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 letter asia harvest. 這份公開信隱藏了十一英文段落沒有翻成中文讓華人能讀到。

备注：本公开信可任意转发和复制，也可在互联网上转载。

关于“天上人”的一封公开信
我恳请各位读者能抽出宝贵的 10-15 分钟时间来读一读这封信。在信中，我愿意完
全敞开我的心，与各位分享近一段时间来在一些基督的肢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
本人对这些事情的一些想法。

——

《天上人》一书作者保罗·海特威 (Paul Hattaway)

前言

首先我声明这封信绝无攻击他人之意，写这封公开信的目的乃在于立足真相，使
基督的各肢体了解与目前遍传于亚洲乃至世界各地的言论完全不同的一面。埃得
蒙·勃克（Edmund Burke）有句名言：“使魔鬼撒旦唯一能得逞的就是正直人袖手旁
观。”同样，圣经中也提到：“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罗 14:16）这节经文一直
压在我的心头。在听取一些属灵长辈及亲朋好友的意见后，我感到现在是我站出来说
两句公道话的时候了。说实在的，没人逼我写这封信，我之所以写，纯粹是出于朋友
的立场，为其正名。
2001 年，我撰写了《天上人》一书，写的是中国基督徒云弟兄（刘振营）的见
证。为了收集素材和背景资料，我到中国采访了许多人，他们都亲眼目睹了云弟兄的
许多经历。我也和云弟兄度过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我们一起对他的故事进行重新编排
整理。
在写书的过程中，我就知道有两件事将会发生。其一，我知道因着云弟兄非同一
般的见证，此书一定会感动许多人，给他们的生命带来造就和祝福。尽管云弟兄有他
的缺点和不足之处，但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人，却一直与神同行，而这恰恰是全世界
的基督徒渴望看到的。尤其在西方教会，我看到绝望正在信徒中蔓延滋长，他们对教
会沉闷的传统和不温不火的现状已深感厌倦，他们知道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一定比自己
曾经历的要丰富得多。云弟兄的生命和见证将一个谦卑虚己、忠心爱主、坚定不移的
典范活生生地呈现在许多基督徒面前，触动了他们的生命。
其二，我也意料到此书将在基督徒圈子里掀起轩然大波和反对意见。其实教会是最难
接受改变的地方。从教会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昏睡的教会往往宁愿去攻击那些
神差遣来让其改变的使者，也不愿意接受他们的教导和指正。旧约先知受神差遣来到
以色列人中间却屡遭非难；而同样的状况在教会历史和当今的时代中一遍又一遍地重
演。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云弟兄的信息并不新鲜，也丝毫不具革新性，只不过和圣经
一样耳熟能详。他的信息无不集中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说明信心的得胜属于那些
在患难逼迫中依然信靠神的人。

本书的积极影响
我们先来看积极的一面。《天上人》一书被翻译成二十几种文字，出版发行量很
大。在英国，该书被评为 2003 年度“最佳基督教书籍”以及 2004 年度“最佳传
记”。我因此得到了许多祝福，各地基督徒的反响令我倍受鼓舞，给我来信的弟兄姊
妹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在信中告诉我，这本书如何鞭策了他们，令他们更加愿意紧紧
跟随主。英国一个小教会的牧师在信中说，他读了这本书后，被圣灵深深地感动了。
随后他便给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买了这本书。他们也被大大地挑旺了，更加自觉自愿
地恒切祷告，更加热心地传福音。因着对主的这份重新被激起来的委身，教会在短期
内急剧增长了一倍！
一 些 著 名 的基督徒领 袖也因着这本书而蒙 了祝福。德国布道家 布永康（ Reinhard
Bonnke）写道：

“也许一开始你是躺在沙发上读《天上人》这本书，然而到最后，你一定是跪着读
完的。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任何一个人读这本书一定不会无动于衷。云弟兄的见证唤
醒了我们，震撼了我们，告诉我们——在残酷逼迫患难中，被圣灵充满的神的子民是
所向无敌的！他们在神的仇敌面前出生入死，将耶稣基督荣耀的福音传遍各国。胜利
的喜讯将响彻四方！这凯旋不仅仅发生在中国，也会发生在世界各地。”

众多读者表达了他们对神的感恩，如：

马来西亚读者梅嘎写道：
“神在这末世的时候将这本书赐给我们。它使你认识到自己的属灵光景是多么的荒
凉。这本书以及书中云弟兄所表现出来的坚定信心难以用言语来形容……你一定要认
真读此书，如果不读，那么你就错过了神所赐下的美好礼物。愿神赐福给你，愿祂对
你说话，就像祂籍着此书对我说话一样。”

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的读者安德烈：
“从读第一章起，我就被强烈地震慑了！除了圣经以外，从来没有一本书能够这样
撼动我，令我知罪。我越来越感到认识主耶稣是多么地有福，祂在全地以及在我们的
生命中是何等的尊贵全能。这本书使我更加愿意为主摆上，我更加视圣经为瑰宝，对
列国更加有负担。它重新更新了我对圣灵的渴慕与同在。我强烈推荐这本书。”

菲律宾宿务市读者里昂那多写道：
“我真希望给这本书评上六个星或七个星！很少有书能够实实在在地把你的人生改
变得更加美好，而这绝对是一本这样的书！它是当今时代的经典之作，它或许将挑旺
你的信心和生命，你读过的其它书都无法与之比拟。这才是基督教的精髓所在。这本
书实在是宝贝，千万别错过。”

最后，美国俄亥俄州阿克郎的读者劳伦斯写道：
“我是在去非洲短宣的途中读这本书的。尽管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凑，可我还是见缝插
针地在短短两天的时间里一口气读完了这本 400 多页的书。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书。我
在非洲中部读这本书，它给我带来了无比的祝福。读完这本书，我强烈地感到无论付
上什么样的代价，我都甚愿看到神国度的降临。云弟兄的故事和生命历程激起了我心
中无法抑制的情感，我要去中国！明年六月我就要到中国去了。我向任何一个人极力
推荐这本书。再多的无神论者也会被云弟兄的生命见证以及他为神国的付出所震
慑。”

