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基督拯救了我27年同性恋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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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是大卫，我44岁了。 这是一个见证，关于耶稣基督拯救了我27年同性恋
的生活。 我是在用爱心说这些话，不是由于恨。 我说这些话是因为我曾在那里呆过， 我
知道（同性恋的）生活如何。 我知道这样的生活没有任何希望。 当然你也许享受你的生
活， 你也许享受你生命中的某些方面， 你也许享受在其中的性方面， 酗酒的方面，不管
你享受什么， 但在这其中并没有持续的愉快。 这最终会结束，你就需要去寻求更多的，
追求更多的。 所以我恳求你去寻找真正的爱，真正的喜乐， 真正的满足。这是只有当你
借着基督， 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 使你与神和好时，你才能拥有。
所以我是在用爱心说这些话，不是由于恨。 我说这些话不是要审断人，我没有想
要论断某人， 我只是在告诉你神的话是怎么说的。 神的话会审断我们。 事实上，神的话
说这一切都是错的。 我只是在告诉你神的话是怎么说的。 就像有人曾经告诉了我一样。
我的朋友曾尝试来告诉我，他尝试用最友善的方式， 用基督徒的方式来告诉我：我的生
活方式违背了神的意愿， 不仅是在我性取向的方面，而是在我生命中其它的所有方面。
他（我的朋友）知道我不是一位真基督徒。
所以我用爱心说这些，而且我为你的灵魂祷告， 我祷告你会接受这些事， 而且你
会去呼求主来拯救你， 把你造成一个新造的人，因为他是大能拯救的主， 他会拯救你。
当我到了青少年时，我不再经常去（教会）， 我的父母开始有了矛盾，最终我的
父母离婚了。 之后我的母亲重嫁了。 在她重嫁之后，我们又开始去教会了。 我还记得我
很开心能回到教会，但那一切都是肤浅的。 我会听赞美诗，我会易动感情，而在那时，
我的朋友们会开始走到台前，决志信主。 所以有一个星期天，我在情感，音乐， 以及在
我朋友们的行为的影响之下， 我走到了台前，决志信基督。 我并不真正明白我在做什么
，也不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只知道有些不对劲。我所有的朋友们都这么做了， 所以
我感到被逼着去这么做。 我走到了前台，并坐在第一排的长凳上， 然后执事过来告诉我
我需要接受耶稣到我的心里， 然后他叫我去跟他重复一个祷告。 我重复了那个祷告，我
记得我在想， 难道这就是一切吗？ 我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 他拍了我的背，让我站在会众

前，然后对我说我得救了。 所有人都恭喜我出去了，我们就都离开去吃午饭了， 但我离
开那里与我刚进去时是一样的迷失。 大概在两星期后我洗礼了，我同样还是没有得救。
因为我从没有真正明白我到底在做什么， 我从来没有明白什么是恩典和仁慈的教义。
我过了一阵子虚伪的基督徒生活， 我有一个基督徒的面具，我会带起来假装虔
诚。 我大概是在16岁时，甚至那时候， 在我里面的罪恶欲望在逐渐成长。 我记得当时还
在教会里，我就开始对其他在那里的人 和其他那些与我年纪相仿的年轻男人有淫念。 我
记得我告诉自己： 这些最终会消失的，它最终会消失的。 可这开始恶性循环。 很确定是
在同一年，当我在16岁的最后时， 在16岁，我实际上和第一个我有机会睡觉的男人睡觉
了。 我记得刚开始会因此感到很羞耻，而且会厌恨我的行为， 但同时，我里面的罪恶本
性 在这罪的快感中得到了满足。 时间继续下去，我变得更自在了， 我还记得我心想这是
自然的， 这是正常的，我只是在做一些... 我感到了负罪感，因为我所做的 是在我的年龄
所不该做的事， 但这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在做一些抵挡神的事， 这就是负罪感的来源。
没过多久，我有了一份工作，我开始反叛我的父母， 几乎上是用任何我所能的方
式。 我开始吸毒，酗酒，并在工作中与这些打交道。 作为一位青少年，我想能做多少，
