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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盼望 
by Retha McPherson  

www.divinerevelations.info/CHINA 

亲爱的圣灵，谢谢祢今日的同在。赞美祢乐意触摸这么多生命，荣耀归与至高神！ 

15 个月前奥都发生了意外，没想到如今我却能以一颗感恩的心，坐在这里与诸位分享我所领

悟到的事。 

父神，谢谢您容许这个意外发生。我知道这并非您的旨意，但您却容许它出现在我们的生命

中。若非如此，我的眼睛不会被开启，我也不会成为如今的我，为此我永远感恩。 

关于奥都：我知道主在带他走一段奇妙的旅程，如同祂也引领着我们家的每位成员。无论你

今生发生了什么事，无论环境如何，要记得罗马书 8 章：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
处。 

当你处境艰难，即使你不相信，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神会让每件事为了我们的益处而互相

效力。最终，故事的主角不是你我，而是祂。一切都关乎祂。重点甚至不是我们的痛苦或受

伤。父神，这全都关乎祢。然而这花了我好长一段时间才明白这个道理，我曾努力挣扎了许

久，因此我要与您分享这段旅程 – 我个人的见证。 

大约两年前我和家人来到纽约，在联合国总部看到一幅描绘万国万民的巨型镶崁图画，这幅

画非常吸引我。当你站近一点，只会看到它所组合成的一片片小磁砖，这些小磁砖可能会割

到手、留下伤口。但是当你站远一点看，就会看到一幅最美丽的图画。 

我要奥都去站在这幅镶崁图画前让我拍张相，就在动作之间，圣灵对我说：「你生命中的每
个碎片都将成为未来美丽的镶崁图画。」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我，于是我赶紧将它记下来。 

http://www.divinerevelations.info/china/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romans%208&version=C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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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南非出席一项活动时，就以此作为主题。我对众人说道，每个人都有权选择拾回生命

的碎片，并在圣灵的引导下创造出美丽的新图画。你可以将所有的碎片黏回来，因为所有生

命的碎片都可以成为未来美丽的镶崁图画。我进一步说，或者，你会对神发怒，把它丢弃，

或发脾气，这是我经常做的事。 

当然我不是真的明白自己所讲的，因为那时候我一直有个完美

的生活。如果那时候问我生活还想要什么，我会回答不需要。

我已经拥有完美的丈夫、两个可爱的孩子、以及成功的事业。

除此之外，我还是当届的「南非女士」呢。  

还会缺少什么呢？ 

此外，我也事奉主，这是因为我也去教会。我认识主有 15 年

了，在教会里学到许多知识。然而这不是「瑞玛」（神启示性的话语，Rhema），对此我当

时还一无所知。我爱主，因为我有一个美好的人生。但是如今，我知道人生不仅于此，重生

以后还有更多更多，做神孩子的意义有太多值得挖掘的。 

我知道在破碎中隐藏着宝藏，但是当你处境艰难，不会想听到这样的话。然而，在破碎中的

确隐藏着宝藏。 

一个礼拜以后我去到靠近普利托利亚的监狱里讲道，当时一位

受刑人分享了自己的见证。他是一位因白领犯罪入监服 18 年

徒刑的生意人。你可以想象他一定诈欺了不少钱才换得如此严

峻的刑罚。我可以感受到他所说的，尤其他不是个随随便便的

人。他让我们知道他的孩子仍告诉其它人父亲出国了，因为不

能让人知道他在监狱的事实。 

我的心很同情这个人，但是同时他身上有一样我整个人非常渴

望的东西！随着他更多的分享，我越发觉他有一样东西是我没有的。之后，我开始流泪。我

的丈夫狄尼斯问我为何哭泣。 

我回答：「这人有一样你我都没有的东西。」我丈夫开玩笑的回应：「应该是监狱的橘色制
服吧」。不，我知道这个人有一样我没有的东西，那是神出人意外的平安。因为他的自我死

了，所以有那份平安。 

当我们开车回家，我仍不断在哭泣。我对丈夫说：「他甚至看不到你我所见的阳光，也没有
我们所享的自由，但看看他有的！他失去了这么多，但看看他得到什么！」 

那晚我跪下来对神说：「父啊，我向您呼求，向您请求：我也要！」圣灵回答：「瑞达，它
是给每个人的，但不是每个人都去拿。」我说：「主啊，要怎样去拿？如何得到？」圣灵回

答：「你的里面必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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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个月后的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们不是出于自由意志就可以让里面死。我要鼓励各位

