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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一年的盛夏，坐落在安徽西南

皖河北岸的一户普通农民，全家欢天喜地

地迎来他们第一个儿子的出生，大字不识

的母亲给他起了个温文儒雅的名字“尊

德”。家境虽然贫寒，父亲、母亲、祖母

和两个姐姐的呵护，给幼时的尊德筑起一

个温暖的巢窝。父亲满是泥巴的双腿，母

亲柔柔的摇篮曲，祖母轻轻摆动的芭蕉

扇，还有背着他跑着玩的姐姐的后背，都

成了尊德脑海里时常出现的幼年记忆。 

然而，三年的自然灾害，加上后天的

营养不良，尊德从小体弱多病。那时他们

的村子里没有医生，到公社卫生院看病要

翻山越岭走十几里山路。一个风雨交加的

深夜，尊德发了高烧，额头烫手，父亲二

话没说，背起儿子就冲出家门。山路崎岖

泥泞，漆黑一片，父亲脚下一滑，着实摔

了一跤，满身满脸是泥。他摸了摸背上安

然无恙的儿子，咬了咬牙，继续前行。尊

德的小手把父亲的脖子搂得更紧，父亲的

爱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烙下深深的印记。也

许，这种父爱的延续能充分诠释尊德常常

把自己的儿子扛在肩头的举动（这是后

话）。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六十年

代的皖西南农村，经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的浩劫，农民的生活愈加清苦。农业学大

寨的斧头和锯子顷刻间给他们家门前原始

森林覆盖的山推成平头，郁郁葱葱的古

树，还有林子里悠然觅食的山鸡再也不见

了踪影。十几家组成的生产队共用一头水

牛耕田，每家轮流照看；轮到他们家时，

七岁的尊德自然承担起家里放牛的责任。

骑在牛背上的他，光着脚丫，吹着口哨，

小脸儿晒得黝黑，腰间还别着隔壁铁匠打

给他的玩具刀（这是他儿时记忆当中唯一

像样的玩具）。水牛在山坡上吃草，躺在

草地上的小尊德，望着蓝天白云，偶尔瞥

见一只老鹰在天空翱翔，掠过山顶，飞向

远方，他会问自己：「山的那边是个什么

样子？」 

对尊德来说，村里那个仅有一个民办

老师的小学，是他走向外面世界的第一

站。尊德从小天资聪颖，遇事总爱问个究

竟。他是老师的骄傲，有时他的“为什

么”也让老师挠头，老师“等你上了中学

就会明白”的回答，让尊德企盼自己快点

上中学；谁料，初中的一次遭遇，让这个

从小在父母和老师的赞扬声中长大的少年

初尝了冷暖人生的苦果。 

暑假的一天，尊德为了给家里挣工

分，跟一群同龄的孩子一起帮大队清理池

塘底部沉积的淤泥。休息的时候，不知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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倦的孩子们聚在一处嬉戏打闹，温和内敛

