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 年 6 月总会会长团信息

多马・孟荪会长

 

大
约  60  年前，我还是一名年轻的主教
时，支会里有位名叫凯瑟琳・麦奇的寡
妇过世，遗留下三只金丝雀，那都是她

昔日的宠物。其中两只毛色纯净、一片灿黄，
是要送给她的朋友的；第三只名叫比利，翅膀
上杂带灰斑。麦奇姊妹留了一张字条给我：
“你和你的家人可不可以养牠？牠不是最漂亮
的，不过歌声最甜美。”

麦奇姊妹跟这只灰斑翅膀的金丝雀很像，
没有动人的外貌，不擅人际应对，也无子孙承
欢膝下；不过，她的歌声却能使他人更乐于背
负重担，更有能力肩负重任。

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有着灰斑翅膀的金丝
雀。令人惋惜的是，鲜少有人学会歌咏。这其
中有些是年轻人，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
己潜能何在，甚至不知道梦想为何，只是一心
想成为大人物。有的人则是随着年龄增长日渐
佝偻，终日忧心忡忡，或充满疑惑——生活的
层次远低于自身的能力。

一个人若要活得精采，必须培养能力，使
自己有勇气面对烦忧，以喜乐的心面对失望，

以谦逊的态度迎向胜利。你们会问：“我们如
何才能达到这些目标？”我的回答是：“要对
我们真正的身分有正确的认识！”我们是神的
儿女，他活着，我们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的。
想想这一点：照着神的形像造的。我们若真心
抱持这样的信念，必定能体验到一股深刻而崭
新的力量和能力。

在我们的这个世界，道德人品似乎往往不
及美貌或魅力重要。然而，久远以前主对先知
撒母耳的一番劝告犹在我们耳际回荡：“耶和
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
心”（撒母耳记上 16：7）。

救主在寻找有信心的人时，不是从经常出
入会堂、自以为义的人群当中挑选，而是从迦
百农的渔夫中召唤；这位多疑、没受过教育、
个性鲁莽的西门，后来成为满怀信心的使徒彼
得；一只黄色的金丝雀纵使翅膀带着灰斑，也
有资格赢得夫子充分的信任和不变的爱。

救主在拣选充满热忱和能力的传教士时，
不是从拥护他的群众当中寻找，而是在敌对者
里寻见他的身影。迫害他人的扫罗，后来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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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道人保罗。
救赎主拣选不完美的人来教导人们迈向完

美，他在世时如此，现在仍旧如此──那些人
就是翅膀带着灰斑的金丝雀。他召唤你、我在
世上事奉他，我们必须全心全意投入其中。当
我们奋发振作之际，万一失足跌倒，且让我们
恳求：“领我，噢，导我，伟大的造物主，领
导我脱离黑暗，重新振作。”1

我祈求，我们都能跟从这位加利利人的榜
样，像他一样常常走入穷困潦倒、饱受欺压、
痛苦忧伤的人群中。愿我们这么做时，都能衷
心献出我们的歌声。■

注：

1.“战歌”，杨克斯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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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Joseph Smith, in History of the Church, 1:78.
 2. “A Short Sketch of the Life of Solomon Chamberlain” 

（所罗门·张伯伦略传），打字稿，教会历史图书馆（
网站 www.boap.org/LDS/Early-Saints/SChamberlain.
html）；亦见 William G. Hartley, “Every Member Was a 
Missionary,” Ensign, Sept. 1978, 23。教会成立几天后，所
罗门·张伯伦即由约瑟·斯密在纽约塞尼卡河施洗。

本篇信息的教导建议

个人 的 榜 样 是 我 们 最 有 力 的 教 学 工 具 之 一 ” 
（《教导，没有更伟大的召唤》 [1999]，

第 18 页）。讲述所罗门·张伯伦的故事时，请家人找

出他在哪些时候跟从了圣灵的提示。讨论他的榜样对

他人有何帮助。请家人分享自己的一个例子，说明曾

如何受到他人好榜样的帮助。

青年园地

信心的实验
杰森·杨

我 13 岁的时候开始每天读摩尔门经，从那时起，每

一天都蒙受祝福。

讲到虔敬，几乎没有人会想到我们这群 13 岁孩子

的主日学班级。但是，我们却有个好老师，她

总是很努力地凭圣灵教导每一堂课。有一次教到阅读

经文的时候，她也是这样教导。

就在课程结束之际，她向我们提出一项挑战，那

是针对班上所有的人，但不知怎么地，她竟然注视着

我说：“我要提出一项挑战，你们要每天阅读《摩

尔门经》！”我心想：“我会做给你看。我会做得

到！”

