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在寻找一个关心你的朋友吗？你遇到了问题，你寻思着

谁能助你一臂之力吗？如果我告诉你，今天你能结识一个

人，你和他愉快相处，他通晓一切，而他又恰恰觉得你很

棒，你会怎么想？耶稣就是那个朋友，查阅一下他所说的

那些话，如交友，富于吸引力，成长等等，最根本的是，

如何快乐！

FROM JESUS WITH LOVE

谁
在
关
心
你
？

谁在
关心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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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爱的话语

谁在
关心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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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有时候，你是否感到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你？你是否会面临一些全
新的情形和决定，不知所措？有时候，你也许希望有一位能集良师
益友和奇迹创造者于一身的人，出现在你的身边？

好吧，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样一个人确实存在，而他或许就是你
正在苦苦寻找的好朋友。他对你的关心超出了你的想象，他知道解
决生活中问题的最佳方法。他的名字叫耶稣，他无比伟大。

他从里至外了解你，也希望你能进一步认识他。他不但完全了解
你，而且他的绝妙之处在于他有能力帮助你，使你的人生更加美
好。当你祈祷并寻求他的帮助时，当你倾听他的话语并遵从他的建
议时，他的能力就在你的人生中体现出来了。

他会给你许许多多美妙的人生建议，帮助你过得更加快乐，更容易
地去应付各类事情，正如本书中所贯穿描述的那般。希望你从中得
到无限乐趣！这本书并不能详尽阐述他所提供的帮助，但当你认识
了耶稣并开始和他交谈时，你就能挖掘出这些帮助。他会和每一位
相信他的人交谈的。虔诚地请求他和你谈话吧，相信你内心深处
所“听到”的就是他对你的谈话，他愿意和你交谈，他想帮助你！
让他给你帮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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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你想秉持本色，你想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特殊聪明的人。你
要想他人所未想，言他人所未言。你的衣著要符合你的个人品味，
你想在世上出人头地。

我也知道，当你感到你周围的人设法要你随俗时，当你感到周围的
人对你的主意、想法和感受毫无兴趣时，你的内心是多么的沮丧不
满。

你知道吗？我对你有兴趣，真的有兴趣！我把你造得与众不同，我
并没有像烘烤批发饼干那样创造你，永远没有第二个和你完全一样
的人。

我喜欢和你交谈，你可以告诉我所有你想说的事情。我是你的朋
友，我喜欢了解你的一切－－什么令你高兴，什么令你不快，你的
希望，你的梦想，你的忧虑－－所有事情。我对你感兴趣。

我没有把
你造得
跟别人

都一样！

同辈的
消极
压力

别人的
观感

饼干 饼干

饼干 饼干
饼干 饼干

这个饼干
太大，无
法放在盒
子里！

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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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嗒嗒

耶稣

你可以

告诉

我啊！

你是否需要有人来理解你，真正明了你遭遇的一切？好吧，我比你
更清楚你在遭遇的一切－－我说的是真的！

我知道你脑海中的每一个想法。虽然我知道这一切，可你仍然需要
向我表达出来，这样会使你感觉更好，更好地去了解一切。告诉我
你的想法吧！我答应我会理解你，我会倾听，会告诉你我能给予你
的帮助。

我喜欢和你交谈，你可以告诉我所有你想说的事情。我是你的朋
友，我喜欢了解你的一切－－什么令你高兴，什么令你不快，你的
希望，你的梦想，你的忧虑－－所有事情。我对你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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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毅地达到目
标，就像登山
一样。有些登
山者为了实现
冲顶的目标愿
意付出一切，
他 们 甘 愿 冒
险 ， 放 弃 所
有。

无 论 发 生 什
么，他们都下
定决心要去实
现 他 们 的 目
标。他们忍受
严寒和许多预
料或预料不到
的艰难险阻。
他们把一切安
逸抛在身后。他们会伤痕累累，甚至冒生命危险。

他们忍受了许多，因为他们想要登顶。不管多么艰难，他们都不会
忘了要实现他们的目标。要实现你的人生目标，就需要这种坚贞不
屈。你在学习和实现的过程中会遭遇很多困难，不要让这些困难停
止你的脚步，想一想登山者所忍受的一切，你要付出的牺牲也许并
没有那么多。

你一旦登顶，你一旦实现目标，就会振奋不已。你将会希望继续攀
登新的高山，实现新的目标，体验探索新境界的兴奋刺激感。

嚓嚓嚓 [吸盘]

喀
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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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糟透了吗？
今天你觉得过得不怎么好，
困难接踵而至－－平日里看
起来并不严重的小事情，可
因为你心情欠佳，今天看起
来却像是世界末日！你并不
想对别人咆哮如雷，不让人
惴惴不安；然而你却无法摆
脱你的恶劣情绪。

有这样一种说法，“你不能
让鸟儿不在你的头上飞过，

你却能让鸟儿不在你的头发里筑巢”。不幸的是，今天早上第一
只“发牢骚的小鸟”飞过你的头顶时，你却让它停下来并开始筑巢
了。现在你就陷入了发牢骚的恶性循环之中。然而你可以去挣脱这
个循环，只要你寻求我的帮助，我就一定会帮你摆脱它。

你的生活中难免会有很多障碍和烦恼，如果你让它们使你日子难
过，你自然就会觉得颓丧。有些日子会度日如年。虽然一天开始时
不顺心，可是，你不须要烦恼下去，你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扭转局
面， 变得开心起来。你为什么不从现在开始做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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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
咚！ 目标

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学习！我本来可以创造一个完美的你，让你精
通各样知识。然而，这样一来，你的人生也许就太轻易了，你的人
生就会少了很多乐趣。接受挑战，为实现你的人生目标不断拓展自
己的能力，是多么的令人激动！人生没有了目标，就会变得空洞而
毫无意义。

