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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和小妞妞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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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妞妞语录：

“恩典就是哥哥打我一次，

我没打回去。”

“我觉得对我恩典太少，

对哥哥真理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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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 : 妞妞，你觉得什么是恩典啊 ?  

小妞妞 : 恩典就是哥哥打我一次，我没打回去。

妈妈 : 耶稣那里既有恩典又有真理，是平衡的。你

觉得我们对你怎样 ?

小妞妞: 嗯，我觉得对我恩典太少，对哥哥真理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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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 : 你和哥哥的关系怎样 ?

小妞妞: 我们刚学会过一个句型，“虽然……但是”，

我想造一个句：虽然我和哥哥总是吵架，但是我们还是家

人。

妈妈 : 罪是什么 ?

小妞妞 : 罪就是我心里面黑蒙蒙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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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 : 认罪祷告对你来说像什么 ?

小妞妞 : 洗澡。我要洗澡把心里黑蒙蒙的东西洗掉。

妈妈 : 罪就像钩子，魔鬼最喜欢抓那些身上有钩子

的小朋友，一抓就抓走了，所以我们要经常做认罪祷告。

小妞妞 : 妈妈，我们快点祷告吧，让上帝把那些钩

子除掉，魔鬼就抓不住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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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 : 你觉得爸爸现在的脾气如何 ?

小妞妞 : 现在温柔多了，以前他有时一生气好像忘

了我们。

妈妈 : 哈哈，好吧。

小妞妞 : 妈妈，我怎么从来没有听到过神的声音啊 ?

妈妈 : 不一定是耳朵的声音。

小妞妞: 哦，我知道了，就是有时心里面有一种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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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 : 人犯罪的时候就像掉进一个黑洞，这时候一

定要抓住上帝从上面扔下来的绳子，让上帝把你拉出去。

小妞妞 : 妈妈，你和爸爸也常常掉进黑洞吗 ?

妈妈 : 是啊，每个人都会掉进去，关键在于赶紧抓

住绳子，别自己搞一套。

妈妈: 如果一个人总担心明天要发生的事，该怎么办?

小妞妞 : 我们的主人耶稣不允许我们想明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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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绘本 天黑了，谁来陪我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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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薄荷好奇地摸摸自己的身体问：

“圣灵住在里面吗？”

“嗯，在里面！到了晚上，

小薄荷在梦里就成了萤火虫了，

可以发出光来照亮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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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薄荷是个可爱的小宝贝，她像其他小朋友一样，上

一秒很顽皮，下一秒又很听话。她也有让爸爸妈妈头疼的

时候：她很怕黑，晚上害怕一个人呆着。因为每天都睡不

好觉，闹得爸爸妈妈很晚都不能休息。

平时妈妈会哄小薄荷入睡，但这一天，妈妈有事不在

家。已经到了该睡觉的时间。“要妈妈，要妈妈……”小

薄荷哭闹着不肯睡。

这可怎么办呢？爸爸心里赶紧祷告，求耶稣给他智慧。

在他看来，这可比公司里的项目还要难做，没有耶稣的帮

忙可不行。 

爸爸抱住小薄荷，轻轻拍着她说：“小宝贝，你知道吗？

即使爸爸妈妈都不在你身边，你也不是一个人哦！”“哦，

那还有谁？”爸爸一句话就引起了小薄荷的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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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妈妈虽然有时候不能陪着你，可是天父爸爸会

一直在天上看着小薄荷的。”小薄荷这会儿已经止住了哭

声。爸爸继续说：“小薄荷可是天父爸爸最爱的小宝贝了！” 

“是吗？” 小薄荷有点儿疑惑地问。“当然了！”

爸爸肯定地答道。“可是，我怕黑！”小薄荷说着，又要

开始哇哇大哭。

爸爸做了一个惊讶的表情说道：“怕黑啊？宝贝，你

知道天父为什么要把光和暗分开吗？为什么要有白天和黑

夜呢？”小薄荷摇摇头，认真地看着爸爸。

爸爸继续说：“天父创造夜晚是为了让玩了一天的小

薄荷休息呀！爸爸妈妈也要休息才能恢复力量，第二天好

去工作！因为人都会累，需要睡觉。而且呀，黑夜可以给

星星做背景布啊，这样我们就能看见星星眨眼睛了。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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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你最喜欢的‘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的

儿歌，唱起来都没意思了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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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黑夜里有妖怪吗？”小薄荷紧紧抱着爸爸。“妖

怪？”爸爸不屑地说：“妖怪可是最怕小薄荷了！”

“啊？为什么？妖怪会怕我呀？”小薄荷惊讶的看着

爸爸。“那当然了，小薄荷是天父爸爸的宝贝。天地间就

数天父最大了，更何况，天父已经派了祂的儿子耶稣来到

我们地球上，帮助了很多人。小薄荷只要相信耶稣，圣灵

就会住在你心里。小薄荷睡着的时候，圣灵就会在里面发

光的。哼哼……再厉害的妖怪也不敢靠近我们小薄荷！”

爸爸得意地说。

小薄荷好奇地摸摸自己的身体问：“圣灵住在里面

吗？”“嗯，在里面！到了晚上，小薄荷在梦里就成了萤

火虫了，可以发出光来照亮黑暗。”爸爸眨着眼睛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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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主耶稣啊，给每个认识他的小朋友一个发光的灵，

不仅让天父爸爸可以看见小孩子，也可以让天父爸爸听见

小朋友们说话。天父、耶稣还有圣灵一起保护小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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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薄荷笑着躺在床上说：“原来不是一个人，爸爸数

错了，有三个人来陪我睡！”这天晚上，小薄荷做了一个

甜甜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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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绘本 天使送来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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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你好！”

一个小脑袋从前面探了出来，

小可脸上的微笑像阳光一般温暖，

整个车厢好像都要被照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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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可才五岁，他那粉嘟嘟的小脸总是挂着天使般的笑

容，清澈的眼睛如水一般不掺有任何杂质，世界对他来说

有许多的未知，但也让他感到非常新奇。妈妈每天睡前讲

说的那些故事让他知道这是个被爱着的世界，特别是那个

小婴孩降生的事，小可总是让妈妈一遍又一遍的讲给他听。

耶稣的故事让他知道自己如何被爱包围着，也告诉他要去

爱周围的人。 

如何去爱周围的人呢？小可把这理解成一种问候，因

为他刚知道向人说“你好”是一种礼貌和关心。

这一天他蹦跳着走在路上。“你好，漂亮的小花！”“你

好，大树！”“你好，天上的白云！”每当遇到什么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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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送上一句问候。

这时，迎面走来一位叔叔，“你好，你好！”小可微

笑着说，可是，这位成年人没有理会，走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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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可觉得可能是自己声音太小，他没有听到，走到前

面又看到一群人在排着队，他又走上前去。“你好，你好！”

人们都在低头玩着手机，没有人在意这个小不点。有的人

也只是瞥了一眼，注意力又回到手机屏幕上。小可有点不

知所措，又显得有些沮丧。

又到了晚上的故事时间，平时这都是他最开心的时候，

但今天的小可却显得有些安静。“妈妈，为什么大树会向

我招手，花儿愿意对我微笑，人们却不理会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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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看着对这世界充满疑惑的小可说：“亲爱的，你

还记得小耶稣降生的夜晚吗？”“记得，那是我最喜欢的

故事！”“他为什么出生在这个世界呢？”妈妈问小可。“因

为爱我们，也为让我学会去爱人。”小可抢着回答，因为

妈妈已经告诉他很多遍了。

“那么他出生在什么地方呢？”妈妈又问道。“是在

一个马棚里。”“是啊，小可你看，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但这个世界似乎对他并不友好，旅店里没有地方给他的父

母住宿，没有暖暖的被窝，他降生时只有又冷又硬的马槽。

但耶稣还是深切的爱着这个世界的人们。”妈妈温柔的看

着小可。 “嗯，马槽确实没有我的被窝这么暖和。”小

可似懂非懂，但一想到小耶稣，心里的那些烦恼就都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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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失了，他安静的躺在小床上，睡着了。  

兰兰毕业后来到这个城市工作还没多久，下班后的她

坐在公交车的最后一排，忧伤时她总喜欢待在这个角落，

眼睛呆呆的望着打在车窗上的雨点，心里一遍遍想着刚刚

被公司老板当着其他同事训斥的情形—兰兰暗暗在心里跟

她的耶稣嘀咕 :“主啊，我好难受，这样的城市这样的工

作我还要继续待下去吗，为何你看着你的儿女经历这世界

的冷漠却不管不顾，如果你不帮助我，我真的无法再坚持

下去了！”所有的委屈和复杂的情绪交错，泪水在眼眶里

打转，好似车窗上的雨滴悬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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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你好！”一个小脑袋从前面探了出来，小可

脸上的微笑像阳光一般温暖，整个车厢好像都要被照亮了。

“哦，你好，小朋友，有什么事吗？”兰兰一下从思绪中

被拉了出来，有些慌乱，害怕别人发现她在哭泣。“你好

啊，我叫小可，我想送给你一句问候！”小可大大的眼睛

仿佛在说，快快收下我今天送出的第一份礼物吧！“好啊，

谢谢你，我叫兰兰，很高兴认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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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中，兰兰坐在床上哭泣，不再是因为委屈，更

多的是惊喜、感动和感恩，下面是她此时的祷告 :“亲爱

的耶稣，谢谢你，让我知道我一直被爱着！那个孩子的笑

容真的像一个天使，哦，不，就是一个天使，你派来的天使！

就在我对你埋怨的时候，你让你的小天使来送给我一份礼

物，我确信那是你对我的问候，那么温暖！谢谢你，虽然

这世界很冷漠，我会带着你的爱走下去，将你的爱带给更

多人，就像那位小天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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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绘本 手拿珍珠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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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永远遗失了我的六颗珍珠。

现在手中的这一颗，

已经不是可以用来交换的财宝了。

这只是一枚密码：只要我握着它，

就还能找到神的家，

还可以在那里安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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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告诉我，我出生时她还没有准备好。那一年她跟

着地质队来到一片高原上勘探。第二天把我从帐篷里抱出

来的时候，在裹着我的毯子里，妈妈摸到了六颗珍珠。没

人知道珍珠从哪里来。他们都叫我，那个生来就带着珍珠

的女孩。

我在 5岁之前，总是梦到一双手，是神的手吗？从手

心滑落六颗珍珠。神却没有告诉我，这些珍珠用来做什么，

以及应该交给谁。

爸爸妈妈说他们爱我，我不明白爱是什么。我看着他

们的表情，他们有时在我答对了问题时对我说这句话，有

时在对我发很大的脾气之后对我说这句话，有时在他们两

个人互相发了很大的脾气之后，留在家里的那个人会对我

说这句话。我知道爱是一个东西，好东西，跟他们对我说的，

应该不太一样。我不知道。

有时候我喜欢一个人呆着，夜里坐在不开灯的床边，

把珍珠拿出来，贴近脸蛋，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好像有

一点爱的感觉。

他们如果加班回来，会皱起眉头，觉得我和别的小孩

不一样，这不太好。他们好像宁愿我很怕的样子拉着他们

的手，然后还是会离开，留下我一个人和一堆零食。有一天，

我拿出来时发现，珍珠们已经遗失了两颗。我找遍了屋里

的每个角落。

我觉得这一定是我的财宝。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

人生来都带着宝贝，但我的手里有珍珠。我还是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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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拿这些财宝换什么？和谁换？

我遇到了第一个人。她目光迷离，喜欢说话。我从来

没有听过那么多迷人的句子。这使我怀疑我其实只是生活

在一口井里。我甚至固执地认为，语言里的世界才是真实

的。它广阔、美丽、丰富，就像一个乐园，让人喜悦迷恋。

她句子里的字词就像珍珠，一开口就像很多珍珠落在盘子

里。我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珍珠递到她面前，我说：“给！”

我渴望她每天都和我说话。虽然我忘记了让她先答应我的

要求，但我手上只有这点宝贝。

她带我走进一座孤独的花园，那里没有别人。我听她

不停地讲述一个从没去过的世界。那是一个美丽多姿的虚

幻世界，比身边的花园还要美丽得多。我不厌其烦地听了

许久，直到有一天，我病了，病得很重，才发现她所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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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个世界里没有医院，花园里也没有能够救我身体的草

