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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称他的名
以̎内利，……就是上帝与我�同在。”“上帝荣耀的光ö在耶Ť基督的面上。”
哥林多后�4:6 亘古以来，主耶Ť基督与父上帝原
一。他“本是上帝的像”（哥林多后�4:4），是他
"大而威�的真像，“是上帝荣耀所W的光ʌ” 希伯来�1:3。他到我�ʖ世界上来，就是要ö明ʖ荣
耀。他来，要向ʖ被罪³Ů罩的大地彰ö上帝慈ĺ之光�Ņ“上帝与我�同在”。因此，˱言ȁ到他
Ȧ：“人要称他的名
以̎内利。” {DA 19.1}

耶Ť来与我�同住，是要向世人和天使ö示上帝的品德；他是上帝的“道”上帝意念的宣示者。他

門徒祷告óȦ：“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有怜¸、有恩典的上帝，不ʅ易W怒，并有丰盛的慈
ĺ和ȕ�”。“使你所ĺ我的ĺ在他�里面，我也在他�里面。” Ż翰福音17:26；出埃及ǻ34:6 但ʖ
种\示并不是OƓ他在地球上的儿女的。我�ʖ小小的世界，乃是全宇宙的教科�。上帝恩典的奇
妙旨意，救ɧ之ĺ的奥秘，是“天使也愿意Ȝƈ察看”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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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将成
他�千秋万世的Ȭ˹。蒙救ɧ的人�和那些未曾堕落的生灵，都要把基督的十字架作

他�的科学和ȓ歌。他�将要看出：从耶Ťǉ上ĹW出来的，乃是自我ļ牲之ĺ的荣光。从髑̤地
所W出的光ʌ中可以看出：舍己之ĺ的律，正是ɘ通天地的生命之律。那“不求自己的益|”的ĺ，本
W源于上帝之心；而且，那住在人不能靠近之光中的天父的品德，ö明在那位心里柔和Ɂ卑的主基
督身上。 {DA 19.2}

早在太初，上帝已ƍ在他一切>造之工上把自己ö明了。那ʷ¦穹ǔ、立定大地根基的乃是基
督。是他�手“将大地·在虚空”（Ż伯ǻ26:7），并>造了田野中的百花。他“用力量安定ȩ山”，“海
洋属他，是他造的。” ȓ篇65:6; 95:5 他使大地充Ĩ美景，空中充Ĩ歌声，在天地ˎ的一切受造之物
上，他都写下了天父的慈ĺ。 {DA 20.1}

Ņ今，罪³固然ß$了上帝>造之工的完美，然而他的手迹依然存在。即使到了今天，一切受造
之物仍在述Ȧ他的荣耀。除了人的私心之外，没有什么生物是�
自己而活的。空中的̪́、地上
的走4，一片小小的Ą叶或是一根ƈƈ的草茎，都能�其它生物有所助益。一草一木，都放出生命
的原素，ƞ系着人类和G物的生存。照ą，人类和G物�植物的生命，也都有所服F。百花h香吐
Ǐ，使人ɨ心悦目。

21

太阳W出光芒，使ȩ多世界得到安�。海洋本是江河的源~，却Đƀ了百川之水，但收ƀʕ是

了施与；云˥由海面上升，“雨雪从天而降，……却滋ġ地土，使地上W芽Ɛ�”。 以ɮ��55:10
{DA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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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耀的天使也在施与的工作中得到快�；他�用仁ĺ的心，不倦地照料堕落Ēţ的人类。天上的
生灵用ĺ默默吸引人心，将天庭的恩光 Ɠʖ黑暗的世界。他�以温柔忍耐的服F感G人心，引˳
失�的人与基督相交，使罪人能与基督建立密切的ƾƔ，甚至比他�自己与基督的ƾƔ更
�密。
{DA 21.1}

除了一切ʇ小的表Ņ，我�尤能在耶Ť身上看ǩ上帝。我�仰望耶Ť，就看出我�的天父是以施

荣的。基督Ȧ：“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作的”，“永活的父怎ą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我不求
自己的荣耀，……惟有求那差我来者的荣耀”。 Ż翰福音8:28; 6:57; 8:50; 7:18 ʖ几句Ȗ昭示了那"
大的原<，就是全宇宙的生命之律。基督从上帝那里承受了万有，但他承受乃是
了施与。基督在
天庭
一切受造之物的服F，也是如此；天父的生命通ʓ他的ĺ子流Ɠ万有，万有再将ɯ美和愉快
的侍奉，就是ĺ的ĸ潮，通ʓ上帝的ĺ子¨ʕ“万有之源”。藉着基督，ʖ恩Ę的循ń如此完成了。ʖ
ĺ的循ń表Ņ了那位"大“施与者”的品德，也就是生命之律。 {DA 21.2}

然而，ʖ生命之律竟在天庭被破坏了。�求利己�致了罪的起源。路ˀ甫〔Ȑ者按：“路ˀ甫”是
魔鬼撒但的别名，是拉丁文的音Ȑ，中文意Ȑ“明亮之星”（以ɮ��14:12）〕，

22

就是遮掩ŻĀ的基路伯（天使），妄q在天庭居首，控制天上 生，引Ȥ他�叛离>造主，而臣
服于自己。他竟想把自己³毒的品性妄加在慈ĺ的>造主身上，Ƞ蔑上帝有妄自尊大的欲望。如
此，他欺̡了天使，也欺̡了世人，引Ȥ他�®疑上帝的圣言，不信他的良善。因天父是公和极
其威�的，撒但就ȣ�世人，使他�把天父看作是�厉不肯̈恕人的上帝。如此，他吸引人类与自
己ƾ合，背叛上帝。于是š患的黑夜Ů罩了全世界。 {DA 21.3}

世人既ȣ解了上帝，大地就黑暗了。所以
了使幽暗的世界重ǩ光明，使人类与上帝重¨于好，
撒但欺̡的权J必˫予以粉碎。但ʖ不是强权所能做到的，因
强权与上帝施政的原<相悖。他所
要的是ĺ的侍奉；但ĺ是不能命令的，也不能用强权和威JǛ得。惟有ĺ能b醒ĺ；人ǴȊ了上
帝，就会ĺ他。所以他的品德必˫表Ņ出来，与撒但的品性�比。ʖ表Ņ上帝品德的工作，在宇宙
之ˎ只有一位能做：只有明白上帝的ĺ是何等ˈ˙高深的基督，才能将上帝的ĺ表Ņ出来。在ʖ黑
暗的世界中，那“公的日~”必˫升起，“其光ƅ有医治之能。” Ń拉基�4:2 {DA 22.1}

救ɧ人类的ǲ划并非ʓ后之ǲ，不是在�当堕落之后才Ñ定的，而是“永古ˢ藏不言的奥秘”的\
示 ƶ̎�16:25。救ɧ的ǲ划乃是从万古以先，作
上帝宝座根基之原<的延展。上帝和基督从起
初就˱ǩ撒但的背叛，也˱知人类因背叛者的欺̡而堕落。上帝并没有命定罪³要存在，但他˱ǩ
到它的存在，并作了准}来£付ʖ可怕的X故。他�世人的ĺ是如此"大，甚至立Żɩ下他的独生
子，“叫一切信他的，不至į亡，反得永生。” Ż翰福音3:16 {DA 22.2}

路ˀ甫曾Ȧ：“我要高�我的宝座在上帝 星以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 以ɮ��14:13, 14
而基督“本有上帝的形像，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
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
人的ą
式。” 腓立比�2:6, 7 {DA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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ʖ是自愿的ļ牲。耶Ť尽可以留在天父身ʑ，保留天国的荣耀和天使的敬拜。但
了将光明 Ɠ
昏昧的人，ɩ生命Ɠ将亡的人，

23

他甘愿将王权交ʕ父手，走下宇宙的宝座。 {DA 22.4}

将近二千年前，从高天之上，天父的宝座那里，W出意Ǡ深奥的声音Ȧ：“看哪，我来了！”“上帝
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Ɠ我˱}了身体，……上帝啊，我来了，
要照你的旨意行，
我的事在ƍ卷上已ƍǻʆ了。” ȓ篇40:7；希伯来�10:5-7 ʖ几句Ȗ，宣布了那在万古以先所ˢ藏的
旨意必然�Ņ。基督即将降	到我�ʖ个世界上，并要成
肉身。他Ȧ：“你曾Ɠ我˱}了身体。”如
果他 着那未有世界以先，同父所享有的荣耀降	，我�决受不了他öŅ的光ʌ。
了使我�得ǩ
他的荣光而不至被Ďį，ʖ荣光在öŅó被遮掩了。他的神性ˢ蔽在人性里，那不可ǩ的荣耀掩藏
在可ǩ的人体中。 {DA 23.1}

ʖ一宏大宗旨，曾在ǿ多表号和象征中ˢŻ地表Ņ出来。基督曾在ķ着的荆棘中向摩西öŅ，ʖ
荆棘ö示了上帝。那被ʜ×来代表真神的表号，竟是外表上毫不G人的荆棘。殊不知无限的主竟在
其中。慈悲的上帝用最卑微之物遮掩了他的荣耀，使摩西能以看ǩ而仍得存活。照ą，上帝日ˎ在
云柱里、夜ˎ在火柱中与以色列人交通，将他的旨意昭示与人，并将他的恩典ɩƓ他� ǩ出埃及ǻ
13:21, 22。上帝Ʀ和了他的荣光，遮掩了他的威�，使区区人类的微弱眼目能以Ǫ看。照ą，基督
来也是取了“我�ʖ卑ə的身体”（腓立比�3:21），“成
人的ą式”。在世人看来，他虽无“佳形美
荣”可使他�羡慕，但他却是取了肉身的上帝，是天上和地下的光。他遮掩了他的荣耀，ˢ藏了他的
"大和威�，以便接近$和被Ȓ探的人�。 {DA 23.2}

上帝÷Ⱥ摩西吩咐以色列人Ȧ：“又当
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中ˎ。” 出埃及ǻ25:8 于是
他住在圣所里，住在他的子民中ˎ。在ô野里那漫ˈ疲¼的̀流生活中，上帝与他�同在的ǻ号，
始Ɗ没有离开他�。照ą，基督在我�人类的ǝŖ中支起他的�幕，以便住在我�中ˎ，使我�熟
悉他神圣的品格和生活。“道成了肉身，

24

住（原文作支搭�棚）在我�中ˎ，充充ĨĨ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也ǩʓ他的荣光，正是父
独生子的荣光。” Ż翰福音1:14 {DA 23.3}

耶Ť既然来与我�同住，我�就知道上帝熟悉我�所受的Ȓı，同情我�的患。�当的每一个
后代都能明白，我�的>造主是罪人的良友。在地上的生活中，救主每一次恩典的Ǹȥ、每一条喜
�的£ǿ、每一件仁ĺ的行
和每一种神圣的吸引力，都使我�看出“上帝与我�同在”。 {DA 24.1}

撒但Ē蔑上帝ĺ的律法是自私的律法，并声称：人类˪服他的律例是不可能的。他将我�始祖的
堕落，以及一切š害的后果，都¨咎于>造主，并引Ȥ世人Ǵ定上帝
罪³、苦ˣ与死亡的>始
者。耶Ť来，就是要揭露ʖ大欺̡；他成
我�中ˎ的一分子，Ɠ人类立下一个˪服的榜ą。他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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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的人性，ƍʓ我�的人生T程，“所以他凡事ț与他的弟兄相同” 希伯来�2:17。我�若遭遇
耶Ť所未曾忍受的事，那么在ʖ一点上撒但就要Ȧ，上帝的能力是不够我�用的了。因此，耶Ť“也
曾凡事受ʓȒ探，与我�一ą” 希伯来�4:15。他忍受了我�所要遭遇的每一种Ȓı。凡不是白白ɩ
Ɠ我�的能力，他不曾
自己使用ʓ。作
人子，他来£付Ȓ探，并靠上帝所ɩ的能力得了ǅ。他
Ȧ：“我的上帝啊，我�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 ȓ篇40:8 他一面周游四方行善事，
医好被魔鬼U制的人，一面使人�明白上帝律法的�ɑ，以及
他服F的意。他的生活ȇ�：我
�遵守上帝的律法也是可能的。 {DA 24.2}

耶Ť基督用他的人性接触人类；同ó用他的神性握住上帝的宝座。作
人子，他Ɠ我�留下了˪
服的榜ą，作
神子，他Ɠ了我�˪服的能力。那在何烈山从荆棘�中向摩西ȦȖ的是基督；他
Ȧ：“我是自有永有的。……你要�以色列人ʖąȦ，‘那自有的打W我到你�ʖ里来。’” 出埃及ǻ
3:14 ʖ就是以色列人蒙拯救的保ȇ。照ą，当他“成
人的ą式”来到世ˎó，他也宣称自己
“我
是”。（Ȑ者按：“自有永有”，“自有的”和“我是”，英文均作“I AM”，原文同）那生在伯利恒的�孩，
那柔和Ɂ卑的救主是“上帝在肉身öŅ” 提摩太前�3:16。他�我�Ȧ：“我是好牧人，”“我就是生命
的粮。”“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25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ɩƓ我了。”“是我，不要怕！” Ż翰福音10:11; 6:48; 14:6；̎太福音
28:18; 14:27 我是每一˩£ǿ的保ȇ。“上帝与我�同在”是我�从罪³里被救出来的确据，是我�有
能力遵守天国律法的保ȇ。 {DA 24.3}

基督在屈身披戴人性ʖ件事上，ö示了与撒但完全相反的品格。但他在屈辱的路上，不惜更前ʗ
一步：他“既有人的ą子，就自己卑微，存心˪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腓立比�2:8 大祭
司怎ą脱下M�的圣衣，穿上普通祭司的白ƈ麻衣，行使祭司的ƽF，基督照ą取了奴仆的形像，
奉献祭物：自己是祭司，也是ļ牲。“他
我�的ʓ犯受害，
我�的罪孽U$。因他受的刑Ʒ，我
�得平安。” 以ɮ��53:5 {DA 25.1}

基督受了我�所ț受的Ʒ，使我�能得他所ț得的ɨ。他
我�的罪他原是无份的被定
罪，使
我�因他的我�原是无份的得称
。他忍受了我�的死，使我�能得他的生。“因他受的鞭$，
我�得医治。” {DA 25.2}

藉着他的生与死，基督将被罪³破坏的一切复原而有余了。撒但原来企q将人与上帝永ʘ分离。
但在基督里，我�同上帝的ƾ合，反而比未堕落前更密切了。救主既取了人性，就和我�Ɛ成永不
分离的关系。他和我�ƾ成一体，直到永ʘ：“上帝ĺ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ɩƓ他�。” Ż翰福
音3:16 上帝ɩ下独生子，不O是
担当我�的罪，作我�的ļ牲而死；上帝竟将他ɰ送Ɠ堕落的人
类。上帝
向我�保ȇ他那永不改X的和平之Ż，便ɩ下他的独生子成
人类家庭的一^，永ʘ保
留他的人性。ʖ就是上帝�Ņ他Ȫ言的保ȇ：“因有一�孩
我�而生，有一子ɩƓ我�，政权必担
在他的肩~上。”上帝已在他儿子身上取了人性，并将ʖ人性 到最高的天上。如今与上帝同坐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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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宝座的，就是ʖ位“人子”；那名“称
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的主，就是
ʖ位“人子”。 以ɮ��9:6 ʖ位“自有永有者”，是上帝和人类之ˎ的媒介，他两手握住双方。那“圣
洁、无邪³、无玷Ē、ʘ离罪人”的主，称我�
弟兄也不以
耻 希伯来�7:26; 2:11。在基督里，
地上的家庭同天上的家庭竟o聚一起了。

26

得了荣耀的基督是我�的ˈ兄。天国居然建立在人心里，人类被那“无Ŧ慈ĺ者”抱在®里了。 {DA

25.3}

上帝ȁ到他的子民Ȧ：“他�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在他的地以上。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
何其盛！” 撒迦利�9:16, 17 得ɧ之民之被高�，将要作
一种ǩȇ，永ʘȇ明上帝的怜¸，“要将
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Ť里向我�所施的恩慈，ö明Ɠ后来的世代看”。“使天上È政的、
掌权的，Ņ在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ʖ是照上帝从万世以前，在我�主基督耶Ť里所定的旨意。” 以
弗所�2:7; 3:10, 11 {DA 26.1}

上帝的政权因基督救ɧ的工作而ö出其清正公。“全能者”被公Ǵ
慈ĺ的上帝。撒但的Ƞ告被
̔倒；他的品性被揭露了；反叛永不能再起；罪³永不能再侵入宇宙。千秋万世，永保无叛逆之虞
了。天上和地上的�万居民，因ĺ的自我ļ牲，与他�的>造主Ɛ成永不分离的ƾ合了。 {DA 26.2}

救ɧ的工作必将完成。罪在哪里ö多，上帝的恩典就在那里更ö多。曾被撒但Ŗ踞的地球不但要
被ɧ回，ʕ要被拔高。我�ʖ小小的世界，虽被罪³咒ȉ，一度Ĕ
上帝光ʌ>造物中的唯一Ē
点，将来却要得尊荣，超ʓ宇宙中其它ȩ世界。在人类的ʖ片˳地上，荣耀之君天父的ĺ子曾披戴
人性生活、受苦、受死。当他将万有更新ó，上帝的�幕要支立于人ˎ，“他要与人同住，他�要作
他的子民，上帝要�自与他�同在，作他�的上帝。”\示©21:3 在永恒无Ŧ的世代中，当被ɧ之民
在上帝的光中行走ó，他�必因上帝那无可言i的恩ɩ耶Ť基督而ɯ美他，Č喜地称˰他
以̎内
利，“上帝与我�同在！” {DA 26.3}

27

第二章 选民

犹太人等候救主降	，已ƍ一千多年了。他�把最光明的希望，寄托在ʖ件大事上。在ȓ歌和˱
言中、在圣殿的礼Ǒ和家庭的礼拜中，他�都崇奉救主的名。然而到他降	的ó候，他�却不ǴȊ
他。在他�看来，上帝的ĺ子“像根出于干地。他无佳形美荣”，在他身上也看不出什么美貌，令人羡
慕。“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以ɮ��53:2；Ż翰福音1:11 {DA 27.1}

然而上帝早就Óʜ了以色列人，呼召他�在人ˎ持守他的律法，并保存有关救主的˱言和表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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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Ȋ。上帝的美意是要叫ʖ一切的\示，成
全世界救恩的泉源。如�伯拉罕在寄居之地、Ż瑟在
埃及和但以理在巴比%朝廷中所作的一ą，希伯来人也当在世人面前彰ö上帝。 {DA 27.2}

上帝呼召�伯拉罕óȦ：“我必ɩ福Ɠ你，……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
福。” >世Ž12:2, 3 ʖ教Ǹ曾由 先知反复#Ǽ。即使在以色列人ÅɎ被ã，由盛ʀ衰之后，ʖɩ
福的£ǿ仍然属于他�。“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如从耶和M那里降下的露水，又如甘霖降
在草上；不仗ɫ人力，也不等候世人之功。” 弥迦�5:7 ȁ到耶路撒冷的圣殿，主曾藉着以ɮ�宣
布：“我的殿必称
万民祷告的殿。” 以ɮ��56:7 {DA 27.3}

28

然而，以色列人只把希望寄托于属世的强大上。ʗ入迦南之后，他�竟离弃了上帝的ȟ命，而去
随从外邦的˾俗。上帝虽差遣他的 先知去警戒他�，并使他�遭受异族U迫的»Ʒ，却仍是枉
然。每当改ʓ自新之后，以色列民族±是又一次陷入更�重的背叛。 {DA 28.1}

如果以色列人效忠上帝，他就必ɩƓ他�尊荣和高位，以成就他的美意。他�若行˪从的路，上
帝就要使他�“得称ɯ、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摩西曾�以色列 人Ȧ：“天下万民
ǩ你¨在耶和M的名下，就要惧怕你。”“他�听ǩʖ一切律例，必Ȧ：‘ʖ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
ƿ明。’” 申命ǻ26:19; 28:10; 4:6 但由于以色列民的不忠，上帝的旨意就只能通ʓ他�的不断受苦受
辱来�行了。 {DA 28.2}

Ɗ于，以色列民被ã到巴比%
奴，并从此分散到世界各地。在苦ˣ之中，有ǿ多人醒悟ʓ来，
重新宣誓效忠于上帝的Ż。当他�把琴挂在柳Ą上，
荒凉的圣殿哀哭ó（ȓ篇137:2），真理之光
就藉着他�照耀出去，那与上帝有关的真知Ȋ便得以#播于列国之中。异邦的祭祀歪曲了上帝所定
制度的原意。ǿ多真ȕ履行异邦�式的人，从希伯来人那里学得上帝所定祭礼的真，就用信心握
住有关救ɧ主的£ǿ。 {DA 28.3}

被ã的人中有ǿ多遭受逼迫。不少人因不肯放弃安息日来遵守异邦的Ǒ日而�生。当拜偶像者起
来扑į真理ó，主就使他的仆人在君王和官ˈ面前作ǩȇ，使他�和百姓得以˳受真光。屡次有强
大的君王宣布，被ã的希伯来人所敬拜的上帝是至高的真神。 {DA 28.4}

在巴比%作囚奴的生活，根治了以色列人拜偶像的³�。他�被异邦的仇ðU迫，遭受苦ˣʒ数
百年之久，才Ɗ于明白，民族的兴盛全在于˪从上帝的律法。然而，其中大多数人的˪从，并非出
于ĺ的激励，而是被自私的G机̓使。

29

他�以侍奉上帝的外表
强国的手段；他�没有成
世上的光，却ˊ关自守，以期逃避拜偶像的
Ȓ探。藉着摩西，上帝曾警戒以色列人，限制他�与拜偶像之人来往。但ʖ教Ǹ被他�ȣ解了。上
帝的本意是要防止犹太人随从外邦人的行
，他�却以此在自己和别国之ˎ筑起一道隔ƕ的{。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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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人ǭ耶路撒冷城
他�的天堂，并且心®嫉妒，惟恐上帝向外邦人施恩。 {DA 28.5}

从巴比%¨回之后，宗教教育受到高度重ǭ。全国各|建立了会堂，其中有祭司和文士Ǽ解律
法。各地兴E了学校，除研究ǐû和科技之外，也Ǽ授公的原<。可是ʖ些机þ全都腐化了。因

在被ã的�月中，ǿ多人接受了异教的思想和˾俗，并将其ä和在自己的崇拜中。在ǿ多事上他
�都随从了拜偶像者的行
。 {DA 29.1}

犹太人既离弃了上帝，他��宗教礼Ǒ中大部分的教Ǹ就ǭ而不ǩ了。ʖ些礼Ǒ原是基督制定
的，其中的每一部分都是˱表他自己，且富含生命和属灵之美。但犹太人所墨守的�文ǫ条，已失
去了属灵的生命，只是死的形式而已。他�信靠祭物和ǫ条本身，却ʅ忽了祭物和ǫ条所˱指的
主。
要弥Ǧ他�所失去的灵命，祭司和拉比�就增加了大量自造的条例。ʖ些条例愈来愈�格，
以致其中所体Ņ上帝的ĺ愈ǩ减少。他�以�式的多寡来衡量自己的圣洁与否，但内心却Ĩ是̜
傲、自私和虚&。 {DA 29.2}

上帝的律法被人
地加上了ǿ多繁ņ的条文，就X成了沉重不堪的教条，人也就不可能守住了。
凡愿侍奉上帝并遵守拉比（犹太教�）ǫ条的人，无不被ʖ些重担弄得疲¼不堪。他�的良心被è
Ì，无法得到安宁。撒但就ʖą使以色列人灰心�志，降低了他��上帝品德的信念，并使他�的
信仰被人ʅǭ。撒但想要藉此ȇ�他在天上反叛ó所提出的理由：上帝的律法是不公正的，是不能
服从的。他宣称，ʚ以色列人也没有遵守。 {DA 29.3}

犹太人指望弥ɮ�（救主）的降	。可是他�并没有正确ǴȊ弥ɮ�的使命。

30

他�所渴求的并不是从罪³中得到救ɧ，而是从ƶ̎人手里得解放。他�希冀弥ɮ�作
征服者
出Ņ，摧垮U迫者的权J， ˳以色列民族Ɨ治天下。ʖ种ʾȣ的ǴȊ，就
他�日后拒ƕ救主的
行G埋下了伏笔。 {DA 29.4}

耶Ť降生ó，犹太国正|于内外患的困境之中。犹太人虽然Ǜ准保持独立的政府，但ď竟是ƶ
̎Ɨ治下的傀儡。犹太民族不甘忍受ƶ̎权J的束ƫ，ʖ一点是掩̅不住的。他�的Ɨ治者掌有大
祭司的任免权。
此，人�往往不惜用欺̡、ɢɣ，甚至ȵü的手段来Ǜ得大祭司的ƽ分。于是祭
司�越来越腐Ɏ。人民遭受他�无情的勒索，同óʕ要ɉ担ƶ̎国的重税。ʖ种局J造成了普遍的
不Ĩ。民ˎ的̢Gó有W生。ɓ婪、强暴、猜疑和灵性的冷淡，已ƍ将国家的命脉ʹǣ殆尽了。 {DA

30.1}

�ƶ̎的憎恨、民族的!越感和灵性上的̜傲，使以色列人仍然�格地固守敬拜的形式。祭司�
拘泥于宗教的�礼，想藉此保持他�圣洁的声望。|在黑暗和U迫之下的以色列民，和ɓq权J的
官ˈ，都盼望弥ɮ�快来振兴以色列国。他�虽曾研究˱言，却因没有属灵的眼光，而忽略了ǿ多
指明基督第一次降	ó忍屈受辱的ƍ文，又ʾ把那些ȁ及他第二次来	ó得荣耀的Ȗ附会上去。̜
傲蒙蔽了眼光，他�一味地按私意来强解˱言。 {DA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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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第三章 “时候满足”

“及至ó候Ĩ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要把律法以下的人ɧ出来，叫我�得着儿子的名分。
” 加拉太�4:4, 5 {DA 31.1}

早在伊甸园中，救主的降	就已有˱言了。�当和夏娃初次听到ʖ£ǿó，就切望它快快�Ņ。
夫�二人�他�的ˈ子非常喜ĺ，指望他或ǿ就是那要来的拯救者。可是ʖ£ǿ的�Ņʛ延了。首
先听到£ǿ的始祖与世ˈ辞了，却没能看到它£̟。从以Ȫ的日子开始，族ˈ和先知�一再重申ʖ
个£ǿ，
的是�救主的öŅ保持活ė的盼望，但救主一直没有来。先知但以理的˱言\示了救主
降	的óˎ，但并非人人都能准确地解ʣ它。光阴如梭，世代更迭， 先知的声音Ɗ于止息了。U
迫者的ʯ腕重重地加在以色列人身上。ǿ多人在苦ˣ中哀呼：“日子ʛ延，一切异象都落了空。” 以
西Ɛ�12:22 {DA 31.2}

32

然而上帝旨意的成全，正如天上的星宿循着指定的ɿ道ʔ行一般，既不急躁也不ʛ延。古ó，上
帝藉大黑暗和冒烟的炉
表号，向�伯拉罕\示以色列人在埃及
奴的事，并宣布他�寄居异地的
ó期是四百年。他Ȧ：“后来他�必 着ǿ多ɋ物从那里出来。” >世Ž15:14 法老自ɉ其¤大的帝国
和精ʽ兵力，企q反抗上帝的判ȡ，却是徒然。就在上帝£ǿ所指定的“那一天，耶和M的6˛都从
埃及地出来了。” 出埃及ǻ12:41照ą，在天上的ǹ会里，基督降生的ó刻早已定准。当T史大ʩ的
指ʥ一指到那ó刻，耶Ť就在伯利恒降生了。 {DA 32.1}

“及至ó候Ĩ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降世 加拉太�4:4。天意指引着列国的XG和人世的ĕ桑。
ó机一成熟，拯救者就必降	。ʖó，ƶ̎政权一Ɨ天下，希腊ȡ作
官方ȡ言普遍通用。散居各
|的犹太人常聚集在耶路撒冷ʓǑ，及至他�返回自己寄居之地，就能将救主降	的信息#遍全世
界了。 {DA 32.2}

当ó，外邦异教的礼俗和神Ȗ#Ȧ已ĥĥ失去人心。人�渴望一种能真正Ĩ足心灵需求的宗教。
虽然真理的光ʌ似乎已ƍ离开人ˎ，但±有一些人®着困惑$的心�求真光。他�渴望ǴȊ永生
的上帝，并�得�来生的保ȇ。 {DA 32.3}

犹太人既已离弃上帝，信心就衰弱了，希望之光也不再照耀前面的路。先知的Ȗ已无人˳会。死
亡�大多数人来Ȧ，是可怕的奥秘，是渺茫和阴森。几百年前先知所写以下的Ȗ，不O指伯利恒母
�的哀哭，也指全人类内心的悲̭：“在拉Ń听ǩmd大哭的声音，是拉Ɛ哭她儿女，不肯受安慰，
因
他�都不在了。” ̎太福音2:18 “坐在死Ǚ之地的人”得不到安慰。



4/7/13 7:52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9 of 429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36&start_paragraph=1003633895&finish_paragraph=1003637983&references=1&pagebreaks=1

33

他�望眼欲穿，等待拯救者的降	，到那ó黑暗就被̓散，未来的奥秘也就ö明了。 {DA 32.4}

在犹太国以外，有人˱言将有一位神圣的教�出Ņ。ʖ些人既追求真理，就有˱言的恩ɩ分Ɠ他
�。此类教�相ƙ兴起，如同明星ˉŅ在黑暗的天空。他�的˱言在千万外邦人心中燃起了希望。
{DA 33.1}

救主降生数百年之前，《旧Ż圣ƍ》已被Ȑ成ƶ̎帝国通用的希腊文。犹太人散居在世界各|，
使外邦人也多少受到犹太人的影响，和他�同有弥ɮ�降	的指望。甚至在犹太人所ʅǭ的外邦人
中，竟有人比以色列的教��更明白关于救主降	的神圣˱言。他�盼望他作
使人脱离罪³的拯
救者降	。也有哲学家潜心研究希伯来宗教制度的奥秘。可是犹太人的ˬ梗不化，阻碍了福音真光
的#播。他�一心想要保持与别国之ˎ的隔离状¯，不愿把他�所有关于表号性礼Ǒ的知Ȋ#Ɠ别
人。因此那位真解ʣ者必˫来	。

34

ʖ一切表号所˱指的主必˫�自来解ʣʖ些表号的真。 {DA 33.2}

上帝曾通ʓ自然界，通ʓ表号和象征，通ʓ 族ˈ与先知向世人ȦȖ。上帝教Ǹ人，不得不用人
的ȡ言。那位“立Ż的使者”必˫W言； 人必在上帝自己的殿中听ǩ他的声音。基督必˫降	，用清
晰明了、确切明白的ȖǼ解福音。他是真理的源~；世人的言ȁ却如糠秕，已使真理失效。所以他
必˫将真理从人的言ȁ中分别出来。上帝政权的原<和救ɧ人类的ǲ划必˫加以清晰的解Ȧ。《旧
Ż圣ƍ》的教Ǹ必˫完完全全地向人宣Ǽ明白。 {DA 34.1}

然而，在犹太民族中ʕ有一批忠�的人。他�属于那得蒙保守，ǴȊ上帝的圣洁世系。ʖ些人仍
然®着希望，u信上帝�列祖的£ǿ。他�持守上帝藉摩西所作的保ȇ，用以u固自己的信心：“摩
西曾Ȧ：‘主上帝要从你�弟兄中ˎƓ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所Ȧ的，你�都要听从。
’” 使徒行#3:22 他�又ȫ到上帝要用油膏一位救主，“#好信息ƓɁ卑的人”，他将如何“医好$心的
人，Ð告被ã的得ʣ放”，“Ð告耶和M的恩年” 以ɮ��61:1, 2。他�ʕȫ到他将如何“在地上Ȅ立公
理”，海�要如何“等候他的Ǹȥ”，万国将如何来“就他的光”，君王将如何来“就他WŅ的光ʌ” 以ɮ�
�42:4; 60:3。 {DA 34.2}

“圭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ˎ，直等ƈƶ（ɩ平安者）来到。”>世Ž49:10 先祖雅各	Ɗ
ó所Ȧ的ʖ句Ȗ使他�心中充Ĩ希望。以色列的国Jĥɳ衰弱，ȇ明救主的降	已在眼前。但以理
曾˱言弥ɮ�所Ɨ治之国的光荣：它要įƕ地上一切国，“ʖ国必存到永ʘ。” 但以理�2:44 虽然了
解基督使命的人不多，但在当ó却有一种普遍的希望：将有一位大能的君王兴起；他要在以色列建
立自己的国位，并作全世界的救星。 {DA 34.3}

ó候Ĩ足了。因ˈ久犯罪而日ɳ堕落的人类渴望救主的降	。撒但不倦地努力，要使天地ˎ的̰
ē越来越深，以致无法越ʓ。他用欺ȋ的手段使人胆大妄
，无³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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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撒但的目的，是要折磨上帝的忍耐，消į上帝�人类的ĺ心，以致上帝索性抛弃世界，任凭撒但
去管ʎ。 {DA 34.4}

撒但Ȅ法使人不ǴȊ上帝，并ʀ移人�上帝圣殿的注意力，以建立他自己的国权。在ʖs争�至
尊王权的斗争中，他几乎要ǅ利了。然而，在每一个世代，上帝±有他所用的人；就是在异邦，基
督也曾用ʖ等人将沉在罪³深渊之中的人提升起来。但是，主所用的人竟被世人藐ǭ、恨³，其中
有些甚至惨遭ü害。在撒但不断努力下，Ů罩在世上的罪³阴影越来越深了。 {DA 35.1}

T代以来，撒但用种种异端邪Ȧ使多人离弃上帝。而他最大的ǅ利是Ɏ坏以色列人的信仰。异邦
人凭空臆Ĝ，崇拜自己~ǈ中想象的神，以致失去�上帝的ǴȊ，而落到越来越腐Ɏ的地步。以色
列人也是如此。靠自己的功德自救，是一切邪教的理ȁ基ş；

36

如今它也成了犹太教的原<。ʖ一Ʉ道是由撒但灌ʍ的。不ȁ何|，人若信ʖ种道理，就没有抵
Ú罪³的屏障。 {DA 35.2}

救恩的信息原是要以人
媒介#Ɠ世人的。犹太人却想x断永生的真理。他�囤Ţ了生命的[
哪，它就腐ĴX臭了。他�企q留¨自己的信仰反而成了他�的Ƌ脚石。他��取了上帝的荣耀，
并以&造的福音欺̡世人。他�既不肯¨˪上帝去拯救世界，就只能充当撒但的工具来Ďį世界
了。 {DA 36.1}

蒙上帝ʜ召作真理之柱石与根基的子民，竟成了撒但的代表。他�正在È行撒但要他�做的事，
就是ȣ表上帝的品格，使人ǭ他
暴君。祭司�虽在圣殿供ƽ，却已忘ǻ其所行之礼的意，不会
深入察明表号所˱表的本体。他�奉献祭牲犹如演Ä。上帝�自Ȅ立的神圣礼Ǒ反而使人思想昏
昧，心地=硬。上帝再不能通ʓʖ些方式来帮助人了。整个制度必˫¥除。 {DA 36.2}

罪³的欺ȋ已登峰造极。一切足以Ɏ坏人心的方法都已使将出来了。上帝ĺ子的慧眼ǭ察ʖ世
界，所看到的尽是苦ˣ和灾š。他看到人类成
撒但暴虐的ļ牲品，看到他�遭受Ɏ坏、ü害、į
ƕ，他怜¸的慈心油然而生。世人竟被自己所Óʜ的首˳当作俘ǡ捆ʺ在他的Åɾ上。受了蒙̡和
欺ȋ的人群Đ成郁的行列，向永久的Ďį前ʗ。前面，除了那没有再生之望的死亡和没有黎明之
光的黑暗，他�什么也看不ǩ。人类竟与撒但的爪牙勾Ɛ在一起。原来
上帝居所而造的人体，竟
成了魔鬼的巢穴。人的感官、神ƍ、情感和器官都被邪灵所̓策，去放Ɓ最低劣的情欲。人ǉ竟印
上了鬼魔的烙印，反射附在他�身上群魔的神色。世界的救ɧ主所看到的，就是如此一幅景象。ž
洁至善的主所看到的，是何等的惨状啊！ {DA 36.3}

37

犯罪已成了一种学û，邪³竟被奉
宗教的一部分。叛逆的思想根深蒂固，他�反抗天庭的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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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
强烈。在全宇宙面前已ƍö明：离了上帝，人类无力自拔；生命和能力的更新必˫由>造世界
的主恩ɩ与人。 {DA 37.1}

未曾堕落的ȩ世界，关注着耶和M的�措，看他是否要起来除į地球的居民。如果上帝采取了ʖ
一步̣，撒但就要�行他的ǲ划，煽G全天庭臣服于自己。他早已宣称，上帝政权的ſ˳是ƕ不̈
恕罪³的。如果世界被Ďį，他就可以ȇ�他的控告了。他准}以此来攻:上帝，并将他的叛乱É
大到ȩ世界。可是，上帝非但不Ďįʖ个世界，反而差遣他的ĺ子来救它。在ʖ一片四分五裂，强
权割据的疆土上，虽然充斥着腐Ɏ、堕落和公然的反抗，但上帝ʕ是�施了光复的ǲ划。正当危急
之秋，撒但的ǅ利似乎唾手可得之˞，上帝的儿子 着天父的恩典奉差遣降世了。T代以来，上帝
无ó无刻不向堕落的人类W出ĺ心；人虽然乖¦È拗，但上帝的怜¸ʕ是不断地ö示在他�身上。
“及至ó候Ĩ足”，医治的恩Ę如洪流一般，/泄在世人身上，就此ö明上帝的荣耀。其恩Ę永不阻
塞，也不撤回，直到救恩ǲ划完成。 {DA 37.2}

正当撒但在人性上Ɏ坏了上帝的形像，并因此沾沾自喜ó，耶Ť来了。他要在人身上恢复>造主
的形像。

38

除了基督之外，没有人能把那被罪³Ďß的品格予以更新。他来，是要将控制人类意志的魔鬼̓
逐出去。他要将我�从�埃中�起来，照他神圣品德的模范，将世人Ɏ坏了的品格更新再造，以他
自己的荣耀使之完美无缺。 {DA 37.3}

39

40

41

42

43

第四章 为你们生了救主

本章根据：路加福音2:1-20 {DA 43.1}

“荣耀的王”屈身自卑，取了人性生活在地上ó，他周p的一切都是ű陋不堪的。基督遮掩了自己
的荣光，免得因外表的威�而引人注目；他要避免一切外在的炫耀。世上的荣M富ɛ和人ˎ的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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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禄，永不能救一个人脱离死亡。耶Ť决意不用ʖ些属世的吸引来召b人到他身ʑ，必˫Ƿ属天真
理的完美吸引人来跟从他。弥ɮ�的特征早已在˱言中Ȧ明了；他要世人O凭上帝的Ȗ所作的ǩȇ
来接待他。 {DA 43.2}

 天使�ʖ光荣的救ɧǲ划¹Y不已。他�来到ʜ民之地，要看上帝的百姓将如何接待ʖ位取了
人性的圣子。外邦人是信神Ȗ、拜假神的。但天使所到之地原是上帝的荣光曾ƍöŅ，˱言的光ʌ
曾ƍ照耀ʓ的地方。他�悄悄地来到耶路撒冷，到那些被指定
圣言的解ʣ者和
上帝圣殿服F之
人那里。

44

早在祭司撒迦利�在祭v前供ƽó，天使就已向他宣布基督降世的日期近在眼前。此ó基督的先
ʼ（施洗Ż翰）已ƍȗ生，他的使命有˱言和奇事
ȇ。Ż翰ȗ生的消息和他使命的奇妙意早已
#遍各地。然而耶路撒冷却没有准}迎接她的救ɧ主。 {DA 43.3}

天上的使者看到那些蒙上帝呼召，ɉɌ#Ë神圣真理之光的人�，�基督的降	竟如此漠不关
心，便不ǅ¹ȝ。犹太民族之所以被保存，就是要
基督在�伯拉罕和大R的后裔中降生一事作活
的ǩȇ。而他�竟不知道他的降生已在眼前！圣殿里每天早晚的献祭，原是˱指“上帝的羔羊”基督
的。然而，就ʚʖ里也没准}迎接他。国内的祭司和教��，居然不知道那T代以来最"大的事件
将要W生。他�背ȧ的祷文空洞无意，他�敬拜的�式只是做Ɠ人看的。他�只˭争�属世的ɋ富
和尊荣，却没有
弥ɮ�的öŅ作准}。ʖ种漠不关心的¯度遍及以色列全地。ʖó，天庭里已ƍ
弥漫着欣喜激G的Č�，但人心既被自私之欲和世俗之念所充Ĩ，�天上的Č�就没有�毫的感ǯ
了。世上只有少数人在指望看ǩ那未ǩ之主。天庭的使Ǒ便奉差遣到他�那里去了。 {DA 44.1}

ƶ̎皇帝下了ȏ�，通令其广大˳土内的人民Ð名上册。ʖ命令#到了加利利山地的居民中，Ż
瑟和̎利�就从他�的家�拿撒勒起身，一路由天使Ï送，赶赴大R的城。从前古列被召，作世上
大国的君王，是要叫他使上帝被ã的子民得ʣ放。照ą，ț撒�古士督也做了上帝的仆人，来�Ņ
上帝的旨意，将耶Ť的母� 到伯利恒来。̎利�是大R的后代，而大R的子�必˫生在大R的城
里。先知ȁ伯利恒Ȧ：“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
我作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
从太初就有。” 弥迦�5:2 但Ż瑟和̎利�，作
王族的后裔，身|先王的城中，却没有人ǴȊ他
�，更没有人尊敬他�。夫�*疲¼不堪，无家可¨，在狭窄的街道上拖着沉重的步履，从城門直
走到城的尽�~，想找个栖身之|ʓ夜，却找不着。ÔÜ的客店人Ĩ
患，哪里有他�落脚的地
方。最后，夫�*±算找到了一所圈养牲畜的ű陋茅舍，就在ʖ里，世界的救ɧ主降生了。 {DA 44.2}

45

46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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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世人�此一无所知的ó侯，天庭却已ƍ充Ĩ了喜�。 圣者 着极其深切、温慈的关®，从
天上光明的世界到地上来。因着基督的降	，全世界光明倍增。在伯利恒群山的上空，无数天使正
等待信号，要向世人宣布ʖ大喜的信息。如果以色列的˳袖�忠于任命，他�原可受托去Ð告耶Ť
降生的喜Ǻ，同ó分享ʖ无比的Č�，而Ņ在他�却被越ʓ了。 {DA 47.1}

上帝宣告：“我要将水Ě灌口渴的人，将河Ě灌干旱之地。” 以ɮ��44:3“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
向他WŅ。” ȓ篇112:4 从上帝宝座射出的ʌ煌光芒，必将照耀一切�求并�意接受真光的人。 {DA

47.2}

伯利恒的野地是大R幼年牧羊的地方。今夜仍有牧羊人按着更次看守羊群。夜静更深ó，他�在
一起ȳȁ所£ǿ的救主，并祈求那ƙ承大R王位之圣者的降	。忽然，“有主的使者站在他�旁ʑ，
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他�Ȧ：‘不要惧怕，我ÐƓ你�大喜的信
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R的城里，
你�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DA 47.3}

牧羊人一听ʖȖ，心中便充Ĩ荣耀的景象：拯救者果然来到以色列了!随着他的是威权、尊荣和ǅ
利!但天使要使他�有思想准}，能在ɔ困和屈辱中ǴȊ他�的救主。天使告Ȍ牧羊人：“你�要看ǩ
一个�孩，包着布，卧在̎槽里，那就是ǻ号了。” {DA 47.4}

天使安Í了牧羊人的恐惧，告Ȍ他�如何才能找到耶Ť，又以温柔的关®，

48

体恤他�血肉之躯的ʃ弱；Ɠ他�充分的óˎ，适£那神圣的光ʌ。天6W出的荣耀使整个平原
明亮如同白昼。大地寂然无声，ʚ上天也在垂听以下的歌声： {DA 47.5}

“在至高之|荣耀¨与上帝，
在地上平安¨于他所喜悦的人。” {DA 48.1}

但愿今日全人类都能˳会ʖ首ȓ歌！当夜所宣告的信息和所奏的�曲，将要声震万世，响ª地
极。当“公的日~，其光ƅ有医治之能”兴起之ó，ʖ首ȓ将由无数圣徒的歌喉如同 水的声音交相
£和着Ȧ：“哈利路�！因
主我�的上帝，全能者作王了。” \示©19:6 {DA 48.2}

忽然ˎ，成群的天使不ǩ了，荣光也消失了。黑暗的夜幕又Ů罩伯利恒的山�。但那肉眼所从未
ǩʓ的光明景象，ʕ留在牧羊人的ǻ«中。“ 天使离开他�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Ȧ：‘我�往伯
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的。’ 他�急忙去了，就�ǩ̎利�和Ż瑟，又有那�孩
卧在̎槽里。” {DA 48.3}

他�Č喜快�地离去了，把所ǩ所˒的#Ë开来。“凡听ǩ的，就ȝ异牧羊之人�他�所Ȧ的Ȗ。
̎利�却把ʖ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就¨荣耀与上帝，ɯ美他。” {DA

48.4}

Ņ今天地之ˎ的距离并不比当日牧羊人聆听天使歌声ó更ʘ。今日的人类仍是天庭极
关®的，
正如古ó从事普通ƽ�的平民在白日遇ǩ天使，在葡萄园和田野中与天使ȦȖ一ą。�我�Ņ代ʖ
些平凡的人，天离我�也未必很ʘ。来自天庭的使者必步步伴随那些听上帝的吩咐，叫来就来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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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去的人�。 {DA 48.5}

伯利恒的故事Ǽ不完，其中Ǡ藏着“深哉！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Ȋ。” ƶ̎�11:33 救主的ļ牲，
竟以天上的宝座á取̎槽；以伴随他敬拜他的天使，á成̎廐中默默陪伴他的牲畜。看到ʖ一切，
我�能不¹奇[？

49

人的̜傲和自Ĩ在基督面前深受Ɍ}。然而，ʖ不ʓ是他屈̙降卑的开始！上帝的儿子即使取了
�当在伊甸园尚未犯罪的人性，已是无限的屈辱。何况耶Ť所接受的竟是ƍʓ四千年犯罪堕落之后
的人性。像�当的每个儿女一ą，耶Ť承受了普遍的ʟ#ǫ律所造成的后果。ʖ种后果可在他属世
祖先的T史中ūǩ一斑。他 着ʖ种ʟ#，来分担我�的患和Ȓ探，Ɠ我�留下一个无罪生活的
榜ą。 {DA 48.6}

撒但在天上ó，因基督在上帝天庭的地位而恨他；及至自己的位分被¥黜，就更恨他了。撒但所
恨的是
救ɧ犯罪人类而献身的主；而上帝竟Ƿ他的ĺ子到ʖ个被撒但窃
己有、自立
王的世上
来，作个弱小的�孩，与世人同有肉体的ʃ弱。上帝Ƿ他冒失Ɏ和永ʘ�亡的˾ˡ，ƍT人ˎ每一
个孩童所必˫ƍT的Å斗，并与我�一ą£付人生的ǎˡ。 {DA 49.1}

可怜天下父母心，±是º念自己的孩子，瞧着他幼嫩的ǉ，想到人生的危ˡ，心中Å栗不已，渴
望Ï庇�ĺ的孩子脱离撒但的权J，免去Ȓ探和苦斗。而上帝竟ɩ下他的独生ĺ子，来£付更ǎ苦
的斗争和更可怕的危ˣ，
我�的孩子开辟安ť的人生道路。“ʖ就是ĺ！”ȩ天哪，¹奇吧！大地
啊，ȝ异吧！ {DA 49.2}

50

第五章 奉献礼

本章根据：路加福音2:21-38 {DA 50.1}

基督降生Ż四十天左右，Ż瑟和̎利� 他上耶路撒冷，按犹太教ǫ把他奉献Ɠ主，并献祭物。
基督作
人类的替罪者，必˫各方面按律法行事。此ó他已受割礼作
遵守律法的承Ȫ。 {DA 50.2}

按律法ǫ定，母�£献一只一�的羊羔作
燔祭，一只ˤ̯或斑̫作
ɧ罪祭。父母若因ɔŦ无
力奉献羊羔，律法ǫ定可献一�斑̫或两只ˤ̯，一只
燔祭，另一只
ɧ罪祭，ʖą也可蒙悦
ƀ。 {DA 50.3}

凡奉献的祭物，必˫是没有瑕疵的，因它是˱表基督，表明他的身体没有残缺。他是“无瑕疵、无
玷Ē的羔羊” 彼得前�1:19。他的体格没有任何缺点，是强健有力的。耶Ťʓ着一种˪乎自然律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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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上帝的ǲ划是要人类˪从他的律法，

51

从而在身体和灵性上都ʒ到上天的Ă准。耶Ť在ʖ方面
我�Ą立了完美的榜ą。 {DA 50.4}

奉献ˈ子的礼从最早就开始了。上帝曾£ǿɩ下天上“~生的”来拯救罪人。每一家庭通ʓ奉献ˈ
子的礼答Ⱦ天父ʖ无比的恩ɩ。ˈ子要献身于祭司的ƽ分，在人ˎ作基督的代表。 {DA 51.1}

上帝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ó，曾重申奉献ˈ子的礼。以色列民在埃及
奴之ó，耶和M吩咐摩西
去ǩ埃及的法老王，Ȧ：“耶和MʖąȦ：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ˈ子。我�你Ȧʓ，容我的儿子
去，好侍奉我，你ʕ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ü你的ˈ子。” 出埃及ǻ4:22, 23 {DA 51.2}

摩西#ʒ了上帝的警告，但傲慢的法老回答Ȧ：“耶和M是Ȯ，使我听他的Ȗ，容以色列人去呢？
我不ǴȊ耶和M，也不容以色列人去。” 出埃及ǻ5:2 于是，上帝
他的百姓行了神迹，把那些可怕
的灾ˣ降在法老~上。最后，他吩咐行Ďį的天使，ü死了埃及人的ˈ子和~生的牲畜。
了把上
帝的ʜ民从那被ȉ咒的民族中分别出来，以色列人按着指示宰ü羊羔，把羊血涂在門框和門楣上。
每一家都要如此行，使那į命的天使来È行死刑ó，可以越ʓ以色列人的家。 {DA 51.3}

ʖ一s灾š降于埃及之后，耶和M�摩西Ȧ：“凡~生的，无ȁ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

圣¨我。” 出埃及ǻ13:2 “因
……我在埃及地:ü一切~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生的，ʚ
人 牲畜都分别
圣¨我，他�定要属我。我是耶和M。” 民数ǻ3:13 圣所崇祀的礼�制定以后，
上帝Óʜ了利未支派代替以色列的一切ˈ子在圣所服F。但ˈ子仍算
属耶和M的，所以要用代价
ɧ回来。 {DA 51.4}

如此，奉献ˈ子的礼具有特殊意。一方面ǻ念上帝
以色列人所施的奇妙拯救，同ó也˱表上
帝的独生ĺ子将要施行更大的拯救。正如那涂在門框和門楣上的羊血，救了以色列ˈ子的命，从基
督身上流出的̨血，照ą具有拯救世界的能力。 {DA 51.5}

52

由此可ǩ，基督的奉献礼具有何等的意啊！可惜，.班的祭司没有看明幕后的真，更无法Ĝ
透其中深藏的奥秘。奉献�孩的礼是司空ǩ¾的。日复一日，当�儿被献¨主ó，祭司接收了其ɧ
ʵ。日复一日，他按常ǫÈ行�F，也不理会其父母是Ȯ，除非奉献者具有富裕或尊ɛ的身份。Ż
瑟和̎利�是Ŧ人，他� 着�孩ʗ前来ó，祭司�看到的只是一�衣着,朴的加利利夫�。他�
的外表毫不引人注目，他�拿来的祭物，也是ɔ困˝�所献的。 {DA 52.1}

司礼的祭司�行了例行的�式，把孩子抱ʓ来，在香v前�了一下。礼ď，便将孩子ʞʕ母�，
把“耶Ť”的名字登ǻ在ˈ子的名册上。行礼ó，ʖ位祭司根本没想到他抱的�孩就是天上的君、荣耀
的王，就是摩西所Ȧ：“主上帝要从你�弟兄中ˎƓ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所Ȧ的，你
�都要听从”的那一位（使徒行#3:22）；他也没有想到，ʖ个�孩就是摩西要求ö荣耀Ɠ他看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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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 参ǩ出埃及ǻ33:18。 但那比摩西更大的一位，如今竟ɽ在祭司®里。当他登ǻ孩子的名字
ó，也就登ǻ了犹太民族一切宗教制度之根基的名字。那名字要成
ʖ制度宣告Ɗ止的凭ȇ。祭物
和奉献的制度ĥ旧ĥ衰，表号几乎ʒ到�物，影儿将要ʒ到本体。 {DA 52.2}

古ó停在施恩座上的荣光，ʖó早已离开了圣所；但在ʖ伯利恒�儿体内却Ǡ藏着无数天使在他
面前敬拜的荣光。ʖ位ʕ不懂事的�孩，就是所£ǿ的“后裔”，就是那筑在伊甸园門口的第一座祭v
所˱指的一位。ʖ是“ƈƶ”（ɩ平安者），就是向摩西宣称自己
“自有永有者”，在云柱和火柱中引
˳以色列民的那一位，也是 先知久已˱言的救主。他是“万国所羡慕”的，是“大R的根”，又是他
的“苗裔”，也是“明亮的晨星”。ʖ弱小�孩的名字，是堕落人类的希望，他要
全世界的罪-0付ɧ
价。ʖ�孩是“治理上帝的家”真正的“大祭司”（希伯来�10:21），是肩ɉ“祭司的ƽ任……ˈ久不更
á”的元首 (希伯来�7:24），

53

54

55

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ʑ”
罪人代求的中保 希伯来�1:3。 {DA 52.3}

属灵的事要用属灵的眼光去˳会。上帝的儿子在圣殿里
他降世的使命被献上，祭司却看他
平
常的孩子，没在耶Ť身上察ǯ出什么特别之|。但ʖ次奉献之礼并不是平平淡淡ʓ去的，上帝ɩĺ
子Ɠ世人的事，ʕ是得到承Ǵ了。“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ʖ人又公又虔ȕ，素常盼望
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ǩ主所立
的基督。” {DA 55.1}

西面走ʗ圣殿，看ǩ一�夫�在祭司面前奉献他�的ˈ子。一望而知他�是Ŧ人。但西面明白圣
灵的\示，深深感到ʖ被献的�孩就是以色列的“安慰者”，就是他素来所盼望要ǩ的那一位。于是西
面走ʓ去，祭司ǩ他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就甚ǯ¹奇。ʖó，孩子已ƍ交ʕƓ̎利�，西面又将他
抱ʓ来奉献Ɠ上帝。西面感到心中充Ĩ了从未有ʓ的喜�。他向天�起裹着襁褓的救主，Ȧ：“主
啊，如今可以照你的Ȗ，ʣ放仆人安然去世，因
我的眼睛已ƍ看ǩ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
所˱}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 {DA 55.2}

有˱言之灵降在ʖ位神人身上。Ż瑟和̎利�站在一旁，¹奇地听着西面
他�祝福。他又�̎
利�Ȧ：“ʖ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ǿ多人跌倒，ǿ多人兴起；又要作Ďɀ的Ȗ柄，叫ǿ多人心
里的意念ö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 {DA 55.3}

另一位女先知�拿，ʖó也ʗ前来，ȇ�了西面
基督所作的ǩȇ。当西面ȦȖ的ó候，她的ǉ
上ö出上帝的荣光，并
蒙£ǿ得ǩ救主基督而/吐衷心的感Ⱦ。 {DA 55.4}

ʖ两位Ɂ卑事主的信徒没有白白地研究˱言。可惜那些身
以色列祭司和官ˈ的，虽然眼前也有
宝ɛ的˱言，却没有行走在主的道路上。他�既ˊ着双眼，就看不到生命的光。 {DA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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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今日的世界依然如此。有些宗教˳袖和在上帝殿里敬拜的人，�全天庭极其关注的大事竟ǭ而不
ǩ，�ʖ事情的W生，他�听而不˒。世人承Ǵ耶Ť是个T史人物，却ʀ身背离永活的基督。今日
的基督就是在圣ƍ中号召人自我ļ牲的基督，也是那
Ŧ苦大 ȵ求�慰的基督，又是在那关乎ɔ
困、I苦与被欺U者的正事�中的基督，不比一千九百年前更受人Č迎。 {DA 56.1}

̎利�将西面意深ˈ的˱言牢ǻ于心，反复思想。她看着自己®中的孩子，又想起伯利恒牧羊
人的Ȗ，心中就充Ĩ了感恩的喜�和光明的盼望。西面的Ȗ使她想起先知以ɮ�的˱言：“从耶西的
本必W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Ɛ果�。耶和M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ƿ明的灵、
ȵ略和能力的灵、知Ȋ和敬畏耶和M的灵。……公必当他的腰 ，信�必当他Ǆ下的 子。”“在黑
暗中行走的百姓看ǩ了大光；住在死Ǚ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因有一�孩
我�而生，有一
子ɩƓ我�，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名称
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以ɮ��11:1-5; 9:2-6 {DA 56.2}

然而̎利�ʕ不明白基督的使命。西面曾˱言他不但
以色列的荣耀，也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同
ą，天使也曾宣布救主的降生
关乎万民的大喜信息。原来，上帝想要更正犹太人�弥ɮ�的工作
所抱的狭隘Ǫ念，希望世人不O看他是以色列民族的救星，更是全世界的救ɧ主。但就是耶Ť的母
�，也必˫Tƍ多年，才能真正明了弥ɮ�的使命。 {DA 56.3}

̎利�指望弥ɮ�登上大R的宝座，却没看到：
了ɲ得王位，他所必˫ƍT的苦ˣ洗礼。西面
指明：弥ɮ�将走ʓ的人世路程决非一帆˾˪。他�̎利�所Ȧ，“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的Ȗ，
是上帝出于怜¸的心ǁƓ耶Ť母�的暗示：她已ƍ开始�到她所要
耶Ť遭受的C痛。 {DA 56.4}

西面Ȧ：“ʖ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ǿ多人跌倒，ǿ多人兴起；又要作Ďɀ的Ȗ柄。”

57

凡要兴起的人必˫先有“跌倒”的ƍ̟。我�必˫在那磐石（基督）上跌碎 （̎太福音21:44），然
后才能在基督里兴起。要明白属灵之国的荣耀，自我必˫Ƿ位，自高的必˫自卑。犹太人不愿接受
那必˫ƍʓ屈辱才能Ǜ得的荣耀，故不肯接待他�的救ɧ主。他就因此成了Ďɀ的Ȗ柄。 {DA 56.5}

他要“叫ǿ多人心里的意念ö露出来”。在救主生活的光照之下，从>造主到黑暗之君，从圣洁的
天使到犯罪堕落的世人，一切心思都ö露出来了。撒但曾Ȧ，上帝是自私暴戾、一切都要、一毛不
拔的；
自己的荣耀他要被造之物服侍他，却不
他�的利益作任何ļ牲。如今上帝ɩ下ĺ子基
督，他的心就此ö明；他向我�所®的意念也就此ȇ�“是ɩ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š的意念” 耶利
米�29:11。上帝�罪³的憎恨强烈如死，但他�罪人的慈ĺ却比死更强！他既致力于救人的工作，
就甘愿
之ļ牲一切。
了完成ʖ工作，再高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了救我�，他没有少Ǽ一句真
理，没有少行一件奇事，也没有保留半点神能。恩上加恩，福上加福；上天的全部宝藏都已向他所
要救ɧ的人敞开了。上帝收集了宇宙ˎ一切的ɋ富，开\了无Ŧ能力的泉源，全数交在耶Ť基督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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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Ȧ：ʖ都是
人˱}的。你要用ʖ些恩ɩ使人信服：天上地下再没比我的ĺ更大的了！人生最
大的幸福在于ĺ我！ {DA 57.1}

在髑̤地的十字架上，博ĺ与自私�峙而立，双方的表Ņ都ʒ到了˨点。基督的一生，是不倦地
安慰人
人造福的一生。撒但却将基督置于死地，ö明他�上帝的仇恨已ƍ到了何等³毒的地步，
也ö明他叛逆天庭的真正目的，是要推翻上帝的王权，并除į那彰ö上帝之ĺ的主。 {DA 57.2}

通ʓ基督的生与死，人人的意念都ö露出来了。从̎槽到十字架，耶Ť的一生是个号召，召b世
人向他¨依，与他同受苦ˣ。人生的目的就此ö露出来了。耶Ť 来了天上的真理，凡听从圣灵召
b的人就被吸引到他面前来。而凡崇拜自我的人属于撒但的国度。在�待基督的¯度上，人人都要
表明自己所站的立s。ʖą，每个人就�自己作出了判决。 {DA 57.3}

58

在最后的�判大日，每个Ĕ亡的人将要看明自己拒ƕ真理的性ɑ。那ó十字架必将出Ņ，每个被
罪弄瞎的心眼，必看出自己同十字架的真�关系，并在髑̤地的惨景和那神秘的受ˣ者面前服罪。
每个虚慌的藉口必被Ê除，世人叛逆的Ŧ凶极³的本ɑ将暴露无ʟ。人�将要看出他�所Óʜ的到
底是什么。在ˈ期斗争中的一切有关真理和Ʉ道的ˋ˹，此ó都要得出答案。在全宇宙的�判S
里， 人都将看明，罪³的存在不能¨咎于上帝；而且，上帝的圣旨决不是�致罪³的。上帝的施
政并无缺点，也无任何足以引起不平的因由。当一切意念尽都ö露无ʟó，忠心的圣徒和叛逆的³
人都必Ë声高呼：“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哉，ȕ哉！主啊，Ȯ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于你的名
呢？……因你公的作
已ƍö出来了。”\示©15:3, 4 {DA 58.1}

59

第六章 “我们看见他的星”

本章根据：̎太福音2:1 {DA 59.1}

“当希律王的ó候，耶Ť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方来到耶路撒冷，Ȧ：‘那生下来作
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在�方看ǩ他的星，特来拜他。’” ̎太福音2:1, 2 {DA 59.2}

从�方来的博士是哲学家，是属于高ɛ而有J力的˝�。ʖ个˝�包括国内的ɛ族和ǿ多有ɋ富
和学Ȋ的人。他�中ˎ有不少人¾于Ǥ惑民心，ȋ̡民 ，但也有一些正直人，常ĺ研究天意在自
然界的表Ņ。他�的正直和智慧
 人所ʫ佩。那些来朝拜耶Ť的博士就属于ʖ一等人。 {DA 59.3}

上帝的光一直在异教的黑暗之中照耀着。当ʖ些博士研究Ĩ天星斗，ȒqĜ透ˢ藏在其光明ɿ道
中的奥秘ó，就看到了>造主的荣耀。他�
了追求更明确的知Ȋ，便着手研究希伯来人的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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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珍藏的先知著作˱言一位神圣教�的降	。巴3虽曾一度作上帝的先知，但也属û士之流。他
曾受圣灵的感G，˱言以色列的强盛和弥ɮ�的öŅ。

60

ʖ˱言一代代#了下来。但在《旧Ż圣ƍ》中，救主的降	却有更清楚的\示。博士�得知救主
降	的日期近了，并÷得“ǴȊ耶和M荣耀的知Ȋ”将充Ĩ全世界，喜�之心油然而生。 {DA 59.4}

救主ȗ生的夜晚，当上帝的荣耀充Ĩ伯利恒山地ó，博士�看ǩ天上有一道奇异的光。ʖ光消逝
之后，有一˸明亮的星在天空ˉĳ，它既非恒星，又非行星。ʖ奇异的天象引起了他�深切的兴
趣。原来，那˸星是ʘʘ的一群光明的天使；但博士��此毫无所知。他�深ǯʖ˸星�他�具有
特别的意。于是Ȩ教了一些祭司和哲学家，又ā˕了古代�卷的ǻʆ。巴3的˱言Ȧ：“有星要出
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 民数ǻ24:17 ʖ˸奇异的星，会不会是那奉差遣来作£ǿ之主的先兆
呢？博士�ʓ去曾˳受上天ɩ下的真理之光，Ņ在ʖ光更ʌ煌地照射在他�身上了。他�在梦中蒙
指示，要去�找ʖ位新生的王。 {DA 60.1}

正如�伯拉罕因着信，蒙上帝的呼召“出去的ó候，ʕ不知往哪里去” (希伯来�11:8）；又如以色
列人因着信，跟随云柱去£ǿ之地。ʖ些外邦人也®着信心，\程去�找那£ǿ的救主。�方地 
盛�宝物，所以博士�不是空手出W的。按当ó的˾俗，人�献礼物Ɠ君王或ɛ胄来表示敬意。所
以他�携 了当地最ɛ重的礼品，要献Ɠ那使地上万族蒙福的一位，作
ǰǩ之礼。
了得到那˸
星的引�，他�必˫在夜ˎ行路。旅客�利用路上的óˎ反复ȳȁ有关所�找的救主的#Ȧ和˱
言。每当停下休息ó，他�±要ā考˱言。ʖ不倦的追求使他�愈加深信，自己确�蒙了上帝的引
�。一方面，他�有明星在前
外在的ǻ号，另一方面，他�也有圣灵作内在的凭据，感G他�的
心，使他�充Ĩ希望。所以旅程虽ʘ，在他�却是愉快的。 {DA 60.2}

他�到了以色列的境界，从橄Ĉ山下来，耶路撒冷近在眼前了。看哪!那在疲乏的旅程上一路引�
他�的明星，正停留在圣殿上空，ʓ不多ó就消逝了。他�便迈着ĸ切的步伐向前急行，确信弥ɮ
�的降生，必是城内每一个人津津�道的喜Ǻ。不料，他�却没有打听到一点消息。

61

ʗ了圣城，他�径直向圣殿走去。但很奇怪，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新生王的事；他�的șˋ没有
b起人�喜�的表情，反而惹起了¹奇和恐惧，其中ʕ 一点ʅǭ。 {DA 60.3}

那ó，祭司�正在�行各种ʟ#的�礼， 褒Ë他�的宗教和自己的虔ȕ，而另一方面却公然排斥
希腊人和ƶ̎人
化外人，Ȧ他�比其它人更有罪。可是，ʖ些博士�并不是拜偶像的人，他�在
上帝眼中，倒比ʖ些自称敬拜他的人更高尚，却也被犹太人看
化外人。博士�ĸ切的șˋ，就是
在ʖ些身
“圣言”的受托人心里，也没有引起同情的共̭。 {DA 61.1}

博士�的到来很快ʄG了耶路撒冷。他�奇特的目的¹G了全城的人；ʖ˾声也#入了希律王的
�中。ʖ狡猾的以�人敏感地ǯ察到有政ð兴起的可能，便坐立不安。他登上王位，一路流了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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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血。他既是外国血Ɨ，就被他管ʎ的民 所恨³。他唯一的保障就是Ƕ好ƶ̎当局。而ʖ新
生的王，却具有更高的位分，而且是
本国而生的。 {DA 61.2}

希律猜疑祭司�与ʖ些外来者同ȵ，要激起民ˎ的̢乱，藉以推翻他的王位。但他ˢǽ了他的疑
念，决定用更狡猾的�策来破坏他�的ǲ划。

62

他将祭司ˈ和文士召来，șˋ他�：根据圣ƍ的教Ǹ，弥ɮ�当生在何|？ {DA 61.3}

ʖ个Ų位的王竟然£外人的Ȩ求来șˋ犹太的教��，ʖ就$了他�的自尊。他�打开˱言�卷
ó的冷淡¯度，使ʖ心®猜忌的暴君大
¶怒，以
他�有意要Ś着他，于是使出他�所不敢ʙ抗
的权威，吩咐他�仔ƈ考ā，并Ȧ明他�所仰望之王出生的地点。他�回答Ȧ：“在犹太的伯利恒；
因
有先知ǻ着Ȧ： {DA 62.1}

‘犹大地的伯利恒啊，
你在犹大ȩȕ中并不是最小的，
因
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
牧养我以色列民。’” {DA 62.2}

于是，希律当即秘密召ǩ博士�。他的内心虽激ǘ着C烈的À怒和惶恐，但表面上仍保持˄定，
殷勤地接待客人。他仔ƈ地șˋ那˸星出Ņ的ó辰，并虚&地
基督的ȗ生而¡幸。他叮嘱博士�
Ȧ：“你�去仔ƈ�ȅ那小孩子，�到了，就来Ð信，我也好去拜他。” 随即差他�往伯利恒去。 {DA

62.3}

耶路撒冷的祭司和ˈ老�，并不像他�佯装的那ą，�基督的降生一无所知。天使向牧羊人öŅ
的消息，早已#到耶路撒冷，拉比�却�之不屑一˭。他�自己本可�ǩ耶Ť，并早作准}，引˳
博士�到他出生的地点。可惜他�没有ʖą作，反而Ƿ博士�来ˋ他�“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
哪里？我�在�方看ǩ他的星，特来拜他”。他�ʖ才注意到弥ɮ�的降生。 {DA 62.4}

̜傲和嫉妒使人把真光关在門外。如果承Ǵ来自牧羊人和博士�的消息属�，ʖ就要置祭司和文
士�于极
不利的地位，ȇ明他�虽以上帝真理的解ʣ者自居，却只是名不副�，徒具虚名。ʖ些
̆学的教��不屑屈就所ȹ“异教徒”的指教。他�声称，

63

上帝决不会越ʓ他�，而去与那些卑ə的牧羊人和未受割礼的外邦人交通的。ʖ个消息虽已引起
希律王和耶路撒冷合城的不安，但他�决意加以藐ǭ，甚至ʚ去伯利恒ȯā是否属�也不肯。 人
�耶Ť的兴趣，他�斥之
狂ĸ病。ʖ�
祭司和拉比�拒ƕ基督的第一步。他�的̜傲和ˬ固与
日俱增，最Ɗ竟然到了u决仇恨救主的地步。正当上帝向外邦人敞开大門的ó候，犹太人的˳袖�
却自ˊ于門外。 {DA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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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离开了耶路撒冷。他�出城的ó候，黑夜的暗影已Ů罩下来。他�又看到了那一˸明星，
就大大Č喜。那明星一路引˳， 他�到了伯利恒。博士�并没有像牧羊人一ą，得到关于耶Ť卑
微|境的˱示。在漫ˈ的旅行之后，他�曾因犹太˳袖�的冷淡¯度而失望，所以离开耶路撒冷
ó，他�的信心比初到ó未免有所减退。他�来到伯利恒，竟看不ǩ有皇家的侍R看Ï新生之王，
也没有世上的ɛ人在旁侍立。耶Ť竟睡在̎槽里！只有他的父母无学ˋ的平民作他的保Ï者。ˣ道
先知所Ȧ“使雅各 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回”，“作外邦人的光”，“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
极”的那一位就是他[？ 以ɮ��49:6 {DA 63.1}

博士�“ʗ了房子，看ǩ小孩子和他母�̎利�就俯伏拜那小孩子”。在耶Ť卑微的外表之下，他
�看到了神性的威�，便向他奉献己心，Ǵ他
自己的救主，“拿黄金、乳香、没ǚ
礼物献Ɠ他”。
他�具有何等的信心啊！后来，基督ȁ到ƶ̎百夫ˈ的Ȗ“ʖ么大的信心，

64

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ǩʓ”（̎太福音8:10），正可以用在ʖ些来自�方的智慧人身上。
{DA 63.2}

博士�并没有Ȋ破希律王�耶Ť所®的毒ǲ。旅行的目的既已ʒ到，他�就准}回耶路撒冷去，
把自己的成就告Ȍ希律。但在夜ˎ的梦中，上帝指示他�不要再和他ǩ面。于是，他�就Ƒʓ耶路
撒冷，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 {DA 64.1}

Ż瑟也同ą在梦中得到警告，要他 着̎利�母子逃往埃及。天使�他Ȧ：“住在那里，等我吩咐
你，因
希律必�找小孩子，要除į他。”Ż瑟立即遵命。
了确保安全无虞，一家人就在夜里出W
了。 {DA 64.2}

上帝藉�方博士来引�犹太人注意他儿子的降生。博士在耶路撒冷的șˋ、民ˎ的兴趣、希律的
嫉妒ʖ迫使祭司和拉比关注都使人想起有关弥ɮ�的˱言和新W生的大事。 {DA 64.3}

65

撒但一心想从世上熄į上帝的光，他用极狡猾的手段，企q除į救主。但那“不打盹，也不睡
ǯ”的上帝每ó每刻都守Ï着自己的ĺ子。那位从天上降[哪Ɠ以色列人，又在̂荒之ó供养以利�
的主，在异邦
̎利�和圣�耶Ť˱}了避ˣ所，并藉来自异邦的博士�所献的礼物，供Ɠ了他�
去埃及的旅ɞ和在那里寄居的开支。 {DA 65.1}

博士�属于最先Č迎救ɧ主的一批人。他�所奉献的是放在他脚前的第一份礼物。藉着ʖ礼物，
他�享有了
救主服F的何等的权利啊！上帝重ǭ一切出于ĺ心的奉献，并使之WÝ最高的效能。
如果我�已将心灵献Ɠ耶Ť，也当奉献礼物Ɠ他。我�£当把世上最珍ɛ的礼物和我�的全部智慧
与才能，慷慨地奉献Ɠ那ĺ我�、
我�舍己的主。 {DA 65.2}

希律王在耶路撒冷等候博士�回来，等得不耐Ķ了。óˎ一天天ʓ去，ʕ是不ǩ他�的人影，他
就生了疑心。从前，拉比�不愿指出弥ɮ�降生的地点，似乎表示他�已ƍȊ破他的ǲȵ。Ņ在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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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又故意回避他。想到ʖ里，他不禁狂怒如潮。Șǲ既已失Ɏ，只有借助于暴力了。他要拿ʖ幼
小的君王来示 ，Ƿ那些傲慢的犹太人看看，他�企q另立一王所能希冀的是什么。 {DA 65.3}

他立刻差遣士兵到伯利恒去，命令他�将两�以内的男�全部ü死。在大R的城里安居��的人
家，�眼目睹六百年前展开在先知面前之恐怖˱言的£̟：“在拉Ń听ǩ号d大哭的声音，是拉Ɛ哭
她儿女，不肯受安慰，因
他�都不在了。” {DA 65.4}

犹太人ʖ次的灾š全是咎由自取。如果他�在上帝面前
人忠�Ɂ虚，他就必用ö著的方式，使
希律王的À怒不至害到他�。无奈他�因犯罪而与上帝隔ƕ，并拒ƕ了他�唯一的保障圣灵。他�
没有以˪从上帝的心来研究圣ƍ，却竭力要找出一些˱言，冠以高抬自己的解ʣ，并ö明上帝是何
等ʅǭ一切外邦民族。他�̜傲地夸耀Ȧ，弥ɮ�要来作王，

66

征服一切ð人，并在他的À怒中将外邦人践踏脚下。如此，撒但企q通ʓ犹太人�基督使命的ȣ
解，来ʒ到ü害救主的目的。Ȯ知，救主平安无事，灾ˣ反而落到了他�自己~上。 {DA 65.5}

ʖ是希律王朝暗无天日的最后暴行之一。屠ü无辜�孩之后不久，他自己也不得不受那无人能抗
拒之厄ʔ的支配，Ɗ于死得很惨。 {DA 66.1}

那óŻ瑟仍然住在埃及。上帝差遣使者来吩咐他回到以色列去。Ż瑟看耶Ť是大R宝座的ƙ承
者，所以想在伯利恒安家。但听Ȧ�基老在犹大ƙ承他父�希律作王，就深怕他可能ɘª其父ü害
基督的阴ȵ。因
在希律的 子中，�基老的性格最像他父�。他ƙ承王位ó，耶路撒冷已W生一
次暴G，ƶ̎的R˛屠ü了上千犹太人。 {DA 66.2}

Ż瑟又蒙主指示他到一安全的地方。他回到故�拿撒勒，耶Ť就在此地住了将近三十年，“ʖ是要
£̟先知所Ȧ他将称
拿撒勒人的Ȗ了。”那ó，加利利由希律的一个儿子治理，寄居在ʖ里的外
)，比在犹太地的ʕ多。

67

因此，凡与犹太民族特别有关的消息，ˣ得有人注意。所以有关耶Ťƙ承王位的#言也就不易惹
起当局的猜忌了。 {DA 66.3}

ʖ就是救主降世之初所受到的“礼遇”。襁褓里的救ɧ主ʚ一|安全的栖身之所也没有。上帝就是
在他ʗ行救人的工作ó，也不能把他的ĺ子委托与人。他派天使伺候他，保Ï他，直到他完成了在
地上的使命，死在那些他来拯救之人的手里。 {DA 67.1}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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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童年时期

本章根据：路加福音2:39, 40 {DA 68.1}

耶Ť在一个小山村里度ʓ了他的童年和青年ó期。世上任何地方若能有他光	，必荣增百倍。就
是王�也会因接待他
ɛ�而增添光彩。他却越ʓ了ɋ主的宅第、皇家的庭院和著名的学府，在ʖ
偏僻而又被人ʅǭ的拿撒勒安了家。 {DA 68.2}

“孩子ĥĥˈ大，强健起来，充Ĩ智慧，又有上帝的恩在他身上。” 路加福音2:40 ʖ就是有关耶Ť
幼年生活的ǻʆ。虽然只是寥寥几句，却具有非常的意。在天父圣˺的照耀之下，“耶Ť的智慧和
身量，并上帝和人喜ĺ他的心，都一̱增ˈ。” 路加福音2:52 他的心思活ė而深沉，他的�慎和智
慧超越了�˞的年̳。他的品格W展匀称，ö得格外!美。体力和智力也循着儿童ó期的ǫ律，ĥ
ĥW育起来。 {DA 68.3}

作
孩童，耶Ť表Ņ出一种特别可ĺ的性格。

69

他那�于助人的双手随ó准}
人服F；他的忍耐是没有任何事物能èÌ的；他的信�决不ļ牲
正。耶Ťu守原<，ť如磐石。他的生活ö示着无私的˾范。 {DA 68.4}

耶Ť的母�很关心他才智的成ˈ，也非常注意他品格上的完美。她®着愉快的心情，尽力鼓励他
那伶俐而敏于˳教的心。她从圣灵得到智慧，同天上的能力合作，帮助ʖO称上帝
父的孩子W育
成熟。 {DA 69.1}

自古以来，以色列国内忠心的人�非常重ǭ青少年的教育。耶和M指示他�，当儿女ʕ|于幼年
之ó，就要开始将他的良善和"大，特别是有关他律法和以色列T史的\示，教�他�。要用ȓ
歌、祈祷和圣ƍ的教Ǹ，按W育中的儿童心理培育他�。父母要教儿女明白，上帝的律法是他品德
的表Ņ；当他�心中接受律法的原<ó，就有上帝的形象印在心灵上。至于教学法，大多用口授，
但青年人也学�˕ȫ希伯来文作品。《旧Ż圣ƍ》的皮卷，也是他�研究的ɤ料。 {DA 69.2}

在基督的ó代，一个城˄若不
青少年E宗教教育，就被看作是在上帝咒ȉ之下。可惜当年ʖ种
教育已陷于形式化。圣ƍ的教Ǹ大半已被古人的ʟ#所代替。真�的教育是引�青年“�求上帝，或
者可以揣摩而得。” 使徒行#17:27 但犹太人的教育只注重�文。学生的ǈ子里塞Ĩ了�他�毫无价
.的材料，ʖ些�西是天上更高的学府所不承Ǵ的。那通ʓ�自˳受上帝Ȗȡ而得的ƍ̟，在当ó
的教育制度中却没有地位。外表的繁文ƬǑ耗ɞ了学生的光阴，使他�得不到安静的óˎ与上帝交
通，也听不ǩ他的声音向他�的心灵ȦȖ。他��求知Ȋ，却ʀ离了智慧的源~。侍奉上帝的基本
要旨被忽略了。律法的原<也弄得模糊不清。人�眼中的上等教育，恰恰是青少年正常W育的最大
障碍。在拉比的ǸƆ之下，学生的能力受到抑制；他�的心思X得拘泥而狭窄。 {DA 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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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童年的耶Ť没有在犹太会堂的学校里受教育。他的母�是他~一位世上的教�。从她口里和先知
的�卷中，耶Ť学到了有关天上的事。ʖó他在母�膝前所学的，正是古ó他自己通ʓ摩西#Ɠ以
色列人的Ȗ。从童年到青年，耶Ť一直没有ʗʓ拉比的学校。他不需要ʖ些方面的教育，因
上帝
是他的��。 {DA 70.1}

在救主#道ó，有人Wʓʖą的ˋ˹：“ʖ个人没有学ʓ，怎么明白�呢？” Ż翰福音7:15 ʖ不是
Ȧ耶Ť不Ȋ字，只是Ȧ他没有受ʓ拉比�的教育。耶Ť既然和我�一ąǛ得知Ȋ，他�圣ƍ的渊博
ž熟，Ȧ明了他早年是如何勤ȫ上帝的Ȗ。此外，展Ņ在他面前的，ʕ有上帝>造之物的大q�
̍。>造万物的主ʖó要研究他起初�手写在大地、海洋和太空中的教Ǹ。他ʘ避世俗的低下道
路，从大自然收集科学知Ȋ。他研究G植物和人类的生活。从幼年起，耶Ť就抱定一个宗旨：他活
着是
人造福。
此他在自然界找到了ɤ源。在研究G植物生ˈó，他思想中常ˉŅ新的开�人的
方法。耶Ť不断从可ǩ的事物中收集例ȇ，用以Ǽ解上帝活ė的圣言。在#道ó，救主ĺ用比i来
WÝ真理的教Ǹ，ʖö明他的心思是何等敏于接受大自然的影响，也Ȧ明他如何在日常生活ń境中
搜集属灵的素材。 {DA 70.2}

当耶Ť力q明白事物之所以然的ó候，上帝的Ȗ和他的作
的意就向他ö明了。有天使作他的
侍从，使他享有圣洁的思想和属灵的交通。从\蒙之ó起，耶Ť就在属灵的美德与真理的知Ȋ上不
断ˈʗ。 {DA 70.3}

每个儿童都能像耶Ť一ąǛ得知Ȋ。当我�力q藉天父的ȖǴȊ他ó，就必有天使来	，使我�
的心志u强起来，我�的品格也必蒙陶冶成
高尚而ž洁。我�就越W与我�的救主相似。我�看
到自然界的宏大与美�ó，就能�上帝生出敬ĺ。每当我�在大自然中接触无限的上帝而ǀ穆生畏
ó，我�的心灵就必因而振�。

71

藉着祷告与上帝交通，我�的智力和道力得以W展。当我�思念属灵的事ó，我�属灵的能力
就必加强。 {DA 70.4}

耶Ť的一生是与上帝和ȷ的一生。当他作小孩子的ó候，思想、言ȡ和行
都像小孩子。但他生
活中始Ɗ没有�毫罪³Ďß他里面的上帝的形象。可是他并非免于Ȓ探。拿撒勒居民的邪³是尽人
皆知的。从拿但�所W的疑ˋ中可ǩ一斑：“拿撒勒ʕ能出什么好的[？” Ż翰福音1:46 耶Ť所|的
ń境使他的品格受到考̟。
了保持ž洁，他必˫ó刻警惕。
了作青少年和成年人的榜ą，他必
˫ƍT我�所要£付的一切斗争。 {DA 71.1}

Åǅʖ拿撒勒的孩童，是撒但�而不疲的事。耶Ť虽然自幼有天使保Ï，但他的一生是�黑暗J
力的一s持久之Å。地球上竟有一个不受罪³玷Ē的人生，ʖ是黑暗之君不能容忍的，也使他大惑
不解。他用尽一切手段要使耶Ť陷入ƶ网。世上的儿童没有一个能像我�的救主那ą与Ȓ探作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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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烈的搏斗，而保持圣洁的人生。 {DA 71.2}

72

耶Ť的父母是Ŧ人，每天必˫靠I作度日。所以ɔ困、克己和缺乏都
他所熟悉。ʖ种ƍ̟正是
他的保障。他勤I的生活中没有空ˍ的óˎ来招惹Ȓ探，也没有无所事事的光阴
不良的交游开
門。他尽可能将Ȓ探拒之門外。ɋ利、享�、称ɯ和Ɍˣ，都不能Ȥ使他苟同于一件ʾ行。他有辨
Ǵ邪³的智慧，也有抵御邪³的毅力。 {DA 72.1}

基督是生活在地球上的唯一无罪者。但他竟住在拿撒勒邪³的居民中将近三十年之久。ʖ一事
�，�那些Ǵ
无瑕疵的生活有ɫ于地点、ʔ气或˪境的人，是有力的̔斥。Ȓ探、ɔŦ和苦ˣ，
正是培育ž洁u定的品德所必需的˃ı。 {DA 72.2}

耶Ť生活在一个7民的家庭里，忠心愉快地分担家庭的ɉ担。他原是天国的Ɨ�，天使也�意听
从他的Ȗ。如今他却X成了一个听命的仆人、孝˪的儿子。他学会了一門手ǐ，用双手在木匠ʷ里
同Ż瑟一起I作。他穿着普通工人ű朴的衣服，在小˄的街道上往来，从事卑微的工作，而没有ʔ
用他的神能来减ʅ他的重担，或减少他的辛I。 {DA 72.3}

童年和青年ó期所从事的IG，使耶Ť的心智和体力得到了充分的W育。他没有浪ɞ他的体力，
而±是保持身体的健康，以便愉快地ǅ任每一˩工作，并做得完美无瑕。他不愿有任何缺点，甚至
在工具的使用上也是如此。他的手ǐ尽善尽美，正像他的品格完善一ą。他以身作<地教�我�，
勤I是人生的本分。我�做事必˫准确、周到，ʖą的工作才是光荣的。£țǸƆ青年人的双手，
使之能以分担人生的重担，ʖą的操Ɔ能强健体魄，并使每一˩才能都得到W展。人人都£从事一
种�人、�己都有助益的工作。上帝命定IG
一种福惠，所以只有殷勤IG的人才能体̟到真正
光荣和幸福的人生。凡以愉快的心情ɉ起一分家庭Ɍ任，
父母分的青少年，上帝必予以嘉ƀ。
ʖą的孩子从家庭出去，必成
社会上有用的人。 {DA 72.4}

73

在世上的一生中，耶Ť是一位ĸȕ恒切的IG者。他期望的多，所以�Ȓ的也多。在他开始公开
#道之后，他Ȧ：“趁着白日，我必˫作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作工了。” Ż翰福
音9:4 耶Ť与ǿ多自称
他門徒的人截然不同，他从不逃避操心ɉɌ的事。正因
很多人ǫ避ʖ种˃
ı，他�才是那么ʃ弱无能。他�或ǿÔ有宝ɛ可ĺ的特ˈ，但及至遇到困ˣ需要£付，或有逆境
需要克服ó，却毫无勇气，ű直是无用的人。耶Ť所表Ņ的Ţ极性和活力，以及品格上的=毅u
强，必˫藉着他所忍受的同ą磨ı，在我�身上培养出来。他所得到的恩典也是Ɠ我�用的。 {DA

73.1}

我�的救主生活在人ˎó，一直分担Ŧ人的命ʔ。他从ƍ̟中感受到他�的Ǣ和ǎˣ，所以能
安慰鼓励一切卑微的IG者。凡正确˳悟他一生的教Ǹ的人，不会Ǵ
不同的˝ż£受不同的看
待，也决不会Ǵ
富人£比ɍ德的Ŧ人更受尊敬。 {DA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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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Ť工作的ó候，±是愉快而机智的。人必˫有极大的忍耐和灵力才能将圣ƍ的教Ǹ�践在家庭
生活和工作s所中，并在属世事物的U力之下，依然�注于上帝的荣耀。ʖ就是耶Ť所能助人之
|。他从不Ƿ世俗的Ǣ逼得他没有óˎ去思考天上的事。他ó常吟咏ȓ篇或高唱圣歌来抒W心中
的喜�。拿撒勒的居民常听ǩ他˰Ë、ɯ美、感Ⱦ上帝的声音。他用ȓ歌与上天交通。当他的同伴
因工作的疲I而口吐怨言ó，耶Ť唱出的!美歌声就使他�愉快起来。他的ɯ美之声，能将³天使
̓逐出去，并像馨香一般，使他所在之|充Ĩ香气，把听 的心思从地上的̀流之所引ʗ天家。 {DA

73.3}

74

耶Ť是流向全世界医治之恩的源泉。在拿撒勒多年的清静日子里，从他的生活中不断涌出同情与
仁慈的恩Ę。老年人、$者、心ɉ罪担者、天真Ĵ漫嬉Ä的儿童、Ą林中的小G物，以及荷重的
牲畜，无不因与他同在而感到愉快。他曾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竟也愿屈身救助一只受$的小
̪。在慈悲的救主看来，没什么事不.得注意，也无一˩服F是他所不屑从事的。 {DA 74.1}

就ʖą，耶Ť在智慧和身量成ˈ之ó，上帝和世人喜ĺ他的心，也随之一̱增ˈ。他能同情一切
人，也ɲ得了一切人的同情。ńƑ着他的希望与勇敢的气氛，使他成
每个家庭的福惠。安息日在
会堂里，耶Ť常£邀宣ȫ先知的教Ǹ。于是，从 人所熟悉的ƍ句中W出新的光ʌ，使听 心中感
�无比。 {DA 74.2}

然而，耶Ť±是避免炫耀的。他在拿撒勒的多年中，从未ö示ʓ他的神能。他不ȵ求高位，也不
要什么~ǥ。他的生活静穆,朴，甚至ʚ圣ƍ也�他幼年的生活ƣ默不ȡ。ʖ一切Ɠ我�留下了重
要的教Ǹ：儿童的生活，越是安静朴�，越是尽量避免人
的刺激，而多与大自然融合，�孩子
灵、智、体三方面的健全W展就越ǩ裨益。 {DA 74.3}

耶Ť是我�的榜ą。ǿ多人留意他向公 #道的事迹，却忽略了他幼年ó期的教Ǹ。其�，他家
里的生活正是青少年的典范。耶Ť屈身自卑成
ɔŦ，
要教�我�如何在卑微的境遇中与上帝̱
步同行。他在日常生活中�求天父的喜悦，尊敬他，荣耀他。他的工作是如此起步的：使I苦度日
的平凡工匠ƽ�ö得神圣。他在木匠凳上操I与他
 人行的神迹，同ą是
上帝作工。凡学耶Ť
在ű陋的家里留下的忠心˪服榜ą的青年，都能将天父藉圣灵ȁ耶Ť的Ȗ，引到自己身上：“看哪，
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Óʜ、心里所喜悦的。”以ɮ��42:1 {DA 74.4}

75

第八章 逾越节

本章根据：路加福音2:41-51 {DA 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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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犹太人的�俗，十二�是幼年与青少年分界的年̳。希伯来男孩Ĩ了十二�，就称
“律法之
子”，也称
“上帝的儿子”。他享有˳受宗教教育的特别机会，并有F参加神圣的Ǒ期和�礼。耶
Ť在童年赴耶路撒冷守逾越Ǒ，正是遵照ʖ个˾俗。Ż瑟和̎利�像其他虔ȕ的犹太人一ą，每年
上耶路撒冷去守逾越Ǒ。当耶Ť到ʒ法定的年̳ó，他�就 他同去。 {DA 75.2}

以色列人每年按例守三个大Ǒ期：逾越Ǒ、五旬Ǒ和住棚Ǒ。上帝吩咐以色列的一切男子，每逢
ʖ些Ǒ期都要到耶路撒冷来朝拜他。其中守Ǒ人数最多的是逾越Ǒ。ǿ多散居国外的犹太人都来ʓ
Ǒ，巴勒斯坦各|的犹太人也蜂Ô而来。从加利利至耶路撒冷有几天的路程。
了路上有伴并求安
全起ǩ，旅客常Ɛ成˛伍。�女和老年人̠着牛或̕走在ˡ陡多石的路上，壮年和青年人<大都步
行。

76

ʓ逾越Ǒó，正当三月底四月初，遍地̪ȡ花香，景色宜人。沿途有以色列T史上.得Ž念的古
迹，做父母的就在路上向儿女Ǽ述古ó上帝
他百姓所行的奇事。他�用ȓ歌和音�来消遣旅途的
Iˮ。最后，耶路撒冷的城楼在望了，于是 人就同声合唱以下的ǅ利ȓ歌： {DA 75.3}

“耶路撒冷啊，
我�的脚站在你的門内。……
愿你城中平安，
愿你�内兴旺。” ȓ篇122:2, 7 {DA 76.1}

逾越Ǒ之礼，是从希伯来人立国之ó就开始遵守的。在埃及
奴的最后一夜，正在没有蒙拯救迹
象之ó，

77

上帝吩咐他�准}立óǛ得解放。他曾警戒法老，将有最后的»Ʒ降在埃及人身上。上帝指示希
伯来人要将眷属聚集在自己家里。将被ü之羔羊的血，涂在門框和門楣上。然后将羔羊的肉用火烤
熟，与无酵̊和苦菜同吃。上帝Ȧ：“你�吃羊羔当腰ˎ束 ，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ŷ地吃，ʖ
是耶和M的逾越Ǒ。” 出埃及ǻ12:11 到了半夜，埃及人的ˈ子都被:ü，于是法老送信Ɠ以色列人
Ȧ：“起来！……从我民中出去，依你�所Ȧ的，去侍奉耶和M吧！” 出埃及ǻ12:31 从此，希伯来人
就从埃及地出来，成
独立的国家了。耶和M上帝吩咐他�每年要遵守ʖ逾越Ǒ。他Ȧ：“你�的儿
女ˋ你�Ȧ：‘行ʖ礼是什么意思？’ 你�就Ȧ：‘ʖ是献Ɠ耶和M逾越Ǒ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
ó侯，他:ü埃及人，越ʓ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各家。’” 出埃及ǻ12:26, 27 所以，以色列民
族要世世代代#ȧʖ奇妙的拯救。 {DA 76.2}

逾越Ǒ之后，接着就是七天的无酵Ǒ。在ʖǑ期的第二天，以色列人要将ʖ一年地里初熟的果子
大麦一捆献在耶和M面前。ʖ些�式都是˱表基督的工作。以色列人从埃及得拯救，是罪人得蒙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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ɧ的例ȇ，ʖ就是逾越Ǒ的真意。被ü的羔羊、无酵̊和初熟的果子，都˱表救主。 {DA 77.1}

在基督的ó代，大多数人�于逾越Ǒ的遵守，已ƍ退化到徒具形式的地步了。但是�上帝的儿子
来Ȧ，ʖǑ期却具有何等深ʘ的意啊！ {DA 77.2}

78

耶Ť平生~一次看到祭司È行庄�的�式，也看到燔祭v上流血的ļ牲。当香v的烟云在上帝面
前ƴƑ上升ó，他和其他敬拜者一同跪下祷告。他看到逾越Ǒ崇祀中一切G人心弦的�式。日复一
日，耶Ť更清楚地看出其中的意，每个G作都好像与自己的一生有关，他心中生W出新的感想。
他沉静而全神ɘ注，似乎在研究一个重大的ˋ˹，救主使命的奥秘正向他展开。 {DA 78.1}

他默想ʖ些景象，不禁心�神移。不知不ǯ他已不在父母身ʑ，而只想O独在一|。逾越Ǒ的崇
祀Ɛ束以后，他仍然在圣殿的院子里流ʚ。及至敬拜的人离开耶路撒冷ó，他就留在后面了。 {DA

78.2}

ʖ一次Ż瑟夫�来赴逾越Ǒ，也是
了Ƿ耶Ť与以色列的大教��取得ƾƔ。虽然上帝Ȗ中的每
一ƈ目耶Ť都遵守了，但他却不附和拉比�所#授的�式和¾例。他�希望引�他尊重ʖ些有学ˋ
的人，殷勤地注意他�提出的条件。但耶Ť在圣殿中受了上帝的教�之后，立刻将所˳受的#Ɠ了
别人。 {DA 78.3}

那ó，在圣殿旁ʑ有一ˎ房子，是�供E理宗教学校用的。ʖ是仿效古代的先知学校。ʖ里有作
��的拉比�，和他�的学生聚在一起。少年耶Ť也来到ʖ里，他坐在那些̆学之士脚前，听他�
的教Ǹ。他以求知的¯度向他�提ˋ，以便引�他�注意圣ƍ的˱言，和当ó所W生的˱指弥ɮ�
降	的事。 {DA 78.4}

耶Ť表Ņ
渴求ǴȊ上帝真理的人。他所W的ˋ˹，意味着一些久已埋没的深奥真理，它�是与
人类得救息息相关的。他的每一个ˋ˹都ö明ʖ些拉比�的智慧是多么狭隘和肤浅，也Ɠ他�一个
神圣的教Ǹ，并将真理放在了一个新的角度上。拉比�ȳ到，弥ɮ�来到的ó候，要以奇异的神迹
高�犹太国，但耶Ť却提出以ɮ�的˱言，ˋ他�那些指着上帝羔羊受苦、受死的ƍ文到底是什么
意思？ ǩ以ɮ��53章 {DA 78.5}

ʖ些博学之士反ʓ来ˋ他一些ˋ˹，他的£答使他�非常¹奇。他以儿童的Ɂ虚¯度背ȧ圣ƍ的
Ȗ，

79

并WÝ出一番深刻的意，是ʖ些智慧人从未想到的。他指出的一ʚ串真理如能被人遵循，就会
�当ó的教会WG一s革新，并b醒人��于属灵事物的深切兴趣。及至他开始#道的ó侯，就能
有ǿ多人˱}好接待他了。 {DA 78.6}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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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比�知道耶Ť并没有在他�的学校里受ʓ教育，然而他�˱言的了解却已ʘʘ超ʓ了他�。在
ʖ个富有思想的加利利少年身上，他�看出很大的希望来。他�想要收他
学生，把他造就成
以
色列的教�。他�想ɉɌ教育他，ǯ得ʖ么一个独特的天才必˫受他�拉比式的ǸƆ。 {DA 80.1}

耶Ť的Ȗ已ƍ感G了他�的心。他�从来没有从人的口中受ʓʖą的感G。上帝想要将亮光ɩƓ
ʖ些以色列人的˳袖，而他所采用的，是能感G他�的唯一方法。傲慢成性的拉比�不屑于向任何
人Ȩ教。如果耶Ťé出教Ǹ他�的架J，他�必ʅǭ不听。但如今他�却自̭得意，以
是自己在
教Ǹ耶Ť，至少是在考ˋ他的圣ƍ知Ȋ。耶Ť表Ņ出少年人的Ɂ恭礼貌与温良柔和，解除了他�的
偏ǩ。他�的心門便不知不ǯ地敞开，来˳受上帝的真道，圣灵也向他�ȦȖ了。 {DA 80.2}

拉比�不能不看到，自己�于弥ɮ�的期望，是没有˱言
依据的。但他�却不愿放弃那些素来
鼓舞他�奢望的理ȁ。他�以圣ƍ的教�自居，怎肯承Ǵ自己�圣ƍ有ȣ解呢？他�彼此�ˋȦ：
ʖ个少年没有学ʓ，怎能有知Ȋ呢？ʖó，那从天上来的亮光正照耀在他�黑暗的内心，但“黑暗却
不接受光”。Ż翰福音1:5 {DA 80.3}

ʖó，Ż瑟和̎利�正困惑焦Ǣ、惴惴不安。离开耶路撒冷的ó候，他�没有看ǩ耶Ť，也不知
他已ƍ留在了后面。那ó，犹太国人烟稠密，从加利利来耶路撒冷朝圣的旅客数不ǅ数，离城的ó
候又那么混乱。Ż瑟夫�在路上和朋友、熟人一起快�的旅行，使他�没有注意到耶Ť已ƍ离开。
直到傍晚停下来休息ó，他�才Wǯ那常在身ʑ帮忙的孩子不ǩ了。起先他�以
他在同行的人中
ˎ，所以ʕ不怎么着急。他虽然年幼，但他�ƕ�信任他，希望到了需要的ó侯，他就会像平常一
ą来帮忙。可是Ņ在他�在同伴中找他，却找不着，于是恐慌起来。一想到早在耶Ť裹在襁褓里的
ó候，希律王要ȵü他的事，他�的心就Å栗不已。ʖó，他�Ĩ®着黑暗的凶兆，悲À地自Ɍ起
来。 {DA 80.4}

81

他�找耶Ť，一直回到耶路撒冷。第二天，当他�Ü在圣殿敬拜的人群中ó，一个熟悉的声音引
起了他�的注意。他�决不会听ʾ，因
没有别的声音是那么�ǀ、那么ȕ²、又是那么悦耳。 {DA

81.1}

Ż瑟和̎利�在拉比的学校里找到了耶Ť，真是大喜ʓ望。可他�ʕ是忘不了自己的$和焦
Ǣ。耶Ť回到了他�身ʑ，他母�便以Ɍ}的口吻�他Ȧ：“我儿，
什么向我�ʖą行呢？看哪，
你父�和我$心来找你。” {DA 81.2}

耶Ť回答Ȧ：“
什么找我呢？�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
念[？”他�似乎不明白他的Ȗ。于
是，他�手向天，面容W光。他�¹异地看ǩ他ǉ上的光ʌ，耶Ť的神性透ʓ人性ˉ耀出来。当Ż
瑟夫�在圣殿里找到他ó，曾听ǩ他和拉比�ȳȖ，并且¹Ǿ于他的提ˋ和£�。耶Ť的Ȗ引起了
他�一ʚ串的思ƛ，使他�ď生ˣ忘。 {DA 81.3}

“�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
念[？”耶Ť的ʖ句ˋȖ，�Ż瑟夫�而言是Ĩ含教Ǹ的。耶Ť正在
作他降世
人所要完成的工作，但Ż瑟和̎利�却ʅ忽了自己的工作。天父把自己的独生子托付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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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ʖ�在是无上的光荣。圣天使
了保全耶Ť的生命，曾指引Ż瑟的道路。耶Ť是他�所片刻
不ț忘ǻ的，他�却把他忘却了整整一天。而当Ǣʓ去，他�非但不自Ɍ，却反倒将ʓʾ推到耶
Ť身上。 {DA 81.4}

Ż瑟夫�把耶Ť看作自己的孩子，ʖ原是人之常情。他天天与他�同|，在ǿ多方面，他也与别
的孩子相同。要他�ǯ察他是上帝的儿子，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他�在救世主面前，没有珍ǭʖ天
ɩ的福气，因此就陷入了危ˡ之中。失落ĺ子ó的$，和耶ŤȖ中ˢ含着的温和Ɍ}，都是要将
Ż瑟和̎利�所受委托的神圣意，ʳ刻在他�心上。 {DA 81.5}

耶Ť在回答母�的Ȗ中，第一次ö示他明白自己与上帝的关系。在他降生之前，天使曾�̎利�
Ȧ：“他要
大，称
至高者的儿子，

82

主上帝要把他祖大R的位Ɠ他。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ʘ。” 路加福音1:32, 33 ̎利�曾将
ʖ些Ȗ存在心中，反复地思索。不ʓ，她虽然相信她的儿子要作以色列的弥ɮ�，但却不了解他的
使命。耶ŤŅ在所Ȧ的Ȗ她也不明白。但她知道耶Ť已ƍ否Ǵ自己与Ż瑟有血ƪ关系，并声明他是
上帝的儿子。 {DA 81.6}

耶Ť并非不˭他与地上父母的关系。耶Ť和他�一同离开耶路撒冷，回到家里，在他�I碌的生
活中帮助他�。他将自己使命的奥秘藏在心中，˪服地等候那命定开始工作的óˎ来到。在他ǴȊ
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之后，他承Ǵ自己同拿撒勒ʖ一家庭的关系有十八年之久，并履行了他作
儿
子、兄弟、朋友和公民的F。 {DA 82.1}

耶Ť在圣殿中Ǵ明他的使命之后，就避免与群 的接触。他希望安安静静地，与那已ƍ知道他生
平秘密的人一同从耶路撒冷回去。上帝的原意，是要借逾越Ǒ的礼，呼召他的子民脱离世俗的挂
Ǣ，并以他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奇妙作
提醒他�。上帝要以色列民从他的作
里看出自己从罪
³里得蒙拯救的£ǿ。被ü羔羊的血，怎ą保Ï了以色列的每一个家庭，基督的宝血，也要怎ą拯
救他�中ˎ每一个悔改之人的灵魂。但他�必˫因着信，活出基督的生命来，才能靠着他得蒙拯
救。表号性ɑ的�式之所以ʕ有价.，就在于它向朝拜者指明基督
他�个人的救主。上帝要引�
他�，�基督的使命作虔ȕ的研究和默想。但是当离开耶路撒冷ó，大多数人ʓ于注意旅行的兴�
和彼此之ˎ的交ȳ，便将Ǒ期中所目睹的�式忘ǻ了，以致救主也不愿和他�同行。 {DA 82.2}

Ż瑟夫�与耶Ť一人由耶路撒冷回家，耶Ť希望用有关救主受苦的˱言开�他�。将来，基督在
髑̤地受苦ó，ʕ想着要减ʅ母�的$。而Ņ在，他已ƍ开始
母�着想了。̎利�将�眼看ǩ
耶Ť最后的惨痛，所以耶Ť希望使她明白他的使命，以致当她的心被痛苦刺透ó能ƍ受得住。ʖ一
次耶Ť离开她，她$心地�找了三天，当耶Ť
世人的罪献上生命ó，̎利�要再度失去他三天之
久。而在他从坟墓中出来以后，̎利�的$又要X
喜�。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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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利�能明白耶ŤŅ在要她注意的ƍ文，她�不更能受得住目睹基督之死的惨痛呢！
{DA 82.3}

如果Ż瑟和̎利�藉着默想和祷告，将他�的心思�注于上帝的事，他�就会Ǵ清所受委托的神
圣意，也不至�失耶Ť了。因
一天的疏忽，他�失去了耶Ť。以后需要耗ɞ三天焦急不安的�
Ǭ才找到他。我�也是如此。由于ˍȳ³ȡ，或是疏忽祷告，我�也会在一天之内失去救主的同
在。ʓ后，或ǿ也要ɞǿ多天$心的�求才能找到他，才能得回所失去的平安。 {DA 83.1}

因此，我�在彼此交往óF必Ƀ慎，免得忘ǻ耶Ť。不可随随便便、漫不ƍ心地ʓ日子，而不注
意有没有耶Ť与我�同在。当我�全神ɘ注于世俗之物，而忘ǻ我�永生的希望是寄托于上帝ó，
我�就使自己与耶Ť和天使隔ƕ了。人若不愿有救主同在，或ǯ察不到他的不在，圣天使就不能留
在他�中ˎ。ʖ就是自命的基督徒，ó常灰心�志的原因。 {DA 83.2}

ǿ多人参加宗教聚会，从上帝的Ȗ中得到了鼓舞和安慰。但由于忽略了默想和警醒的祈祷，就失
去了天ɩ的福惠。并且WŅ自己比未曾˳受ó更
缺乏。他�ó常感到上帝苦待了他�，却看不出
ʓʾ乃在于自己。他�既然将自己与耶Ť隔离，就把他荣耀的光ʌ关在門外了。 {DA 83.3}

我�£ț每天用一个小ó来默想基督的生平，将他一生的事迹逐一加以研究，Ƿ我�的想象力把
握住每一幕景象，尤其是他	Ɗó的X故。如果我�能够如此Ȝ尽地思索耶Ť基督
我�所付出的
"大ļ牲，我��他的信心就必更加u定，我�的ĺ心也必振�起来，并能更加深刻地被他的精神
所感化。如果我�要最Ɗ得救，就必˫在十字架脚前学�痛悔Ɂ卑的功Ȭ。 {DA 83.4}

我�彼此交往，就能互相造福。我�若真属于基督，我�最甜蜜的思想也必集中于他。我�必喜
ĺȳȁ他，而且当我�彼此述Ȧ他的ĺó，我�的心就会被神圣的感化力所ʃ化。我�若仰望耶Ť
基督品德的荣美，“就X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 哥林多后�3:18 {DA 83.5}

84

第九章 奋斗的日子

犹太的孩子�从小就被拉比�的条条框框所包p。他�的一�一G，甚至ʚ生活上ƈ微末Ǒ，都
有极�格的ǫ条Ż束。犹太青年要在会堂里的教�門下学�无数的ǫ条，ʖ些都是正Ɨ的以色列人
所必˫Ƀ守的。但耶Ť�ʖ些�西毫无兴趣，他自幼就不受拉比ǫ条的限制，独立行事。圣ƍ是他
不倦研ȫ的Ȭ本，“耶和M如此Ȧ”常在他口中。 {DA 84.1}

耶Ťĥĥ明白了民ˎ的状况，就看出社会�人的要求常与上帝�人的要求相左。人�正在偏离上
帝的真道，而高�自己W明的理ȁ。他�所遵守的#Ɨ�式没有任何效用。他�的崇拜��是一种
礼Ǒ，参加的人�看不出其中所包含的神圣的真理。信心的缺乏使人�在礼拜的ó候得不到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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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体会不到那由ȕ�敬拜上帝而来的心灵自由。耶Ť来，是要叫人明白敬拜上帝的真ȼ，所以他
反�把人的需求与上帝的律法混
一ȳ。

85

他并没有抨:那些博学的教��的言行�止；但当别人Ɍ}他那,朴的�¾ó，他就用上帝的Ȗ

自己ʐÏ。 {DA 84.2}

耶Ť力q用温柔和恭˪来ɲ得别人的喜悦。他是那么温和Ɂʝ，以致于文士和ˈ老�以
，他�
的教Ǹ定能ʅ易地左右他。他�D耶Ť接受古代拉比�所#的格言和ʟǸ，他却向他�要圣ƍ的根
据。他愿意听从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Ȗ，但不能˪从人的W明。耶Ť似乎�于整本圣ƍ了如指掌，
并˗明了其中的真。拉比�˴以受一个孩童的教Ǹ
耻。他�声称，Ǽ解圣ƍ是他�的ƽ权，而
耶Ť的本分是接受他�的解ʣ。他却敢于反�他�的教Ǹ，ʖ使他�¶羞成怒。 {DA 85.1}

拉比�深知，自己的ʟ#在圣ƍ里找不到根据。他�体会到耶Ť在属灵的悟性上ʘʘ超ʓ他�。
但耶Ť不听从他�的吩咐，他�
此非常¶怒。

86

既不能Ȧ服他，就去找Ż瑟和̎利�，将耶Ť的不˪从告Ȍ他�，ʖ使他}受斥Ɍ。 {DA 85.2}

从很小的ó候起，耶Ť就独立地造就自己的品格；就是�父母的敬ĺ也不能使他ʀ离上帝的圣
言。“ƍ上ǻ着Ȧ”ʖ句Ȗ是他的行G与家庭�俗相左的理由。但是拉比的J力使他}�生活的苦ģ。
甚至在青少年ó期，他就不得不学�ƣ默和忍耐的功Ȭ。 {DA 86.1}

Ż瑟的其他儿子�偏袒拉比。他�u持，人的ʟ#与上帝的教Ǹ一ą，£受到足够的重ǭ。他�
甚至把人的命令看得比上帝的Ȗ更
重要。看到耶Ť�于真假是非辨得那么清楚，他�甚ǯĶ¶，
竟将他�守上帝律法的作˾ɕ
ˬ固È拗。他��于耶Ť£答拉比ó所ö示的智慧和学Ȋ非常¹
奇。他从未在ʖ些“智慧人”門下受教，但是很明ö，他反ʓ来教Ǹ了他�。他�看出他受的教育比他
�的高得多。原来，他�没有理会耶Ť能摘取“生命Ą”的果子，ʖ知Ȋ的源~他�有所不知。 {DA

86.2}

基督并不孤傲自守，在ʖ方面他偏离了法利ɮ人�格的ǫ条，冒犯了他�。他面	的宗教已被“与
世隔ƕ”的高{封ˊ起来，成了日常生活中可望而不可及的ʓ于“神圣”的事。耶Ť推倒了ʖ堵高{。
他与人接触ó，从来不ˋ：你的信条是什么?属于哪一宗？他
一切需要帮助的人广施他那助人的大
能。他没有退居ˢ士的密室，以ö示他属天的品ɑ，反倒ĸȕ地
人类操I。他ȲȲ教ȥ人�：圣
ƍ的宗教并不在于身体的苦修。他ʕ向 人指明，ž洁无玷Ē的虔ȕ并不限于指定的óˎ和特定的
s合。随ó随地，耶Ť向周p的人�表示了深切的关®，并ˉ射出愉快、虔敬的光ʌ来。ʖ一切都
是Ɠ法利ɮ人的当~一棒；因
它ö明真宗教并不在于一味的自我之中。法利ɮ人如此沉溺于私
利，距离真敬虔�在太ʘ了。ʖ就惹起他��耶Ť的仇恨，甚至企q强迫他遵从他�的ǫ条。 {DA

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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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Ť努力解救他看到的每一个受苦的人。他没有多少ʭ可以施舍，就常常自己挨̋，
要Ɠ那些
看来比他更缺乏的人一口食物。他的弟兄�ǯ得，他的感化力ʘʘ抵消了他�的影响。他具有他�
所没有、也不想有的机智。当他的弟兄�向Ŧ苦、卑微的人Ȧ了粗暴Ȗ之后，耶Ť就去找到ʖ些
人，向他�Ȧ几句�慰的Ȗ。�于有需要的人，他Ɠ他�一杯凉水，并将自己的食物默默地放在他
�手里。耶Ť既减ʅ了他�的痛苦，他所#的真理就随着他怜¸的善�，ʳ刻在他�的ǻ«之中
了。 {DA 87.1}

ʖ一切都使他的弟兄�大
不快。他�既比耶Ť年ˈ（ǩ ），就ǯ得耶Ť£ț听他�的指Ý。
他�Ɍ怪耶Ť，Ȧ他自以
比他�强；并ɆɌ耶Ť，Ȧ他把自己凌̙于他�的教�、祭司和民 的
首˳之上。他�ó常恐吓他，但他仍一如既往，O以圣ƍ
他的指南。 {DA 87.2}

注

耶Ť用他无尽的ĺ，ĺ他的弟兄�。但他�却嫉妒他，�他表示u决的不信和ʅǭ。他�不理解
耶Ť的�G，在他身上有ǿ多矛盾并存：他是上帝的圣子，

88

却又是弱小的孩童；他是全宇宙的>造主，地球是属于他的，可是他却一生清ɔ；他ɥ有尊�与
个性，却与世俗的自大和傲气迥然不同。他不追求属世的荣誉，即使|在最卑微的地位上，也心甘
情愿。ʖ就惹怒了他的弟兄�。他�不理解他是怎么能在磨ˣ和ɔ困之中ƍ常保持˄静的。他�不
知道，他是
了我�的ƪ故才成了ɔŦ，使我�“因他的ɔŦ可以成
富足。” 哥林多后�8:9他�不
理解他使命的奥秘，正如Ż伯的朋友�不理解Ż伯的屈辱和痛苦一ą。 {DA 87.3}

因
与弟兄�不同，耶Ť就被他�ȣ解了。他的Ă准，不是他�的Ă准。他�既注重人，就离弃
了上帝。所以他�的生活中没有上帝的能力。他�所死守的宗教�式不能改X他�的品格。他�“将
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怜¸、信�，反倒不行了。” ̎太
福音23:23 耶Ť的榜ą成了他�的眼中ʦ、肉中刺。他在世界上只仇恨一件事，那就是罪。每当看
到一件ʾȣ的行
，他就无法掩̅内心的悲痛。ʖą看来，那些外表道貌岸然，内心却注重罪³的
形式主者，与那些
上帝的荣耀Wĸ心的人，二者之ˎ的�比是多么̨明啊！因
耶Ť的生活定
了³人的罪，所以无ȁ居家、外出，他都要遭到反�。他的无私和正直，竟然受到冷嘲ĸȃ。他那
恒久的忍耐和仁慈，反倒被ǭ
怯懦了。 {DA 88.1}

人类命ʔ中的一切痛苦的滋味，没有一ą是基督没有�ʓ的。有些人想要拿他出生的情况来侮辱
他；甚至在幼年ó，他就ǩ到他�嘲笑的ǉ色，听到他�³毒的耳ȡ。如果他用一句急躁的Ȗ或一
个ˣ耐的ǉ色回答他�；如果他行ʾ一次，向他的弟兄�Ƿ步，他就不能成
完美的模范，也就不
能�行救ɧ我�的ǲ划了。只要他Ǵ
�罪³有一个可以原ȱ的理由，撒但就必得ǅ，而世界也必
į亡了。所以那Ȓ探者竭尽全力要使耶Ť的生活极其ˣ堪，好引Ȥ他犯罪。 {DA 88.2}

但耶Ť�每一˩Ȓ探，只有ʖ一个答复：“ƍ上ǻ着Ȧ”。他很少Ɍ}他弟兄�的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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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一句上帝的Ȗ送Ɠ他�。他常因拒ƕ与他�在受到禁止的行
上ƾ合，就被他�斥
懦
弱。但他的回答是，ƍ上ǻ着Ȧ：“敬畏主就是智慧，ʘ离³便是ƿ明。” Ż伯ǻ28:28 {DA 88.3}

有些追求与耶Ť在一起的人，在他面前感到平安；但多数的人却ɼ开他，因
他�被他那无玷Ē
的生活所Ɍ}。青年同伴往往°恿他与他�同流合Ē。他机敏、快�，他�喜Č有他在跟前，并Č
迎他随ó的建ǹ。但他�不耐Ķ他|事的Ƀ慎小心，嫌他ʓ于迂腐。耶Ť回答Ȧ：“ƍ上ǻ着Ȧ：‘少
年人用什么洁8他的行
呢？是要遵行你的Ȗ。’‘将你的Ȗ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ȓ篇119:9,
11 {DA 89.1}

ó常有人ˋ他：你
什么ʖ么别具一格，ʖ么与 不同？他：“ƍ上ǻ着Ȧ：‘行
完全、遵行耶
和M律法的，ʖ人便
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求他的，ʖ人便
有福。ʖ人不作非的事，
但遵行他的道。’” ȓ篇119:1-3 {DA 89.2}

当人ˋ他，
什么不参加拿撒勒青年的嬉Äó，他Ȧ：“ƍ上ǻ着Ȧ：‘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
悦一切的ɋ物。我要默想你的ǸȎ，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我不忘ǻ你的Ȗ。’”
ȓ篇119:14-16 {DA 89.3}

耶Ť不
自己的权利斗争。他甘心克己，不W怨言，故此他的工作往往被弄得ʓ于ǎ辛。然而他
不灰心，也不�胆。他能超越于ʖ些困ˣ之上，犹如在上帝圣˺的照耀之下。人虐待他，他不Ð
复，±是耐心地忍受着侮辱。 {DA 89.4}

人�再三ˋ他：别人³意�待你，你
什么屈服，甚至你自己的弟兄也ʖą待你呢？他Ȧ：“ƍ上
ǻ着Ȧ：‘我儿，不要忘ǻ我的法<，你心要Ƀ守我的ȟ命。因
他必将ˈ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
平安加Ɠ你。不可使慈ĺ、ȕ�离开你，要系在你˵˩上，刻在你心版上。ʖą，你必在上帝和世
人眼前蒙恩�，有ƿ明。’” 箴言3:1-4 {DA 89.5}

自从耶Ť的父母在圣殿里找到他的ó候起，他的行G常使他�大惑不解。他不愿与人争ȁ，然而
他的榜ą却不住地在教Ǹ人。他像是一枝独秀，傲然挺立。

90

当他O独在大自然中与上帝同在ó，那就是他最快�的ó候了。无ȁ何ó，只要有机会，他都会
离开工作s所到野外去，到青翠的山谷中默想，到山ʑ或Ą林中与上帝交往。清晨ó分，他常在幽
静的地方默想，āƍ祷告。他从ʖ些静穆的ó刻中回到家里，再ɉ起他的Ɍ任，留下一个耐I的榜
ą。 {DA 89.6}

基督生活的一个特点就是�母�的敬ĺ。̎利�心里相信她所生的圣�，就是那久已£ǿ的弥ɮ
�。然而她不敢表白她的信心。耶Ť在地上的一生中，̎利�都分担了他的痛苦。她$地目睹耶
Ť在幼年及青年ó期所受的磨ı。她既知道耶Ť的品行端正，就
他ʐÏ，因此，她自己常陷于

ˣ的地位。她一向Ǵ
，家庭生活和母��儿女温慈的照˭，�造就品格是非常重要的。Ż瑟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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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知道ʖ一点，所以想利用她�耶Ť的挂Ǣ，照着他�的要求来改X耶Ť的行
。 {DA 90.1}

̎利�ó常ǫD耶Ť，要他依从拉比�的¾例，但±不能使他改X他默想上帝的作
、减ʅ人类
或低żG物的痛苦的�¾。当祭司和教��要̎利�帮助他�管教耶Ťó，她感到十分作ˣ，但一
ƍ耶Ť提出圣ƍ的Ȗ来支持自己的行
ó，她心中就有了平安。 {DA 90.2}

因耶Ť的弟兄不信他是上帝所差来的，有ó̎利�在耶Ť与他�之ˎ犹豫不决，不知ț向着Ȯ才
好；其�有足够的ȇ据ȇ明耶Ť是具有神圣的品格的。̎利�ǩ到他
别人的利益ļ牲自己；他在
家里，Ɠ家中 来了更ž洁的气氛。而且他的生活如同面酵一ą，在社会各˝�中起了作用。他无
邪³、无玷Ē地置身于愚ʨ、粗̧和无礼的人中ˎ，又和不的税吏、放ǘ的浪子、无理的撒Ń利
�人、外邦的士兵、粗̧的�民，以及ý乱的群 来往。当他看到人�I苦疲¼，而仍被迫担ɉ重
担ó，他就ʖ里Ȧ一句同情的Ȗ，那里Ȧ一句勉励的Ȗ。他分担他�的重担，并向他�反复ǼȦ他
从大自然中学得的有关上帝的慈ĺ和良善的教Ǹ。 {DA 90.3}

他教Ǹ 人，要看自己是ɥ有宝ɛ才能的，如加以正当ʔ用，就能Ǜ得永ʘ的ɋ富。他除去了生
活中的一切虚夸，用自己的榜ą教Ǹ人，每一寸光阴都涉及永久的效果，所以要ĺ惜光阴如同ĺ惜
珍宝，好
神圣的宗旨服F。他从不以任何一个人
毫无价.，±是Ȅ法向每个人施以拯救之方。
无ȁ何ó何地，他遇人就要提出一个适合ń境与ó机的教Ǹ。�最粗̧、最无希望的人，他也Ȅ法
引起他�的希望，使他�ǯ得有信心成
无瑕疵、无邪³的人，能养成一种品格，以ö明他�是上
帝的儿女。他ó常遇ǩ落到撒但控制之下，无力逃脱他网ƶ的人。�ʖ种灰心、多病、受Ȓ探而堕
落的人，耶Ť就要Ȧ些最温慈怜¸的Ȗ，就是他�所需要并且能明白的。

91

92

此外，他ʕ遇ǩ一些与人类的仇ð（撒但）短兵相接的人。他勉励他�u持下去，保ȇ他�必能
得ǅ，因
有上帝的天使在他�一ʑ，必 Ɠ他�ǅ利。ʖ些受ʓ他帮助的人，深知ʖ里有一位是
他�能完全依靠的。他也决不至泄漏他�所吐露于他同情之耳的秘密。 {DA 90.4}

耶Ť是肉体的医�，也是心灵的医�。凡
他所注意到的每一痛苦，他都予以关心。�每个受苦
的人，他都予以解救。他所Ȧ慈ĺ的Ȗ，�
慰藉人心的万£灵ǚ。没有人能Ȧ他行ʓ一件神迹，
（Ȑ者按：此ó耶Ť尚在少年ó期，ʕ未行ʓ神迹。）但是有从他身上W出来的效能ĺ的医治之
能，	到ʖ些患病和受苦之人身上。他从小就ʖą默默无˒地
民 工作。ʖ也就是他开始公开#
道之后，有那么多人Č喜听他Ǽ道的原因。 {DA 92.1}

从童年、青年到成年ó期，基督是O独行事的；在他ž洁与忠�的生活中，他独自踹酒榨，无一
人与他同在 ǩ以ɮ��63:3。他担ɉ了救ɧ人类的重大Ɍ任。他知道人类若不在原<和宗旨上W生
决定性的改X，就必全然į亡。ʖ就是他心~的重ɉ，没有人能体会到，ʖU在他身上的担子究竟
有多重。强烈的使命感̓使着他去�Ņ他一生的大ǲ他要作世人的光。 {DA 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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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94

95

96

97

第十章 旷野的人声

本章根据：路加福音1:5-23, 57-80; 3:1-18；̎太福音3:1-12；̎可福音1:1-8 {DA 97.1}

基督的先ʼŻ翰，从以色列ˈ久等候弥ɮ�降	的忠�人中ˎ兴起来了。年迈的祭司撒迦利�和
他的妻子以利沙伯“二人在上帝面前都是人”。在他�平静圣洁的生活中，有信心之光照耀出来，如
同明星照在当ó邪³ó代的黑暗中。上帝£ǿʖ一�敬虔的夫�要生一个儿子，ʖ孩子将要“行在主
的前面，˱}他的道路。” {DA 97.2}

撒迦利�住在“犹太的山地”，但ʖó已来到耶路撒冷，在圣殿里供ƽ一周。ʖ个ƽF是每个祭司
按着班次一年ʂ.两次的。“撒迦利�按班次，在上帝面前供祭司的ƽ分，照祭司的ǫ矩掣Ű，得ʗ
主殿ķ香。” {DA 97.3}

他正站在第一�圣所的金香v前。馨香的烟云和以色列人的祷告一同升到上帝面前。忽然他ǯ
得“有主的使者站在香v的右ʑ”。但是，撒迦利�没有注意到：天使所站的位置表示他已得蒙悦ƀ。

