four aspects. 

(1) Pursuing the high-peak truth. Brother Jinghong had a very 
sharp mind and he used that to pursue the high-peak truth. He 
often exhorted the saints to get into the Life Studies. And 
because he was well constituted with the truth, he was always 
able to render proper help, i.e., without anything that is natural, 
to the saints and gospel friends. 

(2) Being extremely exercised. Brother Jinghong was always 
extremely exercised,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gospel 
preaching. He had a laser sharp focus of getting people saved 
and would not allow any interruption to get in the way. He 
knew that there is always a spiritual warfare behind the scene 
and that Satan would do its best to distract people from 
receiving the Lord. For example, he often would encourage the 
saints not to pay too much attention to serving snacks or food to 
gospel friends, not that we should not do it, lest we miss the 
critical moment for people to receive the Lord. 

(3) Being zealous for the gospel. Brother Jinghong is a person 
who “breathes” gospel. In our fellowship, I hardly heard him 
talk about anything else. He truly proclaimed the word; was 
ready in season and out of season; convicted, rebuked, exhorted 
with all long-suffering and teaching (2 Tim. 4:2). Because he was 
so burdened for the gospel, many of us experienced the vision of 
the four living creatures mentioned in Ezek. 1:5-14. Jinghong 
was the living creature who moved straight forward for the 
gospel, and we, as opposite and side creatures were moving 
backward and sideways, respectively, to have a wonderful 
coordination in the Body. 

(4) Genuine care for students. Brother Jinghong really poured 
out for the Chinese exchange students. Dozens and dozens of 
students were saved through him. He often would drive three 
hours one way to visit the students. He also shepherded them 
via the Internet so that physical distance would not become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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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ch of an obstacle. He even visited these students in China 
when he returned to visit his own family. This is genuine care 
without any pretense. 

Our brother has fought the good fight, has finished the course, 
and has kept the faith. Henceforth there is laid up for him the 
crown of righteousness, with which the Lord, the righteous 
Judge, will recompense him in that day (2 Tim. 4:7-8). We truly 
will miss our brother‟s portions. 

Joseph Chang 

 

 

 

 

 

 

 

 

Such a Model 

Brother Kang is our example of loving and serving the Lord by 
loving and shepherding His sheep from his whole heart, with his 
whole soul, and with his whole mind. Thank You Lord for 
giving us such a dear brother as such a model of loving You and 
serving You faithfully to the end. 

Jenny 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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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pecial Gift to the Body 

Brother Kang was a special gift to the Body and a pattern to the 
saints in preaching the gospel. He had a genuine care for young 
people and was deeply burdened for their salvation. The last 
time we labored together for the gospel was at Eric and Lillian‟s 
house. During that gathering, brother Kang shared the gospel to 
Lillian‟s sister, Monica, and to Lillian‟s mother. He shared in an 
exercised way, full of the spirit and boldly announcing the 
gospel to Lillian‟s family. During that meeting, we had the sense 
that we were struggling in a battle for their salvation. After 
nearly two hours, we were ready to give up for that evening but 
brother Kang persisted and would not give up. Finally around 
11 PM, Lillian‟s sister, Monica surrendered and decided to be 
baptized. Hallelujah! Christ is Victor. 

Brother Kang was also very generous in participating practically 
and financially in the gospel and shepherding. I also recall one 
time at our home meeting, a brother was saved and baptized. 
The next day, brother Kang gave him a new leather-bound 
Recovery Version Holy Bible with footnotes. This practical care 
also touched me very much. 

"Do not fear, I am the First and the Last. And the living one; and 
I became dead, and behold, I am living forever and ever; and I 
have the keys of death and of Hades." (Rev. 1:17b, 18) 

Angela Hsi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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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embering a God-man 

I have known through fellowship and service our brother, 
Jinghong, for many years. He was a very caring and shepherding 
brother and I treasure the fellowship and exchanges we had 
through the years. He loved the Body and he always served the 
needs of the members. He was faithful to make up the ushering 
and table service schedules for all of us and sent us a reminder 
each week. This seems small but to me it reflected his loving 
oversight of those who served with him. 

I always felt I was with a “spiritual brother” when I was in 
Jinghong‟s presence and I appreciated his plain speaking. As our 
Lord said in Matthew 5:37, “But let your word be, “Yes, yes; No, 
no; for anything more than these is of the evil one.” He was not 
political but rather very genuine with deep feelings concerning 
Christ and the Church. Many times, although he said nothing 
and his face was somewhat expressionless, you had the strong 
sense that He was deeply moved by the Word, or by the needs of 
the saints and especially by the gospel friends and unbelievers. 

Jinghong was a gospel preacher. He shared the Lord‟s burden 
for unbelievers and he sought opportunities to bring many to 
Christ. He was especially burdened for the Chinese students 
from China that had never heard the truth and therefore were 
bound in their unbelief. I do not know the number but I can say 
with assurance that he brought many to receive the Lord Jesus as 
their Savior and to be baptized into the Triune God and into His 
Body. Not only so but he labored in prayer and in stewardship 
to present these ones full grown in Christ. He poured himself 
out in various ways: in teaching the Word, in opening his home, 
in giving of whatever he had in material things, in giving of his 
time, of helping the new believers to take care of their conscience 
by confessing, repenting, taking care of offenses and believing 
the blood cleansed from all unrighteousness. He was one always 
laying down his soul life for others. 

He was a man of faith and a real lover of the Lord Jesus. This 
love was reflected in his desire and willingness to feed and 
shepherd the Lord‟s sheep. As the Lord said to Simon Peter in 
John 21:15-16, “Simon, son of John, do you love Me, more than 
these? He said to Him, Yes, Lord, You know that I love You. He 
said to him, Feed My lambs. He said to him again a second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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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 son of John, do you love Me? He said to Him, Yes, Lord, 
You know that I love You. He said to him, Shepherd My sheep. 

Our brother knew his spirit and he lived and walked in faith. He 
was a faithful brother to what he saw and to Whom he believed. 
He was also very human and took care of all manner of practical 
things in his home and in his life. He was very touchable and 
easily touched. The life of Jesus was manifested in his body. I 
feel very grateful to the Lord that I could have known and 
served with our brother Jinghong through the years. He was a 
precious member of the Body of Christ and his portion was very 
precious and Life imparting to me. Amen. 

Faith Dilworth 

 

 

 

 

 

 

Letter from International Student Adviser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I received this message with great sorry, sadness, and humility. 
Brother Jinghong Kang was a role model for what our work 
should be while we are on earth. Jinghong, Wendy and the 
Church have made our students feel very welcome when they 
are studying here and are a long way from home. 

His work and that of your community have made our students 
feel connected. Our students have benefited from the kindness 
and support through the years. I/we will miss him greatly. 

Lon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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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ways Given and Serving 

Being a YP serving one, I would often come in contact with Br. 
Jinghong in regards to his children. He always seemed to have 
much concern for his sons especially Luke, his eldest. I could tell 
he loved his family deeply. May the Lord fulfill Br. Jinghong's 
burden for his sons. 

Also, I was always encouraged by his being very given to 
serving the Lord. He was always full of burden for others above 
his needs. In the dead of winter he would drive all over the area 
diligently and tirelessly tending to the needs of visiting students. 
He was a very intelligent and highly educated brother, but he 
would serve as driver for the students with much grace and joy. 
It is a glory to the Lord. Also, he was involved with so many 
baptisms at the meeting hall in Dunn Loring. I appreciated his 
exercised spirit. 

Praise the Lord for our Brother Jinghong Kang. I look forward to 
the day I see him again. May the Lord bless his family. Amen. 

In Christ, 
Frank Park 
 

"For the Grace of God, bringing salvation to all men, has 
appeared, training us that, denying ungodliness and worldly 
lust, we should live soberly and righteously and godly in the 
present age, awaiting the blessed hope even the appearing of the 
glory of our great God and savior, Jesus Christ, who gave 
Himself for us that He might redeem us from all lawlessness and 
purify to Himself a particular people as His unique possession, 
zealous of good works. These things speak, and exhort and 
convict with all authority. Let no one despise you." - Titus 2:1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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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embering Our Dear Brother Kang 

A group of Chinese students visited the church in Dunn Loring 
in December 2009. According to the hospitality arrangement, 
Michael Lee and Alan Wu lived with us for almost a month. Mi-
chael was saved and baptized in 2008 when he visited the church 
in Dunn Loring.  Alan did not know God like the other students 
who came from China. Br. Jinghong exhorted me to share the 
gospel, and sent some links from LSM about how to share the 
gospel. We prayed on the phone again and again. Alan got saved 
within the first week and was baptized on Wednesday at the 
prayer meeting at the meeting hall. Like Alan, all the students 
except one got saved and baptized because of Br. Jinghong and 
others saints. 

Br. Jinghong and I baptized some of them together at the meet-
ing hall. Sometimes he baptized them in the bathtub too. 

He was very busy taking care of them as his own children dur-
ing the entire winter break. He called me many times to be with 
the students at Br. Pian's house for fellowship and to enjoy the 
Lord. He taught them many hymns and YP songs. 

The students all left when the holidays were over, but Br. Jing-
hong contacted them every Saturday on Skype to share the 
Word and how to live the Body life. 

He took us to campus on Chinese New Year‟s day to blend with 
the students and local saints. We visited there again before the 
students went back home to China and we could see how the 
students were growing in the Lord's life. All of them called on 
the name of the Lord, pray read and prophesied, and many of 
them let their parents know that they were Christians. Br. Jing-
hong set up a network for the students in China and frequently 
contacted them to shepherd them. 

Many times, Sanda and I have been shepherded by the other 
saints, but now we have learned how to shepherd others in the 
Body by Br. Jinghong. The Lord used Br. Jinghong to show us 
His love and the reality of the Body so we can care for the stu-
dents back hom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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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forwarded a message from the Church in Dunn Loring with 
pictures to the students in China telling them that Br. Jinghong 
baptized two kids on his last Lord's day at the meeting hall. 

Sister Clara  from China replied to me as follow: 

Dear Koko, 

Thank you for sending me these pictures. Brother 
Kang looked very healthy in those pictures. I miss 
him so much, but we can't see him anymore. May 
God bless his family. I knew God through 
him. But God took his life away. Everyone doesn't 
know the reason. 

Clara 

Although the physical body of Br. Jinghong is not with us, he is 
with us forever in the Body of Christ. 

Amen. 

Br. Koko and Sr. S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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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于祂今日的受苦难 

康京宏弟兄，我们今天暂时分离，永世里再见了。 

听见关于您的噩耗，心里实在揪成一团，不知如何来面对这件事。

怎么可能？是作梦吧！我的感受，您的家人和亲友，召会中的弟

兄姊妹，网络上您所服事过的读者，许许多多认识您的人，都会

体会到难以解释的打击。主阿，您怎么会让这件事发生在我们所

心爱的弟兄、一同服事的伙伴身上呢？ 

今天我们虽然蒙神的怜悯，认识了祂并祂永远的经纶，也享受到

祂甘甜奇妙的爱，品尝了只有天上才有的丰富，更活在祂所喜悦

的召会生活里，一同被建造，一同背负见证的托付，这是我们何

大的福份。 

但正在弟兄盛年有为之际，却立即被夺去了。我们不能明白，也

实在难过忧伤。 

今晨正在思考这件事时，突然一道光照进我黑暗幽闷的心灵里，

倪柝声弟兄晚年的遭遇不是让我们难以解释吗？保罗、彼得等使

徒们的离世，不是让提摩太和当时爱主的圣徒不知所措吗？主阿，

怎么会这样呢？而主耶稣自己不是如奴仆般，羞耻地被罪人钉死

在十字架上吗？有许多事我们在当时都难以解释，但从神永世的

眼光，从天上的角度来看，虽然我们还不能完全明白，但已经有

了些许亮光。 

荣耀的复活，显赫的国度，神与我们完全合一，满了生命与光的

新耶路撒冷，不仅叫我们都有分，而我们更有分于祂今日的受苦

难，在痛苦中向神呼号，当我们不知如何祷告时，圣灵却用说不

出来的叹息，体会我们里头的呻吟，为我们代求？我们今日即使

外面有苦难，里头有纠结，在天上宝座自隐的神，与我们同在的

以马内利，却给了我们难以说清的确据，叫我们还能擦干眼泪，

继续天天与主一同的生活。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什么比这更荣耀

的？ 

康弟兄，你先走了，我们还要奔跑你那没有完成的路程，您要为

我们祷告，加油，叫更多的人起来奔跑，使许多前面圣徒一直从

远方望见的家乡，所盼望的那座有根基的城早日成就。 

（王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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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士何竟仆倒，战具何竟灭没！ — 忆京宏弟兄 

〝以色列的荣美在你的高处被杀。勇士何竟仆倒！不要在迦特报

告；不要在亚实基伦街上传扬；免得非利士人的女子喜乐，免得

未受割礼者的女子欢跃。基利波的群山哪，愿你们那里不降甘露

和雨水，也没有田地出产供物作举祭！因为勇士的盾牌在那里被

污厌弃，扫罗的盾牌不再抹油。未见被杀者的血，未见勇士的脂

油，约拿单的弓箭绝不退缩，扫罗的刀剑绝不空回。扫罗和约拿

单活时可爱可悦，死时并不分离。他们比鹰更快，比狮还强。以

色列的女子阿，当为扫罗哭号；他曾使你们穿朱红的华衣，给你

们的衣服加上黄金的妆饰。勇士何竟在战场上仆倒！约拿单何竟

在你的高处被杀。我的兄弟约拿单哪，我为你悲痛；你之于我何

等可悦。你对我的爱美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勇士何竟仆倒，

战具何竟灭没！〞（撒下一19-29） 

时间、空间和情感在突如其来的消息冲击下，都断裂了。根本不

可能想像的事情突然成了必须面对的事实。不信、眼泪、愤怒、

后悔、顿足哀痛，蓝天白云成了灰暗的混沌。我的弟兄，狮子般

的弟兄啊…… ！大卫对约拿单的哀痛涌上心头。 

2010年6月5-6日我们还和京宏弟兄一同研讨今年学人学者训练的

负担，弟兄如数家珍般地述说他们所得着并牧养的学生们。他那

幽默的谈吐，真切的爱，对青年人的负担都流露了出来。弟兄们

实在是得了鼓励，并且弟兄们盼望京宏能尽快放下工作全时间服

事主，加入网络福音的服事。 

回顾几年来和京宏弟兄在一些配搭里的甜美，更是心里充满了不

舍。2005年，当我们了解到有大学交换学生来的时候，因为那里

没有召会，我们打听到葛弟兄的家在那里，并且知道京宏在

“Virginia”，根本没有想这两地有多远，就给京宏打了电话。几年

来，京宏和 Dunn Loring 召会的圣徒们同心合意地配搭，多方的

服事那里的学生，果子累累。今年的训练，更是有六位已经回国

的弟兄姊妹回来参加华语学生成全训练，并且在训练中积极参与

服事，并全体奉献一生服事主。 

对于弟兄对主话和职事话语的娴熟，他成了我们莫大的帮助。多

次我们将一些负担交通给弟兄，他都是在最短的时间里将负担做

出来，成了多人的祝福。他更是在网络上用职事的话语供应千千

万万的寻求者。他一面如狮子一般，对异端据理力争；另一面他

对误解者耐心帮助，对失迷者爱心引导，对寻求者循循善诱，对

软弱者竭力扶持，甚至对有财物需要的有实际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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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宏弟兄是一个满有福音负担，随走随传的人。有一次，我回国。

到了北京，知道京宏在北京家里，就给他电话。到了他家里，看

见他母亲和儿子们。还没有说几句话，京宏就指给我看一个司机，

说司机从北京某地聚完会的地方送他回来。他并不知道，那里也

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我告诉他后，他立刻问我能否在去那里的路

上继续给司机传福音并送他一本圣经。一路上，那位司机得救了。 

数次在特会期间和京宏弟兄在一起，由于孩子们需要照顾，许多

时候他并没有多少时间能够坐在聚会中，但他的来到就带来交通，

带来温馨。我们多次在电话上交通真理的点，为了能更好地推广

真理。有一次，我打电话给他，他说话声音很低，我问他在作什

么，他说他正在厕所里祷告，因为那天开会耽误了他祷告的时间，

他便抽空藏到那里去祷告…… 

我们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在这时候……但我们知道主回来的日子近

了，属灵的争战越来越激烈；主要得着人作得胜者，撒旦却要吞

吃嚼碎。〝弟兄们胜过牠，是因羔羊的血！〞，我们今天以我们

的弟兄为榜样，便更要儆醒争战，赎回光阴，使我们余下的日子

能在主面前有价值。我们亲爱的弟兄，安睡主怀，进入安息并等

候那杰出的复活。我们虽有流不尽的泪，不尽的叹息和扼腕，但

我们是泥土，祂是窑匠……；我们是奉献的仆人，祂是出了重价

买我们归祂的主人。祂永远是爱我们的主。我们只有边流泪边赞

美，赞美还要加添；主耶稣啊，我们只有一个祷告，愿你加增我

们减少。主耶稣啊，愿此次的打击，成为我们真正的利益，你所

取去的，你以自己来代替。主耶稣的神与父啊，以你极深的怜悯

和慈爱眷顾 Wendy 和三个孩子，从无法弥补的损失里，从你和你

的召会得到安慰。 

（余贵学弟兄泣泪于2010年新泽西华语学生训练 2010.7.26） 
  



52 
 

爱，永不嫌多 

最后一次和康京宏弟兄交通，是在今年六月二日。那时我和一起

服事的赵姊妹与黄弟兄参加完国殇节特会之后，由佛州一路看望

圣徒，最后一站来到维州，接待在康弟兄家。我们开车抵达时已

经接近夜晚十时半，看见他站在大门口迎接，一见面就在屋外聊

了起来，这么一聊就是一个小时。我见到汗水不时的从他额头上

流下，就劝他还是进屋吧。 

当他把我们安顿在地下室之后，我已经打算和赵姊妹关上房门就

寝。没想到，他很快的又下来和弟兄开始交通起来。由于我们对

学生工作也有负担要学习，因此就一起出来听听他讲的见证。就

这样从他的得救一路讲到他这七年来如何接待从国内来的年轻学

生，并讲到他对职事的关注。任何一个用字遣词或网站上的发表

有不妥处，他都毫不保留的讲出来。我不仅佩服他对职事书报的

认真，他的记忆力也实在惊人。不过他已经忘记了以前曾把这些

错字或他的意见告诉过我，只是他对还未改进之处仍不气馁的一

讲再讲。 

我们对他所做的学生服事十分有兴趣，因为现在来美的留学生在

年龄大幅下降，而他独具慧眼，早已开始照顾这班年轻的交换学

生。他的接待十分特别，特别在于他是用神的爱全心的爱这些小

孩们。他不仅记得每个孩子的姓名特征，他们的喜好（爱唱的歌，

爱吃的菜）都能一一说出。这是一种无私的爱，忘我的大爱，若

非是从主来的负担，若非是神的大爱充满他，我相信一般人是无

法持久的一直做下去的。 

康弟兄讲到这些孩子的时候如数家珍，一开口便滔滔不绝，无法

止住。在我多次提醒下，他仍说：不累，没关系。接着又继续讲。

我们都是坐着听，而他却是站着不停讲，连一口水都没喝，就讲

到将近午夜两点。 

当晚我虽然身体疲惫，但未能很快入眠，想着他是那么的疼爱这

些孩子，我十分蒙光照。他没有教条，完全是用爱和身教，最重

要的是不住的为他们祷告，天天与他们联络。我向主认罪，我连

自己的儿女都没有这样的照顾，更何况只是接待客旅，一向都是

当做〝过客〞，客客气气的就有缘再见了。 

康弟兄，我不会忘记你所说的，照顾这些孩子就是要问他们爱吃

什么，做他们爱吃的食物，和他们唱他们爱唱的诗歌，并且放给

他们听，让他们在饭前祷告，最重要的就是爱他们，为他们祷告，

永不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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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见到康弟兄，他都是热情充满活力，即使是午夜时分也未显

