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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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在2012年9月2日讲了这篇道，正是在鲍勃死于胰腺癌前的两个月，然后主把他带入
了荣耀之中。
让我们再次祷告。 哦，主，你做了什么？ 你做了什么？你做了什么？ 差派了你的儿子來
为罪人而死，来赎回，来拯救堕落的人。 你做了什么，主， 我们今天才可以在这里歌唱
赞美你， 我们曾经好像迷羊走自己的路， 我们曾经述说自己的赞美。 主，当我们还不在
乎、不明白、不理睬. . . 不理睬你，不理会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 . . 当我们还无知，当我
们与你远离时. . . 主啊！ 你做了什么， 为了除去罪，你竟把自己献上？ 你做了什么， 你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被挂在那棵树上. . . 使我们可以向罪死，而在义上活。 你做了什
么？ 你做了什么，竟然为我们牺牲？ 这个早上我们要呼喊：得赦免其过， 遮盖其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蒙神算为义、而不是靠自己的功德的人，是多么有福啊！ 你做了什么，
主，你在我们之前走， 前面走，为我们开了一条通往至圣之路， 开了一条路，主，使我
们能够， 使我们能与你在一起。 这些奥秘，主，我们看见， 这些奥秘我们朦胧的看见，
我们真的看见。 主，我们很喜乐能与你在一边。 我们很高兴，主，能成为属你的子民。
我感谢你，天父，为圣徒中得的基业，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我为这些亲爱的、神的圣徒
们感谢你， 感谢你所兴起的这些见证。 感谢你，主，为圣灵的工作，为你手指的工作，
为你手上的工作， 为你手臂的工作。 主，我为你的圣徒们感谢你。 主，你称我们为圣徒
，而不是罪人。 你称我们为绵羊，而不是山羊。 你称我们为朋友，而不是仇敌。 你称我
们为你的儿子，不是被咒诅的，而是有福的。 我们今天等候你。 我们的眼睛今天仰望
你。 我们不能看够，我们不能说够，讲够， 我们不配歌唱颂赞你。 所以我们感谢你，主
，在这里，现在， 求你赐福。 阿门。
哦！你们为我祷告，而我感到多么的不配。 你们惦念着我，我感到多么不配。 我
不知道，这就是来自于圣灵的爱， 保罗在罗马15章所用到的那个词。 现在你们的祷告把
我带来这里了， 而我顫惊。 这就像是一场梦，我重来都没有想过这会发生。 我们很渴

望。 是这样的. . .你们知道. . .可以想见我们求问神， “你能不能再给予我们一次一起的旅
行？” 但我们根本不认为有可能。 更不用说是來到圣安东尼奥。 而且，我们想去看詹姆
斯和贝瑟尼，而且 想看他们这样结婚，并与他们住一会儿。 去看他们的房子，去看他们
的心。 而且，我们也很想看见你们。
我很感谢能够认识你们其中的一些人。 只有到「那一天」才能让我们真诚的互相
感谢， 互相认识， 互相享受。 你们认识我，我却不认识你们。 我期待我们会彼此认识，
并且认识神的「那一天」。 认识那位我们已经认识的主耶稣。 我希望你们能原谅我散会
后不能留下来和你们吃饭。 至少现在， 我想我们应该开车北返， 需要上路了，不是我说
，但. . . 我知道你们会理解的。
所以今天早上我想引起你们注意的 是一节神让我感受很真实的经文。 而且我想要
强调这节经文， 想把它放大给你们看。 神给了我们很多的可以说的， 他给予了我们太多
可以讲述的。 他给予了我们很多， 而我们该怎么说呢？ 我们怎能说得尽呢？ 我们可以传
讲什么呢？ 可以被传授的，是多么小的一部分呢！ 我相信神用了这一节经文来鼓舞我，
所以我邀请你们来到启示录14章。 让我们来读这一段。
启示录14章第9节， “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 就是接着前面的两位。 “大声
说，” 有一些事情是一定要大声说的，不是吗？ 声大又清楚。 “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
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 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 此酒斟在神忿怒的杯中纯一不杂。
