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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复生！

这是一场美好的大会，此刻，我谨以总
会会长的身份代表不论是通过演讲或
音乐参与本场大会的人，用两个字向

你们致意，那是英文里最重要的两个字——对雪
柔·蓝特姊妹和她的副会长、唱诗班、音乐家、
演讲者，这两个字就是：“谢谢！”。

许多年前，我在英国伦敦的时候，参观了著
名的泰德画廊（Tate art gallery）。在一间间的
展览室里，陈列着根兹巴罗（Gainsborough）、
林布兰（Rembrandt）、康斯塔伯（Constable）
和其他知名画家的作品。我对那些美丽的画作深
表赞叹，知道要创作这些作品需要多么高超精湛
的技巧。然而在三楼一处安静角落里挂着的一幅
画，不但吸引我的目光，更使我深受感动。那幅
画的作者是法兰克·布利（Frank Bramley），
画的是一间简陋的小屋，面对着狂风暴雨下的大
海。画中有两位妇女，一位是渔夫的母亲、一位
是渔夫的妻子，她们彻夜守候渔夫归来。然而，
长夜已尽，渔夫在海上消失了踪影，不会再回来
的事实已成定局。妇人跪在婆婆身旁，脸颊埋在
婆婆膝上，绝望地哭泣，窗台上烧尽了的蜡烛，
道尽了一夜的枯守空等。

我感受到这位年轻妇人的心痛，也体会出她
的哀伤。画家通过他的作品诉说着一个悲恸的故
事，而且写下了一个扣人心弦的标题：《绝望的
黎明》。

喔，这位年轻妇人多么渴望得到安慰，多么
希望罗伯特·史帝文森“安魂曲”（Robert Louis 
Stevenson, “Requiem”）里的诗句能够成真：

水手回家了，从大海回家，
猎人回家了，从深山回家。1

尘世间最确定的事，莫过于死亡。每个人终
有一死，“死亡遍及全人类；有人在婴幼儿时期
夭折，有人英年早逝，……有人迟至白发苍苍才
撒手西归；死亡可因意外、疾病……而致，……
或悠然安眠；无人能够幸免。”2 死亡无可避免
地使人痛失亲友，特别是英年早逝的人，也使未
实现的梦想遭受致命的打击，令人壮志未酬，希
望破灭。

在面对亲人去世，或者自己濒临死亡时，有
谁不会想知道在那道划分眼前今生与看不见的来
生的幔子后面，有何景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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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复活节早晨的那个空坟，为约伯的问题：“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提供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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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世纪以前，约伯──这位长久拥有荣华
富贵的人──到头来发现所有可能临到世人身上
的灾难，全都苦苦地折磨着他。他与朋友同坐，
提出了这个亘古不变的问题：“人若死了岂能再
活呢？”3 约伯道出了世间男女都曾经思索过的
问题。

在这荣耀的复活节早晨，我想要探讨约伯提
出的这个问题──“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并
且要提供答案，这答案不仅经过深思熟虑，而且
是来自神所启示的话语；我要先从基本的谈起。

如果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经过设计的，那
么必定有一位伟大的设计师。谁能凝视宇宙的奇
妙万物，却不相信对于全人类有一种安排？谁能
质疑确实有一位设计师存在？

我们从创世记里学到，这位伟大的设计师创
造了天和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

这位伟大的设计师说：“‘要有光’，就
有了光。”他创造空气，将陆地和水分开；又
说：“地要发生青草，……并结果子的树木，各
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

他创造了两个光体，即太阳和月亮，他也创
造了众星。他叫活物滋生在水里，叫飞禽在大地
上飞行，事就这样成了。他还创造了牲畜、野兽
和昆虫；这时，他的设计接近完工阶段。