数以千计读者的感受我们可以从这一小部分见证中窥见一斑，我们为此向神献上
感恩。愿荣耀归于祂！

“烟火”理论
就在这些振奋人心的鼓舞日渐展现的同时，我也看到了一股硝烟正逐步弥漫开
来，那是一些针对云弟兄的品格和他见证的诽谤。起初我并没有将这些攻击太当回
事，以为任何事奉神的人多少都会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些反对。我认识云弟兄多年，也
曾看到他忍受过诽谤和反对，其中也有一些是不同寻常的。
这些攻击主要源自于一名居住在德国汉堡的中国男子所主办的网站。他在网站上
声称自己名叫林慕实，而他的真实姓名是潘天成。该网站所有的目的就是拆毁一个人
——云弟兄。网站分别由中文、英语和德语组成，其目的是不遗余力、千方百计地破
坏云弟兄的声誉，损害他的形象。里面充斥着各种谎言、诽谤、断章取义、道听途说

的无稽之谈；还在上面发表捏造的中国信徒的来信来抨击云弟兄。当这些中国信徒被
问及之时，他们个个震惊不已，无不为自己的名字被他人盗用去诽谤他们一直深深敬
爱的主内肢体而感到哀伤。八位颇有威望的中国牧者经过慎重调查后联名在以下网站
上发表了一项声明，将调查结果公诸于众：
给海内外主内基督肢体的一封公开信
“我们愿意遵照圣经真理，为众教会合一的缘故，在此公开见证我们所配搭事奉与深入认
识的刘振营弟兄（即《天上人》一书之作者），乃是谦卑诚实，单靠福音养生的忠心神仆。刘
弟兄自年少蒙召以来，无日不为其信奉之独一真神及所领受之全备福音尽心竭力，并为一直在
惦念中之中国大陆受苦、爱主的信徒效力及摆上。他对于金钱及圣徒的奉献忠心处理，绝不私
留为己用；在职分上，也灭有自夸或高举自己，更从未自命为中国家庭教会之唯一合法代表。
然而不幸有居住德国汉堡之某氏擅自散发损害刘弟兄名誉的信件、卡带和光盘给各教会。查其
内容，全是歪曲杜撰，毫无凭据。其内中被引用之人士亦否认他们有任何中伤刘弟兄的举动，
并表示该某氏的段章篡剪不但未经本人同意，也与事实相违。此事不但关系个人名节之荣辱成
败，而且关乎基督国度之见证与合一，吾人不能袖手旁观，并坚决反对，特此声明，以正视
听。同时切盼教会悉心分辨查验，不要中了撒旦的诡计，破坏欧洲福音事工的进展。所以我们
决议联名致函向海内外各教会，澄清事实，支持刘振营弟兄在各地之福音事工，并号召世界众
圣徒，合一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等候主荣耀的再临。”
（请参阅如下网址：http://www.backtojerusalem.com/Open%20Letter%20Chinese.pdf

）

著名的香港基督教复兴教会牧师包德宁牧师（Dennis Balcombe）说道：
“我知道潘天成攻击云弟兄的事情，也知道背后的原因。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强烈地反
对这些恶意中伤，也多次对潘天成言明了我的立场。我为他执意任凭教会的仇敌用这
种方式透过他来破坏主内肢体的声誉而感到难过和遗憾。他曾经说的和正在传达的所
有言论纯属捏造。我们祷告祈求神在真诚的人心中作工，使他们看到事实的真相，并
支持神高举的仆人云弟兄。”

这些诬告颇匪夷所思，许多基督徒居然都对此深信不疑。更令人费解是，甚至一
些知名的教会高层领导人也受其蒙蔽。各种批评论断和对立言论不断涌现，有些人还
极尽编造之能事用流言蜚语含沙射影地破坏云弟兄的声誉，不经调查核实就以讹传
讹，还乐此不疲。这些传言不仅在中国基督徒中如星星之火般迅速蔓延，而且使得西
方教会的宣教士和牧者们也信以为真，尽管他们“想要作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
说的，所论定的。”（提前 1:7）。几乎都每天有不少道听途说的人向我打听这些事，
他们也是听别人说的，而别人也是从网上看到的！
这种逻辑推断是完全不符合圣经原则的，神的子民一旦沉湎于此是极其危险的。
撒旦如果想要破坏某个神的孩子的声誉，它所要做的仅仅是开始制造一点点谣言而
已。它知道只需挑个头，自会有信徒来帮它完成其余的散布工作！发生在云弟兄身上
的情况就是如此。不知何故，在中国这样的罪尤其普遍。难得看到有谁称许别人，说
别人好话的人并不多见。我认为这是中国教会最大的弊病之一，也是阻碍教会在这个
世代蒙神祝福、迎接极大复兴的主要威胁之一。
No Chinese Translation 1: Part of the problem is that around the world the Chinese house
churches are usually presented in all their glory, as great men and women of God who live in
perfect harmony. It is thought that some leaders have suffered in prison for so long that they
are practically sinless! The reality is a little more down-to-earth. It has been said "The
Chinese Church has a New Testament kind of Christianity." I agree! But in the New
Testament we read not only of miracles and revival, but also of personal conflict, jealousy,
opposition, and "false brothers." A glance at the messages the Risen Christ gave to the seven

churches in the early chapters of Revelation will soon reveal the early Christians were just
like us - with many weaknesses and failings.
许多人相信这样一种说法：“有烟冒出来的地方肯定就有火在烧。”意思是说假
如人们对一个弟兄说三道四，那就肯定不是空穴来风，多少都有些真的。这种理论完
全与圣经不符，而且极度危险。如果这个理论成立，那么耶稣俨然就是罪人了！祂被
法利赛人以及许多人强烈谴责，他们把各种罪名都堆到祂的头上。祂一直是人们竞相
争论的焦点人物。耶稣周围弥漫着太多的“烟雾”，而实际上却没有火点着。唯一点
着的是祂心中对失丧灵魂的那份爱！还有其他诸多圣经人物同样也蒙受过各样的不白
之冤，比如摩西、亚伦、以赛亚、耶利米、尼希米、约书亚、使徒保罗等等，此处列
举的只是一小部分。