而且他会受痛苦”， 不是「或许」受痛苦，而是「必」 受痛苦。 “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
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 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 直到永永远远。” 关于永恒的刑罚
， 没有哪一节经文比这更清晰了， “昼夜不得安宁， 那些拜兽和兽像 受他名之印记的。”
你可以总结的说，就是那些服侍罪的。 第12节，“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
和耶稣真道的。” 现在我们在第13节，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你要写下，在主里面而
死的人有福了， 从今以后。 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 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
们。” 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
你们都为我祷告，好叫我不死，而活着。 虽还未到末了， 但是看上去像是，像是
我要死了，不会活下来。 看上去像是主的祷告超越了你们的祷告。 他祷告父所赐给他的
人 与他在一起，同享他的荣耀。 所以我们可以做什么， 当我们互相思念的时候我们可以
做什么？当我们思想时 我们能做的是说，“主，最终， 让你的旨意成全。 不是我的意
愿。” 而这就是我们的现状。

看看这个祝福的确定性。 这是属天的福气。 你知道，这有点像马太福音第五章中
的天国八福， 虚心的人有福了， 清心的人有福了，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等等。就像
那一样。 还有一些我们并不多加思索的天国之福。 像马太福音11章第6节， 凡不因我跌
倒的，就有福了。 我们不怎么思索这个。 这里还有其中的一个天国福气，它说， 在主里
面而死的人有福了。 第一，想想这个祝福的确定性。 在13节刚开始所预示的这些话语，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你要写下， 是那样的具体可靠到你可以写下来。 这有足够的确
定性， 以至于你可以写下来。而且它说天上有声音说。 当你与死亡面对面的时候，你想
要这个，对吗？ 你想要天上有声音说。 不管父母告诉你什么都不要紧。 不管牧师告诉你
什么都不要紧。 不管妻子告诉你什么都不要紧。 不管一些教皇或是总统告诉你什么都不
要紧。 你需要的是从神而来的话语。 你需要从天上来的话语和声音。 你需要听见一个天
上来的声音， 那是一个在地球以外的世界。 来自于另一个世界！
人的话语，人的安慰，都没什么用了， 当你所想的是. . . 向永恒前进、 被射进入
永恒、 被发射到一个你重来没有到过的地方、 而且你知道那会永远持续下去。 你需要从
神而来的话， 你需要确保你听到了神的话语， 你听到了从天发出的声音。 耶稣说，“那
听见我声音的，” 一次又一次重复到， “不至死，仍要存活。” 所以我很感谢能在一个这样
的时刻中， 有一个确定的话语。 你知道，耶稣说， “天地要废去。” 它们看上去那么稳固
， 它们看上去那么牢靠， 它们似乎很坚固。 什么可以取消？ 很多世上的事件会被取消，
但你不认为天和地会。 但它会。 一切都会废去， 会伴随大响和烈火。 但，天地要废去，
但神的话， 耶稣的话。 神的话却不能废去。 它说的是圣经不能被废除。 有很多东西，你
买他们的时候，你会想， “这是永久的。 这种木材是处理过的， 这种车因该能跑多少英
里， 而且这件东西不会坏。” 你知道，你买一个工具，然后还不到十天它就坏了。 而圣
经却不能废去。
所以，难道你今天不爱神的话语吗？ 你知道， 弟兄们，当你来. . . 当你来面对死
亡的时候，你知道你都要死的。 你们所有的人和我都在一条船上。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
是的，这的确是一个要死的人，对要死的人说话。 但是，我告诉你，我没有什么特别
的。 完全没有。
但是，当你被绑在轨道上又听见火车来时，就有点特別了。 我可以告诉你，就是
