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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算主恩，努力面前】 (腓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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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小金鱼（一） 王珞衡
一晚，在家正忙得不可开交之际，只听得女儿一阵尖
叫跑到身边来。她喘着粗气喊着：“妈妈，鱼缸里的龙
虾把我的小金鱼杀了，正在吃它呢！”小儿子也跟着跑
过来，一把拉住我的手喊着：“妈妈，快来看，三只龙
虾正在吃小金鱼！” 我摇摇头说：“小金鱼死了，妈妈
也没办法了，妈妈不看了，还有一堆活等着我呢！”
但经不住孩子们一阵央求，我也只好跟着去看看。来
到鱼缸前，只见小金鱼被三只龙虾按在一块平坦的鹅
卵石上。三只龙虾挥舞着虾钳，一只在鱼头，一只在
鱼身，一只在鱼尾。小金鱼的鱼鳍和鱼尾已经被撕扯
成一条条，剪的完全不成样子。鱼头靠近鱼眼的地方
被凿出了一个洞，那鱼眼也早已被揪掉，所以赫然两
个洞。鱼肚和鱼尾处的鳞已被拨的七零八落，露出白
白的鱼肤。女儿忽闪着眼睛，泛起了泪花：“妈妈，我
的小金鱼好可怜！” 鱼尾处的龙虾此时又用力撕扯了
一下，将小金鱼拽向它。鱼头处个头较大的龙虾似乎
被激怒了，它弓起身子奋力舞动着虾钳，虾眼闪过一
道寒光，竟突出来许多，另外两只龙虾顿时吓得退后
了。这时，小金鱼动了一下，我才注意到，它的鱼鳃
竟然还在孱弱地犀动着。我惊呼着：“它还活着！” 女
儿立刻停止了啜泣：“你怎么知道？” “它的鳃还在动，
我们要救它！” 说时迟那时快，我抄起了捞渔网，狠
狠打退了三只龙虾，又把它们一一捞出来。“我们要把
龙虾弄死吗,妈妈？！” 小儿子无邪的问着。夏天里孩
子们从河里抓来一堆小龙虾，只活了这三只，孩子们
舍不得吃，舍不得扔，舍不得让它们自生自灭，更没
时间再送回河里去，只好养在鱼缸里。物竞天择，终
究也不是龙虾的错，所以我还是暂时将它们安置在一
个小桶里。回过头来，再看小金鱼，它躺在鹅卵石上
微弱的呼吸着，我心中着实泛起一阵内疚自责，若是
我能早点来，或许它就不会活活遭受这些酷刑，或许
它就不会是如今这幅惨状。这时，小金鱼抖了抖几下
支离破碎的尾巴，居然游离了那鹅卵石，可旋即身体
又歪倒，随着鱼缸里的氧气流浮沉飘荡，间或它仍努
力挣扎着摆正身子游上几下。望着那奄奄一息的小金
鱼，我忽然想起一句话：“一口气不来，何处安身立
命？”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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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事工篇◤
1. 感谢神，高敬国，Gordon Young，Daniel Yeung 和
Joshua Wong 已接受提名为 2018 年至 2019 年度
长老。选举将于会友大会中举行。
2. 长议会将于本周日下午 1:00 举行，请祷告记念。
3. 感谢弟兄姊妹忠心支持城南堂的事工，1 月至 8
月的奉献记录已登在大堂壁报，如有疑问请向
杨学义长老联络。
4. 城南堂 30 周年特别纪念暖杯已经开始发售，
$20 一个。有意者请到大堂购买。
5. 希望在今年圣诞节受洗的肢体请向郭传道报名，
一同探讨基督徒基要信仰。
6. 教会财务预算预备会议将于 10 月 17 日晚上
7:30 于祈祷会举行。
7. 初信者循环门训已开始，陪伴参加者操练读经、
祷告、灵修，着眼于与神建立更亲密关系。每
个周期大约 2-3 个月。有意者请向郭传道咨询。
8. 城南堂 30 周年联合祟拜将于 10 月 21 日上午
11:00 举行。培灵会将于 10 月 19 至 21 日晚上
7:30 举行。由鲍维均博士主讲，请踊跃参加。
9. 提高阿片类药物意识牧者研讨会将于 11 月 1 日
上午 10:30 于 MCLC 举行。
10. 下周联合崇拜后没有主日学。
11. 会友大会将于 10 月 28 日举行，会友大会议程:
1. 会议开始（法定人数）
2. 祈祷
3. 接纳大会议程
4. 接纳 2018 年 3 月 11 日会友大会会议记录
5. 委任点票员
6. 选举 2019 年度长老
7. 财政报告
7.1 2018 年度财政报告
7.2 通过 2019 年度财政预算
8. 教会事工
9. 教会发展报告
10. 2019 年长老选举结果
11. 动议结束会议
12. 结束祈祷

