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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卑自己
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

1 ［原注：内维尔弟兄介绍伯兰罕弟兄。］……这实在是让人很惊讶。我相信我可以宣布说：“有
一种恩赐：我竟然能想到这种事情。”［原注：伯兰罕弟兄和会众笑了。］

我每次都很喜欢来到这里。我们跟你们在一起的旅程快要接近尾声了。因为我们有另一场聚会马
上就要在芝加哥举行，我必须让家人赶快回到亚利桑那。他们还没有过暑假，几天后我应当开车带他们
去到某个地方。然后在一天，在其中的一个星期天我可能要离开，下个星期天我去芝加哥。接着我又得
在星期一回来，带他们到亚利桑那。

2 呐，我实在不愿在星期天早上进来，占用大家都很精神的那段时间。星期天晚上，你们总是很疲
倦，星期天晚上都筋疲力尽了，然后把星期天晚上的聚会交给我们的牧师，那有点不好。我不愿那么
做，然而星期天晚上，我想举行星期天晚上的聚会，又会留会众太久了。他们许多人从大老远的南方和
大老远的北方来到这里，他们，哦，有时候他们昼夜开车，只是为了到这里参加一场聚会，然后再回
去。那就是当我来的时候，我想在星期天早上举行聚会的原因，给他们机会能回去。

忠诚、忠心的客旅，我非常感激他们。他们开车穿过冰雪、雨天等等来到这里，穿越全国，开了
几百英里的路，只是为了一场聚会。所以，这使我非常感激神，感激这些人，因为他们非常……因为他
们非常地支持我想要告诉会众的真理。

3 我全心地相信这是真理。如果有任何不同的东西是我认为更好的，我肯定会先去。我若没有先去
找出它是对还是不对，我是不会要求任何人去的。我若不是已经知道了它是真理，我是不会要求任何人
在神里面迈步的。首先，它必须是主的道，然后我必须迈进去看看它对不对。如果它是对的，那我就可
以说：“朝这边来。”看，这就成了路。

呐，我认为任何传道人都应当那么做，应当自己先去。他应当是个领导，人们的领导，不是说一
些他自己都不敢确定的东西。我们应该去并做人们的领导。

4 今天早上，我在讲台上有一个非常奇怪、独特的经历。那大概是信息的最后部分，我本不想那样
说。瞧？但我猜已经说过了，而且对此我也做不了什么了。但后来我回到家，就开始查考它。

今天我的弟弟他们有一个小小的家庭团聚。妈妈去世了。我们过去总是在她家里相会，现在我们
去德罗丽斯家里。我们今天下午在那里交谈得很愉快，泰迪来了，我们唱了几首歌，弹了几首赞美诗等
等。

5 呐，我想，或许下个星期天早上，若主愿意，内维尔弟兄也不介意，我想要举行一场医治聚会，
只是专门用来医治。我想，今早的信息，似乎是主带领了我传讲它，把它传出去，这应当会给我们一些
鼓励，让我们真正地相信。我们漫不经心，我们说一些不同的事，谈论它们。但当到了摊牌的时候，事
情就不同了。

6 有人告诉我，我相信是我在后面的弟弟，跟我讲了有关一个人的故事，一个传道人和他的一个会
众。传道人说他可以走过一根圆木。

他说：“牧师，肯定的，主与你同在。”

传道人说：“我走过去的时候，背上可以再扛一根圆木。”

“肯定的，主与你同在。”他去了并且成功了。

传道人又说：“我可以同时扛一根圆木，并推着手推车过去。”

他说：“肯定的，牧师，主与你同在。你的信心可以做任何事。”

传道人说：“我可以把你放在手推车上，又扛着圆木。”

他说：“等一等。”瞧？

当你自己被包括在内的时候，那就不同了。瞧？我们在这里说“阿们”是很好的。我们说“我相
信那是真的”是很好的。但付诸行动……要把它付诸行动。

7 正如我今早所说的，人们躺在彼得的影子里，他们甚至从未要求祷告。

我走进过很多人家里，留意过这点。我出去前祷告，只是带着恩膏走进那里，甚至都不用为人祷
告，走出来，他们就得医治了。瞧？是的。我见过它发生了许多次。你必须有某个地方来安放你的信
心。你必须相信它。我相信时候接近了，现在就是那个时候了。

