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好的事
杜魯門 (Drummond) 教授認為愛是「人間最大的事」。我們寧可稱它是最美好的事。
「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我就成了鳴的鑼，響的鈸一般。我若有先知講道之
能，也明白各樣的奧祕，各樣的知識。而且有全備的信，叫我能彀移山，卻沒有愛，我就算不得甚麼。我
若將所有的賙濟窮人，又捨己身叫人焚燒，卻沒有愛，仍然與我無益。」(林前 13:1-3)
沒有愛，口才就毫無益處。甚至說方言的恩賜也是無意義空虛的。甚至最高的智慧以及最超自然的亮光
也是冷酷的，並且是死的。那足以移山的信心也不能結出真正屬靈喜樂的果實。就是甚至能慷慨地捐出數
百萬，以及捨棄性命被人焚燒，這些行為都無法將那尚未被屬天之愛摸著的心帶回，歸向神。我們可能做
了許多並沒有愛，有許多工作原本神是可以祝福許多人的，但是如果我們沒有屬天的愛，雖然做了許多
事，卻對我們毫無益處。我們不是說一個人可能有極大的信心卻無愛心; 乃是說他的信心和愛心不成比
例。如果是如此，所作的工至終是徒勞無功，令人失望的。甚至有些最大的犧牲很可能只不過是自私的另
一種形式，也可能是他們期望在榮耀中贏得的補償，或者是一種聰明的方法，讓人可以自誇而從中得到滿
足，或是堅決地要達到自己的目的。唯有愛是一切事物的實質，是歡喜、快樂的泉源，是永久的生命而且
會結實纍纍。
愛可分為三種，第一種是被動的; 第二種是消極的; 第三種是積極的。

一、 被動的愛有三種特質
「愛是恆久忍耐」，「愛是凡事包容」，以及「愛是凡事忍耐。」你從這些定義中可以注意到在這幅圖
畫中所提及的最首先和最末後的各種特性。屬天之愛呈現在我們面前的乃是：帶著溫順的低頭; 忍耐以及
長久的忍耐; 這種愛展現的光景是：在重擔之下仍然順服地垂著頭，然而臉上帶著神聖的亮光有著不屈不
撓的耐心，有如在告別之時帶著笑容，毫無怨言，也無憂色，乃是凡事忍耐。愛的外貌可呈現出「恆久忍
耐」，在此二者之間還有許多不同的特徵。
「恆久忍耐」是論及我們忍耐他人; 而「凡事忍耐」是談及我們忍耐在神的手下，認定是神的作為。前者
表示出溫和，親切的特性，後者乃表示出堅忍的特性。在忍耐之愛三種特性居中的乃是「凡事包容」。按
著字義來解釋，就是「經過一切反對之事來試驗的」。這句話使我們聯想到所有臨到的各種考驗，然而，
這種忍耐的愛歷經試驗之後證明它乃是不會被刺穿的鎧甲; 它的勝利是不會改變的，它的亮光不是黯淡
的，它的榮耀是清楚明白的。所以，愛的生命其中最大的部分就是忍受苦難。「我也要指示他，為我的名
必須受許多的苦難」(徒 9:16) 這段經文乃是使徒保羅一生工作的序文。然而，忍耐受苦還分兩種方式。一
種是咬牙切齒地忍受它; 另一種則是唱歌讚美來承受。前者是在知覺著我們是多麼地痛苦的在忍受; 後者卻
是超脫在苦難之上，甚至幾乎忘記了我們是在忍受任何的苦難，而且是滿心被別人的事所佔據，在愛中我
們忘記了自己所承受的艱難壓迫。例如一位忠實的妻子，她服侍她那受苦的丈夫，每夜掛心地照顧他，從
來沒有想到她自己缺乏休息可能會危及她的生命; 直到她的犧牲都完成了之後，她才醒悟到自己忍受了多
少的苦難。基督能夠忍受十字架的苦難，輕看一切的羞辱，乃是因為祂在愛中心裏帶著喜樂。

二、 愛的性格有八種消極的特質
1. 愛的清白無罪
