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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师母 2016 年见证
感谢主，让我今天在这里数算神在我身上的恩典。我是 1929 年 3 月生的，我姓倪，人
兒倪，月亮的月，女子旁一个娥，叫倪月娥。

感谢主让我生长在基督徒的家庭，我爸爸妈妈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常告诉我“孩
子啊，你得了神的恩典不能忘记。”妈妈告诉我，在我三岁的时候出麻疹，病的很厉
害，差点死去，妈妈就抱着我，把衣服鞋缎穿好了准备我的后事。就在这个时候，神
安排了教会的长辈，在我们附近探望信徒，就顺便到我家来探望，一看到我躺在床上
快要奄奄一息，被主接去的时候神的仆人就按手在我的头上，为我祷告！

感谢主，因着神的怜悯，我经神的仆人祷告以后，我将要紧闭的眼睛，突然睁开来，
开口对妈妈说话：“妈妈我要喝水。”啊呀！妈妈听到我会说话，看到我眼睛睁开来，
妈妈就在主面前激动的不得了!在主面前流泪说“主啊，这个孩子怎么现在活过来了，因
为她快要去世了。感谢主！“我就是这样，经过神仆人按手的祷告，我从死亡的边缘
活过来了。

所以，妈妈经常对我说“孩子啊，你不能忘记主在你身上的恩典。”从小妈妈无论去
什么地方聚会都把我带去，要我恭恭敬敬的领受神的话语，听长辈们唱诗。感谢主，
我就是这样
在爸爸妈妈带领下经常去聚会，一同唱诗，一同祷告，感谢神的恩典。

从三岁开始一直到后来上主日学，在这些情况下，我是恭恭敬敬的听老师讲课，把圣
经的事都记在心里。感谢主的恩典，我这样一直跟着爸爸妈妈聚会，感谢赞美。一直
到十三岁的那一年。那个时候也经常有培灵会，请神的仆人来讲道，爸爸妈妈去参加
培灵会，我那天也去参加了，神的仆人那天讲的信息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的，他唱了
一首诗，也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的，我当场学。这个诗像现在大家都会唱，但是在我
小的时候，人家不会唱，我就在那里学。

“主快来，主快来，虽不知何时来。
或者在深夜，或在午正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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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预备迎见主，你若儆醒等候主，
就能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

神的仆人讲道后就对大家说：“弟兄姊妹，耶稣第二次还要再来，但是最最主要的，
你有没有重生悔改?重生悔改了，你在主面前认罪了，做了一个重生悔改的人，将来主
来的时候，你就能进入神的国，到主那里去。如果你还没有重生悔改，主来的时候，
你是没有份去到神的国。所以他要大家在主面前蒙圣灵的引导，重生悔改!”感谢主！
圣灵在我里面工作，我听了这个道，心里很难过。在祷告的时候，我在主面前大声的
哭泣，跟神祷告：“主啊！我是个罪人，我是个罪人，我的罪有好大好大，我还没有重
生，我还没有悔改，我就跪在妈妈的前面向妈妈认罪。妈妈，我很小的时候，你就是
把铜板丢在地上叫我拾，我就把你的铜板拾起来，最后我还把一个铜板不给你，我放
在我自己的脚底下，自己去买糖吃。这是我犯罪这是我犯罪，我欺骗你妈妈，求求耶
稣赦免我，我一面哭一面向妈妈认罪，我还向妈妈认罪说，妈妈，我小时候你要我祷
告有声音跟上帝讲话，不要没有声音跪在那里。我就欺骗妈妈，我又欺骗耶稣，妈妈
叫我祷告有声音，我就假装的有声音，我在那里背主祷文，妈妈跪多少时候，我就背
多少时候的主祷文，我不但欺骗妈妈，又欺骗了上帝。”

我一面哭，一面向上帝认罪，我也一面向妈妈认罪，我真是从心里痛哭流泪悔改。最
后主内的长辈为我祷告，祷告后安慰我说：“孩子啊，你把今天的日子写下来，写在
你圣经的背后，我就把它写下来，‘1941 年 7 月 28 日是神重生我的日子’所以感谢主，
我就是这样，那一天神的仆人说，那一天我在主的带领下我重生悔改了。感谢主！重
生悔改以后，神的仆人对我说：“你是主的人了，你今后读圣经是神跟你讲话，你今
后祷告是你向主讲话，所以我今后就是在神的面前读经祷告。”很恭恭敬敬的感谢主！

等到我 16 岁的那年，神藉着他的仆人王明道先生，从北京到上海来讲道，我也去参加
了。
那个时候我听到神的仆人讲的什么呢?那一年就是讲基督徒青年人的婚姻应该怎么遵照
神的旨意来做，他说：“你这个姊妹是重生悔改的，你要找一个弟兄也要重生悔改的，
如果你是弟兄重生悔改的，你要找一个重生悔改的姊妹。”所以神的仆人这样讲道以
后，后来又出了一本书《基督徒与婚姻》，我买了这本书来，每逢有人替我介绍婚姻
的时候，我就把这本书给我妈妈看，给我爸爸看，我自己也看。我说：“神的仆人是
这样讲的，我们要按照圣经里的话，重生的人一定要找重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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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主！赞美主！我们经过祷告，神在 1945 年就为我预备了一位方弟兄。方弟兄是重
生悔改的人，因为他小时候没有爸爸，由他哥哥培养他读书，他妈妈在家里不信主是
拜偶像的。等到抗战以后，日本人在乡下抓年轻人当壮丁，他的妈妈对他说:“你到上
海去，我们家里方家有一个曾叔祖母，是在上海信耶稣的。你到她哪里去，可以免掉
日本人抽壮丁。”
我丈夫到上海，到曾叔祖母这里来，是我公公的婶娘，她是年纪很轻就信耶稣的，我
后来叫她太婆，这个太婆是年轻的时候信耶稣，是和宋美龄的爸爸在一个教会里信耶
稣，这个太婆很热心爱主。我丈夫 19 岁从乡下抽壮丁逃出来，逃到曾叔祖母家里，这
个叔祖母就带领他信耶稣。我丈夫就是叔祖母带领他信主，带领他工作，在教会里渐
渐渐渐生命长大。也重生悔改，到 25 岁的时候，这个曾叔祖母就替他准备婚姻为他祷
告。