教会中的“友军开火”
最近几年来，在伊拉克战场上的美国士兵们引用了一个新词来形容在战斗中牺牲
或负伤的最糟糕的情景。他们解释说，假如他们是被敌人的枪弹打死打伤，那是极大
的光荣；可最糟糕最令他们感到窝囊的就是被自己的战友”友军开火”的枪弹误伤打
中。那种被自己的战友误伤的感觉简直太可怕了！
不幸且更悲惨的是，这种“友军开火”如今却在神的子民中打响！像云弟兄这样
的基督徒认为如果他在地球的某个偏远角落传福音，因而遭到穆斯林或某个原始部落
族群的击杀，他会将之视为极大的荣耀；可如果被原本应该和自己并肩作战的主内肢
体射杀，那是何等悲惨和可怕的光景啊！
令人伤痛的是，有些基督徒总把那些素未谋面、他们根本不了解的人往最坏的地
方去想。假如一个新来的传道人宣讲了一篇从神得着的新信息，随后各种对他的动机
和人品的猜忌和假设就会接踵而至，比如：“他们肯定是为了敛财，”、“他想用假
信息来招摇撞骗。”
圣灵对此番情景该有多么痛心忧伤啊！
尽管“友军开火”是一个新兴名词，但不幸的是，它实际上从使徒行传时代教会
诞生时就已经为信徒所熟用了。纵观基督教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神降下的复兴之火
往往是被那些教会领导人因着无知和盲目的热情为了“保护”福音而熄灭的，然而他
们时常逼迫的正是他们自己不了解的。
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基督徒领袖大都成了其他基督徒残酷攻击的对象。记者亚历克
斯·布珊（Alex Buchan）对此发表了一些看法，文章刊登在 1997 年 11 月 21 日的基督
教刊物《指南针（Compass Direct）》上。布珊的文章报道的是某教会的一位知名带领
人遭到另一名带领人诽谤攻击的事情。文章写道：
“他的反应或许对我感触更深，因为几天前在我读有关教父的文章时也有同感。当
读到伟大的德土良（迦太基基督教神学家，大约于公元 193 年依附基督教，约 207 年与天主教教会分
裂并建立了自己的分裂性教派。他的著作对西方神学影响极大）对异端分子普罗修斯进行残忍攻
击时，我瞠目结舌。其程度之残忍令人发指，无法想象。我怀着极其失望的心情读到
所谓“仁慈医生”的圣·奥古斯汀彻头彻尾的冷漠无情，他使多纳图斯派教徒（多纳图
斯派宗教严格主义者，主张分裂的基督教派，受到圣·奥古斯汀强烈反对， 公元 4 世纪于北非兴起，认为
圣洁是成为教会成员和圣事的施行的必需条件）遭到了军队的镇压。”

看来这是个事实，许多属灵伟人在被神的爱所激发的同时，对他们所认为的神仇
敌的恨意也非常强烈，他们心中当然也因此倍受煎熬。
欲参阅全文，请访问如下网址：
http://www.strategicnetwork.org/index.php?loc=kb&view=v&id=531&fwo=samuel%20lamb%20revival& &

令人遗憾的是，“友军开火”在中国也不鲜见。最近，我在为一本新书作研究时
读到一些文章，讲的是 1305 年在北京的景教教徒如何强烈抨击门诺会的约翰（John of
Montecorvino——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方济各修士约翰以教廷使节身份来中国，在主后 1294 年抵达
大 都 ， 获 准 在 中 国 居 留 及 传 教 。 约 翰 的 传 教 工 作 虽 然
遭到景教徒的一些阻挠，但大致上仍顺利开展，教堂及信徒人数均有增长。 ）的记载。约翰在以前

的数年间为六千人施洗，却被心怀妒忌的景教教徒诋毁为“间谍、巫师、骗子”。 约
翰后来评论说：“若不是因为这些诽谤，我施洗的人应该可以超过三万。”
在二十世纪早期的威尔士大复兴时期，神使用一个名叫伊凡·罗伯茨（Evan
Roberts）的年轻人作为祂的器皿，为这个灵魂干渴的国家带来了祝福。然而，当时威
尔士绝大多数的神职人员强烈反对罗伯茨的事工，害怕他带来的影响将危及到“他们
的”教廷。威尔士几十名神甫联名在报纸上刊登了长达数页的整版公告，公然指控伊
凡·罗伯茨为异端分子和骗子。而今，伊凡·罗伯茨这个名字却因着神使用他在一百
多年前给威尔士带来的复兴而为全世界的人所纪念，而那些中伤他的人的名字如今却
一个都没留下。类似的遭遇也发生在奋兴家查尔斯·芬尼（Charles Finney）和慕迪
（D.L. Moody）身上，他们同样也遭到了其他基督徒领袖的公然诋毁。
No Chinese Translation 2: Even Billy Graham has been strongly attacked throughout the
years of his faithful ministry for his Lord. His autobiography records how a series of early
meetings in England met with tremendous opposition from the churches, who opposed him
and did all they could to send the evangelist back to America. A friend of mine who attended
a Billy Graham crusade in the United States several years ago told me of his astonishment
when he saw a group of Christians protesting outside the stadium, holding up signs saying
things like, "Don't listen to this man. His teaching will send you to hell!"
首先我们应该认清谁才是这场攻击神子民的真正幕后黑手。圣经说道：“因我们
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
属灵气的恶魔争战。（ 弗 6:12）”我们多么盲目无知啊！我们不可能既与黑暗势力交
战，同时自己人之间又互相争斗。因此，撒旦知道一旦它能使基督徒反对基督徒，那
么它已经赢了，它的阴谋已经得逞了。使徒保罗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向哥林多教会指出
这一点了：“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林前 6:7）”

对云弟兄的攻击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一个在德国汉堡居住的名叫潘天成的中国男子设立了一个网
站，在网站上他自称“林慕实”（Lin Mushe）。他恶毒地声称云弟兄是骗子、窃贼。
在此我只想提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如此醉心于除掉另一
个基督徒，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会不会觉得这有点儿不太对劲，是不是值得怀疑？
对云弟兄的诽谤攻击以各种形式层出不穷，有互联网、电子邮报、录相带、录音
带、影碟等，可谓种类繁多。而所有这些皆源自同一出处。潘天成何故这么做？其动
机不值得去下结论。我一直都在试图联系他，可所有的去信都如石沉大海。更令人百
思不得其解的是，九十年代末潘天成却是云弟兄的热心拥护者，他甚至是第一个在西
方极力推广云弟兄及其见证的人。No Chinese Translation : Link. (For example, see the
"China" testimony here).
所有这些攻击一开始造成的影响微乎其微，直到那个德国的网站说服三位德高望
重的中国教会领袖林献羔、谢模善、袁相忱写了一封反对云弟兄的联名信后才掀起了
轩然大波。他们在信中要云弟兄“赶紧趁早认罪悔改”。林献羔甚至还写了一篇名为
《中国大骗子天上人》的短文，以中英文的形式分发给前去他广州教会的每一个人。