98

多年来，他不断祈求救ɧ主的降	，Ņ在天庭已ƍ差遣使者来，宣告他的祈祷将蒙£允了！但上
帝的仁慈似乎太大，令他ˣ以置信。他心中充Ĩ了恐惧和自Ɍ。 {DA 97.4}

天使快�地向他保ȇ：“撒迦利�，不要害怕，因
你的祈祷已ƍ被听ǩ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
Ɠ你生一个儿子，你要Ɠ他起名叫Ż翰。你必Č喜快�，有ǿ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他在主面前
将要
大，淡酒ğ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Ĩ了。他要使ǿ多以色列人回ʀ，¨于主他�的
上帝。他必有以利�的心志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
父的心ʀ向儿女，叫悖逆的人ʀ从人的智
慧，又
主˱}合用的百姓。”撒迦利��天使Ȧ：“我凭着什么可知道ʖ事呢？我已ƍ老了，我的妻
子也年Ž老迈了。” {DA 98.1}

撒迦利�很清楚，�伯拉罕因信靠上帝的£ǿ，在年老的ó候果然得了一个儿子。但ʖ位年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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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司一想到血肉之体的ʃ弱，竟忘ǻ了上帝所£ǿ的，他必能成全。他的不信，ʇ之拿撒勒的童女
̎利�所具美妙天真的信心，相形之下是何等的·殊啊！听到天使那奇妙的宣告，̎利�回答
Ȧ：“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Ȗ成就在我身上。” 路加福音1:38 {DA 98.2}

撒迦利�得子，正如�伯拉罕得以撒、̎利�生耶Ť一ą，是要教�人类一个"大的属灵真理，
ʖ真理是ˣ于学�而易于忘ǻ的。我�本身不能做任何善事，但我�所不能做的，却能藉着上帝的
能力，成全在每个˪服并相信的人身上。古代的圣徒因着信，得到所£ǿ的儿子。如今我�也只有
因着信，才能生W属灵的生命，Ǜ得行的能力。 {DA 98.3}

�于撒迦利�的疑ˋ，天使答道：“我是站在上帝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你ȦȖ，将ʖ好信息
ÐƓ你。”五百年前，加百列曾把那延伸到基督降	的˱言ó期#ʒƓ但以理。撒迦利�知道ʖ段ó
期将Ĩ，故心有所感，祈求弥ɮ�的降	。ʖ位从前#ʒ˱言的天使，如今又来宣布˱言的£̟
了。 {DA 98.4}

99

“我是站在上帝面前的加百列，”天使ʖ句Ȗ，ö明了他在天庭的崇高地位。当#信Ɠ但以理ó，
他Ȧ：“除了你�的大君米迦勒（基督）之外，没有帮助我抵Úʖ两魔君的。” 但以理�10:21 在\示
©中，救主ȁ到加百列Ȧ：“他就差遣使者÷Ⱥ他的仆人Ż翰。” \示©1:1 ʖ位使者向Ż翰宣
称：“我与你和你的弟兄 先知，……同是作仆人的。” \示©22:9 奇哉！ʖ位尊荣�次于上帝ĺ子
的天使，竟蒙Óʜ向有罪的世人ö明上帝的旨意。 {DA 99.1}

撒迦利�既®疑天使的Ȗ，他就úó�失了ȡ言能力，直到ʖ些Ȗ£̟
止。天使Ȧ：“到了ó
候，ʖȖ必然£̟。只因你不信，你必_巴不能ȦȖ，直到ʖ事成就的日子。”按理，担任ʖƽ分的
祭司，必˫
民 和国家的罪和弥ɮ�的降	祷告。但当撒迦利�想ʖą作ó，却ʚ一句Ȗ也Ȧ不
出来。 {DA 99.2}

他从圣所出来，要
百姓祝福，却“直向他�打手式，竟成了_巴。”百姓等候了很久，早已恐惧
起来，只怕他已ƍ受到上帝的ɌƷ而被:ü了。但他从圣殿出来的ó候，ǉ上W出上帝的荣光，“他
�就知道他在殿里ǩ了异象。”撒迦利�手里比划着，将所ǩ所˒#ʒƓ他�。及至“他供ƽ的日子已
Ĩ，就回家去了。” {DA 99.3}

那£ǿ的孩子出世不久，他父�的舌~也舒展了。“就Ȧ出Ȗ来，称˰上帝。周p居住的人都惧
怕。ʖ一切的事就#遍了犹太的山地。凡听ǩ的人都将ʖ事放在心里，

100

Ȧ：‘ʖ个孩子，将来怎么ą呢？’”ʖ一切都使人注意到弥ɮ�的降	，因
Ż翰就是
他的降	
˱}道路的。 {DA 99.4}

圣灵降在撒迦利�身上，他用以下的辞句˱言儿子的使命： {DA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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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啊，你要称
至高者的先知；因
你要行在主的前面，˱}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
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上帝怜¸的心ǁ，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	到我�，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Ǚ
里的人，把我�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DA 100.2}

“那孩子ĥĥˈ大，心灵强健，住在ô野，直到他ö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Ż翰出世之前，
天使曾Ȧ：“他在主面前将要
大，淡酒ğ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Ĩ了。”上帝已ƍ呼召撒迦
利�的儿子，去从事一件最"大的工作，从来没有人受ʓ比ʖ更大的委托。
了不辱使命，他必˫
有主与他同工。如果他留意天使的指示，上帝的灵就必与他同在了。 {DA 100.3}

Ż翰要出去作耶和M的使者，将上帝的光 Ɠ世人。他必˫Ɠ他�的思想指出一个新的方向，他
必将上帝所需要的圣洁印在他�心上，使他�感到需要上帝完美的公。ʖą的使者必˫是圣洁
的，他必˫成
上帝圣灵居住的殿。
了完成使命，他必˫有健全的体格、智力和灵力。因此他需
要控制食欲和情欲来控制自己的能力，以便傲立于世，不
ń境所Gê，如同ô野的岩石和山岭一
ą。 {DA 100.4}

在施洗Ż翰的ó代，ɓʭɋ、ĺ奢M、好炫耀的�¾盛行。肉体的享�、Č宴和醉酒，�致了疾
病和衰弱，麻痹了属灵的理解力，使人�放松�罪³的警惕。Ż翰要来做个改革者，以他Ǒ制的生
活和ű朴的服̅，斥Ɍ当ó的奢侈和Ɓ欲。

101

因此，有种种指示ɩƓŻ翰的父母。有天使从上帝的宝座前奉命而来， Ɠ他�Ǒ制的教Ǹ。 {DA

100.5}

在青春期，人的品格最容易受外界影响，故必˫在此ó期培养自制力。炉ʑ和桌旁的日常生活所
�生的影响足以支配一生。幼年ó养成的�¾比任何天ɥ更能决定人生的成Ɏ。青年是撒种的ó
期，今生和来世的收成如何，都是在ʖó决定的。 {DA 101.1}

作
先知，Ż翰的使命是要“叫
父的心ʀ向儿女，叫悖逆的人ʀ从人的智慧，又
主˱}合用
的百姓。”他
基督第一次降	˱}道路，正是当代
主第二次降	“˱}合用的百姓”的忠�信徒的
代表。世界上多少地方正沉溺于任性的放Ɓ之中，社会上充斥着ʾȣ和怪ȗ的学Ȧ。撒但陷害人的
ƶ网愈来愈多。凡敬畏上帝而愿ʒ到完全圣洁的人，必˫学�Ǒ制和自制的功Ȭ。食欲和情感，必
˫服从更高理智的Ż束。ʖ种自我管教，是培养心智的能力和属灵的ǩȊ所不可或缺的，它能使我
�明白圣ƍ中的神圣真理，并付ȩ�践。
此，Ǒ制在基督复	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DA

101.2}

按常ǫ，撒迦利�的儿子是要受教育作祭司的。可是拉比学校的ǸƆ，反而会使他ˣ以ǅ任自己
的工作。上帝并没有差遣他到神学教�門下学�解ƍ，却呼召他到ô野去ǴȊ大自然和大自然的上
帝。 {DA 101.3}

Ż翰住于幽静之地，往来于荒山、野谷和岩穴之ˎ。
求ô野的�格ǸƆ，他自愿放弃人生的享
�和奢M。ʖ里的ń境，�Ż翰养成ű朴、克己的�¾是有利的。他不被世俗的喧n所ĶÌ，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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ʖ里研究自然，�求上天的\示和教Ǹ。他那敬畏上帝的父母常常把天使的ȖǼƓ他听。从幼年
起，他�就常以他的使命来提醒他，而他也甘愿接受ʖ神圣之托。ô野的孤独ń境，�Ż翰来Ȧ倒
是求之不得的，Ƿ他避开那充斥着猜疑、不信和Ēţ的社会。

102

他�自己抵ÚȒ探的能力不敢自信，也不敢常与罪³接触，惟恐�罪的极端邪³失去警ǯ。 {DA

101.4}

Ż翰从出生ó起，就被献作拿ƈ耳人（注：“拿ƈ耳人”就是“¨主的人”，ǩ民数ǻ六章），他以ď
生的献身来�践ʖ一誓愿。他穿的是古代先知的̝̘毛衣服，腰里束着皮 ，吃的是ô野里的“蝗
虫、野蜜”，喝的是山ˎ的清泉。 {DA 102.1}

然而，Ż翰的一生并不是在苦修的郁ˏ或独善其身的孤寂ˍÃ之中消磨度ʓ的。他常常出去与人
�来往，并ƍ常留意社会的G¯，从幽居之地ƈ察ó事的X迁，靠圣灵的\迪研究世人的品性，以
便将天上的信息送到他�心里。他Ǵ真�待自己的重大使命。
了ǅ任他所面	的一生的工作，Ż
翰在独居中，通ʓ默想与祈祷，努力武装自己的心灵。 {DA 102.2}

他虽然住在ô野，但ʕ是免不了遭遇Ȓ探。他虽力堵撒但入侵的每一条通道，但ʕ是受到Ȓ探者
的Ǩ:。他属灵的ǩ解是清晰的；他已ƍ培育了品格上的毅力和决断，靠圣灵的帮助，能ǯ察撒但
的偷Ǩ，并能抵抗他的魔力。 {DA 102.3}

ô野成了Ż翰的学校和圣所。正像摩西在米甸的山ˎ一ą，他住在全能者的Ǚ下，并被上帝大能
的种种明ȇ所ńƑ。他的óʔ并不像以色列的大˳袖（摩西）那ą，能住在僻静、庄�、巍峨的山
中。可是，在他的面前，却有Ż旦河外摩押的山�向他ö示那以大能束腰、用力量安定ȩ山的主。
他的ô野之家ö示出荒ǒ可怖的一面，生G地刻画了当ó以色列的状况。耶和M肥沃的葡萄园X成
了荒¥凄凉之地。但是在ô野之上，却有光明美�的穹ǔ。虽然有ó黑云密布，˾雨交加，但雨后
±会出Ņ那立Ż的虹。照ą，在以色列的Ɏ坏之上，也有£ǿ弥ɮ�
王的荣光照耀；在上帝震怒
的�云之中，也有他立Ż的慈悲之虹出Ņ。 {DA 102.4}

在寂静的夜空，Ż翰独自ȧȫ上帝Ɠ�伯拉罕的£ǿ，保ȇ他的后裔必如 星不可ǅ数。晨曦的
光芒Ɠ摩押的ȩ山披上了金黄的衣装，

103

彰ö了那“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的主 撒母耳ǻ下23:4。在正午的阳光中，他看到了主
öŅ的ʌ煌，即“耶和M的荣耀必然öŅ”的情景，“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ǩ” 以ɮ��40:5。 {DA 102.5}

他以敬畏而喜�的心情，在先知�中ā考有关弥ɮ�降	的\示那£ǿ要来“$蛇的~”的后裔；
那“ɩ平安者”的ƈƶ （ǩ>世Ž49:10），将于“不再有王坐在大R宝座上”之前出Ņ。Ņ在ó辰已
到，有ƶ̎的Ɨ治者坐在ˀ安山的�殿里。上帝的Ȗ，真确无ȣ：基督已ƍ降生了。 {DA 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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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ɮ��弥ɮ�的荣耀所作引人入ǅ的描写，是Ż翰昼夜研究的主˹从耶西的根所W的枝条，
要“凭公行政”，“以正直判断世上的Ɂ卑人”。他是“避暴雨的ˢ密|，……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
地”。以色列“必不再称
撇弃的”，她的国土“也不再称
荒凉的”，却要被耶和M“称
我所喜悦的”，
她的国“也必称
有夫之�” 以ɮ��11:4; 32:1, 2; 62:4。孤|ô野的Ż翰心中充Ĩ了光ʌ的异象。
{DA 103.2}

他既ǩ了宇宙之君的荣美，就忘却了自己。他看到天父圣洁的威�，更感到自己的无能和不配。
他已准}好作天庭的信使；他不惧怕世人，因他已瞻ǩʓ上帝。他能毫无惧色地屹立在世上的君王
面前，因他已在万王之王脚前俯伏跪拜。 {DA 103.3}

Ż翰并不完全明白弥ɮ�国度的性ɑ。他固然渴望以色列从ð人手中被拯救出来，但必有一王秉
公行政，并把以色列建立
圣洁的国度，ʖ才是他最大的希望。他u信ʖą就能�Ņ他出生ó所
\示的˱言： {DA 103.4}

“ǻ念他的圣Ż；……叫我�既从仇ð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Ɗ身在他面前
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侍奉他。” {DA 103.5}

Ż翰看到同胞�受̡上当、自ɉ自Ĩ，沉睡于罪³之中，就渴望b醒他�度更圣洁的生活。上帝
交Ɠ他的信息，原是要他�从醉梦中¹醒，

104

并
自己的滔天大罪而Å栗。在福音的种子未能扎根之前，必˫将心田的土壤松开。在他�愿意
向耶Ť求医之前，必˫ǯ悟自己罪³的>$是何等危ˡ可怕。 {DA 103.6}

上帝差遣他的使者，不是来ȑ哄安Í罪人的。他#的不是一道平安的信息，Ƿ不圣洁的人陷入致
命的虚ȶ的安全感中。却要把沉重的担子U在罪人的良心上，用ǯ悟的利箭刺透他�的心灵。
人
效I的天使将上帝可怕的Ð£展示在他�面前，使他�倍ǯ需要上帝的救恩，¹呼：“我当怎ą行才
可以得救？”于是，那使人降卑到�土之中的手，要将悔罪者救拔起来；那曾ɆɌ罪³并使̜傲的野
心蒙羞的声音，要用最温慈的关®Ȧ：“你要我
你作什么？” {DA 104.1}

Ż翰开始工作ó，以色列全国正|于激À与不Ĩ之中，革命一触即W。�基老撤ƽ之后，犹太便
直ʎ于ƶ̎帝国。ƶ̎巡Í的暴政和苛捐ý税，以及大肆推行异教的徽号及˾俗，激起了叛乱，致
使千万以色列勇士被血腥˄U。ʖ使民 愈加痛恨ƶ̎当局，极欲é脱其权J的呼声日益高Ģ。 {DA

104.2}

在ʖ一片Ì攘不安之中，忽然有一个¹人而�ǀ的声音从ô野#出，其中Ĩ含着希望：“天国近
了，你�£当悔改！”ʖ声音里有一种新奇的力量，激ǘ着人心。根据 先知的˱言，基督的降	是
在遥ʘ的将来。Ż翰却Ȧ，此事已近在眼前。他奇特的形象使听 想到古代的先知先ǩ。Ż翰的神
¯和服̅与以利�相似。他也用以利�的心志和能力，痛斥国家的腐Ɏ，ɆɌ泛Ī的罪³。他的Ȗ
ű明易懂，切中要害，令人折服。ǿ多人相信，他是先知里的一位，从死里复活了。全国沸ǋ了起
来，成群的人向ô野蜂Ô而去。 {DA 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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Ż翰宣布弥ɮ�即将降	，并D告 人悔改。他在Ż旦河里
他�施洗，作
从罪³里得洁8的
表号。他用ʖ富有意的具体�礼，宣布那些自称
上帝ʜ民的人已被罪³所玷Ē，而且他�的心
灵和生活若不洁8，就在弥ɮ�的国里无分。 {DA 104.4}

105

ɛ胄、拉比、兵丁、税吏和�民都来听ʖ位先知的Ǽȁ。ʖ从上帝而来的�ǀ警告，一ó之ˎ使
他�惶恐不宁。ǿ多人就此悔改˳受了洗礼。各色各等的人，
了加入施洗Ż翰所宣告即将建立的
国，就都履行了他所提出的条件。 {DA 105.1}

ǿ多文士和法利ɮ人也来承Ǵ他�的罪并要求受洗。他�曾高抬自己，看自己比别人强，并使百
姓羡慕他�的虔ȕ。如今，他�生活中ˢ密的罪³暴露出来了。Ż翰被圣灵感G，知道其中ǿ多人
没有真正悔罪。他�不ʓ是投机分子，希望以先知朋友的ɤ格，得到那将要到来之王的青ř。同ó
想通ʓ在ʖ位著名青年教�的手中受洗，来巩固其在民ˎ的J力。 {DA 105.2}

Ż翰�厉地ɑˋ他�Ȧ：“毒蛇的种类！Ȯ指示你�逃避将来的忿怒呢？你�要Ɛ出果子来，与悔
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Ȧ：

106

‘有�伯拉罕
我�的祖宗。’我告Ȍ你�：上帝能从ʖ些石~中Ɠ�伯拉罕兴起子�来。” {DA 105.3}

犹太人曲解了上帝永ʘ眷ĺ以色列的£ǿ：“那使太阳白日W光，使星月有定例，黑夜W亮，又è
G大海，使海中波浪砰訇的，万6之耶和M是他的名。他如此Ȧ：‘ʖ些定例若能在我面前¥掉，以
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ƕ，永ʘ不再成国。ʖ是耶和MȦ的。’耶和M如此Ȧ：‘若能量度上天，
�察下地的根基，我就因以色列后裔一切所行的弃ƕ他�。ʖ是耶和MȦ的。’” 耶利米�31:35-37
犹太人自Ȟ
�伯拉罕的嫡系子�，有权承受以上的£ǿ。可是他�忽略了上帝所提出的条件。未
曾ɩ下ʖ£ǿ之前，上帝曾Ȧ：“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里面，写在他�心上。我要作他�的上
帝，他�要作我的子民……我要赦免他�的罪孽，不再ǻ念他�的罪³。” 耶利米�31:33, 34 {DA

106.1}

凡将上帝律法ʳ刻在心的人，上帝�他�的恩眷是确�可靠的。因
他�与他是合一的。但是犹
太人已ƍ与上帝隔ƕ。由于他�的罪，他�正在上帝的刑Ʒ之下受苦。ʖ就是他�受异邦奴役的原
因。他�的心思因犯罪X成黑暗，并因上帝ʓ去曾ɩƓ他�ʖ么大的恩典，就原ȱ自己的罪。他�
自以
比别人好，£ț得上帝的福惠。 {DA 106.2}

ʖ些事“写在ƍ上，正是警戒我�ʖ末世的人。” 哥林多前�10:11 我�也ó常ȣ解上帝所ɩ的
福，以
我�蒙恩是因
自己有ˈ|。所以上帝想作的就不能作在我�身上。他的恩ɩ反被用来增
添我�的自Ĩ，使我�的心在不信和罪³中更=硬了。 {DA 106.3}

Ż翰向以色列的教��指出他�的̜傲、自私和残酷，ö明他�是毒蛇的种类。他��民 是可
怕的š害，�能算
公而˪命的�伯拉罕的子�呢!就他�从上帝所受的恩光而言，他�ű直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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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Ǵ
ʘ不如他�的外邦人ʕ坏。他�忘ǻ了自己是“被;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穴。” 以ɮ�
�51:1 上帝并不一定要靠他�来成全他的旨意。

107

如今他也能呼召别人来
他服F，正如他从前呼召�伯拉罕从外邦人中出来一ą。即或人的心像
野地的石~一ą无生气，上帝的灵ʕ能ɥ予他�活力，去�行他的旨意，并承受他的£ǿ。 {DA 106.4}

先知Ȧ：“Ņ在斧子已ƍ放在Ą根上，凡不Ɛ好果子的Ą，就砍下来�在火里。”一棵Ą的价.不
在于它的名称，而在于它的果�。若是果子无用，O是名称决不能救它免于刀斧。Ż翰向犹太人宣
布：人在上帝面前的地位，取决于他�的品格和生活。O凭口Ȧ是没有价.的。如果他�的生活和
品格与上帝的律法不符，他�就不是他的子民。 {DA 107.1}

在ʖ深入人心的ɆɌ之下，Ż翰的听 服罪了。他�来到他面前ˋ道：“ʖą，我�当作什么
呢？”他回答Ȧ：“有两件衣裳的，就分Ɠ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ʖą行。”他又警告税吏勿行不
，兵丁不可强施暴力。 {DA 107.2}

Ż翰教�Ȧ：凡要成
基督国里居民的人，必˫拿出信心和悔改的凭据，在生活上必˫ö出仁
慈、ȕ�和忠的美德；也要帮助ɔ寒的人，并向上帝献礼；要保R无依无靠的人，并留下善良同
情的榜ą。ʖą，跟从基督的人就有了具体的表Ņ，ȇ明圣灵改X人心的能力。在日常生活上就能
看出正、怜¸和ĺ上帝的美德。不然的Ȗ，就要像糠秕一ą�在火里了。 {DA 107.3}

Ż翰又Ȧ：“我是用水Ɠ你�施洗，叫你�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Ɠ他
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Ɠ你�施洗。” ̎太福音3:11 先知以ɮ�Ȧ：耶和M要“以公的灵和
焚ķ的灵” 以ɮ��4:4 洁8他子民的罪孽。耶和M�以色列Ȧ：“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ı尽你的渣
滓，除8你的ýɑ。” 以ɮ��1:25 �于罪，无ȁ它在何|出Ņ，“我�的上帝乃是烈火。” 希伯来
�12:29 凡是完全˪服上帝权能的人，上帝的灵必在他�里面ķ尽罪³。但是人若依恋罪³，他�
便要被罪同化，以致上帝Ďį罪³的荣光也必Ďį他�。 {DA 107.4}

108

雅各与天使通夜角力之后，喊着Ȧ：“我面�面ǩ了上帝，我的性命仍得保全。” >世Ž32:30 雅
各在�待以Ê的事上犯ʓ大罪，但他也悔改ʓ了。他的ʓ犯已蒙赦免；他的罪³已被洗8。所以才
受得住上帝的�自	格。但是，无ȁ哪里，若有人故意®着罪³来到上帝面前，就必被Ďį。在耶
Ť第二次降	ó，³人要被他“口中的气”įƕ，被他“降	的荣光¥掉” 帖撒ƶ尼迦后�2:8。那ó，
上帝ɩ生命Ɠ人的威荣之光，必将³人üį。 {DA 108.1}

在施洗Ż翰的日子，基督即将出来作上帝品格的彰ö者。只要有他在世人中ˎ，世人的罪自然就
会暴露出来。惟有当他�愿意从罪³里得蒙洗8ó，才能与他相交。惟有清心的人才能存活在他面
前。 {DA 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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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洗Ż翰就如此宣Ǽ上帝Ɠ以色列民的信息。ǿ多人听从了他的教Ǹ，
遵行他的Ȗ而ļ牲了一
切。民 到|跟着ʖ位新兴的教�，也有不少人®着希望，想他或ǿ就是弥ɮ�。但Ż翰看ǩ民 
正在ʀ向他，就利用一切机会，将他�的信仰引向那将要来的一位身上。 {DA 108.3}

109

第十一章 受 洗

本章根据：̎太福音3:13-17； ̎可福音1:9-11； 路加福音3:21, 22 {DA 109.1}

ô野的先知所#的信息和他奇异的宣言，#遍了加利利全地。˾声所及，ʚ最偏僻之|的7民和
海ī的Ħ夫也都听到了；从ʖ班淳朴、ȕ²的人心中起了最真ȕ的反£。ʖ消息在拿撒勒也#到了
已故Ż瑟的木匠ʷ里；那里有一人˳会了ʖ呼召的意。他的ó候到了。他撇开平日的工作，辞别
母�，随着那些Ɛ˛往Ż旦河去的�民走了。 {DA 109.2}

耶Ť和施洗Ż翰原是中表弟兄，而且降生的情况，也有某种�密的关系；然而彼此却不相Ǵ。耶
Ť是在加利利的拿撒勒ˈ大的，而Ż翰<在犹太的ô野成ˈ。在不同的ń境里，他�ʓ着ˢ秘的生
活，彼此从没来往。ʖ是天意，免得Ɠ人藉口Ȧ他�曾同ȵ，互相支持彼此的身份。 {DA 109.3}

Ż翰知道耶Ť降生ó的种种事迹。他听ǩʓ耶Ť童年上耶路撒冷、在拉比学校中W生的事。他也
深知耶Ť无罪的生活，而且相信他就是弥ɮ�；不ʓ，�ʖ一点他没有确切的把握。ʖǿ多年来，
耶Ť一直掩没无˒，又没�他的使命露出特别的凭据来；

110

ʖ就令人®疑他究竟是否所£ǿ的那一位？尽管如此，施洗Ż翰仍是抱着信心等候，相信到了上
帝˱定的ó候，一切都必ö明。他蒙\示，知道弥ɮ�必在他手里受洗，那ó必有征兆ö明他的神
性。ʖą，就能将他告之于天下。 {DA 109.4}

耶Ť来受洗ó，Ż翰就看出他有一种ž洁的品格，是在任何人身上都未ǩʓ的。ʚ他所在之|的
气氛，也是圣洁而令人ǀ然起敬的。在Ż旦河ʑ聚集的人群中，Ż翰听ǩʓ各种犯罪作³的悲惨故
事，也遇ǩʓǿ多被沉重罪担所U$的人，却从未接触ʓ有如此神圣影响的人。ʖ一切都与Ż翰所
受的关于弥ɮ�的\示相符。然而他不敢£承耶Ť的要求；因自己是个罪人，怎能
ʖ无罪者施洗
呢？再Ȧ，ʖ本是承Ǵ需要洗除罪³的礼，耶Ť既无罪需悔，又何必受ʖ礼呢？ {DA 110.1}

111

耶Ť要求受洗ó，Ż翰退后Ȧ：“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ʖ里来[？”耶Ť用u定而温和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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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回答Ȧ：“你ú且ǿ我，因
我�理当ʖą尽ȩ般的。”于是Ż翰依着救主的Ȗ，˳他到Ż旦河，
把他浸在水中。耶Ť“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
他开了，他就看ǩ上帝的灵，仿佛̯子降下，落在
他身上。” {DA 111.1}

耶Ť受洗，并不是承Ǵ自己有罪。乃是将自己与罪人ǭ同一体，取我�所£取的步̣，作我�所
ț作的事。他受洗之后所ʓ受苦、恒切忍耐的生活，是留Ɠ我�的榜ą。 {DA 111.2}

耶Ť从水里上来，就跪在岸上祈祷。一个�新而重要的ó代在面前展开了，他Ņ在已ƍ登上更广
大的舞台，开始他平生的斗争。他虽是和平之君，但他的降	却如刀出鞘。他来所要Ȅ立的国，与
犹太人所希冀的恰好相反。他本是以色列一切礼Ǒ和制度的基ş，却要被人ǭ
ʖ体制的ð人和破
坏者。在西奈山宣布律法的是他，Ņ在却要被定
犯法的。他来是要摧Ď撒但的权J，却要被斥

别西卜（撒但的别名）。地上没有一人了解他，在他#道服F的生涯中仍得孤独行走。他的一生，
母�和弟兄都不明了他的使命；ʚ門徒也不了解他。他虽住在永恒的光中与上帝原
一，但地上的
生活必˫在孤寂中度ʓ。 {DA 111.3}

既与我�同
一体，基督必˫背ɉ我�罪ʓ与š患的重担。无罪的主必˫受罪的羞辱；喜ĺ和平
的主必˫与争斗相|；真理要同虚&
伍；ž洁˫与邪³共居。罪³、是非及其所�致的Ēţ情
欲，都使基督的心灵受到C烈的痛苦。 {DA 111.4}

ʖ条血路他必˫独自行走；ʖ副重担他必˫只身背ɉ。他放下自己的荣耀，接受了血肉之躯的ʃ
弱；ʖ救ɧ世界的重任全落在他一人肩上。ʖ一切他早已看到，早已ǯ察，他的宗旨却依然u定不
移。拯救ʖ堕落的人类，全ɫ他的膀臂，他就伸手ŷŷ握住全能者慈ĺ的手。 {DA 111.5}

救主/心祈祷ó，目光透ʗ了天庭。他深知罪³如何已使世人心ǁ=硬，

112

也知道要世人了解他的使命，接受救恩，又是何等的困ˣ。他²求天父ɩ他能力ǅʓ他�的不
信，ò断撒但加在他�身上的ʺʸ，替他�Åǅʖ破坏者。他求上帝ɩ下ȇ据，表明他已在他儿子
身上悦ƀ了人类。 {DA 111.6}

天使�从来没听ʓʖą的祈祷。他�极愿把允Ȫ和安慰的信息 Ɠ他�所敬ĺ的Ɨ�。但天父要
�自答£他儿子的²求。他荣耀的光ʌ从宝座直接ˉ耀出来。天开了，清�无比的光仿佛̯子ʖ适
合那柔和Ɂ卑者的象征，落在救主~上。 {DA 112.1}

在Ż旦河ʑ的广大群 中，除了Ż翰之外，没有几个人ǩ到ʖ从天而来的异象；然而上帝	格的
�ǀ气氛，弥漫于会 之ˎ。他�ǀ静地站在那里，凝ǭ着基督，只ǩ那永ʘńƑ上帝宝座的光ʌ
p着他全身。他那仰着的ǉ所反射的荣光，是他�从来没在人的ǉ上ǩʓ的。从敞开的天空有声音
Ȧ：“ʖ是我的ĺ子，我所喜悦的。” {DA 112.2}

上帝W出ʖą肯定的Ȗ，是要使所有目:者生出信心，也是要加强救主的力量去从事他的使命。
尽管有罪³世界的愆尤都U在基督身上，尽管他屈身俯就人类，取了我�堕落的人性，天上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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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宣称他
永生上帝的儿子。 {DA 112.3}

Ż翰看ǩ耶Ť跪着，含泪²求父的嘉ƀ，就深受感G。当他看ǩ上帝的荣光ńƑ着耶Ť，又听ǩ
天上W出的声音，就Ǵ定ʖ是上帝所£ǿ的ǻ号。他知道他所施洗的就是世界的救ɧ主。ʖó圣灵
降到Ż翰身上，他就Ë手指着耶ŤȦ：“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DA 112.4}

听ǩ的人没有一个能˳悟“上帝的羔羊”几个字的重大意ʚȦʖȖ的人自己也不明白。古ó�伯
拉罕在摩利�山上，曾听儿子ˋ：“父�哪!……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父�回答Ȧ：“我儿，上帝必
自己˱}作燔祭的羊羔。” >世Ž22:7, 8 �伯拉罕看出上帝所˱}代替以撒的公山羊，就是那要

世人之罪而死的救主的˱表。圣灵藉着以ɮ�也援用ʖ个比i来˱言救主Ȧ：

113

“他像羊羔被Ļ到宰ü之地，”“耶和M使我� 人的罪孽都¨在他身上。” 以ɮ��53:7, 6 只是以
色列民 不明白ʖ一教Ǹ。其中多人看所献的祭物，像异教徒看他�的祭物一ą以
是用来Ƕ好神
明的礼物。上帝却要教�他�：那使他�与他和好的礼物，是出于上帝自己的ĺ。 {DA 112.5}

那在Ż旦河ʑ�耶ŤȦ的Ȗ“ʖ是我的ĺ子，我所喜悦的。”也是向全人类Ȧ的。上帝是以耶Ť

我�的代表而向他Ȧ了ʖȖ。我�虽有ǿ多罪³和弱点，上帝并没有将我�当作¥物�弃。他使我
�“在ĺ子里得蒙悦ƀ” 以弗所�1:6。那降在基督身上的荣光是上帝ĺ我�的保ȇ，使我�知道祈祷
的力量人的声音是怎ąʒ到上帝耳中，我�的²求是怎ą蒙天庭£允的。地与天因罪而隔ƕ，断了
交往，但耶Ť使之重新与ʌ煌的天庭ʚ接起来。他的ĺ既ńƑ着人类，又ʒ到了高天。当我�求帮
助抵ÚȒ探ó，那从敞开的天門照在救主身上的光ʌ，也必照在我�身上。那曾�耶ŤȦȖ的声
音，也必向每个相信的人Ȧ：“ʖ是我的ĺ子，我所喜悦的。” {DA 113.1}

“�ĺ的弟兄啊，我�Ņ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ʕ未ö明；但我�知道，主若öŅ，我�必
要像他，因
必得ǩ他的真体。” Ż翰一�3:2 我�的救ɧ主已打开一条路，使罪情最重、最Ŧ乏、
最受U迫、最被ʅǭ的人都能接近天父。人人都能在耶Ť去
我�˱}的地方有一个家。“那圣洁真
�，拿着大Rʪ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Ȧ：‘……看哪，我在你�面前Ɠ你�
一个敞开的門，是无人能关的。’”\示©3:7, 8 {DA 113.2}

114

第十二章 受试探

本章根据：̎太福音4:1-11； ̎可福音1:12, 13； 路加福音4:1-13 {DA 114.1}

“耶Ť被圣灵充Ĩ，从Ż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ô野。”̎可的ǻʆ更有意，他Ȧ：“圣灵就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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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Ť催到ô野里去。他在ô野四十天受撒但的Ȓ探，并与野4同在一|。”“那些日子（他）没有吃什
么。” {DA 114.2}

当耶Ť被引到ô野去受Ȓ探ó，是圣灵引去的。耶Ť并没有去招惹Ȓ探。他到ô野是要独|沉
思，默想他的使命和工作。他要藉禁食祈祷来激励自己踏上他所必˫行走的血路。撒但知道救主去
了ô野，便以
向他下手的最好ó机到了。 {DA 114.3}

在光明之君与黑暗之君�世界权力的争�Å中，世界的命ʔ|于千ʬ一W的关~。撒但引Ȥ人类
犯罪之后，就声称全地都属于他，并自命
世界的王。他既使人类的始祖与他的性情同化，就想在
地上建立自己独立王国。他宣称世人已ʜ他作他�的元首。

115

他通ʓ�人的控制，就掌握了Ɨ治世界的王权。基督来，就是要粉碎撒但的ʖ一声明。基督要以
人子的身份u持忠于上帝的立s。ʖ就能ö明撒但ʕ没有得到完全控制人类的权柄，而他�ʖ世界
所作的声明就是虚妄的了。凡愿从撒但的权下得拯救的人，都能Ǜ得自由。�当因犯罪所失去的主
权，也必能光复。 {DA 114.4}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
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
仇。”>世Ž3:15 自从上帝在伊
甸园向那蛇如此宣告以来，撒但就知道自己并没有支配世界的ƕ�主权。他在世人中ˎWŅ有一种
能力在ʔ行，是与他的Ɨ治相�抗的。他很关注�当和他儿子�所献的祭物。在ʖ些礼Ǒ中，他看
出了天地之ˎ交通的征象，于是他决意要切断ʖ种交通。他一方面Ƞ蔑上帝，一方面曲解˱表救主
的种种礼Ǒ。他教人看上帝是Č喜人类į亡的神，Ƿ人惧怕。因此他�把那本来ö明上帝之ĺ的祭
物，当成了平息他的忿怒而奉献Ɠ他的礼。
了巩固在世人身上的Ɨ治权，撒但常刺激人�的邪情
私欲。后来上帝的真道写成�卷，撒但就研究有关救主降	的˱言。他在每一个世代，都极尽蒙蔽
之能事，使人�不明白ʖ些˱言，在基督降	ó拒ƕ他。 {DA 115.1}

耶Ť降生ó，撒但知道那肩ɉ上帝使命来�抗他权J的人已ƍ来了。天使所宣告关于ʖ新生王的
威权的信息，使他Å栗不安。撒但很清楚基督在天上作
天父ĺ子的地位。上帝的儿子居然降世

人，ʖ使撒但充Ĩ了¹奇和恐惧。他不能Ĝ透ʖ重大ļ牲的奥秘。他那自私的心不能理解上帝
受
蒙̡的人类所®的大ĺ。天庭的荣耀和祥宁，与上帝交往的快�，ʖ些世人只能ˢŻ˳悟几分，但
ʖ一切是那曾遮掩ŻĀ的基路伯路ˀ甫所熟悉的。

116

他既�失了天庭，便决心使人类一同堕落作
Ð复。
要ʒ到ʖ个目的，他使世人ʅǭ天上的
事，�以地上的事
念。 {DA 115.2}

天上的Ɨ�要救人ʗ入他的国，不是一帆˾˪的。他从在伯利恒
�孩ó起，就不断受到那³者
Ǩ:。上帝的形象既ö明在基督身上，撒但的ǹ会就决定要ǅʓ他。凡生在世上的人从未有一人逃
脱ʓʖ欺̡者的J力。罪³大同盟的全部J力G^了起来，ŷŗ着他的踪迹与他作Å，尽可能Å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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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DA 116.1}

救主受洗ó，撒但也在Ǫ 中ˎ。他看ǩ天父的荣光ńÏ他的儿子。他也听ǩ耶和M的声音ȇ明
耶Ť的神性。自从�当犯罪以来，人类与上帝直接的来往已被割断；天地之ˎ的交通一向是通ʓ基
督ʗ行的；如今耶Ť既来“成
罪身的形状”（ƶ̎�8:3），天父就�自开口了。以前他是通ʓ基督
与人类交往；Ņ今却是在基督里与人类交往了。撒但本来希望：由于上帝�罪³的憎³，天与地将
永ʘ分离。但Ņ在上帝与人之ˎ的ƾƔö然已ƍ恢复了。 {DA 116.2}

撒但看出他若不Åǅ耶Ť，就必
耶Ť所ǅ。ʖs斗争关系重大，他不敢将之交托他同盟的使
者，决定�自上˜作Å。于是一切叛逆的J力都ȯG起来反�上帝的儿子。基督就成了地ł各类武
器Ǩ:的目Ă。 {DA 116.3}

ǿ多人以
基督与撒但之ˎ的ʖs斗争，�自己的生活没特别关系，因而不怎么感兴趣。殊不知
在每个人心中，ʖs斗争一直在重演。从来没有人离开那³者的行列来服F上帝而不遭受撒但的攻
:的。基督所抗拒的引Ȥ，正是我�感ǯˣ以抵Ú的Ȓ探。他的品格如何高ʓ我�的品格，ʖ些引
Ȥ在他身上°恿的力度也大ʓ我�所ƍ受的。基督肩ɉ着全世界罪孽的千ʬ重担，ʕ要在食欲、ɓ
ĺ世界及�致̜傲的虚荣心上忍受考̟。

117

ʖ些就是ǅʓ了�当和夏娃的Ȓ探，也是常ʅ易ǅʓ我�的Ȥ惑。 {DA 116.4}

撒但曾以�当夏娃的罪
例ȇ，ȋ称上帝的律法是不公正的，是不可能守好的。基督要以我�的
人性来挽回�当的失Ɏ。在�当被那Ȥ惑者Ǩ:ó，罪³的摧残根本ʕ没	到他身上；他ʕ是个健
全无缺、身心元气十足的壮士；而且在他周pʕ有伊甸园的荣美，每日都能与天上的圣者交往。可
是在耶Ť到ô野与撒但交Å之ó，情形就大不相同了。那ó人类的体力、智能和品格已ƍ受ʓ四千
年的退化；而基督承受了堕落人类一切的ʃ弱。惟有如此，他才能将人类从堕落的深渊中拯救出
来。 {DA 117.1}

ǿ多人Ȧ，基督是不可能被Ȓ探所ǅ的。果真如此，他就不能|在�当的地位，也不能得到�当
所未曾得到的ǅ利了。如果我�的斗争在任何方面比基督的斗争更
ǎˣ，那他就不能援救我�
了。其�，我�的救主取了人性，以及人性一切的ʃ弱。他取了人的本ɑ，并有屈服于Ȓ探的可
能。我�所ƍ受的考̟，没有一ą是他所没有ƍ受ʓ的。 {DA 117.2}

�基督的Ȓ探，如同�伊甸园中那一�圣洁夫�的一ą，第一个大考̟是从食欲入手。破坏从何
|开始，救ɧ我�的工作也必˫从何|起始。�当既因放Ɓ食欲而堕落，基督就必˫因克服食欲而
得ǅ。“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了。那Ȓ探人的ʗ前来，�他Ȧ：‘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
ʖ些石~X成食物。’耶Ť却回答Ȧ：‘ƍ上ǻ着Ȧ：‘人活着，不是O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
一切Ȗ。”” {DA 117.3}

从�当直到基督的日子，自我放Ɓ使食欲和情欲的J力几乎ʒ到支配全身的地步。因此世人Ɏ坏



4/7/13 7:52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48 of 429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36&start_paragrap…1003633895&finish_paragraph=1003637983&references=1&pagebreaks=1

多病，靠自己是没有致ǅ的可能的。作
人类的代表，基督ƍ受了最�峻的考̟而大Ǜ全ǅ。他

我�ʔ用了比̂̋或死亡更强大的自制力，而且ʖ第一次ǅ利Ļ涉到我�与黑暗J力一切斗争中的
其他ˋ˹。 {DA 117.4}

118

当耶Ťʗ入ô野ó，天父的荣光ńƑ着他。他全神ɘ注于同上帝的交通之中，超脱了肉体的ʃ
弱。但随后荣光消退了，他便留在那里与Ȓ探搏斗。Ȓ探ó刻向他ʗ逼，他的血肉之躯在等待着他
的斗争前一ó畏Ƴ了。他禁食祷告四十天之久，因̂̋而ʃ弱憔悴，因精神痛苦而消瘦枯槁，“他的
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 以ɮ��52:14 Ņ在是撒但的机会了；Ņ在他以
可以得
ǅ基督了。 {DA 118.1}

有一个装作自天而降的使者来到救主面前，好像是
要答£他的祷告；他Ȧ自己是奉上帝差遣来
宣告基督禁食的Ɛ束，正如从前上帝差遣天使，命令�伯拉罕不可下手奉献以撒一ą。Ņ在天父�
基督甘愿踏上血路已ƍĨ意，故他来解救他；ʖ就是 Ɠ耶Ť的信息。救主正因̂̋W昏；当他渴
望食物ó，撒但突然来到他面前，指着野地上像面包形状的石~，Ȧ：“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
咐ʖ些石~X成食物。” {DA 118.2}

虽然魔鬼表面好像光明的天使，可是ʖ~一句Ȗ却Ņ了他的原形。“你若是上帝的儿子”ʖ句Ȗ暗
含着不信。如果耶Ť照撒但的建ǹ去作，就是承Ǵ了他的®疑。那Ȓ探者当初成功地ǅʓ了人类，
如今他打算用同ą的方法来制服基督。从前在伊甸园中，他是何等狡猾地向夏娃ʗ攻！“上帝�是真
Ȧ不ǿ你�吃园中所有Ą上的果子[？” >世Ž3:1 上帝固然Wʓ一道禁令，但Ȓ探者ǼȖ的声ȯ和
神情里，ˢ含着ʅ蔑上帝言ȡ的¯度，暗示否定的意思，®疑上帝的ȕ�。撒但想把一种Ǫ念灌ʍ
到夏娃心中，就是：上帝不会照他所Ȧ的Ȗ去行的；而且上帝不ǿ人吃ʖ么美好的果子，是与他�
人类的慈ĺ相ʙ背的。照ą，Ȓ探者Ņ在想用自己的心意来影响基督。“你若是上帝的儿子”ʖ句Ȗ，
在撒但心里引起刺骨的宿怨。他ȦȖ的声ȯ表示极端的不信。ˣ道上帝会ʖą�待自己的儿子[？
ˣ道上帝会把他撇在ô野与野4同|，没有食物、没有同伴、没有安慰[？他暗示：上帝的意思，
决不会叫他儿子落到ʖą的境遇中。“你若是上帝的儿子”，

119

可以ö出你的能力来，救你自己脱离ʖ逼人的̂̋，吩咐ʖ些石~X成食物吧！ {DA 118.3}

“ʖ是我的ĺ子，我所喜悦的。” ̎太福音3:17 ʖ句从天上来的Ȗ，ʕ在撒但耳中响着呢。他决心
使基督不相信ʖǩȇ，但上帝的Ȗ是基督�自己神圣使命的确ȇ。他已ƍ来到人ˎ作个人，而ʖ句
ȖȦ明了他与上天的关系。撒但的目的是要使基督®疑ʖ句Ȗ。如果基督�上帝的信心能被Gê，
撒但知道整个斗争的ǅ利就是他的，他就能:Ɏ耶Ť了。他希望基督在灰心�志和极端̂̋的U力
之下，失去�其父的信心，而
自己行个神迹。如果基督ʖą作的Ȗ，救恩的ǲ划就被破坏了。 {DA

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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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撒但与上帝的儿子第一次交ʼó，基督是天6的Ɨ�；而那˳�天上叛乱的撒但被摔了下
来。Ņ在他�的情形ö然是˼倒ʓ来了，所以撒但尽量利用他自以
有的!J。他Ȧ，最有能力的
一位天使已从天上被̓逐下来了。Ȧ耶Ť的形像ö明他就是那堕落的天使，
上帝所摒弃，
世人
所唾弃。一位神明£能行神迹，来ȇ明自己的身份，“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ʖ些石~X成食
物。”Ȓ探者极力°恿他Ȧ：如此具有>造力的作
，是决定你有无神性的ȇ据，足以Ɛ束ʖs争
ȁ。 {DA 119.2}

耶Ť忍耐着静听ʖ大欺̡者的Ȗ，不是没ƍ一番斗争的。但上帝的儿子并不需要向撒但ȇ明自己
的神性，或是Ȧ明他屈尊降卑的理由。若Ĩ足叛逆者的要求，�人类的幸福或上帝的荣耀都没有好
|。如果依从仇ð的提ǹ，撒但ʕ会Ȧ，ö个神迹Ɠ我看，使人可以相信你是上帝的儿子。任何ȇ
据都不能打破撒但心中反叛的魔力。况且基督不能
自己的利益ʔ用他的神能。他来是要忍受磨
ı，象我�所忍受的一ą，
了Ɠ我�留下一个信心和˪服的榜ą。在ʖ次和以后在地上生活的任
何ó候，他从来没有
自己行ʓ一件神迹。他所有奇妙的作
都是
了他人的利益。耶Ť虽从一开
始就Ǵ出了撒但，但并没有被他挑Gʗ行争ʐ。一想到那从天上来的声音，他就心志u强；

120

他一心信ɫ天父的慈ĺ，决不与Ȓ探ȳ判。 {DA 119.3}

耶Ť用圣ƍ的Ȗ�付撒但，Ȧ：“ƍ上ǻ着Ȧ。”在每次Ȓ探中，他所用的武器±是上帝的Ȗ。撒
但要基督行个神迹，作
他神性的ȇ据。但u信“耶和M如此Ȧ”比一切神迹更大，是无可ʐ̔的ȇ
据。只要基督站ťʖ个立s，Ȓ探者就无法占!J。 {DA 120.1}

基督被最凶狠的Ȓ探Ǩ:，正是在他最ʃ弱的ó候。撒但想借此取ǅ。他曾用此策略Åǅ人类。
当人的力量耗尽、意志不u、信心ʃ弱、不再倚靠上帝ó，那些曾持久勇敢地主持正的人，就被
仇ð所ǅ了。摩西与以色列人一同̀流四十年，疲¼不堪，以致他那ƍ常握住上帝无Ŧ能力的信心
一ó松弛。当他已ƍ站在£ǿ之地的ʑ界上，正要跨ʗ去的ó候，却失Ɏ了。以利�也是如此，他
曾毫不畏惧地站在�哈王面前，也敢于独自一人�付以四百五十个巴力先知
首的以色列全国。可
是在迦密山上ƍʓ那不�常的一天，假先知全数被ü，百姓都声明效忠于上帝之后，以利�竟受拜
偶像的耶洗别威Ǆ，而畏死逃命了。撒但就ʖą利用血肉之体的ʃ弱取ǅ。而且，他ʕ要以相同的
方法ƙƜ行³。每逢人被愁云ńƑ，被ń境所困Ì，或是因ɔŦ或灾ˣ而受苦ó，±有撒但来Ȓ
探、̢Ì。他ʥ�我�品格上的弱点ʗ攻，企qGê我�的信心，使我�®疑上帝
何Ƿʖą的情
形存在。他Ȥ使我�不信ɫ上帝，并�他的ĺW生疑ˋ。Ȓ探者常到我�ʖ里来，如同他ʗ到基督
面前一ą，将我�的ʃ弱和缺点ƶ列在我�面前。

121

他希望藉此使我�灰心�志，并使我�放松那ŷ握上帝的手；如此他�他的Å利品就有把握了。
如果我�能像耶Ť一ą�付他，就能免去ǿ多失Ɏ。只是因
我�常与仇ðȳ判，所以就Ƿ他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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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DA 120.2}

基督�撒但Ȧ：“人活着，不是O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Ȗ。”是重述一千四百多年
前，他�以色列人所Ȧʓ的Ȗ：“耶和M你的上帝在ô野引�你，ʖ四十年，……他苦ı你，任你̂
̋，将你和你列祖所不ǴȊ的[哪ɩƓ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O靠食物，乃是靠耶和M口里
所出的一切Ȗ。” 申命ǻ8:2, 3 上帝的百姓在ô野里，当一切Ɠ养都断ƕ了的ó候，上帝就从天上ɩ
下[哪Ɠ他�；而且ʖ是一个充足、不ˎ断的供£。ʖ种供£是要教�他�：何ó他�信ɫ上帝，
遵行他的道，他就必不�弃他�。Ņ在，基督自己�践了他从前教�以色列人的教Ǹ。古ó，上帝
的Ȗ曾使希伯来的群 得到了援助；如今，ʖ同ą的Ȗ也能使耶Ť得到援助。所以，耶Ť静候上帝
ʫ定的解救ó辰来到。
了˪从上帝，他才来到ô野里。如今他不能
了得点食物，而随从撒但的
Ȥ惑。在全宇宙的注ǭ之下，他ȇ明˫臾偏离上帝的旨意比遭受任何灾š更
可怕。 {DA 121.1}

“人活着，不是O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Ȗ。”跟从基督的人，往往会	到一种关
~：如果要ʗ行属世的事�，他就不能侍奉上帝。或者，˪从了上帝明白的命令，似乎就会断ƕ生
活的来源。撒但就是要使他相信：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真�的信仰。其�，在ʖ个世界上，我�能倚
靠的只有上帝的Ȗ。“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ʖ些�西都要加Ɠ你�了。” ̎太福音6:33 就是
以今生而ȁ，我�偏离天父的旨意，也是没有益|的。在Ǵ明了上帝Ȗȡ的能力之后，我�就不至
于
了得到食物，或者救自己的性命，而随从撒但的Ȥ惑。我�唯一的ˋ˹£ț是：上帝的命令是
什么？他的£ǿ是什么？把ʖ些ˋ˹弄明白之后，我�自然就会服从他的命令，信靠他的£ǿ了。
{DA 121.2}

在与撒但的最后一s斗争中，凡是忠于上帝的人，必将WŅ每一属世的依靠都断ƕ了。

122

因
他�拒ƕʙ背上帝的律法去˪从属世的权柄，他�就不得作�P，最后ʕ要被定
死罪。
ǩ\示©13:11－17 但是，�于˪从上帝的人，有£ǿȦ：“他必居高|；他的保障是磐石的uy，
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ƕ。” 以ɮ��33:16 上帝的儿女将靠着ʖ£ǿ而存活。当̂荒使全
地荒凉的ó候，他�必定得到供养。“他�在急ˣ的ó候不至羞愧，在̂荒的日子必得̆足。” ȓ篇
37:19 先知哈巴谷遥望到那急ˣ的ó候，他所Ȧ的Ȗ表Ņ了教会的信仰：“虽然无花果Ą不W旺，葡
萄Ą不Ɛ果，橄ĈĄ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ƕ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M
Č欣，因救我的上帝喜�。” 哈巴谷�3:17, 18 {DA 121.3}

从救主受的第一次大Ȓ探我�所能学到的一切教Ǹ中，没有比克服食欲和情欲更
重要的了。在
各个ó代，那些能引起肉体情欲的Ȓ探最能使人类堕落。撒但借着不Ǒ制的生活，Ɏ坏上帝所ɩƓ
人类的无价的智力和道德力。ʖą一来，世人就不能ɨȊ那具有永久价.的事物了。借着肉体情欲
的放Ɓ，撒但企q从人的心灵中消į每一个像上帝的地方。 {DA 122.1}

在基督第一次降	ó，人类不加Ż束的Ɓ欲，及其疾病与Ɏ坏的后果，必定在他第二次降	之前
更加�重地出Ņ。基督Ȧ，那ó世界的景况，将要像洪水以前的日子，和所多Ń、蛾摩拉的ó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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ą。那ó，人Ɗ日所思想的尽都是³。我�Ņ在正|于那大而可畏之日的ʑƪ。救主禁食的教Ǹ£
当深入我�的内心。惟有从基督所忍受的无法形容的痛苦之中，我�才能估ǲ到那不受抑制之Ɓ欲
的害|。他的榜ąȦ明，我�Ǜ得永生的唯一希望，在于控制食欲和情欲，使之服从上帝的旨意。
{DA 122.2}

靠自己的力量，我�不能克制自己堕落天性的邪欲。撒但通ʓʖ个途径使我�遭受Ȓ探。基督知
道仇ð一定会利用每个人ʟ#的弱点，并阴ˡ地°恿他�，使那些不倚靠上帝的人陷入他的网ƶ。
我�的主既走ʓ了世人所必行的路，

123

就
我�开辟了得ǅ之道。他的旨意，决不是要我�在与撒但的斗争中|于不利的地位。他不要
我�因那“古蛇”的Ǩ:而恐惧灰心。他Ȧ：“你�可以放心，我已ƍǅ了世界。” Ż翰福音16:33 {DA

122.3}

凡是
克制食欲和情欲而斗争的人，F必仰望那位在ô野受Ȓ探的救主。要看他在十字架上呼
叫“我渴了”之ó的痛苦。我�所能忍受的一切，他都已忍受了。他的ǅ利就是我�的ǅ利。 {DA 123.1}

耶Ť是倚靠他天父的智慧和力量的。他Ȧ：“主耶和M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也知道我
必不至蒙羞。……主耶和M要帮助我。”他指着他自己的榜ą�我�Ȧ：“你�中ˎȮ是敬畏耶和
M……的。ʖ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M的名，仗ɫ自己的上帝。” 以ɮ��50:7-10 {DA

123.2}

耶Ť曾Ȧ：“ʖ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 Ż翰福音14:30 在他里面，没有�毫意
念是能受撒但Ȥ惑的。他ƕ不屈服于罪³，甚至ʚ一点向Ȓ探Ƿ步的意思也没有。我�也能如此。
基督的人性是与神性ƾ合起来的，有圣灵住在他里面，使他武装起来去£付斗争。而且他来，是要
使我�与上帝的神性有份。只要我�因信与他ƾ合，罪³就再不能作我�的主。上帝Ļ着我�信心
的手，使它ŷŷ握住基督的神性，使我�的品格能ʒ到完全。 {DA 123.3}

基督已ƍ指示我�，与他的ƾ合是如何成就的。在与撒但的斗争中，他是用什么方法得ǅ的呢?
是藉着上帝的Ȗ。只有藉着他的Ȗ，基督才能抵ÚȒ探。他Ȧ：“ƍ上ǻ着Ȧ。”“他已将又宝ɛ、又
极大的£ǿɩƓ我�，叫我�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Ɏ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 彼得后�1:4
上帝圣ƍ中的每一£ǿ都是
我�写的。“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Ȗ”我�才得以存活。当你被Ȓ探Ǩ
:ó，不要注意周p的ń境，也不要注意自己的ʃ弱，只要注意上帝Ȗ的能力，其中的力量都是你
的。ȓ人Ȧ：“我将你的Ȗ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藉着你嘴唇的言ȡ，自己Ƀ守，不行强暴
人的道路。” ȓ篇119:11; 17:4 {DA 123.4}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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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得胜

本章根据：̎太福音4:5-11； ̎可福音1:12, 13； 路加福音4:5-13 {DA 124.1}

“魔鬼就 他ʗ了圣城，叫他站在殿˨上，�他Ȧ：‘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
ƍ上
ǻ着Ȧ：‘主要
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上。”” {DA 124.2}

撒但以
，他Ņ在是用耶Ť自己的方法来�付他了。ʖ狡猾的仇ð居然也抬出“上帝口里所出的
Ȗ”来。撒但仍然以光明天使的外貌出Ņ，并且很明ö，他熟悉圣ƍ，也明白其中的意。在前一次
Ȓ探中，耶Ť用上帝的Ȗ来支持自己的信心；ʖ一次，Ȓ探者也用上帝的Ȗ来掩̅他的欺̡。撒但
声称，方才自己不ʓ是要Ȓ探耶Ť的忠Ɉ，Ņ在<�他u定不移的信心表示ɯɨ。既然救主已ö示
了信靠上帝的心，撒但就°恿他再Ɠ出一个凭据，来ȇ明他的信心。 {DA 124.3}

但是，ʖ一次Ȓ探的开~又 着不信的暗示：“你若是上帝的儿子”。撒但要引Ȥ基督回答ʖ
个“若”字，但基督�毫不Ɠ疑惑留地步。他决不肯
了Ɠ撒但一个ȇ据，而冒性命的危ˡ。 {DA 124.4}

125

魔鬼Ȓq利用耶Ť人性的ʃ弱，°恿他擅自冒ˡ。可是他不能强迫人犯罪，只能用Ȥ惑的手段。
他�耶ŤȦ：“跳下去。”他知道不能把耶Ť推下去，否<上帝必定伸手相救。他也不能强逼耶Ť自己
往下跳。除非基督甘愿˪从引Ȥ，否<他决不能被撒但Åǅ。地上或阴ˎ所有的权J，都不能强逼
耶Ť在他父的旨意上有�毫偏离。 {DA 125.1}

Ȓ探者不能强迫我�行³。除非人愿意，撒但是不能支配人心的。只有意志先予以ɯ同，握住基
督能力的信心先行放松，撒但才能在我�身上施展他的魔力。但是，我�心中每一个犯罪的欲念，
都Ɠ撒但提供了一个立足点；我�与神圣Ă准之ˎ的每一分差距，都是一扇
他敞开的門，放他ʗ
来Ȓ探我�、Ďį我�。人类的每一个ʓ失、每一次失Ɏ，都Ɠ撒但留下了Ďɀ基督的机会。 {DA

125.2}

当撒但引述上帝的£ǿ：“主要
你吩咐他的使者”ó，他?去了“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Ï你”ʖ句
Ȗ。也就是Ȧ，在上帝所Óʜ的一切道路上保Ï他。耶Ť不肯偏离˪从的道路。耶Ť固然完全信任
他的父，但他决不愿擅自置身于危ˡ之中，使他的父不得不出面干涉，救他脱离死亡。他决不愿勉
强上帝援救他。若是如此，他就不能Ɠ人作信靠和˪从的榜ą了。 {DA 125.3}

古代，以色列人在ô野里干渴ˣ忍，要摩西Ɠ他�水喝。他�呼喊Ȧ：“耶和M是在我�中ˎ不
是？”

126

出埃及ǻ17:7 Ņ在耶Ť£付撒但的Ȗ“ƍ上Ȧ：‘不可Ȓ探主你的上帝’”，正是重述摩西当年�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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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民的回答。上帝
以色列人行了ǿ多奇事，然而他�一遇患ˣ就生出®疑，竟ʕ要求上帝拿出凭
据来ȇ明他的同在。他�因
不信，就想Ȓ探上帝，Ņ在撒但也想鼓G耶Ťʖą作。上帝已ƍ宣布
耶Ť是他的ĺ子，Ņ在ʕ要什么凭据来ȇ明ʖ一点呢?Ȓ探上帝的Ȗ，也就是Ȓ探上帝。我�若向上
帝求他所未曾£ǿ的事，同ą是在Ȓ探他，也就ö明了我�的不信。我�向上帝祈求，不是要Ȓ̟
他是否会成就他的Ȗ，而是因
相信他一定要成就；不是要Ȓ̟他是否ĺ我�，而是因
他确�ĺ
我�。“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
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信有上帝，且信他ɨɩ那�
求他的人。” 希伯来�11:6 {DA 125.4}

但信心并不是自以
是。只有具}了真正的信心，才能确保不自作主¦。因
自以
是的精神是
撒但用来假冒信心的。真正的信心能握住上帝的£ǿ，并Ɛ出˪从的果子。擅作主¦的人也能提出
上帝的£ǿ。但他�只是像撒但所作的一ą，要利用ʖ些£ǿ来原ȱ罪³。本来，信心能引˳我�
的始祖依靠上帝的ĺ、服从他的命令。但他�却擅作主¦，以致ʙ犯了他的律法，ʕ指望他的大ĺ
会救他�脱离犯罪的后果呢。OO要求上天的恩典，而不履行蒙怜¸的条件，ʖƕ不是信心。真正
的信心是以圣ƍ的£ǿ和条件
根据的。 {DA 126.1}

在撒但无法使我�®疑上帝ó，便往往煽G我�犯擅作主¦的罪。若能使我�置身于不必要的Ȓ
探之中，撒但就ǅ利在望了。凡行走˪从之路的人，上帝必会保守；但是一偏离正路，人就ʗ入了
撒但的J力范p开始冒ˡ，在那里我�免不了要跌倒。救主曾嘱咐我�：“±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
迷惑。” ̎可福音14:38 默想和祷告能保守我�，不至于擅自行走危ˡ的道路，从而免去ǿ多失Ɏ。
{DA 126.2}

然而在我�受Ȓ探攻:ó，也不ț失去勇敢的心。在ǎˣ的ń境中，我�往往会®疑上帝的灵是
否ʕ在前引˳。但耶Ť是在圣灵的引�下到ô野受Ȓ探的。上帝把我�放在Ȓı中，是要使我�得
益|。耶Ť没有臆Ĝ上帝的£ǿ，擅自走向Ȓ探。及至Ȓ探	身，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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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没有自暴自弃、灰心�志。我�也țʖą行。“上帝是信�的，必不叫你�受Ȓ探ʓ于所能受
的。在受Ȓ探的ó候，±要Ɠ你�开一条出路，叫你�能忍受得住。”他Ȧ：“你�要以感Ⱦ
祭献与
上帝，又要向至高者ʕ你的愿，并要在患ˣ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 哥林多前�
10:13；ȓ篇50:14, 15 {DA 126.3}

在第二次Ȓ探中，耶Ť又一次得了ǅ。于是，撒但露出了他的真面目。但他并不是一个丑陋的怪
物脚上布Ĩ了ˈ毛，ˈ着一�蝙蝠的翅膀。虽然已ƍ堕落，但他ʕ是一个大能的天使。他宣称自己

叛逆的˳袖和ʖ世界的神。 {DA 129.1}

撒但将耶Ť 上高山，将地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M，全部展Ņ在他眼前大厦ƻ立的城市，云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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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一望无˞的沃土和果�累累的园林。一切罪³的痕迹都ˢ匿不ǩ了。片刻之前，耶Ťʕ置身
于阴翳荒凉的ô野中；如今，却望ǩ一片无比可ĺ的繁M景象。于是，Ȓ探者Ȧ：ʖ一切权柄荣
M，我都要Ɠ你；因
ʖ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ƓȮ就ƓȮ。你若在我面前下拜，ʖ都要¨你。 {DA

129.2}

基督只能通ʓ苦ˣ来完成使命。他所面	的是$、ǎ苦和�斗的一生，最后ʕ要蒙羞而死。他
必˫背ɉ全世界的罪担，忍受与天父之ĺ隔ƕ的痛苦。Ņ在，那Ȓ探者表示愿意放弃他所Ų�的王
位，基督就得到一个机会来承Ǵ撒但的主权，以逃脱将来可怕的遭遇。但ʖą做，就等于在善³的
大斗争中向ð人屈服。撒但先前在天上犯罪，就是企q高�自己在上帝的儿子以上。如果他的狡ǲ
能奏效，叛逆的J力就ǅ利了。 {DA 129.3}

撒但�基督Ȧ：世界万国和其中的荣M都交Ɠ我了，我愿意ƓȮ就ƓȮ。ʖȖ只有部分正确，是

了要ʒ到他欺̡的目的。撒但的Ɨ治权原是从�当手中�来的，但�当并不独自行使王权，他是
>造主的代理人。地球本属于上帝，而上帝已ƍ将万有交Ɠ他的ĺ子。所以，�当的Ɨ治权隶属于
基督。在�当将Ɨ治权断送Ɠ撒但ó，基督仍然是合法的君主。从前，耶和M向尼布甲尼撒王所
Ȧ：“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130

要将国ɩ与Ȯ，就ɩ与Ȯ”（但以理�4:17），就是肯定了ʖ一点。撒但只能在上帝ǿ可之下行使
他所Ų�的权柄。 {DA 129.4}

Ȓ探者表示，愿意将世界和其中的荣M奉Ɠ基督，他其�是企q要基督Ƿ出他真正的王权，而在
撒但的权下作王。ʖ也是犹太人所盼望的王权，他�希望得到属世的国度。如果基督答£Ɠ他�ʖ
ą的国，他�就会欣然接待他了。殊不知，在ʖą的国中，依然有罪³的咒ȉ和一切š患存在。基
督�Ȓ探者Ȧ：“撒但退去吧！因
ƍ上ǻ着Ȧ：‘当拜主你的上帝，O要侍奉他。’” {DA 130.1}

ʖ曾在天上挑起背叛的撒但，企q将地上的万国送Ɠ基督，从而收�他，使他臣服于罪³的权
J。但基督ƕ不出P自己。他是来建立一个公之国的，ʖ个宗旨他决不会放弃。相比之下，撒但
ʖ个策略用在人类身上，就成功得多了。撒但将世界上的国权ɩƓ人，是以承Ǵ他的主权
条件
的。他要他�ļ牲正、不˭良心、放任私欲。基督吩咐世人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撒但却凑到
他�身ʑȦ：考Ǣ永生的ˋ˹固然不ʾ，不ʓ若想在世界上Ǜ得成功，你就必˫侍奉我。我掌握着
你的幸福，我能Ɠ你ɋ富、享�、荣誉和快�。你要听我的D告，不要Ƿ什么ȕ�、自我ļ牲等荒
ȗ的Ǫ念迷惑你，我必在你面前
你开路。ǿ多人就ʖą受了欺̡。他�愿意
自己而生活，于是
撒但便心Ĩ意足了。他用Ǜ得属世权柄的希望引Ȥ世人，借以ʎ制人心。但是，撒但Ɠ人的权柄，
本不属于他自己，而且很快就要从他手中�去。作
交易，他̡取了人类以上帝儿子的名分承受基
�的特权。 {DA 130.2}

撒但曾�于ĺ子耶Ť的身份提出疑ˋ。耶Ť的一句断然斥Ɍ，就使他无法反̔。ʖó，神性透ʓ
受苦的人性，忽然ˉ耀出来。撒但无力反抗ʖ命令，他在耻辱和À怒之中，被迫从世界的救ɧ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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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Ɏ退。基督Ņ在的ǅ利同�当从前的失Ɏ同ąª底。 {DA 130.3}

我�也可以ʖą抵ÚȒ探，迫使撒但离开我�。耶Ť˪从且相信上帝，就Åǅ了撒但。

131

他藉着使徒�我�Ȧ：“故此，你�要˪服上帝。F要抵Ú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逃跑了。你�
�近上帝，上帝就必�近你�。” 雅各�4:7, 8 我�不能救自己脱离Ȓ探者的J力。他已ƍ制ǅ了人
类，我�若想靠自己的力量抵抗他，就必中他的Șǲ。但是“耶和M的名是u固台，人奔入，便得
安ť。” 箴言18:10 即使是最ʃ弱的人，只要仰ɫ耶Ť的圣名，撒但就必从他面前Å兢逃跑。 {DA

130.4}

仇ð退去之后，耶Ť倒在地上，精疲力尽，ǉ色ǔ白如同死人。天上的使者关注ʖsʇ量，目睹
他�敬ĺ的元�ƍT无法形容的痛苦，
我�打开了生路。他已ƍ忍受了Ȓı，ʘ超ʓ我�所要忍
受的。Ņ在，上帝的儿子像Į死的人倒在地上，就有天使来伺候他。他�用食物加强他的体力，并
以天父之ĺ和全天庭同声¡ɟ他ǅ利的消息安慰他。基督Ǖ醒ʓ来，他�宏仁厚的心向人类G了慈
念，就勇往直前去完成他已着手的工作。不将仇ð消į，不将堕落的人类ɧ回，就决不Ƹ休。 {DA

131.1}

只有当得ɧ之民与救ɧ主一同来到上帝面前ó，才能体会到救ɧ的代价是何等昂ɛ。永ʘ家�的
荣美出Ņ在眼前ó，我�就要想起，耶Ť曾
我�的ƪ故撇弃ʖ一切。他不�离开天庭作了天涯游
子，而且
我�冒了失Ɏ和永ʘ�亡的危ˡ。那ó，我�就要将冠冕放在他脚前，高唱：“曾被ü的
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ɛ、荣耀、˰ɯ的。” \示©5:12 {DA 131.2}

132

第十四章 “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本章根据：Ż翰福音1:19-51 {DA 132.1}

Ż翰在Ż旦河外的伯大巴喇#道施洗。ʖ里离从前上帝止住Ż旦河水Ƿ以色列人渡ʓ的地点不
ʘ，到那被天6所/覆的耶利哥城也没有多少里路。回首ʖ些往事，人��施洗Ż翰的信息�生了
深切的兴趣。ˣ道古ó行了如此"大神迹的上帝不会再ö出神能来拯救以色列[？ʖ种思想激励着
那些每天涌到Ż旦河岸的民 。 {DA 132.2}

Ż翰的教Ǹ如此深入国人之心，不能不引起宗教˳袖的注意。ƶ̎政府怕百姓造反，所以�一切
民ˎ集会都�加防范。�每一点˾吹草G，犹太当局都感到¹恐。Ż翰没有征得犹太公会的ǿ可就
工作，ö然他不承Ǵ他�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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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Ǽ道ó又是“一ǭ同仁”地Ɍ}首˳和平民，法利ɮ人和撒都ț人。但 人ʕ是ĸ切地跟从他，
�他的工作所抱的兴趣与日俱增。Ż翰虽然没有向犹太公会Ȩ教，公会却Ǵ
他既是公 的教�，
就理当受他�管ʎ。 {DA 132.3}

犹太公会会^是从祭司、国家˳袖和教�中ʜ出的。照常ǫ，由大祭司担任主席。会^�虽不尽
是老¯̶ʩ之ʋ，但必˫年富力强、ǩ多Ȋ广；不但要精通犹太的宗教和T史，而且要博学多Ȋ。
会^必˫毫无残疾，且有家室子女，因
ʖ会使他�比别人更有感情，更具体ȱ之心。公会在耶路
撒冷圣殿旁ʑ的会ǹ室里开会。当犹太国享有独立主权ó，其公会是国家的最高法院，±å政教大
权。Ņ在犹太国虽隶属ƶ̎，但公会在政治和宗教事F上仍WÝ着强有力的影响。 {DA 133.1}

犹太公会�Ż翰的工作再也不能不˒不ˋ了。有人ǻ得撒迦利�在圣殿里得到的\示，ʖ位父�
的˱言明明指出他的儿子要做弥ɮ�的先̓。三十年来的Gǘ和X迁，使ʖ些事大部分已被ʟ忘。
Ņ在Ż翰的工作ʄG了全国，他�就又想起ʖ些事了。 {DA 133.2}

以色列很久没有先知兴起，ʖą的改革ʔG也很久没有ǩʓ了。ʖǴ罪的号召新奇而又ƻ人听
˒。首˳中有ǿ多人不愿意听Ż翰的D戒和Ɍ}，惟恐受了感G，就把自己生活中的种种ˢ秘泄露
出来。但他的Ǽȁ却直言弥ɮ�的来	。人人都知道，但以理˱言弥ɮ�降	前的“七十个七”已届期
Ĩ，�国上下都ĸ切地期望在那渴盼已久的国中分沾一份光荣。ʖ么一来，公会就不得不尽快�Ż
翰的信息表明或支持或拒ƕ的¯度了。ʖó，公会在民ˎ的J力已日ĥ衰落。如何保住自己的地
位，已ƍ成了会^�必˫考Ǣ的�重ˋ˹。他�希望得出个Ɛȁ，就派了一个由祭司和利未人Ƈ成
的代表o，到Ż旦河ʑ会ǩʖ位新兴的教�。 {DA 133.3}

代表�到ʒó，一大群人已在那里聚集听Ż翰Ǽȁ。傲慢的拉比�道貌岸然，昂首˙步而来，

134

希冀博得民 的敬意和先知的尊重。人�ǀ然起敬，慌¦地Ɠ他�Ƿ路。于是ʖ些金玉其外的大
人�，气派十足地站在ô野先知面前，傲慢地ˋ道： {DA 133.4}

“你是Ȯ？” {DA 134.1}

Ż翰知道他�的意思，就回答Ȧ：“我不是基督。” {DA 134.2}

“ʖą，你是Ȯ呢？是以利�[？” {DA 134.3}

“我不是。” {DA 134.4}

“是那先知[？” {DA 134.5}

“不是。” {DA 134.6}

“你到底是Ȯ？叫我�好回复差我�来的人。你自己Ȧ，你是Ȯ？” {DA 134.7}

“我就是那在ô野有人声喊着Ȧ：‘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ɮ�所Ȧ的。” {DA 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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Ż翰所引的是以ɮ�美妙的˱言：“你�的上帝Ȧ：‘你�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耶路撒冷
Ȧ安慰的Ȗ，

135

又向他宣告Ȧ，他指定的ó期（注：中文本“争Å的日子”在英文ʫ定本的ʑ注作“指定的ó期”）已
Ĩ了，他的罪孽赦免了，’……有人声喊着Ȧ：‘在ô野˱}耶和M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上帝的
道。一切山洼都要填Ĩ，大小山5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
平坦，崎崎��的必成
平原。耶
和M的荣耀必然öŅ，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ǩ。’” 以ɮ��40:1-5 {DA 134.9}

古代，国王到不常去的地方巡ǭ之前，要先派出一个先遣˛，在王ʊ之前削平高地、填Ĩ山洼，
以确保国王一路平ť，毫无阻碍。先知用此Ȧ明福音的工作，“一切山洼都要填Ĩ，大小山5都要削
平。”当上帝的灵用神奇感化力触及人心ó，̜傲就要被降卑，属世的享�、地位和权J就都ö得毫
无价.。“将各ą的ǲȵ，各ąÕ阻人ǴȊ上帝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
回，使他都˪服基督。” 哥林多后�10:5 于是，原来不被重ǭ的Ɂ卑和自我ļ牲的ĺ，就要被彰ö

无价的美德。ʖ就是福音的工作。Ż翰所#的信息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DA 135.1}

拉比�又ƙƜˋŻ翰Ȧ：“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也不是那先知，
什么施洗呢？”他�Ȧ
的“那先知”，是指摩西。犹太人一直u信，摩西要复活升天，却不知他早已复活了。当施洗Ż翰开始
#道之ó，ǿ多人以
他或ǿ就是复活了的摩西，因
他�˱言和以色列的T史都有透ª的ǴȊ。
{DA 135.2}

他�也相信在弥ɮ�降	之前，以利�必要�自öŅ。Ż翰却打消了ʖ种期望，但他的Ȗ却含有
更深的意。耶Ť后来ʖąȁŻ翰：“你�若肯˳受，ʖ人就是那£当来的以利�。” ̎太福音11:14
Ż翰ɥ有以利�的心志和能力，他的使命也与以利�的相似。如果犹太人接受了他，ʖ番工作就必
成全在他�身上。他�既然不接受，Ż翰�于他�就不是以利�了。ʖą，他的使命就无法�Ņ在
他�身上。 {DA 135.3}

136

ʖ次聚集的人群中，有ǿ多人曾参加耶Ť受洗的那次集会，不ʓ其中没有几个人ǴȊ当ó天ɩ的
ǻ号。施洗Ż翰几个月来的#道中，ǿ多人不肯响£那悔改的呼召，他�就硬下心，使自己心眼黑
暗，理会不到耶Ť受洗ó上天
他所作的ǩȇ。那从未凭着信心ʀ向那不能看ǩ之主的眼睛，就看
不到上帝荣光的öŅ；那从未听ʓ他声音的耳朵，也听不ǩ他ǩȇ的Ȗȡ了。Ņ今何�不是ʖą
呢？信徒聚会ó，常常有基督和服役的天使莅	，ǿ多人却不知道，也看不出什么特别Ņ象。但他
的真門徒能ǯ察救主的同在。于是他�被平安和喜�所鼓舞，就得到安慰、勉励和福惠了。 {DA 136.1}

耶路撒冷来的代表�ɑˋŻ翰“
什么施洗呢？”他�ʕ在等他回答。忽然ˎ，Ż翰向人群Êǭ一
周，随即眼神W亮，容光ĹW。强烈的情感激G胸ˎ。他伸出手，大声Ȧ：“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
位站在你�中ˎ，是你�不ǴȊ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Ɠ他解鞋 也不配。” Ż翰福音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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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DA 136.2}

宣言òʦ截ʯ，毫不含糊，代表�尽可以回去Ð告公会了。除了那£ǿ已久的救主之外，ʖȖ不
能用在任何其他人身上。弥ɮ�已ƍ来到 人中ˎ！祭司和˳袖�¹异地ń˭四周，想找出Ż翰所
指的人。但在 人之中，他�无法Ǵ出他来。 {DA 136.3}

在耶Ť受洗ó，Ż翰称他
上帝的羔羊，新的亮光照明了弥ɮ�的工作。先知想到以ɮ�的
Ȗ：“他像羊羔被Ļ到宰ü之地。” 以ɮ��53:7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Ż翰用新的眼光研究有关祭
礼的˱言和教Ǹ。他ʕ未辨明基督工作的两个˝段：作受ˣ的ļ牲和作得ǅ的君王，但已看出基督
的降世具有更深的意。祭司和民 却未曾Ǵ清ʖ一点。

137

那ó，Ż翰看ǩ耶Ť从ô野回来，ɷ身于 人之中，就Ĩ心希望他向 人ö出凭据，亮明他真�
的身份。他急切地等着救主宣布他的使命。但耶Ť却没有W言，也没有ö出ȇ据来。�施洗Ż翰的
宣告，他没有作任何表示，只是ý在Ż翰的門徒中。�于自己特别的使命，耶Ť并不ö示外在的ȇ
据，也不愿引人注目。 {DA 136.4}

第二天，Ż翰ǩ耶Ť走来，有上帝的荣光降在他身上，先知就伸手宣告Ȧ：“看哪，上帝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ʖ就是我曾Ȧ：‘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我先前不ǴȊ他，如
今我来用水施洗，
要叫他ö明Ɠ以色列人。……我曾看ǩ圣灵仿佛̯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
上。我先前不ǴȊ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我Ȧ：‘你看ǩ圣灵降下来，住在Ȯ的身上，Ȯ
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ǩ了，就ȇ明ʖ是上帝的儿子。” Ż翰福音1:29-34 {DA 137.1}

ʖ就是基督[？人�®着敬畏和¹奇，注ǭ着=才被宣布
上帝儿子的那一位。他�听了Ż翰的
Ȗ，曾深受感G，因
他是在奉上帝的名#道。ʚ日来，Ż翰不住地ɆɌ他�的罪³，而他�越来
越u信他就是上天所差来的。但是，那比施洗Ż翰更大的一位是Ȯ呢？从耶Ť的服̅和˾度上看不
到高ɛ地位的表Ņ。从外表看来，他不ʓ是个平凡人，身上穿着Ŧ人的,朴衣服，跟他�穿的一
ą。 {DA 137.2}

群 中有些人曾在基督受洗óǩʓ上帝的荣光，听ʓ上帝的声音。但救主Ņ在的容貌已大不相
同。他受洗ó，他�看ǩ他的容貌在天光的照耀下改X，如今他却面色ǔ白消瘦、憔悴不堪，只有
先知Ż翰ʕ能Ǵ出他来。 {DA 137.3}

但是， 人看到他神圣慈祥的面容上透着敏ʽ的洞察力，他眼神的每一瞥、ǉ上的每一表情，都
ö露着Ɂ卑和无法形容的ĺ来。

138

耶Ť的四周弥漫着一种属灵的感化力。他的�¯温和Ɂʝ，却ˢˢ可ǩǠ藏的能力。他果真是以
色列人ˈ久等候的救主[？ {DA 1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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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Ť出身于ɔŦ与卑辱之中，不�是要作我�的救ɧ主，也是要作我�的榜ą。他若以君王的威
荣出Ņ，怎能Ɠ人Ɂ卑的教Ǹ呢？又怎能Ǽ出像山ʑ宝Ǹ那ą深刻的真理呢？耶Ť若以帝王之尊荣
住在人ˎ，一般卑微的人ʕ有什么希望呢？ {DA 138.1}

然而，� 人来Ȧ，Ż翰所指出的救主，并不迎合他�的奢望。于是，ǿ多人感到失望和困惑。
{DA 138.2}

祭司和拉比�最希望听到的，是耶Ť要着手复兴以色列国，可是Ż翰并没有ʖ么Ȧ。他�等候的
是一位世上的雄主，但那要在人心里建立公和平国度的主，他�ƕ不Č迎。 {DA 138.3}

第二天，Ż翰又ǩ耶Ť站在人群里。先知的ǉ被那“不能ǩ之主”的荣光所照耀。他大声Ȧ：“看
哪，ʖ是上帝的羔羊！”ʖȖ激G了他身ʑ两个門徒的心。然而，他�ʕ不完全理解Ż翰称耶Ť
“上
帝的羔羊”有什么意。Ż翰也没有作解ʣ。 {DA 138.4}

两个門徒离开Ż翰去找耶Ť。其中之一是西門的兄弟安得烈，另一位就是后来写福音�的Ż翰。
ʖ是基督的第一批門徒。他�心不由己地跟随了耶Ť，渴望同他ȳȖ；但又羞又怕，心中只有一个
ˋ˹：“ʖ就是弥ɮ�[？” {DA 138.5}

耶Ť知道ʖ两个門徒跟在身后。他�是他#道的第一批果�。神圣的教�心®喜悦，因他的恩惠
得到了他�的响£。但他只是ʀʓ身来ˋ他�Ȧ：“你�要什么？”他要Ƿ他�自己ʜ×是回去ʕ是Ȧ
出心中的愿望。 {DA 138.6}

他�只有一个目的，他�的思想中只有耶Ť，于是Ȧ：“拉比，在哪里住？”路旁匆匆的会晤，不
能Ĩ足他�的心愿。他�渴望与耶Ť独|，坐在他脚前听他ǼȖ。 {DA 138.7}

139

“耶ŤȦ：‘你�来看。’他�就去看他在哪里住，ʖ一天便与他同住。” {DA 139.1}

如果Ż翰和安得烈也像祭司和首˳�那ą心®不信，就不会坐在耶Ť脚前受教，反而要以批Ȉ者
自居，来Ȉ断他的言ȁ了。ǿ多人就ʖą�失了最宝ɛ的机会。但ʖ第一批門徒不是ʖą。他�听
了施洗Ż翰Ǽ道，就响£了圣灵的呼召。Ņ在他�Ǵ出了ʖ位天国教�的声音。在他�听来，耶Ť
的Ȗ真是充Ĩ了青春、真理和美，有上帝的光M照在《旧Ż圣ƍ》的教Ǹ上。真理五彩ƱƂ的˹旨
以新的光Ę出Ņ。 {DA 139.2}

人必˫兼有痛悔、信心和ĺ心，才能˳受上天所ɩ的智慧。那由ĺ而生的信心，就是知Ȋ宝¢的
ʪ匙。凡是有ĺ心的人，都“ǴȊ上帝” Ż翰一�4:7。 {DA 139.3}

門徒Ż翰是个Ǵ真、有ĺ心，ĸ烈而多思的人。他已开始辨Ǵ基督的荣光不像他先前所学的属世
的威荣和权J，而是“充充ĨĨ地有恩典，有真理……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Ż翰福音1:14 他全神
ɘ注地思考ʖ奇妙的命˹。 {DA 139.4}

安得烈想将充Ĩ心中的喜�分Ɠ别人，便去找他的哥哥西門，�他Ȧ：“我�遇ǩ弥ɮ�了。”西
門也曾听ʓ施洗Ż翰Ǽ道，Ņ在听了弟弟的Ȗ，就赶ŷ来到救主面前。基督的眼睛注ǭ着他，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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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品格和他的一生：他那易于冲G的性格，他的仁ĺ、同情的心®，他的志向和自信，以及他的
犯罪、悔改、工作和殉道的T史。救主Ȧ：“你是Ż拿的儿子西門，你要称
Ŝ法（“Ŝ法”翻出来就
是“彼得”）。” {DA 139.5}

“又次日，耶Ť想要往加利利去，遇ǩ腓力，就�他Ȧ：‘来跟从我吧！’”腓力˪从了ʖ个命令，也
立刻成了
基督作工的人。 {DA 139.6}

腓力招呼了拿但�，当施洗Ż翰指明耶Ť
上帝的羔羊ó，拿但�也在人群中。他看ǩ耶Ť的形
像，就失望了。ʖ个I苦ɔŦ的人，ˣ道就是弥ɮ�[？然而，拿但�下不了决心拒ƕ耶Ť，因

Ż翰的信息已ƍ折服了他的心。 {DA 139.7}

140

腓力来招呼他的ó候，拿但�已ƍ退ˢ到一片宁静的Ą林中，去默想Ż翰的宣告和有关弥ɮ�的
˱言。他向上帝祈求，倘若Ż翰所宣告的的确是救主，就求上帝向他指明。当ó圣灵就降在他身
上，向他保ȇ，上帝已ƍ眷˭了他的百姓，
他�兴起了拯救的角。腓力知道他的朋友正在研究˱
言。当拿但�在无花果Ą下祷告ó，腓力找到了他，因
他�ƍ常在ʖ幽静的ĄǙ下一同祈祷。 {DA

140.1}

“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 先知所ǻ的那一位，我�遇ǩ了。”ʖ消息好像直接回答了拿但�的祈
祷。但腓力的信心仍Gê不定，他稍®疑地加上一句：“就是Ż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Ť。”于是，拿但
�心中起了偏ǩ，他Ȧ：“拿撒勒ʕ能出什么好的[？” {DA 140.2}

腓力不和他ʐȁ，只是Ȧ：“你来看。”耶Ť看ǩ拿但�走来，就指着他Ȧ：“看哪，ʖ是个真以色
列人，他心里是没有Șȋ的。”拿但�非常¹奇，ˋ道：“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Ť回答Ȧ：“腓力ʕ
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Ą底下，我就看ǩ你了。” {DA 140.3}

ʖ就足够了！拿但�在无花果Ą下独自祷告ó向他作ǩȇ的圣灵，如今又在耶Ť的Ȗ中向他ȦȖ
了。拿但�起先虽然®疑，并多少ʕ 点偏ǩ，但他是®着追求真理的ȕ心来ǩ基督的。ʖó，他
的愿望已ƍʒ到，立ó表Ņ的信心竟高ʓ那˳他前来的朋友。他答道：“拉比，你是上帝的儿子，你
是以色列的王。” {DA 140.4}

如果拿但�固È地相信拉比�的指�，他就永ʘ不会找到基督。他成了主的門徒，是因
他凭自
己的Ǫ察和判断行事。

141

Ņ在也是如此：ǿ多人固È偏ǩ，无力从善。巴不得他�愿意�自“来看”，Ɛ果将是何等不同
啊！ {DA 140.5}

如果一直偏信世俗权威的指引，就没有一个人能明白真理而得救。我�必˫像拿但�那ą，�自
研究上帝的Ȗ，并祈求圣灵的\示。那在无花果Ą下看ǩ拿但�的主，也必在祷告的ˢ秘|看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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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来自光明世界的天使，必靠近凡Ɂ卑�求上帝指引的人。 {DA 141.1}

基督呼召了Ż翰、安得烈、西門、腓力和拿但�，ʖ就奠定了基督教会的基ş。施洗Ż翰指引他
两个門徒到基督那里，其中之一的安得烈找着自己的哥哥，招他到救主跟前。随后腓力被召，而他
又引�了拿但�。ʖ些榜ą教�我�，个人之工和直接引˳�属、朋友、ʠ居¨主的重要性。有些
人生平自称ǴȊ基督，自己却从来不出力去引�一个人¨向救主。他�将一切工作推到#道人身
上。#道人可能有ɤ格从事他的ƽF，但却不能做上帝留Ɠ教友去作的工。 {DA 141.2}

有ǿ多人需要基督徒出于ĺ心的服F。ǿ多人已ƍ堕落到Ɏ亡的地步，如果他�的ʠ舍，即使是
普通的人，
他�尽一点个人的努力，或ǿ他�就可以得救。ǿ多人等待着有人向他��自ȳȖ。
在我�的�属、ʠ里，以及我�所居住的市˄上，随|都有我�当
基督做的布道之工。如果我�
真是基督徒，ʖ种工作就£ț是我��意去作的。人一悔改¨主，他心中就必立ó生出一种愿望，
要使别人也ǴȊ他所找到的最好朋友耶Ť。那救他使他成圣的真理，是不能禁ˊ在他心中的。 {DA

141.3}

凡献身与上帝的人必成
#光的通道。上帝使他�作他的代表，将他丰富的恩典#Ɠ别人。他的
£ǿ是：“我必使他�与我山的四p成
福源，我也必叫ó雨落下，必有福如甘霖而降。” 以西Ɛ�
34:26 {DA 141.4}

腓力�拿但�Ȧ：“你来看。”他没有叫拿但�去接受别人的ǩȇ，只是叫他�自来ǩ基督。Ņ在
耶Ť已ƍ升天，他的門徒就是他在人ˎ的代表，而引人¨向他的最有效的方法，

142

是在我�日常生活中将他的品格表Ņ出来。我�在别人身上的影响不全在于我�所Ǽ的Ȗ，而是
在于我�的
人。�于我�的理ȁ，世人或ǿ要反�争ʐ；我�的D告，他�或ǿ会拒ƕ；但是一
种无私之ĺ的生活，却是他�所不能反̔的ȁȇ。言行一致，并以基督的柔和
特征的生活，是一
种足以影响全世界的能力。 {DA 141.5}

基督的教Ǹ是他内心的信念和体̟的表ʒ。凡学他ą式的人必成
合乎神ƽ模式的教�。上帝的
Ȗ由一个自己因信ʖȖ而成圣的人Ǽ出来，就具有一种ɩ生命的能力，足以吸引听者的心，并使他
�确信ʖ是活的Ņ�。人若因ĺ慕真理而接受之，就必能将ʖ种心情在他的¯度和声ȯ中表Ņ出
来。他必将自己�耳听ʓ、�眼看ʓ、�手摸ʓ的生命之道彰ö出来，使别人也因ǴȊ基督而与他
同走天路。那ƍʓ“从v上取下来的”炭火沾ʓ了的口所Ǽ的ǩȇ，��意˳受的心乃是真理，ʖ真理
能使品格成圣。ʖą的ǩȇ，�于�意接受真理的心ö明
真理，而ʖ真理必能使品格成圣。 {DA

142.1}

凡Ȅ法将真光#Ɠ别人的，自己也必蒙福。“必有福如甘霖而降。”“滋ġ人的，必得滋ġ。” 以西
Ɛ�34:26； 箴言11:25 上帝很可以不要我�帮助来ʒ到他拯救罪人的目的；但
要将我�造就成

基督一ą的品格，我�必˫在他的工作上有份。
要使我�ʗ入他的喜�ǩ人因主的ļ牲而得救的
喜�，我�必˫
别人的得救分担基督的I苦。 {DA 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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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但�初次表示他的信心ó，是那么充分、ĸ切、真ȕ，在耶Ť耳中听来犹如音�一般。“耶Ť�
他Ȧ：‘因
我Ȧ在无花果Ą底下看ǩ你，你就信[?你将要看ǩ比ʖ更大的事。’”救主 着喜�的心
情展望他的工作，就是#佳音ƓɁ卑的人，医好$心的人，Ð告撒但所ã的得ʣ放。耶Ť想起他 
Ɠ人的宝ɛ福分，便又加上一句Ȧ：“我��在在地告Ȍ你�，你�将要看ǩ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
去下来在人子身上。” {DA 142.3}

ʖ里基督�˞是Ȧ：在Ż旦河岸天門大开。圣灵像̯子降在我身上。那景象不ʓ是个表号，ȇ明
我是上帝的儿子。如果你�相信我是上帝的儿子，你�的信心必复Ǖ，你�将看ǩ天門敞开，永不
关ˊ，是我Ɠ你�打开的。

143

上帝的使者要上去，将ɔ乏和受苦之人的祷告 到天父面前；而后他�ʕ要下来，将福气、希
望、胆量、帮助和生命 Ɠ世人。 {DA 142.4}

上帝的使者一直往来于天地之ˎ。基督
受苦受ˣ之人所行的神迹，是凭着上帝的能力并藉着天
使的服F作成的。上帝所ɩƓ我�的每一福惠，也是藉着基督并ƍʓ天使的服F而来的。我�的救
主既�自取了人性，也就取了和�当堕落的儿女相同的利害关系；但他藉着他的神性抓住上帝的宝
座。就ʖą，基督成了世人与上帝、上帝与世人之ˎ的交通媒介。 {DA 143.1}

144

第十五章 在娶亲的筵席上

本章根据：Ż翰福音2:1-11 {DA 144.1}

耶Ť开始他的#道工作，没有在耶路撒冷的公会前行什么壮�，却在加利利的小村庄的一次家庭
盛会上，ö出了他的神能，
婚筵添了一分喜¡。ʖ表明他�人类的同情和
人类ȵ幸福的心愿。
在ô野受Ȓ探ó，他自己喝下了患ˣ的苦杯；但出来之后，却将恩惠的福杯ʞƓ世人，要借他所ɩ
的福，使人˞的关系神圣化。 {DA 144.2}

耶Ť从Ż旦河回到加利利。离拿撒勒不ʘ，有个名叫迦拿的小村庄，有个婚礼要在那里�行。Ɛ
�的两家都是Ż瑟和̎利�的�戚。耶Ť˒Ǻ，就 着門徒£邀前去祝ɟ。 {DA 144.3}

耶Ť和母�小别之后，又在ʖ里o聚了。̎利�听Ȧ他在Ż旦河受洗óW生的奇事。消息#到拿
撒勒，b起了她心中深藏多年的一幕幕往事。她与其他以色列人一ą，深深地被施洗Ż翰的使命所
感G。她清楚地ǻ得，Ż翰出生ó所ɩ下的˱言。Ņ在，Ż翰与耶Ť的ƾ合，又燃起了她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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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利�也听Ȧ，耶Ť曾一度离开 人，神秘地避到ô野。ʖ不祥之兆使她心情沉重不堪。 {DA

144.4}

在拿撒勒的家中听ǩ天使的宣告以来，̎利�心中一直珍藏着ȇ明耶Ť
弥ɮ�的种种凭据。耶
Ť那温良忘我的生活，使她确信他必是上帝所差来的。然而，̎利�也免不了®疑和失望；她渴望
±有一天，耶Ť会ö出他的荣耀来。ʖó，Ż瑟已ƍ去世，知道耶Ť降生奥秘的只剩下̎利�一
人，她的希望和担又无人可Ȍ。ʓ去的两个月，她是在愁苦中度ʓ的。耶Ť不在身ʑ，她就得不
到他的体恤和安慰。̎利�反复思想西面的Ȗ：“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 路加福音2:35 她想到
从前她如何担心自己要永ʘ失去耶Ť，悲痛了三天。Ņ在，她又是Ĩ®焦Ǣ，急待他回来。 {DA 145.1}

在娶�的筵席上，她Ɗ于遇ǩ了耶Ť，他依然是个温和、孝˪的儿子。然而他与先前不同了，他
的容貌改X了：ǉ上 着ô野中Å斗的征�，眉宇之ˎ也透着新的威�和能力，Ă志他属天的使
命。同来的有一群青年人，以恭敬的眼神看着他，称他
夫子。他�向̎利�Ȝƈ述Ȧ耶Ť受洗
ó，以及在别|的所ǩ所˒。他�的Ɛȁ是：“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 先知所ǻ的那一位，我�
遇ǩ了。” Ż翰福音1:45 {DA 145.2}

�客�聚集ó，ǿ多人的兴趣似乎都集中于一个Ȗ˹。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弥漫于席ˎ。人�三
五成群，ĸ烈而低声地ȳȁ着，并以希奇的目光望着̎利�的儿子。̎利�听了門徒
耶Ť作的ǩ
ȇ，看到自己多年的希望Ɗ于梦想成真，就不ǅČ喜。但如要Ȧ，在她ʖ圣洁的喜�之中，没有ä
ý一点慈母本性的̜傲，那也未免�她看得ʓ高了。她ǩ 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耶Ť身上，就盼望他
能向 人ȇ�，他真是上帝所尊荣的那一位。她希望耶Ť有机会在他�面前行一个神迹。 {DA 145.3}

按当ó的˾俗，娶�的筵席要持Ɯ多日。而ʖ次酒席未散，却WŅ酒已用完。ʖ使主人很是

ˣ。喜¡之ó，薄酒助兴本是常例，

146

不然就是款待不周。̎利�是主人的�戚，曾
筵席¦ƶ，Ņ在她来�耶ŤȦ：“他�没有酒了。
”ʖ是建ǹ他供Ɠ他�的需要。但是耶Ť答道：“�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ó候ʕ没有到。” {DA

145.4}

在我�听来，ʖ似乎是唐突无礼，其�它并非冷淡或失敬。救主�母�的称呼，符合�方的˾
俗。ʖ是表示恭敬的尊称。基督在世
人的一�一G，无不与他自己所˯布“当孝敬父母”的ȟ命相符
出埃及ǻ20:12。在十字架上，他最后一次体ɚ母�的�G中，耶Ť再次ʖą称呼母�，并把她托付
Ɠ自己最ĺ的門徒。不ȁ是在娶�的筵席ˎ，ʕ是在十字架的苦痛中，他的声ȯ和神¯所流露的
ĺ，都表白了ʖ称呼的真意。 {DA 146.1}

当童年的基督来到圣殿，Ɗ生大ǲ的奥秘向他展开ó，他�̎利�Ȧ：“�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

念[？” 路加福音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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ʖ句ȖȦ明了他ď生的宗旨和服F的方ʥ：任何事都当以此
ʀ移。ʖ就是他到世ˎ来所要完成
的救ɧ大工。Ņ在他重述了ʖ教Ǹ。̎利�可能会有一种ʾȣ的想法，Ǵ
自己既然是耶Ť的母
�，就Ô有特权，多少可以指Ý他的工作。三十年来，耶Ť一直是个孝˪的儿子，他的ĺ至今未
X。但是Ņ在他必˫从事天父的工作。作
至高者的儿子和世人的救主，耶Ť不容ǿ任何属世的�
属关系妨碍他的使命，影响他的行G。他�行上帝的旨意，必˫不受任何Ż束。ʖ也是Ɠ我�的教
Ǹ。上帝的呼召即使就人类的�属关系而言，也是至高无上的。任何属世的吸引，都不£使我�的
脚步ʀ离救主吩咐我�走的路。 {DA 146.2}

我�堕落的人类唯一蒙ɧ的希望就是基督；̎利�的得救，也非靠上帝的羔羊不可。她本身并没
有什么功德可言。耶Ť母�的身份，不能使她在与救主的属灵关系上与别人有任何不同。基督的Ȗ
指明了ʖ一点。他与̎利�有两种关系：一种是人子与她的关系，另一种是神子与她的关系；他分
得清清楚楚。他�的母子�情，ƕ不能使̎利�与基督同等。 {DA 147.1}

“我的ó候ʕ没有到。”ʖ句Ȗ表明，基督在世上的一切行G，都是在遵照亘古以前所ǳ出的ǲ划
而行。在他降世之前，ʖ个ǲ划就é在他面前，巨ƈď究。来到人ˎ以后，他的每一步都受天父旨
意的引�。˱定的ó刻一到，他就毫不犹豫地采取行G。但若ó候未到，他就照ą˪服地等待。 {DA

147.2}

耶Ť�̎利�Ȧ，他的ó候ʕ没有到，回答了她没有出口的心愿她与 人共同的期望。̎利�希
望他ö明自己
弥ɮ�，要登上以色列的宝座。但ó候ʕ没有到，耶Ť并不是来作君王，而是要
以“多受痛苦、常ƍ患”者的身份来，与人类同呼吸共命ʔ。 {DA 147.3}

̎利�虽没能正确ǴȊ基督的使命，但她完全信ɫ他。耶Ť不会辜ɉʖą的信心。他ʖ~一件神
迹，就是
了褒Ë̎利�的信ɫ，并u固門徒的信心，因
他�将要遭遇ǿ多考̟信心的大Ȓı。
˱言指明耶Ť是弥ɮ�，

148

他�清楚ʖ一点，知道其中的ȇ据无ʐ̔的余地。他�希望宗教˳袖�的信心能比他�的信心更
大，来接待耶Ť。門徒向 人宣Ë基督的奇妙作
和自己�基督使命的信心，看到的却是祭司和拉
比�的不信和根深蒂固的偏ǩ，及�耶Ť的ð意，就甚ǯ¹奇失望。救主初期所行的神迹，加强了
門徒的信心来£付ʖ种反�。 {DA 147.4}

̎利��毫没有因耶Ť的Ȗ而感到�尬，她�用人Ȧ：“他告Ȍ你�什么，你�就作什么。”ʖ
ą，她就尽其所能
基督的工作˱}了道路。 {DA 148.1}

在門口é着六口石缸。耶Ť吩咐用人把缸倒Ĩ了水，他�就倒Ĩ了。于是当急需用酒ó，他
Ȧ：“Ņ在可以舀出来，送Ɠ管筵席的。”缸里所舀出来的不是原先倒入的水，而是酒了。管筵席的和
一般客人都不知道酒已用尽。管筵席的�了用人送来的酒，ǯ得比他喝ʓ的任何酒都好，与开席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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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é上的也大不一ą，便ʀ身�新郎Ȧ：“人都是先é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é上次的；你倒把好
酒留到如今！” {DA 148.2}

人都是先é上好酒，然后才é上次的。ʖ世界的ɰ品也莫不如此：固然ɨ心悦目，但Ɗ¨不能令
人Ĩ意。美酒Ɗ于X成苦水，Č�Ɗ于X成愁ˏ；开~是歌唱与Č�，Ɛ果却是疲乏和VĶ。但耶
Ť的礼物却是弥久常新的。他
人心所˱}的筵席，±能令人心Ĩ意足、喜�无Ŧ。各ą新的恩ɩ
都能加强˳受者的能力，促人ɨȊ并享受上帝所ɩ的福气。他所ɩ的，是恩上加恩，永无Ŧ尽的。
如果你住在他里面，你今天˳受的丰富恩ɩ，是你明天能˳受得更丰富的保ȇ。耶Ť�拿但�所Ǽ
的Ȗ，Ȧ明了上帝是如何待他有信心之儿女的。他慈ĺ的每次新的ö示，都是在向敏于˳受的心灵
宣布：“你就信[？你将要看ǩ比ʖ更大的事。” Ż翰福音1:50 {DA 148.3}

基督ɩƓ婚筵的礼物是一个象征。水，代表人¨入基督之死的洗礼；酒，代表他
世人的罪所流
的血。

149

石缸里的水由人手倒Ĩ，但只有基督的Ȗ才能使之Ǜ得“ɩ人生命”的能力。那些表明基督之死的
礼Ǒ也是如此。只有靠基督的能力，藉着信心的ʔ用，才有滋养心灵的效能。 {DA 148.4}

基督的一句Ȗ，就
ʖ次筵席提供了充分的̄料。他的恩典也是如此的丰富，足以涂抹人的罪
孽，更新心灵，供£内心的需要。 {DA 149.1}

耶Ť和門徒赴第一次筵席ó，他Ɠ他�喝的“杯”象征他拯救人类的工作。在最后的晚餐，他又Ɠ
他�喝那藉以Ȅ立神圣礼Ǒ的“杯”，表明他的死，“直等到他来” 哥林多前�11:26。他Ȧ：“从今以
后，我不再喝ʖ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喝新的那日子。” ̎太福音26:29 門徒将要与主
分离，心中无限$，但听到ʖ将来重逢的£ǿ，他�便得了安慰。 {DA 149.2}

基督
ʖ次筵席所˱}的酒和最后ʞƓ門徒代表他宝血的“杯”，都是ž8的葡萄汁。先知以ɮ�
ȁ到“葡萄中”的新酒ʖąȦ：“不要Ď坏，因
福在其中。” 以ɮ��65:8 （Ȑ者按：圣ƍ中的“酒”，
也包括未ƍW酵的葡萄汁。ʖ也是除酵Ǒ所用的。） {DA 149.3}

在旧Żó代，向以色列人W出以下警告的是基督：“酒能使人�慢，ğ酒使人喧嚷，凡因酒ʾȣ
的，就无智慧。” 箴言20:1 所以他自己决不会Ɠ人ʖą的酒喝。撒但引Ȥ人放Ɓ酒Ő，借以蒙蔽人
的理智，并麻痹属灵的ǩȊ。基督教Ǹ我�，要克服肉体的情欲。他的一生
我�留下了克己的榜
ą。
了Åǅ食欲，他
我�忍受了世人所能受的最�峻的考̟。那指示施洗Ż翰清酒和ğ酒都不
可喝的是基督；那将此令吩咐Ń挪�的妻子的也是基督 ǩ士�ǻ13:2-5。他宣布，那将酒ʞƓʠ居
喝的人有š了 ǩ哈巴谷�2:15。基督并不ʙ背自己的教Ǹ。他
婚宴所˱}的是没有Wʓ酵的清新
̄料，能促ʗ人健康的食欲。 {DA 149.4}

�客��美酒ɯ不ƕ口，并从用人口里听Ȧʖ件神迹的原委。

150



4/7/13 7:52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66 of 429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36&start_paragrap…1003633895&finish_paragraph=1003637983&references=1&pagebreaks=1

 人�ʖ奇妙的工作甚感¹异，一ó之ˎ竟忘了行神迹的人。后来才知道他已悄然离去，ʚ他的
門徒也没有注意。 {DA 149.5}

于是 人的注意力就ʀ向了門徒。他�第一次有机会承Ǵ自己�耶Ť的信心。他�述Ȧ了在Ż旦
河ʑ的ǩ˒，使ǿ多人心中燃起了希望，相信上帝已ƍ
他的百姓兴起了一位救主。ʖ水X酒的神
迹#遍了那一 ，ʚ耶路撒冷也听Ȧ了。于是祭司和ˈ老�®着新的兴趣，着手研究那˱指基督降
	的˱言。ʖ一位新兴的教�如此Ɂʝ地出入于民ˎ，他�急切地想要明白他的使命。 {DA 150.1}

基督的做法与犹太ˈ老�迥然不同：他�重ǭʟ#和形式，ű直摧残了人�思想行G的真自由。
他�Ɗ日Ƀ言慎行，惟恐沾染Ēţ。
了避免与“不洁8的人”接触，他�不但ʘ离外邦人，而且与多
数同胞断了来往，既不愿
他�ȵ幸福，也不想与他�做朋友。他�ʖą一意孤行，�致在生活上
气量小、目光狭窄。在社会各˝�中，ʖ种榜ą助ˈ了自私和偏狭的�气。 {DA 150.2}

基督着手改革工作ó，首先�人类表示深切的同情。他�上帝的律法表示最大的尊重，同óɆɌ
法利ɮ人虚&的虔ȕ，并Ȓq把人�从毫无意的ǫ条束ƫ中解放出来。他Ȅ法拆Ď那Ą在社会各
˝�之ˎ的Ŵ笆，使 人�如一家。他参加娶�的筵席，也是
了ʖ个目的。 {DA 150.3}

上帝指示施洗Ż翰住在ô野，使他免受祭司和拉比�的影响，准}担ɉ特别的使命。但是Ż翰清
苦和孤独的生活并不是Ɠ民 的榜ą。Ż翰自己也没有要他的听 放弃原有的ƽ分，却吩咐他�守
住蒙召ó的身份，忠心侍奉上帝，藉此拿出悔改的凭据来。 {DA 150.4}

耶Ť斥Ɍ一切放Ɓ私欲的事，但他性格是好交˞的。他接受各˝�人士的款待，无ȁɔ富愚智，

151

他都去探ȅ，要将他�的思想从日常的ņ事上，提高到属灵和永恒的事物上。他不ɯ同荒唐度
日，也没有�毫的ʅ浮玷Ē他的言行。然而在天真无邪的Č�s合中，他也Ǜ得�趣。他�自参加
社交集会，借以表示他的ɯǿ。犹太人的婚礼是隆重的，ʖ种喜事也是人子所喜悦的。耶Ťʖ次赴
筵，表明他尊重婚姻
上帝Ȅ立的制度。 {DA 150.5}

新旧Ż圣ƍ都用婚姻来代表基督和他子民之ˎ�密而神圣的Ɛ合。在耶Ť心中，婚姻的喜�遥指
将来：那ó他要 着他的新�（即教会）到他父家里去。ȁ到救主和ɧ民同赴羔羊婚筵之日的Č�
景象，他Ȧ：“新郎怎ą喜悦新�，你的上帝也要照ą喜悦你。”“你必不再称
撇弃的……你却要称

我所喜悦的，……因
耶和M喜悦你，”“他……必因你Č欣喜�，默然ĺ你，且因你喜�而Č呼。
” 以ɮ��62:5, 4；西番雅�3:17 使徒Ż翰得ǩ天上事物的异象ó，写道：“我听ǩ好像群 的声
音， 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Ȧ：‘哈利路�！因
主我�的上帝，全能者作王了。’我�要Č喜快
�，将荣耀¨Ɠ他。因
羔羊婚娶的ó候到了，新�也自己˱}好了”。“被Ȩ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
了！” \示©19:6, 7, 9 {DA 151.1}

在耶Ť心目中，每个人都是他所要邀Ȩ到他国度去的�象。他深入民ˎ，ȕ心地关®他�的利
益，因而深得人心。他在街道上、住宅中、航船上、会堂里、湖泊ʑ和婚筵上�找他�，在他�日
常I作之余交ȳ，�他�世俗的事F表示关心。他将他的教Ǹ ʗ家庭里，使人�因他的	格而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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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神圣的感化。他真Ø的同情ɲ得了人心。他常常上山独自祷告，
他在人ˎŅ�的生活作准}。
祷告已ď，他便出来帮助患病的人，教�无知的人，并ò断被撒但俘ǡ的人身上的枷ʺ。 {DA 151.2}

152

耶Ť�門徒的ǸƆ，是通ʓ个人的接触和ƾȴ来施教的。有ó他坐在山ʑ教�他�，有ó在海ʑ
或路上向他�展示上帝国度的奥秘。他Ǽ道不像Ņ代人Ȧ教。无ȁ何|，只要有人敞开心門接受上
帝的信息，他就将救恩的真理Ǽ明。他并不命令門徒做ʖ做那，只是Ȧ“来跟从我！”他周游城�各
地，±是 着他�，教他�怎ą教�人。他�既与夫子休戚与共，就在工作中与他ƾ合一致。 {DA

152.1}

基督与人类休戚与共的榜ą，是一切#Ë和˳受福音的人£ț仿效的。我�不可放弃社交往来，
不£ˊ門Ⱦ客，与世隔ƕ。
了使福音#遍各个˝�，我�必˫在他�的生活ń境中与之接触。要
知道，别人是ˣ得主G来找我�的。上帝的真理感G人心，不是O靠Ǽ台上的宣#。另有一个工作
园地，或ǿʇ
平凡，却大有希望：就是在卑微的家庭中，ɛ人的宅第里，友好的Č宴中和ž洁无
邪的社交s合里。 {DA 152.2}

我�基督徒不可
�Č作�而与世人交往，不可与之一同荒ȗ无稽。ʖ类的交˞有百害而无一
益。�于一切犯罪的事，我�永不可在言ȡ或行
上予以ɯ同，既不可默Ǵ，也不可参加。我�无
ȁ往哪里去，±要 着基督同去，并向人ö示我�救主的尊ɛ可ĺ。但有人
了保持自己的信仰，
竟将它藏在石壁之内，J必失去行善的良机。基督的宗教是在社交中与世人接触的。每一个接受了
上帝光照的人，也当将ʖ光照亮那些尚未看明生命之光者的道路。 {DA 152.3}

我�都£做耶Ť的ǩȇ人。要ʔ用因基督恩典而成圣的社交手段去引人¨向救主。Ƿ世人看出我
�并不自私自利，而是渴望他人分享我�的福分和权利的，也要Ƿ人看出我�的宗教并没有使我�
X得麻木不仁、尖酸刻薄。凡自称已ƍ找到基督的人，£当效学他，
造福他人而尽忠服F。 {DA

152.4}

我�万不可Ɠ世人留下ʾȣ的印象，Ǵ
基督徒是一班郁寡Č的人。如果我�注目于耶Ť，

153

就要看ǩ一位慈ĺ的救ɧ主，并从他的ǉ上接受光明。哪里有他的灵，那里就有平安，也有喜
�，因
那里有�天父的平静、圣洁的信ɫ。 {DA 152.5}

基督徒虽然都是血肉之体，但当他�ö出与上帝的性情有份ó，就必蒙基督喜悦。他�不是泥塑
木雕，而是活生生的人。他�的心田既被神恩的雨露滋ġ，便要向“公的日~”大大敞开。那照在他
�身上的光，他�要用好行
反射到别人身上，ʖ光就必因基督的ĺ而大放异彩。 {DA 153.1}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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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在他的殿中

本章根据：Ż翰福音2:12-22 {DA 154.1}

“ʖ事以后，耶Ť与他的母�、兄弟和門徒都下迦百7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犹太人的逾越Ǒ
近了，耶Ť就上耶路撒冷去。” {DA 154.2}

耶Ťʖ次的行程，是与一大群旅客同路上京城去。ʖó他尚未公开宣布他的使命，是ˢ行于群 
中ˎ，也就无人注意了。每逢ʖą的ó候， 人常以弥ɮ�降	
Ȗ˹；因
施洗Ż翰�此事曾作
ʓ有力的ǩȇ。他�以极大的ĸ忱ȳȁ着强国的希望。耶Ť知道他�的梦想必遭到失望，因
是建
立在�圣ƍ的ȣ解上。他以极ȕ²的¯度向 人解ʣ先知的˱言，想使他��上帝的Ȗ作更深入的
研究。 {DA 154.3}

犹太˳袖�曾教Ǹ百姓Ȧ，耶路撒冷是他�学�敬拜上帝的地方。在逾越Ǒ的一周内，有ǿ多人
从巴勒斯坦各地，甚至从遥ʘ的他�来ʓǑ。圣殿的院子里ÜĨ了嘈ý的人群。

155

ǿ多人不能随身携 准}奉献的，˱表那"大ļ牲（基督）的祭物。
了他�的方便，就有人在
圣殿外院�P牲畜了。各等人士都在ʖ里ɖ�奉献的祭牲；各种外国ɐ�也能在ʖ里2á成圣殿�
用的ʵʭ。 {DA 154.4}

每个犹太人一年˫献半舍客勒的ʵ�作
“生命的ɧ价” ǩ出埃及ǻ30:12-16。ʖ笔款子是用来ƞ
持圣殿ɞ用的。此外，ʕ有大宗款˩是 人献的�意捐，也都存在圣殿¢中。凡奉献的人必˫将外
�á成圣所的舍客勒（利未ǻ5:15），方可献上。于是，圣殿中有了2áʵʭ的生意。种种敲ȋ勒
索的弊端随之而生，逐ĥ成了可耻的交易，也成了祭司�的ɋ源。 {DA 155.1}

ɒP牲畜的人索取¹人的高价，而祭司和官ˈ<分享其利。如此，他�就以民脂民膏来肥己。他
�曾教Ǹ那些来圣殿朝拜的人，要他�相信，若不献祭，上帝的恩ɩ就不会	到他�的子�或田
地。ʖą，献祭的牲畜就可以高价出售；因
百姓既ʘ道而来朝拜上帝，±不至于不尽到崇拜之礼
而徒I往返吧。 {DA 155.2}

逾越Ǒó所献的祭物很多，所以圣殿的ǝ�˻很大。�P所引起的叫nÌ乱，使上帝的圣殿成了
牛羊市s。斤斤ǲʇ的Ƕ价ʕ价，牛̭羊叫、̯子咕咕的聒噪，混ý着ʭ�的叮当声和疾言厉色的
争吵声。ʖ种嘈ý的情形，使人无法静心崇拜；而且人向至高者所献上的祷告，都被侵入圣殿的喧
n声淹没了。犹太人�自己的敬虔是非常自豪的，他��圣殿更
得意，Ǵ
人�圣殿Ȧ句ʅ慢的
Ȗ，就是犯了�Ĥ的罪。他�非常�格地履行圣殿中的种种礼Ǒ，但�金ʭ的ɓĺU倒了宗教上的
˭忌。他�ƕ没想到，自己与上帝�自Ȅ立礼Ǒ的本旨已相离甚ʘ了。 {DA 155.3}

当耶和M降	在西奈山ó，山就因他的	格而成圣。耶和M吩咐摩西在山的四周ǫ定界限，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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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圣；又警告百姓Ȧ：

156

“你�当Ƀ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ʑ界；凡摸ʖ山的，必要治死他。不可用手摸他，必用
石~打死，或用箭射透，无ȁ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 出埃及ǻ19:12, 13 从此人�受到教Ǹ，知
道凡是上帝öŅ之|就是圣地。上帝圣殿周p的地界£ǭ
神圣的所在，可是
追求ɋ利，ʖ一切
都被忽ǭ了。 {DA 155.4}

祭司和官ˈ�身
上帝在国家里的代表，理当Ÿ正圣殿院中的弊端。

157

他�理£在正直和慈ĺ的德行上作人民的榜ą。他�原不ț只求自己的利益，而£体ɚ那些到圣
殿来敬拜之人的情形和需要；遇有无力ɖ�祭物的人，就ț尽力帮助。然而ʖ一切他�都没有作，
ɓ婪已使他�的心地=硬了。 {DA 156.1}

来赴逾越Ǒ的人，有困苦ɔ乏的，有瞎眼、耳Ƽ、瘸腿的，甚至有ɽ在床上被人抬来的，ʕ有ǿ
多人因太Ŧ，竟�不起最小的祭物献Ɠ主，ʚ自己充̂的食物也�不起。ʖ等人听了祭司的声明，
很苦¶。祭司�自夸虔ȕ，以人民的ŕÏ人自居，却毫无仁慈怜恤的心。Ŧ苦、患病、垂死之人徒
然²求他�的帮助。他�的苦ˣ�毫没能打G祭司�的µˢ之心。 {DA 157.1}

耶Ť走ʗ圣殿，看到ʖ一切：看到不公平的交易，看到Ŧ人的苦¶。因他�以
若不流血，自己
的罪就不得赦免。主看ǩ圣殿的外院已X
从事可憎的ǝ�s地。神圣的院子竟成了一个大交易所
了。 {DA 157.2}

基督看到ʖ种情形，知道非采取行G不可。祭司和法官吩咐百姓遵守ȩ般的�礼，却没有将其中
真�的意教�他�；献祭的人不知所献之祭乃是那唯一完美ļ牲的˱表。Ņ在ʖ一切礼Ǒ所˱表
的主，正站在他�中ˎ，而他�却不ǴȊ，也不予以尊敬。他曾�自宣布献祭的条例。他明白ʖ些
祭物˱表性的意和价.，又看到ʖ些礼Ǒ如今已被歪曲和ȣ解了。属灵的敬拜在很快地消失。祭
司、官ˈ与上帝之ˎ，已无任何ƾ系。基督的工作是要建立一种根本不同的崇拜。 {DA 157.3}

耶Ť站在圣殿院子的台˝上，用ʽ利的目光洞察一切。他以先ǩ的慧眼望到将来，不但看到短短
几年，而且ǩ到世世代代以后的事。他ǩ到祭司和首˳�将如何剥�Ŧ人的权利；如何禁止福音#
Ɠɔ民；又ǩ到上帝之ĺ如何被掩藏起来，使罪人不得看ǩ；如何将上帝的恩典当商品出售。他看
到ʖ景象，ǉ上就ö出À怒、权威和能力来。 人的注意力一ó都集中在他身上。那些从事̵̴交
易之人的目光死ŗ着他的ǉ。

158

他�感ǯʖ人能洞察他�的内心，Ȋ破他�ˢ秘的G机。有人想把ǉ藏起来，犹如自己的³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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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眉宇之ˎ，深恐被那ʽ利的眼睛所ǯ察。 {DA 157.4}

Ƃ乱一óX得ǀ静了。叫P、Ǽ价的声音止息了，默默无声的气氛令人ˣ以忍受。 人普遍感到
ǀ然可畏，好像都被#到上帝的�判台前，要
自己的行
交�似的。从基督身上，他�看到神性
透ʓ人性ˉ耀出来。天上的主宰站在他�中ˎ，像�判者在末日�判万民一ą虽然他并未ö出将来
所要W射的荣光，却有同ą洞察人心的威力。他的目光Êǭ群 ，看透了每个人的心灵。他的身体
好似ǋ空升起，ö出居高	下的权威，ǉ上W出神光。他开口ȦȖ了，那清脆宏亮的声音就是在西
奈山˯布那被Ņ今的祭司和官ˈ�所干犯之律法的声音回响在圣殿的庭院之ˎ：“把ʖ些�西拿去，
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P的地方。” {DA 158.1}

耶Ť慢慢走下台˝，手中�起ʗ来ó收集的Ɲ子Ʃ成的鞭子，吩咐ʖ帮�P人离开圣殿s地。耶
Ťö出从未表Ņʓ的激À�厉的姿¯，推倒2áʵʭ之人的桌子。ʭ�散落在云石ʷ的地面上，W
出清脆的叮当声。无人敢ɑˋ他的权威，更没有人敢停下拾取他�的不之ɋ。耶Ť并没有用鞭子
打他�，然而那小小鞭子在他手中犹如h吐火焰的利B一ą可怕。圣殿官ˈ�、�事投机的祭司
�、2áʵʭ和ɒP牲畜的商人�，ʚ同他�的牛羊都争先恐后地向外冲去。大家只存一个念~：
赶快逃避他那斥Ɍ罪³的浩然正气。 {DA 158.2}

 人都¹慌失措，因当不起他神圣的威�。从千百个ǔ白的嘴唇中W出恐怖的喊叫，ʚ耶Ť的門
徒也因他的言ȡ神色与平ó大不相同而¹恐起来。他�想起ƍ上ȁ到他的ȖȦ：“我
你的殿心里焦
急，如同火ķ。” ȓ篇69:9 不一会儿，那慌乱的人群 着他�的ɐ品ɋ物，都ʘʘ地离开耶和M的
圣殿了，̵̴的ǝ�从圣殿的院中ƕ迹了。

159

160

161

在混乱安定之后，院内呈Ņ一片�ǀ的沉静，主的	格使那
尊敬他而造的圣殿成
神圣了。 {DA

158.3}

耶Ť洁8圣殿的行G，宣布了他做弥ɮ�的使命，并开始了他的工作。ʖ
上帝居住而造的圣
殿，本是Ɠ以色列人和全世界的一个�物教材。亘古以来，上帝的本意是要每个受造的生灵，从光
明的撒拉弗（天使）到人类，都作>造主居住的圣殿。但因罪的ƪ故，人类不能再作上帝的居所。
人心被罪Ē染，已不能ö出神圣之主的荣耀。然而，上帝的儿子成了肉身，上帝竟能住在人性之
中，而人心因救恩就重新成了他的圣殿。上帝定意要耶路撒冷的圣殿成
每个人都能ʒ到的无比崇
高程度的永久象征。可惜犹太人虽以此建筑
自豪，但竟不明白其重要意，没有献上自己作
圣
灵的殿。耶路撒冷圣殿的院子中充Ĩ了̵̴交易的Ì攘喧n，逼真地反映了人心中的殿被肉体的情
欲和不洁的思想所玷Ē的情形。耶Ť洁8圣殿，就是宣布他洁8人心中罪Ē的使命，洁8那些腐化
心灵的属世企q、自私的欲望和邪³的�¾。“万6之耶和MȦ：‘……你�所�求的主，必忽然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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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殿；立Ż的使者，就是你�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Ȯ能当得起呢？他öŅ的ó
候，Ȯ能立得住呢？因
他如ı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碱。他必坐下如ı8ʵ子的，必洁8利
未人，熬ı他�像金ʵ一ą。” Ń拉基�3:1-3 {DA 161.1}

“�不知你�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灵住在你�里~[？若有人Ď坏上帝的殿，上帝必要Ď坏那人，
因
上帝的殿是圣的，ʖ殿就是你�。” 哥林多前�3:16, 17 人心被罪³侵占，O靠自己决不能将其
̓逐出去。只有基督能洁8人心的殿，但他决不会勉强ˌʗ来。他Ņ在到人心里来与从前到圣殿不
同，因
他Ȧ：“看哪，我站在門外叩門，若有听ǩ我声音就开門的，我要ʗ到他那里去。” \示©
3:20 他来不只是住一天，因
Ȧ：“我要在他�中ˎ居住，在他�中ˎ来往……他�要作我的子民。

162

”他必“将我�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的一切罪投入深海。” 哥林多后�6:16；弥迦�7:19 他一
来，就必使心灵洁8成圣，成
主的圣殿和“上帝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以弗所�2:22。 {DA 161.2}

祭司和首˳�¹恐万状，从圣殿的院中逃走，要ɼ避那洞察他�内心的ʽ利目光。他�逃跑ó遇
ǩ要到圣殿去的人，就将所看ǩ所听ǩ的告Ȍ他�，叫他�回去。基督看着ʖ些逃跑者的¹慌之状
和他��真敬拜的无知，心中便W出无限的怜¸。在ʖ幅景象中，耶Ť看到了犹太全国因死不悔改
所将要招致的漂泊流离。 {DA 162.1}

