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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W. Roark, OD, FAAO                 

Kelly C. Summers, OD               

Offi  ce Hours:
Mon.& Thurs.: 8:30-5:30
Tuesday: 10:00-7:00
Wed. & Fri.: 8:30-3:30
Saturday: 8:30-12:30
For an appointment,
please call 317.577.0707,  
or visit: www.all-eyes.org 

Allisonville Eye Care Center
Comprehensive Eye Exams

全面眼科检查
Fit WAVE Contact Lenses for Myo-

pia Control
WAVE隐形眼镜的调试配戴，

有效控制近视 
Management of Glaucoma, Dia-

betic Retinopathy, 
Macular Degeneration 

青光眼, 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
黄斑变性管理

Laser Vision Care
激光视力保健

Binocular Vision Disorders
双目视力障碍

Accredited Dry Eye Center
授权认证的干眼症中心

10967 Allisonville Rd., Ste.120        
Fishers, Indiana 46038

Family Eye Health Care for both adults and children 
成人和儿童的眼科保健

Corneal Refractive Therapy (CRT) and 
other myopia control methods

非手术角膜屈光治疗（CRT）及其他近视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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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独中的安慰
文/张志刚

2017年7月28日  星期五

開 業 2 0  年  通 國  粵  台  英 語
成人儿童牙科服务；洗牙 补牙 假牙
急诊 根管治疗 牙周病治疗 拔牙
拔智齿 植牙 美白牙齿 隐形矫正等
接受大部份牙科保险，Medicaid 及
Obamacare

             文 /  晓红
牧師常常是孤獨的——雖然每一天，他

都面對上帝和自己牧養的眾多弟兄姐妹。有
人說過，如果你還沒有摩西一個人從山上下
來的經歷，你就不能稱為教會領袖。

連名字都受非議

記得剛出來服事就嚐到了孤獨的滋
味。20多年前，我一邊讀神學，一邊在台
語教會學習事奉。想不到教會摻雜進了“政
治”，隨著大陸人越來越多，傳道人擔心“
華語堂”有一天變成了“國語堂”。

我們帶領的小組“華夏”，連這名字都
受到了非議。那一天，傳道人拿著一隻雞，
來探訪我們，講他的苦衷。他擔心自己屆時
按牧都會成為問題，勸我們將華夏小組打
散……

我對妻子梅影說，你孤身走過墳場，會
不會害怕？但如果你抱著嬰兒，你還敢害怕
嗎？我們就是那懷抱嬰孩的母親！

說是不敢害怕，只是每月的神學生津貼
不會再有了。

華夏小組繼續在我們小小的公寓裡聚
會。教會的長老責備我們這是分裂教會。我
不知如何解釋，委屈得當場哭了起來。我找
自己的學長訴苦。我的學長是牧師，他在電
話裡帶領我讀保羅的話：“人應當以我們為
基督的執事，為上帝奧祕事的管家。所求於
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們論斷，或
被別人論斷，我都以為極小的事；連我自己
也不論斷自己。我雖不覺得自己有錯，卻也
不能因此得以稱義；但判斷我的乃是主。所
以，時候未到，什麼都不要論斷，只等主
來，祂要照出暗中的隱情，顯明人心的意
念。那時，各人要從上帝那裡得着稱讚。”
（《林前》4：1-5）

那晚我握著電話，跪在地上向上帝悔
改，羞愧得臉紅到了脖子根。至今記憶猶
新。

誰能想到，華夏教會後來就在我們的家
裡建立了。當初那位批評我的長老，成為了
我們個人經濟上的支持者。還有一天，我突
然收到台語教會的信，裡面有一張4位數的支
票，是他們對我們新生教會的支持。

那年的母親節，我們帶教會的一位老姐
妹去餐館吃飯。台語教會的主任牧師，剛好
也在餐館。我有一點像犯錯的學生，見了老
師就想躲得遠遠的。哪裡知道，牧師用完
餐，謙和地前來告訴我這個年幼的傳道，說
飯錢連同小費，已經替我付了。