许多人认为连这三位德高望重的属灵前辈都说云弟兄是个骗子，那他肯定就是个
骗子无疑。毕竟林献羔老先生为福音的缘故蹲了二十几年大牢，被视为教会蒙受逼迫
的英雄人物，受到全世界基督徒的景仰。若非情况属实，像他那样受人爱戴的人当然
不会凭白无故发表言论反对另一个弟兄的。
首先，我认为让教会对行骗使诈者和异端分子保持警惕当然是件好事。圣经实际
上也告诫我们要如此行，而且这样败坏堕落的现象也是末世的征兆之一。（请参看马
太福音 24：4-5）。倘若云弟兄真的犯有那些可怕的罪，即或只是一点点，那么其他人
当然有责任去警告他。不过，圣经中也清楚地指明，如果有人犯了罪危及他人，别人
当以何种方式去揭发他。如果有人不严格依照圣经原则来执行，那么他就是蓄意破坏
他人名誉，制造谣言、散布谣言。通常有的是搬弄是非嚼舌头的人惟恐天下不乱。
圣经对此类情况首先指出的就是：一旦有谁犯了错，应当向他当面提出。耶稣教
导我们：“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
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
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
看他象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太 18:15-17）”使徒保罗对如何对待陷在罪里的弟兄是
这样教导的：“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
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加 6:1）”。
那么在反对云弟兄的事情上，No Chinese translation 3: Did Samuel Lamb or the other
elderly Chinese brothers 有没有人遵循这些“有人犯罪，当面提出”的圣经原则呢？
显然没有！
你或许不相信，林献羔老牧师自己都承认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云弟兄，也没有读
过他的书。事实上，除了从潘天成/林慕实那里听来的以外，林老牧师对云弟兄的生活
或事工知之甚少。因此，他的攻击显然毫无意义。诚然，一个人如果素未谋面就对另
一个人进行人格攻击，那么他的言辞必定也丝毫没有可信之处。
自八十年代末以来，我自己在林献羔的教会里与林老牧师本人见面不下十五次。
就在最近，2005 年 6 月 27 日上午，我还和他谈了话。他和以前一样和蔼可亲，笑容可
鞠。他承认以前从未见过云弟兄，即便有机会，他也会拒绝和云见面，因为云是个
“坏人”。林老牧师还说他是从德国的林慕实（潘天成）那里听说的那些事。当我提
出他的信息来源可能有误时，林老牧师只是笑笑，不置可否。当我问他对一个素未谋
面的人进行公然抨击是否正确时，他依然和善地笑笑，没有回答。同时他还在向来到
他教会的人派发他的《骗子》一文。我的同工也试图与居住北京的谢模善和袁相忱老
弟兄谈及此事，可他们同样也不愿意解释为什么要在那封信上签名。这两位令人尊敬
的前辈承认他们在许多年前曾见过云弟兄，可后来再也没见过。
就算是不信主的人也不会听信他们这样的说法；No Chinese Translation 4:Can you
imagine the scene in court where one person is accusing the other of some horrible crime?
The judge leans forward and asks the accuser, "How long have you known this man?" The
accuser, red-faced, whispers, "Ah, actually I have never met him before your honor..." 就算是
属世的法官也不会接受一个对素未谋面的人的指控！这实在是无稽之谈，可就是有那
么多的基督徒居然仅仅因着这三位属灵老前辈的声望而不假思索地认为针对云弟兄的
指控是属实的。
可悲的是这种人身攻击和人格损毁在当今的中国实在是太普遍了。2004 年 12 月，
一名神曾使用的祝福过中国的美国弟兄给众多中国教会带领人写了一封长长的电子邮
件，为同样的事情谴责他们，说他们不应该在基督徒圈子里散布谣言、诽谤他人。这
位弟兄写道：

“有些人认为把他们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并把听来的消息重复给别人听是自己的
‘事工’。我接受的则是这样的教导——我们要为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虚妄的话在神面
前有交代。如今有一种危险的征兆，似乎人们都缺乏敬畏神的心，特别是中国教
会……有些似乎是以打击别人为乐事。我们时常会需要有点故事去说说，或者要有点
什么事去反对反对。而所有这些会令我们成为搬弄是非的人。
“为什么人们到中国来，还计划见一些教会带领人并听一听他们的故事？即或有弟兄
犯了罪，那么他所做的没有不显露出来的，不在今生，也会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昭然若
揭。圣灵并不需要你我在世界上作祂的代言人，去警告我们的弟兄犯了什么罪……其
实，人为的控告对神仆人的生命或事工果效产生不了什么影响，神并没有把这样的权
柄赐给你我。惟有祂自己才是全能的。”

一位在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及前苏联有过多年工作经验的作家来到中国时，也略微
谈到共产主义国家中基督徒工作的另一令人深思的方面。实际上，有些教会带领人已
经向政府妥协，成了政府手中的工具。结果，政府利用那些被他们收买的牧者和教会
带领人制造出一些最为恶毒的攻击和诽谤。他说道：
“在共产主义国家，即使你得到的消息来自一百个可靠渠道，那也可能是假的。这
就是为什么圣经也清楚地教导我们当怎样来处理此类事情……中国家庭教会里安插着
许多奸细，我们不能太天真了。”

眼看着云弟兄面临如此众多的争战，我却惊讶地看到他对所有这些针对他的抨击
都报之以敬虔的回应。他非但没有进行任何公开的争辩，反而完全宽恕了所有逼迫他
的人，一点都不忌恨。
那么云弟兄对那三位中国教会的属灵前辈又是如何反应的呢？他心里有没有苦
毒？会不会报复？那么我们就来听听云弟兄是怎么说的吧：
“在主面前我想说的是，对写我文章的那几位神的仆人我绝对没有任何的敌视，我已
经完全原谅了他们。其实，我心中对他们的深深敬意并没有因这些文章而减少丝毫。
我深知总有一天我们会在天上相会，在我们的父神面前握手言欢。当我们一起敬拜
神羔羊的时刻，一切的误解终将化为乌有。
如果任何人对于我的经历有任何问题或质疑，我非常愿意在公开场合或私下里和大
家见面，并回答大家的任何问题。
让我们摒弃一切障碍，为了神的国度而共同携手前进吧！”