丝毫的倦容，正如他对主，对这份职事的热情和绝对，可谓面如

坚石不回头。他的服事积极而且具有前瞻性，是一个一直走在前

头的人，但他却是保持低调，默默的付出，不求任何的回报。实

在是众人的榜样。 

（Lily，袁海华姊妹，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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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灵将才 

国殇节特会前后，我们在 MSW（学者福音）服事的一位弟兄与两

位姊妹，为了活力排的提醒服事一同配搭访问东岸的圣徒。我们

行程的最后一个晚上，是接待在康弟兄家。 

在这之前，我对康弟兄一无所知。那一天（六月二日周三），我

们一行三人风尘仆仆地赶完一天的行程，于晚上十点三十分抵达

康弟兄家。见了面，我想起去年在安那翰办第一次团体神人生活

时，第一天聚会聚得很晚，忽然有位弟兄跑进厨房用冷水冲脸，

因为那时候已过了东岸的凌晨；当时我的印象是，这位弟兄意志

挺坚地在奋力拼上！现在知道那就是康弟兄。那是一次值得记念

的〝群英会〞：北美50几位爱主、服事主的弟兄们48小时夜以继

日地团在一起生活、调在一起劳役于园区八号楼，亲身体尝〝看

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诗一三三1）！ 

我们抵达之后，本想快快进屋、盥洗、就寝，免得打岔接待家庭

的生活作息，没想到康弟兄在车道上与我们话家常半个多小时，

才在我们的示意下让我们进屋。等他带我们到地下室之后，我们

以为他关照几句就会上楼就寝，谁知他竟站着与我们交通，直到

凌晨两点半左右。我们从站着听他交通，到坐着听他交通，最后

是撑着听他交通；但他仍然精神抖擞地站着侃侃而谈，毫无倦容

睡意。 

在三个多小时的交通中，我们逐渐认认康弟兄，是一位心思缜密、

坦率真诚、反应敏捷、很有口才的弟兄。从交谈中我们得知：他

是个博士，是中福网主要服事者，常在网上唇枪舌剑的打真理战，

且攻无不克；他提及影音产品质量的问题，经文翻译语意不确等

问题，也谈到如何提升网络搜索的排名……可见，他对主的恢复

之关切、用心与投入。 

最叫我们希奇的是，当地有五、六个家一起配搭，趁学校（离当

地约有三个多小时的车程）放假期间打开家接待国内来的学生

（约2-3周），藉着生活中的互动，很自然地把福音的真理作到学

生们里面；譬如，让他们自选喜欢的诗歌，带他们唱诗，呼求祷

告，谈主论人生，与他们作朋友，倾听他们的心声，爱他们如同

自己的孩子，不用规矩、律法来限制、约束、要求他们……五年

下来，已有超过五十位受浸，且多是活而常存的果子……。 

听他一席话，我很得开启，也深深体会，这才是真正的〝人性顾

惜与神性喂养〞；也是主的恢复实行神命定之路，当前最为需要

的鲜活见证与榜样。康弟兄不仅有神经纶的看见与眼光，也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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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纶的构成与实行；真理在他身上是那么实际，一点不是空泛的

道理。 

交谈中，我们得知康弟兄将于六月五日（周六）至新州富兰克林

参加校园服事者的交通，而余弟兄（Andrew Yu）也会参加，所

以我们鼓励康弟兄务必交通、见证，让弟兄们知悉他们得 e 世代

大学生的窍诀，好成为其他校园与圣徒们学习的榜样。但康弟兄

选择低调，不想显扬，因为他认为这不是仅仅学一些外面的作法

而已！ 

第二天，康弟兄一早就出门了，我们没有再见到他。当天我们搭

机回南加州；我深深觉得：康弟兄如果不作见证，实在太可惜了！

我左思右想，唯一的办法就是请余弟兄找他作见证。当晚，我写

了 e-mail 交通此事，内容如下： 

余弟兄： 

我们一行三人，昨天晚上接待在康京宏弟兄家（Dunn Loring），

他与我们有许多的交通；譬如，如何提升网络搜索的排名、影音

产品质量的问题等，且得知：他们已过五年藉着接待学生，已得

着50多位国内来的本科生！他们得人的见证，使我们对于 〝如

何得着90年代的青年人〞 有许多更新的看见和开启！这个周末，

康弟兄将会参加 NJ 的交通，盼望您能直接听取他第一手的交通

与见证！我们在得人的事上，普遍需要有更进一步的学习！ 

愿主祝福祂的恢复 

恒玉 敬上 

感谢主，康弟兄那一天交通了两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都有

录像存档。当下，余弟兄公开印证康弟兄应该出来全时间服事主！ 

康弟兄实在是主恢复中难得、少有的属灵将才！现在我能理解，

为什么他这样兴高采烈与我们畅谈：他传福音得人的秘诀和那一

群聪颖、活泼、率真的属灵儿女；乃是因为他传福音所结的果子，

已然成为主赐给他的隐藏吗哪（启二17），也成为他心中的欢喜

快乐（路十五），更成为他的荣耀和所夸的冠冕（帖前二19～

20）！ 

末了，我要引述保罗的话，见证康弟兄在福音生活中的行事为人

与活出：〝但神怎样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

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察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

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就如你们所知道的；也没有借掩饰而

贪婪，这是神可以作见证的。我们作基督的使徒，虽然有权利叫

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寻求从人来的荣耀；只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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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中间为人温和，如同乳母顾惜自己的孩子。我们这样切慕你们，

不但乐意将神的福音分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分给你们，

因你们是我们所爱的。弟兄们，你们原记得我们的劳碌辛苦；我

们是昼夜作工，把神的福音传扬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任何人受累。

你们和神可以作见证，我们向你们信的人，是何等圣、义、无可

指摘，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们怎样劝勉你们，抚慰你们，向你

们作见证，待你们每一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孩子一样；要叫

你们行事为人，配得过那召你们进入祂自己的国和荣耀的神。〞

（帖前二4～12） 

（赵恒玉完稿于二○一○年八月七日南加州安那翰） 

 

  



57 
 

记念我的好配搭——京宏弟兄 

惊鸿一瞥，《生命读经》得俊杰 

初识京宏弟兄是在二〇〇二年五月十七日。 

那日，美东众召会的华语春令营正在马里兰州的 Beltsville 会所举

行。弟兄们提出两个特别负担：其一，神圣启示的推广正式进入

网络时代，中国福音网站首次公开展示。其二，鼓励圣徒研读生

命读经，被真理构成。就是这两个负担使我和京宏结了八年不解

之缘。先是，我介绍了以〝福音传华夏、真理照神州〞为宗旨的

中国福音网站。之后，京宏做了个人见证，《生命读经》如何改变

了他的一生。那个见证给了我极深刻的印象。那时，《生命读经》

是啥，多数弟兄姊妹还都搞不清楚，而他已经读了两遍。他是在

维州理工学院读书时得救的，他的第一遍就是在研究所毕业前完

成的。别的留学生课余时沉迷于金庸的武侠小说，京宏则〝沉迷〞

于李弟兄的《生命读经》，自己读还不够过瘾，再买一套送人，到

处向人推荐。第一遍为自己的享受读的，第二遍为了构成和推广

读的。弟兄作见证时思路清晰，信心充足，态度真诚，笑容可掬，

我在台下暗暗喝彩，深觉这会是个主能大用的年轻人。那是我对

弟兄的惊鸿一瞥。 

挥洒自如，中福论坛康师傅 

中国福音网站除了提供大量静态的福音及真理文字信息及网上书

房服事，还另设论坛，与全世界华人基督徒或福音朋友互动，传

扬福音、供应生命、陈明真理。要物色一位有负担、有装备、有

才华、有时间的论坛版主在八年前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那〝惊鸿

一瞥〞又在我心头掠过。我立即打电话给京宏，邀请他共襄盛举。

弟兄二话不说，一拍即合，〝三顾茅庐〞的麻烦俗套全免了。自

此，中福论坛成了烹调国度福音、高峰真理、神人生活….等各样

主恢复中属灵美味的网上厨房。京宏弟兄在职事话语上深厚的根

基，配上他清明的心思、独到的体会与流畅的文笔，担任大厨

（笔名 jh）挥洒自如，游刃有余。一盘盘带有时代职事特色的佳

肴源源不断地推出他的窗口。网路上闻香下马、知味停车者日众，

〝康师傅〞的招牌不胫而走。中福论坛因着弟兄辛勤的耕耘得以

成长茁壮，欣欣向荣。他在临去前发了最后一个帖——〝关于魂

生命〞，至今言犹在耳，余音绕梁！会员们对他的哀悼感怀几日

内塞满整个论坛，读来句句叫人心伤肠断！ 

京宏写过逾三千个帖子，散布在福音、信仰、圣经、召会、事奉、

神学等栏目，迭有精辟到位的发表。弟兄为主说话时几乎每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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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都有圣经根据，并附出处。此外，又丰富灵活地引用倪、李职

事信息。因此，立基稳固，真理纯正，说服力强。这是他写帖的

最大特色。更难得的是，他写得快、写得勤。许多棘手的难题，

他能在上班时利用休息的空档一挥而就，一针见血地给予令人满

意的答复。若不是一个在真理上有相当构成的人，如何办得到？ 

弟兄这方面的长处实在是主赐给召会的恩赐。他在已过三、四年

间，将《生命读经》中重要的书卷重新整理编写出〝简缩版〞俾

便在小排聚会中推广，用过的弟兄姊妹都赞不绝口。他更希望将

《生命读经》的读者群延伸到青少年，因此又编写了英文版的

《简缩版创世记生命读经》，在他自己的儿子身上试验成功，而且

推己及人。 

此外，两年前弟兄又利用 Google Group 创设了 RSG 每日读经的

电子邮件服事，收件者散布世界各角落。他也和大家一同按进度

读，并分享他的读经心得，受惠者甚广。这样一位神圣启示的推

广者，在华语圣徒中还真数不出几位来。 

巧答妙喻，福音座谈启顽愚 

以问答方式来指点迷津，把人心导向神，是对知识分子传福音的

一种有效方式。早在二〇〇三年京宏与我二人即以中福论坛之名

携手在春令营中办过美东第一次的福音座谈，现场即席答客问。

弟兄那从容不迫、对答如流的大将风采，至今仍深印脑海。此后

又有多次机会与弟兄同行到美国各大学校园传福音、办座谈。每

次都是个愉快的经历。京宏博学多闻，洒脱率真，机智灵活，能

言善道；很多尖锐刁钻的提问他都能以风趣得体的比喻巧妙地轻

松化解，让听众拍案叫绝，为之倾倒，将整个座谈推向高潮，也

给其后的福音信息及受浸呼召扫除了障碍，修直了道路。福音朋

友的心已经温暖、柔软，生命的话就很容易栽种进去；帕子一除

去，心眼被照明，人的灵也很容易被点活，接受救主进来。京宏

福音的灵很强，我们即使不在聚会中，在餐馆吃饭时遇到合适的

对象他也很主动地上前攀谈，常有意外的收获。 

校园留香，忠心牧养主群羊 

二〇〇六年秋，弟兄获知每年有数十名本科生到附近大学就读，

见猎心喜，兴奋何似。一日，兴冲冲地打电话要我和他配搭去大

学传福音，还要我再拉几位弟兄同去。我被他福音的负担感动，

知道他若非不得已也不会事到临头向我这几百英里以外八杆子也

打不着的弟兄求援了。也是主的美意，我竟能在短短半天内找到

了另两位弟兄一同开了八小时的车在福音聚会前赶到学校与那群

可爱的年轻人欢聚。那次的福音，在十几位受邀同学中，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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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良好，有两位当晚在当地的葛弟兄家受了浸。此后，京宏就

爱上了那个校园和那群学生，经常开三小时车去看望小羊。学校

放长假时就把学生们拉上 DC 游览并体验召会生活。长期这么做，

弟兄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然而，劳苦耕耘的果实却是繁茂而甜

美的。学生们每年换批来，他每年如法炮制，主将得救的人数成

倍地加给他。那些读完回国的就加到了当地所在的召会。京宏每

年暑期回国省亲时总会去看望他们。学生们看到他宛如小羊羔看

到了牧人。弟兄身体力行了圣经中使徒们的教导，效法了彼得和

保罗的榜样，忠心牧养主的小羊，身兼他们乳养的母亲和劝导的

父亲。今年有六位学生从国内回来参加新泽西的一周学生成全训

练，实在感到这是主为弟兄预备的华冠荣冕！ 

弟兄，你安息吧，我感谢神给了我这样一位好配搭。你的典范将

一直在我记忆深处成为我时刻的提醒与激励！ 

（新泽西州 富兰克林召会 李孝嘉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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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ver in Our Hearts 

We met Brother Kang 8 years ago in the Church in Dunn Loring. 
It was our first time attending the service and we did not know 
many people. After the service, Brother Kang approached us 
during lunch. We talked about not only Christian life but also 
the family and kids. Our first conversation is still vivid in our 
memory to these days. He handed us a book called The 
Governing and Controlling Vision in the Bible afterwards. 

When our group meeting first started in Rockville, Brother Kang 
volunteered to come to our meeting to stimulate the discussion. 
Hailing from similar backgrounds, we soon became fast friends 
as we discussed everything from the Lord to matters 
surrounding China, our homeland. Despite living the furthest 
away from our home, Brother Kang consistently was the first to 
arrive. He was a strict teacher, and always inspired hope in the 
examples he set. His knowledge about the Bible is far beyond 
what we can ever reach, but what impressed us the most was 
what he did, the countless trips to our house in rain or snow, 
and the countless lives he‟s touched upon. One night after our 
group meeting, we learned that he will lose his job at Booz Allen 
Hamilton because of security clearance. We all know very well 
what it means to lose a job in such a bad economic environment, 
but he seemed so calm and so confident that things will be fine. 
He said that he put everything in God‟s hand. If God did not 
want him to work, he was fully prepared to work full time for 
God.  

Brother Kang, although you are in a better place with God now, 
we would rather you be with us. When God wants you to be 
close to him, you will be a guardian angel watching over your 
family and all of us. 

Farewell Brother Kang! We miss you so very much already! 
Your favorite song will sing forever in our hearts. 

虽经漫漫长夜，晚星也都已消灭，神却未曾忘记他所定的永约；

当我们正徘徊在死荫质地离不开，又一清晨的日光从天而来。是

神怜悯的心肠，眷顾罪人的忧伤，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路上，所

有黑暗尽驱走，天来救主施拯救，使我们的黑夜变为白昼……. 

（Peter and Wei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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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我们亲爱的康弟兄 

说句心里话，我迟迟不能动笔来写怀念我们的康弟兄，是我不能

接受这个事实，也许我太软弱了！ 

康弟兄在我们小排就像我们的大哥哥，不管我们如何和他聊，和

他争，还是和他吵，他都不会生我们的气，他总是非常耐心的，

概括的给我们讲圣经，直到我们明白为止。 

康弟兄不仅懂圣经，还是活出基督的弟兄。为了和我们小排聚会，

他每次都要开单程一个多小时的路从 VA 到 MD。他为了使更多

的学生接受主，他每次要开三个多小时来接送学生。为了传福音，

不管他工作有多忙，家里负担有多重，他随叫随到。 

康弟兄现在走了，和我们的主在一起。但康弟兄留给我们小排的，

以至整个教会的却很多，很多！康弟兄教我们如何传福音，如何

作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要接过康弟兄的接力棒，像他一样活

出主。（Lin Lin） 

Speaking from my heart, I have a hard time writing about 
Brother Kang because I cannot fully accept that he has left us. It 
might be because I am too emotional about this... 

Brother Kang has always been the older brother in our home 
meeting. No matter what we discussed, debated, or argued 
about with him, he never got angry at us. He was always patient, 
thoroughly explaining the Bible to us until we gained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d. Brother Kang not only had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Bible; he also lived and expressed Christ in 
his daily living. He always had to drive more than an hour from 
Virginia to come to our home meeting in Maryland. He often 
drove more than three hours one way in order to shepherd more 
students. Brother Kang was always willing to preach the Gospel 
and attend a home meeting, regardless of how far away it was, 
how much work he had, or how busy he was at home. 