跪下来，告诉天父：「我的里面要死去」。我不会再等到第二次机会，才去做这件事！ 

你知道有首歌叫做如果时间可以回头？我经常想到这里，如果时间可以回头就好了，可是没

办法。 

然而你今天就可以做选择。过去几个月我经历了许多可怕的事，为何我里面不早一点死去？

也许我太充满自我了，越多自我，就越难抛掉这些：我、自我和我自己。 

五天以后，我们从自由邦的演讲开车回家。大约晚上 6 点半的时候，竟然在约翰内斯堡南方

的 Grassmere Toll Plaza 出了车祸。 

就在高速公路上，有一辆没打灯的车辆暂停在我们车道前方，因为那是第一线车道，我的先

生无法再转右，只得往左弯才不会撞到这辆车，却不幸撞上了排水沟，车子打滚了好几圈。  

当车子终于停下来了，情况更糟糕，那景象至今依旧难忘。我们试图从车子里挣脱出来，却

发现孩子们已经不在车上了。好不容易下了车，只见四围一片黑暗死寂。 

我呼叫他们，小儿子贾许从车子边上的草丛里哭了起来。我找到他时，他只有额头上有伤。 

但是我们找不到奥都。我在高速公路上跑上跑下，又害怕又疑惑，不小心踩到一只皮箱和一

些碎片，整个人跌倒在柏油路上，双手开始流血。  

趴在那里时，圣灵告诉我：「这是妳生命的碎片。」我整个人惊叫了起来：「主啊，拜托，
千万不要！」 

因着恩典，我在公路的另一旁找到躺在草丛里的奥都。我到他身边时，他已经昏迷不醒，头

颅受损变形，耳朵留着血。我趴在他身上，试着要找脉搏却找不到，身为母亲，我知道他的

生命迹象越来越微弱。 

在那当下，我紧紧靠在他身上，深刻体会到：无论你是谁，有多少钱–惟有神有生死之权。 

我向祂大声呼求，恳求耶稣的宝血遮盖我的孩子。我的理智是知道这些事的，这些年在教会

我有听好！但这并非瑞玛！ 

当我还趴在他身上时，一辆车子试图避

开车祸现场，我才警觉到必须起来。这

位车主在我们前方停住。望着那巨大的

车灯，我心里开始产生变化。一道撞击

通过我的全身，我彷佛有电流经过般的

开始颤抖。接着我平静下来，那出人意

外的平安抓住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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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记 20:21 告诉我们，神在幽暗之中。祂就在你我的困难中。 

有很多人问过我：「但是神那时候在哪里？」祂就在那里，祂的平安能使人平静下来。 

我告诉狄尼斯已找到奥都，我们打电话通知救护直升机。一位年轻的救护员抵达时，用刀子

轻推他的肺部，告诉我他的肺已经萎陷了，要我跟孩子道别。 

另一对医师夫妇也来了，其中女医师对我说她也是母亲，但是这是道别的时候了。直升机把

奥都载走，我们则坐上救护车紧跟在后。 

抵达医院时，他已经历经了四小时的手术。一位高壮的黑人医师走向我说：「女士，我不保
证妳的儿子能否存活下来。」 

我记得当时在车祸现场，有一辆车停了下来，一位黑人男士过来祷告：「撒旦，奉耶稣的
名，今晚这里不会发生死亡。」他不断重复：「这个孩子会活不会死。」 

我站在那里望着他，心里对自己说：「瑞达，妳会做这样的事吗？妳会在车祸现场停下来为
人祷告吗？还是只会说，让我们绕过去吧。」 

那晚我真的体会到路加福音 10 章里面所讲的好撒玛利亚妇人。你会去帮助周遭人有需要的

人吗？还是你无动于衷，只会说你会为他们祷告？  

我那晚意识到自己从来就不是耶稣的手，但我为那位祷告的男士献上赞美。 

奥都出了手术室后，靠着机器维持生命，躺了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后的星期六，我首次返家。那个礼拜我待在加护病房对面的房间里，心里很难过，

却很平静。那个星期六晚上，我梦到孩子的指头在发黑萎缩，他的嘴唇也在发黑萎缩。这是

一个很可怕的梦，我在灵里感到正目睹自己的孩子死亡。 

我说：「奥都，你为什么要死？但是我已经抓住你这么久，再也没办法了，你最好和耶稣在
一起。」我在梦中问他：「还记得我以前怎样告诉你，认识耶稣还不够，耶稣也要认识你？
妈咪知道你已经接受耶稣，而我必须放手了。」 

在梦里奥都回答我：「妈，对我宣告生命！宣告生命！」我马上照做，宣告「奉耶稣的名，
你会活下来，并且有丰盛的生命。」当我开始说的时候，我看见他的手指开始生长起来，嘴

唇也恢复了颜色，我整个人为之一震。 

接着在梦里他哭了起来，虽然事实上昏迷不醒的他根本没办法哭。我惊醒过来，不知道到底

发生了什么事。我对主说：「身为母亲，所经历的这一切真是个恶梦！」但是这个梦使我明

白到如同箴言所说的（箴言 18:21），生死在舌头的权下，每个人必吃他口中所结的果子。

这不是只有可能，而是必然的结果！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xodus%2020:21&version=CU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Luke%2010&version=CU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Proverb%2018:21&version=C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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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看见，一旦我宣告生命，奥都的手指就开始长了起来。约翰福音 10 章说到：「盗贼
来，无非要偷窃。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是更丰盛的生命！ 