不要为活着而活着，日复一日，碌碌无为，或只是得过且过。在你
的生活中注入你的一切－－学业，友谊，你追求的一切才能和爱
好。如果你用心去做，你的一切都会令人满意得多。尽力去做吧，
最后的结果一定会令你感到无比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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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目杂志

101赢得

欢心之

道！

闪
闪

生
光

你这个女孩为什
么会在这个好地
方……哎哟……
我是说……你为
什么会在这个
好地方……不、
不……我说错
了……

这跟你说什么没有关系！
你可能以为，你可从一些电影中的情节，学到如何去吸引异性朋
友。千万不要轻信这些东西。一些“酷”男对一些“酷”女说了几
句很“酷”的话，就能追求得手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人可以如
此效仿而成功。

每个人都不同，对他人有效的方法未必适用于你，而我却知道什么
适用于你。你愿意听的话，我就会告诉你。 

如果你想爱别人而又被别人所爱，你可能需要去了解一些你从电影
中无法学到的东西。 

关键在于不要试图让你所喜欢的异性觉得你有多棒，要让对方觉得
你关心他/她，并觉得对方很棒，要让你的那个特别的他/她了解真
正的你，一个别人看不到的你，你的思想和你的情感，同样你也要
去了解一个真实的他/她。

再往下去你会学到更多－－了解了以上这些重要的东西，会给你一
个良好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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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像柠檬那样辛酸时……

失败者，

认命吧！

把它调为

甘甜的柠檬汁吧！

事情出错了，不要怨天尤人，或者从此郁郁不欢。要试着去找到解
决问题的办法。这并不等于要去改变一切从而如你所愿，而是说要
设法保持高兴，尽管情况往往并非如此，但要学会把坏事变成好
事－－“把柠檬变成柠檬汁”。

当你面对不喜欢的事情而积极应对时，我就会感到特别高兴。我想
让你高兴，想给你喜欢的东西，让你有个开心的环境，但这并不总
是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当你面对困难时，你要相信我，要笑对人
生，这就是对我表明你准备接受我的赐福。要知道有些赐福－－通
常是你最想得到的东西，是要靠你自己争取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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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镜 魔镜……

别令
我发
笑 ! 重新聚焦

当你照镜子，或在其他时候审视自己时，你的观
察也许是错误的。

你会觉得别人的外表，素质，活力，个性等等方
面，比起你来要好很多。可是，如果你站在一
边、让我来分析你，让我教你在哪方面需要改
变，你就会觉得放松许多。你可以终止这种塑造
自己的努力，不再为外人反复无常的意见所左
右。相反，你可以注重于哪些才是你真正需要的
东西，哪些才是你可以也应该改进的地方。

盯着我的脸，不要只顾看你自己，你对自己的感
觉会好很多，我觉得你很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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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快乐，
我就快乐

我想看到你享受自己，享受乐趣。我想看到你生活充实，开怀而
笑，享受生活中我恩赐给你的一切。生活并非枯燥无味，我创造了
一切能使你快乐的东西––––食物，音乐，游戏，体育，舞蹈，
歌唱。事实上，我创造了能让你尽情去享受的整个世界！看到你快
乐，我就快乐。

我喜欢和你同在，我喜欢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我完全不是枯燥乏
味。我喜欢分享你的快乐，并与你同行。你工作的时候，你娱乐的
时候，我永远都喜欢与你在一起。

工作有定时，娱乐有定时––两者都需要。每当你工作或娱乐时想
起我，要求我陪伴你，帮助你享受快乐时光，我就肯定你一定会享
受你的人生的。当我成为了你生活中的一部分时，你会特别开心，
一切都显得那么的完美，一切本应该那么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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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

朋友

好棒！

有朋友，令你感觉特别好。当你有一个真正关心你的好朋友时，你
会感到无比幸福。有时候朋友对你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你愿意
为了结识并保持朋友而去做一切。

赢得真正的朋友的最佳方法，是去成为一个好朋友。让别人感到你
真的关心他们，努力去发现别人的喜恶。分担别人的痛苦，分享别
人的快乐。

爱人，人亦爱你。善待人，人亦善待你。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普通，
但的确管用。

如果你愿意结交真正的朋友，不要流于表面功夫而去投其所好。要
让他人看到一个真正的你，同样，你也要对人忠实。有人在背后说
你的朋友的坏话时，不要加入进去哄笑，要维护你的朋友。那才是
真正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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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
起
来碰！

当你感到十分难受、饱受攻击时，你该如何摆脱掉这种心情呢？或
者，当你被人曲解冤枉时，你该怎么办呢？

为什么不能从篮球的落地反弹现象中，得到一点启发呢？掷球落
地……对了……球反弹起来。你也该这样。

站直了，昂首挺胸，继续玩你的，让他们瞧瞧你是有实力的。不管
发生什么，保持你的反弹力。人们越用力掷你，就反弹得越高。不
要让这些恼人的事情对你造成打击，继续玩，你会反弹起来的。

弹
起
来反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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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上门！

...丢
掉钥匙！

碰
！

咔嚓！

吼！
吠！

咆哮！

有的人行为不端，伤及无辜，而我能消除你由此而来的痛苦。我能
消除你的悲伤，怨恨和火气等不好的感受。我能将它们束之高阁，
帮你扔掉开启它们的钥匙。

你也许觉得那样不公平，有人伤害了你，而你却要忘掉这些不快？
我知道你不可能完全忘掉，但你可以将其锁起来，不让它渗入你的
内心和脑海中，使你烦恼。

我想把坏事变成好事，我想锁死坏事，而你必须是那个扔掉钥匙的
人。你必须是那个能决定继续过活、重新快乐的人。你必须相信我
在每个人生活中做工，相信我能教会人们真正需要了解的东西。你
能做到吗？好吧，让我们继续过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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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将来感到
困惑吗？