药。

身体的病痛让我想到，这并不是神的世界。这不应该

是神在我降生之前指给我的地方。

病好了以后，我独自走到草地去。那里满目绿色，空

气新鲜。我本来相当沮丧，以为大病一场之后我的珍珠全

都弄丢了。翻来捡去，才发现口袋里居然有两颗红宝石。

我想那一定是我当初和她交换所剩下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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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又遇到了一个人，这人真有趣，他不喜欢说话。

我便猜想他一定从神那里带来许多珍宝。那时我相信沉默

的人带着神性，他们不喜欢交谈，因为他们有足够的天分

让他们免于聒噪。我将我手上的红宝石展示给他看，并欣

喜地看到他展开笑颜。我一股脑交给他，渴望可以让一个

与神相似的人和我结伴，从此让沉默照耀我黑暗的前路，

我只要同样沉默着，就会走到一处水草丰美的福地。

沉默的人沉默着。他带我去渡过一条江。他告诉我这

条大江就是世界。他带着我，从江的这边，涉到江的对岸，

然后再涉回来。一遍又一遍，一年又一年。

江水时而湍急时而平缓，时而打湿我的衣袖，时而又

平复我的心情。但我一直是湿淋淋的，照在头顶的阳光也

不能令我干燥一点。我不害怕，但已经开始厌倦。江水像

不断重复的声音，我虽然一直在涉江，但分明止步不前，

永远停在了江中。

在某个夜晚，我一边涉江，一边像一匹马儿一样站着

走着就沉沉睡去。醒来时我发现衣服里灌满了江水，一张

嘴，我吐出了一只贝壳。我的口袋里都是泥沙。红宝石不

见了，我也没有怎样伤心。我只是克制不住的开始怀念我

的珍珠，那些已经不再属于我的珍珠。如今它们不知道散

落何处？

沉默的人再也没和我说过话。一句都没有。我想这也

不是神的世界。神当然是很擅长沉默的，但神的沉默不会

这样冷漠。我从江边走开。当阳光终于把我晒干，我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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捏屁股上的口袋，掏出来，居然有一颗珍珠在里面。

我不知道，这是我原本的一颗吗？还是浪花从江底卷

起来的？我攥着这最后一颗珍珠，不知道该去哪里。

一个人走过来，没等我开口就指出了我的错误：身上

的财宝，怎么能随便给别人！我很惊喜，遇到一个和我一

样生来就带着财宝的人，虽然他带的是钻石。还没等我和

他诉说我的孤独和委屈，他就将他背包里的钻石掏出来给

我看。他说他从来不曾遗失，而且还把握机会，从别人那

里换来更多。我羞愧万分，为自己几乎赤贫。而且，我忽

然感到困惑，我原以为把珍珠给人是无私的，是爱。可是

钻石人就像一面镜子，我在他里面看到，原来我给出去不

过是因为想要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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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他面目坦然，便问他既然这样富有，可不可以用

一颗钻石来换我的珍珠。他有些犹豫，将我那颗珍珠放在

手心反复查看，检验货色的真假与纯正，然后一个锐利的

眼神扫过来。他不用开口，我已经明白，他断定我的珍珠

是假的，瑕疵尽显，光泽全失。

顷刻间一道闪电划过脑海，我恍然明白，我的珍珠再

也不会回来了。我已经永远遗失了那六颗珍珠。这一颗，

已经不是可以用来交换的财宝了。这只是一枚密码—在我

弄丢了神给我的所有宝贝之后，留在我手心的一个密码、

一个印记。只要我握着它，就还能找到神的家，还可以在

那里欣然安顿下来。它只对我有用，再也不能用来交换任

何东西。我遇见的人只知道交换，不懂得珍惜。我不知道

该高兴还是悲伤，禁不住泪如泉涌。就算有人拿家中所有

的财宝来和我交换这颗无用的珍珠，就必被藐视。

钻石人怀疑地注视着我，似乎很犹豫，到底要不要和

我交换钻石？我们同行了一段路，彼此交谈。他告诉我他

的旅行攻略，他将沿着小路去往江边，然后直走向更远的

雪山。他从云朵漂移的速度来确定天气，从钻石对着太阳

的光芒判断方向，沿途的植物就是他的食物。他几乎是一

个在路上的天才。在江水里我照见自己的脸，就像怀里失

去光泽的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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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口，我与他道别时他有些惊讶。我告诉他我的想

法：我不会再去涉江，也不想再去远方了。我只能往神的

家乡而去，以我手上仅剩的那颗珍珠来论，那是我唯一能

去的地方。

钻石人很惋惜，因为我那颗珍珠虽然毫无光泽，但有

一股神秘的气息诱惑着他，所以他才肯与我同行一段路。

这时他慷慨地许诺给我一颗钻石，来换走我的珍珠。我祝

福他，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到达心中的远方，只是我没有说

我顿悟的全部事实：远方钻石如土，眼泪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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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再需要钻石了。我发现了一条隐秘的窄路，入口

就在一片荆棘丛中。当你回家的渴望大过对割破双腿的担

心，你就会在荆棘刺破的血点下找到第一块青石阶。路的

尽头有一扇小门。或许，不，是确信，我确信，我只需要

出示手上的这颗满是瑕疵的珍珠，便会被允许进入。

门后面当然会有一个守门人，只是他从没拦阻过任何

一个想进入的人。他守在那里，只是为了在每个叩门者推

开门时，递给他们一个皮袋。我将接过小小的皮袋，里面

收纳了我的每滴眼泪，在里面我发现了我的 6颗珍珠。我

知道，我一直被神爱着。祂从世界里，换我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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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绘本  请你帮我告诉他（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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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来了，

妈妈、爸爸和奶奶，

我心里有好多话要说给你们听，

谁来帮我带带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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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绘本 不祷告小孩



61

小薄荷觉得大人的祷告又长又难懂，

大人们祷告的时候也总是不许她说话。

小薄荷不喜欢祷告，

她认为那是大人的事，

然而，主日学的老师说，

事实并不是她想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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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薄荷不喜欢祷告！在别人祷告的时候，她总想着什

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能出去玩。而且小薄荷觉得大人们

的祷告总是长长的，小薄荷听不懂。有时候许多家人在一

起吃饭，小薄荷已经很饿了，可是大人们还要有一个长长

的祷告才能开始吃饭，偷吃的小薄荷还要被批评，他们甚

至还会说主耶稣不喜欢这样的小薄荷。 

小薄荷很生气！爸爸妈妈也总是很忙，没有时间陪小

薄荷玩。他们祷告的时候，也总是不许小薄荷说话，想让

她安静些。所以，等他们想让小薄荷祷告的时候，小薄荷

却再也不愿意祷告了。 

可是，小薄荷喜欢的主日学老师都说祷告是一件非常

棒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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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薄荷嘟着嘴说：“大人们才祷告呢！小孩子不用祷

告的！”

老师说：“不不不，主耶稣最喜欢小孩子的祷告啦！

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耶稣是小孩子最好

的朋友，祂会听小朋友开心的事、难过的事、任何小朋友

的事情祂都喜欢听！哪怕是芝麻绿豆大的小事，祂都会愿

意听的，主耶稣最在乎小孩子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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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吗？ 可是，我在大人还没有祷告完就吃饭了，

主耶稣会不喜欢我吗？”小薄荷有点儿担心的问道。

老师笑着抱起小薄荷说：“当然不会啦，吃饭前祷告

是谢谢耶稣赐下食物养活了我们，你看小麻雀在有食物吃

的时候不也是叽叽喳喳唱起歌来吗，即使我们有时候会忘

记，主耶稣依然会爱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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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是这样啊，我以后也要在吃饭前谢谢耶稣。”

小薄荷明白的点点头。

“还有还有，那我要像大人们那样祷告吗？我不会说

那么长长的祷告。”

“小薄荷只要把你的悄悄话告诉耶稣就可以了，哪怕

是一句话也可以哦。比如小薄荷心疼妈妈累，就对主耶稣

祷告：‘主耶稣，求你让我的妈妈工作不要那么劳累！’ 

然后说阿们，就好了。”

小薄荷认真听着老师的话，“就像现在，小薄荷可以

随时跟主耶稣祷告说：主耶稣，我想要跟你祷告！你来试

试吧！”

小薄荷跟着老师说：“主耶稣我想自己跟你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小薄荷跟着老师第一次开口祷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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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爸爸妈妈吵架了，吵的特别凶。小薄荷害怕

极了。这时候她突然想起主耶稣来，于是闭上眼睛，流着

泪说：“主耶稣，呜呜...... 求你让爸爸妈妈不要吵架了！

呜呜 ...... 主耶稣，求你让爸爸妈妈不要生气 ......”  

爸爸妈妈听见了，果然不再吵了。妈妈跑过来抱住小

薄荷，爸爸也过来抱住了妈妈和小薄荷。小薄荷感觉到主

耶稣也在抱着他们。爸爸留着眼泪跟主耶稣说是他不好，

妈妈也流着眼泪说是她不好，他们一起感谢主耶稣赐给他

们小薄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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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小薄荷也喜欢上了祷告，她也觉得祷告是

世界上最棒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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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真快乐，回家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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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志发现每个地方的人都有属于他们

自己的幸福和辛苦。

原来当年宣教士来中国要坐几个月船。

潜水时，

他没想到自己也成了海底世界的一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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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志出生在上海，他对世界充满了好奇。他有一个梦

想，就是爸爸妈妈可以带着他周游世界。他想看不一样的

风景，接触不同人的生活。每去一个新的地方之前，他都

会和爸爸妈妈一起搜集资料。

他和爸爸妈妈来到上海博物馆，在那里他看到许多陶

器、瓷器、玉器、铜器……在瓷器馆里，他了解到制作陶

瓷的要点：首先陶泥中不能有杂质，之后陶匠将陶泥塑造

出想要的样子，最后要在火窑中用高温烧。妈妈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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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就像上帝手中的泥土，祂知道最适合我们的形状

和用处。我们顺服在祂的手中，就可以被制成合用的器皿，

找到生命的意义。”

爸爸妈妈带着小志去了北京故宫、颐和园，看到以前

皇帝住的地方、游玩的公园。爸爸告诉他，世界上所有的

国王和皇帝都会给自己修建很漂亮的宫殿和花园，他们会

像小孩比谁的玩具多一样互相比来比去。只有耶稣离开了

自己在天上最棒的宫殿，来到我们的世界上，去到很多生

病的穷人中间帮助他们，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祂一点也

不怕混在穷人中间，因为祂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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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家来到云南丽江，丽江古城依山傍水，那里住

着古老的纳西族人，常能看到族人穿着民族特有的靛蓝色

衣服，用着木制传统织布机，编织着纳西族特有的纹样。

小志感受到人们不同的生活方式，每个地方的人都有属于

他们的幸福和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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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伦敦格林威治天文台，在子午馆里，小志双脚

跨在地上代表 0°经线的铜线两侧，一边是东经，一边是

西经。“呵呵，我脚跨东西两半球啦！”妈妈帮他拍下到

此一游的照片。妈妈告诉他，当年的宣教士从伦敦跨过两

个半球来到中国，办医院、办学校，路上可不像现在这么

轻松，坐船要坐几个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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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亚凯恩斯，他们一家三口在潜水教练的帮助

下，潜游在色彩斑斓的珊瑚礁之间。鱼群在身边穿梭，海

龟慢悠悠地游过，上帝的创造实在太丰富奇妙了！以前他

只是看过海底世界，没想到现在潜到了海底，自己也成了

海底世界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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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来到美国加州的迪士尼乐园，有的小朋友说这里

是地球上最快乐的地方。小志体验了许多刺激好玩的项目，

他很喜欢 3D 动画和剧场表演，还和真人扮演的米老鼠合

了影。这里的确有太多的快乐，可这里的快乐他却不能带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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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志和爸爸妈妈来到西班牙巴塞罗那，他品尝了当地

特有的火腿，一起去参观圣家族大教堂，这座教堂已经建

了 100 多年，现在还在修建中。教堂分成三组，展示了耶

稣的诞生、受难和复活，在讲解员的介绍下，小志惊叹可

见的设计，也再次被看不见的耶稣的事迹感动。



77

在一次旅行中他们遇到了麻烦！行李、证件和钱包都

丢了，连小志最心爱的超人也不见了，他伤心地哭起来。

爸爸妈妈也有些担忧和生气。妈妈抱着他，爸爸拉着每个

人的手在旅馆里一起祷告。祷告声好像拉开了他心里的小

窗帘，阳光一下子照进来，他眼泪还没干，心里的忧虑就

不见了。好几个陌生人帮助他们，借他们电话，帮他们刷

卡……困难解决后，就算很普通的风景，看起来也很不同

呢！特别是能回到家里躺在自己的小床上，原来也是很美

好的事。小志第一次明白，这种感觉大概就是“感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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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街热腾腾，贝贝有人疼