我晓得这不是录磁带的聚会。他们可能会为自己录制一盒，但这盘磁带不是要传遍全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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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晓得这不是录磁带的聚会。他们可能会为自己录制一盒，但这盘磁带不是要传遍全国的。

8 我今早所讲的这个信息已经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高潮，那就是我想用下个星期天举行一场医治聚会
的原因。因为自从我回到家里，我已经告诉了你们异象和所发生的事，一切事，把它摆出来，为什么我
做了这一切的事。今早，一直讲到了那个最后的拉动。

呐，这是我该奉献给神的时候，也是神对我说话的时候。瞧，我……我必须在自己的生命中有一
些改变。不是因为我认为自己坏，而是我想觉得与人们更亲近一些。瞧？

9 那些人，我竭力要把这个福音真理告诉他们，他们却对它置之不理，走开，并嘲笑它。对我来
说，那似乎是一个侮辱。对我来说，我不在乎；但这是针对我一直在讲的，想要帮助他们的真理。这就
像把船撑开，说：“来这里，过来。来这里，离开那猛涨的河水；你会死的。你会在那里灭亡的。”而
他们只是嘲笑你，并走开了。对我来说，似乎如果他们走开了，我对此就再也无能为力了，我做不了什
么了。

但现在我要跑到岸边，劝说他们：“回来吧。”瞧，我必须要有那种感受，因为我知道那里有人
还没有进来。我要一直钓到……他说直到抓到最后一条鱼。我要这么做。

呐，为了做到这个，我期待在祷告会中发生一些事，一件事。你们许多人记得那最后拉动的异
象，哦，是第三次拉动。你们记得，在那之前有一件事发生：我看见那道光来了，进入了那个地方，
说：“我要在那里见你。”我正在盼望着某件事发生。

10 几年前，聚会和辨别人心的事总是让我虚弱得都站不稳了。你们许多人都记得这个。到了一个地
步，我站着，让杰克·摩尔搀着一条胳膊，布朗搀着另一条胳膊，聚会结束后，要扶着我在街上走一个
小时。我要想起我到底是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整夜躺在那里，思想着这事，哭泣等等，奇怪
为什么他们不接受我们的主耶稣。

后来主告诉我一个异象，“有一次，你要见到一个来见你的女士，她穿着棕色外套，毯子里包着
一个小婴孩。从那个时候起，你会得到力量，越来越刚强。”我都告诉了你们。那天晚上在芝加哥，事
情发生了，当时一位长老会的女士，她的牧师打发她带着婴孩去到了那里。

11 我相信是她的弟兄或是别人，哦，是一个医生，他说：“婴孩没有希望了，除非全能的神来触摸
他。”她去……

女士就去告诉她牧师。她的牧师说：“我不够格去施行神的医治，因为我里面真是没有实行神医
治所需要的信心。”呐，那是诚实。瞧？他说：“我里面真是没有信心。”他说：“但我参加过伯兰罕
弟兄的一场聚会，我建议你带着婴孩去见伯兰罕弟兄。”医生放弃了婴孩，孩子要死了。

12 女士走进我为那些天主教孩子们举行聚会的场所，他们在那边的那所学校里火热了起来，你知
道。你们记得是什么时候。我们正在举行那场聚会，那个穿棕色外套的女士走到了讲台上。我妻子他们
也坐在那里，我转过身来看，四处看，看他们是不是站在那里。刚好在我上来之前，我相信比利·保罗
他们或我妻子一些人跟带着婴孩的女士讲过了。女士走上讲台，圣灵揭示了整件事，当场就医治了孩
子。

