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主题 :

【认识基督，渐渐更新】 (西 3:9 下-10)
味道

王珞蘅

味道一般是在味觉和嗅觉的相互作用下产生出来的。肚腹的
饥饱，心中的好恶和眼目的情欲更使人所体会到的味道各有不
同。这些味道总结起来大约是酸、甜、苦、辣、咸、鲜, 其中鲜
更是味道的巅峰，能尝鲜总是更容易让人满足的。让人感到满
足的是香的，不让人感到满足的，即使再好只怕也是臭的。
电影《麦兜故事》之火鸡篇里的麦兜从没吃过火鸡。想象中
的火鸡如圣诞节的雪花一样圣洁，漂亮，温柔，香得连天使都
会为之起舞。在那个美丽的圣诞节，麦兜终于吃到了梦寐以求
的火鸡，然而当圣诞的雪花散尽，冬去春来，甚至一直竟然吃
到了端午，火鸡的味道就成了无休止的折磨。他募然发现：
“火鸡的味道，在未吃和吃了第一口之间已经是它的巅峰了，
此后不过是既然吃着，就把它吃完罢了。这种想法，在他长大
之后，在一些与圣诞节无关的日子里，无端端地在他的脑海里
出现了两三次。一次是在他的婚礼上，一次是在他妈妈火化的
那天，那天他望着天空几条灰色的烟，忽然闻到火鸡又浓又香
的气味。他突然很后悔要妈妈丢掉那些火鸡。”新婚燕尔，如
胶似漆，味道自是如未吃和吃第一口火鸡之间的巅峰，日子里
久了，味道就淡了，甚至有时还有些臭了。而亲情在日复一日
的重复中，也变得和呼吸一样，虽然重要，却是想当然地，不
会时时刻刻在意了，也许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怀念起当日
记忆里的味道。记忆中的味道总是最好的，又或者只是记忆中
幸福的味道总是最好的。记得儿时母亲病了，父亲大张旗鼓，
手忙脚乱地准备晚饭。当我们姐妹饿地眼冒金星，七窍生烟的
时候，他天真无邪，煞有介事地宣布他开发了世界上独一无二
的美食“浪里窜沙”。我们姐妹欢天喜地的揭开了“浪里窜
沙”神秘的面(锅)纱(盖)，赫然发现其实就是一锅绿豆汤煮剩饺
子啊？！不过饥肠辘辘的我们还是大笑着干光了一盆的“浪里
窜沙”。味道如何其实并不记得了，如今想念的其实只是那幸
福的味道，被人手忙脚乱，照顾爱护，外加温馨搞笑的幸福味
道。不过幸好父亲的“浪里窜沙”只吃了这一顿，不然一定会
被更名为“蓝瘦香菇（难受想哭）”了。
当日以色列人脱离了埃及的奴役魔窟，欢天喜地奔赴新生活
的时候，父神在无食可觅的旷野里赐下的第一顿吃食是吗哪，
状如珍珠，那滋味如同搀蜜的薄饼(出 16：31)又如同油烤饼的
滋味(民 11：8) ，想来要比“浪里窜沙”好吃啊！然而日日吃，
顿顿吃，以色列人便诅咒抱怨，宁可回埃及服苦受死，也要吃
肉了。人心终究是难满足的。难道记忆中肉的美味竟然遮过了
受人凌辱鱼肉的滋味？满足的滋味才是香之王道，然而满足确
是一山更比一山高。倘或真真是山珍海味吃了个厌，会不会又
怀念起与父神同在，受父神护佑的幸福，想起了吗哪那馨香的
味道？
宋·黄廷坚《四休导士诗序》言到：“粗茶淡饭饱即休，补
破遮寒暖即休，三平二满过即休，不贪不妒老即休。”粗茶淡
饭；衣可避寒；衣、食、住三者平平常常；名、位二事满足于
已有的；不再贪图其他，一生足矣！像黄先生一般的文士，能
如此安贫乐道，是因着精神味觉的极大满足，他们坚信理路直
截，欲路多崎，所以甘愿克己复礼，即便是粗茶淡饭亦可甘之
如饴。我们的精神味觉满足吗？匮乏吗？如人饮水，冷暖自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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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事工篇◤
1. 差传委员会会议将于今主日下午 1:00 举行，请
代祷。。
2. 城南国粤语联合春节庆祝会于崇拜后举行。
3. 2 月份开始国语崇拜程序会与粤语堂保持同步微
调，请大家留意。
4. 长议会会议将于 2 月 21 日晚上 5:30 至 9:30 及
2 月 24 日下午 1:00 至 4:00 举行，请代祷。
5. 失物认领箱的失物将于 2 月 18 日捐赠予 Good
Will，请会众査看，领回失物，多谢合作。
6. Membership Dialogue Meeting 将于 3 月 3 日下午
1:00 举行。敬请预留时间参与。
7. 会友年会将于 3 月 17 日下午 1:00 举行。敬请预
留时间参与。
8. 从启示录看近代中国国情分享会将于 2 月 22-23
日（星期五至六）晚上 7:30 于城南堂举行。主
讲: 汤颂年牧师，欢迎大家参与。
9. 预备复活节受洗弟兄姊妹请向郭传道报名。
10. 今年夏天 VBS(暑期圣经营)7 月 8 号到 12 号于城
南堂举行。报名费: $80/人，早鸟$60(截止日期 3
月 29 日），3 月 29 号之前新朋友半价。详情请
咨询谢以乐姊妹。
11. 国粤语联合营会将于 7 月 5-7 日在红鹿市举行。
主讲：简耀堂牧师，双人房价为$250 包四餐膳
食。有意者请向郭传道报名。
12. 福临万家普通话婚姻研习会（family life）将于 2
月 15 至 17 日在爱城进行，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夫
妻都可参加。