Brother Kang has gone to be with the Lord now. But he has left 
our home meeting and the Church in Dunn Loring with so much 
more than I can put into words. He showed us how to preach the 
Gospel and how to be a real Christian. We need to take up 
Brother Kang's burden and continue from where he left off, 
following his pattern to live according to the Lord‟s example. 
(Lin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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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京宏弟兄予我们的勉励 

自从我信主的那日起，康弟兄就在我们小排服事，从他那里，我

们得到神生命丰盛的供应，从那至高者的头耶稣基督经过康弟兄

流向我们，我们这些刚从大陆过来的无神论者进入主里，得神生

命的浇灌，就像干枯的小草，有了那美好的盼望。主啊，我们感

谢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好的弟兄，通过他我们开始了解

你的爱，学习如何进入你的爱。主啊，我们宝贝这生命的流，我

们珍赏怀念康弟兄与我们共勉的日子，这水流永不停息。 

记得当我们遇到难题，灵下沉的日子，他和我们一起唱〝云彩〞：

〝弟兄姊妹坚强的爱，围绕我不至摇摆，真理照亮我的灵，恩典

无穷无尽，从此我心有所归，不再叹息徘徊〞，他给我们解释

〝云彩就是那历世历代神经纶的见证人，是得胜者。〞主啊，我

们信康弟兄是被你提去，是得胜者，是妇人中那刚强者，是那男

孩子的一部分。 

康弟兄说他最享受神的事就是与学生在一起，孩子们单纯，可爱，

无邪；康弟兄向着神清心，否己，奉献，劳苦，温顺，在众弟兄

姊妹配搭下，这些大陆来的学生们大部分都得救了。他那磬香之

气感化了孩子们，也吸引并滋润着他身边的弟兄姊妹。 

康弟兄，我们知道你已化为这朵云彩，我们从此拥有这美丽，温

暖的云彩，正如歌中所唱 〝让我们大步向前去，将这见证高举，

愿它光彩更壮丽，直到永世不渝〞。 

主耶稣啊，我们知道你要来了，快回来吧。童女们正整装更衣，

翘首盼望，等你迎娶。 

（NIH 小排 201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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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NDON 小排对康弟兄的纪念 

在我们眼里，康弟兄是三个孩子的慈父，疼爱妻子的丈夫，孝顺

母亲的儿子。他知识渊博，逻辑清晰，反应敏捷，言语中肯。然

而，最让我们受到的感召的是神在他身上的彰显！每每周五晚小

排聚会，每每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每每对主的信心有所

动摇，像一只迷途的羔羊，当我们看到康弟兄扛着一大箱装满圣

经诗歌的箱子，兴高采烈的走进来，当我们听着他吟唱诗歌时响

亮欢快的的歌声，当我们看到他讲经时神采飞溢，充满激情，满

头大汗的模样，真的是〝有主就够！〞 

从小受到逆向思维教导的我们，总是有问不完的各种问题。康弟

兄总是孜孜不倦，深入浅出，以幽默风趣，我们能够接受的形式

给我们的灵予启迪。他是我们的好兄长，我们的主心骨，我们的

领路人，我们的良师益友！我们永远会以我们自己的方式去怀念

他！当得知康弟兄遇害的消息时，我们震惊，我们悲愤！天理不

容！我们不理解为什么神让这一切发生！康弟兄的音容笑貌，相

处时的点点滴滴老是在我们的眼前晃动。 

很多年前，读过一本书，书名叫《不可理喻的上帝？》，是由英文

书“When God Doesn‟t Make Sense” 翻译过来的，作者 James 

Dobson 是一位现今美国基督教界有名望的心理医生。我又翻开了

这本书。书中说〝天和地的创造者，愿意守候，亲近那些受伤沮

丧的人，你不再是独挑重担。如你能明白上帝对你的爱有多深，

即使祷告仍未蒙应允，那些困扰你，似乎无法理解的事情已不显

得重要了。相信上帝将使用这困难来成就祂的心意--是我们的益处。

神应许我们不会遇到能力无法负荷的试探〞。我们还是不能理解，

我们还是有那么多的疑虑。就像一位弟兄说过的〝把这些疑虑放

在心里，也许有一天主会给我们答案〞。 

当我们看到弟兄姊妹们为了康弟兄一家，竭尽所能，给予真诚的

帮助的时候，想起了诗歌里的一句话，〝有弟兄处，就有活路！〞

（陈碧君） 

 

第一次参加 Herndon 小排的聚会是在2005年，在回去看得病的姐

姐前。那时我的心里也渴望有神，盼望能有神伸出保护和医治之

手，来拯救得了癌症的姐姐。在这聚会里，我第一次遇见康京宏。

听我讲述了我姐姐的病情，他就带着大家为我姐姐祷告，也给了

我两个在杭州领头弟兄的电话，嘱咐我回去后找他们为我姐姐祷

告。我带着弟兄们给的圣经上了回国的飞机。路上就读福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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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治病，死人复活的神迹故事陪伴了我一路。到家以后，姐姐

的病已恶化。因我还没有完全认识主，只是悄悄无声地向神求祷，

也没有去联络杭州领头的弟兄。 

姐姐病逝后，我心里有很多恐惧。好几个月我们没有继续去查经

班。再次去聚会已是半年之后了。在聚会中我问康京宏弟兄的第

一个问题是：圣经是本什么样的书？他脱口而出：圣经是神的呼

出，是神给我们的话。从此之后每次的聚会我就不再间断。每次

聚会，第一个到的总是康弟兄家。康弟兄每次都是扛着一筐子诗

歌和圣经。这样即使有人没带诗歌或圣经也不会有短缺。每次聚

会前我们都会收到康弟兄整理的生命读经摘要。每次聚会也都是

康弟兄领头祷告：主啊，我们把聚会的时间交在你手里，你来圣

别我们的时间，让我们对主的话满有亮光和看见，主啊，我们也

把孩子们交在你手里，把他们从世界里分别出来，你来得着他们。

大多的时候是大家轮流祷告，有时光景不好，就只有他一人代祷。

这样聚会半年之后，自己终于决定信主。信主之后，祷告有了底

气。感谢主，心中的恐惧和阴影就消除了。 

唯一一次跟着康弟兄同工是在2008年春天。送年轻学生春假后回

学校。他开的是会所的面包车。大家在会所集合后，他给我一个

Walkie Talkie。这样一路上两车之间就可以保持联络。在关键路

口，康弟兄就通知下面怎么转，其中有个路口要兜个圈子，要是

没有带领很可能会转错。快到学校时，开始下雨，在雨中学生们

向康弟兄道别，一个小姊妹问康弟兄何时回国去看他们，就像妹

妹问自己的长兄一样自然。 

（陈贵忠） 

The first time I attended the Herndon small group meeting was 
in 2005, before I went back home to see my sister who became ill. 
At that time, my heart desired for God, hoping that God can 
protect and heal my sister who has cancer. At this meeting, I met 
Kang Jinghong for the first time. After hearing of my sister's 
illness, he led everyone to pray for her. And he also gave me the 
phone numbers of two leading brothers in Hangzhou, 
instructing me to go find them to pray for my sister. I brought 
the Bible that the brothers gave me and boarded the plane back 
to China. I read the gospels during the trip. The miracles of 
Jesus's healing,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accompanied me on my 
journey. After arriving in my home, my sister worsened. Because 
I didn't know the Lord fully, and I was just quietly praying to 
God, I did not contact the leading brothers in H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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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my sister passed away, I was very scared. I did not go to 
Bible study for many months. The next time I went to the 
meeting was more than half a year later. In the meeting the first 
question I asked Brother Kang Jinghong was: "What type of book 
is the Bible?" He answered right away, "The Bible is God's breath, 
it is God's word to us." After this, I did not skip meetings. The 
first ones to arrive at every meeting were always Brother Kang 
and his family. Brother Kang always brought a basket of 
hymnals and Bibles, this way, even if someone didn't bring 
hymnals or Bibles, there won't be a lack. Before the meetings, we 
will all have received the summary of the life study that Brother 
Kang provided. Brother Kang always led the prayer: "Lord, we 
give you this meeting, come and sanctify our time, give us light 
and vision for your word, Oh Lord, we also give You our 
children, separate them from the world, You gain them." Most of 
the time, we took turns praying. Sometimes our conditions were 
not good, so only he prayed. After meeting for half a year, I 
decided to believe in the Lord. After believing in the Lord, my 
prayers were emboldened. Praise the Lord, the fears and dark 
shadows within my heart disappeared. 

(CHEN, Gui-Zhong) 

 

康弟兄是我们 Herndon 小排的主心骨。他就像我们的兄长，我们

是那么习惯他来解释我们读经中的问题，习惯了他一家每次星期

五聚会的早到，和他每次带来的一筐额外的圣经和诗歌，习惯了

他的大汗淋漓；习惯了他代祷... 

我是在康弟兄家受浸的，在我眼里康弟兄是个好得不能再好的基

督徒，他总是在为教会的事奔波。他是个好父亲，他的三个儿子

都很有个性，他想了各种方式引导他们，就像他引导我们小排的

读经。他是个好丈夫，每次我们讨论家务事，王青总是特别平静

地说康弟兄把家里的事都安排好了，不需要她来操心。 

（许宏） 

Brother Kang is the backbone of our Herndon small group. He is 
just like our elder brother. We are so used to his answering our 
questions about the Bible, to his family's early arrival at every 
Friday night meeting, to his basketload of extra Bibles and 
hymnals, to his profuse sweat, and to his prayers.... 

I was baptized in Brother Kang's house. In my eyes, Br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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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g is the best Christian. He is always busy doing services for 
the church. He is a good father. His three sons all have strong 
personalities. He thought of all sorts of ways to guide them, just 
like how he guided our small group's Bible reading. He is a good 
husband. Everytime we talked of household affairs, Wendy 
always answered in a very peaceful way. Brother Kang already 
arranged all the household affairs. There is no need for her to 
worry.  

(XU, Hong) 

 

康弟兄，你悄然地离我们而去，留给我们大家无限的怀念和忧伤。

但我们相信此时你的灵已同主在一起，你的灵也一定会在我们之

中。 

康弟兄，你的脚步总是那么的匆忙，我们无法忘记你每星期五晚

上扛着一筐的圣经和喜乐来参加我们的小排聚会；我们无法忘记

面对我们初信者提出的各种疑问，你总是不厌其烦地用你渊博的

圣经知识和对主真诚的爱引导我们；我们无法忘记你时常匆忙地

穿梭于北美大陆参加各种教会活动，热诚地传播福音给陌生人。

我们无法忘记你匆忙的身影来回于校园和你们家，多少来自大陆

的学生在你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引导下接受了福音，又把这些福音

的种子带回到中国大陆。 

康弟兄，我们认识的你是一位好丈夫和好父亲，家里的顶梁柱。

你对待自己的姊妹倍加呵护，对待三个孩子又是那么充满了慈父

的爱心。每当你姊妹出差，你就担负起全家的重任；有一件小事

使我们难忘，那是你提起如何为孩子缝补穿破的衣服；现在老大

已在你的引领下接受了主，而每天晚上睡觉前你总是要给老二读

圣经。 

康弟兄，愿你在去主身边的路上一路走好，在主那边再也没有暴

力，没有撒旦，只有主的爱。我们相信你的灵会时常在我们中间，

每当我们唱起＂主啊，在那清晨，你去海边等待彼得＂，或是＂

让我爱而不受感戴＂的诗歌时，我们相信你一定会默默地和我们

同唱。 

愿康京宏弟兄安息，阿门！ 

（曹琳/陆君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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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弟兄，再也看不见你的身影，再也听不到你的笑声了，只是很

怀念你那一副面对我们小排时恨铁不成钢的样子。我们知道你的

离去不是永别，你只是先走了，你在我们心里活着，希望你安息

主怀。 

（詹世利/黄建芳） 

 

康京宏弟兄是一个充满爱心和激情，愿意为主摆上的好弟兄。五

六年前，我们小排刚成立，大多数还是福音朋友，急需一个领头

的弟兄。康弟兄已经在别的小排有了服事，但还是很愉快的接受

了这个负担。从此，他就忠信地带领我们小排在聚会中唱诗歌，

读经和祷告，在信主的道路上奔跑。每次唱完诗歌，康弟兄都会

笑眯眯看着我们，充满喜乐的说，〝来我们一起呼喊主耶稣，三

遍！〞。我们都知道康弟兄还有许多别的服事，但我们从来没有

感觉到他的疲惫或者懈怠。几年下来，小排的绝大部分弟兄姊妹

都接受了主，小排也一直在数量和生命上成长。 

康弟兄被主接去的消息来得太突然。我们都一直试图找出一种能

让我们自己接受的解释。回想起康弟兄最后一次跟我们的小排聚

会，好象是主特意的安排。那天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22章1-14节，

讲到国度的婚筵：王进来观看坐席的，见有不配的就会被扔到外

面黑暗里，哀哭切齿。大家都对这段经节所启示的真理有所困惑，

也对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好奇，弟兄姊妹们为这段经节展开了热烈

的讨论。康弟兄用他惯常的方法，带着幽默的比喻说，得胜的弟

兄姊妹在我们主再来的时候会到〝招待所〞，而别的弟兄姊妹则

会在〝看守所〞等候成熟。大家都知道康弟兄为主的勤劳，但有

一个姊妹还是半开玩笑地问康弟兄，〝你以后会去哪儿？〞康弟

兄谦虚地回答说他也要去〝看守所〞了。 

没想到仅仅两天以后，康弟兄就离我们而去。在悲痛和迷惑之后，

我们都确信康弟兄在为主的赛跑和争战中得胜了，已经是在主的

怀抱中得到了安息。康弟兄在最后的小排聚会中与我们交流的信

息对我们也是一种提醒和激励。我们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但我们为主的再来都预备好了么？ 

（吴兵/蔡金凤） 

 

康弟兄遇难的噩耗传来，我们万分震惊，怎么也无法相信。几经

查证，得知消息确切，心中充满无尽的悲伤和空虚。不敢相信康

弟兄竟这样的离去，震惊，伤痛且困惑…我们不能理解主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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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这个时候把康弟兄带走。但同时也感到康弟兄现在一定与主

同在。我们祈求万能的主保守他的家人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祈

求主耶稣眷顾他们，安抚他们伤痛的心，帮助他们走过这艰难的

一段。 

几天来，心中总是想起康弟兄的音容笑貌，他带领大家唱歌，读

经，祷告的模样栩栩再生。我们认识康弟兄是在周五的小排聚会

上，至今已有五，六年了…他热情正直，知识渊博，信主爱主，

对主事业的热心和奉献，深深地打动了我们。康弟兄是我们小排

的主心骨，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每次聚会，他都会带上一大筐圣

经，诗歌，和解读经文的材料供大家使用。聚会时，他解答大家

各种各样的问题，他风趣生动的话语给我们很多的开启。只要有

他在，聚会时歌声一定响亮，讨论一定热烈。每次聚会结束，大

家心中都非常愉快和轻松。在康弟兄的带领下，我们当中一位已

经得救信主，另一位也向主走得越来越近了。 

就在康弟兄遇难前两天的小排聚会中，我们和康弟兄一起读到马

太福音第二十三章，其中讲到：〝在复活的时候，…，乃像天上

的使者一样〞。亲爱的康弟兄，我们会永远怀念你。 

（黄峰/史习燕） 

 

 

 

 

怀念康京宏先生 

当我刚刚开始接触基督教，我经常与康先生展开热烈的探讨。尽

管我对上帝认识浅薄，对基督教本义相当无知，康先生还是始终

给予耐心的解答。在以后的交往中，我对康先生对基督教的渊博

知识和对圣经的深刻了悟非常敬佩。我对认识基督教和学习圣经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不仅佩服康先生这种诲人不倦的诚恳，更

为他传播福音的热情所感染。他不辞辛苦地把一批批从大陆来美

的年轻朋友引入对基督教的信仰，慷慨地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在引

领众生重获新生的功业上。在我认识上帝的短暂道路上，康先生

给予了我孜孜不倦的教诲和引导，我将深深怀念这位充满热忱的

好老师。 

（Li Q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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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皂荚木 

JH 弟兄有一个刚毅耿直的人性，如同皂荚木一般。他在中国福音

论坛上的服事，帮助了许多的弟兄姊妹。他如同一位大家长，来

到论坛上的人都十分敬重他。他不仅是一位教导的父亲，也是一

位乳养的母亲。在弟兄离世以后，有一位姊妹在论坛上留下这样

的话，很鲜活地描述了弟兄在论坛上服事的情形。她说： 

开始来论坛的时候，总是跟在 JH 弟兄的后面，非常崇拜他的发表。

JH 弟兄非常诚实地指出我的问题，我知道他说的是真的，他从不

发火，总能用心平气和的态度说出来，也从不隐瞒自己的感受，

也没有说完还带着成见，他就事批评完，就重新用爱包裹。后来

他知道我的困难，就非常热情地帮助我，也是发来一些诗歌和信

息，还让我分享他们的读经心得笔记，他将生命读经缩写成短的，

发给我，从他那里，我知道了很多书籍，很多真理，从此走上了

话语服事的道路。 

我和 JH 算是在论坛上结识的。虽然与弟兄在许多东岸的特会上常

有机会碰面，但除了一种有默契的点头招呼外，我们难得有私下

面对面的交通。虽然如此，藉着弟兄在论坛上发表的帖子、他的

忠心的服事以及与弟兄一起的配搭，我与弟兄在灵与真实中生命

的交通仍是十分深刻的。就象这位姊妹的见证，JH 弟兄在论坛上

的服事显出他的耿直。他对真理执着，从不避讳指出人真理上的

错误。另一方面他积极供应生命，并在私下为圣徒各方面的需要

提供帮助。 

弟兄却也有很柔软的一面。有时候他因为说话比较直爽，冒犯了

圣徒，或误解了别人的意思，他也能坦然地向人道歉。此外，我

们的弟兄有一颗宽宏爱人的心，正如他的名字一样。记得2007年

的春天，我刚开始进到论坛服事的配搭里。有一次，有一位弟兄

到论坛上来。当时这位弟兄在一种不大对的光景里。论坛上许多

圣徒都设法帮助并劝戒这位弟兄。就在这个时候，另有一位弟兄

发了个帖子说，如果大家前后发了六十个帖子劝他，他都不听。

对这样的人不就需要再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了。然而 JH 弟兄回了一

个帖子说： 

大本诗歌301首有这样的话：〝哦，我要像你：那样的柔细，宽

恕又怜悯、仁爱、良善，帮助孤单的，勉励灰心的，寻找犯罪人，

不辞危难。〞主来不是要审判世人，乃是要拯救世人（约十二

47）。以色列人当年在旷野多次无视神呼召的手，但神还是眷顾

他们。神的爱是柔细的，而且满了怜悯。不要说六十次以上就是

七十个七的帖子，又能叫神收回祂的爱吗（太十八22）？圣经里

关于爱的定义大家都很熟悉，有人不蒙光照，就该象对待外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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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吗？那是最后的审判（路十二46）。所以主提醒门徒说：