次日清晨回到医院，狄尼斯对我说：「瑞达，我们昨晚几乎失去他，真的差点…」我说是

的，我的灵也感受到了。你也许会说许多遭受创伤的人都会有这种梦，但让我告诉你：「圣
经教导我们神会藉由异梦、异象和祂的话对我们说话。神会说话！」 

我把梦告诉了狄尼斯，关于自己怎样看到奥都濒死，奥都说我们必须宣告生命，以及我对奥

都宣告他会得生命、且是丰盛的生命，最后看到他手指开始生长。就这样，我们绕着他的病

床，不断的宣告生命。 

你有注意到有些人怎样对自己的婚姻、财务、甚至是孩子宣告死亡吗？包括那些自称是上教

会的人。我呼吁你：要注意你所说的，思索你说的话！生死在舌头的权下，你必要吃自己口

中所结的果子。 

第 12 日清晨，奥都因为脑部持续肿大，被推进去接受第二次手术。医师告诉我们，他们会

再试最后一次。 

我回到加护病房对面的房间，当他从手术室出来时，心跳只有 32。他们要我打电话给先生，

但是我回到房间，整个人开始向神呼求！神的话敎我们祂会回应那些寻求祂的人。我以前未

曾真正寻求过神，但是那天当我向祂呼求，祂马上响应了我。祂说：「瑞达，脱下妳的鞋
子，因为妳站的地方是圣洁之地。」来到神的面前，是神圣的！ 

祂又说：「我亲爱的孩子，妳相信我的儿子已经在十架上为妳付了完全的代价吗？」我说：

「是的，主。」因为我知道，这是我从小在教会里被敎导的。在灵里，我马上意识到自己数

天来怎样跟在医师后面寻找他们眼中的盼望。但是，我早应该在耶稣那里寻找盼望。耶稣是

道路、真理和生命！ 

奇异的事情发生了。当我还跪着、眼睛闭上时，我却在灵里看到耶稣怎样被鞭打 39 下。在

最后一下时，我再也没看到任何人，只看见一块血肉。神的灵告诉我，耶稣那时已经被鞭打

的血肉模糊，目睹这一幕一点也不像在看电影。见到模糊的血肉是个人，我整个人都哭了。  

但是神说：「不要哭，祂是为你、也为奥都而做的。」当我还跪着的时候，我看见祂说：

「成了，成了。」 

「成了」两字穿过我整个人，我的灵魂就醒了，我意识到这是我盼望的所在。接着我在灵里

看到圣殿里的幔子怎样裂成两半–如此厚重、巨高的幔子是没有人可以撕开的！  

祂说：「在人，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幔子，已经打开。」我在灵里看到外院，中间有个盛水

的盆子。祂说：「进来，洗净妳的手。外院是神圣的地方，来洗净双手，才能进入至圣
所。」祂又说：「幔子已为妳而开，进来，我的孩子。」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John%2010&version=C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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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历到自己洗净双手，赤脚踏入圣殿，在那里遇见耶稣。 

祂对我说：「成了，瑞达。」我生平第一次经历到耶稣在十架上为我成就的。接着祂又说：

「妳愿意献上自己的孩子吗？」记得离开加护病房那时，奥都的心跳只有 32。我勉强呻吟

着，害怕我若答应，神会把他接去。 

但是我现在明白，无论神要不要接走他，祂总是在每个情境中掌权。老实说，我也不想要做

这个关于生死的决定。神总是掌权。 

祂说：「瑞达，把他献给我。」接着我当时还不认识的一句经文进入我心里（马太 10:37）

「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来到我面前。」我马上知道祂是在说我。有十年奥都一直是我的

独生子，做父母的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圣经教导我们若要夸口，当向主夸口。但是我

们会夸什么？夸我们的孩子、他们的成绩、我们要他们争取的位子。我们也夸自己对他们的

梦想和理想。 

主对我说：「瑞达，孩子是用来爱的，不是用来夸口的」（林前 1:31）。我说：「主啊，我
把他献上。」 

接着最美妙的事发生了。我打开双眼，看见自己就在神的宝座前，一切极其光亮。我无法描

述那光的亮度，它有如可以穿透骨头的大光，如此明亮到我不禁问起：「这道美妙的光是什

么？」神回答我说：（约一 1:5）「神就是光，在祂里面毫无黑暗。」直到如今，即使半夜

把我叫醒，我仍可以记得那些话。 

我看到自己的孩子躺在那里，神的手放在他的脑上。  

路加福音说到：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路加 18:27）。车祸后的前 12 天我仰赖人，但

是神告诉我：「瑞达，我已经等妳 12 天了。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是我造了这个
脑，我现在也要修复它，都是为了荣耀的缘故。」神又说：「他不再是妳的了–他现在属于
我，只是出借给妳。」 

祂接着说：「他将告诉世界耶稣基督活着，别再担心。」神告诉我：「他在我这里很安全，
回去走在信心里吧。」 

希伯来书说到，信心不在于所看见的，乃是所盼望的事（希伯来 11:1）。扩大版圣经说的更

清楚，信心是你所盼望之事的所有权状。我们的所有权状放在哪里？当然放在保险库！ 

当天，神告诉我信心就在祂那里，是每一位神儿女可以支取的。祂说：「妳的所有权状在这
里。告诉我妳一切希望的，因为妳的所有权状在这里，拿去吧！」 

我在灵里看到自己的孩子得医治、奔跑、做各样的事。神告诉我祂要我去看「成品」，但是

当我还在看，祂对我说：「远超过妳所梦所求，我都要赐给妳。回去，走在信心里吧。」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matthew%2010:37&version=CU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1%20Corinthians%201:31&version=CU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1%20John%201:5&version=CU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Luke%2018:27&version=CU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Hebrews%2011:1&version=C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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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打开眼睛，一个半小时过去了，我还跪着，我意识到必须回到加护

病房。回去时，奥都的心跳是 186，一位心脏科医师正在为他看诊！我马

上知道神已经介入了。不到一个月，医师拔除了他身上的所有仪器，虽

然曾做过气切，也仍插着胃管。 

在我们离开加护病房之前，一位医师交给我一个地址，建议我把奥都送

到那里。他说…. 我甚至不想重复他的话，也永远不希望让奥都知道…. 

