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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子归家
你曾否因为一个年轻人离弃信仰、过
着对上帝置若罔闻的生活而心碎？这
年轻人可能是你的亲人，甚至就是你
自己的儿女。曾经有过许多的好友、
甚至犹太人归主协会的同工，在我面
前为了自己的浪荡儿女而痛哭。
我敢肯定我的父母也曾为我而痛哭，
因为我也是一个归家的浪子。出身于
信耶稣的犹太家庭，我从小被教导耶
稣是我们的弥赛亚，并在八岁时亲口
认信祂。然而，到了十多岁，我却离
弃耶稣而去。在整个高中直到大学，
我都过着呼朋唤友酗酒嗑药的颓废生
活。
然后，我参加了波士顿大学的一个音
乐演出计划，舞台上的成功似乎触手
可及，但没人了解我心中的痛苦。我
想，其实在我内心深处其实知道这种
挥之不去的不快感是与我和上帝的
关系（或者说这种关系的缺失）有关
联，只是我已习惯了把此类念头快快
掐灭。
然后，有一天，当我正走过学生会
时，面前忽然站着一男一女两个身
穿犹太人归主协会外衣的人，正在分
发单张。仿佛一盏从天而来的聚光灯

将我照定在那儿，时间霎时凝固，我
生命的片段如同拼图碎片一般盘旋环
绕，直到突然，看似碰巧，却非偶
然，一切各就其位，所有的疑问都有
了答案...
我走向那位男士，向他介绍自己，他
的态度非常温和友好。他对我的家人
略知一二，并且早就希望能够认识
我。他们夫妻邀请我去他们的家、也
是当时犹太人归主协会的办公室参加
一个查经小组。
我走进那屋里，客厅里围坐着一小群
人。我坐到他们中间，许多不自在
的感觉渐渐消失，一种终于回家之
感油然而生。那天晚上，许久以来
我第一次向上帝开口，为着自己过
往的生活向祂忏悔，求祂饶恕洁净
我，从此回转到跟随弥赛亚的道路
上。
有许多人的故事和我相似，只是遗
憾的是，许多人还没有回家。一
项最近的权威调查显示，在那些
出身于基督徒家庭的人当中，有
43%在高中或大学时离弃信仰，
淹没在日渐壮大的宣称无信仰的
人群中。我不知道信耶稣的犹太

总执行主任
David
Brickner

家庭的情况是否也和这数据完全吻
合，但我知道没有人是天生免疫的。
我相信神的主权，知道祂能将偏行歧
路的浪子带回家，就像祂对我所做的
那样。但对在这过程中给予我帮助的
那些人，
我也心
怀感

我的祷告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愿许多的浪子快快
归家，许多孩子对耶稣的信靠得以坚固。但愿许多
为人父母者能像浪子回头比喻中的老父亲那样欢
喜概叹：“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
的…”（路加福音15：24）
激。我深深感到，我们应当竭尽所能
地坚固建造犹太基督徒家庭的幼童
们，并在他们最容易偏离正道的年龄
继续向他们伸出援手。
犹太人归主协会目前总共有十八位宣
教士在世界各地（从美国到以色列）
专门从事儿童、青少年和青年事工。
他们每周服事着成百上千出身于信耶
稣和不信耶稣家庭的犹太裔儿童及青
少年。*
这些孩子中有许多面临着一些独特的
挑战，正好是我们训练有素的同工可
以帮到他们的。借助新兴的聊天社交
网络平台，不管他们住在哪里，同工
们每周都可以跟他们“见面”聊天、学
习圣经。不过，这项事工的亮点却是
那些真正面对面的时机，其中包括在
各地举行的营会，在美国和德国称为
Gilgal营。我们就是在营会中认识许
多孩子，然后开始服事他们的。Bob
Mendelsohn，我们的澳洲区主任，就
是1991年第一届Gilgal营的创办者，
并在美国东岸一直负责这项工作，直
到1996年离任他就。
此外，我们还有适合高中生年龄的
Halutzim和为大学段年轻人定制的门
训/短宣事工项目Massah，可以继续
影响长大了的营会孩子。
每年，数以千计的孩子和年轻人都在
这些项目中得到关爱，这段经历往往
带来一生的改变。我在自己的两个孩
子身上就看到了这种改变。感谢主，
他们在成年以后依然紧密与主同行，
但我知道主也使用了他们从八岁到十
八岁年年参加的Gilgal营来培养他们对
基督的爱，使这爱一直延续至今。十
八岁以后，他们继续参加Massah，直
到两个都在青年时期委身全职服事。
诚然，我希望、也相信他们从小的家
庭教育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但上
述这些专门的事工也极大地影响了包