的尊德只是安静地坐在小伙伴旁边，自然

不会引人注意。收工的时候，大队长嘴里

一边说着：「好样儿的！将来一定有出

息！」一边逐个拍着几个孩子的头，惟独

到了尊德那儿，只是撇了他一眼，就把目

光移开。大队长的眼神无疑刺伤了尊德年

少的自尊心，却也裂变成他日后努力发奋

的一团火。 

一九七七年，中国恢复了停止十年的

高考。对山区乡下的高中学生来说，考上

大学是他们脱离贫穷，走向美好未来的唯

一出路。那一年尊德是应届高中毕业生，

在不足一年的备考期间，他在日记的扉页

上写下：「自珍不污，自信不移，自由不

羁，自强不息。」十六个字，用以自勉。

那段时间，尊德每天挑灯夜读，学习到深

夜。母亲有时心疼地不得不端走煤油灯，

催他去睡觉。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成了全

村唯一金榜题名的孩子。 

走出大山，迈入大学的尊德像一只乘

风破浪的小船，开足马力驶向浩瀚的知识

海洋。四年里，学校的图书馆是他待的时

间最久的地方。在那里他可以博览群书，

开阔视野，努力弥补以前在乡下没有书读

的缺憾。尊德大四期间的理想单一且明

确，就是考上硕士研究生。对一无家庭背

景，二无社会关系的他来说，按当时大学

生的国家分配政策，考研不成功，就只能

回到所在的县里教书。数月的努力换来的

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不仅给尊德的大学生

涯划上了圆满的句号，也让家乡的父老乡

亲倍感骄傲，因为在一九八二年，他是全

县唯一考上研究生的应届大学生。拖着一

只旧木箱，挎着大学时用过的书包，揣着

二十块钱，带着对未来美好的希冀，尊德

踏上了北上的长途列车。 

三年的硕士研究生期间，尊德的好奇

心和进取心从未减弱。除了寝室、食堂、

图书馆以及实验室兼课室外，研究生俱乐

部也是他周末爱去的场所。在全校近二十

个研究生当中，有三分之一是来自全国各

地的老三届，他们丰富的阅历和分享给年

纪最轻，涉世最浅的尊德开了一门别开生

面的生活入门课。 

时间荏苒，转眼到了撰写论文的时

候。透过一位大学同窗的引荐，合肥一所

大学答应尊德，等他拿到硕士学位后到他

们学校工作。对于吃米饭长大的尊德来

说，即将结束吃不惯面食且举目无亲的北

方生活，重要的是专业对口，学有所用，

这无疑是好消息。然而，一个人的出现改

变了尊德的计划。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硕

士研究生可算是凤毛麟角，尊德谦和、友

善的性情加上阳光、斯文的外表，让系里

的卢老师非要给他介绍对象。也许是抵不

过卢老师夫妇的热情，或许是上天的安

排，一心想回安徽，从未动过心思在北方

成家的他，竟然同意跟外语系毕业后留校

任教的符珍见一面。初次相见的一见钟

情，让两人都那么确认对方就是将与自己

相伴一生的人，并且在往后的岁月里他们

俩对此也没有怀疑过，这与一向思维缜

密，谨言慎行的尊德简直是判若两人。 

相恋不久，符珍收到位于另外一所城

市的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这意味着数

月后这对恋人不可避免的别离，却也催生

了那个年代还不太常见的“闪婚”。接下

来的三年他们聚少离多，符珍努力着她的

学业，尊德忙碌着他的教学及科研，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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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靠鸿雁倾诉着对彼此的思念。 

研究生学习结束后，符珍回到原来的

大学，继续在外语系任教。第二年女儿的

出生给这个小家庭增添了新的喜悦和希

望。对初为人父的尊德来说，新生婴儿的

哭声好似催他奋发的进行曲。买菜、做

饭、洗尿布、照顾月子里的妻子和女儿，

他忙得不亦乐乎，上楼梯都是两三阶一跳

地往上蹿，甚至有时出门在外耳边也会响

起女儿的哭声！ 

女儿出生后，补习英文，出国进修是

尊德努力的下一个目标。他以优异的成绩

通过了当年的出国人员英语考试，争取到

了以访问学者身份去英国进修一年的机

会，这意味着他将与妻子和七个月大已经

会摇着小手说“再见”的女儿至少离别一

年。英国大学实验室一流的科学家，和先

进的科研设备无疑开阔了尊德的研究视

野。进修的时间一天天减少，尊德对符珍

和女儿的思念与日俱增。 

回国的日子开始倒计时，震惊中外的

“六四”学生民主运动爆发了。为了声援

天安门广场的大学生，尊德跟来自英国各

地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一起参加了全英

中国学联会组织的伦敦大游行。不久，学

生运动遭到政府的血腥镇压。因着当时英

国政府对六四学运的同情，尊德申请到英

国永久居民的身份，很快在英格兰南部一

家医院的研究所找到工作，也迎来分别十

八个月后与妻子和两岁零三个月的女儿相

聚的喜悦。 

有一天符珍打扫房间，书架上一本手

掌大小的圣经映入眼帘。尊德下班回到

家，她一边晃着手里的圣经，一边半开玩

笑半认真地说：「没想到，你人到英国一

年半思想就堕落啦！」尊德则收起笑容，一

脸严肃地解释道，他刚到英国不久，跟几个

中国来的学者受当地牙医一家的邀请去吃

饭，牙医夫妇和他们两个儿子的友好和真诚

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临走时牙医送给他们

每人一本中文新约圣经。自幼受无神论环境

熏陶的他，回到宿舍就把那本圣经束之高

阁。六月四号开进天安门广场的坦克，彻底

碾碎了尊德心中对政府抱持的最后一丝希

望。那天夜晚，他平生第一次打开那本圣经

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 

「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

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

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

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马太福

音 7： 9-11） 

读到这里，他眼前一亮，立刻联想到六

四期间三名学生代表视国家领导人为民之

父，双手高举请愿书，跪在人民大会堂东门

外台阶上，要求李鹏出来接见，听取他们希

望政府改正错误的建议，换来的却是总理的

拒绝，甚至是军队对学生的武力镇压。这三

节经文让从小饱尝父爱的尊德对圣经的态度

有了转变。 

英国安逸的生活和稳定的工作，没有减

弱尊德的不断进取之心。他的下一个志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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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去他所从事的科研领域最先进的美国