轩然大波
互联网上公开传播的这些反对云弟兄的虚假言论正中了某些人的下怀，他们早就
想看到云弟兄因此而被击垮。几家基督教刊物还对这些谣传大肆渲染，就连好些西方
和亚洲国家的教会领袖也人云亦云、信以为真。成千上万的基督徒曾被云弟兄的见证
所激励、所祝福，然而当他们看到这三位中国教会前辈公然质疑云弟兄，说他的见证
是捏造后，他们的心情该有多么低落！我都能想象出此刻魔鬼正在一旁窃笑的得意模
样！多少信徒在读云弟兄的书时心中涌起的灵里的感动及被挑旺的信心都被这些指控
泯灭了。
在 美 国 ， 谣 言 和 捏 造 的 传 闻 已 经 开 始 在 教 会 团 体 中 广 为 传 播 。 No Chinese
Translation 5: One large church in Wisconsin even purchased 1,000 The Heavenly Man books
for the members of their congregation, only to send them back to the publisher after they were
told the story is untrue by a visiting mission leader. 现在韩国众多的教会带领人也打算发表
公开声明，宣称云弟兄为异端分子和骗子，尽管云弟兄从未去过韩国，而且打算发表
声明的人也从未见过云弟兄，也没和他交谈过。

感谢主，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匆忙地盲目作出不符合圣经原则的论断。马来西
亚的一个大教会在处理这个事件时显示了他们的智慧。去年下半年，云弟兄曾受邀在
马来西亚作了一系列的巡回演讲，他的书影响了当地几千人的生命。此次巡回演讲是
由当地人所熟知和尊敬的全国性教会团体“马来西亚全国基督徒福音团契 National
Evangelical Christian Fellowship of Malaysia (NECF)”承办的。
在演讲会上，马来西亚全国有一千二百多人第一次决心委身跟随基督！许多人认罪悔
改，得到了神的怜悯和恩典，成了神的儿女；几千名基督徒因着云弟兄的见证而倍受
鼓舞，在跟随主的道路上信心被挑旺，得蒙了造就。No Chinese translation 6: As usual,
Yun refused to leave each meeting place until all the people who wanted to meet him and talk with
him had the chance to do so. Sometimes this meant he did not get to sleep until the early hours of
the morning as hundreds of people stayed behind for prayer or just to have a chat with Brother Yun. I
have personally seen on numerous occasions how patient, kind and loving he is with people - giving
them his full attention and displaying a genuine concern for their wellbeing. Yun figures that Jesus
cares for people deeply, and so should he.

如今在马来西亚，在大多数云弟兄的所到之处，好与坏并存！
在神使用云弟兄为主耶稣感动更多生命的同时，在那些读过云弟兄谣传的众教会
带领人中也兴起了一股反对云弟兄的强烈热潮，他们都不遗余力地企图破坏聚会的举
行。云弟兄每到一处，就有一大堆一大堆的来信已经先期到达，抗议聚会的举行，谴
责云弟兄在许多其他事情上是个假先知。毕竟他们已经在网上读到了关于云弟兄的众
多言论，他们相信那一定都是真的。
这些反对舆论置ＮＥＣＦ于非常艰难的境地。一方面聚会都已经安排好了；而另
一方面，反对演讲嘉宾的风暴正席卷而来，舆论纷纷就一系列的事情谴责他。就连一
些接待云弟兄住在他们家的马来西亚牧师们也因招待他而遭到了猛烈攻击！
随同云弟兄马来西亚之行的ＮＥＣＦ秘书长王牧师（Rev. Wong Kim Kong）事后写
道：
“天上人的马来西亚之行在八打灵交也、吉隆坡、槟榔屿、怡保及新山激起了强烈反
响。在他由北向南跨越马来西亚半岛的巡回演讲结束之际，许多人对他发出的各项挑
战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他挑战人们接受耶稣为救主、投身于福音事工、或参与‘回归
耶路撒冷运动’，将福音带到中国和耶路撒冷之间的众多国家和地区。
“刘振营——这位大家所熟知的云弟兄，实在是神放在我们面前的有力见证。当然，
他的到访的确引起了诸多争论。就连他在台上讲道的时候，攻击他、质疑他真实性的
电子邮件也在迅速传播，其中绝大多数都指向一个出处——那个专为驳斥他的见证而
设立的网站。该网站断言云弟兄是个争权谋利的骗子，还刊登了诸如林献羔、谢模善
以及袁相忱等几位中国教会领导人在呼吁云弟兄认罪悔改的信上签名的照片。”

感谢主，王牧师和“马来西亚全国基督徒福音团契(NECF)”实在是一群成熟的基
督徒，他们在云弟兄的事情上并没有以反对他的舆论来作为依据，而是凭着他基督般
的品格和他事工所结出的美好果子来看待他。王牧师后来还写了另一篇题为《讲员筛
选》的文章，文中就他们这个团体在对有争议的受邀讲员的事情上列举了一些圣经的
原则和步骤：
“假如候选讲员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或有名声不佳之嫌该怎么办？
王牧师指出：“首先我们将查明谣传的依据，还要时刻提醒自己，现今社会电子邮件
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媒体已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滥用，以此来伤害及诽谤他人。
人格诋毁背后的原因可能有许多，例如性格差异、神学见解和事工方向的不同、事工
间的争竞、嫉妒，或许根本就只是恶作剧。
我们基督徒也和任何一个常人一样，会受肉体情欲的试探，所以有一点很重要，就
是要考虑到原被告之间是否也存在着这些问题。”他如此警告道。

“对于针对某讲员的信息或指控一定要经过多方仔细的调查研究，不能单单听取一
面之词，一定要确保有一个公正的听证。‘我们还将就该讲员广泛听取多人的意见。
比如此次在云弟兄（天上人）的事情上，两位世界上受人尊敬的传道人领袖大卫·鲍
森（David Pawson）及包德宁（Dennis Balcombe）都对云弟兄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愿其他教会的带领人在作决定的时候也能够运用同样的智慧！