感谢主，后来神安排神的仆人去对我妈妈讲“有一个方弟兄，他是重生悔改的，他是
跟他叔祖母住在一起，是住在教会里，他会领唱诗，他很热心的。”所以我妈妈就同
意了婚姻，感谢主，介绍人对我妈妈说“就是他的妈妈在乡下还拜偶像”我妈妈说
“如果这个男孩要耶稣的等我女儿跟他结婚以后，叫这个婆婆从乡下出来，叫他的叔
祖母给她传福音就可以了。”
所以我妈妈就同意了这个婚姻。

我们就很快在 1945 年 5 月 18 日结婚了，结婚的时候我婆婆不到上海来。为什么？因
为她不信主，她不肯和我们信主的人合在一起，我们只有为她祷告。希望有一天这个
婆婆能信主，
交在主的手中。感谢主！等到三年以后，我的大女儿三岁的时候，也是生病生的很厉
害，
这个时候，上海最大的有名的儿科医生都发觉我的大女儿这个病没有用了，就是我们
去看病的时候都是晚上排队的，看到这个医生，医生就把我们挂号的钱还给我们。他
说“我们这里的医生看不好的病。”把钱还给我们，我丈夫看到这个还给我们的钱，我
们夫妇两个都哭了。
觉得这个小孩没有希望了，只有在主面前祷告。我太婆她一天到晚要去探望信徒，所
以她早晨都为我的大女儿祷告，求主叫我的大女儿——方之芬，祈求她平平安安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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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天家，总以为她要回天家了。她就出去为主工作了。但是主的旨意在这个孩子身上
我们是想不到的！

有一天，，就是我大女儿奄奄一息的时候，她已经躺在床上什么都不知道了，她的小
便不会收缩，一直在那里流。所以医生看这个孩子没有用了，有什么用呢？就是等她
一口气断了就算了，就在那一天，神就藉着一个老弟兄到我家里来。他看到我就问我
（他那个时候我在教会里人家都叫我方师母）：“方师母，你的大女儿方之芬现在怎
么样?人家都知道她病的很厉害。”这个弟兄一问我，你的孩子怎么样?我就嚎啕大哭，
你不问我已经知道要哭了，因为她就要断气了，这个弟兄奉主的名跟我说：“姊妹啊，
孩子有病你的心信到哪里去了？不要怕，只要信！上楼去，我们祷告！”所以这个弟
兄就上楼，他不看这个孩子，他就跪在床边对主说：“主啊，你是昨日今日一直永远
不改变的神！昨日今日不改变的是你，我今天将这个方之芬交给你，你是永不改变的
神!”
因为这个弟兄信主的时候,他生的这个病是在上海来说最厉害的病,没有医生能看的病是
主医治他的。他祷告以后就走了，我送这位弟兄下楼走了，我再回过来看看我的女儿，
真是奇妙的主。就在这个一霎那，我的女儿也是睁开眼睛对我说：“妈，我要喝水。”
这个时候圣灵责备我。“你信不信啊？你妈妈跟你说你三岁的时候也是这样主救出来
的，救出来的时候也是睁开眼睛对妈妈说‘妈妈，我要喝水’。哦，我到那个时候在主
面前痛哭流泪的感恩。
“主啊！赦免我！赦免我!妈妈一直跟我讲这个事，我三岁的时候因为妈妈多讲了，我
还不大喜欢听，现在我的女儿也是像我一样眼睛睁开来说“妈妈，我要喝水”我就求
主赦免我。
过去不听妈妈讲我的事这个罪，感谢主从此以后我也经常对我的女儿要讲她怎么从死
里复活的，神怎么救她的。

感谢主等我的女儿长大以后，有工作以后我也一直把这个见证跟她讲她，也是把主怎
么救她跟她的同学讲跟她的同事讲，带领好多同事同学也接受了主感谢主！这是主的
恩典等我女儿长大了以后我一个一个孩子好多了。我自己因为文化不高，我想我要多
学习学习圣经，要多学习学习文化。在小孩喂奶的时候，我自己学习写字学习算账，
学习算盘。我想我小时候读书读的很少，现在我要一面喂奶的时候一面学习。感谢主，
就这样我一个一个孩子一直到有第五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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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主，在第五个孩子以后我到 1958 年去参加了工作。我参加什么工作呢？因着我一
直在教会里担任主日学教小朋友唱歌、背圣经。感谢主，神也教了我怎么弹琴，主也
恩待了我怎么弹琴，我都是靠着主我在教会里每个星期都弹琴。所以神带领我去工作
做什么工作？
就是做幼儿园的工作，带小孩子我也习惯了怎么带，弹琴唱歌我都会，因为都在教会
里学会的。写字我以前在家里喂奶的时候我自己学习写字。感谢主！主就给我到幼儿
园去工作，我自己觉得不配。我跟幼儿园园长说，我没有幼师毕业我不能工作。幼儿
园园长很客气:“倪老师啊，你没有幼师毕业，幼师毕业同学写的字还没你没有毕业的
人写的好嘛。”这是主给我的恩典，谢谢主！

在这个以后，我在主面前更要追求怎么在主面前带领祷告，带领聚会，带领弟兄姊妹，
青年人唱诗班还有青年聚会，我都带领。等到 1958 年去工作以后我是五个孩子等到
1960 年我生第六个孩子！啊呀那家庭是更忙了，家里又忙学校里又忙，那个时候正是
我们国家有一个号召。什么号召呢——叫大跃进的号召。

