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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算主恩，努力面前】 (腓 3:14)
吃饭

王珞衡

一日与姐妹们闲聊，我们感慨在家休息的时候似乎总是在围着
锅台转，才吃了上顿饭，刚收拾好，就要忙活下顿饭了，姐妹
们感叹：“人为啥要吃饭呢？真麻烦！” 这句话顿时勾起了
我的回忆。
记得儿时读过一本小说，书名是啥作者是谁都记不清了，只记
得大概的内容：“50 年代末，一位貌美如花的少女到了出嫁
的年龄，十里八村的人慕名而来争着娶她。她目不识丁，却仰
慕读书人，于是嫁给了一个小学校的老师，琴瑟和鸣，恩爱无
比。两年添了两个大胖小子。谁知一场运动，丈夫在运动中被
活活打死了。她没有粮，没有地，没有钱，只有一个现行反革
命家属的头衔和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她生的美，有流氓来招
惹她并许给她钱粮,自此之后,凡有人可以给她些什么，就可以
得到她。很快她便声名狼藉，远在十里八村之外的哑巴都比划
着咒骂她。岁月流逝，在那个人人饿地面黄肌肉的年代，她的
两个男娃娃却长成了健硕俊美的少年。老二后来进了城，自此
再没回过家，他读了书，娶了一个高干的女儿，听人说他过的
不错，她也就从不去找他。她快要死了，几番痛苦的折磨却就
是闭不上眼。老大听乡里人说，烧把草灰扔到房顶，人的魂就
跟去了，可还是不奏效。人人都知道，其实她想见老二一面。
老二终于还是良心发现回来了，她颤颤巍巍拉着老二的手只说
了一句话：“人呐，要是不吃饭就能活着该有多好！” 她终
于闭上眼安详地走了，留下在床前痛哭流涕的老二...”
儿时的我读得虽然懵懵懂懂，却也感动的稀里哗啦。如今身为
三个娃儿的娘，终于完全懂得了她，真是感慨万千，禁不住泪
眼婆娑。她不是高贵圣洁的女人，她卑微到尘埃里，可谁又敢
说她不是个伟大的母亲？纵观史书，古往今来，每逢饥荒，烹
子煮女，易子食之绝非罕事。圣经中也不乏有人用儿女经火献
给荒淫的巴力假神。和这些人相比，她足够高贵了！而如今在
这个笑贫不笑娼的年代，为了追求锦衣玉食一己私欲，抛夫弃
子的亦不少见。和这些人相比，她足够圣洁了！一个高贵圣洁
的母亲可以饿死自己，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的孩子饿死，可
以抛弃贞洁名誉，却做不到为了让自己过得容易些就抛弃她的
孩子。她为什么就没有其他谋生的本事，我忘了。总之是巧妇
难为无米之炊啊！有些事，有时候，顺势就变成了那个样，无
可奈何。人类始祖不听上帝的劝告，吃了禁果，便注定要死，
注定要遭遇苦难，也注定要汗流浃背承受地土，只为了一口吃
食，不停地忙碌。感谢神，至少我们现在有米有粮，只等我们
高贵又圣洁地围着锅台转起来，为了心爱的人洗手做羹汤。我
们当呼求神：“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
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
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
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 (箴言 30：7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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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事工篇◤
1. 儿童事工座谈会。崇拜后 11am-12:30pm,教会
儿童事工委员与国语堂有分享、交流。国语儿
童占很大比例，鼓励大家参加，了解教会儿童
事工需要。
2. 中文堂的教牧同工于 7 月 28 至 8 月 3 日于卡城
恩道华人神学院出席卡城门徒培训大会及以赛
亚书课程。请祷告记念。
3. MCLC 同工 Mary 将放 9 个月至 1 年产假。教
会现正招聘临时同工，MCLC 行政助理一职。
最好懂得电脑运作、网页设计及更新。有意者
请向陈牧师联络。
4. 主日学。今天主日学取消一次，8 月 12 日正常
进行。
5. 下周（8 月 5 日）国粤语联合崇拜。
6. 8 月 4-6 日加西国语夏令会。主题：深 度的信
仰。大会讲员是王春安牧师、欧应毓牧师。地
址在 Camrose.请大家预留时间参加。
7. 教会网页更新。国语堂网页正在不断更新中，
每周证道录音和事奉人员安排等信息可以查询。
8. 失物认领箱的失物将于 7 月 31 日捐赠予 Good
Will，请会众査看，领回失物，多谢合作。
9. 国语暑期儿童事工。8 月 11 日开办一次全天的
国语儿童暑期夏令日。请向韩燕姊妹报名。
10. 天粮辅导及教育中心主办的《陶匠的手》粤语
研讨会将于 8 月 11 日星期六上午 9 时至下午 4
时于城南堂举行。主要讲完为张国定博士。费
用为＄15(包括午餐及讲义)。详情及报名请与
黄皓澄传道联络。
11. 周六 iWorship 将于 8 月 31 日 至 9 月 2 日举行
夏令营，详情及报名请与黄皓澄传道联络。
12. 小组长培训。9 月开始每月有一次小组长学习。
13. 2018 冬令会现已接受报名。2018 冬令会将于
12 月 27-31 日亚省爱城市中心 Westin Hotel 举
行。 主题： 燃点我心。 粤语主讲：梁永善牧
师。 详情请参阅网页：www.cccwc.ca