想起剛剛出來傳道，伴著淚水和汗水的
孤單，以及最終從上帝那裡得著安慰的日
子，至今我都不明白那背後到底發生過什
麼。上帝的作為，實在令我震驚、感恩！

激動得差點淚崩

我看到所有蒙上帝呼召的人都是孤獨
的。亞伯拉罕與自己的兄弟和家族告別，向
迦南前行的時候，是孤獨的；大衛從年少時
被上帝膏立，到最後再次被膏作以色列和猶
大的王，差不多相隔20年，他常是孤獨的。
保羅在大馬色路上蒙召誰都沒看見，他的權
柄一直受到挑戰，一開始時連使徒們都不接
納他，他在傳道的路上是孤獨的。

保羅在寫給哥林多教會的書信中，為自
己的職分辯護，講到外有爭戰、內有懼怕，
講到有人說他“氣貌不揚，言語粗俗”。字
裡行間，你不難感受到保羅內心的孤獨。然
而，在書信中，保羅用得最多的詞恰恰是“
安慰”。《哥林多後書》1章4-5節：“我們
在一切患難中，祂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
上帝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

我們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
慰……”

多少次暗暗為保羅抱不平——要是保羅
不用自己織帳篷，他可以開拓更多的教會！
然而想想保羅蒙召之後，無論在哥林多的1年
6個月，還是在耶路撒冷被囚、受審、受死亡
威脅，復活的主耶穌一直與他同在，每一步
都有奇妙的、清楚的帶領，他有多幸福！

聖經記載：“當夜，主站在保羅旁邊，
說：‘放心吧！你怎樣在耶路撒冷為我作見
證，也必怎樣在羅馬為我作見證’。”（《
徒》23：11）原來這一切連同苦難、危險，
都是耶穌允准的。還有什麼比耶穌的這一番
話更顯寶貴、更令保羅得安慰的呢？

從我領受“傳道”職分的第一天起，我
的生命就承接了一個沉重的託付。聖靈藉著
聖經對我說：“倘若守望的人見刀劍臨到，
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劍來殺了他們
中間的一個人，他雖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卻
要向守望的人討他喪命的罪。人子啊，我照
樣立你作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聽我
口中的話，替我警戒他們。”（《結》33
：6-7）

記得那年頭最攪擾教會、最令我揪心且
憤怒的，一是傳銷，把生意關係帶進教會，
二是作假受洗，申請宗教庇護、騙取身份。
當年我教會中有人想在身份上作假，我沒有
商量的餘地，他恨死我了。

10多年後，我去南加州帶領特會，他卻
和原來教會的弟兄們，開了一個多小時的車
來見我。他已是教會的核心同工了。我對他
說，上帝曾責備我，當年我對你的處境少
了一點憐憫。誰知他說：“牧師，你沒有
錯！……我太太那時在國內生大病，你和師
母還寄錢給她。這次她特地囑咐我，要我把
你們這幾天的飯食都包下來。”我和太太激
動得差點淚崩。

我知道自己是蒙召的守望者，是看到刀
劍來就要起來吹號的人，是要帶領大家起來
爭戰、堵擋破口、重修牆垣的人。或許就因
為這個託付，我較多地領受了上帝公義的屬
性。聖靈感動我講的道，常常都比較重。

在外帶領特會，有人對我說：牧師，我
很喜歡聽你講的道。我笑著對他說：不見得
吧！如果我每個禮拜都這樣講道，你還會喜
歡我嗎？真的，有時最流暢、最被聖靈充滿
的道，卻不是在自己教會講出來的，這是我
心中的一個痛，令我想到先知在自己家鄉總
不那麼受歡迎。

眼前一片“沼澤”時 

兩年前，我回到了當初的母會擔任牧
師。教會因多年的紛爭，兩任牧師相繼離
開，長老亦引咎辭職。眼前一片“沼澤”，
我能否在其中走出一條安全的路來？“悔
改——更新與上帝的關係、改變屬靈的生態
環境——結出討上帝喜悅的果子”，就成為
我們教會這兩年講台信息的主旋律。

