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见土耳其”旅行小札之一 

From Genesis to Revelation,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行程都快结束的时候，被小组长通知要在隔天上午的敬拜结束之后分享。我

当时就忐忑不安，虽然我的年纪也不小了，但是随行的同伴在我看来都是属

灵长辈，在他们面前分享岂不是班门弄斧？无奈推脱不掉，只好在第二天早

上匆匆吃完早饭后一个人坐到大巴里，想理清一下这些天我到底看到了什

么，这些看见的东西给我的启示又是如何。我自认为是拙口笨舌的人，不能

像别人那样不用打稿就可以滔滔不绝，于是拿出笔记本，想把要讲的东西写

下来，好到时候对着看，否则一紧张都忘了自己要说什么。就在提笔写不多

久的时候，这两句话就进来了，from Genesis to Revolution,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以致于等我分享完了，领队的熊弟兄以为我看了他的PPT 文件和
他的网站，因为这两句话也恰恰是他分享的事工的核心。其实他说的这两样

我都没有看，我只能说这是圣灵给的启示。 

 

我的手机在土耳其很难连上WIFI，我又不喜欢照相，于是大部分闲暇时间只
能看书。看了一本领队熊弟兄推荐的书，Biblical Turkey，它和这次行程完美
的配在一起，就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对土耳其全新认识的大门。这本书

很详细的介绍了所有在圣经里面提到的土耳其的地方。比如从创世纪开始，

大洪水过后，诺亚方舟在停在的地方叫Mount Ararat, 在土耳其就有两个地方
都被叫做Mount Ararat。不光是圣经，连可兰经都提到了诺亚方舟和它的
landing place. 不管哪个地方是真的，它们都在现今的土耳其境内。然后亚伯
拉罕最开始住的Ur和后来的哈兰，也都是在土耳其，而不是大家一直传说的
伊拉克的Ur. 最后再到新约，行程中走到的7个启示录的教会都在土耳其；保
罗自己的出生地，大述在土耳其；使徒行传里面使徒们传教过的地方，保罗

书信和彼得书信里面都提到的教会，大多数都在今天的土耳其境内。 

 

如此看来，如果把这些圣经里提到的国家按照biblical countries定义来排名的
话，以色列自然排在第一，但是土耳其毫无悬念是第二名。这个国家的属灵

遗产是非常丰富的，从起初神就使用这片土地来祝福他的儿女，在这片土地



上和他的儿女立约，我相信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神更要在这片土地上彰显他

的荣耀。His glory shall be upon this land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看见土耳其”旅行小札之二 

The Purposeful Trip 

 

出发前，一个韩国好友跟我说，your trip to Turkey must be a purposeful trip. 
于是行程中我一直在想，我这次来的purpose是什么呢？在看过了废墟，走过
了山路，钻过了山洞，一路吃好玩好过后，我要得到的而且能带回去的是什

么呢？答案最终在回美国的那天，在机场找到了。 

 

由于航班和旅游团行程没有办法完全衔接，我要在Istanbul多呆一个晚上，于
是下午就和一群有同样行程问题的弟兄姐妹在Istanbul的大街上浩浩荡荡的开
始了我们最后的游玩。可能是在美国呆得太久了，人非常的没有警惕。在一

个叫MADO的餐馆里，坐下来后我就把包包放在了屁股后面，理所当然的以
为会和美国一样，没有人会拿我的包包。结果没有多久，包包就不见了。去

了餐馆的地下室看了监控录像才发现是三个包头的穆斯林妇女，联合作案，

偷走了我的包包。不幸中的万幸是，我的护照在我离开酒店时被我拿出来放

到了行李箱里，手机和钱包塞在了身上风衣的兜兜里，虽然包包被偷，但是

最重要的三个东西都还在，我第二天还是可以上飞机回美国。 

 