「愛是不嫉妒」。這種愛是當你看見別人成功順利時; 或別人很傑出卓越時; 或他人更有才德、品格，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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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價值時，你的心中不會感到痛苦。例如當你看見有一位姊妹被神更重用，被眾人尊崇; 或是看見有一位
弟兄享受的一些祝福可能你認為原本是你也當得的福氣。然而你能為別人得到這些好處而與人同享喜樂，
不以自己的苦難去和別人比較。知道如何處卑賤，也知道如何處豐富，並且能夠察覺出自己的損失乃是一
種更高層面的得著，而且是比別人的成功有更豐富的祝福。無罪之愛深深地明白那些外表的祝福都是不定
的，因此它不敢帶著貪求的心或切望的眼光來注視那些外在的福份; 尤其是它能清楚地看見乃是天父的手
把一人升高，把另一人降卑，它甚至不敢在思想中懷疑神大愛的智慧。「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該喜樂; 富
足的降卑，也該如此。」(雅 1:9-10)「我知道如何處貧賤，也知道如何處豐富。」親愛的，求主幫助你當
別人得到好處時你能由衷地與人同感喜樂，就像是自己得到了一般。並且當你看見其他的弟兄得著恩典、
服事，能被神使用，能得到報酬時，你能多多地為他感謝神，就如同是自己得著了一般。如此你自己的心
就被擴大了，你將得著如皇族的豐富，遠超過那些外在的賜福。
2. 愛的質樸
「愛是不自誇」。「自誇」是談到那種為了想要炫耀自己的一種願望，欲求博得他人的好評。愛是不矜
誇，有時只是外表的謙卑，不過只是虛榮罷了; 因為自負的人通常是對他自己有很低的評價。因此之故，
他盼望別人能高估他，就盡他的全力來建立他的聲譽而名過其實。這種誇耀，彰顯自己的心態總是與愛的
定律相反的。我們所作的任何事若是蓄意要令人注目，那就是一種自私自利的低級行為，而且對我們事奉
的純正動機是大有損害的。
3. 愛的謙遜
「愛是不張狂的」這是一種不同的品質。它是論及人內心的傲慢自大而非只是外表的浮華虛榮。它談到
人的自我知覺，自視甚高而且自我膨脹，誇耀自己的聰明、良善、自己的重要，成功或是幻想自己甚有吸
引力。這種自高正是自私的本質，這種「自我崇拜」正是把這渺小的「我」高踞於偉大之神的寶座之上。
愛是完全不去思想自我，那才是真正的謙遜。愛不是賤視自己，乃是看待自己就如同看待別人一般，就是
要同等、同位、不自高。如果神喜悅他就使用我們，我們看自己不過是個器具而已。或是他定意棄置一
旁，我們就按他的心意保持靜默也不介意。當然「自誇」和「驕傲」這二者都是直接與愛相違背的，因為
它們二者都正是「己」的同一原素，並且愛和自私自利正好是相反的。
4. 愛的禮儀
「愛是不作害羞的事」，就是不作不適當的事，愛始終是有禮儀的和可愛地。愛從來不損傷別人或者試
著要讓人感覺受傷害。愛是單純的，是不讓人討厭的，是體諒他人的，是謙讓的，是高尚的，是有禮貌
的，是讓基督徒弟兄或姊妹無論處在任何景況下都是帶著愛心的人。這是一件奇妙的事，就是屬靈的德性
如何變化人的外在生活、行為。甚至是沒有知識的人和沒有教養的人，他們外表的言行態度都能因著內心
被屬天定律的大能更新，而變成可愛而且有吸引力的人。
5. 愛的目標
「愛是不求自己的益處」，這是愛的目的; 它從來不是為了自己。這裏所強調的字是「尋求」。我們究
竟在追求什麼呢? 我們的目的是什麼呢? 難道是某些事物的終止。若結局都是為了你自己，甚至它是屬靈