那个时候的有一个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

要每一个单位里工作的人，工作的要一天等于 20 年，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单位里工作，
要人家评先进啊，要人家表扬啊，就要拼命干,拼命干。 我的丈夫在单位里也是这样，
拼命干,拼命干。你要拼命干，在主面前就忽略啦。

早晨祷告,忽略啦，晚上读圣经，“主啊，对不起”。 我要背几节圣经算了，来欺骗神
了。祷告没有时间了，亏欠神了，我对主说：”主啊，我们没有时间祷告。我心里的默
念，你纪念我。”真是在主面前求主的赦免，因为有这样的圣经“愿他因我的默念为甘
甜。（诗 104:34） ”我要欺骗上帝，我不祷告。我心里默念默念，神啊，你知道我实
在没有空，实在没有空。

你在世上你要得世上那么多，神不喜欢，神不喜欢的人神要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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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 1961 年 11 月，我丈夫在单位里检查身体，发觉他的胃里面已经有了胃癌，不
能开刀了。那个时候我知道了以后，我就在主面前认罪悔改，“主啊，赦免我们，主
啊，赦免我们。我们太亏欠了。”

那个时候我的太婆，太婆知道我丈夫有这个病了，她就对着我，对着我丈夫，她就拍
着桌子说：“你们两个人，有病了,不要哭不要难过，要在神面前悔改，要在神面前悔
改。”

我太婆指着我，就骂我说：“如从你 58 年工作那样，本来我在家里做事，一面做事一
面唱诗，一面做事一面感谢,学习感恩。现在我看一天到晚走来走去忙的不得了，忙的
不得了。唱诗也不唱了，祷告跪下来也没有了。”所以我太婆说：”神要管教，你们就
要悔改。”就是大家全家同心合意的跪下来祷告。

哦~哟，我真是在神面前痛哭流泪地悔告（悔改祷告）。等祷告要站起来的时候，神特
别的恩典临到我。在我站起来的一刹那，在我的右上空，好像有人在扩音讲话。这节
话就是神对摩西说的。“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出
14：13）”
（出 14：13）“

啊呀，我在主面前认罪说：“主啊，你赦免我，你赦免我。 “我过去对主日学的小朋
友讲撒母耳的故事，神三次叫撒母耳，我自己怀疑神，怎么神一次没有跟我讲什么啊，
没有叫我啊。那一天神直接跟我讲话，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的。“不要惧怕，只管站
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出 14：13）”

我得了这句话，我再也不流泪。我说：“主啊，你在我丈夫身上要施行什么救恩我不
知道，求你开恩。“

结果我丈夫医院里检查出来他是胃癌，不能手术了。他单位里是先进工作啦，一定要
医生手术。医生说：“你们如果要手术 ，就是这个手术给学生看一看，这个病人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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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到什么样子。”我只有求医生，你们手术的时候，不要让他死在手术台上，让他能
醒过来跟我讲几句话。

感谢主，明天要手术了，我今天晚上跪在神面前一个晚上一句话都讲不出来。最最难
过了，在主面前不会祷告了，因为已经，医生已经判他死刑了。我在主面前讲什么呢？
到早晨我要祷告起来到医院里去的时候，我在主面前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就把
这个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就这样我到医院里头去看我
的丈夫，安慰他。

我一到医院以后，我丈夫反而安慰我，他说：“我们不要惧怕，我们靠主，我们有主，
不要惧怕。”感谢主。等他手术出来以后，医生跟我说：“我告诉你， “他的手术我
是给学生上课”给学生看一看他里面是什么东西。现在你的丈夫，里面的癌细胞全部
转移了。他现在。。。”

我说：“医生，他去世是什么情况？你告诉我，因为我家里老人都在，我家里没有死
过人哪。”医生说：“你年纪那么轻，我要告诉你。他这个人要疼死的，疼的不得了，
你要预防他自杀。因为有好多人疼的不得了，有自杀的，你要管住他。还有呢，他要
不能吃他要饿死的。还有呢他里面都是水了，肚子要胀，胀的好厉害。”

我说：“医生，我现在要求医生，他会醒过来吗？我要求医生把他醒过来跟我讲话。”
他说他会醒过来。醒过来，医生问我“你要我医生配合，怎么配合？”
我说“主啊”，我说“医生啊，求求你医生跟我配合，大家都跟病人说，他手术很好。
平安的，要告诉病人，手术很好，没有问题，平安的。”医生说：“我们会讲的，你
们家属不能淌眼泪。这样的病人，有一个家属淌眼泪，病人就知道他不会好了。”我
说“好，我一定配合。”

就这样，我切切祷告主。“主啊，等他醒过来，我妈妈要来了，我要瞒住我丈夫，不
让他知道。我要瞒住我妈妈，不让妈妈知道，因为妈妈白天黑夜都要陪着他的。”就
是这样，神恩待我，让我丈夫醒过来，感谢主！我不淌眼泪。我说：“主啊，你加我
的力量。让我妈妈来的时候跟妈妈讲话不淌眼泪，让我丈夫醒过来，也让我也不淌眼
泪。” 感谢主，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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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在这个时候用一句话安慰我，在箴言书里的“忽然来的惊恐，你不要害怕。（箴
3:25）”我感谢主，有主的话，我心里就得安慰不淌眼泪。

感谢主，我丈夫医院里两个星期。妈妈白天黑夜陪着，我呢，来来去去要替妈妈送吃
的东西啊，我要来来去去的， 我都不淌眼泪。感谢主，感谢主，神的恩典是够我用的，
谢谢主，谢谢主。