〝你们的灵如何，你们并不知道。〞（路九55）我真心希望弟兄

们姊妹们都能〝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之后我告诉 JH 说，我对他那个帖子真是心有七七（戚戚）焉。我

们的弟兄就是这样一个大的人。心里不仅是有七七，乃是有七十

个七的舎免。在弟兄遭害前的那个周五的深夜，我在就寝之前到

论坛上看看，看见那个熟悉的代表我们弟兄的桔色的标记显示在

网页的下方。表示我们的弟兄正在论坛上。知道弟兄在那里，心

里总是觉得踏实。因为弟兄一直是忠信、殷勤地在那里，看管、

照料这个葡萄园，并应付每一个可能突发的状况。我很快地离线

就寝，没想到这竟是最后的＂惊鸿＂一瞥。我们的弟兄实在是一

位大卫的勇士，也因此成了仇敌撒但的主要攻击对象。弟兄战死

沙场，我们这些一同当兵的，未能藉多方的祷告作弟兄的掩护，

实在是我们的亏欠。然而我们深知，弟兄的肉身虽死，却终必复

活。我们必要再与弟兄并肩携手, 在基督凯旋的行列中向仇敌夸胜。 

（过） 
  



71 
 

无论是生是死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网络服事〞是 JH 弟兄众多服事中最重要的一项，在中福论坛，

他是创坛成员、管理员、版主，是站长的左膀右臂，是我们的同

工，是姊妹们的〝遮盖〞。 

初识 JH 应该是02年的初夏，论坛刚刚开创，我们这些从世界各地

云集在这个平台上来的弟兄姊妹，就开始在这里凭着里面的眼睛，

透过文字，以一种以前没有经历过的方式来认人。我们很快从文

字中读出了京宏弟兄正直坚定的性格、和丰富扎实的构成。看他

得心应手地应用《生命读经》，我常想：这些话难不成已经刻在他

心里。他告诉我们，要把自己泡在这些话里面，久而久之，我们

的心思就得着了更新。因着他的榜样，我很快把新约《生命读经》

通读下来。 

八年了，弟兄是我的遮盖，不知道多少次，有多少的帖子，我是

在等着他来回，当弟兄红色的名字挂在论坛的下面时，我心里就

觉得格外的踏实。他在一个帖子中说过： 

小孩子学走路时，大人常用根绳子套在孩子腰间，另一端牵在手

里。小孩子通常不会感觉到有人在用绳子保护他，一旦他走偏了

路他才会感觉到绳子的牵引。我不是要说明这论坛上谁是小孩，

谁是大人。什么时候需要遮蔽或平衡或限制，神总会差来合适的

弟兄姊妹拉一拉偏离的绳子。祂手中的慈绳爱索在正常的光景里，

不容易被察觉，换句话说，属灵的〝遮蔽〞不像家长制的说教，

是来自主的柔细爱和光照，得慢慢体会。发表于 2009-2-28 14:03 

 他常常充当的就是这么一个〝牵绳子〞的角色。 

八年了，弟兄也是我的邻舍，在我最为难的时候，他送上来的是

油也是酒。04年，我们当地召会经历了一场劫难，一些在我们当

地很追求的弟兄姊妹，被东方闪电掳掠。她们有些是我前面的弟

兄姊妹，我处在极度的恐慌和茫然中，JH 弟兄得知这事与论坛中

的另一位弟兄配搭着，在爱心上扶持我，在真理上坚固我。他们

为我祷告，鼓励我〝耶稣在船上〞，告诉我〝路上荆棘不过助我

奋勇向前〞。在这段黑暗的日子里，弟兄好像是打着灯引我走过。

这是我们通信最多的一年。 

05年我母亲离世见主，他的姐姐也同样在重病中，他以基督徒所

独有的〝生死观〞，影响着我。 

《让我爱而不受感戴》《我的一生主已为我分好》是京宏弟兄生前

极喜欢的二首诗歌。听到他离世的消息，许多弟兄姊妹把这个帖

子找了出来。这歌声再一次在论坛上回响：我今不知前途究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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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这条道路一去就不再还原；所以让我学习祢那样的完全，时

常被人辜负心不生怨。我们含着泪唱响它，在歌声中重新站立起

来。 

最后，我想引用保罗在罗马书中的一段话：因为我深信，无论是

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今的事，是要来的事，是有

能的，是高，是深，或是别的受造之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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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人的眼里〝死亡〞是可怕的，然而对于基督徒我们没有死亡，

我们称之为〝睡了〞！弟兄在主里睡了，我们相信弟兄一生劳苦

的果效都随着他。或许我们很难理解临到弟兄的这事，或许我们

只有到见主面的那一天才能得到明确的答案，毕竟耶稣是主，我

们的信心却能把我们坚定地联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弟兄姊妹，可怕的不是〝睡了〞，可怕的是〝死亡〞的阴影，这

是从撒坦仇敌来的。我们要求主驱除这些阴影，赐给我们晴朗的

天。叫我们也能说〝无论是死...也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

相信，这也同样是我们亲爱的 JH 弟兄豪迈地宣告。 

（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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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之以恒---我所认识的康弟兄 

手中，托着这本宝贵的英文圣经--- 
Holy Bible---Recovery Version 

原本是金色的外壳， 
却由于使用太多而褪去了它的光辉， 
四个角被磨破、磨秃了； 
打开扉页，上面模糊地、依稀可见弟兄的字体“Jinghong,Kang & 

Wendy,Wang”， 
接着的每一页，都宛如新的一样，你没有划上一笔。。。 
这是你送我的圣经， 
就这么沉甸甸地，横跨太平洋，你从美国把它背回北京，把自己

的圣经送给了我。 
还记得你当时对我说，〝不好意思，走得比较着急没有替你买新

的，就把我的送你了。〞 
抚摸着它，我的眼泪又来了。 
弟兄啊，我知道你一定带着它，跑校园，跑小排，跑训练。。。 
紧紧地，你把它携带在身边， 
弟兄啊，我还知道， 
多少次，翻开圣经，你为迷失的羔羊讲解真理，供应生命； 
多少次，休息前，课余间，你在认真地、严谨地吸取真理的话。 

你在信里说过： 

〝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每天做作业前都先读几章圣经。晚上睡

觉前也读几章圣经。圣经就放在书包里。这样一年下来，可以读

一两遍圣经。《生命读经》也是这样挤时间读的。〞 

四年前，我刚上论坛的时候，十分佩服你对圣经的熟悉程度。因

为你的帖子里，几乎每个短句后面都有括号标注圣经出处。我就

发邮件找你询问，年轻人如何装备真理。正是那时，你劝我做乌

龟。你说: 

〝我是看了好几遍圣经。不知道你读了几遍？倪弟兄对大家的期

望是读100遍。你读十几遍，就能很熟悉圣经了。把《倪柝声文

集》和《生命读经》从头到尾读一遍，也能帮你熟悉圣经，尤其

熟悉其中的真理。贵在坚持，你若坚持不下来，就想想乌龟和兔

子的赛跑，兔子总输给乌龟，原因就是乌龟的性格好，兔子太浮

躁了。甘心当个乌龟，你会赢的。李常受弟兄在老年时说，他就

是个老乌龟。我当时听到，觉得他说得很对。你说呢？〞 

我不明白如何安排时间，如何兼顾学校课程和追求圣经，你又给

我接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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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不是说过，〝时间象海绵里的水，只要挤，总还是有的。〞 

我在美国住了16年，没有去过任何游玩的地方，时间都花在聚会

上了。去加州参加教会特会无数次，迪斯尼乐园就在边上，开车

经过了好几次，我一次都没进去过。这些时间用来读生命读经，

够读几遍了。有失就有得，就看你怎么安排时间，如何取舍了。

精力有限，要看你怎么用了。我在美国只看过3-4次电影，是陪

朋友看的，我自己从不看电影。看录像带的次数也非常有限，而

且是陪我妻子看，我自己不想在那些东西上花时间。有选择地花

时间和精力，你能干很多事。如何选择、取舍你的精力和时间，

就看你自己的所图了。明白了？你若有追求的心，主会给你智慧

的。再忙也不需要焦头烂额。我本人在国内读物理，出国读数学，

后来又拿了个电子工程硕士，而且生命读经我用了两年时间读完

了（主要是在念书的时候读的）。谁都显得比我忙，可都没我完

成的东西多。窍门不在你动作快，而是持之以恒。你若有乌龟的

性格，你一定是赢家。晨兴会帮助你培养这种持续不断、恒久忍

耐的性格，这种性格会被主用的。脑瓜争不争气不是大问题，性

格才是关键。好的性格没有聪明过人的头脑一样能成大事，没有

好性格头脑再聪明也没用。我在国外见识了许多人的成功和失败，

性格占一大半的原因。你不需要着急，为了你有更新的品性，多

接触主有好处。第一名不见得有益处，常受挫折更有益处。大学

期间，多受挫折和多受打击，对你的性格培养非常有利。毕业以

后，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道理虽简单浅显，可大家宁愿当兔

子，输了也觉得痛快，这种性格要不得。〞 

后来，在 MSN 上，你又不仅一次地耐心给我讲解，劝导我持之以

恒地读生命读经，被主的真理构成。在你的鼓励之下，我开始踏

实地一步步读生命读经。记忆中，大一大二的两年，每天放课后

就是坐到自习室里读生命读经的时光，主的话深深地滋养了我；

当我生活上遇到挫折，你的来信又是那么满了鼓励： 

〝经历基督的死，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形和感觉，大可不必往心里

去。周围的人与你格格不入、不理解你，这就如同把你关在监狱

里一样，神是要让你经历一下约瑟在埃及监狱里的滋味。诗歌

458首里说：〝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

以自己来代替。〞自从你开始泡在《生命读经》里，你周围的人、

事、物就开始越来越不顺利了。可见《生命读经》的作用有多大！

请继续泡在里面，直到旧人被泡死，新人被泡成熟。以后还有很

多弟兄姊妹需要你供应生命呢。〞 

除了在信主追求真理上，你也在学习上，做人上，对我帮助很大。

我和弟兄认识四年，四年来，弟兄对我教导很多。弟兄和蔼可亲，

仿佛一个永远不嫌麻烦的属灵慈父，不厌其烦地为我解答问题，

在各面上帮助我。我遇到问题去找你，你总是很快回复，信的末

尾，还附有一句〝若还有啥问题，请继续问〞或者〝若还需要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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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请告知〞。弟兄啊，我学英文写作的时候，肚子里没有话，

你劝我背诵英语课文；我考 TOEFL 的时候，不知道如何练习听力，

你就给我讲解你自己的学习方法。你劝我勤快地拿着卡片多背多

看，劝我边听边写。你也给我讲你自己学英语的故事，〝那时候

我在北京，从家到学校要坐车很久，我就在公交车上背诵英语，

等到学校，一篇就背诵完了。〞你自己就是这么一个勤奋认真，

珍惜每一寸光阴的人，无论在学习上，还是在真理的追求上，你

一直是持之以恒的做乌龟。你的思维严谨，你的话语坚刚中肯，

处处给人流露生命。你不浪费生活，一切都为结果。 

你也是视传福音为性命，肯为别人花费自己的人。07年夏天，你

回国北京，我拜托你来看望我的爸爸，那时爸爸还没有信主。那

天傍晚，你开了将近一小时的车，带着两个小儿子，从北京的最

北边你住的地方，到清华园来看望我父母。到了宾馆，初次见我

的父母，你却没有一点拘谨，你谦卑、平易近人却又满了基督人

性的荣美。没讲多久，我父母因为要赶傍晚的长途汽车必须要出

发，你就开车载着他们和行李，把我的爸爸妈妈送到六里桥车站。

你知道么？这事使我的爸爸对基督徒留下非常好的印象，为他将

后的受浸铺平了道路。你就是耶酥的活象，处处给人做奴仆。 

你对我说过，每次回国你都要背满满一包人生奥秘的小册子，一

上出租车就开始传福音。离开北京之前，你还说，到处都是对福

音的需要，下次应该再多带些回来。 

弟兄啊，当你到主那里的这些天，我的脑海里印出一个又一个你

的身影：学习知识为主使用---持之以恒；研读圣经&生命读经---持

之以恒；传福音跑校园---持之以恒；舍身受苦为人益处---持之以

恒。。。弟兄自己，跟随了主耶酥和李弟兄的榜样，持之以恒，忠

信到底！愿主赐我们众人够用的恩典，使我们也照样学习做乌龟，

为着主，为着召会和弟兄姊妹，花费我们的全人，一直奔跑，忠

信直到路终！ 

（单纯的信托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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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世界不配有的 — 缅怀康京宏弟兄 

惊闻噩耗，是在周一晚上的祷告聚会，在弟兄姊妹们突然加进的

祷告里，我隐隐觉得一丝不安。惊人的打击让我的心骤停了片刻，

到现在还不能接受康弟兄已经离开的事实。他怎么会就这样倒下，

他是那么刚强的康弟兄。他的音容笑貌实在太生动太清晰了，那

浓厚的京腔至今不绝于耳，然而我们再没有机会与他斗嘴，受他

喂养，得他鼓励了。 

我们年轻的一代都受过康弟兄的牧养。不仅圣经都装在他里面，

他还是一部有声的生命读经和倪柝声全集。康弟兄粗中有细，刚

中带柔。从我们的一句话，一行字，他就知道我们在属灵的路上

走到了哪里，需要什么样的喂养。在成长的最初，我就是在康弟

兄的引导下，一本本地读起了倪弟兄的书，渐渐进入这份职事。

他服事小排的聚会并非为自己的享受，他为弟兄姊妹中间的软弱

闲散着急，为扶持牧养，他不计代价不辞劳苦。虽然常常有唇枪

舌剑，弟兄姊妹们和康弟兄之间的爱却无比真挚坚强。 

为了照顾在大学的孩子们，他常常周末往返开车数小时去探望他

们，几十个孩子，每个人爱吃什么不吃什么，性格如何爱好几许，

他全装在心里。他不怕学生和他辩论，就怕他们不转向主；有人

不得救，他像父亲对待不吃饭的孩子一样着急生气。他没有所谓

的老练，只有一颗为福音迫切的心。 

康弟兄在地上的生活并非坦途，他受过穷乏，受过患难，在地上

工作无定，也没有时间享受家庭欢乐。然而在环境面前他未曾退

缩己顾，而是一如既往地摆上。多少灵魂因他免于沉沦，多少饥

渴的心得喂养。他是神福音勤奋的祭司，将身体献上作为活祭；

他亦是神家里的好管家，忠信按时分粮。他原本是世界不配有的。

然而藉著信，他得了美好的见证。他浇灌在主身上的不是枉费乃

是馨香，且要存到永世。 

愿我们的心因恩典得坚固，在真理上被装备，接过校园福音的负

担，与康弟兄融合，化为那朵云彩，将这份见证高举。 

那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他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

仰他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那公义的

审判者，在那日要赏赐他的；不但赏赐他，也赏赐凡爱祂显现的

人。 

我们不要忧伤，倒要喜乐。分离只是暂时的，在新天新地里，我

们将永远地同在。神要从我们眼中擦去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高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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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念康京宏弟兄的牧养鼓励 

七月十九日晨十时许，姊妹来电，声音低沈苦痛的告诉我康弟兄

前一晚十一点多被主接去了。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她马上回家

和几位圣徒同去安慰康弟兄的家人。当时真是悲伤沉痛，大哭了

一场。怎么这么一位属灵有恩赐，有负担，为传主的道将自己完

全奉上，为主奔跑的壮年弟兄就此安息了，我们不知道主的旨意，

但祂爱我们，更爱康弟兄这样为主作工的弟兄，祂有祂的美意。 

初次见到康弟兄是1994（或1995）冬天。他们一家三口（Luke 尚

在怀中抱着）自安那翰特会回来，搭我们便车回家。以后我退休

后他邀我加入招待服事，和他有更多的交通。看见他对主的话之

摸着，经文之熟习，真是由衷感谢主的恩赐。 

六、七年前自国内来到 NIH 及 FDA 等机关工作的华人学者渐多，

就在 Rockville, Maryland 开始了家聚会，并请康弟兄每周六晚来

参加。但他在 Virginia 自己周五及周六都有聚会，只能隔周来一

次。但如有福音朋友们来他是一定参加。他传福音的恩赐，见证，

与解经使多少无神论的福音朋友们成为弟兄姊妹。他能用经上的

字句来启发众圣徒。如对这些家打开的圣徒们说要作马利亚，不

要作马大，便是一例。康弟兄家离其他在 Maryland 最近的家也

要开车45分，多的要一小时，但他永远准时到，永远将主的任务

放在第一线。有福音朋友时他会印诗歌经节，并接受福音朋友们

的挑战，他真理装备充分，灵里参透万事，有他来聚会时我们全

得到很多的供应，并且主也给他恩赐能解答一切疑难杂症。 

与此同时第一届来美的学生也开始来了，于是大家开始配搭去传

福音，次年人数增加有14位之多。于是他带圣徒去学校访问和聚

会，感恩节，寒假（一个月），一有机会便把学生全接来 DC 住。

一般是三天或一周换一次接待家庭，使青年人们能了解众圣徒的

家庭生活。康弟兄也很有从主来的智慧，总能看出如何安排比较

有利于学生们的得救。有爱辩论不易接受的，便安排住在自己家，

以便能和学生们有更多交通。如此年复一年，到2010年五月已是

第六届。每年受浸人数比例皆有增加，今年，几乎是全受浸了。 

写此文时，正是康弟兄过世一周，蒙主恩赐，一位第六届的同学

受浸了。另外，二位嫌疑犯也抓到了。我们不明白主的行政与意

念，但祂有祂的美意。我们只有凡事谢恩，一切交托，过正常的

召会生活，与各肢体联结在一起，一切为主，让祂居首位。 

康弟兄该打的仗已打完了，该跑的路也已跑完。如今在主怀中享

受主，满了安息。我们必快要再见到我们亲爱的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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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我们谢谢你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位弟兄，求主保守我们前面