◢宣教篇◤
1. 丝绸之路：Damien & Darlene
感谢神！半月前能与 Wes 和 Winn 一家团
契及共进晚餐。感谢神赐机会让我们与他
们一家有读经和祷告的时间。求主继续赐
机会让我们与他们一家接触。
 我们将于邻近的基督教国家为刚信主的成
立「避难所」，来给他们提供安全，门徒
训练及辅导等等。求神赐智慧及引导我们
找到适合的地方。



2. 环球宣教：刘得贵牧师、师母
Kairos 运动：我们最近在两个城市完成了
两个课程。赞美主，毕业生已经转变，并
发展成为对主的激情和参与他的全球使命。
当他们回到各自的教会并且练习他们学到
的东西时，请为上帝的指导祷告。
 求主兴起 Kairos 的毕业生继续不同形式的
宣教工作。请代祷并考虑参加将在你城市
或地区举办的 Kairos 课程。



3. 西班牙：Paulo & Phoebe
团队缩小所以相对的责任增多，Paulo 将与
城市花园的家庭首次会面。Phoebe 将于
Darija 透过摩洛哥的学校开始修读网上课程。
 求神赐 Paulo 和 Phoebe 智慧和机会来连
系旧友，并接触新朋友。
 虽然团队人数下降，求神赐他们团队合一
的心，看清未来的计划，继续事奉、荣耀
神。



4. 尼日尔：张浚锐宣教士一家
第二年的缝制计划开始。学生修理车衣机，
安排用品，并与缝纫老师一同商讨工作。
求神让所有进入中心的人都感觉到圣灵的
存在和神的爱并认识神。



5. 亚特劳：Roger & Beggy
感谢神丰富的供应。过去一年，虽然有弟
兄离开，在新的一年，亚特劳基督徒团契
又加增了几位新同工。请为新一年度的领
导团祷告，带领教会行在神的心意中。



6. 东亚：Hubert & Portia
记念 J 和 C，他们将会在明年 4 月，从总
会 GM 差来到我们的工场，一起服侍。祈
求阿爸父保守他们离开前的预备和将来适
应新文化的挑战。



7. 哈萨克斯坦：Hans & Ruth
 因几位老师的离开，天山国际学校明年需
要以下科目教师：辅助语言艺术，音乐，
历史，数学，艺术史，特殊教育，小学。
 将与天山国际学校的家长见面，讨论学校
的未来（入学人数下降，寄宿，土地使
用）。

◢代祷篇◤
1. 请为教会聘请 NextGen 儿童及青年事工牧
者代祷。
2. 为国语堂能更多参与儿童事工事奉祷告。
求主挑旺并预备我们事奉的心志。
3. 为着 8 月 11 日国语堂暑期儿童事工
teacher & helper 祷告，更多人乐意参加
事奉。也为着国语堂以后积极支持参与教
会儿童事工祷告。
4. 主日学。为暑期主日学老师及参加肢体祷
告；为秋季国、粤语主日学课程祷告，彼
此开放、相互受益；为国语堂秋季主日学
老师培训祷告，求神预备更多乐为意事奉
的小组长。
5. 为暑期回国、外出的家庭祷告。
6. 请为个人及教会弟兄姊妹的属灵生命彼此
代祷，特别是愿意读经、祷告。求神帮助
我们不断迈向成熟。
7. 请为曾经来过教会，目前还没有固定教会
的弟兄姊妹和福音朋友祷告，求主借着我
们让他们感受到神的爱，并一同敬拜。
8. 请为国语堂福音外展祷告。
9. 请为圣诞节预备受洗的弟兄姊妹祷告。
10. 郭文东本疗程放疗结束，请继续为她祷告，
也请为其他病患治疗中的弟兄姊妹祷告，
求神以大能的手医治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