的事物，在神看來都是敗壞，腐化和墮落的; 即使是追求你自己屬靈的好處，都是有害的。唯有不斷地專
心尋求別人的益處以及神的榮耀，這人不需要去刻意尋求，卻得著了喜樂和聖潔。因為神將把愛傾入這人
並且充滿他，就如祂把愛傾出而且結出果子來。
6. 愛的性質
「愛是不被激怒的」(不發怒的)聖經中寫「不輕易發怒」，這「輕易」二字在原文中是沒有。愛是不準
備會失敗的。白細麻紗上有一個黑點，就足以玷污整個手絹了。只要有一道疤痕，就足以毀損一位婦女整
個姣好的面容。只要有一聲壞話，就足以毀掉一個年青人的美好名譽。在愛的環鏈中，只要有一個破環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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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破壞整條鏈子。愛是不能允許有一次例外，所以愛是不能發怒的。如果基督那得勝且甜美的愛曾失敗
過一次，那麼世人就全部遭難，救贖的大功也就完全失敗，毫無結果。讓我們觀看基督在他一生的競賽
中，無論是在巡撫衙門裏被人羞辱，被人吐唾沫在他臉上，在審判廳裏被控告，甚至在十字架上極深的痛
苦之中，他沒有一秒鐘曾失去他完全的溫順。如果基督在我們裏面，他的愛就不會被激怒，猶如已往一
般。
7. 愛的記憶力
「愛是不計算人的惡」。這是愛的心思，愛的記憶力。它記不得別人的錯失。就好像它的肩上背著一個
有許多洞洞的袋子，所有別人冒犯的過錯很快地統統漏光了。有如希臘人的諺語很優美地表達出其意，就
是：「不保存任何邪惡的帳目。」(不計算惡) 它不儲蓄怒恨等待將來報仇，不存在記憶中等待下次有機會
時就傾出許多苦毒的話; 為自己的緣故，也為別人的好處，它喜愛忘記別人的過錯; 它拒絕注意別人的惡;
它對別人的侮辱，攻擊不保持紀錄：它不是帶著怏怏不樂的心情，用憂悶的慍怒，讓人都被懲罰，過著長
期陰暗可憐的日子，以達到它合理的報復。愛不是如此要復仇，反而是很快地忘記別人的過失，含淚帶著
微笑，排去烏雲而呈現彩虹，繼續付出，就像搗碎的天竺葵葉子，雖然被損傷卻以芬芳的香氣來回報，仍
然去愛，永不改變。愛是沒有帳簿的，沒有審判的座位; 它所要做的事只是憐憫和溫順。它教導我們去祝
福人不要去咒詛，終日去行善不要去作惡，去激勵人、安慰人、去使人變溫和，使人被提升。愛從來不令
人喪氣消沉，不讓人受痛苦，不去審判人，不去傷害人。甚至對那些可憐的罪人以及有過錯的人都是它要
以特殊的人物親切去對待的。還有那些逼迫你的人，也要以愛去祝福他們，如此行就是把炭火堆在錯待你
的惡人頭上了。
8. 愛的眼睛
「愛是不喜歡不義」。有一種試探，就是當我們發現別人做錯事時，我們暗中覺得有點歡喜，特別是如
果那人比我們有更長的基督徒生活，我們可能期望他應該做得更好。別人的錯失看起來似乎能給我們的過
錯有一些遮蓋，或者至少給我們的過錯有一些模糊的藉口; 即使不然，也有一種偽善的得勝感，讓我們以
為自己比他們更好，而覺得自己更靠近神。噢! 親愛的，讓我們對這種心態感到可恥的，並且要像我們的
主，當他人墮落時，讓我們哀哭; 就算我們還能站立得住也不要暗自歡喜。善良的但以理把以色列民族的
罪惡過犯背負在自己的身上，在神面前祈禱認罪，求神赦免，有如是他犯的過犯一般，結果就贏得了被稱
呼為「大蒙眷愛的人」為獎賞。讓我們有那樣的愛，當我們的弟兄姊妹犯錯時，我們也覺得一同蒙羞受
愧，如此就真是像在基督的同一身體上有連結，那麼如果有一個肢體受苦，我們都覺受苦; 如果有一個肢
