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柱石 -第十一课（下）



课程第一部分： 认识到要学的功课并成长

生命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只是变成
上主想要你成为的样子的开始。

学习的过程是一个美好的事情！没有人是完美的，这就是生
活！——它无关完美。它有关不断的学习和成长。

明白这个道理的最好方法或许是去看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所给
的例子，关于修剪结果子的枝子。

约翰福音15：1-2, 
4-5 —我是真葡萄树，
我父是栽培的人。凡
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
他就剪去；凡结果子
的，他就修理干净，
使枝子结果子更
多。...你们要常在
我里面，我也常在你
们里面。枝子若不常
在葡萄树上，自己就
不能结果子；你们若
不常在我里面，也是
这样。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常在我

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
们就不能作什么。



灵性发展的经历就像锻炼身体!

锻炼对你的身体有什么好处呢?——强壮你。所以你经历的每
一个体验，每一个考验，每一个试炼，每一个新事物，你学习
的每件事，都在增加你的经验。经验对你的思想和你的灵，就
像锻炼对你的身体一样，你每经历一件事，上主都试图让你更
强壮!

重担可以成为一座桥

一个生物学家讲述他怎样观察一只蚂蚁扛一根稻草。那根稻草
对蚂蚁来说似乎是个很大的负担。那只蚂蚁来到一个地缝处，
这个地缝太宽了，它无法穿过去。蚂蚁站在那儿，似乎在沉思
这个状况，然后它把那根草放在裂缝上并从草上走了过去。这
里有一个功课给人类!一个人的重担可以成为他前进的一座桥。

跑完赛程

我们可以从约翰·斯蒂芬·阿克哈瓦瑞的生平得到鼓舞。他的
生平在巴德·格林斯潘的《奥林匹克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100
个瞬间》一书里有记载。

在１９６８年墨西哥城奥运会的马拉松比赛上，当选手们陆续
跑过终点线之后，官员们认为比赛结束了。可一小时后，坦桑
尼亚选手约翰·斯蒂芬·阿克哈瓦瑞跑进了体育场。他途中跌
倒，受了伤，带着血迹，缠着绷带，一瘸一拐地痛苦地跑着每
一步。

当阿克哈瓦瑞沿着场内环形跑道向前跑时，观众响亮地欢呼起
来。当阿克哈瓦瑞冲过终点线时，凭着观众的喊叫声，你会以
为阿克哈瓦瑞是这次比赛的胜利者呢。



过后，有人问他为什么没有中途退出比赛。阿克哈瓦瑞回答
说∶“我想你不理解。我的国家送我到墨西哥来，不是为了开
始比赛，而是送我来跑完赛程的。”

当生活把你碰得伤痕累累时，要坚持下去。你的造物主送你来，
也不是为了开始比赛，而是要你跑完全程的！

不管花费多大的代价，都要坚持下去；无论你身上有多少创伤，
都要坚持战斗下去；不论你跌倒多少次，都要坚持跑下去。你
的刀口，你的瘀伤，你的伤痕和疤痕，在上帝看来，都是荣耀
的奖章，都是你的信心、勇气、决心和不顾一切前进的象征，
尽管这样做非常艰难！你也许跌倒过，可你拒绝放弃。

当你跑完赛程时，你就能够像保罗那样说∶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完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
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
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提摩太后书4：7-
8）。

看着耶稣，而不是看着你自己。

罗马书7:18a—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
善。
加拉太书2:20—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着。
以赛亚书26:3—坚心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
依靠你。

把你的眼睛盯在耶稣身上。想着上主!耶稣是你最好的朋友，
他是帮助你获胜的那一位，无论是你个人的问题或是你面对的
任何阻碍，你都可以获胜。



彼得行走在水上——当他把眼睛从耶稣身上移开时，几乎下沉！

马太福音14：28-32—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
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
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
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
说：“你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
住了。

暴风雨之上

一天，乘坐一艘船的乘客们非常生气，该船正航行在美国圣罗
伦斯河上。原因是浓雾笼罩，可是船却在全速前进。最后他们
找到大副抱怨。“哦，不必害怕！”大副微笑着回答，“雾在
下面，船长在雾的上面，他能看到我们要去的地方。”

你在抱怨你的伟大船长正在带领你走的路吗？相信他可以看到
路的尽头。然后，你可以宣称 “只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
我必高枕无忧。” (诗篇 4:8)



相信上主知道什么最好

罗马书8：28—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常常意识到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件事都是有理由的，这会帮
助你学会练习你的灵性肌肉。上主有理由让它发生，而我们总
是应该去寻找那个理由。

当你在上主的光里看待自己的生命，而把发生在你身上的事看
作是上主借此对你说话和显示一些事情，这会帮助你打开一个
全新的眼光来看待事物。如果你能停、看、听，并请问他想要
显示什么给你，你就会非常清楚地知道他的存在，并且能看到
他在带领你走具体的道路。

