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虔诚却失丧的人，71岁靠神的恩典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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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查德现在81岁。 九年前，他从一个虚假的认信中被拯救出来，那时他是72岁。

  我是理查德·科尔特斯，我有81岁了。 这是靠神美好和奇妙的恩典。奇妙的是 神不仅给了我81

年的生命， 还使我的身体上健康，头脑清醒；希望能在 灵命上，真理上，知识上和基督的爱中有长

进。 在此，我要以一个完全真诚和敬畏的心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我必须要承认，我是一个罪人，靠恩典得救。 我在教会中活了很多年。 实际上，我记得从一开

始，在我还是一个小孩时， 在我的父母面前，睡在地板上。 是在一个很大的神召会教堂里， 人们在

那里跺脚、呼喊、 赞美，我的阿姨洛丽塔在重重的打击钢琴键盘。 还有人在说外语，我让自己呼呼大

睡。 星期天的晚上像是一个无眠的夜晚， 人们不会回家，就这么继续下去。 在这种氛围下，我会让

自己呼呼大睡。 我的父母是在这里结的婚，这里也是我的家乡。 但之后，我们搬了家。 我生于1927

年，那是经济萧条的年代。 也许是由于经济的原因，我们在城市内外搬了好几次家。 但我的父亲总是

坚持 不管我们搬到哪里，我们总要去教会。 我们去过几个教会，有时它们离家很近， 有时没有，但我

父亲一直坚持 去教会很重要。所以在我长大时， 我一直有去教会。在我长大后， 去教会成了我生命中

的一部分。 我认为这很重要，这是一个习惯， 一个传统，是我的父亲传替给我们的。 我为此非常感

激。之后，在我从海军出来后， 我去上了大学，拿了一个学位。 在这些年中，我加入了 一个循道公

会。 我在一个循道公会长大，参与了所有的活动， 在唱诗班唱歌，甚至带领了青年团契。 我的自我感

觉很好，我对自己说，我是在服侍主。 我很注重我父亲 对我的教导，我参与了所有的这些活动。 探访

了不同的家庭，参与了宣教之旅， 去了夏令会。 这很好玩，与人的交流也很好， 我知道我做的是一些

有价值的事。 教会对我来说很宝贵。 几年后，有一个年轻的宣教士到了我们镇里， 有了一次复兴。 我

的妻子和我都走到了前台， 我们回应了呼召，我们签了名， 我们都受了洗。 这发生在六十年代初期。

  我现在往回看，我的生命没有什么改变。 唯一的区别是，受洗前我的身体是干的， 出来时，我

是湿的。但这是我生命中唯一的不同。 所以作为我的习俗，我继续去教会， 这是我的习惯。我没有思

考过罪或救恩 或悔改。我十分忙碌，在学习， 教会工作和乐队的带领中。 我甚至没有思考罪或救恩 或

悔改或任何这一类的事。 我感到自己太忙了，没有时间思考这些事。 我就继续做我在教会里的事。

  六年后，我发现自己在飞往夏威夷的飞机上， 对我来说，这就是天堂。那空气，凉风， 棕榈

树，海洋…… 那真是快乐的生活，我在那里确实很开心。 实际上，我决定要永远待在那里。 但这种崇

拜的态度并不是神的旨意， 因为过了一阵子后，过了几年后， 我的婚姻开始栽跟头。我们开始有问

题， 有挣扎，会为任何小事争吵。 我开始变得很无助，我很痛苦， 我那时在这个天堂岛上，我却很痛

苦。 我无法理解为何一件事会导致另一件事的发生。 在1970年的初期，大概是在1972年， 我们最终

回到了圣安东尼奥， 我对我的计划感到很遗憾。 我的妻子得了病，我没有一个工作， 有一次，我的

焦虑症发作，我以为我要死了， 我就是痛苦。 在加州，在夏威夷或在任何其他地方，我都没有一份工

作。 但我要承认，哪怕是在我年轻时， 在我结婚前，实际上，我一直没有结婚，直到 岁。我要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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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年，我是在为满足肉体而活。 我现在必须得承认。 我有了一份好的工作，受了一个好的教育， 

我感到我有了很大的成就，我以为 自己很了不起，也没有人说什么。 我没有思考罪或悔改或任何这一

类的事。 我去了教会， 我却与我的朋友或亲戚没有任何不同， 所以我感到很自在。但我现在往回看， 

我意识到我很自义， 我很自私，很自立， 没有依靠神，只为满足我的肉体而活。

  我的小孩已经长大了， 他们是青年成人，靠神奇妙的恩典， 他们三个都得救了。 里克，梅拉

和鲁比以前会回家给我传道， 对我说，“父亲，你学的不是真理。” “你需要去学真理。”实际上，

里克， 他真的对我和我的妻子说话很重，他很有热心， 他极力说，“母亲，父亲，你们活在罪中， 你

需要悔改。” “你要下地狱。”我就自己想， “这个小孩在想什么？他还告诉我去做什么。 我一辈子

都在教会，我还是这个教会的执事， 我属于美南浸信会这个巨大的组织， 举世闻名。 这么多人怎么能

错？” 我对自己这样说。实际上，在我看来， 里克加入了一个异端，他们在农村聚会， 在埃尔门多夫

的某个地方， 在我看来就是这回事。 实际上，我开始对这个教会产生疑问。 但我那时不知道里克知道

真理， 我很骄傲，我不愿意承认我错了。 我会争论说，“这么多人怎么能错？” 争论说，“神给了我

们一个脑袋， 神给了我们一个头脑让我们自己去使用。”