我为你创造了特殊的命运。我知道你较难想象这一点，因为你有时
候感到自己毫无价值，愚笨不堪，懵懵无知，甚至有点离经荒诞。
但抱着希望啊！ 

你要有耐心，要找对你人生的坐标。人生就好比是搭积木，你有耐
心搭，一片一片地，图案就会慢慢成形。
我要帮助你来搭人生的积木，我特地为你设计了图案，从点滴做
起，逐渐汇拢，有朝一日就成型了。不仅如此，你还会为你所完成
的美丽图案而倍感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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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羞
你

哈！

哈！

哈！

人人欢迎的人

这个 

那个
哇！

厉害！

你有时候是否觉得很孤独，即使在一个满是人的房间里也有这样的
感觉，好像你和周围的人都格格不入？你是否感到难为情，总是说
错话，做错事？你看见别人很受欢迎，很能逗人开心，似乎总能成
为别人注意的焦点，而你却躲在角落里不为人注意，这时候你是否
很难受呢？

你不用永远躲在角落里，你有法子去补救。即使你感到害羞，你也
不要表现得很害羞。你可以表现得很有人缘和外向，最终你会变得
自然是这样。你要有一点点勇气，不要害怕失败多少次。

当你做一件你不熟悉的事情时，你自然会犯错。起初你的话可能听
来有点笨拙，但你仍能够为你说了什么而感到自豪。试着去称赞别
人，如果你同意别人的讲话，你要给予称赞，这是一个开始。你不
会一夜之间就成为聚会的中心，可你能结识朋友。保持这种尝试，
不要让一些小挫折停止你这样去做，打消放弃的念头，别折回你原
来那个渺小的个人世界。这个法子很有效！相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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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钟爱的
不要看

着我！

任何错

误…都是

我犯的!

一团糟
完美无缺──这就是我看到的你。你会说“哎，别胡扯了，我是这
么一团糟。”是的，你一团糟，但你糟得很完美。我爱一团糟的
人，他们很容易为我所爱和一起工作。我看着你，看到你完美无
缺，因为我可以看到你最终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即使你现在觉得自己糟透了，我却能看到你以后的所有成就。但我
仍然爱你现在的样子，为你骄傲。有时你可能觉得自己是一根野
草，但你实在是我的向日葵，你在茁壮成长，变得愈发美丽，愈发
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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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掉
尺子
吧！

你有没有用一把尺子去比较每个人？谁个子更高，谁个子较矮，谁
比较肥，谁比较苗条，谁更漂亮，更英俊，谁跑得更快，谁身体更
结实？人与人之间有那么多的不同，你有那么多东西可以去量度和
比较。

接着你把自己和别人进行比较。“他们比我更聪明吗？”“他们是
不是比我好看？”“别人喜欢他们是否胜过喜欢我？”这样比来比
去可不是个好办法，它使人颓丧，使人对自己以及对我所塑造出来
的你自己，感到心灰意冷。

我认为你很棒！我不想去改变你的任何一处。当然你的一生中一定
会有所改变，但我不会望着你并去想到，“啊，我本应该让你有不
同颜色的头发，不同轮廓的脸蛋”。绝对不会！

我也不想让你和别人攀比，我想让你学会对你现在的样子感到高
兴。当你不再和别人攀比时，你就有机会去发现你身上很酷的特别
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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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一里
哎哟！ 哟！

呀！
好痛！

啊！
哎哟！

不行！

我祈求上帝
赐 予 我 慈
悲的心就好
了！

你可能听说过“穿别人的鞋走一里路”的外国格言。你有没有试过
穿别人的鞋走路？如果试过，你会发现那样很不舒服。当你能设身
处地地感受他人的际遇，你就会学会和人相处的最大秘诀之一。当
你发现自己无法与人融洽相处时，也许就是因为你没有在实际行动
中运用这一原则。

试想一下穿别人的厚重而肥大的鞋子去登山的情景，或是穿别人的
小于你的尺码的鞋去赛跑的情景？

当你与人相处不快时，想一下他们当时的感受和处境，那将有助于
你去感激和理解别人，并且去友好而体谅地对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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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糟透了
的感觉

扑
通

！

扑
通

！

谦虚
歉意

嘶嘶………

当你说了、做了你认为不该说或不该做的事情时，你的感觉很差，
是吧？我让你有那样的感觉是有道理的，这是你内心自发的下意识
反应。那正如你吃错东西而感觉不好、甚至得病时，你会有的同样
反应。你内心感受不好时，你生气时，你感到你正在做或已经做了
不友好的事时，你就会感到不安或难过。

我不想让你每次犯错时，都感到低沉或难过。但有时候我确实想让
你感觉不爽，这样你就不会再去做和说那些伤害他人的事情。我想
让你愿意去做你能做的，去弥补过
错、把事情搞好，即便你的原意并不
想犯错，或者你认为自己不该是唯一
受到责备的人。

态度谦虚，表达歉意，这对你来讲也
许难以做到。但请相信我，这样会使
你从糟糕的感觉中很快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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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你的
世界扑通！

你难道愿意生活在一个从无阳光的地方，一个布满乌云，天色昏
暗，人们整天抱怨，从无开心可言的地方吗？或者你是否愿意生活
在美好的，阳光明媚的，凉风习习的，人们安居乐业，充满笑声，
生活殷实的地方吗？

相信与否，这个选择权完全取决于你自己，因为我给予了你充分的
自由，去选择你所要生活的世界。事实上，你一直在进行着选择。
每当你负面地看待事物时，或采取批评的态度，你就正在步入那个
灰暗的负面世界中，那儿的一切似乎总是在出错的。

但是，每当你选择了积极的态度，对事物充满希望时，就好比你已
经决定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明媚幸福的地方，无论发生
什么，那里的一切都会安然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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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科档案

姓名：史早霖  “笨蛋”