就做多少， 要活够，还要背逆我的父母。 真的用不着背逆去搬出他们的家， 最终我的父
母把我从家中赶了出去， 我们吵了一场大架，最后我就离开了。 在那之后，我尝试去清
理自己的生活， 因为靠自己生活很艰难， 所以我尝试去清理自己的生活。 我就想：好的
，我要参海军。 能加入海军一直是我的梦想， 我想成为一名水手。
我被运到了新兵训练营，当我立刻离开了我的父母时， 那就像在火里加油一样，
我的罪真的被爆发出来了。 我有收入，我要不用向父母汇报情况， 我只要向山姆叔叔汇
报， 当时我在加州活在各种各样的罪中。 没过多久，因我的罪，我确实遇到了麻烦。 我
的罪，所有的罪，喝酒，吸毒，性交， 使我到了一个非得要上医院的程度。 在医院里，
他们给我做了几个测试， 而其中之一是毒品测试。 他们发现了我到那时起所有滥用毒品
的历史。 那时，我的性罪也被曝光了，而海军禁止 同性恋者。 几个月之类，我梦想的海
军职业也没了。 所以那时我无所事事，只有跟随我的同性恋朋友。 他们是加拿大人，住
在美国，但他们要回加拿大。 所以我跟随了他们，我就离开了我的父母， 我没有告诉他
们我要去哪里，我就离开走了。
我在加拿大住了大概两年， 我完全没有告诉我的父母我在哪里。 我甚至没有联系
他们， 因为他们唯一知道的就是我死在某个地方。 我记得有时我会变得十分抑郁，我就

想， 生命仅此如以吗？喝酒，吸毒，和这个罪？ 我在一个舞会里，所有在里面的人都在
喝酒， 并做各种各样的事。 我就出去到庭院的阳台上， 我厌倦了生活的争斗，非常厌倦
这所有的一切。 我厌恶自己，我想要自杀。 我告诉自己我可以从阳台上跳下去。 报道之
后，我就死了，就什么都不剩了。 所以我决定了要去这么做，而且我真的要这么做， 我
心里感到很厌倦，厌倦这一切。 所以我站到了窗台上要往下跳， 就在我的脚跳出窗台之
前，我记得 有一些想法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 其中之一就是：在神里面总有希望。 我需
要去寻找神，为了能找到那个希望。 下一个重要的想法对我影响很大， 就是我不能这么
做因为这不对。 结束生命，哪怕是我自己的生命是一个罪。 然后我记得我最后的想法是
我不能这样羞辱我的父母。 我哭了一会儿，最后我从窗台上退了下来， 离开了那个舞会
，实际上我再也没见过那里的绝大多数人。 我继续活了下去，还在喝酒，酗酒，我没有
真正清理自己。 我尝试过，但并没有效果。 我最终离开了加拿大，然后回家了。 我被发
现在加拿大非法工作，并且我被遣送回了德州。 我记得当我回到德州时，刚开始一切都
很好， 我很开心能和我的家人在一起， 但在他们身边时，我开始为我的生活方式， 我的
喝酒，还有我一切的行为感到负罪感。 我再次极度想要远离他们。 我的（同性恋）同伴
那时正要调动， 他说，我们一起去加州吧。 我抓住这个机会要逃， 要远离他们，以为那
样我会好受些， 我就能过我想要活的生活了。 我们就去了加州。 在加州事情并没有变得
更好， 我还是同样的一个人，我一直都是同样的人。 不过现在我有些钱了，我有一份像
样的工作。 我做了各种我以前没有做过的事， 我继续陷在我的罪中，做更败坏的事。 我
记得在想：只要我能尝试其它的这些事，我就会开心。 那会让我开心，我就能得到满足
， 我就会有平安。 我从来没有为真实的自我感到过平安，我里面总有一地方， 我的心灵
深处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我仍想去追求它， 我就成为了这样的人。 我继续吸毒，喝酒，
这最终让我病得很厉害， 我让自己深度脱水， 我最终在医院里度过了除夕。 有静脉滴注
我就开始「再水化」了，而我没有意识到 当时我有肺炎，而我离开了医院。 离开那里之
后，我开始病得很严重。 脱水，开始「再水化」让我好受一点， 但最终肺炎在我身上发
作了， 我再次进了医院。 我只记得我的同伴把我送进了医院，之后我所知道的就是 第二
天了，有医生进来， 她告诉我这是她所见过的最严重的双侧肺炎， 而且我极度脱水，我
若没进医院，我就会死。 我就记得， 我对神感恩，但同时我记得在想， “我还这么年轻
，还有很多我没有做过的事。 还有很多我没有享受过的罪。” 所以接下来的几天，当我躺
在医院里康复时， 我对神感恩，我有说感谢神， 却不是用最恳切和真诚的态度。 我很感

恩我有另一次机会能出去犯罪抵抗神， 犯罪抵抗基督。 所以当我躺在医院时， 我计划并