我走开了，从那以后，我就没有疲倦过。看，它不再搅扰我了，现在我要继续往前走下去。

13 呐，现在我正盼望着某件事发生，能让第三次拉动开始彰显，可能下个星期天早上的医治聚会带
来那个。我不知道。

我认为，需要我们做的，就是去告诉你的家人，把病人带来。对于医治聚会，我们必须献给病
人。把你的病人带来，让他们下个星期天早上早点来到这里，大约八点或八点半，我们要让他们在人们
进门的时候分发祷告卡，或随他们怎么做。我们要叫祷告队列，为病人祷告，要看看圣灵会做什么。

我相信主会行神迹，只要我们相信他。瞧？但我们必须为此而全心相信他。我认为，伟大的时刻
已经到了，就我们今早所说的程度而言，神已经显给我们看了那么多，把我们带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
你唯一需要的，只要推过那座小山就行了，然后它就会一直下去，像过去一样走下去，同样的事，有辨
别人心，同样的事藉着预言事工，注意看……

14 我站在卡尔加里，对不起，是女王城，就是里贾纳，里贾纳。厄恩·巴克斯特和我们一群人站在
那里。主已经在讲台上告诉了我，“以后，你将知道他们心里的秘密。”是的。我从未那么想过。那天
晚上，我跟厄恩走上讲台，开始为病人祷告。来了一个男人，结果他整个的生命都被揭示了出来，这种
事就第一次像那样一下子发生在了医治聚会上。接着我朝听众看去，光开始下到听众头上等等。哦，当
我们到了彼岸时……我走到台上，看到人们生命当中的一些事情；然而说出来的这些事情连一半都还不
到。我没有对此说什么，由它去了，除非我真的是被驱使着说一些事。

现在，我盼望下个星期天就像那样开始，神以自己的方式，在他自己至高的时间来开始。它将是
远超过其他任何人的另一件事。我正盼望着那件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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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或许，哦，我认为，如果下下星期天我举行一场医治聚会，再下个星期天我可能就要跟孩子和家
人一起离开了，因为他们要回去上学了。下个星期天，当然，我要上到芝加哥去，参加那里的聚会。然
后下个星期一回来，星期二再动身去亚利桑那，因为孩子们要回到学校去了。

哦，牧师，你发现了什么？［原注：内维尔弟兄说：“我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事。”］好，很好。
那我们想听一听。

主丰丰富富地祝福你们大家。我希望下个星期天在这里看到你们。星期三晚上……

16 听着。不要忘了这些小教会，像鲁德尔弟兄的，杰克逊弟兄的，帕内尔弟兄的，所有这些在那边
努力的弟兄们。瞧？他们觉得我们就是他们的姐妹教会。你瞧？我们对他们有点像是个小妈妈。他们是
从这里出生的，牧师们等等。

弟兄，后面的这个人，那天晚上我在那里遇见了他，艾伦，艾伦小弟兄。我希望柯林斯弟兄跟艾
伦弟兄认识一下，如果他还不认识他的话。他们两人都是卫理公会的传道人，都看见了真理的道。

17 卫理公会教会的组织，在那个卫理公会教会里有一群好人……你决不要认为他们不是。他们是。
在天主教会里有一群好人。在长老会教会里有一群好人。所有那些地方，这些男人女人在盼望着那光从
他们路上闪过。你只要继续谦卑、甜美地闪烁那光。让我们大家都藉着谦卑自己而变得更加亲近神。

18 不要忘了，这个教会会失去它的力量。记住，这是个靶子，撒但把阴间所有的枪都瞄准了它。撒
但会让一个人做一些事，跟另一个人所想的相反。他正在这样做。他专干这事，那是他的本行，如果他
能让某个人说一些事，让某个人去议论另一个人，说：“哦，听着，你知道某某做了什么吗？”你不要
听这个。你一点也不要去听。那是魔鬼。看，那是撒但。你不要相信这种东西。

如果有人做错了什么事，就为他们祷告。不要以一个自私的方式祷告，说：“我知道这是我的职
责，我得为那个弟兄祷告。”你把这事放在心里，真正地放在心上，为那个姐妹祷告。只要交谈，真正
地甜蜜，过不多久，你就会发现他们又回到了聚会中。因为毕竟，我们都在朝着日落进发。