地址：管它的！

指纹

不负责任

游手好闲

不要信

任他！

懒惰

年轻人

不
酷

！

（备注：手很脏）
失

败
者

无
假
释

判决：坏人

定罪：终生与社会格格不入！！

觉得

你是否感到你
被冠以这样
的标识:“懒
惰！”“不负
责任！”或者
是“不可信
赖！”？更糟
糕的是，你可
能觉得上面
写到“失败
者！”或者
是“坏蛋！”
因为别人就是
这样看待你的。也许他们只是视你为“年轻人”，但那也够差劲的
了。有人因为误听了一些谣言，或者因为你犯错一次，又或者仅仅
因为他们对你这样年纪的人抱有成见，就错误地对你下结论，不信
任你。

你自然会想到，“如果别人早已经对我有成见，我再尝试努力也没
有用。”不要这样接受你的“命运”，只要你决心证明，就能证实
自己是个才人。你身上的标签开始时不一定会被撕掉，如果某段时
期你的名声不好，你可能需要时间、并多做尝试，才能赢得别人的
信任。但是如果你的言行跟以前不同，最终别人会接纳你，那些标
签会永远被撕掉。

被贴上了标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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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众不同

你想要超酷吗？想与众不同吗？想在岁月的长河中留下你独特的足
迹吗？你厌倦了仅为满足别人的期望而活着吗？我赞同你的做法！
我喜欢与众不同的人，我不会塑造出完全相同的两样东西。世界上
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雪花，没有完全相同的一双眼睛，没有完全相
同的两个指纹。

但我得告诉你，假如你真想与众不同，你就必须有一些与众不同而
有意义的素质。最能体现你与众不同的不是你穿的什么衣服，留的
什么发型，而是你能鼓足勇气表达出你独特的思想和行为。请看一
下圣经中我的话语，首先查一下福音，你就会知道“与众不同”的
真正含义。我在走的方向，有别常人，并且好得多！照我的方式做
事，你肯定能从茫茫人海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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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 会

争吵让人不快，当你被人误解时，你和他人都很难心平气和。今后
你和你的兄弟姐妹，你的朋友父母或其他任何人不和时，试一下下
面几条建议：

 要冷静，不要气恼。从一到十默数，然后才说出该说的话。

 尽量平静地把话讲出来，表达你的感受，解释你的立场。

 倾听对方的话，不要打断别人，试着去理解别人的感受。

 双方同意把不快的事件放在脑后。

听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果你尝试，我保证我会帮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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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绪化的

海洋中！

为何只要存活而已？

我们可以乘风破浪呢！

你是否觉得比以往更加喜怒无常？你是否经常感到自己在情绪化的
海洋中反复挣扎，有时几乎要沉没了？

你人生的这一阶段正经历着许多变化，你自身及周围发生的一切，
你以前从未经历过。有时候，你发现自己突然发无名火，这就是人
生的一部分，成长的一部分，学习了解你自己的一部分。

但你不要害怕，你的救生员就在眼
前！呼唤我吧，我就会跳进水里救
你，防止你下沉。我会教你如何浮在
水面上，我甚至还将教会你如何乘风
破浪。当浪潮拍打推涌你时，它们看
起来非常可怕；但你能学会如何驾驭
浪潮，不让它们控制你，立于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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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绪化的

海洋中！

简单，真诚，发自内心！
素珍，你的头发
看来… 很漂亮！ 谢谢，

小强

什么？ 什么？

你被人称赞时，你会心存感激，是吗？但你不会轻易说出感激之
词，对吧？要称赞别人时，你觉得难以启齿，你也不会考虑这么去
做。你觉得如果你这样说，你会担心听起来很粗俗，别人不会感谢
你，甚至还会误解你。

想想别人称赞你的时候吧，有多少次你觉得是粗俗的？即使你有这
样的想法，你难道不为有人注意到你，喜欢你的某些方面，而感觉
良好吗？当你称赞别人时，他们也同样会感觉良好。

你大可不必费尽心机，去说一些堂皇或如诗歌一般的话。“简单，
真诚，发自内心”，是称赞他人的宗旨。某人某天看起来很漂亮，
就告诉她吧。你和你的朋友、父母、兄弟姐妹相处很开心，就马上
告诉他们吧！试试看，你会喜欢的，他们也会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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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
世界

叮！

叮！

叮！

叮！

叮！叮！

叮！

叮！
叮！

叮！

有时候挺难做到面带笑容。你是否感到你心情不好时还要强作笑
颜，会显得很虚假？你是否觉得表现得硬心肠和冷淡，会让你看起
来很酷或很性感？

笑是很有力的工具，笑点亮了黑暗的世界。笑具有创造性的能量，
笑具有感染力。即使你的笑只是为了逗别人开心，你自己也会为此
而开心的。

愁眉苦脸，反过来说也很有力量。拉长的脸不仅使你感到很压抑，
同样也让别人感到很难过。
即使你不能一直保持高兴和快乐，但只要你决定不论你心情如何，
你都会面带笑容，我保证你马上就会有良好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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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网 卡嚓！

虚拟世界，因特网，移动电脑，以及所有高科技玩意──世界的变
化日新月异，令人叹绝！

比这些更令人叹绝的，是天国的科技。我能让你使用非凡的通讯系
统，连接到凡尘之外。通过祈祷，你不仅能在国与国之间进行交
流，更能在不同灵性领域中进行交流！无论何时，只要你想，你就
能和我，你的灵性王国进行沟通。解调器和卫星传输是无法做到这
点的。

天国的交流不是抽象的，而是真实的！人类的发明永远都无法追得
上它。如果你愿意体验宇宙中最大的突破之一，你就登录吧──不
是因特网，而是圣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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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情
享受吧！