两个星期以后，医院里叫我出院了，他说 “我们医院是抢救病人啊，你们是等死啊，
你们回家去吧。”所以我们就是回家去了，我把他带到家里，我说：“主啊，求求你
加我的力量，医生说他要疼死的，我家里什么办法都没有。”后来我跟他们单位商量，
单位说：“方师母，现在只有一个呢，我们单位里医务室的医生到你们家里去。如果
他疼了，医生到你家里，住在你家里打针。他不能吃了，就给他吊葡萄糖。只有你们
到家里去，我们单位里的医生住在你家里。”就是这样，我丈夫回到家里。我在主面
前切切祷告，“主啊，不要在家里吐，也不要在家里疼。主啊，我只求你，如果他要
去世，给他平平安安。”

感谢主，我丈夫回到家里第五天，他就跟我说：“今天我回来第五天了，我心里很高
心，我要理发。”我啊~ 他讲这个话他很开心，我实在我要淌眼泪，大概你自己准备
要去了，要理发了。我是这样想了，就请一个理发师给他理发。我说“理好不要洗
头”，他说“要洗。我要洗的干干净净的“。 洗好头以后，他说“给我洗手洗脚，给
我都剪好“。我就手指甲都给他剪好。我做这些事，我心在流泪啊，他自己在准备要
去世了。等洗好以后，这个中午，中午小孩都吃饭，回来吃饭。他说：”吃饭吃的快
一点，爸爸很开心，要跟大家唱诗。“

啊呀，我想主啊，怎么了，他还要唱诗啊。就是他平时教会里领唱诗，我知道他喜欢
什么诗，我们家里诗歌很多啊，那么就他唱。他最喜欢唱《耶稣是全世界于我，生命、
喜乐、珍宝》他喜欢唱，他唱好以后，自己再选。再选就是第二首是《人遭什么事不
要惊怕，天父必看顾你》是他喜欢领唱诗的。后来，我太太说不要唱了，我们累了。
他说“我不累，大家和我一起唱，我很开心”。那一天他很开心啊，他第三首还要唱，
就是我们诗歌 300 首里有的，《放下你的重担，一分不要自己背,都让耶稣来背》。这
首诗好长啊，哦哟，他的孩子说“爸爸太长了，不唱了，不唱了。”“我还要唱。”
8

FUYIN.TV

福音影视网文字服事组
微信平台： FuYinYingShiWang

他还要唱。第四首诗歌，这是我们的诗歌有，其他的诗歌没有啦，《你不要惧怕，为
耶稣做见证，你讲一句话，叫人家得帮助》这首诗歌是很宝贝的。最后大家不肯唱了，
他说“最后就唱短歌，《我要耶稣，光明时日，我要他》”。就这样留了五首诗歌。

感谢主，等我丈夫去世了，我得安慰的就是这五首诗歌。我孤单的时候，就是《耶稣
是我全世界于我》；我重担挑不起的时候，《天父必看顾你》；我家里的经济压力重
了，《放下你的重担，一分不要自己背》；我自己不肯去做神的工作了，神藉着这几
首诗歌《你不要惧怕为主去做见证》。感谢主，让我在这个五十几年，神把我带过来，
就是《我要耶稣，光明的时日我要他，黑云密布我要他，每日在我生命中我要耶稣。》

感谢主，我丈夫这样去世了。感谢主，他是回到家里，这个五首诗歌唱好以后，第六
天回到家里，他跟我说“我告诉你，我没有钱留给你，把那么多的人留给你。你六个
孩子怎么安排？”我就祷告主“主啊，让我不要流泪。两个人流泪了，不能讲话了。”
神就是叫他也没有流泪，叫我也没有流泪。我说：“大女儿读高二啊，不读了，要求
到你单位里去上班。老二，初中毕业高中不读了，让她到工厂里去工作。老三也是这
样，我三个大孩子有工作了，我下面三个小的，你放心，最小的只有一岁，我不会送
给人家的。”他就拉着我的手说“谢谢哦，耶稣加你力量。”讲这个话，没有流泪，
这是不可能的。我也没有流泪，他也没有流泪。感谢主，感谢主。

到了半夜里，他自己知道要回家了，他要起来大便，大便好了以后，扶他到床上睡觉。
他就唱诗，唱我们教会里的诗歌，把两个手举起来唱，唱的好响好响，“有权能，奇
妙大全能，在神，宝血必得胜”。我跟妈妈两个人半夜里，跟他唱跟他唱跟他唱，唱
到最后，他把一个手举，放下来。祷告了“主啊，我谢谢你，你是奇妙的主，你是奇
妙的主，我生这个病一点痛苦都没有。阿爸，我来了，你带我到那么好的地方（他好
像看见了），我来了哦，阿爸我来了。我将把我妈妈交给你（他的妈妈），我将我太
太（太婆）交给你，我将我妻子交给你，我将 6 个孩子交给你，我把自己也交给你。
爸爸，我来了，我来了。祷告奉主名，阿门。”一阿门，呼吸停止了。

哦~弟兄姊妹，我真正看到我丈夫被主接去的，平平安安接去的，接到天上去的。所以
孩子们都在那里淌眼泪哭了，我就到自己房间里拿衣服来要给他换，给他换。我拿衣
服，我自己的房间里拿衣服，看到他的一个相片，他结婚前照的相片。在这个相片中，
在这个相片中，但是我看到他相片，我淌眼泪了。因为医生叫我不要在病人面前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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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么，所以我就看到他结婚前的照片，我说“方弟兄啊，你结这个婚，你照这个相的
时候没有结婚，现在你丢下我 9 个人你回家了。”那么我真是淌眼泪了，当我淌眼泪
的时候，耶稣责备我了。“耶稣为你钉十字架，你哭几次了？今天你丈夫这样平安去
世，你哭啊？”哦哟，我这个眼泪跟刚才眼泪不一样了。刚才的眼泪是我跟丈夫感情
的眼泪，现在的眼泪是在主面前感恩的眼泪。我说“主啊，你赦免我，我从小到大会
唱十字架，会讲十字架，但是我没有真正体会十字架，你赦免我，赦免我。主啊，你
擦干我的眼泪，你让我不要流眼泪。”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没有眼泪了。等我把衣服拿到楼上，叫大家跟他