體犯罪，我們都應覺得是可恥的而且都被玷污了，因此要盡全力從心中湧出代禱代求，以及想要去修補，
恢復的愛。愛的職事中最困難且最神聖的工作是如何去對待過犯，唯有那種非常有愛心的人才能去處理別
人的罪惡。嚴厲的態度並不能幫助他們; 譴責也無法醫治他們; 那種審判的靈更不能使他們提升; 但是「你
們屬靈的人要挽回這樣的弟兄 (他被過犯所勝)，要用憐憫的精神去對待他」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而且
只有仇恨會引起爭鬥。亞歷山大大帝的畫像上以他手的陰影來遮蓋他額上的疤痕。同樣地，愛也可以用它
自己優美的掩飾來遮掩別人的過失，於是在愛的渴望中創造出別人的善良來。
以上那八種愛的特質都是消極的。這種思想是多麼地令人感動：就是在愛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不是我們
做了什麼，而是什麼事我們要禁止去做。愛不是談論許多我們做了什麼，而是論及什麼是我們不該去說或
不該去做。而那些思想，言行至終將要構成了我們的性格。如果我們能夠簡單地保持不動，勒住沒有說出
口的話，禁止不慈愛的思想，保持沒有變色的面容，不去採取行動，並且維持平靜的心情和默然無語的態
度，以消極的愛來置身於試探的壓力之下，那麼我們將能實行出更多的愛來。

三、 有五種愛的特質是積極的
1. 愛是仁慈的、
愛是仁慈的、和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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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慈」這字是一個美好的字，它論及一種天然的關係。它和 kin「親戚」是同一個字根。它的意思是要
對待他人如同對待一位近親、朋友或家人一般。簡單地說，就是看每個人都是神家裏的一份子，而且藉著
我們的主，救主耶穌基督，我們對待別人有如他們是我們的親戚一般。愛不是只有消極的特質，還有一種
特質是非常積極的、全新的，乃是滿溢而流出的仁慈。它是喜愛去祝福他人，它的態度是親切的，它的音
調是慈愛的，它的表情是溫和的，它全部的行為都是熱誠的; 它是充滿了關心以及體諒別人的服事。它乃
是去做真實的事使人快樂而且是去增進他們最高的益處，它的果實是甘美的而且是豐富的，又是最實際
的。
2. 愛是喜歡真理
這個特性把我們基督徒的工作提升到更寬闊的領域，而且是在地上擴展了神的國度。這裏讓我們看見那
神聖之愛能差遣人去傳福音，辛勞地作工為了要人人得到救恩｡ 為基督的緣故去建造，為真理作見證，並
且是為了耶穌和祂恩典、榮耀的國度尋求各種方法去前進。愛是以寬廣的心，忠實的、勤奮的為神作工。
它是歡喜看見基督的教會在進步之中，而且要將福音傳遍全世界。它是活在差傳的精神之中以及是在基督
的服事工作裏。它喜愛聖經、福音，以及人們的靈魂。它喜歡參與別人的工作如同他自己的事工一樣，無
論如何只要基督的信仰能被振興，它都能與使徒保羅一樣大聲呼喊：「我在其中真是大有喜樂，是的，我
還要更喜樂。」它能接觸到的人遠超過自己教會的信徒，也超過自己的計劃，並且它也熱心地為每個運動
的增長而歡呼，原因是這麼地珍貴。而且是超過一切它所能做的或渴望的。愛能興起禱告的靈，它渴慕也
祈求真理能被傳揚出去，直到每一個黑暗的陰影都消散逃遁，而且讓每一位受造之人都能認識這位救主。