第二天按照原计划去了机场，在机场的时候，我就在思考神让这件事发生在

我身上的目的是什么。Why me and what’s the purpose of this incident? 为什么
是我？我想可能神太爱我了吧，他要让我经历一些事情，然后在一些方面有

成长。这个事情发生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很感恩从包包被偷到机场，神让我

一直对包头巾的穆斯林妇女没有恨意在里面, 甚至对偷包的三个人里面还有
怜悯之心，因为她们不认识神，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但是心里也知道，神

要的还不只是这些，于是在机场人来人往的喧嚣里我就定下一个决心，要为

这些包头的穆斯林妇女的救恩祷告。我要把这个unfortunate incident  变成是
她们的祝福，要让神在土耳其打开的福音大门变得更宽大，更广阔。也就是

在那个时课我找到了这次土耳其之旅的目的了。 At the end of the trip, I found 
the purpose of this purposeful trip.  

 



 



“看见土耳其”旅行小札之三 

云彩般的见证人 

 

我很爱旅游，但是很少跟旅游团，但是这次主恩的旅游团却让我终身难忘。

主恩的品质是非常值得推荐，但是让我最难忘的却是一起同游的伙伴。去之

前，我只认识一个人，但是见面相处了几天的时间，就让我觉得我和这群人

似曾相识了好久。甚至导游都觉得我们像是一群认识了二十多年的老朋友。

每一张笑脸都是那么可爱，走到哪里都有欢快的笑声。才几天的功夫，我的

脑海里就跳出这句经文，“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句话
真的就是我们这十多天在一起的写照。 

 

我这次是自己一个来土耳其，先生因为工作的原因，没有办法和我一起来。

但是整个旅行我没有觉得孤单过。在Istanbul的Mado餐馆我把背包丢了。发
现后，我被带去地下室看监控录像，联系警察的时候，在楼上的一群人就在

人来人往的餐馆里为我祷告，替我想各种可能的解决办法。他们的心情和我

的心情一样。从餐馆出来，彦秋为了让我心情不难过，拉着大家一起去爬

Galata tower看夜景。晚上大家还给我带来了好吃的羊肉串，睡觉前还安慰
我，为我祷告。彼此相爱，同为肢体在他们身上真的是活出来了。我想去了

天堂也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了。 

 

这次旅行还找到了一个role model. 平常都是上郑牧师的课，对师母认识甚
少。这次虽然郑牧师和师母和我们只相处了几天，但是这些天看到的师母确

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师母非常可爱和安静，总是像一个少女一样，依偎

在郑牧师的身旁，相比之下，我觉得自己就是像一个叽叽喳喳的大妈，走到

哪里都是大声喧嚷，一会儿拉着大家喝啤酒，一会儿又拉着大家四处乱逛，

很是惭愧。师母和大家说话的时候非常的温柔和平静。和他们相熟的弟兄姐

妹说师母在家也是这样，她说话很温柔，但是又很firm. 在自己家不听爸妈话
的孩子，到了师母那里却变得异常听话。 她一个人homeschool了四个女儿，
四个女儿都很优秀。听到这些很是让我羡慕。郑牧师身体有些不适，师母就

一路陪伴郑牧师，照顾郑牧师，她的身形瘦弱，但是里面却是有无穷的力



量。如果将来郑牧师推广homeschooling的时候，能请师母多多分享她的经验
和教导就好了。 

 

还有很多弟兄姐妹在这次旅途当中给我了安慰和帮助，我就不一一细数。未

曾谋面，却能像家人一样相处，也只有神的儿女可以这样。感谢主恩旅游，

让我可以认识这些云彩般的见证人, 期待在夏天的以色列旅行和他们再相
见。  



“看见土耳其”旅行小札之四 

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The World Was not Worthy of Them 

 

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据

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

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希伯来书

11:36-38） 

 

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在土耳其看到这么多的churches，没有来之前，想象的是
大大小小的清真寺充满这个国家，想看美丽的大教堂，去欧洲就好了。但是