。他们都

在哭，看我没有哭，我婆婆那个时候还不信主啦，以为我发疯了，怎么她儿子死了，
这个媳妇不哭的！其实主安慰我，她们不知道哎，好多人都以为我神经不正常了。真
是感谢主。等我丈夫去丧事礼拜的时候，人家都以为我发疯了，我在感谢主，主直接
安慰我。

哦哟，我在他丧事的时候，神不让我流眼泪，等他把这个棺木去安葬的时候，神不让
我流眼泪。是什么情况？因为神一直在跟我讲话，人家叫我休息，我眼睛闭着休息。
主问我“医生说他要疼死，给医生说到没有？”我里面回答“主啊，没有给医生说到，
他一点啊也没有疼” 。所以我人这样坐着，他们以为我是睡着了，其实主一直跟我讲
话，所以他的丧事什么的，我都不知道。我一直主跟我在讲话，感谢主，主不让我流
泪，安慰了我。感谢主，感谢主，主的恩典说也说不完，说也说不完。

等我丈夫去世了三个星期，我就是一直发高烧，高烧不退。因为我，他医院里两个星
期，回家一个星期，我也没有好好睡啊。所以我这个一个多月，没有休息睡不好，发
高烧，那么我去看病了。

看病了，这个医生看我好想家里死过人了，带了这个布啊。“你这么年纪轻轻，谁死
了？”我说“丈夫死了”。“啊，你丈夫死了？你几岁啊？”一看我的病例，三十二
岁。“你家里有人挣钱吗？有六个孩子。”我说“没有人挣钱，一个婆婆，一个太婆，
都没有工作，没有人挣钱。”医生问我“你家里今后怎么过？”我说“我不知道怎么
过”。这个医生哭了，“你一个月 39 块的幼儿园老师，家里有 9 个人，你怎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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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主，医生把我住进医院去，住进医院去发觉我肝好肿啊。肝肿了好大，把我收进
去，但是我在主面前住到医院里，我说：“主啊，我要你的话。”神就给我诗篇 39 篇
安慰我，“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诗 39:9）啊呀，我因这句话，
心里得着很大的安慰。

在肝炎病房住了一个星期，不像肝炎，把我转到内科病房。我就自己走到内科病房，
内科病房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起不来了，四肢都瘫痪了。医生说：“咦，昨天
你自己走上来的。”我说：“走上来的。”“怎么你起不来了？”一看我这个手，这
个脚，这个手指都不会动了，瘫痪了。我在主面前说：“主啊，我只要你的话。”
“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诗 39:9）我心里得安慰，得安慰。叫我
死丈夫的是你，叫我瘫痪的也是你。

感谢主，感谢主，在医院里，神恩待我，怜悯我。不流眼泪，医生护士都以为我神经
病，脑子坏了。丈夫死了三个星期，她自己到这里来还要唱，这个人不是神经病啊。
我感谢主，好多病人都要来看我，我就把我为什么不哭的事情告诉他们，我是有耶稣
安慰了我。结果在医院里，好多病人，一个一个接受主出医院了。“倪老师啊，怎么
我们信耶稣都好了出院了，怎么你信耶稣还住在医院里啊？”我说“耶稣叫我住医院，
跟你们讲耶稣的。耶稣叫我生病的，叫我生病来这是耶稣。”感谢主，感谢主，医生
都以为我神经病，好像都莫名其妙，后来我讲耶稣，医生心里也默默的知道，这是他
们信耶稣的关系。

感谢主，感谢主，我在医院里神恩待我做工作，魔鬼在家里利用我的婆婆去逼迫我的
太婆，因为我婆婆，我丈夫死了我要一起开销，节约开支啊。住在一起，我的婆婆住
在这里来，看到我太婆读经祷告，把圣经摔倒她那边，“就是你个老太婆信耶稣，我
们家里死了人什么都不搞的。就是你们外国老太婆还要唱唱唱。”哦，把赞美诗也扔
下去。

哦~哟，我在医院里，大女儿告诉我“妈妈，太婆的日子不好过啊，奶奶把她怎么
搞。。。”我只有求主，“主啊，你给我话语啊，我怎样为我婆婆祷告？怎样为我太
婆祷告？”主给我话语，在雅各书第一章里面，“你这女子中间，极美丽的，你若不
知道只管跟着羊群的脚踪走，把你的山羊羔放在牧人的帐篷旁边” （歌 1:8），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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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 我现在放不下的东西放在你牧人的帐篷旁边。我太太没有地方放，放在你牧
人的帐篷旁边。”感谢主。

这件事没有几天 我的小女儿有病 大女人嘛没办法 送到医院去看病 发高烧啊 抽筋呐
奶奶怎么说 不要去看！这个小女孩生下来，把她爸爸给克死了
现在你的妈妈在医院里 这个小孩死掉了 就是你妈妈胃好了，你不要叫她去看病，这个
小孩不死掉 你的妈妈不会好的
不让我大女儿把小妹妹送医院 结果小妹妹抽筋啊 大女儿紧张得不得了
不管怎么样，跟太太说 太太说 我没有钱 钱都在你奶奶手里，我没有办法
所以我婆婆说，不要带她看病，让她死掉算了 让她死掉算了
我大女儿实在没有办法 到第三天早晨，把小妹妹接直接送到医院里来
医院的医生抢救，这一搞 搞到最后 大女儿要我从医院里楼上下来，把小女儿接到医院
去，我来带
她说 妈妈，你不来带妹妹，没有人带啊 奶奶不叫我 小妹妹带到家里去啊 奶奶要小妹
妹死掉啊
我说 不行 不行 妈妈从医院不能把妹妹带 我说 你只有把小妹妹吊瓶吊好，热都退掉了
就去把她送到外婆家去
我跟大女儿说 女儿妈妈不告诉你 外婆也不告诉你 外公发哮喘这两天 性命很危险啊
我怎么把妹妹放进去啊
我说 只有把孩子放到外婆家去 然后我心狠狠地上医院去了
我就祷告主 说 主啊！我这个山羊羔没有地方放啊 原来我的太太 现在我的小女儿 现在
我的爸爸 主啊！我那么多的难处叫谁来抬啊？！叫谁来担当啊？
最后，我想 我只有祷告神 将妹妹带到神的仆人家里去
为他们的长辈祷告 结果我叫了车到长辈那里 他们不在 不在我要你等 等他们回来
12