3. 愛是凡事相信
這裏有一個真正的秘訣可以讓我們去愛那些我們不喜歡的人們。愛就是能憑著信心去相信他們而不憑眼
見，也能憑著信心給他們披上好的品質雖非他們真正所擁有的; 然後就確信神能夠使他們變得真實，並且
對待他們有如他們真是有此品格。愛是很容易就去相信別人的。就像神，神的愛，在雅各裏面看不見不
義，在以色列中沒有看見不公。就像神，祂的愛說：「他們確實是我的子民，我的兒女不會說謊。」所以
愛就是拒絕相信別人的惡而且堅持承認別人的善。甚至是有如一個溫良可愛的女孩，她全心地在幻想，把
一個自私自利的男人想像成是一個浪漫而有趣的人; 甚至將他虛構成是一位有俠義行為的人。她心中所欽
佩，愛慕的那些他的特質，都只不過是她自己想像的映像而已。所以屬天之愛就是以基督對他們的想像來
披蓋在別人的身上，也帶著我們自己對他們的親切願望，大膽地去相信他們都是真實又可信的。
4. 愛是凡事盼望
假如我們沒有看見我們在別人身上的信心得到回報，我們只要能持續在這種神聖的期望之中，至終它將
會實現的。讓我們注視著那些我們所愛的人，看他們都是無邪惡和自私，而且相信將來有一天當神那偉大
的計劃和憐憫將要成就時，他們都要在天父的國度裏像太陽一般地發光。噢! 我們總是被呼召去愛那些不
可愛的人，甚至當他們還正在故意的行惡，而且正在進行惡意攻擊、毒恨、傷害我們之時。然而神就是把
他們放在我們的心上，並且又如此命令我們要去愛他們，為他們宣告那些他們還沒有得到的特質! 我們相
信神將要給他們這些品質，我們假定就如同它已經是真實的; 讓我們看看我們禱告中的想像，就如同它已
經成為事實而且是正呈現在我們眼前; 當我們思想他們時，就如同深知在不久之後將要在天堂看見他們，
甚至是就在地上這裏，當神全部的工作都完成了時，我們就發現，在想像的未來之中有些東西是能夠讓我
們去愛的。蒙愛的人啊! 試試這種屬天的藝術就是愛的信心和盼望，你將會發現真是「松樹長出代替荊
棘，番石榴長出代替蒺藜。」(賽 55:13) 在你的生命之中那些讓你覺得那麼討厭的事將要變成是可喜的、
屬天的。就如經上所說：「曠野和孤寂之處將要歡喜。」藉著神的大能，你自己的信心和愛心將是促成這
些變化的主要原因。
5. 愛是優越的
「這其中最大的是愛。」在一切的美德之中，神把后冠加諸於「愛」，因為它是唯一主宰神完美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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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並且它是唯一說出神自己的，因為聖經說「神就是愛」，祂只是愛。祂是強大的，但祂卻不顯示自己
的威力; 祂是大有智慧的，卻不只是各種學識; 祂是公正的，但卻不是審判的化身; 然而祂是愛，祂各種的
屬性都不過是祂良善的樣式，而且是在愛的管理之下，以達到它最高和最重要的實行。
同樣，愛是最重大的事，因為它是最高尚的行動原則，也是最高超的行為之動機。愛能完成它負責的任
何事，愛能使任何重擔都變得輕省，使任何困難的工作都變成容易。愛能引導一個母親勇敢地穿越敵軍的
戰線，到彼方的醫院去餵養她那垂死的男孩。愛能讓一位忠心的妻子犧牲她少女時代家中的享樂，為自己
所揀選為終生伴侶的男人去操勞及受苦。在任何的景況之下，只要有他的笑容和同在，她就覺得喜樂。愛
能使人在愛國心的祭壇上為它的目標而捨去生命，或是為了個人的喜好而犧牲。愛使雅各把七年的勞苦看