攻读博士学位。他的想法得到已经在美国

读博的大学最要好同窗周立新的支持和帮

助。一九九零年十二月二十二号，尊德带

着妻女和对大西洋彼岸新生活的向往，登

上了从伦敦飞往芝加哥的航班。一走出机

场，雪花夹着凛冽的寒风扑面而来，预示

着尊德一家美国留学生涯艰辛的开始。 

初来乍到，每个月只靠尊德一千美金

的科研助理收入维持生活，拥有 F2 留学生

家属身份的符珍，不能出去找工作减轻家

里的负担。芝加哥冰天雪地的恶劣气候，

加上女儿未满三岁，上不了尊德就读的大

学幼儿园，母女俩只能待在家里，符珍的

心情自然郁闷寡欢。好在春天来临，冰雪

融化，她可以带着女儿走出家门，到附近

位于芝加哥南中国城的小公园散散心，有

时会碰到从国内来的老年人。可能是语言

不通或文化不适的原因，他们大都表情凝

重，不苟言笑。一次，符珍邂逅了一位从

上海来帮女儿照看小外孙的冯阿姨。七十

二岁的老人家，质朴、乐观，脸上春风般

的笑容与其他同龄人形成鲜明的对比。两

个孩子一下子就玩到一起，符珍和冯阿姨

很快也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朋友。来芝加

哥整整一年后的十二月二十二号，符珍就

在冯阿姨所在的芝城华人基督教联合会受

浸，归入主耶稣的名下。 

信了主的符珍生命真的发生了奇妙的

变化！尽管周围的环境依旧，她从圣经中

了解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

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

命呢？」（马太福音 16 ： 26），她不再动

辄怨天尤人或杞人忧天，嘴里的抱怨少

了，脸上的笑容多了，屋子里还不时飘荡

着跟妈妈去教会的女儿稚嫩的童声：「这

是天父世界，孩童侧耳要听：宇宙唱歌，

四围响应，星辰作乐同声……」尊德发

觉，因着妻子的改变，他成了第一受益

人。以前回到家脱下袜子随地一扔，随即

被爱整洁的符珍发现后，耳边不光响起一

阵唠叨声，还会被她命令捡起自己的袜子

丢到洗衣框里；信主后的符珍遇到这种情

况就会一边唠叨，一边弯腰把袜子捡起来

丢进洗衣框；渐渐地，尊德听不到她的抱

怨声，袜子也会被她捡起来丢进洗衣框。

符珍这一细微的变化，尊德都看在眼里。 

教会里一对台湾来的夫妇和他们两个

年幼的女儿住在芝加哥南郊，开车一个小

时下高速即刻可以到教会。为了接送符珍

母女，他们每个主日额外两次开车往返于

教会和符珍家，三个月从未间断过。当问

及这种不求回报的举动背后的原因时，他

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约翰

一书 4 ： 19）的回应像一把锤子在尊德的

心上敲了一下，他对符珍说：「以后别麻

烦人家了，我开车送你们去教会。」 

符珍受洗不久参加了国语堂的夫妇团

契。看着别人都是成双成对，回家便苦口

婆心地劝尊德参加。拗不过符珍的坚持，

加上对教会有初步的好感，尊德勉强答应

一试。聚会一开始，他就在角落的椅子上

坐下，随手拿过一张报纸盖在脸上，不一

会儿，他的呼噜声引来所有人的目光，此

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不再去教会。然而，神

对尊德的爱没有因此而中断。 

随着对神认识的逐步加深，符珍渴望

服事神的心渐渐增长。一九九三年的一

天，国语堂李绍元牧师向符珍提到为越来

越多国内来的学生和学者成立团契的意

象。祷告之后，她小心地征求了先生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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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没想到尊德爽快地同意开放他们的家