祭司�
什么从圣殿逃走，
什么不u守自己的�位呢？那吩咐他�走开的只是个木匠的儿子，
一个ɔŦ的加利利人，没有任何属世的权J或地位。他�
何不反抗？
什么一听ʖ外形平凡之人
的吩咐，就�下不之ɋ逃跑呢？ {DA 162.2}

原来基督以君王的权威ȦȖ，在他的声ȯ和容貌中有一种祭司�所不能抗拒的力量。他的命令一
出，他�就看出自己的&善和盗窃行
的真相。当耶Ť的神性透ʓ人性ˉ耀出来ó，他�就ǯ得自
己是站在亘古常在者的�判宝座前接受判决既是Ņó的判决，也是永久的判决。一ó之ˎ，他�深
信基督是先知，ǿ多人相信他是弥ɮ�。圣灵使他�忽然想起 先知所Ȧ有关基督的Ȗ。他�是否
愿意˪服此ó良心的感悟呢？ {DA 162.3}

可惜他�不肯悔改。他�知道基督�Ŧ人起了怜¸之心，也知道自己犯了剥削勒索的罪，既被基
督Ȋ破，他�就仇恨他。基督公开的ɆɌ使他�威˾Ê地，他�又嫉妒基督在民ˎ日益增ˈ的影
响。因此，他�决意向他挑Å，倒要ˋˋ他仗着什么权柄把他�赶出圣殿，又是ȮƓ他的ʖ个权
柄？ {DA 162.4}

他�小心翼翼地回到了圣殿，心中存着毒恨。可是在他�走后，圣殿起了何等的X化啊！

163

他�逃跑ó，Ŧ苦人仍留在那儿，ʖ班人Ņ在都望着耶Ť，他的ǉ上流露着仁ĺ和怜¸。他含着
眼泪，�周p¹慌失措的人Ȧ：不要怕，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我原是
此来到世ˎ。 {DA

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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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 人都Ô在基督面前，W出急切可怜的呼求：主啊！ɩ福Ɠ我！主的耳朵听到了每个人的呼
声。他俯身照˭那些受苦的小孩子，怜ĺ之情ǅʓ慈母。没有一人不得他的照˭。各人所有的任何
疾病都医好了。_吧¦口ɯ美上帝；瞎子Ř眼望着恩人的ǉ；受苦之人的心得到喜�。 {DA 163.1}

当祭司和圣殿的官ˈ�看ǩʖ件大事，听到那ʗ入他�耳中的种种声音，就受了何等大的\示
啊！ 人都在述Ȧ自己从前怎ą受苦，怎ą灰心ƕ望，日夜不得安宁。当最后的一ƅ希望似乎断ƕ
ó，基督将他�医好了。有个人Ȧ：我的担子真是沉重，但我已找到一位帮助者。他是上帝所差来
的基督，我决意奉献一生侍奉他。父母�他�的子女Ȧ：他救了你的命，你要高声˰ɯ他。儿童和
青年，父�和母�，朋友和旁Ǫ者一̱W出感Ⱦ˰ɯ的声音。人人心中充Ĩ了希望、快�和平安。
他�的心灵和身体都康复了，回到家后，就到|#Ë耶Ť的无比大ĺ。 {DA 163.2}

当基督被ʦ十字架ó，ʖ些被医好的人，没有附和当ó暴徒的喊叫：“ʦ他十字架！ʦ他十字
架！”他�同情耶Ť，因
曾被他"大的同情和奇妙的能力感G。他�知道他是救主。因
他曾ɩƓ
他�心灵和身体的健康。后来ʖ些人听ǩ使徒Ǽ道，上帝的Ȗʗ入他�的心，使他�明白了真理。
他�便成了上帝怜¸的代理和救人的工具了。 {DA 163.3}

那些从圣殿院子里逃跑的群 ，ʓ一ó也慢慢回来了。他�¹魂方定，ǉ上仍 着犹豫、胆怯的
神色。他�看ǩ耶Ť所作的事就非常希奇，深ǯ那些ȁ到弥ɮ�的˱言已ƍ£̟在他身上了。�Ĥ
圣殿的罪Ɍ大半在祭司身上：

164

是因他�的安排，圣殿的外院才X成市s；比ʇ而言，民 是无罪的。耶Ť神圣的威权虽然感G
了他�，但是祭司和官ˈ�的影响在他�身上ď竟ʕ是U倒一切的。他�Ǵ
基督的使命是别出心
裁，自搞一套，圣殿当局所准ǿ的事，基督是否有权干涉， 人ʕ要提出疑ˋ呢。他�因
�P受
了妨碍而¶恨，于是就消į了圣灵的感G。 {DA 163.4}

祭司和官ˈ�本£比其他人更能看出耶Ť是耶和M的受膏者，因
他�手里有ǻʆ基督使命的ƍ
卷。况且，他�体̟到，ʖ次洁8圣殿是超乎人力的表Ņ。他�虽仇恨耶Ť，但ʕ不能不考Ǣ：他
或ǿ就是上帝差来恢复圣殿之ž洁的一位先知。因此他� 着由畏生敬的¯度，到耶Ť面前ˋ他
Ȧ：“你既作ʖ些事，ʕö什么神迹Ɠ我�看呢？” {DA 164.1}

耶Ť已ƍö示一个神迹Ɠ他�看。他将光ˉ射到他�心里，又在他�面前行弥ɮ�所行的事，ʖ
已是充分的ȇ据，足以ö明他的神性。Ņ在他�既然要求个神迹，他就用个比i来回答他�，ö明
他已洞悉他�的³意，并看出ʖ³意在他�身上将造成的后果。他回答Ȧ：“你�拆Ďʖ殿，我三日
内要再建立起来。” {DA 164.2}

ʖȖ含有双重意。耶Ť所Ȧ的不O指犹太人的圣殿和礼拜将被除į，而也是˱指他的死拆Ď他
身体的殿。ʖ事犹太人正在密ȵ。祭司和首˳�回到圣殿ó，就打算ü害耶Ť，好除去ʖ个眼中
ʦ。Ņ在耶Ť把他�的阴ȵȦ穿了，他�却听不明白。他�以
耶Ť是O指耶路撒冷圣殿Ȧ的，就
À然Ȧ道：“ʖ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Ņ在他�Ǵ
耶ŤƓ了他�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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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据，从此就u决拒ƕ他。 {DA 164.3}

基督本不想叫ʖ些不信的犹太人理解他的Ȗ，ʚ他自己的門徒，ʖó他也不打算叫他�明白。他
知道他的仇ð必要歪曲ʖ句Ȗ，并以此攻:他。在他受�ó，ʖȖ要被用作控告他的把柄；在髑̤
地，ʕ要成
ǵȃ的Ȗ˹。若是Ņ在解ʣ，門徒就会因得知他将受的苦ˣ而$，

165

ʖ是他�目前ʕ担当不起的。一ƍ解ʣ，就会ʓ早地暴露犹太人的成ǩ和不信的后果。此ó他�
已ƍ走上了ʖ条路，ʕ会u决地走下去，直到耶Ť像羊羔被Ļ到宰ü之地。 {DA 164.4}

基督ʖ句Ȗ是
将要信他的人Ǽ的。他知道ʖȖ必被重述出来。人�把它提出来ó，正.逾越
Ǒ，Ƿ千万人都听ǩ了，ʕ要#到世界各地。到他从死里复活后，ʖȖ的意就明白可ǩ了。�ǿ
多人来Ȧ，ʖ将是他神性的确;凭据。 {DA 165.1}

由于灵性的愚昧，ʚ耶Ť的門徒也往往不明白他的教Ǹ，但ʖ些教Ǹ，有ǿ多是他�后来在事情
W生ó才˳悟的。耶Ť不在他�当中ó，他的Ȗ便成了他�心灵的依托。 {DA 165.2}

救主ȁ耶路撒冷的圣殿Ȧ：“你�拆Ďʖ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ʖȖʕ有更深ˈ的意，
是听 未能明白的。基督乃是圣殿的根基和生命。殿中的礼Ǒ都是上帝儿子ļ牲的˱表。祭司ƽ分
的Ȅ立，是要˱指基督作中保的身份和工作。献祭敬拜的整个ǲ划，是˱表救主受死，来救ɧ世
界。所以ʖ种献祭的礼，到T代以来所指的大事（基督受死）成就之后，便再无功效了。 {DA 165.3}

因
整个献祭制度是˱表基督的，所以离了他，ʖ些就毫无价.。当犹太人把基督治死，弃ƕ他
ó，他�就此弃ƕ了使圣殿及其崇祀具有意的主。圣殿已不再是圣洁的，并已注定要Ďį了。从
那日起，祭物和献祭的�式都失去了意。像țˢ的祭物一ą，ʖ些礼不能表Ņ�救主的信心。犹
太人ü害基督，�˞上就是拆Ď他�的圣殿。基督在十字架上断气ó，圣殿的内�幔子从上到下裂

两半，表明那最后的大祭物已ƍ献上，从此献祭的制度就永ʘƊ止了。 {DA 165.4}

“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在救主受死ó，黑暗J力似乎占了!J，他�Č¡自己的ǅ利。但耶
Ť却以得ǅ者的姿¯走出了Ż瑟裂开的坟墓。他“将一切È政的掌权的ã来，明öƓ 人看，就仗着
十字架夸ǅ。” 歌ƶ西�2:15 因他的死和复活，

166

基督就成了“真�幕”的È事。“ʖ�幕是主所支的，不是人所支的。” 希伯来�8:2 犹太人的会幕是
人手支搭的，他�的圣殿也是人手建造的。但那天上的圣所，却非人工所造地上的圣所不ʓ是它的
影儿，“看哪，那名称
……苗裔的，……他要建造耶和M的殿，并担ɉ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
必在位上作祭司。” 撒迦利�6:12, 13 {DA 165.5}

那˱指基督的献祭礼Ǒ已ƍ¥去，人的ǭƅ就被ʀ移到那
世人之罪而献的真祭物上了。地上祭
司的ƽ位已不复存在。但我�可以仰望“新Ż的中保耶Ť，以及所洒的血。ʖ血所Ȧ的比�伯的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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Ȧ的更美。”“~一��幕仍存的ó候，ʗ入至圣所的路ʕ未ö明。……但Ņ在基督已ƍ来到，作了将
来美事的大祭司，ƍʓ那更大更全}的�幕，不是人手所造，……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ʗ入圣
所，成了永ʘɧ罪的事。” 希伯来�12:24; 9:8-12 {DA 166.1}

“凡靠着他ʗ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
他是ˈʘ活着，替他�祈求。” 希伯来�
7:25 虽然祭祀从地上移到了天上的圣殿；虽然天上的圣所和我�的大祭司不是肉眼所能ǩ的，但門
徒决不至因此蒙受ß失，也不至因救主不在，而与天上断了交往，或在能力方面有什么减少。耶Ť
虽然在天上的圣所供ƽ，同ó却藉着他的灵，仍
他在地上的教会服F。肉眼虽然看不ǩ他，可是
他与門徒分离ó的£ǿ却£̟了：“我就常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太福音28:20 他虽将权
柄托付Ɠ比他弱小的仆人，但他那激励人身心的圣˺，依然与他的教会同在。 {DA 166.2}

“我�既然有一位已ƍ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Ť，便当持定所承Ǵ的道。因我
�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的ʃ弱，他也曾凡事受ʓȒ探，与我�一ą，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
我�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ó的帮助。”希伯来�4:14-16
{DA 166.3}

167

第十七章 尼哥底母

本章根据：Ż翰福音3:1-17 {DA 167.1}

尼哥底母是犹太国一个位高权重的ˈ官，受ʓ高等教育，才学非凡，在ǹ会中也很受尊敬。他与
人一ą曾深受耶Ť教Ǹ的感G。他虽Ô有ɋ富、学ˋ和声望，奇怪的是，他却被平凡的拿撒勒人所
吸引。救主口中W出的教Ǹ，大大地感G了他，他想多学一点ʖ奇妙的真理。 {DA 167.2}

基督在洁8圣殿ó行使的威权，曾激起祭司和首˳�u决的仇恨。他�畏惧ʖ陌生人的权柄。ʖ
个不知名的加利利人竟如此大胆，ʖ是不能容忍的。他�决意制止他的工作。但不是所有人都ɯ同
ʖą做的，因
有些人不敢反�ʖö然受上帝圣灵感G的一位。他�ʕǻ得，以前的 先知曾因Ɍ
}以色列人的首˳而被ü。也知道犹太人之所以受异邦的U制，就是因
他�ˬ固不化，不肯接受
上帝Ɍ}的Ɛ果。他�怕祭司和首˳�ȵ害耶Ť是步列祖的后�，使新的灾š	到他�的国家。尼
哥底母也有ʖą的˭Ǣ。

168

在犹太公会的一次ǹ会中，Ƕȁ�耶Ť£取的方ʥó，他D大家要慎重和Ʀ。他²Ȩ大家注意，
若耶Ť果真ɥ有上帝所ɩ的权柄，那么拒ƕ他的警告是危ˡ的。 祭司不敢ʅǭʖD告，就úó没
有公开反�救主。 {DA 1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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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听ǩ耶ŤǼȁ之后，尼哥底母就切心研究有关弥ɮ�的˱言。他越研究就越u信，耶Ť就是
要来的那一位。他同ǿ多其他以色列人一ą，看到圣殿中Ēţ�Ĥ的情形，心中非常悲痛。当耶Ť
把做�P的人赶出圣殿ó，他看到了当ó的情景：上帝能力的奇妙表Ņ，救主接ƀŦ人，医治病
人。他看ǩ了人�Č�的面容，听到了他�˰ɯ的Ȗȡ；他不能®疑拿撒勒的耶Ť就是上帝所差来
的。 {DA 168.1}

尼哥底母很想与耶Ť会晤，但不敢公开去找他。Ƿ一个犹太人的官ˈ承Ǵ自己同情一位尚未成名
的教�，未免太�面子了。况且，犹太公会若知道他去ȅˋ耶Ť，必会�他加以蔑ǭ和申斥。他ʕ
想，如果公开去ȅˋ，别人会效仿；故此他决意暗暗地去ǩ耶Ť。他打听到救主在橄Ĉ山下榻的地
方，等到˚城夜˘人静ó，才去找他。 {DA 168.2}

在基督面前，尼哥底母感到一种特别的胆怯，便佯作˄静，é出一副�ǀ的ą子作掩̅，开口
Ȧ：“拉比，我�知道你是由上帝那里来作�傅的，因
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上帝同在，无人能
行。”他想先恭ƞ基督作�傅的天才和行异迹的神能，来
ȳȖʷ路。他ȦʖȖ的意思是要表示信任
耶Ť，也想取得耶Ť的信任。其�ʖą的Ȗ反倒ö明他的不信任，因他不承Ǵ耶Ť是弥ɮ�，只Ȧ
他是上帝那里差来的�傅。 {DA 168.3}

耶Ť并不˳Ⱦ他的恭ƞ，却定睛望着他，像是在�ā他的内心。他看出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求真
理的人。他明白尼哥底母的来意。于是
要加强他心中已有的感悟，就直截了当并ʡ重和ǟ地
Ȧ：“我��在在地告Ȍ你：人若不是从上~生的，（Ȑ者按：“从上~生的”系根据英文圣ƍ注ʣ）
就不能ǩ上帝的国。” Ż翰福音3:3 {DA 168.4}

169

170

171

尼哥底母到主面前来，本想和他Ƕȁ一番，但耶Ť却揭示了真理的根本原<。他�尼哥底母Ȧ：
你所需要的，不是理ȁ知Ȋ，而是属灵的更新；不是Ĩ足你的好奇心，而是Ǜ得一˸新心。你必˫
从上~得到新的生命，然后才能欣ɨ天上的事。若不W生ʖ种改X，使一切都化旧
新，你来和我
Ƕȁ我的权柄或使命，�你的得救不会有任何帮助。 {DA 171.1}

尼哥底母曾听ʓ施洗Ż翰Ǽȁ悔改受洗的道理，以及他向民 指出那将要用圣灵施洗的一位。他
自己也ǯ得犹太人的灵性冷淡，在很大程度上他�都被固È的私ǩ和属世的野心所控制。他希望弥
ɮ�的来	能使全局有所改Ǫ。可是施洗Ż翰那使人省察己心的信息，没能使他自ǯ有罪。尼哥底
母是个�格的法利ɮ人，素以善行自豪，他的�善好施和�圣殿ƍɞ的慷慨捐助，使他深孚 望。
他也自Ǵ
一定会得蒙上帝喜悦。但想到竟然有个ž洁的国度，是他Ņ在ʚ看都不配看的，ʖ使他
感到¹异。 {DA 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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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Ť所Ǽ重生的比i，尼哥底母并不陌生。犹太人往往将悔改相信犹太教的异教徒比作初生的
�孩。所以，尼哥底母理£明白耶Ť的Ȗ不是照字面解ʣ的。然而，因他生来就是以色列人，就自
以
必是在上帝国里有份的。他ǯ得自己无需改X，ˣ怪听到救主的Ȗ就¹奇。ʖ些Ȗ是那么切合
地用在他身上，使他起了反感。法利ɮ人的̜傲和�求真理的ȕ意在他心里W生了矛盾。他希奇基
督
什么不尊重他作
以色列官ˈ的地位，而竟ʖą�他ȦȖ。 {DA 171.3}

由于¹奇，尼哥底母˄定不住了，便用Ĩ含ȃ刺的Ȗ回答基督Ȧ：“人已ƍ老了，如何能重生
呢？”当ʽ利的真理刺入良心ó，尼哥底母就与 人一ą，ö出是个不˳会上帝圣灵之事的属血气的
人，他心中�属灵的事毫无反£。因
惟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事。 {DA 171.4}

然而救主不用ʐȁ来�付ʐȁ。他�起手来，以˄定�ǀ的¯度，用更肯定的ȡ气将真理打入尼
哥底母的心，

172

Ȧ：“我��在在地告Ȍ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ʗ上帝的国。”尼哥底母知道，基
督所Ȧ的是指水的洗礼和上帝的灵使心意更新的事。他感悟到：ʖ�他ȦȖ的，就是施洗Ż翰所˱
言的那一位。 {DA 171.5}

耶Ť接着Ȧ：“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人心生来就是³的，“Ȯ能使洁8之
物出于Ēţ之中呢？无ȁȮ也不能。” Ż伯ǻ14:4 世人的W明决不能
犯罪的心灵找到救法，“原来
体ɚ肉体的，就是与上帝
仇，因
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从心里W出来的，有³念、凶
ü、奸淫、苟合、偷盗、妄ȇ、ɀȫ言 。” ƶ̎�8:7；̎太福音15:19 人心的泉源必˫先行8化，
然后才能得出ž洁的溪流。想靠自己守律法的功德来登天的人，是在�Ȓ不可能的事。一个人��
Ô有�格守法的宗教和敬虔的外貌，是不可靠的。基督徒的人生不是旧生活的修整或改良，而是本
ɑ的X化。要�私心和罪³看自己是死的，随而代之以全新的生活。ʖ种X化，只有靠圣灵的ʔ行
才能�Ņ。 {DA 172.1}

尼哥底母ʕ是不大理解。耶Ť便以˾
比i来Ȧ明他的意思。他Ȧ：“˾随着意思吹，你听ǩ˾的
响声，却不÷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DA 172.2}

˾来ĄG，枝叶沙沙作响，ʖ是人听得ǩ的，但看不ǩ˾的形状，也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
去。圣灵在人心中的ʔ行也如此。人不能解ʣ圣灵的行G，正如不能解ʣ˾的行G一ą。一个人或
ǿ不能Ȧ出悔改的确切óˎ或地点，也不能追溯悔改ʓ程的全部情况。但ʖ并不能ȇ明他没有悔
改。藉着一种像˾那ą看不ǩ的能力，基督óó刻刻都在人心中作工。受惠的人也ǿ完全不ǯ得，
而ʖ种能力却ĥĥ潜移默化，引人¨向基督。ʖą的感化也ǿ是从默想耶Ť，或ā考圣ƍ，或听#
道人的Ǽȁ而来的。及至圣灵来作更直接的呼bó，心灵便豁然开朗，快�地¨˪基督了。ǿ多人
称之
ˮ悔。殊不知ʖ是上帝的灵ˈ久熏陶的Ɛ果，一种持久忍耐的ʓ程。 {DA 172.3}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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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不能ǩ，但其效果是看得ǩ、摸得着的。照ą，圣灵在人心中作工，人感受到其拯救功能之
后，就必在其行G上表Ņ出来。上帝的灵住在人心里，就能改X人的整个生活。罪³的思想�开
了，不良的行
抛弃了；仁ĺ、ɁǷ及和平，代替了À怒、嫉妒与Ƃ争；愁X成了喜�，容貌也
反映出天上的光ʌ。虽然没有人看到上帝
人卸下重担，也没有人ǩ到从天上射下的光芒，但人因
信投靠上帝ó，恩惠、福气就	到他了。如此，人眼所看不ǩ的能力，就按上帝的形像造出一个新
人。 {DA 173.1}

人类有限的智力无法˳会救ɧ的大工。其奥秘超出人的智能以外。然而一个出死入生的人，却能
体会到ʖ是神能的事�。救ɧ之工的开端，我�能从今生的个人ƍT中体̟，而救ɧ之工的成果，
将延Ɯ到永ʘ。 {DA 173.2}

耶Ť正ȦȖ的ó候，真理的几ƅ光芒透入了ʖ位官ˈ的心。圣灵温良̑服的影响感G了他。但他
ʕ没完全˳悟救主的Ȗ。他所注意到的是重生的方法，而不是重生的必要。故此他ȝ异地ˋ道：“怎
能有ʖ事呢？” {DA 173.3}

耶Ťˋ他：“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ʕ不明白ʖ事[？”身ɉ民ˎ宗教��之Ɍ的人，�在不£ț
在ʖ么重要的真理上毫无所知。耶Ť的Ȗ中有Ǹ戒，就是Ȧ，尼哥底母不ț因平�的真理之言而反
感，却£
自己属灵的愚昧而½愧。但基督ǼȖ的¯度是那么�ǀ、ʡ重，而声ȯ和神色表露的是
那么ȕ²的Øĺ，以致尼哥底母虽然感到自½形ţ，却不Ǵ
耶Ť冒犯了他。 {DA 173.4}

当耶ŤȦ明自己的使命是要建立一个属灵的而不是属世的国度ó，尼哥底母心中又感到不安了。
耶Ť看出了他的心情，就接着Ȧ：“我�你�Ȧ地上的事，你�尚且不信，若Ȧ天上的事，如何能信
呢？”如果尼哥底母不能˳会基督解ʣ上帝恩典在人心中作工的教Ǹ，又怎能明了他荣耀天国的性ɑ
呢？他既不了解基督在地上工作的性ɑ，当然就不能明白他在天上的工作了。 {DA 173.5}

被耶Ť赶出圣殿的犹太人，自称是�伯拉罕的子�。可是，他�一ǩ救主的面就逃跑了，

174

因
受不住他身上所彰ö的上帝的荣光。ʖ就ȇ明他�没有受上帝恩典的陶冶，不配参加殿中神
圣的崇祀。他�固然勤于保持圣洁的外表，却忽略了内心的圣洁。他�虽然拘泥于律法的字句，却
ƍ常ʙ背律法的精。他�最迫切需要的正是基督�尼哥底母所Ǽ解的改X，就是心灵的新生，罪
的除8，以及知Ȋ和圣洁的复兴。 {DA 173.6}

以色列人�重生之道的盲目，是无可推ȭ的。以ɮ�受圣灵感G写道：“我�都像不洁8的人，所
有的都像Ēţ的衣服。”大R曾祈祷Ȧ：“上帝啊，求你
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
灵。”上帝也曾藉以西Ɛ£ǿȦ：“我也要ɩƓ你�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里面。又从你�的肉体
中除掉石心，ɩƓ你�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里面，使你�˪从我的律例，Ƀ守遵行我的典
章。” 以ɮ��64:6；ȓ篇51:10；以西Ɛ�36:26, 27 {DA 174.1}

尼哥底母从前ȫʖ些ƍ文，好像˥里看花，一知半解，Ņ在才开始˳会其中的真ȼ。他看出：O
在外表�格˪从律法的字句，不能使人具有ʗ天国的ɤ格。依照人的看法，他可称得上是个正人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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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但在基督面前，他Wǯ自己的心是Ēţ的，自己的生活是不圣洁的。 {DA 174.2}

ʖó，尼哥底母ĥĥ被基督吸引了。救主向他解ʣ重生之道，他就渴望自己心中能W生ʖ种改
X，但用什么方法来成就呢？耶Ť回答了他ʖ未W出的ˋ˹：“摩西在ô野怎ą�蛇，人子也必照ą
被�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DA 174.3}

尼哥底母�ʖ件事是熟悉的。那被�起来之蛇的象征向他Ȧ明了救主的使命。当以色列民被火蛇
咬$，行将�命ó，上帝吩咐摩西造一ʲ蛇，在会 之ˎ高高�起，然后向全ǝ宣告：凡被咬的，
一望ʖ蛇就必得活。 人知道ʲ蛇本身没什么力量帮助他�。它原是基督的象征。

175

被�起来医治他�的既是$害人之火蛇的像，照ą，有一位要“成
罪身的形状”来做他�的救ɧ
主 ƶ̎�8:3。ǿ多以色列人以
献祭之礼本身就有使他�从罪中得ʣ放的功能。上帝却要他�知
道，ʖ种礼Ǒ像ʲ蛇一ą，本身毫无价.。其目的是要引˳他�ʀ向救主。无ȁ是医好他�的>
$，或是赦免他�的罪³，除了信靠上帝所ɩ的独生子之外，他�不能
自己做什么。必˫仰望基
督才能得生。 {DA 174.4}

被蛇咬的人，或ǿ因ʛ疑而不仰望；或ǿ要ˋ，ʖ条ʲ蛇怎会有救人的效能呢？要作科学的解
ʣ。但没有解ʣ，他�必˫接受上帝藉摩西所吩咐他�的Ȗ。拒ƕ仰望，就必į亡。 {DA 175.1}

心灵得到\W，不是由于争ʐ和Ƕȁ。我�必˫仰望才能得生。尼哥底母˳受了ʖ教Ǹ，存ǻ在
心。从此，他就用新的方法来ā考圣ƍ，不再是
了学理上的Ƕȁ，而是
要使心灵得到生命。他
˪服了圣灵的引�，就开始得ǩ天国了。 {DA 175.2}

Ņ今有千千万万的人，需要学�那�起的ʲ蛇所教�Ɠ尼哥底母的真理。他�想靠˪从上帝的律
法来Ǜ得上帝的恩�。当有人教他�仰望耶Ť，并相信惟有靠他的恩典才能得救ó，他�就¹
呼：“怎能有ʖ事呢？” {DA 175.3}

我�必˫像尼哥底母一ą，甘愿按照罪魁ʗ入新生的方式来ʗ入新生。除了基督之外，别无拯
救。“因
在天下人ˎ，没有ɩ下别的名，我�可以靠着得救。” 使徒行#4:12 我�因信而˳受上帝
的恩典，但信心不是我�的救主，它不能ɭ得什么。信心是我�用来握住基督的一只手，用以˳取
他的功I，就是医治罪³之方。若没有上帝的灵来帮助，自己ʚ悔改也ˣ以做到。圣ƍȁ到基督
Ȧ：“上帝且用右手将他高�，叫他作君王、作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ɩƓ以色列人。” 使徒
行#5:31 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同ą都是基督所ɩ的。 {DA 175.4}

那么，怎ą才能得救呢？“摩西在ô野怎ą�蛇，”人子也照ą被�起来，使一切被那蛇咬$的
人，都可以仰望得生。“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176

Ż翰福音1:29 从十字架上W出的光，ö明了上帝的ĺ。他的ĺ吸引我�来就他。只要我�不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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ʖ种吸引，自然就会来到十字架下，悔改我�那ʦ死了救主的罪。于是，因着信，上帝的灵就在我
�心中�生新的生命。我�的思想愿望，便会˪从基督的旨意，我�的心思意念也要在我�里面，
按那叫万有¨服自己的大能者的形象而X得Ĺ然一新了。于是，上帝的律法就必写在我�的心版上
和意念中，我�就能和基督一同Ȧ：“我的上帝啊，我�意照你的旨意行。” ȓ篇40:8 {DA 175.5}

耶Ť在与尼哥底母会ȳó，揭示了救恩的ǲ划和他降世的使命。在他以后的一切Ǽȁ中，没有一
次像ʖą将凡要承受天国的人心中所必˫成就的工作，一步一步地解ʣ得ʖ么rĨ。基督在工作之
初，就向犹太公会中的一位ǹ^，将真理展开，而他正是一个最能受教并�任民ˎ教�的人。但是
以色列人的一般˳袖却不Č迎ʖ光。尼哥底母将ʖ真理藏在心中，T三年之久，没有一点明ö的效
果。 {DA 176.1}

然而，耶Ť知道他的种子是撒在何等的土壤里。那天夜里在幽静的山5上，O独�一位听者所Ǽ
的Ȗ没有落空。尼哥底母虽然没有立ó公开承Ǵ基督，但他óó留心耶Ť的
人，揣摩他的教Ǹ。
在公会中，他屡次打消祭司�ü害耶Ť的ǲȵ。到末后，耶Ť在十字架上被�起来ó，尼哥底母就
想起橄Ĉ山上的教言：“摩西在ô野怎ą�蛇，人子也必照ą被�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177

那次秘密会ȳ中所射出来的光，照亮了髑̤地的十字架，尼哥底母就明白：耶Ť是世人的救ɧ
主。 {DA 176.2}

救主升天之后，当門徒因遭逼迫而分散ó，尼哥底母毅然挺身而出。在基督死后，他用自己的ɋ
富ƞ持了犹太人想立即消į的幼小教会。在危ˣ之ó，那曾一度慎重疑Ǣ的人，竟成了u固的磐
石，óó鼓励門徒的信心，供Ɠ他�推ʗ#福音工作的ƍɞ。先前尊敬他的人，Ņ在反ʓ来蔑ǭ他
迫害他了。就世上的ɋ物而言，他虽然X得ɔŦ了。然而，那晚与耶ŤȳȖó所生W的信心，却一
点没有Gê。 {DA 177.1}

尼哥底母把那次与耶Ť会ȳ的情形告Ȍ了使徒Ż翰，由Ż翰笔©下来，垂Ǹ后世。其中的真理，
在今天，与当夜ʖ位犹太官ˈ去向卑微的加利利教�求ˋ生命之道ó一ą重要。 {DA 177.2}

178

第十八章 “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本章根据：Ż翰福音3:22-36 {DA 178.1}

施洗Ż翰的影响一ó遍于全国，ʇ之ǿ多首˳、祭司和君王的影响ʕ大。如果他宣布自己是弥ɮ
�，揭杆而起，来反抗ƶ̎政府，祭司和民 一定会云集在他旗�之下。撒但准}拿一切足以打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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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雄主野心的欲望来°恿施洗Ż翰。但Ż翰虽然知道自己有那么大的J力，却能毅然拒ƕʖG人
的Ȥ̇。他已将 人集中在他身上的注意力，ʀ移到另一位身上去。 {DA 178.2}

Ņ在他看ǩ民心的ɳ向，离开了自己而ʀ向救主。他周p的听 一天天减少了。耶Ť从耶路撒冷
到了Ż旦河的境界， 人成群地去听他。耶Ť的門徒天天增多起来，ǿ多人到他那里去受洗。基督
自己虽不施洗，却准他的門徒È行ʖ个礼Ǒ；ʖȇ明他ɯǿ他先ʼ的工作。但是Ż翰的門徒看ǩ耶
Ť的声望日大，就起了猜忌的心。他�准}批Ȉ他的工作，而且不久机会就找到了。犹太人和他�
之ˎW生了争È，就是ȁ洗礼有没有洁8灵性和清除罪孽的功效；他�主¦：耶Ť的洗礼与Ż翰的
洗礼根本不同。不久他�与基督的門徒争ȁ施洗ó所£用的言辞，后来索性ʐȁ耶Ť的門徒ț不ț
施洗。 {DA 178.3}

179

Ż翰的門徒心®不平地来ǩ他，Ȧ：“拉比，从前同你在Ż旦河外，你所ǩȇ的那位，Ņ在施洗，
 人都往他那里去了。”撒但利用ʖ句Ȗ来Ȓ探Ż翰。虽然Ż翰的任F似乎将告Ɛ束，但他仍可能Õ
阻基督的工作。如果他˭惜自己，并因被撤á而表示悲À或失望，ʖ就会撒下争ȁ的种子，助ˈ嫉
妒和猜疑，�重地阻碍福音的ʗ展。 {DA 179.1}

Ż翰本有人类所共有的缺点和ʃ弱。然而神圣之ĺ的感化已将他X了ʓ来。他生存在一种不
自
私和野心所沾染的ń境之中，超脱嫉妒的瘴Ŋ之气。他毫不同情門徒ʖ种不Ĩ，反而表示他是何等
透ª地ǴȊ到自己和弥ɮ�之ˎ的关系，如何快�地Č迎自己
他˱}道路的那位。 {DA 179.2}

他Ȧ：“若不是从天上ɩ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Ȧ：‘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
�自己可以Ɠ我作ǩȇ。娶新�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ǩ新郎的声音就甚喜�。”Ż翰把自
己比作朋友，做ǳ婚双方的介ƌ人，
婚礼作准}。新郎既娶了新�，介ƌ人的任F就完成了。他
自然会¡ɟʖ一�由他撮合之伉+的幸福。Ż翰被召，就是要指引百姓到耶Ť面前，因此救主工作
的成功，也就是他的喜�。他Ȧ：“故此我ʖ喜�Ĩ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DA 179.3}

Ż翰凭着信心仰望救ɧ主，已ʒ到舍己的最高峰。他并不想吸引人注意自己，乃是要提高他�的
思想，高而又高，直到上帝的羔羊身上。他本身不ʓ是一个声音，就是ô野的人声。Ņ在他就快�
地静默ˢ退，使 人的眼目可以ʀ向那生命之光。 {DA 179.4}

凡是忠心蒙召作上帝使者的人，必不求自己的尊荣。ĺ己之念，必被ĺ基督的心所吞没；决不容
争权�利的意念来ß害福音最高ɛ的目的。他�要Ǵ清自己的Ɍ任，要像施洗Ż翰那ą宣告：

180

“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Ż翰福音1:29 他�要高�耶Ť。他既被高�，人类也被
高�了。“因
那至高至上、永ʘˈ存、名
圣者的如此Ȧ：‘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
悔、Ɂ卑的人同居；要使Ɂ卑人的灵Ǖ醒，也使痛悔人的心Ǖ醒。’” 以ɮ��57:15 {DA 1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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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Ż翰既能虚己，就被上帝的光所充Ĩ。他
救主的荣耀作ǩȇ的Ȗ，几乎与基督和尼哥底母
会ȳó所Ȧ的Ȗ相吻合。Ż翰Ȧ：“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Ȧ的也是
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上帝所差来的，就Ȧ上帝的Ȗ，因
上帝ɩ圣灵Ɠ他，是
没有限量的。”基督却能Ȧ：“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 Ż翰福音5:30 ƍ上
Ȧ：“你喜ĺ公，恨³罪³，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用喜�油膏你，ǅʓ膏你的同伴。” 希伯
来�1:9 ʖ是指着耶ŤȦ的。父“ɩ圣灵Ɠ他，是没有限量的。” {DA 180.1}

181

跟从基督的人也是如此。我�惟有自己愿意虚心，才能˳受天上来的光照。我�不能ǴȊ上帝的
品格，也不能因信接受基督，除非我�愿意将所有的心意�回，使之˪服基督。凡能ʖą行的人，
都有无限量的圣灵ɩƓ他�。“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你�在他里面
也得了丰盛。” 歌ƶ西�2:9, 10 {DA 181.1}

Ż翰的門徒Ȧ： 人都到基督那里去了。但Ż翰具有更清楚的ǩȊ，他Ȧ：“只是没有人˳受他的
ǩȇ。”能接受他
救人脱离罪³之主的人，�在太少了。只有“那˳受他ǩȇ的，就印上印，ȇ明上
帝是真的。”“信子的人有永生。”不必争ȁ基督的洗礼或是Ż翰的洗礼能否洁8罪孽。ɩ人生命的乃
是基督的恩典。离了基督，洗礼就像其他礼Ǒ一ą，不ʓ是无价.的形式。“不信主的人得不着永
生。” {DA 181.2}

施洗Ż翰所喜Č听到的基督工作成功的消息，也#到耶路撒冷当局耳中。从前祭司和拉比�看ǩ
百姓离开会堂、蜂Ô到ô野里去，已ƍ嫉妒Ż翰的J力了。但Ņ在又来了一位，吸引群 的力量比
Ż翰的ʕ大。ʖ些以色列的˳袖�却不愿与Ż翰同Ȧ：“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群起重下决心，
要制止ʖ吸引民 离开他�的工作。 {DA 181.3}

耶Ť知道，以色列的˳袖�要不ʟ余力地造成他的門徒与Ż翰門徒的分裂，而且他也知道�云已
ƍ密布，不久要将ʖ人ˎ最大的先知除į。
了避免一切足以引起ȣ会和Ƃ争的事，他就悄悄地停
止工作，退往加利利去了。我�也当如此。虽是效忠真理，仍当Ȅ法避免一切足以引起ȣ会和不睦
的事。因
何ó有ʖ类的事W生，Ɛ果±有人因而跌倒。无ȁ何ó，遇有可能造成分裂的情况W
生，我�就当效法耶Ť和施洗Ż翰的榜ą。 {DA 181.4}

Ż翰已蒙召˳�改革的工作。因此，他的門徒ˣ免有�注意他一人的危ˡ，以
工作的成功全有
ɫ于他的辛苦，而忘ǻ他不ʓ是上帝手中的工具。Ż翰的工作尚不足以奠定基督教会的根基。

182

他的任F既然完成，便有另一种工作必˫ʗ行，是他的ǩȇ所不能成就的。Ż翰的門徒不明白ʖ
一点，所以他�ǩ耶Ť出来工作ó，就有嫉妒和不Ĩ的情ƛ了。 {DA 181.5}

同ą的危ˡ至今依然存在。上帝ʜ召一人从事一˩工作，等他尽到他所能做到的，把工作推ʗ到
一定程度之后，主又使别人前来将工作ʗ一步开展。但有很多人像Ż翰的門徒一ą，以
事情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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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少不了原先的人。只注意人而不注意上帝，嫉妒就乘机而入，上帝的工作就要受ß。而那ʓ分受
尊崇的人就会受到自恃的Ȓ探，而不理会自己必˫依靠上帝。 人既�¾于靠人的指�，便陷入ʾ
ȣ而被引�离开上帝。 {DA 182.1}

上帝的工作不可 有人的形象和称号 ǩ̎太福音22:20。上帝往往招呼不同的人，用他�来使他
的旨意�生最大的成效。凡肯Ɂ心虚己，像施洗Ż翰那ąȦ“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的人是有福的。
{DA 182.2}

183

第十九章 在雅各井旁

本章根据：Ż翰福音4:1-42 {DA 183.1}

耶Ť往加利利去，路ʓ撒Ń利�。Ż在正午，他到了美�的示B谷，雅各井就在谷口。耶Ť因行
路疲乏，就坐在井旁休息。那ó門徒ʗ城�食物去了。 {DA 183.2}

犹太人和撒Ń利�人是彼此痛恨的世仇，他�尽可能避免一切来往。在万不得已ó与撒Ń利�人
的交易，在拉比�看来ʕ算是合法的；但与他�作社交来往<是万万不可的。犹太人决不向撒Ń利
�人借ɜ，也决不˳受他�的款待，就是一口食物、一杯凉水也不接受。門徒去ɖ�食物，是合乎
本国˾俗的，他�并没有越ʓʖ个范p。若是Ȧ向撒Ń利�人求一点恩惠，或是用任何方式去帮助
他�，耶Ť的門徒可是ʚ想也没有想ʓ。 {DA 183.3}

耶Ť坐在井旁，又̂又渴，疲¼不堪。他�从早晨开始已走了很多路，Ņ在又是正午，烈日当
~，ĸ得人喘不ʓ气来。眼前虽有沁人的凉水，但因
他一无Ɲ子，二无水罐，而井口又深，只能
望水兴Y，更ǯ焦渴ˣ耐了。耶Ť既与人同命，就只好等人来打水了。 {DA 183.4}

ʖó来了一个撒Ń利��人，将水瓶打Ĩ了水，好像根本没看ǩ他似的。当她正要ʀ身走开ó，
耶Ť就向她Ƕ口水喝。ʖą的Ȩ求没有一个�方人会拒ƕ的。在近�地方，水被称
“上帝的恩ɩ”，
Ɠ干渴的行人喝水，算是一种神圣的F。住在沙漠地的阿拉伯人，

184


了尽到ʖ种F是不辞I苦的。犹太人和撒Ń利�人之ˎ的仇恨，竟阻止了那�人主G地
耶
Ť作ʖ件善事，然而救主正想�找\Wʖ一˸心的方法，于是他用一种由神圣之ĺ而生的机智，向
她求助，而不Ȧ要帮助她。若是Ȧ要帮助她，或ǿ会被她拒ƕ，但信任能引起信任。天上的君王竟
来到ʖ被人唾弃的�人面前，求她帮助。海洋是他造，深渊的水是他管，地上的泉源河Ę都是他开
的；但Ņ在他疲乏了，在雅各井旁休息，甚至
一口水也要依靠一个陌生人的善心。 {DA 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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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看出耶Ť是犹太人。在ȝ异之中，竟忘了答£他的要求，却要ˋ个明白，她Ȧ：“你既是犹太
人，怎么向我一个撒Ń利��人要水喝呢？” {DA 184.1}

耶Ť回答Ȧ：“你若知道上帝的恩ɩ，和�你Ȧ‘Ɠ我水喝’的是Ȯ，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Ɠ了你
活水。”你希奇我怎么会要你行ʖ么小的一个方便，从我�脚下的井里打一口水Ɠ我喝，可是你若求
我，我必早将永生的水ɩƓ你了。 {DA 184.2}

�人不懂基督的Ȗ，但她感ǯ其中含有�ǀ的意。她那ʅ松ˍ散的¯度开始改X了。她以
耶
Ť所Ȧ的活水，是指眼前的井，就Ȧ：“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
的祖宗雅各将ʖ井留Ɠ我�，他自己……也都喝ʖ井里的水，ˣ道你比他ʕ大[？”她看ǩ跟前的只
是个旅途Iˮ、˾�Ĩ面、干渴的行人，心里将耶Ť与那受人尊敬的先祖雅各相比，Ǵ
没有别的
井能比得上祖先留下的ʖ口井，她ʖą想也是人之常情。她向后看到列祖，向前瞻望弥ɮ�的来
	，而列祖所指望的弥ɮ�本人就在身ʑ，她竟不ǴȊ他。ʖą的人，Ņ代真不知有多少啊！活水
的源~就在身ʑ，而他�竟想到遥ʘ的地方�找生命之泉。“你不要心里Ȧ，Ȯ要升到天上去呢（就
是要˳下基督来）？Ȯ要下到阴ˎ去呢（就是要˳基督从死里上来）？……ʖ道离你不ʘ，正在你
口里，在你心里。……你若口里Ǵ耶Ť
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ƶ̎�
10:6-9 {DA 184.3}

185

186

187

耶Ť没有立即回答关于自己的ˋ˹，而是ȕ²ʡ重地Ȧ：“凡喝ʖ水的，ʕ要再渴；人若喝我所ɩ
的水，就永ʘ不渴。我所ɩ的水要在他里~成
泉源，直涌到永生。” {DA 187.1}

那到属世的水泉来解渴的人，喝了ʕ会再渴。无ȁ何地，人±得不到Ĩ足。他�渴望Ǜ得能供£
心灵需要的�西，而只有一位能Ĩ足ʖ种需求。基督就是世界的需要，是“万国所羡慕的” 哈ț�
2:7。惟有他所ɩ的神恩像活水一般，能8化、振�并滋ġ心灵。 {DA 187.2}

耶Ť的意思并不是ȦO喝一口生命水就能使人受用无Ŧ。人若�ʓ基督之ĺ的滋味，必渴望不停
地享有，而别无他求。世ˎ的荣M富ɛ和安�享受，都不足以G心。心中恒切呼求的就是：“更需我
主！”那向人心指出其需要的主，正等着Ĩ足人心灵的̂渴。一切属世的ɤ源和依靠都必Ɏ落。水¢
将要枯竭，池塘也必干涸；惟我�的救ɧ主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泉源。我�尽可以喝了再喝，
随ó都有新̨的供£。心中若有基督居住，里面就必流出幸福的泉源“直到永生”；就能从ʖ泉源取得
力量和恩惠，来£付一切的需要。 {DA 187.3}

耶Ť一提到活水，�人就希奇地望着他。耶Ť已ƍ引起她的兴趣，b起了她�主所Ȧ的恩ɩ的期
望。她Ȧ：“先生，Ȩ把ʖ水ɩƓ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ʖ么ʘ打水。” {DA 187.4}

Ņ在耶Ť将Ȗ˹突然改X了。�人在˳受他所极愿ɩ下的恩典之前，必˫先承Ǵ自己的罪，并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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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耶Ť
自己的救主。耶Ť�她Ȧ：“你去叫你丈夫也到ʖ里来。”�人Ȧ：“我没有丈夫。”她以
ʖ
ąȦ，就可避免回答在ʖ方面的ˋ˹。但救主接着Ȧ：“你Ȧ没有丈夫，是不ʾ的。你已ƍ有五个丈
夫，你Ņ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ʖȖ是真的。” {DA 187.5}

�人W抖了。一只神秘的手正在翻˕她一生的T史，把她想永ʘˢ藏的秘密都揭出来了。

188

ʖ洞察她平生秘密的是Ȯ呢？她心中又想起永生和将来的�判，到那ó，一切ˢ藏的事都要ö明
出来。ʖą一想，她的良心就ǯ悟ʓ来了。 {DA 187.6}

�人无法ˢŚ，只想回避ʖ不受Č迎的ˋ˹，便极恭敬地Ȧ道：“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她想
˄Í良心的自Ɍ，于是就将Ȗ˹ʀ到宗教上去。如果ʖ人是先知，他必能在一个多年争ȁ的ˋ˹上
Ɠ她一定的指示。 {DA 188.1}

耶Ť耐心地Ƿ她ʀ移Ȗ˹。同ó等待机会，再用真理打G她的心。�人Ȧ：“我�的祖宗在ʖ山上
礼拜，你�倒Ȧ，£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基利心山正好在望。山上的殿已Ď坏，只留有祭
v。犹太人和撒Ń利�人争ȁ的焦点，就是ʖ礼拜的地方。撒Ń利�人的祖先，有些本来是以色列
人。但因
他�犯了罪，耶和M就Ƿ他�被拜偶像的国家征服。从此他�就与拜偶像的人混ý起
来。ƍʓ多年，邪教的˾化ĥĥ地玷Ē了他�原有的宗教。他�固然Ȧ，偶像不ʓ是帮助他�想起
永生的上帝，宇宙的主宰，Ɛ果ʕ是拜起了雕刻的偶像。 {DA 188.2}

在以斯拉ó期重建耶路撒冷圣殿的ó候，撒Ń利�人想与犹太人一同建造，犹太人却不肯Ɠ他�
ʖ个特权。于是两民族之ˎ就�生了深仇大恨。撒Ń利�人
了争一口气，便在基利心山上也造了
一座殿。他�在那里依照摩西的�式礼拜上帝，却没有完全�弃偶像。后来灾š接踵而来，他�的
殿被ð人拆Ď，他�似乎落在了咒ȉ之下。然而，他�依然È著于他�的ʟ#和礼拜的形式，不愿
承Ǵ耶路撒冷的圣殿
上帝的居所，也不肯承Ǵ犹太人的宗教比他�的!越。 {DA 188.3}

耶Ť回答ʖ个�人Ȧ：“你当信我。ó候将到，你�拜父也不在ʖ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所
拜的，你�不知道；我�所拜的，我�知道，因
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耶Ť已ƍ表示，自己并
没有犹太人�撒Ń利�人的成ǩ。

189

Ņ在他要Ȅ法打破ʖ撒Ń利�人�犹太人的偏ǩ。他一方面指出：撒Ń利�人的信仰已受到拜偶
像�¾的腐ǣ；一方面又宣称：救ɧ的"大真理曾交托犹太人，并且弥ɮ�是从他�中ˎ出来的。
在圣ƍ中，犹太人已蒙\示，深知上帝的品德和政权的原<。耶Ť把自己列在犹太人中，又声明上
帝已将有关自己的知ȊɩƓ他�。 {DA 188.4}

耶Ť要将ʖ个�人的思想从虚浮的形式和争ȁ的ˋ˹上提高一步，他Ȧ：“‘ó候将到，如今就是
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ȕ�拜他，因
父要ʖą的人拜他。’上帝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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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灵和ȕ�拜他。” {DA 189.1}

ʖ里耶Ť�撒Ń利�的�人宣布了他曾ö明与尼哥底母的那一真理：“人若不重生，就不能ǩ上帝
的国。” Ż翰福音3:3 人与上天交通，不在乎找到一座圣山，或是一所圣殿。宗教不限于外表的形式
和礼Ǒ。惟有从上帝来的宗教能引人¨向上帝。我�若要正确地侍奉上帝，就必˫由圣灵而生。ʖ
才足以清洁我�的心，更新我�的灵，并ɩ我�新的能力来ǴȊ上帝，ĸĺ上帝；使我�生W˪从
上帝一切要求的心。ʖ才是真正的敬拜，是圣灵ʔ行的Ɛ果。每一ȕ²的祈祷，都出于圣灵的引
G，ʖ种祈祷才是上帝所悦ƀ的。哪里有人�求上帝，那里就ö明有圣灵在ʔ行，上帝也要向ʖ人
ö示自己。原来上帝正在�找ʖą敬拜他的人。他等待着要接ƀ他�，使他�成
他的儿女。 {DA

189.2}

当�人同耶ŤʖąȳȖó，她深
主的Ȗȡ所感G。她未在本地祭司或犹太人口中听到ʓʖą的
言ȁ。ʓ去的生活既展开在面前，她就感ǯ到自己迫切的需要。她感到自己心灵上的干渴决不是叙
加井里的水所能Ĩ足的。她从未碰到ʓ什么事能使她如此ǯ察到自己更高的需要。耶Ť已使她深信
他洞察她生平的秘密；而同ó她又ǯ得耶Ť是一位怜恤她、ĺÏ她的朋友。虽然耶Ťž洁的圣˺已
使她自知有罪，但耶Ť并没Ȧ什么ɆɌ的Ȗ，反将他那足以更新心灵的恩典告Ȍ了她。

190

�人�耶Ť的品德有了一点ǴȊ，于是暗自ˋ道：ʖ莫非就是人所ˈ久盼望的弥ɮ�[？她�他
Ȧ：“我知道弥ɮ�（就是那称
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Ȍ我�。”耶Ť回答她
Ȧ：“ʖ和你ȦȖ的就是他。” {DA 189.3}

�人听了ʖȖ，信心勃然而生。她就接受了ʖ从神圣教�口中W出的奇妙宣告。 {DA 190.1}

ʖ�人的心敏于˳悟，她已能˳受最崇高的\示。因
她�圣ƍ有了兴趣，而且圣灵也已使她的
心有了准}，好接受更多的真光。她曾研究ʓ旧Ż圣ƍ中的£ǿ：“耶和M你的上帝要从你�弟兄中
ˎ，Ɠ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要听从他。” 申命ǻ18:15 她极愿明白ʖ一段˱言的意。ʖó真
光已射入她心中。生命之水，就是基督要ɩƓ每个干渴之人的属灵生命，已ƍ开始在她心中流淌
了。上帝的灵在她心里ʔ行。 {DA 190.2}

基督向ʖ�人所作的明白的叙述，是不能�那些自以
的犹太人Ȧ的。与犹太人ǼȖó，基督
就Ƀ慎得多了。但他保守着不告Ȍ犹太人，以及后来嘱咐門徒�守秘密的事，却向ʖ�人指明了。
耶Ť看出她必能善用她的知Ȋ，引˳别人来分享他的恩典。 {DA 190.3}

門徒�食物回来，ǩ他�的夫子同那�人ȳȖ，就很希奇。他ʕ没有喝那才打出来的凉水，也没
停止ȳȖ，来吃門徒所 来的食物。�人走了之后，門徒Ȩ耶Ť来吃。可是他一声不响地在那里深
思默想。他的ǉ上ˉ着光亮，他�就不敢打Ì他与上天的交通了。但他�知道耶Ť已困乏疲倦，必
˫尽Ɍ去提醒他注意肉体的需要。耶Ť感激他�出于ĺ心的关®，就�他�Ȧ：“我有食物吃，是你
�不知道的。” {DA 190.4}

門徒不明白有Ȯ拿了食物来Ɠ他吃。耶Ť便解ʣȦ：“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作成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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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耶Ť因
自己的Ȗ已b醒�人的良心，就不ǅČ喜。他看ǩ�人喝了生命的水，

191

自己的̂渴就得到了Ĩ足。救主离开天家来È行的使命所有的ʖ点成就，增强了他工作的能力，
使他超脱了肉体的需要。在他看来，
̂渴慕道的人服F，比自己吃喝更
愉快，ʖ�他是一种安
慰，一种鼓舞。行善是他心灵的生命。 {DA 190.5}

我�的救ɧ主渴望有人承Ǵ他，渴望他用自己血的重价�来的人向他表示同情和敬ĺ。他以Ȧ不
出来的心愿，切望他�到他那里来得生命。就像母�迫切地要看到自己的小宝ɇ以微笑来ǴȊ她，
表明智力的萌W。我�的主也等待着人向他表示感恩之ĺ，来ö明属灵的生命已在心中萌G。 {DA

191.1}

�人听了基督的Ȗ，心中充Ĩ了喜�，ʖ奇妙的\示U倒一切。于是她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
将ʖ消息#Ɠ别人。耶Ť知道她
什么而去。�人把水罐留下，足以ö明基督的Ȗ所起的效果。�
人的心灵ĸ望得到活水，所以忘ǻ了到井旁来的目的。她原来打算要Ɠ救主水喝的，但一ó忘ǻ了
他的干渴。她心中盈溢着喜�，急忙去把自己所得的宝ɛ真光#Ɠ别人。 {DA 191.2}

她�城里的人Ȧ：“你�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Ɠ我Ȧ出来了，莫非ʖ就是基督
[？”她的Ȗ打G了 人的心。她ǉ上ö出新的神¯，容貌完全改X了。 人都想要ǩ耶Ť，“就出城
往耶Ť那里去。” {DA 191.3}

耶Ť仍坐在井旁。他�目四望，看着田ˎ的庄稼一片嫩ơ，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中。他指着ʖ一片
自然景色，以此
比i，�門徒Ȧ：“你��不Ȧ‘到收割的ó候ʕ有四个月’[？我告Ȍ你�：�目
向田Ǫ看，庄稼已ƍ熟了，可以收割了。”他正ȦʖȖó，把目光ʀ移到ǿ多到井旁来的人身上。地
里的庄稼ʕ有四个月才可以收割，但是眼前有一种庄稼已ƍ成熟，正等待收割的人呢。 {DA 191.4}

他又Ȧ：“收割的人得工价Ţ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俗ȡȦ：‘那人撒种，
ʖ人收割’，

192

ʖȖ可ǩ是真的。”基督在ʖ里指出˳受福音的人，�上帝所£尽的神圣F。他�£做他活的器
皿。他要他�每个人
他服F。无ȁ是撒种，是收割，我�都是
上帝作工。ʖ人撒种，那人收
割，撒种的和收割的都得工价，都因I苦所得的Ð酬一同快�。 {DA 191.5}

耶Ť�門徒Ȧ：“我差你�去收你�所没有I苦的；别人I苦，你�享受他�所I苦的。”救主Ȧ
ʖȖ，是˱先看到五旬Ǒ大收Ǜ的情景。門徒不当以
ʖ是自己努力的效果。他�是在享受别人I
苦的果�。自从�当堕落以来，基督常将他真道的种子交Ɠ他所ʜ召的仆人，叫他�去撒在人心
里。同ó，有一种无形的媒介，就是一种全能的力量，也曾无声无息而有效地在ʔ行着，使庄稼成
熟。上帝ɩ下他恩典的阳光和雨露，使真理的种子得到滋ġ和ǝ养。如今基督将要用自己的血加以
Ě灌。他的門徒有特权与上帝同工，与基督和古ó的圣先知共同努力。及至五旬Ǒ圣灵降下，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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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的人在一日之内悔改。ʖ就是基督所撒之种的效果，是他工作的收Ǜ。 {DA 192.1}

耶Ť在井旁向�人所Ǽ的Ȗ，就是撒下的好种子，其收Ǜ是何等迅速啊！撒Ń利�人来听耶Ť的
Ȗ，就相信了他。他�在井旁将他p住，ʚʚWˋ、Ȩ教，并ĸ切地听他解答ǿ多以前他�所不明
白的事。他�一ʑ听，心中的疑o就一ʑ开始消ʣ了。他�好像一群在黑暗中的人，忽然看ǩ一ƅ
光明，就急起直追，从此得ǩ天日。不ʓ他�ǯ得，ʖ短短的一次ȳȖ，不能Ĩ足他�的需要。他
�极想多听，并希望�戚朋友也能聆听ʖ位神圣教�的Ǹ言。所以他�就Ȩ他ʗ城去，求他在他�
那里住下。耶Ť就在撒Ń利�住了两天，信他的人就更多了。 {DA 192.2}

法利ɮ人藐ǭ耶Ť的朴素。他�不˭他行ʓ的奇事，ʕ要他再行神迹来ȇ明他是上帝的儿子。但
撒Ń利�人并不要看什么神迹。耶Ť也没有行什么奇事，不ʓ在井旁揭开一个�人平生的秘密而
已，但ǿ多人居然接受了他。他�得到新的喜�，就�那�人Ȧ：

193

“Ņ在我�信，不是因
你的Ȗ，是我��自听ǩ了，知道ʖ真是救世主。” {DA 192.3}

撒Ń利�人相信弥ɮ�来，不�是要作犹太人的救ɧ主，也要作普天下的救ɧ主。圣灵藉着摩
西，曾˱言他
上帝所差来的先知；藉着雅各，曾宣布万民都必¨˪他；藉着�伯拉罕，曾指明地
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撒Ń利�人以ʖ些圣ƍ的Ȗ
信仰弥ɮ�的根据。犹太人ȣ解了摩西以后
ȩ先知的˱言，将基督第二次降	的荣耀，曲解
他第一次降世的景象，ʖ就使撒Ń利�人�相信
摩西五ƍ，而舍弃了其它ƍ卷。但救主既推翻ʖ些虚þ的解ʣ，ǿ多撒Ń利�人就接受了摩西以后
的 先知的˱言和基督自己�上帝之国所Ȧ的Ȗ。 {DA 193.1}

ʖó耶Ť已开始拆Ď犹太人和外邦人之ˎ隔断的{，而向普世宣布救恩了。他虽是犹太人，却毫
无˭Ǣ地同撒Ń利�人来往，置本国法利ɮ教派的陋�于不˭。他不˭他�的成ǩ，去接受ʖ被歧
ǭ之民族的款待。他住在他�家里，与他�一同坐席吃他�的手做好并é上的食物在他�的街市上
教Ǹ人，用最和善的¯度和礼貌待他�。 {DA 193.2}

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有一道矮{，将外院和圣所的其他部分隔开。{上用各国的文字写着：“非
犹太人，不ǿ越ʓ此界。”若是外邦人擅敢ʗ入内院，就是玷Ē了圣殿，必˫以性命抵罪。可是耶Ť
身
圣殿及其礼Ǒ的Ƨ造者，竟以人的同情之心
Ƅ ，来吸引外邦人¨向自己，并将犹太人所拒
ƕ的救恩ɩƓ他�。 {DA 193.3}

耶Ť的門徒仍在犹太人偏ǩ的影响之下，所以耶Ťʖ次在撒Ń利�逗留，也是有意要使他的門徒
得益。他�以
要忠ĺ本国，就£ț恨撒Ń利�人。他�希奇耶Ť的行
，而又不能不依从他的榜
ą。所以在撒Ń利�作客的两天，他�
了效忠耶Ť，就抑制自己的成ǩ，但心里ʕ是ǯ得别扭。
要将藐ǭ化
怜ĺ，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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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恨X成同情，他�很ˣ学会。但到主升天之后，他�就从他的教Ǹ中看出新的意来。五旬Ǒ
圣灵下降之后，他�就想起了救主�待被藐ǭ的外邦人的眼神、Ȗȡ，及尊重、慈祥的¯度。所以
彼得在撒Ń利�#道ó，也在工作中表Ņʖ同ą的精神。Ż翰被Ȩ到以弗所和士每拿去ó，也回«
到在示B谷的ƍT，并且�ʖ位神圣的教�Ĩ心感激，因
他早已˱ǩ門徒所要£付的ˣ|，而�
自Ą立了榜ą来帮助他�。 {DA 193.4}

救主从前怎ą将活水ɩƓ撒Ń利�的�人，如今他仍在ʖą做。那些自命
跟从耶Ť的人，或ǿ
要藐ǭ或ɼ开被V弃的人，但耶Ť�世人的ĺ，ƕ不以家世、国籍或生活ń境
ʀ移。每个人，不
ȁ他的罪如何沉重，耶Ť±要�他Ȧ：“你若早求我，我就必早Ɠ了你活水。” {DA 194.1}

福音的邀Ȩ不可Ƴ小范p，而��#Ɠ我�所Ǵ
信了道就能尊荣我�的少数ƍʓ挑ʜ的人。ʖ
信息必˫#Ɠ万民。无ȁ何|，只要有人肯敞开心門迎接真理，基督就要立ó教�他�，将天父ö
Ɠ他�看，又使他�明白：怎ą敬拜才是那位ʤ察人心之主所悦ƀ的。�ʖą的人他不用比i，却
要像�井旁的�人一ą，直接Ȧ：“ʖ和你ȦȖ的，就是他。” {DA 194.2}

耶Ť坐在雅各的井旁休息ó，他才从犹太地来。在那里他的工作并没有多少成效。祭司和拉比�
都弃ƕ了他，甚至ʚ一些自称
他門徒的人，也未能Ǵ出他神圣的身份。如今他虽然困乏疲倦，可
是他并不ʾʓ机会，同一个与以色列无关，而且公然犯罪的外邦�女ȳȖ。 {DA 194.3}

救主平ó不等候群 聚集，往往只有几个人p着他ó，他就开始教Ǹ他�。路ʓ的人就会一个一
个地停下来听他，Ɛ果有成群的人听了上帝藉ʖ位天上差来的教�所Ȧ的Ȗ而¹Ǿ不已。所以凡

基督工作的人，不£感到�几个人ȳ道，不如像�多人Ǽ道那么ĸȕ。虽然只有一个人在听，Ȯ能
Ȧ，ʖ信息的影响会有多ʘ大呢？救主在一个撒Ń利��人身上所下的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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ʚ門徒也以
太不.得。但耶Ť向她ȲȲǸ�，居然比向君王、ȵ士或大祭司ǼȖ更
²切，更

G听。他ɩƓʖ�人的教Ǹ，已由多人反复ǼȦ，直到地极。 {DA 194.4}

撒Ń利�的�人一找到救主，立刻就 别人到他面前来。可ǩ她#道的工作比耶Ť自己的門徒更
有成效。門徒看不出撒Ń利�是有什么希望的布道区。他�只想到将来要做的大事；却没有ǩ到眼
前就有可以收割的庄稼。但Ņ在藉着他�所ʅǭ的�人，˚城的人都被˳来听救主的教Ǹ了。ʖ�
人已立刻将真光#Ɠ了她的同胞。 {DA 195.1}

ʖ个�人代表着一个在基督里有�˞信心而作工的人。每一个真基督徒都是在上帝的国里出生的
#道人。凡̄ʓ活水的人，自己便成了生命的泉源。受者X
施者。基督的恩典在人心里，像沙漠
中的甘泉，涌出滋ġ万人，使一切将要沉Ĕ的人都渴望喝到。 {DA 195.2}

196

第二十章 “若不看见神迹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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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若不看见神迹奇事”

本章根据：Ż翰福音4:43-54 {DA 196.1}

从耶路撒冷守逾越Ǒ回来的加利利人，将耶Ť奇妙的作
#开了，耶路撒冷的要人��耶Ť的Ȉ
断，
他在加利利开了路。ǿ多人看ǩ圣殿被�Ĥ和祭司�ɓɋ、傲慢的情形，心中悲Y。他�希
望ʖ个把首˳�赶走的人，就是他�所等候的拯救者。如今#来的消息，似乎ȇ�了他�最光明的
企盼。据Ȧ，ʖ位先知已宣称自己
弥ɮ�了。 {DA 196.2}

然而拿撒勒的居民仍不相信他。
此，耶Ť往迦拿去的ó候，就没有取道拿撒勒。救主�他的門
徒Ȧ：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世人±是凭自己ɨȊ的程度来衡量别人的品ɑ。一般眼光短
浅、心思庸俗的人，就根据基督卑微的出身、,朴的服装和平日的I作来Ȉ定他。至于他的ž洁无
瑕、毫无罪³的心灵，他�就不重ǭ了。 {DA 196.3}

基督回到迦拿的消息，很快就#遍了加利利，Ɠ受苦受ˣ的人民 来了希望。在迦百7，ʖ消息
引起了一个犹太ɛ族的注意，他是王家的官吏。

197

他的一个儿子患了不治之症，群医束手，朝不保夕。但是ʖ位父�一听Ȧ耶Ť，就决定去求他帮
助。那ó孩子已奄奄一息，恐怕等不到他回来就不行了，可是ʖ位大臣ǯ得ʖ件事非他�自E不
可。他希望以一个父�的²求来b起那位大医�的µˢ之心。 {DA 196.4}

到了迦拿，他看ǩ已有一大群人p着耶Ť。当他急切地从人群中Ü到救主面前ó，不禁¿住了，
眼前ʖ位不ʓ是个衣着平凡、跋涉Iˮ、征�Ĩ面的人，他的信心萎Ƴ了。ʖ人能行[？但他Ɗ于
向耶ŤȦ明了来意，并求救主同到他家里去。耶Ť早已知道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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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ʖ大臣ʕ未离家之前，救主已看ǩ他的苦楚了。 {DA 197.1}

但是他也知道ʖ位父�心里的条件，耶Ť若不答£他的²求，他就不承Ǵ他
弥ɮ�。当ʖ位官
ˈĨ心焦急地等着答复ó，耶ŤȦ：“若不看ǩ神迹奇事，你�±是不信。” {DA 198.1}

耶Ť是基督，虽ȇ据确;，毫无®疑的余地，但ʖ个²求者偏要以耶Ť答£他的Ȩ求，作
信服
的条件。救主就将他的半信半疑，同不求神迹奇事的撒Ń利�人淳朴的信心，作了个�比。耶Ť的
Ȗ有足以折服人心的能力，本身就是他神性随ó的ȇ据。而基督自己的子民，身受圣言的委托，竟
忽略听上帝藉他儿子�他�所Ȧ的Ȗ，ʖ�在令救主痛心。 {DA 198.2}

虽然如此，ʖ位ɛ族多少ʕ算有点信心，因
他所求的，�他来Ȧ是一切福气中最可ɛ的了。但
是耶Ťʕ有更大的恩惠要ɩƓ他。他不但要医治他的孩子，ʕ要使他和他全家都享受救恩的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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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迦百7点亮一œ明灯。原来迦百7不久就要成
他工作的地区了。但ʖɛ胄必˫先感ǯ自己有
需要，然后才会渴望基督的恩惠。ʖ位大臣正代表了他本国ǿ多的人。他�都是由于自私的G机而
�耶Ť感兴趣的。他�希望藉着他的权能，可以得到一点特别的好|，所以他�的信心是以耶Ť答
£他�眼前的Ȩ求
条件的。至于自己灵性上的疾病，他�却毫无所知，也未感ǯ自己需要神恩的
帮助。 {DA 198.3}

救主�ʖ个ɛ胄所Ȧ的Ȗ犹如ˉŇ，照透了他的心。他看出自己�求耶Ť的G机是自私的。他那
̀忽不定的信心，在自己面前完全暴露了。在深深的愁苦之中，他意Ȋ到自己的®疑也ǿ会断送儿
子的性命。他知道自己是在一位洞察人心、无所不能的主面前。于是他苦苦地哀求道：“先生，求你
趁着我的孩子ʕ没有死就下去。”他的信心ŷŷ地抓住基督，正如从前雅各与天使角力ó所Ȧ：“你若
不Ɠ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 >世Ž32:26 {DA 198.4}

他也像雅各一ą得ǅ了。凡依恋救主而
自己的迫切需要哀求的人，救主ƕ不推辞。耶Ť�他
Ȧ：“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ɛ族听了ʖȖ，就离开救主回去，

199

心中充Ĩ从未有ʓ的安宁和喜�，不但相信他的儿子必得痊愈，而且u信基督就是救ɧ主。 {DA

198.5}

正当此ó，在他迦百7的家里守候孩子的人，看到了孩子突然而神奇的X化。病人ǉ上死亡的阴
影退去了。Wĸ的面˶忽然Ņ出恢复健康的气色，黯然无光的眼睛也ö得清醒有神，憔悴支离的病
体恢复了活力，患病的征象完全消失了。他那焦灼的肌肤，X得柔ġ，他安然睡着了。ĸ病正在日
中炎ĸó退去，全家人¹喜不已。 {DA 199.1}

迦拿离迦百7不很ʘ，大臣与耶Ť分别后，尽可以当晚到家，但他并未急于赶路，次日早晨才到
了迦百7。今天回家，ț是多么不同啊！他昨天离家去找耶Ťó，心中$。日~似乎是残酷的，
雀̪的歌声像是嘲笑他。但Ņ在呢？他的情ƛ是何等不同啊！一切都另具新趣。他是用另一副眼光
来看ʖ世界了。他在静ɂ的清晨走路ó，万物都似乎与他一同˰ɯ上帝。当他离家ʕ有一段路ó，
仆人�前来迎接，想他一定很担心，所以赶去Ð信安慰他。但他听ǩ儿子痊愈的消息，并不表示¹
奇，只是以他�所不理解的兴趣șˋ孩子的病是什么ó候好的。他�回答Ȧ：“昨日未óĸ就退了。
”原来正当父�u信救主的£ǿ“你的儿子活了”的ó候，上帝的ĺ就	到了ʖ垂死的孩子。

200

ʖó父�便急匆匆地去看儿子，一把将他抱在®中，像是从死里Î救回来的一ą，ʚ声ɯ美上
帝，感Ⱦ他神奇的回生之û。 {DA 199.2}

ʖ个ɛ胄切望更多地ǴȊ基督。从那之后，他听了基督的教Ǹ，就与全家一起成了他的門徒。因
ʖ次苦ˣ，他�全家悔改而¨主
圣。ʖ神迹的消息到|#开了，在迦百7，就是基督后来施行ǿ
多大奇迹的地方，一条
救主�自#道的路开辟出来了。 {DA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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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迦百7ɩ恩与ʖɛ胄的主，Ņ在同ą切望ɩ恩Ɠ我�。可是我�像那位$的父�一ą，往往
因
想得世上的好|而去�找耶Ť，他£允我�的Ȩ求之后，我�就信ɫ他的慈ĺ。但是救主切望
将超ʓ我�所求的福惠ɩƓ我�，所以就ʛʛ不答£我�的²求，
要指出我�心中的罪³，并使
我�明白自己是何等需要他的恩典。他要我�把那�找他ó的自私之念抛弃。我�必˫承Ǵ自己的
无能和缺乏，一心一意地信靠他的慈ĺ。 {DA 200.2}

那ɛ胄想要先看ǩ自己所求的事�Ņ，然后才肯相信；但是他必˫接受耶Ť的Ȗ，相信所求的事
已蒙垂听，所求的福已蒙£允。ʖ个教Ǹ也是我�所ț学的：不是因
看ǩ或是ǯ得上帝已听了我
�，我�才相信。我�必˫信靠他的£ǿ。我�若抱着信心到他面前来，我�的每一²求必ʗ入他
的心。我�既然求他的福惠，就ț相信自己必能得着，并且因
已ƍ得着而感Ⱦ他。然后我�就当
克尽自己的本分，确信上帝会在我�最需要的ó候，将福惠ɩƓ我�。我�学会了ʖą做的ó候，
就可知道我�的祈祷已蒙£允。上帝必“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和“他在基督身上所ʔ行的大能大力”，“充
充足足地成就一切。” 以弗所�3:16; 1:20; 3:20 {DA 200.3}

201

第二十一章 毕士大与犹太公会

本章根据：Ż翰福音5:1 {DA 201.1}

“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門有一个池子，希伯来Ȗ叫作ď士大，旁ʑ有五个廊子。里面ɽ着瞎眼的、
瘸腿的、血气枯干的ǿ多病人，等候水G。” {DA 201.2}

池子里的水有ó会G，人�相信是超自然的能力所致。在水G之后，Ȯ先下去，无ȁ患什么病就
痊愈了。ǿ多病人都到ʖ地方来，当水G的ó候，人既是那么ÔÜ，大家又一̱向前冲去，就把比
ʇ弱的男女和幼童踏在脚下了。有ǿ多人根本不能走近池子。有些人即使挨到那里，也死在池ʑ
了。池的周p盖有廊子，借以保Ï病人，免受白天日晒和夜里的寒冷。有些人在ʖ些廊子里ʓ夜，
天天爬到池子ʑ上，也望不到痊愈。 {DA 201.3}

耶Ť又来到耶路撒冷。他一ʑ行走，一ʑ默想祈祷，就到了池旁。他看ǩ那些可怜的病人，守候
着他�Ǵ
唯一能痊愈的机会。他渴望行使他的医治之能，使每个受苦者得到痊愈。然而那天恰是
安息日。大批群 正到圣殿里去礼拜，

202

耶Ť知道在ʖó医病，J必引起犹太人的偏ǩ，以致妨碍他的工作。 {DA 201.4}

但是救主看ǩ了一个极
不幸的人：一个病了三十八年的ŏ子。他的病大半是自己犯罪的Ɛ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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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也Ǵ
是上帝Ɠ他的刑Ʒ。他孤寂无友，ʓ了多年痛苦的生活，ǯ得自己再也得不到上帝的慈
ĺ了。有些怜恤他的人，在˱料池水将波Gó，把他抬到廊子里来。但一到那ˣ得的ó刻，却没人
帮他下水。他虽然看ǩʓ水G，可是从没有走近ʓ池ʑ。别人比他强壮，±是比他先下水。他争不
ʓ那些只˭自己ŋ狂Î先的人，一次次的努力，一次次的失望，焦Ǣ日甚，几乎将他余剩的一点气
力消耗殆尽了。 {DA 202.1}

病人ɽ在褥子上，不ó抬~望着池子，忽然有一个面 慈容的人，俯身�他Ȧ：“你要痊愈
[？”ʖ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心中的希望油然而生。他ǯ得自己±算可得些帮助了。但是ʖ一�曙光
很快就消逝了。他想起自己曾如何屡次�Ȓ要到池子里去，Ņ在他不敢Ȧ能否活到水再G的ó候。
他懊�地ʀʓ~去，Ȧ：“水G的ó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ó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
去。” {DA 202.2}

耶Ť并不叫ʖ病人先向他表示信心，只是�他Ȧ：“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但ʖ人的信心却把
握住了ʖ句Ȗ。

203

他的神ƍ和肌肉都有了新生命的感ǯ，ŏō的四肢也能活G自如了。他毫不ʛ疑地决定要遵从基
督的吩咐，他的一切肌肉也都˪服了他的意志。他一ɴ而起，立ó成了个活ė的人。 {DA 202.3}

耶Ť没有先保ȇƓ他上帝能力的帮助。他可能ʛ疑一下，就失去他唯一痊愈的机会了。但他相信
基督的Ȗ，也照着行，就得着力量。 {DA 203.1}

我�也能藉ʖ同ą的信心，得到灵性上的医治。我�因犯罪而与上帝的生命隔ƕ。我�的灵命ŏ
ō了，我�靠自己不能度圣洁的生活，犹如那病人自己不能行走一ą。有ǿ多人感ǯ自己的无能，
并希望得到那使他�与上帝和ȷ的属灵生命。然而，他�所有的努力都¨于徒然。他�在失望中呼
喊道：“我真是苦啊！Ȯ能救我脱离ʖ取死的身体呢？” ƶ̎�7:24 但愿ʖ班灰心Û扎的人�目仰
望，救主俯身用Ȧ不出的仁慈和怜¸，�他用宝血�来的人Ȧ：“你要痊愈[?”他吩咐你起来得到健
康和平安；不要等到你ǯ得痊愈了才相信。只要信他的Ȗ，ʖȖ就必�Ņ。要使你的意志˪服基
督，要立志侍奉他，照他的Ȗ去行，你就必Ǜ得能力。无ȁ什么罪³的�¾，就是那由于ˈ期放Ɓ
情欲而束ƫ你身心的行
，基督都能并切望把你解救出来。他必将生命ɩƓ那“死在ʓ犯罪³之中”的
人 以弗所�2:1。他必ʣ放那被ʃ弱、不幸和罪³的ʺʸ所捆Ǝ的俘ǡ。 {DA 203.2}

痊愈了的ŏ子弯腰收拾他的褥子，那只是一条毯子和一条被子。当他快�地直起身来要找他的恩
人ó，耶Ť已消失在人群中了。他担心再ǩ到耶ŤóǴ不出他了。他迈开大步，ʑ走ʑɯ美上帝，

自己新得的力量而Č喜。他在路上遇ǩ了几个法利ɮ人，就将自己得痊愈的ƍʓ告Ȍ他�。但他
��ʖ事不大注意，而且¯度冷淡，使他¹奇。 {DA 203.3}

他�Œ着眉~，打断他的Ȗ，ˋ他
什么在安息日 着褥子行路。他��厉提醒他，在主的日子
肩ɉ重担是不合法的。ʖ人因大喜ʓ望，忘ǻ了那天是安息日。然而他想，遵照那Ô有上帝之能力
者的吩咐，不算有罪。于是大胆地回答Ȧ：“那使我痊愈的�我Ȧ：‘拿你的褥子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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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他�ˋ是Ȯ作的，他却答不出。ʖ些首˳�明知道只有一位能行ʖą的神迹，但他�要得到直
接的凭据来ȇ明他是耶Ť，以便控告他犯了安息日。在他�看来，耶Ť在安息日医好病人不但是ʙ
背了律法，ʚ吩咐病人拿褥子走路，也是犯了�Ĥ的罪。 {DA 203.4}

犹太人如此歪曲律法，使之成
束ƫ人的重担。他�那些毫无意的ǫ条已在别国成了笑柄。尤
其是安息日被种种无意的限制所Ư累，使安息日不再是犹太人可喜�的日子，也不再是耶和M的
圣日和可尊敬的日子。法利ɮ人和文士已使安息日成
ˣ挑的重担。犹太人不准在安息日生火，ʚ
一枝蜡ĵ也不ǿ点。因此，他�在ǿ多事上不得不靠雇工去做。殊不知，如果ʖ些事是ʓʾ，雇人
替自己做也一ą有罪。他�以
救恩�限于犹太人，而外邦人因
已ƍ无救，所以犯罪再多也不ʓ
是į亡。其�上帝˯布的ȟ命，没有一条不是人人都能遵守的；他的律法不容ǿ无理或自私的限
制。 {DA 204.1}

后来耶Ť在圣殿里遇到那被医好的人，他是因蒙大恩而来奉献ɧ罪祭和感恩祭的。耶Ť看ǩ他在
敬拜的人中，就警告他Ȧ：“你已ƍ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 {DA 204.2}

那被医好的人遇ǩ了恩人，非常高兴。他不知道法利ɮ人仇恨耶Ť，就因他�曾ɑˋʓ他，便�
他�Ȧ，使他痊愈的就是耶Ť。“所以犹太人逼迫耶Ť，因
他在安息日作了ʖ事。” {DA 204.3}

耶Ť被 到犹太公会前，要
犯安息日的罪受�。如果当ó犹太是个独立国，ʖ一罪名就足以Ƿ
他�|死耶Ť。但因犹太国隶属ƶ̎，他�不能ʖ么作。犹太人没有判人死刑的权柄，况且他�若
告耶Ť犯安息日的罪名，ʖ在ƶ̎法庭上是不能成立的。

205

但他�ʕ想ʒ到其他目的。尽管他�竭力反�基督的工作，他在民ˎ的影响却与日俱增，ʘ在他
�之上，就是在耶路撒冷也不例外。ǿ多听Ǌ了拉比�高ȳ˙ȁ的人，深受耶Ť教Ǹ的吸引。他�
能听懂耶Ť的Ȗ，感到温暖和安慰。他Ȧ上帝并不是个ǻ仇的法官，而是一位慈ĺ的父�。耶Ť在
自己身上反照着上帝的形象。他的Ȗ�受>$的心灵犹如良ǚ。他以怜¸的言行消除了古代ʟ#和
人
律例的U力，彰ö了上帝无Ŧ丰盛的慈ĺ。 {DA 204.4}

有一段最早ȁ到基督的˱言Ȧ：“圭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ˎ，直等ƈƶ来到，万民都必
¨˪。” >世Ž49:10 民 的确是在¨˪基督了。富于同情心的群 �意接受仁慈怜¸的教Ǹ，且V
Ķ祭司�所ǫ定的死板的�式。倘若没有祭司和拉比�从中作梗，耶Ť的教Ǹ必能成就一番空前的
改革。但是ʖ些˳袖
要ƞÏ自己的权J，就决意破坏耶Ť的影响。他�把耶Ť#Ǻ到ǹ会中来，
公然斥Ɍ他的教Ǹ，就是要ʒ到ʖ个目的。因
那ó百姓�宗教˳袖�ʕ相当尊敬。无ȁ何人若敢
否定拉比�所定的条例，或想减ʅ他�所加在百姓身上的重担，ʖ人不但要被Ǵ
犯了�Ĥ的罪，
而且也被ǭ
大逆不道。拉比�想在ʖ一点上使 人猜疑基督。他�Ƞ告他想推翻故有的˾俗，离
ˎ人民，
ƶ̎人的全面征服作准}。 {DA 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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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拉比�大力推行的ǲ划，最早不是在犹太公会，而是在另一个ǹ会中炮制的。撒但在ô野
与基督�抗失Ɏ之后，就集中全力来反�基督的圣工，尽一切可能破坏他的工作。撒但决意用Șǲ
来ʒ到他正面作Å所未能ʒ到的目的。他从ô野之ÅɎ退后，就立即召集他的³使者，密ȵ要ʗ一
步蒙蔽犹太人，使他�Ǵ不出他�的救ɧ主。他ǲ划要将自己�ʖ位真理Å士的仇恨，灌ʍ在宗教
界人士心中，

206

利用他�做他的工具。他要叫他�拒ƕ基督，使他的一生极端ǎ苦，以致�自己的使命灰心�
志。哀哉！以色列的˳袖�竟成了撒但�救主作Å的工具。 {DA 205.2}

耶Ť来，是要“使律法
大、
尊。”他决不是要削减律法的尊�，乃是要高�律法。圣ƍȦ：“他
不灰心，也不�胆，直到他在地上Ȅ立公理。” 以ɮ��42:21, 4 他来，是要把安息日从繁ņ的ǫ条
中解脱出来；那些ǫ条使安息日从福惠X成了咒ȉ。 {DA 206.1}

正因ʖƪ故，基督ʜ定安息日到ď士大池子ʑ上来行ʖ医病的事。他未�不能在别的日子来，或
只医好那病人而不吩咐他拿起褥子走。但ʖą做，基督就不能得到他所要的机会。他在世上的一�
一G，无不 有智慧的目的。他作的每件事本身重要，其教Ǹ也很深ʘ。在池ʑ的病人中，他ʜ了
病症最重的一位来施展他医治之能，又吩咐那人拿起褥子在城中走ʓ，以便宣Ë在他身上所成就的
大事。ʖ事就会引出在安息日作什么事才是合法的ˋ˹，又能借机来申斥犹太人�主的圣日所加的
种种限制，并宣布他�的ʟ#无效。 {DA 206.2}

耶Ť�犹太人Ȧ明，救治病人的工作是符合安息日的律法的。ʖ种工作也与天使的工作相符：他
�ƍ常往来于天地之ˎ，
受苦的人服F。耶ŤȦ：“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每天的光阴都
是属于上帝的，他能随ó�行他
人类所有的ǲ划。如果犹太人�律法的解ʣ是正确的Ȗ，那么，
耶和M自从立地的根基以来，一直在ƞ持并供养一切生物的工作就ʾ了。而且那位宣称自己的工作
甚好，又Ȅ立安息日来ǻ念>造工作完成的主，也就必˫在他的工作上停止一天，并使那旋ʀ不息
的宇宙系Ɨ停ˮ下来。 {DA 206.3}

ˣ道上帝£当禁止太阳在安息日行使ƽF，停止W出和煦的阳光，不令大地得温暖，草木得滋养
[？ˣ道宇宙ȩ星球的ʔ行，也必˫在圣日全天停止[？

207

ˣ道上帝£当吩咐溪水停流，不滋ġ田园和森林，吩咐海潮停止它ƍ常的Ģ落[？田ˎ的五谷，
Ą上的果�，ˣ道必˫停止生ˈ，延Ʀ成熟[？花草Ą木，都不可以在安息日W芽开花[？ {DA 206.4}

倘若如此，<人类将无法从地里得到食物，并将失去一切人生的�趣了。自然界必˫在安息日ʗ
行其ƍ常不X的ʔ行。上帝不能片刻住手，否<人类就不得存活。况且人在ʖ一天，也有他ț做的
事。生活的必需ʕ要ƞ持，病人不得不照料，急需救援的人要得到帮助。凡在安息日不解救受苦之
人者，上帝必不以他
无罪。上帝的圣安息日原是
人Ȅ立的，因此，仁慈的行
是符合其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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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帝所造之物无ȁ遭受什么痛苦，若能在安息日或任何一日解除，他就不愿意延ˈ片刻。 {DA

207.1}

人在安息日所求于上帝的，ʇ之平日更多。上帝的百姓在ʖ一天放下平常的事，有óˎ来默想、
敬拜。他�求上帝ɩ下比平日更多的恩典。他�求上帝特别的看˭，并²求他ɩ下上好的福分。上
帝并不等到安息日ʓ去之后，才£允ʖ些²求。上天的工作永不止息，人也决不可停止行善。安息
日并非偷安Ã惰和无所事事的日子。上帝的律法，禁止人在安息日从事属世的工作。那ȵ求生ǲ的
辛I必˫停止，凡是追求世俗��或利益的事，在ʖ一天都是不合法的。上帝既歇了他>造的工，
在安息日安息，并ɩ福Ɠʖ一日。因此，人也当é脱日常的�F，�在ʖ成圣的光阴作有助健康的
休息，敬拜上帝，从事圣工。故基督医治病人的工作是完全合法的，也是尊重安息日的。 {DA 207.2}

耶Ť声称自己与上帝有相等的权柄，他在地上做天父在天上所做的工作，二者工作的神圣性ɑ也
相等。但ʖ使法利ɮ人更
¶怒了。依照他�的ǩ解，耶Ť非但破坏了律法，而且称上帝
“他自己
的父”（Ż翰福音5:18），看自己与上帝平等。 {DA 207.3}

原来犹太全国的人都称上帝
他�的父，如果基督Ȧ自己与上帝的关系同大家一ą，他�就不至
于ʖąÀ恨了。但他�既控告他犯了�Ĥ的罪，

208

ʖ就表明他�ǴȊ到他所Ȧ的关系是独占性的父子关系。 {DA 207.4}

ʖ些反�基督的人找不到什么ȁ据来�付他那感G他�良心的真理。他�所引ȇ的只有˾俗和ʟ
#，ʖ同耶Ť引ȇ上帝的Ȗ和ʔʀ不息的自然界提供的ȁ据相比，就ö得ʃ弱无力了。如果拉比�
心中有一点˳受真光的ȕ意，他�就会确信耶ŤǼ的是真理。然而，他�却托辞ˉɼ他�安息日所
提的ȁ点，想拿他自称与上帝同等的Ȗ去煽G民À。首˳�的¶怒是没有限度的。若不是因
惧怕
百姓，祭司和拉比�就会将耶Ť当sü死。然而一般民 �耶Ť是ĸ烈ÔÏ的。ǿ多人Ǵ出他就是
那曾医治他�疾病、安慰他�$的朋友，而且他�
他在ď士大池旁治病的事ʐÏ。所以首˳�
不得不úó按下心~之恨。 {DA 208.1}

耶Ť̔斥被控�Ĥ的罪名，Ȧ：我有权作你�控告我的事，因
我是上帝的儿子。我与他在品
性、意志和宗旨上都是一致的。在上帝>造之工和
人安排的一切事上，我都与他合作。“子凭着自
己不能作什么，惟有看ǩ父所作的，子才能作。”如今祭司和拉比�倒因上帝的儿子作他被差遣到世
上来作的事而Ɍˣ他。他�因自己的罪，已同上帝隔ƕ，又因̜傲而擅自行G。但上帝的儿子却˪
服天父的旨意，依靠天父的能力。基督ª底忘我，甚至不
自己作什么ǲ划，而接受上帝
他所定
的ǲ划，天父就将自己的ǲ划逐日向他\示。我�也£当如此依靠上帝，使我�的人生，也能全然
�Ņ上帝的旨意。 {DA 208.2}

当摩西将要建会幕作上帝的居所ó，上帝吩咐他制造一切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他的ą式。摩
西以Ĩ腔的ĸȕ作上帝的工。也有最精巧、最有天才的工匠，照他的指示去做。他将要造的每一个
ʰ、每一˸石榴、每一根穗子、每一条ʑ、每一幅幔子，以及圣所内任何器皿，都必˫照上帝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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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ą式。上帝召他上去，将天上的事物指示他。耶和M用自己的荣耀遮蔽他，使他得以看ǩ那ą
式，

209

以便制造一切物品。照ą，上帝向他所Óʜ作
自己居所的以色列民，\示了他�人的品格所有
的光ʌ理想。当耶和M在西奈山˯布律法，并在摩西面前ƍʓó，宣告Ȧ：“耶和M，耶和M，是有
怜¸、有恩典的上帝，不ʅ易W怒，并有丰盛的慈ĺ和ȕ�。
千万人存留慈ĺ，赦免罪孽、ʓ犯
和罪³。” 出埃及ǻ34:6, 7 如此，上帝将ʖ品格的ą板ö明了。 {DA 208.3}

以色列人随己意而行，并没有按着那典型的模式去建造自己。但是上帝所居住的真殿基督，他在
地上生活的一�一G完全符合上帝的理想。他Ȧ：“我的上帝啊，我�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
我心里。” ȓ篇40:8 照ą，我�的品格也必˫造成“上帝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以弗所�2:22。在一切
事上，我�“都要照着……指示你的ą式”，就是“
你�受ʓ苦，Ɠ你�留下榜ą，叫你�跟随他的
脚踪行”的基督 希伯来�8:5；彼得前�2:21。 {DA 209.1}

基督的Ȗ教Ǹ我�，£当看自己与天上的父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不ȁ我�的地位如何，我�±要
靠那掌握一切命ʔ的上帝。他已ƍ派定我�的工作，又将作工所需的才能、方法ɩƓ我�。只要我
�˪服上帝的旨意，依靠他的能力和智慧，他必引�我�走在安全的路上，完成我�在他大ǲ划中
的一份Ɍ任。但是人若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就使自己与上帝隔离。ʖą的人不是与基督合作，而
是�行那与上帝和世人
ð者的ǲ划了。 {DA 209.2}

救主接着Ȧ：“父所作的事，子也照ą作。……父怎ą叫死人起来，使他�活着，子也照ą随自己
的意思使人活着。”撒都ț人Ǵ
人的身体不会复活的，耶Ť却告Ȍ他�，他父的最大手段之一，就
是叫死人复活；并且他自己也有权柄作ʖ同ą的事。他Ȧ：“ó候将到，Ņ在就是了，死人要听ǩ上
帝儿子的声音，听ǩ的人就要活了。”法利ɮ人相信死人复活的事。基督宣称那ɩ生命Ɠ死人的权
能，Ņ在就在他�中ˎ；而且他�将要目睹ʖ种权能的施展。ʖ使人复活的权能，也就是那ɩ生命
Ɠ“死在ʓ犯罪³之中”的人的权能 以弗所�2:1 。ʖ在基督耶Ť里的生命之灵，就是“他复活的大
能”，

210

足以使人“脱离罪和死的律” 腓立比�3:10；ƶ̎�8:2。罪³的权J被打破了，人藉着信心就得蒙
保守脱离罪³。凡敞开心門接受基督之灵的人，就得与将来使他的身体从坟墓里出来的大能者有
份。 {DA 209.3}

ʖ卑微的拿撒勒人就此表白了他真�崇高的身份。他一ó超脱了人性，卸去罪身和耻辱的形状，
在 人面前ö示自己是天使所尊敬的，是上帝的儿子，是与宇宙的>造主原
一的那一位。听 目
瞪口呆了。从来没有像他ʖąȦȖ的，也没有像他ʖą有赫赫的威�。他W言清楚而明晰，充分宣
明他的使命和世人的F。“父不�判什么人，乃将�判的事全交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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ą。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因
父怎ą在自己有生命，就ɩƓ他儿子也照ą在
自己有生命；并且因
他是人子，就ɩƓ他行�判的权柄。” {DA 210.1}

祭司和首˳�已立自己
�判官，要ɆɌ基督的工作。不料，基督却宣布自己
他�的�判者，
也是全地的�判者。世界已交在基督手中，而且上帝Ɠ堕落人类的每一福分都是由他而来。他在未
成肉身之先和成了肉身之后，都是世界的救ɧ主。世界上一有了罪，就有了救主。他将光和生命ɩ
Ɠ一切人，各人要按自己所得光的多少受�判。那位将光ɩƓ人，又随ó随地Ɠ人最温慈的D戒和
Ȅ法救人离罪成圣的主，也是人的中保和�判者。自从天上的大斗争开始以来，撒但一直用欺̡的
手段来ƞ持他的J力；而基督<一直努力揭穿他的阴ȵ，打破他的权J。那与迷惑人者相争的是
他。那T代以来，Ȅ法从撒但掌握之下�回俘ǡ，将要在每个人身上施行�判的，也是他。 {DA 210.2}

上帝“因
他是人子，就ɩƓ他行�判的权柄。”因
基督曾�自�ʓ世人所受痛苦和Ȓ探的滋
味，并明白人的种种弱点和罪ʓ。因
他曾
我�抗拒撒但的Ȓ探而Ǜǅ，他也必以公正仁慈待他
流血救ɧ的人。故此，上帝才派ʖ位人子来施行�判。 {DA 210.3}

然而基督的使命不是
了Ɠ人判刑，而是
了救人。“因
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
罪，

211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Ż翰福音3:17 耶Ť在犹太公会前也Ȧ：“那听我Ȗ、又信差我来者的，
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ƍ出死入生了。” Ż翰福音5:24 {DA 210.4}

基督嘱咐听 不要把ʖ事看作希奇；ʕ
他�敞开更�广的ǭ野，将未来的奥秘指示他�，
Ȧ：“ó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ǩ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³的复活定罪。”
Ż翰福音5:28, 29 {DA 211.1}

以色列人所ˈ久等待的，所希望弥ɮ�来ɩ予他�的，就是来生的保ȇ。那能照亮坟墓幽暗的唯
一光亮，正照在他�身上。然而固È己ǩ的人是盲目的。耶Ťʙ犯了拉比�的ʟ#，不˭他�的权
J，所以他�不肯信他。 {DA 211.2}

ʖ件事W生的óˎ、地点、机遇和弥漫全s的ŷ¦情ƛ，都使耶Ť在公会前所Ǽ的Ȗ更有力。全
国宗教界的最高权威，正在qȵü害宣称自己是复兴以色列的一位。安息日的主竟在属世的法庭上
因被告犯了安息日的律法而
自己ʐÏ。当他如此大无畏地宣告自己的使命ó，�判他的人¹奇而
À怒地望着他，但他的Ȗ是无可ʐ̔的。他�不能定他的罪。他否Ǵ祭司和拉比有权�ˋ他，或干
涉他的工作。他�根本没有ʖ权柄，只不ʓ是凭自己的̜傲自大、妄作威福而已。耶Ť不服他�控
告他的罪，也不接受他�的Ŗˋ。 {DA 211.3}

耶Ť没有
在安息日医病的事向告他的首˳�Ǵʾ，也没有向他�解ʣ他行ʖ事的目的，反而向
他�W出ɑˋ，于是被告X成了原告。他Ɍ}他�心地=硬，不明白圣ƍ；又声明他自己是上帝所
差来的，他�既然拒ƕ了他，就是拒ƕ了上帝的道。“你�ā考圣ƍ，因你�以
内中有永生，Ɠ我
作ǩȇ的就是ʖƍ。” Ż翰福音5:39 {DA 211.4}



4/7/13 7:52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98 of 429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36&start_paragrap…1003633895&finish_paragraph=1003637983&references=1&pagebreaks=1

《旧Ż圣ƍ》每一˧，无ȁ是T史、律法或˱言，都有上帝儿子的荣光照耀其上。犹太教的整套
制度，其中凡是上帝所Ȅ立的，都是ʖ福音的ˤ形。“ 先知”都
耶Ť“作ǩȇ”。 使徒行#10:43 从
Ɠ�当的£ǿ起，Tƍ族ˈ与�文律法的ó代，

212

天上的荣光无ó不在ö明救ɧ主的脚踪。当未来的事神秘地排演在 先知面前ó，他�就看ǩ伯
利恒的那˸星，即那将要来的“ƈƶ” >世Ž49:10。每一天的献祭，都表明了基督的死；每一ƨ馨香
的烟云，都表明了他的公上升；每一次禧年的角声，都宣Ë他的圣名。在那神秘可畏的至圣所
里，有他的荣光停留。 {DA 211.5}

犹太人手中既有圣ƍ，就以
O凭他�那一点皮毛的圣ƍ知Ȋ，便能得到永生。但耶Ť�他�
Ȧ：“你�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他�先拒ƕ了圣ƍ里的基督，随后又拒ƕ了基督本身。他
Ȧ：“你�不肯到我ʖ里来得生命。” {DA 212.1}

犹太人的˳袖�曾研究ʓ先知所Ȧ的弥ɮ�之国的˱言，然而他�的研究不是出于�求真理的ȕ
意，只是想从中搜求ȇ据来支撑自己的奢望。如今基督来	的方式，竟与他�所期望的相反，他�
就不接待他。
了ʐÏ自己有理，他�就想ȇ明他是迷惑人的。他�一走上ʖ条路，撒但就很容易
增强他�反�基督的心了。那本£使他�ǩ到基督神性的Ȗ，反而被曲解来定他的罪。ʖą，他�
就将上帝的真�X
虚ȶ。救主越是用仁慈的作
向他�作直接的\示，他�越是u决地抗拒真
光。 {DA 212.2}

耶ŤȦ：“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他不ɓq犹太公会的J力和ɯ助。他�的嘉�不足以增加他的
尊荣。他的尊荣和威权全是上天所ɥ予的。如果他愿意的Ȗ，天使也必来向他敬拜；天父也能再度
ȇ明他的神性。然而
了犹太首˳�本身的利益和他�所˳�的全国人民的利益，耶Ť要他�自己
辨Ǵ他的身份，且˳受他所ɩƓ他�的福惠。 {DA 212.3}

耶ŤȦ：“我奉我父的名来，你�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倒要接待他。”耶Ť
奉上帝的权柄而来，具有上帝的形像，成全了上帝的Ȗ，�求上帝的荣耀，然而以色列的˳袖�却
不接待他；但若有别人来假冒基督的身份，随从自己的意思，追求自己的荣誉，反能受他�的接
待。ʖ是
什么呢？因
凡求自己荣耀的人，也必引起别人心中自高的欲望。ʖ种号召是犹太人所
能响£的。

213

他�肯接待假�傅，因
假�傅奉承他�，助ˈ他�的̜傲，ɯ成他�的私ǩ和ʟ#。可是基督
的教Ǹ不迎合他�的心理。他的教Ǹ是属灵的，他教人要自我ļ牲；所以他�不肯˳受。他�不Ǵ
Ȋ上帝，故此上帝藉基督所W的声音，在他�听来是陌生的。 {DA 212.4}

今日�不是重演ʖ同ą的事[？Ņ在有ǿ多人，甚至有些宗教˳袖�，不也是在硬着心ǁ拒ƕ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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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以致不能ǴȊ上帝的声音[？他�不也是正在拒ƕ上帝的Ȗ，以便保守自己的ʟ#[？ {DA 213.1}

耶ŤȦ：“你�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
他�上有指着我写的Ȗ。你�若不信他的�，怎能信
我的Ȗ呢？”那曾藉着摩西�以色列人ǼȖ的是基督。如果他�听从了那藉着ʖ位大˳袖所W的神圣
的声音，他�就能从基督的教Ǹ中Ǵ出ʖ声音来。他�如信摩西，也必信摩西�上指着基督所写的
Ȗ。 {DA 213.2}

耶Ť知道祭司和拉比�决心要ü害他，但他仍然清清楚楚地向他�Ȧ明他与父的ƾ合，以及他与
世人的关系。他�看出自己反�耶Ť是毫无理由的，但他�³毒的仇恨±不消除。他�目睹耶Ť#
道ó所有G人的力量，就大
恐惧；但他�仍然拒ƕ他的D勉，将自己ˊʺ在黑暗之中。 {DA 213.3}

ʖ些首˳�想要破坏耶Ť的威权，并因 人信服耶Ť的教Ǹ，想ʀ移民 �他的尊敬和注意。但
在ʖ两件事上，他�已ö然失Ɏ了。耶Ť使他�ǯ悟自己的罪，他�的良心深深受到Ɍ}。然而ʖ
使他��他®恨更深。他�u决要ü害他，又差人到全国各地去警告百姓，Ȧ耶Ť是迷惑人的。他
�打W探子ū伺他，Ð告他的言ȁ和行G。可ĺ的救主Ņ在确�已站在十字架的阴影之下了。 {DA

213.4}

214

第二十二章 约翰被囚及殉道

本章根据：̎太福音11:1-11; 14:1-11； ̎可福音6:17-28； 路加福音7:19-28 {DA 214.1}

施洗Ż翰是第一个宣布基督之国降	，也是第一个
基督受苦的人。他从前呼吸的是ô野中的自
由空气，pƑ他的是/听他教ȥ的群 ，Ņ在他却被关在高{之内，成了希律安提帕堡y中的一个
囚犯。Ż翰曾在安提帕的ʎ境内的Ż旦河�岸作工很久。希律自己也听ʓ他Ǽ道，Ż翰W出的悔改
的D告，曾使ʖ荒淫的君王Å栗不安。“希律知道Ż翰是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听他Ǽȁ，
就多照着行，并且�意听他。”Ż翰也忠ȕ地�待希律，并ɆɌ他与弟媳希ƶ底不正当的Ɛ合。希律
一度作ʓ很ʃ弱的Û扎，想要ò断那捆Ǝ他的情欲ʺʸ，但希ƶ底将他ŷŷ地Ư在她的圈套里，并
向Ż翰�仇，°恿希律将他下在ŕ里。 {DA 214.2}

Ż翰的一生是忙碌的一生。如今ʖ幽森和无所事事的牢ł生活，使他非常苦ˏ。óˎ一天一天地
ʓ去，案情并无好ʀ，他就ĥĥ®疑沮�起来。Ż翰的門徒没有撇弃他，希律准他�到ŕ牢里来探
望。他�就将耶Ť的工作和 人¨附他的情形，都一五一十地告ȌŻ翰。但他�®疑，

215

如果ʖ位新兴的教�真是弥ɮ�的Ȗ，他
什么不Ȅ法使Ż翰Ǜʣ？他怎能坐ǭ自己忠心的先ʼ



4/7/13 7:52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100 of 429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36&start_paragrap…003633895&finish_paragraph=1003637983&references=1&pagebreaks=1

失去自由，或ǿʕ可能�命呢？ {DA 214.3}

ʖ些疑ˋ不是没有影响的，Ż翰心中竟起了疑惑，是在其它情形之下不会�生的。撒但听ǩŻ翰
的門徒所Ȧ的Ȗ，又看到ʖ些Ȗ如何扎在上帝ʖ个信使的心灵上，就十分得意。唉！往往有些人自
以
是某个人的朋友，急于向他表忠心，Ȯ知�˞上反作了他最可怕的ð人！他�所Ȧ的Ȗ，往
往非但不能使人信心u固，反而叫人灰心�志！ {DA 215.1}

施洗Ż翰像救主的門徒一ą，不明白基督之国的性ɑ。他期望耶Ť登上大R的宝座。但日复一
日，救主并没有声明自己Ô有王权，Ż翰就困惑不安起来。他ʓ去曾向百姓宣布，
要˱}主前面
的道路，以ɮ�的˱言必˫£̟；大小山5都要削平，弯曲的地方要修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整
平。因此，他期望世人的高位和大权都被推翻。他曾˱指弥ɮ�
“手里拿着簸箕，要Ë8他的s，
把麦子收在�里，把糠用不į的火ķ尽”的那一位。Ż翰凭着以利�的心志和能力来到以色列，也像
他一ą，希望主ö示自己
“那降火ö£的上帝”。 {DA 215.2}

施洗Ż翰在履行自己的使命ó，毫无˭Ǣ地斥Ɍ罪³，不分地位高低。就是希律王犯罪，他也敢
直言申斥。
了尽忠尽ƽ，他竟不˭自己的性命。Ņ在到了ŕ里，他等着那“犹大支派的Ł子”来，打
消U迫者的威˾，拯救Ŧ苦和呼救的人。然而耶Ť似乎只以招收門徒、教Ǹ百姓和医治病人
己
任。当ƶ̎人的ʁ一天重似一天地U在以色列人身上，当希律王和他邪³的情�任意妄
，当困苦
遭ˣ的冤声上ʒ于天之ó，耶Ť竟坐在税吏的筵席上，与他�一同吃喝。 {DA 215.3}

216

ʖ一切，在ʖ位ô野的先知看来，是猜不透的Ƚ。有ó鬼魔窃窃的低ȡ使他的心灵痛苦之极，恐
怖的黑影ĥĥ地Ů罩了他。人�ˈ久仰望的那位救星会不会ʕ没有出Ņ？那么，他自己感ǯ迫切要
#的信息又是什么意思呢？Ż翰�自己工作的效果感ǯ非常失望。他曾希望那从上帝#来的信息，
能像古代Ż西�王和以斯拉宣ȫ律法ó一ą （T代志下34； 尼希米ǻ8, 9），有同ą的效果，使人
深刻悔改¨向耶和M。
了完成ʖ一使命，他已ļ牲了一生，ˣ道全是徒然的[? {DA 216.1}

Ż翰看ǩ自己的門徒因ĺ他而�耶Ť生了疑心，就感到Ķ¶。他在他�身上ˣ道是白ɞ心机了？
他Ņ在不能ƙƜ工作，是不是因
以前没有忠于使命呢？所£ǿ的救星若已来到，而Ż翰也曾尽了
自己的本分，那么，耶ŤŅ在�不£ț推翻U迫者的权J，并ʣ放他的先ʼ[？ {DA 216.2}

然而，Ż翰始Ɗ没有放弃他�基督的信心。他想起天上来的声音和圣灵像̯子降下的情形，又想
到耶Ť无瑕的ž洁，再回«自己在救主面前ó，圣灵降在他身上的能力，以及 先知˱言的ǩȇ，
ʖ一切都ȇ明拿撒勒人耶Ť就是上帝所£ǿ的那一位。 {DA 216.3}

Ż翰不愿与他的同伴ȳȁ他的疑惑和Ǣ，他决定差人去ˋ耶Ť。于是将ʖ事委托他的两个門
徒，希望藉他�与救主的会ȳ，来巩固他�的信心，并Ɠ他�的弟兄 来可靠的保ȇ，同óʕ希望
听到基督直接�他要Ȧ些什么Ȗ。 {DA 216.4}

Ż翰的門徒来ǩ耶Ť，ˋ他Ȧ：“那将要来的是你[，ʕ是我�等候别人呢？” {DA 2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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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Ż翰ʕ指着耶Ť向 人宣布Ȧ：“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ʖ就是我曾
Ȧ‘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 Ż翰福音1:29, 30 而Ņ在竟ˋ：“那将要来的是你
[？”按普通人情来Ȧ，ʖ件事�在令人非常失望，非常痛心。Ż翰既是忠�的开路先ʼ，尚且没有
辨明基督的使命，那么，只知追求私利的民 ʕ能�此有什么好ǩ解呢？ {DA 216.6}

救主没有立即回答那两个門徒的ˋ˹。他�站在旁ʑ，心中ȝ异耶Ť
何默不作声。同ó，有患
病和受苦的人，到耶Ť面前来求医。瞎子在人群之ˎ，

217

摸索着前来，各种患者，有自己赶路来的，有被朋友æ来的，都急切地要Ü到耶Ť面前。大医�
的声音开通了Ƽ子的耳朵。他的一句Ȗ，一次Í摸，使瞎子得ǩ光明，看到了自然的美景、友人的
笑容和救主的慈˺。耶Ť斥Ɍ病魔，̓逐ĸ症。他的声音ʒ到垂死之人的耳中，他�就起来，健康
如常了。ŋŏ而被鬼附的人，听了基督的吩咐，就不再Wŋ，而来敬拜耶Ť了。耶Ť一面医治病
人，一面教Ǹ百姓。被拉比�ǭ
不洁而ʘʘ避开的Ŧ苦7工，oop着耶Ť，他就�他�ǼȦ永
生之道。 {DA 216.7}

一天的光阴就ʖąʓ去了，一切事，Ż翰的門徒都看ǩ、听ǩ了。最后耶Ť叫了他�来，吩咐他
�将所看ǩ的告ȌŻ翰，又加上一句Ȧ：“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路加福音7:23 耶Ť的神性
在Ĩ足困苦人类的需要上得到了ȇ明。他屈身
人，降到我�卑微的地位，他的荣耀就在此ö明
了。 {DA 217.1}

Ż翰的門徒#ʒ了ʖ个信息，ʖ就够了。Ż翰想起先知ȁ弥ɮ�的ȖȦ：“耶和M用膏膏我，叫我
#好信息ƓɁ卑的人，差遣我医好$心的人，Ð告被ã的得ʣ放，被囚的出ŕ牢；Ð告耶和M的恩
年。” 以ɮ��61:1, 2 基督的工作，不但ȇ明他是弥ɮ�，也ö明了他的国需用何种方式来建立。
从前在ô野里#Ɠ以利�的真理也\示ƓŻ翰了：“那ó，耶和M从那里ƍʓ，在他面前有烈˾大
作，崩山碎石，耶和M却不在˾中；˾后地震，耶和M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M也不在火
中。” 列王ǻ上19:11, 12 火后，上帝才用“微小的声音”�先知ȦȖ。耶Ť推行他的工作，也是如此，
他不G干戈，不�政权，乃是用仁慈ļ牲的生活感化人心。 {DA 217.2}

218

Ż翰克己生活的原<，就是弥ɮ�之国的原<。他深知ʖ一切是与当ó以色列˳袖�的主¦和希
望背道而̒的。Ż翰所Ǵ
足能ȇ明基督神性的凭据，在他�却不成
凭据。他�是在等候一位ƍ
上所未曾£ǿ的弥ɮ�。Ż翰此ó看出救主的使命，只能引起他�的忌恨和ɆɌ。身
救主的先
ʼ，他所�的无非是救主自己必˫喝尽的苦杯。 {DA 218.1}

救主所Ȧ，“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ʖ句Ȗ，�Ż翰虽有一种温和的Ɍ}，但在他身上ʕ是
起了作用。他Ņ在更清楚地ǴȊ了基督使命的性ɑ，就献身与上帝，只要能最好地�他所深ĺ的事
�有所Ɋ献，或生或死，都在所不辞。 {DA 2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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Ż翰的門徒离去之后，耶Ť便� 人ǼȁŻ翰。救主的心�ʖ位Ņ在被囚在希律ŕ牢中的忠�ǩ
ȇ人，深表同情。他不愿Ƿ百姓Ǵ
上帝已�弃了Ż翰，以
他在患中已失去信心。他Ȧ：“你�
从前出去到ô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吹G的芦Ǔ[？” {DA 218.3}

Ż旦河ʑ那高高的芦Ǔ随˾éG，正能代表那些Ȉ断Ż翰使命的拉比�。他�随着ǌȁêé，既
不愿˳受Ż翰扎心的警告，又因惧怕百姓，不敢公开反�他的工作。但上帝的使者却不是ʖą畏首
畏尾的。那聚集在基督周p的群 曾ǩʓŻ翰的工作，也听ʓ他大胆指Ɍ罪³。无ȁ是自以
的
法利ɮ人，祭司˝�的撒都ț人，或是希律王和他的朝臣、王侯、士兵、税吏和�民，Ż翰都一ǭ
同仁，直言不ǽ。他不是˾前éG的芦Ǔ，随人的Ď誉ê晃不定。虽在牢ł之中，他�上帝的忠心
和ƞÏ公的ĸȕ，与当年在ô野#上帝的警告ó没有两ą。他忠于原<，u如磐石。 {DA 218.4}

耶ŤƙƜȦ：“你�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ƈʃ衣服的人[？那穿M�衣服、宴�度日的人
是在王�里。”上帝呼召Ż翰去斥Ɍ当ó̜奢淫逸的˾气。他那,朴的服装和克己的生活，与他的使
命相称。富�的衣̅和今生的奢M，

219

上帝的仆人不£有份，那是属于住“在王�里”的权ɛ�的，因世上的权柄与ɋ富是他�的。耶Ť
要人注意Ż翰的衣服与祭司和首˳�服装的差别。ʖ些官ˈ穿的是˂Ƥ，戴的是珠玉。他�喜ĺ炫
耀，弄得人眼花ƴ乱，以博得人�更大的尊重。他�渴望得到人的称ɯ，ʓ于追求上帝所悦ƀ的内
心清洁。如此ö明自己不是忠于上帝，而是忠于属世之国。 {DA 218.5}

耶ŤȦ：“你�出去究竟是要看什么？要看先知[？我告Ȍ你�：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ƍ上ǻ
着Ȧ：‘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道路。’所Ȧ的就是ʖ个人。” {DA 219.1}

“我�在告Ȍ你�：凡�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ʓ施洗Ż翰的。”天使在Ż翰出世之前，向
撒迦利�宣告Ȧ：“他在主面前将要
大。” 路加福音1:15 在上天看来，是什么þ成"大呢？不是世
人之所ȹ"大；不在于ɋ富、地位、家世或才智。倘若不考Ǣ更高的附 条件，OȦ才智是.得尊
敬的Ȗ，那么，我�第一个就£当向撒但致敬，因
他的智力从来无人能及。然而，将天ɥ的才干
Ī用来追求一己的私利，<才干越大，所造成的灾š也越�重。上帝所重ǭ的是道德的高尚。ĺ心
与ž洁是上帝最珍ǭ的美德。Ż翰在主眼中
大，因他在犹太公会所差来的代表并 百姓和他自己
的門徒面前，不求自己的荣耀，却向 人指明耶Ť就是上帝所£ǿ的那一位。他�基督的工作所表
Ņ的无私喜�，是人类所能表Ņ的最高尚的品ɑ。 {DA 219.2}

那些听ʓŻ翰
耶Ť作ǩȇ的人，在Ż翰死后ȁ到他Ȧ：“Ż翰一件神迹没有行ʓ，但Ż翰指着ʖ
人所Ȧ的一切Ȗ都是真的。” Ż翰福音10:41 Ż翰的工作并不是像以利�所作的那ą叫火从天降下，
或是使死人复活；

220

也不是奉上帝的名ÝG摩西权能的杖。他乃是奉差遣宣Ë救主的降	，并b起 人˱}迎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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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Ż翰指着ʖ人所Ȧ的一切Ȗ都是真的。”像ʖą
基督作ǩȇ，是主�他的每位門徒的要求。 {DA

219.3}

作
弥ɮ�的先ʼ，Ż翰“比先知大多了”。因
 先知都是从ʘ|望ǩ基督的降	，Ż翰却能�
眼看ǩ他，�耳听ǩ那从天上来ȇ明他是弥ɮ�的声音，并将他介ƌƓ以色列人
上帝所差来的那
一位。耶Ť却Ȧ：“天国里最小的比他ʕ大。” {DA 220.1}

先知Ż翰是ʚƐ新旧Żó代两种制度的ʸń。作
上帝的代表，他ö明了律法和先知与基督救恩
的关系。他是ʇ小的光，在他以后ʕ有个更大的光要来。圣灵\W了Ż翰的心，使他能光照同胞。
但照在堕落之人身上的其他亮光，无ȁ是ʓ去的，是未来的，都比不上耶Ť的教Ǹ和榜ą所W出的
光那么亮。在那˱表性的献祭礼Ǒ中，人只能ˢŻ地体会基督和他的使命，就是Ż翰也没有完全˳
会那藉救主而有的将来不朽坏的生命。 {DA 220.2}

除了履行使命的快�之外，Ż翰的一生是̆ƍ患的。除了在ô野，他的声音很少被人听ǩ。他
的命ʔ是孤苦的，ʚ他自己工作的效果也没Ƿ他看ǩ。他没有权利与基督同在，�眼目睹ʖ更大之
光所ö示的神能。他没能看ǩ瞎眼的人重ǩ光明，患病的人得蒙医治，死了的人得以复活。他也没
能看ǩ，基督每句Ȗ所W的光，照在˱言ȩ£ǿ上的荣耀。从ʖ方面来Ǽ，那能目睹基督大能的作

，耳˒他Ǹ言的最小的門徒，也比施洗Ż翰所享有的特权更大，所以Ȧ“比他ʕ大”。 {DA 220.3}

Ż翰的名声此ó已由听ʓ他Ǽ道的群 #遍了全地。所以大家�他下ŕ的Ɛ果非常关注。他的生
活无瑕无疵，群 �他又有好感，人�相信，±不至于有暴虐的手段加在他身上吧。 {DA 220.4}

希律相信Ż翰是上帝的先知，一心打算ʣ放他，

221

可是因
怕希ƶ底，故ʛʛ未行。 {DA 220.5}

希ƶ底知道不可能用直接的手段使希律同意置Ż翰于死地，所以她决意用狡ǲ来ʒ到目的。在希
律王的生日，将要Ȅ筵招待国内官^和�庭的权ɛ，那ó必是Č宴醉酒。ʖą，希ƶ底就可趁希律
不}，任她é布。 {DA 221.1}

到了希律王的生日，王和他的大臣正在狂Č痛̄，希ƶ底便差她的女儿撒ƶ米入S跳舞，以�嘉
�。她正当青春妙̳，Ǐ�的美色使耽于声色的ɛ人
之神魂˼倒。照当ó的˾俗，ɛ��是不在
ʖ一类的宴会露面的。所以当ʖ以色列的祭司与公侯家族之女（Ȑ者按：希ƶ底的祖母，系犹太祭
司希尔卡努斯二世 HyrcanusⅡ的�女。）出来献舞助兴ó，ʖ种恭ƞ使希律ö得格外光彩。 {DA 221.2}

希律王酣̄已久，~昏目眩，情欲U倒了理智。他看ǩ的只是Č�的宴会、狂̄的�客、狼藉的
杯Ŗ、ˉĳ的酒盅、耀目的灯光及曼舞的少女。在ʖ放ǘ无ƹ的兴~上，他便想作一件夸耀的事，
好在群臣面前得到˰Ë。他就W誓£ǿĨ足希ƶ底女儿提出的任何要求，就是半壁江山，也决不含
糊。 {DA 221.3}

撒ƶ米急忙到母�跟前，要知道她当求些什么。他母�的回答早已准}好了施洗Ż翰的~。撒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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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不明白母�复仇之心何以如此凶恨，不愿提出ʖ个要求；但母命ˣʙ，希ƶ底的决心U倒了一
切。撒ƶ米就回到王面前，提出了ʖ可怕的Ȩ求：“我愿王立ó把施洗Ż翰的~放在Ŗ子里Ɠ我。”
̎可福音6:25 {DA 221.4}

希律¦皇失措，狂Čˮó停止，一种不祥的寂静突然	到ʖ宴�的s所。希律王想到要害Ż翰的
命，不禁大
震¹。然而他已W了誓，不愿有反复无常或Q莽的表Ņ。他W誓原是
尊敬�客，倘
若他�中ˎ有人Ȧ一句反�他履行他Ȫ言的Ȗ，那么他必�于免先知一死。他Ɠ他�机会
Ż翰Ȧ
Ȗ。他�从前曾ˈ途跋涉去听Ż翰Ǽ道，也知道他是一个无罪的人，又是上帝的忠仆。ʖó撒ƶ米
的要求虽然使他�大
震¹，

222

但他�已沉溺于酒色，无心作何Ț言。没有人Ǽ一句Ȗ来解救ʖ位上天的使者的性命。ʖ些人虽
然在国内身居高位，肩ɉ重任，可是他�竟Ɓ情于宴�醉酒，以致理性麻痹。他�的~ǈ因酒酣耳
ĸ、声色当前而失了常¯，良心也因而昏蒙了。他�的静默无言，无异将上帝的先知判|死刑，去
Ĩ足一个ǘ�的复仇之心。 {DA 221.5}

希律等机会想逃避履行他的誓言，Ɗ¨徒然，于是他无可奈何地下令将先知ò首。ʓ一会儿，Ż
翰的~就被拿来放在王和�客面前。从此那忠心D告希律ʀ离罪³的口就永ʘ封ˊ了；那呼召人悔
改的声音，也永ʘ听不ǩ了。一夜狂Č，竟ļ牲了一位最大先知的性命。 {DA 222.1}

哎！由于本£秉公È法之人没有Ǒ制，往往使无辜的人徒然ļ牲！凡̄酒的人，必˫
自己在酒
的麻醉之下所行的一切不之事ɉɌ。人的知ǯ被酒麻痹之后，就不能平心静气地判断曲直，也没
有清醒的~ǈ来辨别是非。ʖ等人就
撒但开了路，使撒但能利用他来迫害无辜。“酒能使人�慢，
ğ酒使人喧嚷，凡因酒ʾȣ的，就无智慧。”于是“公平ʀ而退后，……离³的人反成掠物。” 箴言
20:1；以ɮ��59:14, 15 凡握有生ü之权的人，若是醉酒Ɓ欲，就当算
犯法。È法的人，自己必
˫守法，他�必˫有自制的能力；必˫完全掌握自己的体力、智力和道力，才能保持敏ʽ的理智
和高度的正感。 {DA 222.2}

施洗Ż翰的~送到希ƶ底面前，希ƶ底接到ó，W出得意的ŀ笑。她¡幸大仇已Ð，并妄自以

希律的良心必不再受Ɍ}了。然而她所犯的罪Ɗ不能使她快�。她ţ名四溢，
人所憎V；同ó，
希律心中的悔恨，反使他比以前听Ż翰警告ó更
苦¶。Ż翰的教Ǹ并未止息，其影响将流#万
代，直到世界的末了。 {DA 222.3}

223

此后，希律的罪行ƍ常ˉŅ在他眼前。他不断受良心的ɆɌ，想求解脱而不得。希律�Ż翰的信
心也没Gê。每当他想到Ż翰的克己生活、�正¯度、ȕ²的D戒、正确的忠告、以及如何惨死，
心中±不得安宁。当他E理国事和受人尊敬ó，他ǉ上强作笑容和庄重的�表，而心中±是焦Ǣ不
安，ǯ得有咒ȉ在身，因而恐惧Å兢。 {DA 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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Ż翰所Ȧ，人所行的事没有一件能Śʓ上帝，ʖȖ已深深ʳ刻在希律心中。他深信上帝是无所不
在的，因此他必已看ǩ宴会S里的狂Č，耳˒那È行Ż翰死刑的命令，看ǩ希ƶ底的欣喜和她�指
Ɍ她之人的首ż所施的侮辱。希律从前听Ż翰Ǽ的ǿ多Ȗ，此ó又在他良心上W出声音，比在ô野
#道ó更
清晰。 {DA 223.2}

后来希律听ǩ基督的作
，就非常不安。他以
上帝已使Ż翰从死里复活，并ɩƓ他更大的能
力，差他出去指Ɍ罪³。他ó刻惧怕Ż翰会来宣布他和他全家的罪状，以Ðü身之仇。此ó希律正
收Ǜ上帝所Ȧ犯罪的Ɛ果：“心中跳G，眼目失明，精神消耗。你的性命必··无定，你昼夜恐惧，
自料性命ˣ保。你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ǩ的，早晨必Ȧ：‘巴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必Ȧ：‘巴
不得到早晨才好。’” 申命ǻ28:65－67 罪人自己的思想，就是他的原告，良心的ɆɌ使人日夜不得安
宁，人ˎ的痛苦莫甚于此。 {DA 223.3}

ǿ多人�施洗Ż翰的遭遇都ǯ得莫名其妙。他�®疑上帝
什么Ƿ他在ł中受苦�命。ʖ种不可
思ǹ的天意，不是我�世人所能看透的。然而我�若想到Ż翰无非是与基督一同受苦的人，那么，
我��上帝的信心就不至Gê了。凡跟从基督的人，都必戴上ļ牲的冠冕。他�都必ˣ免被自私的
人所不理解，并要成
撒但所猛烈攻:的目Ă。撒但立国的宗旨，就是要Ďįʖ种ļ牲的精神，ʖ
精神无ȁ在哪里出Ņ，他都必加以攻:。 {DA 223.4}

224

Ż翰在幼年、青年和成年ó期，都ö出了u强的性格和道的力量。他在ô野W的人声：“˱}主
的道，修直他的路。” ̎太福音3:3 撒但听了就
其国的安全担心。Ż翰将罪的极端邪³ö得非常清
楚，信息所及，人人W˽。于是撒但在ǿ多人身上的控制力就被:破了。他ŸƯ不休地要使Ż翰放
弃他那ƕ�献身Ɠ上帝的人生，却Ɗ于失Ɏ了。而且他又不能ǅʓ耶Ť。在ô野的Ȓ探中，撒但打
了Ɏ仗，心中À恨之极。于是他决意要打:Ż翰，使基督悲$。撒但既不能引Ȥ基督犯罪，就要叫
他受苦。 {DA 224.1}