最后，他按照他的形像造人，有男有女，并
叫他们管理一切活物。4

只有人获得了智能──拥有头脑、心智和灵
魂；除了这些特性之外，也只有人具备了信心、
希望、灵感和怀抱理想的能力。

人是这位伟大设计师最高贵的作品，能够管
理一切活物，有大脑、心智、意念和灵魂，具有
智能和神性。有谁能提出有说服力的论点，说明
人在灵离开肉体凡躯之后，就不复存在了呢？

若想了解死亡的意义，就必须先明白人生的
目的。世人的信仰有如微光，必须臣服于神光芒
灿烂的启示。借着启示，我们知道，我们在降生
为人之前就已经存在。我们在前生那个阶段，无
疑是在高声欢呼的那群神的儿女当中，我们欢呼
是因为有机会经历这个充满挑战却又不可或缺的
尘世生活。5 我们知道我们的目的是要获得骨肉
身体，克服考验，证明我们会遵守神的诫命。天
父知道，由于尘世生命的本质使然，我们会受到
诱惑，会犯罪，会犯错。为了让我们有成功的机
会，天父预备了一位救主，为我们受苦而死。救
主不仅为我们赎罪，他的赎罪也克服了肉体的死

亡；而我们会死是由于亚当的坠落。
因此，2,000 多年前，基督，我们的救主降世

为人，诞生在伯利恒的一处马厩里，这位传说中
的弥赛亚终于来了。

经文里对耶稣童年的记载很少。我很喜欢路
加福音里的这段话：“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
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齐增长。”6 使徒行传也
有一句简短的话跟救主有关，而且意义深远：“
他周流四方，行善事。”7

耶稣在约旦河里由约翰施洗。他召唤十二使
徒，祝福病人，使跛子能走，瞎子能见，聋子能
听，甚至让去世的人死而复生。他教导，作见
证，并且提供了完美的典范让我们依循。

接着，世界救主的尘世使命逐渐走向尾声。
他与他的使徒在一间楼房举行最后的晚餐。在前
头等着他的，是客西马尼园和髑髅地的十字架。

没有人能完全了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为我们
所做的事。他事后亲自描述这段经历，说：“那
种痛苦使我自己，甚至神，一切中最伟大的，也
因疼痛而颤抖，每个毛孔都流血。身体和灵都受
苦。”8

在客西马尼园承受剧烈的痛苦之后，他气力
耗尽，又被粗暴无礼的人抓住，带到了亚那、该
亚法、彼拉多和希律的面前。他遭到控诉，被人
咒骂，恶毒的殴打使他饱受痛苦的身躯更加虚
弱。人们残酷地用尖锐的荆棘编成冠冕戴在他头
上，刺伤他的额头，鲜血流下他的面颊；后来他
再次被带到彼拉多面前，愤怒的暴民喊道：“钉
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9 彼拉多让步了。

人们用多条皮绳、锐利的金属和骨头编成的
鞭子鞭打他。在残酷的鞭刑之后，他站起身来，
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踏着蹒跚的步履前进，直到
无法再往前走，由其他人帮他扛起重担。

最后，在称为髑髅地的山丘上，他伤痕累累
的身躯被钉在十字架上，信徒们无能为力地注视
着。他遭受残酷的戏弄、诅咒和嘲笑。可是，他
仍然呼求：“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
的，他们不晓得。”10

他的生命经过数小时的煎熬，一点一点地流
逝。他干裂的口说出了这句话：“‘父啊！我
将我的灵魂交在您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
了。”11

当死亡慈悲地带来平静与安慰，让他脱离尘
世的忧伤后，他回到父的面前。

在最后那一刻，夫子原本可以反悔，但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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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他降下低于一切，这样才能拯救一切。接
着，人们匆忙地将他毫无气息的身体轻轻地放进
一个借来的坟墓里。

对我而言，在基督教所有的话语里，意义最
重大的莫过于在那周的第一天，天使对哭泣的抹
大拉的马利亚和另一位马利亚所说的话，当时她
们两人前往墓地，要去看顾主的身体。天使说：