但是他说「奥都永远都不会好起来。」我望着他，握着他的手，谢谢他说：「你知道我的神
活着吗？」 

我必须承认，在那天跪下来与神相遇之前，我从来不知道神是如此真实。我想原因可能在于

我们不明白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从来不晓得能够进入神的同在。我们每个礼

拜坐在教堂里，认为牧师会去听神，再回来告诉我们。 

但是耶稣为什么而死呢？是为牧师吗？不，是为了你和我，是为了我们每个人。赞美神！ 

  

我们把奥都转到比勒托利亚的医院，这里离家近多了。如此一来，我可以白天照顾奥

都，狄尼斯则每晚陪着他。 

一个月后，医院要我们把他转到其它地方去，因为他们已经无法提供进一步的治疗了。我们

把他接回家，雇用全天候的护士照料他。 

他的身体僵硬且不自主抽搐，双眼紧闭，只是躺在那儿，完全不说话。他同时大小便失禁，

需要透过胃管喂食，气切的地方也需要每日清理。 

某日我带他去医师那里，问问他下巴的抽搐能怎样处理。那时他已经有三个月不能张口，医

师告诉我们，他仍旧认为把他送到某个地方会比较好。他用自己的口示范：「他们会这样把
他的下巴锁住，或者这样打开。」  

我望着他，心里求神饶恕他，希望这种情况不会轮到他，不知道换作他自己会怎么办？ 

看诊之后，我的心在哭泣。我把奥都放上车，准备回家。一路上不断哭泣对主说：「神啊，
他甚至没有开任何处方！」但圣灵回答我：「瑞达，妳有处方啊！」 

我没有啊。  

祂说：「我的孩子，每日妳擘饼，就是与我同死。每次妳喝我的血，就是与我同复活。因为
我就是生命的粮，凡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是与我合一。只要有需要，妳都可以这样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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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你保证，有时候因为需要，我彷佛吃下好多的饼。如今我却能为此赞美神，因为回头

看，我的生命变了。 

以西结书告诉我们，我们会被充满，我经常就感觉到自己不断被神的灵充满，直到开始满溢

出来。圣经说，我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约翰 7:38），并且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

时候结果子（诗篇 1:3）。 

我经历到这点，因为我里面死了。有时候我对神说，我里面再也没有剩下什么，祂却说：

「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不能结出子粒来。凭着果子就能认出树来。」（约翰

12:24）。还记得耶稣经过无花果树，看见树上有叶子却没有果子，便咒诅它？（马可 11:13-

14） 

神对我说：「这就是我要妳的样子。」这样的日子，我感觉自己好像支离破碎，一团混乱。

祂用我小时候喜欢的 3D 影像点醒我，妳原本看到快要斗鸡眼了都还看不清楚，然后突然间

变的清晰透彻，能够看见背后美丽的影像。祂说：「瑞达，我要妳继续聚焦，专注在我身
上，因为在这之后会有一张美丽的图画。」 

祂用对彼得说的话提醒我：「看着我，你就可以在水面上行走。」（马太 14:25-31）彼得有

信心从船上下去，一边看着耶稣一边在水面上行走。我不是说圣经这样描述，但是我可以想

象彼得的朋友在后面讥笑他。因此当彼得开始注意其它人，没有专注在耶稣身上，他就开始

沉下去了。 

神也用睚鲁女儿的故事鼓励我（路加 8:41-55），记得睚鲁还在耶稣那里时，就有人来告诉

他女儿已经死了吗？他们对他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但是他仍然望着耶

稣，耶稣便要他不要听众人说的，不要害怕：「睚鲁，只要信，继续相信！」 

我从这里学到一项宝贵的功课：看环境一点也没有用，听「他们」也没有用。「不要怕，只
要看着我」是我学到的。这很难，但很有用。因此我振作了起来，跟好耶稣，继续前面的旅

程。 

  

带他回家后，他一直是身体僵硬的躺在床上。 

一日，我们把他弄起来，试着让他和我们动一动。我们一人抓住他一只脚这样走，膝盖都起

了水泡，另一个人则扶着他的身体。我们把他放在健身脚踏车上，每个人抓住他一只脚，一

人扶着他的头，一人扶着他的上半身，让他整个人坐起来。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John%207:38&version=CU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psalm%201:3&version=CU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John%2012:24&version=CU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John%2012:24&version=CU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Mark%2011:13-14%20&version=CU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Mark%2011:13-14%20&version=CU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Matthew%2014:25-31&version=CU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Luke%208:41-55&version=C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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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经过说：「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只会永远躺在那。」