有些时候，并不是很容易就会明白他正在显示给我们的事，但
是如果我们坚持去寻找答案的话，上主就会非常忠信地显示给
我们，无论他允许我们经历什么事情，总是有一个理由。

如果你能学会从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中去发现好处，你的
生命将会更富有，收获更大，思想更平静，你会更容易地意识
到上主的手在你的生命上运作。你是看着大量的问题、试练、
争战和苦难发生，然后坐等它们发生到更糟的地步呢，还是以
兴奋和挑战之心去看待它们，知道上主将会从中带给你益处，
这两者之间大不相同。

停车罚款

多少年来，我都是把车停放在靠近我在芝加哥的家的一个小巷里，我
和别人都没有被罚过款，没有规定说不可以在那儿停车。一天早晨我
出来，发现一张罚款单在车上。我付了罚款，然后不得不重新寻找另
一个停车的地方。在很短一段时间里，我很迟疑地把这次不愉快的经



历列入“万事”中，就是万
事相互效力，叫上帝的孩子
们得益处。直到几天后，我
亲眼看到了上主的手在工作。
在一场狂风暴雨中，一棵巨
大的橡树横倒下来，就在我
多年停车的地方。如果我的
车像往常一样停在那的话，
它将会从中间被砸碎！我谦
卑地感谢上主这个事实，就

是没有一个自然的意外会降临在他的那些“按他的旨意被召的”
孩子们的身上．

痛苦考验的结束

这大约发生在１６４０年。一队西班牙人正在旅行穿过南美的一
些丛林，团体中的一个成员得了很严重的疟疾，在很短的时间内，
高烧就使他虚弱得无法走路。

他的朋友们不知所措。他们临时用树枝做了一个担架，试着去抬
他。因为病人的情况和运送他的困难，最后他们决定把他放在一
个水塘旁，在一棵有着浓密叶子的树的阴凉下。他们离开了他。

他的境况看起来很绝望。他的同伴们给他留下一些食物，但他没
有注意到。水！那是他唯一想到的。受着燃烧般的口干舌燥的折
磨，他往水里倾身下去，但是失望地跌了回去。这水有股令人讨
厌的苦味。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高烧在继续不断地燃烧和耗尽着他的身体，
他不断地喝着那水。然后一个奇怪的事发生了，每一次喝完水之
后，高烧似乎就有所减退，疼痛也变得不那么严重了。力气重新
回到了他虚弱的身体。



那苦水医治了他。他的同伴们把他放在下面的那棵树，是金鸡
纳树，也叫奎宁树。树叶和树皮落在水里使奎宁溶解了。不仅
仅是这个筋疲力尽的旅行者复原了，一种神奇的药物从此被发
现了，从那以后，无数的人得到了拯救。

这个情形经常发生在我们那些不得不经历黑暗和痛苦考验的人
身上。我们很容易就会去抵抗那些引起我们痛而且我们无法改
变的境况。但是，上主有时会把困难放在我们生活的道路上，
目的是为了医治我们。我们必须相信他的爱和智慧。很快我们
会发现药的苦味是医治我们的必需品。

忘掉你自己去帮助他人

上主让我们经历一些困难是为了安慰别人和帮助他们!忘记自己
的问题的最好方法是去帮助他人解决他们的问题。

想着怎样帮助他人!把寻求他们的快乐放在寻求你自己的快乐之
前。请求上主帮助你更爱他，那么你就会更爱他人，这样你就
会忘掉你自己，并为耶稣和他人而活。

同时请记住，你所学到的功课，你从上主和他人那儿得到的安
慰，装备你去安慰他人。当我们经历困难时我们会更怜悯他人。



哥林多后书1：4—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耶稣）就安慰我们，
叫我们能用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因救别人而救了自己

这是一个有关桑迪辛（一位印度基督徒，1889—1933）和一个
西藏人在一个非常寒冷的天气里一起旅行的故事。雪下得非常
大，他们两个人几乎被冻僵而无法前进。他们感觉在这个可怕
的天气里很难幸存下来。他们来到了一个陡峭的悬崖边，看到
一个从悬崖上滑落下来的男人，躺在下面的岩石上几乎死了。
桑迪建议他们把那个人带到安全的地方，但西藏人拒绝了，他
说他们能拯救他们自己就已经不错了，然后就离开桑迪走了。
桑迪好不容易把那个正在死去的人背在背上，然后带着这个沉
重的负担，艰难地挣扎着前进。

不久后，他在路上遇到了他从前伙伴的尸体，那个西藏人已经
死了，被冻死了。在桑迪的挣扎过程中，那个正在死去的人从
和他的拯救者的身体摩擦中得到了温暖，从而渐渐地苏醒过来，
同时，桑迪也从辛苦的救人过程中得到了温暖。最后他们安全
到达了一个村庄。桑迪想起了他的主人曾说过的话：“因为凡
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
命。”（马太福音16：25）