耶Ť没有出来拯救他的仆人，因知道Ż翰ƍ得起ʖ种考̟。救主固然极愿到Ż翰那里，使幽暗的
ŕł因他的莅	得到光明；但他不能置身于仇ð手中而危及自己的使命。他固然愿意拯救他忠心的
仆人，只是
了后世，
一切将要ƍʓŕł而遭死亡的千万圣徒的益|，Ż翰必˫喝殉道的苦杯。
将来，当基督的門徒在凄凉的牢ł中受苦，或在刀B、刑架、火刑等刑具之下�命ó，他�虽然看
来似乎已
上帝和世人所弃ƕ，但想起施洗Ż翰的忠心，如何
基督所�口称ǿ，而他�也遭遇ʖ
同ą的ƍT，他�心中将能得到何等的安慰啊！ {DA 224.2}

撒但能削减上帝仆人在世上的寿命，然而那“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的生命（歌ƶ西�3:3），
他却不能Ďį。他¡幸自己已使基督悲$，却不能ÅǅŻ翰。死亡只能Ƿ他永ʘ脱离Ȓ探的J力。
在ʖsÅ争中，撒但正在暴露自己的真面目。他在全宇宙的注ǭ之下，ö明他�上帝和世人所有的
仇恨。 {DA 224.3}

Ż翰虽然没有得到奇妙的拯救，但上帝并没有撇弃他。天使ó常与他作伴，将有关基督的˱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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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ƍ中宝ɛ的£ǿ指示他。ʖ乃是他的依靠，也是将来上帝百姓的依靠。“我就常与你�同在，直到
世界的末了。” ̎太福音28:20 ʖ£ǿ是�施洗Ż翰Ȧ的，也是�他的ƙ承人Ȧ的。 {DA 224.4}

上帝向来只引˳凡愿意接受他指引的儿女。他�若能从起初看到末后，

225

并看出他�与上帝同工所从事使命的无上光荣，他�自己也必作出ʖ最明智的ʜ×了。被接升天
的以Ȫ和乘坐火ɾ火̎上升的以利�，都不比ʖ独自死在ŕł中的施洗Ż翰更"大，更高ɛ。“因

你�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
他受苦。” 腓立比�1:29 在上天所能ɩƓ世人的一切恩ɩ
中，与基督一同受苦，是最重要的委托，也是最"大的光荣。 {DA 224.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第二十三章 “上帝的国近了”

“耶Ť来到加利利，宣#上帝的福音，Ȧ：‘日期Ĩ了，上帝的国近了！你�当悔改，信福音。’” ̎
可福音1:14, 15 {DA 231.1}

弥ɮ�的降	，最先是在犹太地宣布的。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当撒迦利�在香v前供ƽó，天
使把基督的先ʼȗ生的事˱先告Ȍ了他。在伯利恒的群山上，天使宣告了耶Ť的降生。�方的博士
曾到耶路撒冷来�ȅ他。西面和�拿在圣殿里
耶Ť的神性作了ǩȇ。“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都听ʓ
施洗Ż翰的Ǽ道；犹太公会所派的代表和当óp着Ż翰的人群，也都听ǩʓ他
耶Ť所作的ǩȇ。
基督曾在犹太招收第一批門徒。他早期工作的很多óˎ都用在ʖ里了。他在洁8圣殿ó所ö的神
性，他医病的神迹，以及他�口所W的神圣真理的教Ǹ，ʖ一切，都ȇ明了他在ď士大池旁医治病
人之后向犹太公会所宣布的身份永生上帝的儿子。 {DA 231.2}

如果以色列的˳袖接受了基督，他就必重用他�，叫他�作他的使者，将福音#遍天下。他�原
享有!先机会，可作宣#上帝国度和恩典的先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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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但是，机会到来ó，他�竟不知道。犹太˳袖�的嫉妒和不信已ƍW展到了公开仇恨的地步，以
致民 的心也跟着ʘ离耶Ť了。 {DA 231.3}

犹太公会已ƍ拒ƕ了基督的信息，并决意要置他于死地。所以耶Ť就离开耶路撒冷，离开祭司、
圣殿、宗教˳袖�和受ʓ律法教育的民 ，到另一等人中ˎ去宣#他的信息，并Óʜ那些将来要#
福音到各国去的人。 {DA 232.1}

世界的光、世界的生命，如何被基督ó代的宗教权威所拒ƕ，以后的每个世代也照ą拒ƕ了他。
基督退出犹太地的T史，已ƍ一次次重演。中古ó期，倡�宗教改革者#Ǽ上帝真道之ó，他�本
无意脱离原来的教会，但教会中的˳袖不肯容ƀ真光，于是宣#真光的人，就不得不去找一班渴慕
真理的人了。在我�Ņ今的ó代，那些以宗教改革家之ƙ承人自居者，很少具有宗教改革家的精
神；不ȁ真理#来的方式如何，他�很少愿听上帝的声音，很少准}接受真理。Ɛ果，那些真正踏
着宗教改革家的脚步而行的人，才迫不得已，离开他�所ĺ的教会，以便宣Ë上帝Ȗ中明ö的教
Ǹ。同ó，那些�求真光的人也往往
要服从真理，而必˫脱离他�的先ʋ所在的教会。 {DA 232.2}

耶路撒冷的拉比�素来ʅǭ加利利人，看他�是粗̧没学Ȋ的小民，而�˞上，他�却是救主工
作的最好�象。他�又ĸȕ又真Ø，既不那么固È己ǩ，又愿虚心˳受真理。耶Ť到加利利去，并
不是要ˢ退，或者离群索居。当ó的加利利是一个人烟稠密的省份，那里外籍的居民比犹太人ʕ
多。 {DA 232.3}

耶Ť周游加利利全地，教Ǹ人，医治人的疾病，有ǿ多群 从各城各�来到他那里，甚至从犹太
或ʠ近的省份，也有ǿ多人来；因此耶Ť往往不得不避开 人。那ó民 的情ƛ高Ģ，所以他必˫
有所提防，以免引起ƶ̎当局惧怕叛乱的戒心。世上从来没有ʓ像ʖą的ó期：天庭降到人ˎ了。
那些ˈ久如̂似渴地等候以色列蒙救ɧ的人，Ņ在能享受慈悲救主的恩惠了。 {DA 232.4}

233

基督#道的主˹是：“日期Ĩ了，上帝的国近了!你�当悔改，信福音。”救主�自所#的福音，是
以˱言
根据的。他所宣布已ƍĨ了的“日期”，就是天使加百列�但以理所Ȧ的那个日期。天使
Ȧ：“
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ƍ定了七十个七，要止住罪ʓ，除8罪³，ɧ尽罪孽，引ʗ永，
封住异象和˱言，并膏至圣者。”但以理�9:24 在圣ƍ˱言中，一日˨一年（民数ǻ14:34；以西Ɛ
�4:6），所以七十个七，即490日，代表490年。它的起点是已ƍ指明了的：“你当知道、当明白，
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ó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 但以理�9:25 ʖ六
十九个七，即483年。重建耶路撒冷的命令是�ʒ薛西王于公元前457年秋W出的 以斯拉ǻ6:14;
7:1, 9。从那一年算起，ʓ483年就是公元27年秋。照˱言所Ȧ，ʖ就是有受膏君弥ɮ�的ó候。耶
Ť在公元27年受洗，就受了圣灵的膏。此后他开始#道，宣布Ȧ：“日期Ĩ了”。 {DA 233.1}



4/7/13 7:52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108 of 429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36&start_paragrap…003633895&finish_paragraph=1003637983&references=1&pagebreaks=1

天使又Ȧ：此后“一七（即七年）之内，他必与ǿ多人u定盟Ż。”救主开始#道之后的七年内，
福音是特别#Ɠ犹太人的；其中三年半由基督自己#，三年半由他的門徒接着#。“一七之半，他必
使祭祀与供献止息。” 但以理�9:27 在公元31年春天，基督被献在髑̤地十字架上，成了真�的祭
物。当ó圣殿的幔子裂
两半，表明圣所的祭祀从此失去了它的神圣性和意。地上的祭祀和供
献，就在ʖó止息了。 {DA 233.2}

“一七”（即七年）到公元三十四年
止。那ó犹太人用石~打死司提反，就最后u决地拒ƕ了福
音，于是那些因遭遇逼迫而分散的門徒“往各|去#道”使徒行#8:4。此后不久，迫害門徒的Êƶ悔
改了，改名保ƶ，成了外邦人的使徒。 {DA 233.3}

234

基督第一次降	，他受圣灵的膏，他的受死，以及福音#到外邦，ʖ些大事W生的各个ó候，˱
言中都有明确的指示。犹太人原享有特权来明白ʖ些˱言，并确Ǵ它正£̟在耶Ť的工作上。基督
也曾向門徒强ȯ研究˱言的重要性。他ȁ那\示Ɠ但以理，有关他�那ó代的˱言Ȧ：“ȫʖƍ的人
˫要会意。” ̎太福音24:15 耶Ť复活之后，他把“从摩西和 先知起，凡ƍ上所指着自己的Ȗ”都Ɠ
門徒Ǽ解明白了 路加福音24:27。 救主曾藉着 先知ȦȖ。“在他�心里基督的灵，˱先ȇ明基督受
苦ˣ，后来得荣耀” 彼得前�1:11。 {DA 234.1}

那将上帝的旨意#Ɠ但以理的，就是位分�次于上帝儿子的天使加百列。那奉基督差遣，把将来
的事\示他所ĺ的使徒Ż翰的，也就是“他的使者”加百列。凡“念ʖ�上˱言的和那些听ǩ又遵守其
中所ǻʆ的，都是有福的。” \示©1:3 {DA 234.2}

“耶和M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 先知，就一无所行。”固然，“ˢ秘的事是属耶和M我�上帝
的”；但是“明ö（原文及英Ȑ文均作“\示”） 的事是永ʘ属我�和我�子�的。” 阿摩司�3:7；申命
ǻ29:29 上帝已将ʖ些事ɩƓ我�，凡存着虔ȕ恭敬的¯度，切心去研究圣ƍ˱言的，必蒙上帝ɩ
福。 {DA 234.3}

正如基督第一次降	的信息，宣告了他恩典之国的来	。照ą，他第二次降	的信息，宣告了他
荣耀之国的来	。而且两次的信息，都是以˱言
根据的。天使�但以理所Ȧ关于末期的˱言，末
世的人˫要会意。那ó“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Ȋ就必增ˈ。”“³人仍必行³，一切³人都不明白，
惟独智慧人能明白。” 但以理�12:4, 10救主自己也提到他降	的˱兆，Ȧ：“你�看ǩʖ些事ĥĥ地
成就，也ț÷得上帝的国近了。”“你�要Ƀ慎，恐怕因ɓ食、醉酒，并今生的思Ǣ累住你�的心，那
日子就如同网ƶ忽然	到你�。”“你�要óó警醒，常常祈求，使你�能逃避ʖ一切要来的事，得以
站立在人子面前。” 路加福音21:31, 34, 36 {DA 234.4}

235

我�Ņ在已ƍ到了ʖ些ƍ文所˱言的ó期。末期到了， 先知的异象已ƍ\封。他�所W的�重
警告向我�指明：我�的主在荣耀里降	的ó候已迫在眉睫了。 {DA 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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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ȣ解并ʾ用了上帝的Ȗ，以致不知道自己蒙眷˭的ó候。他�把基督和使徒#道的ó期，
就是Ɠʜ民最后之�容的短短几年光阴，用在策划ȵ害上帝 使者的事上。他�被属世的野心所迷
住，以致Ȩ他�迎接属灵的国度，全是枉ɞ心机。Ņ在也是ʖą，世人的心充Ĩ了属世的国度，一
点也不注意那些正在迅速£̟的˱言和上帝之国即将	到的兆~。 {DA 235.2}

“弟兄�，你�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	到你�像ɠ一ą。你�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
我�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我�虽然不知道主再来的ó辰，但能知道ʖ日子已ƍ近了。
“所以，我�不要睡ǯ，像别人一ą，±要警醒Ƀ守。” 帖撒ƶ尼迦前�5:4-6 {DA 235.3}

236

第二十四章 “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

本章根据：路加福音4:16-30 {DA 236.1}

基督在加利利#道虽ʇ
˪利，但±有一�阴影Ů罩着：拿撒勒人拒ƕ了他，Ȧ“ʖ不是木匠的儿
子[？” ̎太福音13:55 {DA 236.2}

在童年和青年ó期，耶Ť曾和弟兄�在拿撒勒的会堂里做礼拜。他开始#道后，就离开了他�，
但他�未�不知道他所ƍT的事。ʖ次耶Ť重回故�，就引起他�极大的注意和希望。拿撒勒人的
面孔是耶Ť从小就熟悉的。他的母�、弟兄、姐妹也都在那里。耶Ť在安息日ʗ了会堂，坐在敬拜
者中ˎ， 人的眼目都望着他。 {DA 236.3}

照安息日礼拜的¾例，会堂的ˈ老要宣ȫ先知�，勉励 人仍要盼望弥ɮ�来解除一切U迫，建
立荣耀之国。ˈ老又列�种种ȇ据来使听 相信，弥ɮ�降	的日子已近。又�弥ɮ�来ó的荣耀
形容一番，特别着重弥ɮ�要率˳大6来拯救以色列民的想法。 {DA 236.4}

会堂中若有一位拉比在座，就£由他Ǽ道。而宣ȫ先知�的事，<可由任何一位以色列人担任。
在ʖ个安息日，耶Ť£邀参加礼拜的�式，“站起来要念圣ƍ。有人把先知以ɮ�的�交Ɠ他” 路加
福音4:16, 17。他所ȫ的ƍ文被公Ǵ
˱指弥ɮ�的一段Ȗ： {DA 236.5}

237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
他用膏膏我，叫我#福音ƓɔŦ的人；差遣我医好$心的人，Ð告被ã的
得ʣ放，瞎眼的得看ǩ，叫那受U制的得自由，Ð告上帝悦ƀ人的禧年。” {DA 237.1}

耶Ť“于是把�卷起来，交ʕÈ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 人都称ɯ他，并希奇他口中
所出的恩言。” 路加福音4:20-22 {DA 237.2}

耶Ť站在 人面前，作
有关他自己的˱言的一个活注解。他解ʣ所ȫ的ƍ文Ȧ：弥ɮ�是受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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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之人的拯救者，是被ã之人的ʣ放者，是患病之人的医治者；使瞎眼的人重ǩ光明，并将真理之
光昭示世人。当ó耶Ť那种感人的˾度和言Ȏ的重要寓意，使听 被一种从未感受ʓ的能力所激
励。来自上帝的影响如一股洪流冲破了一切障碍； 人像摩西一ą，看ǩ了那看不ǩ的主。他�受
了圣灵的感G，就ĸȕ地ʚ呼“阿�！”并˰ɯ耶和M。 {DA 237.3}

但是耶Ť一宣布：“今天ʖƍ£̟在你�耳中了。”他�就突然ʀ而想到自己，以及ʖ位W言者�
他�身份所作的声明。他�是以色列、�伯拉罕的后裔，竟被耶ŤȦ成是奴隶，是在³J力下期待
拯救的囚犯，是|在黑暗之中，需要真理之光的人；他�ǯ得受到侮辱，便起了反感。耶Ť所Ȧ，
他要
他�做的事，根本不符合他�的希望。他�深怕自己的行
要被�ā得太仔ƈ了。他�虽然
�守外表的�式，却怕受耶Ťʽ利目光的洞察。 {DA 237.4}

他�ˋ道：ʖ耶Ť是Ȯ？ʖ个将弥ɮ�的荣耀¨Ɠ自己的，是木匠的儿子。他和他父�Ż瑟都是
做木匠的。大家都ǩʓ他在山地上上下下操I，熟知他的生活和工作，也ǴȊ他的弟兄和姐妹，是
看着他ˈ大的。他的生活虽然毫无瑕疵，但他�却不肯相信他就是上帝所£ǿ的那一位。 {DA 237.5}

238

耶Ť关于新国度的教Ǹ，与他�从ˈ老那里听来的是多么不同啊！耶Ť并没有提到要拯救他�脱
离ƶ̎。他�听ǩʓ他所行的奇事，并希望他用ʖ种权能来ȵ求他�的利益，但他�看不出耶Ť有
ʖ种意q。 {DA 238.1}

他�既开始�生疑念，=才úó受了感G的心，就X得更=硬了。撒但决意要使瞎眼的在那天ǩ
不到光明，被捆Ǝ的心灵得不到ʣ放。他用全副精力使他�固È不信。他�虽然已受感G，ǯ悟到
ʖ是他�的救ɧ主，Ɛ果ʕ是抹煞了那=才ɩƓ他�的凭ȇ。 {DA 238.2}

但Ņ在耶Ť要揭穿他�心中ˢ秘的意念，藉以ȇ明自己的神性。耶Ť�他�Ȧ：“你�必引ʖ俗ȡ
向我Ȧ：‘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听ǩ你在迦百7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里。’”又
Ȧ：“我�在告Ȍ你�：没有先知在自己家�被人悦ƀ的。我�你�Ȧ�Ȗ：当以利�的ó候，天ˊ
塞了三年零六个月，遍地有大̂荒。那ó，以色列中有ǿ多寡�，以利�并没有奉差往她�一个人
那里去，只奉差往西ˮ的撒勒法一个寡�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ó候，以色列中有ǿ多ˈ大麻˾
的，但内中除了叙利�国的乃Ʋ，没有一个得洁8的。” 路加福音4:23-27 {DA 238.3}

耶ŤǼȦ先知生活中的事迹，来�付听 的疑ˋ。上帝不Ƿ他所Óʜ做特别事工的仆人，去
一
班ˬ梗不信的人服F，却Ƿ那些易受感G、具有信心的人，享有特别的恩Ę，得从先知那里˳受上
帝能力的凭据。在以利�的ó候，以色列人已ʘ离上帝。他�依恋罪³，拒ƕ圣灵藉着上帝使者所
W的警告。ʖą，他�就自ƕ于上帝恩典的泉源。耶和M越ʓ了以色列的 多家門，而在异邦之
地，一个非ʜ民的�人家里，替他的仆人找到一个避ˣ所。ʖ�人所以蒙恩，是因
她已ƍ�行她
所明白的一点真光，并向上帝藉先知Ɠ她的更大亮光敞开了心門。 {DA 238.4}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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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沙的ó候，以色列中的麻˾病人都被越ʓ，也是
了ʖ个ƪ故。但异邦的大臣乃Ʋ，曾凭良
心行事，并感ǯ自己十分需要帮助。他的ʖ种心境，有利于˳受上帝的恩ɩ。所以他不但麻˾得了
洁8，而且ʕ得到了ǴȊ真神的福气。 {DA 239.1}

我�在上帝面前的地位，不取决于˳受了多少亮光，而在于如何ʔ用已有的亮光。如此看来，凡
不ǴȊ上帝的人，若根据自己分辨是非的能力，ʜ×正道而行，他�的景况倒ǅʓ那些充分明白真
理、自称侍奉上帝，却言行不一、无ǭ真光的人。 {DA 239.2}

耶Ť在会堂里向听 所Ǽ的Ȗ，:中了他�自以
的病根，使他�ǯ悟到自己已ƍʘ离上帝，
并已�失做他子民的ɤ格的惨痛事�。耶Ť的Ȗ揭露了他�的真相，字字犹如利刃穿心。于是，他
�反而ʅǭ耶Ť在他�心中才引起的信心，不愿承Ǵ出身ɔ寒的耶Ť�非凡人。 {DA 239.3}

他�因不信而生出³毒之心，就被撒但控制来反�救主，向他怒吼。耶Ť的使命本来是救治与复
兴，

240

他�既背离了他，就表Ņ出那“Ďį者”的性格了。 {DA 239.4}

耶Ť一Ǽ到外邦人蒙恩的事，就激起了听 激昂的民族自尊心。 人狂呼乱叫，把耶Ť的声音掩
没了。ʖ些人素来因遵守律法而自豪，而如今他�的偏ǩ一受冲:，竟要ü人了。会 乱了，他�
下手拿住耶Ť，把他逐出会堂，í到城外，都恨不得要除į他。他�把他Ô到一个·崖的ʑ上，要
推他下去。]喊咒̛，声震于天。有些人正要拿石~打他，但他忽然不ǩ了。那些曾在会堂里不离
耶Ť左右的天使，在ʖ 怒汹汹之˞，仍然与他同在。天使把他ˢ藏了起来，脱离仇ð的手，引他
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DA 240.1}

古ó天使也曾ʖą保Ïƶ得，˳他安然逃出所多Ń城。天使也曾ʖą在山上的一座小城中保Ï以
利沙。当�3王的兵̎布Ĩ山~，p困那城ó，以利沙看ǩ就近的山坡上布Ĩ了上帝的天兵火ɾ、
火̎，pƑ着耶和M的仆人。 {DA 240.2}

T代以来，天使都是ʖąŷ随着基督忠�的門徒。全数邪³的群魔é出˜J，向一切想要得ǅ的
人WG攻J；而基督要我�“˭念所不ǩ的”，看到天上的6兵在一切ĺ上帝的人四p安ǝ，搭救他
�。天使的手已救了我�脱离多少看得ǩ和看不ǩ的危ˡ，我�永ʘ不得而知，直到将来在永恒的
�月中，我�看明上帝的美意ó，才能明白。到那ó，我�才会知道：天上的大家庭如何关®我�
ʖ地上的家庭；并且得知：从上帝宝座那里来的使者，如何天天跟着我�的脚踪保佑我�。 {DA 240.3}

耶Ť在会堂里念先知�的ó候，略ʓ了一句有关弥ɮ�工作的最后特征。他念了“Ð告耶和M的恩
年”之后，把“我�上帝Ð仇的日子”一ȡ略ʓ去了ǩ以ɮ��61:2。ʖ句Ȗ与前面的ǿ多Ȗ一ą真
�。耶Ť不ȫʖ句Ȗ，并不是否Ǵ其真理。但它是听 �于强ȯ，希望�Ņ的。他�一ɘ向外邦人
宣告ɌƷ，却不知自己的罪比他�ʕ重。他�不愿外邦人Ǜ得怜¸，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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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不知自己倒是最需要怜¸的人。那一天，耶Ť在会堂里站在他�中ˎó，正是他�接受上天呼
召的大好ó机，那位“喜ĺ施恩”（弥迦�7:18) 的主，巴不得能救他�脱离其罪所招致的Ɏ亡。 {DA

240.4}

但耶Ť在没有再次呼召他�悔改之前，不忍心�弃他�。他在加利利的工作将近Ɛ束ó，再次ȅ
ˋ了儿ó的家�。自从他第一次在本�遭到拒ƕ以来，他#道和行神迹的名声，已#遍加利利全
地。ʖó再没有人能否Ǵ耶Ť掌有超越凡人之上的权能。拿撒勒人都知道，他周游四方行善事，并
医好凡被撒但U制的人。在他�附近，整村整村里都不再有病痛的呻吟，因
有耶Ť从那里ƍʓ，
把所有的病人都治好了。耶Ť的一�一G所ö的恩慈都ȇ明，他是上帝所膏的那一位。 {DA 241.1}

当拿撒勒人再度听到耶ŤǼȖó，他�又受到了圣灵的感G。但他�ʕ是不肯承Ǵ，ʖ个在他�
中ˎˈ大的人与他�不同，比他�"大。回«往事，旧恨ˣ消。他�ǻ得上一次耶Ť自称是上帝所
£ǿ的那一位ó，�˞上否Ǵ了他�作
以色列人的地位。因
他已表明，他�ʕ不如异邦男女那
ąț得上帝的恩待。因此，他�虽然Wˋ，“ʖ人从哪里有ʖ等智慧和异能呢？”却不肯接受他
上帝
所膏的基督。正因
他�不信，救主就不能在他�中ˎ行ǿ多奇事；只有几个人虚心˳受他的恩
典。耶Ť无奈只得离开拿撒勒，永不再回去了。 {DA 241.2}

拿撒勒人因一次的不信，就一直被不信所控制了。犹太公会和全国的人也是如此。上自祭司，下
至平民，他�第一次拒ƕ圣灵能力的öŅ，就成了他�Ɏ局的开始。
要ȇ明自己先前拒ƕ基督是
�的，他�便ƙƜ不断地无端指Ɍ基督的言ȁ。他��圣灵的拒ƕ，�致了髑̤地的十字架、耶路
撒冷的Ďį和犹太人流离于天下。 {DA 241.3}

基督多么渴望向以色列人打开真理的宝¢啊！可惜他�灵性的失明是那么�重，甚至基督无法将
天国的真理指示他�。

242

上天的真理等待他�˳受，他�却死守着自己的教条和无用的�式不放。生命之粮就在手~，他
�却花ʭ去�糠秕和麸屑。他�
什么不殷勤ā考上帝的圣ƍ，看看自己有没有ʾȣ呢？旧Ż圣ƍ
�基督的工作早有清楚Ȝƈ的˱述，耶Ť自己曾屡次引用先知的Ȗ，并宣布Ȧ：“今天ʖȖ£̟在你
�耳中了。”他�若能ȕȕ��ā考圣ƍ，用上帝的Ȗ来ć̟自己的理ȁ，耶Ť就不必
他�的死不
悔改而哀哭了；也不必Ȧ：“你�的家成
荒s留Ɠ你�。” 路加福音13:35 他�本来可以熟悉那ȇ明
他是弥ɮ�的凭据；那Ďį他�雄"之城的惨š本来也是完全能避免的。可惜犹太人的心胸已因无
理的偏ǩ而X得狭窄，基督的教Ǹö明他�品格上的缺欠，并D他�悔改。如果他�接受他的教
Ǹ，就必˫改X自己的�¾，放弃原有的欲望。他�若要得上天的褒�，就必˫ļ牲人世的尊荣。
若要听从ʖ位新兴拉比的教ȥ，就必˫ʙ背当ó大思想家和教��的主¦。 {DA 241.4}

真理在基督的ó代不受Č迎，在Ņ今ó代一ą不受Č迎。自从撒但用寓言#Ȧ引人自高自大，V
弃真理以来，真理就一直不受Č迎。我�Ņ今�不是要£付ǿ多在上帝圣ƍ中没有根据的理ȁ和学
Ȧ[？世人固Èʖ些Ʉȁ，正如从前犹太人死守他�的ʟ#一ą。 {DA 2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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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袖�充Ĩ了灵性的̜傲。他��求自己荣耀的心，甚至在圣殿的礼拜中也有所表露。他�
喜ĺ会堂里的高位，喜ĺ人在街上ˋ他�安，高兴听人用他�的~ǥ来称呼他�。如此，真正的虔
ȕ既ĥĥ衰落，他�就更加ĸ衷于ʟ#和�式了。 {DA 242.2}

因
他�的理解力已被私心的偏ǩ所溟蒙。他�±Ǵ
基督那令人服罪之言ȁ的能力同他卑微的
地位不相符。他�不能˳会，真正的"大不需要外表的炫耀。他�Ǵ
ʖ个人的ɔŦ和他自称是弥
ɮ�，根本不相称。他�ǹȁȦ，如果他真是弥ɮ�，何以如此ɑ朴而不求öʒ呢？他若不用兵
力，

243

他�的民族ʕ能有什么出~之日？那希冀已久的权柄和荣耀将如何到手而使万民¨˪呢？祭司�
�不是Ȧ以色列必将Ɨ治全地[？ˣ道ʖ些宗教界的大教�都ʾ了[？ {DA 242.3}

然而犹太人之所以拒ƕ耶Ť，不�是因
他的生活没有外表的荣M，ʕ因
耶Ť是ž洁的，而他
�自己是Ēţ的。耶Ť住在人ˎ，是一个ž洁无瑕的榜ą。他那无可指Ɍ的人生W出光来，照入人
心。他的真ȕö明他�的虚&，揭穿他�敬虔的&装，暴露了他�卑劣本性中的罪³。ʖ种光是他
�不Č迎的。 {DA 243.1}

倘若基督叫人尊重法利ɮ人，又恭ƞ他�的学ˋ和敬虔，他�就必欣然Ô戴他。但他竟Ȧ天国的
恩惠是普施万民的，ʖ是他�不能容忍的道理。他�的行
和教Ǹ，从来没有令人感到侍奉上帝是
.得羡慕的。当他�看ǩ耶Ť向他�所痛恨、所排斥的人施恩ó，高傲的心就�生了最卑劣的情
感。他�曾夸耀Ȧ：在“犹大支派中的Ł子” (\示©5:5) 的˳�之下，以色列必升到万国之上。然
而，他�宁愿Ƿʖ种盼望¨于幻į，却不能忍受基督�他�罪³的申斥，也受不了他�在他ž洁的
生活面前所感到的ɆɌ。 {DA 243.2}

244

第二十五章 海边的呼召

本章根据：̎太福音4:18-22； ̎可福音1:16-20； 路加福音5:1-11 {DA 244.1}

在加利利海上，天=破÷。耶Ť的門徒整夜I苦，却一无所Ǜ，疲¼地坐在湖上的Ħ船中。耶Ť
来到水ʑ，要安静片ó。清晨ó分，他希望ú避天天跟着他的人群，稍事休息。但不一会儿， 人
又p上来了，而且越来越多，把耶Ťoop在中ˎ。ʖó門徒也都上了岸。
避免ÔÜ，耶Ť上了
彼得的船，Ȩ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ʖą， 人就都容易看ǩ和听ǩ了。耶Ť就在船上教Ǹ岸上的
 人。 {DA 2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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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的使者目睹ʖ幅情景，ț有何等的感想啊！他�荣耀的元�，坐在一叶扁舟上，被不停的海
浪ê来ê去，向Ü到水ʑȼ听的人群#Ǽ救恩的佳音。全天庭所尊崇的主，在露天�百姓宣Ǽ天国
大事。他工作的ń境没有比ʖ再好的了。那Ɓ目可望的田野，普照大地的阳光，以及湖光山色，

245

都可作Ǽ道的材料来引ȇ他的教Ǹ，使人心受到更深刻的印象。基督的教Ǹ无不生效，他口里#
出来的每句Ȗ，±能在一些人心里成
永生之道。 {DA 244.3}

海Ĭ上的人群随ó增多。扶杖而来的老者，山ˎ壮�的7夫，湖上操作的Ħ人，商人和文士，学
者和富Æ，老老少少， 着他�痛苦患病的人，都前来听ʖ位神圣教�的Ǹ言。古ó的先知曾看到
ʖ景象，并曾写道： {DA 245.1}

“西布%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Ż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
ǩ了大光；坐在死Ǚ之地的人有光WŅ照着他�。” ̎太福音4:15, 16 {DA 245.2}

耶Ť在海ʑǼ道ó，除革尼撒勒湖（Ȑ者按：加利利海别名）ʑ的人群外，他心目中另有听 。
他展望到日后世世代代ǿ多忠心的門徒，在ŕł和�判S里，在Ȓ探和孤独苦ˣ之中。他�的每一
愉快、�斗和困苦窘迫的情景，无不展Ņ在他眼前。所以他�当ó聚集在周p之人所Ȧ的Ȗ，也是
�日后的更多信徒Ȧ的，Ƿ他�听ǩʖ些Ȗ，能在Ȓı中有指望，在患中得安慰，在黑暗中得ǩ
天上的真光。ʖ从加利利海面Ħ船上W出的声音，必藉圣灵向人的心灵ǼȦ平安的Ȗ，直到世界的
末了。 {DA 245.3}

Ǽ完道，耶Ťʀʓ身来，吩咐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下网打̦。但彼得早已灰心了，他整夜I
力，并没有打着什么。在那漫ˈ的夜里，他º念着牢ł中孤独焦Ǣ的施洗Ż翰的命ʔ。他想到耶Ť
和他門徒的前途，想到耶Ť在犹太地工作没有多大的成功，以及祭司和拉比�的³毒。就是自己的
I作，也使他失望。当他坐�空网，前途ö得格外黯淡，不ǯ心灰意冷，便Ȧ道：“夫子，我�整夜
I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Ȗ，我就下网。” {DA 245.4}

246

在清水湖中打̦，夜ˎ下网是再好没有了的。既整夜I力一无所Ǜ，白天再下网ʕ会有什么希
望？但吩咐下网的是他�的夫子，門徒出于敬ĺ的心，自然就得服从他的Ȗ了。西門和他的兄弟一
同把网撒下去，到拉上来ó，ʖ一网p住ǿ多的̦，使网ˡ些裂开；他�只得招呼雅各和Ż翰来帮
助。既拉起了网，就把̦装Ĩ了两只船，甚至船几乎要沉下去。 {DA 246.1}

此ó彼得˭不得船或̦了。ʖ神迹超ʓ他以前所ǩʓ的，�于他�在是神力öŅ的灵̟。他感悟
到耶Ť确是掌管天地万物的主。在神性面前彼得的不圣洁暴露出来了。他�夫子的敬ĺ，�自己的
不信所抱的½愧，�基督的眷˭的感激，尤其是在ʖ位极ž洁之主面前，彼得�自己的Ēţ的ǯ
悟，交Ɖ一起，使他情不自禁。当同伴�收网取̦ó，彼得就俯伏救主膝前，Ȧ：“主啊，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DA 2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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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ʖ位神圣的主，在古óöŅ，曾使先知但以理仆倒在上帝的使者面前，如同死人。他Ȧ：“我
ǩ了ʖ大异象便Ğ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以ɮ�看ǩ耶和M的荣光ó也是如此，Ȧ：“š
哉！我į亡了！因
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ǩ大君王万6之耶和
M。” 但以理�10:8；以ɮ��6:5 脆弱而有罪的人类一旦与ž洁无瑕的神性接触，就会深ǯ自己是
完全不配和不洁的了。凡是蒙恩得ǩ上帝威荣和"大的人，都有此同感。 {DA 246.3}

彼得Ȧ：“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但他仍然依恋于耶Ť的脚前，感到不能与主分离。救主
回答他Ȧ：“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当日以ɮ�看ǩ上帝的圣洁，并ǯ得自己的不配后，上
帝才将神圣的信息托付他。彼得也是到了自½形ţ，完全依靠上帝的能力之后，才蒙召
基督作
工。 {DA 246.4}

直到此ó，ʕ没有一个門徒与耶Ť完全Ɛ合而成
他的同工。他�ǩʓ了他所行的ǿ多神迹，听
ʓ了他的教Ǹ，但ʕ没有放弃原有的ƽ�。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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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洗Ż翰下了ŕ，他�感到非常失望。Ż翰工作的Ɛ局既然如此，那么他�Ǵ
，自己的夫子既
遭到当ó宗教˳袖�的ƾ合反�，恐怕成功的希望也不大。在此情形下，他�能úó回去打̦，±
算Ǜ得解脱。而耶Ť此ó却叫他�放弃原来的ƽ�，来同他合作。彼得接受了ʖ个呼召。到了岸
上，耶Ť又�其他三个門徒Ȧ：“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一ą。”他�就立刻撇下了所有
的，跟从了耶Ť。 {DA 246.5}

耶Ť叫他��下Ħ船Ħ网之前，向他�保ȇ，上帝必供Ɠ他�的需要。就是耶Ť使用彼得的船#
福音之后，也Ɠ了他极丰富的Ð酬。那位“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的主曾Ȧ：“你�要Ɠ人，就必有Ɠ
你�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ʚê 按、上尖下流地倒在你�®里。” ƶ̎�10:12；路加福音6:38
他�門徒的服F所Ɠ的Ð酬就是ʖą的。人
上帝工作，无ȁļ牲什么，必将照着“他极丰富的恩
典”得到Ðɨ 以弗所�3:20; 2:7。 {DA 249.1}

当門徒离开了基督，在湖上辛苦的那一夜，信心被疑云oo包p，又因毫无收Ǜ的IG，累得精
疲力尽。但基督一来，就鼓起了他�的信心，使他�得到喜�和成功。我�也是ʖą：离了基督，
我�的工作就没有成效，心里就容易W生疑Ǣ和悲Y。但基督若在身ʑ，我�在他的指�之下做
工，就因看ǩ他大能的明ȇ而喜�。撒但的工作是使人灰心；基督的工作是鼓舞人的信心与希望。
{DA 249.2}

ʖ一神迹Ɠ門徒更深的教Ǹ，也是我�所当接受的那能用一句Ȗ聚Ò海中̦群的主，也能感G人
心，用他慈Ɲĺ索Ļ引他�，以致他的仆人能“得人如得̦”。 {DA 2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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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加利利的Ħ夫，原是身世卑微，胸无点墨的人。但世界的光基督，足能使他�有ɤ格ǅ任他
Óʜ他�去做的工。救主并不ʅǭ教育，因智力的培育若能受到上帝ĺ的支配并�用于他的圣工，
便是一种福惠。但他越ʓ了当ó的智慧人，因
他�ʓ于自恃，以致不能同情受苦的群 ，且不能
与拿撒勒人耶Ť同工。他�因固È己ǩ，不屑受基督的指教。主耶Ť所�找与他合作的，是愿意充
分#ʞ他恩惠的人。

250

凡愿与上帝同工的，首先£学的教Ǹ就是不依靠自己，ʖą才能接受基督的品格。ʖ种品格不是
所ȹ最Ņ代化的学校所能造就的，而是上天的智慧所Ɛ的果子；ʖ智慧惟有那神圣的教�才能ɩƓ
我�。 {DA 249.4}

耶Ť之所以Óʜ无学ˋ的Ħ夫，是因
他�未曾受ʓ当ó的ʟ#和ʾɄ�俗的熏染。他�是一班
有�干能力、又是Ɂ虚可教的人，所以耶Ť能造就他�参加他的工作。Ņ今从事普通ƽ�的人中，
有ǿ多人每天在埋~操作，而不知道自己ɥ有的才能若充分WÝ，就足使他�与世上最受尊敬的人
并̙̱̓。ʖ就需要能工巧匠的手来ʗ行雕琢，以\W他�潜在的才能。耶Ť所呼召的正是ʖ等
人。他ɩƓ他�与他�近相|的有利条件，而世上的"人从未有ʓʖą的教�。門徒受了救主的Ǹ
Ɔ之后，就不再是不学无û和蒙昧无知的人了；他�的思想和品格都与基督同化，人�也能Ǵ定他
�是跟ʓ耶Ť的。 {DA 250.1}

教育的最高目的，不只是#授知Ȋ，而是通ʓ心与心、灵与灵的接触，藉此#授生机勃勃的能
力。只有生命能�生生命。那造福人群的各种ɩ生命的力量，都是从基督的生命中流出来的。ʖą
看来，門徒能有三年之久与基督天天接触，ʖ是何等的特权啊！耶Ť所ĺ的門徒Ż翰，�ʖ奇妙的
生命力，比他的同伴更
衷心悦服。他Ȧ：“ʖ生命已ƍöŅ出来，我�也看ǩʓ，Ņ在又作ǩȇ，
将原与父同在，且öŅ与我�那永ʘ的生命#Ɠ你�。”“从他丰Ĩ的恩典里，我�都˳受了，而且恩
上加恩。” Ż翰一�1:2；Ż翰福音1:16 {DA 250.2}

在主的使徒身上，本没有什么可ɤ˰Ë的!点。他�工作的成功，ö然全出于上帝。ʖ些人的生
活，他�所造就的品格，以及上帝藉他�所行的大事，都足以Ȧ明，上帝要
一切愿意接受教育和
服从引�的人，成就何等大的事。 {DA 250.3}

ĺ基督最深的人，�人类必有最大的Ɋ献。一个人若能忘掉自我，Ƿ圣灵ʔ行在他心中，

251

ʓ完全献身的生活，他的Ɋ献将是无可限量的。只要人能ƍ受必要的ǸƆ而不W怨言，也不半途
而¥，上帝就要ó刻教�他。上帝渴望ö出他的恩典，只要他的百姓肯挪开障碍，他就必使救恩的
活水通ʓ他�，如江河一ą丰Ĩ地涌流出来。若能鼓励一些安ɔ�道的人去尽力行善，而不加以阻
Õ，不抑制他�的ĸ心，那么Ņ今只要有一个工人的地方，就必有一百个
基督作工的人。 {DA 250.4}

只要人肯˪从上帝，上帝就愿意照他�的Ņ状接ƀ他�，并ǸƆ他�
他服F。上帝的灵ʗ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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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后，就能振�人的一切才能。人的心志若能完全献Ɠ上帝，就必在圣灵的指�之下均衡地W展
起来，必得到能力去˳会并遵行上帝的旨意。!柔寡断的人会X
u强ť健。不ˎ断的灵修生活能
使耶Ť和他門徒之ˎ建立密切的关系，以致門徒的意志和品格完全与基督同化。因与基督ƾ合，人
必能有更清楚、更ʘ大的眼光。他的洞察力必更加透ª，判断力必更加公正。凡渴望
基督服F的
人，必
公的日~所ɩ的生命之力所激W，Ɛ出ǿ多果子来荣耀上帝。 {DA 251.1}

文ǐ界、科学界中受ʓ高深教育的人，往往从一些被人ǭ
不学无û的基督徒身上学到宝ɛ的教
Ǹ。其�，ʖ些无名的門徒已在一切学校中的最高学府受ʓ教育。他�已在那位“从来没有像他那ą
ȦȖ”的教�門下受ʓǸƆ。 {DA 251.2}

252

第二十六章 在迦百农

本章根据：̎可福音1:21-38； 路加福音4:31-44 {DA 252.1}

耶Ť来往游行，中途常在迦百7停留，故此地称
他“自己的城” ̎太福音9:1。迦百7位于加利利
海ī，靠近美�的革尼撒勒平原的ʑ界。 {DA 252.2}

低洼的革尼撒勒湖，Ɠń湖一 的平原 来了南方宜人的气候。在基督的ó代，ʖ里茂盛的棕ĉ
Ą、橄ĈĄ、果木园，碧ơ的田野、̨Ǐ的花卉，都得到岩石中流出的泉水的滋ġ。湖ʑ和附近的
山野之ˎ，城˄和村落星ƶ棋布，湖面上Ħ帆点点，到|呈Ņ出一派生气勃勃的忙碌景象。 {DA 252.3}

迦百7是最适于作救主#道中心的，它位于大̎色到耶路撒冷、埃及并通往地中海的大道上，是
ɾ̎̚使的必ƍ之|。各|来往的旅客途ƍʖ里，常在此逗留休息。耶Ť在ʖ里向各国各等的人施
教，不分ɔ富ɛə。他的教Ǹ由ʖǿ多人#到外邦各国，X得家iÆ÷。

253

如此引�他�ā考˱言，直接注意救主，于是他的使命就得以#到普天下了。 {DA 252.4}

犹太公会虽然采取反�耶Ť的行G，民 却切望看到他的工作W展。天庭全体天使无不深切关
®，努力
他的工作开路；感G人心，吸引他�¨向救主。 {DA 253.1}

基督在迦百7所医好的大臣之子，是他神权的ǩȇ。ʖ位大臣和他全家都欣然表示�耶Ť的信
仰。迦百7人一听Ȧ夫子�自在他�中ˎ，全城都沸ǋ了，成群Ɛ˛的人蜂Ô而来。到了安息日，
会堂ÔÜ不堪，ǿ多人无法ʗ去，只得退出来。 {DA 253.2}

凡听ǩ救主Ǽ道的人，都“很希奇他的教Ǹ，因
他的Ȗ里有权柄。”“因
他教Ǹ他�，正像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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柄的人，不像他�的文士。” 路加福音4:32；̎太福音7:29 当ó，犹太的文士和ˈ老�的教Ǹ，既
拘Ƀ刻板，又毫无表情，像在背Ȭ文。在他�看来，上帝的Ȗ没什么活力。他�是以自己的意ǩ和
ʟ#，代替圣ƍ的教Ǹ。在例行的�式上，他�以律法˗述者自居，但自己和听 的心，都没有受
到上帝的灵所触G。 {DA 253.3}

犹太人争ʐ的各种ˋ˹，耶Ť一概置之不理，因他的使命是宣Ë真理。他的ȖW出亮光，˗明列
祖和 先知的教Ǹ，于是圣ƍ�ǿ多人成了新的\示。耶Ť的听 从来没有在圣ƍ中看出ʖ么深奥
的意。 {DA 253.4}

耶Ť深知 人的迷惘，故能Ȅ身|地
他�着想。他用最直接、浅ö的方法Ǽ述真理，使之ö得
美妙。他ǼȖ口̲清晰，措辞典雅，好似清澈的流水。他的声音，�听Ǌ了拉比Oȯ空洞Ȧ教的
人，宛如音�。他的教Ǹ虽然浅ö，但他ȦȖ却像有权柄的人。ʖ种特点，使他的教Ǹ与 不同。
拉比�ǼȖó，常 着疑惑犹豫的口吻，似乎圣ƍ上的Ȗ，能ʖąǼ，也能那ą解，人听了更加恍
惚迷离。但耶ŤȦ，圣ƍ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无ȁǼ什么˹目，他±是 着权柄˗W，不Ɠ人留
下�毫ʐ̔的余地。 {DA 253.5}

254

耶Ť固然ĸȕ，却不激烈。从他的Ȗ中可以听出，他要�Ņ一定的目的，就是揭示永恒世界的真
�性。在每个Ǽ˹中，他都öË了上帝。耶Ť要打破那使人沉溺于世俗的迷魂˜。他虽然指明今生
的事物是从属于永恒利益的，但他并不忽略其重要性。他教� 人：天和地是ʚ在一起的；人ǴȊ
了神圣的真理，就能更好履行日常生活的ƽɌ。他的Ȗ表明他熟知天上的事，确知自己与上帝的关
系，同ó也ǴȊ到自己和人类家庭每一成^的ƾ合。 {DA 254.1}

他所#Ǽ的慈ĺ信息，因听 的不同而有所X化。他“知道怎ą用言ȡ扶助疲乏的人” 以ɮ��
50:4。在他“嘴里Ĩ有恩惠” （ȓ篇45:2），ʖ使他以最吸引人的方式将真理的宝藏#出来。他的机
智能消除人的偏ǩ；他的比iǷ人耳目一新。他ȯG人的想象力，使他的教Ǹ深入人心。他的比i
取材于日常生活，虽然浅ö，却意味深ˈ。基督常用具体的事物，如空中̪́、野地的百合花、种
子、牧人和羊群等，来Ȧ明不朽的真理。之后，他的听 每逢看ǩʖ些景物，自然就会想起他的Ȗ
来。他的比i就ʖą反复不断地教ȥ人。 {DA 254.2}

基督从不奉承人，从不Ȧ什么Ȗ来助ˈ人的幻想和妄想，也不称道他�的巧言卓ǩ。然而思想深
邃、心无偏ǩ的人，˳受了他的教Ǹ，反复思考，方ǯ得莫Ĝ高深。他以最浅ö的ȖȡǼ出属灵的
真理，使他�感Y不已。̆学之士
他的Ȗ所吸引，文盲白丁也得教益。�不�文墨的人，他有合
适的信息；�异教徒，也有他�能明白的道理。 {DA 254.3}

他的慈怜 着医治之能，降在疲乏Ķ¶的人身上。即使在仇ðÀ怒的Ì攘之中，他±是那么泰然
自若，心平气和。他的容貌和ǟ可�，他的性格温柔可ĺ，尤其在他的目光和ȡȯ之ˎ流露出来的
ĺ，�一切人除了ˬ梗不信者都WÝ着吸引力。若不是他的每一眼神、每一句Ȗ表露着温柔和同情
的ĸ忱，他就不能吸引那么多会 。苦¶的人到耶Ť面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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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ǯ得他是一位忠��切的朋友，把他�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就希望能多明白他所教�的真理。天
庭离人ˎ就此更近了一步。他�渴望常与他同在，好不断地得到他慈ĺ的安慰。 {DA 254.4}

耶Ť深切地注ǭ着听 表情的X化。一看到有人ö出兴趣和愉快的神色，他就感到欣慰。当真理
的箭刺入人心，穿透自私的屏障，使人痛悔前非，ö出感恩的表情ó，救主就很愉快。当他的目光
Êʓ人群，Ǵ出听 中有他先前ǩʓ的人，ǉ上就欣喜W亮，看出ʖ些人有希望成
他国的子民。
当直言无ˢ的真理触到一些人心中依恋的偶像ó，他看ǩ他�X了ǉ色，Ņ出冷淡固È的神情，就
知道真光不受Č迎。他每ǩ人拒ƕ平安的福音，就如乱箭穿心，悲痛万分。 {DA 255.1}

耶Ť在会堂Ǽȁ他来所要建立的国和ʣ放撒但俘ǡ的使命ó，忽然听到可怕的鬼m声打断他的
Ȗ。有个ŋ子从人群中冲出来，喊着Ȧ：“拿撒勒的耶Ť，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į我�[？我
知道你是Ȯ，乃是上帝的圣者。” {DA 255.2}

会堂里ˮóƂ乱¹慌起来。 人�基督的注意力分散了，他的Ȗ也没有人听了。ʖ就是撒但把ʖ
ŋ子˳ʗ会堂的目的。但耶Ť斥ɌĒ鬼Ȧ：“不要作声，从ʖ人身上出来吧！”鬼把那人摔倒在 人中
ˎ，就出来了，却没有害他。 {DA 255.3}

ʖ可怜的ŋ子，心灵被撒但蒙蔽了，但在救主面前，有一ƅ光芒射透了黑暗：一种脱离撒但ʎ制
而得自由的希望在他心中泛起；那Ē鬼却抗拒基督的能力。ŋ子想求耶Ť救助ó，邪灵就把Ȗ放在
他口里，使他W出惧怕的痛苦声。被鬼附的人有几分知道他是在一位能解救他的主面前，但当他正
想握住那全能的手ó，却另有一个意志管制了他，他Ȧ的不是自己的Ȗ。撒但的J力与他要得解救
的愿望斗争得非常C烈。 {DA 255.4}

256

在ô野受Ȓ探ó已ƍǅʓ撒但的基督，Ņ在又与仇ð短兵相接了。Ē鬼尽全力要保持他�ŋ子的
控制权。若失去，就是Ƿ耶ŤǛǅ了。ʖ个̆ƍ磨ˣ的ŋ子，与那摧Ď他的仇ð相搏斗，似乎要�
命了。但救主用权威的Ȗ，使撒但的俘ǡǛ得自由。ʖ被鬼附ʓ的人站在¹奇的群 面前，因恢复
了自主而喜�。ʚĒ鬼也ǩȇ了救主的神能。 {DA 256.1}

那人因蒙拯救，就大大ɯ美上帝。他的眼睛方才ʕˉ着ŋ狂的神¯，Ņ在却ˉ耀着理智的光芒，
感恩的ĸ泪涕零如注。 人¹奇得_口无言，直到神魂稍定，就彼此�ˋ：“ʖ是什么事？是个新道
理啊!他用权柄吩咐Ē鬼，ʚĒ鬼也听从了他。” ̎可福音1:27 {DA 256.2}

那折磨ʖŋ子，使他在朋友面前X得非常可怕，�自己成了重累的ˢ因，¨根Ɛ底ʕ是自己生活
不ć点。他沉迷于罪中之�，极尽声色之好，却想不到自己会落到ʖ种羞辱門楣、令人恐怖的地
步。他以
可以把光阴消磨在无害的��里和无ȹ的放ǘ上，哪曾料想，一入歧途就很快堕落下去
了。他高尚的天性被放Ɓ和ʅ佻的�¾引入邪道，撒但就完全控制了他。 {DA 256.3}

事后悔ʓ已ƍ太晚了。及至想要放弃ɋ�和享�来恢复所�失的人格ó，却早已在那³者的魔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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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身不由己了。他既置身于仇ð的˜地，撒但就占有了他的全部良知良能。起先，魔鬼用ǿ多迷
人的声色来引Ȥ他，及至ʖ可怜的人落到他的J力之下，那³魔就用极残酷的手段，将可怕的š害
狠狠地加在他身上。凡˪从罪³的人，无不如此。开始是快�陶醉的生涯，Ɛ局无不是黑暗的ƕ
望，或者心灵Ɏ坏，Ɗ至ő狂。 {DA 256.4}

当ó控制不信基督之犹太人的，就是先前在ô野Ȓ探基督和此ó附在迦百7ŋ子身上的魔鬼。不
ʓ，在犹太人身上，ʖ³魔以敬虔的姿¯出Ņ，要在他�拒ƕ救主的G机上欺̡他�。他�的景况
比那被鬼附的人更没希望，因他�不感ǯ需要基督，所以被撒但的权力ŷŷ抓住。 {DA 256.5}

257

基督�自在人ˎ服F之ó，正是黑暗之国的J力最猖獗之日。T代以来，撒但和他的³使者都在
尽力ʎ制人的肉体，̙̏人的心灵，Ɠ人� 来罪³和苦ˣ，然后把ʖ一切š因¨咎于上帝。耶Ť
<向世人ö示上帝的品德。他是在打破魔鬼的权J，ʣ放他的俘ǡ。从天上来的新的生命和慈ĺ、
能力，既ʔ行在世人心中，罪³之君就�起
他国度的权力而抗争。撒但ȯG全6，步步与基督的
工作�抗。 {DA 257.1}

正与罪³作最后的大斗争ó，也必如此。当新生命、光明、能力从上面降到基督的門徒身上
ó，底下也有新的活力�生，来鼓G撒但的党羽。各种属世的力量都ŷ¦地活ɴ起来。罪³之君ʔ
用他在T代斗争中所Ţ累的狡猾奸ȋ，在&装之下ʗ行工作。他装作光明的天使，有多人“听从那引
Ȥ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提摩太前�4:1 {DA 257.2}

在基督的ó代，以色列的˳袖和教��毫无抵御撒但手段的能力。他�忽略了那唯一能使他�抗
拒³魔的方法。基督Åǅ那³者，乃是靠上帝的Ȗ。以色列的˳袖�自称是解ʣ上帝圣ƍ的权威，
但他�研究圣ƍ，无非是要ƞÏ自己的ʟ#，厉行人
的制度。他�在Ǽ解圣ƍó，W表一些Ǫ
点，是上帝从来没有\示ʓ的。上帝所明白宣示的道理，反被他�那种玄奥的解ʣ弄糊涂了。他�

无ȹ的ƈǑ争ȁ不休，事�上否定了最重要的真理。于是不信的种子就播撒出去。他�剥�了上
帝言ȡ的能力，邪灵就肆无忌惮地
所欲
。 {DA 257.3}

258

如今T史正在重演：Ņ代有些宗教˳袖虽然手里捧着圣ƍ，嘴里自称是尊重其中的教Ǹ，而事�
上却在破坏人��圣ƍ的信仰。他�煞ɞ苦心地解剖圣ƍ，并把自己的ǩ解置于圣ƍ的明文之上。
上帝的Ȗ在他�手里失去了更新的能力。Ņ今不信之˾蔓延，邪³J力猖獗，其原因就在于此。 {DA

258.1}

撒但既˼覆了世人�圣ƍ的信仰，就引人向别的来源去求光明和能力。ʖą，他就无形中推荐了
自己。凡ʙ背圣ƍ明Ǹ和圣灵感化的人，无疑是在招致鬼魔的ʎ制。人�圣ƍ的批Ȉ和O凭臆Ĝ的
Ǽ解，已
招魂û和通神学古代邪教的Ņ代翻版敞开了大門，使之在那自称是我�主耶Ť基督的教
会里，得有立足之地。 {DA 2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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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音工作ʗ行之ó，ǿ多其他的宣#机þ，与福音̱~并ʗ地从事工作，ʖ些机þ无非是ȶ言
之灵的媒介。ǿ多人只是出于好奇，与之作�Ȓ性的周旋，但既ǩ到一种超人能力在ʔ行，就ĥĥ
受了迷惑，直到自己完全被一种比自己更强的意志所控制，就再也逃不出其神秘的能力了。 {DA 258.3}

心灵的防ƅ被攻破之后，人就没有抵Ú罪³的屏障了。人一旦拒ƕ上帝的Ȗ和圣灵的Ż束，就不
知道自己会堕落到何等地步；就会被ˢ秘的罪或强烈的情欲所捆Ǝ，可能像迦百7被鬼附的人一
ą，无力自拔。不ʓ，就在ʖ种情形下，也不是没有希望的。 {DA 258.4}

基督所用Åǅ魔鬼的武器上帝之Ȗ的能力，我�也可用来Åǅ那³者。非ƍ我�同意，上帝决不
来控制我�的心志。我�若愿意明白他的旨意，并按着他的旨意行，他就£ǿ我�Ȧ：“你�必÷得
真理，真理必叫你�得以自由。”“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得ʖ教Ǹ” Ż翰福音8:32; 7:17。
无ȁ什么人，若信靠ʖ些£ǿ，就可以从ʾɄ的网ƶ中和罪³的U制下得解放。 {DA 258.5}

人人都可以自由ʜ×愿受哪一种J力的管理。不ȁ人是何等卑劣，如何堕落，没有不能从基督那
里Ǜ得拯救的。那被鬼附的人，只能W出撒但的Ȗ来代替祷告。但他心中未曾W出来的祈求，依然
蒙主垂听了。在患ˣ中的人，无ȁ有什么呼求，虽未能用言ȡW表出来，上帝也决不会置之不理。
人若愿与天上的上帝立Ż，上帝决不会把他�留在撒但的权J之下，或他�本性的ʃ弱之中。

259

救主邀Ȩ他�Ȧ：“Ƿ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 以ɮ��27:5 黑暗的邪
灵必竭力争�凡曾受他�Ɨ治的人，但上帝的使者要用必ǅ的能力
被拯救之人斗争。主Ȧ：“勇士
Î去的�能�回？țã掠的�能解救[？但耶和M如此Ȧ：‘就是勇士所ã掠的，也可以�回；强暴
人所Î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 以ɮ��49:24, 25 {DA

258.6}

 人ʕ在会堂里¹愕的ó候，耶Ť就退到彼得家里，略事休息。但在ʖ里也有不幸的黑影Ů罩
着。彼得的岳母正ɽ在床上，害“ĸ病甚重”。耶Ť斥Ɍ那病，病人就起来服侍主和他的門徒。 {DA

259.1}

基督工作的消息，很快#遍了迦百7。百姓惧怕拉比�，不敢在安息日来求他医治。但太阳一下
山（安息日已ʓ），全城就活G起来了。城中的居民从各家、各Æ、店ʷ、市s，向耶Ť所在的ű
陋住|蜂Ô而来。那些病人有的被人用床抬着，有的由人æ着，有的拄着杖，步履ɹ跚地来到救主
面前。 {DA 259.2}

óˎ一刻一刻地ʓ去了， 人来来去去仍川流不息。因
Ȯ也不知道明天大医�ʕ在不在他�那
里。迦百7从来没有ǩʓʖą的日子。¹喜的声音和蒙救的Č呼接ʚ响起。 人激起的喜�，也使
救主喜�。他看ǩ那些来求他医治的人所受的痛苦，不禁G了慈心，又因自己能使他�恢复健康和
幸福，深感欣慰。 {DA 259.3}

直到最后一个病人得了痊愈，耶Ť才歇了他的工。 人散去ó已是深夜，西門的家才得安静。I
碌兴�了一天，耶Ť去安歇了。但当合城的人ʕ在熟睡ó，救主在“天未亮的ó候……起来，到ô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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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去，在那里祷告” ̎可福音1:35。 {DA 259.4}

耶Ť在地上的日子就是ʖąʓ的。他常Ƿ門徒回家休息，自己<婉言Ⱦƕ他�D他休息的好意。
他Ɗ日操I，

260

教Ǹ百姓，医治病人，使瞎子看ǩ，Ɠ 人吃̆；清早或傍晚ʕ要上山去祈祷，与他的父交通。
他往往整夜默想祷告，天一亮就回到民ˎ去工作。 {DA 259.5}

彼得与他的同伴一大早来ǩ耶Ť，Ȧ迦百7人来找他了。門徒一直因耶Ť迄今所受的冷遇而深

失望。耶路撒冷当局想要ü他，ʚ他本�的人也要害他的命。但ʖ次到迦百7，民 竟如此ĸ烈Č
迎他，門徒的希望又重新燃起来了。他�以
在ʖ些喜ĺ自由的加利利人中，或ǿ能找到一班ÔÏ
新国度的人。但基督却Ȧ：“我也必˫在别城#上帝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
此。”ʖ就使他�感到
¹奇。 {DA 260.1}

在迦百7全城的兴�之中，耶Ť的使命有被忽略的危ˡ。耶Ť不愿O以行异能或医病者的形象来
引人注意。他吸引人到他面前来，是要作他�的救主。在 人相信他来是要做王，并建立地上的国
度ó，他却想使他�的意念从属世的事ʀ到属灵的事上来。O是属世的成功反倒会阻碍他的工作。
{DA 260.2}

一班无心的群 �他所表示的希奇，使他不安。基督的一生并没有自逞英豪的作˾。世人�地
位、ɋ富或才M的崇拜，ʖ位人子是不介意的。世人用以招人¨附或博得尊敬的手段，与耶Ť毫不
相干。在他降生之前好几百年，先知就有˱言ȁ到他Ȧ：

261

“他不喧嚷，不Ë声，也不使街上听ǩ他的声音。U$的芦Ǔ，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
į。他凭真�将公理#开。他不灰心，也不�胆，直到他在地上Ȅ立公理，海�都等候他的Ǹȥ。
”以ɮ��42:2-4 {DA 260.3}

法利ɮ人用他��ǀ的�文，�上帝的膜拜，及虚&的善行来�求超ż荣誉。他�拿宗教作ȳȁ
的˹材，借以ö示自己的虔ȕ。在他��立的教派之ˎW生争Èó，±是喧ː良久。在街~巷尾，
往往可以听ǩ̆学的律法�疾言厉色的争ȁ声。 {DA 261.1}

耶Ť的一生，却与此迥然不同。在他的生活中，从来没有嘈ý的争ȁ，ś揉造作的礼拜，或沽名
ʧ誉的行
。基督藏在上帝里面，而上帝却在他儿子的品格上öŅ出来。耶Ť所要人注意和尊敬
的，就是ʖ种ö示。 {DA 261.2}

“公的日~”并不向世人突Ņ赫赫的光ʌ，耀人眼目。圣ƍȁ到基督Ȧ：“他出Ņ确如晨光” 何西
阿�6:3。黎明的晨光宁静而柔和地照在大地上，̓散黑夜的阴影，Ɠ世界 来勃勃的生机。公的
日~也是如此升起，“其光ƅ有医治之能。” Ń拉基�4:2 {DA 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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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第二十七章 “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

本章根据：̎太福音8:2-4; 9:1-8, 32-34； ̎可福音1:40-45; 2:1-12；路加福音5:12-26 {DA 262.1}

在�方人所知道的一切疾病中，麻˾病算是最可怕的了。它#染性强，又无ǚ可治，在患者身上
的影响也非常可怕，所以ʚ最勇敢的人一提到麻˾，也无不ȳ虎色X。犹太人Ǵ
，ʖ种病是�犯
罪的一种刑Ʒ，所以常称之
“大灾”、“上帝的手段”。因其病毒太深，很ˣ断根，且是致命的，所以
麻˾病也被看作罪的象征。照犹太人�文的律法，麻˾病患者被判
不洁8。所以人患了麻˾，便
要像已死的人一ą与人�隔ƕ。凡他所接触的�西都是不洁8的，ʚ他所呼吸的空气也是Ēţ的。
凡被疑
患有此病者，必˫受祭司的ćā和ʤ定。如被断
麻˾病，就必˫离开自己的家，与以色
列会 隔离，只能与患同ą病的人在一起。ʖ条ǫ定非常�格，即便是官ˈ和君王，也不能例外。
就是君王患了ʖ可怕的病，也必˫放弃王位，与社会断ƕ关系。 {DA 262.2}

麻˾病患者既与�友隔离，就必˫独自承当ʖ³疾的咒ȉ。他必˫宣布自己的灾š，撕破自己的
衣服，并口里W出警告，叫 人避开他的Ēţ。ʖ孤独的流亡者所W出的“不洁8！不洁8！”的凄惨
叫声，使听者不禁恐惧、憎³。 {DA 262.3}

在基督#道的地区，有ǿ多麻˾病患者。当耶Ť工作的消息#来，他�心中便燃起一ƅ光明的希
望。但自从先知以利沙的ó代以来，

263

未曾有ʓ大麻˾得洁8的事。他�不敢期望耶Ť
他�行他从未向人行ʓ的事。然而有一个人，
心中却萌W了信心，可是他不知道如何到耶Ť那里去。他既不得与同胞接触，又怎能到那位大医�
面前呢？他又®疑，基督肯不肯医治他，他肯屈尊俯就一个被人看
受上帝的刑Ʒ的人[？他会不
会像法利ɮ人，甚至和那些医�一ą咒ȉ他几句，并警告他ʘ避稠人广 呢？他所听到的有关耶Ť
的消息Ȧ，凡求告他的人，没有一个遭拒ƕ的。于是，ʖ可怜的人就打定了主意，要去�找救主。
他虽不能ʗ城，但也ǿ有一天他能在山ˎ小路上碰到耶Ť，或在他到�下Ǽ道ó找到他。困ˣ固然
不少，但他只有ʖ唯一的希望。 {DA 262.4}

ʖ麻˾病人听人指引，来到救主那里。耶Ť正在湖ʑ教Ǹ人， 人都聚集在他周p。那可怜的人
站得ʘʘ的，偶尔也听到几句从救主口里出来的Ȗ。他看ǩ耶Ť按手在病人身上，看ǩ瘸子、瞎
子、ŏ子和各种患病垂死的人都恢复了健康，ɯ美上帝的拯救。于是他的信心加强了，他一步一步
地走近那一群人。律法的禁令、大家的安全和 人�他的惧怕，他一ó都忘掉了，他只想到蒙医治
的幸福希望。 {DA 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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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形象�在令人³心。他的病J已�重到可怕的地步，他那逐ĥħĴ的身体，令人不寒而栗；
 人一ǩ他就起恐慌，一起向后退。
了避开他， 人相互ÔÜɼ开。有人想要阻止他走近耶Ť，
也是徒然。他既不看他�，也不听他�，�他�的憎³表情，他ǭ若无睹。他所看ǩ的只是上帝的
儿子，所听ǩ的只是那ɩ生命Ɠ垂死之人的Ȗ音。他赶到耶Ť面前，俯伏在他脚前，Ȧ：“主若肯，
必能叫我洁8了。” {DA 263.2}

耶Ť回答Ȧ：“我肯，你洁8了吧！”Ȧ着就按手在他身上 ̎太福音8:3。 {DA 263.3}

麻˾病人身上立ó起了X化。他的皮色康健了，神ƍ灵敏了，肌肉u�了。麻˾病所特有的̩状
粗糙的表皮消失了，代之以一片Źġ，像健康孩子的皮肤一ą。 {DA 263.4}

264

耶Ť吩咐他不要将ʖ事告Ȍ人，只要立刻�身 着礼物到圣殿去。祭司在接受礼物之前，必˫先
ćā一番，才能宣布此人已完全痊愈。无ȁ他�多么不愿意履行ʖ个F，他�±是无法回避ć
ā，并ʤ定ʖ病是否痊愈。 {DA 264.1}

圣ƍ的ǻʆȦ明基督如何叮嘱他，必˫保持ƣ默，并立即去ǩ祭司。“耶Ť��地嘱咐他，就打W
他走，�他Ȧ：‘你要Ƀ慎，什么Ȗ都不可告Ȍ人，只要去把身体Ɠ祭司察看，又因
你洁8了，献
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 人作ȇ据。’” ̎可福音1:43, 44 如果祭司知道医治麻˾病的事�ƍʓ，他
�因恨基督，或ǿ会做个假的判断。耶Ť要那人在ʖ个神迹的˾声ʕ未#到祭司耳中之前到圣殿里
去。ʖą他就可以得到公正的ʤ定，好与家属和朋友o聚。 {DA 264.2}

基督吩咐那人不可声¦，ʕ有其他用意。救主知道他的仇ð随ó在Ȅ法限制他的工作，使百姓离
弃他。他知道若是治好麻˾病的消息#出去，<其他患ʖ可怕疾病的人就必蜂Ô到他面前来。于是
就会W出ȿ言Ȧ：ʖ些麻˾病患者要将ʖ病#Ɠ 人。再者，有ǿ多患大麻˾的人，不会善用ʖ健
康的恩ɩ，来
自己或别人造福。而且耶Ť如果吸引ǿ多麻˾病人到他面前，必Ɠð人借口，Ȧ他
破坏�文律法的限制。ʖą一来，他#福音的工作J必受到阻碍。 {DA 264.3}

事情的W生，果然不出耶Ť所料。ǿ多人已ƍ�眼看ǩ大麻˾被治好的情形，他�急切地要听祭
司的ʤ定。当那人回到�友面前ó，大家兴�异常。

265

虽有耶Ť的警告，那人却不再ˢŚ他蒙医治的事�。要ˢŚʖ事本来不可能，但那人ʕ要大事宣
#。他以
耶Ť叫他不要声¦，只是出于他的Ɂʝ。因此，他就到|#Ëʖ位大医�的能力。他哪
里知道，他每次宣Ǽ，更u定祭司和ˈ老�除į耶Ť的决心。ʖǛ医治的人ǯ得健康的恩典非常可
ɛ。他能重新作人，与家人和社会相ǩ，就ǯ得不能不¨荣耀Ɠ那位治好他的大医�。�知他如此
到|宣Ë，Ɛ果反阻碍了救主的工作。因
 人听了他的Ȗ，就成群Ɛ˛地Ô到耶Ť那里去，使他
不得不úó停止工作。 {DA 2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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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道ó所做的每件事，都有其深ʘ的寓。在治好大麻˾的ʖ件事上也是如此。耶Ť
一切
到他面前来的人服F，他也极愿ɩ福Ɠ那些没有来的人。他一面吸引税吏，不信上帝的人和撒Ń利
�人；一面也切望能影响那些被成ǩ和ʟ#所包p的祭司与教��。他用尽了各种可能感化他�的
方法。他叫那被治好的麻˾病人到祭司那里去，Ɠ他�一个ǩȇ，来消除他�的成ǩ。 {DA 265.1}

法利ɮ人曾宣称基督的教Ǹ是与上帝藉摩西所˯布的律法相抵触的。但基督叫已被洁8的麻˾病
人，照摩西的律法到圣殿里去献祭，就ȇ明法利ɮ人的控告ž属不�。�一切愿意相信的人，ʖ是
充足的ȇ据。 {DA 265.2}

耶路撒冷的˳袖�曾派奸ƈ去找把柄，要置基督于死地。耶Ť却回之以他ĺ世人的行G、他�律
法的尊敬、以及他救人脱离罪³和死亡的能力。ȁ到ʖ些人，他作ǩȇȦ：“他�向我以³Ð善，以
恨Ðĺ。” ȓ篇109:5 在山ʑ上，耶Ť吩咐人Ȧ：“要ĺ你�的仇ð。” ̎太福音5:44 他自己以身作
<，“不以³Ð³、以辱̛ʕ辱̛，倒要祝福。” 彼得前�3:9 {DA 265.3}

从前宣布�那麻˾病人施行隔离的祭司，Ņ在ȇ明他已痊愈。ʖ个当 宣布并已ǻ©在案的ʤ
定，便成了基督永久性的ǩȇ。而且根据祭司的�口ȇ明，他身上再无麻˾的余毒。

266

那被治好的人得以恢复他在以色列会 中的地位，就是他的恩人活的ǩȇ。他欣然献上祭物，并
˰Ë耶Ť的名字，使祭司�不得不相信救主的神能。他�得到了ǴȊ真理的机会，从真光得到帮
助。如果拒ƕ，ʖ机会就一去永不复返了。祭司中固然有ǿ多人拒ƕ真光，然而ʖ次的光照并不是
徒然的。另外有不少人心里受到感G，当ó却没做什么表示。救主在世ó，他的工作在祭司和教�
�身上似乎没有引起他�一点ĺ的表示。但在他升天之后，“也有ǿ多祭司信从了ʖ道” 使徒行#
6:7。 {DA 265.4}

基督洁8大麻˾患者可怕的病症，是他从人心中除8罪³的一个Ȧ明。那到耶Ť面前来的人“Ĩ身
ˈ了大麻˾”，麻˾的致命之毒遍及全身。門徒想阻止夫子摸他，因
凡与麻˾病人接触的，自己也
就不洁8了。耶Ť却按手在他身上，非但没受感染，反而W出ɩ生命的能力，使那麻˾病人得以洁
8。罪³的麻˾也是如此它的毒根扎得很深，能致人死命，是人力所不能洗8的。正如圣ƍ所
ǻ：“Ĩ~疼痛，全心W昏。从脚掌到~˨，没有一|完全的，尽是$口、青ǂ与新打的$痕。” 以
ɮ��1:5, 6 但是耶Ť住在人ˎ，并未沾染Ēţ。他的�身来	有医治罪人之能。凡来俯伏在他脚
前的人，凭着信心求他Ȧ：“主若肯，必能叫我洁8了。”就必听ǩ他回答Ȧ：“我肯，你洁8了吧！”
̎太福音8:2, 3 {DA 266.1}

耶Ť有几次医病ó并没有立刻把病人所求的福气ɩƓ他。但�于麻˾病，病人一求，他就立刻允
准。在我�求世俗的福惠ó，上帝可能ʛʛ不答£我�的祈求，或者ɩ一些我�没有求的�西。但
若求他救我�脱离罪³，就不同了。他的旨意本来就是要洗除我�的罪孽，使我�做他的儿女，并
ɩƓ我�能力，得以ʓ一种圣洁的生活。“基督照我�父上帝的旨意
我�的罪舍己，要救我�脱离
ʖ罪³的世代。”“我�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ʖ是我�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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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他听我�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 加拉太�1:4；Ż翰一�5:14, 15 “我
�若Ǵ自己的罪，上帝是信�的，是公的，必要赦免我�的罪，洗8我�一切的不。” Ż翰一�
1:9 {DA 266.2}

267

在治愈迦百7ŏ子的事上，基督又指出了ʖ同ą真理。他行ʖ件奇事的目的，是要ö明他有赦罪
的权柄。同ó，ʖ奇迹也Ȧ明了其他一些宝ɛ的真理。它充Ĩ着希望和鼓舞，但�那些吹毛求疵的
法利ɮ人，<含有警告的意味。 {DA 267.1}

ʖ个ŏ子像麻˾病人一ą，已失去一切复原的希望。他的疾病是自己一生犯罪的Ɛ果。又因心里
悔恨，痛苦万分。他早已向法利ɮ人和一般医士求治，希望解除精神和肉体的痛苦。但是他�冷淡
地Ȧ，他的病是无可救ǚ的，并Ȧ他必死在上帝的忿怒之下。法利ɮ人Ǵ
，人受痛苦，表明上帝
不喜悦他，故自己�Ŧ苦患病者，只是袖手旁Ǫ。其�ʖ些自以
圣洁者的罪，比他�所鄙ǭ的病
人的罪更重。 {DA 267.2}

那ŏ子毫无E法，无ȁ从哪方面看，都没有得帮助的希望，他已陷入ƕ望中。后来他听Ȧ耶Ť的
奇妙作
，听Ȧ有ǿ多像他一ą有罪、一ą可怜的人，都已得到医治，ʚˈ大麻˾的也得了洁8。
#ʖ消息Ɠ他的朋友鼓励他，叫他相信只要能到耶Ť面前，就一定也能得到治愈。然而，一想到自
己害病的原因，他的希望就消失了，恐怕那位ž洁的医�不容他出Ņ在他面前。 {DA 267.3}

但他急欲得到的ʕ不是肉体的痊愈，而是从罪的重担之下得到ʣ放。他ǯ得，只要能ǩ到耶Ť，
Ǜ得赦罪的保ȇ，并与上天和好，那么，按照上帝的旨意，无ȁ是生是死，他都心Ĩ意足。ʖ垂死
之人唯一的呼求是：巴不得能到耶Ť面前！他不能再拖下去了，他身上枯干的皮肉已呈腐Ĵ的症
状。于是他央求朋友，用床把他抬到耶Ť面前，他�慨然£允。但是救主所在之|，ʚ房子四周都
ÜĨ了人，以致ʖ个病人和他的朋友，不要Ȧ靠近耶Ť，就ʚ耶Ť的声音也无法听到。 {DA 267.4}

当ó耶Ť在彼得家Ǽ道，照他�的ǫ矩，門徒是挨近耶Ť坐着。ʕ“有法利ɮ人和教法�在旁ʑ坐
着，他�是从加利利各�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他�来ū探耶Ť，要�找把柄，好控告他。除
了ʖ些官ˈ之外，ʕ聚集着¤ý的群 ，有ĸ心的、虔ȕ的、好奇的、不信的。

268

从不同的国家和社会的各˝�，都有人来Ü在那里。“主的能力与耶Ť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
”有生命的灵ʔ行在会 之ˎ，只是法利ɮ人和教法�并未察ǯ。他�不ǯ得自己有需要，所以那医
治之能与他�无ƪ。正如圣ƍ所Ȧ：“他……叫̂̋的得̆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 路加福音
1:53 {DA 267.5}

抬ŏ子的人，一再努力，想从人�中Üʗ去，但是徒I无功。那病人也左˭右盼地表示ˣ言的痛
苦。Ņ在所渴望的帮助就在眼前，他怎能放弃希望呢？于是他Ȩ朋友把他抬到房˨上，将房˨掀
开，将他ƥ到耶Ť脚前。救主的Ǽȁ被打断了。他看着ŏ子$的容貌，看着他那²求的眼神注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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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他，他很了解ʖ种病。ʖ个踌躇疑惧的病人，就是他�自吸引到自己跟前来的。当ʖŏ子ʕ在家
里的ó候，救主已感G了他的心。当他悔悟自己的罪，并相信耶Ť的能力足以使他痊愈ó，救主ɩ
人生命的怜ĺ，已ƍ安慰了ʖ个干渴的心灵。耶Ť曾注意到他信心的微光，如何开始W旺，一直到
相信耶Ť
罪人的唯一帮助者；也看到他要到救主面前来，每努力一次，信心就加强一次。 {DA 268.1}

Ņ在救主开口ǼȖ，在病人耳中犹如音�，�他Ȧ：“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 {DA 268.2}

失望的重担，从病人的心灵上卸掉了。重罪被赦之后的平安充Ĩ他的心，从他ǉ上ĹW出来。他
肉身的痛苦消逝，全身起了X化。无ǚ可救的ŏ子竟得痊愈，罪人竟得大赦！ {DA 268.3}

他以真ȕ的信心接受耶Ť的Ȗ
他的新生命。他不提其他要求，只是得意地、默默地安然ɽ卧在
那里。天上的神光映在他ǉ上， 人都屏息注ǭ着ʖ个情景。 {DA 268.4}

拉比�也殷切地等待着，要看基督怎ą|理ʖ件事。他�回想，ʖ人从前曾求ʓ他�的帮助，而
他�不肯Ɠ他一点希望和同情。不但如此，ʕȦ他是因自己的罪被上帝咒ȉ了。如今他�看到ʖ个
病人，ʖ一切又浮Ņǈ˞了。他�看到 人�ʖ件事所表示的兴趣，感到极大的恐慌，只怕自己失
去在民ˎ的威信。 {DA 268.5}

269

ʖ些权ɛ�彼此并未交ȳ，只是互相�ǭ，都心照不宣地Ǵ
，必˫Ȅ法阻止群 情ƛ的W展。
耶ŤȦŏ子的罪已蒙赦免。法利ɮ人Ǵ
ʖ是�Ĥ的Ȗ。以
用ʖ个罪名就可以置耶Ť于死地。他
�心里想：“他Ȧ僭妄的Ȗ了，除了上帝以外，Ȯ能赦罪呢？”̎可福音2:7 {DA 269.1}

耶Ť定睛注ǭ他�，他�便畏Ƴɼˉ，耶ŤȦ：“你�
什么心里®着³念呢？或Ȧ‘你的罪赦
了’，或Ȧ‘你起来行走’，哪一ą容易呢？但要叫你�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ŏ子
Ȧ：“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DA 269.2}

于是那被人用床抬来的人，立刻以青春的活力站起来。主所ɩ生命的血液，在他血管里活ɴ起
来，全身器官突然ʔG自如了。健康的柔ġ光彩代替了垂死灰白的气色。“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
子，当 人面前出去了，以致 人都¹奇，¨荣耀与上帝Ȧ：‘我�从来没有ǩʓʖą的事！’” {DA

269.3}

基督的ĺ是何等的奇妙啊！他不惜屈尊医治受苦的罪人。至高的神竟向受苦的人�表同情，慰藉
他�的苦痛。他所öƓ人看的，是何等"大的能力啊！Ȯʕ能®疑救恩的信息呢？Ȯʕ能ʅǭ仁ĺ
之救ɧ主的ĺ怜呢？ {DA 269.4}

要使那行将腐Ĵ的身体恢复健康，非有>造的能力不可。Ņ在�那垂死的ŏ子ȦȖ，使他重得生
命的声音，

270

就是当初用�土造人，并使之得生命者的声音。那ɩ生命Ɠ病人的能力，也更新了他的心。那“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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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主（ȓ篇33:9）， 已将生命ɩƓ死在ʓ犯与罪³之中的人。肉体的痊愈ö
示了那使心灵更新的能力。基督吩咐ŏ子起来行走，“叫你�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DA

269.5}

ŏ子从耶Ť那里得了肉体和灵性两方面的医治。灵性先得了医治，然后肉体也Ǜ得健康，ʖ教Ǹ
是我�所不可忽ǭ的。Ņ今的世界上，受肉体疾病痛苦的人成千上万，他�都像ŏ子一ą希望听
ǩ“你的罪赦了”的信息。他�的病根，就是他�罪的重担，及其Ķ躁和失望。他�若不来求那能医治
心灵的医�，就得不到解救。只有他所ɩ的平安，才能恢复身心的精力和健康。 {DA 270.1}

耶Ť来，是要“除į魔鬼的作
”。“生命在他里~”，他Ȧ：“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
更丰盛。”他是“叫人活的灵”。Ż翰一�3:8； Ż翰福音1:4; 10:10； 哥林多前�15:45 今天他有同ą
ɩ人生命的能力，如同当日在地上医治病人，赦免罪人一ą。“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
疾病。” ȓ篇103:3 {DA 270.2}

在医治ŏ子ʖ件事上，主所Ɠ人的印象，使他�感到犹如天开了，ö出那更美家�的荣光。当ʖ
个被治愈的人，拿着褥子像拾起̰毛似地从人群中走出来，一步一唱地ɯ美上帝ó， 人就Ƿ开一
条路Ɠ他走，ǀ然敬畏地注ǭ着他，彼此ʅʅ耳ȡȦ：“我�今日看ǩ非常的事了。” {DA 270.3}

法利ɮ人¹异得_口无言，ª底失Ɏ了。他�看出ʖ里再没有煽G民 的机会，以遂其嫉妒之
愿。他�曾把ʖŏ子撇弃在上帝的À怒之下，而今在他身上所行的奇迹，使 人大受感G，以致ú
ó把他�都忘掉了。法利ɮ人看出基督具有他�Ǵ
上帝所独有的能力。然而他温良的�表，同他
�傲慢的¯度恰恰相反。他�¦皇失措，羞愧万分，明知耶Ťʘʘ高ʓ他�，但又不愿承Ǵ。耶Ť
越ö出强有力的ȇ据，表明他在地上有赦罪之权，

271

他�反而越u决地不信他。他�在彼得家里看ǩŏ子因主的一句Ȗ得医治之后，就去qȵ新的ǲ
策，要除į上帝的儿子。 {DA 270.4}

肉体的病症无ȁ多么ˡ³，多么ˬ固，基督的能力±能医治。惟有心灵的病患，在那些ˊ着眼睛
拒ƕ真光的人身上，倒更ˣ医治了。麻˾和ŏō，ʘ没有宗教偏ǩ和拒不相信的罪那么可怕。 {DA

271.1}

ŏ子家里的人，不久之前ʕ�眼看ǩ他ɽ在褥子上，被人慢慢抬出去，如今他竟能ʅ松地自己拿
着褥子回来，他�真有Ȧ不出的Č�。他�流着喜�的ĸ泪p着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人精
力充沛地站在他�面前。先前常ǩ的ŏō不G的膀臂，Ņ在ÝG自如；先前干Ŏ灰白的皮肉，Ņ在
X成清新Źġ了；走起路来也步履安ť。他ǉ上的表情有喜�与希望。ž洁平安的神色代替了先前
悔罪和痛苦的面容。从ʖ家庭中W出无限快�感恩的声音，上帝也因他的儿子大得荣耀。他曾使ƕ
望的人得到希望，ŏō的人得到力量。若要ŏ子和他全家的人
耶Ť舍身，他�也在所不惜。他�
的信心毫无疑惑，效忠基督的心一直不Gê，因
他已将光明 Ɠ黑暗的家庭了。 {DA 271.2}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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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利未马太从税吏到門徒

本章根据：̎太福音9:9-17； ̎可福音2:14-22； 路加福音5:27-39 {DA 272.1}

在巴勒斯坦地区，ƶ̎官吏中，最
人切̲痛恨的莫ʓ于税吏了。他�向犹太人征收的捐税，常
使犹太人想到自己失去了独立国的地位，因而极其À恨。同ó，税吏不�是ƶ̎人U迫他�的工
具，而且ʕ私自勒索敲ȋ，榨取民 的血汗来肥己。故此，一个犹太人若做了ƶ̎人的税吏，就被
ǭ
P国ɠ和离道反教的叛徒，属社会的渣滓。 {DA 272.2}

利未̎太就是ʖ一等人，当基督在革尼撒勒呼召了四个門徒之后，̎太竟成了第五个蒙召参加基
督工作的人。法利ɮ人曾根据̎太的ƽ�来断定他的
人；但耶Ť看出他有一˸�意˳受真理的
心。̎太曾听ʓ救主的教Ǹ；当他受到圣灵感G，ǯ悟自己有罪ó，他切望求得基督的帮助。但由
于他已受¾了拉比�的排斥，所以想不到ʖ位大教�会看上他。 {DA 272.3}

273

有一天，̎太坐在税关上，看ǩ耶Ť向他走来。听ǩ耶Ť�他Ȧ：“你跟从我来！”心中大
¹
异。 {DA 273.1}

立ó，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Ť。”没有犹豫，没有疑Ǣ，也不考Ǣ�了收入丰厚的美
差去ʓ一种ɔ寒ǎ苦的生活。只要能与耶Ť同在，能听他的教Ǹ，参加他的工作，̎太就心Ĩ意足
了。 {DA 273.2}

耶Ť以前所召的門徒都是如此。当耶Ť吩咐彼得和他的同伴跟从他ó，他�立刻舍了船，撇下
网，跟从了他。ʖ些門徒中有的ʕ有�友要靠他�供养。但当他�接受救主的呼召ó，都是毫不ʛ
疑的；也没有ˋ：我将如何生活呢？怎ąƞ持我的家庭呢？他�˪从了主的呼召。后来耶Ťˋ他
�：“我差你�出去的ó候，没有ʭ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缺少什么没有？”他�能以�身ƍT
的事�回答Ȧ：“没有。” 路加福音22:35 {DA 273.3}

安得烈和彼得是Ŧ人，而̎太是个ɋ主。然而他�所受的考̟是一ą的；所表Ņ的献身ȕ意也相
同。正在他�成功的ó候，在网中Ĩ了̦，旧生活的吸引力最强的ó候，耶Ť却叫那两个海ʑ的門
徒撇下一切，来
福音工作服F。照ą，每个跟从主的人也必˫ƍʓ考̟，要Ƿ属世利益的欲望同
跟从基督的心愿相比，看究竟哪一个最强。 {DA 273.4}

公的原<±是要求�格的。上帝的工作若不是全心全意地去做，就不能成功。人必˫以ǴȊ主
耶Ť
至宝，而将万事看作Ŷ土。若不肯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完全献上，就不配做基督的門徒，更ȳ
不上与他同工了。人若能˳略救恩的"大，就必在他�的生活中表Ņ出基督自我ļ牲的精神。基督
无ȁ˳他�到哪里，他�都必欣然跟从。 {DA 273.5}

基督召̎太，引起了很大的震¹。身
宗教教�者，竟Óʜ一个税吏做近身弟子，ʖ完全ʙ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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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ó宗教、社会和民族的¾例。于是，法利ɮ人想以此来激起民 的成ǩ，ʀ移ǌȁ的潮流来反�
耶Ť。 {DA 273.6}

ʖ事在税吏同僚中也引起了普遍的注意。他�的心ʀ向了ʖ位神圣的教�。̎太做了主的門徒，
心中很是喜�，并渴望 以前的同事到耶Ť面前来。

274

他在家里éȄ筵席，邀Ȩ�友一同坐席。被Ȩ的人不但有税吏，ʕ有ǿ多声名狼藉、
�里的正
派人士所唾弃的人。 {DA 273.7}

̎太Ȅ筵，
表明自己�耶Ť的尊敬；耶Ť毫不犹豫地˳了他的厚意。他明知ʖ事会触犯法利ɮ
人，同ó也会影响 人�他的看法。但耶Ť行事决不
 人的意ǩ所左右。在他看来，外表的身份
算不得什么。他所看中的是一个渴慕生命的灵魂。 {DA 274.1}

耶Ť作了税吏席上的ɛ�，他那ĸ情和善的¯度ö明他尊重每个人的人格，而大家也就不愿辜ɉ
他的信任和期望了。他的Ȗ落在他�干渴的心田里， 来ɩ福惠和生命的能力。新的意愿被b醒，
在ʖ些被社会唾弃的人面前，出Ņ了重新做人的可能。 {DA 274.2}

在类似ʖą的集会中，有不少人因救主的教Ǹ受了感G，而在耶Ť升天之后就Ǵ他
主了。

275

当圣灵沛降ó，一天之中有三千人悔改，其中有ǿ多就是在̎太的筵席上听ʓ真理的。有些人日
后也成了#福音的使者。耶Ť在席ˎ的榜ą，�̎太是个恒久的教Ǹ。ʖ个被人ʅ看的税吏，成了
个最ĸȕ的#道人，且在自己的工作上ŷŷ地跟从了他夫子的脚踪。 {DA 274.3}

拉比�听Ȧ耶Ť去赴̎太的筵席，就抓住ʖ个Ďɀ他的机会，要利用門徒来ʒ到目的Ȅ法引起門
徒的成ǩ，好从中离ˎ他�。拉比�一ɘ的ǲ策是在門徒面前批Ȉ基督，并在基督面前控告門徒；
故意用冷箭射:双方的要害。ʖ就是撒但从天庭叛X以来所¾用的手法。凡是挑Ö是非、制造不和
的，都是受了撒但精神的鼓励。 {DA 275.1}

“你�的先生
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呢？”那些Ĩ心嫉妒的拉比ʖąˋ耶Ť的門徒。 {DA 275.2}

耶Ť不等門徒开口，就自己作了回答，Ȧ：“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ƍ上
Ȧ：‘我喜ĺ怜恤，不喜ĺ祭祀。’ʖ句Ȗ的意思，你�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召人悔改，乃是召
罪人悔改。”法利ɮ人自称在灵性上是健全的，所以不需要医生。同ó他�Ǵ
税吏和外邦人都是患
灵性病、将要死亡的人。耶Ť既是大医�，他的工作�不正是要到需要他帮助的人中ˎ去[？ {DA

275.3}

法利ɮ人虽然自命清高，其�比他�所藐ǭ的人ʕ不如。税吏�不像他�那ą®有成ǩ，自恃自
Ĩ，故此更有˳受真理的可能。耶Ť�那些拉比�Ȧ：“ƍ上Ȧ：‘我喜ĺ怜恤，不喜ĺ祭祀。’ʖ句
Ȗ的意思，你�且去揣摩。”主ʖȖȦ明，拉比�虽然自称能解ʣ圣ƍ，却并不˳会圣ƍ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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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 275.4}

法利ɮ人一ó被̔得_口无言，但是他�仇恨的心越Wu决了。于是他�又找来施洗Ż翰的門
徒，煽G他�来反�救主。ʖ些法利ɮ人并未承Ǵ施洗Ż翰的使命，他�曾ǵȃ他那Ǒ制的生活、
,朴的�¾和粗陋的衣着，并Ȧ他是个宗教狂。因施洗Ż翰曾申斥他�的&善，所以他�就抵制Ż
翰的Ȗ，并Ȅ法煽G 人反�他。

276

上帝的灵曾在嘲笑Ż翰的人心中ʔ行，使他�ǯ悟自己的罪。然而他�拒ƕ了上帝的D戒，并宣
称Ż翰是被鬼附着的。 {DA 275.5}

Ņ在耶Ť来与 人相|，和他�一同坐席，法利ɮ人却Ȧ他是好吃好喝的人。其�，ʖąȠ蔑他
的人自己正犯了ʖ种罪。撒但Ƞ蔑上帝，将自己的种种罪³¨咎于上帝。ʖ些³人�主的使者也是
如此。 {DA 276.1}

法利ɮ人不考Ǣ耶Ť之所以与税吏等罪人同桌吃̃，是要把天上的光明 Ɠ黑暗之中的人。法利
ɮ人不明白，ʖ位神圣教�的每句Ȗ都是活的种子，必能W芽Ɛ�荣耀上帝。他�已决心不接受真
光。从前他�曾拒ƕ施洗Ż翰的工作，Ņ在却来拉ÒŻ翰的門徒，希望得到他�的合作来反�耶
Ť。他�指Ɍ耶Ť无ǭ古人的ʟ#，并用施洗Ż翰�ǀ的虔ȕ来反ǧ耶Ť与罪人一同吃喝的行
。
{DA 276.2}

那ó施洗Ż翰的門徒，ʕ未奉Ż翰差遣去ǩ耶Ť，他�无ó不在$。他�敬ĺ的夫子被囚在ŕ
牢里，使他�天天ʓ着悲痛的日子。耶Ť不Ȅ法ǝ救Ż翰，又似乎推翻了Ż翰的教Ǹ。如果Ż翰是
上帝所差来的，那么耶Ť和他門徒的做法
何与Ż翰相差如此·殊呢？ {DA 276.3}

Ż翰的門徒不理解基督的工作。他�想，法利ɮ人的控告或ǿ是有根据的。他�也遵守拉比�所
定的ǿ多ǫ条，甚至希望藉着遵守律法称。犹太人以禁食
Ţ功德的行
，最�格的犹太人每周
禁食两天。有一天，法利ɮ人和Ż翰的門徒正在禁食ó，Ż翰的門徒来ǩ耶Ť，ˋ他Ȧ：“我�和法
利ɮ人常常禁食，你的門徒倒不禁食，ʖ是
什么呢？” {DA 276.4}

耶Ť很柔和地回答了他�。他并未争取更正他��禁食所持的ʾȣ概念，只是要Ƿ他�Ǵ清他自
己的使命。他就引用Ż翰从前ǩȇ耶Ťó所用的比i作Ȧ明。Ż翰曾Ȧ：“娶新�的就是新郎，新郎
的朋友站着听ǩ新郎的声音就甚喜�，

277

故此我ʖ喜�Ĩ足了。”Ż翰福音3:29ʖ句Ȗ，Ż翰的門徒是ǻ得清楚的。于是耶Ť用ʖ比i
Ȧ：“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ó候，陪伴之人�能禁食呢？” {DA 276.5}

天上的君王如今在他子民中ˎ，上帝最大的恩ɩ已ƍɩƓ世人了。Ŧ人喜�了，因
基督要使他
�ƙ承他的国度；富人喜�了，因
他要教�他�如何Ǜ得永久的ɋ富；愚人喜�了，因
他要使
他�有得救的智慧；学者喜�了，因
他要将他�从未˳悟的更高深的奥秘指示他�。救主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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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把>世以来ˢ藏的真理\示Ɠ人。 {DA 277.1}

施洗Ż翰因ǩ到救主而Č�。門徒能有权与天上的大君同行、交ȳ，ʖ是何等荣幸的机会啊！Ņ
在不是他�哀´禁食的日子。他�F必打开心門接受救主荣耀的光，以便照亮一切坐在死Ǚ之黑暗
里的人。 {DA 277.2}

基督所提示的是一幅光明的ʘ景。然而在ʖ景象之上，Ů罩着一片深沉的阴影，只有基督的慧眼
才能˱ǩ。他Ȧ：“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那日他�就要禁食。”ʖ是Ȧ：等到門徒看ǩ他被
P、被ʦó，他�就要哀´禁食了。耶Ť在那座楼上与門徒作最后一次ȳȖó，�他�Ȧ：“等不多
ó，你�就不得ǩ我；再等不多ó，你�ʕ要ǩ我。……我��在在地告Ȍ你�：你�将要痛哭、
哀号，世人倒要喜�；你�将要愁，然而你�的愁要X
喜�。” Ż翰福音16:19, 20 {DA 277.3}

当基督从坟墓里出来ó，他�的愁就X
喜�了。基督升天之后，他本人虽不在人ˎ，但他仍
能藉着保惠�与他�同在，他�就不再ʓ$的日子了。撒但要門徒$，是要Ɠ世人一种印象，
以
門徒跟从耶Ť，Ɛ果受̡失望了。所以門徒F要凭信心仰望天上的圣所，在那里有耶Ť
他�
服F。他�当打开心門Ƿ耶Ť的代表圣灵ʗ来，因圣灵的光照而得到喜�。但困ˣ和Ȓ探的日子必
将	到。那ó，他�要与世上的掌权者和黑暗之国的˳袖�W生冲突，并且基督本人不与他�同
在，

278

而他�又Ǵ不出保惠�来，那么他�禁食就更
相宜了。 {DA 277.4}

法利ɮ人�守�式，是想藉此高抬自己，但心里却充Ĩ了嫉妒和Ƃ争。ƍ上Ȧ：“你�禁食，却互
相争Ŭ，以凶³的拳~打人。你�今日禁食，不得使你�的声音听˒于上。ʖą禁食，�是我所Ó
ʜ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是叫人垂~像Ǔ子，用麻布和炉灰ʷ在他以下[？你ʖ可称
禁食

耶和M所悦ƀ的日子[？” 以ɮ��58:4, 5 {DA 278.1}

真禁食不是��遵守�式而已。圣ƍǻʆ上帝Ǵ
可取的禁食，Ȧ：“我所Óʜ的禁食，不是要松
开凶³的Ɲ，解下ʁ上的索，使被欺U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ʁ[？……向̂̋的人W怜¸，使困
苦的人得Ĩ足。” 以ɮ��58:6, 10 ʖ正Ȧ明了基督工作的真�精神和性ɑ。他的一生，完全是ļ牲
自己、拯救世人的一生。不ȁ是在受Ȓ探的ô野里禁食，或是在̎太的筵席上与税吏一同吃̃，他
都是在舍弃自己的性命，
要拯救失�的人。真正虔ȕ的表Ņ，不在于无ȹ的哀´、身体的苦修和
繁多的祭物，乃在于献上自己，甘愿侍奉上帝并服F于人。 {DA 278.2}

耶ŤƙƜ答复Ż翰的門徒，Ǽ个比iȦ：“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t来，Ǧ在旧衣服上。若是ʖ
ą，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t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ʖȖ是Ȧ，施洗Ż翰所#的道，
不可与ʟ#和迷信ƾ在一起。若将法利ɮ人的虚&同Ż翰的ĸ忱混合起来，反而使二者的差异ö得
更
突出。 {DA 278.3}

基督教Ǹ的原理，也不能同法利ɮ人的形式主ƾ合。他不是要弥合Ż翰的教Ǹ所造成的裂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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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要更清楚地ö明新旧之ˎ的差别。他ʗ一步解ʣȦ：“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ʖ
ą，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漏出来，皮袋也就坏了。”装酒的皮袋，年ˈ日久会干燥W脆，以后不
能再像原先一ą使用。耶Ť用ʖ普通的例子来形容犹太˳袖�的Ņ状。那些祭司、文士和首˳�已
ƍ陷于形式和ʟ#的成ǫ之中。他�的心胸已X得狭窄，像耶Ť比方的旧皮袋一ą。他�既以守律
法的宗教
Ĩ足，

279

就不能做天上活ė真理的受托人。他�以
自己的足以£付一切需要，故不愿在自己的宗教生
活上加添什么新的成分。他�ʕǴ
，享受上帝的恩ĺ是他�的�利，并与他�的善行所Ţ的功德
有关。那使人生W仁ĺ并洁8心灵的信心，同法利ɮ人用人ǳ的�式与Ǹ戒合成的宗教，�如水火
之不相容。想把耶Ť的教Ǹ同旧有的ʟ#ƾ合，是徒I的事。上帝活ė的真理像W酵的酒，Ɗ必ǃ
破法利ɮ人ʟ#的旧皮袋。 {DA 278.4}

法利ɮ人自以
很ƿ明，不需要什么教�；Ĩ有公，不需要甚么救恩；大受尊重，不需要基督
那里来的尊荣了，救主就ʀ离他�，去�找愿意接受天国信息的人。在未受ʓ教育的Ħ夫、街市上
的税吏、撒Ń利�的�人，以及ĺ听他Ǽ道的平民身上，他找到了能装新酒的新皮袋。在#福音的
工作上所要用的工具，就是ʖ些�意˳受上帝真光的人；他�是上帝将真理的知Ȋ#Ɠ世人的媒
介。若是上帝的子民肯因基督的恩典而成
新的皮袋，上帝就必以新酒充Ĩ他�。 {DA 279.1}

基督的教Ǹ虽用新酒来代表，其�它并不是什么新的道理，而是从起初常教�人之真理的再\
示。但�于法利ɮ人，上帝的真理已ƍ失去原有的意和!美。�他�来Ȧ，基督的教Ǹ句句都是
新道。他�看不出其中的价.，也就不予承Ǵ。 {DA 279.2}

耶Ť指出Ʉ道破坏人ɨȊ真理、ĺ慕真理之心的作用：他Ȧ：“没有人喝了ˠ酒又想喝新的，他±
Ȧˠ的好。”由列祖和先知所#Ɠ世人的全部真理，在基督的Ȗ里ö出了新的美。然而文士和法利ɮ
人不ĺ慕ʖ可ɛ的新酒。他�若不从心灵和意念中倒空旧的ʟ#、˾俗和�¾，就没有容ƀ基督教
Ǹ的余地。他�ŷ抱死板的�式不放，便ʘ离了永生的真理和上帝的大能。 {DA 279.3}

280

ʖ就是造成犹太人Ɏ亡的原因；它也必�致今日ǿ多人的Ɏ亡。在̎太的宴席上，遭到基督Ɍ}
的法利ɮ人所犯的ʾȣ，如今有千万人正在重犯。他�宁愿拒ƕ从光明之父来的真理，而不愿放弃
一点私意或成ǩ。他�靠自己和自己的ƿ明，而不感ǯ灵性上有缺乏。他�硬要靠自己建立功德来
自救，及至WŅ得救的工作不容ƀ自私的成分ó，就拒ƕ了所ɩ的救恩。 {DA 280.1}

�靠律法的宗教，决不能引人¨向基督。因
它是没有ĺ心、没有基督的宗教。以自称
的精
神
G机的禁食祷告，是上帝所憎³的。他�那种�ǀ的礼拜聚会，例行的宗教礼Ǒ，外表的Ɂ
卑，庄�的祭礼，都ȇ明了那行ʖ事的人自称
，以
自己有ʗ天国的ɤ格；其�ʖ都是自欺欺
人。我�靠自己的行
，永ʘ不能á取救恩。 {DA 2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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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ó代如何，Ņ今的ó代也如何。法利ɮ人不ǯ悟自己灵性的ɔ乏，Ņ今也有ʖ等人。ƍ上
ǻ着Ȧ：“你Ȧ：我是富足，已ƍW了ɋ，一ą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ɔŦ、瞎眼、
赤身的。我D你向我�火ı的金子，叫你富足；又�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 \示©
3:17, 18 信心和ĺ心是火ı的金子。但ǿ多人的金子已ƍ失光X色了。他�的ɋ宝已ƍ�失了。基
督的袍他�没有穿上，他活水的泉源他�没有̄用。圣ƍȁ他�Ȧ：“有一件事我要Ɍ}你，就是
你把起初的ĺ心离弃了。所以£当回想你是从哪里w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
改，我就	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挪去。” \示©2:4, 5 {DA 280.3}

“上帝所要的祭，就是$的灵。上帝啊，$痛悔的心，你必不ʅ看。”ȓ篇51:17 人必˫消除自
我，然后才能作个地地道道的耶Ť的信徒。人必˫完全舍己，上帝才能使他成
新造的人，新皮袋
才能装新酒。基督的ĺ必以新的生命鼓舞相信的人。人若仰望那
我�信心>始成Ɗ的主，基督的
品格就必彰ö在他身上。 {DA 280.4}

281

第二十九章 安息日

安息日在>世ó就被定
圣日。安息日是
人Ȅ立的，它的起始可追溯到“晨星一同歌唱，上帝的
 子也都Č呼”的ó候 Ż伯ǻ38:7。那ó天下太平，宇宙和ȷ。“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世
Ž1:31），就在他工作完成的喜�中安息了。 {DA 281.1}

因
上帝在安息日安息了，所以，他“ɩ福Ɠ第七日，定
圣日。”把ʖ一日分别
圣，�供神圣
之用。他将ʖ一日ɩƓ�当，作
休息的日子。ʖ日是>造之工的ǻ念，因此也是上帝大能和慈ĺ
的Ă志。ƍ上Ȧ：“他行了奇事，使人ǻ念”，“所造之物”都在彰ö“自从造天地以来”“眼不能ǩ”的“上
帝的永能和神性” >世Ž2:3； ȓ篇111:4； ƶ̎�1:20。 {DA 281.2}

万物都是上帝的儿子>造的。“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
一ą不是藉着他造的。” Ż翰福音1:1-3 安息日既是>造之工的ǻ念，因此也就是基督慈ĺ和能力的
Ă志。 {DA 281.3}

安息日叫我�想到大自然，使我�与造物主交往。在小̪ʅ快的歌唱、Ą木˿˿的作响和海水演
奏的音�声中，我�仍能听到，当初耶和M在伊甸园中，

282

在天起凉˾之˞与�当ȳȖ的那个声音。当我�在自然界中Ǫ察他的权能ó，我�就得安慰。因
那>造万物的“道”，也就是那ɩ人生命的“道”。“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已ƍ照在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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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叫我�得知上帝荣耀的光ö在耶Ť基督的面上。” 哥林多后�4:6 {DA 281.4}

ȓ人有感于此，ɥȓ高歌： {DA 282.1}

“因你耶和M藉着你的作
叫我高兴，
我要因你手的工作Č呼。
耶和M啊，你的工作何其大，
你的心思极其深！” ȓ篇92:4-5 {DA 282.2}

圣灵藉着先知以ɮ�Ȧ：“你�究竟将Ȯ比上帝，用什么形像与上帝比ʇ呢?……你��不曾知道
[？你��不曾听ǩ[？从起初�没有人告Ȍ你�[？自从立地的根基，你��没有明白[？上帝
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象蝗虫。他ʷ¦穹ǔ如幔子，展开ȩ天如可住的�棚。……你�
将Ȯ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你�向上�目，看Ȯ>造ʖ万象，按数目˳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
的权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ʚ一个都不缺。雅各啊，你
何Ȧ：‘我的道路向耶和Mˢ藏？’以色列
啊，你
何言：‘我的冤屈上帝并不āˋ？’你�不曾知道[？你�不曾听ǩ[？永在的上帝耶和M，
>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疲乏的，他ɩ能力；ʃ弱的，

283

他加力量。”“你不要害怕，因
我与你同在；不要¹惶，因
我是你的上帝。我必u固你，我必
帮助你，我必用我公的右手扶持你。”“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
我是上帝，再没有别
神。”ʖ就是写在自然界中的信息，也就是上帝要我�在安息日ǻ取的。当耶和M吩咐以色列遵守他
的安息日
圣的ó候，他Ȧ：“ʖ日在我与你�中ˎ
ȇ据，使你�知道我是耶和M你�的上帝。”
以ɮ��40:18-29; 41:10; 45:22；以西Ɛ�20:20 {DA 282.3}

安息日固然列在西奈山所˯布的律法之中，但人最早知道安息日是休息的日子并不是在那ó。以
色列人未到西奈山之前就知道有安息日了。他�在去西奈山的路上就是守安息日的。当有人犯了ʖ
日ó，耶和M就Ɍ}他�Ȧ：“你�不肯守我的ȟ命和律法，要到几ó呢？” 出埃及ǻ16:28 {DA 283.1}

安息日不是O
以色列人Ȅ立的，也是
全世界人Ȅ立的。在伊甸园中，上帝已ƍ使人明白安息
日与十ȟ的其他各条一ą，同
神人之ˎ永ʘ的Ż。基督Ǽ到包括第四条ȟ命在内的全部律法ó，
Ȧ：“就是到天地都¥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去。”只要天地一日存在，安息日将ƙƜ成
>
造主权能的Ăǻ。将来伊甸园重	人ˎ，上帝的圣安息日必
天下万民所尊敬。“每逢月朔，安息
日，”那荣耀的新天新地的居民“必来在我面前下拜，ʖ是耶和MȦ的。” ̎太福音5:18；以ɮ��
66:23 {DA 283.2}

在上帝Ɠ以色列人所定的一切制度中，没有别的制度能像安息日一ą，使他�与周p的民族完全
分别出来。上帝的用意是要他�以遵守安息日来ȇ明自己是敬拜他的人。安息日是以色列人与偶像
隔离、与真神ƾƔ的Ăǻ。可是人要守安息日
圣，自己必˫是圣洁的。必˫藉着信而˳受基督的
。当上帝吩咐以色列人“当ǻ念安息日，守
圣日”ó，他也曾�他�Ȧ：“你�要在我面前
圣洁
的人。” 出埃及ǻ20:8; 22:31 惟有如此，才能以安息日来辨别以色列
敬拜上帝的人。 {DA 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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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犹太人离开了上帝，没有因信使基督的成
自己的。于是�他�来Ȧ，安息日就失去了
它的意；同ó撒但要高抬自己，引人离开基督。安息日既是基督能力的Ăǻ，撒但就要Ȅ法Ɏ坏
安息日。

284

犹太的˳袖�Ɠ上帝的安息日加上ǿ多ˣ以ɉ担的ǫ条，ʖ就ʒ到了撒但的目的。基督在世ó，
安息日已遭Ɏ坏，甚至守安息日的方法已不能反映慈ĺ天父的品德，反而表露蛮横自私之人的性
格。拉比�ű直把上帝Ȧ成是一位˯布人不可能遵守的律法的神。他�令人ǭ上帝
暴君，并使人
以
，照上帝的ǫ定去守安息日，会使人X得心ǁ=硬、残酷无情。基督的工作是要消除ʖ种ȣ
会。虽然拉比�以无情的ð意ū伺他，他却一点敷衍他�的表示也没有，而是勇往直前，照上帝的
律法去守安息日。 {DA 283.4}

有一个安息日，救主和門徒从礼拜的地方回来，ƍʓ将熟的麦田。耶Ť那天一直工作到很晚，所
以ƍʓ麦田ó，門徒就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若是在别的日子，ʖ种�G不致引起什么批Ȉ，（按
当ó的˾俗）人无ȁƍʓ麦田、果园或葡萄园，都能随意摘来吃 申命ǻ23:24-25。可是在安息日ʖ
ą作就被看
犯安息日的行
。不O掐麦穗算
收割，而且用手搓麦就等于打禾。因此，在拉比�
看来，門徒是犯了双重的罪。 {DA 284.1}

ū探的人立ó怪耶ŤȦ：“看哪，你的門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 {DA 284.2}

耶Ť在伯ɮ大被人控告犯安息日ó，曾提出两点
自己ʐÏ：一是u持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二
是Ȧ自己是与天父合作的。如今他的門徒受人攻:，

285

他就向告他的人援引旧Żó代上帝的仆人在安息日所行的事作
佐ȇ。 {DA 284.3}

犹太教��以熟悉圣ƍ自傲，故救主的回答中，含有Ɍ}他�不明白圣ƍ的意思。他Ȧ：“ƍ上ǻ
着大R和跟从他的人̂̋之ó所作的事，ʚʖ个你�也没有念ʓ[？他怎么ʗ了上帝的殿，拿ˠȄ
̊吃，又Ɠ跟从的人吃？ʖ̊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吃。”“又�他�Ȧ：‘安息日是
人Ȅ立
的，人不是
安息日Ȅ立的。’”“律法上所ǻ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ʕ是没有罪，你
�没有念ʓ[？但我告Ȍ你�在ʖ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路加福音6:3,
4； ̎可福音2:27, 28； ̎太福音12:5, 6 {DA 285.1}

如果大R把那分别
圣的̊拿来充̂是可以的，那么門徒在安息日的神圣óˎ里，掐麦穗来Ĩ足
他�的需要，也不能算是不�的。再者，祭司�每逢安息日在圣殿里所E的事比平日ʕ多。若在属
世的事F上一ąI力，那就是犯罪了；然而祭司的工作是
上帝服F。他�是在È行那些˱指基督
救ɧ之功的礼Ǒ，所以他�的IG是符合安息日的宗旨的。如今基督�自来了，門徒既作基督的
工，就是
上帝服F，所以凡
完成ʖ工作所必需的，在安息日都可以作。 {DA 285.2}



4/7/13 7:52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137 of 429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36&start_paragrap…003633895&finish_paragraph=1003637983&references=1&pagebreaks=1

基督要使門徒和他的仇ð明白：
上帝服F是~等重要的。上帝在世上工作的目的，就是救ɧ世
人，所以凡在安息日需要做成的救人工作，是符合安息日的律法的。最后，耶Ť宣称自己是“安息日
的主”超乎一切律法的主来Ɛ束他的ǹȁ。ʖ位至高的�判者，就根据門徒被控干犯的律法，宣告他
�无罪。 {DA 285.3}

耶Ť在未Ɛ束ʖˋ˹之前，ʕ要向他的仇ðȦ一句Ɍ}的Ȗ，表明他�因盲目无知，把安息日的
宗旨弄ʾ了，他Ȧ：“‘我喜ĺ怜恤，不喜ĺ祭祀。’你�若明白ʖȖ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
的了。” ̎太福音12:7

286

真�的正直和温柔的ĺ心是真正敬拜上帝之人永久的特征，ǿ多徒具形式的礼Ǒƕ不能弥Ǧ他�
所缺少的ʖ种特征。 {DA 285.4}

基督反复申述，献祭本身没什么价.。献祭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要把人引到救主面前，
使人与上帝和好。上帝所看重的是ĺ的服F，人若无此服F，而徒具外表的礼Ǒ，反
上帝所憎
³。安息日也是如此。其宗旨原是要使人与上帝交往。但是，当Ķņ的�式占据人的心思ó，安息
日的宗旨就被破坏了。�在外表上遵守安息日，便是自欺欺人。 {DA 286.1}

在另一个安息日，耶Ťʗ了会堂，看ǩ一个枯干一只手的人。法利ɮ人密切注意耶Ť，看他要作
什么。救主明知在安息日治病必被Ǵ
犯法，但他毫不ʛ疑地排除了ʟ#条例�安息日的的局限，
吩咐那病人站起来，又ˋ 人Ȧ：“在安息日行善行³，救命害命，哪ą是可以的呢？”犹太人有句格
言Ȧ：有行善的机会而不行，便是行³；疏忽救生，便是ü生。救主就用拉比�自己的武器来�付
他�。“他�都不作声。耶Ť怒目周p看他�，愁他�的心=硬，就�那人Ȧ：‘伸出手来！’他把
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可福音3:4, 5 {DA 286.2}

有人ˋ耶ŤȦ：“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耶Ť回答Ȧ：“你�中ˎȮ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
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ɛ重呢！所以，在安息日作善事是可以的。” ̎太福音
12:10-12 {DA 286.3}

那些ū探基督的人，惟恐陷入困境，所以不敢在 人面前回答。他�知道他Ǽ的是真理。他�宁
可Ƿ人受苦，不愿ʙ反ʟ#；同ó他�宁肯搭救一~牲口，以免牲口的主人遭受ß失。如此看来，
他�ĺÏ无知的牲口，ʓ于ĺ惜那按上帝形像造的人了。ʖ足以Ȧ明一切虚&宗教的�ɑ。ʖ些虚
&的宗教，都起源于人想抬�自己高ʓ上帝，Ɛ果却使人w落到ʚ禽4都不如的地步。每个ʙ抗上
帝主权的宗教，其宗旨都在̡取人在受造ó曾享有、而将要藉着基督恢复在人身上的荣耀。

287

每一种虚&的宗教，都教人ʅǭ人类的需要、痛苦和权利。而基督的福音却ǭ世人
基督的宝血
�来的无价之宝，并教Ǹ人体ɚ别人的需要和疾苦。耶和MȦ：“我必使人比精金ʕ宝ɛ，使人比俄
斐ž金更ɛ重。” 以ɮ��13:12英Ȑ；中文“少”乃指物以稀
ɛ） {DA 2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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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耶Ť反ˋ法利ɮ人：在安息日行善行³、救命害命哪一ą是合乎律法ó，就把他�³毒的心意
当面指出来了。当耶Ť正在拯救人的性命，使千万人蒙福之ó，他�却以刻骨的仇恨来�索他的性
命。Ȓˋ，在安息日像他�那ąǲ划ü人，ˣ道比耶Ť医治病人ʕ要好[？在上帝的圣日存ü人之
念，ˣ道比用仁慈的行
来表示博ĺʕ正当[？ {DA 287.1}

在医治那只枯干之手的事上，耶ŤɆɌ了犹太人的�俗，保持了上帝˯布第四条ȟ命ó，
安息
日既定的原<。他Ȧ：“安息日作善事是可以的。”基督Ê除犹太人不合理的限制，正是尊重安息日，
那些指Ɍ他的人倒是破坏了上帝的圣日。 {DA 287.2}

那些Ǵ
基督¥了律法的人，声称耶Ť犯了安息日，并
門徒犯安息日的行
ʐÏ。如此，他�
与当初那些吹毛求疵的犹太人取了同一立s。在ʖ点上，他�反̔了基督�口作的ǩȇ：“我遵守了
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ĺ里。” Ż翰福音15:10 救主和他的門徒都没有ʙ反安息日的律法。基督是律
法的活生生的代表。他一生中未曾有ʓʙ反神圣律法的行
。他眼ŗ着全国�找借口定他罪的ǩȇ
人，ɑˋ他�：“你�中ˎȮ能指ȇ我有罪呢？。” Ż翰福音8:46 竟没有人能回答他。 {DA 287.3}

救主来并不是要¥掉列祖和先知所Ȧ的Ȗ，因
他自己曾通ʓʖ些代表ȦȖ。圣ƍ中所有的真理
都是从他而来的。但ʖ些无价的珍宝曾被人ˇ在Ʉ道的框子里，以致它�宝ɛ的光芒反被Ʉ道所利
用。上帝要把ʖ些珍宝从Ʉ道的框子里取出来，

288

重新安置在真理的框架里。ʖ种工作只有上帝才能完成。由于同Ʉ道ƾ合，真理竟被上帝与人类
的共同ð人盗用了。基督到世上来，就是要将真理放在能荣耀上帝并拯救人类的地位上。 {DA 287.4}

主Ȧ：“安息日是
人Ȅ立的，人不是
安息日Ȅ立的。”上帝所定的制度都是
人类ȵ幸福
的：“凡事都是
你�”，“或保ƶ，或�波ƶ，或Ŝ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Ņ今的事，或将来
的事，全是你�的。并且你�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上帝的。” 哥林多后�4:15； 哥林多前�
3:22, 23 上帝把包括安息日在内的十ȟɩƓ他的百姓，作
一种福惠。摩西Ȧ：“耶和M又吩咐我�
遵行ʖ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M我�的上帝，使我�常得好|，蒙他保全我�的生命。” 申命ǻ6:24
上帝又藉着ȓ人大R将信息#Ɠ以色列人Ȧ：“你�当�意侍奉耶和M，当来向他歌唱。你�当÷得
耶和M是上帝。我�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是他的民，也是他草s的羊。当称Ⱦʗ入他的
門，当ɯ美ʗ入他的院；当感Ⱦ他，称˰他的名。” ȓ篇100:2-4 ȁ到一切“守安息日不干犯”的人，
耶和MȦ：“我必˳他�到我的圣山，使他�在祷告我的殿中喜�。” 以ɮ��56:6, 7 {DA 288.1}

“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ʖȖ充Ĩ了教Ǹ和安慰。因
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安息日是主
的日子，是属于基督的。因
“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ą不是藉着他造的。” Ż翰福
音1:3 万物既是基督造的，安息日也必是他Ȅ立的。安息日是由他分别出来，作
>造之工的ǻ念
的。安息日指出基督是造物主，也是使人成圣的主，又宣称ʖ位>造天地万物、并托住万有的主
宰，乃是教会的元首，我�靠着他的力量得与上帝和好。因
ȁ到以色列，他Ȧ：“又将我的安息日
ɩƓ他�，好在我与他�中ˎ
ȇ据，使他�知道我耶和M是叫他�成
圣的。” 以西Ɛ�20:12 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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ą看来，安息日是基督使我�成圣之能力的Ăǻ，是ɩƓ一切靠基督成
上帝的以色列民的人。 {DA

288.2}

289

耶和M又Ȧ：“你若在安息日掉ʀ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
喜�，称安息日
可喜�的，称
耶和M的圣日
可尊重的，……你就以耶和M
�。” 以ɮ��58:13, 14 �于凡接受安息日
基督
>造和救ɧ大能之Ăǻ的人，安息日必成
可喜�的日子。他�既在安息日里看ǩ基督，就必在他
里面快�。安息日向他�指出>造的种种功ƚ，作
他救ɧ人类大能的凭ȇ。安息日一面使人回想
那已ƍ�失的伊甸园的平安，同ó也 来因救主而得以恢复的安息。自然界的每一事物，都在重述
救主的邀Ȩ：“凡I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ʖ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 ̎太福音11:28 {DA 289.1}

290

第三十章 设立十二使徒

本章根据：̎可福音3:13-19； 路加福音6:12-16 {DA 290.1}

“耶Ť上了山，随自已的意思叫人来，他�便来到他那里。他就Ȅ立十二个人，要他�常和自已同
在，也要差他�去#道。” {DA 290.2}

在离加利利海不ʘ的山ʑĄǙ下，耶ŤȄ立了十二名使徒，并在山上W表了宝Ǹ。田野和山ˎ是
他常ĺ去的地方；他在露天施教比在圣殿和会堂里Ǽ的ʕ多。没有哪一个会堂能容得下跟随耶Ť的
群 ，然而他ʜ×在田野和Ą林里教�人，并不O是
ʖƪ故。耶Ť喜ĺ自然界的景色。在他看
来，每一幽静的地方都能作个神圣的殿宇。 {DA 290.3}

最先居住在地上的人曾在伊甸园的ĄǙ下，ʜ×他�敬拜上帝的圣所。基督曾在那里与人类的始
祖交ȳ。我�的始祖被赶出�园之后，仍在田野和Ą林里崇拜真神。在那里，基督以他恩惠的福音
教�他�。他也曾在幔利的橡Ą下与�伯拉罕ȳȖ；在傍晚，

291

以撒到田ˎ去祷告ó，他与以撒相会；在伯特利的山ʑ、他与雅各交ȳ。他在米甸的山中接ǩ摩
西；他在幼童大R看守羊群óǸȥ他。一千五百多年以来，希伯来人每年离家七日，住在用Ą上̨
ơ的枝叶“和棕Ą上的枝子，与茂密Ą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所搭成的棚内。ʖ都是遵照基督的指示
作的 利未ǻ23:40。 {DA 290.4}


了ǸƆ門徒，耶Ť便离开Ì攘的都市，退到宁静的田野和山ˎ去。因ʖ里的ń境更适于他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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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Ǹ門徒的克己之道。耶Ť#道ó，喜ĺ在蔚Ǟ的天空下、ơ草如茵的山旁或波平如˅的湖ʑ，叫
 人聚集在他四周。ʖ里ńƑ着他�手所>造的万物，他就能使听 的意念从人
的事物ʀ向大自
然，而自然界的生ˈ和W育，正ö明基督之国的原理。当人�目Ǫ看上帝的山岭和他�手所作各ą
奇妙的作
ó，就能学到神圣真理的宝ɛ教Ǹ。自然界的万物会向他�重述基督的Ǹ言。凡心中存
有基督而退到野外去的人，也是如此。他�会ǯ得有一种圣洁的感化力pƑ着他�。自然界的万物
会重新叙述主的比i和他的Ǹ言。人在自然的景色中与上帝交通，思想得以提高，内心也得到安
息。 {DA 291.1}

ʖó基督要ʗ行ƇƉ教会的第一步工作。ʖ教会在他离世之后要做他在地上的代表。他�没有豪
M的圣殿可用，救主便˳門徒到他ĺ去的退ˢ之|。日后在門徒的ǈ海中，ʖ天的神圣ƍT与山谷
湖海的美景就永ʘʚ在一起了。 {DA 291.2}

耶Ť呼召他的門徒，是要差他�出去做他的ǩȇ人，把他�所看ǩ、所听ǩ的基督宣告世人。他
�的工作是人类T来未曾受ʓ的最重大的委托，�次于基督自己的工作。他�要与上帝一同拯救世
人。正如旧Żó代十二位先祖是以色列的代表，ʖ十二位使徒就要成
新Ż教会的代表。 {DA 291.3}

救主知道他所Óʜ之人的品性。他�的一切ʾ|和弱点都敞露在他面前；

292

他也知道他�必˫遭遇的危ˡ和肩ɉ的重任。他óó关心着ʖ班被ʜ的人。沿加利利海ʑ有一座
山，当門徒正在那山脚下睡ǯó，耶Ť独自上山
他�整整祈祷了一夜。天=亮，他就叫他�来，
因
他有重要的事告Ȍ他�。 {DA 291.4}