“为甚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
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12

我们的救主复活了。人类历史上发生了最荣
耀、最安慰人心、最令人振奋的一件事，就是战
胜了死亡。客西马尼园和髑髅地的痛苦折磨已被
抹去，世人的救恩获得了保障，亚当坠落的影响
被克服了。

第一个复活节早晨的那个空坟，为约伯的问
题“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提供了解答。我要
向所有听见我演讲的人宣告：人死了，必能再
活。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因为我们有启示的真理
之光。

“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
而来。”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
人也都要复活。”13

我读过──并且相信──那些曾亲身体验目
睹基督被钉十字架时的哀伤，和看到他复活而充
满喜悦的人所作的见证。我读过──并且相信
──那些在新世界蒙得复活的主亲自造访的人所
作的见证。

在本福音期，在如今称为圣林的树林里，有
一个人曾在那里和父与子说话，我相信他的见
证。他献出了生命，用血封印了那个见证。他曾
宣告：

“现在，在许多对他作的见证后，最后，这
是我们对他作的见证：他活着！

因为我们看见他在神的右边，也听到有声音
作见证说，他是父的独生子。”14

神所启示的真理之光，会永远驱散死亡的
黑暗。夫子这样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
我。”15“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
给你们。”16

多年来，我曾听过和读过无数的见证，每一
个与我分享的人都见证复活的真实性，也见证在
他们最迫切需要的时刻，获得了救主所应许的平
安和安慰。

我要讲述其中一个故事的部分内容。两星期

前，我接到一封令人感动的信，是一位父亲写来
的，他有七个孩子，他在信中谈到他的家庭，特
别是他的儿子杰森。杰森在 11 岁时患病，随后几
年杰森的病情多次复发。这位父亲说，杰森尽管
健康不佳，却有着积极的态度和乐观的个性。杰
森在 12 岁的时候接受亚伦圣职，而且“不论身体
舒不舒服，总是愿意光大职责，做到最好。”他
在 14 岁的时候，获得了童军的鹰级奖章。

去年夏天，杰森过了 15 岁生日后不久，再
次住院。他父亲有一次去看杰森，发现杰森闭着
双眼，不知道他是睡或醒着，于是轻声对他说
话：“杰森，我知道你小小年纪就饱受折磨，现
在的情况也很艰难。虽然眼前还有一场硬仗要
打，不过，我希望你绝对不要失去对耶稣基督的
信心。”这位父亲说，他很惊讶地看到杰森立刻
睁开双眼，用清晰、坚决的语气说：“绝对不
会！”然后闭上双眼，没有说话。

他的父亲写道：“杰森这句简短的声明，是
我所听过对耶稣基督最有力、纯净的见证。……
他那句‘绝对不会！’在那天深深地烙在我的灵
魂上，使我内心充满喜悦，知道天父让我有幸能
够拥有这么一位杰出高贵的孩子。……而（那）
是我最后一次听到杰森为基督作见证。”

虽然他的家人原本期望那只是一次例行的
住院治疗，没想到杰森却在短短两周内去世。
当时，他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姊姊在传教，另一
个哥哥凯尔刚接到传道召唤书。其实召唤书是
在 8 月 5 日收到，也就是杰森过世前的一星期，
比预期的时间还早。当时全家人聚在医院病房
里，凯尔打开传道召唤书，跟全家人分享。

这位父亲在写给我的信上附了一张杰森躺在
病床上的照片，他的哥哥凯尔站在床边，手里
拿着他的传道召唤书。照片下方有一行字，写
着：“一同蒙召唤去服务──在幔子两边。”