  我最大的错误， 我往回看，就是我去教会这么多年， 我把焦点放在教会上，当然， 现在我知道

教会无法拯救你。 我曾经活在 隐秘的罪中，然后我会 想：我怎能如此无知？ 如此无知，竟认为一位

拥有至高主权的神， 这位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 认为我能向他隐藏任何的秘密？ 我

想有多少人活在这种隐秘的罪中， 没有人看得见，没有人知道。 你感到只要没有人看见你做这些，你

就没事。 但这很危险，因为我们没有对任何人负责任， 我们在依靠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意念 和我

们自己的渴望。这是我身上一个很大的错误。 我要承认，我曾活在隐秘的罪中。 那些没有人看得见的

罪。 那些隐形的罪。我认为 我犯的最大的罪 是在中国上海，那时我在海军， 很多年前了。但我意识

到 没有什么大罪或小罪，一个罪就是一个罪， 不管你是偷100美金还是一个纸夹， 这就是一个罪，这

是耶和华所憎恶的。 我必须要意识到这点。现在我去教会有很多年了。 有很多年了。不是60年，不是

70年， 不是75年，而是80年了。 逐渐地，慢慢地，我开始在知识和真理上有长进， 主开始在我的生

命中动工，是在这些年中， 我听到了很多的真道， 读了，也学习了罗马书。我到一个地步， 使徒保罗

说，“因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 神的荣耀。”我对自己说， “对，这就是我。”我从没有这么想过。 

他还说， “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寻求神的。”没有一个义人。 我想到这节经文，自己

受了责备。 主向我显明了他自己，我感到主拯救了我， 从刑罚中，从这个邪恶的世代， 从我不好的思

念中，把我完全洗洁净了。 我感到内心和外在都很干净， 我与基督建立了一个从所未有的关系。

  有很多年，我听到了基督， 我读了基督，我唱到，“耶稣爱我真不错。” 和所有关于耶稣基督

的这些事。 但我没有让他作我的救主。 他在十字架上受苦而死，为了我 被神的忿怒所压碎。 他代替

了我，他代替我偿还了罪债。 在此之前，我与基督没有这种关系。 所以我感到了自由，我感到被洗净

了。 我被羔羊的宝血所洗净，我感到了一个新的生命， 一个新的态度，一个新心。 我很感恩，因为这

么多年来， 我并不真正认识基督，我只是知道他， 但我没有与他有这种亲密的关系。

  所以我回想以前这么多年来 去教会，我的自我感觉很好， 我很骄傲，然而我却活在罪中。 

（2000年的3月份，理查德在浸信会 怀恩堂归信，靠神的恩典得救。） 我感谢神赦免了我。 是靠神的

恩典，我被洗净。我有确据：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那些人不以肉身为念,而是以圣

灵为念。 罪必不能作你们的主。（罗马书6:14） 这是一个极大的确据，我很感恩， 我要赞美主。

  我为那些去教会的人祷告，他们年纪很大了， 他们继续去教会，因为他们感到这是一个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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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朋友和其它的原因。 但他们从来没有被改变过，唯一的改变 也许是教会的地毯或停车场的柏油， 

但他们的心没有被改变，他们的生命没有被改变。 他们不想搬动， 因为他们在他们的舒服带里感到很

自在。 我在那里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的建议是：鼓励你去思考并祷告， “这位创造天地的耶和华

神， 他差遣他的儿子来为我们的罪而死，他是否在此被传讲？” 还是你听到的只是关于健康，财富和

发财的讲道？ 他们说：你很好，你是第一， 这是你应得的，那是你应得的。 那里没有基督。 我鼓励处

在这种环境里的人： 相信教会还不够， 教会无法拯救，牧师无法拯救， 神父无法拯救。唯独那些与主 

有一个亲密的、个人关系的人…… 我想来赞美主并感谢他。

  我知道我已经接近赛跑的终点了， 我预备好了，我的心中有平安。 主若要把我带走，我可以像

使徒保罗一样说，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利比书1:21） 我会欢喜，我会快乐。 

我一生有为基督而活，我的孩子也在服侍他。 去与基督在荣耀中面对面，我的心中有喜乐。 在那里，

我可以为永恒而活。 这是何等喜乐，何等盼望。 我会有得胜的喜乐， 在永生中去见我的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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