当天晚上，我从尼腓一书开始读，并且每天持续

下去。起初我的心态并不正确，但是过了一段时间，

我开始喜欢上阅读《摩尔门经》的那种感受，每天晚

上的阅读成了一种充满乐趣的习惯。

几个月后，我读到阿尔玛书第 32 章，对于里面提

到针对信心作的实验印象深刻。在学校里，我们刚学

到如何进行科学实验，因此，我跪下来告诉天父，我

要开始进行这样的实验，我祈求知道《摩尔门经》是

否是真实的。

我后来才明了，其实天父多次回答了我的祷告。

每天阅读《摩尔门经》让我更有能力克服邪恶，也

觉得与天父更加接近。我感受到圣灵的力量使我更加

坚强，能够克服种种障碍。阿尔玛要我们针对神的话

作一番实验是很正确的，他说：“它开始扩大我的灵

魂，是的，它开始启发我的悟性，是的，它开始使我

快乐”（阿尔玛书 32：28）。

儿童园地

非凡的祝福

本教会是在 180 年前同一个月份成立的，迪特·
邬希铎会长说，能生活在教会复兴的今天，实

在是“非凡的祝福”。想找出天父透过本教会赐给人

们哪些伟大的祝福，请查阅下列经文。

使徒行传 22:16

尼腓二书 32:5

《圣经》雅各书 5:14–15

教约 20:8–12

阿摩司书 3:7

教约 110:7–10

© 2009 by Intellectual Reserve, Inc. 版权所有。香港印行。
英语核准日期: 6/09。翻译核准日期: 6/09。First Presidency 
Message, April 2010. 译文。Simplified Chinese。09364 266

本篇信息的教导

 
“教导……时，让学员寻找或听一些特定的事物

往往很有帮助”（《教导，没有更伟大的召唤》

[1999]，第 55 页）。为帮助家人了解孟荪会长的信

息，不妨请他们准备在一同读完这篇信息后，分享

心得。邀请每个人各自分享文中的一项重点，课程

结束时为孟荪会长的信息作见证。

教导神透过先知所赐予的话语时，能对教导对

象的生活产生极大的影响（见《教导，没有更伟大

的召唤》，第 50 页）。孟荪会长说，知道我们是神

的儿女，能带给我们力量和能力。读完本文后，问

家人哪些事物能帮助他们记得自己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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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真正的美？
 
孟荪会长在这篇信息中说：“在我们的这个世界，

道德人品似乎往往不及美貌或魅力重要。”女青年

也许很在意自己的外表形像，对自己的身分和未来

的成就感到困扰不已。请思考七十员林恩・罗宾长

老对于“真正的美”的见解：

• 一个快乐、有美德的女青年会容光焕发，散发出

内在美。

• 纯真的笑容最美丽动人，因为那完全是自然不造

作的。这种真正的美无法靠外在粉饰，而是一种

属灵的恩赐。

• 端庄是内在美丽的一种外在表征和必要条件。

• 如果你对自己的外表感到失望，不妨透过爱你

的人的眼光来看自己；他们看到的内在美，可

以作为一面镜子，帮助你改进自己。

• 一个会让有美德的女子心仪的男子，“看人”

的眼光也必有独到之处，不像世人一样（见撒

母耳记上 16：7）。纯洁又快乐的女性发自内心

散发出来的真正的美，必能吸引他的目光。女

青年在寻找有美德的男青年时，道理也相同。

• 天父期望他所有的儿女选择正义，这是通往永

恒幸福和内在美丽的唯一道路。

• 在主前不必互相竞争。所有的人都有同等的机

会，在自己的容貌上刻上他的形像（见阿尔玛

书 5：19），最美的，莫过于此。

 
若要阅读完整的信息，请参阅 Lynn G. Robbins, 
“True Beauty,”New Era, Nov. 2008, 30。男青年

也可以找到类似的忠告，请参阅艾罗・冯平，

“丑小鸭或高贵的天鹅？全看你自己！”，

2009 年 10 月，利阿贺拿，第 36 页。

唱出你最甜美的歌声

孟荪会长谈到麦奇姊妹的三只金丝雀，有两

只全身都是金黄色的，好看极了！第三只长得不好

看，因为翅膀上掺杂着灰色斑点，但是麦奇姊妹最

喜欢它，因为它的歌声非常甜美。

有些人觉得自己不像别人那么美丽、聪明，但

是每个人对主而言都是宝贵的。我们可以满怀信心

和勇气，运用自己的才能为人服务，这样一来就可

以像那只翅膀上带有灰斑的金丝雀一样，虽然并不

完美，却能唱出自己最甜美的歌声！

写出你可以透过哪三个方法，为主唱出你最甜

美的歌声。

我可以为主唱出我最甜美的歌声，方法是：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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