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 你会对你所有所知道的圣经感恩。 你会很感恩你记住了每一个应
许。 你会很感激所有你知道的圣经， 你把那所有的都藏在你的心里， 而且你可以说这节

经文或 那节经文是我最知心的朋友。 当你来到终点时，你会很难相信 你被攻击的方式、
你被抨击的方式、 恐惧可以爬进来的方式。 我指的是，这些在以前都很平常。 你们的生
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那是什么？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你知道这个。
我们知道雅各书的那节经文， 然而你并没有真正明白它。 你没有真正那么感受到。 就像
有人说过有关癌症的一件事是： 让你有机会去思考， 你有了机会来预备死亡和永恒。 所
以你可以为你所有所知道的圣经而感恩， 所有你拥有的，关于神的知识、 所有你拥有的
，关于基督的知识、 所有你对十字架、 和对耶稣为除去你的罪而死的感恩。
当你来到人生的终点，你问到， “主，我真的认识你吗？” 我真的认识你吗？ 我真
的被拯救了吗？ 我真的被赎回了吗？ 我真知道永生神的救恩吗？ 我的罪真的都消失了
吗？” 而我会告诉你，我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们， 你可以为你所有的（得救）确据感恩，
所有你所积累的确据， 就是神放在你灵魂中的。 当你到了终点，你可以很感恩。 我要告
诉你，弟兄们， 我要以耶稣基督夸口。 我有的只有那么一点，非常少。 我记得有一晚当
恐惧临到我时， 一个巨大的、黑暗的恐惧。 那是在我被确诊后的不久。 那是一个漆黑的
夜晚。 但我告诉你，神的安慰是伟大的。 在约翰福音17章，就是我刚才 读给你们的，那
里耶稣说， 父阿，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 像这样的话语会进来融
化你的灵魂。 而你就，恐惧也被融化了， 魔鬼也被赶出去了， 而你以基督夸口，继续下
去。 来吧，我们走。 而，这是主，这是主，我告诉你。 我在告诉你的是，那是有确据
的。 而且好得无比。
我们做为基督徒可以面对恐惧之王， 用欢呼来面对！
就在前几天 ，那位医生，那消化内科的医生。 他说，“这是你的情况。” 然后他说
，“你的日子不长了。” 然后我对他说，“我有3个月吗？” 他说，“没有。” 他摇头说没有。
然后我说，“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已经得救了， 我的罪已经被赦免了。” 然后我说，“天堂
还不错。” 永生是一个欢呼的地方，难道不是吗？ 我眼前的是一群荣耀的人。 我眼前的
是一群国王。 愿主赐福给你们所有的人。 让我们看第二个重点。 而且这点对那天国的福
气是蛮讽刺的。
它说，“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 死的人有福了？ 这是一个祝福！你却告诉我
，去死？ 这听上去不对，不是吗？ 这没有任何意义，有吗？ 我是说，我们都不想死。 我
的妻子不想我去死。 我们互相不想对方去死。 圣徒们不想大家（去死），亲人不想我们
去死。 你说这是一个祝福，指的是什么意思？ 怎么会是这样呢？ 它看上去不像是一个祝

福。 而且圣经说过（死亡）是一个仇敌。 你最好相信，它是一个仇敌。 它是的。它不配
你。
我的意思是，我们是按照神的样子被创造的，对吗大卫？ 而且我们身体的创造是
奇妙可畏的。 而且这看上去我们很特别。 你们都还算年轻，否则你们 不可能在这大热天
还站在外面。 你所有拥有的力量。 你所有所拥有的技能。 我指的是，我们人的创造是奇
妙可畏的。 然而，突然一下，死亡就来临了。 而且我说，这来的很突然。 就在几年前，
我觉得我人还在三十岁。 但我说，现在神终究把他的剑射向了我。 然后我的健康就消失
了。 这一来就耗尽我们认为宝贵的东西，就像是飞蛾一样。 我们的健康消失了，各器官
不再协调了、不再有用了。 我不再能抬起我的头了。 我不再能按我所想要的方式坐在桌
子前了。 我不再能按我所想要的方式去唱歌了。 我不再能用力（唱）了，像我所想要
的。
你知道，你们会想，“那个人既然生病了，他会去读 更多的圣经，而且他会做更多
的祷告。” 算了吧！ 不是这样的。 一切都减少了。 死亡就是个仇敌。
而且我告诉你，我告诉你， 你最好用你的力量， 你最好用你的年轻。 你还拥有的
每一点， 你最好充分利用。 你最好现在就充分使用。 如果你知道它是正确的，如果你知
