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笑芳 

 

路加福音 12：6—7：五

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

吗？但在神面前，一个

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

发，也都被数过了。不

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

雀还贵重! 

 

我的先生在他听到这段

经文时，曾经问过我：

―我们的头发，上帝真的

数过吗？‖我沉思了一下回答说：―我想那些被上帝

拣选的人，像摩西、大卫、所罗门、耶利米、但以

理、彼得、约翰和保罗等，肯定是被数过的，因为

他们在母腹中已经被拣选，分别为圣(耶利米书 1：

5)，而我和你只是两个普普通通的平信徒而已，上

帝不会也没有必要数咱们的头发。‖也许他觉得我

的理解有道理，所以没有再深究。 

 

今年初我定于 6 月 26 日到 7 月 31 日，带儿子

Matt 回我的老家-中国浙江省永康市-探望我的父母

和家人。因为父母年已老迈，我有负担让他们在有

生之年听到福音。 

 

6 月 29 日，星期三，也就是我

到老家后的第三天早上，我平

躺在床上，等 Matt 醒来。自

觉得最近的肚子变大，就想做

一做腹部按摩，就在那时候，

我摸到自己的下腹有一条很

大的硬块。上午 10 点半，

妈妈陪我去中医院作 B 超, 

B 超师马上告诉我下腹有一

个 10 公分左右的肿块，需

做增强 CT。中午没吃饭，

在表弟媳的陪同下（她在人民医院工作，可当天却

是她休息，感谢主）在永康市人民医院做了增强

CT。报告说是卵巢肿瘤，倾向恶性，建议马上住

院手术。晚上我的先生打来电话，告诉他自己的情

况，又让他打电话询问细胞小组的刘医生，看像我

这样的情况回澳洲需要等多长时间才可以手术，他

说因为我们没有买私人医疗保险，他不清楚需要等

多长时间。经商量我先生和我决定就在老家做手术。

那晚上，我不停的向上帝祷告，认罪，求他怜悯，

求他医治，整个晚上只睡了 2 个小时。 

6 月 30 日，星期四，早晨哥哥带我去医院办理住

院手续，他是中学老师，从今天开始他就放假了，

所以他有时间，感谢主。晚上，给门徒训练班的学

员发电子邮件，请他们一起为我祷告。 

 

7 月 1 日，星期五，主刀的童医生把哥哥叫到办公

室单独谈话。我等了他半个多小时，他才回来，一

脸沉重。我跟他讲，我需要知道自己的病况。哥哥

在我的再三询问下，才说：―既然我也受过教育，

就告诉我。医生说恶性的机会比较大，可能需要切

很多器官，而且任何时候都可能复发。‖其实他不

知道，我现在是基督徒，即使是最痛苦的时候，神

也会与我同在，赐我平安，我可以承受一切。我安

慰哥哥，不要紧，我已经有了一个女儿，一个儿子，

切就切了吧，但是嘱咐他先暂时不要告诉爸爸妈妈，

免得他们为我担心。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在这个特

别的时候，我的父母，兄弟和姐妹，他们都不可能

真正地帮助我，只能让他们替我担忧。只有天上的

阿爸父，亲爱的主耶稣，他如果愿意，我就会得洁

净，得医治。因为他是掌管生命的主，施怜悯，行

医治的基督！！！ 

 

晚上，在家里我边写日记边打开我的电子邮件信箱。

收到了好几位门徒班同学的回信，特别是成团主席

David 的回信，他说明天 7 月 2 日是成团聚会。他

们将会一起为我祷告，同时，他还附上一首诗―你

知道‖来增加我的信心。

我一边读着回信，一

边不住地感动而流泪。

知道在悉尼，救恩堂

有那么多的弟兄姐妹

为我向天父祷告，我

是多么的有福！现在，

我觉得自己不再孤单，

不再无助，因为我有

一个属灵的家，那里

有我屬灵的弟兄姐妹，

他们在基督耶稣里爱我，

关心我，给我力量，真是感谢天父，赐给我一个属

灵的大家庭。 

 

