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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 兄 女 (之 二 )

上期谈到教畚免女以祷告舄基踺 ,另 一佃功课
父母必要孥罾的是作 Γ管家J雨 不是作 「主人r莳
篇百廿七3「 兔女是耶和莘所赐的廑桨 :所 哽的胎是
他所给的赏赐 。J我们没有 「糠有」我们的兔女 ,

我lfs只 是被神 Γ托管J袍 的 「崖桨」雨已 。作 「管
家J要封主人 藁青 9不 能 「慷扁已有」9和 随己意去

教赓 。既然是 Γ管家J9就要按主人的意旨瓣事 9而

且要铯得主人有榷收回逭 「廑桨」的 。

铯得营内人懊 第二胎的畸候 9因 杩廑科馨生篆

诊 9艘 乎大人舆腹 中小孩一同丧命 。原来所慷的是
燮胞胎 ,但 辔生一直没有查出来 ·在愎孕约六佃月
的畸候孕埽特然咸杂某撞痛毒生病 (原 因菅畸查不
出来 )9辔 生卸没有作正营的庭理和警瘵 9结 果影辔
了胎免 9就在一雨佃星期内 ,晴 况急鳟直下 9大 人

和胎免都有生命危险 。铿遇拾救 9才 由救急的翳生
綮琨是燮胞胎 ·营畸我Jfs只 有祷告 9完 全交托在神
的手中 。皓果神颂 内人走出死喳的幽谷 9艰 利廑下
雨佃 男孩 (警 生钪 明在那棰情 况 中不能作剖腹生
廑 .但假若不 自然生廑 9刖 又是十分危除 ·所以唯
一最好的解决就是催生 9但那畸距廑期逯有约三佃

月 !)菅 警生知道她果真要晚盆 9都 豚 了一口氙 。

真是神的恩典 。生廑後立刻知道老大威杂病毒 ,结

果出生後四天天折 。弟弟钟保全 了性命 9雎 然也要
在警院住 了三佃 月立鲤遇 Ffs刀 镭正手衍才抱回家 。

琨在一直看旯神的思典在他身上 ,不 但身髅正常健
康 ,而 且畏得 又高又大 9推 也看不出他是出生畸只

有三磅多的早廑免 。

我们锶局逭件事是神给我们的一槿磨徕 。我 lfs

怨屋危除 9而 且丧失一佃免子 ·(营 畸就有人建巍要
告逼佃廑科馨生 ,但我 0「l顺 服在神的 旨意和教尊上
虔有如此做 。大概三年後逭馨生果然被别人告警瘵
失换 ·)我们有所悲痛 ,但 没有影辔我们封神的信
心和事奉 (营 峙肇者刚好在教含畏孰含事奉 )。 我 lFs

晚得神的作局比我们的期笙更好 。袍要把逭佃咸杂
病毒 的孩子先行搂 去 ,寅 在是封我们的大爱和 朋
切 ·逭佃孩子因扁咸染病毒生下朱就不健康 9可 能
戍屦或弱智 9迨 畲加重我们作 「管家 J的 食檐 .更

含妨凝我·fl的 事奉 ·我们不是一直祷告求神不要裘
孩子搁阻我lFi的 事奉喁 ?神 就媳我们的祷告 ,先把
道佃有 Foq题 的 Γ取回J9将农我rFl可 以在天上旯面 9

直不更好 !也薛你Fos9柄 什麽神不把他甓好 ,那 不
更雨全其关 ?不 9要 带雨佃缝胞胎不筒罩 ,我们营
峙也没有什麽舰人来#忙 。逭含大大影辔我ffl的 事
奉 。况且 。神兢是用迄事件来磨觫我lFi,要 看看我
lFs是 不是佃忠心的好管家 ·

中圈人有一句老话 「兔繇 自有兔繇福 9莫 舄免
繇作禺牛 J° 今天的父母 9封 免女窀爱有加 9卸缺之
正营的菅教 。一切毛病也静兢是出在没有锶清父母
自己的身份是 「管家」。没有明白免女是神所赐的
「廑禁J9没有用祷告来棍近神 9依靠神 。不明白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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