ʖ些門徒已ƍ与耶Ť同工一ó期。Ż翰、雅各、安得烈、彼得、腓力、拿但�和̎太，比其他門
徒ʇ
接近耶Ť，所ǩ到的神迹也比ʇ多。其中彼得、雅各和Ż翰三人与耶Ť的关系更要近些。他
�似乎óó与他同在，看他的神迹，听他的教Ǹ。Ż翰±是安安静静地ŷ靠在他身ʑ，与耶Ť最�
密，所以被公Ǵ
耶Ť所ĺ的門徒。其�救主�所有的門徒都ĺ，不ʓŻ翰最易受教。他比别的門
徒年ʅ，比ʇ有儿童般的信心向耶Ť打开心門。故此他也最能同情基督，而救主最深奥的属灵教Ǹ
就由他#Ɠ主的百姓了。 {DA 292.1}

在使徒分成的小Ƈ中，有一名叫腓力的，是第一个蒙耶Ť清楚地呼召Ȧ“来跟从我”的門徒。腓力
是伯ɮ大人，与彼得和安德烈同�。他听ʓ施洗Ż翰的教Ǹ，也听ǩ他宣称基督是上帝的羔羊。腓
力是个ȕ心�求真理的人，但他的信心是ʛʨ的。他虽然已ƍ跟从了基督，可是从他�拿但�ȳȁ
基督的Ȗ来看，ö明他ʕ没有完全相信耶Ť的神性。虽然从天上有声音下来，宣布基督是上帝的儿
子，但在腓力眼中，他只是“Ż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Ť” Ż翰福音1:45。在耶Ť使五千人吃̆的事
上，也ö出腓力缺少信心。

293

耶Ť要Ȓ̟他，所以才ˋ他Ȧ：“我�从哪里�̊叫ʖ些人吃呢？”腓力的回答表示不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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Ȧ：“就是二十两ʵ子的̊，叫他�各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 Ż翰福音6:5, 7 ʖȖ令耶Ť很$心。
腓力虽曾看ǩ耶Ť的作
，也感ǯ到他的权能，却没有信心。当希利尼人向腓力打听耶Ťó，他没
抓住机会将他�介ƌƓ救主，只去告Ȍ了安得烈。再者，耶Ť被ʦ十字架之前的最后一周，腓力所
Ȧ的Ȗ，表示信心不足。当多̎�耶ŤȦ：“主啊，我�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救
主回答Ȧ：“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若ǴȊ我，也就ǴȊ我的父。”接着腓力W出不信的回
答Ȧ：“求主将父öƓ我�看，我�就知足了。” Ż翰福音14:5-8 ʖ个与耶Ť相|已有三年之久的門
徒，心智竟ʖąʛʨ，信心竟ʖąʃ弱。 {DA 292.2}

拿但�孩子般的信心与腓力的犹豫比ʇ起来，就不同了。拿但�是个非常ȕ²的人，他的信心使
他能˳会看不ǩ的Ņ�。然而腓力是基督門下的学生，ʖ位神圣的教�耐心地容忍他的不信和ʛ
ʨ。及至圣灵降在門徒身上，腓力就成了一个合乎上帝旨意的教�。他知道他ȦȖ的根据，能确切
地教Ǹ 人，使听者无不折服。 {DA 293.1}

当耶Ť正在˱}Ȅ立使徒ó，有一个没有被召的人也强Ü在他�中ˎ，ʖ就是自称
基督門徒的
加略人犹大。他前来Ȩ求在門徒的圈子里占一席位。他非常ĸ心，似乎很ȕ²地Ȧ：“夫子，你无ȁ
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Ť既不拒ƕ，也不Č迎，只Ȧ了一句很$感的Ȗ：“狐狸有洞，天空的́
̪有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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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子却没有枕~的地方。” ̎太福音8:19, 20 犹大相信耶Ť是弥ɮ�；他加入使徒的行列，是希
望在新的国度里取得高位。耶ŤȦ明自己的ɔŦ，是想打消他ʖ种希望。 {DA 293.2}

 門徒都希望犹大能做他�中ˎ的一^。他容貌英俊，ǩ多Ȋ广，精明强干。所以門徒在耶Ť面
前推荐他，Ȧ他�主的工作将是个有用的人材。但門徒很ȝ异，耶Ť
什么待他ʖ么冷淡。 {DA 294.1}

耶Ť没有争取以色列˳袖�的合作，已令門徒十分失望。他�Ǵ
，耶Ť不争取那些有声有J之
人的支持来推ʗ自己的工作，是一种ʾȣ。如果耶Ť当ó拒ƕ了犹大，門徒定会®疑他�夫子的明
智。但犹大以后的T史会向他�ȇ明：判断一个人是否配加入上帝的工作ó，若偏重于世俗方面的
条件，是危ˡ的。像門徒所切望争取的ʖ等人的合作，必将工作断送在最³毒的ð人手中。 {DA 294.2}

然而，当犹大加入門徒中后，他�基督的完美品格，并不是完全无G于衷的。他也能感受到那引
人¨主的神圣感化力。那位不折断U$的芦Ǔ、不吹į将残的灯火的主，决不在人尚有一点ɳ向光
明的愿望ó拒ƕ他。救主洞悉犹大的内心，他也知道，上帝的恩典若不拯救他，犹大将堕落到何等
罪孽深重的地步。他Ƿʖ个人做門徒，使他能与主无私之ĺ的泉源天天接触。如果犹大肯向基督打
开心門，上帝的恩惠就会̓逐他自私的³魔，ʚ他ʖą的人，也可以成
上帝国中的一分子。 {DA

294.3}

只要人肯˳受上帝的管教，学�他的ą式，那么不拘在本性上有什么弱点，上帝必按他�的Ņ状
接ƀ他�，并ǸƆ他�
圣工服F。他�蒙挑ʜ，并不是因
他�已ƍ完善，而是因
他�虽有缺
点，仍可藉着ǴȊ真理，�行真理，并靠基督的恩典，得以X成主的形象。 {DA 2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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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大与其他門徒享有同ą的机会，也听ʓ同ą宝ɛ的教Ǹ。然而，基督所要他��行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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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犹大的欲望和目的相抵触，他竟不肯放弃自己的Ǫ点来˳受天ɩ的智慧。 {DA 294.5}

救主是多么柔和地�待那将要P他的人啊！耶Ť在他的教Ǹ中，常常ȁ到慈善的原理，ʖ原理:
中了犹大ɓ婪的病根。他向犹大指出ɓ心的可憎。而犹大也屡次察ǯ到耶Ť是在描述他的品行，指
出他的罪³。只是他不予理会，也不肯放弃自己的不。他̜傲自Ĩ，非但不抵御Ȓ探，反而ƙƜ
�行自己Șȋ的作法。基督常在他面前，向他ö明：他若得到ʖ位神圣中保耶Ť
他代求，
他服
F的助益，他就必ʒ到ʖ位活的模范的Ă准。可惜犹大�耶Ť一次次的教Ǹ充耳不˒。 {DA 295.1}

耶Ť没有因犹大的ɓ心而�厉地Ɍ}他。只是Ƿ他÷得，主�他的内心了如指掌，却仍以上帝的
忍耐�待ʖ个犯ʾȣ的人。
了帮助他走上正路，主提出最有力的理由，鼓励他行。犹大既拒ƕ
上天所ɩ的亮光，他的堕落就是无可推ȭ的了。 {DA 295.2}

犹大决意保留他的缺点，不肯行在光中。于是邪³的欲望、复仇的心理和阴暗的思想都滋ˈ起
来，直到撒但完全控制了他。犹大成了基督仇ð的代表。 {DA 295.3}

犹大来跟从耶Ťó，本来有一些可ɛ的品性能
教会造福。如果他甘心ɉ基督的ʁ，也未�不能
成
使徒的˳袖之一，可是当他的缺点被指出ó，他却硬着心ǁ，存̜傲忤逆的¯度，˪从了自私
的野心，以致不配担ɉ上帝原来要交付他的工作。 {DA 295.4}

 門徒在耶Ť呼召他�参加他工作ó都有�重的ʾȣ。ʚ那位与柔和Ɂ卑之主最�近的Ż翰，也
不是生来就温柔ɁǷ的。他和他的兄弟被称
“雷子”。他�与耶Ť同在ó，只要有人�耶Ť表示ʅ
ǭ，就会激起他�的À恨和抨:。坏脾气、复仇心、好批Ȉ，ʖ一切在耶Ť所ĺ的門徒心里一£俱
全。他很̜傲、有野心，要在上帝的国中占首位。但他天天看ǩ耶Ť那种慈ĺ容忍的¯度，又听ǩ
他Ɂ卑和忍耐的教Ǹ，与自己暴躁的脾气一比，他就打开心門，˳受了上帝神能的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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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只是听，而且�行救主的教Ǹ。他将自己ˢ藏在基督里面，并学会ɉ基督的ʁ，挑他的担
子。 {DA 295.5}

耶Ť常Ɍ}門徒，也常警告和D戒他�，但Ż翰和他的弟兄没有离开耶Ť。他�虽然受到申斥，
但仍跟从耶Ť；救主也没有因他�的ʃ弱、ʓ失而离开他�。他�分担耶Ť的ǎˣ，学�他生活的
教Ǹ，一直到底。他�因仰望耶Ť，在品格上有了很大的X化。 {DA 296.1}

使徒�的�¾和性情大不相同。有做ʓ税吏的利未̎太；有强烈痛恨ƶ̎政权的�ʽ党人西門；
有豪爽急躁的彼得；有卑鄙Șȋ的犹大。此外，多̎是ȕ�胆小的；腓力是ʛʨ多疑的；ʕ有野心
勃勃、直言无ˢ的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和他�的弟兄。ʖ些人有不同的缺点， 着先天的/向及后天
的³�。他�被救主召集在一起，却藉着基督，并在基督里面，要一同住在上帝的家里，学�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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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真道和心志上同¨于一。他�固然会有各自的Ȓı、牢̢和不同的意ǩ，但若有基督住在心
中，就不至于有Ƃ争了。基督的ĺ会引�他�彼此相ĺ；主的教Ǹ会引�一切分歧融合一致，使 
門徒合而
一，直到他�都有一ą的心思和意念。基督是"大的中心，他�越接近中心，彼此之ˎ
也就越相近了。 {DA 296.2}

耶Ť向門徒Ǽ完教Ǹ之后，就把ʖ一小群人聚Ò在他周p，自己跪在中ˎ，按手在他�~上，献
上祈祷，将他�分别
圣，来担ɉ他的圣工。ʖą，主的門徒就被立
福音的È事了。 {DA 296.3}

基督并不Óʜ一些未曾堕落的天使做他在人ˎ的代表，他所Óʜ的是人。ʖ些人与他�所要拯救
的人具有同ą的性情。基督自己取了人的ą式，以便接近世人。神性需要人性。因
拯救世界，神
性和人性都是不可少的。神性需要人性，
了使人性做上帝与人类之ˎ的媒介。基督的仆人和使者
也是如此。世人需要一种超乎自己、在自身以外的能力，将上帝的形像恢复在他身上，使他能作上
帝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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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ʖ并不是Ȧ人力是不必要的了。当人性把握住上帝的能力ó，基督就因信而住ʗ人的心中，于
是人力与神力合作，就能在善事上大有功效。 {DA 296.4}

那呼召加利利Ħ夫的主，如今仍在呼召人
他服F。而且他也愿意藉着我�ö示他的能力，正如
当日藉着第一批門徒所ö示的一ą。我�不ȁ有多少缺点、多少罪Ē，主±向我�提出邀Ȩ，要我
�与他合作，做他的学徒。他Ȩ我�来˳受他神圣的教Ǹ，使我�与基督ƾ合，好做上帝的工。 {DA

297.1}

“我�有ʖ宝ɇ放在瓦器里，要ö明ʖ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 哥林多后�4:7
ʖ就是上帝把#福音的Ɍ任交Ɠ有罪的世人，而不交Ɠ天使的原因。ʖ足以ö明那藉着ʃ弱的人类
而做工的能力，是上帝的大能。而且ʖ能力既能帮助同我�一ąʃ弱的其他人，我�就可以确信它
也必帮助我�。那些曾“被ʃ弱所困”的人，就“能体ȱ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 希伯来�5:2 。他�自己
曾陷在危ˣ当中，就熟悉一路之上的危ˡ和ǎˣ。因ʖƪ故，上帝便召他�去拯救那些|在同ą危
ˣ之中的人。有ǿ多人
疑惑所困，
ʃ弱所累，信心不u固，不能把握住那看不ǩ的上帝。但若
有他�能看得ǩ的一个朋友替基督来到他�面前，ʖ人就成了一个ʸń，把他�̀ê不定的信心ŷ
ŷ扣在基督身上了。 {DA 297.2}

在向世人#Ë耶Ť的工作上，我�要与天使同工。 天使等我�与他�通力合作，ű直等不及
了。因
必˫有人做上帝与世人ē通的媒介。及至我�全心全意地献身与基督ó， 天使就大大Č
喜，因
他�能通ʓ我�的口ö明上帝的慈ĺ。 {DA 297.3}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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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山上宝训

本章根据：̎太福音5:1，̎太福音6:1，̎太福音7:1: {DA 298.1}

基督很少O独召集門徒来听他Ǽȁ。他并不�ʜ那些知道生命之道的人作他的听 。他的任F是
要教�那些|于无知和Ʉȣ中的一般大 ，使真理的教Ǹ可以ʒ到蒙昧无知的心中。他本身就是真
理，随ó伸着手准}
人祝福，又要用忠告、D戒、勉励的Ȗ，把凡愿到他面前来的人救拔起来。
{DA 298.2}

基督在山上的教Ǹ，虽是特别�門徒Ǽ的，但也有ǿ多群 听到了。耶ŤȄ立使徒之后，就与他
�同到海ʑ去。那ó正.清晨，群 已ĥĥ聚Ò来了。除了平常从加利利各�各˄来的，ʕ有ǿ多
来自犹太地，ʚ耶路撒冷城也有人来。此外，从比利�，低加波利和犹太南部的以土�，以及地中
海沿岸的腓尼基的城邑推ƶ、西ˮ，各|都有人来。“ǿ多人听ǩ他所作的大事”，就来“要听他Ǽ
道，又指望医治他�的病。……有能力从他身上W出来，医好了他�。” ̎可福音3:8；路加福音
6:17-19 {DA 298.3}

那狭窄的海Ĭ上，能听得ǩ他的声音的范p之内，ʚ站的地方也没有了，耶Ť只好˳他�往后面
的山ʑ去。到了一t可容 人聚集的平地，他就在草地上坐下来，門徒和 人也都跟着坐下。 {DA

2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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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是挨在耶Ť左右坐的。 人不住地Ô上来，但門徒知道，决不能Ƿ别人把他�从耶Ť跟前
Ü开。他�就ŷɚ着耶Ť，生怕漏了一言半ȡ。他�留意/听，迫切地希望明白将来要#Ɠ各地各
ó代的真理。 {DA 299.1}

門徒感ǯʖ次将有超乎平常的言ȁ，所以格外靠近夫子。他�相信耶Ť不久就要立国了，那天早
晨所ǩ到的，使他�更相信耶Ť必有所宣告。 人也都存有ʖ种ĸ切的期望，他�兴�的容貌ö示
了深切的关®。当 人坐在嫩ơ的山ʑ，等待着那位神圣的教�开口ó，未来的光荣充Ĩ了他�的
心。在s的文士和法利ɮ人希望有一天能Ɨ治那些可恨的ƶ̎人，而Ǜ得世界大帝国的荣M富ɛ。
ɔŦ的7民和Ħ夫<希望听到将他�的破旧陋室、辛勤I苦和̂寒交迫，á成�宏的宅第和安逸的
生活的保ȇ。他�盼望基督把征服他�的人所穿的Mɛ衣袍Ɠ他�á上，代替Ņ在�有的一件白昼
遮体夜ˎ御寒的粗布衣裳。 人的心被当ó̜傲的奢望所鼓舞：以色列将在万国之中被尊
上帝特
ʜ之国，耶路撒冷将被定
天下一Ɨ的首都。 {DA 299.2}

然而，基督却使他�属世的奢望化
泡影。在山ʑ的Ǹ言中，他Ȅ法消除虚&的教育所造成的影
响，使听 �他的国度和他本身的品格有正确的ǴȊ。但他没有直接打: 人ʾɄ的ǩ地。他看到
了世人因罪所受的痛苦，但没有ʓ于生G地形容他�困苦可怜的情形。他所教�他�的真理ʘǅʓ
他�所知道的。他并未打消他��上帝之国所持的Ǫ念，只将ʗ天国的条件告Ȍ他�，Ƿ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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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断定天国的性ɑ。耶Ť�当日跟从他的人所Ǽ的真理，�今天的我�是同ą重要的，我�像耶Ť
ó代的人一ą，需要学�上帝国的基本原<。 {DA 299.3}

基督�山上的 人Ǽ的第一句Ȗ，就是祝福的Ȗ。他Ȧ，ǴȊ到自己灵性ɔ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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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需要救ɧ的人有福了。福音是要#ƓŦ人的。凡灵性̜傲，自以
富足，一ą都不缺的人，
不能˳受福音的\示，惟有Ɂ卑痛悔的人才能˳受。只有一个
罪而打开的救恩泉源，是
虚心的
人打开的。 {DA 299.4}

心存高傲的人，竭力想ɭ得救恩，但我�ʗ天国的权利和ɤ格都在于基督的。人若不先ǯ悟自
己的ʃ弱，除8一切自Ĩ之念，并˪服上帝的管教，上帝在救人的工作上就不能作什么。惟有如
此，人才能˳受上帝等着要ɩ的恩典。上帝决不留下一ą好�西不Ɠ那自ǯ缺乏的人。人可以无限
制地向那藏有一切丰盛的主˳受恩惠。“因
那至高至上、永ʘˈ存、名
圣者的如此Ȧ：‘我住在至
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Ɂ卑的人同居；要使Ɂ卑人的灵Ǖ醒，也使痛悔人的心Ǖ醒。’” 以
ɮ��57:15 {DA 300.1}

“哀´的人有福了，因
他�必得安慰。”基督ʖ句Ȗ，并不是Ȧ哀´本身有什么除去罪ʓ的能
力。他不ɯ成虚&或装腔做J的悲哀。他所Ȧ的哀´，不在于郁和哭号。我�既因罪愁，就当
因作上帝儿女的宝ɛ权利而Č喜。 {DA 300.2}

我�往往
自己的不良行
所生的不愉快后果而$，但ʖ并不是悔改。真正
罪$，是圣灵
工作的效果。圣灵指出我�曾ƍ辜ɉ救主，使救主$，因此我�的良心WŅ，便来到十字架下痛
心悔改。我�每犯一次罪，基督就
我�重新受一次>$；我�既仰望自己所扎$的主，就因我�
那使他受苦的罪而哀´。ʖ种哀´，必使我�弃ƕ罪³。 {DA 300.3}

属世的人或ǿ会Ȧʖ种$是懦弱的表Ņ。其�，它正是那用u固的ʸń把悔罪的人与无Ŧ的上
帝ƾ在一起的力量。ʖ也ö明，上帝的天使正在把人因心硬和犯罪而失去的美德 ʕƓ人。悔罪之
人的眼泪，无非是圣洁的阳光出Ņ之前的雨点。ʖ种$是喜�的先声，而ʖ喜�，将在人心中成

活的泉源。“只要承Ǵ你的罪孽，就是你ʙ背耶和M你的上帝”，“我必不怒目看你�，因
我是慈
ĺ的，我必不永ʘ存怒。ʖ是耶和MȦ的。” 耶利米�3:13, 12 上帝已ƍ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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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ɩM冠与ˀ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喜�油代替悲哀，ɯ美衣代替$之灵。” 以ɮ��61:3
{DA 300.4}

至于那些因Ȓı和不幸而哀´的人，他�也可以得到安慰。因
$和屈辱的苦楚±强ʓ放Ɓ罪
³。上帝藉着痛苦向我�ö明我�品格上的弱点，使我�因他的恩典而得以ǅʓ自己的ʾȣ。上帝
把我�所不知道的和有关我�自身的情形é在我�眼前。于是考̟来了，要看我�是否˳受上帝的
Ɍ}和D告。我�遇到Ȓıó，决不可Ķ¶或抱怨；我�不ț任性妄
或Ǣʓ度，以致ʘ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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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我�£在上帝面前自卑。那凭自己的心意看ˋ˹的人，必看不清上帝的道路。依我�人类的本
性来Ȧ，他的道路好像是黑暗而没有快�的。但上帝的道路是恩慈的道路，Ɗ¨就是救恩。从前以
利�在ô野不知道当ó自己做的是什么，Ȧ：“Ƹ了！求你取我的性命”，但恩慈的上帝并没按他的Ȗ
来行。当óʕ有一Ć大事要以利�去做。及至他的工作完成之后，他不会在ô野之中那ą在灰心�
志中死去的。他没有降到阴ˎ死去，却有天上的火ɾ火̎，在荣耀中Ï送他升到至高者的宝座前。
{DA 301.1}

上帝ȁ到$的人Ȧ：“我看ǩ他所行的道，也要医治他，又要引�他，使他和那一同$心的人再
得安慰。”“我要使他�的悲哀X
Č喜，并要安慰他�，使他�的愁Ķʀ
快�。” 以ɮ��
57:18；耶利米�31:13 {DA 301.2}

“温柔的人有福了。”那藏在基督里的温柔，可以大大减ʅ我�遭遇的困ˣ。我�若有主的Ɂ卑，
就能不˭日常所遭遇的侮辱、挫折和Ķ¶，而且，ʖ一切也不再影响我�的情ƛ了。基督徒高尚人
格的最大ȇ据就是自制。人在受羞辱或虐待ó，若不能保持˄静和信靠的¯度，那就是在剥�上帝
在人身上ö示自己完美品格的权利。心地柔和乃是基督徒得ǅ的力量，也是他�与天庭有ƾ系的ȇ
据。 {DA 301.3}

“耶和M虽高，仍看˭低微的人。” ȓ篇138:6 凡ö出基督柔和Ɂ卑精神的人，就是上帝所眷˭
的。世人或ǿ要ʅ看他�，但他�却
上帝所重看。能ʗ入天庭的不只是ƿ明、"大、慈善的人，

302

也不只是那ĸ心、活ɴ地忙碌工作的人；不，那些渴望基督住在心中的虚心的人，那些以遵行上
帝旨意
最高志愿的Ɂ卑人，他�都能丰丰富富地ʗ入天国，列在那些曾用羔羊的血洗8衣服的人
中。“所以，他�在上帝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幕覆庇他�。” \示©7:15
{DA 301.4}

“̂渴慕的人有福了。”一个人自己感ǯ不足，就会生出̂渴慕的心。凡存̂渴心意的人，±
是不会失望的。那些在心中
耶Ť˱}住|的人，必能体会到他的慈ĺ，凡切望具有像上帝之品格
的人，他的心愿必得Ĩ足。�仰望耶Ť的人，圣灵必Ɠ予帮助，并要将属乎基督的事向他ö明。只
要人的眼睛注ǭ基督，圣灵就必
他不停地工作，直到他完全X成他的形像。ž洁的ĺ能É大心
灵，以便受到更高的造就，也能有更多�天上事物的知Ȋ。ʖą的人，非ʒ到最丰富的程度，决不
停歇。“̂渴慕的人有福了，因
他�必得̆足。” {DA 302.1}

怜恤人的人必蒙怜恤，清心的人必得ǩ上帝。每一种不洁的思想都足以Ēţ心灵，ß$道德的知
ǯ，消减圣灵的感G。属灵的眼光必因而昏昧，以致人不能看ǩ上帝。上帝固然能̈恕悔改的罪
人，但人虽蒙̈恕，灵性却已ß$。人若要更清楚地分辨属灵的真理，就必˫弃ƕ一切不洁的言ȡ
和思想。 {DA 302.2}

然而基督的Ȗ不�包括有关情欲方面的不洁和犹太人所�厉弃ƕ的�式的不洁。自私的心也会使
我�看不ǩ上帝。自私的人以
上帝也是自私的。我�若不抛弃自私的心，就Ǵ不出上帝就是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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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无私的心和Ɂ卑信ɫ的精神，才能Ǵ得出上帝是“有怜¸、有恩典的上帝，不ʅ易W怒，并有丰
盛的慈ĺ和ȕ�。” 出埃及ǻ34:6 {DA 302.3}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基督的和平是由真理而生，是与上帝和ȷ的。世界是与上帝的律法

仇，

303

304

305

罪人是与造他�的主
ð，因此人与人之ˎ也彼此不和，但作ȓ的人Ȧ：“ĺ你律法的人有大平
安，什么都不能使他�Ƌ脚。” ȓ篇119:165 人不能制造和平，世人想要洁8或提高个人与社会的种
种ǲ划，都不能�生和平，因
ʖ些ǲ划ɘª不到人的内心。惟有基督的恩典才能Ƨ造或保持真正
的和平。ʖ恩典深入人心，就能ʴ除那些ʢ成Ƃ争、分裂的³欲。于是“松Ąˈ出，代替荆棘，番石
榴ˈ出，代替蒺藜。”人生的沙漠必“快�；又像玫瑰开花。” 以ɮ��55:13; 35:1 {DA 302.4}

 人听到ʖ与法利ɮ人言行迥然不同的教Ǹ，甚是¹异。原来他�以
今生物ɑ的享受就是幸
福，而名誉和受人尊敬也.得追求。被人称
“拉比”，尊
学者和虔ȕ的人，能在 人面前宣Ë自己
的德行。ʖ些都被Ǵ
是得意的事，是极大的幸福。但是耶Ť在大庭广 之前宣称，ʖ等人所能得
的ɨɩ，不ʓ是地上的ɋ利和人的尊荣而已。他ȦȖ的口气肯定，人人口服心服。民 沉默无言，
生出恐惧感，由疑Ǣ而面面相Ǳ，心里忖思：ʖ教Ǹ若是真的，Ȯ能得救呢？但有ǿ多人深信ʖ位
非凡的教�是受上帝的圣灵感G，所W的高ȁ必是出于上帝。 {DA 305.1}

耶ŤȦ明了真幸福的意和追求的方法之后，就更肯定地指出，他的門徒既是上帝所Óʜ的教
�，就有Ɍ任˳人走上公和永生的道路。他知道，他�将于必要ó遭遇灰心和失望，遭受u决的
反�和侮辱；而且他�的ǩȇ也要被人拒ƕ。他深知ʖ些在他面前留心听他ǼȖ的平民，将来�行
他�的使命ó，必要忍受Ďɀ、苦刑、ŕ禁和死亡。于是他ƙƜȦ： {DA 305.2}

“
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
天国是他�的。人若因我辱̛你�，逼迫你�，捏造各ą坏ȖĎɀ
你�，你�就有福了。£当Č喜快�，因
你�在天上的ɨɩ是大的。

306

在你�以前的先知，人也是ʖą逼迫他�。” {DA 305.3}

世人喜ĺ罪³，恨³正，ʖ就是他�与耶Ť
ð的原因。凡不接受他无Ŧ之ĺ的人，都会ǯ得
基督教是èÌ人的。基督的光̓散那遮掩他�罪³的黑暗，ö明他�有洗面革心的必要。所以˪服
圣灵感化的人要开始与自己作Å，而那些依恋罪³的人就与真理和真理的代表�抗了。 {DA 306.1}

ʖą，斗争就W生了：跟从基督的人，就被Ƞ告
使 人遭灾的š根。然而世人之所以仇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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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因
他�与上帝相交，他�是在忍受基督所受的凌辱，走世上最尊ɛ的一位所走ʓ的路
径。他�遭遇逼迫之ó，不必愁，倒要快�。每一次火ı的Ȓ̟，都是上帝在熬ı他�，使他�
配担任上帝同工的任F。每次�斗，在ƞ持正的大Å中都有它的作用，都足以增加他�最后ǅ利
的快�。有了ʖ种ǴȊ，圣徒就能欣然接受信心和忍耐的Ȓı，而不畏Ƴ逃避了。上帝的仆人既急
切地要尽他��世人的F，并�心Ƕ上帝的喜悦，就必˫不˭世人的Ď誉而履行一切£尽的
F。 {DA 306.2}

耶ŤȦ：“你�是世上的Ŕ。”不要
避免逼迫而离群索居。你�当住在人ˎ，好使上帝之ĺ的感
化，像Ŕ一ą散布人ˎ，防止世人日ɳ腐Ɏ。 {DA 306.3}

˳受圣灵感化的心，是上帝藉以ʍ送福惠的渠道。侍奉上帝的人如果离开世界，如果他的灵从人
ˎ收回，那么ʖ世界就必̆�撒但Ɨ治的苦果，即荒ǒ与Ďį。虽然³人自己不知道，但他�之所
以能有今生的种种幸福，�在有ɫ于他�所ʅǭ所逼迫之圣徒的存在。若基督徒是有其名而无其
�，ʖ就像失了味的Ŕ。他�在世上没有行善的感化力；而且他�ȣ表了上帝，反而不如不信的人
了。 {DA 306.4}

“你�是世上的光。”犹太人想把救恩的福气限于本国的人，但基督却指示他�，

307

救恩犹如日光一ą，是属于全世界的。圣ƍ的信仰，不得封ʺ在�本之内，不可禁ˊ在教堂的p
{里，也不能
了自己的利益偶然拿出来一用，以后仍小心翼翼地放在一ʑ。圣ƍ的信仰必˫使我
�的日常生活成圣，并在我�一切的�F和社交往来中表Ņ出来。 {DA 306.5}

真�的品格不是由外表装̅而成，乃是从内心W出的影响力。我�若要指引别人行走路，自己
心里必˫®有公的原<。我�口~的信仰或ǿ能宣Ë宗教的理ȁ，可是真正能把真理ö示出来
的，乃是敬虔的行
。言行一致的生活，圣洁无&的交ȳ，u定不移的忠ȕ，ĸ情慈善的精神，敬
虔仁厚的榜ą，ʖ些才是#�真光Ɠ世人的媒介。 {DA 307.1}

耶Ť没有Ȝ述律法的ƈ<，但他不Ƿ听 Ǵ
他来是要¥掉律法。他知道ū探他的人随ó要从他
的Ȗ中找把柄来ʒ到他�的目的。他知道ǿ多听 所存的偏ǩ，所以他没Ǽ一句Ȗ来Gê他��摩
西所#下来的宗教和制度的信仰。道德律法和�文律法，都是耶Ť自己˯布的。他来，不是要削弱
人��他自己教Ǹ的信任。基督因
十分尊重律法和先知，才要拆Ď那p困犹太人的ʟ#和ǫ条的
{垣。他虽否定了犹太人�律法ʾȣ的解ʣ，却Ƀ慎地防止門徒放弃那些托付希伯来人的重要真
理。 {DA 307.2}

法利ɮ人以遵守律法自夸，然而由于他�在日常生活上�律法的原<体会得很少，所以救主的Ȗ
在他�听来似乎是旁門左道。当他Ê除了那掩盖真理的垃圾ó，他�以
他把真理本身Ê掉了，便
窃窃私ǹ，Ȧ耶Ťʅǭ律法。他洞悉他�的意念，就回答Ȧ： {DA 307.3}

“莫想我来要¥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掉，乃是要成全。”耶Ť用ʖȖ来反̔法利ɮ人的控
告。法利ɮ人Ȧ他破坏律法，殊不知他到世上来的使命乃是ƞÏ律法的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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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帝的律法真有更改或¥除的可能，基督就不必
我�犯罪的后果受苦了。他来是要解ʣ律
法与人类的关系，并用自己˪服的生活来Ȧ明律法的真ȼ。 {DA 307.4}

上帝因
ĺ人类，所以将他的神圣律法ɩƓ我�，
要保Ï我�不食罪的³果，他将公的原<
\示Ɠ人。律法是上帝意念的\示。我�在基督里接受了律法，律法就成了我�的意念，足以使我
�超脱本性中的情欲和偏向，超脱那引Ȥ我�犯罪的Ȓ探。上帝
要我�得到幸福，就ɩƓ我�律
法的ǸȎ，使我�因遵守律法而得到喜�。在耶Ť降生ó，天使歌唱Ȧ： {DA 308.1}

“在至高之|荣耀¨与上帝，在地上平安¨与他所喜悦的人。” 路加福音2:14天使的歌声，就是宣
布耶Ť要使律法
大
尊。 {DA 308.2}

在西奈山宣布律法ó，上帝已将自己品格的圣洁向人ö明，叫人相形之下，能看出自己充Ĩ了罪
³。上帝把律法÷Ⱥ他�，是要叫他�知罪，表明他�需要一位救主。
要ʒ到ʖ目的，就必˫有
圣灵将律法的原<ʳ刻在人心中。直到如今，ʖ˩工作ʕ是律法所要做的。律法的原<，已在基督
的生活中ö明。当上帝的圣灵感化人心、基督的光ö明人需要他那使人洁8的血和使人称的
ó，律法仍是引我�到基督面前“Ǹ蒙的�傅”，使人因信称。“耶和M的律法全}，能Ǖ醒人心。”
ȓ篇19:7 {DA 308.3}

耶ŤȦ：“就是到天地都¥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去，都要成全。”在天空照耀着的太阳
和人�所居住的大地，都是上帝的ǩȇ，ȇ明他的律法是不X的，永久的。Ɓ使太阳和地球¥去，
上帝的律法仍将永存。“天地¥去ʇ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ʕ容易。” 路加福音16:17 那些指明耶Ť

上帝羔羊的种种˱表性的制度，在耶Ť被ʦ死ó都要¥去。但是十ȟ的律法却像上帝的宝座一ą，
是永不更改的。 {DA 308.4}

因
“耶和M的律法全}”，所以凡与律法相背的，就是邪³。那些不˪从上帝的ȟ命，又教Ǹ人
ʖą作的人，

309

一概要被基督定
有罪。救主˪服的生活Ĩ足了律法的要求，并ȇ明人类遵守律法是可能的；而
且也ö明˪服的人所能造就的高尚品格。凡像他一ą˪从的人，也能一ą宣称律法是“圣洁、公、
良善的” ƶ̎�7:12。反ʓ来Ȧ，凡是ʙ背上帝ȟ命的，就是ɯ同撒但所Ȧ：律法是不的、是不可
能遵守的Ȗ。ʖą，他�就是附和那大仇ð的Șǲ，而侮辱上帝的尊�，他�是那首先背叛上帝律
法的³者的儿女了。倘若£ǿ他�ʗ入天国，他�必把不和睦及叛逆的精神 ʗ去，以致危害全宇
宙的安宁。凡故意无ǭ律法中任何一条原<的人，都不得ʗ天国。 {DA 308.5}

拉比�以
自己的是他�ʗ天国的通行ȇ，但基督Ȧ它不够，也不配。法利ɮ人的只限于外
表的礼�和�真理的理ȁ知Ȋ。拉比�自称圣洁，因他�已靠自己的能力守了律法；但他�的行




4/7/13 7:52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150 of 429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36&start_paragrap…003633895&finish_paragraph=1003637983&references=1&pagebreaks=1

把公同宗教分割开了。他�虽�守�礼，但在生活上，他�是邪淫卑鄙的。他�的所ȹ公，永
不得ʗ天国。 {DA 309.1}

在基督的ó代，人心最大的迷惑是以
��承Ǵ真理就能称。但人类一切的ƍ̟ȇ明，O有真
理的理ȁ知Ȋ是不能救人的，也不能Ɛ出公的果子来。�神学真理Wĸ心者，往往倒要�生活上
表Ņ的�˞真理表示忌恨。因此世界史上最黑暗的篇幅，充Ĩ了狭隘的宗教家所犯罪³的ǻ©。法
利ɮ人自称是�伯拉罕的后裔，并以上帝所交托他�的圣言自豪，但ʖ些!点未能保守他�脱离自
私、³毒、ɓ婪和最卑劣的&善。他�以
自己是世上最"大的宗教家，Ɛ果，他�之所ȹ正Ɨ信
仰，反使他�将荣耀的主ʦ死在十字架上。 {DA 309.2}

ʖ种危ˡ今日依然存在。ǿ多人因
只ɯ同某种教，就Ǵ
自己是当然的基督徒，却没有在生
活上�践真理。他�不ŭ信真理，ĸĺ真理，

310

就没得到那因真理使人成圣而来的能力和恩典。人尽可承Ǵ真理、相信真理，但真理若不使他�
成
ȕ�、仁慈、忍耐、忠厚，及有属天的Ǫ点，那么ʖ真理�他�反成了一种咒ȉ，并因他�的
影响，�世界也是一种咒ȉ。 {DA 309.3}

基督所教Ǹ的公，是使人的心灵和生活符合上帝所\示的旨意。有罪的人只有相信上帝，并与
他保持密切的ƾƔ才能成
人。而真�的敬虔就必提高他�的思想，使他�的人生高尚。同ó外
表的宗教形式就与信徒内心的圣洁相£。ʖą，所ǫ定侍奉上帝的礼Ǒ就不是无意的�式，像假
冒
善的法利ɮ人的形式主那ą。 {DA 310.1}

ʖó，耶Ť逐条ȁ到ȟ命，Ȧ明其要求的深广程度。他不但一点没有削弱律法的威力，反而ö明
了其原<是何等�广，并暴露了犹太人徒重外表˪从的致命ʾȣ。他宣称，心中的³念或眼中的淫
色都是ʙ犯上帝律法的。人若与一点不的事有份，就是犯了律法，并Ɏ坏了自己的道德。ȵü必
先在心中蓄意。凡心存仇恨的人，就已ƍ走上了ü人的路，而且他所献的祭物，也是上帝所憎³
的。 {DA 310.2}

犹太人养成了一种Ð复的心理。由于仇恨ƶ̎人，他�常W出苛刻的咒̛，表Ņ了使撒但Ĩ意的
性情。如此，他�就ǸƆ自己去做那³者̓使他�去做的一切可怕的事。在法利ɮ人的宗教生活
中，没有能使外邦人仰慕的敬虔的美德。耶ŤD他�不要自欺，以
可在心里仇恨U迫他�的人，
并渴望
自己伸冤。 {DA 310.3}

固然，有一种À怒是正当的，即基督的門徒亦在所ˣ免。当他�看到了上帝被藐ǭ，他的工作被
Ďɀ，无辜的人被U迫，就不由得有一种À激G他�的心。ʖą的À怒，是出于敏ʽ的道德Ǫ
念，并不是罪。但是，那些每每自以
受人触犯而任性ĪW怒气或À恨的人，是向撒但开了心門。
倘若我�要与上天和ȷ，就必˫除掉³毒和仇恨的心。 {DA 310.4}

救主更ʗ一步Ȧ：“所以，你在祭v上献礼物的ó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怨，就把礼物留在v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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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有ǿ多人ĸ衷于宗教礼拜，而在他�和弟兄中ˎ却存有可以解
除的不愉快的隔˓。上帝要他�尽力恢复友好。他�若不如此行，上帝就不能悦ƀ他�的奉献。基
督徒在同人和好的事上所£尽的本分，ʖ就清楚地指明了。 {DA 310.5}

上帝不断ɩ福与 人，“他叫日~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Ɠ人，也Ɠ不的人。”“他恩待那忘
恩的和作³的。” 路加福音6:35。他嘱咐我�要像他一ą。耶ŤȦ：“咒ȉ你�的，要
他祝福”；“恨
你�的要待他好”。“ʖą，就可以作你�天父的儿子。”ʖ就是律法的±ſ，也是生命的泉源。 {DA

311.1}

上帝
儿女所定的理想，ʘ超ʓ人所能想到的最高Ă准。“所以你�要完全，像你�的天父完全一
ą。”ʖ道命令就是个£ǿ。救ɧ的ǲ划要把我�从撒但的权J下完全拯救出来。基督要使心灵痛悔
的人从罪³中ª底分离。他来，是要除į魔鬼的作
；并派圣灵住在每个悔罪者心中，保守他不犯
罪。 {DA 311.2}

不可以撒但的J力
行ʾ事的借口。自称跟从基督的人，�自身品格的缺点若作什么推ȭ，撒但
就Č欣雀ɴ。因
使人犯罪的正是ʖ些推ȭ之辞。犯罪是不可原ȱ的。上帝的每个儿女，凡是信而
悔改的，都能ʒ成圣洁的性格和基督化的人生。 {DA 311.3}

基督徒品格的理想Ă准，是完全基督化。人子在他的生活上如何完全，他的門徒在他�的生活上
也当如何完全。耶Ť在凡事上都与他的弟兄相同。他成了肉身，与我�一ą。他也̂̋、口渴、疲
I、靠食物养生，靠睡眠恢复精力。他与人类共甘苦，同ó他是ž洁无瑕的上帝的儿子。他是成了
肉身的上帝；他的品格必˫成
我�的品格。上帝ȁ信他的人Ȧ：“我要在他�中ˎ居住，在他�中
ˎ来往。我要作他�的上帝，他�要作我的子民。” 哥林多后�6:16 {DA 311.4}

基督就是古ó雅各在梦中所ǩ的梯子，ʖ梯子立在地上，˨~直ʒ天庭荣耀的大門。如果ʖ梯子
缺了一ż而不能接通天地，我�就必į亡。基督竟�自来到我�ʖ里。他取了我�的人性而得了
ǅ，

312

使我�能因取他的神性而得ǅ，他成了“罪身的形状” (ƶ̎�8:3），ʓ了无罪的生活。如今他一
面以他的神性握住天上的宝座，一面以他的人性接触我�。他嘱咐我�因信他而ʒ到上帝品德荣耀
的Ă准。故此，我�要完全，正像我�的“天父完全一ą”。 {DA 311.5}

耶Ť已ƍȦ明何
公，他指出上帝
公的根源，Ņ在他又ʀ而ȁ到人生�˞的F。他Ȧ，
施舍、祈祷、禁食都不£是沽名ʧ誉的�G。施舍当出于至ȕ，使困苦ɔ乏之人受惠。祈祷ó，心
灵F要与上帝ē通，禁食ó不要垂~�气，一心想到自己。法利ɮ人的心田，是荒ǒ不毛之地，上
帝生命的种子不能在其中生ˈ。惟有毫无保留地献身与上帝的人，才能从事最蒙上帝悦ƀ的工作。
人通ʓ与上帝交通而成
他的同工，才能向世人ö示他的品德。 {DA 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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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ȕ心的服F必大得Ðɨ：“你父在暗中察看，必在明|Ð答你。”我�的品格是靠基督的恩
典，在生活中建成的。于是，人类心灵元始的!美就ĥĥ恢复，基督品德的属性移植到我�身上，
上帝的形象便开始映Ņ。凡与上帝同工同行的男女，他�ǉ上必流露天上的平安，他�周pńƑ着
天庭的气氛，在ʖ班人，上帝的国已ƍ�Ņ了。他�有基督的喜�，就是
人群造福的喜�。他�
有蒙主任用的光荣，上帝委任他�，奉他的名去作他的工。 {DA 312.2}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侍奉上帝不可分心。圣ƍ的信仰不是ǿ多影响力之一，它的影响
力必˫超乎一切之上，ɘ乎一切之中，并控制一切其它影响力。它不ț像用˺色一ą，ʖ里一笔，
那里一笔涂在画布上；却要弥漫于整个人生，像一t布浸在˺料中，把一�一ƨ都染上不褪的色
彩。 {DA 312.3}

“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 ̎太福音6:22, 23 意志的�一
和u定，是向上帝˳受真光的条件。愿意ǴȊ真理的人，必˫甘心接受真理所ö示的一切，决不能
与ʾɄ妥N。

313

人若犹豫不决、不冷不ĸ地效忠真理，就是随从了ʾɄ的黑暗和撒但的迷惑。 {DA 312.4}

世俗化的机会主与不偏不倚的正原<，决不能像虹霓的彩色一ą互相ȯ和。永生的上帝在ʖ
二者之ˎ已ƍ划了一条清楚的界ƅ。基督的形像与撒但丑¯之不同，犹如日中之与午夜。惟有全心
全意度基督生活的人才是他的同工。人心中若保留一点罪³，生活上保留一件ʾ行，<身心全Ē
ţ，那人就成了不的工具。 {DA 313.1}

凡蒙Óʜ
上帝服F的人，就当信靠他的照˭。基督指着天空的̪́和野地的百花，叫他的听 
思考上帝所造的ʖ些物类。他Ȧ：“你�不比̪́ɛ重得多[？”上帝�任何受造之物所有的关®，根
据其在万物中的等ż而不同。一只小麻雀也是上天所眷˭的，遍Ĩ田野的百花，ƟƟ如茵的ơ草，
都分享着天父的眷˭；那位卓越的美û大�，竟
百合花ɞ了心思，使它比所ƶ門的荣M更美。ʖ
ą看来，人既是上帝的形像和荣耀，上帝�不更要看˭他[？上帝渴望他的儿女能在品格上表Ņ他
的形像。太阳的光ƅ怎ą将各种̨Ǐ的色ĘƓ予花卉，照ą，上帝也将自己品德的美Ɠ予世人。 {DA

313.2}

凡ʜ×基督的仁ĺ、公、和平之国、并重ǭ天国超ʓ一切者，就是与上天ƾƔ。今生所需的种
种恩惠，都是他�的。在上帝的生命册中，我�各人都有一˧。ʖ一˧ǻʆ我�一生Ȝƈ的T史，
ʚ~W也都数ʓ了。上帝的儿女是决不会被上帝ʟ忘的。 {DA 313.3}

“所以，不要
明天Ǣ”，我�要一天一天地跟从基督。上帝并不在今天ɩ下明天的帮助。他并
不将人生全部行程的指南一次性地指示Ɠ他的儿女，以免他�惶惑失措。他只将他�所能ǻ住、能
�行的指示他�。他所ɩ的能力和智慧，是
£付当前的急需。“你�中ˎ若有缺少智慧的，”
今天
用的智慧“£当求那厚ɩ与 人、也不斥Ɍ人的上帝，主就必ɩƓ他。” 雅各�1:5 {DA 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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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你�不要ȁ断人，免得你�被ȁ断。”你�不要以
自己比别人强，立自己作别人的法官。你�
既不能辨明他人的G机，就不要ȁ断他人。批Ȉ人就是定自己的罪，因
你表明自己参与了那控告
弟兄者撒但的工作，主Ȧ：“你�±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Ȓ̟。”ʖ是我�的本分。“我
�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 哥林多后�13:5；哥林多前�11:31 {DA 314.1}

好Ą必Ɛ好果子。若是果子不好吃，没有用|，那Ą也一定是坏Ą。品性的!劣和心û的好坏，
也可凭他一生Ɛ的果子来ȇ明。好行
固然不能á取救恩，但它却是凭ĺ心行事和有清洁之心者的
信心的ȇ据。永ʘ的Ðɨ虽不是因我�的功德而ɩ的，却要按我�靠基督的恩典所成就的工作多少
而分配。 {DA 314.2}

ʖą，基督便W表了他国度的原<，并ö明ʖ些原<就是人生的指南。随后他又Ǽ了个比i来加
深ʖ教Ǹ�人的印象。他Ȧ，你�OO听我ǼȖ是不够的。你�必˫遵着�行，将我的道作
你�
品性的基ş。自我不ʓ是一片流沙。若是你�建造在人的理ȁ和巧ǲ上，你�的房屋就必倒塌，就
必被Ȥ惑的狂˾、Ȓı的暴雨冲去。但我�你�所Ǽ的道是永存的。你�要接受我，在我的道上建
立根基。 {DA 314.3}

“所以，凡听ǩ我ʖȖ就去行的，好比一个ƿ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吹，撞着
那房子，房子±不倒塌，因
根基立在磐石上。” {DA 314.4}

315

第三十二章 迦百农的百夫长

本章根据：̎太福音8:5－13； 路加福音7:1－17 {DA 315.1}

基督曾在医治一个大臣的儿子ó�他Ȧ：“若不看ǩ神迹奇事，你�±是不信。” Ż翰福音4:48 基
督本国的人竟要求ʖ些外表的凭据来ȇ明他是弥ɮ�，ʖ很使他$心。耶Ť一再�他�的不信表示
¹异。可是那来ǩ他的百夫ˈ的信心竟使耶Ť感到¹奇。百夫ˈ�救主的能力毫无®疑，甚至没有
求他�自去行神迹。他Ȧ：“只要你Ȧ一句Ȗ，我的仆人就必好了。” {DA 315.2}

百夫ˈ的仆人患了ŏō症，病入膏肓、奄奄一息。在ƶ̎人中，仆人就是奴隶，可以在市s上�
ʗP出，也可任意虐待侮辱，但是ʖ位百夫ˈ待他的仆人却很慈ĺ，盼望他能痊愈，也相信耶Ť能
治好他。他虽然没有ǩʓ救主，但所听ǩ的消息鼓舞了他的信心。Ɓ使犹太人的形式主那么�
重，ʖ个ƶ̎人依然深信犹太人的宗教比自己的宗教!越。在他自己的思想上，已ƍ消除了那在征
服者与被征服者之ˎ造成隔˓的民族偏ǩ和仇恨。�敬拜上帝的礼，他表示尊重；�敬拜上帝的犹
太人，他也ó常!待。根据他所ǩ的，他已在基督的教Ǹ中看出了能Ĩ足心灵需要的真理。于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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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所有的属灵意Ȋ都响£了救主的教Ǹ。但是他ǯ得不配来到耶Ť面前，所以托犹太人的ˈ老�
来求耶Ť医治他的仆人。他想，ˈ老�既ǴȊ那位大教�，

316

就必知道用什么方法去ȸǩ他，才能得到他的垂˭。 {DA 315.3}

耶Ťʗ了迦百7，就有ˈ老�所派的几位代表前来迎接，向他Ȧ明百夫ˈ的要求。他�²求他
Ȧ：“你Ɠ他行ʖ事是他所配得的。因
他ĺ我�的百姓，Ɠ我�建造会堂。” {DA 316.1}

耶Ť立刻往百夫ˈ家里去，因
人多ÔÜ，走得很慢。他来的消息就在前面#开了。百夫ˈ因自
ǯ卑微，于是又托人去�耶ŤȦ：“主啊，不要IG，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可是救主照旧前
去。最后百夫ˈ只得冒昧地来到他面前，把没有Ǽ完的ȖȦ出来，“我也自以
不配去ǩ你。只要你
Ȧ一句Ȗ，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
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ʖ个Ȧ：‘去！’他就去；�
那个Ȧ：‘来！’他就来；�我的仆人Ȧ：‘你作ʖ事！’他就去作。”我代表的是ƶ̎的政权，我的士兵
把我的权威当成至高无上的；正如你代表无Ŧ尽的上帝的能力一ą。一切受造之物都服从你的吩
咐，你若是命令疾病退去，疾病自必遵从，你若是吩咐天上的使者，他�就必行使医治之能。只要
你Ȧ一句Ȗ，我的仆人就必好了。 {DA 316.2}

“耶Ť听ǩʖȖ，就希奇他，ʀ身�跟随的 人Ȧ：‘我告Ȍ你�：ʖ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
中我也没有遇ǩʓ。’”他又�百夫ˈȦ：“‘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Ɠ你成全了。’那ó，他的仆人就
好了。” {DA 316.3}

那些在基督面前推荐百夫ˈ的犹太ˈ老�，

317

ʖ次ö明他�是多么缺少福音的精神。他�没有ǴȊ到我�˳受上帝恩典的唯一理由，就是我�
迫切的需要。他�反而 着自以
的心称ɯ百夫ˈ，因
他曾!待“我�的百姓”。但是百夫ˈ却
Ȧ，自己是“不配的”。他的心已受了基督恩典的感G。他看到自己不配，但也不怕去求帮助。他ǯ得
自己的所ȹ良善是靠不住的，他自身迫切的需要就是求助的理由。他的信心抓住了基督的真身分。
他不但相信他是善行神迹的人，并且相信他是人类的良友，人类的救主。 {DA 316.4}

每个罪人，都可以ʖą来就基督。“他便救了我�，并不是因我�自己所行的，乃是照他的怜
¸。” 提多�3:5 当撒但来�你Ȧ，你是个罪人，不可指望从上帝那里˳受恩惠ó，你告Ȍ他，基督
到世上来就是
救罪人的。我�本没有什么足以博得上帝喜悦的地方，但我�Ņ在和永ʘ能提出²
求的原因，是因我�|于全无依靠，非有上帝救ɧ大能的帮助不可的地位。我�既然完全放弃依仗
自己的心，就可以望着髑̤地的十字架Ȧ： {DA 317.1}

我手未 ɧ罪价；
只有ŷ靠主十架。 {DA 3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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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弥ɮ�的工作，犹太人从小就受ʓ教育。先祖和先知受灵感ó所Ǽ的Ȗ，献祭礼Ǒ所˱表的
教Ǹ，都是他�的教材。但他�置真光于不˭，如今就更看不出耶Ť有何可羡慕之|了。但那百夫
ˈ生在异教之邦，在ƶ̎帝国拜偶像的社会中受教育，又受ʓ6事ǸƆ；他的ń境和教育明ö地不
容他有什么属灵的生活，再加上犹太人排斥ƶ̎人，ƶ̎人ʅǭ犹太人的影响，ʖą的一个人，居
然ʕ能ǴȊ到�伯拉罕的子�所看不到的真理！他并没有等着看犹太人自己是不是接受那自称
他
�弥ɮ�的主。那“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的真光(Ż翰福音1:9）照到他身上ó，他虽然相隔很ʘ，
却辨Ǵ得出上帝儿子的荣光。 {DA 317.3}

�于耶Ť，ʖ是福音在外邦人中将要作成之工的˱Ņ。他高兴地展望到将来万国万民都必聚集在
他国中的日子，却十分愁地向犹太人形容他�拒ƕ恩典的Ɛ局：

318

“我又告Ȍ你�：从�从西，将有ǿ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惟有本
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ʑ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了。”哎！Ņ今不知有多少人，也在准}遭
受ʖ同ą致命的失望啊！在异邦黑暗之地有人接受主的恩典，而素称
基督教国家里的人，竟不知
有多少受了真光的照耀反而置之不˭！ {DA 317.4}

站在迦百7外二十多哩路的高原上，居高	下，俯瞰�广的耶斯列平原，˾景ƕ妙。那里有个名
叫拿因的村庄，耶Ť接着往那里去。ǿ多門徒和其他人都跟着他。沿路有人来要听他仁慈怜¸的
Ȗ，或把病人 来Ȩ他医治，并ó刻希望ʖ位掌握奇能的耶Ť宣布自己
以色列的王。群 ÔÔÜ
Ü地跟着走来，他�都 着愉快的期望，跟着耶Ť从石径上向那山村的城門走去。 {DA 318.1}

他�走近村子ó，ǩ一送č的˛伍正由村門口出来，$Ʀ慢地往坟地走去。前面敞着的担架上
放着一具尸体。周p送č的人ʑ走ʑ哭。全村的人似乎都在哀悼死者，安慰悲$的家属。 {DA 318.2}

ʖ是一幅很能引起同情的景象。死者是个独子，而他的母�又寡居。要埋到坟地去的，是ʖ孤苦
伶仃的�人的儿子，她的唯一依靠和安慰。“主看ǩ那寡�就怜¸她。”她ʑ哭ʑ走，没注意到主。于
是主走近她身旁，ʅʅ地�她Ȧ：“不要哭！”耶Ť即将使她的$X
喜�，ʕ忍不住Ȧʖ句温慈同
情的Ȗ。 {DA 318.3}

耶Ť“ʗ前按着杠”；他即使与死者接触，也不会受Ē染。抬架者站住了，送č者的哀哭止息了。
跟随耶Ť的人群和送č的行列p在担架左右，在ƕ望中似乎看到一ƅ希望。ʖ里有一位曾̓除疾
病，Åǅ鬼魔，那么，死亡是否也在他的支配之下呢？ {DA 318.4}

“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耶ŤȦʖ句Ȗ的声音是洪亮而 有权威的，直ɘ死者的耳鼓。那少年
人Ř开了眼睛。耶Ť拉他的手，扶他起来。他一起来，看ǩ在旁ʑ哀哭的母�。母子¹喜交集，Ô
抱痛哭。周p的人群都目瞪口呆地望着他�。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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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都¹奇，”̮雀无声地ǀ立片ó，犹如站在上帝面前。然后他�“¨荣耀与上帝Ȧ：‘有大先知
在我�中ˎ兴起来了！’又Ȧ：‘上帝眷˭了他的百姓！’”于是送č的行列X成了9旋˛伍回到拿因。
“他ʖ事的˾声就#遍了犹太和周p地方。” {DA 318.5}

在拿因城門口，站在那悲$的母�身ʑ的耶Ť，Ņ今依然停在每个守灵哀哭的人旁ʑ。�我�的
悲$，他极表同情。他那ĺ人怜¸人的心，是一˸永不改X的仁慈之心。他叫死人复活的Ȗ，Ņ在
不比他�拿因少年ȦȖó少一分效力。他Ȧ：“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ɩƓ我了。” ̎太福音28:18 ʖ
权柄ƕ不会随�月而消逝，也不因他丰Ĩ盈溢的恩典不住地沛降而耗尽。�一切信靠他的人，今日
他依然是活的救主。 {DA 319.1}

320

耶Ť把儿子交ʕ母�ó，她的$立óX
喜�。然而那少年人只不ʓ重新得到了属世的生命，
ʕ要忍受人ˎ的Ķ¶、I苦和危ˡ，ʕ得在死亡的权J下ƍʓ。但耶Ť以Ĩ含无限希望的信息，来
安慰我�因�失�友的$，Ȧ：“我曾死ʓ，Ņ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ʘʘ，并且拿着死亡和阴ˎ
的ʪ匙。”“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ą�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藉着死，Ɏ坏那掌死权的，就是
魔鬼，并要ʣ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
奴仆的人。” \示©1:18；希伯来�2:14, 15 {DA 320.1}

上帝的儿子吩咐死人复活ó，撒但不能把他�扣留在他的权下；他也不能把一个因信而˳受基督
大能之道的人扣留在灵性的死亡中。上帝正向一切死在罪中的人Ȧ：“你ʖ睡着的人当醒ʓ来，从死
里复活”（以弗所�5:14），ʖȖ就是永生。上帝的Ȗ，从前怎ą使世上第一个人得着生命，Ņ在能
照ą使我�得生命。从前基督Ȧ一句：“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使拿因的少年重得生命。照ą，他
的Ȗ，“你ʖ睡着的人，当……从死里复活，”�于接受的人也就是生命。上帝“救了我�脱离黑暗的
暗的权J，把我�迁到他ĺ子的国里。” 歌ƶ西�1:13 ʖ一切都是在他的Ȗ中ɩƓ我�的。我�只
要接受他的Ȗ，就必得救。 {DA 320.2}

而且“叫耶Ť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心里，那叫基督耶Ť从死里复活的，也必藉着住在你
�心里的圣灵，使你�必死的身体又活ʓ来。”“因
主必�自从天降	，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ˈ的声
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ʖ活着ʕ存留的人必和他�一同
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ʖą，我�就要和主永ʘ同在。” ƶ̎�8:11；帖撒ƶ尼迦前�
4:16, 17 ʖ就是主嘱咐我�用来彼此D慰的Ȗ。 {DA 320.3}

321

第三十三章 谁是我的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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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根据：̎太福音12:22-50； ̎可福音3:20-35 {DA 321.1}

Ż瑟的几个儿子很不同情耶Ť的工作。有关耶Ť生活和工作的消息#到他�耳中ó，他�感到¹
Ǿ和懊¶。他�听Ȧ他常整夜祷告，白天有大群人p着他，自己ʚ吃̃的工夫也没有。耶Ť的朋友
ǯ得他不停地操I，J必精疲力尽；他�不了解他�法利ɮ人的¯度，有些担心他的理性是否失
常。 {DA 321.2}

耶Ť的弟兄听ǩʖ一切，又听Ȧ法利ɮ人控告他是藉撒但的权柄赶鬼，就深怕自己与耶Ť的�属
关系而名誉受到Ļʚ。他�知道耶Ť的言ȡ和作
，已引起何等的̢G，所以不但�他那大胆率直
的Ȗ表示¹慌，而且因
他指Ɍ文士和法利ɮ人而心中¶怒。他�决定要D阻或强令他停止ʖ种工
作方式；他�ȦG̎利�与他�ƾ合，或ǿ耶Ť看在他敬ĺ的母�的分上，能听他�的D，更Ƀ慎
行事。 {DA 321.3}

在ʖ以前耶Ť行了个神迹，医好一个被鬼附身的又瞎又_的人，法利ɮ人控告Ȧ：“他是靠着鬼王
赶鬼。” ̎太福音9:34 基督清楚地告Ȍ他�：把圣灵的工作¨ȩ撒但，

322

就是自ƕ于ɩ福的泉源。不ǴȊ耶Ť神圣的品德、而曾在言ȡ上干犯他的人，ʕ能得蒙赦免，因

圣灵或能使他�看出自己的ʾȣ而悔改。无ȁ犯了什么罪，只要能悔改相信，所犯的罪就在基督
的血中被洗除了。但是抗拒圣灵工作的人，就是把自己置于无法悔改和毫无信心的地步了。上帝差
圣灵感化人心，但当人故意拒ƕ圣灵，Ȧ圣灵是由撒但而来的ó候，ʖ就是自己切断了上帝与他�
交通的渠道。人若拒ƕ圣灵到底，上帝就不能再
他作什么了。 {DA 321.4}

听到耶Ťʖ个警告的法利ɮ人，自己也不相信自己控告耶Ť的Ȗ。在那些权ɛ中，没有一个不ǯ
得受救主吸引的。他�心中都已听ǩ圣灵的声音，宣称基督是以色列的受膏者，并力D他�作主的
門徒。在主的圣容之前，他�曾ǯ察自己的Ēţ不洁，也曾渴望得到他�自己所不能造就的公。
但在拒ƕ了基督之后，再接受他
弥ɮ�，未免太ˣ堪了。他�既踏上了不信的路，高傲的心就不
容ǿ他�承Ǵ自己的ʾȣ。他�
要避免承Ǵ真理，竟千方百ǲ地想用强暴手段来抗拒救主的教
Ǹ。耶Ť的能力和慈ĺ的明ȇ，使他�老羞成怒。他�不能阻止救主行奇事，不能叫他ˊ口不教Ǹ
人，就想尽E法Ƞ蔑他的
人，歪曲他的言ȁ。然而上帝使人知罪的灵，仍ŷ随着他�。他�
要
抗拒他的力量，就不得不在心中Ą立ǿ多壁y。那能ʔ行在人心上的最大力量，正在与他�相争，
无奈他�不肯˪服。 {DA 322.1}

使人眼瞎或心中=硬的不是上帝。上帝ɩ真光Ÿ正人的ʾȣ，˳人走在安全的路上；人拒ƕʖ
光，才会瞎眼、硬心。ʖ个ʓ程往往是不知不ǯ地逐ĥ形成的。真光来到人心里，有的是藉着上帝
的仆人，有的是藉着上帝的Ȗ（圣ƍ），或由上帝直接的代表圣灵；但人ǩ了一ƅ真光若置之不
理，<他属灵的知ǯ就会麻木，当真光再次öŅó，他就不能像第一次那么Ǵ得清楚了。因之黑暗
逐ĥ增加，直至心灵成了黑夜。当ó犹太˳袖�的情况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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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虽然确信基督有上帝的能力，但
要抗拒真理，就把圣灵的工作¨之于撒但。他�ʖą行，
是有意ʜ×Ʉȣ，向撒但投降；从此就受撒但权力的完全支配了。 {DA 322.2}

基督警戒人不要干犯圣灵，ŷ接着又D人避免ˍȖ和³言。言
心声：“心里所充Ĩ的，口里就Ȧ
出来。”可是，言ȡ不�表Ņ品格，而且有左右品格的力量。人是受自己的言ȡ影响的。往往因一ó
的情感冲G，受了撒但的°恿，就Ȧ出自己并不相信的嫉妒、³意或猜疑的Ȗ来；殊不知ʖȖ会影
响自己的思想。他�被自己的言ȡ所欺，就把撒但唆使之下所Ȧ的Ȗ当真。他�一ƍW表的意ǩ或
决定，往往
高傲的心所阻，不肯收回， 甚至ʕ想ȇ明自己有理，Ɗ至确信自己是�的。Ȧ®疑的
Ȗ是危ˡ的，�上帝的真光表示®疑或批Ȉ，也危ˡ。信口开河和出言不ʝ的批Ȉ�¾能使品格受
其影响，以致养成莽撞无礼和猜疑不信的性格。有不少人放Ɓʖ种�¾，蹈于危ˡ而不自知，久而
久之，养成了批Ȉ指Ɍ的³�，ƙ而W展到拒ƕ圣灵工作的地步。耶ŤȦ：“凡人所Ȧ的ˍȖ，当�
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
要凭你的Ȗ定你
；也要凭你的Ȗ定你有罪。” {DA 323.1}

于是耶Ť�那些受他感G、�于听他的Ȗ、但ʕ未立志献身Ɠ圣灵居住的人，又加了几句警告的
Ȗ。一个人的į亡，不�是由于抗拒圣灵，而且ʕ是由于自己的疏忽。耶ŤȦ：“Ē鬼离了人身，就
在无水之地ʓ来ʓ去，�求安歇之|，却�不着。于是Ȧ：‘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
看ǩ里面空ˍ，打Ê干8，修̅好了，便去另 了七个比自己更³的鬼来，都ʗ去住在那里。” {DA

323.2}

基督在世ó，ǿ多人像今日一ą，úó脱离了撒但的ʎ制，因上帝的恩典，从控制他�心灵的Ē
鬼权下ʣ放出来。

324

他�在上帝的ĺ里喜�；可是，正像基督在比i中所Ǽ的那撒在石~地上的种子，他�没有留在
他的ĺ中，没有天天献身与上帝，使基督得以住在他�心中；及至先前的Ē鬼“ 了七个比自己更³
的鬼”卷土重来ó，他�就完全被罪³的J力所控制。 {DA 323.3}

当人¨从基督ó，就有新的能力来支配他的新心，使他W生ƕ非自己所能成就的改X。ʖ改X是
超自然的工作，Ɠ人本性上加了超自然的成分。人投靠基督，便成了基督在叛逆的世界上所Ȅ置的
堡y。他定意：除他以外，不容ǿ其它权威存在其中。像ʖ种由上天权力所保Ï的人，撒但是攻不
破的。我�若不将自己交Ɠ基督管理，就必被那³者控制。如今有两大J力正在争�世界的主权，
我�J必受其中之一的管ʎ。若要受黑暗之国的管ʎ，就无需主Gʜ×；只要疏忽与光明之国携手
就够了。若不与天庭合作，撒但就必占据我�的心，使之成
他的住所。抵御罪³的唯一保障，就
是因信基督的，而有基督住在心里。我�若不与上帝密切ƾƐ，就不能抵御�ĺ自己、放Ɓ私欲
和罪³Ȥ惑的邪³影响。我�或ǿ能除掉ǿ多³�，也能úó与撒但ƕ交。但我�若不ó刻献身与
上帝，同他建立牢不可破的ƾƔ，就必被撒但所ǅ。我�若不�自ǴȊ基督，与他不断来往，Ɗ究
必|在仇ð权下，照他所吩咐的去行。 {DA 3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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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ŤȦ：“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ʖ邪³的世代也要如此。”人心地=硬，再没有比ʅ
ǭ慈ĺ的邀Ȩ和干犯施恩之圣灵的人更甚了。干犯圣灵最常ǩ的表Ņ，就是倔ľ地蔑ǭ上天召b人
悔改的呼声。拒ƕ基督一步，就是走向拒ƕ救恩和干犯圣灵一步。 {DA 324.2}

犹太人拒ƕ基督，Ɗ于犯了不可赦免的重罪；我�因拒ƕ慈ĺ的邀Ȩ，也会ʶ成同ą的大ʾ。

325

不肯听从基督所委派的使者，而听从那想引人离弃基督的撒但的爪牙ó，我�就是在侮辱生命之
君，就是在撒但的会中和全宇宙面前羞辱基督。人ʖą做下去，就不得希望或赦免，Ɗ必�失一切
愿与上帝和好的心意。 {DA 324.3}

耶Ť教Ǹ人ó，門徒来Ð信Ȧ，他母�和弟兄在外ʑ，要与他ȦȖ。耶Ť知道他�的心事，就回
答Ȧ：“Ȯ是我的母�？Ȯ是我弟兄？”就伸手指着門徒Ȧ：“看哪，我的母�，我的弟兄。凡遵行我
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了。” {DA 325.1}

凡因信而愿接受基督的人，都同他有一种比人ˎ�情更密切的关系。他�与他合而
一，正像他
与父合而
一一ą。他的母�若能相信并�行他的Ȗ，<与他在救ɧ上的关ƾ，会比肉身的母子关
系更
密切。耶Ť的弟兄若不接受他
他�个人的救主，那么虽与他有弟兄的关系，也得不到什么
益|。 {DA 325.2}

基督属世的�属若相信他是从天上来的，并与他同作上帝的工，基督将得到何等的帮助啊！他�
的不信在耶Ť的人ˎ生活上投下了一片阴影。ʖ也是他
人类所喝苦杯中的一口苦汁。 {DA 325.3}

326

人心�福音所®的ð意，是上帝的儿子所深深感ǯ得到的；而最使他痛心的，是他自己家中也有
ʖ种Ņ象。他心中充Ĩ了仁ĺ，并体会到家庭关系的�切；可是他的弟兄要他依从他�的主¦；若
依着他�，那就必与他神圣的使命背道而̒。他�Ǵ
耶Ť需要他�指教，他�用俗人的眼光来批
判他，Ǵ
只要他Ǽ文士和法利ɮ人中意的Ȗ，就能避免不愉快的争ȁ。耶Ť自称有神圣的权威，
并当面斥Ɍ拉比�的罪³，他�就Ǵ
他是精神ʾ乱了。他�知道法利ɮ人在找把柄要控告他，就
ǯ得他已ƍƓ了法利ɮ人充分的机会。 {DA 326.1}

他�短浅的尺度怎能Ĝ量基督所要成全的使命呢？故此在他的Ȓı中，他�不能同情他。他�那
粗̧无礼、毫不体ȱ的Ȗ，ö明他�未曾确�ǴȊ到耶Ť的品格，也没有辨明他是兼有人性与神性
的。他�常ǩ他Ĩǉ愁容，可是他�在¯度和言ȡ上非但没有安慰他，反而$了他的心。他那敏感
的天性受了$痛，他的G机被人ȣ会，他的工作没有人理解。 {DA 326.2}

耶Ť的弟兄往往提出法利ɮ人那种ˠ腐不堪的哲学，以
自己可以教Ǹ那明白一切真理并洞悉一
切奥秘的主。他�任意否定自已所不明白的事物。他�的Ɍˣ使耶Ť听了ǯ得心痛苦。他�自称
信仰上帝，以
自己是在ƞÏ上帝，而成了肉身的上帝正住在他�中ˎ，他�竟不ǴȊ他。 {DA 3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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ʖ些事使耶Ť所走的路布Ĩ了荆棘。家人的不理解和不体量使耶Ť非常$心，所以来到没有ʖ种
情形的地方，就ǯ得松快多了。有一Æ人家是他喜Č去的，就是拉撒路、̎利�和̎大的家。在那
有信心和ĺ心的气氛中，他的精神得着安息。然而在地上没有一个人能体会到他神圣的使命，或明
白他
人类所挑的重担。往往只有他在独自与天父交往ó才能得到安慰。 {DA 326.4}

327

蒙召
基督受苦，甚至在自己家里也遭受ȣ会和猜忌的人，若想到耶Ť也曾忍受ʓ同ą的苦，就
可得安慰了。主向他�G慈心，D他�以他
知己，学他的ą式，在与天父交通中找到欣慰。 {DA

327.1}

凡接受基督
救主的人，必不至被撇下
孤儿，独自£付人生的考̟。基督接受他�
天上家庭
的一分子，嘱咐他�称他的天父
他�的父。他�是上帝的子女，是上帝所疼ĺ的，与上帝有最�
密的永恒关系。上帝�他�有无限的温柔与慈ĺ，与地上的父母�ʃ弱无助的�儿所有的怜ĺ相
比，有天壤之别。 {DA 327.2}

基督与他子民的关系，在上帝
以色列人所定的律法中，有个美妙的例ȇ。当一个希伯来人因ɔ
Ŧ不得不XP祖#的��，或P身
奴后，ɧ回他和他��的Ɍ任，就落在他至近的�属身上。 利
未ǻ25:25, 47-49；路得ǻ2:20 照ą，ɧ回我�和我�因罪而�失的��的Ɍ任，就落在我�“本家
的近支”基督身上。
了ɧ我�，他成了我�的�人。救主比父�、母�、兄弟、朋友、ĺ人ʕ�。
他Ȧ：“不要害怕!因
我救ɧ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我看你
宝
尊，又因我ĺ
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á你的生命。” 以ɮ��43:1, 4 {DA 327.3}

基督ĺ那些ńƑ他宝座的天使。但他
什么用那么大的ĺ来ĺ我�呢？我�不能理解；但我�在
自己的ƍ̟上确知ʖ是真的。如果我�与基督�有�属关系，就£以何等�切的感情来善待我�主
内的弟兄姊妹啊！我�ˣ道不ț火急地承Ǵ我�的神圣关系[？我�既被收
上帝家里的人，�不
£当尊敬我�的父和我�的�属[？ {DA 327.4}

328

第三十四章 救主的邀请

本章根据：̎太福音11:28-30 {DA 328.1}

“凡I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ʖ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 {DA 328.2}

ʖ几句安慰的Ȗ，是耶Ť�跟从他的 人Ȧ的。救主曾Ȧ，人只有藉着他，才能ǴȊ上帝。关于
他的門徒，他也Ȧʓ，他�已ƍ得到有关天上事物的知Ȋ。此外，他没有Ƿ任何人感ǯ到他�被排



4/7/13 7:52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161 of 429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36&start_paragrap…003633895&finish_paragraph=1003637983&references=1&pagebreaks=1

斥在他的照˭和ĺÏ之外。凡I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他ʖ里来。 {DA 328.3}

文士和拉比�尽管�格Ƀ守宗教的礼Ǒ，ʕ是感到一种心灵的空虚，是¬悔的�式所永不能Ĩ足
的。税吏和罪人表面上虽然ɓĺŹ�、迷恋声色，心里±感到®疑和恐惧。耶Ť看ǩǿ多人意志困
窘，心®重，在世俗的享�中想求得心灵的Ĩ足，便Ȩ他�到他那里得安息。 {DA 328.4}

他慈祥地D那些I苦的人Ȧ：“我心里柔和Ɂ卑，你�当ɉ我的ʁ，学我的ą式，ʖą，你�心里
就必得享安息。” {DA 328.5}

基督ʖ几句Ȗ是�每个人Ȧ的。不ȁ人有无ʖ种感ǯ，他�都是I苦担重担的。他�的肩上都U
着一副惟有基督才能卸除的重担。我�最沉重的担子就是罪。若Ƿ我�自己一直担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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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必把我�U垮。幸�那无罪的一位已ƍ作了我�的替身。“耶和M使我� 人的罪孽都¨在他身
上。” 以ɮ��53:6 他已挑了我�的罪担。他必从我�疲I的肩上接去所有的重ɉ，Ɠ我�安息。
我�Ǣ和悲$的担子，他也替我�承当。他要我�把一切愁ƛ卸Ɠ他，因
他常把我�放在心
上。 {DA 328.6}

我�人类的ˈ兄，Ņ今坐在永生上帝宝座旁ʑ。他垂˭每一个ʀǉ仰望他
救主的人。他从�身
的ƍT中，深知人类的弱点，知道我�的需要，也知道我�所受的Ȓ探主要来自哪里；因
他与我
�一ą，凡事受ʓȒ探，只是他没有犯罪。你ʖÅÅ兢兢的上帝的儿女啊，他正在垂念你！你受了
Ȓ探[？他必拯救你。你ʃ弱[？他必加Ɠ你力量。你愚昧[?他必开�你。你受了>$[？他必医
治你。上帝曾“数点星宿的数目，”但也“医好$心的人，裹好他�的$|。” ȓ篇147:4, 3 他的呼召
是“到我ʖ里来。”不ȁ你有什么Ǣ和Ȓı，尽可以将它é在主面前。主必振�你的精神，使你能u
持下去。他必
你开路，使你得以脱离窘迫和ǎˣ的|境。你越感到自己ʃ弱无能，就越能因主的
力量而X
u强有力。你担子越重，你把它卸Ɠ救主之后，所得的安息就越ǯ可ɛ。基督所ɩ的安
息是有条件的，但ʖ些条件他都清楚地Ȧ明了，而且是人人都能得到的。他告Ȍ了我�Ǜ得他安息
的正确方法。 {DA 329.1}

耶ŤȦ：“你�当ɉ我的ʁ。”ʁ是服F的工具。牛ɉʁ，
了作工；它也必˫用ʁ，作工才有成
效。基督用ʖ比i教Ǹ我�，我�在世上生存一天，上帝就要我�服F一天。我�当ɉ他的ʁ，以
便成
他的同工。 {DA 329.2}


服F而ɉ的ʁ，乃是上帝神圣的律法。上帝"大之ĺ的律法，就是先在伊甸园\示，后在西柰
山˯布，而今新Żó代写在心版上的律法，它使
主作工的人˪服上帝的旨意。我�若随心所欲，
照着自己的意思行事，J必¨入撒但的˛伍，养成他的性情。因此上帝把我�圈在他的旨意之内。
他的旨意是崇高的、尊ɛ的、令人向上的。他要我�耐心而�慎地ɉ起服F的Ɍ任。基督自己在肉
身上ɉʓ服F的ʁ。他Ȧ：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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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上帝啊！我�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 ȓ篇40:8 “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
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 Ż翰福音6:38 耶Ť到地上来舍身受苦，是因

他ĺ上帝，ĸ心求上帝的荣耀，也是因他怜ĺ堕落的人类。ʖ是他人生的原G力，他D我�也要恪
守ʖ个原<。 {DA 329.3}

Ņ今有ǿ多人，因
想ʒ到世俗的Ă准，就I累Ķ躁，精神痛苦。他�ʜ×了世俗的工作，接受
了世俗的Ǣ，染上了世俗的作˾。于是他�的品格受了ß害，人生多了苦¶。他�又因
要Ĩ足
自私的野心和世俗的欲望，竟不惜ʙ背良心，
自己加添悔恨的重担。那种不ˎ断的Ǣ，ű直把
他�一生的精力消耗殆尽。我�的主希望他�卸下ʖ奴役他�的ʁ，来接受他所ɉʓ的ʁ；他
Ȧ：“我的ʁ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ʅ省的。”他嘱咐他�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并£ǿȦ，凡今生
所需用的�西，都必加Ɠ他�。Ǣ是盲目的，不能看透未来的事；惟有耶Ť能从起初看到末后。
在每一次困ˣ中，他都有解救的E法。我�的天父有成千上万帮助我�的方法，是我�所不知道
的。凡以上帝的工作和尊荣
重的人，必能看ǩ困ˣ消散，脚前Ņ出一条平坦的大道。 {DA 330.1}

耶ŤȦ：“你�当……学我的ą式，”“我心里柔和Ɂ卑，……ʖą，你�……就必得享安息。”我�
必˫ʗ基督的学校，学他柔和Ɂ卑的ą式。救ɧ之道，就是ǸƆ人ʗ入天国的Ȭ程。ʖǸƆ能令人
ǴȊ基督，é脱在黑暗之君的学校里所学到的思想、�¾和行
。人的心灵必˫从一切反�效忠上
帝的J力中解脱出来。 {DA 330.2}

基督的心是与上帝完全和ȷ的，所以他有完全的平安。他从来不因人的称ɯ而得意，也不因人的
Ɍˣ而沮�失望。在最强烈的反�和最残酷的虐待之下，他仍然是勇气百倍。但有ǿ多自称
基督
徒的人，因
不敢信ɫ上帝，心中就常焦Ǣ、愁Ķ。他�不把身心完全献Ɠ上帝，惟恐奉献之后，
所Ļʚ的Ɍ任太多了。然而他�若不ʖą献身，就必得不到平安。 {DA 330.3}

Ƿ人不安的，乃是�ĺ自己的心。我�若是从上~生的，就必以耶Ť的心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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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Ť的心使他自己降
卑，以便使我�得救。我�有了他的心，就不会追求高位，而是盼望坐在
耶Ť的脚前，学他的ą式。我�需要明白，自己工作的价.不在于属世的夸耀鼓吹，凭自己的能力
Ţ极活G，大Wĸ心。我�工作的价.，是根据圣灵Ě灌的多少而决定的。信靠上帝促使我�的意
志更圣洁。ʖą，我�就能在忍耐中保全我�的心灵。 {DA 330.4}

把ʁ放在牛身上，是要帮助它ʗ行工作，减ʅ它的重ɉ。基督的ʁ也是如此。当我�的意志完全
符合上帝的旨意，并用他的恩ɩ造福人类ó，我�就会Wǯ人生的担子是ʅ省的。凡遵照上帝的ȟ
命去行的人，就是与基督同行的人，他的内心就在基督的ĺ中得享安息了。摩西曾祷告上帝：“求你
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ǴȊ你。”上帝回答Ȧ：“我必�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上帝又藉着
他的先知�我�Ȧ：“耶和M如此Ȧ：‘你�当站在路上察看，ȅˋ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ˎ；ʖ
ą，你�心里必得安息。’” 出埃及ǻ33:13, 14； 耶利米�6:16 他又Ȧ：“甚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
令，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就如海浪。” 以ɮ��48:18 {DA 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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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相信基督的Ȗ，把心灵交Ɠ他保守，并照他吩咐行事的人，必得平安和康宁。因有耶Ť与他�
同在，使他�快�，世上就没有什么可以叫他�愁的。他�在完全的˪服中就有完全的安息。ƍ
上Ȧ：“u心倚ɫ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
他倚靠你。”以ɮ��26:3 我�的人生或ǿ坎坷
不平，但当我�将自己交托Ɠ智慧的大�之后，他必
我�造成足以荣耀他的人生和品格。而且那
能表Ņ基督之荣耀的品格，必
上帝的�园所接受。将来必有一批新造的人，穿着白衣与基督同
行，因
他�是配得的。 {DA 331.2}

当我�藉着耶Ťʗ入安息ó，天国就此开始了。耶Ť既然Ȧ：“来，学我的ą式，”我�就要接受
他的邀Ȩ；在我�来就耶Ťó，永生便开始了。天国就是藉着基督而不断地�近上帝。我�在ʖ福
�的天国中越久，上帝向我�öŅ的荣耀就越多；我�就能越清楚地ǴȊ上帝，我�的幸福感就越
强烈。当我�今生与耶Ť同行ó，就能被他的ĺ所充Ĩ，并因他与我�同在而心Ĩ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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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血肉之体承当得起的，我�今生都能˳受。但ʖ与来生的福�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他�
在上帝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幕覆庇他�。他�不再̂、不再渴，日~和
炎ĸ也必不$害他�，因
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他�到生命水的泉源，上帝也必擦去他�
一切的眼泪。” \示©7:15-17 {DA 3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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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章 “住了吧！静了吧！”

本章根据：̎太福音8:23-34； ̎可福音4:35-41; 5:1-20； 路加福音8:22-39 {DA 333.1}

耶Ť才ʓ了繁忙的一天。ʖ一天，他在加利利海ʑǼ了最初的几个比i，又用 所周知的�例，
向 人解ʣ了他国度的性ɑ和建立的方式。他曾把自己的工作比作撒种人的工作；把天国的W展比
作芥菜种的生ˈ和酵母在面o中的作用。他又用稗子和撒网的比i来描写人和³人最后的分开。
他教Ǹ中的真理非常可ɛ，已由ˢ藏的ɋ宝和重价的珍珠两个比i表Ņ出来了，他又用家主的比i
教�門徒£如何作他的代表，
他效力。 {DA 333.2}

耶Ť整天Ǽ道，医病，到了傍晚， 人仍然p着他。他天天ʖą
他�服F，ˣ得
自己留下吃
̃和休息的óˎ。法利ɮ人不断地用³意的批Ȉ和Ƞ蔑来ŸƯ他，使他的工作格外ǎ苦。已近日
暮，耶Ť�在疲倦不堪，就决意到湖的�岸找个僻静的去|休息一下。 {DA 333.3}

革尼撒勒的�岸，并非荒无人烟，因
沿湖各|都有村˄；然而与西岸相比就ö得荒凉冷落多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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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的居民中犹太人少而异邦人多，与加利利地少有来往。ʖ正是耶Ť所要找的僻静之所。于是
他叫門徒�陪他同去。 {DA 333.4}

耶Ť遣散 人之后，門徒就JȨ他ʗǍ，急忙开船。然而他�并不能O独开行，因
近岸ʕ有别
的Ħ船。ǿ多跟着耶Ť的人，就上了ʖ些船，仍然ĸ切地要ǩ他，听他Ǽȁ。 {DA 334.1}

ʖó救主才é脱了 人的ÔÜ，并因ʓ于疲乏̂̋，就在船尾ɽ下很快睡着了。那天晚上，本来
是天朗气清，波平如˅的。不料忽然�云四起，狂˾冲出山谷从湖�扑来，猛烈吹向湖面。 {DA 334.2}

那ó太阳早已落山，黑夜Ů罩在怒涛翻ǋ的海上，那被狂˾激起的怒涛，猛烈冲:着門徒的船
只，大有将船吞下之J。那些强壮的Ħ夫�从小就在湖上度日，曾ƍʓ多次˾浪，都平安地度ʓ来
了。可是ʖ次他��在技Ŧ力尽了，在暴˾的控制之下毫无E法，眼看船里的水ĥĥ多起来，就ǯ
得没希望了。 {DA 334.3}

他�只˭�力自救，竟忘ǻ有耶Ť在船上。Ņ在自己的努力既无ĝ于事，生命岌岌可危，他�才
想起那吩咐他�乘船ʓ海的主。他�唯一的希望是耶Ť；他�在无援的ƕ望之中呼叫Ȧ：“夫子，夫
子！”但深沉的黑暗使他�看不ǩ耶Ť。˾暴的呼g掩没了他�的声音。他�也没有听ǩ什么回答。
疑惑和恐惧向他�Ǩ来，ˣ道耶Ť�弃了他�[？那曾制服疾病和鬼魔，ʚ死亡也能ǅʓ的主，Ņ
在竟不能救自己的門徒[？他在他�遭ˣó竟不˭他�了[？ {DA 334.4}

他�再呼叫耶Ť，但除了狂˾的怒吼，没有听ǩ别的回答。他�的船已开始下沉，眼看再ʓ片
刻，他�就必惨遭į˨了。 {DA 334.5}

忽然，一道Ň光透ʓ黑暗，他�看ǩ耶Ť安然睡在那里，并没有被˾浪的翻ǋ所¹G。他�¹奇
而ƕ望地喊着Ȧ：“夫子，我��命，你不˭[？”他�遭遇危ˡ，与死亡Û扎ó，他怎么睡得ʖą香
呢？ {DA 3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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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的呼叫把耶Ť喊醒了。ˉŇ的光照着耶Ť，他�但ǩ他ǉ上有天上来的平安。从他的目光
中，他�看出那忘我而�切的ĺ，于是他�的内心ʀ向他，并呼求他Ȧ：“主啊，救我�，我��命
啦！” {DA 335.1}

从来没有人W出ʖą的呼求而不蒙垂听。正当門徒扶着ċ˱}作最后博斗ó，耶Ť起来了。他站
在門徒中ˎ，那ó暴˾未息，怒涛仍不住地向他�Ǩ来，ˉŇ照亮他的面容。他�起那双常行善事
的手�汹涌的海浪Ȧ：“住了吧！静了吧！” {DA 335.2}

狂˾止息了，波浪也平静了。黑云卷起来，露出ˉˉ星光。小船在平静的海面上ǘ漾自若。于是
耶Ťʀʓ身来，$心地ˋ門徒：“
什么胆怯？你�ʕ没有信心[？” {DA 335.3}

門徒默不作声，ʚ彼得也没W表心中的¹愕；跟耶Ť同在海上遇ˡ的其它船上的人，都曾大大¹
慌失措；但耶Ť的命令使GǘX
宁静。暴˾和怒涛曾把各船聚Ò一起，大家都看ǩ了耶Ť所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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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迹。在暴˾之后的宁静中，他�把惧怕忘掉了。 人低声ƈȡ相ˋ：“ʖ到底是Ȯ，ʚ˾和海也听
从他了？” {DA 3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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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Ť被b醒来£付暴˾ó，心中十分平静。他的言ȡ神¯毫无惧色，因他根本不知惧怕。然而他
的把握并非因
自己掌有全能的力量。他泰然自若，并非因自己是天地海的主。ʖ个权柄他已ƍ放
下了。他Ȧ：“我凭着自己不能作什么。” Ż翰福音5:30 他所依仗的乃是父的权能。他凭信心信上帝
的慈ĺ和眷˭；那平息˾浪的一句Ȗ里的能力，是上帝的能力。 {DA 336.1}

耶Ť怎ą因信依靠天父的保Ï，我�也ț怎ą依ɫ救主的眷˭。如果門徒信靠他，他�就可以蒙
保守得平安。他�在危ˣ中的惧怕ö明他�的不信。他�Ȅ法想救自己的ó候，就把耶Ť忘掉了。
而且惟有在他�靠自己到了ƕ境而ʀ向耶Ťó，他才能帮助他�。 {DA 336.2}

我�不是也常有門徒的ʖ种ƍT[？当Ȓ探的暴˾刮来，强烈的ˉŇW作，汹涌的浪涛漫ʓ我�
ó，我�±要独自Û扎，忘ǻ有一位能帮助我�的主。我�常靠自己的力量，直到希望断ƕ、九死
一生ó，才想起耶Ť来。即或如此，只要求他搭救，我�的呼求±不至¨于徒然。他虽然$地Ɍ
}我�的不信和自恃，但±会ɩƓ我�所需要的帮助。无ȁ在地上或在海上，若有救主在心里，我
�就不必惧怕。人�救ɧ主所持活ė的信心，必能平息人生的海浪，并按他所Ǵ
最妙的方法，救
我�脱ˡ。 {DA 336.3}

救主平静˾浪的神迹，含有另一�属灵的教Ǹ。ƍ上Ȧ：“³人好像翻ǋ的海，不得平静；……我
的上帝Ȧ：‘³人必不得平安。’” 以ɮ��57:20, 21 每个人的ƍ̟都ȇ�了ʖ句Ȗ的真理。罪已ƍ破
坏了我�的平安，我�若不将自己制伏，就得不到平安。我�心里猖狂的情欲，不是人的力量所能
管束的。我��它毫无E法，正如門徒不能�付怒吼的暴˾一ą。但是那用一句Ȗ平息加利利海的
主，已向每个人的心灵W出ɩ平安的Ȗ。不管暴˾多么凶猛，凡向耶Ť呼求“主啊，救我�！”的人，
必蒙拯救。他那使人与上帝和好的恩典，必平静情欲的冲G；人的心灵就在他的ĺ中安息了。“他使
狂˾止息，波浪就平静。˾息浪静，他�便Č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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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引他�到所愿去的海口。” ȓ篇107:29, 30 “我�既因信称，就藉着我�的主耶Ť基督得与
上帝相和。”“公的果效必是平安，公的效̟必是平ť，直到永ʘ。” ƶ̎�5:1； 以ɮ��32:17
{DA 336.4}

救主和他的同伴�一大早就靠了岸，清晨的曙光普照海面和田地，Ɠ人 来平安的祝福。但他�
一上岸就看ǩ了比海上˾浪更可怕的景象：两个ŋ子从坟s藏身之|向他�冲来，好像要把他�撕
Ĵ似的。ŋ子 着逃脱捆ʺóÛ断的ʯʸ。他�曾用ʼ利的石t割破自己，身上̨血淋淋；ŸƐ的
ˈW之下，眼睛瞪得大大的；人的模ą已被附身的鬼魔全消没，形象可比禽4。 {DA 337.1}

門徒和同行者大大¹慌，ʀ身逃跑；但他�Wǯ耶Ť没和他�一起跑，就回来找他。耶Ť仍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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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曾平静˾浪，并曾�自与撒但交ʼ而得ǅ的主，决不在ʖ些鬼魔面前逃跑。当两个¦牙舞
爪、口吐白沫的ŋ子来到面前ó，耶Ť�起那平静˾浪的手。他�就不敢ʗ前，只得站在他面前咆
哮怒吼，徒然奈之何。 {DA 337.2}

耶Ť用权柄吩咐Ē鬼从ŋ子身上出来。他的Ȗ刺入了ʖ两个可怜人的黑暗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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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朦ǆ中感悟身ʑ有一位能救他�脱离残害他�之鬼魔的主。于是跪在救主脚前拜他；但当
他�要开口求他怜¸ó，Ē鬼却藉他�的口大声呼叫Ȧ：“至高上帝的儿子耶Ť，我与你有什么相
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 {DA 337.3}

耶Ťˋ他Ȧ：“你名叫什么？”他回答Ȧ：“我名叫群，因
我�多的ƪ故。”Ē鬼利用所附的人
媒
介，央求耶Ť不要̓逐他�离开那地。在附近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在吃食，鬼央求耶ŤǷ他�ʗ入
猪群里去，耶Ť就准了它�。那群猪立刻¹了，ˌ下山崖，都投在海里淹死了。 {DA 338.1}

同ó，那曾被鬼附着的人，身上起了神奇的X化。有光射入他�的心，使他�Ņ出理性的眼神，
那一度反照撒但形像的面目，忽然X得温̑；血迹斑斑的手静止下来了，他�便用Č�的声音来˰
ɯ上帝拯救了他�。 {DA 338.2}

放猪的人从山崖上目睹一切，便急忙将ʖ事Ð告Ɠ他�的主人和其他人。那一 居民存着¹奇和
恐惧的心，蜂Ô前来ǩ耶Ť。那两个曾被鬼附的人，原
当地的大患。他�所在的地方，无人能安
全ƍʓ，因他�常以鬼魔般的残暴Ǩ:ʓ往的人。Ņ在他�已穿上衣服，恢复了理性常¯，坐在耶
Ť脚前，听他Ǽȁ，并˰ɯ治好他�的主。可是当地民 ǩ了ʖ神妙的奇事，并不表示¡幸。他�
�猪群的ß失，反看得比两个人从撒但权下得蒙拯救更
重要。 {DA 338.3}

耶ŤǷ猪群的主人遭受ß失，原是
怜恤他�。他��˭地上的事，而不˭属灵生活的利益。耶
Ť要打破他�那自私自利的迷魂˜，Ƿ他�能˳受他的恩典。

339

不料，他�却因痛惜物ɑ的ß失，心中悲À，竟瞎了眼看不出救主的慈ĺ。 {DA 338.4}

救主所ö示的超自然的能力，反引起民 的迷信和恐惧的心情。他�惟恐ʖ位陌生客人来了，或
ǿʕ有更多的灾š要来。他�怕再受ƍĝ上的ß失，就决意不要耶Ť留在那里。那些与耶Ť一同渡
海的人，把昨夜所W生的事告Ȍ了他�，Ȧ他�如何在暴˾中ˡ遭没˨，以及耶Ť又如何平静˾
浪。但他�的Ȗ并没有W生效力。 人¹慌地p着耶Ť，苦苦求他离开他�；耶Ť答£他�的要
求，立刻上船往�岸去了。 {DA 339.1}

格拉森的居民有基督的能力与慈ĺ的活的ȇ据é在面前，已ƍ看ǩ那两个恢复了理智的人；只是
因
恐怕危及自己属世的利益，竟不惜把那在他�眼前̓逐黑暗之君的主看成一个打è他�的人。
于是天上的恩ɩ被他�关在門外了。我�虽然不像格拉森人一ą拒ƕ基督本人，但ʕ有不少人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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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的Ȗ。因
˪从就不免要他�ļ牲一些属世的利益。ǿ多人怕耶Ť会使他�遭受ƍĝ上的ß
失，就拒ƕ他的恩典，使圣灵离开他�。 {DA 339.2}

但那两个被治好的ŋ子¯度就不同。他�极愿与救他�的主常在一起。他�在救主身ʑ，就不再
怕那些残害他�，使他��失人性的鬼魔了。耶Ť正要上船ó，他�ŷŷ地靠近他，跪在他面前，
求他准他�跟随他，以便常听他的教Ǹ。但耶Ť吩咐他�回家，把主
他�所作的大事告Ȍ人。 {DA

339.3}

ʖ就是他�所£作的工作回去，向不信上帝的人#Ǽ自己从耶Ť那里所˳受的恩典。要他�离开
救主是不容易的。回去与不信主的�ʠ同|，一定有很大的困ˣ。况且他�久与社会隔ƕ，似乎没
有ɤ格去担任耶Ť所指定的工作。但耶Ť一指出他�的本分，他�就情愿服从。他�不但向自己的
�ʠ#Ǽ耶Ť，而且走遍低加波利全地，到|宣Ë他拯救的大能，述Ȧ他如何救他�脱离了鬼魔。

340

他�从事ʖą的工作就可以得到一种ƍ̟，比O
自己的利益而留在耶Ť身ʑ更
有福。因
#
Ë救恩的佳音，能使我�更接近救主。 {DA 339.4}

ʖ两个被治好的ŋ子是耶Ť最先差到低加波利一 #Ë福音的人。他�只有片ó的机会听基督的
教Ǹ，并且从来没有听ʓ他整篇的Ǽȁ。他�不能像那些天天与基督同在的門徒一ą教� 人。然
而在他�自己身上有那足以ȇ明耶Ť是弥ɮ�的凭据。他�能把所知道的Ǽ出来，就是�基督的权
能，自己所看ǩ、所听ǩ和所ƍT的事告Ȍ人。ʖ是每个心受神恩感G的人所能做的。蒙ĺ的門徒
Ż翰Ȧ：“ȁ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所听ǩ，所看ǩ，�眼看ʓ，�手摸ʓ的。……我
�将所看ǩ、所听ǩ的#Ɠ你�。” Ż翰一�1:1-3 我�
基督作ǩȇ，就要把所知道的Ǽ出来，就
是自己看ǩ、听ǩ和ƍT的事。如果我�步步跟着耶Ť，就必能透ª、深入地Ǽ述上帝引˳我�的
ƍ̟。我�能Ȧ明自己曾如何Ȓ̟他的£ǿ，并WŅʖ£ǿ是可靠的。我�能根据自己所知道的ǩ
ȇ基督的恩典。ʖ正是我�的主所要的ǩȇ。而且正因缺少ʖ种ǩȇ，世人将要į亡了。 {DA 340.1}

格拉森人虽然没有接待耶Ť，耶Ť却没有任凭他�留在自己所ʜ×的黑暗里。他�求耶Ť离开他
�ó，ʕ没有听ʓ他的教Ǹ。他�所拒ƕ的，自己并不知道。所以他差遣他�所不至于拒ƕ的人将
真光#Ɠ他�。 {DA 340.2}

撒但使猪群淹死，目的就是要使 人离开救主，并阻止福音在那一 #开。然而，ʖ件事反而ʄ
G了全地的人注意基督是任何其他事件所不能做到的。救主本人虽然离开了，他所治好的人却仍留
在那里ǩȇ他的大能。那两个曾作黑暗之君工具的人反成了#播真光的媒介，上帝儿子的使者。 
人听了ʖ奇妙的信息，无不¹奇。从此，福音的門就在那一 地方打开了。及至耶Ť回到低加波利
ó， 人就蜂Ô而来。他�不但来自一个村˄，ʕ有成千的人是从各�各|聚集了来，

341

一ʚ三天敬听救恩的信息。可ǩʚ鬼魔的权J也在我�救主的控制之下，而且³J力的作
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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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支配，
善事效力。 {DA 340.3}

用格拉森ŋ子的遭遇，Ɠ門徒上了一門Ȭ。它Ȧ明撒但要把全人类陷害到何等悲惨的地步，同ó
Ȧ明基督救人脱离撒但权J的使命。那两个可怜的人住在坟ǖ里，被鬼附着，受着放ǘ不ƹ的情欲
和可憎的嗜好的束ƫ，Ȧ明人类受撒但管ʎ所必有的Ɛ果。撒但不断地在人身上施用他的魔力，要
使他�心神ʾ乱，Ļ制他�的思想ɳ向邪³，鼓G人行凶犯法。他摧残人的身体，蒙蔽人的理智，
腐化人的灵性。人每次拒ƕ救主的呼召，就是向撒但投降。今日无数的人，在家庭中、在�F上，
甚至在教会里，都在走ʖ一步。而且正因ʖƪ故，凶暴和犯法的事充斥了大地。道德上的黑暗像死
亡的黑影一ą，Ů罩了世上的 生。撒但用狡猾的Ȓ探引Ȥ人走向罪³，越陷越深，Ɛ果一Ɏ涂
地，不可收拾。但与耶Ť同在，是抵Ú撒但魔力的唯一保障。在世人和天使面前，已ƍö明撒但是
人类的死ð和Ďį者；也已ƍö明基督是人类的良友和拯救者。基督的灵必能在人心中培养高尚的
人格，端庄的品性。他必造就人，使他�在身体、心灵和精神各个方面，都能荣耀上帝。“因
上帝
ɩƓ我�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强、仁ĺ、Ƀ守的心。” 提摩太后�1:7 他召我�“得着我�主耶Ť基
督的荣光”他的品格；又召我�“效法他儿子的模ą” ɚ后2:14； ƶ̎�8:29。 {DA 341.1}

如今有ǿ多曾ƍ堕落
撒但工具的人，已ƍ靠基督的权能成
公的使者，并由上帝的儿子差派
出去，述Ȧ“主
你所作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ą怜¸你。” {DA 341.2}

342

第三十六章 信心的抚摸

本章根据：̎太福音9:18-26； ̎可福音5:21-43； 路加福音8:40-56 {DA 342.1}

耶Ť从格拉森回到加利利海西岸，ǩ早有一群人在等他；他�ǩ他来了，就快�地Č迎。他在海
ʑ停了一会，ʑ施教，ʑ医病；随后到利未̎太家同税吏�用̃。管会堂的睚̧就在那里找到了
他。 {DA 342.2}

ʖ位犹太人的ˈ老来ǩ耶Ť，心里U着很大的愁苦，他附伏在基督脚前Ȧ：“我的小女儿快要死
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 {DA 342.3}

耶Ť立即跟睚̧往他家里去。門徒虽然ǩʓ耶Ť多次向人施怜¸，但ʖ次ǩ他ʖ么爽快地答£ʖ
傲慢拉比的Ȩ求，不免ǯ得ȝ异。但他�ʕ是跟着夫子一同去了， 人也都ĸ切地ƺ首后随。 {DA

342.4}

ʖ管会堂的家相离不ʘ，但因 人四面Ô着他，基督和同行的人走不快。路上的耽ç使那着急的
父�有些忍不住，但耶Ť因
怜¸人，就óó停下来，解救ʖ个受苦的人，安慰那个$心的人。 {DA

342.5}

他�ʕ在路上，有个送信的人，从人�中Üʓ来，�睚̧Ȧ，他女儿已ƍ死了，没必要再IG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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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了。

343

耶Ť听ǩ就Ȧ：“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 {DA 342.6}

此ó睚̧更ɚ近了救主，一同赶到他家里去。那些雇来E�事的和吹鼓手，已把那里弄得吵ː非
常。那种ÔÜ嘈ý的s面吵得耶ŤĶ躁不安；他吩咐他�安静，Ȧ：“
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
死了，是睡着了。”那些人听ʖ位陌生人�他�ʖąǼ，心中ÀÀ不平。孩子明明死了嘛！他�就嗤
笑耶Ť，但耶Ť吩咐他�都出去，同孩子的父母和彼得、雅各、Ż翰三个門徒一起ʗ了停尸的内
室。 {DA 343.1}

耶Ť走到床ʑ，拉着孩子的手，用她家中常用的Ȗʅʅ地Ȧ：“ˑ女，我吩咐你起来！” {DA 343.2}

那毫无知ǯ的尸体立ó˽G了一下，生命的脉搏重新跳G起来了，她嘴唇Ơ开Ʈ儿，微微一笑，
就Ř开了眼睛，好像从睡梦中醒来，¹奇地看着四p的人。她起来了，她父母ŷŷ地把她抱在®
里，ĸ泪Ĩ面。 {DA 343.3}

耶Ťʕ没走到睚̧家之前，在路上的人群里，遇ǩ了一个可怜的病人，患病已有十二年之久。ʖ
病症使她的生活苦不堪言。所有的ʭ都花在延医服ǚ上了，Ɛ果只是听到医生Ȧ，她的病无ǚ可
医。但她听Ȧ基督医病的事，希望就重新振作起来了，她确信只要能到他面前，就必痊愈。她在极
度ʃ弱痛苦之中，Û扎着来到耶Ť教Ǹ人的海ʑ，想要Üʗ人群去，但哪能呢！耶Ť从利未̎太家
出来，她又跟在后面，但±是不能靠近耶Ť。正当她感到ƕ望之ó，耶Ť走出人群，走近了她！ {DA

343.4}

大好机会Ɗ于到来，她竟已来在ʖ大医�面前了！但在那ý乱的s合中，她无法�耶ŤǼȖ，只
能在耶Ťƍʓó看他一眼。ʖ�人惟恐失去唯一得帮助的机会，就急忙赶上去，心里想：“我只摸他
的衣裳，就必痊愈。正在耶Ťƍʓó，她伸出手去摸到耶Ť的衣ʑ。她一生的信心都集中在ʖ一触
摸之上！当ó她就知道自己已ƍ痊愈了。她的痛苦和ʃ弱立刻消失，而代之以完全的健康和充沛的
精力了。 {DA 343.5}

344

�人存着感激的心，想从人群中悄悄退去。耶Ť忽然止步， 人就停了下来。他ʀ身向周p望了
一下，以U倒群 喧a的声音ˋ道：“摸我的是Ȯ？” 人用ȝ异的神色回答了ʖ个ˋ˹。耶Ť四面都
是人，ÜÜ撞撞的，ʖ�不是个奇怪的ˋ˹[？ {DA 344.1}

心直口快的彼得Ȧ：“夫子， 人ÔÔÜÜŷ靠着你。你ʕˋ摸我的是Ȯ[？”耶ŤȦ：“±有人摸
我，因我ǯ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救主能从群 不ƍ意的ÔÜ中分别出信心的Í摸来。ʖą的信
心不可不加以称ǿ而随随便便地Ƿ它ʓ去。他要�ʖ卑微的�人Ȧ一句安慰的Ȗ，作她欣喜的泉
源。ʖ句Ȗ直到末ó也必使后世信徒蒙福。 {DA 3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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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Ť望着那�人，一定要知道摸他的是Ȯ。�人知道无法ˢŚ，就ÅÅ兢兢地前来，俯伏在救主
脚前。她一面流着感激的ĸ泪，

345

346

347

一面述Ȧ她患病以及得痊愈的ƍʓ。耶Ť温和地�她Ȧ：“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
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耶Ť不Ƿ人有机会散布迷信的ȿ言，ȦO是摸他的衣裳就有治病的效能。�
人之所以能得医治，并不在于表面的一摸，乃在于她那握住耶Ť神能的信心。 {DA 344.3}

Ü在基督身旁的群 ，并没有感受到什么能力，但是那患病的�人伸手摸他，并相信必得痊愈，
就感受了那医治的能力。在属灵的事上也是如此。随随便便地ǹȁ宗教，毫无心灵̂渴，又无活ė
信心的祈祷，都是无效的。名上信基督，O承Ǵ他是救世主，永不能使心灵得医治。使人得救的
信心，不只是以理性ɯ同真理。人若要先Ǜ得完全的知Ȋ，而后才肯相信，决˳受不到上帝的恩
典。只相信基督的事迹，是不够的；我�必˫信靠基督本身。那唯一于我�有益的信心，乃是接受
基督
个人的救主，并把他的功Iʀ到我�自己身上的信心。有ǿ多人以
信心不ʓ是一种Ǫ念而
已。其�救人的信心是一˩交易，凡接受基督的人，已同上帝W生立Ż的关系。真正的信心就是生
命，活ė的信心意味着能力的增强和u定的倚靠，人的心灵藉此就能成
制ǅ一切的力量。 {DA 347.1}

耶Ť医好那�人之后，ʕ希望她承Ǵ所受的恩惠。福音提供的恩ɩ，不£暗暗取得或私下享受。
主要我�承Ǵ他的良善。“耶和MȦ：‘你�是我的ǩȇ，我也是上帝。’” 以ɮ��43:12 {DA 347.2}

我�承Ǵ基督的信�，乃是上天向世人彰ö基督的最好方法。我�固然要承Ǵ古代圣ɍ所ö明的
上帝的恩典，但最有效的ʕ是我��身ƍT的ǩȇ。我�能在自己身上ö出有基督能力的ʔ行，就
是
上帝作ǩȇ了。各人的生活都有与 不同的特色和根本不同的ƍT；上帝要我�以自己独特的
个性来˰ɯ他。ʖ种˰ɯ上帝恩典与荣耀的宝ɛǩȇ，加上基督化的生活，能WÝ无法抗拒的力量
来感化人心，使多人得救。 {DA 347.3}

348

当十个大麻˾的病人来向耶Ť求医ó，他吩附他�去把身体Ɠ祭司察看，他�去的ó候，就洁8
了。但内中只有一人回来¨荣耀Ɠ他，其余的都各自回去了，竟忘ǻ了将他�治好的主 ǩ路加福音
17:11-19。今天世人�不也是ʖą？上帝不停地
世人造福，不停地ɩ下他的厚恩。他叫病人从痛
苦的呻吟中起来，救人脱离他�看不ǩ的危ˡ，差派天使救他�免受灾殃，保Ï他�不遭“黑夜行的
瘟疫”和“午ˎį人的毒病”（ȓ篇91:6）；他�却不受感G。上帝已ɩ下天上一切的丰富，来救ɧ他
�，然而他�竟不˭他的大ĺ。因忘恩ɉ，他�把上帝的恩典关在心門之外了。他�“必像沙漠的
杜松，不ǩ福�来到。”他�的心灵“却要住ô野干旱之|。” 耶利米�17:6 {DA 3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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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上帝的每一恩ɩó刻牢ǻ在心，�我�自己是有益的，因ʖ能增强信心，使我�更多祈求，更
多Ǜ得。我�自己从上帝˳受的最小的恩惠所Ɠ我�的鼓励，ʘǅʓ我�因˕ȫ别人信心和ƍT的
ǻʆ而得的鼓励。凡响£上帝恩典的人必像“Ě灌的园子”，他“所得的医治要速速W明”；他的“光就必
在黑暗中WŅ” (以ɮ��58:11, 8, 10），上帝的荣耀必ö明在他身上。因此，我�要常ǻ念上帝的
仁ĺ和丰盛的恩惠。Ƿ我�像以色列民那ą，立起ǩȇ的石碑，ʳ刻上帝施行在我�身上的宝ɛ而
奇妙的事迹。当我�回˭上帝在我�的天路T程中，如何恩待我�ó，Ƿ我�Ĩ®感激地自ˋ：“我
拿什么Ð答耶和M向我所ɩ的一切厚恩？我要�起救恩的杯，称Ë耶和M的名。我要在他 民面前
向耶和Mʕ我的愿。” ȓ篇116:12-14 {DA 348.2}

349

第三十七章 第一批传道人

本章根据：̎太福音10； ̎可福音6:7-11； 路加福音9:1-6 {DA 349.1}

十二使徒同耶Ť是一家人，曾陪着他走遍加利利各地，与他同受I苦。他�常听他的Ǽȁ，常与
上帝的儿子一同行路，一起交ȳ，而且从他每日的教Ǹ中，学到了如何
提高人类而效I。耶Ť

聚在他周p的人服Fó，門徒也在旁侍立，ĸ切地听他的吩咐，以减ʅ他的I作。他�帮助病人来
ǩ救主，ƞ持秩序，并尽可能Ƿ 人感到舒适。他�留心那些表示兴趣的听 ，向他�Ǽ解圣ƍ，
想方Ȅ法
他�属灵的利益效力。他�用从耶Ť那里所学到的来教Ǹ别人，天天Ǜ得丰富的ƍ̟。
然而他�ʕ需有O独工作的ƍ̟，需有更多的指�，更大的忍耐和温柔。救主趁Ņ在仍�自与他�
同在，能指出他�的ʾȣ而加以教�和Ÿ正的ó候，就派他�出去作他的代表。 {DA 349.2}

門徒与耶Ť同在ó，常
祭司和法利ɮ人的教Ǹ所困。他�把疑ˣ告Ȍ耶Ť，他就向他�将圣ƍ
的真理与法利ɮ人的ʟ#作明ƈ的比ʇ，加强了他��圣ƍ的信心，并且大大消除了他�惧怕拉比
和受ʟ#Ż束的心理。

350

在ǸƆ門徒ó，救主生活的榜ą比任何教的Ǹȥ更有效力。ʓ后，他�不与耶Ť同在ó，他面
容的表情，ǼȖ的声ȯ，教Ǹ的一言一ȡ，都会浮Ņ在他�ǈ˞。往往在他�与福音的ð人斗争
ó，就重述救主的Ȗ，并常
ʖ些Ȗ在 人身上所起的效£而大大兴�。 {DA 349.3}

耶Ť把十二使徒召来，吩咐他�两个两个地到各城˄�村去。没有人是O独出去的；都是朋友与
朋友作伴，弟兄与弟兄携手。ʖą，他�就可以彼此帮助，互相勉励，一起蹉商，共同祈祷，彼此
取ˈǦ短。后来耶Ť又用ʖ种方法差派七十人出去。ʖ原是救主的旨意，要福音的使者携手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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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我�若能更�格地照ʖ个榜ą行，<#道的工作必有更大成效。 {DA 350.1}

門徒所#的信息与施洗Ż翰和基督所#的相同：“天国近了！”关于拿撒勒人耶Ť是否弥ɮ�的ˋ
˹，他�不要与人争ʐ；只要奉他的名，像他一ą广行善事。他吩咐他�“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
叫ˈ大麻˾的洁8，把鬼赶出去。你�白白地得来，也要白白地舍去。” {DA 350.2}

在耶Ť#道的日子里，他用于医病的óˎ比Ǽ道ʕ多。他所行的神迹有力地ȇ明了他所Ȧ的Ȗ：
他来不是要Ďį，而是要拯救。他的公必在他前面行，耶和M的荣光必作他的后盾。他无ȁ去哪
里，前面±是先#开了他怜ĺ的喜Ð。他在哪里走ʓ，那里蒙他怜¸的人在恢复了的健康中Č�，
Ȓ用他�新Ǜ得的能力。有多人p着他�，听他�ȌȦ上帝在他�身上所行的大事。耶Ť的Ȗ音，
是多人生来所听ǩ的第一声音；他的圣名，是多人生来所Ǽ的~一个字；他的面容，是多人生来所
看ǩ的第一¦ǉ。他�怎能不ĺ耶Ť，不ɯ美˰Ë他呢？耶Ťƍʓ各城各˄，犹如一道活水，到|
流ǘ着生命，散布着喜�。 {DA 350.3}

跟从基督的人要像他一ą工作。我�要使̂̋者得̆足，赤身者得温暖，困苦$者得安慰。我
�要
灰心者服F，在ƕ望者心中燃起希望。圣ƍ以下£ǿ必£̟在我�身上：“你的公必在你前
面行；耶和M的荣光必作你的后盾。” 以ɮ��58:8在无私的服F中所流露的基督之ĺ，其改造³人
的功能比刀B或法庭更
有效。

351


使犯法者有所畏惧，刑Ʒ固属必需，但有ĺ心的#道人所能成就的，ʕ不止于此。人受ɌƷ
ó，心地往往会X得=硬；惟有遇到基督的ĺó，才可能融化。#道人不�能解除人肉体的病痛，
而且ʕ能将罪人˳到那位大医�面前；他能洁8人灵性上罪³的麻˾病。上帝的旨意是要患病者、
不幸者和被Ē鬼附的人，都能藉着他的仆人听到他的声音。他要通ʓ他在人ˎ的代表，作人在世上
无法找到的安慰者。 {DA 350.4}

耶Ť第一次差門徒出去，叫他�只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如果他�ʖó就把福音#Ɠ外
邦人，或撒Ń利�人，他�就必在犹太人中�失影响。而且他�若惹起法利ɮ人的偏ǩ，J必使自
己陷于争ȁ之中，以致他�工作一开始就要受到挫折。ʖó使徒�ʕʘʘ没能˳会到福音是要#Ɠ
万民的。在尚未掌握ʖ一真理之前，他�缺少#福音Ɠ外邦人的思想准}。如果犹太人肯˳受福
音，上帝打算叫他�作他在外邦人中的使者，故此犹太人必˫先听到福音的信息。 {DA 351.1}

在基督工作园地之中，到|都有ǯ悟到自己的需要，并如̂似渴地向往真理的人。把耶Ť慈ĺ的
信息#Ɠʖ些心灵干渴者的ó候已ƍ到了。門徒要作基督的代表到ʖ些人中去。ʖ批新信徒就会看
門徒
上帝所ʜ派的教�，及至救主离世之后，他�就不至于无人指�了。 {DA 351.2}

門徒第一次行程限于耶Ť以前去ʓ，并已Ɛ交朋友的地方。他�
旅行所作的准}是最űO的。
不能Ƿ任何事物ʀ移他�从事"大工作的精力，或在任何方面引起反�，以致关ˊ日后工作的大
門。他�不可穿当ó宗教教�的服装，也不可在穿戴上与平民不同。他�不要ʗ会堂召集 人�行
公 礼拜，乃要致力于挨家挨Æ的拜ȅ。他�不£在无ȹ的客套或挨家的£酬上耗ɞ光阴。但是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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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行
正直、ȕ心Č迎他�，像款待基督本人一ą的人，就接受他�的款待。他�ʗ入ʖ家ó，要
Ȧ以下ƕ妙的祝Ȏ：“愿ʖ一家平安！” 路加福音10:5 ʖ一家就会因他�的祈祷，

352

他�ɯ美上帝的歌声和与全家的ȫƍ而蒙福。 {DA 351.3}

ʖ些門徒要作真理的先ʼ，
他�夫子的来	˱}道路。他�所#的是永生之道。世人的命ʔ全
在于他�接受或是拒ƕʖ道。
使人深ǯʖ道的�ǀ性，耶Ť吩咐門徒：“凡不接待你�、不听你�
Ȗ的人，你�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ó候，就把脚上的�土ɶ下去。我�在告Ȍ你�，当�判的日
子，所多Ń和蛾摩拉所受的，比那城ʕ容易受呢！” {DA 352.1}

ʖó救主的眼光又洞察到将来，展望在他死后門徒
他作ǩȇ的广大˳域。他以先知的慧眼，把
他仆人的ƍ̟，T各世代直到他复	，一Ǯ无ʟ。他向門徒指出他�所必˫£付的斗争，并Ȧ明作
Å的性ɑ和ǲ划。他把他�所必遭受的危ˡ和所必作出的克己，都披露在他�面前。他要他�ǲ算
所要付的代价，免得措手不及Ɠ仇ð以可乘之机。他�不是与属血气的争Å，“乃是与那些È政的、
掌权的、管ʎʖ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³魔争Å。” 以弗所�6:12 他�将要与超自然的J
力搏斗，但必定得到超自然的帮助。天上全体生灵Ƈ成ʖ支6˛。其˛伍里不�有天使，ʕ有耶和
M6˛元�的代表圣灵来指Ý作Å。我�的弱点虽多，罪ʾ�重，上帝的恩典正要ɩƓ一切痛悔求
助者。全能上帝的大能必来支援凡信靠他的人。 {DA 352.2}

353

耶ŤȦ：“我差你�去，如同羊ʗ入狼群，所以你�要灵巧像蛇，̑良像̯子。”基督自己从来不
留下一句真Ȗ不Ȧ，但Ȧ的ó候±是凭着ĺ心Ȧ的。他与 人接交，±是非常机智；能以慈祥的¯
度体ɚ人。他±不̧莽从事，从来不会无ƪ无故地Ȧ一句�厉的Ȗ，也从来不使敏感的人受无ȹ的
$痛。他不Ɍ}人因肉体的ʃ弱而犯的ʾȣ；但±能无所畏惧地痛斥&善、不信和罪孽。不ʓ，当
他W出ʖ种�厉Ɍ}ó，Ȗȡ中±是 着悲¸的声ȯ。他原是道路、真理、生命；但耶路撒冷既不
肯接受他，他就
他所ĺ的城哀哭。他�拒ƕ了救主，救主却以怜¸的心ǁ看待他�，
他�ǁ断
心碎。在他眼中，每个人都是宝ɛ的。他虽然有神圣的威�，但±以最�切的关®俯就上帝家里的
每一个人。他看他�都是他有Ɍ任来拯救的失�者。 {DA 353.1}

基督的仆人不可任性行事，必˫与上帝有密切的交通，免得一受刺激就故¯复萌，以致ǿ多不相
宜的Ȗ脱口而出；ʖ种$人的Ȗ决不会像甘露ó雨一般，滋ġ行将枯槁的花木。ʖ正是撒但的方
法，是他要人做的。W怒的乃是那“̶”；¶怒和控告所表Ņ的是撒但的精神，而上帝的仆人£ț是上
帝的代表。上帝要他�只用上天通用的ɐ�，就是ʳ有上帝自己的形像和名号的真理。他�所ɫ以
Åǅ罪³的力量，必˫出于基督。基督的荣耀才是他�的力量；他�必˫注目仰望基督的!美。如
此，他�便能以神ɩ的机智和温柔来#Ǽ福音。在刺激之下所保持̑良的精神，
真理作有效的ǩ
ȇ，ǅʓ任何有力的争ʐ。 {DA 3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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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与真理的仇ð斗争的人，所�付的不�是人，ʕ有撒但和他的代理人。所以要牢ǻ救主所Ȧ的
Ȗ：“我差你�出去，如同羊羔ʗ入狼群。” 路加福音10:3 他�要安于上帝的ĺ里，虽身受侮辱，ʕ
能心平气和。上帝必Ɠ他�披上神圣的盔甲，圣灵必感化他�的心思意念，使他�的Ȗ不至 有豺
狼m叫的声音。 {DA 353.3}

354

耶ŤƙƜ教Ǹ門徒Ȧ：“你�要防}人：“不可完全信任不ǴȊ上帝的人，向他�透露圣工的ǲ
划，因ʖ会使撒但的使者有机可乘。人的巧ǲ常会抵消上帝的ǲ划；凡
上帝造殿的，要照上帝在
山上指示的ą式神圣的模式去造。上帝的仆人若靠那些不受圣灵引�之人的指�，就是侮辱上帝，
出P福音。因ʖ世界的智慧，在上帝看是愚拙。凡靠此智慧的，必致ʾȣ。 {DA 354.1}

“他�要把你�交Ɠ公会，……并且你�要
我的ƪ故被送到ȩ侯君王面前，�他�和外邦人作ǩ
ȇ。”逼迫反使真光#开。基督的仆人将被 到世上有权位的人面前；若不是ʖą，ʖ些大人物或ǿ
永ʘ听不到福音。他�原来�真理的ǴȊ是不正确的，因
他�常听人Ƞ蔑基督門徒的信仰。他�
得知真情的唯一方法，就是听取那些
信仰受�之人的ǩȇ。在受�ó，門徒不得不
真理作ǩ
ȇ；�判的人也不得不听他�的ǩȇ。上帝必要ɩ恩Ɠ他的仆人来£付当ó的急需。耶ŤȦ：“到那
ó候，必ɩƓ你�当Ȧ的Ȗ。因
不是你�自己Ȧ的，乃是你�父的灵在你�里~Ȧ的。”当上帝的
圣灵光照他仆人的心灵ó，他�就会彰ö真理的神圣能力和珍ɛ。拒ƕ真理的人必起来控告、U迫
主的門徒。但上帝的子民，不ȁ遭受任何ß失或痛苦，即或ļ牲性命，也必始Ɗ表Ņ他�的神圣模
范耶Ť的温柔˾度。ʖą，撒但的使者与基督的代表之ˎ的区别便黑白分明；救主便在世上的官ˈ
和民 面前被高�起来了。 {DA 354.2}

只有在門徒需要殉道的勇气和u忍ó，上帝才会将ʖ种恩典ɩƓ他�。那ó，救主的£ǿ自会£
̟。彼得和Ż翰在犹太公会前作ǩȇó， 人“就希奇，Ǵ明他�是跟ʓ耶Ť的。” 使徒行#4:13 圣
ƍǻʆ司提反作ȇó：“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ǩ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司提反是以
智慧和圣灵ȦȖ， 人ðÚ不住。” 使徒行#6:15, 10 保ƶ自述在ț撒廷前受�Ȧ：“我初次申Ȍ，
没有人前来帮助，

355

竟都离弃我，……惟有主站在我旁ʑ，加Ɠ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明，叫外邦人都听ǩ。我
也从Ł子口里被救出来。” 提摩太后�4:16, 17 {DA 354.3}

基督的仆人，不必˱}一套受�ó答ʐ用的状Ȏ。他�的准}，在乎天天1藏上帝圣言中宝ɛ的
真理，并藉着祷告来u固自己的信仰。及至受�ó，圣灵就必使他�想起需要的真理。 {DA 355.1}

人若天天切心追求ǴȊ上帝和他所差来的耶Ť基督，就能得着力量和效能。人殷勤ā考圣ƍ而得
的知Ȋ，必在适当ó机忽然涌上心~。但人若疏忽āƍ，或不熟悉基督的Ȗ，没有在考̟中�身ƍ
T他恩典的力量，就不能希望圣灵帮助他�，想起他的Ȗ来。故此他�必˫天天尽心尽意地侍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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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信靠上帝。 {DA 355.2}

人�福音的仇恨是非常毒辣的，甚至ʚ人ˎ一切关系的温情也能置之不˭。基督的門徒将要被他
�自己家里的人出P，以致于死。耶Ť又Ȧ：“并且你�要
我的名被 人恨³，惟有忍耐到底的，
必然得救。” ̎可福音13:13 但他嘱咐他�不要ʅ易置身于逼迫之下。
要避开那些�索他命的人，
他自己往往离开一个工作地点到别|去。当拿撒勒人拒ƕ他，他本�的人要ü害他ó，他就往迦百
7去，那里的人都希奇他的教Ǹ。“因
他的Ȗ里有权柄。” 路加福音4:32 他的仆人也țʖą，不要
因逼迫而灰心，却要另找可以ƙƜ作救人工作的地方。 {DA 355.3}