7 月 2 日，星期六，晚上在北京的大姨打电话过来，

她说像我这种情况，她的同事以前就有过，现在作

了手术，一切都很好，劝我不要太有负担。感谢主，

慈爱的天父，这是你借第三个人来跟我讲没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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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先生的舅妈，第二个是先生的妈妈，今天是大姨。

现在，我的心情放松很多了。晚上，收到林牧师的

回信。她告诉我，有许许多多的人在为我祷告，她

还送我一首诗，有很美的中英文的歌词：有主在我

船上，我就不怕风浪；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会害

怕，能在风暴中微笑并安全驾船回家。只要有主在

我船上，风和海就最终会归于平静（马太福音 8：

23-27）。 

 

7 月 3 日，星期天，翻读带回来准备给父母传福音

的材料，上面有腓立比书 4：6-7：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

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

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主啊，我的上帝，既然你让我

把所要的告诉你，我就明说了。回天家我不会害怕，

因为你是我生命的主宰，赏赐的是你，收取的也是

你。但这次回家，我有负担向我父母传福音，如果

你选择不医治我，他们年纪已经老了，根本經不起

这样的打击；更有甚者，他们刚开始知道我已经是

接受基督耶稣为我救主了，如果你不医治我，那他

们就根本不会相信了。另外，我的儿子 Matt 年纪

尚小，他的爸爸独自一人培育他有一定的困难，主

啊，求你怜恤我，因我在急难之中。 

 

7 月 4 日星期一，吃过早饭后，带上医院里要换洗

的衣服回医院，明天就要做手术了，晚上不可以再

回家。在病房里，我学习门徒课程，是第 18 课----

-门徒，新约的第一课。收到 JANE 邮件，她说苦

难过后的下一课 16 课是―盼望‖，她让我刚强，不

要灰心，要记得我是属于谁的。 

  

7 月 5 日星期二，上午的时候，我一遍又一遍地听

苏世民的那盘带子，边听赞美耶和华的歌，边不停

地向主祷告。下午二点左右，我躺在手术车上被推

进手术室，姐姐和哥哥在手术室外面的家属室等着，

麻醉师给我做术前地准备工作，并交代一些手术后

的事，之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下午 5 点左右，

迷迷糊糊地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我答应了一声，

他就告诉我：―你的肿瘤是良性的，没事了。‖感谢

上帝的拯救！主啊你真是奇妙！我老老实实地告诉

你我想要的，你就赐我意外的平安，感谢你！ 

 

七月份老家十分炎热，自己又刚做完手术，所以就

只有耐心地在家休养。每天妈妈会做很多好吃的给

我，除了吃饭和休息，我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

有时间就读门徒课程有关的资料和圣经經文，也读

完了―困契人生‖那本书，又有很多时间陪父母聊天，

跟他们分享这次的经历。妈妈讲，我这次只是巧合，

我却坚信这是上帝奇妙的安排。 我的头发上帝真

的也数过了？！ 

 

 

 

 

 

 

 

My Personal Reflection 

In my personal reflection of almost 11 years at Carlton 

Methodist Church and a total 50 years belonging to 

the Methodist church, CMC has certainly come a long 

way as a place where every worshipper has a warm 

sense of belonging as “one big family”.  

Below is a photo of me (last row, first from the right) 

and my family when we first moved to Sydney in early 

2001 and attended the celebration of Chinese New 

Year in CMC. We appreciate the love and kindness 

shown to us by the then minister in charge, Rev 

Milton Nee, English Ministry pastor Melody Ting, lay 

leader Lina and her husband Daniel Lim and many 

other caring committee and members. 

Praise the Lord that today, we can see the wonderful 

changes and growth in our church. The love of Christ 

binds all of us together even though we are from 

different and diverse ethnic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May God continue to bless CMC and everyone as we 

celebrate this auspicious 20th anniversary! 

Blessing, 

Leonard, 

Leonie, 

James & 

Julia 

  

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