这是一条热腾腾的小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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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口的大铜锅热腾腾地吐着泡，街角的白馍馍热腾腾

地笑，妈妈脸上的汗热腾腾的流下，人们来来往往的脚步

把街上的石子也捂得热腾腾的。

贝贝闭着眼，阳光挠得她痒痒的，她忍不住对着天空

也吹了一口热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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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贝自出生起就住在这条街上，糖果店、点心铺、酱

香饼、粉丝汤、自家的水果摊……这里的每家商铺的位置

她都能给你指的清楚又明白。

贝贝喜欢在水果摊门口看着自家的店，她常常盯着街

上来来往往的叔叔们，观察着他们的手。

她的心里一直在想：在这么多只手中，哪一只手的手

背上有黑点点痣呢。

痣！看到了！

贝贝追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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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虽然有痣，但这可不是爸爸的手。

爸爸的手背上有黑点点痣，他的手像老树藤一样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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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像玉米窝窝那样厚实。他的手可以把我举得老高，又可

以让我在空中旋风陀螺转！可厉害了！   

想到这里，贝贝的脸上显出失落的表情，她多么希望

爸爸在身边陪着她玩耍，可是她已经好多年没有看见爸爸

了。除了那双手，关于爸爸的一切，她都有些记不清了。 贝

贝有时也会玩孤独游戏，但是她却不会获胜，因为她的对

手是她自己。有时候她的鼻子一酸，眼角就泛出泪光，因

为她想到自己没有了爸爸，可她不喜欢别人说她：“你没

有爸爸”。

贝贝回到了自家的水果摊。妈妈看到她失落的样子，

忍着心疼搂着她：“贝贝还记得那首歌吗？我们再一起唱

一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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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的爸爸不回家，云上的天父想娃娃。

地上的贝贝爱着祂，祂要把你的眼泪擦。”  

 

“妈妈，天上真的有一位天父爸爸吗？”

“是的，祂不单在天上，也可以住在我们的心里，祂

一直爱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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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怎么和天父爸爸说话呢？”

“你可以向祂祷告，祂都听的见，祂会将圣灵放在你

的心里做印记，随时帮助你、拥抱你、安慰你。”

“妈妈，我觉得好开心，有一位天父爸爸爱着我！”

“来，妈妈教你向天父爸爸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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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洒在贝贝的脸上，仿佛有人亲吻着她；清风在她

身边环绕，仿佛一双手将她举起，带她在空中旋风陀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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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妹妹不是对手，而是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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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刚和妈妈有九个对话，

他们聊了些啥？

玩具、和妹妹的关系、幸福，

还有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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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 :怎么面对犯错这件事呢 ?小刚 :早点认错呗，

认错就会舒服点，越早越好。

妈妈 :世界上有没有不犯错的人呢？小刚 :有啊，就

是耶稣，不用再找了，没有人是完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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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 :一面是爸爸妈妈，一面是爸爸妈妈给的东西，

比如玩具，你选哪一个 ?小刚 :当然是爸爸妈妈啦，因为

玩具只有一个，很快会玩厌的，有了爸爸妈妈就有了玩具。 

妈妈 :圣经中说，耶稣手里，既有恩典又有真理。爸

爸妈妈养育孩子时真理和恩典一定要平衡，一只手里是真

理，孩子需要管教；另一只手里是恩典 :孩子需要爱和接

纳。你听了以后学到什么 ?小刚 :为爸爸妈妈祷告，求主

让你们两样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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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 :你觉得自己能控制自己吗？祷告对你意味着什

么 ?小刚 :我有时候管不住自己。但祷告后会好一点，好

像多了一种力量可以管住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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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 :什么是幸福呢？小刚 :就是可以做自己喜欢的

事。妈妈 :记住喔，圣经里有一句话 :凡事都可行，但不

都有益处。

妈妈 :你觉得你和妹妹是什么关系？小刚低下头，然

后说 :我们常常吵架，但其实我们不是对手，而是一个团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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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 :神的爱和人的爱有什么区别？小刚 :人的爱是

会用完的，但神的爱是用不完的。比如爸爸妈妈的爱，不

是给了妹妹就没有我的了。

家庭敬拜时，妈妈读到《哥林多后书》10章 8节 :“主

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要败坏你们。”小

刚后来祷告的时候说:主啊，请你让我明白:当我犯错时，

妹妹有时指出我的错误，不是为了败坏我，而是为了造就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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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龟情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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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

哥哥和妹妹养了两只小乌龟，

两只小乌龟也喜欢和哥哥妹妹捉迷藏。

可是有一天，妹妹

养的小乌龟不知什么原因死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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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因为疫情停课在家，想着找点项目。哥俩商量养

什么宠物好。出发去水族市场之前我说，你们俩既然想好

要养小乌龟，龟可是很长寿的，你们要有决心照顾它们噢！

很可能爸爸都不在了，它们还在呢，你们要答应一直照顾

才能买噢。他们说好的，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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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回家，两个人决定不喂买回来的龟粮，想换食物。

我忙问为啥呀？答曰，因为龟粮的瓶子上面写着，优质粮

食，营养丰富，可以延长乌龟寿命，所以我们还是不喂这

个了。我晕倒。

小龟只有橡皮擦那么大，不占地方。一人认领一只，

哥哥的叫小道，妹妹的叫小乖，我看起来就是双胞胎嘛，

他们还真能认出自己那只。通常午饭后，哥俩会去溜龟。

小龟从盒子里出来，在阳台上日光浴，随便爬。我来到阳

台上作惊讶状：“找不到了，是不是掉下去了，19楼啊—” 

“不会的，爸爸，它们在这！”两人都很淡定，原来他们

早就玩过躲迷藏了，小龟喜欢钻到花盆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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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城新增病例数为零后的一周。“爸爸，小龟会冬眠

的吗？”妹妹问。“在这里应该不会，但活动会少，吃的

也少。”“你看我的小龟是不是冬眠了？”我还在看书，

哥哥先跑过去，大喊：“它不动了，好像死了！”“不会吧，

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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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开始哭，边哭边说：“我有喂它呀，我有带它晒

太阳啊，我有换水啊，它怎么死了？！”我说：“小龟有

时候会生病，爸爸知道你有照顾它们，不怪你的。”哥哥

一直陪在妹妹身边，摸着她的胳膊安慰她。

我问她，要不要把小龟埋在阳台上最大的花盆里。她

说好的。我说你来挖土吗？她说好的。妹妹在花下面挖了

一个洞，我帮她把小龟放在里面。“你要不要动手把土埋

上？”“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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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我们仨坐在沙发上。妹妹还是很伤心地哭。我说：

“宝贝，小龟死了，离开我们的照顾了。你死过吗？哥哥

死过吗？我们都没死过。耶稣死过没？只有耶稣死过又复

活了。小龟是不是上帝创造的？好的，那我们把小龟交在

耶稣手上，我们要学习放手。它死了，就不受我们控制了。

来，我们三个手拉手，爸爸为你祷告，把它交给耶稣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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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只小龟都在的时候，你们还替他们抢位置，你们

看看，阳台对你们很小，玩泡泡水还要抢位置，可是对小

龟是不是足够大了？根本没必要抢对不对？其实爸爸妈妈

给你们俩的爱、神给你们预备的祝福，也足够多，不会因

为给了哥哥，妹妹就少了，也不会因为给了妹妹，哥哥就

少了。小道以前总是把小乖压在下面，你看它现在多孤单，

它更愿意有个伙伴陪它一起玩对不对？你们两个每天在一

起要做好朋友，互相帮助、互相爱护。”

“你看，今天哥哥一直陪着你，以前他有时候笑过你，

刚才一句话都没有笑你。失去一个小龟，发现一个更爱你

的哥哥也不错是吗？你看看哥哥，哥哥可爱，还是小龟可

爱？”“呜呜呜，还是小龟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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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我们休息一下。”我打开电视，自然频道刚好

在演一群刚孵出来的小海龟，从沙滩上爬回大海里。看完

了，哥哥和妹妹又来到阳台上。妹妹自己编了个调随口唱：

“我的小乖，我的小乖，可惜你死了，我看到好多小海龟。

我们以后可以再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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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泡泡糖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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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小声地说着，

祷告的时候不再流泪了，

想到还会和爸爸妈妈在一起，

脸上又有了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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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里亮着温暖的光，一个小男孩躺在床上，他妈妈坐

在他一边，在给他讲睡前故事。这次妈妈讲了一个特别的

故事：

“有一个小女孩，那一年她七岁，有一次吃泡泡糖，

不小心给咽进了肚子里。她给吓坏了，赶紧吐，在路边干

呕着。树上的鸟儿见了，都不忍心看，飞到了另一边的树

上。那小女孩胆汁都要吐出来了，也没把那泡泡糖吐出来。

她心想完了，这下一定是要死了，急得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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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女孩回到家，没把咽了泡泡糖的事告诉她妈妈，

因为怕妈妈伤心。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吃了晚饭。等

回到自己屋子，又伤心地哭了起来。她舍不得自己的爸爸

妈妈，还不想死。一想到就要死了，她眼泪就止不住了。



106

“她正哭着，看见了桌子上的一张蜡笔画。那是她在

教会上主日学时，没画完的一张。那天她在主日学，只顾

着跟小朋友们玩，没画完，老师让她拿回家来画。她画的

是耶稣抱着一个小孩，为她祝福的情景。看着那张画，她

想起了老师讲的耶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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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恨自己当初太调皮，没好好上课，现在决定要听

话，还按着老师讲的祷告的样子，握着两只小手，一双渴

望的泪眼，跟耶稣说了起来。她说希望耶稣在她死后，带

她去天堂，她不知道是耶稣亲自来，还是派天使来接她，

反正她希望耶稣在她死后，一定要来接她，千万不要像她

似的总是迟到。她说，她知道爸爸妈妈以后也会去天堂的，

既然她要死了，她就先过去，到时在天堂里等爸爸妈妈……

她小声地说着，祷告的时候不再流泪了，想到还会和爸爸

妈妈在一起，脸上又有了笑容。



108

“当天晚上，她早早地睡了，本以为睡着后就跟耶稣

上天堂了。结果天亮后，她又醒了。她当时睁开眼，还以

为自己到了天堂，左右看着，还纳闷怎么天堂跟她自己家

似的。她走出屋去，见了爸爸妈妈，看着窗外，这才知道

原来自己没死，她高兴地一下子笑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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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妈妈还纳闷呢，她大早上的怎么这么高兴？她

到最后也没告诉爸爸妈妈是怎么回事，直到后来，她知道

了，原来吃了泡泡糖是不会死的。不过，那个小女孩打那

之后就信主了。”

躺在床上的小男孩睁大眼睛听着，这时问：“既然吃

了泡泡糖没事儿，那她为什么还信主呢？”妈妈说：“虽

然吃了泡泡糖没事儿，但她真的以为自己会死，她那天晚

上祷告后，就不再伤心难过了，那天晚上的感受她一直记

得。”

小男孩想想说：“也许她那天晚上真的见到了耶稣。”

妈妈笑着说：“是的，在祷告中见到了耶稣。好了，快睡

觉吧，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希望小朝也能遇见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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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起做了祷告，妈妈为小男孩掖好被子，关灯出

去了。小男孩躺在床上还在想着，那个小女孩到底是谁。

后来他才知道，原来妈妈就是曾经的那个小女孩。

【 涂 色 卡 】以 下 两 张 可 以 打 印 出 来 给 孩 子
涂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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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绘本丨妈妈的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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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妈妈身上有一股香味。”

“香味？香水味吗？”

“不是，是笑容的香味！”

“笑容还有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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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岁的小姑娘晨晨趴在沙发上，在玩一个戴在手上的

小老虎手偶，随着她的手指在里面动弹，小老虎的小腿和

嘴巴也跟着动起来，晨晨还给她配音，一问一答，“俩人”

聊起天。爸爸坐在沙发另一头看书，看着看着走起来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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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绘本故事丨《通天电话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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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吉家的院子里有一台神奇的电话机，这个电话机的

线很长很长很长……，一直通到天上看不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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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神奇的电话机总能帮助马吉的家人解决很多问

题，比如奶奶的眼镜不知道放到了哪里，当她去打了一个

电话后不久就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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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妈妈遇到了伤心的事，当她去打了一个电话后