我喜欢派对，我认为派对很美好。我想加入你的派对。若你想在派
对中尽情享乐，我会给你一点启示：有些人很不幸，在派对中会感
觉不好，因为他们担心太多──他们的外表，是否被人关注，谁关
注，别人的言行外表是否更酷等等。这些担心真的让人不爽，无法
享受。

要获得快乐的秘诀，在于多为他人着想，如何去使他人感到快乐，
如何帮助他人获得快乐时光。加入他们，告诉自己你将获得一段快
乐时光，你将能和每个人分享快乐。如果你能这样做，你就将成为
派对中很酷的人物，你将使你及派对中的每一个人，都感觉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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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情
享受吧！

别听信卑鄙鬼！
看招！

碰！
哎呀！

我有很多话要告诉你，但首先，我想直截了当地说：我爱你！你相
信吗？你及你的爱对我来说，就是整个世界。我的天父是如此热爱
世人，他以我──他的儿子，来换得他们。对我而言，你就是世
界，我的天父和我都认为你值得我去舍命获取，至今我仍然这样深
信不疑。你和月亮、星星、太阳等值，你的每一点、每一滴，对我
都是那么宝贵。然而，是谁那么卑鄙，说你没有价值？他在哪？让
他露一下真面目！原来就是那卑鄙鬼，奸狡之徒，谎言连篇者──
魔鬼！他自以为他的话很管用；但他的话毫无威力，毫无能量，除
非你去轻信他的话。

别聆听或相信魔鬼，因为他并不爱你。请听信我和我的话，我是关
心你，帮助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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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你是谁，你将成为谁？这很多方面取决于你本人。人生有很多种可
能，但要实现这些可能，掌握在你自己手里，取决于你每天所做的
各种决定。

良好的选择就如同你播下的种子，会逐渐萌芽，长成小树苗，然后
变为大树。红松树能长成参天大树，也是从小小的种子生长而成。
你所做的选择，有超越目前的长远影响。

你有时很难知道自己所做的决定是否正确，但如果你来问我，我就
会告诉你什么是最好的选择。当你做正确的选择，你就选择了正确
的人生，选择了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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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

鸟瞰一切
当你觉得自己陷入泥潭
中，是否希望能有一双
翅膀，像鸟一样飞翔？
你要知道你能，乘着祈
祷的翅膀，你能展翅高
飞，飞离所有的混乱，
困难和疑惧。

你不可能摆脱所有的困难，但你能凌驾于困难之
上，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些困难。你能鸟瞰一
切，就如同在飞机上俯瞰，下面的一切东西都是
那么渺小，几乎毫不起眼。我能赐给你灵里的翅
膀，带你飞越一切困难，助你从正确的角度审视
这些困难。

今后当你遇到更大的混乱，感到困惑，或者事情
不顺利时，不要灰心生气，不要一蹶不振，要
振作精神！花点时间保持安静，祈祷，你将会超
脱一切。飞到我这里来，远远飞越所有困难和干
扰，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丽，安静而祥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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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克力！

人生
好比
一盒

吃我 吃我 吃我

好吃！

哽

啅啅

吭
吭
吭
吭

嗯！嗯！

嗯！

你的人生好比一个礼品盒，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巧克力。每块巧
克力都是个独特的人生经历，你并不知道你将会尝到什么味道，直
到你吃到了每块巧克力为止。

有些巧克力很软很滑，易于入口──轻松幸福的时光。有些则很难
嚼──那就是困难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的。

别担心礼品盒里装的是什么巧克力，也别因为老是想着下一块巧克
力的味道，而忘了享受你口里吃着的那块。期待我给你的所有巧克
力，因为它们都是那么好吃！我给了你礼品盒，所以我应该知道它
们都很好吃。

你最终会发现的，你会喜欢的，即使有一些吃起来味道不寻常，或
者一开始很难嚼。我爱你，我愿意并计划让你的人生充满美好的东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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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度
这时期

你正处在从儿提到成人的转型时期，设想着什么时候能走出原来的
世界，而步入下一个世界。这种时候是很微妙的，你不断调整自
己。你的人生中似乎总是充斥着矛盾，你的脑海中不断涌现出新的
想法，你的身体内持续产生新的激素，可能你的脸上也会长出令人
尴尬的青春期的痕迹。

别担心，你会没事的。这些令你经常感到尴尬不安的时刻，会让你
成为一个更棒的人。你正在成长，所以不要因为你在镜中所见的，
不是你希望看到的你自己，就感觉不爽。人生中的这个奇怪阶段，
看起来似乎很长，其实不久就会成为过去。

我要你记住一句话，它能使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那就是：内在的
力量比外在的力量更重要。好好想一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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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并没有真正体会到我是多么关心你，对吧？直到我们面对面之
前，你永不会知道我有多么爱你。现在，我只能在每天常常向你传
达一些隐密信息，并为此感到满足。你要多加留意，去体会这是我
给你的信息，否则你会错过它们的。

我会通过一次朋友的电话或来信，向你表达我对你的爱。我会在一
次绚丽的日落之中，向你表达我对你的爱。我会通过你仰慕的人对
你的感激之辞，或给你的赞许，来让你感受到我对你的爱。甚至，
我会通过你因听到的笑话，看过的有趣的电影而引发的笑声中，来
表达我对你的爱。

这些就是我给你的隐密信息的提示。你要睁大双眼，我会向你表达
更多。不久你会收到更多的来自于我──最秘密仰慕你的人的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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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我
如何令

我们两人都
快乐！

说：“谢谢你，耶稣，因为    （填上空白）！”
再说一篇！
重复第1，2和3点。

有助提示：你完全不想这么做时去做，
就最有效！

进一步的解释

你要心怀感激之情，告诉我佳肴的可口，音乐的动听，景色的美
丽，以及对你良好体魄的感谢，要认识到这些都是我赐给你的礼
物。这样做的主要作用在于：它能使你更快乐，也能使我更快乐，
而其结果将促使我想赐给你更多的礼物。