云弟兄人品的见证
我和云弟兄接触得比较多，所以相对比较了解情况。在我看来，在诸多教会中闹
得沸沸扬扬的争议大致分为两个阵营——不了解云弟兄的人和了解云弟兄的人。
全世界和云弟兄有过接触的有几千人，他们都发现他人很好，谦卑、仁爱，总渴望在
基督里给别人带来祝福和造就。那些参加过他聚会的人能凭着自己的见解来判断此人
究竟是个爱耶稣基督的人还是个为己牟利的大骗子。
当然我也可以向你坦言，云弟兄并非完人，他也像我们任何一个人一样有缺点
和不足之处，然而他远还没有像批评他为人的那些人所指控的那样卑鄙败坏。以我的
经验来看，那些遇见过云弟兄的人无不看到了他的谦卑和对耶稣的热心。在他所到之
处，从他生命结出的美好果子比比皆是：不信的人们重生得救；原本已经信主的则对
主越来越委身。无庸置疑，无论云弟兄到哪里传讲福音，哪里就有他为主留下的美好
果子。耶稣说过：“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
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惟独坏树结坏果子。（太 7:1617）”
一名英国牧师哥顿·希克森（Gordon Hickson）说道：
“几年来，我一直和云弟兄在回归耶路撒冷项目上亲密地配搭同工。在此期间，我曾
为云弟兄在整个英国组织了许多的聚会。对于那些认识云弟兄以及了解他的聚会是如
何组织的人来说，如此责难他滥用金钱简直太可笑了。事实是：在世界各地举办的云
弟兄的聚会中，云弟兄自己从来没有碰过捐赠钱款中的一分钱，而且向来如此。他从
不强调捐款，除了请求代祷以外，他从不向任何人要过什么。
“在英国和欧洲各地，云弟兄让我们认识到的没有别的，只有榜样，他是我们的榜
样。他个人对英国的教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书以及他举办的许多聚会上提出的
观点唤醒了英国教会对自身使命的呼召和责任。我们非常敬重他的人品、他的谦卑、
他的负责以及在财政上的透明。他个人没有直接接触过聚会的收入，所有这些收入全
部用于‘回归耶路撒冷’的事工。”

德 国 牧 师 瓦 尔 德 马 · 萨 达 祖 克 （ Waldemar Sardaczuk ） 是 著 名 欧 洲 宣 教 团 体
Aktionskommitee fur Verfolgte Christen (AVC).的会长。他最近证实道：
“云弟兄一家人曾经和我们一起在德国尼达居住多年，我们对他和妻子都非常熟悉。
他们是我们教会的会友，是与神同行的的一个伟大见证。多年前我曾在中国见过云弟
兄，当时我绝没有想到可能会在德国见到他。但是神将他带出来，让他成为整个世界
教会的一个祝福。就像所有蒙神使用的神的仆人一样，云弟兄也成了众多诽谤、攻击
和嫉妒的对象……云弟兄实在是个大大的祝福，他是神的仆人，神使用他打开了我们
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中国基督徒的境遇。”

无数反对云弟兄的指控在到处传播着，可我依然等待着以任何方式来和一个被他
错待的人会会面。

对具体指控的解答
我听到的各种各样关于云弟兄的责难和谣传实在是太多了，根本没办法全都记
住！有些简直太荒谬太幼稚了，根本不值得一答，诸如“云弟兄从来不祷告”、“他
再也不跟随主了”、“他因为走私黄金而被捕”等等。我持续听到的指控主要有十
条，所以在此我一一作答：
1．“云弟兄是个百万富翁，在西方过着帝王般的奢靡生活。”
事实是，云弟兄和他的家人在德国过着简朴的生活。一个叫 AVC 的宣教团体为云
弟兄及其家人提供住所已经好几年了，而且一直在照顾他们的生活。在上面我已经提
到，德国牧师瓦尔德马·萨达祖克（Waldemar Sardaczuk）在今年早些时候分享了云弟
兄日常生活的见证：
“我可以分享一些云弟兄和他家人日常生活中的见证……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家人都没
开过车，也不曾拥有过一辆车。他们的全部精力都在事奉主，很少关心物质层面。他
的生活方式、他的行为以及他的家庭都与圣经的教导一致。云弟兄对所有关于他的谎
言、诽谤和指控的反应让我们很欣赏，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总是不遗余
力地帮助他祖国遭受逼迫的基督徒，没有一丝追求个人利益或荣耀的欲望。”

2．“云弟兄窃取他在世界各地举行的聚会上募集的款项。”
这种指控简直荒谬至极！云弟兄从不经手从任何地方募集来的一分钱！早在几年
前，云弟兄就已经决定，他的巡回演讲一定要由那些已经在中国参与事工的现有事工
团体以及具有良好声誉的人来主办。一直以来他们就是那么做的，这就意味着捐赠款
项均由主办方来支配。得知这些钱款最终将用于祝福中国的信徒，云很高兴。比如，
最近云在欧洲举办了将近 20 场聚会，主办方是一事工团体。他们将所募集的捐赠用于
该团体在中国现有的福音事工，他们在中国的工作已经开展了 15-20 年。这种情况同样
也发生在云演讲的其他世界各国。有些聚会的捐赠则直接进入到中国的工作中，通常
所得款项先集中到一个香港的机构，随后按照预先指定的汇往中国。而该机构的财务
是独立审核的。从云弟兄在世界各地的聚会所得捐赠我了解到，成千上万册圣经被印
刷；成百名传道人得到了支持；训练中心被建立；另外，许多援助纷纷以各种方式前
来帮助建立中国的教会。而这些指控可怕就可怕在通过打击云弟兄，在中国展开的各
项工作就遭到了间接的破坏。
3．“云和他的同工妄称已经有 100，000 名中国宣教士被派出中国，或准备离开中
国。”
云从来没有这样宣称过。100，000 名中国宣教士是一个异像，可能要经过许多年
以后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天上人》一书及《回归耶路撒冷》一书均有清楚的陈述。
其中的一本书在提到关于该异像的时间时是这么说的：“我们没有自己的时间表；我
们只想遵循神的旨意，把进度留给祂。”我看到 100，000 这个数字和圣经中约书亚和
迦勒的境遇有相似之处。有人看到的是中国福音事工运动的潜能，尽管目前还处在初
期阶段；而有人看到的只是问题。这令我想起“青年事工”(Youth With A Mission) 创
始人劳伦·昆宁翰（Loren Cunningham）的初创时期。他有一个异像，就是成千上万
名青年人在全世界的禾场上事奉主耶稣。尽管当时的现实和这个异像丝毫不符，但他
仍在各教会中公开分享他的异像。一些教会带领人甚至谴责昆宁翰是在撒谎，这和如
今人们对云弟兄做的如出一辙。
4．“从中国差派出 100，000 个宣教士纯属夸大其辞，根本无法实现。”