她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132

比如，爸爸工作不顺利的时候，当他去打了一个电话

后他就哼起了歌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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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台神奇的电话机，马吉说。电话的另一头肯定

住着一个大人物，他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马吉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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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马吉也遇到烦心的事了，他不想跟任何人说，

包括爸爸妈妈，于是他想到院子里那台神奇电话机。

可当他鼓起勇气把电话放到耳朵上时，那边却没有任

何声音，只有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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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妈妈过来了，对马吉说，你还需要一串号码才能

拨通电话哦。于是贴着耳朵小声告诉了马吉。

马吉照着妈妈说的做了，当他再拿起电话说‘喂……’，

‘喂，马吉你好啊……’，那边传来了说话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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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吉高兴坏了，聊了很久才把电话放下，他的脸上也

出现了彩虹般灿烂的笑容。

祷告就好像打电话给天父爸爸，祂知道我们一切的软

弱，也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打电话需要正确的号码，祷

告也需要正确的方法，我们要靠着耶稣的名祷告才能到达

天父那里，你学会了吗？亲爱的爸爸妈妈们，你们准备好

了吗，现在就带你的孩子一起做一个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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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绘本丨亲爱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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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小孩，

对你来说世界是黑色的，

生活在这里有时很不容易，

有些事发生在你的生命中

可能你也想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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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小孩，对你来说世界是黑色的，生活在这里有

时很不容易，有些事发生在你的生命中可能你也想不明白，

但你要知道我会一直在你身边，保护你引导你，和你一起

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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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还小的时候，我会帮助你拿来你需要的每一件东

西，在路上也会用手拉着你，那时你还觉得生活没那么艰

难。

等到你开始上学的时候，我坚持让你自己走去学校的

这一段路程。哦，亲爱的小孩！有谁知道我的心是多么的

舍不得，但只有这样你才能继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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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第一次走那一条路，我清楚的看见你脸上的胆怯

和惧怕，尽管你苦苦求我带着你去学校，但我还是狠心拒

绝了你。

亲爱的小孩，我多么想告诉你我就在你的身边，但我

还是轻轻的跟在你后面，如果你知道了我在你身旁就不再

愿意自己走，这样你永远也无法面对以后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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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过马路的时候每迈出一步都是那么小心翼翼，汽

车嘈杂的声音让你恐惧，但你放心，妈妈会为你挡住危险，

这些都无法伤害你。

下天桥的时候你没注意到还有最后一个台阶，一下子

摔倒在地上。亲爱的小孩，我是多么心疼，当我想要冲上

去把你扶起的时候你却自己站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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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穿过一个巷子，可能是你觉得这里没有人的声音了，

于是你蹲下身，我看见你的膝盖青了一块，你委屈的哭了

起来。亲爱的小孩，我多想上前去抚摸你的头，告诉你不

要怕有妈妈在。

你还是擦干了眼泪继续前行。到了学校，当你练习钢

琴时，我就坐在观众席上，我一直是你最忠实的听众，我

一直在听着，那声音还是和我在家里听到的一样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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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你回来后躲进了房间，一直哭，一直哭，你说妈

妈是世上最狠心的人，你向我喊着说：“你根本就不知道

我今天经历了什么？”我紧紧抱着你，心里多想对你说，

我都知道，孩子，我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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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你慢慢熟悉了这一段路程，每天回来也变得开

心一些了，我知道，你长大了。亲爱的小孩，你的人生还

有许多的路要走，但你放心，我会一直在你身边，保护你，

引导你，不会离开。

（尽管有时候你无法完全看清这个世界，也无法看透

人生的遭遇，尽管你的祷告和请求有时得不到答应，但请

相信吧，天父始终都有祂的美意。你快乐时祂在看你，你

抱怨时祂在听你，你难过时祂在想你，你无助时祂在帮你，

你崩溃时祂在安慰你，你失望时祂在鼓励你，甚至在你怀

疑祂的同在时，祂就在你身边，而且一直都在从未离开你！

【赛 49:15】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恤她所生

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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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 色 卡

可自行下载打印，供孩子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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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可是不一会她就不耐烦了，“哼，一点都不好玩！”

于是她就拿出了画笔自言自语的说 :“让我来给你画一个

大花脸！”

7、这时，妈妈回来了，当看到小洛在圣经上画画时，

妈妈生气的说 :“小洛！你怎么这么顽皮，怎么可以到处

乱画！”

“母亲节”原创绘本丨《我才是妈妈的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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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洛呆呆的站着，

然后“哇”的一声哭了，

边哭边说 :“都怪它，呜……

都是因为它，妈妈不喜欢我了，

呜……我才是妈妈的小宝贝，

呜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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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妈妈，妈妈，陪我玩会球嘛！”“小洛乖，等

妈妈看完这一章就陪你。”小洛不开心的自己玩了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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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妈妈快点，我们出发吧。”“等一下，我把书带着！”

妈妈说着将圣经放在包里。

3、“妈妈，妈妈，你为什么总喜欢看这本书？”小

洛好奇的问妈妈，“因为这是妈妈的宝贝呀！”妈妈微笑

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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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洛想 :“妈妈的宝贝？妈妈肯定更爱它，因为

她总是看书不跟我玩！”想到这小洛有些难过。

5、今天，妈妈不在家，小洛把妈妈的圣经拿了出来，

趴在桌子上学着妈妈一本正经的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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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可是不一会她就不耐烦了，“哼，一点都不好玩！”

于是她就拿出了画笔自言自语的说 :“让我来给你画一个

大花脸！

7、这时，妈妈回来了，当看到小洛在圣经上画画时，

妈妈生气的说 :“小洛！你怎么这么顽皮，怎么可以到处

乱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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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小洛呆呆的站着，然后“哇”的一声哭了，边哭

边说 :“都怪它，呜……都是因为它，妈妈不喜欢我了，

呜……我才是妈妈的小宝贝，呜呜……”

9、听到小洛的话，妈妈这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做，

看着她伤心的样子觉得又气又好笑，噗嗤一声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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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妈妈把小洛紧紧的抱在怀里说 :“你是妈妈的小

宝贝呀，只是这本书里许多奇妙的事，你现在还不明白，

妈妈会一点点告诉你，等你明白了它也会成为你的宝贝！”

11、从此以后妈妈每天晚上都会捧起圣经，给小洛讲

述那些发生过的奇妙故事。她每次都很用心的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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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宝贝”系列原创绘本一 ：

《焉能忘记》| 中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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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恤她所生的儿子。

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以赛亚书 49:15

Can a mother forget the baby at her breast and have no 

compassion on the child she has borne? Though she may forget, I 

will not forget you!

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诗篇

139:17

How precious to me are your thoughts, O God! How vast is the 

sum of them!

马丽：基督徒学者，两个孩子的妈妈，著有《通往阿

斯兰的国度：纳尼亚传奇导读》（上海三联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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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亲爱的宝贝儿，妈妈永远忘不了，在医院里，将

你拥在怀里的第一刻。当你细细软软的头发蹭在妈妈脸上

时，妈妈的心一下子都融化了。那将肌肤给你穿上的一位，

是祂连你的头发都已经数过了。

My dear baby, mommy would never forget the moment when 

I first had you in my arms in the hospital.When your soft hair tickled 

my face, mommy’s heart melted. The One who clothed you with soft 

skin, He even numbered the very hairs of your 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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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还是小婴儿的你，嘴巴一张一张，在寻找妈妈的

乳汁。妈妈也要殷勤喂你吃奶，不能忘记。那真正乳养你

的一位说，即便有忘记自己吃奶婴孩的，祂也不忘记你。

When you were a newborn baby, your mouth smacked, desiring 

mother’s breast. Mommy had to breastfeed you often and stick to 

a schedule. The One who truly fed you once said, though a mother 

may forget the baby at her breast, He would not forget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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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当你吃饱进入甜蜜的睡眠后，爸爸妈妈会痴迷

地看，怎么都看不够你的样子。那眼目不离开你的一位，

祂向你存的意念，比海边的沙还要多。

Whenever you fell asleep after a good feed, Mommy and Daddy 

would gaze at you in amazement. We could never have enough of 

looking at you.The One whose eyes never depart from you, the things 

He has thought about you outnumber the sand of the sea.



162

4. 爸爸喜欢在你睡觉时，凑进你的小脸旁边，闻你

呼出的气息，说那气味又香又甜。那赐你气息存留的一位，

是祂曾将生命之灵吹进你里面。

When you were sleeping, Daddy would draw close to your little 

face and smell the scent of your breath. He said that it smelled good 

and sweet.The One who gave you the breath of life, it was He who 

blew the spirit of life in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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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妈妈常把你小小的手抓在自己手中摩挲，惊奇地

看你每个手指和指甲的样子。小小的你，竟然已经有了与

众不同的指纹。那唯独爱你的一位，是祂将你造成世上唯

一的你。

Mommy often held your little hands and caressed them, 

observing the look of your every finger and finger nail. This little you 

have already had fingerprints unlike others’. The only One who loves 

you, it was He who made you as the only you on this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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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当你头骨还很软的时候，爸爸妈妈要很小心地抱你，

给你翻身。每次被你无力的小身体紧贴着，妈妈就像掉进

了一个甜甜的蜜罐里。那让你日日强壮的一位，是祂用筋

骨把你交织起来。

When your bones are soft, Daddy and Mommy needed to take 

extra care when holding you or rolling you over. Every time when 

your little feeble body clang unto me, Mommy felt like falling into a 

sweet honey jar. The One who made you stronger by the day, it was 

He who knitted your sinews and b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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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等你学会翻身、爬行后，爸爸妈妈就要很小心地

跟着你，怕你好奇顽皮的小手会受伤。那保守你不失脚的

一位，你坐下，你起来，祂都晓得。是祂在时时看顾着你。

When you learned to roll over and to crawl, Daddy and Mommy 

had to carefully follow you, for fear that your curious little hands might 

be injured.The One who is able to keep you from falling, He knows 

when you sit up and when you rise. It was He who watches over you 

every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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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自从有了你，爸爸妈妈就很怕失去你。一想到一

个没有你的世界，心就要碎了。那从创世之初就以怜悯拣

选你的一位，我们只能盼望，祂把你握在手中。

Ever since you were born, Daddy and Mommy became scared 

of losing you. The thought of a world without you broke our hearts.

The One who chose you in His mercy from the beginning of creation, 

He would grasp you in His palms, as such is our h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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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曾经也有一个年轻的母亲，当西面为她的婴儿祝

福时预言说，有一天，她的心要被刀刺透。那定意舍弃爱

子的一位，有一天，祂会擦干母亲们的眼泪。

Once there was a young mother who heard Simeon prophesying 

to her when blessing her newborn baby that, one day, her heart was 

going to be pierced through.The One who purposed to give up His 

beloved son, one day, He would wipe off the tears of m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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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也会想到，爸爸妈妈毕竟不能陪你走一生的道路。

总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一想到你小小的身影，

要孤孤单单地，走世上的路，经历各种艰险，泪水又涌上

妈妈的眼眶。你终身的事都在祂手中的那一位，祂是你的

父，从始至终。

Thoughts came to us that Daddy and Mommy could not walk 

with you for all of your life. There will be a day when we had to leave 

this world. The thought of your little figure walking a lonely journey 

and going through all difficulties brought tears to Mommy’s eyes.