19 有朝一日主耶稣要回来。你知道，我认为这会发生得如此突然，如此甜蜜，以至当被提发生时，
只有万分之一的世人知道。它来得如此平静，以至没有人会知道它。瞧？

当然，一小群的人会说：“哦，某某人呢？”

“哦，他们说那边有一群狂热者，说一群人从那里离开了，他们……不是那么回事。他们只是去
到某个地方了。我们早就有过那种狂热。瞧？”

“哦，他们说在一个叫杰弗逊维尔的地方，有个伯兰罕堂，有多少多少会员不见了。”

瞧，他们只是置之不理。他们会说：“哦，没有那回事，你瞧？”类似那样，事情过去了，他们
却不知道。

20 全国都会有人来，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被提要发生；教会将被接回家。然后大灾难
进来了，哦，那时我们可不想还在这里。我不想在大灾难的时候在这里。是的。神不想要我们任何人到
时还在这里。因为，“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
［启22:11］羔羊拿着救赎的书前来，新妇被取走了；那些拒绝他的人必须经历大灾难期间，既有犹太
人又有外邦人。何等的一个灾难时期！我不想要那个。

“主啊，现在使我成圣。”那是拿撒勒派的好教义，不是吗？这也是真理。这是真的。没错。
“主啊，现在就用你的圣灵充满我。主啊，现在就从我身上除掉所有的世界吧。不要……”

正如老黑人弟兄说的：“先生，我手里拿到了船票。它已经剪过了。那天早上当我走到河边时，
我不想要有任何麻烦。”

所以那是对的。我不想要任何麻烦。把车票握在手里，因为我们就要过去了。想一想，救赎的伟
大时刻近了。

21 另一件事，尤蒂卡的弟兄叫什么名字？我想格里罕弟兄和另一位弟兄正在那里牧养，辛克斯弟兄
或类似那样，还是辛克？［原注：内维尔弟兄说：“斯奈林弟兄。”］斯奈林弟兄一直都是牧师。斯奈
林弟兄现在是尤蒂卡的牧师。我想他们的祷告会是在……［“星期四晚上。”］星期四晚上。你知道，
如果我们星期四晚上溜到那里去，跟那些人有一些团契，那会很好的。当杰克逊弟兄也有他的祷告会
时，我们也召集一小群人去。

22 只要继续祷告，继续挖掘。是的，不要停。就像以利沙告诉他们的，说：“在那里挖沟。”当你
往下挖，碰到了一个旧铁罐头，说：“我太累了，”把它从路上扔掉，继续挖。只要继续挖，因为我们
必须挖。我们必须挖。就是这样。因为如果你，如果你指望不经历大灾难，你最好开始挖了。

现在，至于我自己，我在对自己讲道。我也要开始挖得比过去更深了。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国家
和全世界，这个事工将再次像以前一样，在全世界各地被人知晓。我必须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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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妻子对我说。那天早上，我说：“当我出发时，我要你跟我一起去。若主愿意，我要在一月份左
右出发，我要做一次全世界的旅行，一路下去；再回来，可能会在美国举行聚会，在明年夏天的某个时
候。”

她说：“我太老了，去不了。”

“哦，”我说：“当我去……上一次海外旅行大约是八年前，我觉得我现在比八年前去的时候状
况更好。瞧？对此，我现在知道得更多了。”

24 后来我们讲到，“如果主说：'我要分派给你二十五年，而且你不会变得软弱。你可以去，我要分
派给你二十五年在地上，'你会拿从出生到二十五岁，还是从二十五岁到五十岁，或者从五十岁到七十
五岁，或者从七十五岁到一百岁呢？”