我对他说，你不明白。「神对我的孩子有个异象。如同在
创世记 22 章祂要亚伯拉罕将以撒献上。但是亚伯拉罕却
对以撒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 

他没有说：「以撒，爸爸知道会有人帮忙。」他说：「神
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父子两人上了山，亚伯拉罕

顺服神，神看见他的心，便差遣使者对他说：「停下来，
亚伯拉罕，羊羔预备好了！」亚伯拉罕便为那个地方取名

叫「耶和华必预备」。 

「预备」两字，在希伯来文译作「赞同 - 异象」。神对你

我有个异象！在你我的生命中，那只羊羔已经预备好了！ 

你问我为什么羊羔没有来？也许你没有将问题献给主，或

许你仍把它留给自己。神在等你顺服，将问题献上，好让

祂把羊羔送来。每件事都有它的计划，关于财务、婚姻、失败、和每个问题！耶稣就是那个

计划！今天就把问题交给主吧，羊羔已经预备好了！ 

我告诉那人，神对奥都有个异象。这里有另一项身为神儿女必须学习的：神应许要医治我孩

子的那一天，祂也对我说「我要妳的信心」。没有信心，神的应许不会实现。神的应许加上

我的信心，就等于神迹！ 

我们经常认为，我们只要放轻松就可以领受。不，我们必须采取信心的行动，而且那经常是

最困难的部份。那是盲目的说「我相信神」，也表示你会尽全力做好自己的那一部份。 

神的话告诉我们：「你会听见后边有声音，告诉你或向左或向右。我的平安与你同在。」

（以赛亚 30:21）。以此你便会知道是否行在神的旨意中，但是你必须先用信心采取行动！ 

一日，职业治疗师告诉他：「奥都，我今天要你看看 A 和 B 长什么样子。」她对着我曾经那

么聪明，在校表现优异，一直是我引以为傲的孩子这样说。我望着他，对她在敎他的事感到

心痛。我对自己说：「这些他都会啊！」但是记得在医院里，他们说奥都醒来后，会丧失至

少十年的记忆。而他只有十二岁，难怪她要教他这些事。 

然后一个意念进来：「不，我要恢复他，都是为了荣耀的缘故。」我意识到自己必须做选

择，我要相信什么？他的身体只是坐在那里，他望一望旁边，看见一支笔，这被我瞧见了。

我问：「奥都，你要写字吗？」他稍微点了点头，我帮助他握住笔，他开始写字。 

他从 A 一口气写到 Z，并且加上：「妈妈，谢谢妳从来没有放弃相信。」从我跪下来以后，

这是第一次感受到耶稣真实活着。我尖叫起来：「耶稣，祢真的活着！」我疯狂的大叫，整

个灵魂都苏醒过来了！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genesis%2022&version=CU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Isaiah%2030:21&version=C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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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奥都几岁，他写了下来。他上什么学校，爸爸的电话几号，他全都记得，包括那场车

祸。 

之后，我告诉他再两个星期会有考试，我们得开始用功。我们让他坐在阳台上念书，但是他

的注意力没有很好，每隔一段时间就得休息片刻。 

聊天时，我开始讲到我们有四次几乎失去了他。当时，他还不会说话，但是他能表示要写字

表达。我告诉他那个关于他快死的梦，他摇着头「不」，开始写着：「妈，这不是梦。耶稣
要妳对我宣告生命，妳有照做，我好高兴妳有顺服。妈，我哭的好难过，对你们每个人都很
抱歉。」他又继续写：「妈，如果妳没有将我献上，我现在早就死了。」 

我跳起来，把他绑在椅子上以免滑落下来，就跑上楼梯，对神哭着大喊：「神啊，这是超自
然的。」祂回答说：「我是怎样出生的？」我说：「是超自然的。」「但是你们这些孩子为
什么停在那里？你们知道我是超自然的神，但是一旦我开始行超自然的神迹，你们就害怕
了！不然就皱着眉头，认为这不自然。」祂又再说一次：「我是超自然的神！」 

接着祂给我约翰福音 11:40 的经文，这是我当时还不认识的一段经文。这里讲到当拉撒路死

了四天后，耶稣对马大说，只要相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注意，祂没有说只要求告祂，而是

说只要相信！ 

我回到楼下，奥都又继续写道：「妈，妳为什么这么害怕？」「奥都，我不明白，当我在梦
里经历这些时，你在哪里？」他写着：「和耶稣在一起。」「妈，当妳在车祸现场趴在我身
上时，耶稣就来把我接去。妈，妳甚至望了祂一眼！」  