The One who had all your times in His hands, He is your Father, from 

beginning to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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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妈妈会幻想，有一天你会遇到心爱的人，像爸爸

妈妈这样幸福地宣誓要一生相爱，一同奔走天路。那与你

灵魂进入盟约的一位，祂的爱胜过死亡。

Mommy would also fancy that someday you would meet the 

love of your life, and you two vow to love one another for your entire 

life, and to journey together on your pilgrimage, just like Daddy and 

Mommy.The One who covenants with your soul, His love is stronger 

than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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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有一天，你也会怀抱自己的婴孩，对他（她）生

出这许多美好的意念。那造你、赐你生命和尊贵的主，你

要纪念祂。

One day, you will be holding your own baby and have these 

wonderful thoughts about him or her.The One who made you, who 

gave you life and dignity, He is to be rememb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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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亲 子 阅 读 指 导

万物都出于上帝，不仅包括可见的物质世界，也包括

社会关系。上帝设立了婚姻家庭，不仅将男人与女人联合，

也在这种爱的关系中，赐下新生命。父母与子女的关系，

是上帝与人之关系的一个影子。作父母的责任，也是替上

帝抚养儿女，在孩子年幼时，就像一手领着孩子，一手抓

住上帝。等孩子长大后，就要把孩子的手，交到上帝手中，

让他自己追随这一位赐他生命的主。

这个绘本引导孩子认识到，在父母无私的慈爱背后，

有一个更大的爱的源头。上帝的爱是更全方位的、无时不

在的，也是更完全的，一生不会离开追随他的孩子。这个

绘本的主旨是让孩子从父母的爱，认识到上帝的一些属性

和应许。

这个绘本也是给父母看的。父母天生会保护自己的孩

子，甚至害怕失去孩子，而变得过度保护。但是，在这个

世界里，每一天都充满着不确定性。我们的孩子也出生在

一个日渐悖逆的末世。即便他们可以平安地长大，作父母

的有一天仍要离开，无法再看顾他们。因此，从孩子幼年时，

父母就要认识到，对孩子的生命仍要每日交托给全善的上

帝。我们如此信靠，因为祂曾舍了他的独生爱子。

这个绘本适合爸爸或妈妈与孩子一同阅读。有些词语

可能比较难，父母可以作一些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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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和年幼孩子一起阅读，最适合读的就是绘本。每

一页上文字不多，但画面可以让孩子读懂而且思想。一般

儿童绘本的颜色都是明亮干净的，帮助孩子从幼年就培养

一种审美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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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宝贝”系列原创绘本二 ：

《至高之处》| 中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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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 在 前 面 ：

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诗篇

145:3

Great is the LORD and most worthy of praise; his greatness no 

one can fathom.

 

他晓得人心里的隐秘。—诗篇 44:21

He knows the secrets of the heart.

马丽：基督徒学者，两个孩子的妈妈，著有《通往阿

斯兰的国度：纳尼亚传奇导读》（上海三联将于9月底出版）

1.

爸爸，上帝住在哪里？他的家很大吧？

的确很大，天和天上的天，也不够他住的。但是，他

也能住在你心里。

Daddy, where does God live? Does He have a very big house?

Yes, His house is indeed very big. But even the heaven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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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vens above the heavens are not big enough for Him. Yet in your 

heart, He still lives within.

2.

爸爸，如果上帝可以住在我心里，那他一定要变成很

小很小吧？多奇妙，是吧？

他可以同时在天上，同时又住在你心里哦！

Daddy, if God can live in my heart, then He must be very small, 

right?

Isn’t it wonderful? He can both be up in the heavens and in your 

heart!



176



177

3.

爸爸，他能飞过来吗？他怎么从天上到我的心里呢？

他不需要飞过来。他已经在那里了！他在每一个地方，

从地球到月球，从北极到南极。没有一个地方，是他不在的。

爸爸，但是你说他还在我心里？现在就在吗？

就是啊，现在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不光这样，你出生

之前，他就在。等将来，他还会一直和你在一起。

Daddy, can He fly all the way?How does He get into my heart 

from heaven?

He does not need to fly. He is already there! He is at every 

place, from earth to moon, from North Pole to South. There is not a 

single place on earth where He is not.

But Daddy, are you saying that He is inside my heart right 

now? right here?

Yes. He is with us right now, right here. Not just that. Even 

before you were born, He was there and is still. In the future, He will 

always be with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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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是，爸爸，我不懂。他知道我住在哪里吗？

当然啦，他没有什么是不知道的。他不但知道一切明

显的事，也知道人心里的秘密。

But Daddy, I don’t understand. Does God know where I live 

now?

Of course. There is nothing that God does not know. He knows 

all that are seen, and also all that are unseen, like in people’s he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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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他怎么可以知道我的秘密呢？他可以看见我的

心吗？

是啊，你的心，就是他造的。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

也熬炼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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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ddy, how could He know my secrets? Can He see my heart?

Yes. In fact, He made your heart. He knows what is inside a 

person’s heart. And He also tests the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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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爸爸，上帝会像我一样怕黑吗？

他不会怕黑的，因为是他造了大光，他也住在人不能

靠近的光里。

Daddy, is God scared of the dark just like me?

He is not scared of the dark, because it is He who made the 

great light. And He also lives in a light that is unapproachable by men.

爸爸，可是，有时候我怕黑，那他怎么住在我心里呢？

他知道你心里有什么，而且，他还可以把你心中的黑

暗和害怕赶走啊！

But Daddy, sometimes when I am afraid of the dark, how c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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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still live inside of me?

He knows what is inside of you. And He can also chase away 

the dark from wit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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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爸爸，上帝是谁创造的啊？

你这个问题很好。上帝和这个世界还有你和我不一样

的是，只有他不是被创造的—他从起初就存在。

爸爸，你是说，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只有上帝？

那么，他不会很孤单吗？

他不孤单，因为上帝自己里面有一个完美的爱的团契，

他也是充满宇宙的。所以他独自存在的时候，也不是孤单

的。

Daddy, who made God?

That is a good question. A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God and 

you and me is that, only God is not created—He was ther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Daddy,are you saying that there was a time when God existed 

but nothing else? If so, was He lonely? 

No, He was not lonely, because God lives in a perfectly loving 

fellowship. He also fills the universe. So even when He was alone, He 

was never lon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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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爸爸，你听，那是上帝在打雷吗？

雷声的确是他发出的声音。

打雷很可怕，所以他也很可怕吗？

你觉得可怕也是对的。天父比我们想象得更要可畏呢。

爸爸，如果他那么严厉，那他怎么住在我心里呢？

孩子，雷声显出他的威严，细雨也显出他温柔的慈爱

啊。

Daddy, listen! Is that God who is making the thunder? 

Yes, thunder is God’s voice spe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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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nder is terrifying. Is God terrifying?You are right in thinking 

that God is terrifying. God is more terrifying than we could imagine.

But Daddy, if He is that terrifying, how could He live in my 

heart?

My child, thunder shows His awesome majesty, but the drizzle 

shows His loving kindness too.

8.

爸爸，上帝会睡觉吗？有时候，我玩得很累，就会睡

着了。

他不用睡觉，因为他一直有使不完的劲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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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他的眼睛一直睁开着吗？

是啊，他一直观看、护理这个世界，他看着你，也看

着我。

Daddy, does God sleep at all? You know sometimes, when I am 

tired from playing, I take a nap.

He does not sleep, because He has a strength that never runs 

out.

Daddy, are His eyes always open then?

Yes. He is always watching and caring for the world, including 

you and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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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爸爸，我们为什么看不见上帝啊？

很多时候，他是看不见的。但有一段时间，他曾经变

成一个小婴儿，被很多人看见过。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

了。

爸爸，那个婴儿是很小很小的，还是很大很大的？

是一个很小的宝宝，和你小时候一样。但这个小婴儿

却是天父本体的真像。

Daddy, why can’t we see God with our eyes?

Most of the time, we cannot see Him. But there once was a 

time when He became a little baby. Many people have seen Him. It 

was a long long time ago.

Daddy, was that a very small baby, or a very big baby?

It was a very small baby, just like when you were a baby. But that 

baby was the exact face of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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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爸爸，现在，我要怎么才能看到他呢？

你看风，它可以让树叶哗啦哗啦响，可以让风筝飞很

高，但你却看不见它。你可以闻见桂花香，但那香味飘在

空中，你也看不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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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我真希望可以看见上帝。我想看看他到底有多

大？

有一天，存着信心等候他的人，都可以看见他。他一

定比我们想象得都要大。

Daddy, how can I see God now?

You can go and look at the wind. It makes the leaves dance and 

carries the kite up high. But you don’t see the wind, do you? You can 

smell the sweet scent of osmanthus, which flies in an autumn day, but 

you also cannot see it,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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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爸爸，他能一下子到月球上去吗？他有一个火箭吗？

他不用坐火箭，就可以在月球、太阳、火星，任何一

个地方。他能把整个宇宙握在手里呢！

哇！他真大真厉害啊！

Daddy, can God go to the moon immediately? Does He have a 

rocket ship?

He does not need a rocket ship and can still be on the moon, 

on the sun, mars, and any other place. He holds the whole universe 

in His hands.

Wow! He is truly so big and awe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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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爸爸，我还是不明白，如果他这么这么大，很巨大，

很庞大，但他怎么会同时又那么小、那么微小呢？

他掌管整个宇宙，但他还可以是一个微弱的声音，就

在你心里。

爸爸，他为什么能住在我心里呢？

哦，又回到这个问题啊，到头来，爸爸只能说，是他

自己愿意的，因为你的心才是他最喜欢居住的地方啊！

But Daddy, I still don’t understand. If He is so big, so humongous, 

why could he be so small and tiny at the same time?

He is over all the universe, but He could also be a very small 

voice inside your heart.

But Daddy, how does He live in my heart?

Well, we have come back to this question again. All I can say is, 

that is because He is willing, because your heart is His favorite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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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 本 阅 读 指 导

这本是刻意设计给父亲与孩子一起读的亲子绘本。大

多数基督徒父母都会认同，父亲在家庭中的角色非常重要，

不可替代。但父亲要怎样参与到引导孩子认识世界和自己

的过程中来呢？

上帝给父母所定的角色是具有一定互补性的。如果说

父母的责任是建立爱和权威作为家庭的基本秩序，那么父

亲的恩赐比较侧重于建立理性权威（在某个阶段，孩子会

觉得父亲什么都懂），而母亲的恩赐比较侧重于建立爱的

权威。

本书刻画了一个对父亲不停发问的孩子。他（她）的

好奇心、观察力都很强。对孩子刨根问底的寻问，父亲的

回应是细心的聆听、耐心的解读和引导。做过父母的都会

观察到，在一个阶段，孩子的特点就是不停地问“为什么”，

而这是父母建立理性权威的最佳时刻。

这一绘本的设计也试图帮助父亲去理解并养成怎样聆

听孩子发问、耐心回应的习惯。孩子问的问题，其实细细

想来都会很有道理，要先以肯定的态度，来一同探讨这些

问题，而不是忽略、轻视或嫌孩子烦。

本书也尝试帮助父母引导孩子建立起一种符合圣经的

宇宙观和上帝观。可以说，这是一本适合低龄儿童的神学

书籍。上帝的全在、全能、至大，和上帝的自有永有、可畏、

全知，完美地并存。用父亲和孩子的问答故事来生动地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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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这些神学观点，避免了简单的说教，但也为以后孩子

的神学思维做了铺垫和预备。

和《天父宝贝》系列中其他绘本的主旨一样，本书希

望给父母和孩子都提供一种看待周围事物的眼光，如同每

一样事物都与上帝的创造有关，都有上帝的指印。这也是

一种教导现代人（包括父母和孩子）如何默想的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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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宝贝”系列原创绘本三：

《诸天宣扬》| 中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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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你的公义，

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诗篇 36:5-6

Your love, O LORD, reaches to the heavens, your faithfulness 

to the skies. Your righteousness is like the mighty mountains, your 

justice like the great deep.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

造的。—约翰福音 1:3

Through him all things were made; without him nothing was 

made that has been made.

马丽：基督徒学者，两个孩子的妈妈，著有《通往阿

斯兰的国度：纳尼亚传奇导读》（上海三联将于9月底出版）

1. 

小白云，小白云，你为什么穿着白纱裙？日出日落的

时候，你为什么又换上彩裙裙？

Little cloud, little cloud, why are you wearing a white blouse? 

Why do you change to a colorful dress when the sun goes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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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天父才能造出一片云，白云彩云都折射出他荣耀

的光辉，天空的厚云也是他的行宫。

Only God can create a little cloud. All colors came from His 

own glorious light. Even the thick clouds in the sky are His paths 

walking by.

2. 

小麻雀，小麻雀，你为什么飞得那么轻盈？你为什么

有这样雀跃的生命？

Little sparrow, little sparrow, why do you fly with such delight? 

Why does your life send out such joy?

只有天父才能造出一只麻雀，虽然不收也不种，却有

粮食给它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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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y God can create a little sparrow, who neither harvests nor 

sows. Yet they have all food from the heavenly sower.

3. 

小百合，小百合，你为什么无声无息地长在山谷里？

Little lily, little lily, why do you grow so silently in the valley?

只有天父才能造出一朵百合花，而且让它比所罗门王

的衣裳更荣华。

Only God can create a little lily. He gives it pedals more glorious 

than King Solomon’s clot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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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露珠，小露珠，你为什么大清早就滴在花瓣上？你

为什么里面还有身边花草的倒影？

Little dew, little dew, why are you up so early on the flower 

pedal? Why do you have the reflections of grass and flowers inside 

you?