道它是正确的， 你最好现在就去做。 而且现在就去得到它，不要去拖延。 不要拖延。 不
要那样！ 不要说还有另一天。 不要说在草地的另一边有更绿的草地。 不要做那样的愚昧
人，那是魔鬼的谎言。 死亡是一个仇敌，而之所以我们会死。
是的，敬虔的男人会倒下， 敬虔的女人会倒下， 神的圣徒会倒下。 为什么他们会
倒下？ 看上去他们还有那么多可以贡献的。 他们有很多可以分享的。 你有很多可以分享
的。 神建立了你，马可！ 他正在建立一个属神的男人。 他这么做并不感到麻烦。 他并没
有为此担心。 他没有为此焦虑。 他在建立另一个人的时候并不会软弱。 所以他会把你带
下来。 而且那看上去，所有加在一起的智慧， 所有加在一起的知识， 看上去很浪费。 它
看上去像是倒出的牛奶，撒出的红酒。 但是我告诉你，我再说一次，神， 他并不软弱，
让他再一次建立起另一个人并不让他觉得麻烦。 而且他喜悦这么去做。 看来他喜悦建立
的过程与他喜悦其结果是一样的。
所以你现在在这里， 被呼召去与神同行。 被呼召去与神同行。 在地球的表面上，
在魔鬼营地的中间， 就在敌人的阵营这里歌唱锡安之歌。 这是我们何等的特权！ 能听到
神的话语是何等的特权。 能够紧抓住神的真理是何等特权， 在一个充满谎言的世界中，

谎言！ 我们拥有这么多的真理， 你们在这里拥有很多的真理，弟兄们， 你要成为神百般
恩赐的好管家。 好管家， 你要照顾好它， 你要珍惜它， 你要记住它， 你要传讲它。 你
在加油站分享它， 你在杂货店分享它。 把它传出去， 想办法， 不论如何。 把它活出
来！ 你也许是他们唯一读到的圣经。
贝瑟尼，我记得，她， 在她结婚前，是的，我说大约是，多少？ 年前，当她在塔
可钟（快餐店）工作的时候。 她还没有说很多关于基督的事情， 有一个人到她面前，当
然，那可能也不算什么！ 某个人上来，并且说，“为什么你与众不同？” 你知道，他们意
识到她的言语和 她的行为与众不同。
所以， 怎么会是这样呢？ 怎么会是这样呢？ 他宣布那些死的人有福了 。 我们继
续到下一句。 这有一个条件，对吗？ 他说的是那些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 （第一）
这个祝福的确定性；第二，这个祝福的讽刺性； 第三，这个祝福的条件。 它说，“在主里
面而死的人有福了。” 如果不加上这一句话，这里就没有祝福了。 它反而会成为一个咒诅
，那真的会很恐怖。 但是这里有这一句话。 “在主里面而死的。”
你知道吗？我希望你知道， 我相信这天早上你会知道这里只有两个类别， 整个人
类只有两种类别，对吗？ 那些死在基督里的， 还有那些没有死在基督里的。 那些出生过
两次的人， 还有就是那些只出生过一次的人。 那些罪被赦免的人， 还有那些仍然活在他
们罪中的人。 那些仍是自然人的，相对于那些属灵的男人和女人。 所以这里有两个类
别。 这个早上你需要扪心自问， 我是否在基督里？ 我是否与他有一个生死攸关的联合？
我是否与基督连接上了？ 我是活在肉体中，还是活在圣灵中？ 你最好问，你最好确认你
的答案。 不要有任何隐瞒的事情。 要确保基督在你的里面。 没有这个，你是一个通往地
狱的罪人。
你可以有两种死亡的方式。 你可以在主里面死， 或者你可以在你的罪里面死。 耶
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重复说到， 如果你死在你的罪里面，会怎么样？ 我也记不得了。
“笑声” 约翰福音8:24 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 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 必要死
在罪中。 而且，第21节，他说“你们要死在罪中。 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 你死在
你的罪中，你就灭亡。 而且人都要死， 你知道，我听过. . . 有人死于车祸， 有人死在一
个房子里。 有人死在一个医院里。 他们死于一个牛粪堆中。 可怕的结局。 但是你不想死
在你的罪中。 而所以你想要确认你会死，就是你会死在基督里， 你的罪被原谅， 你的罪
孽得赦免， 你认识基督， 那天堂就是你的家， 你的公民证是在天堂， 而且荣耀，荣耀，

荣耀在等着你，以马内利， 在以马内利的土地。 你知道你的罪被赦免了吗？ 这是可能发
生的， 你可以毫无疑问的知道，是可能的！ 我相信圣经教导万无一失的（得救）确据，
你有吗？