我记得那股电流，以及平安怎样临到我身上。神的确在幽暗之中！我那天哭的好厉害，但是

奥都安慰我：「妈，不要哭。我一直都和耶稣在一起。我记得祂在宝座前面告诉妳，我在祂
那里很安全。」 

奥都仍然不会说话，但每天早上总会写上好几页。他写着「耶稣」，然后圈住这个字。耶稣

会再让我开口说话。耶稣会再让我开口说话。耶稣会再让我开口说话。谢谢耶稣，我会再开

口说话！隔天早上，他又重新写着：耶稣，我会再开口说话。 

记得以前我得用贿赂的方式让他安静下来，现在的景况真让我心痛。我在他面前总是苦着一

张脸，「天父，拜托祢让我儿子开口说话！」我不断哭泣，真的，我流了不晓得多少眼泪。

那时我才发觉以前怎样用错误的方式对待儿女。 

一日，奥都又写着：「妈，不要那么担心，我会再开口说话的。」我问他：「你为什么每天
这样写？」「因为在天堂耶稣敎我要宣告生命。记得我告诉妳的？祂敎我：我们要宣告生
命！」他又写着：「我会再走路，我会再开口说话，我会再健康起来的。我会百分之百得医
治，耶稣已经为我在十字架上付了完全的代价。」 

他又一次次写着：谢谢耶稣，为我死。谢谢耶稣，为我复活。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John%2011:40&version=C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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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始引用经文，说我们好像树一样栽在溪水旁，会按时候结果子。 

他开始写日记。一日，他写到两位他在天堂遇见的小孩，一位叫做安同，并在他的头上画个

圈。「妈，妳应该去告诉安同的母亲他很健康！」他写下我们可以找到安同父母的地方，我

们真的就在那里找到他们。他们告诉我，安同活着的时候患有唐氏症，难怪奥都会在他头上

画个圈。 

他也写到敦南，他的父母都叫他敦拿。我们见到他父母时，奥都写着「敦拿」很健康，和耶

稣在一起非常快乐，「他等不及要你们也去那里。」 

我想念一点奥都在他日记里写的内容： 

 「耶稣会使用我们去宣讲祂的话，我们会去告诉世界耶稣活着。」 

 「神会做大事、行神迹，因为耶稣活着。要预备好。」 

 「感谢神，让我能成为祢的孩子。请祝福我们，用圣灵与能力恩膏我们。妈，去告诉
人们耶稣活着。」 

 「我们会在神的宝座面前见到祂。我们会告诉祂我们为祂在地上做了什么。妈，今天
要成为神所要的样子：圣洁。」 

 「耶稣说：我要差遣谁去传讲我的话呢？我们会顺服、去祂差遣我们去的地方吗？」 

透过这所有的事，我开始明白奥都已经去过了天堂。 

听听他在 2005 年 10 月 17 日所写的：「我们将在天堂看见主、天使和亚伯拉罕等人，还有
耶稣、敦南和安同。与我一起期待回去那里。妈，这也是我为什么有时候会失去耐心，因为
我想回到那里。妈妈拜托，妳能不能告诉其它人？人会去天堂或地狱。撒旦的儿女会去地
狱，神的儿女会去天堂。我们在天堂会像神一样活着。」 

在另一封信里，他这样写道： 

 「给那些和我一样寻求耶稣的人：要预备好让祂来接我们，因为这会比你想象中还要
快的发生。拜托请你接受祂进入你的心，否则你会下地狱。」 

 「当你还有机会时，拜托要快一点做决定。耶稣为你和我付了完全的代价，祂带领我
看了天堂，也看了地狱。」 

 「相信我，你不会想去地狱。拜托，你要不要现在接受耶稣？耶稣真的好爱你，拜托
你只要相信，你就是祂送我回来的原因。我原本不想回来，但是祂要你预备好。爱你
的奥都。」 

晚上他会呼叫耶稣。我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叫祂？」他趴在手臂上，这时他还不能正常的

哭泣。 

「妈，因为不是每个人可以进去。妳必须越过一座黄金桥，桥的后面有一大扇门。」他说：

「妈，和门后面的那些相较起来，妳的珍珠不算什么。通道上的门非常巨大，上面有大颗大



 12 

颗的珍珠。在里面他们有婚宴。」我不知道你十二岁的孩子懂不懂什么叫「婚宴」，但是我

的孩子以前只知道足球和电玩。 

他又说了一次：「妈，是一个婚宴」，然后他哭了起来。那时有位朋友送我一本书叫做「天
堂是如此真实」，作者是一位美国韩裔（秋楠），她曾经有上天堂遇见神的经历。这位朋友

告诉我，奥都所写的和这位女士在天堂的经历是符合的。我立刻开始阅读这本书，并很快找

到她所形容的黄金桥，我马上被吸引住。 

她写到有些人站在那里哭泣，垂头丧气的低着头。她问：「主啊，这些人是谁？」主说：

「他们是不顺服的基督徒。」「他们要站在这个光秃死寂的地方多久？」「永远。惟一能进
入神国的人是那些清心顺服的儿女。许多人自称为基督徒，却没有按照我的话语生活。」 

「有些人认为每周上教会就够了，他们从不读我的话语，仍在追求属世的事。」听见了吗？

「有些读我话语的人也不认识我，没有让我住在他们心里。」读到这里，我非常震惊，请求

天父用圣经对我说话，我不想这么辛苦的走一遭，最后却没有预备好来上天堂。 

「主啊，请用圣经对我说话。」祂给了我启示录 3 章的一段经文：「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你既如温水，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
缺。」这些都是我们爱说的话：「你有看到这些东西吗？都是我努力赚来的。」我、我、