的路，继续这生命的水流。也赐恩典，好叫我们能有智慧和能力，

勤作主工，传扬福音，得着下一届要来的交换学生和更多的福音

朋友。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荣耀归于你，阿们。 

（卞学让弟兄） 

 

 

 

 

 

 

 

纪念康弟兄 

当我还在等待着康弟兄的电话时，他却离开了我们，安静地躺在

主的怀抱里。我们悲伤，流泪，但他活生生的模样却安抚着我们，

和我们在一起，因为他的信让我知道他走的时候是安祥的。 

他是主的宝贝，也是我们小排的宝贝。他朴实的模样和他为主做

工时永不疲倦的活力总是浮现在眼前。他看起来是刚硬和急躁的，

但他和我们分享主的时候总是温柔和甜美的。他有耐心忍受我们

的落后，我们的抱怨。我们的进步就是他的满足。他在我们当中

说得最多的话是主的话。他不但以他的知识让我们懂得圣经，最

重要的是他用实际的生活行动表现了一个信主的人应该有的作为。

哪怕是很小的生活琐事都是爱的流露，让大家温馨。不管是他接

触过的福音朋友还是我们这些由他带领的人都会说，他是个真正

信主的人，因为从他灵里到行为都是主的表现。我们赞美主！ 

在他离开的前几个小时，他还在惦挂着一个在 Rockville 的学生。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学生是谁，但是一定是需要主的人。我相

信他一定还在惦挂着很多很多需要主的人。 

康弟兄的愿望就是有一天他能全职的事奉主。他现在终于能完完

全全地和主在一起，和王青以及孩子们在一起，和我们小排在一

起，和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在一起。 

（Yafang 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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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康弟兄的一封信 

主内亲爱的康弟兄， 

您走了，走的那麽突然，那麽匆促，叫人拙手不及。残酷的事实，

让我们至今仍然不情愿却又不得不接受。还记得主日当天，您施

浸时灿烂的笑容，交通时飞扬的神情。脑海里鲜明的图画，而今

成了您最后留给我们的片断。 

原谅我们平日里说话中常题到您。说您真，说您直，说您正，说

您爱主，爱召会，爱传福音，对年轻人（特别是交换学生）特有

负担，满了真理，不管任何代价，不顾自己多累多苦，竭力奉献

摆上。我们的结论总是--感谢主，有你在，真好。从没想到你竟会

先离开我们。这些年来，您服事的太多太好，让我们依靠安逸惯

了。这是我们的不对，大夥得快点改改才是。多年来，让您多操

心操劳，对不住了。但真要感谢主，差遣您来，为我们作了榜样，

叫我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地在身体里，服事身体。 

当打的美仗，您已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您也跑过了。在主那里

已有荣耀的冠冕，为您存留。愿您在主内安息。 

我们恳求主保守祝福，并多加恩力给您姊妹以及三个孩子们，厚

赐恩典，照护他们的一生年日。在各样服事上--学人学者工作，照

顾成全学生们，传扬福音，及饼杯服事--我们深信会有许多弟兄姊

妹，受您感动，肯继续接下您的负担，照您心愿，忠信服事的。

您就放心歇了工，安息在主怀里吧。 

求主带领我们，继续奔跑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 

（沙晋麟弟兄，闵焕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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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福音勤奋的祭司 ~ 怀念康弟兄 

一直没办法平复心情，一直不想去相信这个事实。 

表面上康弟兄不是个好相处的人，因为他不跟你攀交情，不跟你

讲人情；但在另一方面来说，康弟兄也是个好相处的人，如果你

看见他的负担，如果你爱主胜于一切。 

在康弟兄身上，我看见他对主话的进入和福音的负担；他似乎对

其他事物兴趣缺缺，但对福音，尤其是中国的福音，可以摆上一

切时间、金钱、体力，毫不保留。在他，人活着没有第二条路可

走，就是要信主爱主。 

对他而言，一旦负担确定了，异象清楚了，便义无反顾，奋力往

前。（特别是对交换学生们）。 

康弟兄一直传福音，且总要传到人得救为止，不放弃任何一个。

直到他见主的前一个主日，一对夫妇要受浸，但是太太对受浸不

清楚，康弟兄见我也在那儿，就对我说：〝她还没听过受浸的意

义，你给她说说吧。〞而他给我留下的最后身影，是为两位小弟

兄施浸。他对人的灵魂是否得救真是何其迫切！ 

现在我突然懂了，他实在是在赎回光阴，抓住每一次机会；他有

主的心肠，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 

康弟兄的申言也使人印象深刻，因为他正直的分解神的话，说得

透彻真实，说到人里面真实的情形，教人觉得扎心。我从里面敬

重他这特别的一份：正直、不伪善、绝对、不退缩。 

主，我们心里的伤痛不知道何时能愈合，但求祢带我们往前，使

弟兄的负担也成为我们的负担，他看见的也教我们看见。 

（Rita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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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人爱神 这人是神所知道的 

那是周一中午，乍闻康弟兄遇害的噩耗，我的思绪起伏不定，想

不明白這整件事之所以發生的道理，林前八章三節〝若有人爱神，

这人是神所知道的〞就在這時浮出脑海。我忽然領悟，弟兄是主

偷取去的寶貝，他是爱神的人，也是神所知道并宝爱的。他走得

很快，没什么痛苦。在子彈打進他心臟的同時，便息了地上的劳

苦，并将他的魂交与那位信实的创造主（彼前四19）。 

我对康弟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为福音花费的人。正如

保罗所说，〝我极其喜欢为你们花费，並完全花上自己。〞（林

後十二15）。为着他骨肉之亲许多国内来的学子，他花尽他的全人：

时间、体力、精神、財務。从零五年开始，他对來交换的大学生

特別有负担，從最初的每届7位到現在20多位，沒有一位是他沒接

觸過的。从家里到学校那一段一百五十多里的鄉村小路，他开了

不下数十次。為了接學生來 DC 玩并〝順便聽福音〞，他常常早出

晚歸，在路上的時間來回就要七個小時。藉着他的劳苦，并弟兄

姊妹在话语上、接待上爱心的服事配搭，历届听到福音的学子已

近百位，超过半数以上呼求主名，受浸得救。 

对于这些学生，他不僅是教會裡的弟兄，更是慈父、兄長、益友。

他教學生讀經禱告，更在生活上多面地關心他們，舉凡學習、交

友、寫推薦信、修改自傳、甚至婚姻，他大小通包，無微不至。

他对校园的执着，我是又爱又气。宝爱的是，再沒有人比他更迫

切了，再沒有人比他更愛靈魂了。气人的是，他从来不考虑代价，

不算投資報酬，不计成本，孤注一掷。他犧牲寶貴的睡眠，犧牲

與妻小同在的家庭時光，不为自己求什么，不找理由。我常常想，

服事學生一定要跑那麼遠嗎？傳福音就傳福音，一定要接待那麼

久，供吃供住嗎？這些對他都不是問題，他不是等時機成熟了，

代價小一點了，或是學生知道感恩了，才開始傳福音。他真是我

们眾人的榜样，無論得時不得時，都預備好，用全般的恆忍和教

訓，叫人知罪自責，譴責人，勸勉人（提後四2）。他在神的旨意

中，服事了這幾屆的學生，就睡了。〝在主裡死了的人有福了。那

靈說，是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他們的工作也隨著他們。〞

（啟十四13）。 

他不仅服事学生，在小排里，他也用生命讀經服事在职圣徒。為

了縮短閱讀時間，他把十几页的信息浓缩成两面，供我們追求使

用。我们不领情，觉得浓度太高，讀完隨手就扔，他也丝毫不受

伤，继续改进。到后来甚至还把注解的部分用不同的颜色标上。

他也常常把自己咀嚼 RSG 之後的享受在網路上供應我們，忠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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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時分糧，只可惜這些郵件有的還沒開就直接倒進垃圾箱，有的

還歸到退休以後再看的檔案裡。当然，他这么认真进入主话，最

先受益的就是自己，他是一个被真理构成的人，他常常向我们推

荐生命读经，推荐倪弟兄李弟兄的书报。他是天天泡在这些话里，

在这些话中生活的人。有一段时间，他在四个小排中轮着跑，周

五在 GMU 及 Herndon 小排，周六又在 NIH 及 Centreville 小排。

他的度量很大，顧到的人也多。憑著他两个硕士、一个博士绝顶

聪明的天然構成，他大可在世界裡大展鴻圖。然而他把他的全人

枉费在主身上，枉费在一个农村的小校园，枉费在一群不长进的

老小孩中。 

在这一段尽心服事主的过程里，我们的弟兄在外面环境上也经历

了许多難處，掉工作的为难，孩子不好帶的为难，弟兄姊妹冷眼

旁觀的為難。但他都没有因此埋怨主，他照常服事，繼續傳福音

牧養人，各處配搭福音座談，出代價跑 New Jersey 受成全。思念

及此，我深覺虧欠我們弟兄太多，他與我們同在的時候，我們嫌

他做得太多，我們不夠寶貝他，等他不在了，我們才發現他是主

賜給召會一份寶貝的恩賜。他是傳福音者，是牧人，是教師。他

的手未曾下垂，他的膝未曾癱弱，一直憑著忍耐奔那擺在前頭的

賽程。 

我相信亲爱的康弟兄已经跑盡了當跑的賽程，有公義的冠冕為他

存留。愿主复兴我们众人，把弟兄為福音迫切火熱的灵复制到我

们里面，使我们也起来照样奔跑。脫去各樣的重擔，和容易纏累

我們的罪，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在這一場屬天的接力賽裡繼續

跑，因為他若沒有我們，就不能完全（來十一39）。 

（Lily 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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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导师 

2009年5月去美国时，在召会聚会和贤明家的小排，见了康弟兄好

几次。对于康弟兄对主的热爱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今年6月24日在

我返回台湾的前2天，Lillian 邀请了康弟兄和其他姊妹到家中吃饭，

让我有机会与康弟兄谈话。他对我说着他的人生经历，和参与过

文革的他对于思想上的坚持，他对我解释着主的一切，也回答我

所有的疑问，并说服了固执的我。在当晚深夜11:00于 Lillian 家中

受浸，投入主的怀抱。 

7/19日接到妹妹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震惊得身体微微发

抖，说不出话来。每晚躺在床上的时候就会想起他专注的眼神和

开朗的笑容，久久无法写这封信。我的感觉和那六位学生一样，

在信主的路上他是我的导师，同时我也感恩能在他的带领下受浸。 

愿康弟兄安息在主的怀抱里。 

（Monica 2010.7.29） 

 

 

 

 

 

 

想对康弟兄说的话 

康弟兄， 

十八号晚上的事情实在是太令我意外了。十八号晚我也出了点事

儿，但是跟你的比起来真的算不了什么。真不知是巧合还是另有

所因。看到 Lily 姊妹 Facebook 上的签名，我顿时被震住了。立

马发短信问 Lily 姊妹是否真的就是我认识的那个康弟兄。真的没

想到，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我还清楚地记得，我来芝加哥的时候，

是你为我联系这里的教会的。我也清楚的记得，今年元旦，我还

与你通过邮件相互问候。真的难以想通，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

在这么虔诚的康弟兄身上。此时此刻，我也只能向康弟兄表示我

最诚挚的祝福。愿你安息主懷！ 

（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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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接棒人遍满各地 

我坐在地上蜷曲着身体，抬不起头，发不出声音，却仍勉强自己

与话筒另一边的祷告。不久，真的不久，我用余剩的力气站起来，

像是在接力赛场上不小心把棒子接空了，试着平复自己。不愿多

浪费一秒，我快步地回到手上的工作，并转身指着那恶者说：

〝没有人被你击败，你没有丝毫得逞。〞 

一个月前，你才刚在我家打了一场胜仗。深夜十一点在你的按手

里，我的亲姐姐受浸了，我的母亲也几乎得救。就是这样，这样

熟悉的感觉，总是看到你为了灵魂在搏斗，而我总在一旁看着，

觉得自己构不着，非你不行。这二三年来，在许多场聚会中，我

就是这样看着想着。 

我们都太过倚赖你了。你就像场上的一位强将，我们将艰难的任

务交在你手里，总想着有你就妥当了。但神主宰的手却将你从我

们中间带走，似乎要藉此迫使我们刚强起来，也成为一位将士，

和你一样冲锋陷阵，把任务扛起来，不假他手。 

主怜悯我，让我有机会在传福音上在你身旁看着学，在牧养学生

上和你一同配搭，你全力爱学生的心感动了我，让我也有只要是

学生的事总是最优先的想法。还记得我们排除万难也要在网路视

讯上和学生读经，当我听到那此起彼落的祷告声，断断续续的诗

歌声，我终于也浅尝到你所经历的喜乐，并且深信我们所走的是

一条最荣耀的道路。 

你属灵的儿女像刚断奶的婴孩正在学走路，还走不稳，更来不及

学到你奔跑的秘诀，你却已经像飞鹰一样展翅翱翔。但他们向着

你的心，让他们咬着牙撑着。你知道吗？在新泽西的一周成全训

练中，他们一个一个上台奉献了。他们的生命以惊人的速度成长，

你的浇灌没有一点白费，他们如今已经正式入队，立志要做你的

接棒人。 

而我呢？不但要继续打这场仗，而且要和你的属灵儿女们连同你

的份一起奋斗。主复活的大能，将使我们行走不疲，奔跑不困倦。

我们要羞辱仇敌，骑着福音的白马胜了再胜。康弟兄，你可以放

心地在主里歇息，你的接棒人已经遍满各地！你是我们的榜样！

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你的负担，我们将会尽最大的努力扛起。我

们爱你！！ 

（Lil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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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内弟兄 --- 康京宏，一路走好 

打开邮箱，听闻噩耗。又是一年，又是一位，无法接受，不敢接

受！以至于和我们的网络服事站长通电话时，还煞有其事讲到，

可能不是真的，只是虚拟的，只因我们的相识是在网络世界里。 

不记得是多久，你进入我们的视野。只记得我们的网络服事站长

告诉我们，在论坛上我们有一位言语犀利，幽默及满有圣灵充溢

的版主。是的，我们在网络上结识，我们也在网络上联系。我们

不知道现实世界的你是什么样。你也不了解现实中的我们是什么

样，尽管有些好奇，但在主内服事中，我们确有些知根知底。以

至于几年前前往华盛顿与弟兄们交通华语训练的时候，尽管没有

互相介绍，但却在人群中一眼认出对方，相见恨晚。以后或在些

训练中，或有所见，却难有机会在一起详谈。直到姊妹搬到华盛

顿，在主日聚会中才与你有了在现实世界里的进一步的交通，才

了解到你还是一位温情的丈夫，和蔼的父亲以及勤勉的牧者。 

真不知这是否是一个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的人物发

生的错误的事件，还是一个对我们而言，你给我们开了另一个幽

默的玩笑，只是这一次我们笑不起来：只记得你第一次很深沉地

告诉我，你已近50，以至于这一次我信誓旦旦地告诉校长，不是

你，因为年龄不对；只想起在座谈会上，你幽默及深入浅出的谈

吐，引起与会者的笑声及共鸣；只忆起在论坛上，你犀利及准确

的留言，让我们感叹你的言简意赅；只知道主从我们这偷去了一

块宝贝，你得安息，留给你家人以及我们以无尽的哀思及惋惜。 

主未曾应许，天色常蓝，常晴无雨；主却曾应许，生活有力，作

工得息，危难有赖，在祂里面就有不死的爱。 

主内弟兄，一路走好！ 

（David He, Church in Lawrence, 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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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赐足够的恩典 

我不知 

    能否再看到  弟兄那爱的笑脸 

但知 

    既蒙呼召  出去传福音报禧讯就得成全 

    这成全  见证进窄门走窄路需祂特别的怜悯 

我不知 

    能否再听到  弟兄的交通与申言 

但知 

    不销灭那灵  生命就会得到繁增扩展 

    这扩展  如生长并显在山野葡萄园的美丽凤仙 

我不知 

    能否再収到  弟兄分发的话语颂词与诗篇 

但知 

    这不会成为  对亲爱弟兄的最后一次思念 

    这思念  且要绵延到复活相逢的那天 

我不知 

    有多少亚伯  在已过的数千年 

但知 

    需一直献上  "不再有该隐  得着并看顾更多亚伯"的祷吿祭奠  

    这祭奠  至终会上升到祂宝座面前 

我不知 

    如何除去  软弱苦楚眼泪心酸 

但知    

    祂掌握明天  必赐足够的恩典 

    这恩典  定重新带給亲爱的姊妹和家人平安 

（2010年7月27日 美东剑桥召会：史新华）  



87 
 

福音的勇者 牧人的榜样 

主後2000年夏天刚从学校毕业，正当我在两个工作之间不知如何

选择的时候，有人建议我可以找康弟兄交通。那是我第一次和康

弟兄说上话。康弟兄听我说完了问题，也没细问我两边的福利待

遇如何，就告诉我：「加州的好」。我问他是怎麽看的？他给了我

一个料想不到的答案：「因为那里成全人比较快」。隔天康弟兄要

了我的履历去，原来是他的同学正在徵人，特别喜欢用基督徒。

因着这样的机会後来我留在东岸，在召会生活中对康弟兄才有了

更多更深的认识。 

2001年中，召会开始发放 Bibles for America door hangers 的行动。

康弟兄领了负担分发 Reston 附近的住宅区。每到中午还没吃午饭，

康弟兄就从公司开车来接我，祷告完我们就沿着街道一面交通一

面挂牌。中午时间多数的人都不在家，偶尔遇到欢迎我们的，康

弟兄当场就传起了福音。有时遇上正在煮饭的家庭，闻到飘在空

中的香味，饿得我们手脚发软。饿虽饿，但弟兄的脚不曾慢过，

彼此打气鼓励又继续往前走。01年9月发生911事件之後，人人神

经紧绷，社区对闯入的陌生人非常敏感，尤其对我们这种不知为

何而来的，更是满了敌意。有时会望见屋内有眼神紧盯着我们的

一举一动，更甚的有屋主出来叫嚣驱赶，威胁着要报警。我正踌

躇着要不要打道回府，弟兄看出我的不安，安慰我说：「不要怕他

们，我们是为着主」，说完又继续往下一家去挂。弟兄里面福音的

灵从不曾退却过，我眼前浮现行传5章里所说的，〝他们欢欢喜喜

走开，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 

一次有个机会和康弟兄一起到学校认识学生，在我来说那是一次

郊游，开了三小时半到学校，接了学生出外踏青。第一次还挺新

鲜的，後来又去了一两次，就开始觉得吃力。我心里想，这麽远

的路程，不可能常来的；这麽远的校园，作不起来的。没想到弟

兄一跑就是数年，只要有时间，不论晴雨从不间断，长途跋涉就

为了看望学生。有一次弟兄问我，什麽车子的驾驶座可以调整前

後倾斜？因为他开车不一会儿就觉得脚酸。原来弟兄也是会累的，

长期这样跑，他的身子也是吃不消的，我这才认清，为着福音的

缘故，他出了多大的代价。每次他要去，总会问我们年纪稍轻的

弟兄们能不能配着去？刚开始还有，後来大夥就想躲这苦差事了。

有次他又找我们去接学生，问了半天没人反应。晚上他找遍了 DC

地区，总算租到一辆15人面包车，他好自己一个人开去接学生。

隔天他找到我，请我载他去拿车。我们去到一个不甚好的区，进

了一间不像租车公司的办公室，当我还在东张西望确保自身安全

时，弟兄已经坐在桌前掏皮夹了。我瞥见他的脸，不由得心疼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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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弟兄，他看起来就像多年未见儿女的母亲一样，为了见到