谋算了我要去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我该如何满足我淫荡的欲望。 当然，我一有了能力，
就马上这么做了。 我出去为淫欲而活。我为喝酒而活，我为吸毒而活。 没过多久，我又
回到那个抑郁的状态了。 那时，我开始参与了一件政治行动的事， 在那里有一位朋友是
个基督徒。 他开始问我是否是一个基督徒， 我说：是的，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自从十六
岁起就是了。 然后他开始问我归信的故事，而我确切的话是，“那是什么？” 我真的没有
任何头绪他在说什么。 他说那是神如何拯救你的故事。 所以我告诉了他我走到教会台前
的故事。 反而，他看上去无动于衷，似乎他并不真正相信。 他继续问了我几个问题，之
后他感到我有点恼怒了， 他就退后了，但在那之前他告诉了我 他并不真正认为我是一个
基督徒。 他知道我的生活方式，他知道我是同性恋， 他尝试去友善的让我看到我无法 活
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中，又是神的儿女。 我并没有明白这些，因为我的心眼被魔鬼弄瞎
了。 我曾活在不义之中，就像圣经里说的，我在阻挡真理。 我开始听托德∙弗里尔主办的
广播节目。 我记得在听他们说话的时候，我就在思考。 他说不认可圣经的人经常对圣经
有很低的看法。 所以这让我思考： 我并没有真正对圣经有很高的看法， 我像选樱桃一样
，在其中选择我愿意相信的。 我愿意相信自己是神的儿女， 但我的生活方式却完全与神
的要求相违背。 我几乎犯了每一个罪。我偷过东西，我撒过谎， 每天大概撒50次谎，也
从来没有为此感到内疚。 我吸过毒，我有过淫念，我有过淫乱的事， 我做了一切一个真
基督徒不会去做的事。 我开始更加认真地去听这个节目， 听他的教导，并与我所相信圣
经是正确的地方作比较。 我开始读圣经。 我发现除了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以外， 我所
有的信念都与圣经相违背。 那是我唯一与圣经相符合的信念。 我意识到我在为神我自己
所拥有的神而活， 那位神会容忍我的罪。 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9节和10节说到： 这里说
到了众多的罪。 我并不只是想去强调同性恋。 每一个罪都会使我们与神隔绝。 每一个罪
都注定要让我们永远下地狱。 这让我们看到了神有多么圣洁。 有时我们很难明白神有多
么圣洁。 让我们换个方式来看看神的话语是如何说的， 从后往前看。 一个灵魂会永永远
远在地狱里还债。 用惩罚和折磨来满足神的愤怒， 来偿还抵抗一位圣洁之神的债。 神就
是如此之圣洁。 他是无限之圣洁。远远超出我们所能理解的。 唯独基督的义能把我们从
地狱的惩罚中拯救出来，那能拯救我们。 也是在那时，我当时的同伴知道了我自称是一
个基督徒。 他一直接受（我的信仰）， 但在那时，当我开始真正去读圣经， 认真考察圣
经，并把圣经与我自己相对比时， 在那时，他感到被这一切所威胁。 他真的抵制我学习

并读圣经。 事实上有一些时候，他会开始用恶语伤人， 并开始用各种名字来骂我，会骂
到基督徒， 他也确实提到了基督。 我记得当他说到基督时， 我的内心感到很痛苦，因为
知道这有多么不对。 我知道他是在亵渎那一位赐予万人生命的主。 所以我就坐着，把他
（托德∙弗里尔）的话写下来。 我知道的甚少，主却用那来开我的眼， 让我明白他话语的
真理。 所以我继续学习圣经，并继续听那个广播节目。 我意识到我真的是在为自己而活
，不是为神而活。 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真基督徒。 至少我不认为我是。 我想，也许我要去
再次奉献我的生命。 所以我开始向主祷告，求他一定要施怜悯， 要向我显明真理，让我
知道如何去为他活。 在那时，所有的一切都东零西散了。 唯一的好事就是：主拿走了我
喝酒的欲望。 我不再像从前那样喝酒了。 他拿走了我对各种毒品的欲望。 我不再吸任何
的毒品了。 我甚至不再抽大麻了，那是何等的荣耀！我现在看到 这是神的恩典和神的怜
悯，让我去战胜这些事。 他让我的头脑清醒，好使我明白并相信他的真理。 当神开了我
的眼让我明白他的真理时， 我开始更加投入地 去学习圣经，我开始意识到我需要离开那