对美好的事物心怀感激，会使你的生活充满阳光。我想让你知道我
是多么的慷慨，我是多么愿意赐与你一切。你感激我的恩赐，我才
会赐与你更多，这是一条属灵的法则。也许我赐与你的并非是你真
正希望的，但你可以肯定那不是因为我的吝啬，只是因为我有更好
的东西要给你，特别是当我知道你感激我对你的恩赐时，我就会一
直赐给你那些美好的东西，你完全可以期待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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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真实的？

你会收到方方面面的信息，你很难去鉴别哪些是真实的，哪些信息
可以相信，哪些人可以信赖。你四处所接触到的东西，如新闻媒
介，电影书刊，因特网等，你所听到的，看到的，会使你对很多事
情深感困惑。有一天你会被告知某件事情会令你快乐，或者这样那
样的事情是最酷的，然而第二天你又被告知是完全相反的东西。只
有我才知道什么才是真实的，我才能真正看清事情的真相。你询问
我，我就会对你透露。

我能给予你智慧和分辨力，有了这样的属灵恩赐，你将能够洞察他
人和周边环境及舆论，就能辨别好坏对错和真伪。这两个恩赐能使
你更加聪明，比你在课堂及课本中学到的好得多，帮助你在人生中
大为进步。这就是我恩赐给你的，尽管问我索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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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哟！

好吧！

我会试试看。

真要命！
如何适当饮食，

睡眠和
锻炼

请教你的美容顾问

有时候你会听到一个声音，指出你身体不优秀的地方，敦促你采取
大动作去改变自己。那是来自魔鬼的邪恶声音，他想让你日子悲
惨。

你知道一些名人是如何花大把钱给他们的美容健身顾问的吗？顾问
告诉他们要如何护理他们的肌肤头发，做些什么锻炼，吃些什么食
物等内容。我愿意成为你的私人美容顾问，我能告诉你如何最好地
护理你的身体，保养你的容颜；而这些事丝毫不会损害你。

如果你正在寻找瘦身的最佳食物，或适合你的锻炼项目，那就问我
吧。我会告诉你哪些有益，哪些无效益。我甚至会无偿地给你提供
专门、个人的建议！向我索取吧。

我爱你，希望你健康快乐，我也希望你对自己感到满意。



40

小强，
 谢谢你
  告诉我。

朋友加的伤痕
圣经说，“朋友加的伤痕出于忠诚”* 什么？朋友会伤害你？难道
那还是美好和忠诚的吗？

是的，真正的朋友会如实告诉一个真实的你，尽管这会对你造成伤
害。假如你正在做或已经做了无情或不聪明的举动，朋友会劝你停
下来──也许当时的你并不乐意，也许你会感到他们妨碍了你。但
是，只要你停下来想一想，你就会认识到他们是对的，你会乐意听
他们的话。而你也应该这样去对待你的朋友。

做一个真正的朋友，告诉你的朋友他们需要听什么，你也许就会帮
助你的朋友脱离很多麻烦。也许在某些场合下站出来这样说，你会
很痛苦，但只要是对的，就应该去做。有朝一日他们会感谢你的，
会认为你是一个忠诚的朋友，即使你确实不得不“伤害”他们。
*（箴言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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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朋友

他很伟大，是吗？他不知从哪里进入了你的人生，使你觉得自己很
特别。他理解你，他关心你的喜怒哀乐，你的一言一行，他表明你
是重要的。

但是事情发生了变化，他走了，远离了你。你想念他，你想念那些
快乐日子，你在想是否还可以重温这一切。能，你能重温。

世界上还有其他人需要你，看重你的爱和你的友谊。也许这与旧的
友谊不一样，但结识新的朋友，会让你发现许多新的乐趣。你仍然
会想念你最好的朋友，但你不会那么孤独。

有一天我会带给你非常特殊的人，他会以全新的方式让你重新体会
到我是多么爱你。同时，你的每一段友谊都显示了我对你的爱。 

只要你伸出友谊和关爱之手，你就能满足别人的需求，进而改善你
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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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毁球有球

必应！
从早到晚，随时叫我

困惑如同一堵高墙，起初只有几块砖的高度，但随着你脑子里的疑
问及困扰越积越多，砖块就会越堆越高，直到垒成一堵高墙，阻挡
了你的视线和思维。

要摆脱这堵困惑的高墙，那就通过祈祷来跟我通电吧：“耶稣，请
从我脑海里清除这些困惑吧，你能不能帮我拆毁这堵高墙呢？”

当我听到你的呼唤时，我会迅速给你答复，我会用我的拆毁球去摧
毁这堵墙，把它夷为平地。当我的拆毁球首次击中墙时，一缕光线
会穿墙而过，你将从围困你的高墙中看到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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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早到晚，随时叫我

数不尽
的问题

啃啃

有时候你对你的人生有大大的问号，对所有事情都心存疑虑。人生
为了什么？人为什么活着？人为什么要爱？为什么要学习？为什么
要去追求事物？到底为什么？

我能为你的每个问号加上句号或感叹号，我能解释并且回答一切问
题。

我不会马上给你的所有的问号划上句号，这需要时间。你现在不必
去知道所有的答案，这对你是有好处的。这是人生的一部分，它教
会你要有耐心，要有信心。

我会马上回答你的有些问题，有些问题我暂时不会回答。但我答应
你，我会搜集你的所有疑问，有朝一日我们会一起坐下来好好谈
谈。我会把你过去的一切问号都一个个加上句号和感叹号──每个
问题都有完美的答案，我会给每一个为什么都给出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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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化

人的外表和真爱并无关联。你是否注意到有的人你认为很漂亮或英
俊，却与一些一开始看起来很平庸的人相爱？那是因为讲到真正的
爱，聪明的人会选择那些有内涵的和有深度的人，认为那些人具有
内在美──无私，关怀，成熟并充满爱。