杰森在传教的哥哥和姊姊都写了感人、安慰
的信函回家，这些信在杰森的丧礼上被读出来。
他在阿根廷西布宜诺斯艾利斯传道部的姊姊写
道：“我知道耶稣基督活着，因为他活着，我们
每个人，包括我们挚爱的杰森在内，会再次活
着。……我们可以放心，因为我们确切知道我们
已经印证为永恒家庭了。……只要我们在今生竭
尽所能地去服从和改进，必定会（和他）再相
见。”他的姊姊又写道：“我一直很喜欢一节
经文，如今这节经文更具有崭新的意义和重要
性。……（在）启示录第 21 章第 4 节：‘神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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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
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最哀伤的时刻，依
然能够从天使在那第一个复活节的早晨所说的话
里，获得深刻的平安：“他不在这里，……已经
复活了。”17

他已复生！他已复生！
发出快乐的呼声；
脱离了三天的监禁，
举世欢腾共同庆；
克服死亡人自由，
基督胜利已完成。18

身为主今日在世上的特别证人，我要在这荣
耀的复活节主日宣告这是真实的，奉他的圣名，
即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注：
1.  Robert Louis Stevenson, “Requiem,” in An Anthology of 

Modern Verse, ed. A. Methuen (1921), 208.
2.  雅各·陶美芝，《耶稣是基督》（1916），第 20 页。
3.  约伯记 14：14。
4.  见创世记 1：1-27。
5.  见约伯记 38：7。
6.  路加福音 2：52。
7.  使徒行传 10：38。
8.  《教义和圣约》19：18。
9.  路加福音 23：21。
10. 路加福音 23：34。
11. 路加福音 23：46。
12. 路加福音 24：5-6。
13. 哥林多前书 15：21-22。
14. 《教义和圣约》76：22-23。
15. 约翰福音 11：25。
16. 约翰福音 14：27。
17. 马太福音 28：6。
18. “他已复生”，《圣诗选辑》，第 120 首。

在第四个星期日的麦基洗德圣职及妇女会课
堂中，使用“给我们这时代的教导”。以最近的
一份或多份总会教友大会讲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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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
会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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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最近一期总会教友大会讲辞到课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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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教友大会讲辞才是核准的课程。你的工作是按
照最近一次教友大会中的教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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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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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们这时代的教导

*以上讲辞可在LDS.org中找到多种语言版本。

月份	 	 			第四个星期日课程资料

2010 年 5 月至
2010 年10 月

2010 年 11 月至
2011 年 4 月

刊登于 2010 年 5 月《利阿贺拿》
的讲辞*

刊登于2010 年 11 月《利阿贺拿》
的讲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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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他们回家

弟兄姊妹们，天父希望而且也需要我们
的帮助，去带领他灵的儿女再度回到
他身边。我今天要谈的是那些已在神

的真实教会里，开始走在返回天家这条窄而小的
路的年轻人。天父希望他们可以及早获得灵性的
力量以留在这条道路上。而且，如果他们开始游
荡，天父也需要我们的帮助，好快快地引领他们
回到正路。

我年轻担任主教时，就开始清楚地明白为什
么主要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巩固他们，并且要
尽快地援救他们。我要告诉各位一个年轻人的故
事，她代表了许多年来我一直在努力要帮助的众
多年轻人。

这位姊妹那时坐在我的主教办公桌前，对我
讲诉她的人生。她在八岁时接受洗礼、被证实为
本教会的教友。在她谈到随后 20 多年的经历时，
她的眼中没有泪水，但语气中却带着忧伤。她
说，她会开始堕落，是因为选择结交了一群她认
为好玩、刺激的朋友。她开始违反一些起初认为
不太重要的诫命。

起先她觉得有点难过，也有一丝罪恶感。但

是，和那些朋友交往让她有一种新的感觉，觉得
自己受人喜欢，所以虽然她偶而也想下定决心悔
改，但这股决心似乎越来越不重要。而随着她违
反诫命的情形越来越严重，永恒幸福家庭的梦想
也似乎逐渐消逝了。