FUYIN.TV

福音影视网文字服事组
微信平台： FuYinYingShiWang

一直等等等等，等到晚上 11 点钟 天也下雨了 哎呀！我等他们 神的仆人还没有回来
我求主 主啊！我不是叫人的帮助啊！ 现在爸爸妈妈不能帮着我 我的哥哥姐姐不能帮
助我 神的仆人不在 没有人能帮助我 主啊！你不帮助，谁来帮助啊！
我在马路上，上面下雨，我自己流泪 我的脸都是水啊
就在这个时候 最痛苦地（时候）神在天上讲话了
你一定要得到从上面来的能力 这是路加福音 24 章 49 节 你一定要得到从上面来的能力
我从小听道 懂啊！上面的能力就是被圣灵充满
感谢主，我就一面哭 一面回到医院里，一面祷告 我就说 主啊！我知道 上面来的能力
就是罪疚 被圣灵充满 要把我里面的污秽肮脏 所有的罪 都要倒空倒空倒空
圣灵 光照我我 13 岁重生的时候,就是神提醒我,爸爸妈妈那里不诚实，祷告不好，就是
小小的罪啊
现在已经 33 岁了，二十年了 神要我倒空 这二十年里面 你认罪认罪 认了好多的罪
呀，认什么罪？我在学校里工作 幼儿园老师 孩子们睡觉 我们要写备课本啊 我备课本，
自己要写信 都要用备课本 自己要写什么字，都是公私不分的啊
公家的东西我来用 公家的东西，小朋友的东西我来用
神就提醒我，我自己真真儿正是罪大恶极的人 圣经里说，不可偷 不可盗
偷一偷 盗一盗 抢一抢 公私不分你就是偷啊盗啊 真要叫我 主啊
你先认罪了 你要把这罪给认了 等认罪认好 你这偷盗的东西 都要回去在单位里赔上
感谢主，有神在我里面对付他说你得罪谁的，向谁认罪
人的向人认罪，神的向神认罪 在这样认罪，我三月八号 开始祷告 祷告 祷告
三月九号 三月十号，一直祷告到三月十一号
晚上我连续两天跪在被子里祷告 到三月十一号，神让我看见 我是一个大罪人 大罪人
好像一只猪，在野地里打滚 耶稣站在前面
我只在主面前祷告 主啊！我的罪好多好多啊！我在野地打滚啊！ 主啊！我不管你接受
我 不接受我 我不管你饶恕我 不饶恕我 我都要把自己滚到你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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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主！我这样在主面前，我自己看到 真正我被耶稣接纳 了
啊！被耶稣接纳！圣灵从上面降临下来，降临在我的身上 像火烧一样 我充满了喜乐平
安 主啊！你的恩典是何等大，何等大！感谢主！感谢主！
等到祷告好了以后，我就看圣经 圣经里面的话，跟以前的不一样 新的亮光
我在主面前祷告，面对面 跟主讲话 完全跟平时祷告不一样
感谢主 感谢主！ 圣灵充满以后，谢谢主 神就让我的身体好了！
我就出医院了！出医院以后，我回到家里
就是回到家里，神叫我学功课 学什么功课？学怎么使婆婆信耶稣
啊呀！这个功课很难学啦 真是主不加力量，不是圣灵的充满加力量没法胜过，
神真地恩待 我就求着神 一步一步带领我
等我稍微休息休息 我 不是又要去上班吗 上班嘛幼稚园里的老师说 方老师，你的肝不
好 就不能教小朋友了
我说 那我就不工作啊？ 对方说 有工作，给你换一个单位
给我换一个单位 到托儿所里去做这个事务性地工作
啊 我这个做事务的 工作很重很重啊
这个重的东西怎么搞 我这两个腰子不行 腰子不行到医院里去看，医生都以为我是关节
炎呐
好像不全是 等到那一天我实在再也不能再 什么动都不能动 那一天 我祷告了 我说 主
啊！我这个腰怎么办？是不是给我看一个好一点的医生？那得 去找个不能认识我的 说
我在医院里不哭的 他知道的 知道的说 咦 方老师你们再来看病？
我说哎呦张芝蓉啊，我上班了 现在我这个腰不行 给我检查检查
医生一检查 啊！你的腰子到哪里去了？怎么没有腰子的啊？！我说 我又不知道
医生再摸一摸，说看见拍片子 片子拍出来 我的两个腰子已经坠下去，坠到盆腔里面
了 我小便也小便不出来 腰子下坠下坠下坠 我的这个输尿管全部都扭曲
小便也小不出来了，要尿毒症啊！就马上开刀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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嗷呦！1963 年 3 月 开第一个腰子，把它挂上来
还不行 还不行 医生说 你这个腰子也要开。第二个腰子再开 开第二个腰子的时候我好
好祷告 我说 主啊！你给我话语 开第一个腰子的时候我没有好好祷告，现在我第二个
腰子我要你的话语 神你给我话语
神给我话语 第一次 这条路你向来没有走过 在耶稣耶稣 就是这条路你从来没有走过 第
二句话 你必被隐藏，不受口舌之害
就是感谢主 因着第二次开刀腰子，我在医院里面关了很多年了 外面搞什么运动我都
隐藏起来了 你必被隐藏 不受口舌之灾 感谢主 主给我这句话语 我后来才知道 人家外
面在搞运动 搞运动 我一天到头在医院里 两个腰子搞不好 搞不好
感谢主感谢主 在医院里，一个腰子搞不好啊 医生开刀开好，这个腰子疼啊 跟以前不
一样啊 以前就是腰再不能什么等到 两个腰子开好啊，腰疼地不得了 怎么疼啊 好像两
个腰子后来挂上来了
好像两个腰子疼起来，像两个鸡蛋再起来 哎呀 我人打滚啊 在床上打滚 好像两个腰子
挂挂挂挂 这个腰疼 后面疼疼疼，疼到前面尿道口 上面呕吐，下面要把尿 疼到 要过
夜一样的
疼到这样 疼是疼好了吧，尿是把好了吧 好了，人已经昏过去了 医生把我这样的人，
马上去拍片子 片子拍出来马上说腰子是好的 没有病的 每一次这样看，每一次这样拍
片子 腰子都是好的
最后，请上海所有的好泌尿专科专家们来看 看了最后下了一个结论 什么结论 思想有
病 丈夫死了 经济困难 六个孩子 不想上班 结了婚会好的 你说我这脸要放到哪里去啊

