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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圣地上
若要安然度过人生的种种风暴和考验，与天父沟通乃是至
关紧要的──其中包括我们向他祈祷，以及他赐予我们灵
感。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
今天早上听到了许多
美好的信息，我要赞许

每一位参与者。我们特别高兴罗
拔·海尔斯长老能再次与我们共
聚一堂，而且身体逐渐康复。我
们爱你，海尔斯长老。

当我思索今天早上要跟各位
讲些什么时，我感觉到应该分享
一些我觉得恰当又合时宜的想法
和感觉。我祈求在我演讲时，能
蒙得圣灵的指引。

我今年已经 84 岁了。给大家
一点背景资料吧，我出生的那一
年，林白独自驾驶单引擎、单翼
的单人飞机，首度由纽约直飞巴
黎。这 84 年来，世事有了许多变
化。人类登陆月球回来，已经很
久了。实际上，从前科幻小说中
的内容如今已成为事实。拜今日
科技之赐，这些事实也在快速改
变，让我们几乎跟不上脚步——
假如我们跟得上的话。对于我们
这些还记得转盘式电话和手动打
字机的人来说，今日的科技简直
令人叹为观止。

社会的道德标准同样也在快
速改变。许多在过去被视不正当
和不道德的行为，如今不但被容

许，还得到许多人的认同。
最 近 ， 我 在 《 华 尔 街 日

报》上读到英国的犹太教首席
拉比约拿单·萨克斯（Jonathan 
Sacks）所写的一篇文章。他写
到很多事情，我要引述其中一段
话：“在 1960 年代，几乎每一
个西方社会都发生了道德革命，
彻底抛弃了自我约束的传统伦
理。披头四合唱团唱着：你只需
要爱（All you need is love）。
人们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道德规
范全部抛诸脑后，取而代之的是
这个〔口号〕：你觉得好就好。
十诫则被改写成十项有创意的建
言。”

拉比萨克斯接着感叹道：
“我们一直在消磨我们的道

德资本，就像我们一直在挥霍经
济资本那样。……

“在〔世界上〕许多地方，
人们认为宗教信仰是一件老掉牙
的事，而且对于‘去购买、消
费、穿戴、招摇吧，因为你值
得’的社会风气，完全未能发出
制衡的声音。这种风气传递的信
息是，道德已经过时，良知是弱
者的表现，而最至高无上的诫命
是：‘不要被逮到’。”1

多马·孟荪会长 弟兄姐妹们，很不幸地，这
描述的正是我们周遭这世界的大
致景况。我们是否要不知所措地
一直担心，不知道该如何在这样
的世界生存呢?当然不必如此。我
们的生活中有耶稣基督的福音，
我们知道道德并不过时，知道良
知会引导我们，也知道我们要为
自己的行为负责。

纵然世界改变了，但神的
律法始终不变。神的律法未曾改
变，也永远不会改变。十诫依旧
是诫命，而不是建议。十诫的一
字一句在今日同样具有效力，正
如神当初赐这些诫命给以色列儿
女时一样。我们只要倾听，就会
听到神的声音回荡耳际，在此时
此刻对我们说：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
的神。

“ 不 可 为 自 己 雕 刻 偶
像。……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
名。……

“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
日。……

“当孝敬父母。……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作假见证。……
“不可贪恋。”2

我们的行为准则很明确，
没有协商的余地。这些行为准则
不仅可以在十诫中找到，也可以
在救主在世时赐给我们的山上宝
训中找到。这些准则贯穿他的教
导，也可以在现代启示中找到。

我们的天父从昨天、今天到
永远都是一样的。先知摩尔门告
诉我们，神“从全永恒到全永恒
都不变”。3在这个几乎每件事物
都不断在改变的世界上，他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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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是我们可以仰赖的，他是我们
可以牢牢抓住的碇锚，让我们有
安全，不会被冲到茫茫大海中。

有时候你们可能会觉得，
世人的生活比你们的生活有趣多
了。还有些人可能觉得，我们在
教会里遵守的行为准则让我们
处处受到限制。然而，弟兄姐妹
们，我要告诉各位，绝对没有任
何事情会比跟随救主、遵守他的
诫命、有圣灵为伴更能让我们的
生活充满喜乐，更能让我们的灵
魂得到平安。在许多世俗活动的
场合中，不会有圣灵同在。使徒
保罗教导了一项真理：“属血气
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
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
些事惟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4

属血气的人〔自然人〕可能是指
我们之中任何一个人，如果我们
容许自己变成那样的话。

在这个越来越远离属灵事物
的世界上，我们必须随时保持警
醒。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摒弃
一切不符合我们标准的事物，并
在这过程中绝不放弃我们最渴望
获得的事物──亦即神国中的永
生。人生的风暴仍不时会向我们
袭击，这些都是今生无法避免的
经验。不过，只要我们以福音为
生活的核心，并有救主的爱在我
们心中，就能更加准备好去面对
这些风暴，从中学习，并且安然
度过。先知以赛亚说：“公义的
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
平稳，直到永远。”5