她坐在我对面，说她的情况很悲惨。她希望
我能援救她脱离自己所陷入的罪恶罗网。但是对
她而言，唯一的出路是要运用对耶稣基督的信
心、怀着破碎的心去悔改，好借着主的赎罪得到
洁净、改变，并得到力量。我向她见证这仍是做
得到的。这的确做得到，只是她现在想返回天家
的回头路，比起在旅程中刚开始仿徨时就及早运
用信心折回，要困难多了。

所以说，我们能够帮助神儿女的最佳方式就
是提供方法，在他们年幼时就帮助他们培养出对
耶稣基督和其复兴福音的信心。然后，在他们仿
徨迷途时，我们必须在那信心熄灭之前，尽快重
新点燃它。

因此，你我都可以预期得到，我们几乎随时
随地都有机会去帮助神儿女中的那些游子。救主
也告诉过我们为什么会这样；他谈到神所有灵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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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女在返家途中，如何由于撒但和罪恶所带来的
黑雾而危机重重，他说：

“你们要进那窄门，因为那引到灭亡的门是
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

“引到生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
人也少。”1

慈爱的天父预见他儿女的需求，因此他在一
路上提供了指引和援救者。他派遣他的爱子耶稣
基督，为我们提供安全显明的道路。他在这时代
召唤了先知，也就是多马·孟荪会长。孟荪会长
自年轻时起就教导我们要如何继续走在这条路
上，以及如何拯救被引入忧伤歧途的人。

天父把我们安插在不同的位置，让我们可以
巩固他人，并在必要时引导游子回到安全之地。
我们所收到最重要且最具影响的指派任务是在家
庭中。这些指派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家庭最有机
会在孩子人生刚开始时，就使他们稳稳地走在回
家的路上。父母、兄弟、姊妹、祖父母、叔伯、
姑姨等，都会因为家人之间自然的亲情，而成为
最有力的向导和援救者。

家庭在孩子一生最初的八年中占有优势。由
于耶稣基督的赎罪，在这受保护的几年当中，撒
但用来蒙蔽孩子返家之路的黑雾被挡住了。在这
宝贵的几年当中，主召唤儿童会的工作人员来协
助孩子在灵性上成长，藉以帮助家庭。他也指派
亚伦圣职持有人来主理圣餐。在圣餐祈祷文中，
孩子们会听到应许，知道只要遵守神的诫命，他
们有一天就能接受圣灵，得到指引。因此，他们
受到了巩固，能在诱惑来时加以抗拒，并且能在
未来援救其他人。

教会中的许多主教受到启发，召唤支会中最
坚强的教友在儿童会为每位儿童服务。他们知
道，如果儿童被巩固，有了信心和见证，这些孩
子在青少年时期就比较可能不需被援救。他们知
道，坚强稳固的灵性基础会造就不同的一生。

我们都可以帮忙。祖母、祖父，凡是认识孩
子的人都可以帮忙。不需要正式在儿童会中有召
唤，也不受年龄限制。有一位妇女就是这样的例
子；她年轻时曾在总会儿童会理事会服务，协助
设计了选正义这项座右铭。

她从不厌倦为儿童服务。她自愿在支会的儿
童会教导，直到将近 90 岁为止。年幼的孩子可
以感受到她的爱。他们看到她的榜样，从她身上
学习到耶稣基督福音的单纯原则。最重要的是，
由于她的榜样，他们学习到如何去感受和辨认圣

灵。而当他们感受到圣灵的影响力时，他们已经
开始有信心来抗拒诱惑了。他们可能比较不需要
被援救，反而已经准备好去援救他人。

在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我学到对祈祷和圣
灵的单纯信心所带来的力量。我们的大儿子当时
还未受洗。他的父母、儿童会老师，以及圣职领
袖都努力帮助他感受和辨认圣灵，并学习如何接
受圣灵的帮助。