每周给新团契用。每次聚会前，尊德都会

把家里的地板拖得干干净净，还亲自掌勺

给大家做饭（他的大锅饭手艺就是那个时

候练出来的）。作为开放家庭的主人，他

不好意思缺席。尊德愿意开放他的家，神

也藉着这个团契开了他的心门，他开始思

考有关圣经的问题，有些关于到底有没有

神，谁是真神，为何要重新思考达尔文的

进化论以及童女生子、死人复活等通不过

他理性的问题，把信主不到两年的符珍也

问住了，只好对他说：「你自己去读圣经

找答案吧！」谁知一向做事认真的尊德开

始读《创世纪》，第一章还没读完，他已

经列了十七个问题。 

符珍开始默默地为尊德祷告，恳求神继

续为他的得救开恩；也为自己祷告，求主

赐智慧和力量与神同工，帮助她在先生面

前按圣经的教导谨言慎行，活出基督生命

的见证。找到尊德问题的症结，她开始收

集相关的基督信仰书籍、杂志和文章，不

吭不响地放在尊德回家后触手可及的地

方，这样就避免了不少因血气而生的辩

论。基督徒信主的见证，尤其是神透过祂

自己的话，渐渐地开了尊德心灵的眼睛，

让他看见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自然

界的井然有序、四季有规律的运转、宇宙

间数不尽的奇妙、以及人体构造的复杂

性，这一切不可否认的事实最终攻破了他

无神论的堡垒。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

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

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

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

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

1 ： 19-20） 

 神也藉着圣经进一步启示尊德，耶稣

基督就是神：「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

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

基督耶稣。」（提摩太前书 2 ： 5）英国牧

师托马斯（Dr. W. H. Griffith Thomas）

所 著 的 《 基 督 教 就 是 基 督 》

“Christianity Is Christ”一书帮助尊

德了解到，基督教的核心是耶稣基督。释

迦牟尼不是佛教的主要教训；穆罕默德也

不是回教教训的中心，然而耶稣基督和祂

的工作决定了基督教的一切。圣经中三百

二十多次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一一准确地

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别的宗教教主说他

们为信徒找到一条通向真理和生命的道

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

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

去。』」（约翰福音 14 ： 6）亲眼见过耶

稣，生命被彻底翻转的使徒保罗坚定地宣

称：「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

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

架。」（哥林多前书 2 ： 2） 

渐渐地，神把渴慕追求认识祂的心赏赐

给尊德。由于受国内教科书上达尔文进化

论先入为主的影响，西方反驳达尔文理论

的文献让这个生命科学领域的在读博士生

震惊。他开始认真阅读英文版的《物种起

源》。达尔文推测说，生物物种起源的

“跨种进化”是经过自然选择而达成的，

尊德发现，这个论点站不住脚。首先，这

与“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

的常理相悖。其次，达尔文在他的书中所

举的实例只限制在同一个生物种类内部的

变化之中，但他举不出从一个种类变为另

外一个种类的实际例子。进化论者提出的

最简单的单细胞生命，可以进化到最高级

最复杂的生物如人类这一推论也经不起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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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虽然达尔文预测在他以后人们会发现