要说我想结婚，要说我想找一个有钱的人 啊呀，医院里面讲得好难听啊 这个人毛病查
不出来啊，想结婚啊 我在主面前 我说主啊 我在人家面前讲这个，我真正过不了啊 主
啊！你给我话语啊 神说 学生不能大过先生，仆人不能大于主人 耶稣在地上被人误会，
你也要被人误会 学学呀 学学呀
魔鬼也送思想给我 你去写一封匿名信，你去跳楼自杀 然后 让这些医生不要乱讲 我说
主啊 我识字也不识字啊，我死也要死在你手里啊 主啊！你给我开路啊 这个毛病就给
人查出来 最后，医生 我送到医院 疼得不得了 给我开刀的医生说没有办法，给我转医
院 转到精神病医院 我真的到精神病医院里了。一看好多病人啊 ，在精神病医院里面
都是跳跳蹦蹦啊 我说主啊 我这个病怎么来看啊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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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精神病医院医生就问我 说 你一个精神病人怎么来到这里挂号的啊？我说 开刀医
生叫我来的 我说医生啊！我是开刀以后，疼疼疼疼 什么都看不好 专家说我结婚会好
的 现在也是叫我到精神病医院来看 你给我看看 这个精神病专家 他说 今天你运气很好
我是专家来看病的 我告诉你 叫你开刀 叫他来我替他看病 他的病我要看 他精神有病啊
知道你没有丈夫 只有孩子 没有人给你讲话 就乱讲啊 说你思想有毛病啊 我要医他的思
想毛病！他的思想毛病我医好了以后，他再来看你的腰子毛病
你的腰子毛病我不会看 他的精神毛病我要来看 后来我说 医生啊 你给我写信 我盖一个
章
医生说不要盖章 我做精神病医生 52 年了 我不会乱讲人家 你把这张纸 不要去给这个
医生，你要 撕掉它 你要让你单位的领导来看看你 你这个病 我说医生啊 我是病
他说是手术医生把你腰子上的两个神经给开坏了 这个神经啊，它拍片子拍不出来的
感谢主，从今以后，单位里不会认为我是装出来的，就是给我去修养了 哎呀 你真是好
人哦，真不是装出来的，你不要难过哦 给我去修养
后来 给我送到中医医院 看了半年多 中医医院吃中医 针灸 推拿 搞了半年 我是 1965
年 10 月份到中医医院的 到 1966 年的 5 月份 一直在吃中药 就是本来腰子疼得不得了
一疼就吐，一疼就吐 后来不大吐了 到 1966 年 5 月 我去看病 我说医生啊 我现在不疼
了还要吐 早上不吐 中午不吐，都是晚上吃完了晚饭 也要吐一回 结果中医的医生，
年轻的医生 跟他老医生说
这个医生就跟老医生说 给他拍拍片子 这个老医生拍拍片子 看到小医生也拍拍片子
不好使， 叫这个小医生给我拍拍片子 片子拍出来 我是胃癌 他们又给我送进去了 等
到我生胃癌到 中医医院，我已经开始不能吃了
后来这个水也不能吃了 食物进去，哇吐出来 水一进去，哇也吐出来 吐了三个月
弟兄姊妹 他们要替我挂针 医生说 你有六个孩子 你这个病再开刀，要死掉了
我这个人一下子瘦到 70 斤 皮和骨头黏在一起 中医医院里说 替你开刀 就是万一死掉
这六个孩子，爸爸死了 妈妈没有了 太可怜了 所以我们不替你开刀
我一提我是家里有六个孩子的妈妈 你要等死 到家里去等死 我们给你开刀，你要死在
手术台的 就是这样回来的 6 月份，66 年的 6 月份回到家的 教会关门了 66 年了，文化
大革命开始了 奥哟，我在家里不能挂针 没有 针挂 人瘦得不得了 瘦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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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人都不能回到家里来探望，因为文化大革命 亲人要是回来探望，就是反革命那时候
就是这样，在神的恩典之下 弟兄姊妹都在家里 我的第二个孩子去买菜 人家说 老二啊，
你妈妈能吃辣不 我儿说 我妈妈不吃辣 一口 水都不能喝的 老姊妹老弟兄都在家里为
此祷告啊 方师母不能死啊 主啊！方师母不能死啊 她有六个孩子啊，她不能死啊
所以我家里六个孩子，你们都跪下来祷告 也叫我的六个孩子说 你的母亲不能死啊 爸
爸已经去了 妈妈不能去啊
就在这个环境下，主的恩典 主恩待我 我还要再讲一件事 我躺在床上 要翻身，需要四
个大孩子帮我翻 自己不能动的，躺在 床上 就在有一天晚上 我在梦里面 做梦啊 在梦
里面 我满天都在飞 满天飞 做什么事 看到哪一家 窗门关得紧紧的 在睡觉 我就唱歌
在他们门缝唱歌 唱到里面的人都醒了，我飞走了