括我们家在内的世界各地无数犹太家
庭孩子们的生命。
我再给你讲讲Ben的故事。Ben可以说
小半辈子都在和犹太人归主协会打交
道——他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对营会心
向往之，好不容易长到八岁，他开始
年年参加，一直到十八岁。有一段时
间，由于被他视为心中英雄的祖母在
车祸中丧生，他经历挣扎彷徨。2013
年，Ben重又将生命献上给主，并在
次年参加课程时开始认真检视自己的
生活和信仰。去年夏天最后一次参加
营会时，他终于下定决心接受洗礼，
然后离家到远方读大学。最近，Ben
曾回来参加我们一个冬日周末的营
会，服事那些像他一样的孩子们。
这个月，我们负责儿童、青少年事工
的宣教士们正忙着为即将到来的营会“
旺季”做好准备。Halutzim 和 Massah
的团队负责人也在积极筹备暑期的活
动。我们期待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看
见许多年轻人来信靠耶稣，还有许多
则开始踏上更深的属灵之旅。是啊，
在那些“老”营员中应该也会有一些离
家的浪子，因着多年来在营会中建立
的友谊而再度出席。在这机会中，您
的祷告至关重要。
我们实在需要竭尽全力活出我们的信
仰、并尽力帮助孩子们对抗他们所处
的时常站在基督对立面的文化。我的
祷告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愿许多的
浪子快快归家，许多孩子对耶稣的信
靠得以坚固。但愿许多为人父母者能
像浪子回头比喻中的老父亲那样欢喜
概叹：“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
而又得的…”（路加福音15：24）

*
犹太人归主协会服事未成年人
概先征得其监护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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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提醒
请为以下祷告：
µ 信徒的儿女，他们有些正经历挣
扎，有些已经流离不信
µ 今年的Gilgal营会，也为我们的
整个儿童、青少年及青年事工，因我
们有两位长期的营会督导正处于交棒
阶段。
µ 求神赐恩典和力量给三位最近在
以色列归主的大屠杀幸存者（他们是
说俄语的）
µ 当Rotem和Efraim向亲友作见证
并准备受洗之时，让他们继续成长
µ 藉着我们的“弥赛亚计划”，能够
与到印度的以色列旅行者进行有意义
的接触
µ 求神祝福我们的捐助者，由于他
们的慷慨奉献，我们才得以活跃在书
店、街头、犹太同胞的家里，到处宣
告耶稣就是弥赛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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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uot，即七七节，在犹太历上是一个满
怀期盼的大日子（今年这节日落在公历五
月24日）。这是上帝在利未记里为以色列
子民设立的三个重要朝圣节期之一。从圣经来
看，这是收获初熟果子的节日，犹太传统在这
节期会把重点大力放在宣讲律法上面。无怪乎
上帝选择这个节日把祂的灵浇灌下来，如耶利
米书31：33的预言：“…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
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 七七节这天，门
徒们聚集在耶路撒冷一个楼上的房间，等候神
所应许的能力降下来。上帝的能力果然在那一
天浇灌下来，这日子就是如今基督徒们所称的
五旬节。因着圣灵大能的工作，那一天有灵魂
的大丰收，信耶稣的群体（教会）也正式开始
了。

基督徒
也庆祝
的一个
犹太节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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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耐必得救
使

徒彼得在《彼得后书》里有个有意思的说
法：“…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
指摘，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
为得救…”(3:14,15) —— 忍耐等于得救（我在美国做
过数学老师）！
上帝忍耐等候我们，这情景简直有点滑稽 —— 上帝
在天上考虑到我们的艰困处境和我们的生活，就等
候...... 我曾多次努力想要明白这真理，最近终于有点
开窍了。
Melvin*是来自美国东北部的一位犹太裔医生。他和
妻子已经结婚40多年，一直住在Houston地区。他的
妻子婚前是一位基督徒，但在与他结婚的时候正式
皈依犹太教。过了几年，她因实在怀念从前所认识
的神而去到一间信义宗教会。教会的康牧师随之来
访，由此认识了Melvin。这位风度翩翩但相当有主见
的犹太医生明确表示不希望牧师再来，也不要想拉
他参加教会的活动。
可是近来，Melvin开始去一间附近的浸信教会，甚
至还在乐队里吹奏铜管乐器，只是仍旧顽固抵挡
耶稣基督。我最近在德州的两周布道旅行时去到
那间信义宗教会讲道，有人邀请了Melvin。长话短
说，Melvin决定将生命交托给耶稣，并在接下来的主
日邀请了自己年逾八旬的母亲、姐姐和女儿来到教
会，见证他走到台前公开认信！上帝是多么地长久
忍耐等候Melvin，直到他预备好迎接弥赛亚。
在多年前的猎人谷，Nadine*搬家到当地教会不远
处，和教会牧师及一些会友交上了朋友。岁月流

逝，他们友情渐深，但Nadine总是把参加教会的念
头打消下去。终于有一天，我们一位宣教士受邀去
那间教会讲道，牧师向Nadine发出了邀请。她亲耳
听到一位犹太人讲说弥赛亚的信息，这使得她下定
决心将生命交给耶稣。如今，她已经接受洗礼，并
固定参加团契。神的忍耐就是她的得救！
我们的宣教士Rahel Landrum说到她父亲Sami
Hirshenson的故事：他出生于罗马尼亚，是二战时
Moldova集中营的幸存者。当时集中营里有一位信
耶稣的犹太难友曾向他传过福音。Rahel回忆道：“
我常想起在集中营那可怕的处境下第一次将弥赛亚
的爱告诉我爸爸的那位犹太人，我也记得在四十年
后当爸爸终于对这爱作出回应、然后平静地躺在病
床上时那安详的面容。”上帝40年的忍耐——Sami的
得救！
我讲说这些事情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您对您的邻舍、
您的儿子或父亲、您的医生或药剂师心存盼望。每
一个犹太人都需要福音，他们需要我们的祈祷。让
我们为自己身边的Nadine、Melvin和Sami们祷告，
求神开他们的眼睛，并且忍耐等候直至他们终于对
耶稣说“是”的荣耀时日！
* 此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