这次旅行，彻底的改变了我的看法，也让我汗颜自己对教会历史的无知。

（已经打算补听郑牧师的教会历史课了） 

 

提到土耳其的教堂，可能大家第一想到的就是在Istanbul 的Hagia Sophia, 圣索
菲亚大教堂。但是给我留下至深印象的却不是它，而是那些在山岭，山洞，

地穴里的教堂，数目之多，式样之巧妙，让我离开Cappadocia 地区之后心里
还念念不忘。置身在Cappadocia就像在读一首诗，伤感又美丽。 
 

在早期基督教扩张的时候，基督徒为了躲避阿拉伯人的raids, 他们就在山洞
里雕刻和在地底下建造了很多的教堂。提到这些教堂，就不能不提GÖreme 
Open Museum ，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 这里有最早的神学院，有男女
分别的修道院，有依山而建的大小教堂，教堂里面有美丽的fresco painting. 
11世纪的画到今天颜色还是那么鲜艳，线条也还是那么清晰。外面就看到一
个山洞口，进去教堂里面发现原来大有乾坤，里面有kitchen, dining hall, grave 
chambers, and winery. 在外面被逼迫，那么艰难的条件下，他们还不忘造
酒，坚持掰饼，持守里面的信仰。我们不知道他们他们当年受的患难和苦害

有多少，但是希伯来书的这段经文说的就是他们这样的。我和小组长

JENNIFER开玩笑，她挑一个山洞，我挑一个山洞，我们两就抛夫弃子住在这
里不回去了，因为这个地方太美了。 



 

后来又去了世界第二大的underground city，里面居然有8层，每层的功用都
不一样，在这里也看到了十字架和winery。 地下城市的通风系统能从地面通
到最下面，走在里面一点也不觉得憋闷。穿梭在这些地道里，感觉自己就像

是在走迷宫一样，兴奋的同时又感叹他们的聪明智慧和他们的坚忍。 

 

第二天导游又把我们带到了Valley of Ihlara, 吃完好吃的石板烤鱼之后就沿着
溪水漫步，可惜小溪水涨太满，没有办法走完全程，否则可以爬到山上多看

几个在悬崖峭壁上凿出来的教堂。好在这点遗憾也是下次再来土耳其的动

力。 

 

坐在美国舒适的家里写着这些游记的时候，心里对这些住在山岭，山洞，和

地穴的，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心里充满了敬意。不知道以后我们要面对的逼

迫和苦害会是什么样子，只愿神给我们同样的坚忍之心，走完我们信仰的全

程。 

 

 

  



“看见土耳其”旅行小札之五 

寿衣上面没有口袋 

 

这句话恐怕是John，我们的土耳其导游，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应该
是这辈子也忘不掉了。这句话其实是苏菲派的创始人，Melvana说的。John在
Mausoleum of Mevlana给我们介绍了苏菲派的理念和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操
练，然后我就发现原来他们在生活的操练和圣经的教导是这么的相似。苏菲

派欢迎一切有不同信仰的人来到那里和他们同住；他们认为他们所有的东西

都是从上面而来，而且要把它们都给出去，给那些贫穷没有能力的人。他们

一个很有名的姿势就是一只手向上仰着，然后另外一只手向下放着。表明他

们只是一个接受者，然后把接受的东西再给出去。 

 

其他苏菲派的隐秘奥义我就不去探讨了，只是单纯就Melvana说的这句话和
他们生活的操练对我自己个人的提醒。我们基督徒何尝不是要有这样的操练

和看见呢。圣经教导我们的一切都是神给的，我们要使用它们来荣神宜人。

但是太多的时候我们把我们所有得到的物质东西当作是自己的，房子越住越

大，身边囤积的东西越来越多，我们就像是一个蜗牛，背着重重的壳，缓慢

行走。不知道哪天神呼召我们出去宣教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因为拥有的太多

没有办法舍弃，从而放弃跟随神的步伐呢？ 

 