◢宣教篇◤
1. 丝绸之路：Damien & Darlene
→ 感谢你们的代祷，Damien 在一月有
机会探访 Cairo 市内的也门难民。求
主继续看顾保守他们。
→ Soul Care Conference 将于 2 月 1625 日于雅典及希腊举行。届时将有不
同地区的国际同工参与。求主使用聚
会，并让同工们路途平安。
→ 求神提供语言学校的学生们学生签证，
又增添入学人数。
2. 环球宣教：刘得贵牧师、师母
→ 随着宗教政策收紧，教会聚会亦受到
限制，求神赐聪明智慧让团队可以顺
利进行小组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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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同工 Anne Hodgkinson 将下星期加
入我们的团队，求神保守带领他适应
新工场。求主保守另一位同工因家人
生病暂时不能回到 Terrassa 的工场。
→ 感谢神供应了我们新的二手车。受到
环保条例的影响，我们需要卖掉我们
旧的柴油汽车，求主供应。
→ 求神带领我们未来的外展事工，并更
有效地服侍群体。
4. 尼日尔：张浚锐宣教士一家
→ 感谢Alliance Justice and Compassion 让65
个Animataf低收入家庭得到食物补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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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随着宗教政策收紧，教会聚会亦受到
限制，求神拿开一切阻碍，赐当地领
袖同工聪明智慧，有策略地执行事工。
→ 我们的同工 J 于 11 月初接受了治疗，
请为到他的康复祷告。
7. 哈萨克斯坦：Hans & Rut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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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求主。

◢代祷篇◤
1. 感谢主，杨学义长老太太 Connie Yeung
于 1 月 31 日产下男婴杨存信 Theophilus
Chuen-Shun Yeung，母子平安。
2. 陈牧师姐姐 Pearl 于香港准备接受进一步
治疗，求主保守及医治。
3. 请继续为教会聘请英文堂带领牧师，
NextGen 儿童及青年事工牧者祷告。
4. 请为各团契灵命关顾和福音扩展祷告。
5. 程瑛伯母因跌倒骨裂，于大学医院休养，
求主保守及医治。
6. 周炳荫牧师妈妈于香港去世，周牧师将回
港，求主保守及安慰家人。
7. 请为个人及教会弟兄姊妹的属灵生命彼此
代祷，特别是在今年努力读一遍圣经、结
一个属灵果子、传一个福音。求神帮助我
们不断迈向成熟。
8. Pastor Jason Fan 患上罕有的皮肤癌，将
接受 MRI 及放射性治疗，求主医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