只有天父才能造出一个露珠，它的清洁甘甜，就像他

对这个世界的意念。

Only God can create a little dew. It is clean and sweet, like His 

will for you and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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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蚂蚁，小蚂蚁，你为什么忙着搬家这么急？你为什

么不停下来和我比比力气？

Little ant, little ant, why are you in such a busy hurry? Why 

don’t you stop and play with me?

只有天父才能造出一只蚂蚁，让它在夏天预备粮食，

让宝宝学它一样勤力。

Only God can create a little ant. He lets it gather food in the 

summer, and ask a child to learn diligence from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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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小浪花，小浪花，你为什么欢快地奔向沙滩？贝壳被

冲上岸的时候，你为什么唱着悦耳的歌？

Little wave, little wave, why are you running so cheerfully 

towards the beach? Why do you sing pleasant songs when washing 

the seashells ashore？

只有天父才能造出一朵浪花，海中一切也都赞美他。

Only God can create a little wave. All things in the ocean are 

singing praises to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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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小海星，小海星，你为什么有五条腿，却还在沙滩上

慢慢移？你为什么不和我比一比？

Little sea star, little sea star, why do you have five legs but still 

move on the beach so slowly? Why don’t I race with you?

只有天父才能造出一只海星，它漂亮的五角形里藏着

多少智慧的秘密。

Only God can create a little sea star . Inside its beautiful shape 

are many secrets of wis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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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小星星，小星星，你为什么总在夜空中向我眨眼睛？

萤火虫出来的时候，你为什么还挂在那里亮晶晶？

Little start, little star, why are you blinking at me in the night 

sky? When the fireflies come out, why are you still twinkling?

只有天父才能造出一颗星，让人想到一个叫永远的地

方，也有义人发光如星星。

Only God can create a star, which invites people to think of a 

place forever far. The righteous there shines like the st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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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小枫叶，小枫叶，你为什么披上红色的衣？风吹来的

时候，你为什么像蝴蝶一样翩翩舞起？

Little maple leaf, little maple leaf, why are you dressed in red? 

Why do you dance like butterflies when the wind comes?

只有天父才能造出一阵风，他还带出电闪和雷雨。

Only God can create the wind, from which thunder, lightning 

and rains pour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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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小橡果，小橡果，你为什么要离开树妈妈，孤孤单单

地掉在泥土里？

Little acorn, little acorn, why do you have to leave your mamma 

tree and fall so lonelily in the soil?

只有天父才能造出一个橡果，要从这个种子里面长出

一棵完整的生命来。

Only God can create an acorn. A whole new life will spring out 

of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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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小雪花，小雪花，你为什么在寒冬的夜里飘飘然降下？

你为什么长着放大镜才看得见的花瓣花？

Little snowflake, little snowflake, why do you fall down so silently 

in a winter’s night? Why do you only show your pedals under my 

magnifying glass?

只有天父才能造出一片雪花，每一片都是他赐给大地

的精心礼物。

Only God can create a piece of snowflake. Each flake is a 

thoughtful gift He g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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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小宝宝，小宝宝，你为什么总对世界这么好奇？你为

什么有一双探索的眼睛？

Little baby, little baby, why are you so curious about the world? 

Why do you have such exploring eyes?

只有天父才能造出一个你，他会微笑，你竟有这么多

问题。

Only God can create a you. As your questions are popping out, 

He is all sm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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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宝贝”系列原创绘本四：

《奇妙可畏》 中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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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

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

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

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

见了。—诗篇 139:14

For you created my inmost being; you knit me together in my 

mother's womb. I praise you because I am fearfully and wonderfully 

made. your works are wonderful, I know that full well. My frame was 

not hidden from you when I was made in the secret place. When I 

was woven together in the depths of the earth, your eyes saw my 

unformed body.

 

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以赛亚书 49:16

See, I have engraved you on the palms of my hands.

马丽：基督徒学者，两个孩子的妈妈，著有《通往阿

斯兰的国度：纳尼亚传奇导读》（上海三联出版社已经出版，

可以在报佳音网店购买。）

1. 亲爱的宝贝儿，你知道，你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

上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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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久很久以前，当这个世界还不存在的时候，上帝

的意念中就有了你。

你是他的孩子。

My dear baby, do you know how you came into this world?

That was a long long time ago, when the world has not come 

into being, and in God’s mind, there was you. 

You are His child.

2. 后来，祂创造了整个宇宙，让阳光、雨水、空气、

泥土和小鸟、花朵、小鱼，成为你将来能玩耍、长大的婴

儿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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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r, He created all the universe, and let sunshine, raindrops, 

fresh air, soil, little birds, flowers and fish became a nursery and 

playhouse for you.

3. 再后来，祂让爸爸遇见妈妈。当我们宣誓要一辈

子相爱的时候，祂就把你，像一颗神奇的种子一样，放在

了妈妈的肚子里。

多么奇妙，对吗？

Then later, He led Daddy to meet with Mommy. And when we 

vowed to love one another for our whole lives, He placed you, like a 

magic seed, inside of Mommy’s belly.

How wonderful, isn’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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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你在妈妈肚子里，一天一天长大的时候，奇妙

的是，妈妈脑子里也开始想到很多美好的事—就好像，周

围每一样事物身上，都开始慢慢呈现出上帝的指纹。

When you started to grow little by little inside of Mommy, I 

thought of many wonderful things. And it seemed to me that everything 

around started to show God’s fingerpr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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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祂的手指在每一朵花上，细心雕琢着那样晶莹剔

透的花瓣，还点缀着可爱的露珠。

His finger was on every flower, carefully carving out its delicate 

pedals, sparkling them with lovely d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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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祂的手指在每一颗雨滴上，让它沿着窗户，像小

蝌蚪一样开心地爬行。

每当雷雨的夜晚，妈妈就会想到，那个在天空划出一

道道闪电的手指，也正在妈妈肚子里，编织着你小小的身

体。

His finger was on every raindrop, moving it around cheerfully 

along the window pane like a little tadpole.

In every thundering and rainy night, Mommy would think of the 

mighty finger that was shooting arrows of lightening into the sky. That 

same finger was also weaving your little body inside of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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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你知道吗，祂的手指也曾在地上作画，那是当一

群人要拿石头打一个罪人时。

祂那时，到底在想什么呢？

His finger once drew on the ground, for real. It was when a 

group of people wanted to throw stones at a sinner.

I always wonder, at that time, what was on His mind?

8. 后来妈妈明白了，祂一定是想到了你。

Later, Mommy understood that He must be thinking of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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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祂是为了你，才来到这个世界，成为马槽里的一

个小婴儿。

It was for you that He came to this world as a tiny baby in the 

ma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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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祂为了你，用手平静风浪。

It was for you that his fingers calmed storms.

11. 祂为了你，手被刺穿，挂在木头上。

It was for you that His hands were pieced to a 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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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但是，我的宝贝儿，即便那时，你的名字，还写

在祂手掌上。

But my baby, even then, your name was still written in His pa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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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亲 子 阅 读 指 导

孩子幼年时对周围事物的好奇心，是上帝所赐的一个

牧养契机。在他们进入更深的救赎真理之前，最好的教导

是关于上帝之创造的；在明白上帝救赎他们之前，孩子们

需要知道，上帝是造他们的主。

这个绘本启发孩子们想象自己的生命起源。生命本身

就是一个神迹，它不仅奇妙，而且可畏，因为生命原是一

样礼物，来自于一位令人敬畏、满有慈爱的上帝。本书鼓

励孩子们思想他们自己的生命与上帝有什么关系，与自然

界有什么关系，与父母之婚姻结合有什么关系—他们是因

爱与万物连结在一起的，而且万物都彰显出上帝对他们的

爱。

年幼的孩子与母亲有一种难以替代的自然依赖关系。

因此，这个绘本最适合妈妈与孩子一起阅读。当我的孩子

开始对故事感兴趣时，我每次都会把他揽在怀里，温暖地

靠近他，让这段阅读时间，从感觉上也是温馨温暖的。后来，

每到阅读时间，孩子就很自然地坐在我怀里。这段记忆让

他把阅读和亲密、温暖联系在一起，会影响孩子一生的阅

读兴趣。

父母和年幼孩子一起阅读，最适合读的就是绘本。每

一页上文字不多，但画面可以让孩子读懂而且思想。一般

儿童绘本的颜色都是明亮干净的，帮助孩子从幼年就培养

一种审美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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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色 系 列 ：

可以打印以下的图画，请孩子们根据自己的想象和爱

好在黑白处涂上自己的喜欢的颜色，家长们和老师们可以

向孩子们讲述图画背后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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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册

儿童广播剧

儿童广播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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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节特稿】儿童广播剧浪子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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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每天都站在家门口遥望，盼着流浪在外的儿子早

日回心转意。这一天，父亲远远望见一个衣衫褴褛的身影，

垂着头走过来。

 【道具】

■  口袋 +金币：装满口袋的金币，作为分给小儿子

的“家业”；

■  锄头：1个，用于大儿子劳作；

■  美味佳肴 +酒瓶：若干，可用纸杯、纸盘代替，

用于吃喝宴乐的场面；

■  破旧服饰：饥荒后穷困潦倒的小儿子装扮；

■  猪 + 豆荚（猪食）：可用布偶猪，3-5 只，或手

绘猪 &猪食，用于以下第三幕；

■  袍子 +戒指 +鞋：用于以下第五幕；

■  蓝牙小音箱：用于播放背景音乐及文末赞美。

■  音频推荐： 赞美之泉《回家》 

        地址：zms.so/v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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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幕  ·  分 家 业，奔 走 远 方

旁白： 很久很久以前，

在一个村庄里住着一户富有

的人家，家中有一个父亲和

两个儿子。父亲为人温和，

行事谦卑，拥有众多的牛群、

羊群，田产和仆人（父亲出场，

在院子里踱步）。大儿子性

格内敛，安静寡言，凡是父

亲吩咐的事情，他都遵从（大

儿子扛着锄头出场）。 

大儿子：（扛着锄头）“父亲，我去田间与仆人们一

同锄草。”

父亲：（微笑）“好的，早些回来啊。”

旁白：小儿子个性张扬，喜好宴乐，广交朋友，他一

直盼着能快点继承父亲那丰厚的家产，早日过上自由又奢

华的生活（小儿子作若有所思的表情出场）。这一天，小

儿子终于按耐不住心中的渴望，来到父亲面前—

小儿子：（冷漠脸）“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那份家

业分给我！”

父亲：（疑惑）“可是，我儿，现在还不是时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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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子：（不耐烦）“我可不想等你死后才得到！请

现在就把我那份给我！”

父亲：（惊讶，然后难过）“你 ... 哎！好吧！”

旁白： 小儿子说完，便离开了。父亲呆坐在屋中，

叹了口气（父亲一声长叹），缓缓的起身，盘点了家业，

分出牛群、羊群和田地（父亲来到田间，作数点状），第

二天清晨，将两个儿子叫到身边。

父亲：“孩子们，这些是我从青年到如今打拼的家业，

看哪，都在你们眼前，今日我将它们分给你们兄弟二人。

你们各拿各的份吧！”

旁白： 父亲说罢，便转身回了屋。小儿子看到这丰

厚的家业，掩盖不住兴奋之情，立刻变卖了一切属于他的

那份家产，兑换了大把钱币（小儿子高兴得数着金币）。

大儿子默默的安顿好后，仍然留在父亲身边。

小儿子：（手舞足蹈的数着金币） “有钱啦！哈哈！”

旁白： 不多几日，小儿子清空了一切私人物品，背

上行囊，揣着钱币（小儿子哼着小曲收拾背包），头也不

回的往远方去了。父亲看着小儿子离去的背影，伤心极了

（父亲擦拭眼泪）。    

             

                       



228

第 二 幕  ·  挥 家 财，任 意 放 荡

旁白： 小儿子的心愿终于实现了，他决定去往离家

很远的地方，彻底离开父亲，用分得的丰厚家产，过自由

人生！那里没有规矩辖制、没有田间劳作，有的只是随心

所欲和及时行乐。小儿子这样边计划着未来，边向前走，

终于来到了梦寐以求的繁华之都。

小儿子：“老板，你这上等的酒给我来两壶！”

老板：“好嘞！”

朋友 A：“看，那个人穿金带银的真阔绰啊！”

朋友 B：“走，我们去会会他！”

朋友 A：“这位兄弟，一个人？”

小儿子：“是，我刚来这地不久。”

朋友 B：“呦！那不如和我们一起吃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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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子：“那敢情好啊！这顿我请客！”

朋友 A：“真豪爽，就喜欢你这样的朋友！”

小儿子：“别客气，既然是朋友了，你们去哪玩可带

着我啊！”

朋友 A：“没问题！来来来，为我们的相识干一杯！”

（三人举杯畅饮）“干杯—！”

旁白： 就这样，小儿子在那里很快便结交了一群朋友，

每天过着纸醉金迷的放荡生活，挥霍着从父亲那里得来的

家业，吃喝玩乐，虚度光阴。                                                               

第 三 幕  ·  遇 饥 荒，生 活 无 望

旁白： 日子一天天过，小

儿子仍然肆意地挥霍着，没多久，

便耗尽了父亲的家产，他的朋友

见再也无利可图，竟离他而去。

更糟糕的是，那地遭遇了大饥荒，

小儿子越发穷苦起来！他觉得自

己没脸回父家，便去投靠那些朋

友—

小儿子：（敲门，当当当）

朋友 A： “来啦！”（开门）“怎么是你！”（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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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关门）

小儿子：（赶忙推门）“兄弟，我实在走投无路了！”

朋友A： “要钱没有！要粮食也没有！”（再次想关门）

小儿子：（再次推门）“看在我们朋友一场的份上，

帮我渡过难关吧！”

朋友 A： “谁跟你是朋友！这样吧，你到我田里去

放猪吧！”（“砰”的一声关上门）

小儿子： （喃喃自语）放 ... 猪 ... ？

旁白： 小儿子怎么也没想到，当初风光来到这地，

如今却沦落到为人放猪；曾经每天潇洒度日，现在却在又

脏又臭的猪圈，过着毫无盼望的生活，连一餐饭食都成了

奢望！饿的发昏时，恨不得去抢猪所吃的豆荚 ...