孩子们一面，什麽危险的地方都敢来。他脸上满了喜悦，一心期

待很快就能见到学生们…。 

〝凡遵守祂话的，神的爱在这人里面实在是得了成全。〞（约壹

二5）从我们弟兄身上，我看见了那不是出於人所能有的爱。历届

交换学生将近70几位学生，每位他都能如数家珍。藉着泡透在主

话里，神的爱在我们弟兄里面得了完全，他才能有如此的度量服

事为数众多的学生。赞美祂将康弟兄这榜样放在我们中间，也求

主怜悯我们，使我们向着万人有福音的负担。主，兴起我们众人，

为着福音齐心努力。 

（Tony 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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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服事 
 

二○○三年康京宏弟兄加入中福论坛服事，

於其上发表三千余论述。服事弟兄们摘录其

发帖精华收录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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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的经历第一篇，信靠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 

发表于 2004-7-18 14:08  

我刚从国内回来，有些所见所感，写下来与弟兄姊妹们共勉，也

盼望弟兄姊妹们为大陆的福音和教会的建造多方祷告。 

下面是第一篇，信靠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 

我在准备回国的前两周，看到了 Colman 弟兄的帖子，说道霍弟

兄需要帮助。我回国后通过 Colman 弟兄找到了霍弟兄所在的医

院。他的肾病需要每周到医院透析。因为医院比较近，我就径直

到医院去看他。在透析室里，他的精神很好，已经开始能出汗了，

说话的声音有力。他说去年秋天已经病危，无法走路，抬头都困

难。在那时，他遇到了一些信主的弟兄，包括 Colman 弟兄。他

听了福音，并祷告主。在弟兄们多方的祷告下，主逐渐恢复了他

的体力。两年多没有能出汗，现在开始出汗了。我见到他以后的

第二周，他开始能排尿了。 

后来的第三周我参加了他们的一次聚会，他颠簸了一两个小时从

遥远的郊外农村也赶来聚会了。弟兄姊妹们原来的祷告是希望主

能在他换肾的事上提供帮助。现在看来主宁愿恢复他的肾功能，

让信靠神的人得医治：“ 他担待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

病。”(太八17) 主如何能对瘫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舎

了。”(太九2)也如何能舎免我们的罪，只要我们真诚地向主求舎罪。

我不是在提倡神医，而是鼓励弟兄姊妹们凭着芥菜种子那样大的

信心去经历这些得救的证实：罪得舎免，病得医治。信靠耶和华

的必从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

却不疲乏(以赛亚四十31)。 

 

回国的经历第二篇，基督是我们的真饮食 

发表于 2004-7-20 02:25  

回国令人兴奋的理由之一就是可以吃到正宗的中餐。起居饮食的

习惯一旦养成就很不容易改变。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以后，因为长

久吃不到埃及的葱蒜和烤肉，就有怨言出来。天天吃吗哪有点象

在美国天天吃 Pizza，不免乏味。如果国内的各餐馆只卖吗哪给人

吃，回国的热情也许就不那么高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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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 Colman 弟兄看望了霍弟兄以后，已经是午饭时间，自然想

到要一起吃饭。当我们在一家餐馆里坐下来一同祷告感谢主时，

主里的喜乐马上洋溢出来，甜美的交通给我们带来了真正的饱足。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主里的喜乐才是真喜乐，是地上的各样娱乐享

受无法代替的，毕竟喝了属地的水还要再渴，而喝了主所赐的水

就永远不渴了(约四13-14)。在以后每次的餐饮里，正宗的中餐倒

也没有给我带来想象和期望中的快乐，而与弟兄姊妹们的几次相

调聚会，包括一次婚礼聚会，让我喜乐有加。主在约六27说：“不

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

要赐给你们的。” 

神给以色列人的吗哪渐渐地改变了他们属埃及的口味；基督在今

天成为我们属灵的饮食，也会变化我们属地的口味。健康食品大

都味道清淡，而不健康的食品却常常味浓诱人。味浓的属地文化、

娱乐、饮食、习俗等等，常常会阻碍我们享受基督作属天的吗哪。

在一次聚会里，我看到不少弟兄姊妹购买《生命读经》。这种对

真理的渴慕实在值得在美国养尊处优的弟兄们借鉴(我可能说得有

些过)。在这些事上我们得求神的怜悯，让我们渴望被神圣的属天

饮食重新构成，而散发出基督的香气来。 

 

回国的经历第三篇，结婚聚会 

发表于 2004-7-26 12:20  

七月初我被邀请参加了一个结婚聚会。聚会的地点在远郊的一个

农村。出租车东拐西拐把我载到了聚会的乡下。在我的记忆里，

三十年前接收插队知青的生产队也没这么偏远。聚会的屋里是张

灯结彩。墙的一面上帖着“神圣爱情的罗曼史”，另一面是“丈夫和

妻子是基督与召会的小影”。作为信徒的新娘，婚前没少传福音给

新郎，而新郎也因弟兄姊妹们的祷告在婚前信了基督。以弗所书

里说，丈夫和妻子是基督与召会的预表。这婚礼也把弟兄姊妹们

带进了神圣罗曼史的颂歌里：“怎能乡村女子如我，成为你的新妇、

配偶？你是如此圣洁、神圣，我却堕落、属人。若非是你，我怎

得以在这罗曼史里象你？在创世前，我蒙拣选，你计划永不

变！…”来自不同地区的圣徒们，聚集在名符其实的乡村，一同颂

咏“神圣的罗曼史”，也只有在神的主宰之下才能办得到。为新人

的祷告和祝福以及对亲朋好友们传扬基督的救恩，让聚会满了主

荣耀的同在。这是我头一次参加国内的婚礼聚会，而且是在乡村



93 
 

与“乡村女子如我”的圣徒们一同领略了基督对召会那阔长高深的

爱。 

 

回国的经历第四篇，一次小排聚会 

发表于 2004-7-31 16:07  

我参加了一次年轻人的小排聚会，有在校的学生，也有刚毕业的

学生。每个人手里的圣经和诗歌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大都是

竖版繁体字的，而且印刷的质量不很好，可是这并不影响弟兄姊

妹们唱诗和祷告的灵，以及对主话语的追求。在美国这里简体的

属灵书籍还没有出来之前，我记得时常听到弟兄姊妹们对竖版繁

体字的抱怨，因而不愿读经。现在简体版的圣经、诗歌、书籍都

陆续出来了，不愿读经的人仍旧不愿读。当我看到国内那些弟兄

们对圣经、诗歌、属灵书籍的宝爱时，我实在不忍心在聚会后把

我的简体字诗歌带走，我把能留下的都留在那里了，还给了他们

新人杂志(现在可以网上阅读了：www.thenewman.org)。我很后

悔没有多带些书回去。真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

饱足”(太五6)。使徒约翰说的好：“少年人哪，我曾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不

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

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

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

情欲，都要过去，惟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常存。”(约壹二14-

17)愿那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们成为主刚强的见证。 

发表于 2004-9-14 16:13  

那首歌的确很好。主在提到最大的戒命时说：要尽心、尽力、尽

意、尽性爱主，你的神。乡村女子的特征是发现主的可爱，但不

知道什么叫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的爱主。她的两腮是在发辫

的遮挡下显得秀美；颈项是在珠串的修饰下显得柔软。可见天然

的人爱自己是尽心尽力尽意尽性，属灵追求的时候还不忘记加些

装饰。为主做工以及爱弟兄的时候，在内心深处会欣赏自己的作

为。这些“成就感”会阻挡主在信徒身上的工作。神是要将基督的

追求者在生命的灵里变化成为活基督的神而人者，而不是要人为

他做惊天动地的大事。一个寻求基督者的生活应该是(雅歌结晶读

经的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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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基督的爱所吸引，被他的名所迷住，为他的人位所夺取，而追

求他，并被带进召会生活中。蒙呼召驻留于十字架，好脱离她内

顾自己的己，而得以在神圣的生命中，完成她良人对她的目的。

蒙呼召在升天里，甚至在幔子内过生活，好经历更厉害的十字架，

使她甚至在被提前就在灵里与神是一。至终被模成奇妙的书拉密

女，作所罗门的复本，成为那作基督对偶之新耶路撒冷最大并终

极的表号。 

 

回国的感受 

发表于 2005-8-5 

去年回了趟国，因为久违的缘故，处处觉得新鲜。今年又回了趟

国，就没那么多新鲜劲了。不过这回倒是有时间仔细看了看周围

的环境。本来故地重游总是期望能有些亲切感，可古城到处都是

高楼，以前熟悉的街道几乎全没影了。头两周我肚子里面一直隐

隐作痛，不知道是因为水土不服还是吃喝了伪劣产品。买瓶装水

都被告知要当心。大家对金钱追求的狂热程度快赶上半个世纪前

的翻身闹革命了。日常的衣食住行好像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系

统里，不用我细说大家也都明白。圣经里说，犹太人为律法发烧

（太八14，徒二一20），外邦人为金钱狂热（徒十九25，启十八

12-13），看来大家都需要让主的手来摸一下以免被各种欲望烧坏

了（太八15，提前六9）。 

我跟朋友谈到这些事的时候，常听到的逻辑是，“这些混乱不过是

市场经济的初期表现，以后会好起来，美国当初不就是这样吗？”

可美国当初建国的时候是由一些敬畏神的人立的宪法，军队和国

家，而美国的大部分公民都是知道敬畏坐在高天之上父神右边的

那一位。如果“富国强民”的愿望里没有对神的敬畏，这些“初期表

现”又能好到哪去？ 

看看圣经里对想发财的人是怎么说的：“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

陷在试诱、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溺在败坏和

灭亡中。”（提前六9）人在私欲面前除了靠神的拯救，自己是无

能为力的。“良好的制度能产生新人和新秩序”这个观念今天还在

不少人的头脑里转悠。以前是“共产主义制度能产生新人”，现在

是“民主自由”能带来拯救，而人心里堕落的恶念在什么环境下能

变好呢？鸡蛋变臭了放在哪都是臭的，道德家们让主耶稣形容成：

“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显得美观，里面却满了死人的骨

头，和一切的污秽。”（太二三27）心里的污秽在好的环境下仍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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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污秽的，而人心里所充满的行为上就难免不做出来，又如何产

生新人呢？ 

神的救恩是要从本质上解决人心的问题：“我也要赐给你们新心，

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

心。“（结三六26）关于新心，圣经里又说：“耶和华说，那些日

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

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

民。”（耶三一33）这放在人心中的律法就是基督复活后赐给蒙拯

救之人的赐生命的灵（罗八2-6）。这种人才可以称为新人，因为

他生命的素质和属性是由神圣的元素所构成的。这新人与罪恶无

分无关，因为他的旧造在基督的十字架上被处决埋葬了。 

保罗在提前六6,7,17说得好：“然而敬虔又知足，便是大利了；因

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界来，也不能带什么去；......也不要寄望于

无定的钱财，只要寄望于那将百物丰富地供给我们享受的神；”主

在太十六15-16说“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生命的，必丧失魂生命；凡

为我丧失自己魂生命的，必得着魂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

上自己的魂生命，有什么益处？人还能拿什么换自己的魂生命？”

愿国内的朋友们都来认识这位将百物丰富地供给我们享受的神，

祂的供给是白白赐予的，祂的救恩也是白白赐予的，因为祂爱世

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入祂的，不至灭亡，

反得永远的生命（约三16）。 

 

我们上这个论坛为什么？ 

请问论坛上各位主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上这个论坛为什么？ 

我们论坛的最初目的是要成就什么？ 

愿主祝福保守我们众弟兄姊妹！愿主给我们一个清洁无亏的心，
在我们行走他路的路程中一直亲密与我们同在，也愿我们一直亲
密与主同行！ 

发表于 2004-4-18 15:02 

在身体里的交通就象回家了一样，圣灵把众肢体用各种方式调合

在一起，要不怎么有句话是“海内存肢体，天涯若比邻”。恩典的

话不但供应人，也让福音朋友听了以后得开启。“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祂膏了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宣扬被掳的得

释放，瞎眼的得复明，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宣扬主悦纳人的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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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路加四18-19）。这是主耶稣在犹太会堂的论坛上说的话，

也愿祂在福音论坛上借弟兄姊妹们讲说恩言。 

发表于 2004-4-26  

雅歌书二章一至二节告诉我们：百合花长在山谷的荆棘里。她从

到处显扬的骏马（一9），被变化成为隐藏在山谷里的百合花。骏

马套在预表世界的法老车上好不威风，却被世界套住了。百合花

则降卑自己，在荆棘里显露出来（二2），在世俗里见证基督的复

活。基督徒的生命成长是渐进的。没有没药的十字架对付、没有

百合的降卑，基督复活的馨香和预表属天光景的烟柱就产生不了。

愿弟兄姊妹们在追求基督时，走正直的十字架道路。 

发表于 2004-4-28  

神的美意是：“祂愿意万人得救，并且完全认识真理”（提前二4）。

这个网站的标题告诉所有来的人，该网站的目的所在：“福音传华

夏，真理照神州”。这个线上的帖子也是关于为什么来到这个论坛

上，众人的答案都在这里了：为了传扬福音，供应基督，陈明真

理。发帖的时候需要符合圣经真理，不能随便。只顾自己说得痛

快，对听的人会有什么益处呢？保罗在罗十五2告诉信徒：“我们

各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被建造”。所以，说话首先要

考虑听的人能否得益处。保罗为了弟兄的益处，宁可不吃肉；我

们为了不让人听了一头雾水，就不愿操练把话说得严谨、准确、

符合真理些？保罗在提前四章六节劝提摩太：“你将这些事题醒弟

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信仰的话，并你向来所紧紧跟

随善美教训的话上，得了喂养”。愿我们都紧紧跟随善美教训的话，

让听的人得喂养。 

 

我们是建立了“宗派”？还是“帮助”了弟兄姐妹？ 

近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以我们中间真理的丰富，去和各宗派中的弟兄姐妹有交通，好像
我们都能帮助他们。过去我乐于做这事，也走过一些论坛。我知
道只要有选择地与他们有交通，很多的真理他们非常的欢迎，他
们的版主甚至提议：你可以改一个名字再说话。生活中也曾参加
一些自由团体的聚会，并且也受欢迎。但不知什么时候起，我就
觉得：我是不是在无意中建立了宗派呢？就算我们真有丰富，这
也不是我们的。是主耶稣的，祂要用这些来建造祂的召会，把弟
兄姐妹从各宗派中带出来，回到地方的立场成为主的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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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着实被这样的思想吓了一跳。从此我开始谨慎我的脚步，并且
通常是他们从各宗派中出来，我们才有交通，而不是我们进去帮
助他们。即使我们中间暂时闹了饥荒没了享受，高峰真理也帮不
上忙了，我也不敢轻举妄动。我并不拒绝弟兄姐妹，我只是不敢
进到他们中间去（当然如若主给了特别的，清楚的负担是另当别
论）。 

很想与弟兄姐妹就这个问题有一个交通，好让我们有更清楚的看
见。同时我想知道：我是小气吗？我是变窄了吗？ 

发表于 2005-1-31 15:18 

弟兄就是弟兄，不管他们在哪里，都是基督身体上的活肢体。交

通生命与基督，天上的父会喜悦的；而交通谁是宗派、谁是教会、

谁是站在正确的立场上，等等，会搞得每个人都很头痛。宗派是

自己把自己圈上个小圈，把自己与其他弟兄分开，但这不意味着

生命上的分开。是否愿意挪去这些不同性质的小圈圈，是“圈地”

人自己负责的，而我们若有负担去交通，只负责供应生命。除非

那些小圈的栅栏太高，不让“外人”进去，否则与弟兄们在生命里

交通总是甜美的事。 

 

什么是身体？ 

这个看似很简单的问题，其实再来领会祂时会有新的内涵。让我
在这里摘一段的文字。 

“什么是身体？身体乃是基督的丰满。从道理来说，召会就应该
是身体。但从实际来说，身体的成分有多少，还是个问题。主今
天不仅需要各地有召会，主今天需要身体。人满可以在召会中，
而不活在身体里。严格来说，今天那能完成神永远旨意的不是名
义上的召会，乃是身体。” 

不知道弟兄姐妹读完这段话，会不会想起在某个时候我们曾对别
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在身体，你不在身体里。会不会想起在某
个时候，我们谈起身体反而使别人反感？是不是我们自己就没有
领会什么叫“身体”呢？ 

发表于 2005-9-30 12:34 

蒙主宝血洗净、重生得救的人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也就是说

都在基督的身体里。所不同的是，有的肢体看到了身体异象，有

的没有看到身体异象；有的肢体有身体感觉，有的肢体没有肢体

感觉。没有看到身体异象、没有身体感觉的弟兄，你不能说他不

在基督的身体里；而有身体异象、有身体感觉的弟兄也不会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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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身体，你不在身体里”这种话；道理上知道有身体这回事，却