地方。 在那里我的信念无法得到成长， 如果我继续呆在那种环境下， 我在基督里萌芽的
信念（无法成长）。 所以我搬回了德州， 与我的姐妹和我的母亲（住在一起）。 我有尝
试去向神悔改，我尝试去呼求神来施怜悯， 而我意识到我还没有得救。 我求他来拯救我
，但我只想向自己保留一个罪， 我想向自己保留同性恋。 在我的思绪中，我在想： 我会
找到为此辩解的方法， 我会找到让此没问题的方法， 我会找到在隐秘中行此事的方法。
很显然，主因此不会拯救我。 我从2008年9月到2008年12月一直在呼求神来拯救我。 我
祷告神来拯救我，而他却不拯救我。 我这里有一段经文这么说... 直到我真正悔改了我一
切的罪，神不会拯救我。 我去了我表兄弟在阿马里洛所办的葬礼， 那里是我出生的地
方。 他的妻子过世了，她希望在她的葬礼中福音能被传讲。 前天晚上我看了一篇保罗华
许名的讲道， 名为「令青年人震惊的信息」。 在其中，保罗华许说到了：“问题不是我们
犯过罪。 问题是我们做过的一切都是罪。” 我意识到这在我的生命中是事实。 我做过的
一切都是罪。 我从来没有真正归信。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善行。 也许有时我会对人友善
， 但我除了真的用犯罪来抵抗神以外，我没有干过别的事。 我一辈子都在犯罪抵抗神。
我记得他（保罗华许）说耶稣为我的罪而死， 耶稣担当了我的罪。我记得我听了进去，
我明白了是我的罪让基督钉十字架。 我对基督的死有责任。 他担当了我的罪，大卫的
罪。 那时我开始对基督是谁，十字架意味着什么， 以及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 有了一
个清晰的画面。 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真正明白何谓真正的悔改。 悔改是要转离你的罪

， 不仅仅是说一声对不起而已。 在那之前，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道歉， 并尝试去寻找能
活出我的生活方式的方法。 但现在我意识到了，我毫无希望。 对我来说，没有基督就没
有希望。 我注定要继续活在那个生活方式中， 我注定要为罪而活， 然后走向公义的审判
，去我所属于的地狱。 所以我呼求神来拯救我。我去了我表兄弟所办的葬礼， 我坐在那
，她最后的遗言之一就是福音能被传讲。 所以我坐在她的葬礼中，我听到了福音， 我听
到了荣耀的十字架和基督所成就的。 这对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现在可以是我躺在那个
棺材里。 若躺着的人是我，我此刻会在地狱里。 我会去我配得的地方，因为我做过的一
切都是罪。 所以我呼求主来赦免我， 给我时间回家，并直接去悔改， 以神所配得的方式
（悔改）。 那天晚上，当所有的人都走了， 我独自在我的房间里， 我跪在地上，并开始
承认我所有能想到的罪。 我认了我同性恋的罪，我认了我一切反抗神的罪， 一切我所能
想到的，所有的一切。 我求他来赦免我的这些罪，并来帮助我。 我求他来赦免我这些隐
秘的罪， 那些我当时想不起的罪， 那些对神来说是罪，可我甚至都不知道的罪。 我求他
一定要赦免我所活的生活方式，赦免我曾反叛神。 因为我一直知道有一位神，有一位基
督， 但我从来没有明白「在基督里」意味着什么。 被基督赎回意味着什么， 去爱他意味
着什么，去服侍他意味着什么， 被赦免意味着什么， 重生意味着什么。 所以那晚我祷告
了，并恳求他一定要施怜悯， 要赦免我，要帮助我。我不知道他会如何帮助我， 我并没
有真正相信这是可能的。 说实话，我没有真正相信他能帮助我。 我从没有听过哪个同性
恋得救了。 我从没有听过任何人有希望从那其中被赎回。 所以我就祷告，主啊，我要靠
信心来投靠你。 信心，无论如何你会来拯救我，你会让我不继续犯罪， 你会让我忍受住
将来的试探。 那晚我就去睡了，不知道我是否得救了， 但在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我感
到了不同。 我没有感到负罪感，那负罪感的压力， 那种像是披着某种斗篷的压力。 那种
需要做一个选择的压力，这一切都... 之前的三个月一直都感到如此， 一直有压力，负罪