有一天下午，内人带他去一位女士的家里学
习阅读。原本的计划是我会在下班时顺道载他回
家。

结果他的课程比我们预期的更早结束。他自
信满满地认为自己知道回家的路，所以就开始走
回家。他后来说，他原本非常有自信，觉得一个
人走回家是个好主意。但走了大约一公里后，天
开始黑了。他开始警觉到自己离家还很远。

他还记得自己怎样泪眼朦胧，看着一盏盏车
灯，汽车从他身边呼啸而过。那时他觉得自己像
个小孩，而不是独自上路时那个自信满满的大男
孩。他发现自己需要帮助。然后，他想到一件
事。他知道自己应该祷告。所以，他离开马路，
走向黑暗中隐约可见的几棵树下，找到一个地方
跪了下来。

然后，他听到树丛间有声音朝着他来。有两
位年轻人听到他的哭声。他们走向他，问道： 
“你需要帮忙吗？”他哭哭啼啼地告诉他们，自
己迷路了，他想回家。他们问他是否知道家里的
电话号码或地址；他不知道。他们问他知不知道
自己的名字；这他倒知道。他们把他带到附近自
己的居所，接着在电话簿中找到我们家的电话。

我一接到电话，就立刻赶去救他，心中很感
谢他在回家的路上能遇到那些好心人。我也一直
很感激他曾受过教导，只要用信心祈祷，在迷路
时就会得到帮助。这样的信心曾无数次引导他到
安全之地，并为他带来更多的援救者。

主在其国度中设置了援救的模式和援救者。
智慧的主启发了他的仆人，让他们设想出一些极
有力的方法来巩固我们，并安排了最能干的援救
者，来帮助我们度过青少年时期。

你们都知道主提供了两项有力的计划。其中
一个是女青年的个人进步计划。另外一个是亚伦
圣职持有人的计划，称为对神尽职计划。我们鼓
励新生一代的青少年要去发掘自己的潜力，培养
强大的灵性力量。我们也恳请所有关心青少年的
人，要做主要求我们去做的事来帮助他们。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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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的未来要靠他们，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很关心
这件事。

这两项计划经过了一些改善，但是其目的依
然不变。孟荪会长这么说，我们必须“学习我们
该学习的事，实践我们该实践的事，表现我们该
表现的行为。”2

女青年的《个人进步计划》手册清楚地说明
了其目的：“个人进步计划借着八项女青年准
则，帮助你更充分了解你的身分、你来到世上的
目的，以及身为神的女儿应当做哪些事来为进入
圣殿订立圣约的那天作好准备。”

手册中接着提到，女青年要“立下承诺、实
践承诺，并向一位家长或领袖报告你进步的情
况。”书中也应许：“你在实践个人进步计划时
建立起来的模式——例如祈祷、经文研读、服
务和写日记——将成为你每日的个人习惯。这些
习惯将巩固你的见证，并帮助你终身学习、进
步。”3

亚伦圣职男青年的对神尽职计划已强化精
简，将亚伦圣职全部三个职位都纳入在一本手
册里。男青年和他们的领袖都会收到这本新的手
册；这是一项有力的工具。这项计划将会增强男
青年的见证并巩固他们与神的关系，帮助他们学
习和渴望履行其圣职职责。这项计划也会巩固男
青年和父母、定额组成员之间，以及和领袖的关
系。

这两项计划都需要年轻人本身负起相当大的
责任去努力实行。他们受邀学习和去做任何人都
可能感到富于挑战的事情。我回想自己的青少年
时期，我不记得自己曾接受过这么困难的挑战。
是有那么几次，我被要求去完成类似的挑战，但
只是偶而罢了。但是这些计划要求的是持之以恒
的努力，并要累积多年的学习和灵性经验。