所以，我梦里面 就是飞来飞去 飞来飞去 看到哪一家里面有人在睡觉 我就唱歌 唱到
他们都醒 到最后 飞飞飞 飞到一个地方啊不像现在 有高楼大厦 有什么瓷砖的房子啊
我梦里面呐，看到有高楼大厦 好白好白的瓷砖房子 这个房子好接近 我飞到窗门一看
哎呀里面怎么这么肮脏 里面有虫子吧 里面谁了好多好多人 哎呀这个里面怎么那么多
人这么脏啊 我要唱歌 那么好的房子，窗都关得紧紧的 我没有办法唱 飞来飞去，前面
也没有窗 没有门缝 后面又没有缝 我没有地方唱歌

后来我就飞到客厅上 这个客厅上面我看到上面有一个烟囱 我就烟囱里唱歌
烟囱里唱歌，我再飞出来 看到里面有人在动了 就是烟囱的声音也进去了，所以我就
在烟囱里唱 一直唱唱 唱到里面的人都醒了 等到里面的人醒了，我就人也就醒了。

等我人也醒过来，神的声音叫我 把这个歌记下来 不记要忘记的 哎呀我说主啊 这歌
是什么歌啊 我都忘记了 你要我写下来 我起也起不来啊 起不来怎么办呢 人家借给我一
本圣经 我就看到一支红的笔 一张小的纸 我就写了 我真怕有一天 被我主 关在门外 到
那时 再要懊悔 已经来不及
我写下来以后 我说主啊 我在梦里面唱了那么多遍的歌 怎么醒过来我唱 我一点也不
会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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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你教教我 这首歌怎么唱啊 我不会唱啊 因为从小我很多诗歌会唱 但是今天这个
歌我不会唱
我就祷告 我就祷告 祷告 祷告 我真怕有一天这首歌啊 祷告了两年 一直没有调子 那个
时候我也已经好了 能走路也已经能吃东西了 跟许多弟兄姊妹说 这首歌 让他们帮我
配乐 那个时候，有的人不知道 就把词给改掉
这个词不能少 不能加 就是 我生怕 有一天 被我主 关在门外 到那时 再要懊悔 已经来
不及 就是这几个字 到两年以后 我身体好了 有一天我在唱另外一首诗歌 调子跟这个
一样的
近主来 近主来 他在心外叩门 近主来 如他离开 永远不再来
这首诗歌，是从前神的仆人 赵世光牧师 灵粮堂里的灵粮诗歌 14 首 有的， 还有正歌
的
所以看到这个 我唱这个调子 我生怕有一天呐 我真怕有一天 这个调子 就是出来了
近主来这个调子，就是唱我真怕 近主来这首是有正歌的
我生怕 有一天 这首 你要去写正歌 我说主啊 你知道我没有文化 我不会写 耶稣责备
我 责备摩西的话责备我 谁造你的手 谁造你的身体 谁造你的人 是我神造的 你去写 我
叫你写 所以主跟我讲，我马上去写 马上去写 感谢主！ 是主叫我去写 我抄都来不及
所以这本书 352 首 就是神那天叫我的 完全写出来 感谢主 感谢主 这首诗写出来以后
好多神的仆人他们看了都很受感动 拯救了很多传道人，在主面前复兴起来 将荣耀归给
神 感谢主 我应该好了以后，过了两个月 我发心脏病了 心脏病 怎么发的 睡到半夜里
一点也不知道 抽筋抽筋抽筋 感谢主 感谢主 等到后来医院里去检查 医生就说 我的心
脏 有一半 已经完全注射了 所以我这样的身体 活到现在，是主的恩典
不是主的恩典 我这个人的心脏一半组织不动的 只有一半在动 感谢主 等到我心脏好了
以后，人家就叫我出去为主工作了 到哪里 神的恩典，叫我的孩子带我到外地 为主工
作 我的邻居 他是神的仆人 退休了，到老家去 到温岭去 到温州去 到宁波去 到舟山去
到安徽去 到江苏去 好多地方，都为主去作见证
这是为什么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我还有什么呢 直到有一次，神带我到
外地去讲道 讲道讲好了以后 我就在下面坐着 下面坐下来 人家好多人没有看见 我凳
子还没坐好 我躺在地上了 后来大家知道了 我怎么躺在地上了 后来我马上回去送医
院 我中风了 中风以后我就住医院 住医院以后，等我在医院好了些以后，我就去住敬
老院 敬老院好一点，我就回到家里 东跑西跑去做工作 有一次不小心摔跤 腰不小心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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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了 我一次一次进敬老院 现在感谢主 敬老院不住了 我现在 回到自己家里了 感谢主
我一回到自己家里 现在有很多姊妹说
方姊妹 你敬老院不住了，我回到家里 我们跟你回家里聚会好吗 我说好 我们一起来读
圣经 我们彼此劝勉互相监督 一起将荣耀归给主
我今年八十七岁 了，我是 1929 年生的 实岁是八十六岁
我对孩子们说 我家太太 八十岁是我们方家最大的人 现在我到八十六岁，比我太太还
要年老 不知道主还要我活到几岁 我将一切的荣耀 归给主 谢谢主谢谢主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