任何在地上被分派了一些时间的人，如果他不把那个时间花在事奉神上，所做的肯定就是一件最
荒唐的事。我不在乎他做什么。

如果你要为女人心碎，等等，你最好拿那段年轻的年龄，第一个二十五年。瞧？如果你要成为木
匠、机修工什么的，你最好拿第二个二十五年。瞧？

25 于是我想：“我怎么样呢？我会用哪一段呢？”我会拿七十五岁到一百岁。我会更精明、更聪
明。我会更加稳定。我会更清楚我在做什么。我比上次我去海外大了八到十岁。我不会像要打死蛇一样
手忙脚乱。我更清楚了。瞧？我知道怎么做。

它就好像一只猎浣熊的狗在猎浣熊，你知道该如何抓住它。不要跳上去；它会抓伤你的。要懂得
它的诡计，观察它在做什么。我们对敌人认识得更多了。我们必须找出他的套路，他如何接近，他做什
么，了解他的打法，然后你受训练怎么攻击他。你明白吗？

“所以我相信，”我告诉我妻子，“我相信，我现在比四十岁去海外时状态更好。”瞧？我五十
四岁了。我相信，如果我一百岁时还活着，而且还能像现在这样四处走动，如果我……如果耶稣耽延那
么久的话，我会比现在去状态更好。瞧？因为你知道的更多了，更清楚怎么做，怎么处理了，怎么处理
那种情况。

26 现在以许多人为例，如果他们要做手术了……“他们说一个新医生那天刚毕业了，刚从医学院出
来。他还从未做过手术。让他来做吧。”

“哦，不，”你会说：“他没有做过，我可不要那个人。不，先生。不要，绝不要。我不要他在
我身上动刀。瞧，我宁愿下去，找某某人。我听说他做过许多手术。他知道怎么做。”是的。瞧？那就
对了。

你们关注这个，那个魂又怎么样呢？我要某个知道他们是在哪里，晓得道路，并且走过了的人。
是的，绝对是。

27 主祝福你们。好的，内维尔弟兄，现在上来这里。神祝福内维尔弟兄。现在不要忘了，下个星期
天。

［原注：内维尔弟兄讲了一会儿伯兰罕弟兄和维尔弟兄的事，然后说：“我很高兴欢迎神的传道
人，特别是那些跟这信息合作的，在这信息里跟我们在一起的。我都很高兴能听他们传讲。”］阿们！
［“所以我问李维尔博士；我说：'如果伯兰罕弟兄不讲道，你愿意讲道吗？'伯兰罕弟兄不讲道。他可
能知道这个。”］不，我不知道，不然我就不会讲那么久了。

［原注：内维尔弟兄说：“所以我今晚问李维尔弟兄，万一伯兰罕弟兄不讲，他是否愿意讲道？
因为他在聚会中跟他合作，他知道这道路，这条道路。我们很高兴有维尔弟兄。我感谢他，尊重他，就
像我尊重其他任何传道人一样，像我尊重其他所有人一样。所以，如果他今晚愿意上来为我们讲道，我
很高兴请他讲道。”］阿们！［“神祝福你们，让我们为维尔弟兄祷告。你们一些人从未听过他讲，我
相信你们会为他祷告的。”］是的。我不该占用他的时间。我向听众道歉。我不知道，坐在那里，这事
早就安排了。神祝福你，维尔弟兄。

28 ［李维尔弟兄说：“没有安排好。他说，如果你不讲的话。你来了。”伯兰罕弟兄和会众笑
了。］好的。很好。我自己要听他讲。在聚会等等上，维尔弟兄在我前面讲过很多次。他管理聚会有很
长时间了，是个很好的弟兄，干得非常出色。我肯定维尔弟兄讲道的时候，这群听众总是会很高兴听他
讲的。主祝福维尔弟兄。