若要做到生于世而不属于
世，我们需要透过祈祷与天父沟
通。他希望我们这么做，而且会
答复我们的祈祷。就像尼腓三书
第 18  章所记载的，救主告诫我
们：“随时警醒，常常祷告，免
得你们屈服于诱惑；因为撒但渴
望得到你们，……

“所以你们必须常常奉我的
名向父祷告；

“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
求什么，只要正当，并且相信必
然得到，看啊，你们求什么就必
赐给你们。”6

我在大约 12  岁的时候，对
祈祷的力量获得了亲身见证。那
时候我很努力工作赚钱，好不容
易存到了 5 块美金。当时正值经

济大萧条时期，5 块美金是一笔
不小的数目，对 12 岁的男孩来说
更是如此。我把所有的铜板，整
整 5 块钱的硬币，交给父亲，换
了一张 5 元的钞票。我知道当时
我打算用那 5 块美金去买一件特
别的东西，只是这么多年后，我
已记不得是什么东西了。我只记
得那笔钱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我们那时候没有洗衣机，
所以母亲每星期都把要洗的衣服
送到洗衣店去。过两天，一堆“
湿衣服”会被送回来，母亲会把
这堆衣物挂在后院的晒衣绳上晾
干。

我把我的 5 元钞票放在牛仔
裤的口袋里，各位大概猜得到，
我的牛仔裤送洗时，钱还放在口
袋里。当我察觉发生了什么事情
以后，我非常担心。我知道洗衣
店在清洗衣物之前，照例会把所
有口袋都先检查一遍。假如在检
查过程中，钱没有被发现和拿出
来的话，在清洗时，钱很有可能
会掉出来，被洗衣工人拿走；因
为即使他想要归还，也不知道要
把钱还给谁。要把我那 5 块钱拿
回来，真是机会渺茫──我告诉
母亲我的 5 块钱放在口袋里时， 
她也是这么说的。

我要我的钱，我需要那笔
钱，我很辛苦地工作才赚到那笔
钱。我知道我只能做一件事。无
计可施的我转向天父求助，恳求
他无论如何都要让我的钱安全地
留在口袋里面，直到我们的湿衣
服被送回来为止。

苦苦等了两天后，我盘算
着货车送回衣物的时间快到了，
就坐在窗边等待。货车才在路边
停好，我的心就开始蹦蹦乱跳。
等湿衣服一拿进屋里，我抓起我
的牛仔裤，跑进房间。我把颤抖
的手伸进口袋里，起先没有摸到
什么东西，我以为钱真的掉了。
后来，我的手指摸到了那张湿
的 5 元钞票，我把它从口袋里拿
出来时，真的松了一口气。我诚
心地向天父献上感恩的祈祷，知
道他答复了我的祈祷。

从很久以前的那时候起，
我有无数次祈祷蒙答复的经验。
我没有一天不借由祈祷与天父沟
通。我珍惜这样的关系──要不

是和天父的这层关系，我一定会
迷失。如果各位现在跟天父之间
还没有建立这样的关系，我劝你
们要为这个目标努力。只要你们
这样做，就能在生活中得到他所
赐的灵感和指引──这是我们每
个人在尘世旅程中不会招致灵性
死亡所需要的。只要我们寻求，
天父必定会慷慨地赐给我们灵感
和指引。这些都是无价之宝！

每当天父透过灵感与我沟
通交流的时候，都令我深感谦
卑，充满感激。我学会去辨认、
信赖和服从这些灵感。我一次又
一次地得到这样的灵感启发。其
中有一次经验非常特别，是发生
在 1987 年 8 月德国法兰克福圣
殿奉献的时候。泰福·彭荪会长
在奉献的头一、两天和我们在一
起，后来他回家了，所以我有机
会主持其他的场次。

星期六那天，我们为住在法
兰克福圣殿地区内讲荷兰语的成
员们举行一场仪式。我和来自荷
兰的一位优秀的领袖彼得·穆利
克弟兄很熟。就在仪式开始前，
我清楚地感觉到应该请他在仪式
中对说荷兰语的成员们讲话，而
且他应该是第一位演讲者。那天
早上，我在圣殿没见到他，于是
传了一张字条给区域会长嘉禄·
亚萨长老，问他彼得·穆利克是
否在场。就在我站起来要开始进
行仪式之前，收到亚萨长老回传
的字条，说穆利克弟兄不在场，
他有事到别的地方去，打算在隔
天和军人支联会的成员一起参加
圣殿的奉献仪式。

我站到讲台上，欢迎大家
并介绍程序，我再次得到清楚的
灵感，要宣布第一位演讲者是彼
得·穆利克。这个灵感完全不符
合我的本能，因为我刚刚才从亚
萨长老那里得知穆利克弟兄根本
不在圣殿里。但是，我相信灵
感，于是我宣布了唱诗班献诗和
作祈祷的人，然后说第一位演讲
者是彼得·穆利克弟兄。