导游John也知道中国的一个古训，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其实无论古今中
外，不认识神的人都有这样的睿智和洞察力，我们这有神的灵住在里面的人

更是要有这样的智慧。寿衣上面没有口袋，五饼二鱼放不到它里面，但是交

到神手上的时候，却是可以带来百倍千倍的祝福。 

 



  



“看见土耳其”旅行小札之六 

Turkish Delight and Beyond 

对于我这个吃货来说，旅行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吃。民以食为天，食物是

风土人情的一部分。感谢主恩旅游，让我在这次难忘的旅行当中享受了土耳

其各样的美食，以至于我回家的第二天，行李都还没有完全整理好，就冲去

图书馆抱回来三大本土耳其的cooking books，迫不及待的想要给家人做我吃
到的美食. 如此看来我还算是一个有良心的吃货，知道好东西要分享。 

 

读了C.S. LEWIS的小说The Chronicle of Narnia之后，一直不解这么一个甜得发
腻的小软糖怎么可以让Edmond就这么轻易的被White Witch给欺骗了呢。直
到自己真的去了土耳其，发现原来turkish delight不只是一个白色的软糖，它
可以有很多种形状上的变化，可以有很多种口味，里面可以放很多的东西。

配上一杯土耳其红茶，吃一口turkish delight原来还是可以这么享受。回家第
三天就有客人来家里，我迫不及待的和他们分享带回来的turkish delight. 一个
美国朋友吃了之后赞不绝口，她说如果她是Edmond, White Witch offer her 
these kind of Turkish delight, she would fall into the trap as well.  

 

到土耳其的第一个晚上，我和同一个飞机的YING, JANE一起去酒店外面找吃
的。才走了不到一个block，就被碳烤的羊肉串给吸引住了。真佩服我们这三
个吃货，虽然语言不通，但是能用手比划，三个人居然吃上了只要65里拉
（约5美金）的烤羊肉串。小桌子就靠着大街，旁边车川流不息。我坐在那
里，仿佛回到了大学的日子，和好朋友坐在五道口街边的烤羊肉串的小摊

上，喝着可乐，吃着羊肉串，憧憬着未来。在后来的旅行中又吃到了各样的

烤肉，牛肉，鸡肉，牛羊混的肉，奇妙的spice blend和恰到好处的火候，让
人回味无穷。 

用刀切的冰淇淋，cheese包在鸟巢一样的东西里面，冰淇淋放在热的开心果
小饼上面，加了盐的瓶装酸奶，兑水之后变得像奶一样的白酒，塞满了米饭

的mussel，做成小船一样的饼。。。。这些东西在新奇的同时又是那么的可

口。写不下去了，要流口水了.....................bon appétit  



“看见土耳其”旅行小札之七 

主恩旅游---Grace Tours 

 

最好的东西，要留到最后写。去土耳其之前，根本不知道主恩旅行社，只因

为是郑牧师替大家找到的旅行社，想必郑牧师已经做好了功课，就选择了相

信。事实证明郑牧师的选择太对了，以至于我回到家第二天就迫不及待的和

先生分享主恩旅行社。先生在听完我的分享之后，立马拍板要参加主恩今年

夏天的以色列寻根团。原来定好了要和我们自己教会10月份一起去以色列的
行程也决定不参加了。 

 

品质, 就是我这次旅行下来对主恩旅行社的印象和评价。路线的安排，下榻
的酒店，每天吃饭的饭馆，去的景点，都是他们精心挑选出来的。再从开车

的司机，土耳其本地的导游，带队的Tina姐妹和主恩创办人熊弟兄，每一个
人都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一起从加州去土耳其的Jessica姐妹在最后一天
给同团的每个人一个评价，我也东施效颦给主恩旅行社的每一个人来一个评

价,因为他们实在是太棒了。 

 

开车的司机是一个开了38年车的库尔得人，导游说我们可以叫他阿里巴巴。
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和路况，阿里巴巴车开得都非常平稳。我这个偶尔还会