［维尔弟兄就《马可福音》16:15-20和其它的经文讲了七十分钟，标题是：“为什么《马可福音》
16章没有功效？根据经文，要怎么使它有功效？”］

29 讲了那么多，我不可能再说什么使它更好了。我真的相信是主为维尔弟兄做的，并让他在今早之
后来传讲这个信息。因为你看，事情必须得是这样。我们把这个当作是从神而来的来接受。他所说的有
那么多东西，我从他所讲的内容里面记下了二十篇讲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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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了那么多，我不可能再说什么使它更好了。我真的相信是主为维尔弟兄做的，并让他在今早之
后来传讲这个信息。因为你看，事情必须得是这样。我们把这个当作是从神而来的来接受。他所说的有
那么多东西，我从他所讲的内容里面记下了二十篇讲章。

我想到了一个小例子来支持他所说的。我们看这钟，就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如果钟里面的每个仪
器不互相协调地运行，我们就永远不会知道正确的时间。对吗？如果我们想看到第三次拉动真正为神做
一件事，那需要我们所有人一起，跟我们每个人一起协作，在神面前谦卑自己，承认我们的错误，祷
告，并为这些事而相信神。

30 我真的相信维尔弟兄所说的是真理，即神决不会把他的灵放在一个不圣洁、不义、不顺服的殿
里。不，它必须以洁净我们的心，脱离一切诡计和罪孽的方式而来，使我们能在神面前纯洁，叫他能藉
着我们运行他纯洁的圣灵，使这些事成就。我想，当你们今晚回家，如果你要读那卷《犹大书》，你就
会从维尔弟兄所说的东西里学到很多。他说：“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地争辩。”他们偏离
了真道。心思败坏的人怎么进来，诱惑他们偏离了神真实的事。

神只能在我们让他运行的时候运行。有太多奇妙的事可以说了。

31 你知道，人们要能力，他们其实并不知道能力是什么。瞧？他们其实不知道伴随着能力的是什
么。上升的路就是下降的路。如果你要能力，就看看你能达到多谦卑。要远离你一切世俗的思想，在神
面前谦卑自己，然后你就会比那个满屋子跑，制造许多噪音的人更有能力；因为你能够征服自己，将自
己交给基督，在他面前谦卑自己，你明白吗？那才是真正的能力。

你指给我看一个谦卑的教会，真正的谦卑，不是一个傲慢的教会，而是一个甜美、谦卑的教会，
我就指给你看一个里面有神的恩惠和能力的教会。是的。它所需要的就是这个：谦卑，在神面前谦卑我
们自己，让神来藉着我们运行。用不着制造许多噪音。

32 有时候，正如农民说的，他坐四轮马车去田野，每次马车颠簸的时候，它就发出咣当的声音，一
直不断。但当他回来时，马车同样颠簸，却一点也没有发出噪音，因为它装满了货物。

所以，我想那是对的，我们要被神美善的东西充满，让圣灵的果子藉着我们显明出来。正如维尔
弟兄多次提到的《哥林多前书》13章，“我若舍己身焚烧，拥有这一切事，却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
与我无益。”你看到吗？我们要那样做。

33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在神面前负责任的就是我们的魂。瞧，是你去天国，不是我去不去，或他去
不去。是你去，你先。你必须留意这点，甜美地来到主面前。

我总是发现，神升高的总是那些能谦卑自己的人。当你看到一个挺着胸、什么都知道的人，你什
么也不能告诉他，他傲慢，这种人哪儿也到不了。但你看那个谦卑自己、甜美地行走的人。

34 那天，我跟一个人交谈，他们刚在那里组织了一个教会。刚从一个组织脱身，成了……哦，是博
兹弟兄，那个教会……他们有那间大教会已经很久了，主祝福了。后来人们到了一个地步，他们想要像
其他人一样高雅，想把教会变成一个组织。当他们那样做时，在那里的那些谦卑的基督徒不想要那样。
他们的一辈子，都被教导要反对组织，所以他们就离开了教会。现在他们有一群人，主祝福了他们，直
到人们进来，现在又到了一个大地方要成立一个教会，大约有四、五千人，他们重新开始。

35 他们来见我，说：“伯兰罕弟兄，”那天就坐在办公室里，在教会的办公室里。他说，其中的一
位领袖，卡尔森弟兄他们，说：“我们必须做什么？”