小儿子：（拽着对方胳膊祈求说）“我工作了一天了，

能给我几个饼吃吗？”

朋友 A：“走开！（甩开小儿子胳膊）这么大的饥荒

哪还有食物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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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幕  ·  心 苏 醒，回 归 父 旁

旁白： 小儿子失去了

一切他曾渴望的，花不完的

金钱、成群围绕的朋友，羡

慕的称赞 ... 而今，他更失

去了尊严。此时，他想起了

父亲，想到自己的绝情，后

悔不已！终于留下了悔恨的

泪水，他慢慢醒悟过来，痛

哭着说—

小儿子：“我父亲有多少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

里饿死吗？（擦眼泪，哽咽着继续说）我要起来，到我父

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

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一个雇工吧！’”

旁白： 小儿子说完，慢慢起身，带着一颗悔改和作

仆人的心，迈着沉重的步伐，往父亲那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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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幕  ·  父 得 子，心 中 欢 畅

旁白： 失去小儿子的

父亲每天都在家门口遥望，

盼着他早日回心转意。这

一天，父亲像往常一样站

在家门，随行的仆人也陪

同在身旁。这时，父亲远

远望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垂着头，衣衫褴褛的往家的方向走，（小儿子犹豫的向前走）

突然，父亲激动地喊着说—

父亲：（遥望，观察，情绪激动地说）“那是我的小

儿子！我的儿子回来了！”

旁白： 相离还远，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

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父亲快跑向小儿子，仆人抓

起袍子、戒指和鞋等道具紧跟上去，父亲拥抱小儿子，连

连亲嘴）。小儿子被父亲紧紧地搂在怀里，痛哭流涕，一

旁的仆人也被这一幕深深感动（仆人擦泪），小儿子愧疚

地说—

小儿子：“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

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父亲：（吩咐仆人）“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

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仆人一一为

小儿子穿衣、穿鞋，戴戒指）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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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

仆人：“好的主人！我这就去办！”（跑回）

小儿子：（趴在父亲肩膀哭着说）“父亲！我不配！

我不配啊！”

父亲：（拍着小儿子的背安慰道）“一切都过去了，

回来就好！走，我们回家！”

第 六 幕  ·  劝 长 子，为 父 心 肠

旁白： 仆人们备了一大

桌丰盛的菜肴，同主人一起

欢迎他失而复得的小儿子。

大家举杯庆祝，满心祝福，

屋子里充满了欢声笑语，他

们就快乐起来（此处可播放

背景音乐，大家一起跳舞的

场面）。那时，大儿子正在

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

一个仆人来—

大儿子：（手拿锄头，疑惑着问）“今天是什么日子？

为何如此热闹？”

仆人：“你兄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病无灾的回来，

把牛犊宰了。快进来一起庆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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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儿子：（生气）“哼！我不进去！”

旁白： 仆人见大儿子生气不肯回屋，也不肯迎接他

的兄弟，便进屋和主人说明了情况（仆人在父亲耳边低声

说话状），父亲赶忙从屋里出来劝大儿子—

父亲： “儿啊，快进屋歇一歇，来吃点东西。”

大儿子：（将锄头摔在地）“我服事你这么多年，从

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吩咐，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

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尽了你的产业，

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

父亲： “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

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

们理当欢喜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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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剧场丨撒但拿你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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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静安静，这次把你们几个小鬼喊来是有个紧急情

况，你们知道耶稣正在旷野禁食，现在他不过是一个人，

非常的虚弱，这正是我们的好机会。你们说说看，我们怎

样才能引诱他上当？如果能打败他，我们就能永远在这世

界逍遥快活啦！”

【名称】《撒但拿你没办法》

【角色】 撒但、小鬼助手A、B、C、耶稣、天使，旁白；

【道具】

■ 黑色长袍：4件，撒但及小鬼的服装；

■ 小桌子：会议桌（用于第一幕）；当作“圣殿屋顶”

（用于第三幕）；

■  白色长袍：2件，耶稣和天使的服装；

■  石头（用于第二幕）；

■  高山（用于第四幕）：可用纸壳DIY一个大的“平

面高山”置于桌前；

■  饼 + 水：（用于第五幕）：天使来伺候耶稣；

■  迷你音响：播放背景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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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幕  ·  魔 鬼 会 议 室

旁白： 当耶稣受洗之后，被圣灵引到旷野接受魔鬼

的试探，这对祂来说，将是一次重大的考验！耶稣已经禁

食了 40 个昼夜，祂感到疲惫、饥饿，而就在这个时候—

魔鬼也伺机而动！

撒但：（拍桌子）“安静安静，这次把你们喊来是有

个紧急会议，你们都知道耶稣正在旷野禁食，他现在不过

是一个人，非常的虚弱，这正是我们的好机会。你们说说看，

我们怎样才能引诱他上当？如果能打败他，我们就能永远

在这世界逍遥快活啦！哈哈哈 ......”

小鬼 A：“老大，这当然还是用您最高明的手段啦，

您当初怎样在伊甸园骗了亚当和夏娃，让他们自己堕落，

现在也用同样的办法，肯定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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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鬼 B：”老大，老大，听我说，根据这几千年来我

们对人类的研究发现，他们最容易被肉体的情欲、眼目的

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吸引，我们只要用这些来诱惑他们，他

们就会乖乖做我们的奴隶。依我之见，我们可以多管齐下，

您觉得怎么样啊？”

小鬼 C：（胆怯声）”我觉得我们还是小心为妙，我

刚从约旦河边过来，看见约翰给耶稣施洗后，天都开了，

神的灵降在祂身上，天上还有声音说话。当时真是吓死我

了，那是我们最怕的声音。”

撒但：（愤怒）”够了！什么场面我没见过，一个个

这么胆小怎么干大事，派你们去肯定给我搞砸了，料你们

也不是祂的对手，这次还得我亲自出马！”

旁白：说完，撒但便往耶稣所在的旷野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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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幕  ·  旷 野

旁白：耶稣有些疲惫地走着，祂感觉脚步沉重，于是

就在不远处找到一块平坦的地方坐下休息。这时魔鬼像一

个贼蹑手蹑脚地跟在耶稣后面，想要找到合适的时机去试

探祂。

撒但：（来到耶稣身边，假装同情的语气）“可怜的

耶稣啊，你现在是不是又饿又渴啊？看你憔悴又疲乏的样

子，真叫人心疼！唉，何苦这样为难自己呢？你若是神的

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把它们变成香喷喷的

大面包，美美的吃上一顿，就不用挨饿啦！”（边指着石

头边说）

旁白：耶稣定睛看着魔鬼，用微弱但异常坚定的语气

告诉牠。

耶稣：“撒但，圣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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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旁白： 魔鬼的引诱就这样失败了！牠可是绝不会甘

心的。

撒但：（内心独白）你用圣经的话拒绝我，嘿嘿，你

以为我对圣经不熟吗？如果不熟，我怎么能保证自己处处

和上帝的话唱反调啊！我来换一招，看我怎么用你喜欢的

话来对付你。

第 三 幕  ·  圣 殿

旁白：仿佛就在一瞬间，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的圣殿

顶部，魔鬼对耶稣说。

撒但：（随着上述旁白的话，作若有所思的邪恶表情）

“请跟我来，我们往边上走，你看，这里是耶路撒冷最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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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华的圣城多热闹！我可以想去哪就去哪，这是我的能力。

对了，你不是说你是神的儿子吗？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

跳下去，因为圣经上说：‘主要为你吩咐你的使者，用手

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撒但：“来吧，试一试，跳下去，快跳下去吧！你的

神一定会保佑你平安无事的，也让我看看你这位神的儿子

究竟有多大的能力！”（嘲讽）你不是要人都跟随你嘛，

从圣殿顶上跳下去，所有的宗教人士、那些犹太人的长老、

公会的领袖、法利赛人看到上帝用手托起你，还不跪倒一

片？犹太人不就是要看神迹嘛，你就给他们一个，有什么

难？谁还敢反对你？上帝给你的任务不就是传福音、建教

会嘛，只要你一跳，教会一夜之间肯定就人满为患啦！耶

稣为你做表演，宗教事业大发展！

旁白：这次耶稣连看都没有看撒但那兴奋的样子，祂

的心似乎没有任何一丝波动，只是淡定地说。

耶稣：“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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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幕  ·  高 山

旁白： 魔鬼的这条诡计也失败了。突然，牠想起自

己从未失手、屡试不爽的方法，牠要拿出最具诱惑力的“杀

手锏”，让耶稣也像其他人一样臣服于牠！想到这儿，魔

鬼竟忍不住笑出来了。（此时的魔鬼要邪恶的笑出声音）

撒但：（心中独白）“哼，耶稣，我可是向来讲究以

德服人，这次我要让你败得心服口服！”

旁白： 于是，魔鬼和耶稣出现在一座高山上。站在

山顶，魔鬼又一次展开了牠对耶稣猛烈的试探。

撒但： “耶稣！你看这个世界，多么繁华辉煌！有

多少君王都要臣服于我，换来一世权贵和奢华。特别是那

些心里有不安全感的、想要别人夸奖的、觉得自己很聪明

想要别人都听自己话的人，只要向我下跪，我就让你轻而

易举爬到人群的最高处，所有人都要听你的命令！只要有

了权力，什么就都有了。你不想尝一尝这滋味吗？你若俯

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旁白：牠说的时候好像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沉迷在自

己的骄傲和能力里面，而耶稣不但丝毫不为所动，反而站

起来，用斥责的口吻大声说对牠说。

耶稣：“撒但！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

你的神，单要侍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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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幕  ·  天 使

旁白：魔鬼使用完一切的伎俩后，就在耶稣面前仓皇

而逃了。（魔鬼作气急败坏、灰溜溜的逃跑状）这时，有

天使来伺候耶稣。

天使：（拿着饼和水）“上帝的爱子耶稣，这里有饼

和水，来吃吧！神必与你同在！”

旁白：耶稣的工作就从这里开始了，祂知道撒但只是

暂时退去，牠还会找到各种机会卷土重来，但祂决心坚定

地依靠父神，将神的百姓从撒但的权下救出来，让他们不

再因着罪做撒但的奴隶，让他们得到真正的平安、自由和

尊荣！                                               

【剧 场 休 息】生 活 中 有 哪 些 试 探 ？

小朋友们：“你们看魔鬼多狡猾！生活中，魔鬼会假

扮成不同的样子，在学校、在家里 ...... 也试探我们，

为要破坏我们与神的关系。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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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景 一 ：学 校

老师：“下面我们考试，测试一下昨天学过的单词。

开始，第一个：Apple，Apple.”

同学 A：（顺利写出答案）

老师：“第二个，Banana, Banana.”

同学 A：（趁老师不注意，悄悄在桌子底下翻开书要

作弊，心想）“老师转过身了看不见我翻书。”、“只

是核对一下自己写的对不对，不是真的想作弊，没大碍

的！”...