每一篇道，都強調人在上帝面前的悔
改；每一篇道，都強調將聖經的真理應用到
生活中去。上帝的話、上帝的靈，漸漸入了
人的心，教會屬靈的空氣開始變得清新了。
如今可以越來越多地聽到悔改、看到激動、
摸到生命。來教會的人越來越多，大堂的座
位快滿了，百多個停泊車位已經不夠了。

記得那次我例舉了教會生活中的20個現
象，呼召大家起來悔改，重拾起初的愛。

“非常看重別人（特別是老闆）對自己
能力的評估。然而對教會的服事，和在服事
中要負的責任，常常‘謙和’地推諉。”

“平日花在社交網絡和娛樂視頻上的時
間，遠比花在教會及靈修上的多。”

“有空才聚會，有趣才事奉，有多才奉
獻。但大部分時候都覺得，沒空、沒趣、沒
多。”

“把教會當作旅館、飯店，而不是家。
甚少想到自己帶給教會和弟兄姐妹的應該是
什麼。”

“談到教會和弟兄姐妹，總帶著一絲
譏誚的口吻，很少有出自內心的感恩和讚
賞。”

“大罪不犯，小罪不斷，雖認自己的軟
弱，但卻不願依靠聖靈治死老我，繼續躺臥
在軟弱之中。”等等。

出乎意料，弟兄姐妹給予了積極的回
應。有人當眾告訴我，他不只這20條。30條
也有。

那一天，我真的有點受寵若驚。我多少
開始體認保羅的心——保羅說他的喜樂，他
的冠冕，甚至他的死活，不是別的，乃是他
所牧養的弟兄姐妹能靠主站立。“我們的盼
望和喜樂，並所誇的冠冕是什麼呢？豈不是
我們主耶穌來的時候、你們在祂面前站立得
住嗎？因為你們就是我們的榮耀，我們的喜
樂。”（《帖前》2：19-20）“所以，弟兄
們，我們在一切困苦患難之中，因着你們的
信心就得了安慰。你們若靠主站立得穩，我
們就活了。”（《帖前》3：7-8）

20多年了，蒙召開荒、植堂、牧養教
會，被上帝帶到東又帶到西。有的地方讓我
憂傷，有的地方讓我喜歡；有的地方讓我痛
心，有的地方讓我留戀；有的地方讓我遺
憾，有的地方讓我嚮往。

有人問我：哪個地方是你最喜歡的？我
第一想到的，不會是氣候和房價，而是那些
地方的弟兄姐妹的臉龐。哪怕只是一個笑
臉、一個問候、一個擁抱時肩頭的輕拍，都
是永遠的、不會褪色的。

牧師的孤獨是命定的，牧師是需要安慰
的。 

作者是美國印城華人教會牧師
本文原刊于《舉目》82期和官網2017.05.31

牧师说我们是伙食最好的小组

夏天是探亲，旅游，访友的好季节。上
星期六（7/22），印城华人教会的良善小
组，为了欢迎一个已全家迁回国内定居再回
Carmel探亲的老组员和一个刚刚搬来印城
加入小组的家庭，在教会举办了一个爱心聚
会。

小组长为了这次聚会，早早地发起邀请，
预定厨房，教室。

那天原先安排在户外公园聚会的成圣小
组，在天气阴晴不定，众人犹豫不决时，感
谢神奇妙的带领，也来到教会决定加入良善
小组，一起在教会欢迎三个刚刚搬到印城的
家庭。

星期六那天，近十个家庭，大人，孩子带
着各家拿手的菜肴，济济一堂，大家真正感
同身受到一个大家庭的温暖。

感谢神的安排，也感恩因着祂的爱，新朋
好友欢聚一堂，彼此相爱，其乐融融。

多年的老朋友又回到我们中间重温往日的快乐

 爱心欢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