没有身体异象、没有身体感觉的弟兄可能会说出“我们在身体，你

不在身体里”这种奇怪的话。 

怎么才能让主开我们的眼睛看到祂的身体异象、在召会中有身体

的感觉呢？ 

发表于 2005-10-2 01:01 

借着受浸，信徒浸入父、子、圣灵的名里（太二八19），而且这

等人是从神生的（约一13）。信徒一重生得救，他就生在神的家

里，也就是在教会里，或者说在基督的身体里。因此信徒的所是

一经重生就不再改变了，他的旧造借着受浸已经与基督一同埋葬

了。所以无论什么事发生，重生得救的人都不可能与基督隔绝：

“我又赐给他们永远的生命，他们必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

把他们夺去。”（约十28）这就是说，对任何蒙主宝血洗净、蒙神

重生的人不可能有“你不在身体里”这种光景，否则就是神的说话

就不算数了。 

圣经里启示说，人重生得救以后，还要天天经历重生的洗涤和那

灵的更新（多三五），不但活在与神儿子的交通里（加二20），

也活在与弟兄姊妹的交通中间（林前十16)。约壹二19说：“他们

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会仍旧与

我们同在；但他们出去，是要显明他们都不是属我们的。”这说明，

如果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他们就仍与弟兄姊妹同在。 

若没有身体的异象，弟兄们就容易“我行我素”，不活在与弟兄姊

妹的交通里；也有的弟兄是因为犯罪，与基督身体的交通割断开

了。这只能说明这些人没有活在弟兄姊妹中间、没有活在基督身

体的交通里，但他们的生命和所是仍旧是属于基督身体的。你可

以说他们不在身体的交通里，但不能说他们不在身体里--召会和神

的家里--否则他们就不是蒙神所召的。我们行事为人本当配得过基

督的福音（腓一27），配得过所蒙的呼招（帖后一10），配得过

神（帖前二12），配得过主（西一10，太十37-38）。若信徒在行

事为人中没有让基督的复活生命彰显出来，只能说他的召会生活

是失败的，不能再多说他别的什么了，因为神已经拣选了他。求

主怜悯我们，叫我们都看到基督身体的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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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里的食谱 

创一29-30：“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各样结种子的菜蔬，和各
样结有核果子的树，赐给你们作食物。至于地上各样的走兽和空
中各样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牠们
作食物；事就这样成了。” 

一开始动物只吃草，后来野兽也开始有食肉的了。再后来神允许
以色列人吃肉，但有许多规矩，比如不能吃带血的肉，不能吃不
洁净的肉，不能吃勒死的牲畜的肉，等等。这都是从何时开始的？
又是从何时结束的？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规定？ 

题外话：一开始神给人吃有核的果子，而给动物吃青草，为什么
神不给动物吃有核的水果、不给人吃草本的植物呢？ 

发表于 2005-12-9 00:15 

为什么神不给动物吃有核的水果、不给人吃草本的植物呢(创一29-

30)？ 

答案在创二9，这一节圣经是给人预备的，不是给动物预备的。神

做事很有点浪漫色彩，祂心头的愿望通常不接直说出来。有点象

在召会的爱宴里，若哪个弟兄希望所爱的姊妹吃到他亲手做的饭

食，就可能会限制她对其他食物的选择。如果有西餐、中餐、日

本餐、韩国餐、墨西哥餐，等等，而这位弟兄做的是中餐，他可

能会建议她去吃中餐 -- 看她接下来如何反应。这里只有积极的话

语，不象创二17那样消极。神在创一29-30那里的话语充满了喜悦

和浪漫，没有用“不可”或“不许”之类的字眼，祂看到有自己的形

象和样式的亚当，说这一切都“甚好”（一30），可见祂有多满足！

万事具备：从创一2到一30的经过过程，就只差创二9的终极完成

了。结果创三6的的举动叫整个神的计划拖延到启二二2那里才得

以完成。感谢神，祂的心头愿望和计划使得祂即便后悔造人（创

六6-7），也绝不放弃。创六8的“但是”一词让我们不得不感谢敬

拜这位昔是、今是、以后永是的全能的神、永远的父、和平的君！

阿门！ 

发表于 2005-12-10 07:17 

神对人吃什么非常关心。造了人以后，神做的头一件事就是给人

准备吃的（创一29）。神在创二9那里放了两棵树，人们通常会问，

为什么神把善恶知识树放在那里？神也会反过来问：这棵吃了就

死的树，如此的危险，为什么就没有引起人的足够重视？创一29

建议人吃带核的果子，创二9放了一棵带核而且能吃的树，另一棵

树吃了就死，怎么这人就偏吃别的树上的果子呢？在三章人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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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他在伊甸园里过了多少日子说不清楚，但至少他给动物起

名字、让神从他里面造出夏娃，等等，这也经过了不少时日。他

指不定从代表神的生命树前经过了多少次，采摘的却都是其他树

上的果子作食物。可见神造的人，自己的主意还满大的。即便没

犯罪，他的己就象果子里的坚核一样，如果没有破碎，还是可以

不要神的。后来人没有选择生命，却选择了死亡，虽然有魔鬼从

中作梗，但跟人的己，也就是天然生命，有很大关系。 

求主怜悯我们，救我们脱离天然和自我，让生命之灵的律在里面

规律和引导我们走神命定的路。 

 

神为什么喜爱施怜悯？ 

人喜爱强者，但神却喜爱施怜悯给弱者（林前一27）；人喜欢靠
自己的能力获得当得的东西，神却喜欢让人依靠神过生活；人喜
欢夸自己的强项，神喜欢人夸自己的软弱（林后十二9）；人追
求聪明智慧，神却叫有智慧的羞愧（林前一27）......难道基督徒
就是这样的一群软弱、愚拙、卑下、无能的人？ 

罗十一32说：“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信从之中，为要怜悯众人。”

可见，连人的信与不信都在乎神的怜悯。到底在人这边还需要负
什么责任吗？ 

发表于 2007-7-19 

神将众人都圈在不信从之中，为要怜悯众人（罗十一32），其原

因是不喜欢看到人在神面前夸口。罗三27说：“既是这样，那里有

可夸的？完全没有了！”罗四2说：“倘若亚伯拉罕是本于行为得称

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堕落的人即便没有什

么可夸的，也常编造出一些瞎话来自夸。神要将人的自我彻底打

碎并拆毁，让基督来作人的义（林前一30），人因信祂而得着这

义（罗五1）。这样，人夸口也是在基督里夸口（林后十17，腓三

3）。倘若人有一点点夸口的资本，基督就没地位了，因为人总是

想建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罗十3）。 

保罗深知人内心深处的想法：建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

即使是得救信主的人，也常借圣经真理来建立自己的义。既然怜

悯是指得着不配得的东西，所以神的救恩虽然出于神的大爱，却

要借着怜悯达到远离神而没有指望的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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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不够仁慈? 

当我向一个朋友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上帝不够仁慈，只祝福，保
守信他的人。对于不信他的，就不去管了或是仍进火湖，不像佛
祖普济众生。如何向他解释呢？ 

发表于 2006-6-13 

这个朋友的疑问关键在于他不知道人的生命是被撒但败坏了，神

的拯救不仅仅叫人能存活到永远，更重要的是叫人得到一个新生

命，这个新生命从性质到存留都是永远的。人们以为能存活到永

远就算“永生”，可神认为生命质量若有问题、若是被败坏了，那

么只配丢进宇宙的垃圾处理总站，也就是火湖里焚烧。所以不是

神仁慈不仁慈，也不是神仅保守信祂的人，实事是神要把人从宇

宙的垃圾总站里、从废物堆里、从堕落败坏的人类里“提炼”出来，

使他们成为高品质的“神类”，也就是神荣耀中的儿女。创世记三

章里，人犯罪以后，神在22节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知道善

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于是神

在24节“把那人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

转动发火焰的剑，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可见，神不允许罪恶的生

命存到永远，祂本身是圣洁公义的，不允许堕落和罪恶与祂自己

并存。保罗在歌林多前书十五章44节告诉我们，朽坏的（堕落败

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圣洁永远的）：“所种的是属魂的身体，

复活的是属灵的身体。若有属魂的身体，也就有属灵的身体。”原

因就是“血肉之人不能承受神的国，朽坏的也不能承受不朽坏的。”

（50节）在51-53节保罗把复活的奥秘说了出来：“我们不是都要

睡觉（指死亡），乃是都要改变，就是在一刹那，眨眼之间，末

次号筒的时候（指基督第二次再来时的七次吹号）；因号筒要响，

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因这必朽坏的，必

要穿上不朽坏；这必死的，必要穿上不死（指复活的灵体）。”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3节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而约翰自己在一章12-23节告诉我们什么叫作“信神”：“凡接受祂

的，就是信入祂名的人，祂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这等

人不是从血生的，不是从肉体的意思生的，也不是从人的意思生

的，乃是从神生的。”那位朋友以为“信神”就是相信神存在，就像

“信气功”、“信科学”一样，是相信那玩意确实是“那么回事”，确

实象大家所说的那样真实有效。可是连魔鬼撒但都相信神的存在，

而他自己并不信神，却是恐惧战兢（雅各二章19节）。圣经里说

“信神”是“凡接受祂的就是信入祂名”（believe into His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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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强调“接受祂”作生命。这一接受，就把人的生命品质从堕落变

化成为圣洁，当然是逐渐地变化过程，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完成。 

佛祖普济众生不过是叫人修行和行善，并没有从生命性质、品质、

质量上把人从堕落败坏的光景中救出来。因此“普济众生”只是治

标不治本，跟神从人性本质上的拯救是两回事。神的拯救里包括

差祂的爱子来替人类赎罪、替人受死，这还不够仁慈？人犯罪是

在创世记三章，所以约翰三章18节说：“信入祂的人，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这里“罪已经定了”是在创世记二、三章

定的罪：“只是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

必定死（二17）。……因为你是从土取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

归于尘土（三19）。”可见不是神不仁慈，因为神是公义的，祂必

须先解决罪的事，把这桩罪案了结以后，才能叫人脱离死的审判。

也不是佛祖怎样仁慈，他自己四大皆空，对罪的事视而不见，这

在宇宙的最高法院、圣洁公义的“法官”那里是说不过去的。所谓

的“普济”说到底就是教导人逃避现实，可是堕落败坏的现实不但

发生在周围，更是根深蒂固地长在人的生命和性情里，你将怎样

逃避呢？对罪的宽容听起来“仁慈”，可公义的神是不允许给罪留

任何余地。所以约翰三章36节说：“信入子的人有永远的生命；不

信从子的人不得见生命， 

神的震怒却停留在他身上。”堕落之人身上的罪案必须借基督的拯

救得以了结，因为“罪是借着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借着罪来的，

于是死就遍及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马五章12节）。……

借着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借着一次的义行，众人

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罗马五章18节）。”所以，我们既本于信得

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神有了和平（罗马五章1节）。  

 

主耶稣是怎么来的？ 

发表于 2006-12-12 

主耶稣是神成了肉体、借童女怀孕生子而来的（以赛亚七14），

而不是借着古罗马的太阳节而来的。全世界都在普天同庆祂的降

生，祂自己却在等待新妇装备整齐，好驾着云彩再临（徒一9-

11）。祂既然被这世代所弃绝（路加十七25），这世代的“欢庆”

就不是出于神的，乃是出于那恶者。众人所关心的没有一件事是

关乎神计划的，乃是象挪亚时代那样吃喝嫁娶，象罗得的日子那

样吃喝买卖、栽种盖造（路加十七27-32），大家所关心的中心内

容都是如何让魂生命在世界里得到满足。主却说，凡想要保全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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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必丧失魂生命；凡丧失魂生命的，必使魂生命得以存活

（路十七33）。保罗的忠告是：“不要模仿这世代，反要借着心思

的更新而变化，叫你们验证何为神那美好、可喜悦、并纯全的旨

意。”（罗十二2）又说：“因为神所预知的人，祂也预定他们模成

神儿子的形像，...祂所预定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

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罗八29-30）这

是神借话成肉体、降生马槽所要看到的荣耀的结果。愿弟兄姊妹

们总要趁着还有称为“今日”的时候，天天彼此相劝（来三13）。

我们若将起初的确信坚守到底，就必作基督的同伙了（来三15）。

这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福气！  

 

说说人的价值 

发表于 2006-8-30 

地球上最近出现这么多灾难，不少人开始琢磨人的价值这个问题

了。有人用唯物主义的眼光测量了一下人的价值：人的身体里百

分之八、九十是水分，可以用来浇灌两棵树；除去水分就剩脂肪

了，据说可以制造两块肥皂；然后就剩下铁元素，集中起来可以

打一根铁钉；再然后就是氮元素，用来造火药，最多能放两枪；

最后剩下的元素可以用来造些去污粉，够打扫两个鸡窝那么大面

积。难怪雅各在四14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你们原是一团雾气，

出现少时，随后就不见了。”人若只有外面的肉体生命（希腊字根

是 bio - 演变成 biology），的确是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不过幸运

的是，人的命不只停留在肉体生命的层次上，里面还包着魂生命

（希腊字根是 psuk - 演变为 sychology），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精

神世界；而魂生命里还包裹着灵生命（zoe），是能与神接触交流

的地方。若没有这后两种生命，人的命真不值几个钱。 

魂生命里包含着人的心思、情感、意志。“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

流”，大家都羡慕聪明能干、出人头地的“上流”人物，那都是些魂

生命发达的人。而对不求上进的行尸走肉，大伙不鄙夷至少也不

羡慕。让我们来看看圣经对这些人物是怎么描写的：“下流人不过

是虚空，上流人不过是虚假；放在天平里就必升起；他们一共比

空气还轻。”（诗篇六二9）肉体生命和魂生命看起来不管哪个发

达，在圣经里都是一钱不值。我们不禁要问，神造这么多不值钱

的人做什么？大卫在诗篇八章5节也问过类似的问题：“人算什么，

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神为什么要如此眷顾上



104 
 

流是虚假、下流是虚空的世人？下面我们继续探讨人的价值到底

显在哪里？欢迎各位帮着寻找答案。  

为什么神要眷顾人？是因为人为神做了些什么，神要回报吗？罗

十一33-34说：“谁曾知道主的心思，谁曾作过祂的策士？谁曾先

给了祂，使祂后来偿还？”还没谁能让神欠帐。那么是人在神面前

表现出色，神要给人奖赏吗？罗三23又说：“众人都犯了罪，亏缺

了神的荣耀。”可见，人已经是一无是处了，神眷顾人的因由不在

人这边，而是在神那边。 

罗九16说：“这不在于那定意的，也不在于那奔跑的，只在于那施

怜悯的神。”神眷顾人完全是因为神的怜悯。彼前二9-10说：“惟

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体系，是圣别的国度，是

买来作产业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祂奇妙之

光者的美德；你们从前不是子民，现在却是神的子民；从前未曾

蒙怜悯，现在却蒙了怜悯。”我们只能赞美神的大爱，感谢神的怜

悯与恩典!  

要说人本身一点价值没有，不是很贴切。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

式造的（创一章6-27），是盛装神的器皿（罗九23），在神眼里

应该是有价值的，否则神为什么要顾念人呢（诗篇八4，来二6）？

至于哪些器皿是贵重的，哪些是卑贱的；哪些是为了得荣耀，哪

些是要遭毁坏（罗九21-23）；这命定全在于神的怜悯（罗九16-

18）。 

若说人没有盛装神的生命就没有价值，就恩典时代来说是对的，

在律法时代基督还没有来到，那时的人如何得救，以前曾经讨论

过，估计是把新约的救恩提前借用了一下。另外，在大灾难期间，

恩典的福音将被永远的福音所取代。那时听福音的人将得不到神

永远的生命。太二五33的绵羊，启二一24的列国，等等，都没有

神圣的生命，却也蒙了怜悯而进入神为他们预备的永远的国里

（太二五46）。神的爱是超过我们想象的，祂的怜悯也是人所无

法理解的，我们只要赞美祂就好了（罗十一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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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福音都传些什么？ 

发表于 2008-9-9 

主耶稣在太二六13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

地方传扬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作为对她的记念。”传

福音当然是以神完整的救恩为内容，但主在这里说，还要加上马

利亚向着主的奉献。这就让传福音的人很难办，因为把奉献也当

作福音的内容，容易吓跑福音朋友。于是把奉献安排在信主几年

以后的补课里，这样似乎比较稳妥。这么做当然就降低了福音的

标准。所以，传福音者需要自己向着主有绝对的奉献，否则去传

奉献的福音，心里都没底，别人听着也会觉得味道有些不对。 

另外，传讲神完整的救恩，道理信息一大堆，若我们不亲身经历

这完整的救恩，也只好传讲道理，这就跟宗教没什么区别了。大

家都知道，传福音重在人是对的，说出的话才能摸人。人如何能

是对的呢？还是得回到奉献这关口。倘若人心不单一，动机不纯

正，说出的话就有点“花言巧语”的味道。向主绝对的人，才肯建

立神的义，而不建立自己的义（罗十3）。这不但需要神的怜悯和

光照，也需要人这边的配合 - 愿意让主在自己身上做工，而不是

为主做工（倪弟兄的话）。是神在人里面传福音，而不是人在那

里编故事。  

弟兄们总结了一下传福音的内容：传福音的原则就是“道成肉身”

的原则，而福音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位和工作，那灵和那灵

的分赐乃是福音的凭借和传福音的过程。每一重生得救的信徒都

是爱主的童女、事奉主的奴仆和福音的祭司。新约福音祭司的事

奉乃是将基督供应给罪人，使罪人得救、成圣，献与神为祭物。 

“道成肉身”的原则就是把里面的基督传给人，而不是把外面的基

督传给人。天主教里的神甫们对平信徒有句名言：“照着我所说的

去做，而不是照着我所做的去做。”这就是把外面的道理传给人，

而他自己的生活可以是一塌糊涂的。“道成肉身”原则是内里生命

的释放，是把耶稣的见证活出来，别人听见了，也看见了，心里

就会接受，口里也会承认。 

《林后生命读经》关于福音的话： 

新约的执事的行事为人乃是受一个目的所规范和控制，就是要照

耀基督荣耀的福音。他们的行事为人，是为使基督的福音能借着

他们，并从他们里面照耀出去。这就是他们生活的目标与目的。

他们不仅传福音，更是将基督荣耀的福音从他们身上照耀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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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所传的福音是荣耀的福音，就是满了亮光和荣耀的福音。这