场 景 二 ：过 马 路

妈妈：“过马路的时候要遵守交通规则，当那个小人

变成绿色，才可以走斑马线过马路哦。”

孩子：“妈妈，圣经不是说：‘你出你入，耶和华要

保守你’吗？反正现在没有车，我们跑过去吧！这样就能

早点买到那个玩具了！”

妈妈：“不遵守规矩，故意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中，

这是试探神，是犯罪哦。我们要敬畏神，遵守交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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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绘本&广播剧丨《鸭子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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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像往常一样准备出门，

突然被哥哥叫住了 :

“今天我不想刷碗了，你来帮我刷！”

弟弟说 :“凭什么！”，

哥哥随即又说 :“

别忘了那只鸭子！”

弟弟一听，害怕极了！



247

1、从前有一位富有的农户，他有两个儿子，他让大

儿子管理家里的卫生和饭食，让小儿子喂养和牧放家里的

牲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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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户的家里有许多鸭子，多的数不过来，小儿子

每天都要给这些鸭子喂食，并且带它们散步。

3、有一天，小儿子在赶鸭子的时候不小心打死了一只。

“这可怎么办！父亲平时对我们那么严厉，他知道一

定不会原谅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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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正当他发愁的时候，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我

要把这只鸭子埋在篱笆外的树下。这样父亲就不会知道。

反正家中的鸭子那么多。”于是，小儿子就趁天色还未亮

的时候，悄悄地埋掉了鸭子。

5、可是没想到，他正埋鸭子的时候，被从屋里出来

的哥哥看见了。哥哥窃喜，心想 :“终于被我抓到把柄了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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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二天，父亲果然没有发现这件事，小儿子像往

常一样准备出门，突然被哥哥叫住了，他说 :“今天我不

想刷碗了，你来帮我刷！”小儿子说 :“凭什么！”，哥

哥随即又说 :“别忘了那只鸭子！”，小儿子一听，害怕

极了！为了不让父亲知道，他只有乖乖照哥哥的要求去做。

7、就这样，家中的大儿子经常以此要挟小儿子替他

干活，自己则在一边偷懒。“去，把地扫了！”，“去，

把衣服洗了！”，“我口渴了，给我倒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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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小儿子终于受不了了，他想：“我不能一辈子当

他的奴隶，我要把做错的事跟父亲说，即使父亲责怪我也

总比当他的奴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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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当天晚上，小儿子鼓起勇气，向父亲说出了自己

之前将鸭子不小心打死并埋掉的事，没想到父亲不仅没有

责怪他，反而夸奖他诚实，敢于承认错误。小儿子心里的

石头终于落地了。他不再惧怕面对承担责任，更不怕哥哥

的威胁了。

10、第二天，哥哥像往常一样，使唤他：“去，把那

些碗刷了。”

小儿子语气坚定的说：“不，我不会再做你的奴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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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你别忘了那个鸭子！”，哥哥说。

“那又怎样！”小儿子高兴地走了。

 

当我们不小心犯罪之后，魔鬼就会抓住我们的把柄来

控告我们，要使我们成为牠的奴隶。当我们愿意来到主面

前认罪的时候，祂愿意赦免我们，祂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

的过犯。魔鬼就再也无法控告我们，我们就会重新得着平

安、喜乐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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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小黄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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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小白、狗小黄和鸡小胖

急急忙忙准备了一份

自己觉得最棒的礼物，

去寻找一个婴孩。

正当他们因为没找到

而心里很丧气的时候，

狗小黄忽然兴奋地大叫：

“我闻到一股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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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绘本&歌谣&手工彩虹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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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爸爸与我们说好了一个约定，

不再用洪水淹没世界了，

而且将彩虹放在天空中，

当作与我们约定的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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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终于放晴了。馨儿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不经意间抬起了她的小脑袋，紧接着她兴奋地摇着妈妈的

手说：“妈妈，妈妈，快看，是彩虹！”于是母女俩停下

了脚步，静静地欣赏着。“妈妈，你说世界上为什么会有

彩虹呢？它为什么只会在雨后出现呢？还有呀，彩虹为什

么是七色的呢？”馨儿仍然仰着头往上看着，小脑袋里一

连串冒出了好些个问题。

妈妈俯身看了看张着忽闪忽闪大眼睛的馨儿，微笑着

回答：“我的小宝贝还真是个好奇宝宝。你知道吗，彩虹

可是天父爸爸与人类立约的记号呢！” “立约的记号？

什么是立约？我不太明白！”馨儿眨巴着眼睛问道。“宝贝，

你还记得妈妈之前给你讲过的挪亚方舟的故事吗？”馨儿

听了赶忙答道：“当然记得了，天父爸爸让挪亚造了一个

方舟，挪亚一家还有一对一对的小动物们都进入了方舟，

然后天就开始下起雨来，雨下了四十昼夜，天下最高的山

都被淹没了，只有待在方舟里最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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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接着说：“是的，宝贝。因为当时的世界罪恶满

盈，圣洁正义的神用洪水审判这个世界。挪亚是个义人，

他相信天父的话造了方舟，最终活了下来。”馨儿不解地

问：“可是妈妈，这个故事和彩虹有什么关系呀？” “宝

贝，其实这个故事妈妈之前讲得不完整。洪水过后呀，全

地焕然一新，天父爸爸与我们说好了一个约定，不再用洪

水淹没世界了，而且将彩虹放在天空中，当作与我们约定

的记号。”馨儿听完了妈妈的一番话，若有所悟：“哦，

妈妈，我知道了，天上的彩虹就像天父爸爸的大手和我们

拉钩钩，保证说得话是真的，对吗？” 妈妈听了馨儿的话，

哈哈一笑：“宝贝，你真聪明！妈妈也想和你作一个约定，

好吗？”馨儿急忙问：“妈妈要和我约定什么呀？”妈妈

望着彩虹深情地说：“约定我的馨儿要好好听天父爸爸的

话，健康快乐的长大，好不好？”馨儿坚定地点了点头：“妈

妈，我们拉钩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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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谣：彩虹的约定

云雨过天空，彩虹挂云中。

七色在闪耀，你看多美妙。

小小的小孩，你可否知道？

彩虹中藏着，恩典和奇妙。

世界罪满盈，大雨下不停。

挪亚方舟中，神爱意浓浓。

大雨终停下，彩虹云中挂。

天父和你我，立下了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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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不再有，怜悯在其中。

罪恶今犹在，救恩已作成。

圣洁救赎主，十架上被钉。

耶稣洒宝血，罪恶得洗净。

今人若相信，同在方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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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 色 卡 彩 虹 风 铃  手 工 D I Y  ——
手工 | 海狸孟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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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 虹 马 赛 克 拼 贴  手 工 D I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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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

以诺心里感到暖暖的，

他迫不及待地往家走，

要和妈妈分享今天发生的奇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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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有个叫以诺的小男孩，他心地单纯、善良，很

喜欢与邻居小朋友们分享好吃的食物和好听的故事。 

以诺的妈妈也很爱他，常常给他做喜欢吃的大麦饼。

一天，以诺跟随村里的人们来到加利利海对面，在那

里和大家一起等候耶稣。

他们等啊等啊，终于等到了耶稣下船。

耶稣上岸后，接待了众人，还医治了其中有疾病的人。

接着，人们席地而坐，聚精会神的听耶稣讲说上帝的

国。 

过了好久好久，天色渐渐暗了，以诺的肚子也开始咕

咕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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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他打开背包，发现妈妈给他装了他最爱吃的

大麦饼，还有鱼，以诺高兴极了！他拿起一个大麦饼，刚

要吃，突然听到耶稣的门徒在附近询问：“你们谁在来的

路上带了食物没有？”只见众人纷纷摇头，叹息地摆摆

手。 以诺虽然不明白怎么回事，但他毫不犹豫地站起来，

走向门徒，“叔叔，这里有妈妈给我带的五张大麦饼和两

条鱼。”

以诺说完便递给门徒。门徒带他来到耶稣跟前。 

耶稣微笑着看着以诺，接过他手中的饼和鱼，向天举

手，大声祷告：“父啊，感谢你赐下的食物，求你借着小

孩子奉献的五饼二鱼，喂饱在场的每一个人，阿们！” 耶

稣祷告完以后，便开始低头掰饼，只见大麦饼在耶稣手中

不停的掰开，怎么掰也掰不完，以诺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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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徒们也配合耶稣将掰开的饼和鱼装进篮子里递给众

人，人们互相传递，按着每人的分量拾取，这顿晚餐，既

有饼又有鱼，大家吃得津津有味。最后还将剩余的饼和鱼

装满了 12 个篮子！

这一天，以诺心里感到暖暖的，他迫不及待地往家走，

要和妈妈分享今天发生的奇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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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谣】 

以诺的心，耶稣的手 以诺的心，单纯的心，乐于分享奉

献的心，以诺的心，准备的心，不求称赞谦卑的心，以诺

的心，效法的心，饭前祷告感恩的心。 妈妈的手，关爱

的手，伴随孩子成长的手，耶稣的手，祷告的手，施行神

迹奇事的手，门徒的手，配合的手，尊主旨意做事的手，

众人的手，传递的手，彼此相爱成就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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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工 D I Y  ——

各 种 各 样 的 五 饼 二 鱼

 

01 剪纸版

对折、勾勒，一刀剪展开、绘制，齐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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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树叶版

树叶 + 画笔 、剪刀 + 胶棒让想象力带动孩子的双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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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叶剪裁成鱼和饼的形状，在卡纸上随意排列，黑白

色笔在其上绘制，做成一幅幅极具创意的五饼二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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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刮画版

一张刮画卡，一支小刮笔，刮刮刮，画画画，五彩斑

斓之五饼二鱼 ~

 04 手绘版

铅笔打底，丙烯上色，

能作门牌和杯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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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尝试一下“指纹画版”，

或者 ...“妈妈的味道版”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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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绘 画 与 涂 色  ——

打印以下半成品图画，请孩子将没有完成的部分画好

后再涂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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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谣故事&手工 l 小驴驹有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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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完成去休息，

粉丝跑来叫小驴。

鸡鸭牛马小黄狗，

排队签名好热闹！

曾经小驴已不再，

今成焦点人人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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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橄榄山脚下，平静小村庄，

有只小毛驴，从未被人骑，

小小驴驹不起眼，从来没有人注意。

没有负过轭、没有驮过货，

小驴过得很安逸，突然有一天，

竟被牵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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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村庄来了两个人，找到小驴驹，

解开了绳索，想牵走小驴。

主人急忙问：“牵驴为何事？”

二人齐声答：“主要使用它。”

原来是耶稣，要用小驴驹！

主人一点不犹豫，马上点头说同意。



312

03

小驴跟着走，心里没主意，

“我有何所能？我有何所力？

耶稣为何选择我？要往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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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终于来到主面前，小驴心诧异！

眼前主耶稣，上帝独生子，

高贵却谦卑，威严又平和，

没有驾战车，也没选骏马，

选我小驴驹，要进圣城里！



314

05

“衣服搭我背，耶稣骑上来，

生平第一次，众人齐拥戴！”

“高高在上和散那！奉主名来当称颂！”

树枝衣服铺道路，前拥后围众人随，

喝彩呐喊掌声送，小驴兴奋又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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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任务完成去休息，粉丝跑来叫小驴，

鸡鸭牛马小黄狗，排队签名好热闹！

曾经小驴已不再，今成焦点人人爱。

骄傲得意美滋滋，忘却耶稣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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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然而好景不长见，

忽传耶稣把人骗—

上帝之子大君王，被抓被打遭人骂，

还要天父原谅人，自己流血钉十架。

小驴粉丝纷纷逃，态度一百八十变，

羡慕称赞全丢光，嘲笑小驴曾被骗：

“当初风光驾君王，如今沦落盗贼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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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难过、愤怒加失望，

小驴面子全丢光！

眼前都是伤心事，脚下发软没方向。

屋外空站三两天，屋内忽闻人惊叹，

是谁声音那样熟？难道真是主耶稣？

09

耶稣复活真平安，赐下圣灵常相伴，

鼓励门徒走出去，福音要往天下传！

想起先知早预言：

“锡安居民不要怕，君王要骑驴驹来”，

原来神有大计划，小驴现在才明白！

告别粉丝不留恋，跟随门徒传递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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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工 D I Y  ·  纸 盘 小 驴  ——

 

剪裁、绘画、粘贴，三个环节完成一只萌萌哒小驴驹

【步 骤 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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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赐福于你。

愿你爱祂，

超过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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