许许多多过渡性的祖先生物化石，遗憾的

是，迄今为止，这些假想过渡性生物化石

被发现的数据几乎为零。往后退一步，即

便是找到所有中间性生物化石，人们依然

不能绕过生命的来源这个本质性问题。达

尔文的理论随着科学的进步，引来越来越

多进化论者无法回应的挑战。 

对进化论的再思让尊德对神的认识有

了长足的进步。他对基督信仰的很多老问

题找到了答案，然而新的问题接踵而来。

记得一个周末，他们邀请符珍的同乡，当

时就读于芝加哥慕迪圣经学院，现任《生

命季刊》总编的王峙军、执行编辑屈儆聆

夫妇来家做客。刚吃完饭，尊德就迫不及

待拿出他平时记录问题的本子，希望这对

神学生夫妇为他解答，颇有等他把所有问

题想明白后再信的架势。峙军的一句：

「等你对圣经完全没有问题的时候你自己

就是神了。」的话让尊德无言。最后，他

们讨论到“天堂”和“地狱”的问题，尊

德半开玩笑地说：「既然神爱人，那祂或

许会因为符珍的缘故，允许我这个基督徒

家属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搭个小窝棚，我们

夫妻至少每年可以七七相会一次。」峙军

语气平和而坚定地说：「据我对圣经的了

解，在天堂和地狱之间神没有给人留空间

让你搭窝棚！」听了这句话，尊德足足愣

了好一会儿。那天晚上的谈话成为尊德慕

道路上的里程碑。 

后来尊德参加了 International Stu-

dents Inc. （ISI）组织的校园查经班，

但依然没有跨出信心的一步。有一次他跟

符珍说：「圣经里记载了那么多神迹奇

事，假如哪天让我也遇见一次，我就信

了。」转眼到了一九九六年的劳工节，他

们一家到密执安州露营。尊德驾车回程开

上高速的时候，已是夕阳西下。没开多

远，遇上高速修路，三个车道变成一个，

车子慢慢向前挪着，坐在后座上的女儿很

快进入梦乡。大约一刻钟以后，车道变回

三个，几乎所有的车都开足马力，尊德的

车速提高到每小时近八十英里。突然，

“砰”的一声响，他们的车子猛地摇晃了

一下，缺乏经验的尊德下意识地使劲踩了

油门，车子骤然失去控制，来了个一百八

十度转身，倒着继续往后冲。坐在副驾驶

座上的符珍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呆了，

连祷告都没想起来。也不知过了多久，等

他们缓过神来的时候，车子已经稳稳当当

地停在州际高速公路间的草丛里。女儿挣

开眼睛，全然不知刚刚发生的一切：

“What happened？”（发生了啥事儿？）

几个目击人飞快地跑过来救援，其中一人

喊着：「好险！你们的车离我们的只差两

吋耶！！」尊德颤抖的手里还攥着一瓶可

乐，望着车内顶部由于猛烈颠簸喷撒出来

的可乐汁，喃喃地自语道：「这是神

迹……」 

过了几个月，疑惑再次占据了尊德的

心：「除非神亲自向我显现，我总不

信。」听了这话，符珍的心一下子揪了起

来。自从上次车祸之后，每次她坐在倒退

的车上，心跳都会不由自主地加快。真可

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虽然他们

经历了神的保守，一家人有惊无险，此刻

尊德顽梗的心让符珍只能跪在神的面前迫

切地为他祷告：「爱我们一家的天父啊，

谢谢你把我迁到你爱子的国度里；谢谢你

这些年在尊德身上所做的圣工。你既然已

经向他开了福音的门，就没有谁可以关

上。虽然尊德对你的信心不足，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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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爱不会离开他。『当信主耶稣，你和

你一家都必得救。』（使徒行传 16 ： 31）

主啊，这是你的应许。求主继续施恩拯救

尊德，只是不要让类似上次高速上的事情

再发生，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

易发怒的神！」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

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

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

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以

赛亚书 55 ： 8-9）神听了符珍的祷告，用

奇特的方式向尊德彰显了祂不离不弃的

爱。一九九七年的夏天，尊德一家参加了

位于加州圣地亚哥的地平线教会（Horizon 

Church）主办，ISI 协办的中国学生学者

福音营。十几位讲员的布道和专题信息个

个精彩，其中冯秉诚博士的布道专题对尊

德触动最深。相同的无神论背景，相近的

研究领域，还有相似的思维方式和信主过

程中的挑战，冯弟兄的见证让尊德觉得扎

心，他越来越看清自己的骄傲，自义，顽

梗和悖逆，也越来越意识到他需要耶稣的

救恩。 

福音营的倒数第二天上午，主办教会

组织与会者到圣地亚哥市区观光，那天去

的人特别多，四个大巴全部坐满，尊德就

和几位篮球爱好者打起了比赛，符珍和女

儿坐在一旁观看。开赛不到十分钟，尊德

跳起来抢到篮板球落地时右脚踏到另外一

个人的脚上，只见他身子一歪，摔在地

上，脚踝严重扭伤，五分钟之内肿得像个

馒头。不一会儿，负责营地交通的一位白

人弟兄跑过来，主动提出开车载尊德去医

院。他的车停在离球场约二百米处，尊德

咬了咬牙，吃力地从场地上站起来，左脚

刚向前跳了几步，疼得他脸变了颜色，额

头上也渗出汗珠。那位身材瘦小的弟兄二

话不说，伸出双臂将尊德拦腰抱起来就

走，符珍拉着女儿紧跟在他俩后面。这

时，迎面走来一位拄着拐杖，步履蹒跚的

老人，看到眼前的一幕，禁不住自言自语

地说道：「谁说看不见神？看！从这位弟

兄（双手托着尊德的弟兄）身上我就看到

了耶稣！」老人的话让尊德和符珍四目相

对，尊德的眼神清楚地示意着妻子：「今

天我看见了！」 

从医院回来的尊德右脚缠着绷带，坐在轮

椅上，很多人走过来跟他握手问候，他成

了营地的“名人”，平日脸上的腼腆被众

人的热情和关爱一扫而光。其实，细心的

神是在预备他的心，接受祂对尊德爱的呼

唤。值得一提的是，一直关心尊德的一位

团契属灵长者后来告诉尊德，那天夜里他

睡到深夜两点醒来睡不着，就跪在床前为

尊德的灵魂得救迫切地祷告。福音营的最

后一天，当冯秉诚弟兄呼召时，他终于踏

出信心的一步，认罪悔改，在神和众人面

前举起了信靠的手，好几分钟没有放下

来！符珍知道尊德那高高举过头顶、久久

没有放下的手，是对神十字架上神圣大爱

的感恩，这一刻也将执着跟随基督的爱深

深扎根在尊德符珍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