成是一個假期或像結婚的蜜月那麼短。愛使保羅的艱難變成像是使鷹高飛的翅膀。愛能差遣宣教士放下他
個人在地上的喜好，去努力作工並且忍受一切苦難而死在非洲內陸的中心，卻帶著自我犧牲的喜樂心情。
愛能激勵那些金錢買不到的東西，武力不能強迫的事情，興趣不能驅策人去做的事。所以神很智慧地使它
成為人類行為的主流，正是因為在它裏面有一種可以爆發的衝力能夠提升我們進入無限的服事，使順服變
成是一種完全的喜樂。
愛是一切公義、聖潔、責任與順服的本質。愛是滿溢著膏油的。它就是這簡單的原則，對基督徒生活的
每件事來說，它正是那關鍵的鑰匙。它除去生命中一切的繁雜，把責任減縮成一個簡單的，首要的元素，
就是愛：要去愛神並且愛人，所有的事神都會看顧，我們不必去操心。在人類設計的機械裝置中，簡單乃
是一切動力的要素，也是成功的要訣。在神所設定偉大的道德律和聖潔規條之中，其結構也是有兩項簡單
的原則，就像是地球有兩極，在兩極之間地球規律地運轉著。這兩項原則，一個是「信心」，另一個是
「愛心」; 它們就如同是兩極有確定的位置是不變的，也是固定的。又像是地球帶著它那持續，劃一的步
調，以它堅定的平穩在地軸上旋轉不停。同樣的，人生也是在信心和愛心的軸上運轉不息。
愛是人生中最大的事，因為愛是永恆的。
「生命之中一切的熱情都將要飛逝，唯有愛是不滅的;
它聖潔的火焰將永遠燃燒著，它從天堂而來，也將回歸天上。
在那裏，信心將聳立而結實纍纍，盼望在天上得以變成眼見，
這些是生命的產業，而非了結或終止，因為聖徒們是永遠在愛。」

四、 愛是需要人去追求的
若說人要去「跟隨愛」，不如說是要去「追求愛」更恰當些。這裏描述著一種強烈的態度。這個「追
求」一詞是用來形容一個獵人在追趕獵物時他的心情是那麼地急切; 或是形容一個貪心的人迫切地追求他
個人的利益; 又或是形容一個有野心的人努力地去追求他自己的目標; 或是論及一個熱心的人奮力地去追求
他自己所設定的更高目的。而所謂「追隨愛」就是形容要全心去追趕，直到追上為止，否則絕不罷休。你
應當去得到它一切的豐滿，它將報答你的勤奮,它將補償你的犧牲，你的期望也永遠不會落空。正如所羅
門王對智慧的描繪說：「它擁有一切的應許，不但是今世的，連來世的二者都有了。」愛的本身就是天
堂，它所帶來的天堂是有著無限的回報，然而問題是我們應當如何去追隨並得到它呢?
讓我們帶著感恩和歡喜的心永遠記得，愛絕對是從神的恩典賜下來的一份禮物。「愛」這個字在實質上
來說就和「恩典」是一樣的。它不是一種靠人的力量所能達到的成就，它乃是得自於天上的一種恩賜禮物;
「愛」不僅是一種人性的美德，更是一種神聖的恩典; 它不是人可以用努力去鍛鍊而成的，也不是我們很
痛苦地可以學習來的; 它是一種由耶穌基督的靈來組織並供應在我們裏面的一種特性。這就是整個主題的
重點，它不是人類天然的愛，而是神的愛，廣泛地滿溢而出，充滿在我們的心中。我們剛才給你看的那幅
圖畫確實是一個真人的風采---那就是主耶穌基督祂自己逼真的肖像，而且祂那種特性不是人所能模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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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得著它的唯一方法就是讓耶穌本人住進我們的心中，並且讓祂和我們的生命有一種實際的、個人的、
親密的與祂聯合，然後祂將會在我們裏面活出祂的生命以及祂的愛，我們就會像祂。這就是愛的屬天之秘