我说：“找一个在所有的宗派里都没有名声的人做牧者，只是一个活出了生命、真实无伪、甜
美、谦卑的好弟兄。神必看顾剩下的事。”我说：“一个好牧师只要喂养群羊，谦卑等等，神必做剩下
的事。如果你们……不是某个自称什么都知道的大人物进来，要建立这个次序，那个必须是这样，乱砍
一通。”我说：“那永远行不通。你们必须……”

是那样的，教会的每个成员都必须一起作工，你必须持守你的那一部分。所以，我们看我们生活
在什么样的时刻。我们可能比我们所想的还近了。

36 我们感激维尔弟兄，不是吗？［会众说：“阿们！”］主祝福你，维尔弟兄。谢谢你。我们感谢
主今晚把这伟大的信息带给我们。

几分钟前我收到了一张纸条。其中一个姐妹有一些梦里的东西是她想要讲的。姐妹，如果你写出
来交给我，我……主给了她一些梦，那些梦绝对是真实的。我们不接受所有的梦。不，不。但当梦是从
神来的时，我们想要知道那是神在对我们说话。

就像“大家都说方言”，我们不相信这种东西；但当方言翻出来时，告诉了我们某件事要发生，
我们也看到它发生了，那我们就为此而感谢主。

37 我们要让这种事情平稳、甜美地照着主的次序运行。所以请记住，你的角色可能是主发条，可能
是某个小指针或某个小角色，上条柄轴，不管是什么，可能是钟表盘上显明时间的指针。但不管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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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需要我们大家跟耶稣基督的福音协调一致地运行，使这点成就。

想一想。如果我们所称为能力的恩赐是如此伟大，保罗却说：“我若有信心能移山，却没有爱，
我就算不得什么。”想一想这点。

即使你说：“哦，我明白，我真希望我能懂得圣经。”

“我若明白神所有的奥秘，我若能这样做，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看，我什么也没做
成。”主要的是，要爱神，带着爱谦卑自己。

38 经过这些年在工场上和世界各地，看见不同的人，我肯定应当稍微地知道一点进去的门。如果你
想跟神去到某个地方，就决不要让傲慢的灵回到你身边。不要让任何的恶毒进来。不管谁做了什么事，
如果他们错了，你也决不要堆积起一个反对那人的情绪。瞧？你要甜美、仁慈。记住，当你还在罪中的
时候，神就爱你了。如果神的灵在你里面，当他错了时，你也会爱别人的。只要为他们祷告，彼此相
爱。

最重要的是，要爱神，并彼此相爱。要对神谦卑，互相谦卑，神必祝福这点，这样神就会做我们
想不到的事情了。通常当一个教会开始人数增多，变得越来越大或类似这样时，他们就会偏离那真实的
东西，真实的东西。

39 你知道吗，当我最初开始，主在河边向我显现，告诉了我那些事，是什么使这些事成就的呢？维
尔弟兄看见了那个，我相信是很多年前在加拿大的报纸上，主的天使在河边显现，登在美联社的报纸
上，说：“神秘的光降在施洗的当地传道人头上。”你知道那个成就了什么吗？当我们就在街对面举行
帐篷聚会，哦，一个容纳大约两千五百人的帐篷，传道人从各地来，说：“弟兄，来这里一下。”我当
时还只是个小伙子，哦，还只是个孩子。他们说：“你怎么能使那些人同心合意呢？他们彼此相爱，直
到他们……我还没见过人们如此相爱的。”

40 那是主。这个教会就是建立在那个上面的，那种虔敬的彼此之间的弟兄相爱。我都没法跟人握
手，没法离开那里，大家分开的时候都哭得像个孩子。他们如此深切地彼此相爱。我可以去他们家里拜
访，许多次圣经摊开着，被泪水沾湿了。我夜里进去，爸爸妈妈正在家里聚会，孩子们围在地板上，跪
下来；爸爸妈妈跪着，哭着祷告。我站在门口，等啊等啊等啊。他们都没有停止祷告，我就坐在台阶
上，开始自己祷告，等候他们。是那样的。他们彼此相爱。他们彼此相爱。我们过去站起来唱那首老
歌：