感和罪恶感。 现在我知道那是罪恶感。 所以我知道在我里面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但我还
是没有完全相信我能从同性恋中被拯救出来。 我仍旧这样，而且我怀疑了主。 但我找到
圣经有说， 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 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 你
就赦免我的罪恶。诗篇 32:5 我记得在想：终于，我有真正悔改了。 我明白了悔改意味着
什么， 我没有向神隐瞒什么。 尽管没有什么能向神隐瞒，我没有尝试去（隐瞒神）。 我
完全向他坦白了，而这就是我感到不同的原因。 这就是在之后的日子我感到不同的原因
， 因为罪恶感，负罪感消失了。 神把它拿走了，因为神拯救了我。 从那之后的每一天中

我有感到， 我真正感到对那些事的欲望消失了， 现在我站在这里惊叹不已，都快两年
了。 一年半之后在想，哇！ 神是何等美好！ 我曾是如此，没有相信他。 靠信心来投靠他
时，他做了他应许会去做的事。 他会拿走我的 这些欲望， 他会把我变成一个新造的人，
就像圣经里说的。 神赐给了我一颗拥有新的渴望的新心。 我感谢神，我因神为我所成就
的而欢喜快乐， 我惊叹他对我的美善和慈悲， 他的忍耐和耐心。 我迫切感到需要分享这
节经文。 我之前有读过。任何一位同性恋者 听过讲道或读过圣经的已经知道了这节经文
， 但这里有一部分我之前从来没有注意过。 是在哥林多前书六章，第9到10节。 这里说
：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 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
的，作娈童的， 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 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
的国。 我知道这一部分，但我从来不知道第11节。 我之前从来没有读过，而当我读它的
时候， 记得我为此真理而夸口。 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 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
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 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 我意识到这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
事。 我终于借着基督被称义了，而且我是一个新造的人。 我预先被定下要成为神的奴仆
， 来服侍神。所以我因他赐给了我那颗新心， 那新的渴望而欢喜快乐， 那新的渴望想要
去服侍他， 去遵循他的旨意，并去为他而活。 有时我会受到试探，但这没有不对的地方
， 受试探不是犯罪。 甚至基督受过试探。 所以我知道在试探中我可以转向基督。 我因此
受安慰。 我也在哥林多前书10:13中受到安慰，这里说：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
能受的。神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
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我发现这每一次都是真的。 我靠基督的力量来战胜试
探，他有帮助我。 每一次和每一个情况，不论是什么罪。 但每一次当我尝试靠自己的力
量来战胜时，我会跌到。 我不为未来恐惧，因为我知道借着耶稣基督—— 神的儿子，我
已经与神和好了。 他为我在十字架上受苦并担当了神的忿怒。 我知道耶稣基督把我从罪
的权势中拯救了出来， 他同样也能拯救你。 我的希望是任何观看这个视频的人会转离那
种生活方式， 会转离罪恶的生活方式，不论是什么， 并与基督和好， 与神和好。 这是唯
独借着基督，借着悔改你的罪， 转离罪，并把你所有的信心和希望寄托在基督上。 就像
当我靠信心来投靠基督时， 神一把抓住了我。我记得在想 这完全是不可能的，然而神做