◢宣教篇◤
1.

丝绸之路：Damien & Darlene
阿拉伯半岛会议将于 11 月 1 至 3 日
举行。Damien 将会当其中一名讲员，
请祷告记念。
 Damien 将于 11 月 4 至 7 日参观也门
难民营，并提供援助。求神带领及保
守。
 求神提供语言学校的学生们学生签证，
又增添入学人数。
 求神赐智慧给事工团队，让他们选择
适当的地方兴建「避难所」，并赐下
足够的资金。请祷告记念。
2. 环球宣教：刘得贵牧师、师母
 请为 13 对参加 CAL 家庭营的年青夫
妇祷告。求神保守带领他们的家庭。
 请为我们正在指导的同工们祷告。求
神使用天国的工人，拓展事工。
 我们未来几周将到不同地方推动环球
宣教，求神保守带领。
 请为秋季在温哥华，多伦多，蒙特利
尔和埃德蒙顿准备 Kairos 中文课程祈
祷。求神让所有参与者都对上帝的使
命以及追随基督和参与祂使命的日益
增长，发展正确的圣经，历史，和文
化观点。
3. 西班牙：Paulo & Phoebe
 求神让 Phoebe 在 Darija 语言学习中有
所得着并有所进步。
 求神继续赐下事工方向给我们团队，
并带领整个家庭的事奉
 求神带领团队认识更多摩洛哥的新朋
友，把福音带给他们。
 求神继续洗用西班牙教会拓展宣教事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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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为12位NVOC的三年级生祷告。求
神赐聪明智慧让他们完成课程，并从
中能感受接触基督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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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神拿开一切阻碍，赐当地领袖同工
聪明智慧，有策略地执行新事工。
 请为到新同工 J&C 能适应新环境祷告。
 英语事工将于 10 月 14 日开班。请为
30 个参加者祷告，让他们得闻福音。
7. 哈萨克斯坦：Hans & Ruth
 请为 Global Advance Fund 祷告，求
神供应，拓展事工。
 我们将与教会进行事工分享，求神兴
起教会及下一代同心侍奉。
 求神带领我们队工的事奉路向并切慕
追究主。

◢代祷篇◤
1. 10 月 21 日城南堂 30 周年粤语、国语、英语
联合崇拜，请祷告记念，求主带领全教会
前行。
2. 请为日本，韩国和印尼等地区受台风影响
的灾民祷告，求神保守看顾。
3. 为国语堂能参与儿童事工的事奉祷告，需
要更多家长参与。特别为未来 3 个月周五
晚 BLAST 事工祷告。
4. 主日学。为国语堂秋季主日学老师培训祷
告，参加的同工能坚持学习。求神预备更
多乐意事奉的小组长。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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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请为国语堂福音外展祷告。
7. 请为圣诞节预备受洗的弟兄姊妹祷告。
8. 也请为其他病患治疗中的弟兄姊妹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