仆人不能高ʓ主人。天上的君王既被人辱̛
别西卜 （鬼王），他的門徒也必照ą被人Ƞ蔑。但
不ȁ遭何危ˡ，跟从基督的人必˫承Ǵ自己的信仰。£以虚̅和畏Ƴ
可耻。不可等到确知承Ǵ真
理无ˡó，才表白自己的信仰。既被立
守望者，就要以世人的危ˡ|境警告世人。要把˳受于基
督的真理，白白地、公开地#Ɠ一切人。耶ŤȦ：“我在暗中告Ȍ你�的，你�要在明|Ȧ出来；你
�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Ë出来。” {DA 355.4}

356

耶Ť自己从来不用妥Ná取和平。他的心盈溢着�人类的ĺ，但他从不�容他�的罪。耶Ť既

人类的良友，就不能在他�走上自取į亡之路ó保持ƣ默，因人的生命是他用自己的血�来的。他
努力使人忠于自己，忠于自己更高的永恒利益。基督的仆人蒙召作ʖ同ą的工作。他�要Ƀ慎，免
得
避免Ƃ争而ļ牲真理。他�固然要“追求和睦的事”（ƶ̎�14:19），不ʓ真正的和睦决不是靠
ļ牲正来Ǜ得的。从来没有人u持正而不遭反�；真正属灵的信仰，必遭悖逆之子的反�。耶
Ť吩咐他的門徒Ȧ：“那ü身体不能ü灵魂的，不要怕他�。”凡效忠上帝者，不必怕人的权J或撒但
的仇恨。在基督里，他�的永生是有把握的。惟独要怕ļ牲真理，怕辜ɉ上帝所交托的重任。 {DA

356.1}

撒但的工作是使人心充Ĩ疑惧，令人把上帝看作是个�酷的法官。撒但先引Ȥ人犯罪，然后使他
�ǯ得自己太卑鄙，不配ǩ天父，不能引起他的ĺ怜。主明白ʖ一切，向門徒保ȇ：上帝同情他�
的需要和ʃ弱。人的每声Y息、每一痛若、每件$心的事，无不ĻG天父的心弦。 {DA 356.2}

圣ƍ告Ȍ我�，上帝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不是静默孤独，无所事事的。有千千万万的圣天使侍
立在他周p，听候他ȯ遣。他藉着我�所不能辨Ǵ的媒介，与他所治理的各个地区与部門保持密切
的ƾ系；但他和整个天庭所最关注的，倒是我�ʖ小小的世界，是他ɩ下独生子来拯救的生灵。上
帝在他宝座上垂听一切受U迫者的呼求。他�每个ȕ心的祈祷回答Ȧ：“我在ʖ里。”他扶起受患ˣ者
和被践踏的人；在我�的一切苦ˣ中，他同受苦ˣ。在我�每次Ȓ探和考̟中，有他面前的使者来
拯救。 {DA 356.3}

就是一只麻雀落在地上，也逃不ʓ天父的注意。撒但�天父极度仇恨，甚至也憎恨救主所看˭的
每一生物。他Ȅ法ß害上帝�手>造的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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ʚ不能ȦȖ的G物他也要Ďį。̪́靠上帝的保Ï，才唱出悦耳的歌声，然而ʚ那不会唱歌的麻
雀，上帝也不疏忽。“所以，不要惧怕，你�比ǿ多麻雀ʕɛ重。” {DA 356.4}

耶ŤƙƜȦ：你�在人面前怎ą承Ǵ我，我在上帝和圣天使面前，也必怎ą承Ǵ你�。你�要在
地上作我的ǩȇ，作我ʍ送恩典的河道，去救治世人。而我要在天上作你�的代表。天父不看你�
有缺欠的品格，只看到披有我完全的品德的你�。我是#送上天恩惠Ɠ你�的媒介。每个和我一同
ļ牲，承Ǵ我的人，将有ɤ格和蒙ɧ之民同享荣耀和快�。 {DA 357.1}

凡承Ǵ基督的，必有基督住在他里面。人不能把自己没有˳受ʓ的�西#Ɠ别人。門徒尽可以很
流利地Ǽ道，也可以背ȧ基督自己所Ǽʓ的Ȗ，可是他�若没有基督的温柔和ĺ心，就不能算是承
Ǵ他。不管人口~上怎ąǼ，精神若与基督相背，就是否Ǵ基督。ȦĎɀ和愚妄的Ȗ，以及不真�
不仁ĺ的Ȗ，都是否Ǵ基督。人也能因逃避人生的Ɍ任和追求罪³的享�而否Ǵ基督。效法世界、
�止无礼、自以
是；自夸正直、心®疑惑；招惹是非、¯度消极，ʖ些都能使人否Ǵ基督，宣布
基督不在他�里面。基督Ȧ：“凡在人面前不Ǵ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Ǵ他。” {DA 357.2}

救主嘱咐他的門徒，不能希望有朝一日，世人�福音的仇恨会消退，其�福音的反�，就此停
止。他Ȧ：“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G刀兵。”造成斗争的不是福音，而是反�福音的Ɛ
果。一切逼迫中，最ˣ忍受的是家庭里的分歧，以及世上最�ĺ的朋友的疏ʘ。耶ŤȦ：“ĺ父母ʓ
于ĺ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ĺ儿女ʓ于ĺ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
也不配做我的門徒。” {DA 357.3}

基督仆人的使命是光荣的、神圣的委托。他Ȧ：“人接待你�，就是接待我；

358

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他的名厚待他的門徒，就必蒙他承Ǵ，并加以Ðɨ。ʖ£ǿ
包括上帝家里最ʃ弱、最卑微的小孩子。“无ȁ何人，因
門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Ɠʖ小子里的一
个喝”在信仰和ǴȊ基督的事上作小孩子的“我�在告Ȍ你�，ʖ人不能不得ɨɩ。” {DA 357.4}

ʖą，救主Ɛ束了他的ǸȖ。蒙Óʜ的十二人奉基督的名出去，像他自己一ą，去“#福音ƓɔŦ
的人；……医好$心的人，Ð告被ã的得ʣ放，瞎眼的得看ǩ，叫那受U制的得自由，Ð告上帝悦
ƀ人的禧年。” 路加福音4:18, 19. 以ɮ��61:1 {DA 358.1}

359

第三十八章 “你们来，同我去歇一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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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根据：̎太福音14:1, 2, 12, 13； ̎可福音6:30-32； 路加福音9:7-10 {DA 359.1}

#道回来，“使徒聚集到耶Ť那里，将一切所作的事、所#的道全告Ȍ他。他就Ȧ：‘你�来，同
我暗暗地到ô野地方去歇一歇。’ʖ是因
来往的人多，他�ʚ吃̃也没有工夫。” {DA 359.2}

門徒回来，将一切事都告Ȍ了耶Ť。他�与耶Ť的�密关系，使他�毫无˭Ǣ地向他ˠ述他�˪
利和不˪利的ƍT，以及�工作的成效所有的Č欣，�于失Ɏ、ʓʾ、ʃ弱所有的悔恨。他�在初
次#道的工作上，ˣ免犯ʾȣ，于是，当他�把自己的ƍT坦率地告Ȍ基督ó，他就看出他�ʕ需
要很多指�，也看到他�因工作的疲¼，需要休息。 {DA 359.3}

但是，在当ó所在的地方，他�不能得到所需要的僻静，“ʖ是因
来往的人多，他�ʚ吃̃也没
有工夫。” 人蜂Ô地跟着耶Ť，渴望得到医治，听他Ǽ道。ǿ多人受他吸引，因
他成了他�一切
幸福的泉源。当ó聚集在基督身旁来˳受健康之福的人中，有ǿ多已接受他
救主。ʕ有ǿ多人因
怕法利ɮ人，当ó不敢承Ǵ他，

360

但到圣灵降下ó就悔改了，并在¶怒的祭司和官ˈ前面，承Ǵ耶Ť
上帝的儿子。 {DA 359.4}

可是，ʖó基督渴望退避片ó，以便与門徒o聚，因
他有很多Ȗ要�他�Ǽ。他�在工作上ƍ
受ʓ斗争的Ȓı，并遭遇到各方面的反�。以前，他�凡事都和基督商量；可是当他�独当一面
ó，往往碰到ˋ˹就不知所措了。他�在工作上曾得到不少鼓励，因
基督曾派他的圣灵与他�同
去。而且他�因信基督，也行了ǿ多神迹。但Ņ在他�自己需要用些生命之粮。他�需要到僻静的
地方去，与耶Ť作心灵上的ƾƔ，并
将来的工作˳受他的指�。 {DA 360.1}

他就Ȧ：“你�来，同我暗暗地到ô野地方去歇一歇。”基督�一切
他服F的人，Ĩ®温柔和怜
¸。他要向門徒Ȧ明，上帝是有怜¸的上帝，耶Ť不要人作工ʓ度而影响自己的健康。他�全心全
意
人服F，已精疲力尽；Ņ在的Ɍ任就是休息。 {DA 360.2}

門徒既看到自己工作的成功，就有�生¨功自己，犯属灵̜傲的危ˡ，在撒但的Ȓ探之下跌倒。
他�面	重大的工作，最先要明白的是：他�的力量不在自己，而在上帝。像在西奈ô野的摩西，
犹大山ˎ的大R，或基立溪旁的以利�，門徒需要离开繁忙的工作s所，与基督、与大自然、与自
己的心灵交通。 {DA 360.3}

門徒出外#道ó，耶Ť曾ȅˋ其他城˄和�村，宣Ë天国的福音。Ż在此ó，他听到了施洗Ż翰
去世的噩耗。ʖ使他清楚地看到自己前途的Ɗ局。在他行的路上Ů罩着幽暗的黑影。祭司和拉比�
正在等候ó机，要置他于死地。ǿ多奸ƈ寸步不离地在ū伺他，到|都是ȵ害他的阴ȵ。使徒�在
加利利全地#福音的消息#到希律王耳中ó，引起了他�耶Ť和他工作的注意。于是希律王Ȧ：“ʖ
是施洗的Ż翰，从死里复活了。”他表示想ǩ耶Ť一面。希律一直害怕有人秘密WG叛乱，推翻他的
王权，使犹太国Û脱ƶ̎的管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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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À与造反的情ƛ流布于民ˎ。很明ö，基督在加利利的工作不能ˈ久ƙƜ下去了。他受ˣ的ó
辰逼近了，所以他很想úó避开 人的Ì攘。 {DA 360.4}

Ż翰的門徒悲痛地把Ż翰被ò的尸体抬到坟地。随后“去告Ȍ耶Ť。”Ż翰的門徒在基督似乎吸引
 人离开Ż翰ó，曾嫉妒ʓ他。当他在̎太的宴席上与税吏一同坐席ó，他�曾支持法利ɮ人控告
他。他�也曾®疑基督的神圣使命，因他没有帮助施洗Ż翰恢复自由。如今他已ƍ死了，他�在沉
痛的悲$中，渴望得安慰，并想
将来得指�。于是他�来到耶Ť面前，愿与他ƾ合。他�也需要
有安静的óˎ与救主作心灵的交通。 {DA 361.1}

离伯ɮ大不ʘ，沿湖的北岸，有个幽静的地方。此ó正.花Ź柳翠、春色宜人之˞，像是正在Č
迎耶Ť和門徒来歇息的。他�就坐船ʓ海去。在ʖ里他�能避开川流不息的行人和城市的̢Ì。自
然景色本身就能令人ɨ心悦目、心ô神怡。在ʖ里他�能恭听基督的Ȗ，而不会听ǩ文士和法利ɮ
人怒色的插嘴、反̔和控告。ʖ里他�能有短短óˎ与主作宝ɛ的属灵交通。 {DA 361.2}

基督和門徒的休息不是悠ˍÃ散式的歇息。他�决不把繁忙中的ˎ歇óˎ枉ɞ在享�上，而是一
起ȳȁ上帝的事工和提高工效的方法。門徒因常与基督同在，很了解他，故他不必用比i�他�Ǽ
Ȗ。他ś正他�的ʾȣ，Ȧ明接近人的适当方法，更充分地展示上帝真理的宝藏。他�受到上帝能
力的鼓舞，充Ĩ希望与勇气。 {DA 361.3}

耶Ť虽然能行神迹，并ɩƓ門徒行奇事的权柄，但他吩咐他疲倦的仆人到�ˎ去休息。当他Ȧ，
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ó，他并没有教門徒必˫不停地操I，而是Ȧ：“你�当求庄稼的主，打
W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太福音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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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已照各人的能力指定他�的工作（以弗所�4:11-13），他不愿Ƿ少数人ɉ担ʓ重，而其余的
人没有ɉ担，毫无心灵的操I。 {DA 361.4}

基督今日�他的工人所Ȧ慈悲的Ȗ，正像从前�他的門徒Ȧ的一ą；他�那些疲I的人Ȧ：“你�
来同我……歇一歇。”人ˈ久|在工作的ŷ¦U力之下是不适宜的。即使是
服F他人灵性的需要，
也是如此。因
ʖąJ必忽略个人的虔ȕ，且ʓ分使用心灵和身体的力量。基督的門徒必˫克己ļ
牲，但也F要Ƀ慎，免得因ʓ于ĸ心，Ƿ撒但利用肉体的ʃ弱使上帝的工作受到ß失。 {DA 362.1}

在拉比�看来，不停的忙碌是宗教的±¨。他��靠外表的�式来表Ņ自己高度的虔ȕ。ʖą，
他�的心灵就与上帝隔离而走上̜傲自ɉ的道路。今日同ą的危ˡ依然存在。由于活G的范pÉ
大，人�在从事任何上帝的工作上Ǜ得成功ó，就有靠人
的ǲ划和方法的危ˡ。出Ņ少作祷告、
少有信心的/向。我�也有像門徒一ą的危ˡ，就是忘ǻ自己必˫依靠上帝，而想Ƿ自己的活G来
作“救主”。我�必˫óó仰望耶Ť，Ǵ明Ǜ得成功的是他的能力。我�固然要
拯救迷失的人ĸ心工
作，但我�也必˫花óˎ来默想、祈祷、研ȫ上帝的Ȗ。惟有那ƍʓ多次祈祷而成就的工作，并ɫ
基督的功I而成圣的工作，才能ö明它所W生的善良的效力。 {DA 362.2}

无ȁ是Ȯ，都没有耶Ť那ą密集的工作和那么沉重的Ɍ任。但耶Ť是常在祈祷，常与上帝交通



4/7/13 7:52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179 of 429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36&start_paragrap…003633895&finish_paragraph=1003637983&references=1&pagebreaks=1

的。在他
人的T史中，一再地ǻʆ“次日早晨，天未亮的ó候，耶Ť起来，到ô野地方去，在那里
祷告。”“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道，也指望医治他�的病。耶Ť却退到ô野去祷告。”“那ó，耶Ť出去
上山祷告，整夜祷告上帝。”̎可福音1:35； 路加福音5:15, 16; 6:12 {DA 362.3}

救主在完全
人ȵ福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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ǯ得有必要úó离开川流不息的行人和天天跟着他的群 。他必˫脱开不停的活G和不断接触人
类需要的生活，去歇一歇，去与天父作无阻碍的属灵的交通。他凡事与我�相同，并且分担我�的
需要和ʃ弱，但他是完全依靠上帝的，他在祷告的密室中求得神圣的力量，准}去£付他的Ɍ任和
考̟。耶Ť在罪³的世界上忍受了心灵Û扎的痛苦，但与上帝交通ó，能卸掉那折磨他的Ǣ。在
ʖ里他得到了安慰和喜�。 {DA 362.4}

人类痛苦的呼声，在基督里上ʒ于无限怜¸的天父耳中。他以人的身份在上帝的宝座前²求，直
到他的人性充Ĩ属灵的洪流，使人性与神性Ɛ合起来。由于不断的交通，他常从上帝Ǜ得生命，又
将生命分ɩƓ世人。我�也必˫有基督ʖą的ƍ̟。 {DA 363.1}

他吩咐我�Ȧ：“你�来。”如果我�肯听从他的Ȗ，我�就必成
更有力量、更有用|的人。門
徒来到耶Ť面前，将一切事都告Ȍ了他，他就鼓励他�，教�他�。如果我�今日肯到耶Ť面前
来，ˠ述我�的需要，我�必不至于失望，他会在我�右ʑ帮助我�。我�需有更天真的性情，并
�救主有更多依ɫ的信心。那名称
“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的，那ƍ上Ȧ：“政权必担
在他的肩~上”的，乃是奇妙的策士。他邀Ȩ我�向他求智慧；他必“厚ɩ与 人，也不斥Ɍ人。” 以
ɮ��9:6；雅各�1:5 {DA 363.2}

凡受ʓ上帝ǸƆ的人，要ö出与世界及其˾俗�¾不同的生活；若想要明白上帝的旨意，人人都
˫有�身的ƍ̟。我�必˫独自聆听他�我�心灵ȦȖ。当万ŵ俱寂，我�安静地在他面前等候
ó，心灵的静默就会使上帝的声音ö得格外清晰。他吩咐我�：“你�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
ȓ篇46:10 惟有如此，我�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息。ʖ也是一切
上帝作工的人最有效的准}。在熙
来攘往的群 和人生ŷ¦的生活中，能ʖą得到振�的人，就有光明和平安的气息pƑ着他。他的
生命必W出香气，沁人心脾。 {DA 363.3}

364

第三十九章 “你们给他们吃吧”

本章根据：̎太福音14:13-21； ̎可福音6:32-44 ；路加福音9; 10-17； Ż翰福音6:1-13 {DA 3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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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和門徒退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但ʖˣ得的安静óˎ不久就被人è乱了。門徒原以
是到了
一个没人打è的地方，可是 人一看不到那位神派的教�，便ˋ：“他在哪里？”他�中ˎ有些人曾看
ǩ基督和門徒的去向，于是ǿ多人由旱路去会他�；其余的，<随后坐船渡海而来。那ó，逾越Ǒ
近了，从ʘ近各|到耶路撒冷来朝圣的人，一群一群地聚集来ǩ耶Ť。人越来越多，除�女和孩童
外，有五千人之 。基督ʕ没有靠岸，早有一群人在等候。但他上岸ó，他�没看到他，所以他ʕ
有短短的óˎ与門徒O独在一起。 {DA 364.2}

耶Ť从山ʑ望到走G的人群，不禁起了同情之心。他虽被è得失去休息的机会，但并不Ķ躁。他
ǩ 人不断地向他涌来，便看出有更大的需要等着他去£付。他“怜¸他�，因
他�如同羊没有牧
人一般。”于是离开歇息之|，到方便
他�服F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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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未从祭司和官ˈ得到帮助；而当基督将救恩之道教Ǹ他�ó，有医治大能的生命之水，从他
那里涌流出来。 {DA 364.3}

 人静听从上帝儿子口中W出来的慈ĺǸȥ。ʖ又清楚又űO的恩言，犹如基列的乳香熏陶着他
�的心灵。他圣手医治之能，使垂死者得到喜�与生命，使患病受苦者得到安舒和健康。 人ǯ得
ʖ一日好似天国	到人ˎ，竟完全没想到自己很久没吃�西了。 {DA 365.1}

一天快ʓ去，夕阳ĥĥ西下，黄昏Ʀ慢降	，可是 人依恋不舍。耶Ť忙了一整天，没有ʗ食，
也没有休息。他因疲I和̂̋而面色ǔ白。門徒Ȩ耶Ť停止工作，但他不忍离开那簇Ô着他的人
群。 {DA 365.2}

最后，門徒来到耶Ť面前Ȧ，就是
了 人，也当叫他�散开。ǿ多人是从ʘ|来的，从早起就
没有吃ʓ�西。到附近的城˄和�村里去，或ǿʕ能�到吃的�西。但耶ŤȦ：“你�Ɠ他�吃
吧！”于是ʀ身ˋ腓力Ȧ：“我�从哪里�̊叫ʖ些人吃呢？”他ʖȖ是要Ȓ̟ʖ門徒的信心。腓力望
着那人山人海，心想，要˱}食物Ĩ足ʖ么多人的需要， ű直不可能。便回答Ȧ，就是二十两ʵ子
的̊，叫他�各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耶Ťˋ他�中ˎ能找到多少吃的？安得烈Ȧ：“在ʖ里有一
个孩童， 着五个大麦̊，两条̦，只是分Ɠʖǿ多人，ʕ算什么呢？”耶Ť吩咐他�把食物拿ʓ来
Ɠ他。
要ƞ持秩序，使他�都能看ǩ他所要行的事，耶Ť随即吩咐門徒，叫 人五十人一排，或
百人一排坐在草地上。 人坐定，耶Ť拿起食物，“望着天祝福，擘开̊，ʞƓ門徒，門徒又ʞƓ 
人。”“他�都吃，并且吃̆了。門徒就把碎̊、碎̦收拾起来，装Ĩ了十二个ų子。” {DA 365.3}

那教Ǹ人Ǜ取平安喜�之道的主，�人类肉体的需要同灵性的需要是一ą关心的。那ó 人已疲
}不堪。其中有®抱�孩的母�，有拉着母�衣角的儿童；ǿ多人已ƍ站了ǿ久，

366

他��基督的ȖW生深切的兴趣，所以没想到要坐下来。况且人又那么多，几乎有彼此践踏的危
ˡ。耶Ť要Ɠ他�休息的机会，就吩咐他�坐下。那里有很多草， 人都能舒适地休息一下。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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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4}

若不是£付�在的需要，基督从不行任何神迹，而且每一次神迹的宗旨，±是要引˳人到生命Ą
下，“Ą上的叶子乃
医治万民。”

367

由門徒的手ʞƓ 人的űO食物，含有很多宝ɛ的教Ǹ：普通的̦和大麦̊，是加利利海ʑĦ夫
的家常便̃。基督何�不能Ɠ 人éȄ丰Ĩ的美味佳肴。可是O
Ĩ足口福的食物不能Ɠ人有益的
教Ǹ。在ʖ門功Ȭ里基督教�人：上帝提供的天然食物常被人Ī用了。而且那�
Ĩ足Ɏ坏了的口
味而Ȅ的盛筵，ʘ比不上基督在野外Ɠ 人享受的休息和űO的食物。 {DA 366.1}

如果世人今日能ű化他�的生活�¾，像起初�当夏娃那ą合乎自然ǫ律，<人类家庭的一切需
要必能Ǜ得充足的供£。人�幻想的需要便会减少，人就能有更多机会去照上帝的旨意去行。可
惜，自私的放Ɓ与偏离自然的口味，已将罪³与痛苦 到人ˎ；ʖ³果一方面由于Ý霍浪ɞ，一方
面由于ɔ困不足。 {DA 367.1}

耶Ť没有以Ĩ足人奢M的欲望来吸引他�¨向他。ʖ一大群人ƍʓ一天的兴�之后，已疲乏̂
̋。űO的一餐̃，非但彰ö主的能力，而且使他�确知他必关心他�日常的需要。救主没有£ǿ
把世上的荣M富ɛƓ跟从他的人。他�的̄食可能是űO的，有ó或ǿʕ会感到不足；他�的家境
可能ɔ困，但主的Ȗ向他�保ȇ：他�的需要必得到供Ɠ。而且他ǿȪ一件比任何属世的幸福更美
的事有他�自与他�同在的恒久安慰。 {DA 367.2}

耶Ť在Ɠ五千人吃̆的事上，揭示了自然界的奥秘，并藉此ö明了那
我�的幸福而ʔ行不止的
神能。在地上庄稼的生ˈ中，上帝每天都在行神迹。藉着天然的能力而生ˈ的庄稼，与耶ŤƓ 人
吃̆ʖ两件事，其本ɑ是相同的。7民必˫耕地撒种，但使种子W芽生ˈ的生命，是从上帝来的。
上帝所ɩ的雨露、空气与阳光，使五谷生ˈ，“先W苗，后ˈ穗，再后穗上Ɛ成̆Ĩ的子粒。” ̎可
福音4:28 上帝天天使�万人以地上庄稼
食。但他也要人在7作和烹ȯ方面与他合作，人却因此而
看不出上帝的能力。他�不将上帝的圣名所当得荣耀¨Ɠ他。

368

于是上帝能力的ʔ行就被曲解
自然因素，或世人的手段；世人就得了上帝£得的荣耀。他慈ĺ
的恩惠一被Ī用于Ĩ足私欲，福惠就X成咒ȉ。上帝要把ʖ都改正ʓ来，要我�ʛʨ的知ǯ灵敏起
来，可以Ǵ出他怜¸的恩慈，并因他大能的作
而¨荣耀与他；他要我�在他的恩ɩ中Ǵ出他来；
使ʖ些恩ɩ照他的本意成
我�的福惠。基督施行神迹也是
了ʖ个目的。 {DA 367.3}

 人吃̆后，剩下的食物ʕ不少。那位掌管无Ŧ能力和一切泉源之主Ȧ：“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
来，免得有糟蹋的。”ʖ句Ȗ的意思，不只是将碎̊放入ų中。ʖ教Ǹ是双重的。它教我�不可浪
ɞ，不可放ʓúó的机会，也不可忽略凡足以使人得益的事。凡能救ĝ世人̂̋的一切，都要收拾
起来。在属灵的事上也£如此。当装Ĩ零碎的ų子收拾起来之后， 人就想到了他�家里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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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那些朋友共享基督所祝Ⱦʓ的̊。于是ų内所装的零碎就分Ɠĸ心的群 ，由他� 到附近
的地方去了。照ą，凡是吃ʓ基督ʖ一餐̃的人，都当将那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分Ɠ别人，使̂̋的
心灵得以̆足。他�£将所学到的有关上帝奇妙的事反复Ǽ述，不可ʟ漏半点。凡有关他�永ʘ得
救的Ȗ，一句也不țʟ漏而失效。 {DA 368.1}

分̊的神迹，Ɠ人一个依靠上帝的教Ǹ。基督Ɠ五千人吃̆ó，食物并不在手上。从表面看来，
基督没有什么�西可以使用。他两手空空，又在ô野；而且与他在一起的，除了�女儿童，ʕ有五
千之 。他既没有邀Ȩ，又没有命令ʖ一大群人来跟从他；但他知道他�ˈ久听他教Ǹ之后，必是
̂̋疲乏的；因他自己和他�一ą需要食物。他�离家又ʘ，而且天快黑了。其中ʕ有多人没有ʭ
�食物。那
他�的ƪ故曾在ô野禁食四十天的主，不愿叫他�̋着肚子回去。上帝的旨意既将耶
Ť置于当ó的|境中，他就靠天父的供£来£付当ó的需要。 {DA 368.2}

369

我�遭遇困ˣó，当依靠上帝。在生活上，一�一G都当ʔ用智慧和判断力，以免因̧莽的�
G，将自己置于困ˣ之中。我�不可ˌ入困境，忽略上帝所˱}的方法，妄用他ɥ予的才能。基督
的工人必˫ƕ�服从他的指示。ʖ工作是上帝的。我�若要
人造福，就必˫依从上帝的ǲ划；不
可以我
中心；不可自取尊荣。我�若按自己的意思作ǲ划，主就会任凭我�去犯ʾȣ。但我�若
˪从他的旨意，遇到ˣ|ó，他就必拯救我�。我�不可灰心�胆，放弃工作，却当在每次急ˣ中
向那掌有无限能力的主求帮助。我�往往会陷入困境，ˣ以支持；此ó，我�必˫完全信ɫ上帝。
他必保守每一个因守主道而遭遇困ˣ的人。 {DA 369.1}

基督藉着先知吩咐我�Ȧ：“要把你的̊分Ɠ̂̋的人”，“使困苦的人得Ĩ足”，“ǩ赤身的，Ɠ他
衣服遮体”，“将̀流的Ŧ人接到你家中” 以ɮ��58:7-10。他吩咐我�：“你�往普天下去， #福音
Ɠ万民听！”̎可福音16:15 当我�看到需要何等大，而自己的力量又何等小ó，就往往意志消沉、
信心衰退；不免像安得烈看着五个大麦̊和两条̦ó一ą感YȦ：“只是分Ɠʖǿ多人，ʕ算什么
呢？”我�往往踌躇不定，不愿把一切所有的全都拿出来，惟恐
别人“ɞɋɞ力。”但是耶Ť已ƍ吩
咐我�：“你�Ɠ他�吃吧！”他的命令就是一道£ǿ，ʖ£ǿ中藏有当日在加利利海ʑ使 人吃̆的
同一股能力。 {DA 369.2}

在ʖ一群̂̋之 肉体需要的事上，包含着�每个工人的深刻的属灵教Ǹ。基督从天父那里˳取
了，就分Ɠ門徒；然后門徒分Ɠ 人； 人再互相授受。照ą，凡与基督ƾ合的人，要从他那里˳
受生命之̊，就是天上的粮食，去分Ɠ别人。 {DA 369.3}

耶Ť在�上帝的完全信ɫ中，拿起了有限的几个̊，即或都分Ɠ門徒，各人也只能得到一点。但
他没先Ƿ他�吃，而是分Ɠ他�，叫他�ʞƓ 人。于是食物在他手中增多起来；而門徒向基督伸
出的手±是ĨĨ的，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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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他本身就是生命的粮。ʖ有限的几个̊竟供Ɠ了一切人。及至 人吃̆之后，他�就把碎̊碎
̦都收拾起来，而后基督才与門徒同吃ʖ天ɩ的宝ɛ食物。 {DA 369.4}

門徒是基督与 人之ˎ交通的媒介。ʖ�今日的門徒ț是多么大的鼓励啊!基督是"大的核心，一
切力量的源~。他的門徒£当从他˳受所需的力量。最ƿ明的、最有修养的人，也只有在˳受之后
才能分Ɠ人。而且只有分Ɠ人，我�才能ƙƜ˳受。我�不断Ɠ人，就不断˳受；我�Ɠ人越多，
自己˳受也会越多。ʖą，我�能ƍ常相信，ƍ常依靠，不断˳受，不断分享。 {DA 370.1}

建立基督之国的工作必广泛推ʗ。表面上虽ʗ行得很慢，种种的ˣ˹似乎在Õ阻它的ʗ展。然而
ʖ工作是上帝的，他必供Ɠƍĝ，并差遣忠�而ĸ心的門徒作助手；使他�手中充Ĩ̂̋之人所需
要的食物。上帝不会忘ǻ凡凭ĺ心作工，去把生命之道#Ɠ将亡者的人，而且那些将亡者，也要ʀ
而伸出手，
其他̂̋的人˳受食物。 {DA 370.2}

我�
上帝工作，有ʓ于依ɫ人的才干和人的能力的危ˡ。如此我�就会忘ǻ那位大工�基督。

他工作的人往往没有Ǵ清自己的Ɍ任，常把自己的担子推ƓƇƉ，而不依靠一切力量之源的主。
在上帝的工作中，信ɫ人的智慧，依靠人的数量，是个极大的ʾȣ。成功地
基督作工，不�在于
人数和人才，更重要的是宗旨的ž正和真ȕ依靠主的信心。�不ǴȊ基督的人，我�必˫个人ɉɌ
去帮助他�，尽到个人的本分和努力。不要将Ɍ任卸Ɠ你Ǵ
更有才干的人，要尽你最大的能力去
做。 {DA 370.3}

当你心里起疑ˋ“我�从哪里�̊叫ʖ些人吃呢？”的ó候，不可作没有信心的答复。門徒听ǩ救
主的指示：“你�Ɠ他�吃吧，”他�心里就作ˣ了。他�ˋ：

371

“我�是否要到�村里去�食物呢？”今日也是如此，当 人缺乏生命之粮ó，主的儿女�却
ˋ：“我�是否要从ʘ方Ȩ人来Ɠ他�吃呢？”此ó，基督Ȧ什么？“叫 人都坐下”，他当sƓ他�吃
了。所以，当你四p尽是缺乏者ó，要知道基督就在跟前。你要与他交通，要将你的̊拿到耶Ť面
前。 {DA 370.4}

我�所有的人力才力，似乎都不够£付工作的需要；但是我�若凭信心前ʗ，相信上帝全}的能
力，在我�前面就必敞开丰富的ɤ源。如果工作是上帝的，他必�自供Ɠ完成ʖ工作的手段。他必
Ð答凡ȕȕ��、全然依靠他的人。在
天上的主效Ió，如能�慎而Ǒ,地使用有限的ɋ物，ʖ
极少的ɋ物必在使用的ʓ程中增多起来。在基督手中的有限食物，没有减少，直到̂̋的人群全吃
̆
止。如果我�到一切能力的泉源那里，伸出信心的手去˳受；我�的工作尽管在最ǎˣ不利的
条件下，也必蒙主支持，Ƿ我�将生命之粮分Ɠ 人。 {DA 371.1}

主Ȧ：“你�要Ɠ人，就必有Ɠ你�的。”“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上帝能将各ą的恩惠多
多地加Ɠ你�，使你�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ą善事。如ƍ上所ǻ： {DA 371.2}

“他施舍ʭɋ，周ĝɔŦ；他的仁存到永ʘ。” {DA 3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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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ɩ种Ɠ撒种的，ɩ粮Ɠ人吃的，必多多加Ɠ你�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仁的果子，叫你�
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藉着我�使感Ⱦ¨于上帝。” 路加福音6:38；哥林多后�9:6-11 {DA

371.4}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第四十章 湖上的一夜

本章根据：̎太福音14:22-33； ̎可福音6:45-52； Ż翰福音6:14-21 {DA 377.1}

那是个春天的傍晚， 人坐在ơ草如茵的平原上，吃着基督
他�˱}的食物。那一天他�所听
ǩ的Ȗ，犹如上帝的声音。他�所看ǩ医病的事，惟有上帝的能力才能作到。而分̊的神迹，更是
激G人心。人人都分享一份。在摩西的ó代，上帝曾在ô野用[哪养活以色列人；ʖ一天把食物ɩ
Ɠ他�的，若不是摩西所˱言的那一位，ʕ会是Ȯ呢？人的能力决不能用五个大麦̊和两条小̦，
做出ʖ么多的食物，叫数千̂̋的人吃̆。于是 人ǹȁȦ：“ʖ真是那要到世ˎ来的先知。” {DA

377.2}

在一天的ǩ˒中，ʖ个信念在 人心中逐ĥ增强。ʖ最大的神迹是个保ȇ：他�ˈ久仰望的拯救
者已在他�中ˎ了！于是 人的希望愈益增强。ʖ就是将要使犹太成
全地�园，成
“流奶与蜜之
地”的那一位。他能Ĩ足每个人的愿望，:Ɏ可恨的ƶ̎人的权J，拯救犹太和耶路撒冷；他能医治
Ås上的$兵，供Ɠ全6粮̉，Ɗ于征服列国，把以色列多年所羡慕的王权ɩƓ他�。 {DA 377.3}

378

 人出于Ĩ腔的ĸ忱，˱}立刻Ô戴耶Ť
王。他�ǩ他并不Ȅ法引起 人的注意，或博得 人
的尊敬。在ʖ一点上，他与祭司和官ˈ�根本不同，所以他�担心耶Ť永不宣布自己有荣登大R宝
座之权。于是ƍʓ商ǹ，大家同意用强制的手段宣布他
以色列的王。門徒和 人一同宣称，他�
的夫子是大R宝座的合法ƙ承人。他�Ȧ基督拒ƕʖ种尊荣是因
他歉ʝ的ƪ故。Ƿ 人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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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拯救者吧！Ƿ那些傲慢的祭司和官ˈ�被迫来尊敬 着上帝权威而来的ʖ一位吧！ {DA 378.1}


要�Ņʖǲ划，他�急切地布置一切，但耶Ť看出当ó的情况，并ǴȊ到ʖ种�G所必有的Ɛ
果是他�所不能˱料的。祭司和官ˈ�Ņ今正在�索他的命，告他在他�和民 中ʗ行离ˎ。如果
逼他
王，J必W生暴G、叛乱，而属灵之国的工作就要受到阻碍。故此，ʖ个ʔG必˫立即制
止。于是耶Ť叫門徒来，吩咐他�立刻坐船回迦百7，Ƿ他来遣散 人。 {DA 378.2}

基督从来没有Wʓʖ么一道ˣ以È行的命令。門徒早已希望能有个民 的ʔG来Ô戴耶Ť
王，
但想到Ĩ腔的ĸ忱尽成泡影，�在不堪忍受。从各地来赴逾越Ǒ的人群，都渴望ǩ一ǩʖ新兴的先
知。門徒ǯ得ʖ正是千ʆˣ逢的良机，能Ô戴他�敬ĺ的夫子登上以色列的王位。.此雄心勃W的
当口，他��在不忍走开，留耶Ť一人在那荒凉的海岸上。他�反�ʖ个ǲ划，但ʖó耶Ť用他从
来没有向他�用ʓ的权威ǼȖ。他�知道再反�也无ĝ于事，就沉ˏ地走向海ʑ去。 {DA 378.3}

耶Ť随即命令 人散开，他¯度之u决使他�不敢不从。他�称ɯ和˰Ë的Ȗ，=出口就止住
了。他�正想上前Ô戴耶Ťó，ˮó止步，ǉ上Č�ĸ切的神情̣然消失了。群 有不少心情=强
意志u决的人，但耶Ť君王般的˾度和几句沉着的命令，平息了当ó的喧嚷，打消了他�的ǲ划。

379

他�Ǵ定他有超ʓ一切地上权J的威力，于是二Ȗ没Ȧ就˪服了。 {DA 378.4}

 人散去之后，耶Ť“独自上山去祷告。”向上帝不住地²求ʒ数小ó之久。他并不是
自己，乃
是
别人祷告。他求天父ɩ他能力，好向世人ö明他使命的神圣性，使撒但不至蒙蔽他�的理解
力，混乱他�的判断力。救主知道自己在世上#道的工作将要Ɛ束，而接受他
救ɧ主的人
数ʕ
不多。他在心灵的痛苦Û扎之余，²切地
門徒祈求。他�将受到�峻的考̟，他�根据民 的幻
想所抱的宿愿，必将在最痛苦最屈辱的情形下化
泡影。他�非但不能看他登上大R的宝座，却要
目睹他被ʦ在十字架上。而ʖ才是他的真正的加冕礼。但門徒并没有看明白ʖ一点，因此将来那强
大的Ȓ探	到他�ó，他�不会ǴȊ到它是�他�的Ȓ探。若没有圣灵来光照門徒的心并开É他�
的理解力，他�的信心是要打Ɏ仗的。耶Ť想到門徒�他国度的概念是如此狭窄，竟局限于属世的
荣M富ɛ上，心中甚
痛苦。他
他�ɉ有沉重的担子，所以悲$、苦、流泪地向上帝/心²
求。 {DA 379.1}

門徒没有照耶Ť的指示立刻离开海岸。他�等了片ó，希望能等到他来。

380

但当他�看ǩ天色很快昏黑下来，就“上了船，要ʓ海往迦百7去。”他�离开耶Ťó心中很不
服。自从Ǵ他
主以来，門徒�他的不Ĩ，没有比ʖ次更甚的了。他�埋怨耶Ť不Ƿ他�宣布他

王；他�怪自己不ț那ąʅ易听他的Ȗ。他�想，如果当ó稍微u持一下，或能ʒ到目的，也未可
知。 {DA 3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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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的念~充Ĩ了他�的心思，虚荣之心蒙蔽了他�。他�知道法利ɮ人恨耶Ť，但他�Ǵ
他
£当作王，所以一心想看ǩ他受人Ô戴。他�跟的是一位能行"大神迹的教�，却被人辱̛
̡
子，ʖ是他�ˣ以忍受的磨ı。ˣ道他�要ˈ此被Ǵ
是假先知的門徒[？ˣ道基督将永不宣布他
的王权[？他既有ʖ种权力，
什么不亮出自己的真底，而要使他�的生活ʖ么ǎ苦呢？他
什么
没有ǝ救施洗Ż翰脱离横死呢？門徒就ʖą地推断，直到陷入属灵的黑暗之中，他�®疑：耶Ť会
不会真像法利ɮ人所Ȧ的，是个̡子呢？ {DA 380.1}

那日門徒曾目睹基督所行的奇事，天国ű直已ƍ降	人ˎ。那光荣宝ɛ的一天，本£使他�心中
充Ĩ信心与希望。如果他�本着心中所充Ĩ的多ȳŢ极一面，就决不至遇到Ȓ探。但他�Ƿ失望情
ƛ占据心思，没有留意基督的Ȗ：“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那一天，他�曾享
受极大的恩惠，但此ó都忘光了。他��在是|在困Ì的思潮中，成了汹涌翻ǋ的狂涛，理性被淹
没了。于是主就另外安排一些事，来占˳他�的思想˳域。当人�自造困ˣ和Ķ¶ó，上帝往往会
ʖą做的。門徒用不着庸人自Ì。危ˡ即将	~。 {DA 380.2}

ʖó凶猛的˾暴正偷偷向他�Ǩ来，而他�却毫无准}。那是一次突X，因天气原是晴朗的；所
以当狂˾Ǩ来ó，他�恐慌了，忘ǻ自己的不忠、不信和急躁。人人都拚尽全力使船不至下沉。从
伯ɮ大渡海到他�˱定与耶Ť会合的地方，相距并不很ʘ。在天气正常情况下，只要几小ó就可到
ʒ。但Ņ在他�随˾̀流，

381

离目的地越来越ʘ了。直到四更天，他�ʕ在辛苦地êî。到后来ʖ些疲乏的人自ǯ已无生望，
只好听天由命。在狂˾与黑暗之中，大海教他�看出自己的无能。此ó他�是多么渴望夫子同在
啊！ {DA 380.3}

耶Ť并没有忘ǻ他�。他在岸上看ǩʖ些受¹的人正在与˾暴搏斗。他注ǭ着他�，一刻也没有
疏忽，十分关®着那在海里˼簸的小船和其中宝ɛ的生灵，因
ʖ些人将来是要作世上的光的。母
�怎ą看˭自己的孩子，慈悲的夫子照ą看˭自己的門徒。当他�制服了自己的心，消除不圣洁的
奢望而Ɂ虚地祈求帮助ó，帮助就来了。 {DA 381.1}

他�正Ǵ
自己无救的ó候，忽然有一道亮光，照出一个神秘的人影在海面上向他�走来，可是
他�不知道ʖ就是耶Ť。他�把那来帮助他�的反看作是ð人。恐怖就吓倒了他�。那用以êċ的
u强如ʯ的双手，ʖó都松开了；船随着波浪̀ǘ， 目都注ǭ着那在白浪翻ǋ的海面上走来的人
影。 {DA 381.2}

他�想ʖ鬼怪一定是他�į亡的˱兆，就吓得喊叫起来。耶Ť赶着前行，像是要越ʓ他�去的ą
子，但他�Ǵ出了他，就求他帮助。他�敬ĺ的夫子便ʀʓ身来。他的声音消除了他�的恐慌，
Ȧ：“你�放心，是我，不要怕！” {DA 381.3}

他�既看出ʖ神秘的人影是主，彼得ű直Č喜若狂。但他好像又不能完全相信，就Ȧ：“主，如果
是你，Ȩ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ŤȦ：“你来吧！” {DA 3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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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望着耶Ť，ť步行走，如履平地；但当他自̭得意地回~望船上同伴ó，他ǭƅ就离开了救
主。˾J猛烈，巨浪翻ǋ，向着他和夫子之ˎ冲来；他就惶恐起来。一ʀ眼不ǩ基督，信心就G
ê，人就开始下沉。但当巨浪行将吞没他ó，彼得就把ǭƅ从怒涛中ʀ向耶Ť，喊叫Ȧ：“主啊，救
我！”耶Ť赶ŷ拉着他伸出的手，Ȧ：“你ʖ小信的人哪，
什么疑惑呢？” {DA 381.5}

耶Ť和彼得肩并肩，手拉手，一同上了船。彼得ʖó狼Ŀ不ȡ，没理由在同伴面前夸口。ʖ次他
因不信和自大，

382

几乎�命。由于一下不注ǭ耶Ť，他ˡ些失足，沉没海浪之中。 {DA 381.6}

我�遇到困ˣó，不也是常和彼得一ą[？我�的眼睛不注ǭ救主，反而Ǫ看波浪。于是我�的
脚步滑跌，̜横的大水便淹没了我�。耶Ť叫彼得到他那里去，并不是要他į亡。他决不叫我�跟
从他，然后�弃我�。他Ȧ：“你不要害怕！因
我救ɧ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
从水中ƍʓ，我必与你同在；你趟ʓ江河，水必不漫ʓ你；你从火中行ʓ，必不被ķ，火焰也不着
在你身上。因
我是耶和M你的上帝，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 以ɮ��43:1-3 {DA 382.1}

耶Ť洞悉門徒的性格，知道他�的信心将受何等�峻的考̟。他要用海面上的意外遭遇，使彼得
知道自己的ʃ弱，指明他的安全在于不断地依靠上帝的能力。当他|在¹涛̞浪的Ȓ探之中ó，惟
有完全不自恃地依靠救主，方能步履安祥。彼得自以
强壮的地方，倒正是他的ʃ弱之|。非到他
Ǵ清自己的ʃ弱，他就不会ǯ得有依靠基督的必要。他若能学到耶Ť藉履海的ƍ̟要Ɠ他的教Ǹ，
后来大Ȓı	到他ó，就不至失Ɏ了。 {DA 382.2}

上帝天天都在教�他的儿女。他藉日常生活的ń境，培养他�在更�广的舞台上担任他所派Ɠ他
�的角色。日常生活中的考̟， 决定着人生重要关~中的ǅɉ与成Ɏ。 {DA 382.3}

凡不感ǯ自己必˫ó刻依靠上帝的人，必被Ȓ探所ǅ。我�Ņ在尽可以自以
站得很ť，永不ê
G。我�尽可自信地Ȧ：我知道所信的是Ȯ，我�上帝和上帝的道所有的信仰是怎么也不会Gê
的。但是撒但正在暗算，要利用我�品性上生就的和养成的弱点，蒙蔽我�，使我�看不出自己日
常生活中的需要和缺乏。惟有Ǵ明自己的ʃ弱，目不ʀ睛地仰望耶Ť，我�才能步履安祥。 {DA 382.4}

耶Ť一上船˾就住了，“船立ó到了他�所要去的地方。”恐怖之夜已ʓ，迎来的是黎明的曙光。
門徒和其他同船的人，Ĩ心感Ⱦ地俯伏在耶Ť脚前，Ȧ：“你真是上帝的儿子了！” {DA 382.5}

383

第四十一章 加利利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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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根据： Ż翰福音6:22-71 {DA 383.1}

当基督不答£ 人宣布他
王ó，他知道他一生的ʀ折点到了。ǿ多人今日愿意Ô戴他作王，明
天就会离他而去。他�自私的野心既落了空，就会Xĺ戴
仇恨，X˰Ë
咒̛。耶Ť虽然知道ʖ
一切，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避免ʖ个危机。他从来不曾向跟从他的人提出Ǜ得属世Ð酬的希望。
有一个人要求作他的門徒ó，他回答Ȧ：“狐狸有洞，天空的̪́有Ū，人子却没有枕~的地方。”
̎太福音8:20 倘若世人能得着基督，同ó也能Ǜ得世界的富ɛ，那么无数的人都会向他效忠；但ʖ
ą的侍奉是耶Ť不能接受的。当ó跟从他的人中，有ǿ多是抱着属世之国的希望而来的。耶Ť必˫
使ʖ些人从迷梦中醒悟ʓ来。分̊的神迹所包含的深奥属灵教Ǹ，他�没有˳会。ʖ一点也必˫向
他�Ǽ解清楚。而且ʖ新的\迪，行将引起更切身的Ȓ̟。 {DA 383.2}

分̊的神迹#遍了ʘ近各地。第二天清早， 人就涌到伯ɮ大来ǩ耶Ť，水˟两路都有成群的
人。~一天晚上离开他的人又回来了。因
那里没有船可以渡耶Ťʓ海，所以 人希望在原来的地
方找到他。既没找到，就往迦百7去找他。 {DA 383.3}

384

耶Ť到了革尼撒勒，他离开ʖ里只有一天。ʖ里的人一知道他回来，“就跑遍那一 地方，听ǩ他
在何|，便将有病的人用褥子抬到那里。” ̎可福音6:55 {DA 384.1}

后来耶Ť往会堂里去，那些从伯ɮ大来的人就在那里找到了他。他�从門徒口中得知耶Ť是怎ą
渡海的。門徒向那屏息/听的人群Ȝƈ述Ȧ他�遇到狂˾大浪，如何徒I地逆˾êċʒ数小ó之
久，又如何看ǩ基督在海面上行走。他�如何¹慌，耶Ť如何安慰他�。彼得如何冒ˡ，以及Ɛ果
如何。后来海浪如何突然平静，小船靠岸等等。 人ʕ没听够，便聚集在耶Ť四周，ˋ他Ȧ：“拉
比，是几ó到ʖ里来的？”他�希望再从耶Ť自己口中听一次ʖ件神迹的Ȝƈƍʓ。 {DA 384.2}

耶Ť没有Ĩ足他�的好奇心，只是$地Ȧ：“你�找我，并不是因ǩ了神迹，乃是因吃̊得̆。
”他��找耶Ť，不是出于什么高尚的G机，而是希望跟在他身ʑ，再得些物ɑ的好|，像前一天吃
的̊一ą。于是救主D他�Ȧ：“不要
那必坏的食物I力，要
那存到永生的食物I力。”

385

不要O求物ɑ上的好|，不要�
今生打算，而要追求属灵的食粮，就是那永存不坏的智慧。惟
有上帝的儿子能将ʖ种智慧ɩƓ人，“因
人子是父上帝所印ȇ的。” {DA 384.3}

当ó听 的兴趣鼓舞起来了，他�Ȧ：“我�当行什么，才算作上帝的工呢？”他�曾做ʓǿ多ǎ
苦的修行，
要在上帝面前ö明自己的，Ņ在又准}听一听有什么新的条例，可以Ƿ他�Ţ更大
的功德。他�的意思是ˋ：我�ț作什么事，才配ʗ天国？
要Ǜ得将来的永生，我�£付什么代
价？ {DA 385.1}

“耶Ť回答Ȧ：‘信上帝所差来的，ʖ就是作上帝的工。’”天国的代价就是信主耶Ť。信ɫ“上帝的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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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就是ʗ天国的途径。 {DA 385.2}

但 人不愿接受他Ǽ的ʖ一神圣真理。耶Ť已ƍ作了先知˱言中弥ɮ�所要作的事，但他�要看
ǩ耶Ť作他�私心所希望他作的事。基督固然曾用大麦̊Ɠ 人吃̆一次，但在摩西ó代，上帝曾
用[哪Ƿ以色列人生活了四十年。如今 人希望从弥ɮ�得到的福惠ʕʘʓ于此呢!他�不知足的心
W疑ˋȦ：耶Ť既能行他�所ǩʓ的ʖǿ多奇事，�不也能把健康、能力和ɋ富ɩƓ他一切的子
民，解救他�脱离U迫者的手，以权柄、尊荣使他�升高[?他自称是上帝差来的，而又拒ƕ作以色
列的王，ʖ是他�百思不解的。他拒ƕ作王，被他�ȣ解了。多人以
他不敢公开称王，是因
®
疑自己使命的神圣性。于是他�生了疑心，撒但所撒的种子Ɛ出了³果，就是ȣ会和背道。 {DA 385.3}

ʖó有一个拉比 着ʅ慢的口吻ˋ耶Ť：“你行什么神迹，叫我�看ǩ就信你？你到底作什么事
呢？我�的祖宗在ô野吃ʓ[哪，如ƍ上写着Ȧ：‘他从天上ɩ下粮来Ɠ他�吃。’” {DA 385.4}

犹太人尊摩西
[哪的施予者，是把˰ɯ¨与上天使用的器皿，而忽ǭ了那�˞成就ʖ事的主。
他�的祖宗曾向摩西W怨言，®疑他，否Ǵ他神圣的使命。

386

Ņ在作子�的，也抱着同ą的¯度，拒ƕ#上帝福音Ɠ他�的ʖ一位。耶ŤȦ：“我��在在地告
Ȍ你�，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ɩƓ你�的。”那ɩ[哪的，如今正站在他�中ˎ。那˳希伯来
人ʓô野，天天降粮食Ɠ他�吃的，就是基督。那[哪是从天上降下的真粮的象征。从上帝无Ŧ的
丰盛所流出的ɩ生命的粮才是真[哪。耶ŤȦ：“上帝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ɩ生命Ɠ世界的。”
{DA 385.5}

听 中有些人以
他所Ǽ的指的是肉体的食粮，就喊着Ȧ：“主啊！常将ʖ粮ɩƓ我�。”于是耶
Ť明明地Ȧ：“我就是生命的粮。” {DA 386.1}

耶Ť用的象征是犹太人所熟悉的。摩西受圣灵感GóȦ：“人活着不是O靠食物，乃是靠耶和M口
里所出的一切Ȗ。” 申命ǻ8:3 先知耶利米也曾写道：“我得着你的言ȡ，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ȡ是
我心中的Č喜快�。” 耶利米�15:16 拉比�自己也有一种Ȧ法：吃̊的属灵意，就是研究律法和
躬身行善。而且ʕ常Ȧ，在弥ɮ�来的ó候，全以色列必得吃̆。 先知的言ȁȦ明了分̊的神迹
所含的深奥的属灵教Ǹ。ʖ教Ǹ也就是基督在会堂里所要向他的听 ˗明的。他�若明白圣ƍ，就
必明白基督所Ȧ：“我就是生命的粮，”ʖ句Ȗ的意。就在前一天， 人精疲力尽ó，曾吃ʓ基督所
ɩƓ他�的̊。他�从̊得到了体力的恢复，Ņ在照ą能从基督Ǜ得属灵的力量和永生。基督
Ȧ：“到我ʖ里来的，必定不̋；信我的，永ʘ不渴。”但他又加上一句Ȧ：“你�已ƍ看ǩ我，ʕ是
不信。” {DA 386.2}

他�因圣灵的ǩȇ和上帝Ɠ他�心灵的\示，已ƍ看ǩ了基督。基督权能的活ǩȇ，天天ö明在
他�面前，但他�ʕ要看一个神迹。即使耶Ť答£了ʖ要求，他�ʕ是不会信的。耳˒目睹的事既
不相信，那么将再多的奇事Ɠ他�看，也是枉然。人存心不信，±是可以找到®疑的藉口来反̔最
确切的ȇ据的。 {DA 3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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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再向那些ˬ固的人提出邀ȨȦ：“到我ʖ里来的，

387

我±不�弃他。”他Ȧ，凡凭信心接受他的，都必得着永生，ʚ一个也不至失落。法利ɮ人和撒都
ț人无需
未来的生命争ȁ。人也不必
死人悲$ƕ望，因
“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ǩ子而信的人得
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DA 386.4}

但耶Ť的Ȗ得罪了民 的˳袖，他�Ȧ：“ʖ不是Ż瑟的儿子耶Ť[？他的父母我��不Ǵ得[？
他如今怎么Ȧ‘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他�ʅ蔑地提到耶Ť卑微的出身，想要引起 人的偏ǩ。
他�看不起他，嘲ȃ他是加利利的苦工，笑他家境ɔ寒卑微。又Ȧ，ʖ个没有受ʓ教育的木匠�自
己所作的种种声明，不.得注意。ȳ到他那神秘的出生，他�就暗示，他的身世不清不白，就此把
他出生的情形看
他T史上的Ē点。 {DA 387.1}

耶Ť不Ȓq解ʣ他ȗ生的奥秘，也不回答关于他自天降生的疑ˋ，正如他�履海的ˋ˹不作解ʣ
一ą。他不叫人注意他那些生活特征的神迹。他甘心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然而他的言行已ö明
他真�的身份。凡敞开心門˳受上帝光照的人，就必承Ǵ在他里面“充充ĨĨ地有恩典，有真理。”
Ż翰福音1:14 {DA 387.2}

法利ɮ人提出的疑ˋ，ʘʘ没有暴露他�成ǩ的根源。他�的偏ǩ�˞扎根于他�邪³的心里。
耶Ť的一言一行无不激起他�的仇恨，因他�所®的精神不能在耶Ť心里引起共̭。 {DA 387.3}

“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ʖ里来的，到我ʖ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在先
知�上写着Ȧ：‘他�都要蒙上帝的教Ǹ。’凡听ǩ父之教Ǹ又学�的，就到我ʖ里来。”除了那些被
天父之ĺ吸引的人，不会有人愿意到基督面前来。但上帝是在吸引所有人都来¨向他，惟有那拒ƕ
他的引�的人，才不肯到基督ʖ里来。 {DA 387.4}

“他�都要蒙上帝的教Ǹ，”耶Ťʖ句Ȗ引用的是先知以ɮ�的˱言，就是：“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
M的教Ǹ，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

388

以ɮ��54:13 犹太人把ʖǑ圣ƍ�用在自己身上。他�以有上帝
他�的教�而自豪。但是耶
Ť指出ʖ种Ȧ法ʓ于自ɉ，因
他Ȧ：“凡听ǩ父之教Ǹ又学�的，就到我ʖ里来。”只有藉着基督，
他�才能ǴȊ上帝。血肉之体ƍ不起上帝荣耀的öŅ。凡˳受了上帝教Ǹ的人都听ʓ他儿子的声
音，便能在拿撒勒人耶Ť身上，Ǵ出那藉着自然和\示来彰ö天父的那一位。 {DA 387.5}

“我��在在地告Ȍ你�，信的人有永生。”圣灵藉�自听ǩʖ些Ȗ的蒙ĺ的Ż翰，向 教会
Ȧ：“ʖǩȇ，就是上帝ɩƓ我�永生，ʖ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
Ż翰一�5:11, 12 耶ŤȦ：“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基督与我�同得一个肉身，
的是要我�与他共

一个灵。凭着ʖ种ƾ合，我�从坟墓里出来不�是把耶Ť的权能ö明出来，也是藉着信心ö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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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已ƍ成了我�的生命。那些ǴȊ基督的真身份，接受他到心里的人，就有永生。基督藉着圣
灵住在我�里面，上帝的灵因信而被接到心中，ʖ就是永生的开始。 {DA 388.1}

 人向基督提到他�的祖宗在ô野吃ʓ[哪，表明那一Ć神迹比耶Ť所行的ʕ要"大，但耶Ť指
出：那一恩ɩ若同他Ņ在来ɩ的福惠比ʇ起来，就ö得微不足道了。[哪只能ƞ持属世的生存，既
不能Ƿ人不死，又不能使人得永生。但是天上的粮食，必滋养心灵，直到永生。救主Ȧ：“我就是生
命的粮。你�的祖宗在ô野吃ʓ[哪，ʕ是死了。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
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ʖ粮，就必永ʘ活着。”基督Ņ在又加上了一个象征。因
只有藉着
自己的死，他才能将生命ɩƓ世人。所以他用以下的Ȗ，指明他的死乃是救世的方法，Ȧ：“我所要
ɩ的粮，就是我的肉，
世人之生命所ɩ的。” {DA 388.2}

犹太人将在耶路撒冷¡祝逾越Ǒ，ǻ念古ó行Ďį的天使降灾Ɠ埃及人，拯救以色列人的那一
夜。

389

上帝要他�从逾越Ǒ的羔羊上看出上帝的羔羊藉着ʖ个表号来接受那
世人生命而舍己的主。但
犹太人把表号看得ʓ重，而忽略了它的寓。他�没有“分辨是主的身体。”逾越Ǒ的�式所象征的真
理和基督所Ǽ的真理是相同的，但他�没有˳悟ʖ一点。 {DA 388.3}

于是拉比�W怒Ȧ：“ʖ个人怎能把他的肉Ɠ我�吃呢？”他�故意照字面解ʣ他的Ȗ，像尼哥底
母所ˋ的一ą：“人已ƍ老了，如何能重生呢？” Ż翰福音3:4有些人˳悟了耶Ť的意思，只是不愿意
承Ǵ。他�故意曲解他的Ȗ，想引起民 来反�他。 {DA 389.1}

基督没有在象征自己的表号上ʃ下来，反而更有力地重述ʖ一真理。他Ȧ：“我��在在地告Ȍ你
�：你�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
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
也常在他里面。” {DA 389.2}

吃基督的肉喝基督的血，就是接受他
个人的救主，相信他赦免我�的罪，并相信我�在他里面
得以完全。只有仰望、默想、ȳȁ、吸收他的ĺ，我�才能与他的性情有份。基督与心灵的关系必
˫像食物与身体的关系一ą。不吃食物，不将食物的ǝ养化
身体的一部分，食物�我�就没有益
|；照ą，我�若不Ǵ基督
我�个人的救主，<他�我�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徒具理ȁ的知Ȋ与
我�并没有益|，我�必˫“吃他的肉”，接受他ʗ入心中，使他的生命成
我�的生命。我�必˫被
他的ĺ和他的恩典所同化。 {DA 389.3}

然而ʖ些比i，ʕ不足以充分表明信徒在与基督的关系之中所有的特权，耶ŤȦ：“永活的父怎ą
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ą，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上帝的儿子怎ą因信在父里面活着，我
�也当怎ą因信在基督里活着。耶Ť是那么完全地服从上帝的旨意，以致他的生活所表Ņ的就是天
父。耶Ť虽然凡事受ʓȒ探与我�一ą，但他毫不
周p的邪³所玷Ē。所以我�也当得ǅ，像基
督得ǅ一ą。 {DA 3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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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跟从基督的[？那么，圣ƍ上所ǻ一切有关灵性生活的Ȗ都是
你写的，并能使你因与耶Ť
ƾ合而有所体̟。

390

你的ĸ心消沉了[？你起初的ĺ心ĥĥ冷淡了[？F要重新接受基督所ɩ的ĺ；F要吃他的肉，
喝他的血，你就必与父与子都合而
一了。 {DA 389.5}

那些没有信心的犹太人，�救主的Ȗ，除了拘泥于字面的解ʣ之外，竟ˊ眼不˭深一�的意。
按照�文律法，他�是不可吃血的，因此，他�就ǹȁƂƂ，Ǵ
基督是Ȧ了�Ĥ的Ȗ。ʚ門徒中
也有不少人Ȧ：“ʖȖ甚ˣ，Ȯ能听呢？” {DA 390.1}

救主回答他�Ȧ：“ʖȖ是叫你�V弃[？倘或你�看ǩ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怎么ą呢？叫
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你�所Ȧ的Ȗ就是灵，就是生命。” {DA 390.2}

那ɩ世人生命的就是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在他的Ȗ中。耶Ť藉着他的Ȗ医病、赶鬼，藉着他
的Ȗ平静˾浪，使死人复活。 人也ǩȇ他的Ȗ是 有能力的。他Ȧ的是上帝的Ȗ，正如他在旧Ż
ó代藉 先知和教�ȦȖ一ą。全部圣ƍ都展示了基督，救主要跟从他的人把信仰建立在上帝的Ȗ
上。及至他本人离开他�之后，上帝的Ȗ必˫作
他�能力的泉源。他�要像他�的夫子一ą，
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Ȗ”而活 ̎太福音4:4。 {DA 390.3}

肉体的生命怎ą靠食物来ƞ持，属灵的生命也当怎ą靠上帝的Ȗ来ƞ持。各人必˫�自从上帝的
Ȗ中˳受生命。我�要得ǝ养，就˫�自吃喝。照ą，我�也必˫�自˳受上帝的Ȗ。我�不可O
以别人的思想
媒介，把上帝的Ȗ#Ɠ我�。我�£当ƈ心研究圣ƍ，求上帝ɩ下圣灵的帮助，使
我�能明白他的Ȗ。我�最好是每ȫ一Ǒ圣ƍ，就�心�求上帝在ʖ一Ǒƍ文中所#Ɠ我�的旨
意。我�要反复思考，直到其中的意旨成
我�自己的意旨，我�就知道“耶和MȦ什么。” {DA 390.4}

耶Ť的£ǿ和警告都是�我Ȧ的。上帝ĺ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ɩ下，叫我信了他，不至į
亡，反得永生。上帝所提到的一切£有的ƍT，我都要ƍʓ。主的祈祷和£ǿ，教Ǹ和警告，都是

我Ȧ的。“我已ƍ与基督同ʦ十字架，Ņ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
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ĺ我，
我舍己。”

391

加拉太�2:20 当信心ʖą˳受、吸收真理原<的ó候，ʖ些原<就必化
我�的一部分，成
我
�人生的原G力。人的心灵一ƍ˳受上帝的Ȗ，ʖȖ就能ʶ造人的思想，建造他的品格了。 {DA 390.5}

我�若用信心的眼睛不住地仰望耶Ť，就必得着能力，上帝必将最宝ɛ的\示ɩƓ他̂渴慕的
子民。他�将体会到基督是自己的救主。当他�把基督的Ȗ当作食物吃的ó候，就会体̟他的Ȗ就
是灵，就是生命；ʖȖ能消į自然、属世的本性，并在基督耶Ť里又授予新生命。于是圣灵就要来
到人心中，作他的保惠�。由于基督恩典改X人心的能力，上帝的形象就在門徒身上得以恢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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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成了一个新造的人。于是ĺ代替了恨，人心里也˳受了上帝的荣耀。ʖ就是所ȹ“靠上帝口里所出
的一切Ȗ”活着的意。ʖ就是吃那从天上降下来的粮的意思。 {DA 391.1}

ȁ到基督和信他的人之ˎ的关系，他Ȧ了一个神圣而永恒的真理。他知道那些自命
他門徒之人
的本ɑ，所以他的Ȗ就要Ȓ̟他�的信心。他声明他�必˫相信并�行他的教Ǹ。凡接受他的，就
必与他的性情有份，与他的品德相似，必令他�放弃自私的野心，完全献身Ɠ耶Ť。耶Ť吩咐他�
要ļ牲自我，心里柔和Ɂ卑。如果他�要分享生命的恩ɩ和天国的荣耀，就必˫走“多受痛苦，常ƍ
患”的主所走ʓ的窄路。 {DA 391.2}

ʖ个考̟�在太大了。那些想要强逼他作王的人的Ĩ腔ĸ忱一ó都冷下去了。他�Ȧ耶Ť在会堂
里的ʖ番Ǽȁ已被他�看穿了；他�不再受̡了。在他�看来，耶Ť的Ȗű直是承Ǵ自己不是弥ɮ
�，而且Ȧ明跟从他是得不到什么物ɑ上的利益的。他�曾欣然接受他行奇事的权柄，极愿脱离疾
病和痛苦，但不肯同情他克己ļ牲的生活。他�根本不重ǭ他所Ǽ的神秘的属灵之国。那些自私自
利、无ȕ意要�找他的人，ʖó再也不要他了。他既不愿用他的权柄
他�从ƶ̎人ʯ蹄之下争取
自由，他�就不愿与他W生任何关系。 {DA 391.3}

耶Ť明明�他�Ȧ：“你�中ˎ有不信的人；”又Ȧ：“我�你�Ȧʓ：

392

若不是蒙我父的恩ɩ，没有人能到我ʖ里来。”他极愿他�明白，他�之所以不被吸引到他面前
来，乃是因
他�没有敞开心門迎接圣灵。“属血气的人不˳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
愚拙，并且
不能知道，因
ʖ些事惟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哥林多前�2:14 由于信，人的心灵才能看ǩ耶Ť
的荣耀。若不是圣灵在人心里燃起信心的火焰，ʖ荣耀是永ʘ看不ǩ的。 {DA 391.4}

耶Ť公开Ɍ}ʖ些門徒的不信，他�就更要疏ʘ他了。他�心中非常不Ĩ，于是
要使救主ˣ
堪，并迎合法利ɮ人的³意，他�就ʅ蔑地ʀ身背离了他。他�已ƍʜ定了所要走的路要形式不要
灵意，要糟粕不要精M。他�的决定后来一直没有改X，因
他�不再和耶Ť同行了。 {DA 392.1}

“他手里拿着簸箕，要Ë8他的s，把麦子收在�里。” ̎太福音3:12 ʖ就是一次Ë8禾s的工
作。耶Ť用真理的Ȗ，把糠秕从麦子里分出来。ǿ多人因
太重ǭ虚荣，太自以
，就不愿˳受
Ɍ}。太ĺ世界，就不肯度Ɂ卑的生活，所以他�离弃耶Ť。如今有ǿ多人正在蹈他�的覆撤。他
�也在受Ȓ探，像从前迦百7会堂里的門徒一ą。当真理透入心中ó，他�就看出自己的生活不符
合上帝的旨意。他�看出自己有洗心革面的必要，但是不愿意下克己的工夫。所以在他�的罪被揭
Wó，就¶羞成怒，X了ǉ，ʀ身而去。正像从前ǿ多門徒一ą离开耶Ť，口中ʕ振振有Ȏ地
Ȧ：“ʖȖ甚ˣ，Ȯ能听呢？” {DA 392.2}

称ɯ和Ȱ媚，他�听着很悦耳，但真理不受Č迎，很ˣ听得ʗ。当跟从的人成群吃̊得̆ó，无
不Č呼相¡，高声ɯ美；但上帝ʤ察人心的灵一暴露他�的罪，并D他�离开罪³ó，他�就背弃
真理，不再与耶Ť同行了。 {DA 392.3}

当那些背道的門徒离开耶Ťó，就有另一个灵来控制他�。他�曾一度�耶Ť极感兴趣，但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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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看不出他有什么可羡慕的地方。于是他�反而投奔耶Ť的ð人，因在精神上和工作上他�是投契
的。他�强解主的Ȗȡ，歪曲他的言ȁ，指Ɍ他的G机。他�收集一切能用以反�他的材料来ƞÏ
自己的行G，

393

他�散布的ȿ言引起普遍的À恨，甚至耶Ť的性命也有危ˡ了。 {DA 392.4}

ȿ言很快#到各|，Ȧ拿撒勒人耶Ť已�口承Ǵ自己不是弥ɮ�。于是加利利的ǌȁ改X了方
向，像一年前在犹太地一ą，也来反�耶Ť。哀哉，以色列啊！竟拒ƕ了自己的救主。他�渴望一
位征服列国的雄主来Ɠ他�属世的威权；他�要那能坏的食物，不要那存到永ʘ的生命之粮。 {DA

393.1}

耶Ť依依不舍地望着那些曾作ʓ他門徒的人离开他，离开人的生命、人的光。他®着不可言i的
$，深深地意Ȋ到：他的慈悲，人不感激；他的ĺ心，人不˳Ⱦ；他的怜¸被人ʅǭ；他的救恩
遭人拒ƕ；他之所以常ƍ患，多受痛苦，就是由此�生的。 {DA 393.2}

耶Ť并不Ȅ法Õ阻那些离开他的人，却ʀ身�那十二个門徒Ȧ：“你�也要去[？” {DA 393.3}

彼得回答Ȧ：“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ʕ¨从Ȯ呢？”又Ȧ：“我�已ƍ信了，又知道你是上帝
的圣者。” {DA 393.4}

“我�ʕ¨从Ȯ呢？”以色列的教��已成
形式主的奴隶。法利ɮ人和撒都ț人天天
私ǩ争
ȁ不休。离开耶Ť，J必堕入拘泥�式，恪守礼Ǒ，�求自己荣耀的野心家的行列。門徒自从接受
基督以来，得到的平安喜�，ʘǅ于ʓ去任何ó期的生活。他�怎能回到那些曾藐ǭ并逼迫“罪人的
朋友”的人中去呢？他�曾ˈ久仰望弥ɮ�，Ņ在他已ƍ来了；他�决不能离开他去¨向那些�索他
的性命，ǩ他�跟从耶Ť就逼迫他�的人。 {DA 393.5}

“我�ʕ¨从Ȯ呢？”他�不能离开基督的教�，不能离开他仁ĺ和恩慈的Ǹȥ而到不信的黑暗和
世界的邪³中去。当救主被ǿ多曾ƍ目睹他奇妙神迹的人所离弃ó，彼得却声明十二門徒的信心“你
是上帝的圣者。”人离开了救主，正如孤舟̀ǘ在狂˾暴雨之夜的汪洋之中。 {DA 393.6}

耶Ť的ǿ多言ȁ和作
，确是世人有限的智力所不能Ĝ透的。但他的一言一行，在救ɧ我�的工
作上都有明确的宗旨，都有其特定的效果。

394

我�若能明白他的宗旨，就必看出他的一言一行都是重要的、完全的，是与他的使命恰好相符
的。 {DA 393.7}

我�Ņ在虽然不能明了上帝的工作和方法，但我�却能ǴȊ到他的大ĺ，就是他�待世人的基本
原<。与耶Ť�近的人，必能多多明白敬虔的奥秘，并辨Ǵ上帝在施行ɌƷ、Ȓ̟品格和坦露人的
思想G机ó所ö的怜ĺ。 {DA 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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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耶Ť提出具有Ȓ̟性的真理，使ǿ多門徒ʀ身离开他ó，他明知自己的Ȗ所必有的Ɛ果，其�
他另有个怜ĺ的目的。因他已˱ǩ：在将来的大Ȓ探中，每一个蒙ĺ的門徒都要受到�峻的考̟。
他在客西̎尼园的痛苦Û扎，他的被P和被ʦ，�他�将是最ˣ忍的磨ı。若不先ʗ行˱Ĝ，ǿ多
�求利己之徒，就必混在門徒中。及至他�的主在�判S上被定罪，而ǿ多先前ÔÏ他作王的人反
ʓ来ǵȢ他、辱̛他，同嘲笑他的人群̱声喊：“ʦ他十字架！”ó当他�属世的野心落了空，而ʖ些
�求利己之徒背弃耶Ťó，他�必Ɠʖ些梦想幻į、$失望的門徒加上极沉重而痛苦的担子。在
那黑暗的ó辰，叛离主的人，ˣ免会 更多人Ëˈ而去。故此，耶Ť趁着ʕ能�自u固他忠�門徒
的信心ó，就促成了ʖ次危机。 {DA 394.2}

慈悲的救主明知自己所面	的患ˣ，ʕ要�切地
他的門徒ʷ平道路，˱}他�£付最大的Ȓ
ı，巩固他�的信心，去迎接最后的考̟！ {DA 394.3}

395

第四十二章 古人的遗传

本章根据：̎太福音15:1-20； ̎可福音7:1-23 {DA 395.1}

文士和法利ɮ人˱料在逾越Ǒó能ǩ到耶Ť，所以就布置网ƶ陷害他。但耶Ť知道他�的阴ȵ，
就没有去。那ó“有法利ɮ人和几个文士，到耶Ť那里聚集。”耶Ť既然不到他�那里去，他�就到耶
Ťʖ里来。加利利人一度似乎要接受耶Ť
弥ɮ�，ʖą的Ȗ，犹太公会的权J就要在那一 泯没
了。十二使徒奉差遣出去#道，Ȧ明基督的工作有了É展。門徒更直接地同拉比�冲突，就重新激
起了耶路撒冷˳袖�的忌恨。在耶Ť起初#道ó，他�派到迦百7去的奸ƈ，曾想控告他干犯安息
日，Ɛ果狼Ŀ地Ɏ退。但拉比�不肯善Ƹ甘休。他�另派了几个人去ŕǭ耶Ť，要找把柄控告他。
{DA 395.2}

像ʓ去一ą，他�控告耶Ť的理由，是他不尊重那些妨碍上帝律法的ʟ#条例。在名上ʖ些ʟ
#是ƞÏ上帝律法的，但�˞上，人�却把它看得比上帝的律法更神圣。遇有ʟ#与上帝在西奈山
˯布的ȟ命抵触ó，拉比�的ǫ条±是占了上˾。 {DA 395.3}

在各˩礼Ǒ中，遵守最�格的是清洁之礼。̃前若忽略此礼，

396

就是大罪，今生来生都要受Ʒ；把干犯者除į，倒是美德。 {DA 395.4}

有关洁8的ǫ条，多得不可ǅ数，尽一生的光阴去学，也未必能全部学到家。那些想要遵守拉比
教条的人，
避免�式方面的Ēţ，˫ˈ期遵守狭隘的清ǫ戒律，从事无休止的洗刷。当人�在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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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非上帝所吩咐的Ķņ礼Ǒ上消耗精力ó，他�的注意力就ʀ离上帝律法的大原<了。 {DA 396.1}

基督和他的門徒没有遵守ʖ些洗濯的�式，奸ƈ�就抓住ʖ一点作
控告的依据。然而他�没有
直接攻:基督，只是到他面前批Ȉ他的門徒。他�当着 人Ȧ：“你的門徒
什么犯古人的ʟ#呢？
因
吃̃的ó候他�不洗手。” {DA 396.2}

每当真理的信息以特殊的能力感G人心ó，撒但±要Ƿ他的党羽在ņ碎的ˋ˹上挑起争ȁ。他想
借此把人的注意力从真正的ˋ˹上引开。每当有人W起善工，就有吹毛求疵者乘机而入，
形式或
枝Ǒˋ˹引起争ȁ，使人的思想脱离活的Ņ�。在上帝行将用特别方式
他子民作工ó，万不可中
撒但的Șǲ而自相争ȁ，使人跌倒。最重要的ˋ˹是：我是否以活ė的信心信靠上帝的儿子？我的
人生是否符合上帝的律法？“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我�若遵守他的ȟ命，就
÷得是ǴȊ他。” Ż翰福音3:36；Ż翰一�2:3 {DA 396.3}

耶Ť没有
自己和門徒ʐȁ，也没有提到他�加在他身上的罪名，却揭露了ʖ些拘泥于形式者的
行G是出于什么精神。他�例Ȧ明他�的老�¾，ʕ是ʖ次来找他之前=行ʓ的事。他Ȧ：“你�ȕ
然是¥弃上帝的ȟ命，要守自己的ʟ#。摩西Ȧ：‘当孝敬父母。’又Ȧ：‘咒̛父母的，必治死他。
’你�倒Ȧ：‘人若�父母Ȧ，我所当奉Ɠ你的，已ƍ作了各耳板’（各耳板就是供献的意思），以后你
�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他�把第五条ȟ命撇在一ʑ，Ǵ
无关重要，

397

却�格地奉行古人的ʟ#。他�教Ǹ人Ȧ：把ɋ�献Ɠ圣殿，比奉养父母的Ɍ任更神圣；而且不
ȁ父母的需要多么ŷ急，人若将已ƍ献Ɠ圣殿的ɋ物供Ɠ父母，就算犯了�Ĥ的罪。一个不孝的儿
子，只要声明他的ɋ�已ƍ是“各耳板”，即献Ɠ上帝，他ʕ可留作自己享用Ɗ身，死后才充作圣殿的
公�。ʖą，他或生或死，都能假借侍奉上帝的名，任意不孝敬父母、�ɉ父母。 {DA 396.4}

耶Ť从未在言ȡ或行
上，减ʅ世人向上帝奉献礼物和捐款的F。律法中有关十分之一和捐款
的指示，原是基督�自˯布的。他在世ó，曾称ɯ那将一切所有的投入圣殿¢中的Ŧ寡�。但祭司
和拉比��上帝所表Ņ的ĸ心，无非是一种&装，用来掩̅自己ɓq名利的欲望而已。民 受了他
�的愚弄，背ɉ着上帝所未曾加在他�身上的重ʁ。ʚ基督的門徒也未能完全é脱ʖ种ʟ#的成
ǩ，和拉比�的权威加在他�身上的束ƫ。Ņ在耶Ť揭穿了拉比�的真面目，要将一切愿意ȕ心侍
奉上帝的人，从ʟ#的奴役之下解放出来。 {DA 397.1}

耶Ť�狡猾的奸ƈȦ：“假冒
善的人哪！以ɮ�指着你�Ȧ的˱言是不ʾ的。他Ȧ：‘ʖ百姓用
嘴唇尊敬我，心却ʘ离我，他�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基督的Ȗ，是�
法利ɮ人全部制度的ɆɌ。他声明：拉比�把自己的ǫ条放在上帝的ȟ命之上，无异于抬�自己，
ɕ低上帝。 {DA 397.2}


此，ʖ些从耶路撒冷派来的奸ƈ�怒气填胸。他�不能控告基督ʙ反了西奈山上˯布的律法，
因
他所Ȧ的Ȗ，明明是ÔÏ律法的，他所反�的只是他�的ʟ#。他所提出的律法的"大Ǹ言，
与人所制ǳ的Ķņǫ条，�比̨明，有天壤之别。 {DA 3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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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ó耶Ť就� 人解ʣ，后来他又向門徒更Ȝƈ地解ʣʖ个ˋ˹Ȧ，Ēţ不是从外面ʗ去，而是
从里面出来的；洁8和不洁8与内心有关。那Ēţ人的，是邪³的行
，邪³的言ȡ，邪³的思想
和ʙ反上帝律法的事，而不是疏忽人
的外表�式。 {DA 397.4}

398

門徒注意到那些奸ƈ因自己的假教Ǹ被揭穿而¶怒，看ǩ他�的怒容，听到他�不Ĩ和蓄意复仇
的窃窃私ȡ。門徒忘ǻ基督曾屡次ö明，他�人的内心了如指掌，便提Ȩ他考Ǣʖ番Ȗ造成的影
响。門徒希望他能安Í那些¶怒的官ˈ，就�他Ȧ：“法利ɮ人听ǩʖȖ不服，你知道[？” {DA 398.1}

耶Ť回答Ȧ：“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拉比�所如此重ǭ的˾俗和ʟ
#，是属于ʖ个世界而不是从天上来的。他�在民ˎ的权威无ȁ多大，±ƍ不起上帝的Ȓ̟。当“人
所作的事，ʚ一切ˢ藏的事，无ȁ是善是³，上帝都必�ˋ” #道�12:14 的日子，人所W明来代替
上帝ȟ命的一切ǫ条，都必¨于无有。 {DA 398.2}

拿人的教Ǹ代替上帝的ȟ命，至今仍未停止。就是在基督徒中，也有种种制度和�¾，其根源无
非是祖先的ʟ#而已。ʖ些��建立在人的权威之上的制度，竟已代替上帝所定的制度。人拘守自
己的ʟ#，尊重自己的˾俗，�那些想要指出他�ʾȣ的人，Ð以仇恨。今天，当我�照上帝的吩
咐#Ë上帝的ȟ命和耶Ť的真道ó，我�也看到与基督ó代所表Ņ的同ą的ð意和仇ǭ。ȁ上帝的
余民，ƍ上ǻ着Ȧ：“̶向�人W怒，去与她其余的儿女争Å，ʖ儿女就是那些守上帝ȟ命，
耶Ť
作ǩȇ的。” \示©12:17 {DA 398.3}

但是“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上帝吩咐我�接受永生之父，天地之主
的Ȗ，不听所ȹ教父的权威。ʖą，真理才不至同Ʉȣ混淆。大RȦ：“我比我的�傅更通ʒ，因我
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ǸȎ。” ȓ篇119:99, 100 愿一切接受世人威权、
教会的�俗，或父老ʟ#的人，都注意耶ŤȖ里所含的警告：“他�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人，所
以拜我也是枉然。” {DA 398.4}

399

第四十三章 消除种族的歧视

本章根据：̎太福音15:21-28； ̎可福音7:24-30 {DA 399.1}

耶Ť和法利ɮ人ʐȁ一番之后，就离开迦百7，ƍ加利利往腓尼基ʑ境的山地去了。从那里西
望，能看ǩ山下大平原上的两座古城，推ƶ和西ˮ。城里有异教的庙宇，壮�的�殿，繁忙的市s
和泊Ĩ船只的海港。再望ʓ去，是蔚Ǟ的地中海。福音的使者将来要渡ʓʖ茫茫的大海，把大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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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到ʖ世界大帝国的ǿ多都市去。但ó机尚未成熟。耶Ť当前的工作是˱}門徒担ɉ他�的使
命。他到ʖʑ境地区来，希望得到在伯ɮ大未能得到的休整。但ʖʕ不是他ʖ次旅行的唯一目的。
{DA 399.2}

“有一个迦南�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Ȧ：‘主啊，大R的子�，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
”ʖ地方的居民属于古迦南族。因
他�拜偶像，所以被犹太人鄙ǭ和憎³。Ņ在来求耶Ť的�人，
就属ʖ一族的人。她是个异教徒，不能享有犹太人享有的权利。当ó有ǿ多犹太人ý居在腓尼基人
之ˎ，所以基督工作的消息已#到ʖ一 。

400

那里有些人曾听ʓ耶ŤǼ道，并�眼ǩʓ他行奇事。ʖ个�人也听Ȧʓʖ位先知能医治各种疾
病。当她听人ǼȦ耶Ť的大能ó，心里不禁生出了希望。她
母ĺ所̓使，决心求耶Ť医治她女儿
的病。她曾向邪神求告，却未ǩ效；故她心里不ó有疑ˋ：ʖ位犹太的教�能
我作些什么呢？但
她听Ȧ耶Ť确能医治各种疾病；而且凡向他求助的，不ȁɔ富，他都一ǭ同仁。于是她决不放ʓʖ
唯一希望。 {DA 399.3}

基督明白ʖ�人的境况，知道她渴望ǩ他，故特意置身于她来的路上。通ʓ解除她的患，他就
能将他想Ɠ人的教Ǹ作个活的Ȧ明。他把門徒 到ʖ一 ，就是
此：要他�看看，以色列ʠ近地
 的城�中愚昧无知的状况。那曾有很多机会明白真理的以色列民，不知道周p人群的需要，也不
出力帮助在黑暗里的生灵。犹太人的̜傲造成的隔{，使門徒也不同情异邦人。ʖ种族的歧ǭ必˫
消除。 {DA 400.1}

基督没有立刻£允�人的要求。他照犹太人的�俗来�待ʖ被歧ǭ民族的代表。耶Ť要門徒先从
他待�人的¯度上，看出犹太人在同ą情形下的冷酷无情作˾；再从他以后£允�人的Ȩ求上，体
会到耶Ť要他��ʖ种苦¶的人所£表示的仁慈。 {DA 400.2}

耶Ť虽然没有答复，但�人并未失去信心。耶Ť象没听ǩ她的呼求似的，只管向前走。她却跟在
后面不断地²求。門徒因她ƯƑ不休很是VĶ，就Ȩ耶Ť打W她走开。他�看ǩ夫子�她漠不关
心，就以
犹太人�迦南人的歧ǭ也是耶Ť所ɯǿ的。但�人所求的乃是慈怜的救主。耶Ť回答門
徒的要求Ȧ：“我奉差遣，不ʓ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401

听起来ʖ似乎符合犹太人的成ǩ，其�它含有ɆɌ門徒的意思，他�后来才明白，ʖ是提醒他�
他常告Ȍ他�的Ȗ他到世上来，就是
了拯救凡愿意接受他的人。 {DA 400.3}

那�人的²求却越Wȕ²了，她俯伏在耶Ť脚前Ȧ：“主啊，帮助我！”耶Ťö然仍在照犹太人冷
酷的偏ǩ拒ƕ她的²求，回答Ȧ：“不好拿儿女的̊�Ɠ狗吃。”就是Ȧ，上帝ɩƓ他所眷ĺ的子民的
恩Ę，浪ɞ在与以色列无关的外人身上，是不合适的。�于一个心不²切的Ȩ求者，耶Ť的ʖ种回
答，很能Ƿ人灰心失望。那�人却看出她的机会来了，她÷得耶Ť表面上虽在拒ƕ，但内心的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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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ˢ藏不住。便Ȧ：“主啊，不ʾ，但是狗也吃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家里的儿女固然在父
�桌上吃̃，但狗也不至于挨̋呀。狗可以吃那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以色列人既能得到ǿ多福
惠，ˣ道没有一点恩惠ɩƓ她[？她被ǭ
一条狗，�不能像狗一ą，从主的丰盛中求得一点碎渣
儿[？ {DA 401.1}

当ó耶Ť=离开他工作的地点，因文士和法利ɮ人要�索他的命。他�心®不平，口吐怨言，表
示不信和狠毒，拒ƕ那白白ɩƓ他�的救恩。到了ʖ里，基督在被ʅǭ的民族中遇ǩ个不幸的�
人。她不曾受到上帝真道之光的恩照，她却立ó接受基督神圣的感化，ŭ信他能£允她的要求。她
乞求主人的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只要能享受到狗的待遇，她情愿被看作一条狗。她没有民族或
宗教的偏ǩ，没有̜傲来影响她的行G，她当即承Ǵ耶Ť
救ɧ主，并相信他能成全她一切所求
的。 {DA 401.2}

救主Ĩ意了。他Ȓ̟了ʖ�人�他的信心。耶Ť在待她的事上表明：ʖ曾被ǭ
以色列国之外的
ə民，不再是外人，而是上帝家里的儿女了。既是儿女，就有权享受父�的恩惠。于是基督答£她
的Ȩ求，Ɛ束了Ɠ門徒上的ʖ門Ȭ。他以怜恤和慈ĺ的神色ʀ身��人Ȧ：“�人，你的信心是大
的，照你所要的，Ɠ你成全了吧！”

402

从那ó起，她的女儿就好了。鬼也不再Ư她了。她回去，Ǵ耶Ť
救主，并因她的²求蒙允而Č
喜。 {DA 401.3}

ʖ是耶Ť在ʖ次旅程中所行的唯一的神迹。他到推ƶ、西ˮʑ境来，也就是
要行ʖ一件神迹。
他要解除那�人的痛苦，同ó也要借着向一个被鄙ǭ之民族的�人施恩，Ɠ門徒留下一个榜ą，以
便将来他不与他�同在ó，帮助他�。他要引�他�除去犹太人的排外心理，而�意
外族人服
F。 {DA 402.1}

耶Ť很早就希望把T代以来所ˢ藏的真理奥秘˗明出来，就是外邦人要与犹太人同
后嗣，并“在
基督耶Ť里，藉着福音，得以……同蒙£ǿ。” 以弗所�3:6 但ʖ个真理，門徒不易˳受，故此他�
神圣的教�再三突出ʖ个教Ǹ：他使迦百7百夫ˈ的信心得到Ðɨ，并#福音Ɠ叙加的居民。ʖ些
事表明他不ɯ同犹太人的排外作˾。但撒Ń利�人ď竟�上帝ʕ有一点ǴȊ；而百夫ˈ曾!待ʓ以
色列人；Ņ在耶Ť使門徒接触到一个信邪教的人。依門徒看来，在她同族中，她不比任何人更有受
耶Ť恩待的理由。耶Ť就用她作ą板，Ƿ門徒知道£如何�待ʖą的人。門徒曾Ǵ
耶Ť施恩太随
便了，而耶Ť就是要Ȧ明他的ĺ是不限于哪个民族或国家的。 {DA 402.2}

“我奉差遣，不ʓ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耶Ť的ʖ句Ȗ是真理，而在�那迦南�人所行
的事上，他正是在È行他的使命。ʖ�人正是以色列人所当救的一只迷失的羊。基督所作的，本来
是上帝ɥ予以色列人，而被他�疏忽了的工作。 {DA 402.3}

ʖ件事，使門徒更清楚地ǴȊ到那é在他�前面的外邦人的工作。他�看出，在犹太地以外，有
广大的工作园地。并看到有 多人背ɉ着不
本国蒙恩者所知悉的患。門徒素来所鄙ǭ的外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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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ǿ多渴望Ǜ得大医�帮助的人，他�极渴慕上帝所Ɠ予犹太人的丰富的真理之光。 {DA 402.4}

后来，因門徒宣称耶Ť
世界的救主，犹太人就更u决地反�他�。及至耶Ť的死，

403

把犹太人和外邦人之ˎ的隔{拆除后，ʖ教Ǹ和其它Ȧ明福音工作不受˾俗或国界限制的教Ǹ，
在指�基督代表�的工作上都WÝ强大的影响力。 {DA 402.5}

救主ʖ次腓尼基之行，以及他在那里所行的神迹，ʕ有更ʘ大的宗旨。他行ʖ神迹，不�是
了
那苦¶的�人，也不是�
他的門徒和一般得他�帮助的人，而是“要叫你�信耶Ť是基督，是上帝
的儿子；并且叫你�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Ż翰福音20:31 一千九百多年前使人ʘ离基
督的J力，今天仍在活G。那ó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之ˎ造成隔{的精神，Ņ今依然存在。̜傲和偏
ǩ筑起u固的壁y，把不同˝�的人隔开了。基督和他的使命被人曲解，以致ǿ多人ǯ得自己ű直
被关在福音的恩門之外。但愿他�不要以
自己是被关在基督以外，因世人或撒但制造的任何屏
障，没有不能被信心攻破的。 {DA 403.1}

那腓尼基�人抱着信心，向犹太人和外邦人之ˎ所堆Ţ的障碍猛扑ʓ去。她不气̌，不®疑，一
心信靠救主的ĺ。基督要我�也象她ʖąŭ信不疑。救恩的福惠是ɩƓ每一个人的。藉着福音在基
督里所£ǿ的福，若不是人自己不想要，就没有什么能Õ阻人来分享的。 {DA 403.2}

人与人之ˎ的界限等ż是上帝所憎恨的。任何此类人
的划分，他都不承Ǵ。在他眼中，人人的
生命都一ą可ɛ。“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先定准他�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
要叫他��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他离我�各人不ʘ。” 使徒行#17:26-27 不分年̳、
ż别、国籍或宗教方面的特权，人人都被Ȩ到他那里得生命。“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并
没有分别。” ƶ̎�10:11-12 “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
奴的”（加拉太�3:28），“富Æ
Ŧ人在世相遇，都
耶和M而造” 箴言22:2。“ 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
‘凡
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ƶ̎�10:12-13 {DA 403.3}

404

第四十四 章真的神迹

本章根据：̎太福音15:29-39; 16:1-12； ̎可福音7:31-37; 8:1-21 {DA 404.1}

“耶Ť又离了推ƶ的境界，ƍʓ西ˮ，就从低加波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 {DA 404.2}

耶Ť从前医治格拉森被鬼附的人，就是在低加波利境内。ʖ里的居民因猪群被溺死，心里恐慌，
求耶Ť离开他�。但他�听了耶Ť留下的两个治好的ŋ子
他所作的ǩȇ，就又起了想ǩ他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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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所以ʖ次他再到ʖ一 来，就有大群人p着他。有个耳Ƽ舌Ɛ的人被 到他面前。ʖ次耶Ť没
有照他的¾例，只Ȧ一句Ȗ就把他医好，却˳他离开 人，到一ʑ去，用指~探他的耳朵，又摸摸
他的舌~。于是�目望天，一想到那些有耳不肯听真理，有舌不肯承Ǵ救ɧ主的人，不禁
之Y
息。他Ȧ：“开了吧！”那人立ó就恢复了ȦȖ的能力。耶Ť虽然嘱咐他不要告Ȍ人，但他ʕ是将自己
蒙医治的情形到|#开。 {DA 404.3}

耶Ť上了山， 人前呼后Ô地到了他跟前，把有病的、残疾的，都 来放在他脚前。他医好了他
�；他�虽是异教人，却也¨荣耀Ɠ以色列的上帝。他�聚集在救主身ʑ三天之久，晚上露天睡
ǯ，白天ĸ切地Ü在一起听他Ǽȁ，看他行事。

405

ʓ了三天，他� 来的食物吃完了，耶Ť不愿叫他�̋着回去，就吩咐門徒Ɠ他�吃。門徒ʖ次
又表Ņ了不信。在伯ɮ大他�曾看ǩ自己所有的那一点点食物，ƍʓ基督的祝Ⱦ，就够供Ɠ 人吃
̆。但ʖó他�没有因相信他能使食物增多，Ɠ̂̋的人群吃̆而把所有的食物拿出来。在伯ɮ大
吃̆的是犹太人，Ņ在ʖ些是异邦人和异教徒。犹太人的民族偏ǩ，仍存在于門徒心里；他�回答
耶ŤȦ：“在ʖ野地，从那里能得̊，叫ʖ些人吃̆呢？”Ɛ果他�ʕ是听耶Ť的Ȗ，把所有的食物都
拿出来七个̊，两条̦。 人吃̆了，剩下的零碎，装Ĩ七个大筐子。ʖ次因吃̆而恢复精力的，
除�孺外，共四千人。在ʖ些人Ĩ®喜�和感Ⱦ的心情ó，耶Ť打W他�走了。 {DA 404.4}

随后耶Ť和門徒上船渡海，来到革尼撒勒平原南部的̎加丹。在推ƶ、西ˮ的ʑ境，耶Ť因叙利
�非尼基�人u定的信心，精神上很愉快。低加波利的异教徒也曾ČČ喜喜地接待他。Ņ在他又来
到加利利，ʖ是他的权能表Ņ得最¹人，怜ĺ的作
和真理的教ǸWÝ得最多的地方，但所遇到的
却是ʅ蔑和不信。 {DA 405.1}

ʖó有一个法利ɮ人的代表o，会同富ɛ的撒都ț人所委派的代表来ǩ耶Ť。撒都ț是犹太国的
祭司、®疑派和ɛ族所Ƈ成的政党。ʖ两派之ˎ有很大的ð意。撒都ț人一味地Ƕ好当ó的ƶ̎政
权，藉以保持自己的地位和J力。法利ɮ人<°恿群 怨恨ƶ̎，希望有朝一日能Û脱他�的重
ʁ。但此ó法利ɮ人和撒都ț人却ƾ合起来反�基督。真是臭味相投，狼Ŀ
奸。无ȁ何|，邪³
±是与邪³Ɛ合，来破坏良善的。 {DA 405.2}

406

ʖ次法利ɮ人和撒都ț人来ǩ基督，Ȩ他从天上ö个神迹Ɠ他�看。在Ż��ó代，以色列人与
迦南人在伯和�作Åó，太阳曾听从以色列首˳的命令在空中停住，直到他�取得ǅ利
止 ǩŻ�
�ǻ10:10-14。他�的T史ǻʆ着ǿ多类似的神迹。他�向耶Ť求的，就是ʖ类神迹。但ʖ不是犹
太人真正需要的。�是外在的凭据不能帮助他�；他�需要的不是理智的开�，而是灵性的更新。
{DA 406.1}

耶ŤȦ：“假冒
善的人哪！”“你�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Ǫ察气象，˱Ð晴雨，“倒不能分辨ʖ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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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的神迹。”基督�口Ǽ的Ȗ 着圣灵的能力，叫人自知有罪，ʖ就是上帝
拯救他�而ö的神迹。
况且天上也曾直接ö出神迹，
基督的使命作ȇ。牧羊人所听ǩ的天使歌声，引˳�方博士的星
光，以及耶Ť受浸ó从天而降的̯子和Ȗ音，都是
他作的ǩȇ。 {DA 406.2}

“耶Ť心里深深地Y息Ȧ：‘ʖ世代
什么求神迹呢？’”“除了先知Ż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Ɠ他
�看。”正如Ż拿三日三夜在大̦肚腹中，基督也要三日三夜在“地的心里”。 ̎太福音12:39, 40, 按
原文Ȑ Ż拿所#的道，是向尼尼微人ö示的征兆；照ą，基督所#的道也是向当代ö示的征兆。然
而，两个世代�所#Ɠ他�的道，各自的反£竟何等地不同啊！那邪教城市的居民，听ǩ上帝的警
告无不胆Å心¹。君王和大臣都披麻蒙灰禁食祷告；全城的人，无ȁɔ富ɛə，都向天上的上帝哀
求，上帝就向他�施恩。基督Ȧ：“当�判的ó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ʖ世代的罪，因
尼尼微人听
了Ż拿所#的，就悔改了。看哪，在ʖ里有一人比Ż拿更大。” ̎太福音12:40, 41 {DA 406.3}

基督行的每个神迹都ö示他的神性；他所作的，正是圣ƍ˱言弥ɮ�所要作的事。但在法利ɮ人
看来，ʖ些慈怜的作
，却是他�的Ƌ脚石。犹太人的˳袖��人类的痛苦冷酷无情，麻木不仁。
基督所解除ǿ多人的痛苦，事�上是法利ɮ人的自私和U迫所造成的；因此他所行的神迹本身就是
�他�的ɆɌ。 {DA 406.4}

救主神性的最大凭据，Ɛ果�致了犹太人�他工作的拒ƕ。从ʖ些神迹
人类造福的事�上，可
以看出救主的神迹所包含的最"大的意之所在。

407

他的生活彰ö了上帝的品德，ʖ就是最确切的凭据，ȇ明他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他作上帝的工，
Ȧ上帝的Ȗ。ʖ种生活是一切神迹中最大的神迹。 {DA 406.5}

当真理的信息#ƓŅ今的世代ó，ǿ多人像犹太人一ą叫喊：ö个神迹Ɠ我�看。
我�行个奇
事。基督不因法利ɮ人的要求而行个奇事。他在ô野也没因撒但的巧言而行个神迹。他不Ɠ我�能
力来ȇ明我�有理，或Ĩ足不信和̜傲者的要求。但福音之出于上帝，不是没有凭据的。我�能Û
脱撒但的捆Ǝ，ˣ道不是个神迹[？与撒但
仇，原不是人的本性，而是上帝的恩典所ɥ予的。每
当一个被ˬ固、放ǘ的意志所ʎ制的人得解放，而全心全意˪从上帝大能的引˳ó，ʖ就是个神
迹！当一个深受迷惑的人翻然ǯ悟，明白真道，ʖ也是个神迹。每逢一个人悔改，敬ĺ上帝，并遵
守他的ȟ命，上帝以下的£ǿ就�Ņ在他身上：“我也要ɩƓ你�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里面。”
以西Ɛ�36:26 人心的更新，品格的X化，都是神迹，都ö明一位永活的救主在
拯救生灵而工
作。在基督里言行一致的人生，是个大神迹。人#Ǽ上帝的道ó，£一ɘö出的神迹，就是有圣灵
同在，使上帝的道在听 身上WÝ使人重生的能力。ʖ就是上帝
他儿子的神圣使命向全世界所作
的ǩȇ。 {DA 407.1}

向耶Ť求神迹的人，因不信而心地=硬，没能在耶Ť的品格上看出上帝的形像。他�不明白耶Ť
的使命是要£̟圣ƍ上的Ȗ。耶Ť用ɋ主和拉撒路的比i，�法利ɮ人Ȧ：“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
Ȗ，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也是不听D。”（路加福音16:31）天上地下所能ö的任何神



4/7/13 7:52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203 of 429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36&start_paragrap…003633895&finish_paragraph=1003637983&references=1&pagebreaks=1

迹，都不足以帮助他�。 {DA 407.2}

耶Ť在“深深的Y息”中，离开ʖ一群吹毛求疵的人，同門徒回到船上，在郁的沉默中渡ʓ海。
他�没有回到原先离开的地方，而是径直往伯ɮ大去，就是靠近耶ŤƓ五千人吃̆的地方。上了
岸，耶Ť�門徒Ȧ：“你�要Ƀ慎，防}法利ɮ人和撒都ț人的酵。”

408

从摩西的ó候起，犹太人每逢逾越Ǒ，必˫除去家中的面酵，他�把酵看
罪³的象征。可是門
徒不明白耶Ť的意思。他�匆匆离开̎加丹ó，曾忘ǻ ̊，所以船上只剩下一个̊。他�以
耶
Ť所Ǽ的是指ʖ件事Ȧ的，是警戒他�不要向法利ɮ人和撒都ț人�̊。ʖ些門徒缺乏信心和属灵
的ǩ解，所以�救主的Ȗ常W生ȣ会。如今耶ŤɌ}他�，不ț以
那能用几条̦和几个̊Ɠ数千
人吃̆的主，在ʖ�ǀ的警告中所Ȧ的，�是指肉体的食物。耶Ť所ǩ到的危ˡ，是法利ɮ人和撒
都ț人那种狡猾的ʐȁ会起酵的作用，引Ȥ門徒不相信他，ʅ看他的工作。 {DA 407.3}

門徒Ǵ
他�的夫子£ț答£ʖ班人的要求，从天上ö个神迹Ɠ他�看。他�深信他不ˣ做到ʖ
件事，而且ʖą的神迹必能使仇ð_口无言。但他�没有看透ʖ些好ʐ分子的虚&。 {DA 408.1}

ʓ了几个月，有一天，“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Ť又把ʖȖǼ了一遍。“耶Ť开Ǽ，先
�門徒Ȧ：‘你�要防}法利ɮ人的酵，就是假冒
善。’” 路加福音12:1 {DA 408.2}

酵母在面o里静静W作，使全o与面酵同化。照ą，人若心存&善，<品格和整个人生都必受影
响。法利ɮ人所提倡的“各耳板”的ǫ条，就是&善的一个ö著例子。他�假借慷慨捐助圣殿
名，来
掩̅不孝敬父母的罪。基督�ʖ种ǫ条加以ɆɌ。文士和法利ɮ人ƍ常把欺̡人的道理灌ʍƓ人，
把自己教的真相掩̅起来，尽量利用每个机会，狡猾地把它灌ʍ到听 心里。ʖ些虚&的道理一
ʗ入人心，就像酵母一ąW作，能渗入并改X人的品格。民 之所以很ˣ接受基督的Ȗ，就是因

受了法利ɮ人的ʖ种迷惑。 {DA 408.3}

Ņ今有人强解上帝的律法，以迎合自己的行
，其所�生的影响，与法利ɮ人的酵毫无两ą。ʖ
派人并不公然攻:上帝的律法，

409

只是提出一些破坏律法原<的空洞理ȁ。他�如此解ʣ律法的目的，就是要抹煞律法的效能。 {DA

408.4}

法利ɮ人的&善是自私自利的表Ņ。荣耀自己是他�人生的目Ă。因此，他�歪曲圣ƍ，Ī用圣
ƍ，Ɛ果ʚ基督使命的宗旨也看不清。ʖ种阴ˡ的毒素，ʚ基督的門徒也有受感染的危ˡ。那些自
命
跟从耶Ť，而未放弃一切来作他門徒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法利ɮ人的Șʐ的影响。他�
常彷徨于信与不信之ˎ，Ǵ不出那ˢ藏在基督里的智慧珍宝。ʚ那十二使徒，虽然表面上已
耶Ť
撇弃一切，但ʕ没放下
自己qȵ大事的私心。正是ʖ种精神的作怪，使他�
Ȯ是最大的ˋ˹争
得面Ź耳赤，在他�和基督之ˎ造成了距离，使他��基督自我ļ牲的使命那么不同情，˳悟救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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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奥秘那么ʛʨ。酵母的作用，最后的Ɛ果是霉Ĵ。照ą，�求利己的精神也必Ē染并Ďį人的灵
魂。 {DA 409.1}

在Ņ代跟从主的人中，ʖ种不易捉摸的&装的罪，像古ó一ą，是何等普遍啊！我�
主做的工
作和彼此之ˎ的交往，因暗中想抬高自己而受ß害，是多么常ǩ啊！我�多么容易
自己表功，又
多么渴望得人的称ɯ啊！那使世人以人的理ȁ和ʟ#来取代上帝ȟ命的根本原因，就是人��ĺ自
己：他�想找一条比上帝所指定的路更容易走的捷径。故基督警戒自己的門徒Ȧ：“你�要防}法利
ɮ人的酵。” {DA 409.2}

基督的宗教是完全真ȕ的。
荣耀上帝而Wĸ心，ʖ种G机是圣灵放在人心里的；而且惟有圣灵
有效的ʔ行才能把ʖ种G机置入人心。惟有上帝的大能才能消除私心和&善。ʖ种改X是上帝作

的Ăǻ。当我�˳受的信仰消除了自私和虚&，并使我��求上帝的荣耀而不求自己的荣耀ó，我
�便可知道ʖ信仰是正确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Ż翰福音12:28 ʖ是基督一生的主旋律。我
�若跟从他，ʖ也必成
我�一生的主旋律。他吩咐我�“照主所行的去行，”“我�若遵守他的ȟ
命，就÷得是ǴȊ他。”Ż翰一�2:6, 3 {DA 409.3}

410

第四十五章 十字架的阴影

本章根据：̎太福音16:13-28； ̎可福音8:27-38； 路加福音9:18-27 {DA 410.1}

基督在世上的工作快要Ɛ束了。他前面有一条必ƍ之路，其上的种种情景，已栩栩如生地展Ņ在
他面前。他在成
人的ą式之前，就已看到
了拯救失�的人所必˫ƍT的全程。他在脱下王冕王
袍，从宝座上下来，将神性披上人性之前，未来的每一件$心事，每一˩堆在他~上的侮辱，每一
次必˫忍受的苦ˣ，无不一一向他展开；从̎槽到刑s的全部T程，都已ö示在他眼前。他知道所
要受的苦ˣ是何等的惨痛。尽管如此，他ʕ是Ȧ：“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ƍ卷上已ƍǻʆ了。我
的上帝啊，我�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 ȓ篇40:7, 8 {DA 410.2}

基督能一直看到他使命的果效。他在地上的生活，虽然全是辛苦和自我ļ牲；但有个ʘ景鼓舞着
他：他一切的I苦，Ɗ不至¨於徒然。他
了救世人的生命而舍弃自己的生命，Ɛ果必ɲ得世人回
来效忠上帝。在他无辜的心灵上，尽管有不可言i的š患的黑影Ů罩；但
了那é在前面的喜�，
他甘愿忍受十字架的苦ˣ，ʅ看十字架的羞辱。 {DA 410.3}

�基督所Óʜ来参加他工作的門徒，他所面	的情景ʕ是ˢ藏的；但他��眼ǩ他受苦的ó候近
了。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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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必要看ǩ自己所敬ĺ、所信ɫ的主，被交在仇ð手里，被挂在髑̤地的十字架上。不久，他
必˫Ƿ他�独自去£付世界，而得不到他�身同在的安慰了。他知道 人的痛恨和不信将要如何逼
迫他�，所以他很想帮他�做好£付Ȓı的准}。 {DA 410.4}

耶Ť和門徒到了ț撒利�腓立比附近的一个小˄。ʖ一 在加利利境外，是盛行偶像崇拜的地
方。在ʖ里，門徒脱离了犹太教的J力范p，而接触到异教崇拜的�俗。世界各|的迷信方式在ʖ
里都有表Ņ。耶Ť希望他�看到ʖ种情形，就能想起自己�异教徒的Ɍ任。基督逗留在ʖ一 地方
ó，准}少教Ǹ民 ，而多在門徒身上下工夫。 {DA 411.1}

耶Ť要把自己即将遭遇的苦ˣ告Ȍ他�，就先独自去祷告，求上帝˱}門徒的心来˳受他所要Ǽ
的Ȗ。他回到門徒那里，没有立ó把要Ǽ的ȖǼ出来。他要先Ɠ他�机会来表白他��他的信心，
以便增强毅力，好£付未来的Ȓ探。他便ˋ他�Ȧ：“人Ȧ我人子是Ȯ？” {DA 411.2}

門徒不得不痛心地承Ǵ，以色列没有Ǵ出他�的弥ɮ�。有些人看ǩ他所行的神迹，固然称他

大R的子�；在伯ɮ大吃̊得̆的群 ，也曾有意立他
以色列的王；但ǿ多人虽�意接受他
先
知，却不相信他是弥ɮ�。 {DA 411.3}

于是，耶ŤW第二个ˋ˹，ˋ門徒自己的看法：“你�Ȧ我是Ȯ？”彼得回答Ȧ：“你是基督，是永
生上帝的儿子。” {DA 411.4}

彼得从起初就相信耶Ť是弥ɮ�。有ǿ多曾ƍ信了施洗Ż翰的信息而接受基督的人，在Ż翰下ŕ
和被üó，就开始®疑耶Ť是他�所ˈ久仰望的弥ɮ�。ʕ有ǿ多人，曾ĸ切地希望耶Ť登上大R
的宝座；后来WŅ他没有ʖ种打算，也就离开了他。

412

但彼得和他的同伴，没有改X�救主的忠心。彼得Ȧ：“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没有
等待他的主有了王的尊荣之后才承Ǵ他，却在他屈辱的ó候就承Ǵ他了。 {DA 411.5}

彼得所表白的是十二个門徒的信念。但他��基督使命的ǴȊʕ很肤浅。祭司和官ˈ的反�和曲
解，虽不能使他�离开基督，但±不免令他�困惑。他�ʕ有ǿ多不明白的事。他�从幼年受教育
的影响，拉比�的Ǹȥ，以及ʟ#的J力，都干Ì了他��真理的ǴȊ。耶Ť身上W出的亮光，虽
óó照耀他�，但他�ó常ʕ像黑暗中摸索的人。ʖ一天，在他�面	信心的大考̟之前，有圣灵
的能力降在他�身上。短ó内，他�的眼睛从“所ǩ的”事ʀ到“所不ǩ的”事上 哥林多后�4:18。在人
性的外形之下，他�辨Ǵ了上帝儿子的荣耀。 {DA 412.1}

耶Ť回答彼得Ȧ：“西門巴Ż拿，你是有福的！因
ʖ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
指示的。” {DA 412.2}

彼得所承Ǵ的真理是信徒信心的根基。基督曾�自宣称ʖ真理就是永生。但人有ʖ知Ȋ，不可因
而自豪。彼得Ǜ得\示，不是因他自己有什么智慧或善良；因人靠自己永不能ǴȊ上帝。“他的智慧
高于天，你ʕ能作什么？深于阴ˎ，你ʕ能知道什么？” Ż伯ǻ11:8 只有使我�得到儿子名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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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才能将上帝深奥的事\示我�，就是“眼睛未曾看ǩ，耳朵未曾听ǩ，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上
帝藉着圣灵向我�ö明了，因
圣灵参透万事，就是上帝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哥林多前�2:9, 10
“耶和M与敬畏他的人�密，他必将自己的Ż指示他�。”彼得既ǴȊ基督的荣耀，就ȇ明他“蒙上帝
的教Ǹ” ȓ篇25:14； Ż翰福音6:45。ȕ然，“西門巴Ż拿，你是有福的！因
ʖ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
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DA 412.3}

耶Ť接着又Ȧ：“我ʕ告Ȍ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ʖ磐石上，阴ˎ的权柄不能ǅʓ
他。”

413

“彼得”就是石~的意思：一tʀG的石~。彼得不是教会建立在其上的那磐石。在他W咒起誓不
承Ǵ主ó，阴ˎ的权柄确已ǅʓ了他。教会是要建立在一位阴ˎ的权柄所不能ǅʓ的主身上。 {DA

412.4}

救主降世前一千多年，摩西已指出以色列救恩的磐石。ȓ人大R歌˰“我力量的磐石。”以ɮ�也
写道：“主耶和M如此Ȧ：‘看哪，我在ˀ安放一t石~作
根基，是Ȓ̟ʓ的石~，是ť固根基，宝
ɛ的房角石。’” 申命ǻ32:4；ȓ篇62:7； 以ɮ��28:16彼得自己在受圣灵感G写�ó，引了ʖ一段
˱言用在耶Ť身上，他Ȧ：“你�若�ʓ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
是被上帝所Óʜ、所宝ɛ的。你�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
灵�。” 彼得前�2:3-5 {DA

413.1}

“因
那已ƍ立好的根基就是耶Ť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哥林多前�3:11 耶Ť
Ȧ：“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ʖ磐石上。”基督在上帝和天上的ȩ灵，以及看不ǩ的阴ˎ 灵面前，将
他的教会建造在活的磐石上。那磐石就是他自己他自己的身体，就是
我�U$舍弃的身体。建造
在ʖ个根基上的教会，是阴ˎ的权柄不能ǅʓ的。 {DA 413.2}

基督ȦʖȖó，当日的教会ö得多么脆弱啊！信徒寥寥无几，并有魔鬼和³人的J力向他�猛烈
攻:；但基督的門徒无˫惧怕。既是造在他�力量的磐石上，他�就不可能被推翻。 {DA 413.3}

六千年来，上帝子民的信仰，是建立在基督身上的。六千年来，撒但À怒的狂涛和˾暴不住地冲
撞我�救恩的磐石，ʖ磐石却�然不G。 {DA 413.4}

彼得已ƍȦ明教会信仰基ş的真理，于是耶Ť就褒�他
全体信徒的代表。他Ȧ：“我要把天国的
ʪ匙Ɠ你，凡你在地上所捆Ǝ的，在天上也要捆Ǝ；凡你在地上所ʣ放的，在天上也要ʣ放。” {DA

413.5}

“天国的ʪ匙”，乃是基督的道，它包括圣ƍ中所有的Ȗ在内。ʖ些Ȗ有开\和关ˊ天国之門的力
量，

414

同ó也宣布世人被上天接受或拒ƕ的条件。所以#Ǽ上帝之道者的工作，若不是作活的香气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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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就会成
死的气味叫人死。他�的使命有着永久的Ɛ果。 {DA 413.6}

救主并没有把#福音的工作委托Ɠ彼得一人。后来他把�彼得所Ȧ的Ȗ，重述了一遍，是直接�
教会Ȧ的。他也曾向代表全体信徒的十二个門徒，Ȧʓ与ʖ相仿的Ȗ。如果耶Ť曾将任何特殊的权
柄授予門徒中的一个人，使他位居其他門徒之上，我�就不会看到他�常争ȁȮ
大了。他�就必
服从他�夫子的意思，尊重他�自Óʜ的人。 {DA 414.1}

基督没有指定哪一个人作他�的˳袖，却�他�Ȧ：“你�不要受拉比的称呼，”“也不要受�尊的
称呼，因
只有一位是你�的�尊，就是基督。” ̎太福音23:8, 10 {DA 414.2}

“基督是各人的~。”将万有服在救主脚下的上帝，“使他
教会作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
那充Ĩ万有者所充Ĩ的。” 哥林多前�11:3；以弗所�1:22, 23 教会以基督
建造的根基，就当以他

教会的元首˪从他。教会不可依ɫ于人或受人的控制。ǿ多人Ǵ
自己在教会里既担任要ƽ，就
有权W号施令，告Ȍ别人£当信什么，做什么。ʖ种自取的权柄，上帝不Ǵ可。救主Ȧ：“你�都是
弟兄。”人人都是撒但Ȥ惑的�象，而且都是容易犯ʾȣ的。我�不能靠能力有限的人来 路。信心
的磐石，乃是活在教会中的基督。最ʃ弱的人可以依靠他，而凡自以
是最强壮的人，若不以基督

他�的力量，就必ö明是最ʃ弱的。“倚靠人血肉的膀臂，……那人有š了！” 耶利米�17:5 耶和
M“是磐石，他的作
完全。” 申命ǻ32:4 “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 ȓ篇2:12 {DA 414.3}

在彼得承Ǵ基督之后，耶Ť嘱咐門徒，不要告Ȍ任何人他是基督。他ʖą嘱咐他�，是因
有文
士和法利ɮ人在u决地反�他。再者， 人ʚ門徒在内，�弥ɮ�的概念都是模糊不清的，若公开
宣布他是弥ɮ�，不能帮助他��他的身份或工作有正确的ǴȊ。他<天天都在向人ö示自己是救
主；他希望ʖą作，能使他��他弥ɮ�的身份有正确的概念。 {DA 414.4}

415

門徒ʕ是希望基督在世上作王。他虽然ˈ久没有透露自己的ǲ划，他�相信他±不会ˈ此Ŧ困，
湮没无˒的；他�±以
他立国的ó候已近。至于Ȧ，祭司和拉比�的仇恨永不消退，基督将
本
国人所弃ƕ，被判
ȋ̡犯，并被当作罪犯ʦ死在十字架上，門徒从来没有ʖą想ʓ。但黑暗掌权
的ó候近了，耶Ť必˫把門徒所要面	的斗争告Ȍ他�。一想到ʖ行将	到的Ȓı，他就愁起
来。 {DA 415.1}

直到如今，他ʕ没有把任何有关自己受苦、受死的事告Ȍʓ門徒。他和尼哥底母ȳȖó，曾ʖą
Ȧʓ：“摩西在ô野怎ą�蛇，人子也必照ą被�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Ż翰福音3:14, 15
可是門徒没有听到ʖ句Ȗ，即使听ǩ，也不会明白的。但Ņ在他�已ƍ与耶Ť相|很久，一直在听
他Ǽ道，看他作工。所以耶Ť的境遇虽然如此低下，且遭祭司和 人的反�，他�仍能与彼得同声
承Ǵ：“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Ņ在ó机已ƍ成熟，遮掩未来之事的幔子必˫揭开了。“从
此，耶Ť才指示門徒，他必˫上耶路撒冷去，受ˈ老、祭司ˈ、文士ǿ多的苦，并且被ü，第三日
复活。” {DA 415.2}

門徒听了ʖȖ，一声不吭，既感¹异，又ǯ愁。基督既然已ƍ接受彼得承Ǵ他是上帝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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Ņ在他指着自己受苦受死的Ȗ，ű直不可思ǹ。彼得无法保持ƣ默；他拉住他的夫子，好像要把他
从面	的厄ʔ前拉回来似的，喊着Ȧ：“主啊，万不可如此！ʖ事必不	到你身上。” {DA 415.3}

彼得ĸĺ他的主；但耶Ť并不因彼得切望保Ï他脱离危ˣ而称ɯ他。彼得的Ȗ在耶Ť面	的大Ȓ
ı中，不能使他得到帮助和安慰。ʖ些Ȗ不符合上帝�失�的世界所有恩ĺ的旨意，也不符合耶Ť
用自己的榜ą所WÝ的自我ļ牲的教Ǹ。彼得不愿在基督的工作上看到一个十字架。他ʖȖ所Ɠ人
的印象，与基督所要在他的信徒心中造成的印象，恰好相反。所以救主不得不Ȧ出他从未Ȧʓ的最
�厉的申斥：

416

“撒但，退我后ʑ去吧！你是Ƌ我脚的，因
你不体ɚ上帝的意思，只体ɚ人的意思。” {DA 415.4}

撒但要使耶Ť灰心�志，放弃他的使命；而彼得因盲目的ĺ，成了Ȓ探的#声筒。他的思想是从
邪³之君来的，撒但教唆彼得Ȧ出那句D阻之言。在ô野，撒但曾以放弃屈辱和ļ牲之路
条件，
将世界的Ɨ治权奉送基督。Ņ在又把ʖ同ą的Ȓ探用在門徒身上，企q把彼得的ǭƅ集中于属世的
荣M上，使他不看耶Ť所要他仰望的十字架。而且撒但通ʓ彼得再将Ȓ探放在耶Ť面前。救主毫不
G心；O
門徒着想。撒但置身于彼得与夫子之ˎ，使彼得不因基督
他受的凌辱而感G。基督ʖ
句Ȗ不是�彼得Ǽ的，而是�企q离ˎ彼得和救ɧ主的那³者Ǽ的：“撒但，退我后ʑ去吧！”不要再
置身于我和我ʖ有ʓ失的仆人中ˎ。我要同彼得面�面，把我慈ĺ的奥秘\示他。 {DA 416.1}

ʖ�彼得是惨痛的一門功Ȭ，而且是ƍʓ漫ˈ的óˎ才学会的，就是基督在地上的道路必˫ƍT
痛苦和耻辱。彼得怕和他的主同受苦ˣ。但他要在Ũ中火J最烈的ó候，体̟到与主同受苦ˣ的福
分。后来在他年迈力衰ó，他写道：“�ĺ的弟兄啊，有火ı的Ȓ̟	到你�，不要以
奇怪 （似乎
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Č喜，因
你�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在他荣耀öŅ的ó候，也可以
Č喜快�。” 彼得前�4:12, 13 {DA 416.2}

于是耶Ť�他的門徒解ʣ：他舍己
人的生活，是他�£遵循的生活榜ą。他招集門徒同留恋在
他旁ʑ的一些人，向他�Ȧ：“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十字架与
ƶ̎政权有关，是|死罪犯最残酷、最屈辱的刑具。服刑的犯人必˫自己把它背到刑s；往往当十
字架要放在他�肩上ó，他�就拼命反抗，直到被人制伏，

417

将刑具Ǝ在身上
止。但耶Ť吩咐跟从他的人，主G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門徒�他的Ȗ虽然没
完全˳悟，但多少明白一点。ʖȖ意味着他�必˫忍受最ˣ堪的耻辱：
基督的ƪ故，甘心忍受，
以至于死。救主˗述舍己精神的Ȗ，没有比ʖ更透ª的。但ʖ一切，他都已定意
他�忍受。在我
�失�ó，耶Ť不以天国
可羡慕的地方。他离开天庭，来ʓ屈辱的生活，遭受可耻的惨死。他本
Ô有天国无价的ɋ富，却成
ɔŦ，好叫我�因他的ɔŦ成
富足。我�要跟他走他走ʓ的路。 {DA

4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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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若真ĺ那些基督
之舍命的人，就要把自我ʦ在十字架上。凡是上帝的儿女，今后都ț看自
己
上天放下来拯救世人的ʸ条中的一ń，在基督救恩的ǲ划中与他合作，同他出去�找拯救失�
的人。基督徒必˫ó刻Ǵ定自己�已献身上帝，要在品格上向世人表Ņ基督。基督一生所ö示的自
我ļ牲和�人的同情与仁ĺ，必˫重Ņ在
上帝工作者的生活中。 {DA 417.1}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掉生命；凡
我和福音�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自私就是死亡。身
体上任何一个肢体，若�
自己服F，就没有一个能存活的。心若不ʍ送生命的血液到手部和~
部，就必很快�失其能力。基督的ĺ，像生命的血液一ą，分布到他教会的各个肢体中。我�是互

肢体的，所以凡不肯施Ɠ的，就必死亡。耶ŤȦ：“人若ɭ得全世界，ɪ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
|呢？人ʕ能拿什么á生命呢？” {DA 417.2}

耶Ť指示門徒，不看眼下的Ŧ苦和屈辱，而要眺望到他在荣耀里的降	：不是在属世宝座的荣耀
里，而是在上帝和 天使的荣耀里。他Ȧ，到那ó“他要照各人的行
Ð£各人。”于是
勉励門徒起
ǩ，他又£ǿ他�Ȧ：“我�在告Ȍ你�，站在ʖ里的，有人在没�死味以前，必看ǩ人子降	在他
的国里。”門徒不明白主的Ȗ。那荣耀似乎很遥ʘ。他�的眼睛只注ǭ着眼前，就是地上生活的ɔ
困、屈辱和痛苦。ˣ道他�必˫放弃�弥ɮ�之国所寄予的光明希望[？他��不是要看ǩ他�的
主，荣登大R的宝座[？

418

ˣ道基督就ʖą作个卑微低下、无家可¨的流浪者，被人藐ǭ、拒ƕ，Ɗ于被人置于死地[？因
他�Øĺ自己的夫子，所以苦ˏ万分，心中疑oˣ解：上帝的儿子竟要受那么残酷的屈辱，ű直不
可思ǹ。他�不明白，基督
何自愿往耶路撒冷去，照他所Ȧ，在那里受虐待。他怎能听凭厄ʔ支
配，并撇下門徒在黑暗中自己去摸索呢?何况ʖ种黑暗将要比他未向他�ö示自己之前更深、更黑！
{DA 417.3}