訣。就像是真正的信心和真正的聖潔，乃是基督在我們裏面活，並且是基督在我們裏面愛，以至我們就能
像祂愛我們那樣去愛別人。
我們必須願意去接受這種愛，否則這種愛就不能分賜給我們。我知道有許多人的心並沒有得到這種得勝
的愛; 當我再三強調這個問題時，有時我聽到這樣的答覆：「我覺得我實在是不想去愛某些人，但是在我
的憎惡之中有一種秘密的喜悅，並且我覺得如果我去愛他們如同我相信神要我去做的，我就會不開心
了。」所以有一種愉快的怨恨秘藏在我們的偏見和嫌惡之中。我們有時不願割捨這種愉快，而其結果就是
神不能賜給我們那些我們不願意接受的恩賜，以至於苦毒的根就一直存留著，於是我們的心田就被長出的
苦毒玷污了。蒙眷愛的人哪! 你是否願意像神那樣去愛人呢? 你願意揀選祂那種完全的愛嗎? 你願意毫無條
件地，絕不妥協地向祂祈求那種愛嗎? 那麼你將得到它一切的豐富。
當我們接受了耶穌的愛和耶穌的生命之後，我們必須在其中去操練。神已經把它點燃在我們裏面，進入
到我們裏面。祂引導我們出去，進到某些環境之中去被試煉，又證明出我們的愛心是失敗了; 並且就是在
那些地方，反而是我們需要接受祂的愛，然後再去操練行出來，於是我們就逐漸被成全。所以，在這愛的
路線上，神將引導我們進入各種的經歷，可能是各種的試煉，那是需要一種如同只有神才能給予的愛; 並
且，當你接受了神的愛又站立在其中，那愛就被成全並確實奠定了根基。你將穿上它如同束上那完全無瑕
疵的腰帶，它把你全人四周包圍起來，讓你穿上了外袍，預備好了去面對各樣的磨難，以及去盡人生各種
的義務。當愛心經過試驗被證明出沒有缺失之後，它就不覺得有壓力了，接著壓力或許就會被挪去，愛心
的測驗也就會停止，風暴過去之後必有極大的平靜和黃昏，或許天邊連一片烏雲都沒有。
有一位謙遜的英國女人長期忍受著她那殘酷又愛醉酒的丈夫，最後她覺得這種磨難幾乎要超過她所能忍
受的限度。然而似乎有一個耳語的聲音對她說，如果她願意，只要再忍受一點那更壞的情形，不久她就會
得到釋放。有一天夜晚，她丈夫回到家來，就是在深夜把她從安睡中吵醒，並帶著一種非常無理的態度，
粗暴地要求她起床來為他和他那群歡樂的酒友們預備晚餐。她就毫無怨言地起身，帶著天使一般的面容來
服事這群殘忍的男人; 她帶著淑女的殷勤，忍受著他們那些粗魯又喧鬧的吵聲，並且對待他們有如他們是
貴冑或王子一般，結果竟然令他們羞愧得面紅耳赤，她的可愛迫使他們在沉默之後發出由衷的讚賞。並且
這位丈夫，在試著要激怒她而都無效之後，終於完全地潰敗，他就被妻子的溫柔著實征服了，而且自從那
夜以後他就變成了一位謙卑的跟隨者; 就是學習她的溫柔生命以及她那種神聖的主的生命。那些磨難確實
已經達到了它的極點，測驗終於已經完成了它的工作。愛是需要經過了試驗之後而被證明出能敵擋一切的
壓力，因此就再也不需要壓力了。於是重擔就被移去，悲傷轉變成喜樂，陽光透過最後殘留的雲層，暴風
雨離去之時，彩虹已然升起，滿天籠罩著「雨後晴朗的光輝」。噢! 疲憊的心靈啊! 誰知道你那一切試煉的
終點站已經是多麼地靠近了? 所以你要有勇敢和真實的心，並且要去追憶，總有一天我們將要回顧已往，
甚或希望我們能再一次在諸般的試煉中去贏得那經過各種苦難和眾多試探而得著的冠冕; 並且學得了一些
功課，乃是神藉著我們的患難和考驗所教導我們的，有一天我們將要為了這些苦難而讚美祂直到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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