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中国农历新年(CNY)

胡乐为弟兄

您知道唐宁街因 为农历新年而改变了吗？这是上周早些 时候的头条新闻。尽
管英国脱欧遭遇重重困 难，英国首相文翠珊 (Theresa May)还抽出时间欢迎来
自英国各地的家庭来到唐宁街，参加了一个色彩 缤纷的农历新年招待会。来
宾可欣赏到美丽的灯饰和高挂的大 红灯笼及在10号的门前所特别布置的樱
花和在门两旁贴上的中国传统对联。当我看到装 饰的相片时，肯定吸引我注
意的是装饰的主要颜色—红色。事实上，这看起来相当不 错，因为红色与首
相官邸的黑色前 门相映成辉。
中国人的文化和 传统是要在农历新年时用红色来装饰我们的家和家居用品。
如果选用白色的话，你可能会被 训斥一顿，因为在新春时份，白色是 应该避
免的颜色。对大多数中国人来 说，红色象征着丰盛、 财富、成功、好运、 欢乐
……….等等。因此，有些人相信在 过年时有红色的糖果盒，收到 红封包，贴
红色的中国对联，穿红色的衣物，都将会 给他们在新的一年里 带来好运和好
境。
对于华人基督徒来 说，不知道在 农历新年期间红色是否会意味着 类似的意思
呢？事实上，您知道圣 经中多次出现红色这颜色吗? 举个例子，耶和 华说：你
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
羊毛。 — 赛1:18。所以，红色(或朱红和丹颜)在圣经中是象征罪。 虽然这个比
喻听来不太好，但 红色其实亦有其正面的意思： i)‘7 各家要取点血 (红色的)，
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 门框上和门楣上。 13…… 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
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 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 ’— 出
12:7,13), 和 ii)“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红色的)，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 ”—
太 26:28。所以，红色在圣经中是一个非常 强烈的颜色。它象征全人 类所犯的
罪，但更重要的是，每个 认罪悔改的人都能借着主耶 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
而得到救赎。
毫无疑问，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会在过去的一周内曾穿上 红色的衣物，并挂起
红色的装饰品来庆祝农历新年。我心信 华人基督徒对红色的观念将不会是看
重在物质上的祝福，而是 红色在属灵上所有的更深意 义。
教会领䄂们祝您农历新年快乐，平安，满有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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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九年:「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2019 年 2 月 10 日
让福气临到您的家 (伯 22:21-28)
梅广勋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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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讲员及证道题目: 与神和好 (弗 2:11-18) 张保罗

我们非常欢迎您参加今天的崇拜，如果今天是您第一次到访，请您让我
们知道，使我们能够更认识您。
我们不断祷告，盼望您今天能认识 神，并领受衪的大爱。
联络我们 - 教会聚会地点: Tyndale Baptist Church, 137 Whiteladies Rd, Bristol, BS8 2QG
www.bristolccc.org |

bristolccc.uk@gmail.com |

蔡明发传道 - 07563 060361
韦智杰传道 - 07725 749501

Bristol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主席: 胡乐为弟兄 - 07952 461935

家事分享/感恩及代祷事 项

教会生活

1. 今天是正月年初六。愿您新春快乐，主恩常在。

教会生活不 仅是主日崇拜，每周我 们有不同的团契和小组。 我们鼓励并邀请
您参加不同的 团契和小组，籍此能更加 认识神对你的大爱。

2. 今天为我们证道的讲员分别是: 从Cardiff来的梅广勋牧师(广东话组/普
通话组联合崇拜)和韦智杰传道(英语组)。求 神借着祂的话语与我们说
话。
3. 在今天崇拜之后接着有庆祝农历新年的节目。届时将会有照片和录像拍
摄。如果您不准许被摄录的话， 请通知崇拜主领或直接告知摄影和摄录
师。对于那些个人拍摄照片和录像的人，请遵守个人私隐条例(GDPR)，
在未经您的镜头中出现的人明确的许可下，请不要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您
的摄录。
4. 2月份的教会联合祷告会将会改迟一周在17/2，4:15-5:15 pm举行。让我
们一起出席同心祷告。

普通话崇拜

2:00pm-3:30pm

普通话组副堂

联合崇拜

每月第一个主日

大堂

主日学 LIFE
小学组及幼儿组

教会地库幼儿室
2:00pm-3:30pm

Mrs Judy Ho
07917 619061

青少年主日学 Rooted

教会阁楼
2:00-3:30pm

Anna Leung
07511 081977

迦南学生 团契 (M)

Kingsdown
星期五 7:30pm

黃永亮
07944 109495

以利亚团契 (M)

Kingsdown
星期六 7:00pm

陈凤明
07905 450347

约书亚家庭小组 (M)

教会地库
逢第一及三個主日 12:30pm

Sophia Chan
07884 155995

提摩太团契 (职青) (C)

星期一 7:00pm

bccc.timothy@gmail.com

活水团契 (学生) (C)

Cotham Rd
星期二 6:30pm

Serena Chan
07761 594210

姐妹组 (C)

Bradley Stoke
星期三 11:30am

Kate To
07766 116688

以诺小组 (C)

Broadmead
星期一 11:30am

Caroline Cham
07709 437441

Weston-S-Mare 小组 (C)

星期二 2:00pm

Mandy Hui
01934 623416

The Vine (葡萄园) 小组 (C)

Bradley Stoke
逢第一及三個主日 5:30pm

Matthew Ng
07789 138758

5. 在春节期间请加强家居安全，以免窃贼有机可乘。
6. 本周金句: 「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约伯记22:21)
7. 在新春裡，让我们为自己祈求也为彼此祝福，为领受到天父满满的恩典
而感恩。
8. 为2019年从 神而来教会的异象祷告，祈求教会弟兄姊妹继续彼此建立，
荣耀主名。愿 神赐给牧者和领䄂异象、智慧和力量去建立祂的教会。
9. 求 神带领和保守教会各团契小组成长，弟兄姊妹的属灵生命能在小组里
得到造就，愿意作耶稣基督的门徒。
10. 下一届教会执委会选举将在4月28日举行，求 神感动更多弟兄姊妹积极
参与执委会的侍奉。
11. 感谢主！ 3/2/2019农历新年庆祝会完满结束，当晚总共有130人参加，其
中有70多位是非基督徒。求 神让福音种子裁种在未信者心里，日后愿意
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的个人救主。
12. 求 神继续看顾曾德兴弟兄和梅姐的儿子曾浩宏，让他能早日康复。
13. 澳洲昆士兰省出现百年来最严重的洪灾，街道严重水浸，数千人被逼逃
离家园。求 神让当地救援行动迅速进行，拯救伤者，省政府协助居民重
建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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