門徒推想，基督在ț撒利�腓立比一 ，是在希律和ț�法J力范p之外。他不用˭Ǣ什么犹太
人的仇恨，或ƶ̎人的权J。
何不在ʖ离法利ɮ人ʇʘ的地方工作呢？他
什么要自投ƶ网呢？
如果他必˫死，那么他的国又怎能建立如此ť固，以致阴ˎ的权柄不能ǅʓ它呢？ʖ在門徒看来，
确�神秘莫Ĝ。 {DA 418.1}

ʖó他�正沿着加利利海岸走向耶路撒冷，在那里，門徒一切的希望将要化
泡影。他�不敢D
阻基督，只是沉痛地低声ȳȁ将要遭遇的事。但在百思莫解之中，他�ʕ抱着一种幻想，以
或ǿ
有什么意外的事会	óW生，救他�的主脱离面	的患ˣ。ʖą，他�又愁Ķ，又疑Ǣ，又希望，
又恐惧地度ʓ了漫ˈ而沉ˏ的六天。 {DA 418.2}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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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章 他变了容貌

本章根据：̎太福音17:1-8； ̎可福音9:2-8； 路加福音9:28-36 {DA 419.1}

将近黄昏，耶Ť把三个門徒，彼得、雅各、Ż翰叫到身ʑ， 他�ƍʓ漫漫的田野，崎�的山
径，到一|幽静的山ʑ。救主和門徒行走、教Ǹ人，已忙了一天，如今翻山越岭更ǯ疲乏了。基督
曾把ǿ多受苦者肉体和精神上的重担卸除，又将生命活力，注入他�衰弱的身体。但在世上，他自
己也具有血肉之体，所以登山后和門徒一ą甚
疲乏。 {DA 419.2}

ʖó，已是日薄西山，夕阳的余ù依依地照在他�所行的蹊径上。不一会儿，山岭上、山谷中的
光尽都消逝。落日西沉后，几个孤寂的行人被Ů罩在ǔ茫的暮色里。周p的幽暗，似乎与他�郁
的生涯一ą，而ńƑ四p的�云，越聚越多，越来越厚。 {DA 419.3}

門徒不敢ˋ基督往哪里去，去作什么。因
他往往用整夜工夫上山祷告。ʖ位手造高山幽谷的
主，¾于欣ɨ大自然的宁静景色。門徒只是跟着基督走，然而心里奇怪，夫子
什么在他�疲乏的
ó候，而且他自己也需要休息，却˳他�辛辛苦苦地爬山呢。 {DA 419.4}

当下，基督叫門徒不用再往前走了。ʖ“多受痛苦，常ƍ患”的主，离开他�，稍往前走，

420

就痛哭流涕地大声²求，/吐他的心声。他求上帝ɩ他能力，好
人类忍受Ȓı。他自己必˫重
新握住全能者，因
惟有如此，他才能思量未来。他他又/吐他�門徒所®的心愿，使他�在黑暗
掌权的ó候，不至�失信心。露珠密密地落在他俯伏着的身背上，他却毫不介意。夜的黑影Ů罩着
他，他也不管。óˎ就ʖą慢慢ʓ去。門徒起初也虔ȕ地和主一同祷告，但ʓ一会儿，他�就
疲
倦所困，虽想振作起来，Ɛ果ʕ是睡着了。耶Ť已把自己受苦的事告Ȍ他�，他ʖ次 他�上山，
是要他�和他一同祷告；而且Ņ在他正在
他�祷告呢。救主已看出門徒的郁，切望他�知道自
己的信心并未落空，藉此减ʅ他�的愁。耶Ť所要\示的事，不是人人都能˳受的，ʚ十二使徒
也不是个个都能˳受。只有那将要在客西̎尼园目睹耶Ť惨痛的三个門徒，才被ʜ与他一同到ʖ山
上来。

421

当ó耶Ť祈求将在>世以前与父同有的荣耀ö示Ɠ他�，将他的国öƓ肉眼Ǫ看，并使他的門徒
能有力量来Ǫ看。他²求上帝使他�能看ǩ他神性的öŅ，好叫他�在他遭受极大痛苦ó得到安
慰，知道他确是上帝的儿子，并知道他那屈辱的死，是救ɧǲ划的一部分。 {DA 419.5}

他的祈祷得蒙垂听了。当他Ɂ卑地俯伏在石子地上ó，天忽然开了，上帝圣城的金門大开，圣洁
的光ʌ照耀山上，ńƑ救主。基督的神性从他里面透ʓ人性ˉ耀出来，与从上~来的荣光相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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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俯伏着的地上忽然以上帝的威�站起来。他心灵上的痛苦消逝了。他的“ǉ面明亮如日~，衣裳洁
白如光。” {DA 421.1}

門徒睡醒ʓ来，看ǩ照耀全山的İĴ荣光。他�¹恐地注ǭ夫子的身体。及至他�能受得住那奇
异的光耀ó，就看ǩ不是耶Ť独自在那里。在他旁ʑʕ有两位天上差来的人和他�切地ȳȖ。一位
是在西奈山和上帝ȦʓȖ的摩西，一位是以利�。在�当的子�中，除了他之外，只有一个人得到
ʓʖ不死的最高特权。 {DA 421.2}

一千五百年前，摩西曾站在毗斯迦山上，遥望那片£ǿ之地。但因他在米利巴犯罪，故不得ʗ入
那地，不能享有引˳以色列全6承受列祖��的荣幸。他曾哀求：“求你容我ʓ去，看Ż旦河那ʑ的
美地，就是那佳美的山地和黎巴嫩。” 申命ǻ3:15 却未蒙上帝允准。四十年来，在ô野漂流的黑暗
中一ƅ光明的希望，他必˫放弃。多年的辛苦操I所得的Ɛ果，只是ô野中的坟墓。但那“成就一切
超ʓ我�所求所想的”上帝（以弗所�3:20)却藉着摩西在ô野的死，答£了他仆人的祈祷。摩西固然
落在死亡的权下，但没有久留在坟墓里；基督�自叫他复活了。Ȥ惑人的撒但，曾因摩西的罪而想
扣留他的身体。但救主基督却把他从坟墓里˳了出来 ǩ犹大�9。 {DA 421.3}

在基督X像的山上，摩西是他得ǅ罪³和死亡的ǩȇ。他代表那些将来在人复活ó，

422

从坟墓里出来的人；以利�没有�ʓ死味就被接升天，他代表那些在基督复	ó仍活在地上的
人，那ó他�将“要改X，就在一霎ó，眨眼之ˎ，号筒末次吹响的ó候，”那ó“ʖ必朽坏的±要X
成不朽坏的，ʖ必死的±要X成不死的” 哥林多前�15:51-53。耶Ťʖ次在山上披上了天国的荣光，
正像将来“第二次öŅ，并与罪无关，乃是
拯救他�”的ó候一ą。因
他必在“父的荣耀里，同圣
天使降	” 希伯来�9:28； ̎可福音8:38。救主向門徒所£ǿ的，ʖó就�Ņ了。未来天国的荣
耀，在山上Ņ出了个Ƴ影基督是王，摩西是从死里复活的圣徒的代表，以利�是X化升天的圣徒的
代表。 {DA 421.4}

ʖó門徒ʕ不明白ʖ一幕景象的意；但他�Č喜看到ʖ位有忍耐的教�，柔和Ɂ卑的主，̀泊
无依的流浪者，居然受上天所恩待的两个人的尊敬。他�相信以利�是来宣布弥ɮ�
王的，而且
基督的国行将建立在地上。他�ʓ去的一切恐惧和失望将永ʘ消逝。他�极愿停留在上帝的荣光ö
Ņ之|。彼得喊着Ȧ：“主啊，我�在ʖ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ʖ里搭三座棚：一座
你，一座

摩西，一座
以利�。”門徒确信摩西和以利�是上帝派来保Ï他�夫子，并u定他的王权的。
{DA 422.1}

但冠冕之前必先有十字架。摩西和以利�同耶ŤǶȁ的不是基督登基的加冕礼，而是他将要在耶
路撒冷去世的事。耶Ť以他血肉之体的ʃ弱，担ɉ着人类的患与罪孽，独自往来于人ˎ。当未来
苦ˣ的黑暗U在身上ó，他在ʖ无人ǴȊ他的世界上，感到非常孤寂。ʚ他所ĺ的門徒，因只˭到
自己的疑Ǣ、愁ˏ和奢望，都不了解他使命的奥秘。他享受ʓ天国的慈ĺ与友ȴ，但在他所造的世
界上，却寂寥清幽。Ņ在天上差来的二位使者，不是天使，而是忍受ʓ痛苦$，并在救主地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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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考̟中能向他表同情的人。摩西和以利�曾与基督同工，并像耶Ť一ą®有救人的ĸȕ。摩西
曾
以色列人哀求Ȧ：“倘或你肯赦免他�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 出
埃及ǻ32:32

423

424

425

以利�也曾感ǯ到精神上的孤寂，就是在三年半大̂荒ó，遭到全国民 的怨恨和咒ȉ。他在迦
密山上，Oÿ匹̎地作上帝的勇士。在痛苦和ƕ望中，他独自逃到ô野。上帝没有差他宝座四p的
任何天使，却ʜʖ两个人来和耶Ťȳȁ有关他受苦的事，并告Ȍ他全天庭向他表同情，来安慰他。
世界的希望，即每个人得救的ˋ˹是他�会ȳ的要旨。 {DA 422.2}

門徒因睡着了，竟没听ǩ基督和两位天国信使之ˎ的ȳȖ。他�因未能警醒祷告，所以没得到上
帝所要Ɠ他�的\示，就是关于基督受苦ˣ和后来得荣耀的知Ȋ。所以他�失去了以后分担基督自
我ļ牲的福气。ʖ些門徒的信心太ʛʨ了，竟不重ǭ天上所要加Ɠ他�的丰富ƍ̟。 {DA 425.1}

尽管如此，他�ʕ是˳受了大光。他�从此确信天庭全体都知道犹太国拒ƕ基督的罪。他��救
主的工作也得到更清楚的ǴȊ。他��眼看ǩ，�耳听ǩ了世人所不能了解的事。他�“�眼ǩʓ他
的威荣”（彼得后�1:16），ǴȊ到耶Ť的确是 先祖和先知所ǩȇ的弥ɮ�，而且他ʖ身份，也是
全宇宙所承Ǵ的。 {DA 425.2}

当他�ʕ在凝ǭ着山上的ʖ一幕情景ó，“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
来Ȧ：‘ʖ是我的ĺ子，我所喜悦的，你�要听他。’”当他�看ǩ那比在ô野里引˳以色列各支派的
云柱更明亮的彩云，听ǩ震G全山的上帝的声音庄�可畏地向他�ȦȖó，他�就仆倒在地。門徒
俯伏不G，不敢抬~。直到耶Ťʗ前来，摸他�，用他�所熟悉的声音Ȧ：“起来，不要害怕，”才安
Í了他�的恐惧。ʖó他�才敢�目，看ǩ天上的荣光已ƍ消逝，摩西和以利�不ǩ了，只有耶Ť
一人和他�在山上。 {DA 425.3}

426

第四十七章 下山服务

本章根据：̎太福音17:9-21； ̎可福音9:9-29； 路加福音9:37-45 {DA 426.1}

耶Ť和門徒在山上ʓ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日出ó，他�便一同下山。此ó門徒思潮起伏，只是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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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静默，ʚ彼得也不Ȧ一句Ȗ。他�若能留在那曾被上天光ʌ照耀的圣地，就是上帝的儿子ö示他
荣耀的地方，自必欣喜万分。但ʕ有必˫
民 服F的工作要做，因ʖó已有多人在ʘ近各地�找
耶Ť。 {DA 426.2}

山脚下早已有大群人聚集，是知道耶Ť上山而未曾同去的門徒˳到ʖ里来的。当救主走近ó，他
嘱咐那三个門徒，不要把夜里所看ǩ的事Ǽ出去，Ȧ：“人子ʕ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不要将所看ǩ
的告Ȍ人。”他要門徒把所得的\示，存在心里默想，不要#出去。若ǼƓ人听了，只能引起他�的
ǵȢ或无ȹ的希奇，ʚ其余的九个使徒，在基督复活之前，也不会明白ʖ内中的意。就是那三个
特别蒙恩的門徒，

427

虽然听ǩ耶ŤǼ了ǿ多有关他将要遭遇的事，他�ʕ是私下ǹȁ，不懂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
使他�Ĩ心愁。他�希望ʖ些事永不会�Ņ，所以也不求ʗ一步的\示了。 {DA 426.3}

在山下等候的人，一看ǩ耶Ť，就跑上来，以恭敬和欣喜的¯度迎接他。但他一看就知道他�正
困在急ˣ中。門徒都 着
ˣ的ą子，因方才的遭遇，使他�感到极大的失望和½愧。 {DA 427.1}

当門徒在山下等候ó，有个作父�的， 了他的儿子来，求門徒救ʖ孩子脱离残害他的_巴鬼。
从前耶Ť差十二个使徒往加利利#道ó，已ƍɩƓ他�赶鬼的权力。当他�u信不疑地出去ó，³
魔也曾听从他�的Ȗ。如今他�奉基督的名吩咐害人的鬼离开那孩子ó，鬼魔反W了一˜威˾来表
示�他�的ʅ蔑。門徒�ʖ次的失Ɏ莫明其妙，ǯ得是羞辱了自己，也羞辱了他�的夫子。而且当
ó有文士在s，尽量利用ʖ机会来嗤笑他�。他�p在門徒四周，拿ǿ多ˣ˹ɑˋ他�，想要ȇ明
他�和他�的夫子都是迷惑人的。文士洋洋得意地Ȧ，ʖ里有个鬼，是門徒或基督自己都不能制服
的。 人偏向文士，普遍流露出藐ǭ和ǵȢ的情ƛ。 {DA 427.2}

 人看ǩ耶Ť和三个門徒走ʓ来，文士的指摘忽然中断了。于是他�̣然改X¯度，ʀʓ来迎接
他�。救主和他的同伴�因一夜与上天的荣光相接，身上ʕ留有余ù。他�ǉ上W光，令人望而生
畏。文士因惧怕而后退，民 就涌向前去Č迎耶Ť。 {DA 427.3}

救主正在 人争ȁó到来，好像已目:所W生的事。于是定睛望着文士，ˋ他�Ȧ：“你�和他�
ʐȁ的是什么？” {DA 427.4}

方才大胆挑衅的人，ʖó都_口无言了，全s的人也都默不作声。于是那痛苦的父�从人�中走
出来，跪在耶Ť脚前，把心中Ķ¶失望的苦衷，全都/吐出来。 {DA 427.5}

428

他Ȧ：“夫子，我 了我的儿子到你ʖ里来，他被_巴鬼附着。无ȁ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
倒，……我Ȩʓ你的門徒把鬼赶出去，他�却是不能。” {DA 428.1}

耶Ť�目四˭，就 着悲$的声ȯȦ：“j！不信的世代啊，我在你�ʖ里要到几ó呢？我忍耐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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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到几ó呢？”然后吩咐那可怜的父�Ȧ：“把他 到我ʖ里来吧！” {DA 428.2}

那人把孩子 来，救主看着他ó，³魔就把他摔倒在地，叫他重重地抽ŋ，翻来覆去，口中流
沫，厉声怪叫。 {DA 428.3}

生命之君与黑暗J力的王，ʖ次又在Ås交ʼ了基督要完成他的使命，“#福音ƓɔŦ的人，……
叫那受U制的得自由。” 路加福音4:18 撒但<要拘留他所害的人在他ʎ制之下。人眼所看不ǩ的光
明天使和魔鬼的ǿ多使者，也ʗ前来看ʖs争Å。耶ŤǷ³魔ŋ狂地W威一ó，使 人明了他将施
行的拯救。 {DA 428.4}

 人屏息在旁Ǫ看。那父�<在希望与惧怕交Ɖ的C痛之中。耶Ťˋ他Ȧ：“他得ʖ病有多少日子
呢？”那父�就叙述多年痛苦的ƍʓ。随后，他似乎不能再忍耐，便喊着Ȧ：“你若能作什么，求你怜
¸我�，帮助我�。”“你若能作什么，”到ʖó候，那父�ʕ在®疑基督的能力呢。 {DA 428.5}

耶Ť回答Ȧ：“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在基督方面并不缺少能力，儿子的病能否得医
治，在乎父�的信心。于是那父�ǯ悟到自己的ʃ弱，声泪俱下，全心投靠于基督的怜¸Ȧ：“我
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 {DA 428.6}

耶Ťʀ身向那受苦的孩子Ȧ：“你ʖƼ_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出来，再不要ʗ去！”鬼魔大声
喊叫，惨痛地Û扎了一˜，他离开孩子的身体ó，似乎要把他的生命也�去了。孩子ɽ着不G，好
像死了一ą。 人彼此耳ȡȦ：“他是死了”但耶Ť伸手扶他起来，把他交Ɠ父�，他的身心完全健康
了。父�儿子同声˰Ë他�的恩主。

429

“ 人都ȝ异上帝的大能”；而那些文士因ʖ次的失Ɏ垂~�气，悻悻而去。 {DA 428.7}

“你若能作什么，求你怜¸我�，帮助我�。”有多少身ɉ罪担的人，曾Wʓʖą的祈求。仁慈

®的救主回答每一个人Ȧ：“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那使我�与天庭相接并Ɠ我�力量抵
抗黑暗J力的，乃是信心。上帝在基督里已
人˱}了克制每一种罪，抵制每一Ȓ探的方法，无ȁ
罪与Ȓ探来J多么猛烈。但ǿ多人自ǯ缺少信心，故离基督很ʘ，但要Ƿʖ些自知不配，无能
力
的人，投靠慈悲救主，相信他的怜ĺ。不要看自己，只要仰望基督。那在世
人ó，治愈病人，̓
逐鬼魔的主，Ņ今仍然是大有能力的救ɧ主。信心是藉着上帝的Ȗ而来的， 所以要握住他的£
ǿ：“到我ʖ里来的，我±不�弃他。” Ż翰福音6:37 你当俯伏在他脚前Ȧ：“我信！但我信不足，求
主帮助！”你能ʖą行，就决不至į亡。 {DA 429.1}

在短短的óˎ内，那三位蒙恩的門徒，看到了荣耀和屈辱的两面。他�看ǩ人性X成上帝的形
状，又看ǩ人性堕落到撒但的ą子。他�看ǩ耶Ť在山上和天上的使者ȳȖ，听ǩ从荣耀的云彩W
出的声音，宣布他
上帝的儿子，又看ǩ他下山遇到那最可怜，又可怕的景象，就是那抽ŋ的孩
子。他容貌丑陋，抽ŋW狂，咬牙切̲，受着无人能解除的痛苦。但ʖ位全能的救ɧ主，几小ó之
前，ʕ在¹奇的門徒面前，Ĩ有荣耀，ʖó却弯着腰把那被撒但残害随地乱滚的孩子扶起来，使他
身心恢复健康，回到他父�的家里。 {DA 4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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ʖ件事是救ɧǲ划的Ƴ影圣洁的救主，从父的荣耀里卑躬拯救失�的人。ʖ也Ȧ明門徒的使命。
基督的仆人所要度的生活，不�是与耶Ť在山上享受属灵的光照，在山下的平原ʕ有工作等他�去
做。撒但所俘ã的罪奴，正等着他�藉着祈祷和出于信心的Ȗ，去ʣ放他�。 {DA 429.3}

那九个門徒，ʖóʕ在沉ˏ地思考自己失Ɏ的惨痛事�。等到耶Ť再与他�O独在一起ó他�就
ˋ他Ȧ：“我�
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Ť回答Ȧ：

430

“是因你�的信心小，我�在告Ȍ你�，你�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ʖ座山Ȧ：‘你从ʖ
ʑ挪到那ʑ，’它也必挪去，并且你�没有一件不能作的事了。至于ʖ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
就不出来。”他�与黑暗J力斗争之所以失Ɏ，是因
他�的不信，

431

他�不能�基督表Ņ更深切的同情，便疏忽了委托Ɠ他�的圣工。 {DA 429.4}

基督ȁ自己将要受死的Ȗ曾使門徒$、疑惑。又因耶Ť只ʜ三个門徒一同上山，ʖ引起了其余
九个門徒的嫉妒。故此他�没有祈祷，没有默想基督的Ȗ来巩固自己的信心，反而只知灰心、抱不
平。他�就是在此心灵黑暗的情形下，去向撒但£Å的。 {DA 431.1}

要在ʖs斗争中Ǜǅ，他�必˫用完全不同的精神来工作。他�必˫藉着ĸȕ的祈祷、禁食，以
及内心的Ɂ虚，来增强自己的信心。他�必˫放弃自我；被上帝的灵和能力充Ĩ。惟有藉着信心向
上帝ȕ²恒切地祈求，他�在与È政的、掌权的、管ʎʖ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³魔争Å
ó，才能得到圣灵的援助。ʖą的信心，使他�完全依ɫ上帝，并把自己毫无保留地奉献Ɠ他。 {DA

431.2}

耶ŤȦ：“你�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ʖ座山Ȧ，‘你从ʖʑ挪到那ʑ，’它也必挪去。”芥
菜种虽小，却含有如参天大ĄW育成ˈ一ą神秘的生命素。当芥菜种撒在地里ó，ʖ小小的子粒，
就吸收了上帝
它所˱}的各种养料，并很快成ˈ
一株牢固的Ą。你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
能握住上帝的Ȗ，以及他所安排的一切有利的机会。ʖą，你的信心就必u强起来，并使你得到上
天能力的帮助。撒但所堆在你路上的障碍，虽像永久的高山那ąˣ以越ʓ，但在信心的要求下，必
化
�有。“你�没有一件不能作的事了。” {DA 431.3}

432

第四十八章 “谁是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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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根据：̎太福音17:22-27; 18:1-20； ̎可福音9:30-50； 路加福音9:46-48 {DA 432.1}

耶Ť回到迦百7，没有往他ƍ常教Ǹ人的熟悉地方去，却 着門徒暗暗地到一个	ó居住的房子
里。在他居留加利利的工余之暇，他的目的不是向 人#道，而是要教�門徒。 {DA 432.2}

基督在加利利的旅程中，再次Ȅ法帮助門徒做好思想准}来£付他面	的种种遭遇。他告Ȍ他
�，他必˫上耶路撒冷去，被人ü害，然后复活。他又加上一句�厉而令人¹奇的ȖȦ，他要被P
在他的仇ð手里。可是，Ņ在門徒ʕ不明白他的Ȗ。虽有愁苦的黑影Ů罩着他�，但Ŭ争的情ƛ占
据了他�的心。他�彼此争ȁ天国里Ȯ是最大的。他�不愿耶Ť知道ʖ争ȁ，所以不像平ó那ąŷ
ŷ跟着他，却故意落在后面。因此，当他�到迦百7ó，救主走到他�前~去了。耶Ť洞悉他�的
思想，渴望D告他�。但他要等待有清静的ó刻，就是他�能敞开心門˳受他Ȗ的ó候。 {DA 432.3}

他�ʗ城不久，有收圣殿税的人来ǩ彼得Ȧ：“你�的先生不ƀ丁税[？”

433

ʖ不是什么国家的税，而是宗教的捐献，是每个犹太人
ƞ持圣殿ɞ用而必˫年年Ƶƀ的。若拒
ƕ捐献，就要ǭ
不忠于圣殿ʖ在拉比�的眼中是一件大罪。救主�拉比的ǫ条所抱的¯度，以及
他�ƞÏ古人ʟ#的人直言不ǽ的申斥，使他�有控告他的借口，Ȧ他有意推翻圣殿的礼Ǒ。Ņ在
他的仇ð又看到一个Ɏ坏他名誉的机会，收丁税的人成了他�Ņ成的盟友。 {DA 432.4}

彼得看出在收丁税者的Wˋ中含有暗示基督不忠于圣殿的意思。彼得由于关心他夫子的名声，没
有和耶Ť商量就急忙回答Ȧ，耶Ť要ƀ的。 {DA 433.1}

但是彼得只是部分地明了Wˋ者的用心。当ó有几等人是免ƀ丁税的。在摩西的ó代，利未人被
分别出来在圣殿里供ƽ，他�在民中没有得到��，耶和MȦ：“利未人在他弟兄中无份无�，耶和
M是他的��。” 申命ǻ10:9 基督的ó代，祭司和利未人仍被ǭ
�在圣殿中供ƽ的人，不必Ƶƀ
ƞ持圣殿ɞ用的年税。此外，先知也免ƀ丁税。拉比�要耶Ťƀ税，就是不承Ǵ他先知或教�的身
份，而把他当作平民一ą看待，耶Ť若不肯ƀ税，就算是不忠于圣殿；反之，他若ƀ税，J必ȇ明
他�不承Ǵ他是先知，是�的了。 {DA 433.2}

不久之前，彼得ʕ承Ǵ耶Ť是上帝的儿子。ʖó他却ʾʓ一次声明他夫子身份的机会。他�收税
的人所Ȧ耶Ť愿意ƀ丁税的Ȗ，�˞上是附和了祭司和官ˈ�否定基督神性的Ȼ言。 {DA 433.3}

当彼得ʗ屋ó，救主没有提起=W生的事，只是ˋ他Ȧ：“西門，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Ȯ
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彼得回答Ȧ：“是向外人。”耶ŤȦ：“既然如
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国家的人民虽然必˫向君王ƀ税，但君王自己的子女是免税的。照ą，自
称
上帝子民的以色列人必˫ƞ持他圣殿的ɞ用，

434

但是上帝的儿子耶Ť就不必尽ʖ种F。祭司和利未人既然因
与圣殿有关而得免税，那么圣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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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耶Ť父�的殿，耶Ť�不更可免税[？ {DA 433.4}

如果耶ŤƵƀ丁税而不提出异ǹ，�˞上就是承Ǵ他�向他收税是正当的，也就是否Ǵ了他的神
性。他虽然ǯ得不妨£承此次要求，但也£否Ǵ要他ƀ税所根据的理由。故此他在付税的做法上ö
出了他神性的凭ȇ，表明自己是与上帝原
一的，按理不ț像平民一ą有ƀ税的F。 {DA 434.1}

他指示彼得Ȧ：“你且往海ʑ去ʧ̦，把先ʧ上来的̦拿起来，开了它的口，必得一tʭ，可以拿
去Ɠ他�，作你我的税ʵ。” {DA 434.2}

基督虽以人性遮掩了他的神性，但在ʖ个神迹上，却ö出了他的荣耀。很明ö，从前藉着大RǼ
以下Ȗ的，就是他了：“Ą林中的百4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我都知道；野
地的走4也都属我。我若是̂̋，我不用告Ȍ你，因
世界和其中所充Ĩ的都是我的。” ȓ篇50:10-
12 {DA 434.3}

耶Ť虽然Ȧ明他并无ƀ税的F，但也没有和犹太人ʐȁ此事。因他�会曲解他的Ȗ，ʕ会ʀ而
用来攻:他的。
避免因不ƀ税而触犯他�，他作了ʖ件本分以外的事。ʖ�于門徒是个很有价.
的教Ǹ。他��圣殿礼Ǒ的ǴȊ，不久将有ö著的改X。基督教Ǹ他�，不要无ȹ地与既定的制度
作�。他�要尽可能避免Ɠ人曲解他�信仰的机会。基督徒固然不可ļ牲真理的原<，但也当在可
能范p内尽力避免争È、ʐȁ。 {DA 434.4}

彼得到海ʑ去了，只有基督和其余的門徒在房子里，耶Ť就叫他�来，Ȧ：“你�在路上ǹȁ的是
什么？”因
耶Ť�自在s，当面ɑˋ，門徒�ʖˋ˹的看法同他�在路上争Èó完全两ą了。

435

他�因羞耻和自Ɍ默不作声。耶Ť曾告Ȍ他�，他要
他�而死；如今他�自私的野心与他无私
的ĺ相比，形成痛心的�照。 {DA 434.5}

当耶Ť告Ȍ他�，他将被害并且要复活的ó候，他想引他�ȳȁ有关他�信心的大考̟的ˋ˹。
如果他�心中准}去接受他所要他�知道的事，后来就能避免非常的惨痛和失望了。他�在悲$和
失望ó，他的Ȗ就可以安慰他�了。他虽然ʖ么清楚地把要面	的事告Ȍ他�，但他一提起不久要
上耶路撒冷去的Ȗ，他�心里又燃起了耶Ť即将立国的希望，引起了Ȯ£担任最高ƽ位的ˋ˹。彼
得从海ʑ回来，門徒便把救主的Ȗ告Ȍ他。最后竟有人大胆ˋ耶ŤȦ：“天国里Ȯ是最大的？” {DA

435.1}

救主叫門徒到他旁ʑ来，�他�Ȧ；“若有人愿意作首先的，他必作 人末后的，作 人的用人。
”在ʖ几句Ȗ里，含有一种�ǀ、深刻的意，是門徒很ˣ˳会的。基督所辨别得出的，門徒ʕ看不
清楚。他�不明白基督之国的性ɑ，ʖ种无知就是他�之所以争ȁ的明ö原因。但真正的原因更深
于此。基督尽可以解ʣ他国的性ɑ来平息他�一ó的Ƃ争，但ʖ并没有接触到根本的原因。Ɓ使他
�全明白了，日后任何位次先后的ˋ˹，ʕ会引起新的争端。ʖą，在基督离世之后，教会就必受
到ß害。争�最高的地位，是路ˀ甫的精神所�生的。ʖ种精神原是天上大斗争的起因，致使基督
离开天庭，
人舍命。ʖó基督ǭ野里出Ņ路ˀ甫（ǩ注）的形象，就是那荣耀超ʓ一切pƑ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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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与上帝儿子ŷ密Ɛ合的“早晨之子”。他曾Ȧ：“我要与至上者同等。” 以ɮ��14:12, 14 ʖ
高抬自己，妄自尊大的欲望，使天庭W生斗争，使上帝大˛天6从天上被̓逐。如果路ˀ甫真要像
至高者的Ȗ，他就永不会离弃他在天上的�位，因
至上者的精神，是在无私的服F上表Ņ出来
的。路ˀ甫所要的是上帝的权柄，不是他的品德。他曾
自己追求最高的地位，

436

凡受他ʖ种精神鼓G的，也必照他那ą去行。于是离心离德、意ǩ分歧、争强好ǅ的事就无法避
免。大权成了强者 的Å利品。撒但的国度就是强权的国度，每个人都看别人是自己向上爬的障碍，
或者是自己爬到更高地位的z脚石。 {DA 435.2}

路ˀ甫把与上帝同等作
争�的目Ă，而至高的基督“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
人的ą
式。既有人的ą子，就自己卑微，存心˪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腓立比�2:7, 8 如今十
字架正在他面前，而他自己的門徒竟ʖą�求自己的益|ʖ正是撒但之国的原<以致不能同情他�
的主，甚至当他提到他要
他�受辱ó，他�ʕ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DA 436.1}

耶Ť柔和而又�ǀ地Ȅ法Ÿ正ʖ个邪念。他Ȧ明在天国是什么原<在支配一切，以及在天上真正
的"大在于什么。凡以̜傲和虚荣
G机的人，只是想到自己和自己所要得的Ð酬，而没想到他�
ț如何将从上帝˳受的恩惠¨ʕ上帝。ʖ等人在天国里是无份的，因他�与撒但一伙的精神相同。
{DA 436.2}

“尊荣以前，必有Ɂ卑。” 箴言15:33 天上要Óʜ那像施洗Ż翰在上帝面前自己卑微的工人，在世
人面前担任重要的位分。像小孩子一ą的門徒，
上帝作工是最有成效的。那不求高抬自己，只知
救人的人，必能得到上天能力的合作。那最深切地感ǯ自己需要上帝帮助的人，就必
此²求。圣
灵必使他得ǩ耶Ť的荣耀，加强并提高他的心灵。他与基督相交之后，就出去
那些将要在罪中Ĕ
亡的人工作。他已
他的使命受ʓ圣灵恩膏，必能成就ǿ多有学ˋ和属世智慧的人不能成就的事。
{DA 436.3}

但人若高抬自己，自Ǵ是完成上帝大ǲ所不可缺少的ă梁之才，主就必使他�被ˍ置在一ʑ。ʖ
就ȇ明：主并不倚靠他�。上帝的工作非但不会因他�的撤出而稍有停ˮ，反而会以更大的能力前
ʗ。 {DA 436.4}

437

OǷ耶Ť的門徒明白他国度的性ɑ是不够的。他�需要的乃是心灵的改X，以便适£天国的原
<。于是耶Ť叫个小孩子来站在他�中ˎ。随后�切地将他抱在®里，Ȧ：“你�若不回ʀ，X成小
孩子的ą式，断不得ʗ天国。”小孩子的天真、忘我和充Ĩ信ɫ的ĺ，是上天所看重的美德。ʖ才是
真"大的特征。 {DA 437.1}

耶Ť又向門徒Ȧ明：他的国度不在于属世的威˾和炫耀。在耶Ť脚前，ʖ些特征都不被ǻ念。当
ɔ富、智愚聚在一起ó，都不ț想到什么˝�的不同，或属世地位的·殊。大家都同
基督的宝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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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回，同ą倚靠那一位救ɧ他�¨回上帝的主。 {DA 437.2}

一˸真ȕ痛悔的心，上帝看
宝ɛ。他将自己的印盖在人身上，不是根据他�的地位，不是根据
他�的ɋ富，也不是根据他�的ƿ明，乃是根据他�与基督合而
一的程度。荣耀的王�心里柔和
Ɂ卑的人是真心Ĩ意的。大RȦ：“你把你的救恩Ɠ我作盾牌，……你的温和”作
我品格上的美
德“使我
大” ȓ篇18:35。 {DA 437.3}

耶ŤȦ：“凡
我的名接待一个像ʖ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
那差我来的。”“耶和M如此Ȧ：‘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但我所看˭的，就是虚心痛
悔、因我Ȗ而Å兢的人。’” 以ɮ��66:1, 2 {DA 437.4}

救主的Ȗ在門徒心里引起不敢自恃的感ǯ。ʖ番Ǹ言不是ʥ�哪一个人的。可Ż翰因此想起他所
行的一件事，不知是否正当。他就以小孩子般的精神，将那事告Ȍ耶Ť，Ȧ：“夫子，我�看ǩ一个
人奉你的名赶鬼，我�就禁止他，因
他不与我�一同跟从你。” {DA 437.5}

雅各和Ż翰禁止ʖ个人赶鬼，本是
他�夫子的名誉着想。ʖó他�才看出：他�是
自己的名
誉着想。他�承Ǵ了自己的ʾȣ，接受耶Ť的Ɍ}：“不要禁止他，因
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反
倒ʅ易Ďɀ我。”

438

只要人向基督表示友好，都不当予以拒ƕ。那ó有ǿ多人，曾深深地
基督的品德和工作所感
G，他�的心正在因着信而向主敞开。門徒既不能洞悉人的G机，就£当Ƀ慎，免得使人灰心。等
到耶Ť不再�身在他�中ˎ，而将工作交Ɠ他�ó，他�不可存有狭窄排外的精神，而要照着在夫
子身上所看到的，表Ņ同ą广泛的同情。 {DA 437.6}

若是别人在一切事上与我�的想法或意ǩ不同，ʖ并不足以作
我�禁止他
上帝作工的借口。
基督才是大教�，我�不可批Ȉ人，ȁ断人，也不可W号施令。各人都要Ɂ卑地坐在耶Ť脚前，学
他的ą式。凡是上帝使之甘心服F者，都可成
ö明基督赦罪之ĺ的通道。我�£慎之又慎，免得
使高�上帝真理之火炬的人灰心�志，而截断了上帝照耀在世人身上的光ʌ！ {DA 438.1}

門徒若向基督所吸引的人表示苛刻或冷淡的¯度，像Ż翰禁止人奉基督的名行异能一ą，其Ɛ果
或ǿ要使人走向ð�的路上去，以至į亡。若是ʖą，耶ŤȦ：“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ʖ人的˵˩
上，Ç在海里。”他接着Ȧ：“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ʗ入永生，强如有
两只手落到地ł，入那不į的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ʗ入永生，
强如有两只脚被�在地ł里。” {DA 438.2}

基督
什么要Ȧʖ么�厉的Ȗ，甚至�厉得不能再�厉呢？因
“人子来，
要拯救失�的人。
”他的門徒�于同胞得救ˋ˹的关心，能比天上的君王更少[？每个人都是用无限的代价�来的，若
令一人ʀ离基督，使救主的慈ĺ、屈辱和痛苦在他身上都¨于徒然，ʖą的罪是何等可怕？ {DA 438.3}

“ʖ世界有š了，因
将人Ƌ倒，Ƌ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 ̎太福音18:7 ʖ世界既受了撒但的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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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就必反�跟从基督的人，Ȅ法破坏他�的信心。但那称
基督名下的人，若行ʖą的事，就真
是有š了。

439

我�的主因那些自称侍奉他，而ʾȣ地表Ņ他品格的人蒙了羞辱；ǿ多人因此受了迷惑，被引入
歧途。 {DA 438.4}

凡能引人犯罪，并使基督受辱的嗜好或�¾，一定要戒除，不ȁ要付出多大ļ牲。凡使上帝的名
受羞辱的事，决不能使人得益|。天上的福气不会	到ʙ反正原<的人身上。只要保留一个罪不
改，就足以Ɏ坏自己的品格，迷惑他人。
要救自身免于死亡，我�宁愿砍掉一只脚，或一只手，
甚至剜掉一只眼。那么我��不£当更加Ǵ真地除掉那足以使灵魂į亡的罪[？ {DA 439.1}

在�文的礼Ǒ中，各ą祭物都要加上Ŕ。ʖ犹如焚香供奉一ą，表示只有藉着基督的，才能使
所献的祭得蒙上帝悦ƀ。耶ŤȦ：“凡祭物必用Ŕ腌。”凡献身
“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
的”人（ƶ̎�12:1），必˫˳受救恩的Ŕ，就是救主的，然后他�才能成
“世上的Ŕ” ̎太福音
5:13 在人ˎ遏止罪³，如Ŕ防腐一ą。但Ŕ若失了味，若只有敬虔的外貌，没有基督的仁ĺ，就没
有行善的能力。ʖ种人生就不能�世界WÝ救人的感化力。耶ŤȦ：你��建Ȅ我国度所有的能力
和成效，全在于˳受我的灵。
要作活的香气叫人活，你�必˫˳受我的恩典。ʖą，就不再有Ŭ
争，不再�求自己的利益和qȵ高位。你�就必有那不求自己益|，但求他人福利的ĺ。 {DA 439.2}

悔改的罪人，F要定睛仰望“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Ż翰福音1:29在仰望ó，人必起X
化。他的惧怕X
喜�，疑惑X
希望。感恩的心必油然而生，石~之心必被打碎。有ĺ的洪流注
入心内，基督就在他里面成
泉源，直涌到永生。当我�看到耶Ť多受痛苦，常ƍ患，
拯救失
�的人而工作，被人ʅ蔑藐ǭ，受人嘲笑̓逐，从ʖ城被赶到那城，直到完成了他的使命；当我�
再看到他在客西̎尼园，汗水如大血点滴在地上，在十字架上死于惨痛之中当我�看到ʖ一切ó，
自我就不再想争得人的承Ǵ。我�仰望耶Ťó，就必
自己的冷淡无情、昏迷麻木、自私自利而羞
愧万分。

440

我�就必不ǲʇ地位高低，但求全心全意服在基督的ʁ下，忠心地侍奉他。我�就必�于背起十
字架跟从耶Ť，
他忍受Ȓı、羞辱和逼迫。 {DA 439.3}

“我�u固的人£ț担代不u固人的ʃ弱，不求自己的喜悦。” ƶ̎�15:1凡相信基督的人，虽然
信心ʇ
ʃ弱，脚步像小孩子那ą不ť，±不可ʅ看他�。我�比别人有更好的条件无ȁ是教育、
修养或是品ɑ的高ɛ，或是基督化的熏陶，或是宗教的ƍ̟我�就欠了那些缺乏ʖ些条件之人的
-。而且在我�力所能及的范p里，我�当
他�服F。如果我�是u固的，就£扶持ʇ
ʃ弱
的。那些常ǩ天父圣˺的荣耀天使，Č喜
上帝的孩子�服F。那些在品格上缺点多、信心不u定
的人，是他�所要特别照˭的。天使随ó在需要他�帮助的地方，帮助那些与自我作斗争而|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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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ń境下的人。在ʖą的工作中，凡真正追随基督的人，必欣然与天使合作。 {DA 440.1}

ʖ小子里的一个若被Ȓ探所ǅ，以致得罪你，你的Ɍ任是把他挽回ʓ来。不要等他先来同你和
好。耶ŤȦ：“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的意思如何？他�不撇下ʖ九十九只，往
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若是找着了，我�在告Ȍ你�：他
ʖ一只羊Č喜，比
那没有迷路的
九十九只Č喜ʕ大呢！你�在天上的父也是ʖą，不愿意ʖ小子里失�一个。” {DA 440.2}

“你�……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Ȥ。” 加拉太�6:1 要用温柔的心去ǩ那犯ʾȣ的弟兄，“趁着
只有他和你在一|的ó候，指出他的ʾ来。”不要向别人暴露他的ʓʾ羞辱他，也不要将一个信奉主
名之人的罪或ʾȣ公ȩ大 ，使基督的名受羞辱。你必˫向犯ʾȣ的人坦白地Ȧ明真相，必˫使他
看出自己的ʾȣ，好叫他改正ʓ来。但你不可以�判者自居，定他的罪，不可强ʐ自己有理，要用
全副精力把他挽救回来。�待心灵受了>$的人，要用最仔ƈ的方法和最灵敏的机智。惟有从那在
髑̤地受苦的主身上涌出来的ĺ，才能在ʖą的事上成功。弟兄当用慈ĺ柔和的¯度来�待弟兄。
要ǻ得，你若能成功，就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ǿ多的罪。” 雅各�5:20 {DA 440.3}

441

或ǿʖ一番努力仍不能奏效。耶ŤȦ：“你就另外 一两个人同去。”第一个人所没有E到的事，
或ǿ可以藉着共同的努力得以成功。同去的人既然与W生的ˋ˹没有直接关系，他�就更能不偏不
倚地|理ˋ˹。ʖą，他�的D告�犯ʾȣ的人就能有更大效力。 {DA 441.1}

如果他ʕ不听，那么只得将ʖ事交Ɠ全体信徒。但在没有ƍʓ以上的努力之前，决不可采取ʖ最
后的步̣。代表基督的教会既然受理ʖ事，教友就要ƾ合祷告，并用ĺ心的D�来挽回ʖ犯ʾȣ的
人。圣灵必藉着他仆人的Ȗȡ，D化ʖ迷路的人¨回上帝。使徒保ƶ受圣灵感GȦ：“好像上帝藉我
�D你�一般，我�替基督求你�与上帝和好。” 哥林多后�5:20 人若拒ƕ教会全体的ǫD，那就
是割断了他与基督的关系，也就是与教会断ƕ了属灵的交通。耶ŤȦ，从此以后，“就看他像外邦人
和税吏一ą。”但仍不可看他是与上帝的怜ĺ隔ƕ的人。先前作他的弟兄的不可藐ǭ或疏忽他，倒要
温和慈ĺ地�待他，看他
基督仍要�找¨回他羊圈的一只迷羊。 {DA 441.2}

基督所ɩ关于�待犯ʾȣ之人的指示，更Ȝƈ地Ȧ明那藉着摩西所÷Ⱥ以色列人的教Ǹ：“不可心
里恨你的弟兄，±要指摘你的ʠ舍，免得因他担罪。” 利未ǻ19:17 就是Ȧ：人若疏忽基督所指明的
F，不Ȅ法挽回那犯ʾȣ的罪人，他也与那人的罪有份了。因
我�所能制止的罪³，若是置之
不ˋ，我�就要
那罪ɉɌ，正如同自己犯了一ą。 {DA 441.3}

但是我�£ț只向那犯ʾȣ的本人指出他的ʾȣ。我�不可将ʖ事作
我�中ˎǹȁ和批Ȉ的Ȗ
˹，即使在告Ȍ教会之后，也不可任意向他人Ȧ起。公布基督徒的ʾȣ，只能作非信徒的Ƌ脚石。
而且Ƕȁʖ些事，只能使自己受ß害，因
我�常注意什么，就受什么影响。当我�ȕ心Ȅ法Ÿ正
一位弟兄的ʾȣó，基督的灵就必引˳我�尽量保Ï他，免受自己弟兄的批Ȉ，更要保Ï他免受不
信之人的非ˣ。我�自己都是常犯ʾȣ的人，都是需要基督的怜恤和赦免的。我�希望主如何待我
�，主吩咐我�也要如何彼此相待。 {DA 4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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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凡你�在地上所捆Ǝ的，在天上也要捆Ǝ；凡你�在地上所ʣ放的，在天上也要ʣ放。”你�是
上天的代表，所以你�工作的果效是存到永ʘ的。 {DA 442.1}

但我�并不是O独地ɉ担ʖ么重大的Ɍ任。无ȁ何|有人真心服从基督的Ȗ，那里就有基督与他
同在。主不O在教会的聚会中莅	，而且无ȁ何|，只要有几个門徒奉他的名聚集，他必在他�中
ˎ。他Ȧ：“若是你�中ˎ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
他�成全。” {DA

442.2}

耶ŤȦ出“我在天上的父”ʖ句Ȗ，是提醒他的門徒，他用他的人性与他�ƾ合，分担他�的Ȓ
ı，同情他�的患，同ó也用他的神性与无Ŧ上帝的宝座ʚ接一起。ʖ是何等奇妙的保障啊！天
上的 使者，在感情和工作上与人ƾ合，去拯救失�的人！而且天上一切的权柄，在引人¨向基督
的工作上，与人的才能也ƾ合起来了。 {DA 442.3}

443

444

445

446

447

第四十九章 赴住棚节

本章根据：Ż翰福音7:1-15, 37-39 {DA 447.1}

犹太人一年三次都要去耶路撒冷聚集，从事宗教崇拜。古ó，那ˢ蔽在云柱中不
以色列人肉眼
所ǩ的˳袖，曾ɩƓ他�关于ʖ些Ǒ期的指示。后来，犹太人被ã期ˎ，无法遵守ʖ些Ǒ期。但他
�¨回本土之后，又开始遵守了。上帝的本意是要他的子民在ʖ些周年的Ǒ期中想起他来。但除少
数人外，国内的祭司和˳袖�都已忘掉ʖ个宗旨。从前�自ǫ定全国性的集会并明白其中意的一
位，如今�眼看到ʖ些制度被人歪曲。 {DA 447.2}

住棚Ǒ是一年最后的大集会。上帝的本意，是要他的百姓ʖó回˭他的良善与慈ĺ。全地都在他
的引�之下，˳受他所ɩ的宏福；他昼夜不断地看˭他�，阳光雨露使全地五谷丰登，果�累累。
巴勒斯坦平原上和山谷里，庄稼已收割完ď。橄Ĉ已摘完，珍ɛ的橄Ĉ油已ɗ在罐里；棕ĉĄ已ƍ
Ɛ果；一串串紫葡萄也在酒榨中踹成新酒。 {DA 4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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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

ʖǑ期持Ɯ七日。
了¡祝此佳Ǒ，巴勒斯坦居民和散居各地的ǿ多犹太人，都到耶路撒冷来
了。ʘ近各|的来人，手中都拿着Č�的Ăǻ。无ȁɔ富老少，都 着献Ɠ上帝的感恩祭，因上帝
以恩典
冠冕Ɠ年�戴上，使他的路径都滴下脂油。 ǩȓ篇65:11 凡足以悦目，能表示大家同�的
枝叶，都从Ą林中折来，使首都呈Ņ一片Ą林的美景。 {DA 448.1}

住棚Ǒ不O是收割庄稼的感恩Ǒ，也是
了Ž念上帝在ô野�以色列的保Ï和照˭。以色列人

了Ž念�幕的生活，他�在ʓǑ期ˎ住在小棚里，或Ą枝搭成的大棚中。ʖ些棚子支搭在街道上，
圣殿的院子里，或住家的房˨上。耶路撒冷四周的山上和山谷里，ʖ些枝叶搭成的棚子，密密麻
麻，星ƶ棋布，看来漫山遍野都有人。 {DA 448.2}

敬拜的人用圣歌和感Ⱦ来¡祝ʖ个佳Ǒ。Ǒ期的前几天是ɧ罪日，会 在那天Ǵʓ自己的罪之
后，就被宣布与上天和好；ʖą一切准}即告就ƛ，大家就能快快��地ʓǑ。大家同声歌唱：“要
称Ⱦ耶和M，因他本
善，他的慈ĺ永ʘˈ存。” ȓ篇106:1 同ó各ą的�器̱奏，ä着“和散那”的
呼声，与大 的合唱响成一片。圣殿是大家Č�的中心。ʖ里有献祭礼的宏"s面。在圣殿雪白的
云石台˝两旁，排列着利未人的ȓ歌˛，˳唱圣ȓ。敬拜的群 Ý舞棕ĉ枝和ĺ神木枝条，同声高
歌，唱和副歌。歌声此起彼伏，ʘ近高低，互相回£，山山岭岭都回ǘ着喜¡的ɯ美之声。 {DA 448.3}

入夜后，圣殿内和院子里的灯火通明，如同白昼。悠Ë的音�，棕Ą枝的ÝG，“和散那”的Č呼
声，高·的灯光，灯光下的会 ，祭司�的盛装，以及庄�的�式，交Ɖ一起，使Ǫ 深受感G。
但Ǒ期中最G人、最使人快�的�式，ʕ是Ž念在ô野̀流ó的故事。 {DA 448.4}

第一天破÷ó分，祭司拿着ʵ号，吹出悠ˈ嘹亮的号声，接着ǿ多号筒都相£吹响。民 从各自
的住棚中W出快�的]喊响ª山谷，

449

Č迎Ǒ日的来	。那ó祭司从汲Ĕ溪的流水中，取了水来。当号筒吹响ó，他高�水瓶，踏着音
�的Ǒ奏，ƦƦ地步上圣殿的台˝；且行且歌：“耶路撒冷啊，我�的脚站在你的門内。” ȓ篇122:2
{DA 448.5}

他肩着水瓶来到祭司院子当中的祭v前。v旁有两个ʵ盆，各有一个祭司伺立在旁。取来的水就
倒在一个盆里，另有一瓶酒<倒在另一盆里。两个盆中的液体会流到一条通往汲Ĕ溪的管子里，再
流入死海。ʖ种供奉水的表演，象征古ó上帝命令从磐石流出的、Ɠ以色列民解渴的泉水。于是会
 W出Č呼Ȧ：“主耶和M是我的力量，是我的ȓ歌，”“所以，你�必从救恩的泉源Č然取水。” 以ɮ
��12:2, 3 {DA 449.1}

450

当Ż瑟的儿子�，准}去赴住棚Ǒ的ó候，看ǩ基督ʕ没有表示要去ʓǑ的意思，便焦急地注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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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他。自从在ď士大医治病人以来，他没有参加ʓ全国性的Ǒ期。
了避免与耶路撒冷的˳袖�W
生无ȹ的冲突，他把自己的工作范p局限于加利利。他�重要宗教集会的明ö的疏忽，以及祭司和
拉比��他表示的ð意，使他左右的人，包括他的門徒和�属在内，都感到困惑。他曾教Ǹ人，˪
服上帝的律法是有福的。如今他自己却�上帝ǫ定的礼Ǒ似乎不关心。他与税吏和臭名昭著的人常
在一起，他�拉比ǫ条的不重ǭ，以及随便¥弃有关安息日的ʟ#条例，ʖ一切，似乎都表明他|
于反抗宗教当局的地位，以致引起了不少的疑ˋ。他的弟兄�Ǵ
他与国内有学ˋ的大人物�疏
ʘ，是一种失策。他�Ǵ
ʖ些人一定是�的，耶Ť与他�ʥʼ相�，作ʾ了。然而他�常看到他
那无瑕疵的生活，虽未把自己列在門徒中，但也因他的作
而深受感G。他在加利利深孚 望，Ƿ
他�也沾了点光，但他�±希望他ö出异能
凭据，使法利ɮ人看出他确是自己所声明的人物。如
果他真是弥ɮ�，是以色列的王，那ț多好呀！耶Ť的弟兄�想到ʖ里，不禁感到得意、˭盼自
雄。 {DA 450.1}

他�既然切望如此，就极力D基督往耶路撒冷去。他��他Ȧ：“你离开ʖ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
門徒也看ǩ你所行的事。人要öË名声，没有在暗|行事的，你如果行ʖ些事，就当将自己ö明Ɠ
世人看。”他�所Ȧ的“如果”二字，表示®疑和不信。他�以
他是胆怯，是懦弱。如果他知道自己
是弥ɮ�，
什么ʖą畏Ƴ不前，毫无行G，而令人莫Ĝ高深呢？如果他真有ʖą的权能，
什么
不大胆地往耶路撒冷去，宣布自己有王权呢？
什么不在耶路撒冷施行他在加利利所行的奇事呢？
他�Ȧ，不要ˢ藏在偏僻的省份里，
那些无知的�民和Ħ夫施行你大能的作
，ʕ是到首都去，
争取祭司和官ˈ�的支持，ƾ合全国的人来建立个新的国度吧。 {DA 450.2}

451

耶Ť弟兄�的推ȁ，是出于自私的G机，ʖG机是那些喜ĺ炫耀的人常持有的。ʖ是世上最流行
的精神。耶Ť的弟兄心中不悦，因
他不追求属世的王位，反宣称自己是什么生命的粮。当那么多
門徒因而离弃他ó，他�就非常失望。他�自己也在疏ʘ他，不愿承Ǵ他的作
所ö明的真理他确
是上帝所差来的那一位， 以免招惹麻Ķ。 {DA 451.1}

“耶Ť就�他�Ȧ：‘我的ó候ʕ没有到，你�的ó候常是方便的。世人不能恨你�，却是恨我，
因
我指ȇ他�所作的事是³的。你�上去ʓǑ吧！我Ņ在不上去ʓʖǑ；因
我的ó候ʕ没有
Ĩ。’耶ŤȦ了ʖȖ，仍旧住在加利利。”耶Ť的弟兄用命令式的口吻向他ȦȖ，指定他当行的路。他
却用他�指Ɍ他的Ȗ来̔他�。不将他�与他克己的門徒同列，而把他�列在世人之中。他Ȧ：“世
人不能恨你�，却是恨我，因
我指ȇ他�所作的事是³的。”世人决不恨那些与他�有同ą精神的
人；却ĺ他�，将他�看
自己人。 {DA 451.2}

�基督来Ȧ，世界不是q安逸求öʒ的地方。他不等待机会来争取世上的权J和尊荣，ʖ世界根
本没有他追求的�西。ʖ个世界是他父差他来的。他是
世人之生命而ɩ的，
要È行"大的救ɧ
ǲ划。他正在
堕落的人类�行他的工作。但他并不擅自行G，不故意冒ˡ来促成危机。在他的工
作上，每一件事都有ǫ定óˎ。他必˫耐心等候。他知道自己必受世人的仇恨，也知道他工作的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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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Ɗ不免于一死。但在ó机尚未成熟之前公开露面，ʖ不是他父的旨意。 {DA 451.3}

犹太人曾把基督的神迹，从耶路撒冷#到他�所散居的各地。虽然他已有好几个月没有上去ʓ
Ǒ，但 人�他的兴趣没有消减。ǿ多人从世界各地来赴住棚Ǒ，希望能ǩ到耶Ť。Ǒ期的~一
天，多人打听他在哪里。法利ɮ人的官ˈ也在等他来，希望有机会定他的罪。他�急切地ˋ道：“他
在哪里？”但无人知道。 人都在想念他。只因怕祭司和官ˈ，

452

没有人敢承Ǵ他是弥ɮ�。但到|都有人悄悄地切心ȳȁ他的事。有的人袒Ï他，Ȧ他是上帝差
来的；也有人̔斥，Ȧ他是迷惑人的。 {DA 451.4}

ʖó耶Ť已悄悄地到了耶路撒冷。
要避开人群，他Ó了一条人不常走的路径。如果他加入任何
一˛赶来赴Ǒ的旅客行列，在他ʗ城ó就必引起 人注意；而且群 �他表示ÔÏ的行G，J必遭
到当局的反�。
了避免麻Ķ，他就独自前来。 {DA 452.1}

在Ǒ期中，正当 人ĸ烈地ǹȁ他ó，他就当着 人的面，走ʗ了圣殿的院子。 人因他不来ʓ
Ǒ，Ȧ他不敢在祭司和官ˈ的权威下露面。Ņ在他来了，他�无不感到¹奇。院子里ˮó寂静无
声。 人看到他在那些蓄意要ȵ害他的Hð面前庄�勇敢，泰然自若，无不称奇。 {DA 452.2}

耶Ť站在大庭广 前，用从来没有用ʓ的Ȗ向他�W言。他的Ȗ，

453

ö明他�以色列的律法、制度，以及献祭�式和先知教Ǹ，都有透ª的ǴȊ，ʘǅʓ祭司和拉比
�。他打破了形式主和ʟ#所造成的隔{。未来生命的景象，好像都展开在他面前。他既看ǩ那
位人所不能看ǩ的上帝，就以ƕ�权威的口吻，ȳȁ属地、属天以及有关人类和上帝的种种ˋ˹。
他的Ȗ清楚ű明，感人良深；所以听 都像迦百7人一ą，希奇他的教Ǹ，“因
他的Ȗ里有权柄。”
路加福音4:32 他用几种不同的方式，将凡拒ƕ他恩惠的人必遭遇的灾š警告他�。他已向他�ö出
一切凭据，ȇ明他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并已尽一切努力引�他�悔改。只要他能挽救自己的民族不
犯弃ƕ并ü害他的大罪，他是不愿意被他�弃ƕ或ü害的。 {DA 452.3}

 人都希奇耶Ť�律法和˱言所有的知Ȋ，彼此Ȧ：“ʖ个人没有学ʓ，怎么明白�呢？”凡没ʗ
ʓ拉比学校的人，是没有ɤ格作宗教教�的。耶Ť和施洗Ż翰，都没受ʓʖ种ǸƆ，他�被人看

没学Ȋ的人。听他�教Ǹ的人，都希奇他�二人�圣ƍ的知Ȋ，因
他�“没有学ʓ”。固然，他�没
向人学ʓ，但天上的上帝是他�的教�，而且他�从他那里已ƍǛ得最高的智慧。 {DA 453.1}

当耶Ť在圣殿院内ǼȖ的ó候， 人都目瞪口呆。反�最激烈的人，ʖó也ǯ得毫无能力$害
他。一ó之ˎ，他�竟把其他一切ˋ˹都抛于ǈ后了。 {DA 453.2}

他天天教Ǹ人，直到Ǒ期的最后一天，“就是最大之日”。ʖ天早晨， 人因ʓǑ已ǯ得疲倦了。
耶Ť忽然用响ª院宇的声音Ȧ： {DA 4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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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若渴了，可以到我ʖ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ƍ上所Ȧ，‘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当
ó民 的情况使ʖȖö得尤
有力。他�已ƍ一ʚ几天参加盛会，Č度佳Ǒ。眼睛看̆了五光十
色，耳朵听够了各ą美�。但在全部例行的礼Ǒ中，没有什么能Ĩ足精神的需要，

454

没有什么能£付心灵�永恒之事的渴望。耶ŤȨ他�到生命的泉源来喝水，ʖ水在他�里面必成

泉源，直涌到永生。 {DA 453.4}

那天早晨，祭司�行Ž念在ô野:打磐石的典礼。磐石就是基督的表号，象征着他的死，必使救
恩的活水流Ɠ一切口渴的人。基督的Ȗ就是生命的活水。他在 人面前把自己分别出来受:打，使
生命的活水得以流Ɠ世人。撒但以
:打基督就能除į生命之君，殊不知那被:打的磐石中，反而
流出了活水。耶Ťʖą向 人ǼȖ，他�心里起了非常敬畏的感ǯ。ǿ多人几乎都要像撒Ń利�的
�人一ą，喊着Ȧ：“Ȩ把ʖ水ɩƓ我，叫我不渴。”Ż翰福音4:15 {DA 454.1}

耶Ť知道人心灵的需要。虚浮的荣M、ɋ富和名誉，都不能Ĩ足人心的需求。“人若渴了，可以到
我ʖ里来喝。”无ȁɔ富ɛə，无不受到Č迎。他£ǿ解除人精神上的ɉ担，安慰$的人，使灰心
的人有希望。当日的听 中，有ǿ多是因失望而悲哀的人，也有ǿ多是®藏Ǣ的人，ʕ有多人一
直在渴望得到属世的�西和人的称ɯ。但得到ʖ一切之后，他�就Wǯ一切辛I的Ɛ果，只是弄到
一口不能解决他�干渴的破裂的水缸。他�当ó虽置身于Č¡佳Ǒ的光耀景象中，心中依然空虚苦
ˏ。那忽然W出的Ȗ音：“人若渴了”，使他�从愁苦的沉思中振作起来；当他�听到后面的几个字
ó，心里就燃起了新的希望。圣灵将ʖ表号呈Ņ在他�面前，直到他�Ǵ出其中所ɩ的无价救恩。
{DA 454.2}

基督�心灵̂渴的人W出的呼声，至今仍在回ǘ。而且�于我�，比�当ó在Ǒ期的末日，在圣
殿里�耳听ǩ的人，更
有力。ʖ是向每一个人都开放的泉源。精疲力竭的人，都可以来喝ʖ振�
精力的永生之水。今天，耶Ť正在高呼：“人若渴了，可以到我ʖ里来喝。”“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
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人若喝我所ɩ的水，就永ʘ不渴。我所ɩ的水要在他里~成
泉
源，直涌到永生。” \示©22:17；Ż翰福音4:14 {DA 454.3}

455

第五十章 罗网密布

本章根据：Ż翰福音7:16-36, 40-53; 8:1-11 {DA 455.1}

耶Ť在耶路撒冷ʓ住棚Ǒ，随ó都被奸ƈŗ梢。祭司和官ˈ�天天都在千方百ǲ地要封住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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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他�一直在�找机会要陷害他，打算用武力制止他的工作。不但如此，他�ʕ想在大 面前，
羞辱ʖ位加利利的教�。 {DA 455.2}

耶Ť守Ǒ的第一天，官ˈ就来ɑˋ他，藉着什么权柄教Ǹ人。他�想把 人的注意力，从耶Ť身
上ʀ移到他教Ǹ人的权柄ˋ˹上去，并借此使 人注意到官ˈ�的威望和权柄。 {DA 455.3}

耶ŤȦ：“我的教Ǹ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得ʖ教
Ǹ或是出于上帝，或是我凭着自己Ȧ的。”耶Ť�那些吹毛求疵之人的ɑˋ，没有作直接的答复，却
将有关灵性得救的真理˗明出来。他Ȧ，人�真理的˳悟和尊重，多ɫ于真心ȕ意，而不在于什么
理智高下。我�必˫接受真理到心灵的深|，使意志¨˪真理。倘若真理��是理智的ˋ˹，那么
心中的̜傲就不至于阻Ú人˳受真理。事�上，人必˫先有主的恩典在心中作工，并把上帝的灵所
指出的一切罪完全弃ƕ，然后才能˳受真理。尽管人有再好的机会来Ǜ得真理的知Ȋ，倘若不敞开
心門来接受真理，

456

并放弃一切ʙ反真理原<的�¾和行
，ʖ些机会�人最Ɗ是无益的。�那些ȕ心愿意明白且遵
循上帝的旨意，并ȕ心˪服他的人，真理就必ö明
上帝拯救的大能。ʖą的人便能辨别Ȯ是代表
上帝ȦȖ，Ȯ是O凭自己ȦȖ。法利ɮ人没有使自己的意志˪服上帝的旨意。他�没有追求明白真
理，却�找藉口来回避真理。基督指出：ʖ就是他�不明白他教Ǹ的原因。 {DA 455.4}

于是耶Ť提出辨别真假教�的Ă准：“人凭着自己Ȧ，是求自己的荣耀；惟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
耀，ʖ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求自己荣耀的人只凭自己ȦȖ。�求利己的精神，自必暴露
其根源。基督求的却是上帝的荣耀，Ȧ的是上帝的Ȗ，ʖ就是他有权作真理教�的ȇ据。 {DA 456.1}

耶Ť向拉比�ö明，他洞悉他�的内心，ʖȇ明了他的神性。自从他在ď士大医好病人之后，拉
比�就阴ȵ要ü害他，ʖą他�正ʙ反了他�所自称是衷心ÔÏ的律法。耶Ťˋ他�Ȧ：“摩西�不
是#律法Ɠ你�[？你�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
什么想要ü我呢？” {DA 456.2}

ʖ句Ȗ如一道Ň光，ö明拉比�将陷入的š坑。一ó之ˎ，他�恐慌起来。他�看出自己所ð�
的，是无Ŧ的权能。但他�ʕ是不接受警告。
了保持自己在民ˎ的威信，他�必˫把ü害耶Ť的
阴ȵˢŚ起来。他�回避耶Ť的ɑˋ，Ȧ：“你是被鬼附着了，Ȯ想要ü你？”在ʖ句Ȗ里，他�暗示
耶Ť是靠着鬼魔来行神迹的。 {DA 456.3}

基督不理睬ʖ种Ē蔑的Ȗ。他ȇ明自己在ď士大医病的工作是合乎律法的。而且照犹太人自己�
ʖ条律法的解ʣ，也是Ǵ可的。他Ȧ：“摩西#割礼Ɠ你�，……因此你�也在安息日Ɠ人行割礼。
”按着律法，每个男孩出生后第八天必˫受割礼。如果第八天遇到安息日，割礼ʕ是照ą�行。

457

如此，“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不更合乎律法的精神[？
此，耶Ť又警告他�：“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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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外貌断定是非，±要按公平断定是非。” {DA 456.4}

官ˈ�默不作声；民ˎ有ǿ多人Ȧ：“ʖ不是他�想要ü的人[？你看他ʕ明明地Ǽ道，他�也不
向他Ȧ什么，ˣ道官ˈ真知道ʖ是基督[？” {DA 457.1}

在基督的听 中，有ǿ多是耶路撒冷的居民，他��官ˈ要ȵ害他的ǲȵ，心里是清楚的。ʖó
他�ǯ得一种非常的力量，在吸引他�¨向他。他�深深感ǯ到，他就是上帝的儿子。可是撒但ó
刻准}挑起他�的疑心；撒但所利用的，就是人��弥ɮ�和他的降	所持的ʾȣǪ念。一般人都
相信基督是要降生在伯利恒的，但ʓ些ó候，他就不ǩ了；到他再出Ņó，就无人知道他是从哪里
来的。ʕ有不少人Ǵ
，弥ɮ�是不会与人类有血�关系的。拿撒勒人耶Ť的身世，既不符合大家
�弥ɮ�的荣耀所持的理想，所以ǿ多人就受了以下Ȗ的影响：“然而我�知道ʖ个人从哪里来；只
是基督来的ó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 {DA 457.2}

当 人正徘徊于将信将疑之中ó，耶Ťʥ�他�的思想回答Ȧ：“你�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
来；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不ǴȊ他。”他�自以
明白基督£有的来
T，其�他�根本一无所知。如果他�一直照上帝的旨意做人，那么上帝的儿子向他�öŅó，他
�就会ǴȊ他的。 {DA 457.3}

听 �基督的Ȗ心里是明白的。耶Ťʖ些Ȗ，明明是在重述几个月以前，他在犹太公会里宣布自
己是上帝儿子ó所Ǽ的Ȗ。那ó官ˈ怎ą想要ü害耶Ť，如今他�照ą打算捉拿他。但他�被一种
看不ǩ的力量所扼止，限制他�的狂怒，似乎是Ȧ：到此
止，不可越ʓ。 {DA 457.4}

民 ˎ有多人信他，Ȧ：“基督来的ó候，他所行的神迹�能比ʖ人所行的更多[？”当ó在s�
密注ǭ事¯W展的法利ɮ人的首˳�，听到群 有同情耶Ť的表示，就赶快到大祭司那里，策划捉
拿耶Ť的E法。但他�打算趁耶ŤO独在一|ó捉拿他，

458

因
他�不敢当 下手。ʖó耶Ť又向他�ö明，他已洞悉他�的阴ȵ。他Ȧ：“我ʕ有不多的ó
候和你�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不能到。
”不久，他就要到一个安全之所去，那里是他�的仇恨和侮辱不能及的地方。他将要升到天父那里，
再受天使的崇拜；那里是那些ȵü他的人永ʘ去不了的地方。 {DA 457.5}

拉比�ʅ蔑地Ȧ：“ʖ人要往哪里去，叫我�找不着呢？ˣ道他要往散住希利尼中的犹太人那里去
教Ǹ希利尼人[？”ʖ些吹毛求疵的人，做梦也没想到他�ʖʅ慢的Ȗ，恰恰是在描ƒ基督的使命
呢！因他确�“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嘴的百姓”，而没有�找他的，他叫他�遇ǩ；没有呼求他
的，他向他�öŅ。 ƶ̎�10:20, 21 {DA 458.1}

ǿ多信服耶Ť是上帝儿子的人，被祭司和拉比�虚ȶ的理ȁ迷惑了。ʖ些教�引ȇ有关弥ɮ�的
˱言Ȧ：他“必在ˀ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在敬畏他的ˈ老面前必有荣耀。”并且“他要È掌权柄，
从ʖ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 以ɮ��24:23； ȓ篇72:8 ʖ些Ȗ在ǿ多人身上影响很大。于
是他�有意以ʅ蔑的¯度，把耶Ť卑微的ą子，同ʖƍ文所形容的荣耀相比。˱言的一字一句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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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曲解来佐ȇ他�的Ʉȁ。如果 人能�自研究圣ƍ，就决不至于受迷惑。以ɮ�第六十一章ȇ
明基督将要作的，正是他Ņ在所作的事；第五十三章<Ȧ明他要在世上被人弃ƕ，并受苦受ˣ；第
五十九章所描ƒ的，正是祭司和拉比�的真面目。 {DA 458.2}

上帝不强迫人放弃他�的不信。光明与黑暗，真理和Ʉȣ，都é在他�面前，要他�自己决定何
去何从。人的心志被ɥ予辨别是非的能力。上帝不要人在一ó冲G之下做出决定，而是要人根据大
量的凭据来定是非，仔ƈ地以ƍ解ƍ。如果犹太人能放下成ǩ，把ƍ上的˱言与耶Ť的生活作比
ʇ，就能看出：ʖ卑微的加利利人的生活与工作，正是�ʖ些˱言的奇妙£̟。 {DA 458.3}

459

今日有ǿ多人和犹太人受同ą的迷惑。一些宗教教��凭自己的ǩ解和ʟ#研ȫ圣ƍ，一般人既
不�自ā考圣ƍ，也不�自断定何
真理，竟放弃自己的判断权，把自己的得救ˋ˹交Ɠ他�的宗
教˳袖。#道Ǽƍ固然是上帝所指定的#布真光的一种方法，可是我�必˫把每个人所Ǽ的道，用
圣ƍ来衡量其真&。凡虔ȕ研究圣ƍ，一心要明白真理，并持守遵行的人，必能得到上帝的光照，
明白圣ƍ的真。“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得ʖ教Ǹ。” {DA 459.1}

住棚Ǒ最后一天，祭司和官ˈ派去捉拿耶Ť的差役没把他 回来。官ˈ怒气冲冲地ɑˋ他�：“

什么没有 他来呢？”他�以�ǀ的表情回答Ȧ：“从来没有像他ʖąȦȖ的。” {DA 459.2}

差役�的心虽然=硬，竟也被基督的Ȗ融化了。当耶Ť在圣殿院子里Ǽ道ó，他�潜伏在他周
p，想找把柄控告他。但在听的ó候，竟忘掉来意。他�站在那里，听得入了迷。基督向他�的心
灵ö示了自己。他�看到了祭司和官ˈ所不肯看的耶Ť的人性洋溢着神性的荣耀。他�回去ó，心
中充Ĩ了ʖ种思想，就深
基督的Ȗ所感G；及至官ˈɑˋ他�“
什么没有 他来呢？”他�只能回
答：“从来没有像他ʖąȦȖ的。” {DA 459.3}

ʓ去，祭司和官ˈ�初次到基督跟前ó，也曾有同感，他�的心灵深
感G，不由得想到：“从来
没有像他ʖąȦȖ的。”但他�消į了圣灵的感G，如今看ǩʖ些È行律法的人，竟也被ʖ可恨的加
利利人感化了，就大声喊叫：“你�也受了迷惑[？官ˈ或是法利ɮ人�有信他的呢？但ʖ些不明白
律法的百姓是被咒ȉ的。” {DA 459.4}

听ǩ真理信息的人很少ˋ：“ʖ是真的[？”却常要ˋ：“是Ȯ提倡的？”ǿ多人只凭接受信息人数的
多少来衡量，而且Ņ代人也要ˋ：有学Ȋ的人或宗教˳袖中有相信的[？Ņ代的人不比基督ó代的
人更重ǭ真正的虔ȕ。他�像古人一ą，忽ǭ永久的ɋ富，

460

却�心追求属世的利益。所以，即或多数的人、或世上的"人、宗教界的˳袖�不接受真理，ʖ
并不能þ成反�真理的正当理由。 {DA 459.5}

祭司和官ˈ�再次策划，要捉拿耶Ť。他�Ǵ
，如果任凭耶Ťˈ此以往，他就必吸引民 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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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权的宗教˳袖；唯一妥善E法，是立即封住他的口。正当他�Ƕȁ得ĸ烈ó，忽然遇到挫折。官
ˈ中的尼哥底母WˋȦ：“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作的事，ˣ道我�的律法ʕ定他的罪
[？”全sˮó寂静。尼哥底母的Ȗ打G了他�的良心。未听口供之前，是不能定人罪的。但那些傲
慢的官ˈ不O是因ʖ个理由才住口的，他�眼睛ŗ着ʖ位胆敢出来主持正的人，大大地¹异懊
¶：在他�的同党之中，竟然有人如此受耶Ť品格之感G，甚至ʕ敢挺身
他ʐÏ！ʖʕ了得！情
ƛ稍微ť定之后，他�就用尖刻ǵȢ的口吻Ȧ：“你也是出于加利利[？你且去ā考，就可知道加利
利没有出ʓ先知。” {DA 460.1}

Ɛ果，会ǹƊ因尼哥底母提出的异ǹ而休止。官ˈ�未能�Ņ他�的阴ȵ，不能在未听口供之前
定耶Ť的罪。他�úó失Ɏ了，“于是各人都回家去了。耶Ť却往橄Ĉ山去。” {DA 460.2}

耶Ť离开了城市的喧嚷和忙乱，离开了ĸ心听道的民 和奸ȋ的拉比�，ʀ身往幽静的橄Ĉ园中
去。在那里他可以独自�近上帝。次日清早，他又回到圣殿；当 人p上来ó，他就坐下来教Ǹ他
�。 {DA 460.3}

不久，他的Ȗ被打断了。一群文士和法利ɮ人拖来一个惶恐万状的�人到耶Ť跟前来，他�用强
硬急切的声ȯ，告她犯了第七条ȟ命。他�既把她推到耶Ť面前，就装出一副尊敬的ą子Ȧ：“摩西
在律法上吩咐我�，把ʖą的�人用石~打死。你Ȧț把她怎么ą呢？” {DA 460.4}

在他�假装的尊敬里，藏着ü害耶Ť的阴ȵ。他�想利用ʖ个机会来找把柄，好定他的罪。他�
以
耶Ť无ȁ怎ą判决，他�±可以找出把柄来控告他。若耶Ť赦免ʖ�人，那就是ʅǭ了摩西的
律法；若宣判ʖ�人ț死，

461

他�就要到ƶ̎人那里去，告他擅越ƶ̎政府的司法权。 {DA 460.5}

耶Ť看一下当ó的情景一ʑ是那心¹胆Å、Ĩ面羞愧的�人，一ʑ是那些面容�厉、毫无µˢ之
心的权ɛ�。耶Ťž洁无疵的心灵，不忍看ʖ番情景。但他很清楚他�Ȩ他判断ʖ案件的用意。他
是ʤ察人心的，能洞悉他面前每个人的品格和生活史。ʖ些人本ț是司法ŕÏ者，而正是他��自
引Ȥ那�人犯罪，来布置ƶ网陷害耶Ť。耶Ť似乎没听ǩ他�的Ȗ，只是蹲下，双眼望着地上，在
土里写字。 {DA 461.1}

控告者�耶Ť的耽延和冷漠，很不耐Ķ，便向前来催逼。当他�看到他脚前所写的字ó，ǉ色忽
然X了。写在他�面前的，是各人私生活中的秘密罪状。在s的 人，看ǩ法利ɮ人的表情突然改
X，也Ü上前来，想看个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使ʖ些人ʖą¹慌羞愧。 {DA 461.2}

ʖ些拉比虽自称尊重律法，但在控告�人ó却没有˭及律法所附 的条件。控告她£是她丈夫的
Ɍ任，而且犯罪的双方当受相同的刑Ʒ。法利ɮ人ʖą控告，�属越权行
。但耶Ť就根据他�的
控告来答复他�。律法指明，用石~打死罪人ó，£由ǩȇ人最先下手。所以，耶Ť直起身来，注
目望着那些布置ʖ阴ȵ的ˈ老�，Ȧ：“你�中ˎȮ是没有罪的，Ȯ就可以先拿石~打她。”接着又蹲
下去，在地上ƙƜ写字。 {DA 4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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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Ť并没有¥掉摩西#下来的律法，也没有越权侵犯ƶ̎人的权柄。控告的人失Ɏ了，假仁假
的外衣被剥下来。他�站在ž洁无瑕的救主面前，都是罪人，且是已被定罪的。他�胆Å心¹，惟
恐耶Ť将他�一生ˢ蔽的罪³当 全宣布出来，便一个个低着~、Ź着ǉ，偷偷地溜走了，留下那
被控告的�人，与慈悲的救主在一起。 {DA 461.4}

耶Ť直起身来，望着那�人，Ȧ：“�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她Ȧ：“主啊，
没有。”耶ŤȦ：“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DA 461.5}

462

�人一直畏Ƴ恐慌地站在耶Ť面前，耶Ť所Ȧ：“你�中ˎȮ是没有罪的，Ȯ就可以先拿石~打
她。”ʖ句Ȗ无异判了她死刑。她不敢抬~看救主的ǉ，只是沉静等待她的厄ʔ。不料却看ǩ那些告
她的人，都一言不W，神色�皇地走开，就ǯ得¹奇。随后又听ǩ 来希望的Ȗ：“我也不定你的
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她的心融化了。她俯伏在耶Ť脚前，ʑ泣ʑȌ地表ʒ她的感激和敬
ĺ，痛哭流涕地承Ǵ自己的罪。 {DA 462.1}

ʖ是她的新生ž洁、和平、效忠上帝之生活的开始。耶Ť救拔ʖ个堕落的女子，�在是行了一件
比医治身上最可怕的病症更
奇妙的神迹。ʖ次他治好的，是致人于永死的灵性疾病；从此那悔改
的�人成了耶Ť最u定的門徒。她以克己ļ牲的忠ȕ和Øĺ，来Ð答耶Ť�她的赦罪之恩。 {DA 462.2}

在耶Ť赦免ʖ个�人，鼓励她ʓ高尚生活的事上，主的品德以完全公的荣美öŅ出来了。他并
不袒Ï罪³，不减ʅ人�自己罪³的感悟。但他不是要定人的罪，而是要救人。世人�ʖ个走迷路
的�人，只知鄙ǭ、ʅ慢；但耶Ť却�她Ȧ安慰和希望的Ȗ。无罪的主怜惜ʖ罪人的ʃ弱，向她伸
出援助的手。当假冒
善的法利ɮ人控告她ó，耶Ť却吩咐她Ȧ：“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DA

462.3}

看ǩ别人犯ʾȣ而ʀ眼不˭，任凭他�一直堕落下去，ʖ不是耶Ť門徒£有的作˾。好控告他
人，并ĸ衷于�判人者，自己的生活上，往往比别人的罪ʕ多。世人常恨³罪人而喜ĺ罪³，基督
却恨³罪³，怜ĺ罪人。ʖ必˫成
跟从耶Ť之人的精神。基督化的ĺ，是不ʅ易Ɍ}人，而敏于
ǯ察罪人悔改之意向的。ʖą的ĺ，随ó̈恕人，勉励人，引˳彷徨歧途的人走上圣洁的道途，并
常ʉ�他不偏离正路。 {DA 462.4}

463

第五十一章 “生命的光”

本章根据：Ż翰福音8:12-59; 9: {DA 4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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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Ť又� 人Ȧ：‘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DA 463.2}

耶ŤȦʖȖó，是在圣殿的院子里，那里正在�行住棚Ǒ的典礼。在院子当中，有两根高高的灯
柱，撑着极大的灯œ。献完晚祭之后，所有的灯都点着了，灯光照耀着耶路撒冷全城。ʖ礼Ǒ是用
来ǻ念那引˳以色列人行ʓô野的火柱的，也被Ǵ
是˱指弥ɮ�降	的。到黄昏灯光四射ó，院
子里呈Ņ的是一片Č�¡祝的景象。白Wǔǔ的老者、殿里的祭司、民ˎ的官ˈ，听到�器的̭奏
和利未人的吟˰之声，都ƂƂ跳起Ǒ日的舞蹈。 {DA 463.3}

民 藉着耶路撒冷的灯光，表示希望弥ɮ�降	，来光照以色列。但在耶Ť看来，ʖ个景象ʕ有
更大的意。圣殿中那İĴ的灯光怎ą照耀四方，那属灵之光的光源基督，也必怎ą照亮世界的黑
暗。可是ʖ个表号ʕ不十分完全。那由他�手安置在天空的大光，才是他使命的荣光ʇ
适宜的象
征。 {DA 463.4}

早晨，当太阳=升上橄Ĉ山，以其�目的光耀照在云石的�殿上，

464

照得圣殿{上ˇ嵌的黄金也放出İĴ的金光ó，耶Ť指着ʖ景致Ȧ：“我是世界的光。” {DA 463.5}

当ó，听ǩʖȖ的人中，有一位在多年之后，以ƕ妙的文辞响£着Ȧ：“生命在他里~，ʖ生命就
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Ż翰福音
1:4, 5, 9 耶Ť升天之后，ʓ了多年，彼得在圣灵光照之下写信ó，也曾回«基督用的ʖ表号Ȧ：“我
�并有先知更确的˱言，如同灯照在暗|。你�在ʖ˱言上留意，直等到天W亮，晨星在你�心里
出Ņ的ó候，才是好的。”彼得后�1:19 {DA 464.1}

上帝向他的百姓öŅó，一ɘ用光来作他	格的象征。起初上帝>造天地ó，只Ȧ一句Ȗ，光就
从黑暗中照耀出来了。以色列的大6出埃及ó，光也在白天的云柱和晚上的火柱里，做他�的向
�。在西奈山上，有强烈的火光，从耶和M周pW出，令人望而生畏。在圣幕的施恩座上，有光停
留。在所ƶ門奉献圣殿ó，有光充Ĩ殿宇。天使向牧羊人Ð告救ɧ的佳音ó，也有光照遍伯利恒的
山野。 {DA 464.2}

上帝就是光。基督Ȧ：“我是世界的光。”ʖ表明他与上帝原
一，也表明他与人类大家庭之ˎ的
关系。那从起初“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 (哥林多后�4:6），就是基督。他是日月星辰之光的
源~。他是在表号、象征、˱言中照亮以色列人的灵光。然而，ʖ光不是OƓ犹太一国的。太阳的
光怎ą照耀地球的每一角落，公的日~也怎ą照亮每个人的心灵。 {DA 464.3}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世上固然出ʓ不少"大圣ɍ，及智力卓越、才学超群的
人物，他�的言ȁ曾\W人的思想，开拓广大的知Ȋ园地；他�曾被尊
人类的向�和福星。但ʕ
有一位ʘ在他�之上，“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ɩ他�权柄，作上帝的儿女。”“从来没
有人看ǩ上帝，只有在父®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Ż翰福音1:12, 18 我�能根据人类T史的ǻ
ʆ，追溯T代圣ɍ的踪迹，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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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光”ʘ在他�以先。太阳系的月亮和一切星辰，如何反射太阳的光ƅ；照ą，世上大思想家的
教Ǹ，只要是符合真理的，无非是在反射那“公的日~”的光ʌ。每一思想的Ɛ晶，每一知Ȋ的W
Ņ，都是从ʖ“世界的光”那里来的。我�常听人ȳ起“高等教育”。其�真正的“高等教育”，乃是由“一
切智慧知Ȋ，都在他里面藏着”的主所ɩ的。“生命在他里~，ʖ生命就是人的光。” 歌ƶ西�2:3；Ż
翰福音1:4 耶ŤȦ：“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DA 464.4}

耶Ť用“我是世界的光”ʖ一句Ȗ，来宣布自己
弥ɮ�。古ó年迈的西面，曾在基督后来教Ǹ人
的殿里，称他
“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 路加福音2:32 在ʖ句Ȗ里，西面把以
色列尽人皆知的一段˱言，£用在基督身上。圣灵借着先知以ɮ�Ȧ：“你作我的仆人，使雅各 支
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存的¨回尚
小事；我ʕ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
地极。” 以ɮ��49:6 人人都知道ʖ道˱言是指着弥ɮ�Ȧ的。所以，当耶ŤȦ：“我是世界的
光”ó， 人不会不明白，他是在声明自己就是˱言中所£ǿ的那一位。 {DA 465.1}

在法利ɮ人和官ˈ听来，耶Ť的ʖ个声明，似乎是傲慢僭妄的Ȗ。一个与他�一ą的人，竟敢作
此豪ȡ，ʖ是他�所不能容忍的。他�像根本没听ǩ他的Ȗ似的，ɑˋ耶ŤȦ：“你是Ȯ？”他�要逼
耶Ť自称是基督。ʖ些狡猾的仇ðǴ
，耶Ť的形像、他的工作，既然与 人所期望的是如此不
同，倘若他�口宣称自己是弥ɮ�， 人就一定会当他是̡子而弃ƕ他。 {DA 465.2}

但�他�所W“你是Ȯ？”ʖ个ˋ˹，耶Ť回答Ȧ：“就是我从起初所告Ȍ你�的。” Ż翰福音8:25
ʖ个ˋ˹，不�已在他的教Ǹ上ö明，而且也在他的品德上ö明了。他就是他自己所教�的真理的
具体表Ņ。耶Ť接着Ȧ：“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Ȧʖ些Ȗ，乃是照着父所教Ǹ我的。那
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ʖ里，因
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他不Ȓqȇ明自己
弥ɮ�的身份，而只是ö明自己是与上帝
一的。如果他�的心�上帝的ĺ是敞开的，他�就一定
会接待耶Ť的。 {DA 465.3}

466

听 中ǿ多人被他吸引而信了他。他就�他�Ȧ：“你�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你
�必÷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得以自由。” {DA 466.1}

ʖ些Ȗ触犯了法利ɮ人。他�不˭本国久受外人奴役的事�，却À然Ȧ：“我�是�伯拉罕的后
裔，从来没有作ʓȮ的奴仆，你怎么Ȧ：‘你�必得以自由’呢？”耶Ť看着ʖ些受³意奴役，一心q
ȵÐ仇的人，$心地Ȧ：“我��在在地告Ȍ你�：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他�是在最残酷的
奴役之下被罪³之灵所Ɨʎ。 {DA 466.2}

凡不献身与上帝的人，就是在另一种权J支配之下，|于最可怜的奴隶地位。他不是自主的，他
尽管高ȳ自由，但他是|于最卑ə的奴隶地位。撒但支配着他的心，不Ƿ他看到真理的!美。他虽
自以
是凭自己的ǩ解行事，其�是受黑暗之君的指使。基督来解除人心灵上罪的桎梏。“天父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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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若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因
ɩ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Ť里ʣ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
的律了。” Ż翰福音8:36； ƶ̎�8:2 {DA 466.3}

救ɧ之工，没有半点勉强，无需外加的强迫力。人在上帝圣灵感化下，能自由ʜ×所要侍奉的
主。人投向基督ó，他在所起的X化中能体̟到一种ƕ妙的自由。他�罪³的唾弃，是心灵自身的
排泄作用。我�固然无力é脱撒但的ʎ制，但当我�渴望脱离罪³，并在我�迫切需要中呼求超ʓ
我�自身之能力的帮助ó，我�的心灵便会被圣灵的能力所充Ĩ，使之听候内心意志的指使来�行
上帝的旨意。 {DA 466.4}

人Ǜ得自由的唯一可能，就是与基督合而
一。“真理必叫你�得以自由”，ʖ真理就是基督。只
有削弱人的意志，摧Ď人心灵的自由，罪才能Ǜǅ。人¨˪上帝，就是自我重建恢复人类真正的荣
耀与尊�。我�所要˪服的上帝的律法，就是“使人自由的律法。” 雅各�2:12 {DA 466.5}

法利ɮ人自称是�伯拉罕的子�。但耶Ť告Ȍ他�，只有行�伯拉罕所行的事，才能肯定ʖ种身
份。�伯拉罕的真子�，必˫像他一ąʓ˪从上帝的生活。他�ƕ不会想去ü害那Ǽ述上帝所ɩ之
真理的人。

467

拉比�想ȵ害基督，ʖ不是行�伯拉罕所行的事。O是�伯拉罕嫡系的后裔是毫无价.的。他�
若与�伯拉罕没有灵性上的ƾ系，没有�伯拉罕的精神，不行�伯拉罕所行的事，他�就称不上是
�伯拉罕的子�。 {DA 466.6}

�基督教界争ȁ已久的使徒ƽ权ƙ承的ˋ˹，ʖ个原<同ą适用。�伯拉罕的后裔不是以名分和
血Ɨ来ʤ定的，而是看有没有与�伯拉罕相同的品格。照ą，在新Żó代，使徒ƽ权的ƙ承ˋ˹，
也不在于教会ƽ权形式上的授受，而在于灵性上的契合一致。将使徒的精神、信仰和他�所教�的
真理感召溶于自己的生活，ʖ才是ƙ承使徒ƽ权的真�凭ȇ。ƙ承早期使徒的ɤ格和条件，也全在
此。 {DA 467.1}

耶Ť不承Ǵ犹太人是�伯拉罕的后裔。他Ȧ：“你�是行你�父所行的事。”他�ǵȃ地回答
Ȧ：“我�不是从淫乱生的，我�只有一位父�，就是上帝。”法利ɮ人想以指桑̛槐的ˢȡ，来嘲笑
耶Ť降生ó的情形，好在那些正要相信他的人面前侮辱他。但耶Ť却不理会ʖ种卑劣的ȃ刺，只
Ȧ：“倘若上帝是你�的父，你�就必ĺ我，因
我本是出于上帝，也是从上帝而来。” {DA 467.2}

他�的行
ȇ明，他�与那Ȧȶ和ü人的有关。耶ŤȦ：“你�是出于你�的父魔鬼，你�父的私
欲，你�偏要行。他从起初是ü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我将真理告Ȍ你�，你
�就因此不信我。” Ż翰福音8:44, 45 犹太首˳�之所以不接受耶Ť，就是因
耶ŤǼ了真理，而且
Ǽ得十分肯定。触犯ʖ些自称
之人的正是真理。ʖ真理暴露了假道的Ʉȣ，ɆɌ了他�的教Ǹ
和行
，所以真理就不受他�Č迎。他�宁愿ˊ眼不看真理，而不肯承Ǵ自己犯了ʾȣ。他�不ĺ
真理，虽明知道是真理，却不愿接受。 {DA 467.3}

“你�中ˎȮ能指ȇ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Ȍ你�，
什么不信我呢？”三年来，基督的仇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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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跟着他，千方百ǲ想在他的品格上找到一点Ē点。撒但和他的一切党羽，一直想制ǅ耶Ť，但
在他身上毫无所Ǜ。甚至³鬼也不得不承Ǵ，他“乃是上帝的圣者。” ̎可福音1:24 耶Ť在天父面
前，

468

在未曾堕落的ȩ世界和有罪的世人面前，遵行了律法。他曾当着天使、世人和鬼魔的面Ȧ：“我常
作他所喜悦的事。”ʖȖ无人提出异ǹ。而ʖȖ倘若出自他人之口，就是�Ĥ了。 {DA 467.4}

犹太人虽然找不出基督有什么罪，但仍不肯接受他，ʖ就ȇ明他�与上帝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他
�未能在上帝儿子所#的信息中，辨Ǵ出上帝的声音来。他�自以
是在批判耶Ť，其�，他�正
是在宣判自己的罪。耶ŤȦ：“出于上帝的必听上帝的Ȗ；你�不听，因
你�不是出于上帝。” {DA

468.1}

ʖ教Ǹ是永恒不X的。ǿ多喜ĺ强ʐ、批Ȉ，并在圣ƍ里故意找ˣ˹的人，以
ʖą做表明他�
能独立思考，智力灵敏。他�以
自己是在批判圣ƍ，其�，是在批判自己；ö明他�自己没有能
力欣ɨ那从天而来、永垂万世的真理。在上帝的巍巍公之前，他�毫无敬畏之心，却斤斤ǲʇ于
一草一木，表露着一˸狭窄庸俗的性格，和一˸快要�失ǴȊ上帝之能力的心灵。凡响£上帝灵感
的人，必力求增ʗ有关上帝的知Ȋ，并陶冶提高自己的品性。正如向日的花朵，Ƿʌ煌的阳光
它
着上美�的色彩；照ą，受圣灵感化的心灵，也必ʀ向“公的日~”，Ƿ天上的光与基督美德的荣耀
一同使其品格日臻完美。 {DA 468.2}

耶Ť把犹太人的¯度和�伯拉罕的¯度，作了个̨明的�比。他Ȧ：“你�的祖宗�伯拉罕ČČ喜
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ǩ了，就快�。” {DA 468.3}

�伯拉罕极愿看ǩ上帝所£ǿ的救主，他²切地祈求，在未死之前能ǩ到弥ɮ�，Ɛ果看到了基
督。他得到超自然的光照，因而ǴȊ到基督的神性。他看ǩ了基督的日子，就甚快�，他看到上帝

ɧ罪而准}的ļ牲。在他自己的ƍ̟中，有ʓʖ一个ļ牲的˱表。上帝吩咐他：“你 着你的儿
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ĺ的以撒……把他献
燔祭。”>世Ž22:2

469

他就把上帝所£ǿ的孩子，就是他一切希望所寄托的孩子，放在祭v上。正当他站在祭v旁ʑ，
�起刀来要遵行上帝的吩咐ó，忽然，他听ǩ天上来的声音Ȧ：“你不可在ʖ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
可害他。Ņ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因
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Ɠ
我。” >世Ž22:12 上帝使�伯拉罕受ʖ极惨痛的Ȓı，无非是叫他得ǩ基督的日子，并体会到上帝
�世人的ĺ是何等的"大：
了把世人从罪³的深渊里救出来，上帝竟不惜ɩ下自己的独生子受最
耻辱的死刑。 {DA 468.4}

�伯拉罕从上帝那里学到了世人所能得的最"大的教Ǹ。他求上帝准他在未死之前看ǩ基督，ʖ
祈祷蒙£允了。他看到了基督，˳受了血肉之体所能得的最大\示。�伯拉罕在完全献身与上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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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才能明白上帝Ɠ他看ǩ的有关基督的异象。他才受指示，ǴȊ到在上帝ɩ下独生子拯救罪人脱
离永死的事上，上帝所ļ牲的比人所能ļ牲的大多了，奇妙多了。 {DA 469.1}

�伯拉罕的ƍ̟，答复了以下的ˋ˹：“我朝ǩ耶和M，在至高上帝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
可献一�的牛Ľ
燔祭[？耶和M�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河[？我�可
自己的罪ʓ献
我的ˈ子[？
心中的罪³献我身所生的[？” 弥迦�6:6, 7 在�伯拉罕所Ȧ的：“我儿，上帝必自己
˱}作燔祭的羊羔” >世Ž22:8 ʖ句Ȗ中，以及在上帝˱}ļ牲的羊代替以撒的ʖ件事上，都Ȧ
明：没有任何人能
自己ɧ罪。异教献祭的制度，完全是上帝所不能悦ƀ的。没有一个做父�的能
献上儿子或女儿
ɧ罪祭，惟有上帝的儿子能担当世人的罪愆。 {DA 469.2}

�伯拉罕从自己的痛苦中，得以看到救主ļ牲的使命。但是以色列人不愿意明白他�̜傲的心所
不Č迎的真理。所以，基督所Ȧ关于�伯拉罕的Ȗ，没有使听 ˳悟其中的深刻意。在ʖ些Ȗ
中，法利ɮ人只找出了又一次强ʐ的新借口。他�Ǵ
他是ő狂了，ǵȢ着Ȧ：“你ʕ没有五十�，
�ǩʓ�伯拉罕呢？” {DA 469.3}

耶Ť�ǀ而ʡ重地回答Ȧ：“我��在在地告Ȍ你�：ʕ没有�伯拉罕就有了我（我是自有永有
的）。” Ȑ者按：“就有了我”原文作“我存在”，即“自有永有”之意。英文
“I AM”。ǩ出埃及ǻ3:14 {DA

469.4}

全sˮó寂然无声。上帝的圣名，就是上帝向摩西用来Ȧ明永ʘ存在之意的名字，

470

竟被ʖ位加利利的拉比用在自己身上了。他已宣布自己
自有永有的主，就是上帝所£ǿƓ以色
列的那一位，“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 弥迦�5:2 {DA 469.5}

祭司和拉比�随即大肆攻:耶Ť，Ȧ他Ǽ了僭妄的Ȗ。从前他曾宣称自己与上帝
一，ʖȖ已激
怒他�，以致他�Ȅ法要ü他。ʓ了几个月，他�明白地�他Ȧ：“我�不是
善事拿石~打你，是

你Ȧ僭妄的Ȗ；又
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上帝。” Ż翰福音10:33 因
他确是上帝的儿子，并
宣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一心要除į他。当下ǿ多人附和了祭司和拉比，拿起石~要打
他，但“耶Ť却ɼ藏，从殿里出去了。” {DA 470.1}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Ż翰福音1:5 {DA 470.2}

“耶Ťʓ去的ó候，看ǩ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門徒ˋ耶ŤȦ：‘拉比，ʖ人生来是瞎眼的，是Ȯ
犯了罪？是ʖ人呢？是他父母呢？’耶Ť回答Ȧ：‘也不是ʖ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
他身上ö出上帝的作
来。’……耶ŤȦ了ʖȖ，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
�他Ȧ：‘你往西ƶ�池子里去洗’（“西ƶ�”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就看ǩ了。” {DA 470.3}

471

犹太人素来就相信人的罪在今生就要受到»Ʒ。每一种苦ˣ，都是罪的刑Ʒ；若不是受苦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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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了罪，便是他父母犯了罪。固然，人ˎ一切痛苦，都是干犯上帝律法的Ɛ果，但ʖ一真理，久已
被曲解。罪和罪的一切Ɛ果的>始者撒但，已引人相信，疾病和死亡都是从上帝来的，是上帝因»
治犯罪而任意独断地加在人身上的刑Ʒ。因此，一个遭受患ˣ或灾š的人，另外ʕ要背ɉ罪人的³
名。 {DA 471.1}

ʖą就造成犹太人弃ƕ耶Ť的思想背景。耶Ť既“担当我�的患，背ɉ我�的痛苦”，犹太人
就“以
他受ɌƷ，被上帝:打苦待了。”所以他�“掩面不看”他 以ɮ��53:4, 3。 {DA 471.2}

上帝曾ɩ人一个教Ǹ，来防止ʖ种ʾȣ的看法。Ż伯的故事已Ȧ明：痛苦是撒但加在人身上的，
但由上帝本着怜ĺ的宗旨加以控制；只是以色列人不明白ʖ教Ǹ。Ż伯的朋友因看ʾ，而受了上帝
的Ɍ}；犹太人拒ƕ基督，也是在犯同ą的ʾȣ。 {DA 471.3}

犹太人�罪³与苦ˣ的关系的看法，当ó也
基督的門徒所接受。在耶ŤŸ正他�的ʾȣó，他
没Ȧ明那人受苦的原因，只告Ȍ他�将要有的Ɛ果。上帝的作
就因此ö明了。他Ȧ：“我在世上的
ó候，是世上的光。”于是他用泥抹了瞎子的眼睛，打W他到西ƶ�池子里去洗，他的眼睛就能看ǩ
了。ʖą，耶Ť用�践的方法答复門徒的ˋ˹。人�出于好奇心向他W的ˋ˹，他往往是用ʖ种方
法回答的。門徒不必ǶȁȮ犯了罪，或Ȯ没有犯罪，却£明白上帝使瞎子重ǩ光明的大能和慈ĺ。
很明ö，泥土和瞎子去洗的那池子本身，并没有医治的功能，其真正的医治之能乃在基督。 {DA 471.4}

法利ɮ人ǩ到被医好的瞎子，不能不感到¹奇。然而他�仇恨耶Ť的心，就因此更狠毒了；因

ʖ神迹是在安息日行的。 {DA 471.5}

那青年人的ʠ居和从前知道他是瞎子的人都Ȧ：“ʖ不是那从前坐着Ƕ̃的人[？”他�疑惑地望
着他，因
他的眼睛一开，容貌全X了，亮堂堂的，像á了个人似的。

472

于是他�彼此�ˋ，有的Ȧ：“是他。”又有人Ȧ：“不是，却是像他。”但那身受其惠的瞎子消除了
ʖ疑ˋ，� 人Ȧ：“是我。”于是，他向他�Ǽȁ耶Ť使他得医治的事。 人ˋ：“那个人在哪
里？”他Ȧ：“我不知道。” {DA 471.6}

于是，他� 他到法利ɮ人的ǹ会那里去，法利ɮ人又Ŗˋ他眼睛是怎么能看ǩ的。“瞎子�他�
Ȧ：‘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ǩ了。’法利ɮ人中有的Ȧ：‘ʖ个人不是从上帝来的，
因
他不守安息日。’”法利ɮ人希望 人能明白，耶Ť是个罪人，不可能是弥ɮ�。殊不知那医好瞎
子的，就是�自Ȅ立安息日的主，最明白£ț如何遵守。ʖ些法利ɮ人表面上非常ĸ心地在遵守安
息日，但就在ʖ一天，他�ʕ打算ü人呢！但也有ǿ多人听ǩʖ奇事，就大受感G；深ǯ那位能使
瞎子看ǩ的，决不是一个�常的人。他�听ǩ有人控告耶Ť是个罪人，因
他不守安息日，就反̔
Ȧ：“一个罪人怎能行ʖą的神迹呢？” {DA 472.1}

于是，拉比�再ɑˋ瞎子Ȧ：“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Ȧ他是怎ą的人呢？”他Ȧ：“是个先知。
”ʖó，法利ɮ人就硬Ȧ他不是生来就瞎眼，后来能看ǩ的。他�便叫了他的父母来，ˋ他�Ȧ：“ʖ
是你�的儿子[？你�Ȧ他生来是瞎眼的[？” {DA 4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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瞎子自己就在跟前，他明明Ȧ自己从前是个瞎子，Ņ在得以看ǩ了；可是法利ɮ人偏要抹煞目睹
耳˒的事�，不肯承Ǵ自己的ʾȣ。法利ɮ人的偏ǩ竟是如此固È，他�假仁假、˼倒黑白，竟
到了如此如此地步！ {DA 472.3}

法利ɮ人ʕ有个希望，就是威Ǆ瞎子的父母。他�装出一本正ƍ的¯度，ˋ他�Ȧ：“他如今怎么
能看ǩ了呢？”他的父母深恐ʚ累自己；因
当局已公布，凡Ǵ耶Ť是基督的，必被“赶出会堂”，就
是三十天不准ʗ入会堂。受ʖ|分的人家，在ʖ期ˎ所生的孩子，不得行割礼，也不得在家中
死
者�哀。所以，ʖ种|分向来被以色列人ǭ
最大的灾ˣ。如果人再不悔改，就必受到比ʖ更�重
的刑Ʒ。瞎子的父母看ǩ在他�儿子身上所成就的ʖ件大事，心中虽已信服耶Ť，但由于惧怕，就
回答Ȧ：“他是我�的儿子，生来就瞎眼，ʖ是我�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ǩ，

473

我�却不知道；是Ȯ开了他的眼睛，我�也不知道。他已ƍ成了人，你�ˋ他吧！他自己必能
Ȧ。”他�不敢承Ǵ基督，便把一切Ɍ任都推在他�儿子身上。 {DA 472.4}

因法利ɮ人的®疑、偏ǩ及不承Ǵ事�，反使群 的眼睛尤其是一般平民的眼睛更亮了。ʖ使他
�ʗ退两ˣ，非常困惑。耶Ť曾多次在街道上施行神迹，并且他的工作±是以解除人的痛苦
特
点。ǿ多人心中在想：法利ɮ人u持Ȧ耶Ť是迷惑人的，但上帝能藉着一个迷惑人的人，来行ʖ么
"大的事[？因此两方面便起了激烈的ʐȁ。 {DA 473.1}

法利ɮ人看出他�正在
耶Ť所行的事作公开的宣#。他�不能否Ǵʖ个神迹。那瞎子充Ĩ了快
�和感激之情，他看到了自然界的奇美，看到天地ˎ美�的万物，不禁心花怒放。他ň快地述Ȧ自
己的ƍ̟。法利ɮ人又Ȅ法阻止他，Ȧ：“你ț将荣耀¨Ɠ上帝，我�知道ʖ人是个罪人。”意思Ȧ：
你不要再Ȧ是ʖ个人开了你的眼睛，使你看ǩ的乃是上帝。 {DA 473.2}

那瞎眼的人回答Ȧ：“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
ǩ了。” {DA 473.3}

于是，他�再ˋ他Ȧ：“他向你做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他�想用ǿ多Ȗ来è乱他的思
想，使他自以
是受了迷惑。撒但和他的³使者，都站在法利ɮ人的一ʑ，Đ合了他�的力量和Ș
ǲ，想要抵消基督的感化力，模糊ǿ多人心中逐ĥ加深的信念，同ó上帝的天使也在s，加添那开
了眼的瞎子的力量。 {DA 473.4}

474

法利ɮ人没有理会到他�所要£付的，不只是一个没有学Ȋ，生来就瞎眼的人；他�没有ǴȊ
到，他�反抗的真正�象究竟是Ȯ。上帝的光已ƍ照亮了瞎子的心灵。当ʖ些假冒
善的人，要Ȅ
法使他不相信耶Ťó，上帝却帮助他，用有力而合宜的答复，来表明他不会上他�的圈套。他回答
Ȧ：“我方才告Ȍ你�，你�不听，
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也要作他的門徒[？”他�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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Ȧ：“你是他的門徒，我�是摩西的門徒。上帝�摩西ȦȖ，是我�知道的；只是ʖ个人，我�不知
道他从哪里来。” {DA 474.1}

主耶Ť知道那人所受的Ȓı，就ɩƓ他恩典和口才，使他成
基督的ǩȇ人。他回答法利ɮ人的
Ȗ，Ɠ了他�尖ʽ的ɆɌ。他�自称是Ǽ解圣ƍ的权威，是全国的宗教˳袖，然而，ʖ里有一位在
施行奇事，而他�自己承Ǵ，不知道他能力的来源，不知道他的身份和ɤ格。那人Ȧ：“他开了我的
眼睛，你�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ʖ真是奇怪！我�知道上帝不听罪人，惟有敬奉上帝、遵行他旨
意的，上帝才听他。从>世以来，未曾听ǩ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ʖ人若不是从上帝来
的，什么也不能作。” {DA 474.2}

那人用Ŗˋ者的Ȗ，来回答他�的Ŗˋ。他的ȁ点是无可非ǹ的。法利ɮ人听了不ǅ¹异，无言
以�听了他恰当而有力的Ȗ，就目瞪口呆了。全sˮó沉默无声。然后，Œ着眉~的祭司和拉比
�，把外袍一拉，像是怕沾染他的Ēţ似的，又ɶ下脚上的�土，�他狠狠地申斥Ȧ：“你全然生在
罪孽中，ʕ要教Ǹ我�[？”于是就把他赶出去了。 {DA 474.3}

耶Ť听ǩʖ一切的ƍʓ，不久找到了他，Ȧ：“你信上帝的儿子[？” {DA 474.4}

ʖ瞎眼的人，第一次看到了开他眼睛的ʖ一位。他在ǹ会上曾看ǩ他父母愁困惑的面貌，也曾
看ǩ拉比�Œ着眉~的丑¯；而Ņ在，他看到的耶Ť，却是一¦仁慈和ǟ的容˺。
了承Ǵ耶Ť具
有上帝的能力，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ʖó便有更深一�的真理\示Ɠ他。 {DA 474.5}

475

�于救主的提ˋ，瞎子回答Ȧ：“主啊，Ȯ是上帝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ŤȦ：“你已ƍ看ǩ
他，Ņ在和你ȦȖ的就是他。”那人就俯伏在救主脚前拜他。非但他肉眼得以看ǩ，就是他的心眼ʖ
ó也已Ř开。基督已向他的心灵öŅ，他就接受他
上帝所差来的基督。 {DA 475.1}

ʖó，有一群法利ɮ人聚在附近，耶Ť看ǩ他�，就想起他的教Ǹ和作
所�生的效果是何等·
殊。他Ȧ：“我
�判到ʖ世上来，叫不能看ǩ的，可以看ǩ；能看ǩ的，反瞎了眼。”基督来，是要
开瞎子的眼，是要ɩ光明Ɠ坐在黑暗里的人。他曾宣称自己是世界的光，而且，ʖ次所行的神迹，
正是
他的使命所作的ǩȇ。那些在救主第一次降	看到他的人，�上帝圣˺的öŅ，比以前的任
何一个世代所看到的都更
丰盛。ʖó，ǴȊ耶和M的知Ȋ，就更完全地\示Ɠ他�。但在ʖ个\
示中，�判也正好	到他�：他�的品格受到Ȓı，他�的命ʔ也就被决定了。 {DA 475.2}

上帝权力的öŅ，已使那瞎子的肉眼和心眼都得以重ǩ光明，而把法利ɮ人留在更深的黑暗中。
听 中有几个人，感ǯ到基督的Ȗ，是指着他�Ȧ的，因此ˋ他Ȧ：“ˣ道我�也瞎了眼[？”耶Ť回
答Ȧ：“你�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如果上帝使你�不能看ǩ真理，因你�的蒙昧无知，你�就无
罪了。“但如今你�Ȧ：‘我�能看ǩ’。”你�相信自己能看ǩ，但你�却拒ƕ了那唯一能使你�看ǩ
的主。�于一切感ǯ自己需要的人�，基督必 Ɠ他�无限量的帮助。但法利ɮ人不承Ǵ自己有任
何需要；他�不肯¨依基督，因此就被ʟ弃在盲目之中。ʖ种盲目的罪，是他�自己必˫承担的。
故耶ŤȦ：“你�的罪ʕ在。” {DA 4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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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6

第五十二章 好牧人

本章根据：Ż翰福音10:1-30 {DA 476.1}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
羊舍命。”“我是好牧人；我ǴȊ我的羊，我的羊也ǴȊ我。正如父ǴȊ
我，我也ǴȊ父一ą，并且我
羊舍命。” {DA 476.2}

耶Ť常采用人�熟悉的事物作比i，来提高听 的兴趣。他用清凉提神的水，比作圣灵的感化；
用光，比作自己，是人类和万物的生命之本，快�之源。ʖó他又以一幅美�的牧s景色，来Ȧ明
自己与那些信靠他的人之ˎ所有的关系。ʖ景象是他的听 最熟悉不ʓ的，并且基督的Ȗ把它和自
己永ʘƾ在一起。每当門徒看ǩ看守羊群的牧羊人，便会自然地想起救主的教Ǹ。他�在每个忠心
的牧人身上都看到了基督，又在每一只ʃ弱无助的羊羔身上看到了自己。 {DA 476.3}

先知以ɮ�用Í慰人心的Ȗ，把ʖ比i用在弥ɮ�的使命上，他Ȧ：“Ð好信息Ɠˀ安的啊，你要
登高山；Ð好信息Ɠ耶路撒冷的啊，你要极力Ë声，Ë声不要惧怕。�犹大的城邑Ȧ，‘看哪，你�
的上帝！’……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中。” 以ɮ��40:9-11 大R也作
歌唱道：“耶和M是我的牧者，

477

我必不至缺乏。” ȓ篇23:1 圣灵藉着以西ƐȦ：“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牧养他�”，“失�的，
我必�找；被逐的，我必˳回；受$的，我必Ư裹；有病的，我必医治。”“我必与他�立平安的Ż。
”“他�必不再作外邦人的掠物，……却要安然居住，无人¹吓。” 以西Ɛ�34:23, 16, 25, 28 {DA 476.4}

基督把ʖ些˱言用在自己身上，并ö明自己与以色列˳袖�在品德上的差别。法利ɮ人才从他圈
里赶出一个人，因
他竟敢ǩȇ基督的权能。真牧者正吸引到自己身ʑ的一个人，他�竟把他赶走
了。在ʖ件事上，他�ö明自己�上帝交托他�的工作毫无ǴȊ，不配
羊群的牧人。Ņ在耶Ť要
把一个好牧人和他�之ˎ的ö著区别，é到他�眼前，并指明自己才是上主羊群真正的守Ï者。于
是，在ʖą做之前，他先用另个比i来Ǽ自己。 {DA 477.1}

他Ȧ：“人ʗ羊圈，不从門ʗ去，倒从别|爬ʗ去，那人就是ɠ，就是强盗。从門ʗ去的，才是羊
的牧人。”法利ɮ人没有ǯ察ʖ些Ȗ是ʥ�他�Ǽ的。当他�心里ʕ在琢磨其寓意ó，耶Ť就明明告
Ȍ他�Ȧ：“我就是門，凡从我ʗ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ɠ来，无非要偷窃、ü害、
Ď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DA 477.2}

基督就是那ʗ上帝羊圈的門。自古以来，上帝一切儿女�，都是从ʖ門ʗ去的。从旧Ż的各ą表
号和象征，从 先知的\示和耶Ť本人所Ɠ門徒的教Ǹ，以及他在世人面前所行的神迹中，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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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看出耶Ť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Ż翰福音1:29 而且他�都是藉着他，才得ʗ入上帝
恩典的羊圈。有很多人提出种种供世人信仰的�象，Ȅǲ了种种�式和制度，希望藉此可以成，
并与上帝和好，得以ʗ入他的羊圈。殊不知，唯一的門，乃是基督。凡想以其他方法来代替基督，

478

或企q由其他門路ʗ羊圈的，都是ɠ，都是强盗。 {DA 477.3}

法利ɮ人不是从ʖ个門ʗ去的。他�是从基督之外的路爬ʗ羊圈的，而且没有尽到真牧者的Ɍ
任。祭司和官ˈ，文士和法利ɮ人，践踏了青翠的牧s，Ēţ了生命活水的泉源。圣灵所默示的
Ȗ，据�地剥露了那些假牧人的面目：“瘦弱的，你�没有养壮，有病的，你�没有医治，受$的，
你�没有Ư裹，被逐的，你�没有˳回，……但用强暴��地ʎ制。” 以西Ɛ�34:4 {DA 478.1}

T代都有哲学家和教��，倡�属世的学Ȧ，以Ĩ足心灵的需要。每个异教之国，都有他�的圣
ɍ和宗教制度，提供一些在基督以外的救ɧ之法，使人�ʀǉ不看天父的慈˺，�ɩ福他�的上帝
充Ĩ恐惧的心。他�工作的ɳ向，无非是Î�上帝藉着>造和救ɧ而¨于他自己的“羊”。ʖ些假教�
也一ą掠�了人类。�万人被假的宗教所U制，被恐惧的迷信和麻木的良心束ƫ着，好像ɉ重的牛
̎一ą，Ɗ日辛I，�今生毫无希望、快�或志趣，�来世只有愚昧的恐惧。惟有上帝恩典的福音
能救拔世人。人若默想上帝藉他儿子所ö明的ĺ，必能激励内心，�W灵力，ʖ是什么也不能比Ñ
的。基督降世，是要在人身上恢复上帝的形像，所以，凡使人背弃基督的，就是使人离弃真�ʗ步
的根源，也就是在ȋ̡他�人生的希望、目Ă和荣耀。ʖ等人就是ɠ，就是强盗。 {DA 478.2}

“从門ʗ去的，才是羊的牧人。”基督既是門，也是牧人。他从自己ʗ去。由于他自己的ļ牲，他
才成了羊的牧人。“看門的就Ɠ他开門，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出来。既放
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走，羊也跟着他，因
Ǵ得他的声音。” {DA 478.3}

在一切G物中，羊是最胆小最懦弱的；所以在近�一 的人，都刻苦耐I，夜以ƙ日地看Ï羊
群。

479

在巴勒斯坦一 ，古ó像今日一ą，城{以外都不甚安全。从境外游牧民族出来的盗匪，或是藏
在岩石穴中的野4，都在伺机掠�羊群。牧人虽知自己有生命的危ˡ，却依然警醒看守、不敢疏
忽。从前在哈3草原看守拉班羊群的雅各，表白自己不倦的工作óȦ：“我白日受尽干ĸ，黑夜受尽
寒霜，不得合眼睡着。” >世Ž31:40 大R赤手空拳与Ł子和熊搏斗，从它�口中�回被Z去的羔
羊，正是在看守他父�羊群ó的ƍT。 {DA 478.4}

牧人引˳羊群攀登多石的山丘，ƍʓ森林和荒ǒ的ē壑，到河ʑ的草原，整夜在山上看守它�，
保Ï它�脱离强盗的手，并慈祥地照料病弱的羊，他的生活就和羊群打成一片。一种�切温柔的深
情，把牧人和他所看守的羊ƾƐ在一起。不ȁ羊群多大，牧人±是ǴȊ他的每一只羊。每只羊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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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名字，牧人一叫，它就£声而来。 {DA 479.1}

地上的牧人，怎ąǴȊ自己的羊，照ą，神圣的好牧人，也ǴȊ他分布在全世界的羊群。“你�作
我的羊，我草s上的羊，乃是以色列人，我也是你�的上帝，ʖ是主耶和MȦ的。”耶ŤȦ：“我曾提
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我将你ʳ刻在我掌上。” 以西Ɛ�34:31； 以ɮ��43:1; 49:16 {DA 479.2}

耶ŤǴȊ我�每个人，并体恤我�的ʃ弱。他知道我�各人的名字，ǴȊ我�所住的房屋，以及
屋里每个成^的名字。他往往指示他的仆人到某城某街某家去，找他羊群里的一只羊。 {DA 479.3}

480

每个人的情况耶Ť都了如指掌，救主的死，好像只是
了那一个人似的。每个人的愁苦都触G着
他的心。他�求助的呼声，无不蒙他垂听。他来，是要吸引 人¨向自己。他吩咐他�“跟从我”，于
是，他的灵就ʔ行在他�心中，引�他�¨向他。但有ǿ多人不肯受他引�，耶Ť知道他�是Ȯ。
他也知道哪些人Č喜听他的呼b，�意来受他的牧养。他Ȧ：“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ǴȊ他�，
他�也跟着我。”他�每个人照˭得都那ą尽心�意，好像世上没有别人分享他的恩惠。 {DA 480.1}

“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出来。……羊也跟着他，因
Ǵ得他的声音。”近�一 的牧人，
从来不在羊群后面̓赶它�。他从不用暴力或恐吓的手段，只是走在前面，呼叫羊的名字。羊Ǵ得
他的声音，听从他的呼b。好牧人救主耶Ť，也是ʖą�待他的羊。ƍ上Ȧ：“你曾藉摩西和�%的
手，引�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耶Ť藉先知宣称：“我以永ʘ的ĺĺ你，因此我以慈ĺ吸引你。
”他从不强迫任何人跟从他。他Ȧ：“我用慈Ɲĺ索Ļ引他�。” ȓ篇77:20；耶利米�31:3；何西阿�
11:4 {DA 480.2}

基督的門徒跟从他，不是因
惧怕刑Ʒ，也不是因
希望永久的ɨɩ，而是看到了救主一生ƍT
中所ö明的无比大ĺ，从伯利恒的̎槽、到髑̤地的十字架，人一看ǩ他，就被他吸引，心灵被他
感化而̑服。人一看ǩ他，ĺ就在心中Ǖ醒。他�一听ǩ他的声音，就跟从他。 {DA 480.3}

牧人如何走在羊前面，自己首先去面�路上的危ˡ，耶Ť�他的子民，也是如此。“既放出自己的
羊来，就在前~走。”通向天国的路，已由主神圣的脚开辟出来。ʖ条路虽然崎�ˡ峻，Ĩ是泥Ė，
但耶Ť已ƍ行走ʓ，他的脚已ƍ踏平沿路$人的荆棘，使我�更容易行走。我�所要肩ɉ的一切重
担，他都已ƍ�自ɉʓ。 {DA 480.4}

耶ŤŅ在虽然已ƍ升到上帝面前，È掌宇宙的王权，但他却�毫没有减少慈悲的心®。今日，面
�人类一切的患ˣ，他依然敞开着他那温慈同情的心。今日，他伸出的，依然是那曾被ʦ穿的手，
要将更丰盛的恩慈ɩƓ他世上的子民。“他�永不į亡，Ȯ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去。”

481

482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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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将自己献Ɠ基督的人，在他眼里，就比整个世界更宝ɛ。就是只
救一人ʗ入他的国，救主也
甘愿忍受髑̤地的惨痛。他所替死的每个人，他决不�弃。跟从他的人若不是自己要离开他，他±
是ŷŷ地保守着他�。 {DA 480.5}

在一切考̟中，我�有一位永不失Ɏ的帮助者。他并不Ƿ我�O独在Ȓ探中Û扎，独自与邪³搏
斗，而被重担和$所U倒。我�肉眼虽不能看ǩ他，但信心的耳朵，仍能听ǩ他的声音Ȧ：“你不
要害怕，因
我与你同在。”“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ʓ，Ņ在又活了，直
活到永永ʘʘ。” 以ɮ��41:10； \示©1:17, 18你�的$我已忍受，你�的Û扎我已ƍT，你
�的Ȓ探我已遭遇。我知道你�所流的眼泪，因
我也曾哭ʓ。你�心中ˣ以告人的ˢ痛，我都知
道。你�不要以
自己是孤苦伶仃，被人撇弃的，你�的痛苦虽不能得到世人的同情，但你若仰望
我，就必存活。“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ĺ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Ż也不迁移。ʖ
是怜恤你的耶和MȦ的。” 以ɮ��54:10 {DA 483.1}

牧人无ȁ多么ĺ他的羊，±不如ĺ自己的儿女那么深。耶Ť不�是我�的牧人，也是我�“永在的
父”。他Ȧ，“我ǴȊ我的羊，我的羊也ǴȊ我。正如父ǴȊ我，我也ǴȊ父一ą。”ʖ是何等奇妙的
一句Ȗ啊！那在父®里的独生子，上帝称他
“我的同伴” 撒迦利�13:7。而今他竟用自己和永生上
帝之ˎ的交通，来Ȧ明自己和他地上儿女之ˎ的交通！ {DA 483.2}

耶Ťĺ我�，因
我�是天父ɩƓ他的，又是他工作的Ð0。他以ĺ子女的心情ĺ我�。�ĺ的
ȫ者，他也ĺ你。上天所能ɩ的，再没有比ʖ更大更好的。所以你F要信靠他。 {DA 483.3}

耶Ť又想到世上一切被假牧人所迷惑的人，渴望聚集那些ʕ分散在狼群之中的民，作他草s上的
羊。所以又Ȧ：“我另外有羊，不是ʖ圈里的；我必˫˳它�来，它�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
一群，¨一个牧人了。” Ż翰福音10:16 {DA 483.4}

“我父ĺ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ʖ就是Ȧ，我父深ĺ你�，而我因舍命来ɧ你�，

484

他就更加ĺ我了。我因舍身作你�的替身和中保，承当你�的罪-和ʓ犯，就更蒙我父的ĺ了。
{DA 483.5}

“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
来。”作
人类的一分子而言，他是必死的人；作
上帝而言，他是世人生命的泉源。他本来可以抗
拒死亡的侵Ǩ，不受死亡权J的支配，但他自愿将命舍去，
要“将不能坏的生命彰ö出来。” 提摩
太后�1:10 他担当了世人的罪，忍受了罪的咒ȉ，舍弃了自己的生命作
ļ牲，叫世人不至永ʘ死
亡。“他ȕ然担当我�的患，背ɉ我�的痛苦；……哪知他
我�的ʓ犯受害，
我�的罪孽U
$。因他受的刑Ʒ，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我�得医治。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
耶和M使我� 人的罪孽都¨在他身上。” 以ɮ��53:4-6 {DA 484.1}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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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章 最后离开加利利

本章根据：路加福音9:51-56; 10:1-24 {DA 485.1}

基督的#道工作行将Ɛ束ó，他的工作方法也有了改X。ʓ去他±Ȅ法避免群情激ǘ和s面宏
大。每当民 ÔÏ他的ĸ烈情ƛʒ到不能控制的ó候，他就很快撤到别|去。他屡次吩咐人不可宣
布他是基督。 {DA 485.2}

住棚Ǒ的ó候，耶Ť是悄然无声地赶到耶路撒冷去的。当他的弟兄�催他公开ö明自己
弥ɮ�
ó，他却回答Ȧ：“我的ó候ʕ没有到。” Ż翰福音7:6 他上耶路撒冷ó，避开了人的注意；ʗ城ó，
没有事先宣布，也没有受到群 的致敬。但最后一次的行程，却不是ʖą的了。以前，他因祭司和
拉比�的仇恨而一ó离开了耶路撒冷。但Ņ在他G身返回，却用了最公开的方式，循着最迂回曲折
的路ƅ行走，并作以前没有作ʓ的宣#，˱告了他的行程。ʖ一次，他正走向他"大ļ牲的地点，
民 的注意力必˫指向ʖ里。 {DA 485.3}

“摩西在ô野怎ą�蛇，人子也必照ą被�起来。” Ż翰福音3:14 从前摩西怎ą指示以色列人，仰
望那�起来的ʲ蛇他�得医治的表号；照ą， 人的眼睛，也必˫集中在基督身上；他是那将救恩
 Ɠ失�世界的"大ļ牲。 {DA 485.4}