当今中国绝大多数教会对于信徒数字的估算介于五千万至一亿之间。我们暂且保
守一点，以较低的五千万作为相对精确的数字。这一代的中国教会从每 500 名信徒中
差派 1 名宣教士出去难道不可能实现吗？最近基于菲律宾的一个跨宗派机构“菲律宾
事工动员运动”（ Philippine Mission Mobilization Movement）宣布他们的异像是向外
差派 200，000 名菲律宾宣教士！在总人口仅为中国的二十五分之一的韩国基督教会也
已经 向海外输送了 12000 名宣教士。No Chinese Translation 7: according to Patrick
Johnstone's latest Operation World (p.387). The same source says in 2001 there were already
201,260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p.4), with possibly a similar number of
Catholic missionaries.
5．“《天上人》一书及《回归耶路撒冷》一书导致了中国信徒蒙受更大的逼迫。”
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我们从未听说有哪一个人因为这两本书中的任何一本而被
捕。事实上，自这两本书出版的过去几年中，在中国被捕的信徒数字已经下降。
6．“1984 年，云弟兄从来没有在监狱里禁食过 74 天。”
我当然清楚这个见证超乎寻常，而且以人类的条件确实完全不可能。不过耶稣说
过：“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可 10:27）。”云弟兄禁食结束时
的身体状况是有目击证人的，包括他的牧师、他妻子德灵、以及其他亲属都在监狱亲
眼目睹了他萎缩的身体，而那些指责他的人当时却不在场。我也听到过云确实于 1984
年在狱中禁食 74 天的有力证据。No Chinese Translation 8: In researching the book I spent
a couple of weeks with Brother Yun himself, going over his account. To make sure any
language problems were minimized, I asked a Chinese friend from Taiwan, who has spent
decades translating (including for leaders such as Billy Graham) to be involved with our
interviews so that we could get an accurate translation. No stone was left unturned in our
effort to achieve this.云在狱中禁食 74 天迄今为止已经广为人知许多年了。香港复兴教
会的包德宁牧师说道：
“1991 年我翻译了一本名为《荆棘中的百合花》的书。其作者丹云其实是一家庭教
会的带领人，他花费了两年时间仔细地调查研究了书中所描述的那些见证。他和河南
教会的一位受过教育的作家一起撰写了我翻译的那部书稿。我自己也作了相当多的调
查研究来确保书中内容的真实性与准确性。书中有一章题为《天上人》，长达 57 页的
内容讲述了云弟兄的故事，这一部分的细节与保罗·海特威所著《天上人》一书的开
头部分完全吻合。素材的来源不同，而内容则相同。很早以前云就为人所熟知，或者
已经有了关于他见证的争论，在河南，人们曾公开谈论他在狱中的见证、禁食和祷
告，以及其它一些如今已经广为人知的细节。”

人的看法实在是有意思。有些信徒奚落这个见证，说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可我和
来自印度东北部那加兰邦一偏远地区的几名牧师分享此事时，却没人对此感到惊讶或
怀疑。后来一名牧师向我道明了原因。他说在六十年代一阵强有力的复兴到来时，大
家都知道有一名牧师禁食了 100 天！
7．“1997 年，云弟兄从未奇迹般地从监狱逃出。”
这是林献羔牧师攻击云弟兄的主要论点之一。在我为写云弟兄的书作调查时，我
采访了三位目击者。他们亲眼目睹了这一神奇经过。他们都是教会的带领人，和云一
起在同一个聚会被捕，当时也被关在同一所监狱。即使我对他们每一个人都在不同时
间不同地点分别进行的采访，然而他们的描述却是一致的。另外我们还有云越狱后立
即前往的那个家庭的见证。作为“天上人”这本书的作者，我毫不犹豫地把这个见证
放进了云的书里。这一边是我有一群目击证人，他们的见证都和云有直接关系；而另

一边的见证人当时并不在场，而且根本不了解事情的经过。我在此公开声明我仍然确
信我在《天上人》一书中所写的见证是真实准确的。
8．“云弟兄不是全中国教会的领袖。”
阿们！他从来没这么宣称过，谁要敢这么说，那肯定是疯了。耶稣基督才是全中
国教会的领袖。云离开中国后，由家庭教会带领人组成的希尼团契长老们推举云作为
希尼团契的“全权代表”，并写信证实了这一点。No Chinese Translation 9: which was
translated and included in The Heavenly Man book (p.291-292). 说云是一中国家庭教会网
络的主要领袖这一断言可能是由别人错误杜撰出来的，当然从来没有从云弟兄口里说
出来。其实任何一个了解云的人都意识到他并不愿意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在过去的
几年中他要求在介绍他时只简单地称其为“从中国来的一名基督徒弟兄”。说云自称
是什么大领袖的谎言是从一个专为诋毁他而设立的网站上传出来的，根本没有现实依
据。
9．“云弟兄从来不是中国主流家庭教会的领导人。”
这一点完全正确！云的确不是全国主流家庭教会网络的领导人之一，No Chinese
Translation 10: (known as the 'Lao Da' in China) 而且他也从未如此宣称过。在他的书中也
没有这样的暗示。云是个传道人，之所以颇有声望，是因为神赐给他能力带领许多人
归主，就像他书中所清晰描绘的那样。他还参与领导当地一些训练中心的事工和聚
会，可从来没当自己是中国教会的大领袖之一。他始终是一名服侍神子民的仆人。大
家都能看到，他的努力给各家庭教会的带领人之间带来了合一，而且他从来没有将自
己放在任何这一切之前。
10．“云弟兄被外国人利用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这种说法暗示云有点愚昧无知，被人愚弄、受人利用。他可不是这样的人。在西
方和云一起配搭服事的基督徒，比如他的翻译和其他同工和他有着多年的莫逆之交，
他在国内和出国后，他们一直和他保持着长期有益的关系，有着很深的信任。他们共
同为主面临许多争战。另外，和云一起作巡回布道的西方人并不是不负责任的，他们
的事工都有董事会监督他们的人品和行为。再说一次，这个谴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云弟兄现在怎么样？
我相信那些反对云的人要更不高兴了，因为他们的诽谤与攻击非但没有达到目
的，而且还提高了云为主做工的能见度，为他打开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之门！云靠着神
的恩典并没有退缩。
法利赛迦玛列对于他不能明白的事情并没有意欲阻止，反而说：“现在，我劝你
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
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徒 5:38-39）”。假如我们
都像他那样有智慧岂不是好？
若是云的事工不是出于神，那就必定要败坏；若神与他同在，攻击他的那些人所
谋的也必定不会有长久的影响。
也许《天上人》一书的评论人洪大卫（David I Hong）的总结最为贴切：
“我很惊骇有人企图诽谤这位弟兄及其见证。他们的指控是极度的假冒伪善……要
么就是另一个事工机构中有部分人不赞同云弟兄的神奇见证。愿主严厉地处置所有这