所以这就是条件。 第4点，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祝福的解释和本质。 它在这里13
节说到， “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 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祝福？
好的，有很多可以说的。 在这里说到两件事。 这里说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 他们会享安
息。 如果你看这里所说的关于罪恶的人， 你就会更加感激。 这里在11节说到他们昼夜不
得安宁。 你知道，有时当你生病的时候， 如果你晚上完全没有休息好，你还有白天可以
休息。 但这里它说他们昼夜不得安宁。
有一次我开车回家时，感受到它， 我想起这个，我想到： “从永远直到永远，他
们的痛苦永远不会停止。” 我们相信这个吗？ 我们很难这么相信。 但这里说，我们会息
了自己的劳苦。 有一些事情是用来描述我们未来的天堂， 我指的是，圣经说，主称它为
睡觉。 而这对我来说不仅是小的安慰。 我睡过很多次觉，睡觉对我来说并不陌生。 睡觉
还不错。 所以这就像是主想要告诉我们， “这没关系的！” 你知道，在主里安眠。 在耶稣
里安眠。 这叫回家，在家与基督同在。 永生开始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解释。 “他们息了
自己的劳苦。” 我今天问你，你有在做工，为基督劳苦吗？ 去工作8小时没关系，而且，
作为一个医生， 作为一个工友。 那没关系。 并不是那些不算。 你做那些工作就像是为主
做的，是吗？ 你工作是在为主工作。 然而，除此以外， 我问你是否有特别为传扬真理而
劳累？ 你是否有特别为了灵魂而劳累？ 当你到了终点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一些解脱
“我为了基督而劳累， 我为了灵魂而劳累， 我为了传扬真理而劳累， 我牺牲了，
我耗尽了我自己。 而且，因此我渴望在我的劳苦中得到安息。” 它说我们在主里面的劳苦
不是徒然的。 它说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想想，我说，你所做的最小的事， 一杯凉
水。 我说，我们的闲话都要被审判。 况且每一个善良的词， 你所做的每一个行为， 都不
是徒然的。 所以，我们应当坚定， 毫不动移， 总是在主的工作中丰丰富富， 知道你在他
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的。 去争取它， 弟兄们，坚持下去，弟兄们。 你的劳苦不是徒然的
， 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你们，想想看！ 主耶稣基督不仅拯救我们， 他拯救我们完全不是因
为我们作了什么， 然而他给我们工作去做， 慈爱地给我们工作去做，然后说我会为此给
你奖赏。 而且他说“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 就不足介意了。”
它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于我们有益， 于我们有益。 我喜欢有用的东西， 能

生产的， 有效能的。 而且主说那要为我们成就一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把你的手指
放上去，把你的灵魂放上去。 去指望它， 那是真的。 而且我们需要做主的工作。 黑夜将
到，就没有人能作工了。 你最好现在做工。
最后，我们看到一个鼓励， 一个在这天国福气中给我们的， 在12节之前它说到，
让我们不要错过它， 它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 和耶稣真道的。” 圣
徒的忍耐在哪里？ 有时候这些词放在这里，你不知道它讲的是 之前的那段经文，还是之
后的。 我想这里讲的两个都是。 所以，那会保守你 忍耐 和坚定 并且毫不动摇 并且丰丰
富富 并且继续坚持下去 而且持守真理的是？
是什么使你不被世界所摇摆， 不被罪所摇摆？ 它在之前的经文中。 它说他们会为
他们的罪昼夜受痛苦。 是的，有一个审判要来临， 这里有一个神的大日子， 就是一切事
物都会被带入光下。 神会审判我们，我们身体所行的行为， 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我们