福哉，爱主圣徒， 彼此以爱结连， 和睦同处，同心合意， 在地如同在天。 我们离别之时， 内心
难免依依， 身虽远离，心仍契合， 盼望再会有期。

41 我心里带着对基督的大喜乐这样说：他们许多人今晚就睡在周围这些有墓碑的坟墓里，等候那个
伟大的复活，我们要在那里再相会。

不要让那圣灵离开这个地方。如果它离开了，那我不管你的牧师多么有口才，他传讲神的道能讲
得多么好，神的灵忧伤地离开了。我们能在团契中拥有这些东西，共享，彼此相爱，那么神就会与我们
同工。

我们在指示人们“时间”，人们会走过来，说：“如果你想要看一个真正谦卑的教会，一个真正
爱神的教会，就去走访一下那边的那个教会，看一看。看看他们彼此所拥有的关怀、尊重；福音被传
讲，多么敬畏，多么有次序。”那是……然后他们就能看到我们生活在什么时候了。你会看见神的灵运
行在你们中间；大神迹、奇事等等将会发生。如果那些东西一起运行，就能报时。但如果它不运行，那
时间就停了；它就再也不会报时了。所以，如果我们想知道我们是生活在什么时候，只要让大家开始在
福音里同工，彼此相爱，爱神，指针自己就会报出我们所生活的时间。你们相信吗？肯定的。阿们！愿
主丰丰富富地祝福你们。

42 现在不要忘了；这个礼拜过来。如果你知道任何病人要来，当他们来时，告诉他们说：“亲爱
的，我想问你。我们星期天早上在我们教会有为病人祷告。你病了一段时间了，现在我想……”

“哦，我要去。我一直就想去。”

“我星期六晚上刚从那里一个弟兄听到一个信息，说我们必须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能得
医治：《雅各书》5:13，14，15，在我们来求医治前，我们必须彼此认罪。是的。彼此认罪，互相代
求。”瞧？那正是维尔弟兄今晚所讲的，同《马可福音》16章一起把祝福带回来。把那些合在一起，你
就得到了，然后医治就会发生。

43 看看耶稣，他有的只是爱。瞧？他就是彰显出来的神。他，神藉着他表达了自己，难怪神迹奇事
发生了。他谦卑的生命和献身的生活；从神成为地上的一个人，藉着他自己来表达出神，正是那个使他
成为这样。我总是说：“对我来说，使耶稣成为神的是他谦卑自己的方式。他是如此伟大，然而他又能
如此渺小。”瞧？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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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主大大地祝福你们。现在让我们起立解散。让我们试试那个（姐妹，你可能不知道），“福
哉！以爱相连。”让我们再唱一次那首歌，好吗？给我们起个调。

福哉，爱主圣徒， 彼此以爱结连， 和睦同处，同心合意， 在地如同在天。

44 当我们唱最后一节时，让我们彼此握手，“我们离别之时，”只要说：“神祝福你，弟兄，姐
妹。我很高兴今晚与你一起在这里。”看，类似那样，然后转过身来。现在让我们来唱。

我们离别之时，（神祝福你，内维尔弟兄。） 内心难免依依， 身虽远离，心仍契合， 盼望再会
有期。

我们太爱主耶稣了，不是吗？

……再相会！再相会在主脚前；（再相会！） 再相会！再相会！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

现在让我们闭上眼睛，在灵里唱这首歌。

再相会！再相会！再相会在主脚前； 再相会！再相会！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

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

我们低头的时候，我想请后面的艾伦弟兄，我们中间的一位新弟兄，请他来祷告几句解散我们。
艾伦弟兄。

45 让我们低头。我们只是孩子，神的孩子。让我们来哼这歌。［原注：伯兰罕弟兄和会众开始哼
“愿主同在”。］哦，这多么能把神的灵带给我们啊。你能想象早期他们坐在石板上的日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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