我…「却不知道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  

注意下一节经文：「我劝你向我买。」买卖意味着有代价，但是耶稣已经付上了完美的代

价，没有什么其它需要做的了。祂付上代价，遭受 39 下的刑罚，现在换我们了。 

神说：「来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又买白衣穿上，遮盖你赤身的羞耻；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
使你能在圣灵里看见真相。」 

次日，奥都一如往常的写日记，但他只写着：马太福音 25 章。我打开圣经，上面写到十个

童女的故事。在十个等待的童女中，只有五个预备好。我马上反应说：「主啊，至少他们是
十个在等待的童女。」祂说：「没错，十个坐在教堂里，但是只有五个是预备好的，那五个
懂得要为灯预备油。」「主啊，这个油是什么？」  

祂说：「瑞达，是我的圣灵。当我去到父神的右边，我也赐下圣灵。祂会安慰、引导妳，是
妳的辩护律师，妳的一切。」 

祂告诉我，不是每个人都经历到祂。我问为什么，祂回答：「因为罪是一道城墙，拦阻妳听
见圣灵的声音，那声音在妳里面！」 

带着神圣的敬畏，我那早张开双眼呼叫：「圣灵，祢在这里吗？」祂答：「我与妳同在，我
非常爱妳！」「瑞达，我与妳同在，我要与妳同走这条路。」 

圣灵接着用启示录告诉我，耶稣会用祂的荣耀引领我。 

http://99.198.110.37/Documents/hisr/Chinese/Chinese_Heaven_is_so_Real_Choo_Thomas.htm
http://99.198.110.37/Documents/hisr/Chinese/Chinese_Heaven_is_so_Real_Choo_Thomas.htm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revelations%203&version=CU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matthew%2025&version=C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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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灵开始兴奋起来，先是让里面死去，然后让圣灵充满。但是我们必须先死去，我们经常

没有得胜，没有经历丰富，是因为里面有太多自我，我也在说我自己：因为我也经历过。我

必须先死去，好让圣灵能充满我，接着活水的江河才能涌流直到满溢出来，然后才会结果

子。 

神对我说：「瑞达，我要妳住在我里面。」启示录 19:11-13 说到，祂骑在白马上，眼睛如火

焰，祂穿着溅了血的衣服，祂的名字称为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语。「瑞达，住在我里面，就
是我的话语里，我就会住在妳里面。」 

某晚我又向祂呼求，「主啊，我全心向祢呼求！」这次，祂给我一个异象，我看见一颗鸡蛋

躺在一团面粉中。祂向我解释，我就是那颗包在蛋壳里的蛋，而祂就是面粉。「多年来，妳
一直包在蛋壳里，妳的蛋壳就是『我、自我和我自己』，而妳未来的价值就在于蛋壳里的
蛋！」 

接着我看到蛋壳裂开，蛋黄和蛋白流了出来。神说：「瑞达，我要妳与我合而为一。当这颗
蛋与我和在一起，就会合一了。那时，妳能只给我面粉吗？不行！」「妳能把蛋拿起来吗？
行不通的！」 

我经常听见朋友说：「我把问题交给神，但是祂动作很慢，所以我又把它拿回来！」「如果
你还在蛋壳里面，当然就能这样。然而你一旦与神合一，祂就不会让你离开了。」 

圣经教导我们，神要与我们立一个平安之约。这表示，我所有的一切，包括优点、受伤、痛

苦都是祂的。而祂所有的一切–祂的国和属乎祂的一切，都成为我的，我可以与祂成为一

体。那日，祂告诉我：「我的孩子，从此妳将一无所缺。但是我得开始捏造妳，这可能会有
一点痛。然后我会将妳的每一边都修平，放在烤盘上，送进烤箱。」 

相信我，烤箱可能是生命中最好的地方，但可能不是最舒适的环境。我经常从烤箱里望出去

说：「外面不是更好吗？」我的先生会说：「不，再想一想！」我们待在烤箱里好长好长一

段时间。一日，我看见祂把我们取出来，拿起烤盘上的面包擘开。 

接着祂对我说：「现在我终于可以使用妳去喂养世界了。」 

「告诉我，神可以用你吗？还是你仍然待在蛋壳里面？」 

我兴奋的想：「如果这是神要的，我就要让祂完全成就！」 

某日早上灵修时，我读到一句经文：「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
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约翰 15:6-7） 

如果我们与神合一，为什么没有经常得到所求的？因为我们还未与神合一，与神合一需要你

里面先死去。一路走来，有许多人说他们想要我有的，却没有想要付上代价。亲爱的朋友，

你不需要付上什么，也不用走我走过的路，你只要说「主啊，我愿意！」，然后让自己死。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Revelations%2019:11-13&version=CU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John%2015:6-7&version=C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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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一书 5 章说到：「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那生命就是

耶稣，因此你必须与耶稣合而为一。不是在祂旁边，或在祂附近，而是在祂里面！唯有与祂

合一，才能看见神的国。 

神在申命记 8:2-3 讲到祂怎样带领自己的百姓，「这是要苦炼你，要知道你内心如何。任你
饥饿，将吗哪赐给你吃。」吗哪是神的话语，你有看过不饿的人怎样处理他的食物吗？吐出