耐心地等待上主

你已经为寻求帮助祷告过了，你已经遵循了以上所说的步骤，
你在信靠，在相信，在战斗，在尝试改变。——但是你始终被
同样的试炼所缠绕！

这是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的祷告不会总是立刻就得到回答。这
并不表明我们做错了什么，这是上主期望我们去忍耐。当上主
延迟回答祷告时，那是在考验我们的信心。忍耐需要信心，相



信上主给予的结果。

诗篇40：1—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
耶利米哀歌3：26—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
好的。
希伯来书10：36—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
就可以得着所允许的。
雅各书1：3-4—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
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

学会忍耐似乎是上主经常教我们的一个功课，那也是我们最珍
贵的美德之一，因为它真的考验我们的信心，并且驱使我们更
靠近上主和他的话语，否则我们不会给上主很多的时间和注意
力。在我们等待上主的答案时，他测试我们的耐心，这是他得
到我们注意力的一种方法！

以赛亚书40：31—但那等候耶和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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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各书5：10-11—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
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
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
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

有一句明智而又美好的老话：任何奇妙的事都有可能在最后一
刻发生，只要你不放弃，并坚持相信，坚持祷告。”

耐心等待回答

“你们有没有看到一只钻石链坠？我相信一定是昨天晚上丢失
在你们剧院了。”一位没有说明身分的妇女问剧院经理。

“还没有，女士，”剧院经理说道∶“但是我们会好好找一找。



请您别挂上电话，稍等片刻，我马上去问
一下。”

几分钟后，经理回来了，拿起电话
说∶“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钻石链坠找
到了！”可是没有回音。“喂，喂，喂！”
经理喊道。但是那位查询钻石链坠的妇女
却没有等下去。剧院经理虽然竭力寻找打
电话的妇女，却再没能够找到。

快速回顾: 继续前进!

• 承认你要学的功课并成长。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从问题中识别出你应该学习的东西。即使那个问题并不是
你的错，但始终有功课可以学。

• 把你的眼睛注视着耶稣，而不是你自己。相信耶稣会带来你
所需要的胜利。

• 相信上主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
的人得益处。”如果你相信上主爱你，相信他不会让任何事
情在你生命中发生而不让你受益的话，即使你不能马上明白
，你也会在你的生命中享受极大的平安。

• 忘记你自己，去帮助别人。忙着帮助别人的同时，可能会解
决你自己的问题。同时记住，上主允许我们去经历一些事，
所以我们可以去安慰和帮助他人。

• 耐心地等待上主，上主总是会回答的，只是他的时间表常常
和我们的不一样！“任何奇妙的事都有可能在最后一刻发生
，只要你不放弃，并坚持相信，坚持祷告。”

上帝的许多儿女就像这位妇女那样，不能够等待上主。上主
对我们祷告的回答，会出现在他认为合适的时间里。他所立
下的应许是可靠的：“你呼求我，我就回答。”（耶利米书
33：3）



课程第二部分：安静时刻——暴风雨中的庇护
所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生活中的暴风雨是以各样不同的方式降临
的——个人的试炼，灵里的争战，健康问题。美妙的是我们有
一个庇护所，也就是上主，我们可以从他这里得到安慰，休息，
舒适和带领。记住耶稣告诉过我们：

马太福音11：28-30—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
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
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要应用这三个步骤来解决问题，甚至在问题发生之前就加以预
防，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每天花一点时间来到上主面前。定期
花时间来安静地祷告、赞美和阅读话语。你越投入时间这样做，
你就会获得越多的胜利，你也将越会靠近上主。

以赛亚30:15—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
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希伯来书4:9-10—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上帝
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工，正如上
帝歇了他的工一样。

耶稣在轻轻的一瞥中就能解决你的问题!他一个深呼吸就能清新
你的精神。他能用一首甜美的天堂般的音乐使你的思想清晰。
当你的意念集中在上主身上时，他会用一小段完美的平静时刻
抹去你的恐惧和眼泪，因为你信任他。



攀登胜利之峰
耶稣的爱的话语

意志坚定的登山者，
不会被崎岖险峻的攀
登所阻吓，反而乐于
接受挑战。没有什么
能阻止他继续前进，
直到他达到目标为止。
任何逆境都不能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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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当他看到前方陡峭的悬崖时，他关注的并非危险，
而是集中精神寻找那些能将他带至山顶的立足点和狭窄
的岩壁。他不会被周围险恶的环境，或攀爬对他的身体
造成的伤害所阻碍；他被胜利的思维所推动，继续向前
和向上攀爬。

人生有许多障碍需要被克服，可你克服的每个障碍，都
已遗留在你身后。当情况变得艰难时，就依靠我吧！让
我来引领你，带你爬上崎岖的悬崖。我知道所有的危险
地方，以及如何通过它们。我们将一起克服每个障碍，
一起到达顶峰，而且一起插上胜利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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