荣耀不是仅仅由说话和传讲就可以传达，而是必须借着照耀显出

来。这照耀必须是新约执事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正是他们所传之

福音的照耀。福音不是仅仅道理而已；道理不需要什么照耀。但

他们所传荣耀的福音，却满了照耀。这荣耀就是神自己，就是神

具体化于他们所传的福音。因此，新约执事所传的福音不是仅仅

一种理论、哲学或道理，乃是荣耀之神的具体化身。这福音无法

单单借着传讲来执行，而必须是照耀出来的。 

执行这荣耀福音的执事都是发光体；他们都是照耀者。他们作为

发光体，本身并没有什么光，但他们能返照另一个源头的光，如

同月亮返照太阳的光一样。福音可以比作照耀如同太阳的基督，

就是荣耀的神具体化于祂救赎的工作上。我们都需要这样了解福

音。不要把福音当作哲学或教训。不，福音是荣耀之神的具体化

身。这福音需要许多发光照耀的人，许多发光体，来返照这福音

的光。新约所有执事的生活，乃是返照荣耀福音的光。这种返照

就是使徒们的行事为人。 

保罗在四章四节使用光照这辞。在保罗灵里深处，他将自己和他

的同工看作是发光体。我们今天也必须是发光体，返照基督福音

的荣耀。新约执事的目标、方向和目的，就是要这样的照耀。保

罗行事为人的目标，乃是将福音照耀出去。他与他的同工，这些

新约的执事，行事为人是为着照耀基督荣耀的福音。 

路一78-79：“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

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

上。”注解说：“神的约是凭祂的应许立的（来八6）。在旧约，神

应许以后，就用誓言加以印证。祂指着自己的神格起誓，以确认

祂的应许，使祂的应许成为祂的约。救主耶稣是黑暗时代的旭日。

祂的来临结束旧约的黑夜，开始（新约）的白昼。按着以利沙伯

祝福中的果子，祂对我们是生命；按着撒迦利亚申言中的日头，

祂对我们是光。” 

如今这光照进在信徒的心里，使信徒成为发光之体显在世界里

（腓二15）。我们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就

从荣耀到荣耀被主灵所变化（林后三18）。我们去传扬国度的福

音，就是让我们里面的荣光照射出来，照进听福音者的心里，使

他们蒙拯救、得义。箴言四18说：“义人的途径好像黎明的光，越

照越明，直到日午。”这是何等的福音。保罗对传扬福音非常迫切：

“看哪，现在正是最可蒙悦纳的时候；看哪，现在正是拯救的日

子。”（林后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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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受浸的比喻和解释 

发表于 2005-10-9 

每次听到有人问，“信主得救之后，为什么还要受浸”这种问题，

常听到的回答有如下几种，可这些回答都不很令人满意，原因也

写在下面，请弟兄姊妹们帮着把这受浸的事说得更清楚些。 

解释之一： 

“信了主以后就好像一脚踏在门内，另一脚还在门外。受

浸就是让你门外的那只脚向门内再迈一步，这样你就两脚

都站在门里面了。”这个解释有圣经根据吗？如果我就是

想一脚站在门内，另一脚站在门外，就好像脚踩两只船，

又怎么了呢？不是救恩仍在我身上吗？圣经里不是也有不

受浸而得救的例子吗？ 

解释之二： 

“信主就象两人恋爱之后的结婚典礼，向大家宣布我已经

属于主了。”听起来挺美好，可我们大陆在七八十年代都

不兴举办什么结婚仪式，去街道办事处领个结婚证就算把

人生大事交待了。真正属于主还是要看你的心是否真诚。

我若真心信主，何必要关心什么仪式呢？就象我们结婚那

样，没有婚礼的婚姻不也很牢固？而反观现在的豪华婚礼、

西方的教堂婚礼，等等，能让家庭更稳固吗？事实可未必

如此呀！ 

解释之三： 

“信主就象以色列人在埃及过逾越节，受浸就是把你一切

的以往统统埋葬了，就象以色列人过红海，把埃及的追兵

都淹没在海里一样。”说我信主就象以色列人过逾越节，

神的审判没有临到我，这既有圣经根据，又令人信服。可

是说到受浸就是埋葬我的以往，象淹没埃及追兵一样，我

怎么又成埃及追兵了？以色列人过红海可是没沾着一点水，

他们是象走干地那样过去了，这跟受浸有什么关系？ 

以上是经常听到的对受浸的比喻和解释，以及听福音的人对这些

比喻和解释的反应。盼望有负担的弟兄能更清楚地讲说明白。说

来说去，受浸远远不只是一个仪式。受浸的真实意义是“浸入父、

子、圣灵的名里”，这个实际意义非同小可。父、子、圣灵的名可

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进去的，是靠着圣灵把信祂的人带进去的。

虽然受浸的时候人本身没有明显的感觉自己进入了那个神圣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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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可是在属灵的领域里，神和天使们都看得清清楚楚：你这个

人从此就在黑暗的国度被处决埋葬了，同时迁入了神爱子的光明

国度。在这个新的国度里，这人的生活行动是崭新的。 

所以呼求主名而得救，是让圣灵进到人的灵里来点活重生你这个

人，这是生命上的得救。受浸而迁入一个新的领域是叫人在“生命

的新样中生活行动”（罗六4），是人在生活上的得救：“我们若在

祂死的样式里与祂联合生长，也必要在祂复活的样式里与祂联合

生长；”（罗六5）可见，人在属灵的领域里生出来，还要长大、

成熟。不受浸，就很难经历生活上的得救，也就是经历基督在人

里面的成形（加四9）。 

以色列人过逾越节，是在生命上得救了。但他们若想在生活上过

一个事奉神的属天生活，就得离开埃及那块地，经过红海进入加

南美地。代表撒但的埃及法老在世界的系统里奴役堕落的人，而

人肉体里的罪性就象埃及追兵一样逼人就范。谁天生愿意犯罪？

大都是立志为善之后又被肉体中的“埃及追兵”掳去犯罪。受浸的

消极一面是与基督的死连结，好凭着那灵治死身体的行为（罗八

3）。这样的人在生活行动里所彰显的是复活里的基督。 

圣经里预表受浸的事例除了以色列人过红海，还有挪亚一家八口

在方舟里躲过了洪水的审判。新约里的信徒受浸归入基督，就象

挪亚一家进入方舟一样。本该落在罪人身上的审判落在了主耶稣

身上，祂是信徒门的方舟。朋友们应该趁着方舟的门还开着，努

力进入神给人预备的完整救恩。 

另外，亚伯拉罕过低格里斯河、过幼发拉底河、过约旦河，是否

也预表受浸？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河水也象红海的水分开

了，以色列会众从河底走过去如同行干地，这是否也预表受浸？

请弟兄姊妹们继续补充。最好不要把生命读经的大段文字直接粘

过来，而是用自己消化过的话语来交通。 

 

生命的门为什么是窄的？ 

发表于 2007-7-10 

太七13、14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毁坏的，那门宽，那
路阔，进去的人也多；引到生命的，那门窄，那路狭，找着的人
也少。”既然神愿意万人得救，并且完全认识真理（提前二4），
为什么把生命的门作成窄门？ 请弟兄姊妹们一同来探讨，也彼
此鼓励进窄门、走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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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各经过了多少磨难，最后在法老面前没有要求，只有祝福。约

书亚和迦勒跟着摩西征战四十年，最后进入迦南地。窄门就象过

滤器一样，滤掉一切属旧造的东西。圣经用“筛子”来比喻这种滤

过过程：“因为我必出令，将以色列家筛在列国中，好像谷粒用筛

子筛过，然而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阿摩司九9）太三12也有

类似的话：“祂手里拿着扬场的簸箕，要扬净祂的禾场，把祂的麦

子收在仓里，把糠秕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我们身上属旧造的东西

都要被除净，这清除的过程看起来不近人情，但是为了得荣耀，

还有什么别的好办法？  

圣经里有个“生命臵换”的逻辑：得着（爱惜）魂生命的，必要丧

失魂生命；为主（福音）的缘故丧失魂生命的，必要得着魂生命

（太十39，路十七33，可八35，约十二25）。堕落的魂必须经过

死（窄路）的对付，才能有份于复活。能带进复活里的才能存留

到永远。 

大部分人都不愿意接受或面对这个逻辑，宁愿走在通往毁灭的宽

路上。不少信主的人为了给自己吃“宽心丸”，把信仰和生活分开，

一 周六天活在堕落里，周日去礼拜堂忏悔一下。主的恩典让我们

得胜有余（罗五17，八37），所以我们不可轻看祂的恩典，我们

每个人都要到祂面前去交账的。  

 

关于魂生命（最后几个帖子） 

发表于 2010-5-23 02:17   

太十39：得着魂生命的，必要丧失魂生命；为我的缘故丧失魂生
命的，必要得着魂生命。 

太十六25：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生命的，必丧失魂生命；凡为我丧
失自己魂生命的，必得着魂生命。 

可八35：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生命的，必丧失魂生命；凡为我和福
音丧失自己魂生命的，必救了魂生命。 

路九24：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生命的，必丧失魂生命；凡为我丧失
自己魂生命的，必救了魂生命。 

路十七33：凡想要保全魂生命的，必丧失魂生命；凡丧失魂生命
的，必使魂生命得以存活。 

路十四26：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亲、母亲、妻子、儿
女、弟兄、姊妹，甚至自己的魂生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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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十二25：爱惜自己魂生命的，就丧失魂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
己魂生命的，就要保守魂生命归入永远的生命。 

启十二11：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并因自己所见证的话，
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自己的魂生命。 

这几处经节说到堕落之人对待自己魂生命的态度：得着魂生命、
救自己的魂生命、保全自己的魂生命、爱惜自己的魂生命。 

说到主对人的魂生命的态度：丧失自己的魂生命、恨恶自己的魂
生命。 

说到得胜者对魂生命的态度：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自己的魂生
命。 

大部分信徒明知道这个道理，但还是不自觉地要得、要救、要保
全、要爱惜自己的魂生命。好像若不去救魂生命，天就塌下来了，
人就失去了生活的意义和乐趣。那些得胜者怎么就肯虽至于死，
也不爱惜魂生命呢？魂生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发表于 2010-5-30 07:05  

魂生命必须先失去，然后才能再得回来。这个所谓“失去”，其实

是失到主的手里，让圣灵有自由和主权来对魂生命进行雕琢和制

作。在这个“失”的过程里，想必有许许多多酸甜苦辣的故事。倪

弟兄的诗歌《让我爱》里面有许多这种“失”的经历，其结果是让

愿意损失魂生命的人充满复活的成分，而他们魂里天然的东西都

已失去了。 

发表于 2010-7-14 23:02  

罗马书六章以前说到称义，七章到十一章说到生命的救恩，十二

章以后说到身体生活的实行 - 就是舍弃魂生命的奉献生活。 

罗十二1-2说：＂所以弟兄们，我借着神的怜恤劝你们，将身体献

上，当作圣别并讨神喜悦的活祭，这是你们合理的事奉。不要模

仿这世代，反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叫你们验证何为神那美

好、可喜悦、并纯全的旨意。＂心思的更新，就是观念的更新，

这样人才愿意舍弃魂生命，而神才有机会对人的魂生命施拯救。 

十二至十五章的实行，都是基于放弃魂生命的原则，而不是给召

会制定新的律法和规条。保罗自己是这方面的榜样：＂除了基督

借我作成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祂借着我的言语和行

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从＂。保罗

把自己当作活祭，浇奠在神的福音上，为的是叫所献上的外邦人，

在圣灵里得以圣别，可蒙悦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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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样行，满了神的同在。他在十五29说：＂我也晓得，我去的

时候，必带着基督之福的丰满而去。＂这基督之福的丰满绝不是

特会信息或学习材料，而是福音的丰满。这丰满随着保罗同去西

班牙。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保罗的个性，却看到基督恩典的洋溢。 

发表于2010-7-15 00:12  

以下摘自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四十八篇、达到荣耀的路（七） 

二十四节说，„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否认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并跟从我。‟这里主说到否认己。否认我们的己，

就是丧失我们的魂生命，天然的生命（太十六26，路九25）。 

在二十五节，主继续说，„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生命的，必丧失魂生

命；凡为我丧失自己魂生命的，必得着魂生命。‟在二十三至二十

五节，有三件东西彼此相关，就是心思、己和魂生命。心思是己

的发表，己是魂生命的具体表现。魂生命具体表现在己里面，并

藉着己活出来，而己又藉着心思、思想、观念和意见发表出来。

我们若不思念神的事，只思念人的事，我们的心思就趁机活动，

表现自己。这就是在彼得身上所发生的。因此，主接下去的话指

明，彼得必须否认他的己，并且不要救他的魂生命，乃要丧失他

的魂生命。丧失魂生命乃是否认己的实际。这就是背起十字架。 

事实上，在这些经文里，有四件东西是相关的：撒但、心思、己

和魂生命。本篇信息主要的是论到这四件事，开始于心思，终结

于撒但。心思是己的发表，己是魂生命的具体表现。魂生命藉着

己活出来，己藉着心思发表出来。心思所思想或考虑的就是意见、

主意或观念。心思的意见、观念或主意，是己的发表，魂生命的

具体表现。魂生命具体表现在己里，正如父具体表现在子里一样。

魂生命就像父，己就像子，心思就像灵。因此，这里有心思、己

和魂生命的三而一。 

魂生命是源头，具体表现在己里，己在心思里发表出来。也许你

以前从不认为你的心思是己的发表。你若看见这个，可能就不会

这么用心思了。你的意见就是己的发表。要提防你的意见，因为

牠不是正面的东西。天然的意见、观念、主意和思想，是反面的

东西，因为牠们是己的发表。魂具体表现在己里面，并藉着己活

出来，而己又发表在意见上。当己藉着心思发表为意见时，那就

是撒但。 

我已学会害怕我的意见。这许多年间，我蒙了光照，看见天然的

意见或观念乃是撒但的化身。若不是这样，主耶稣怎么会责备彼

得，称他为撒但？我第一次读这段圣经时，我很震惊。在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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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在彼得自私的意见里，彼得与撒但已成为一。彼得的意见就

是撒但。我再说，魂生命具体表现在己里，而己藉着心思发表出

来。当心思发表为意见时，那就是撒但的化身。 

要走十字架的路进入荣耀，我们就需要不在天然里使用心思。我

们必须否认己、背十字架、并跟从基督。我不相信在天然里运用

心思的人能成为基督好的跟从者。当我们过于运用心思，我们就

不会跟从基督。基督不在我们的心思里，乃在我们的灵里。你若

察看这些经节的上下文，就会看见心思是己的发表，己是魂生命

的具体表现，这一切都必须放在十字架上。 

发表于2010-7-16 09:20  

（接前） 

在二十四节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否认己，背起他的十字

架，并跟从我。‟十字架不仅是受苦，也是杀死。十字架杀死并了

结罪犯。基督是先背十字架，然后钉十字架；今天我们这些信祂

的人，是先与祂同钉十字架，然后背十字架。对我们来说，背十

字架乃是留在基督之死的杀死里，以了结我们的己、天然生命和

旧人。我们这样作就是否认己，使我们能跟从主。 

...... 

主耶稣是先背十字架，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被了结了。主耶稣

背十字架时，就一直被杀死，不是一直受苦。仅仅把十字架与受

苦相联，乃是错误的观念。主耶稣在受浸之后，立刻开始背十字

架。受浸的意思是人被治死、了结并埋葬。从祂受浸的那一刻，

主耶稣就一直把祂自己摆在十字架上，并且使自己留在那里。祂

是一直把自己臵于死地的人。在祂身上，背在先，杀死在后。我

们正好相反，因为我们先与祂同钉十字架，然后背十字架。 

...... 

死人没有意见。死人不可能弯曲他的心思，因为他的心思不再有

功能了。倘若你的心思可以被弯曲，意思就是牠仍然是活跃、活

动并进取的。你若想要弯曲那些埋在坟墓里之人的心思，而他们

也能说话，他们会说，„你来错地方了。我们都是死的，我们心思

的功能已经停止了。你不需要来弯曲我们的心思。‟我们若背十字

架，就要像那些埋在坟墓里的人。我们要留在了结的情形里，并

且躺在死之下。这是背十字架的正确意义。 

在马太十六章，彼得非常活跃、进取。一面，因着进取搞出事情

来是很好；然而，所有快的弟兄都需要被杀死。我喜爱那些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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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大、难办的人，因为他们搞出事情来。主的恢复里若没有这样

的弟兄，就没有人会惹出麻烦来。因着这样的弟兄，在恢复里总

是有麻烦。若没有这些麻烦，主耶稣就不能被启示到这样的地步。

然而，主最终称彼得这个快的人为撒但。所有快的彼得都必须被

了结。他们需要被杀死，并且留在十字架的杀死之下。否则，召

会就无法得着建造。 

走这条达到荣耀的路，终极的意义就是把我们自己臵于死地。在

这条路上我们不仅遭受弃绝，经历必需之物的缺乏，面对海上的

风暴，遭遇宗教的控告，学习吃主耶稣这无穷尽的生命供应，受

警告提防酵，并且看见基督与召会的异象。除了这一切之外，我

们还需要被了结。达到荣耀之路的终站就是了结自己。马太福音

所呈现的景象真是奇妙，其中论到弃绝、需要、风暴、来自宗教

的控告、酵、撒但、己、心思和魂生命。你若不知道如何面对这

些事，你就很难进入荣耀。进入荣耀之前的最后一步是了结自己。

仅仅经过弃绝，或经历主供应我们物质的需要并不彀。忍受风暴

的海，对付外面事物的宗教控告，从基督得餧养，并提防酵也不

彀。最终，达到荣耀的路乃是被了结。 

...... 

了结之后就是复活。当我们把自己留在基督的了结之下，我们灵

里自然会有反应。这反应就是复活。复活乃是建造召会所需要的。

经历了结和复活，就是享受基督并建造召会的路。在二十四节，

主告诉我们要跟从祂。在主钉十字架之前，门徒是在外面跟从祂。

但从祂复活之后，我们是在里面跟从祂。因为祂在复活里已经成

了赐生命的灵（林前十五45），住在我们的灵里（提后四22），

我们就能在灵里跟从祂（加五1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