晕车的人居然这次可以在大巴上面看书，而且能看很久都没有晕眩的感觉。

阿里巴巴非常注意车子例外的干净，一到休息站或者景点，他不是洗车子的

外面，就是拖车里面的地。总之，车子永远都是那么干净。阿里巴巴也很贴

心，有天下雨的时候，他在上车的两个门那里都放了一个stepping rack, 让我
们可以先踩到上面再上车。阿里巴巴也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我不是那么

喜欢照相，有时候就会先离开景点，回到车上看书，每次回到车那里，就能

看见阿里要么在车里，要么在车外，时刻看着我们的东西。阿里巴巴和我们

语言不通，但是每次回到车里，他都会朝我们微笑，让人觉得非常温暖。 

 



主恩这次请的土耳其的当地导游，John/Caner, 也是让人刮目相看。从来没有
见到一个是这么喜爱自己职业的导游。从他的讲解中，你能感受到他对这片

土地的热爱，作为一个土耳其人的骄傲和对导游这个职业的passion. 听带队
的Tina说，John有三万本藏书，当然都是电子版。从John的谈吐中能知道他
读过很多书，知道很多历史的知识。更难得的是，John是一个穆斯林，但是
为了他带的基督教旅游团的缘故，他去读圣经，了解圣经知识，了解圣经历

史。在带我们走过一片片废墟的时候，他告诉了我们很多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的历史故事。 我猜也许他知道的基督教历史比我这个文盲知道的都多。期待
有一天神可以借着他知道的这些知识开启他，让他认识宇宙独一的真神。 

 

对带队的Tina姐妹我一直有个疑问，有什么是她不会的吗？从头疼脑热到属
灵生命里的需要，Tina样样都是拿手。她带的包就像是一个百宝箱，里面随
时都能拿出别人需要的东西。跟她聊天才知道她带的箱子里面大部分都是为

别人准备的东西，她自己的东西很少。从她的分享中知道她是个代祷的勇

士，但是从来没有在她身上看到一丝骄傲的态度。有一天旅馆安排房间出了

些小差错，导致Tina的房间不适合她，但是我在她的脸上没有看到一丝不满
和抱怨。当我有些问题想请教她的时候，她就马上可以和我分享，把她知道

的东西都倾倒出来。在她身上我看到了老练的属灵生命。好期待下次去以色

列的团里能再碰到Tina姐妹。 

 

在ISTANBUL机场见到主恩的创办人熊弟兄的时候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象。他话
不多，也不是那种一上来就让人觉得热情洋溢的人。但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看到了他身上对主无条件的顺服信靠和对人的细心关怀。在一个看似粗犷

的外表下面我看到了很多细腻的感情。仔细数算信主的年日，我和他认识主

的日子其实没有隔很久，但是熊弟兄对圣经话语的熟悉，理解和洞察力真心

让我佩服。他讲话的时候我都是瞪大了眼睛听，有时候还写点笔记，因为实

在是精彩。不光在神的话语上，在祷告上，熊弟兄的祷告也是带着极大的能

力。不论是在参观的遗址废墟，还是在行走的大巴上，弟兄的祷告都能把人

带入神的同在当中。 

一般到了景点，熊弟兄会让导游John带着我们，他自己安静地呆在一旁祷告
或是放敬拜的歌曲。等导游这边结束后他又能带我们去照相特别好的地方。



总之都是两不误。旅途中他会给我们找最有特色的餐馆，带我们住最有特色

的酒店，在他那里钱不是考量的因素，让我们开心才是。去MADO吃冰淇淋
的时候，他会自己买了他最喜欢的东西，然后一桌一桌的拿去和大家分享。

他像一个贴心的大哥哥一样，总是想要把自己的好东西和别人分享。 

熊弟兄真的是爱土耳其这片土地，他也在尽他所能传递神给他的看见和得

着。惟愿神祝福他，使用他的旅行社，也给他得货财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