要在神面前做一个交代， 而且我们不想站在那里， 我们不想站在那里。 不仅如此，你看
见一个非信徒。 你看见他在荣华富贵中， 你看见他的大腿肥胖。 他的眼睛鼓鼓的，他没
有任何问题， 他一切都非常顺利。 他的生活过的很好。 他白天开心，他晚上开心， 他吃
食物得以饱足。 他的肚皮是胖的， 而且每天早晨他没有被管教，他没有被辱骂， 看上去
他一切都好。 而且他所拥有的财宝还不错。 但是，这是在地上的。 而且你看罪恶的人最
终的结局。 你意识到神把他们的脚放在溜滑的地方。 你意识到审判要临到那个人。 然后
你说，“不！先生，罪是不值得的。 我不会屈服，我不会去走那条路。 我不会与主偏离。
我不会与罪人一同做恶！ 我会继续跟随基督。 我会远离罪。 我会恨恶世界。 我的公民证
是在天堂。 我不会只想地上的事。 我会为基督而活， 为永恒而活。 我的家不是在这里，
是在那里！ 我把一切都投资在那里（永恒）。 这样，会使你们继续忍耐。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13节。 是的，你会息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你。 主
不会漏掉你。 这是值得的， 这是值得的！ 你有可能会为基督做事而受苦。 如果我不那么
去做，这就不会发生。 如果我不为基督牺牲，这就不会发生。 看上去，我为了主做了这
个做了那个，好像我吃亏了。 不要相信它。 不要相信它！ 耶稣遵行了神的旨意， 而那要
了他的命。 至他于死地。
看他的榜样。 看他的榜样，现在他被升为至高， 又拥有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为
了那摆在他眼前的喜乐， 他忍受了十字架， 他轻视那耻辱。 记住，弟兄们，神不会以称
你为他的子民为耻， 如果你在为圣城而活， 如果你在为天上的国度而活， 他不会以为耻

，因为被称为你的神. . . 与你有关连， 拥有你， 还会说， “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
人。” 而且会说，“我认识你。 彼得我认识你。 还有马可我认识你， 提姆我认识你。” 而
不是说，“离开我去吧，我从来不认识你。” 所以，主，主耶稣，他会奖赏我们。 他会补
偿，他能够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补偿。 而且说，“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弟兄，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这个早上。 我们尝到了一点来世的权能。 我们
唱了这些歌，你没有感受到吗，你没有感受到吗？ 我几乎无法歌唱了， 这里有何等的荣
耀。 基督！ 基督！ 一切都是为他， 一切都是为他， 他配得一切， 他拥有一切， 我想一
切为他而做。 我想一切为他而做，我想好好完成， 我想被神充分利用。 你来到人生的尽
头，我告诉你，弟兄们， 有一件东西你不希望在你家里， 有一件东西你不想在你的心旁
， 那就是罪！ 一个罪就是禁品！ 特别是在最后的时候，你想要一颗清洁的心， 你想要一
个无亏的良心。 你不想要有罪在周围涉足，挂在你的头上。 你不要与罪鬼混。 你不想与
罪挣扎。 你想在人生的最后有战胜罪的胜利，在那里你有主权， 在那里你获得了胜利。
你知道，你没有被打败， 你没有被罪四处摆弄。 而那就是你的夸口， 在那里，你会找到
说不出来的喜乐 而且满有荣光。
我们已经尝过来世的权能。 在希伯来书第六章，它说尝过。 你最好相信它。 尝过
滋味，如果已让我们尝过，天上的岂不更多。 我尝过地球上的溪流。 在天上我要喝的，
会是更加，更加深的。 所以，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 这就是了，这就是终点了，除
非主先回来。 让我们不死就离开。 主为我们成就了什么，让我们能够战胜死亡？ 阿门。
愿主祝福你。 能够与你分享神的话语是我的荣幸。 谢谢你们为我祷告，我也为你
们祷告，愿主祝福你们 而且在这个名为圣安东尼奥的极其罪恶的城市， 愿神让你们成为
燃烧的，闪亮的光。 你不用担心要去哪个丛林， 这里就是你的丛林。 努力向前。 我爱你
们、我爱你们。 告別了。 再见，这里没有再见。 不过一会儿，我就会再见你们面， 你不
会在我很后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