如果某人内心空虚，肤浅，那么即使
他徒有其表，他的路也不会走得很
远。英俊或漂亮的人容易引人注目，
而第一印象往往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但是一旦人们真的了解了你，这种第
二印象会更持久。俊美的外貌会逐渐
消逝，但内在的美丽则会永存。

即使你并不具备英俊或美丽的外表，
但你的确能保持内心的美丽，那才是
最重要的。

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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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全平衡

有些人的人生似乎总是很顺利，你很自然会和他们进行比较，你会
注意到他们似乎过得比你容易很多。

关键是“似乎”，事实总是和“似乎”不同。有些人看起来似乎生
活完美，但他们也经历过低潮，或者即将碰到低谷，或者可能他们
正在经历表面上看不出来的低潮。也许他们的处境看起来不错，但
他们内心正在和你所无法想象的痛苦搏斗。也许他们看到你而觉得
你事事得心应手，在你的生活中有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而他们却
不知道你每晚抱枕而泣。 

我不会做任何不仁不义的事情，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平衡的──快乐
悲伤，好和坏，它们不会同时光临，但假以时日，一切都会来到，
不在今生，便在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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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很容易去批评那些迟钝怪异，与你截然不同的人。但是，老是有
批评的想法会产生批评之词，你就会表达出苛刻和不友好的意思。
即使你以前喜欢这个人，你的言语也会导致你产生更批判的想法，
一直到你最终讨厌他为止。你偶尔也会想，“我为什么会不喜欢那
个人？他并不那么坏呀！”但一旦当你批评他人，你就很难去打破
这个坏习惯了。

你是否愿意知道，如何重新开始把别人往好的方面去想呢？首先，
记住他是我的一个孩子，我爱我的孩子。我看到他们偷偷抹泪，看
到他们的孤单，看到他们渴望被人接纳。

然后，试着记录下你认为的和你看到的他的优点。每当你看到他的
仁心善举，或值得钦佩的事，就记录下来。你可以同时记录几个
人，看到好事就记录下来，这将大大有助于你和那些“难处”之人
相处。

留心他们的善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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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统治一切！

有些人会想，上帝的大能在哪里？让我来告诉你吧。风暴来临时，
你走出户外，进入庭院，来到运动场上，或者去沙滩上。感觉到风
刮在你脸上的感觉了吗？那就是我的大能。当我在风暴之中展露我
的容颜时，人类只能紧闭门窗，震襟危坐，静等风暴的过去。

你是否去过岩石海滩，观察到惊涛拍岸？那就是我的大能。你见过
人的冲浪吗？他的技术也许很好，但想想海浪的威力吧，那就是我
的大能。你见过风暴过后，太阳穿透乌云而发出绚丽的光芒吗？那
就是我的大能。

想想看，假如我撤除了我的能量，世界将会是怎么样呢？想想看，
只要我撤除空气，太阳，水，陆地，以及人类生活所仰仗的一切一
会儿，那时你会毫无疑问地知道，是谁在掌控着万物。

我在统治一切！我是上帝！我的大能无处不在！我的大能真真切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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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
而已…

…  求求你！

我知道，你看到
那些男孩子为美
女神魂颠倒，自
己却完全被人遗
忘，你会觉得多
么的痛苦。

你想，我真希望
自 己 有 一 次 机
会，能被男孩子
追求。我有什么
不妥呢？

你绝无不妥！你
是 我 的 完 美 杰
作，你是等待挖掘的宝藏。你知道吗？有时候这需要时间，想想
看，你有大把时间去找到如意郎君，这急不得。

你为何不祈祷，请求我赐给你一个伴侣呢？一旦你祈祷了，你就知
道他已在途上。当然，那不是说你能马上找到他；假以时日，你一
定能找到他。因为你信任我，所以你的人生将按照我的安排。我的
安排总是最好的。我确实为你安排了一个真命天子，我会在我适当
的时间，带他到你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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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无隔

咯
叻

！！！

你喜欢拼图游
戏吗？你喜欢
猜谜语吗？你
喜欢在迷宫里
游玩吗？看看
你周围那些令
人头昏目眩的
伟大设计──
你所处的这个
纷繁复杂的大
千世界。

人类花了数千
年的时间，才
发 现 和 理 解
最简单的生命
体，和最简单
的生物细胞的自然循环现象。科学家总是说他们找到了各种问题的关键
所在，他们现在甚至找出如何复制人类的细胞。但是，世界上仍有那么
多事情，人类是无法解释的。

生命是我所创造的最神奇的东西，人类永远无法完全理解它。人类可以
在实验室内培养这个那个，但他们永远也不能够把生命的气息吹进人体
内。生命的气息使人从一堆复杂的化学物质，变成了带灵魂的生命体！

我创造了的万物，完美地展现了我永不枯竭的智慧！你所见所闻的一
切，只是我的威力和才能的一丁点，因为我能创造的是无穷无尽的，我
的威力是广大无边的。

宇宙的奥妙永远让人类惊叹，让人类振奋！

令
人

目昏头
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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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将来

真糟糕！

你会注意到你周围的一些人──你的父母和他们的朋友，开始衰老
了。你看到他们的活力减弱，病痛增加。你会想到有一天你会变得
和他们一样衰老，你会感到有点害怕。你不必太过担心你的衰老，
你尽可以去做些事情，让自己保持健康和强壮。

记住，你的健康有点像穿梭镖的原理。你飞出一个镖，镖会原路折
回到你这儿。你年轻时候怎样对待你的身体，等到你老了，身体就
会怎样对待你。

如果你饮食合理，起居正常，运动适当，你患“衰老综合症状”的
机率会平缓很多，会比你想象的要晚。这会比你想，“谁在乎呢？
我做什么并不要紧，我还年轻，身强体壮”好得多。你现在身强体
壮，但你不可能永远如此。但是，只要你做有益身心的事情，你的
身体将会长久地保持强健。给你的身体真正所需要的，你的身体会
一年年地为你效劳，你会容光焕发，身心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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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用
科技这是个轮子！