经过一番思考后，我体会到这些手册的内容
具体呈现出主是多么信赖这新生的一代，也多么
信赖我们所有关心新生一代的人。我也看得出
来，这样的信赖是很有道理的。

我在拜访的时候见到亚伦圣职定额组的实际
运作情况。我见到男青年遵照这样的模式进行：
先是学习，然后拟定计划去做神要他们做的事，
接着去实践他们承诺要做的事，最后再与他人分
享他们的灵性起了怎样的变化。当我看着他们、
聆听他们时，我清楚知道会众里的父母、领袖、
朋友，甚至街坊邻居，在听到这些青年的见证，
知道圣灵怎样感动了这些年轻人时，他们自己也

受到圣灵的感动。这些男青年在作见证时受到了
鼓舞，而努力帮助他们进步的人也是如此。

女青年的计划也遵照相同的有力模式，帮助
女青年培养灵性力量，并让我们有机会帮助她
们。个人进步计划会帮助女青年准备好接受圣殿
的教仪。母亲、祖母，以及在教会中她们周遭每
一位正义妇女的榜样都会帮助她们。我曾见过一
对父母帮助他们的女儿达成目标和梦想，他们的
方法就是去注意、嘉许她的所有良好表现。

就在几天以前，我看到一位母亲和她的年轻
女儿站在一起接受表扬，她们都是杰出女性楷
模。她们和我分享这件事对她们的意义的时候，
我能感受到主对我们全体的认可与鼓励。

在我们能给予这些年轻人的各种帮助中，最
有用的就是让他们感受到我们对他们的信心，确
信他们正走在回到神家中的路上，而且相信他们
做得到。要做到这一点的最佳方式就是陪他们一
起走。因为这条道路不但陡峭，且时而崎岖，他
们有时会感到沮丧，甚至跌倒。他们有时可能会
因搞不清目的地，而转去追求一些较无永恒价值
的目标。这些受灵启发的计划使得这种情况较不
易发生，因为这些计划会引导年轻人邀请圣灵同
在，并接受圣灵的陪伴。

我们能给予年轻人的最佳忠告，就是劝诫他
们，唯有接受圣灵的指引和纠正，才能回到天父
身边。所以，如果我们有智慧，我们就会鼓励、
赞扬、并以身作则示范一切能邀请圣灵同在的事
情。当年轻人告诉我们，他们所做和感受到事情
时，我们自己也必须配称有灵同在。然后，他们
会从我们的称赞和微笑中感受到神的认可。并
且，在我们觉得需要提出纠正的时候，他们会从
中感受到我们的爱和神的爱，而不是责怪和排
斥，因而让撒但有机可乘，将他们拉得更远。

他们最需要的榜样就是看到我们在做他们必
须做的事。我们需要祈求圣灵的恩赐。我们需要
沉思经文和活着先知的话语。我们需要订立计
划；这些计划不能光是愿望而已，而是圣约。我
们需要履行我们对主的承诺，需要与他人分享赎
罪在我们的生活中所带来的祝福，来提升他人。

我们也必须做好榜样，在自己的生活中展现
出主期望他们做到的那种稳当、持久的忠信。我
们若这样做，就会帮助他们感受到灵所赐的确
证，知道如果坚持下去，他们就会听到慈爱的救
主和天父对他们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
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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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4 而我们
这群一路上帮助他们的人，也会满心喜悦地听到
这样的话。

我见证主爱你们，他爱他每个儿女。这是他
的国度，透过先知约瑟·斯密借着圣职权钥而复
兴。多马·孟荪是主今日的先知。我应许各位，
只要你们在耶稣基督的真实教会中，遵从他所给
予的灵感指示，我们的青少年和我们这群帮助及
爱他们的人，都会被安全地拯救回到天父和救主
的家，与家人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奉耶稣基
督的名，阿们。■

注：
1.  尼腓三书14：13-14。

2.  多马·孟荪，“学习、实践、表现”，2008年11月，《利
阿贺拿》，第60页。

3.  《女青年个人进步计划》（2009年版手册），第6页。
4.  马太福音2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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