些作假见证诋毁这位弟兄的人。他已经体验了天国的滋味，也领略了那位天国的创造
者。他的确是热爱耶稣的天上人。我竭力推荐这本书。请不要听信围绕这个人的虚假
指控，而要在灵里祷告，自己来验证这些事情。他是真实的。赞美主！”

当马来西亚的一家基督徒杂志就如何回答“对你的指控，说你是个骗子，你的见
证是个大谎言”向云弟兄提出疑问时，他照常言简意赅地直指要点：
“好树都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凭着果子，你就可以认出这是好树还是坏树。
人们怎么说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耶稣知道我是谁，我也知道自己是谁。我知道我在
事奉谁。其实我不太喜欢对那些攻击作出解释或澄清什么，因为按照神的话，每个人
都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而对于那些攻击我的人，我绝对没有任何敌
意。”

最近云弟兄就“回归耶路撒冷”这一异像和他的同工们作了如下分享：
“在遭遇巨大反对与艰难困苦之后，圣经说：‘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 神，心里
坚固（撒上 30:6）。’神始终是我们前进的道路，祂永远是那黑暗隧道尽头的亮光和
我们在猛烈风暴中的拯救。纵然魔鬼用最猛烈的风暴来击垮我们，然而我们却能够靠
主来抵挡！在祂里面我们有内心的力量、平安和满溢的喜乐！发生在我们周围的那些
事情都没什么大不了的，攻向我们的炮火再猛烈也无法触及耶稣在我们里面的内在生
命。这就是为什么成千上万名殉道者无论遭受了多么残酷的折磨，依然英勇赴死的原
因。我们里面隐藏着一个奥秘，人手摸不到，火焰烧不着……
当神赐下命令的时候，地狱的魔鬼无法阻止神话语的传播。我绝对相信神已经向中
国的教会赐下命令，要在中东、中亚、东南亚以及基督之名未被高举的每一处角落广
传福音、建立神的国度……如今你听到了神的命令，我祷告无论神把你放在什么样的
环境里，愿你都立场坚定、奋勇向前。不要放弃，不要向反对势力屈服。这只不过是
神在考验我们、锤炼我们，这样我们就能成为神手中更加有力的武器。使徒保罗在他
的事工中总有双重因素产生：反对和果效。在他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中写道：“因为有
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林前 16:9）。”若没有人反对，我
们就不会像神希望的那样有力；若没有逼迫， 中国就不会有复兴；若基督没有被钉十
字架，就没有复活的大能。
让我们共同祈求进一步的异像和决心，始终“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祂
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 神宝座的右
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来 12:2-3）”。

到这里我的“公开信”也将近尾声。感谢您花时间读这封信，了解了发生在一个
神的仆人身上的故事。他对神和对人的爱超过了一切，我很荣幸和他度过了美好的时
光。
我不打算再为此事耗费更多的笔墨了，因为我觉得该说的都已经说了。接受不接
受都是人的自由。
撒旦利用所有这些愚蠢的事情想把我们的眼睛从神国的工作上移开，让我们为此
认罪悔改，重新再一次把自己摆上，为主做工。No Chinese Translation 11: This is what I
plan to do, and I know this is the desire of Brother Yun's heart. 如此猛烈的谣言、诽谤和争
议风潮向这位质朴爱主的人涌来，由此绝大多数人都一致认为云弟兄在国内为信仰经
历了众多的磨难和逼迫。如今他出了中国，倘若部分基督的肢体取代了中国监狱守卫
和警察曾经扮演的角色，而我们居然也成了用言语和误传来进行人格诋毁的始作佣
者，这是怎样的一场悲剧啊！这就是如今发生在云弟兄身上的真实写照。让我们把自
己放在他的立场上想想，那一定是何等的艰难。

假如您对云弟兄的见证和他的人品（或对此事的其他方面）有任何疑问，请您鼓
起勇气，按照圣经所教导的，直接和他联系，不要依赖任何二手或道听途说的信息。
云弟兄始终愿意坐下来回答您的任何问题。至今我还没有见到有谁花时间和云弟兄一
同祷告后仍然认为他是个骗子或说谎者而转身离去的。我们听到关于某人的不好的事
情，我相信除非我们存心要与这个人作对，否则我们无权把这些事情重复给别人听。
或许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
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太 12:37）。”
最后，我愿意把包德宁牧师为云弟兄写的声明作为结束。正如许多真心爱云弟兄
的弟兄姊妹一样，他们都很尊重云弟兄，知道他是一个为人正直、敬畏神、全心热爱
耶稣的人：
“我自 80 年代初期就跟云弟兄很熟悉了，很久以前西方教会就知道他了。我仔细
观察过他的事工，在许多场合和他一起周游全中国。我也认识他的家人，也知道他在
其他中国传道人之中所做的见证。他在欧洲服事期间我也和他在一起，我听到过无数
来自世界各地的消息，说许多人因着他的服事得到了很大的祝福。作为属神的人，他
为人正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他一直都在为神的国度作贡献。我全力支持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