哇！
真厉害！

呖呖 
我们是神明！

嗒 嗒  嗒

哇！
真厉害！

我们是神明！

这是个12万兆赫的手表 

轰轰 
哔哔

我从天堂俯视人间，看到人们迷恋于计算机，因特网及其它新奇的
科技玩意，我不禁哑口而笑！和我的灵性世界中的先进科技相比，
那些东西只能算是原始的工具。

世上许多人选择去崇拜东西和设计这些东西的人。假如世人只崇拜
我，尊崇我的力量，我就将为他们解开整个宇宙的秘密。然而由于
很多人离我而去，我无法向他们展示自然界中我的神秘的力量所
在，因为他们会用这些知识去从事伤害屠杀和破坏。

有一天我会重返地球，清理地球，我会建立我的科技，取代那些破
坏性的发明。我的科技远远超出了智能有限的人类的想象，我的天
堂信息中心比起最先进强大的计算机，要先进千万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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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心！  

危险网在前头

因特网上充斥了许多有趣而有用的信息，但同时也充满了危险，这
的确是一个危险复杂的“网络”。如同蜘蛛网一般，会网住很多
人。如果你不小心，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就会掉进陷阱里，被它
裹住，最后被吞噬掉。

你沉浸于网上，耗尽你大量的思维和时间。你上网没什么大问题，
但这若开始排挤你人生中更重要的东西，比如你的朋友和家庭，你
会因此面临麻烦。

另外值得注意的就是，许多传递给你的据说是真理和事实的信息，
其实是无用的。你必须学会小心翼翼，谨慎从事，学会辨别真伪，
否则你就会被人误导。你不能尽信你所见所闻的一切，无法相信你
所认识的每个人，在网络上这一点比以往更加真切。

寻求我的帮助，让你更聪明地在纷繁复杂的网络上航行吧。我能指
出什么是真实的，有价值的，什么有潜在的危险，会搞乱你心智，
需要加以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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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情发挥你的心思

有时你的脑海中会如同电影快进一样，浮现出一些想法和景象。它
们从何而来？又往何处去？它们的目的何在？

很多时候你感到压抑，原因在于你调入了极烂的灵性频道之中。然
而，你可以用我给与你的思维力量，去抗击它的攻击。你可以去思
考一些有趣好玩的东西，一些能让你开心的事情。回忆一下你经历
过的美好时光，或者思考你希望为别人做的鼓舞他们的事情。你要
运用思维的力量去改变你的感受。积极思想的力量，能振奋你的
心，帮助你摆脱你的低迷，它的作用很神奇！

那是你的思维，你能管治它，运用它，引导它，磨练它，用它去瞄
准目标。你能掌握它，教导它，尽情发挥它！



54

接 受纠 正
难

受
的

爱

啪
啪

特
特

啪
啪

特
特

绊倒！

啪啦

起来吧！

倒地
不起吧！

要指出你的错误并不容易做到，没人喜欢那样去
做。但是，我有这样的建议：接受别人对你的
指正，从中吸取教训，然后继续前进。勇于负责
的人就要敢于直面失败，不要一蹶不振，倒地不
起！

坦然面对失败，吸取教训，继续前进，可以做到吗？

若你能从失败中学到什
么，说声对不起，接着
继续努力，最终，也许
就是再下一次，你就会
成功。别人会以你为
荣，你也能以己为荣。

然而不要总是在期待别
人会以你为荣，相反，
你要知道我以你为荣
──并不是因为你做对
了所有的事情，而是因
为你从错误中学到了东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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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无极限!
蹦极跳，徒手
攀岩，高空跳
伞──所有这
类极限运动，
都 无 法 与 天
堂中等待你的
极限运动相媲
美。在那儿，
你将拥有一幅
崭新的体魄。
想象一下你所
能想得到的最
刺激，最危险
而又最令人亢
奋的体验，这
都无法和你在天堂中所能体验到的极限运动相提并论。

此刻在人间，你得小心，你的身体无法免除伤害和痛苦。但在天堂
里，没有危险，没有痛苦。在那里再也没有比“永无极限”这一说
法更真实的了。

在人间，你的历险受制于地理条件──山脉，海洋，沙漠──和你
的有限设备等等。但在我的王国里，你能到遥远的星球中心去探
索，你能在海啸发生时去冲浪，您能收缩身子，钻入任何你想进去
探索的物体内部，你能从物理上讲起来是不可能的高度玩蹦极，你
也能坐橡皮艇从尼亚加拉或维多利亚大瀑布飞流直下。

当然，你现在不能出去做这些刺激的事情，你会受重伤的。但在天
堂里，永远不缺激动人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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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接下来呢？
也许本书中你读到的一些东西，听起来美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如果
你本人尚未接受过耶稣，想知道该如何这么做，那很简单，要认识
耶稣，上帝的儿子，与他做好朋友，并获得他答应你的所有东西，
你所要做的就是请求他进入你的内心和生活。

在圣经中耶稣讲道，“看哪，我站在[你心]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
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启示录3：20）你只要说出
以下几句祈祷或类似的话，你就为他打开了这扇门：

亲爱的耶稣，感谢你为我而死，使我得以永生。请原谅我的一切过
错和不善之举，帮助我做得更好。我需要你为我而准备的幸福人
生，在今生，将来在天堂里。我打开了我的心灵之门，请求你，耶
稣的进入。谢谢你听见并回答我的祈祷。阿门。

一旦你让耶稣进入了你的内心，他就是你终身的朋友，他绝不会背
弃你。

WC-S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