来。但是饥饿的人，会大口大口吞下一整盘食物。  

神的话语必须像活泉般一直冒泡。你拥有越多，里面就更多得到喂养。这样，活水就会从你

里面涌流出来。 

告诉我，你口里说的是什么话？是活水吗？还是会吞吃你的苦水？ 

我意识到，除了宣称自己重生、是神的儿女、有神的国以外，还有太多太多。要成为神的新

妇，你必须纯洁，浸泡在祂的宝血里面。  

一次要去电台分享的班机上，我一路和圣灵对话。我问祂：「圣灵，请让我看看新妇的样
子。我要成为新妇，但是她长什么样子？」神好信实，祂告诉我路加福音 10 章祂所打发出

去的 70 个人，「这些只是认识我的人」。以我的理解，就是教会里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我

们，我们坐在教会里就认为没事了。 

另外有十二位门徒来到主面前，要主向他们讲解更多关于主自己和福音的事。然而，其中却

有一位犹大，之后成了卖主的魔鬼。 

「但是，有三位存留下来的，他们被称为主的朋友：彼得、约翰和雅各布。」主带他们到不

同的环境。祂敎彼得在水面上行走，把约翰和雅各布带上山，看到摩西和伊莱贾的显现（马

太 17:1-9）。祂去为睚鲁的女儿祷告时，也只带三个人同行：彼得、约翰和雅各布，因为他

们是祂的朋友。  

神说：「瑞达，但是只有一位把头靠在我胸前，听我的心跳。他很爱我！神的国已经彰显给
他看了，他的名字叫约翰！」祂又问我：「新妇的头在哪里？」我回答道：「在新郎的胸
前。」祂说：「是的，因为妳和我是一体的。来与我相交，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妳的。来吧，
亲爱的孩子。」我说不出话来。 

祂说：「瑞达，妳是否会先给丈夫一张清单，才和他享受亲密？还是妳因着爱而去找他？」

我很羞愧的低着头，明白每次我坐在祂脚前，嘴上总是提到奥都。祂对我说：「亲爱的孩
子，先为着车祸来感谢我吧。」 

不久，奥都写了一段我知道只会是从神而来的话：「妈，让我们开始为车祸来感恩吧，因为
现在神终于可以开始动手祂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妈，妳的生命属于耶稣。我可以看见神的
宝座，耶稣说祂会来接我们，我们要忍耐。婚宴已经预备好了，耶稣要来接祂的新妇。」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1%20john%205&version=CU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Deuteronomy%208:2-3&version=CU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Luke%2010&version=CU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matthew%2017:1-9&version=CU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matthew%2017:1-9&version=C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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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神的新妇，还是只是认识祂的某人？ 

耶稣在十架上的牺牲不是带来宗教，而是恢复你我与超自然真神的关系。感谢赞美神！因

此，我们能够得到生命，而且是更丰盛的生命（约翰 10:10），使我们能面对明天！ 

神的圣灵，我好爱祢，谢谢祢让我们能张开双臂，打开心门。主啊，我们开门让祢进来。圣

灵啊，充满我们，将一切不好的显给我们看，让我们知道里面的苦毒、自私和自我。我选择

和保罗一样，与祢同死同复活。 

我今日选择生命，神的话讲到「生或死」（申命记 30:19）。我选择生命，是那与祢合一的

丰盛生命！ 

圣灵，请挪去那不好的，我里面已经毫无存留，为此我感谢赞美神。父神，请用祢爱的江河

充满我们，浇灌在我们的灵里，不断浇灌直到它涌出来。因为祢活着，我可以面对明天。  

如果你今天想把生命的某个部份献给神–也许是你的婚姻、孩子、财务或事业，请现在就这

样做。除掉骄傲、自负，举起双手这样说：「主啊，我在这里，要领受祢的圣灵。我今日承
认耶稣为我死、为我复活，祂是我的主、是我的拯救。我宣告神的灵住在我里面，祂会在我
一切的需要上引领我。」 

父神，感谢祢，因为我与祢合一，我将一无缺乏。我一生或向左或向右，都将永远听祢的声

音。感谢祢在我们生命中显明的大能。 

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作你的主，请跟着我念： 

主耶稣，奉天父的名字，我接受祢。谢谢祢为我死，为我复活。我为着环境来感谢祢，谢谢

祢把我带到现在的地步，叫我明白没有祢我真的不行。主耶稣，请快来接我们。我们预备好

了，请来接我们。 

天父，我祷告每位听见或看见此篇信息的人都会说：「我要跟祢买火炼的金子，买眼药膏使
我灵里的眼睛能看见，也要买白衣穿上，来遮盖我的羞耻。」 

永生神的灵啊，我爱祢，感谢祢让奥都活着。我今日为他祷告，愿他的灵魂体都能完全顺服

主的话。 

奥都，你会活着，并且活的更丰盛，你会告诉世界耶稣是活真真的主。你会完全康复，你将

能够完全表达，再次行走，再次踢足球，也可以笑、可以哭。你将告诉世界耶稣活着。感谢

祢，主耶稣，阿们。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John%2010:10&version=CUV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Deuteronomy%2030:19&version=C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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