我回到座位上，向亚萨长老
望去，看到他一脸惊惶的表情。
后来他告诉我，他听到我宣布第
一位演讲者是穆利克弟兄时，简
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说他
知道我收到了他传的字条，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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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读了那字条，所以他不知道为
何我明明知道穆利克弟兄不在圣
殿，还是宣布他要演讲。

就在这些事情发生的同时，
彼得·穆利克在位于波西特拉斯
（Porthstrasse）的区域办公室里
开会。会议进行当中，他突然转
身问当时的地区代表小多马·霍
克斯（Thomas A. Hawkes Jr.）
长老说：“你可以多快送我到圣
殿去? ”

霍克斯长老开小跑车，车
速很快，大家都晓得。他回答
说：“我可以在 10 分钟内把你送
到圣殿！不过，你为什么要去圣
殿呢? ”

穆利克弟兄坦白说他不知道
自己为何需要去圣殿，但是他知
道他必须去。两人于是立刻出发
去圣殿。

唱诗班演唱着动人的诗歌，
我环顾四周，心想我随时会看到
穆利克弟兄。但是我没看到他。
不过，我一点也不慌张，反而有
一种很安心、无法否认的笃定感
觉，知道一切都会很顺利。

穆利克弟兄在开会祈祷结束
时走进圣殿的前门，他那时仍不
知道自己为什么在那里。他快步
穿过走廊时，在萤幕上看到我的
影像，听到我宣布说：“我们现
在请彼得·穆利克弟兄演讲。”

彼得·穆利克立刻走进来，
站到讲台上；这一幕令亚萨长老
大吃一惊。

仪式结束后，我和穆利克弟
兄讨论他上台演讲前发生的事。
我在想，那个灵感当天不只临到
了我，也临到了彼得·穆利克弟
兄。这个特别的经验让我获得了
一个不容置疑的见证，我知道配
称得到这样的灵感以及在灵感来
临时信赖它──并服从它──是
非常重要的。我毫无疑问地知道
主希望当天在法兰克福圣殿参加
奉献仪式的人，能听到他的仆人
彼得·穆利克弟兄所作的有力且
感人的见证。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若要安
然度过人生的种种风暴和考验，
与天父沟通乃是至关紧要的──
其中包括我们向他祈祷，以及他
赐予我们灵感。主邀请我们：“
靠近我，我就靠近你们；勤勉寻

求我，就必找到我。”7我们若这
样做，就能在生活中感觉到他的
灵，使我们有渴望和勇气在正义
中坚定不移地站立──能“站在
圣地上，不……动摇。”8

我们所处的世界瞬息万变，
社会道德观也不断在我们眼前瓦
解，愿我们都记住主赐给信赖他
的人这项宝贵的应许：“你不要
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
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
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
的右手扶持你。”9

这是多么美好的应许啊！愿
我们能得到这样的祝福，我诚恳
祈求，奉我们的主及救主耶稣基
督的圣名，阿们。■

注：
1. Jonathan Sacks,“Reversing the Decay of 

London Undone,”Wall Street Journal, 
Aug. 20, 2011, online.wsj.com. 注：国会
议员萨克斯是大英国协联合希伯来信众
教派的首席拉比。

2. 出埃及记 20：3–4，7–8，12–17。
3. 摩罗乃书 8：18。
4. 哥林多前书 2：14。
5. 以赛亚书 32：17。
6. 尼腓三书 18：18–20。
7. 教义和圣约 88：63。
8. 教义和圣约 87：8。
9. 以赛亚书 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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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们这时代的教导

在第四个星期日的麦
基洗德圣职及慈助会
课堂中，使用“给我

们这时代的教导”。以最近的
一份或多份总会大会讲辞，作
为课堂的资料来源。支联会或
区会会长可选择使用那一份讲
辞，或指派主教和分会会长选
择讲辞。领袖应强调在同一个
星期日中，麦基洗德圣职弟兄
及慈助会姐妹研习同一份讲辞
的重要。

鼓励出席第四个星期日课
堂的人，研读及携带最近一期
总会大会讲辞到课堂上。

使用讲辞准备课堂的建议
当你研读和教导讲辞时，

祈求圣灵与你同在。你可能会
想使用其他资料准备课堂，但
请记得总会大会讲辞才是核准
的课程。你的工作是按照最近
一次总会大会中的教导，来帮
助他人学习和实践福音。

重温讲辞，寻找适合班
员需要的原则和教义。亦可寻
找能帮助你教导这些真理的故

*以上讲辞可在 LDS.org 中找到多种语言版本。.

事、经文及讲辞句子。
撰写一份大纲来计划如何

教导原则和教义。你的大纲应
包括能帮助班员的问题：

•	 寻找讲辞内的原则和教义
•	 思考其意义
•	 分享感受、想法、体验和见证
•	 在生活中运用这些原则和教义

月份 第四个星期日课程资料

2011 年 11 月至 2012 年 4 月 刊登于 2011 年 11 月 
《利阿贺拿》的讲辞*

2012 年 5 月至  2012 年 10 月 刊登于 2012 年 5 月 
《利阿贺拿》的讲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