到了。 我今天站在这里是一个在基督里的新造的人， 知道在十字架上他为我还清了一切
罪债， 我在基督里找到了希望。 如果你没有在基督里，你没有希望， 那么你确实没有希
望。 所以我为你祷告，请你一定要去思考 你在此视频中所听到的真理。 请你考虑去把你

的生命转向基督，奉献给基督。 要倒在十字架之下，并把你所有的罪都交托。 不要像罗
马书一章里所说的 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 我们都做这些事。 我做了很多年，甚至在
我的内心深处我知道这是错的。 现在往回看我意识到这是大错特错。 这就是我起初所感
到的厌恶感。 所以我祷告这能成为你的现实， 就是你能在基督里被赦免。 基督在十字架
上偿还了我的罪。 我过去的罪，我现在的罪和我将来会犯的罪。 只有基督能完成在十字
架上的工作。 我们自己无法做到。 你可以真正从你的罪中得到自由，你可以真正得救，
无论你陷在哪种罪中，你可以真正从罪的捆绑中得到自由， 不论是同性恋，喝酒，滥用
毒品，通奸，色情作品， 不管是什么，基督可以把你从这一切中释放出来，给你自由。
这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 罗马书4:25说到：耶稣被交给人， 是为我们的过犯，
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我们就是如此被称义， 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 当神从天堂
往下看我们时，当造物主往下看我们时， 他是借着基督看到了我， 借着基督的宝血。他
看到基督的义加给了我。 这（义）不是任何我所做的或我将会做的。 唯独基督能拯救我
，唯独基督能给我希望， 唯独基督能在我的生命中给我带来真正的喜乐和幸福， 我不是
指在金钱的方面。 我是指借着与神和好，与基督和好，做神的奴仆 所带来的内心真正的
幸福。 是唯独借着基督，我曾感受到的 罪恶感和负罪感才消失了。 没有基督就没有希
望。 你若没有基督，你若没有得救，那么你在神的忿怒之下， 不论是什么罪， 同性恋，
喝酒，酗酒，不论它是什么。 如果你犯一个罪，我们都有犯过， 那么你就是犯了神所有
的律法。 所以你唯一的希望在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之工。 所以我请求你一定要去呼
求基督，去呼求神。 呼求他来开你的眼，让你看见真理， 这在圣经中的神的真理， 以至
于你得以在他里面。这是唯独借着基督。 这世界的神就是撒旦，他弄瞎了你的心眼， 不
叫真理的光照着你，而唯独借着神对你的呼召， 借着神把你的帕子揭去，你才能看见神
话语中的真理。 真理是在基督里，真理是在十字架上。 如果你真的在寻求它， 向基督呼
求。他是大能拯救的主， 他今天就会拯救你。 耶稣说，我们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
国。 我们若不重生，我们永远都做不到， 我们永远都见不到他， 我们永远不会从罪的捆
绑中获得自由。 这是唯独借着基督，唯独借着重生，我们才能得救。 我想读引自约翰∙牛
顿的一句话。 他说，“我不是我应该成为的人。我不是我想要成为的人。 我不是在另一个
世界里所希望成为的人。 然而我不再是曾经的我。今日的我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我是一
个配下地狱的罪人，我从神的忿怒中被拯救了出来 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
我每天都感谢耶稣为我的逃跑，为我的叛离而受苦。 我每天都感谢他，因为在我没有听

从他时，他呼召了我。 甚至在我逃跑时，他仍旧呼求我。我为我的救恩感谢他。 我为基
督和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感谢他。 你们在听的，无论你们在什么罪中挣扎，这使你与
神隔绝。 我祷告你某一天会去呼求主，去悔改。 为了悔改和赦免，你们会真正悔改并转
向基督。 你若还没有得救，你要去省察你的生命， 要看到你需要基督。没有基督，你永
远都不会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