耶Ť的弟兄催促他在赴住棚Ǒ的民 面前公开表明身份，

486

因
他��弥ɮ�的工作有ʾȣ的概念，�耶Ť的神圣品格缺少信心。Ņ在，門徒®着同ą的心
理，想阻止他往耶路撒冷去。他�ǻ得他Ȧʓ他要在那里遭遇什么事；并知道宗教˳袖��他所®
的ð意，所以他�极想D他�的夫子，不要往那里去。 {DA 485.5}

此ó，基督心ĺ的門徒®揣着ȩ般的恐惧、失望和疑Ǣ，而他却要强打精神，凛然挺ʗ。在他的
心中，ʖ无疑是一番苦役。要˳他�向在耶路撒冷等待着他�的惨痛和ƕ望走去，ʖ真不是容易的
事。同ó撒但又在身ʑ用Ȓ探来逼ʖ位人子。耶Ť明知ʖ次到耶路撒冷去不免一死，可
什么ʕ要
去呢？况且在他四周都是渴望得到生命之粮的人，到|都是急待他医治的痛苦病人。他恩惠的福音
工作才==开始，而他自己又正.壮年，
什么不 着他恩惠的言ȡ、医治的能力，走向世界的广
大˳域呢？
什么不
自己Ǜ取助人之�，将光明和Č喜 Ɠ千万在黑暗和患中的人呢？
什么
要把收割庄稼的工作交Ɠ信心ʖ么ʃ弱，理智ʖ么ʛʨ，行Gʖ么Ʀ慢的門徒呢？
什么要Ņ在就
去面�死亡，而在圣工=起步、幼苗ó就离开呢？那曾在ô野与基督�抗的仇ð，ʖó又用种种猛
烈和狡猾的Ȓ探Ǩ:他。如果耶ŤǷ步片刻，如果他
救自己而稍X初衷，撒但就必得ǅ，世界就
必�亡。 {DA 486.1}

但耶Ť“定意向耶路撒冷去。”他生命中的唯一法<，就是�行天父的旨意。在童年到圣殿里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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ó候，他曾�̎利�Ȧ：“�不知我£当以我的父的事
念[？” 路加福音2:49 在迦拿，当̎利�要
他ö示他的神能ó，他的回答是：“我的ó候ʕ没有到。” Ż翰福音2:4 他的弟兄催促他赴住棚Ǒ的ó
候，他用同ą的Ȗ回答他�。但是上帝的大ǲ划中，已指定他
世人的罪而ļ牲自己的ó辰，如今
ʖ个ó辰快到了。他决不背Ż，不踌躇。他的脚步已ʀ向耶路撒冷。在那里，他的仇ð久已定下Ș
ǲ要�索他的性命；Ņ在他要将生命舍去。他定意要向被人否Ǵ、拒ƕ、逼迫、定罪、ʦ死的路走
去。 {DA 486.2}

他“便打W使者在他前~走，他�到了撒Ń利�的一个村庄，要
他˱}。”

487

因
他面向耶路撒冷，撒Ń利�人就不肯接待他。他�Ǵ
ʖ表示基督偏ĺ他�所深³痛ƕ的犹
太人。如果他来是要恢复基利心山上的圣殿和崇拜，他�自然会快�地接待他。可是他是到耶路撒
冷去，他�就不愿接待他。他�一点不理会，自己是把天上最好的礼物推出門外。耶Ť要人接待
他，向人求帮助，无非是想借此接近他�，以便把上好的福分ɩƓ他�。人每次向他表示好意，他
必Ð以更宝ɛ的恩惠。但撒Ń利�人因偏ǩ和固È，�失了ʖ一切。 {DA 486.3}

基督的使者雅各和Ż翰，�撒Ń利�人向他�的主所表示的侮慢，深感不快。因
耶Ť�自	格
撒Ń利�，而撒Ń利�人竟ʖą无礼，他�就非常¶怒。ʖ两个門徒不久前，曾�眼ǩ耶Ť登山X
像，ǩ到上帝Ɠ他的荣耀，又有摩西以利�向他致敬。�撒Ń利�人ʖą明ö的怠慢无礼，他�Ǵ

定要Ɠ以�厉的»Ʒ，不能ʅʅ放ʓ。 {DA 487.1}

他�回来把撒Ń利�人的Ȗ告Ȍ了基督，Ȧ甚至留他住一宿也不肯。他�Ǵ
撒Ń利�人�重地
干犯了他。他�遥望着从前以利�在其上ü死假先知的迦密山，Ȧ：“你要我�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
ķį他�，像以利�所作的[？”耶Ť因他�ʖȖ而痛心，使他�感到ȝ异；而更叫他�希奇的，是
听到耶ŤɌ}他�：“你�的心如何，你�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į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
”于是他就往别的村子去了。 {DA 487.2}

基督的使命不是要强迫人接受他。那企q强迫人ʙ背良心行事的，正是撒但和受他精神所鼓G的
人。那些与³天使ƾ合的人，
要使人依从他�的宗教Ǫ念，就在ĸ心ƞÏ公的&装之下，把痛
苦加在他�的同胞身上。然而，基督<以永ʘ施恩、永ʘö示他的ĺ，来ɲ得 人。他不容ǿ人心
里有另一个主，也不接受不完全的侍奉；他只悦ƀ甘心的侍奉，就是出于ĺ的激励和甘心�意的把
心献上。如果我�因别人不ɨȊ我�的工作，或E事与我�的意ǩ相反，就想$害、消į他�，ʖ
就确切ȇ明我�具有撒但的精神。 {DA 487.3}

488

每个人的灵、魂、体都属于上帝。基督是
救ɧ全人类而死的主。人因宗教偏ǩ，而把痛苦加Ɠ
救主用血�来的人，没有比ʖ更令上帝憎³的。 {DA 488.1}

“耶Ť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并Ż旦河外。 人又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Ǹ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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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福音10:1 {DA 488.2}

基督的#教，在行将Ɛ束的几个月中，大部分óˎ都在比利�境内。比利�是犹太地“Ż旦河
外”的省份。在ʖ里有ǿ多人跟随着他，像他早期在加利利ó的情形一ą。他就重述先前的ǿ多教
Ǹ。 {DA 488.3}

他从前怎ą派十二个使徒出去，照ą，ʖó他“又Ȅ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两个两个地，在他面前
往自已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ʖ些門徒在耶Ť跟前受工作ǸƆ，已有相当ó期。当十二使徒初次
被派去作工ó，ʖ些門徒伴同耶Ť走遍加利利。ʖą，他�就Ǜ得与他密切来往，直接受他的教�
的特别待遇。Ņ在ʖ些人要分~出去ʗ行工作。 {DA 488.4}

耶ŤƓ七十个人的Ǹ示，与十二个使徒的一ą，但他吩咐十二个使徒不要ʗ入外邦人、或撒Ń利
�人城邑的Ȗ，没有吩咐ʖ七十个人。基督虽然==受到撒Ń利�人的拒ƕ，但是ĺ他�的心仍然
不X。七十个人奉主的名出去，首先就到了撒Ń利�的各个城˄。 {DA 488.5}

救主从前�自到ʓ撒Ń利�，后来他又称ɯ了那良善的撒Ń利�人。又有一次，他医好了十个ˈ
大麻ŋ的，内中只有一个撒Ń利�人，ČČ喜喜地回来感Ⱦ基督；ʖ些事，�于門徒有重大意。
ʖ教Ǹ深深地印在他�心中。在耶Ť升天之前所Ɠ予他�的使命中，他把撒Ń利�与耶路撒冷、犹
太、同列
他�£当先去#福音的地方。他的教Ǹ，已使他�
完成ʖ一使命，作好准}。当他�
奉主的名到撒Ń利�ó，Wǯ那里的人已愿意接待他�。撒Ń利�人已ƍ听ǩ基督称ɯ的Ȗ，和在
他�同胞身上所施的慈悲之�。他�看出自已虽然曾无礼地�待他，但他却以ĺ心相Ð，于是他�
的心就¨服基督。在救主升天之后，他�Č迎他的門徒，門徒就在那些一度是他�的仇ð者中，收
Ǜ宝ɛ的庄稼。

489

“U$的芦Ǔ，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į；他凭真�将公理#开。”“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
名。”以ɮ��42:3； ̎太福音12:21 {DA 488.6}

耶Ť派七十个人出去ó，像从前吩咐十二个使徒一ą吩咐他�，不要勉强到不Č迎他�的地方
去。他Ȧ：“无ȁʗ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你�就到街上去，Ȧ：‘就是你�城里的�土粘在我�
的脚上，我�也当着你�擦去。虽然如此，你�ț知道上帝的国	近了。’”他�ʖą作，不可出于®
怨的心，或因$了自尊心而ÀÀ不平，而是要Ȧ明拒ƕ主的信息或他的使者是何等�重的事。人若
拒ƕ主的仆人，就等于拒ƕ主。 {DA 489.1}

耶Ť又Ȧ：“我告Ȍ你�：当�判的日子，所多Ń所受的，比那城ʕ容易受呢！”于是他想起从前
在那里工作多ó的加利利城˄，用深切$的声ȯȦ：“哥拉汛哪，你有š了！伯ɮ大啊，你有š
了！因
在你�中ˎ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ƶ、西ˮ，他�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当�判
的日子，推ƶ、西ˮ所受的比你�ʕ容易受呢。迦百7啊！你已ƍ升到天上，将来必推下阴ˎ。”
{DA 489.2}

天国最丰富的恩典，曾白白地ɩƓ加利利海ʑ几个繁M的市˄，生命之君曾天天在他�中ˎ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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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先知和君王所渴望ǩ到的ʖ上天的荣光，曾照耀在跟从救主的群 身上。可惜他�拒ƕ了上天
的恩ɩ。 {DA 489.3}

拉比�曾é出一副极Ƀ慎的¯度警告 人，不可接受ʖ位新教�所#的新道理；因他的言ȁ和作

，与先祖的教Ǹ相反。 人听信祭司和法利ɮ人的Ȗ，而没有�自用心明白上帝的道。他�尊重
祭司和法利ɮ人，却不尊重上帝，便保守自己的ʟ#而拒ƕ真理。ǿ多人受耶Ť的感G，几乎信从
了他；但没照良心所受的感G去行，没有站到基督一ʑ。撒但便大行迷惑，使光明反ö
黑暗。于
是ǿ多人拒ƕ了那本可以令人得救的真理。 {DA 489.4}

那“真�ǩȇ的”一位Ȧ：“看哪，我站在門外叩門。” \示©3:20 上帝藉着圣ƍ或他的使者，

490

#Ɠ我�的每一警告、Ɍ}和D戒，都是在心門上的重重一叩，都是耶Ťb我�Ƿ他ʗ来的声
音。我�一次不理会，开門的意愿就减弱一次。如果今天无ǭ圣灵的感G，明天就再不会受到同ą
有力的感G。我�的心就X成ˣ以感化，以致麻木不仁，感ǯ不到自己年月的短少，和永恒世界的
广大无ʑ。到了�判大日，我�若被定罪，倒不是因
我�陷于Ʉȣ之中，而是因
我�疏忽天ɩ
的良机，没有ƈ心研究什么是真理。 {DA 489.5}

那七十个人，像使徒一ą˳受了超自然的能力，作
他�使命的印ȇ。在他�的工作完成之后，
就ČČ喜喜地回来Ȧ：“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耶Ť回答Ȧ：“我曾看ǩ撒但从天上
w落，像ˉŇ一ą。” {DA 490.1}

ʓ去和未来的种种景象，都一̱呈Ņ在耶Ť面前。他既看到路ˀ甫初次从天庭被摔在地上的情
形，又看到日后自己受苦的一幕。那ó，在ȩ世界之前，那迷惑普天下的撒但，将要露出他的真面
目。耶Ť又听到“成了” Ż翰福音19:30 的喊叫声，宣布失�的人类得蒙救ɧ、是Ɗ于确定了，而且天
庭永ʘ不会再受撒但唆使的控告、欺̡和争权�利的èÌ。 {DA 490.2}

在髑̤地十字架的痛苦与耻辱之外，耶Ť展望到最后的大日。那ó，“空中掌权者”将在被他的叛
逆所ˈ久Ɏ坏的地上被Ďį。耶Ť看到罪³的活G永ʘ停止，上帝的平安充Ĩ天地。 {DA 490.3}

从此以后，基督的門徒要ǭ撒但
已被征服的仇ð。耶Ť将要在十字架上
他�Ǜ得全ǅ；他要
他�接受ʖǅ利
他�自己的ǅ利，Ȧ：“我已ƍƓ你�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ǅʓ仇ð一切
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 {DA 490.4}

圣灵无所不能的力量，就是每个痛悔之人的保障。基督决不容ǿ一个 着悔改和信心来求他保Ï
的人，落在仇ð的权J之下。救主常站在他的受Ȓ探、受考̟的儿女身ʑ。在他决没有失Ɏ、受
ß、无能
力或打Ɏ仗的事。我�靠着那加Ɠ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当你遭遇到Ȓ探或考̟
ó，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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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

493

不要先Ȅ法自行解决一切困ˣ，只要仰望你的帮助者耶Ť。 {DA 490.5}

有些基督徒�撒但的能力想得太多，Ǽ得太多。他�常想到他�的ʖ个仇ð，祷告提到他，ȳȖ
提到他，他就在他�的想象中越来越大。固然，撒但有魔力；但感Ⱦ上帝，我�有一位掌有更大能
力的救主，曾把那³者从天庭赶出去。我�若夸大撒但的能力，那就正中他的下®。
什么不Ǽȁ
耶Ť呢？
什么不彰ö耶Ť的能力和他的慈ĺ呢？ {DA 493.1}

那ńƑ天上宝座的£ǿ之虹，永ʘǩȇ着“上帝ĺ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ɩƓ他�，叫一切信他
的，不至į亡，反得永生。” Ż翰福音3:16 ʖ虹向全宇宙Ȧ明，上帝永不�弃他的那些与罪³搏斗
的子民。ʖ虹也向我�保ȇ：只要上帝的宝座存在，他就必ɩ我�能力，保Ï我�。 {DA 493.2}

耶Ť又Ȧ：“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就Č喜，要因你�的名ǻ©在天上Č喜。”不要因有权柄就Č
喜，免得你�忘ǻ必˫依ɫ上帝。要Ƀ慎，免得生出自Ĩ的心，就靠自己的力量作工，而不依靠你
�夫子的能力，不表Ņ他的精神。一个人在工作上稍微有一点成就ó，最容易¨功于自己。自己就
受到称ɯ，自我被高�，以致 人得不到将荣耀¨于上帝的印象。使徒保ƶȦ：“我什么ó候ʃ弱，
什么ó候就=强了。” 哥林多后�12:10 当我�深知自己的ʃ弱ó，就能学会倚靠那不是出于自己的
力量。我�若能ó刻不忘自己必˫向上帝ɉɌ，就没有什么比ʖ更能u定我�的心志。我�若能体
会到基督的赦罪之ĺ，就没有什么能比ʖ更有力地触及行
的G机。我�必˫和上帝W生ē通，惟
有如此方能被他的圣灵充Ĩ；然后我�才能藉着圣灵的能力，去向我�的同胞作工。所以£当Č
喜，因
你�藉着基督已ƍ与上帝Ɛ合，成了天上大家庭中的一^。当你�目向上而不注重自己
ó，就必不断感ǯ到血肉之躯的ʃ弱。你越不注重自己，就越能清楚而充分地˳悟到救主的!美。
你越接近那光明和能力的源~，就必有越多的亮光照耀你，你
上帝作工的能力也必越大。你要Č
喜，因
你已ƍ与上帝合而
一，与基督合而
一，与天上全家合而
一。 {DA 493.3}

494

当那七十个人听基督ǼȖó，圣灵使他�˳悟到活的Ņ�，把真理写在他�心版上。虽然有群 
pƑ着他�，他�却好像是O独与上帝会面。 {DA 494.1}

耶Ť知道他�已体会到当ó的灵感，“就Č�，Ȧ：‘父啊，天地的主，我感Ⱦ你！因
你将ʖ些
事，向ƿ明通ʒ人就藏起来，向�孩就ö出来。父啊，是的，因
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
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Ȯ；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Ȯ。”
{DA 494.2}

世上的尊ɛ人，就是所ȹ"大、ƿ明的人，凭他�自Ȟ的一切智慧，也不能ǴȊ到基督的品德。
他�以貌取人，根据他在肉体上所受的屈辱而Ȉȁ他。但肉眼所看不ǩ的神性，却öƓĦ夫和税吏
�看。当初ʚ門徒都不明白耶Ť要\示他�的一切真理；但他�óó˪从圣灵的感化，心灵便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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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照。他�体会到，全能的上帝披着人性的外衣，正在他�中ˎ。ƿ明通ʒ人虽不掌握ʖ知Ȋ，它
却已被\示Ɠʖ些Ɂ卑人。故耶Ť
此Č�。当耶Ť提起旧Ż圣ƍ的Ȗ，并Ȧ明ʖ些Ȗ如何£̟在
他自己身上和他ɧ罪的工作上ó，他�就常被他的灵b醒，并被提到上天的气氛中。他�� 先知
所Ǽ属灵的真理，比È笔写ƍ者的ǴȊ都更清楚。此后他�ȫ旧Ż圣ƍó，就不再以圣ƍ
文士和
法利ɮ人的教，也不看它是先ɍ的言ȁ，却看它
从上帝那里来的新的\示。他�所看到的救
主，正如ƍ上所Ȧ：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
不ǩ他，也不ǴȊ他；你�却ǴȊ他，因他常与你�
同在，也要在你�里面。” Ż翰福音14:17 {DA 494.3}

我�ª底了解真理的唯一方法，就是藉着基督的灵使心地温柔̑服。一切虚荣和̜傲都必˫清
除，一切占据内心的任何事物都必˫倒空，Ƿ基督ʗ来作王。世人的科学太有限，不能˳会救ɧ之
道。救ɧ的ǲ划广大无ʑ，决非哲学所能解ʣ。

495

ʖǲ划永ʘ是个奥秘，是最渊深的推理所不能Ĝ度。救恩的科学是无法解ʣ的，只能从ƍ̟中去
体会。惟有那看出自己罪³真相的人，才能ǴȊ到救主的宝ɛ。 {DA 494.4}

当基督从加利利慢慢地走向耶路撒冷ó，沿途所Ǽ的道充Ĩ了教Ǹ。 人都急切地听他ǼȖ；在
比利�如同加利利一ą，因一般人不像在犹太地那ą受犹太人偏ǩ的控制，所以耶Ť的教Ǹ在他�
心中反£良好。 {DA 495.1}

基督工作的最后几个月，他Ǽ了ǿ多比i。祭司和拉比�越来越³毒地追逼他，所以他Ɠ他�的
警告是象征式的暗示。他�不可能ȣ解他的意思；在他的Ȗ中他�找不到半点控告他的把柄。在法
利ɮ人和税吏的比i中，自Ĩ的祈祷“上帝啊，我感Ⱦ你，我不像别人”，与那¬悔者所求“开恩可怜
我ʖ个罪人”（路加福音18:11, 13）的Ȗ，形成了̨明的�比。基督藉此Ɍ}犹太人的假冒
善。他
又用不Ɛ果子的无花果Ą和大筵席的比i，来˱言那不肯悔改的国家所必要遭遇的厄ʔ。那些曾ʅ
蔑地拒ƕ邀Ȩ，不肯赴福音筵席的人，听到他警告Ȧ：“我告Ȍ你�：先前所Ȩ的人，没有一个得�
我的筵席。” 路加福音14:24 {DA 495.2}

耶ŤƓ門徒的教Ǹ非常宝ɛ。恒切²求的寡�和在深夜求̊的朋友，ʖ两个比i，更有力地WÝ
了他的教Ǹ：“你�祈求，就Ɠ你�；�找，就�ǩ；叩門，就Ɠ你�开門。” 路加福音11:9 他�在
信心Gêó常想起基督以下的Ȗ，就u强起来：“上帝的ʜ民昼夜呼吁他，他Ɓ然
他�忍了多ó，
�不Ɗ久Ɠ他�伸冤[？我告Ȍ你�：要快快地Ɠ他�伸冤了。” 路加福音18:7, 8 {DA 495.3}

基督把亡羊的美妙比i又Ǽ一遍，加上失ʭ和浪子的比i，ʗ一步WÝ了其中的教Ǹ。当ó門徒
ʕ不能充分˳略ʖ些教Ǹ的意，但在圣灵降下之后，当他�看ǩ外邦人¨主和犹太人嫉妒的怒˺
ó，就更能理解浪子比i的教Ǹ了，他�就能分享救主ʖ句Ȗ里的喜�：

496

“只是你ʖ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理当Č喜快�。” 路加福音15:32, 24 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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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主的名出去，面�着辱̛、ɔ困、逼迫的ó候，他�反覆地默ȧ耶Ť在ʖ次最后行程中所嘱咐
他�的Ȗ，心中就得着力量了。他Ȧ：“你�ʖ小群，不要惧怕，因
你�的父�意把国ɩƓ你�。
你�要XP所有的周ĝ人，
自己˱}永不坏的ʭ囊，用不尽的ɋ宝在天上，就是ɠ不能近、虫不
能蛀的地方。因
你�的ɋ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 路加福音12:32-34 {DA 495.4}

497

第五十四章 良善的撒玛利亚人

本章根据：路加福音10:25-37 {DA 497.1}

基督用善良的撒Ń利�人的比i，来Ȧ明真宗教的�ɑ。他指明真的宗教信仰，不在于制度、信
条或�式；而在于仁ĺ的行
，在于
他人ȵ求最大的幸福，在于ž正的善良。 {DA 497.2}

正当基督教Ǹ人的ó候，“有一个律法�起来Ȓ探耶ŤȦ：‘夫子，我ț作什么才可以承受永
生？’”听 都屏息等候着耶Ť的答覆。祭司和拉比�想藉着律法�所W的ˋ˹，来陷基督于困ˣ之
中。但救主没有ʗ行辨ȁ，却要Wˋ的人自己回答自己的ˋ˹。他Ȧ：“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
是怎ą呢?”犹太人指摘耶Ťʅ看西奈山上所˯布的律法；而他<把得救的ˋ˹ʀ到�上帝的ȟ命的
遵守上去。 {DA 497.3}

律法�Ȧ：“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ĺ主你的上帝；又要ĺʠ舍如同自己。”耶ŤȦ：“你回
答的是。你ʖą行，就必得永生。” {DA 497.4}

那律法�原来不Ĩ意法利ɮ人的¯度和行
。他曾®着追求明白ƍ文真ȼ的心去研究圣ƍ。他极
关注ʖ件事，所以ȕ²地ˋ：“我ț作什么？”在他自己的回答里，他

498

�于律法的要求，没有一堆�文和�式的教条。他Ǵ
ʖ都是没有价.的。他只提出一切律法和
先知所凭藉的两条大ſ。ʖ个
基督所称ɯ的回答，使救主在拉比�面前占了!J。他�不能凭耶
Ťɯ同一个律法�所Ȧ的Ȗ，而定他的罪。 {DA 497.5}

耶ŤȦ：“你ʖą行，就必得永生。”他Ȧ明律法是一个神圣的整体，并教Ǹ我�不能守ʖ一条而
犯那一条；因
有一个原<将每一条都ʚɘ在一起。人的Ɗ局，必根据他是否服从全部律法来决
定。以ĺ上帝
至上，又要ĺʠ舍如同自己，ʖ就是必˫�Ņ在生活上的原<。 {DA 498.1}

律法�感ǯ自己是个犯法的人。他因基督ʽ利的Ȗȡ而自ǯ有罪。他自称明白律法的公，但没
有�行。他没有向他的同胞�施ĺ心，他必˫悔改；但他非但没悔改，反倒想ö明自己有理。非但
没有承Ǵ真理，反倒想指出ȟ命是何等ˣ以�行。ʖą，他希望一方面能避免良心的Ɍ}，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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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人面前
自己申ʐ。救主的Ȗ已ȇ明律法�的ˋ˹是多余的，因
他自己已能回答。他便又提
个ˋ˹，Ȧ：“Ȯ是我的ʠ舍呢？” {DA 498.2}

ʖ个ˋ˹在犹太人中常引起无休止的ʐȁ。异邦人和撒Ń利�人，不能算
ʠ舍，ʖ在他�是没
ˋ˹的；因
ʖ些是外�人，是仇ð。但在犹太人自己的民族和社会不同的˝�中，£怎ą划分界
ƅ呢？祭司、拉比、ˈ老，ț把Ȯ当作ʠ舍呢？他�Ɗ身在�式上兜圈子，�行自洁。他�又教Ǹ
人Ȧ，和无知粗̧的庶民接触必沾染Ēţ，以后要ɞ很多麻Ķ才能除去。他�能否把“不洁8的人”当
作ʠ舍呢？ {DA 498.3}

ʖ次，耶Ťʕ是不Ƿ人把他拖入ʐȁ的旋Ġ。他不ɆɌ那些ū探他，要定他罪的人的偏È。他只
用个űO的故事，使听 看到一幅流露着来自天上的慈ĺ的q景，从而感G了 人的心，那律法�
也不得不承Ǵ其中的真理。 {DA 498.4}

̓散黑暗的方法，就是Ƿ光明透ʗ来；打:Ʉȣ的Ȇŧ，就是展Ņ真理。惟有上帝之ĺ的\示，
才能暴露自私心理的丑¯和罪³。 {DA 498.5}

499

耶ŤȦ：“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
就�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ʖ条路下来，看ǩ他就从那ʑʓ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ʖ
地方，看ǩ他，也照ą从那ʑʓ去了。”ʖ并不是虚þ的故事，而是一件真事。而且大家都知道，耶
Ť所Ǽ的与事情的ƍʓ完全相符。故事中所Ǽ的从那ʑʓ去的祭司和利未人，ʖó也恰好在基督的
听 之中。 {DA 499.1}

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必˫ƍʓ犹太地的一段ô野。路ƍ之|，是空ô、多石的深谷，ƍ常有强
盗出没，剪径打劫ʓ往行人。那人就在ʖ里遇ˣ，所有.ʭ的�西都被Î劫一空，ʕ被打个半死，
�在路旁。那ó，有个祭司从ʖ条路上ʓ来，只向受$的人看一眼。随后又来一个利未人，他好奇
地要知道出了什么事，就站住看一看遭ˣ的人。他知道自己£ț作什么，但ʖ是I心ɞ事的ƽɌ。
他真希望自己没走ʖ条路，就不至于看ǩʖ个受$的人。但他Ɗ于决定事不关己不I神，掉~而
去。 {DA 499.2}

ʖ二人都担任圣ƽ，并自Ǵ是熟悉圣ƍ的。他�是被特ʜ在民中作上帝代表的，£当“体ȱ那愚蒙
的和失迷的人”（希伯来�5:2），

500

以便˳他�明白上帝�人类的大ĺ。他�蒙召来作的工，就是耶ŤȦ自己所要作的工。他Ȧ：“主
的灵在我身上，因
他用膏膏我，叫我#福音ƓɔŦ的人；差遣我Ð告被ã的得ʣ放，瞎眼的得看
ǩ，叫那受U制的得自由。” 路加福音4:18 {DA 499.3}

天上的 使者，看到地上上帝家里的人遭遇苦ˣ，已ƍ准}与人合作，来解除他�所受的U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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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上帝曾按自己的旨意，使祭司和利未人ƍʓ那受$者ɽ卧的地方，要叫他�看出那人需要怜
恤和帮助。天庭都在注意Ǫ看，ʖ两个人�同胞是否®有µˢ之心。古ó在ô野教�希伯来人的，
原是救主耶Ť。他从云柱和火柱中W出的教Ǹ，与Ņ在人�从祭司和教�所˳受的，大不相同。那
ó律法仁慈的条文，甚至把不能用言ȡ表ʒ需求和痛苦的低żG物，也包括在内。上帝曾÷Ⱥ摩西
指示以色列人Ȧ：“若遇ǩ你仇ð的牛或̕失迷了路，±要Ļ回来交Ɠ他。若看ǩ恨你人的̕U卧在
重̐之下，不可走开，F要和̕主一同抬开重̐。” 出埃及ǻ23:4, 5 但是，耶ŤǼ述的ʖ个被强盗
打$的人，却是一个遭ˣ的弟兄。祭司和利未人�于弟兄，�不£比�ɉ重的牲畜，更有µˢ之心
[？上帝藉摩西#Ɠ他�的信息，Ȧ明他�的耶和M上帝是“至大的上帝，大有能力，大而可
畏，”“他
孤儿寡�伸冤，又怜ĺ寄居的。”故此他吩咐：“所以你�要怜ĺ寄居的。”“要ĺ他如己。”
申命ǻ10:17-19；利未ǻ19:34 {DA 500.1}

Ż伯曾Ȧ：“从来我没有容客旅在街上住宿，却开門迎接行路的人。”ƶ得ǩ了两个扮作常人模ą
的天使到了所多Ń，便ǉ伏于地下拜，Ȧ：“我主啊，Ȩ你�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 Ż伯ǻ
31:32；>世Ž19:2 ʖ些教Ǹ，祭司和利未人是熟悉的，但他�没把它£用在�˞生活中。他�既受
ʓ 有民族偏ǩ的教育，就养成自私狭隘和排外的心理。所以当他�看ǩ那受$者ó，因不能确定
他是自己的同族，就想他或ǿ是个撒Ń利�人，因此就ʀ身走开了。 {DA 500.2}

501

502

503

基督所叙述的祭司和利未人的行
，在律法�看来，与他所学的律法ǫ条并没什么相抵触的地
方。但ʖó另有一幅景象é在他面前： {DA 503.1}

有个撒Ń利�人路ʓ那里，看ǩ那受$的人就G了慈心。他没有ˋ那陌生人是犹太人ʕ是外邦
人。他很明白，如果当ó二人的|境˼倒ʓ来受$的是他自己，而行路的是那个犹太人，那么，那
犹太人必会吐唾沫在他ǉ上，然后会ʅ蔑地走开的。但他并不因此而踌躇，也不考Ǣ自己留在那里
会有被劫的危ˡ。他只看ǩ在他面前的，是个受苦需要救助的人，此外他就无暇˭及了。他脱下自
己的外衣，替他盖上；拿自己路上准}用的油和酒，来医治受$的人使他清醒。他扶他̠上自己的
牲口，一步一步地跟着慢慢行走，免得他因˼簸而增加痛苦。他把他 到客店里，无微不至地照£
他一夜。次日早晨，撒Ń利�人看那人有了起色，才放心赶自己的路。但在未走之前，他把那人托
Ɠ店主照£，付了ɏ，又拿一些ʭ存在店里，供他使用。可是ʚʖą他ʕ怕不周到，于是再Ɠ他作
了准}，�店主Ȧ：“你且照£他，此外所ɞ用的，我回来必ʕ你。” {DA 503.2}

故事到ʖ里就Ɛ束了。于是，耶Ť定睛看律法�，好像看透了他的内心似的，Ȧ：“你想ʖ三个人
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ʠ舍呢？” {DA 503.3}

ʖó，律法�ʕ不愿从他口中Ȧ出撒Ń利�人ʖ个名字；他只回答Ȧ：“是怜¸他的。”耶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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Ȧ：“你去照ą行吧！” {DA 503.4}

“Ȯ是我的ʠ舍呢？”ʖ个ˋ˹从此就ª底解决了。基督已ƍȦ明，我�的ʠ舍不只是与我�在同
一个教会，有同一个信仰的人。ʠ舍是不ȁ种族、肤色或˝ż的。凡需要我�帮助的人，都是我�
的ʠ舍。凡被仇ð蹂ɻ打$的人，都是我�的ʠ舍。每一个属于上帝的人，都是我�的ʠ舍。 {DA

503.5}

耶Ť用善良的撒Ń利�人的故事，来描述自己和自己的使命。人已ƍ受了撒但的欺̡、$害、Î
劫、Ɏ坏，被�在路旁，任其死亡，但救主�我�可怜的景况G了慈心。

504

他放弃他的荣耀来拯救我�。他看ǩ我�将要死亡，就自愿
我�的生命ɉɌ。他医治了我�的
>$，用他的袍遮盖我�，
我�开了一个安全的避ˣ所，�自付出代价
我�安排一切。他舍
去生命救ɧ我�。他指着自己的榜ą�他的門徒Ȧ：“我ʖą吩咐你�，是要叫你�彼此相ĺ。”“我
怎ąĺ你�，你�也要怎ą相ĺ。” Ż翰福音15:17; 13:34 {DA 503.6}

律法�向耶Ť所W的ˋ˹是“我ț作什么？”耶Ť承Ǵĺ上帝和ĺ人
公的±ſ，便Ȧ：“你ʖą
做，就必得永生。”那撒Ń利�人服从了慈悲仁ĺ之心的̓使，ȇ明他是个遵行律法的人。基督吩咐
律法�Ȧ：“你去照ą做吧！”可ǩ所求于上帝儿女的，是�行而不是空ȳ。“人若Ȧ他住在主里面，
就ț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 Ż翰一�2:6 {DA 504.1}

今日的世界和耶Ť的ó代一ą，同ą需要ʖ个教Ǹ。自私和冷淡的形式主，几乎熄į了ĺ的火
焰，破坏了那使人的品格放出芬芳的美德。ǿ多承Ǵ主名的人忘ǻ了基督徒的Ɍ任是代表基督。我
�若不在家庭中、ʠ里ˎ、教会里或无ȁ什么地方，能在�˞行G上舍己
人，那么无ȁ我�口里
怎ą表白，±不能算是基督徒。 {DA 504.2}

基督很关心世人，他要我�在拯救人类的事上与他ƾ合。他Ȧ：“你�白白地得来，也要白白地舍
去。” ̎太福音10:8 罪
一切痛苦患ˣ之源，所以我�的Ɍ任是怜ĺ并帮助犯罪的人。ǿ多犯ʓʾ
ȣ的人，自ǯ羞愧、自知愚昧，渴望听到几句勉励的Ȗ。他�的眼光ŗ着自己的ʓ失和ʾȣ，被逼
到几乎ƕ望的地步。我�不可忽ǭʖ等人。如果我�是基督徒，就不£当从他�旁ʑʓ去，不£当
ɼ避那些最需要我�帮助的人。当我�看ǩ别人因患ˣ或罪³而受苦ó，万不可Ȧ，ʖ事与我无
关。 {DA 504.3}

“你�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ʓ来。” 加拉太�6:1 要藉信心和祈祷，:退仇ð的J
力；要Ȧ有信心和勇气的Ȗ，使受>$的人听了如瘀$敷上ǚ膏一般。有ǿǿ多多的人，

505

在人生的大斗争中已ƍ灰心�胆，只要有人向他�Ȧ一句仁ĺ勉励的Ȗ，就能u固他�，使他�
得ǅ。我�不可忽略用上帝所ɩ的安慰，去安慰每个受苦的人。 {DA 5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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ʖ一切都能成全律法的原<。ʖ原<在善良的撒Ń利�人的故事中，已ƍȦ明；ʖ也是在耶Ť的
生活中所ö示的。他的品格表明了律法的真，并ö明ĺʠ如己意味着什么。当上帝的儿女向一切
人表露怜¸、仁ĺ和ĺ心ó，他�就是
上天的律例的真作ǩȇ。他�ȇ明“耶和M的律法全}，
能Ǖ醒人心。” ȓ篇19:7 无ȁ何人，若在表Ņʖĺ上失Ɏ，就是破坏了他自称尊崇的律法。因
我
�向弟兄表Ņ的精神，Ȧ明我��待上帝的精神。那使我�ĺʠ舍的唯一原G力，是有上帝的ĺ在
我�心中。“人若Ȧ，‘我ĺ上帝’，却恨他的弟兄，就是ȦȶȖ的；不ĺ他所看ǩ的弟兄，怎能ĺ没
有看ǩ的上帝呢？”�ĺ的，“我�若彼此相ĺ，上帝就住在我�里面，ĺ他的心在我�里面得以完全
了。” Ż翰一�4:20, 12 {DA 505.1}

506

第五十五章 “不是眼所能见的”

本章根据：路加福音17:20-22 {DA 506.1}

有几个法利ɮ人来ˋ耶Ť，“上帝的国几ó来到？”施洗Ż翰所#“天国近了”（̎太福音3:2) 的信
息，曾像号角一般响ª全地，Ņ在已ƍ三年多。可是法利ɮ人一点也看不出天国已建立的迹象。ǿ
多拒ƕŻ翰，又步步反�耶Ť的人，在言辞之ˎ暗示，耶Ť的使命已ƍ失Ɏ。 {DA 506.2}

耶Ť回答Ȧ：“上帝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ǩ的。人也不得Ȧ：‘看哪，在ʖ里’，‘看哪，在那里’；
因
上帝的国就在你�心里。”上帝的国是在人心里开始的。不要�¦西望地�找属世的权力作
天
国来	的征象。 {DA 506.3}

他又�門徒Ȧ：“日子将到，你�巴不得看ǩ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ǩ。”上帝的国并不 有
属世虚浮的荣M，所以，只怕你�不能深刻地ǴȊ我使命的荣耀。你�没有体会到，你�Ņ在的权
利是多么大，因
在你�中ˎ有一位，虽然披戴着人性，却是世人的生命和真光。日子将到，你�
将回˭Ņ在与上帝的儿子天天同行、óó�Ȗ的天ɩ良机而恋恋不舍。 {DA 506.4}

由于自私自利和依恋世俗，

507

ʚ耶Ť的門徒也未能˳会他所要\示Ɠ他�的属灵荣耀。直到耶Ť升到父那里，圣灵降在信徒身
上之后，他�才充分˳会到救主的品德和使命。他�受了圣灵的洗之后，才感悟到：他�曾ƍ与荣
耀的主同在。当他�想起基督所Ȧ的Ȗó，他�的心开了ŧ，能明白˱言，并˳悟他所行的神迹。
基督一生奇妙的作
，一幕一幕地在他�面前展开。他�如梦初醒、恍然大悟，Ǵ明“道成了肉身住
在我�中ˎ，充充ĨĨ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也ǩʓ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Ż翰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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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基督真的已ƍ从上帝那里降到ʖ罪³的世界，来拯救�当堕落的儿女。于是，門徒�自己再不
像没看明ʖ点之前�自己看得那么重要。他�毫不V倦地反复重述耶Ť的言ȁ和作
。耶Ť的教
Ǹ，他�ʓ去不很明白，Ņ在却成了一种新的\示。圣ƍ在他�也成了一本新�。 {DA 506.5}

当門徒ā考那些
基督作ǩȇ的˱言ó，他�就得与上帝交通，并得以ǴȊ那升到天上，去完成
他在地上所着手的工作的主。他�体会到，在基督里有真知Ȋ。ʖ种知Ȋ若没有上帝的帮助，就没
有人能˳会。他�所需要的帮助，必˫来自那曾ƍ由君王、先知和人所˱言的主。那些ȁ述他品
格和工作的˱言，他�¹奇地ȫ了又ȫ，ĺ不ʣ手。他�ʓ去�圣ƍ˱言的ǴȊ是何等模糊啊！�
于
基督作ǩȇ的圣�真理˳受得何等ʛʨ啊！当他�看到耶Ť屈辱的情形，看到他作一个平凡的
人，行在人ˎó，他�ʓ去没有弄明白道成肉身和他的双重身份的奥秘。他�多么渴望能再ǩ他一
面，俯伏在他脚前！他�多么希望能再到耶Ť面前，听他Ǽ解他�所没能明白的圣ƍ啊！果能如
此，他�将要如何�心听他Ǽȁ啊！基督所Ȧ：“我ʕ有好些事要告Ȍ你�，但你�Ņ在担当不了。”
Ż翰福音16:12 ʖȖ是指着什么Ȧ的呢？他�是何等ĸ心地想明白ʖ一切啊！他�想到自己以前的
信心是那么ʃ弱，

508

Ǫ念是那么大大的ʾȣ，以致�Ņ�是那么不够了解，心里就甚$。 {DA 507.1}

上帝曾差来一个先ʼ，宣布基督的降	，b起犹太人和世人注意他的使命，Ƿ世人准}迎接他。
如今，Ż翰所宣布的那一位，在他�中ˎ已ƍ有三十多年了，而他�却没有ǴȊ到他就是上帝所差
来的。門徒心中ǯ得非常痛悔，因
他�Ƿ当ó社会上流行的不信，影响自己的思想，蒙蔽自己的
ǴȊ。ʖ黑暗世界的光，已在ʖ幽暗之中ˉˉW光，而他�竟未能Ǵ出ʖ光的来源。他�自己Ɍˋ
自己，
什么一定要作基督所Ɍ}的事呢？他�常想起与他的ȳȖ，并自怨自艾地Ȧ，我�ʓ去

什么Ƿ属世的利益，及祭司和拉比�的反�来Ì乱我�的思想，以致没有Ǵ出有一位比摩西更大的
主在我�中ˎ，有一位比所ƶ門更有智慧的主，在教�我�呢？那ó我�的耳朵真是太ʛʨ，我�
的悟性太ˊ塞了！ {DA 508.1}

多̎非伸手探入被ƶ̎士兵所刺的$痕，不肯相信。彼得曾在耶Ť受凌辱、被弃ƕ的ó候，否Ǵ
他；ʖ些惨痛的回«都TT在目。他�虽曾与耶Ť在一起，竟没有ǴȊ他，也没有敬重他。Ņ在他
�既看出自己的不信，ʖ些事在他�心中ț是如何翻ǋ啊！ {DA 508.2}

当祭司和官ˈ�ƾ合起来反�基督的門徒，把他�交Ɠ公会，下在ŕ里ó，他�反倒Č喜，“因被
算是配
ʖ名受辱。” 使徒行#5:41 他�Č喜，因
能在人和天使面前，ȇ明自己ǴȊ了基督的荣
耀，甘愿ļ牲一切来跟从他。 {DA 508.3}

世人不受圣灵的\W，就不能ǴȊ基督的荣耀，使徒的ó代如此，Ņ今也如此。上帝的真理和作

，决不是ɓĺ世俗和与罪³妥N的基督徒所能˳会的。真正跟从主的人，决不行在ɓq安逸、追
求虚荣、迎合世俗的路上。他�却力争上游，走在辛I、屈辱和受Ɍ̛的路上；站在最前列，与“那
些È政的、掌权的、管ʎʖ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³魔争Å。” 以弗所�6:11 他�像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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ó代的門徒一ą，

509

被Ņ代的祭司和法利ɮ人所ȣ会、Ɍ̛和U迫。 {DA 508.4}

上帝之国的降	，不是肉眼所能看ǩ的。上帝恩典的福音具有舍己
人的精神，永不能和属世的
精神相Nȯ。ʖ两种精神是ʥʼ相�、J不两立的。“属血气的人不˳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
愚
拙，并且不能知道，因
ʖ些事惟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哥林多前�2:14 {DA 509.1}

今日的宗教界中，有ǿ多人自以
是
建立属世的基督之国而努力。他�想要使我�的主成
Ņ
今世界万国的Ɨ治者，管理其中的法庭、6ǝ、ǹ会、�廷和商s。他�希望他藉着法律和人的权
威掌管天下。Ņ在基督本人既不在人ˎ，他�就要替他È行他的国法。基督ó代的犹太人所希望
的，也就是ʖą的一个国度。那ó，只要耶Ť愿意建立一个人ˎ的国度，�施他�所承Ǵ的上帝之
律法，并Ƿ他�解ʣ他的圣旨，È掌他的权柄，那他�就必接待他了。可是他Ȧ：“我的国不属ʖ世
界。” Ż翰福音18:36 他不接受属世的王位。 {DA 509.2}

基督在世的ó候，当局政治腐Ɏ，暴虐无道，到|都是敲ȋ勒索、偏狭ˬ固、冷酷残忍，弄得民
不聊生，怨声四起。然而，救主却未致力于社会X革之�。他既不攻:本国的弊端，也不ɆɌ国民
的公ð。他从未干˱È政掌权者的权威和行政，而是以身作<，超然于世上政治之外。ʖ并非因他
�于人类的灾š漠不关心，�是因
Ǧ救的E法不在人
的手段和外表的措施。
求有效，˫从根
治人性着手，心灵必˫重生。 {DA 509.3}

建立基督的国，不靠法院、ǹ会或立法机þ的决定，不靠世上"人的ɯ助，乃靠圣灵在人心里培
植基督的性格。“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ɩ他�权柄，作上帝的儿女。ʖ等人不是从血
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 Ż翰福音1:12, 13

510

ʖ才是提高人类的唯一原G力。人要完成ʖ˩工作所˫尽的本分，是#Ë并�践上帝的道。 {DA

509.4}

哥林多是个人口稠密、繁荣而邪³的城市，充Ĩ了邪教不可名状的罪³。使徒保ƶ在那里开始#
道óȦ：“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中ˎ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Ť基督并他ʦ十字架。” 哥林多前�2:2
他后来写信Ɠ一些受最邪³的罪行所Ɏ坏的人Ȧ：“但如今你�奉主耶Ť基督的名，并藉着我�上帝
的灵，已ƍ洗8、成圣、称了。”“我常
你�感Ⱦ我的上帝，因上帝在基督耶Ť里所ɩƓ你�的恩
惠。” 哥林多前�6:11; 1:4 {DA 510.1}

Ņ今正像基督的ó代一ą，上帝之国的工作并不在于那些力求得到世上È政者和法律的承Ǵ和支
持的人，而是靠那些奉他名把属灵真理向世人宣Ë出来的人。ʖ属灵的真理，能使接受的人有保ƶ
的ƍ̟：“我已ƍ与基督同ʦ十字架，Ņ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加拉太�
2:20 于是他�也必像保ƶ一ą，
世人的最高利益而I力。他Ȧʓ：“所以，我�作基督的使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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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上帝藉我�D你�一般。我�替基督求你�与上帝和好。” 哥林多后�5:20 {DA 510.2}

511

第五十六章 为儿童祝福

本章根据：̎太福音19:13-15； ̎可福音10:13-16； 路加福音18:15-17 {DA 511.1}

耶Ť一向是喜ĺ小孩的。他悦ƀ他�天真Ĵ漫的同情和真ȕ淳朴的ĺ心。从小孩子ž洁的口中W
出的感恩和ɯ美之声，在他听来犹如音�一般；每当他与奸ȋ虚&的人接触而感到U抑ó，ʖ些Ȗ
常使他清新愉快。救主慈祥的面容与温和仁ĺ的¯度，无ȁ在哪里，都能得到孩子�的敬ĺ和信
任。 {DA 511.2}

犹太人有个¾例，就是将小孩 到拉比面前，Ȩ拉比
他�按手祝福。但救主的門徒Ǵ
，他�
夫子的工作太重要，不能受ʖ种打è。所以每当母�� 小孩子来ǩ耶Ťó，他�就不高兴。他�
ǯ得ʖ些孩子太小，即使ǩ了耶Ť也没什么益|，因此，就以
耶Ť也不会高兴看到他�的。殊不
知，耶Ť所不喜Č的，正是ʖą想当然的門徒自己。那些想要按着上帝的道教养儿女的母�，她�
的挂Ǣ和ɉ担，救主是深深知道的。他已听ǩ了她�的祈祷，是耶Ť自己把她�吸引到跟前来的。
{DA 511.3}

有个母�˳着孩子从家里出来找耶Ť。她在路上将ʖ事告Ȍ一个ʠ居，那ʠ居也想Ȩ耶Ť
她的
孩子祝福。于是便有好些作母�的，都 着自己的小孩来了。其中有几个孩子已ƍʓ了孩提，

512

而ʗ到童年和少年的ó期。母��Ǽ述着她�的愿望，ö得畏畏ƳƳ、眼里含着泪花，耶Ť很同
情地听着。但他想先看看門徒会怎ą�待她�。当他ǩ他�要打Wʖ些母�走开，以
ʖą做是在
体ɚ他的ó候，耶Ť便指出他�的ʾȣ，Ȧ：“Ƿ小孩子到我ʖ里来，不要禁止他�，因
在天国
的，正是ʖą的人。”于是他将孩子�抱在®中，按手在他�~上，并ɩƓ他�所求的福气。 {DA

511.4}

ʖ些母��大得安慰，她�回到家里，从基督的Ȗ中得了力量和福气。基督的Ȗ，激励着她�®
着新的喜悦，担ɉ起生活的担子，Ĩ®信心地
儿女操I。今天作母�的，也当抱着ʖ同ą的信心
来˳受耶Ť的Ȗ。今天基督仍与从前在世
人ó一ą，是个人的救主。他今天�作母�的，仍是一
位真正的帮助者，与当ó在犹太地聚集小孩子在®中ó一ą。今天我�ʖ里的孩子，正如古ó的孩
子一ą，都是他用宝血�来的。 {DA 512.1}

耶Ť知道每一位母�心中的重担。他自己有一个在ɔ寒和Ŧ乏之中Û扎的母�，所以他能同情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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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I苦的母�。他曾
解除一个迦南�人心中的Ǣ，而ˈ途跋涉，如今也必同ą帮助所有作母
�的人。他使拿因寡�的独生儿子从死里复活，回到她的身ʑ。而且在十字架上身受惨痛ó，仍º
念着自己的母�。所以，今日他也必同情作母�的$。在每一次$ó，他都能Ɠ予安慰，在每
˩需要中，他都能Ɠ你帮助。 {DA 512.2}

作母�的尽可以 她�的ˣ|到耶Ť面前来。她�必能得恩典来帮助她�教养儿女。凡愿把自己
的重担卸在救主脚前的母�，恩典的門±是
她�敞开的。救主Ȧʓ：“Ƿ小孩子到我ʖ里来，不要
禁止他�。”Ņ在，他仍Č迎母��˳着儿女到他面前来，Ƿ他
他�祝福。即使是母�®里的�
儿，也能因ó常祈祷的母�的信心，而住在全能者的恩佑之下。施洗Ż翰从出生ó就被圣灵充Ĩ。
我�若在生活中常与上帝相交，也可指望圣灵很早就塑造我�的孩子。 {DA 512.3}

耶Ť在那些被˳到他跟前的儿童身上，看到一群将来要承受他的恩典，作他国中子民的儿女；而
且，其中有一些将要
他慷慨就，以身殉道。

513

514

515

他知道ʖ些儿童，比那些成年人更容易听从他的教Ǹ，接受他
他�的救ɧ主；因
那些成年人
之中，有ǿ多是老于世故而心地=硬的。耶Ť在他的教Ǹ中，常把自己降到小孩子的地位。ʖ位天
上的主宰，并没有ʅ看小孩子的ˋ˹而不答复他�。他将自己重要的教Ǹ加以ű化，以适£他�幼
稚的理解力。他将真理的种子撒在他�的心田，ʖ些种子日后必W芽生ˈ，Ɛ出永生的果子。 {DA

512.4}

儿童�福音的教Ǹ最
敏感，古今莫不如此。他�的心易受神圣的感化，能牢ǻ所˳受的教Ǹ。
儿童也能作基督徒，并享有与其年̳相称的宗教ƍ̟。他�在属灵的事上，需受教育，所以作父母
的，£当Ɠ他�各ą的机会，使他�能照基督品德的模范，造就自己的品格。 {DA 515.1}


父母的£看自己的儿女
上帝家中的幼小成^，是上帝委托他�教养的。我�当把自己从基督
身上学来的教Ǹ，按着儿女的幼稚理解力所能˳受的程度，#Ɠ他�，并将天国道理的!美，逐ĥ
向他�Ǽ明。ʖą，基督徒的家庭，便会成
一所学校，在那里有父母担任助教，而基督自己是主
任教�。 {DA 515.2}

当我�使子女悔改ó，不可以
他�必˫有激G的情ƛ，才算是ǯ悟到自己的罪，也没有必要知
道他�悔改的准确óˎ。要教�他�，把自己的罪 到耶Ť面前，求他赦免。相信他能赦免并悦ƀ
他�，正如他在世ó悦ƀ那些小孩子一ą。 {DA 515.3}

当母�教�子女因ĺ她而˪从她ó，ʖ就Ɠ儿女上了基督徒生活的第一Ȭ。母�的ĺ�儿女所代
表的，就是基督的ĺ；小孩子信ɫ、˪从母�，就是在学�信ɫ救主，˪从主的功Ȭ。 {DA 515.4}

耶Ť是儿童的模范，也是父��的榜ą。他ȦȖ像有权柄的人，他的Ȗ 有能力；可是在他与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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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暴之人的交˞中，却从来没Ȧʓ一句无情或无礼的Ȗ。基督的恩典在人心里，会Ɠ人一种由天
而来的尊�和�¯大方的感ǯ。它必ʃ化�厉的人，̑服一切卑劣无情的人。它必引�父母�看自
己的儿女
ƿ明理智的人，父母�愿意别人怎ą待自己，就ț怎ą�待自己的儿女。 {DA 515.5}

516

作父母的啊！你�在教养儿女的事上，要研究上帝在自然界中所ɩ的教Ǹ。如果你栽培一棵石
竹、一株玫瑰或一盆百合，Ȓˋ，你会怎么做呢？你会去Ȩ教园丁，ˋ他用什么方法使枝叶茂盛、
美Ǫ、匀称、惹人喜ĺ的。他会告Ȍ你，ʖ不是毛手毛脚、碰碰撞撞的操作所能E到的，因
ʖą
只会弄$那些柔嫩的枝条。他±是悉心料理，从来不会疏忽的。他用水滋ġ泥土，保Ï那正在生ˈ
的枝干免受暴˾的吹打或烈日的曝晒，然后上帝才使它�生ˈ茂盛，开出可ĺ的花朵。你��待儿
女，要效法园丁的方法。要用柔和的G作、慈ĺ的Í育、照着基督品德的ą式来陶冶他�的品格。
{DA 516.1}

你�要鼓励儿女表Ņ出ĺ上帝和彼此相ĺ的心。世ˎ之所以有ʖ么多心ǁ=硬的人，就是因
真
ĺ已被人ǭ
懦弱，并加以抑制和Ż束了。ʖ些人所有!秀的本ɑ，从小就受抑制，若没有上帝慈
ĺ的光融化他�冷酷无情的私心，他�的幸福就必永ʘ遭受摧残。如果我�希望自己的儿女具有耶
Ť的慈ĺ精神和天使向我�所表示的同情，我�就必˫鼓励儿女�慷慨和仁ĺ的G机。 {DA 516.2}

要教�儿童从自然界里ǴȊ基督。 他�到郊外的野地里去，在魁梧的大Ą下和̪ȡ花香的园囿
里，教�他�在上帝>造的一切奇妙作
中，看出他所表露的慈ĺ。教�他�明白，上帝制定的管
理一切生物的定律；教�他�上帝也
我�定了律法，而且ʖ些律法都是
我�的快�和幸福而定
的。

517

不要用ˈ的祈祷和Ķ絮的ǸȖ使他�感到疲倦，乃要用自然界的�例来教�他�˪从上帝的律
法。 {DA 516.3}

你若能使儿女信任你
基督徒，就不ˣ向他�ǼȦ基督ĺ我�的大ĺ了。当你向儿童Ǽ解救恩的
真理，并向他�指出基督是他�个人的救主ó，就必有天使来帮助你。主必ɩ恩典Ɠʖą作父母的
人，使他�能将伯利恒圣�的故事，生G地ǼƓ小孩子�听。ʖ圣�的确是全世界的希望。 {DA 517.1}

耶Ť吩咐門徒不要禁止小孩子到他ʖ里来，ʖȖ是�各世代的信徒教会的ƽ^、牧�、È事和一
切基督徒Ǽ的。耶Ť正在吸引孩子�¨向他，吩咐我�Ȧ：Ƿ他�来。ʖ好似在Ȧ，你�若不Õ
阻，他�是会来的。 {DA 517.2}

不要Ƿ你那非基督化的性格ȣ表耶Ť。不要因你那种冷酷的面孔、ʯ石的心ǁ，阻止小孩子到耶
Ť面前来。切不可使孩子�感ǯ，天国里若有你在，那�他�就不是个幸福的地方。不要把宗教Ȧ
成是小孩子所不能明白的事，或者在行G上使他�ǯ得你不希望他�在幼年ó接受基督。不要Ɠ他
�一个ʾȣ的印象，以
基督的宗教是个消极的宗教，以
到救主面前来就必˫放弃一切使人生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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Ĩ�趣的事。 {DA 517.3}

当圣灵在小孩子心中ʔ行ó，你F要与圣灵合作。孩子�知道主在呼召他�，而且主最喜Č人在
青春ó期就献身Ɠ他。 {DA 517.4}

救主�他用自己宝血�来的人，有无限的慈ĺ。他�是他的ĺ心的˳地。他以Ȧ不出道不尽的ĸ
望看˭他�。他不但ĺ那些安分的孩子，而且也ĺ那些生性不听Ȗ的孩子。ǿ多作父母的，不明白
他��ʖ些倔强的孩子£ɉ多大Ɍ任。他�自己曾使孩子养成那种性情，却没有用ĺ心和智慧来改
正他�的ʓ失。但耶Ť却怜ĺʖ些孩子，因
他明白他�W展到ʖ一步的原因。 {DA 517.5}

基督的工人要作他的代表，来吸引ʖ些孩子¨向救主。他�要用智慧和机智来ɲ得儿童的心，使
他�心中生出勇气和希望来；并靠基督的恩典，使他�在品格上W生X化，好Ƿ耶Ť能指着他�
Ȧ：“在天国的，正是ʖą的人。” {DA 517.6}

518

第五十七章 “你还缺少一件”

本章根据：̎太福音19:16-22； ̎可福音10:17-22；路加福音18:18-23 {DA 518.1}

“耶Ť出来行路的ó候，有一个人跑ʓ来，跪在他面前，ˋ他Ȧ：‘良善的夫子，我当作什么事，
才可以承受永生？’” {DA 518.2}

提ʖˋ˹的青年是个官ˈ，家道富裕，身居ö要。他看到基督�那到他面前来的小孩所表示的
ĺ，又看ǩ他很慈ĺ地�待他�，将他�抱在®里，就生出了ĺ主的心，愿意作他的門徒。于是，
在基督走ó，便追上去跪在他脚前，忠ȕ²切地提出了ʖ个与各人的灵性都有重大关系的ˋ˹，
Ȧ：“良善的夫子，我当作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DA 518.3}

耶Ť回答Ȧ：“你
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上帝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耶Ť要Ȓ̟ʖ官ˈ
的ȕ意，看他根据什么Ȧ耶Ť是良善的，看他Ǵ不ǴȊ跟他ȦȖ的就是上帝的儿子？他心中的真情
�意究竟是什么？ {DA 518.4}

ʖ官ˈ虽然�自己的德行自信很高，不ǯ得自己有什么缺点。但他ʕ不完全Ĩ意，±ǯ得ʕ缺少
点什么。能不能Ƿ耶Ť也像
孩子�祝福那ą，来Ĩ足他心灵的需要呢？ {DA 518.5}

耶Ť回答Ȧ，若要得永生，就必˫遵守上帝的ȟ命，且引ȇ了几条有关人与人之ˎ本分的ȟ命，
作
Ȧ明。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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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官ˈ的回答是肯定的，Ȧ：“ʖ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ʕ缺少什么呢？” {DA 518.6}

基督望着ʖ青年人的ǉ，仿佛在ć˕他的一生，考察他的品格。基督ĺ他，渴望把那足以根本改
X他品性的平安、恩典和喜�都ɩƓ他。他Ȧ：“你ʕ缺少一件，去XP你所有的分ƓŦ人，就必有
ɋ宝在天上，你ʕ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 {DA 519.1}

基督喜ĺʖ个青年，知道他Ȧ “ʖ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的Ȗ是出于ȕ意的。救主很想造就他的Ȋ
别力，使他能看出自己需要有全心奉献的精神和基督化的善良品德。基督渴望在他里面看到一˸Ɂ
虚和痛悔的心，能ǯ悟到必˫将至高的ĺ¨Ɠ上帝，并将心灵的缺欠藏在基督的完善里。 {DA 519.2}

若是ʖ个官ˈ肯在救人的工作上与耶Ť合作，他就能成
耶Ť及ó的助手。如果他肯接受基督的
˳�，他就必能WÝ引人向善的力量。ʖ位官ˈ很可以有力地代表基督，因
他具有多方面的ɤ
格；他若能与基督ƾ合，便可在人群之中成
一股神圣的力量。基督看出他的品ɑ，就ĺ他。同ó
ʖ官ˈ也�基督生出了敬ĺ的心，因
ĺ能b起ĺ。耶Ť切望看到他成
同工，使他能像自己一ą
成
一面反照上帝形象的˅子。他极愿培养他良好品格，使之成圣，供主使用。如果ʖ官ˈ献身基
督，就能在基督神圣的气氛中ĥĥ成ˈ。他若作出ʖą的抉×，他的前途将是何等的不同啊！ {DA

519.3}

耶ŤȦ：“你ʕ缺少一件。”“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XP你所有的，分ƓŦ人，就必有ɋ宝在天
上，你ʕ要来跟从我。”基督洞悉ʖ位官ˈ的内心。他只缺少一件，而ʖ一件又是必不可少的。他心
灵深|缺少上帝的ĺ，ʖ一缺少若不Ǧ足，必成
致命的弱点，他的全身也必朽坏。若放Ɓ私欲，
自私的心将更ɳˬ固。若要˳受到上帝的ĺ，必˫放弃�ĺ自己的心。 {DA 519.4}

基督Ɠʖ人一个Ȓ̟，叫他在天上的ɋ宝与地上的尊ɛ之ˎ作出抉×。若跟从基督，天上的ɋ宝
是肯定的。但必˫把自我放下；他的意志必˫交由基督管理。基督已把至高上帝的圣洁，

520

é在ʖ个青年官ˈ面前了。他有权作上帝的儿子，有权与基督同作后嗣，承受天上的ɋ宝。只是
他必˫背起十字架，必˫在克己的路上跟从救主。 {DA 519.5}

基督�ʖ个官ˈ所Ȧ的Ȗ，�˞就是邀Ȩ他，在“今日就可以ʜ×所要侍奉的。” Ż��ǻ24:15
ʜ×权留Ɠ了他自己，耶Ť巴不得他能悔改。他已指出了他品格上的病根，而且当ʖ青年权衡斟酌
ó，耶Ť的内心所/注的是多么深切的关®啊！如果他决定跟从基督，就必˫在每件事上都听他的
Ȗ，必˫放弃自己野心勃勃的ǲ划。基督是存着何等²切的ĸ望和̂渴的心愿，望着ʖ青年，希望
他能响£上帝圣灵的邀Ȩ啊！ {DA 520.1}

基督所提出的，是ʖ官ˈ培植基督化品格的唯一条件。他的Ȗ虽然ö得�格苛刻，却是智慧良
言。ʖ位官ˈ得救的唯一希望在于接受ʖȖ，并�行出来。他的地位和ɋ富�他的品格有着微妙的
ˡ³影响。ˈ此下去，他必ĺ名利ʓ于ĺ上帝。他所保留而不愿交Ɠ上帝的，无ȁ多少，都足以削
弱他的道德力和效能。因
人若ĺ世界上的事，无ȁʖ些事是多么渺小无聊，Ɗ必使人全然陷入其
中。 {DA 5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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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官ˈ当即看明基督的Ȗ所包含的一切，就X得愁不安。如果他能Ǵ清当ó提供Ɠ他的恩ɩ的
价.，他就会立即加入信徒的行列，作个跟从基督的人。然而他是犹太人所尊敬的ǹ^，撒但又在
用未来的幻想Ȥ惑他。他想要天上的ɋ宝，但也想要金ʭ所Ɠ他的今世的利益。他极愿得永生，却

ʖ条件而惋惜，不肯作出ļ牲，似乎永生的代价太高。他愁地走了，“因
他的��很多”。 {DA

520.3}

他Ȧ自己已ƍ遵守上帝的律法，ʖ是欺人之ȳ。他表明ɋ富是他的偶像；他既以ĺ世界
第一，
就不可能守好上帝的ȟ命。他ĺ上帝的恩ɩʓ于ĺɩ恩的上帝。基督曾Ɠʖ青年机会作他的同伴，
�他Ȧ：“来跟从我。”可是在他看来，救主不如他在人ˎ的名誉或��。要他放弃地上看得ǩ的ɋ
富，去追求天上看不ǩ的ɋ宝，他ǯ得太冒ˡ了。于是，他拒ƕ所提供Ɠ他的永生，Ëˈ而去。此
后，ʖ世界便永ʘ是他所崇拜的了。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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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有千万的人正在受着ʖ种考̟，将基督与世界权衡ʅ重；Ɛ果ǿ多人ʜ×了世界。他�也像
那年ʅ的官ˈ一ą，ʀ身离开救主，心里Ȧ：“我不要ʖ个人作我的˳袖。” {DA 520.4}

基督同ʖ青年人的事，是Ɠ我�上的一堂Ȭ。上帝所定的行事
人的ǫ<，是他每个仆人所必˫
遵守的。ʖǫ<就是˪从他的律法，不�是条文上的˪从，而是深入到Ņ�生活中，在品格上表Ņ
出来的。上帝
一切想在他国中作子民的人，�自Ą立了一个品德Ă准。惟有愿意与基督同工，愿
意Ȧ：“主啊，我和我一切所有都属于你”的人，才会被承Ǵ
上帝的子女。人人都当考Ǣ，一方面羡
慕天国，一方面又不愿遵守ʗ天国的条件，最Ɗ的Ɛ果是什么。要想一想，拒ƕ基督的邀Ȩ意味着
什么。那官ˈ曾Ȧ，“不，我不能把一切都Ɠ你。”我�也要ʖąȦ[？救主愿意和我�分担上帝所交
托我�的工作，他建ǹ把上帝所ɩ的ʭɋ，用在世上推ʗ上帝的圣工上。惟有如此，他才能拯救我
�。 {DA 523.1}

那官ˈ的ɋ�是上帝托付Ɠ他的，Ƿ他ö明他是个忠心的管家，他当用那些ɋ物
Ŧ人造福。照
ą，上帝今日也将金ʭ、才干和机会托付Ɠ人，叫他�作他的代表，去帮助ɔŦ和困苦的人。人按
上帝的旨意去使用所受托的恩ɩ，就可成
救主的同工，必能引人¨向基督，因
他是基督品德的
代表。 {DA 523.2}

�于身居高位、富有ɋ�，也象那青年官ˈ一ą的人，若要他�放弃一切来跟从基督，似乎是ļ
牲太大了。殊不知，凡要作基督門徒的，都必˫以此
行事
人的准<。除了˪服之外，其它一概
不蒙悦ƀ。献身乃是基督教Ǹ的精意，ʖ教Ǹ往往是以命令式的ȡ气W出的。因
若不将那些藏在
心里、足以腐化整个身心的事物ò断，就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使人得救。 {DA 523.3}

当跟从基督的人将属上帝的ɋ物ʕƓ他ó，他�就是Ţïɋ宝在天上。将来ʖ些ɋ宝仍必ʕ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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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ó，他�必听ǩ有Ȗ�他�Ȧ：“好，你ʖ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ʗ来享受你主人的
快�。”“他因那é在前面的喜�，就ʅ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ˣ，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ʑ。” ̎
太福音25:22-23；希伯来�12:2 救主Ȧ：“来跟从我”。凡跟从他脚踪而行的，必得Ð0ʖÐ0就是
因ǩ别人蒙ɧ，永ʘ得救而生的喜�。 {DA 523.4}

524

第五十八章 “拉撒路出来！”

本章根据：路加福音10:38-42； Ż翰福音11:1-44 {DA 524.1}

伯大尼的拉撒路是基督最忠�的門徒之一。自从初次遇ǩ基督之后，他就�基督有u固的信心；
他深ĺ基督，救主也十分眷ĺ他，那个最大的神迹就是
他行的。救主向来ɩ福Ɠ一切求他帮助的
人，他ĺ全世界的人类，但也与某些人有特别�密的来往。他的心与伯大尼的ʖ一家深相契合，而
且
他�家里的一位施行了最奇妙的作
。 {DA 524.2}

耶Ť常在拉撒路家中休息。救主自己没有家，所以全靠朋友和門徒的款待。往往在疲乏困倦ó，
或
了加深人ˎ交ȴ，他就喜Č到ʖ宁静的人家，ʘ避那些横眉怒目的法利ɮ人的猜疑和嫉妒。在
ʖ里他得到真ȕ的Č迎和ž洁圣善的友ȴ。在ʖ里他能űO明了、自由自在地ȦȖ，知道ʖ一家人
能理解，也会将他的Ȗ存在心里。 {DA 524.3}

我�的救主很喜ĺ安静的家庭和兴趣ğ厚的听道人。他渴望人ˎ的温暖、礼貌和友情，他随ó都
�意ǼȦ天上的教Ǹ。凡接受的人，无不大蒙救主的ɩ福。当 人跟着基督ƍʓ田野ó，

525

他向他�Ǽ解自然界的美。他要打开他�的心眼，使他�看出上帝大能的手是如何托着万有的。

要引人尊重上帝的良善和慈ĺ起ǩ，他使听 注意到那降Ɠ好人也降Ɠ歹人的甘露、ó雨和明媚
的阳光。他希望人�能更充分地ǴȊ到上帝是如何重ǭ他所造的人类。但是因
听 太ʛʨ了，基
督只有在伯大尼的ʖ一家才能得到休息，避开公 生活中ŷ¦的�抗。ʖ里，他就向几个能˳悟真
理的听 打开上天的宝卷，以私下ȳ心的方式，向他�Ǽ解他未曾向ý凑的群 Ǽʓ的道理。而且
�朋友，他无˫用比i。 {DA 524.4}

每当基督Ǽ述他奇妙的教Ǹó，̎利�±是坐在脚前恭敬虔ȕ地听Ǽ。有一次，̎大因
作̃心
ƛ忙乱，就到基督面前Ȧ：“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Ȩ吩咐她来帮助我。
”ʖ是基督第一次到伯大尼ó的事。那ó，救主和他的門徒才从耶利哥ˈ途跋涉，步行而来。̎大忙
着招待他�，所以心里慌乱。她因思ǢĶÌ，忽略了�客人£有的礼貌。耶Ť用温柔和忍耐的Ȗ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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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Ȧ：“̎大，̎大！你
ǿ多的事思ǢĶÌ，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利�已ƍʜ×那上好的福
分，是不能�去的。”̎利�把救主口里出来的金玉之言存ǻ在心，主的Ȗ�她比地上最.ʭ的珠宝
更ɛ重。 {DA 525.1}

̎大所不可少的“一件”就是安Ȝ虔ȕ的精神，一种�关乎将来不朽之生命的知Ȋ，和灵程ˈʗ所
必需的恩典的更
深邃的思Ǣ。她£少
úó的事考Ǣ，多
永恒的事焦急。耶Ť教�他的儿女必
˫利用每一机会来Ǜ得真知Ȋ，使他�能有得救的智慧。基督的圣工固然需要�慎Ţ极的工人；广
大的工作园地，正需要像̎大ʖąĸ心从事宗教活G的人；但是，他�F要先同̎利�一起坐在耶
Ť脚前；F要藉基督的恩典使他�的殷勤、敏捷和魄力成圣；然后他�的人生才能成
一股不可征
服的向善的力量。 {DA 525.2}

有一天，不幸	到了ʖ个耶Ť常去休息的安静之家。拉撒路病倒了，他的两个姐姐差人去ǩ救
主，�他Ȧ：

526

“主啊，你所ĺ的人病了”。她�ǩ兄弟的病情非常�重，但也知道基督有医治一切疾病的能力，
而且相信他必同情她�的遭遇。所以她�没有急急²求耶Ť立刻前来，只是差人告Ȍ他Ȧ：“你所ĺ
的人病了。”她�Ǵ
耶Ť听ǩʖ消息，一定会立即赶到伯大尼来看她�的。 {DA 525.3}

两姊妹焦急地等着耶Ť的回音。只要兄弟一息尚存，她�±是祈祷着，守候着耶Ť到来。送信人
回来了，耶Ť却没有同来，只 来一句Ȗ，Ȧ：“ʖ病不至于死，”所以她�u持着拉撒路不会死的希
望。在病人几乎失去知ǯó，她�ʕʅʅ�他Ȧ着希望和鼓励的Ȗ。当拉撒路断气ó，她�大失所
望。然而她�±ǯ得有基督的恩典在扶持着她�，所以�救主没有半点Ɍ怪的意思。 {DA 526.1}

当救主得到消息ó，門徒Ǵ
他的¯度ʓ于冷淡，因他没表示他�Ǵ
他£表示的$心。他只望
着他�Ȧ：“ʖ病不至于死，乃是
上帝的荣耀，叫上帝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此后他在所住的地方又
停了两天，ʖ次耽ç更使門徒莫名其妙。他�想，他若去了，那不幸的一家ț得到何等的安慰啊！
耶Ť�伯大尼ʖ家人的感情，門徒是熟悉的；所以他听了那不幸的消息，“你所ĺ的人病了”ó，没大
反£，ʖ使門徒感到奇怪。 {DA 526.2}

在那两天里，基督似乎完全没把拉撒路的病放在心上，因
他再没有ȳ起ʖ事。于是，門徒想到
耶Ť的先ʼ施洗Ż翰。他�不明白，耶Ť既有能力行奇事，
什么ʕǷŻ翰在ŕł里受苦，Ƿ他最
后惨遭不幸呢？基督既有那么大的能力，
何不救Ż翰的性命呢？法利ɮ人也常Wʖą的ˋ˹，把
它作
一个ʐ̔的ȁ据，来攻:基督自称是上帝的儿子的Ȧ法。救主也曾警告門徒Ȧ，他�将来会
遭遇种种考̟、ß失和逼迫；在他�遭到考̟ó，他是否也要撇下他�呢？有几个門徒竟®疑到：
或ǿ他�ʾǴ了他的使命吧。±之，他�心里都甚
不安。 {DA 526.3}

ʓ了两天，耶Ť�門徒Ȧ：“我�再往犹太去吧！”門徒不明白耶Ť既要到犹太去，
什么要先等
上两天。但ʖó他�心中的最大ˋ˹，



4/7/13 7:52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265 of 429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36&start_paragrap…003633895&finish_paragraph=1003637983&references=1&pagebreaks=1

527

倒是基督和他�自己的安全。在他�看来，耶Ť所要走的路J必遇到危ˡ。于是Ȧ：“拉比，犹太
人近来要拿石~打你，你ʕ往那里去[？”耶Ť回答Ȧ：“白日不是有十二小ó[？”我是受父引�
的，只要我遵行他的旨意，我的生命±是安全的。我白天的十二小óʕ没ʓ去。我虽已到最后的ó
刻，但只要白天尚未ʓ去，我±是安全的。 {DA 526.4}

耶Ť又Ȧ：“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至跌倒，因
看ǩʖ世上的光。”凡遵行上帝旨意，走在他所指
定的道路上的人，是决不会跌倒的。上帝引�人的圣灵之光，必使他清楚地ǴȊ自己的Ɍ任，使他
步履安Ȝ，直到工作完成。但是“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
他没有光。”人若随从自己的意思走
上帝所没有叫他走的路，就必跌倒。�ʖą的人，白日要X
黑夜，他无ȁ在什么地方也是不安全
的。 {DA 527.1}

耶ŤȦ了ʖȖ，随后�他�Ȧ：“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我�的朋友拉撒路睡
了，”ʖ句Ȗ多么G人，多么富有情感！門徒一心º着他�的夫子到耶路撒冷去将遭遇的危ˡ，几乎
把伯大尼那居�的一家人Ɠ忘了。但基督并没忘ǻ，于是門徒自ǯ受了Ɍ}。他�起先因耶Ť听ǩ
消息之后，没立刻前去而感到失望，甚至®疑耶Ť�拉撒路和他的姊妹的感情，不如他�所想象的
那么深；否<他一定会和那送信人一同赶去的。但耶ŤʖóȦ“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在他�心中
引起了正确的看法，他�确知基督并没有忘ǻ他遭ˣ的朋友。 {DA 527.2}

“門徒Ȧ：‘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ŤʖȖ是指着他死Ȧ的，他�却以
是Ȧ照常睡了。
”耶Ť向信他的儿女ȦȖó，常用睡ǯ来代表死。他�的生命是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的，凡死了
的人，都是在他里面睡了，直睡到号筒末次吹响的ó候。 {DA 527.3}

耶Ť就明明地告Ȍ他�Ȧ：“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Č喜，ʖ是
你�的ƪ故，好叫你�相
信。如今我�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多̎Ǵ
他的夫子若往犹太去，±不免一死，但他鼓着勇气，�
其他門徒Ȧ：“我�也去和他同死吧。”他知道犹太人�基督的仇恨。

528

犹太人一心要ȵ害他，尚未得逞，因
耶Ť的ó候ʕ没有到。在ʖó期里，耶Ť有天使的保Ï；
所以即使在犹太境内，那些拉比虽qȵ捉拿并ü害他，但ʕ是害不到他。 {DA 527.4}

基督Ȧ：“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Č喜。……”門徒听了十分ȝ异。ˣ道救主是故意不到他
遭ˣ的朋友家里去[？̎利�、̎大和那垂死的拉撒路，似乎被�在一旁，无人理睬。其�他�不
是孤独的，他�的ƍʓ情形基督都看ǩ了。而且在拉撒路死后，两个$心的姐姐是在他的恩典的扶
持之下。耶Ť�眼看到̎大和̎利�，在她�的兄弟与死亡ʖ个Hð搏斗ó的$心惨痛。当他�門
徒Ȧ：“拉撒路死了”ʖ句Ȗó，心里曾深深感ǯ到那C烈的痛苦。但基督想到的，不�是他在伯大尼
所ĺ的朋友，ʕ要考Ǣ到Ɠ門徒的教育。他�将要在世上作他的代表，使天父的̰恩得以普施世
人。
了他�的ƪ故，他Ƿ拉撒路死去。假如他先医好了拉撒路，那么，那足以ȇ明他神性的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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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能�施了。 {DA 528.1}

当ó耶Ť若在拉撒路的病房里，拉撒路就不至于死，因
撒但不能ǅʓ他。在ɩ生命的主面前，
死亡不能向拉撒路侵Ǩ。所以基督没有到s。他先强忍了仇ð的淫威，然后再把他打退，使他一Ɏ
涂地。他Ƿ拉撒路落在死亡的权下，Ƿ那两个$心的姐姐看着自己的兄弟被葬在坟墓里。基督知
道，在她�望着自己兄弟的ʟ容ó，她��救ɧ主的信心要受到极大的考̟。但他知道，ƍʓʖ次
考̟，她�的信心必更
u强有力。他�所ƍT的痛苦，基督都默默地承受了。他的ĺ心并不因ʖ
次的耽ç而稍减，他知道，
了她�，
了拉撒路，
了他自己和門徒，他将要得到一次ǅ利。 {DA

528.2}

“ʖ是
你�的ƪ故，好叫你�相信。”�一切伸手求上帝指引的人，最感灰心�胆之ó，正是离
上帝的帮助最近之˞。他�必将存感激的心情，回˭自己行程最黑暗的一段。“主知道搭救敬虔的
人”（彼得后�2:9），他必藉他�更u强的信心和更丰富的ƍ̟，把門徒从每次的Ȓ探和考̟之中救
出来。 {DA 528.3}

529

基督所以延ʛ到拉撒路那里去，另有一个恩慈的目的：他考Ǣ到那些ʕ没有接受他的人。他的耽
ç是
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藉此Ɠ他那ˬ梗不信的子民一个凭据，ȇ明他确是“复活和生命”的主。
�那些子民，就是以色列家可怜迷失的羊，他不忍放弃最后的希望。他�的死不悔改，几乎使他心
都碎了。他Ĩ®慈悲，决心再Ɠ他�一个凭据，使他�知道他是复兴万事的主，是唯一“将不能坏的
生命彰ö出来”的那一位。ʖȇ据是祭司�所无法歪曲的。ʖ就是基督推ʛ到伯大尼去的原因。ʖ叫
拉撒路复活的最大的神迹，将要作
上帝承Ǵ他的工作、神性和身份的ȇ据。 {DA 529.1}

耶Ť往伯大尼去，一路常帮助Ŧ苦和患病的人。既到了伯大尼，就打W人去通知那两个姊妹。基
督没有立ó到她�家里去，却等在路旁一|僻静的地方。犹太人在�友死后大E�事的˾俗，是与
基督的精神水火不相容的。他既听ǩ那些雇来�哀者的号d声，就不愿在那种乱ý的s合中与那两
姊妹ǩ面。在吊�的人中，有的是拉撒路的�戚，有的是在耶路撒冷身居ö要，内中ʕ有几个是基
督的死ð。基督知道他�居心不良，所以没有立刻Ƿ人知道他的到来。 {DA 529.2}

Ð信的人把耶Ť来到的消息悄悄地告Ȍ̎大，房子里其余的人都没听ǩ。̎利�只˭哀痛，也没
听ǩ。̎大立刻起身，̎利�以
她是到拉撒路坟上去，所以仍悲$地坐着没作声。 {DA 529.3}

̎大急忙去ǩ耶Ť，内心矛盾重重，起伏不定。从耶Ť富于表情的面容上，她看到了他素有的温
柔和慈ĺ。̎大�他的信任依然如故，心里却想着自己�ĺ的兄弟，就是耶Ť所ĺ的。因基督没早
点来，̎大心中涌起无限的悲痛；但她仍希望能从他得到点安慰。她Ȧ：“主啊，你若是早在ʖ里，
我兄弟必不死。”ʖ是两姊妹在 人的哀´喧嚷之óȦ了又Ȧ的一句Ȗ。 {DA 529.4}

耶Ť以人的同情和上帝的慈怜望着̎大愁憔悴的ǉ。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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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无心ȳʓ去的事，一切都在“主啊，你若早在ʖ里，我兄弟必不死。”ʖ句凄惨的Ȗ里了。但
她望着那慈祥的面容，接着Ȧ：“就是Ņ在，我也知道，你无ȁ向上帝求什么，上帝也必ɩƓ你。”
{DA 529.5}

耶Ť鼓励她的信心，Ȧ：“你兄弟必然复活。”耶ŤʖȖ的意思并没Ɠ人有立即�Ņ的希望。他使
̎大的思想越ʓ她兄弟Ņ在复活，而注意到将来人的复活。他ʖą行，是要叫她看出，拉撒路的
复活是一切死了的人复活的保ȇ，并且Ƿ她知道救主确有成就ʖ事的大能。 {DA 530.1}

̎大回答道：“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ó候，他必复活。” {DA 530.2}

耶Ť仍要指示她信仰的正确方向，就Ȧ：“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在基督里有生命，ʖ生命是
他自己本来就有的，不是借的，也不是派生出来的。“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 Ż翰一�5:12 基
督的神性，就是信徒得永生的保障，耶ŤȦ：“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
永ʘ不死，你信ʖȖ[？”在ʖ里基督展望到他复	ó：死了的人必复活，成
不朽坏的，活着的
人要X化升天，不�死味。基督将要行的使拉撒路复活的神迹，就是用来表Ņ一切死了的人之
复活的。他在言ȡ和作
上宣布自己是复活的>始者。他自己虽然不久就要死在十字架上，但他手
里却拿着死亡的ʪ匙，并要以得ǅ坟墓者的身份，行使他ɩ人永生的权柄和能力。 {DA 530.3}

耶Ťˋ：“你信ʖȖ[？”̎大回答Ȧ：“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就是那要	
到世界的。”她虽然没有完全˳悟基督Ȗ里的全部意思，但承Ǵ自己�他的神性有信心，并且相信他
能作成他所喜Č作的一切的事。 {DA 530.4}

“̎大Ȧ了ʖȖ，就回去暗暗地叫她妹子̎利�Ȧ：‘夫子来了，叫你。’”她悄悄地把ʖ消息告Ȍ了
̎利�，因
祭司和官ˈ�随ó都在准}捉拿耶Ť。 人的哭声把她的声音U住了，没人听到。 {DA

530.5}

531

532

533

̎利�听了ʖȖ，ʚ忙起来，ǉ上 着焦急的神色，离开了房子。吊�的人以
她要往坟墓那里
去哭，就跟着她。̎利�一到耶Ť身ʑ，就俯伏在他脚前，˽微微地Ȧ：“主啊，你若早在ʖ里，我
兄弟必不死。”吊�的哭声使她感到痛苦，她渴望安安静静地与耶ŤO独ȳ上几句Ȗ。但她也知道在
s的人中有些�基督®有嫉妒的心，所以她只得U住自己的情ƛ。 {DA 533.1}

“耶Ť看ǩ她哭，并看ǩ与她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Y，又甚愁。”他洞悉在s的每个人
的肺腑，看出ǿ多人表示的哀痛都是虚&的。也知道其中一些人Ņ在虽假装悲$，不久不但要ȵ害
那行神迹的大能者，ʕ会打算把那将要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置于死地呢！基督尽可以揭穿他�虚&
的$，却抑制了自已的À。
了那悲$地跪在他脚前，因真�相信他而蒙ĺ的̎利�，他没有
把本来可以Ȧ的�ȖȦ出来。 {DA 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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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Ťˋ道：“你�把他安放在哪里？”他�回答Ȧ：“Ȩ主来看。”于是他�一同到坟地去。当ó的情
景很令人悲$。拉撒路素来招人喜ĺ，他的两个姐姐哭得心都碎了，他的朋友也都陪着他$心的姐
姐落泪。ʤ于ʖ人ˎ的痛苦，又因 人竟当着世界救主的面，
死人哀哭“耶Ť哭了。”他虽身
上帝
的儿子，却取了人的形ɑ，也
人ˎ的痛苦所感G。他恩慈怜¸的心ó刻同情受苦的人类。他与哀
哭的人同哭，与喜�的人同�。 {DA 533.3}

然而耶Ť不�是因同情̎利�而哀哭。他的眼泪也包含着超出人类悲$的悲$，犹如天之ʘ高于
地。基督没有
拉撒路哀哭，因
他即将叫他从坟墓里出来。他之所以哭，是因
ǿ多Ņ在
拉撒
路哀哭的人，不久将要ȵ害那掌握生命和复活大权的主。可是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哪里会懂得耶Ť
流泪的真情呢！

534

有些人什么也看不到，只看到了他眼前的ń境，以
ʖ就是他悲$的原因，便ʅʅ地Ȧ：“你看他
ĺʖ人是何等²切！”ʕ有些人故意将不信的种子撒在 人心里，就ǵȢ地Ȧ：“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
睛，�不能叫ʖ人不死[？”基督若有能力救拉撒路，
什么ʕǷ他死呢？ {DA 533.4}

基督以先知的慧眼，看出了法利ɮ人和撒都ț人的仇恨。他知道他�在˱ȵü害他，并知道其中
有些人Ņ在虽然能表同情，但ʓ不久，他�将把自己关在希望之門和上帝圣城的門外了。有一件大
事将要W生他将受辱、被ʦ，其Ɛ果就是耶路撒冷的Ďį；到那ó就再没有人
死人哀哭了。耶路
撒冷所要遭受的灾殃，很清楚地呈Ņ在他眼前。他看到耶路撒冷被ƶ̎6˛p困。他也知道Ņ在

拉撒路哀哭的人，将要死在那次被困的城中，而且他�死后没有希望。 {DA 534.1}

基督的哭不�是
他眼前的情景。ʘ古以来，一切悲´的重担都U在他身上。他看到ʙ犯上帝律
法所造成的可怕Ɛ果，看到了世界的T史，从�伯的死直到如今，善与³的斗争始Ɗ没停止ʓ。他
再展望到将来，看到人类所不可避免的痛苦、$、哭泣和死亡。他的心被各世代、各地方人类群
体的痛苦深深地刺$了。罪的灾š重重地U在他心上，他是多么渴望解除ʖ一切的患ˣ啊！他一想
到ʖ些，就止不住泪如泉涌。 {DA 534.2}

“耶Ť又心里悲Y，来到坟墓前。”拉撒路葬在一个石洞里，洞口有一t大石~Ú住。基督Ȧ：“你
�把石~挪开。”̎大以
他不ʓ是要看一看死人，便不同意，Ȧ：尸体已ƍ埋了四天，Ņ在必是已
ƍ腐Ĵ了。她ʖȖȦ在拉撒路复活之前，使基督的仇ð无从Șʐ，Ȧ他所行的是一种̡û。ʓ去法
利ɮ人曾�耶Ť所行的最奇妙的神迹，散布ʓ种种不�之辞。基督使睚̧的女儿复活ó，曾Ȧ：“孩
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可福音5:39 他生病的óˎ不ˈ，

535

死后又是立刻复活的，法利ɮ人便Ȧ：“那孩子本来就没有死，何况基督自己也Ȧ，她不ʓ是睡着
了。”他�±想歪曲事�，Ȧ基督并不能治病，他所行的奇事不ʓ是耍了欺̡的手段。可是ʖ一次却
没有人可以否Ǵʖ个事�，拉撒路是真的死了。 {DA 5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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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上帝要行一件大事，撒但±要唆使一些人出来反�。基督Ȧ：“你�把石~挪开。”你�要尽
可能
我的工作˱}条件。但̎大那个固È自恃的性情W作了。她不愿Ƿ人看ǩ那腐Ĵ的尸体。�
于基督的Ȗ，人的心˳会得太ʛʨ了。̎大的信心没能抓住救主£ǿ中的真正含。 {DA 535.1}

基督Ɍ}了̎大，但他的言Ȏ非常温和。他Ȧ：“我不是�你Ȧʓ，你若信，就必看ǩ上帝的荣耀
[？”你
什么�我的能力W生疑惑呢？
什么�我的命令提出反�的理由呢？你已ƍ听ǩ了我的
Ȗ。你若信，就必看ǩ上帝的荣耀。人所看
不可能的事，不能阻止全能者的作
。®疑和不信，
决不是Ɂ卑。ƕ�相信基督的Ȗ，才是真正的Ɂ卑，真正的˪服。 {DA 535.2}

“你�把石~挪开。”基督假若吩咐那t石~自己移开，那石~也必服从他的Ȗ。他也能吩咐他旁
ʑ的天使来做ʖ事。只要他吩咐，那肉眼所看不ǩ的手，就会把石~挪开。但必˫Ƿ人的手将石~
挪开。基督藉此指明，人性必˫与神性合作。凡人力能做的，他不会用神力去做。上帝并不是用不
着人的帮助。他加添人的能力，在人使用他所ɩ的才能ó，与人合作。 {DA 535.3}

 人照E了。石~被挪开了，事事都是公开而慎重地ʗ行的，使人人都有机会看清楚，ʖ里并没
有做什么欺̡的G作。拉撒路的尸体ɽ在石洞里，冰冷地、静静地僵卧在石洞的坟墓里。哀哭之人
的声音停止了。 人站在坟墓四p， 着¹异期待的神色，等着看事情的ʗ展。 {DA 535.4}

基督˄定地站在坟墓前。 人都感ǯ到一种神圣�ǀ的气氛。基督向坟墓走近一步，便�目望天
Ȧ：“父啊，我感Ⱦ你，因
你已ƍ听我！”前不久，基督的仇ðʕ要告他犯了�Ĥ的罪，ʕ要拿石~
打他，因
他自称是上帝的儿子。

536

他�也曾Ȧ他是靠撒但的能力在施行神迹。但基督ʖ里称上帝
他的父，以完全的信心宣布，他
是上帝的儿子。 {DA 535.5}

基督一切的作
都是与天父合作的。他始ƊɃ慎地ö明，他不是在凭自己行事，他的神迹都是凭
信心和祷告行出来的。基督要人人都Ǵ明他与天父的关系。他Ȧ：“父啊，我感Ⱦ你，因
你已ƍ听
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ȦʖȖ，是
周p站着的 人，叫他�信是你差了我来。”在ʖ里基督
Ɠ了門徒和 人一个最确切的凭据，ȇ明他与上帝之ˎ的关系，要他�看明白，基督所Ȧ的Ȗƕ不
是虚假的。 {DA 536.1}

“Ȧ了ʖȖ，就大声呼叫Ȧ：‘拉撒路出来！’”他那清晰宏亮的声音，深入死人耳中，他ȦʖȖó，
神性透ʓ人性ˉ耀了出来。 人从那ˉ着上帝荣光的ǉ上看出，他确是有神能的。每双眼睛都死ŗ
着洞口，每只耳朵都仔ƈ听着最微小的声音。 人都ŷ¦、急切地等着要看基督神性的ć̟，借此
ȇ�耶Ť所Ȧ，他是上帝的儿子，或者永ʘ打消ʖ个希望。 {DA 536.2}

沉静的坟墓里有了G静，死人居然站到墓口来了，下葬ó的裹尸布妨碍了他的G作。基督便�那
些¹愕万状的Ǫ Ȧ：“解开，叫他走！”ʖ句Ȗ告Ȍ他�，人必˫与上帝合作。人必˫服侍人。拉撒
路身上的布被解开了，他站在 人面前，一点也不像病人憔悴支离的ą子，倒像个精力充沛的壮
士。他眼里流露着智慧和�救主的感激与Øĺ，俯身仆到在耶Ť的脚前。 {DA 5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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Ǫ 都¹得目瞪口呆，半晌没Ȧ出一句Ȗ来。接下来才大大Č喜，感恩不尽，此情此景，莫可言
状。那两姊妹把兄弟的死而复生，Ǵ定
上帝的恩ɩ，他�流着Ĩ腔的ĸ泪，泣不成声地感Ⱦ救主
的大恩大德。但当姐姐、弟弟和朋友�沉浸于死别之后又重聚的喜�ó，耶Ť却悄然退去。及至他
�要找ʖ位ɩ生命的主ó，却找不到了。 {DA 536.4}

537

第五十九章 祭司的阴谋

本章根据：Ż翰福音11:47-54 {DA 537.1}

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ʘ，所以拉撒路复活的消息很快#到城里。犹太官ˈ派的奸ƈ看ǩ了神迹，
就赶快将真相Ð告上去。于是犹太公会立即召集会ǹ商量�策。基督Ņ在已ƍ完全ö明他有控制死
亡和坟墓的权柄，ʖ"大的神迹是上帝ɩƓ人的最大凭据，ȇ明他已差遣他的儿子来拯救世人。ʖ
一神能的ö示，足以使一切有理智有良知的人心悦ȕ服。所以ǿ多人看ǩ拉撒路复活，就信了耶
Ť。祭司�因之就更恨耶Ť了。他�既已拒ƕȇ明他神性的一切ʇ小的ȇ据，如今ʖ新的神迹也只
能惹G他�的怒气。死人是在光天化日、 目睽睽之下复活的。任何巧ʐ也不能抹煞ʖą的ȇ据。
正因ʖƪ故，祭司�的仇恨便愈加³毒。他�制止基督工作的决心比ʓ去更u定了。 {DA 537.2}

撒都ț人ʓ去虽然不ɯ成基督，但ʕ不像法利ɮ人�他那ą狠，�他的仇恨也没那么毒，可是Ņ
在他�都恐慌起来了。

538

撒都ț人不相信死人复活，他�根据所ȹ科学的ȁ据Ȧ，死人重得生命是不可能的事。但他�的
理ȁ被基督几句Ȗ就̔倒，ö明他�不明白圣ƍ，�上帝的大能一无所知。如今基督又行了ʖ个神
迹。他�看出，想消除ʖ神迹所Ɠ予民 的印象，是不可能的。基督既能从坟墓中将死人Î救出
来，ʕ有什么E法能使民 离弃他呢？他�曾以虚ȶ的ȿ言愚惑群 ，但ʖ次的神迹是无法否Ǵ
的；他�真不知道ț怎ą抵消ʖ神迹的影响。以前撒都ț人并不ɯ成|死基督的ǲ划。但在拉撒路
复活之后，他�看出，惟有将基督|死，才能制止他�他�的大胆ɆɌ。 {DA 537.3}

法利ɮ人相信死人复活，所以他�不能不看出ʖ次的神迹ȇ明：弥ɮ�确已在他�中ˎ。但他�
向来反�基督的工作，一开始就恨他，因
他揭露了他�的假冒
善，扯掉了他�遮蔽自己道德丑
¯的宗教外衣。基督所教�的ž洁宗教定了他�假虔ȕ的罪。基督常指着他�的罪³来ɆɌ他�，
故此他�急欲复仇。他�曾Ȅ法引Ȥ他Ȧ一些Ȗ、作一些事，以便找到把柄来定他的罪。有几次，
他�曾想拿石~打他，但他都安然地避开，不ǩ踪影了。 {DA 5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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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在安息日所行的一切神迹，都是
了解救受苦的人，可是法利ɮ人却想定他犯了“干犯安息
日”的罪，他�想激起希律党人来反�他，Ș称基督企q建立一个国家与希律抗衡，故同他�商量怎
ą除į他。他�又煽Gƶ̎当局来反�他，Ș称基督企q推翻ƶ̎政权。他�用种种藉口想消į他
在民 中的影响。可是直到Ņ在，他�的ǲ划都一一失Ɏ了。 人�眼目睹他一切怜¸人的作
，
聆听他圣善的教Ǹ，明知ʖ些行
和言ȁ决非干犯安息日或�Ĥ上帝的人所能作。ʚ法利ɮ人所派
的差役，也
他的Ȗ所感G，不敢下手抓他。最后，犹太人通ʓ了一条法令：Ȯ承Ǵ自己相信耶
Ť，就把Ȯ赶出会堂。 {DA 538.2}

所以ʖ次祭司、官ˈ和ˈ老�聚集商ǹó，就决定要置他于死地，因他行了那么令人¹Y的事。

539

法利ɮ人和撒都ț人比以前更
oƐ了。他�以前是�立的，但在反�基督上，又Ɛ
一体了。
尼哥底母和Ż瑟在以前的几次会ǹ上，曾Õ阻他�定耶Ť的罪，所以ʖ一次不Ƿ他�出席会ǹ。虽
然ǹ会中ʕ有些有J力的人是相信耶Ť的，可是他�的影响未能抵住那一帮³毒的法利ɮ人。 {DA

538.3}

虽然如此，公会ǹ^�的意ǩ却不是完全一致。ʖó犹太公会已不是个合法的ƇƉ，它之所以ʕ
存在，只是由于ƶ̎当局的容忍而已。ǹ^中有些人�|死基督，˴有疑Ǣ。他�怕ʖą会激起民
À，使ƶ̎人藉机收回�祭司�的一些!待，撤消他�仍能掌握的一点权柄。撒都ț人�基督的仇
恨是与他�一致的，却Ǵ
£多加小心，Ƀ慎
妙，恐怕ƶ̎人剥�他�的!越地位。 {DA 539.1}

在ʖ策划|死基督的ǹ会中，有一位ǩȇ者在s。ʖ位ǩȇ者从前曾听ǩ尼布甲尼撒Ȧ夸大的
Ȗ，曾看ǩ伯沙撒Ȅ拜偶像的筵席 （ǩ但以理�4:28-33; 5:1-6）；基督在拿撒勒宣称自己是受膏者
ó，ʖ位ǩȇ者也在s；而Ņ在使犹太的官ˈ�感悟到他�是在干什么事。基督一生的事迹，清楚
地活Ņ在他�面前，使他�警ǯ起来。他�ǻ起从前圣殿中的情景：那ó耶Ťʕ只是个十二�的儿
童，站在博学的律法�面前所W的ˋ˹，使他�¹奇。再想到他新近所行的神迹，更ȇ明耶Ť不是
别人，正是上帝的儿子。旧Ż圣ƍ中关于基督的ƍ文的真，忽然ˉ耀在他�心中。官ˈ�困惑

ˣ地互相ˋ道：“我�怎么E呢？”ǹ会里出Ņ了意ǩ分歧。在圣灵的ʔ行下，祭司和官ˈ�无法排除
内心的感悟：他�ʖą做，是在攻:上帝！ {DA 539.2}

当会 正惘然不知所措ó，大祭司ț�法站了起来。他是个̜傲而残忍的人，素来自高自大，唯
我独尊，�毫不能容忍别人。与他的家族ʚ成一气的是那̜傲、妄
、̧莽、野心勃勃、残暴无情
的撒都ț派，ʖ些³性都掩藏在虚&的公外衣之下。ț�法研究ʓ˱言，虽不明内中的真ȼ，却
以大权威和肯定的口吻Ȧ：“你�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į亡，就是你�的
益|。”大祭司强ȯȦ，

540

即使耶Ť是无罪的，也必˫把他踢开。他将百姓都吸引去了，削弱了官ˈ�的权威，�
大家的



4/7/13 7:52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272 of 429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36&start_paragrap…003633895&finish_paragraph=1003637983&references=1&pagebreaks=1

累ɬ。他只不ʓ是一个人，与其官ˈ的权威被削弱，不如Ƿ他死掉
妙。百姓若�其官ˈ失去信
任，国家的Ɨ治权就要崩ħ。ț�法强ȯȦ，在耶Ť行了ʖ次神迹之后，跟随他的人很可能要起来
造反。他又Ȧ，那óƶ̎人必来封ˊ圣殿，¥除律法，į我�的国家。ʖ个加利利人的性命，与国
家的存亡相比，算得什么呢？如果他是以色列人幸福之途的障碍，那么将他除į�不是�上帝尽了
一份F[？我�宁可叫一个人�命，而不能令通国į亡。 {DA 539.3}

ț�法宣称的一个人必˫替通国死ʖ句Ȗ，表明他�˱言ʕ有一点ǴȊ，然而只是极有限的一
点。而Ż翰ǻʆʖ事ó，却将˱言中更广泛、更深奥的意Ȧ明了。他Ȧ：“也不但替ʖ一国死，并
要将上帝四散的子民，都聚集¨一。”ʖ傲慢的ț�法是如何盲目地承Ǵ了救主的使命啊！ {DA 540.1}

从ț�法口中出来的Ȗ，竟使最宝ɛ的真理X成ȶ言。他所建ǹ的E法是根据邪教的道理来的。
异邦人�一人替全人类死的道理模糊不清，所以就有用活人献祭的˾俗。ț�法建ǹ以耶Ť
ļ牲
来救一个犯罪的国家，不是
了脱离罪³，而是想在罪中得救，Ƿ人ƙƜ犯罪。他想藉此使那些胆
敢提出异ǹ，Ȧ耶Ť没有犯什么ț死之罪的人无言可答。 {DA 540.2}

基督的仇ð在ʖ次会ǹ中是有ʓ深刻的ǯ悟的。圣灵感G了他�的心。但是撒但竭力地控制着他
�，叫他�想起自己
了基督的ƪ故蒙受ʓ大的ß失。他一点不尊重他�所行的，却提出了凡愿
作上帝儿女者所必˫具}的更大的。他根本不注意他�的�式和礼Ǒ，却鼓励罪人直接到慈悲的
天父上帝面前，ˠ明他�的需要。ʖą他�就Ǵ
他已ƍ把祭司抛开了。他又不肯承Ǵ拉比学校所
Ǽ的神学。他曾暴露祭司�的³行，

541

ß$他�的影响力到无法Ǧ救的地步。他又ß害了他�的ǫ条和ʟ#的J力，ʕȦ他�虽然�格
地履行�文律法，却¥弃了上帝的ȟ命。ʖ一切撒但使他�都想起来了。 {DA 540.3}

撒但告Ȍ他�，要想保持自己的权威，就必˫置耶Ť于死地。他�随从了撒但的ʖ个建ǹ。他�
一想到自己可能因耶Ť而�失正在行使的权柄，ʖ一点已是采取行G的充分理由。除了几个不敢表
¯的人之外，全公会都接受ț�法的建ǹ，像接受上帝的Ȗ一ą。于是会ǹ得出Ɛȁ，分歧的意ǩ
ʒ到一致。他�决定一有机会，就要从速将基督|死。祭司和官ˈ�拒ƕ了耶Ť神性的ȇ据，就把
自己ʺ在光亮无法透入的黑暗之中。他�完全被撒但所̓使，被他赶到永ʘį亡的ʑƪ上。而他�
ʕ在自欺，ʕ在自̭得意，以
自己是ĺ国志士，在
拯救祖国而努力呢！ {DA 541.1}

虽然如此，公会ʕ是不敢向耶Ť采取̧莽的手段，怕激起民 的À怒，使他�企q加在耶Ť身上
的暴力反落在自己~上。因此ǹ会�其所宣布的事，没有立即È行。救主洞悉祭司�的阴ȵ，知道
他�急欲除į他，而且不久他�会ʒ到目的。但耶Ť不要促成危机，就 門徒离开了那一 。耶Ť
用自己的榜ą再次加强他Ɠ門徒的教Ǹ：“有人在ʖ城里逼迫你�，就逃到那城里去。” ̎太福音
10:23 救人工作的范p非常广大，若不是因效忠上帝而有必要，主的仆人不可冒无ȹ的生命的危
ˡ。 {DA 541.2}

到Ņ在
止，耶Ť公开
世人服F已有三年之久。他的克己、无私和仁ĺ的榜ą是人所共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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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ž洁、吃苦和虔敬的生活是尽人皆知的。可惜ʖ短短三年，竟是世人容忍其救ɧ主生存的ó
限，再ˈ也忍不住了。 {DA 541.3}

耶Ť一生}�逼迫和侮辱。在伯利恒他被嫉妒的希律王所̓逐，在拿撒勒被自己的同胞所拒ƕ，
ʖ次他又在耶路撒冷无ƪ无故地被判死刑。耶Ť与他几个忠心的門徒不得不在他�另找úó的栖身
之所。

542

那常
人类š患悲$的主，到|医治病人，使瞎子看ǩ，Ƽ子听ǩ，_巴ȦȖ，使̂̋的得̆
足，使$的得安慰，如今倒被̓逐，离开他所要拯救的人。他曾在波涛汹涌的海上行走，Ȧ一句
Ȗ就使˾浪平静；他曾赶逐Ē鬼，Ē鬼离开人身óʕ承Ǵ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曾使死人从ˈ眠中醒
ʓ来，使成千的人目不ʀ睛地听他智慧之言；可是�那些因偏ǩ和仇恨而瞎了心眼、ˬ固地拒ƕ真
光的人，他却无法感化他�的心灵！ {DA 541.4}

543

544

545

546

547

第六十章 天国的定律

本章根据：̎太福音20:20-28； ̎可福音10:32-45； 路加福音18:31-34 {DA 547.1}

逾越Ǒ近了，耶Ť又上耶路撒冷去，内心Ǡ育着与天父的意志完全一致的平安，奔向祭祀之地的
步履ĸ切而奔放。但門徒的心中却®有神秘、疑Ǣ和惧怕之感。救主“在前~走，門徒就希奇，跟从
的人也害怕。” {DA 547.2}

基督再把十二个門徒叫ʓ来，以从未有ʓ的肯定口气向他�Ȧ明他的被P和受ˣ。他“Ȧ：‘看
哪！我�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将要被交Ɠ外邦人。他�要Ä
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ǉ上，并要鞭打他，ü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ʖ些事門徒一ą也不懂
得，意思乃是ˢ藏的，他�不÷得所Ȧ的是什么。” {DA 547.3}

門徒不是新近到|宣#“天国近了”[？基督自己�不是£ǿʓǿ多人将要在天国里与�伯拉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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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撒、雅各一同坐席[？他�没有£ǿ凡
他撇下所有的，必要在今生得百倍，并在天国里有份
[？他�不是特别£ǿ十二門徒在他国中有崇高的地位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

548

而且就是到Ņ在，他ʕȦ先知�中所写一切有关他的事都必成就。 先知�不是˱言ʓ弥ɮ�作
王的荣耀[？門徒心中既充Ĩ他ʖ些思想，所以�他所Ȧ被P、受逼迫和受苦的Ȗ就模糊不清了。
他�相信无ȁ有什么ˣ|W生，他不久±是要立国的。 {DA 547.4}

西庇太的儿子Ż翰是首先跟从耶Ť的两个門徒之一。他和他哥哥雅各是属于第一批撇下一切
主
服F的人。他�曾ČČ喜喜地撇下家庭和朋友与救主同行，他�曾和他一起行走，一起ȳȖ。无ȁ
是在家里的密室或在公共的集会上，他�都与他同在。他曾安Í他�的惧怕，拯救他�脱离危ˡ，
解除他�的痛苦，安慰他�的$，并耐心而温慈地教Ǹ他�，直到他�的心与他ʚ在一起。由于
ĺ的ĸ情，他�希望在他的国里与他最
�近。Ż翰利用每个机会坐在救主旁ʑ，雅各也希望与他
有同ą密切的关系。 {DA 548.1}

他�的母�也是跟从基督的，她曾慷慨地以ɋ物供养他。出于母��儿子的ĺ心和期望，她希望
他�在基督所Ȅ立的新国度里得到最尊荣的地位。因此她鼓励他�向基督提出Ȩ求。 {DA 548.2}

于是母�和她的两个儿子一同来ǩ耶Ť，求他允准他�心中的要求。 {DA 548.3}

耶Ťˋ他�Ȧ：“要我Ɠ你�作什么？” {DA 548.4}

母�回答Ȧ：“愿你叫我ʖ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ʑ，一个坐在你左ʑ。” {DA 548.5}

耶Ť很温慈地包容了他�，没有因他�追求比其他門徒更!越的地位而指Ɍ他�的自私。他洞察
他�的心意，知道他�深深依恋着他。他�的ĺ虽被属世的意念所玷Ē，但在本ɑ上超ʓ人类普通
的感情。ʖĺ是从基督自己救ɧ之ĺ的泉源涌流出来的。他不忍指Ɍ他�，却要使他�的ĺ更加深
厚、更加ž洁起来。他Ȧ：“我所喝的杯你�能喝[？我所受的洗，你�能受[？”雅各和Ż翰听了ʖ
Ȗ就想起基督先前所Ȧ，自己将要受苦的奥妙ˣĜ的Ȗ，然而他�ʕ是自信地回答Ȧ：“我�能。”他
�Ǵ
分担一切将要	到主身上的事，来ȇ明他�的忠心，是无上的光荣。 {DA 548.6}

耶ŤȦ：“我所喝的杯，你�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也要受。”é在他面前的是十字架而不是
王位，

549

左右两ʑ陪着他的将是两个犯人。雅各和Ż翰的确是要与他�的夫子同受苦ˣ的，一个是門徒中
最先被刀所ü，一个是門徒中忍受辛苦、凌辱和逼迫óˎ最ˈ的一位。 {DA 548.7}

他接着Ȧ：“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ɩ的，乃是我父
Ȯ˱}的，就ɩƓȮ。”在上帝的
国中，地位不是由偏ĺ得来的，不是ɭ得来的，也不是任意ƓȮ就ƓȮ的，乃是人品格的Ɛ果。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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冕和宝座是人ʒ到某种程度的Ă志，是藉着我�主耶Ť基督攻克己身的ǻ号。 {DA 549.1}

ʓ了ǿ久，当Ż翰�基督深表同情，与他同受苦ˣó，主就向他指明他国里与他挨近的条件。基
督Ȧ：“得ǅ的，我要ɩ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ǅ，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
”“得ǅ的，我要叫他在我上帝的殿中作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上帝的名，……并
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 \示©3:21, 12使徒保ƶ如此Ȧ：“我Ņ在被Ě奠，我离世的ó候到了。
那美好的仗我已ƍ打ʓ了，当跑的路我已ƍ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ƍ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的
冠冕
我存留，就是按着公�判的主到了那日要ɩƓ我的。” 提摩太后�4:6-8 {DA 549.2}

将来地位最接近基督的，必是在世上受他ļ牲之ĺ感化最深的人。“ĺ是不自夸，不¦狂，……不
求自己的益|，不ʅ易W怒，不ǲ算人的³。” 哥林多前�13:4, 5 ʖĺ能激励門徒，正如激励我�
的主一ą，使他�
拯救世人而舍弃一切。
拯救世人而生活、工作、ļ牲，以至于死。ʖ种精神
在保ƶ的一生中也ö明了。他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因他的生活已ƍ在世人面前表Ņ了基
督，“我死了就有益|”基督的益|。因他的死必ö明基督恩典的能力，并吸引 人到他面前。他
Ȧ：“无ȁ是生是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ö大。” 腓立比�1:21, 20 {DA 549.3}

当十个門徒听ǩ雅各和Ż翰的要求ó，心中大
不悦。天国里最高的地位正是每个人自己所要追
求的。他�¶怒两个門徒，因他�占取了明ö的!J。 {DA 549.4}

550

門徒中看来又要引起Ȯ将
大的争ȁ了，于是耶Ť把ʖ些ÀÀ不平的門徒叫来，�他�Ȧ：“你�
知道，外邦人有尊
君王的，治理他�，有大臣操权管束他�。只是在你�中ˎ，不是ʖą。” {DA

550.1}

在属世的ȩ多王国里，地位±意味着自我尊大。人民似乎是
Ɨ治˝ż的利益而生存的。J力、
ɋ富、教育是˳�人物
自己的利益用以控制民 的手段。上等˝ż意味着思想、决断、享受和Ɨ
治，下等˝ż的天ƽ便是服从和服F。当ó的宗教像其它事F一ą，也是与权柄分不开的。民 要
遵照上ż的指示�行宗教的F。至于各人£享的人权，就是思想的独立和行G的自由，那是完全
被否定了的。 {DA 550.2}

基督要在完全不同的原<上建立他的国。他呼召人，不是要向别人作威作福，而是要服侍人。强
壮的要体ȱʃ弱的。有J力、地位、才干和学ˋ的人，有更大的Ɍ任
同胞服F。即使是基督門徒
中最卑微的一个，圣ƍ也�他Ȧ：“凡事都是
你�。” 哥林多后�4:15 {DA 550.3}

“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ɧ价。”基督在門徒中
±是在照料具体事F，背ɉ重担。他与他�同甘苦，
他�虚心克己。他±是走在他�前面去ʷ平
更困ˣ的道路。ʓ不久他ʕ要舍去生命，完成在地上的工作。基督所�行的原<必˫作
他的身体
教会的每一肢体的行G准<。救恩的ǲ划和基ş就是ĺ。故在基督的国中，凡能效法他榜ą并作他
羊群牧者的人，才是最大的。 {DA 550.4}

保ƶ的ȖȦ明了基督徒生活真正的尊�：“我虽是自由的，无人ʎ管，然而我甘心作了 人的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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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求自己的益|，只求 人的益|，叫他�得救。”哥林多前�9:19; 10:33 {DA 550.5}

在信仰ˋ˹上，心灵必˫是不受任何Ż束的。任何人都无权控制别人的心志，
别人作决断，或
指定他的本分。上帝Ɠ每个人有思想的自由，随自己所确信的去作。“我�各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
上帝面前Ȧ明。” ƶ̎�14:12 任何人也无权把自己的个性消融在别人的个性里。在一切事上，凡是
有关原<性的ˋ˹，“各人心里要意ǩu定”ƶ̎�14:5。在基督的国里没有擅作威福，

551

强迫人的事。就是天使到世上来，也不是要管ʎ人、勉强人尊敬他�，乃是作怜¸的使者与人合
作，将人类提高。 {DA 550.6}

救主所ĺ的門徒把他教Ǹ的原<，ʚ他辞句中的神圣美旨都牢ǻ在心。Ż翰到晚年�教会所作ǩ
ȇ的大旨就是：“我�£当彼此相ĺ，ʖ就是你�从起初所听ǩ的命令。”“主
我�舍命，我�从此
就知道何
ĺ，我�也当
弟兄舍命。” Ż翰一�3:11, 16 {DA 551.1}

ʖ就是弥漫于初期教会中的精神。圣灵降下之后，“那ǿ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
Ȧ，他的�西有一ą是自己的。”“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使徒大有能力，ǩȇ主耶Ť复活， 人
也都蒙大恩。” 使徒行#4:32, 34, 33 {DA 551.2}

552

第六十一章 撒该

本章根据：路加福音19:1-10 {DA 552.1}

在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上，“耶Ť就ʗ了耶利哥”。从Ż旦河到山谷的西ʑ有好几里路，ʖ里是一片
开˙的平原，耶利哥位于ʖĸ 葱ơ的Ą木和繁盛美景之中。排排棕ĉ参天挺立，茂密的园囿/注
流泉。耶利哥城横卧在耶路撒冷和平原上的城邑之ˎö得格外耀眼，犹如山石中的美玉，峡谷里的
澄ǜ。 {DA 552.2}

有ǿ多旅客成群Ɛ˛地ƍʓ耶利哥往耶路撒冷去ʓǑ。一˛˛旅客抵ʒó，±是ĸː非常，洋溢
着Ǒ日的喜¡。但ʖ次ʕ有一件更有趣味的事¹G了 人。大家听Ȧ那最近使拉撒路复活的加利利
教�也在 人之中；虽然到|有人私下ǹȁ祭司�暗算他的阴ȵ，可是 人ʕ是急切地要向他表示
敬意。 {DA 552.3}

耶利哥是古ó分出来Ɠ祭司居住的ȩ城之一，所以有ǿ多祭司住在那里。但城中一般居民很复
ý，因
它原是个五方ý|的ɝ易中心。ʖ里有ƶ̎的官ˈ和兵士，有各|来的)民，又因ʖ是个
收税的关口，有ǿ多税吏也在ʖ里安家落Æ。 {DA 5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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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吏ˈ撒ț是个犹太人，是他的同胞所痛恨的。他虽然有地位、ɋ富，可他的ƽ�却是犹太人所
憎³的。

553

税吏是不和勒索的别名。然而，ʖ个富裕的税吏却不像世上一般ʯ石心ǁ的人；在他ɓĺ世俗
和傲慢的外表之下ʕ有一˸敏于˳受神圣影响的心。撒ț曾听人Ȧ起耶Ť。ʖ位以仁ĺ和礼貌�待
被歧ǭ˝ż的主所行的事，早已#得ʘ近皆知了。于是ʖ位税吏ˈ也有了ǯ悟，想要ʓ更高尚的生
活。从前施洗Ż翰在Ż旦河ʑǼ道，那里离耶利哥只有几里路，所以撒ț也曾听到ʓ悔改的呼召。
Ż翰�税吏的指示：“除了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的Ȗ（路加福音3:13），撒ț虽然表面上不在意，
但在心里已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熟悉圣ƍ的教Ǹ，已ƍ意Ȋ到自己的所作所
是ʾȣ的。Ņ在又听
到ʖ位大教�所Ǽ的Ȗ，他深深感到自己在上帝眼里�在是个罪人。但他听ǩ的有关耶Ť的事，又
燃起他心中的希望。他ǯ得像他ʖą的罪人也有悔改重生的可能；ʖ位新教�的�信門徒中不是也
有个税吏[？于是撒ț立刻开始照他心中所信的去行，凡他所ȋ取来的，他都0ʕ了。 {DA 552.5}

正当撒ț如此重返正道ó，耶Ťʗ耶利哥的消息#开了。于是他决意要ǩǩ耶Ť。ʖó他已ƍ感
ǯ到罪的Ɛ果是何等痛苦，从ʾ路上回~又是何等ǎˣ。他ȕ心ȕ意地想Ÿ正自己的ʾȣ，Ɛ果却
落得个被人ȣ会、猜疑、不信任；他感到非常ˣ受。ʖ税吏ˈ渴望ǩ耶Ť一面，因他的Ȗ已使他心
中生出希望。 {DA 553.1}

耶利哥的街道上已Ü得水泄不通了，撒ț的身量又矮小，在ʖ人山人海中，他只能看ǩ晃G的人
~。Ȯ也不会Ƿ路Ɠ他，他就跑到 人前~的一棵高大的桑Ą下。Ą枝横遮路上，于是ʖ位富足的
收税官就爬上桑Ą，坐在Ą枝上，等着俯ǭ那快要ƍʓ的行列。群 走近了，正从Ą下走ʓ，撒ț
Ř大着眼睛，仔ƈ地辨Ǵ着他渴望ǩ到的那一位。 {DA 553.2}

当ó虽有祭司和拉比�的喧嚷，又有群 高呼的Č迎声，但ʖ税吏ˈ没表ʒ出来的愿望，却打G
了耶Ť的心。忽然ˎ，有一˛人在桑Ą底下止步，前后的人群也都停了下来。耶Ť抬~一看，眼光
�准撒ț，洞察他的心事，

554

就�他Ȧ：“撒ț，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坐在Ą上的撒ț¹喜之余，不知自己是否听
ʾ！ {DA 553.3}

 人Ƿ开了路，撒ț的双脚如踏梦境， 着耶Ť直往自己家里去。可是拉比�Ĩǉ怨À，嘴里k
咕着不Ĩ和藐ǭ的Ȗ，Ȧ：“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 {DA 554.1}

撒ț因基督竟愿俯就他ʖ个如此不配的人，又因主的大ĺ和Ɂ卑，不禁受�若¹，不知所云。随
后，他�ʖ新逢的夫子的Øĺ和忠ȕ激励他Ȧ出心里Ȗ。他要公开作Ǵ罪悔改的ǩȇ。 {DA 554.2}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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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着 人的面，“撒ț站着�主Ȧ：‘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ƓŦ人，我若Ȁȋ了Ȯ，就ʕƓ他四
倍。’” {DA 555.1}

“耶ŤȦ：‘今天救恩到了ʖ家，因
他也是�伯拉罕的子�。’” {DA 555.2}

从前那位富足的青年官吏离开耶Ťó，門徒曾希奇他�夫子所Ȧ的Ȗ：“依靠ʭɋ的人ʗ上帝的国
是何等的ˣ哪！”他�曾彼此�ˋȦ：“ʖą，Ȯ能得救呢？”基督所Ȧ，“在人所不能的事，在上帝却
能。” ̎可福音10:24, 26；路加福音18:27ʖ句Ȗ的真理Ņ在都ȇ明了。他�已ƍ看到一个ɋ主如何
藉着上帝的恩典得以ʗ入他的国。 {DA 555.3}

撒țʕ没有ǩ到耶Ť之前，已ƍ在�˞行G上ö明他是个真正悔改的人。别人ʕ没有控告他，他
就先承Ǵ自己的罪。他听从圣灵的Ɍ}，�行了上帝古óɩƓ以色列而如今ɩƓ我�的教Ǹ。耶和
M早就ʖąȦ：“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ĥĥɔŦ，手中缺乏，你就要帮Ǧ他，使他与你同住，像外人
和寄居的一ą。不可向他取利，也不可向他多要，只要敬畏你的上帝，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你借
ʭƓ他，不可向他取利；借粮Ɠ他，也不可向他多要。”“你�彼此不可�ɉ，只要敬畏你�的上帝。
” 利未ǻ25:35-37, 17 ʖ是基督当年ˢ在云柱中�口Ȧ的，而撒ț最先�基督之ĺ的响£，就是向Ŧ
苦人表示ĺ心。 {DA 555.4}

当日的税吏都是互相勾Ɛ，串通一气U榨人民，并在欺ȋ的行
上互相包庇的。他�的勒索行

已成了普遍的˾气，ʚ那些ʅǭ税吏的祭司和拉比�也在他�圣ƽ的外衣下，用种种不ȕ�的手段

自己ȵ利。可是撒ț一服从圣灵的感G，就立刻洗手，不再干昧良心的事。 {DA 555.5}

真正的悔改没有不 来洗心革面的X化的。基督的公并不是一件用来掩盖没有承Ǵ、

556

没有弃ƕ之罪的外衣。它乃是改造品格和控制行G的生活原<。圣洁，就是完全¨主，将心灵和
生命完全献上，Ƿ天国的原<来ʗ̗。 {DA 555.6}

在ƍǝ工商�ó，基督徒£当向世人表Ņ，假若我�的主ƍǝʖ类�F的Ȗ，他是如何行事的。
在每一笔交易上，基督徒都£ö明上帝是他的��。在流水簿、±�簿、契Ż、收据和W票上，都
£看到“¨主
圣”的Ăǻ。凡一方面自己公Ǵ是跟从基督的，而同ó用不正当的手段ƍǝ事�的人，
就是
圣洁、公、慈悲的上帝作了假ǩȇ。每一个悔改的人都要像撒ț一ą，弃ƕ旧日生活上各
种不正当的行
，以行G来表明基督已ʗ入了他的心。他要像ʖ税吏ˈ一ą，0ʕ不£得的利，藉
以表明自己的真心ȕ意。上帝Ȧ：³人“若……ʕ人的当~和所Î�的，遵行生命的律例，不作罪
孽，……他所犯的一切罪必不被ǻ念；他……必定存活。” 以西Ɛ�33:14-16 {DA 556.1}

如果我�在任何不公正的交易上�ɉ了人，或是在ƍǝó用ʓ不正当的手段，或ȋ取ʓ任何人，
即或是没有越ʓ律法的范p，我�仍£承Ǵ自己的ʾ，并尽量予以ɪ0。我�不但要退ʕ原来所得
的数˻，ʕ要加上ʖ些ɋ物在我�手中ó，如得到正当和精明的使用，所能�生的全部利息。 {DA

556.2}

救主�撒țȦ：“今天救恩到了ʖ家。”撒ț不但自己蒙了福，他的全家都与他一同得了救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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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到他的家里，Ɠ了他真理的教Ǹ，并用天国的事教�他的全家。他�ʓ去曾因拉比和一般敬拜者
的藐ǭ，而被关在会堂之外，如今却是全耶利哥城最蒙恩典的一家；他�能在自己家里ŷŷp坐在
ʖ神圣教�周p，�耳聆听他所ǼȦ的生命之道！ {DA 556.3}

撒ț把耶Ť接到家中，并不是只把他当作一个ʓ路�客而已，却是要Ƿ他住ʗ自己的心殿。文士
和法利ɮ人指Ɍ他是个罪人，ʕ�基督ǹȁƂƂ，Ĩ心怨恨，因
他竟在罪人家中作客。但主却承
Ǵ撒ț是�伯拉罕的子�。因
“那以信
本的人，就是�伯拉罕的子�。” 加拉太�3:7 {DA 556.4}

557

第六十二章 在西門家坐席

本章根据：̎太福音26:6-13； ̎可福音14:3-11； 路加福音7:36-50；Ż翰福音11:55-57; 12:1-11
{DA 557.1}

伯大尼村的西門也算是耶Ť的一个門徒。他是几个公开与基督門徒来往的法利ɮ人之一。他承Ǵ
耶Ť是一位�傅，并希望他或ǿ就是弥ɮ�，但ʕ没有接受他
救主。他的品格ʕ没有更新，他

人的原<也没有改X。 {DA 557.2}

西門患ʓ大麻˾症，因蒙主医治，被吸引到耶Ť面前。他
要表示感激，在基督末次到伯大尼
ó，Ȅ筵款待救主和他的門徒。ʖ桌筵席也把ǿ多犹太人聚在一起。ʖó的耶路撒冷，群情振�；
基督和他的使命引起了空前的注意。来赴宴的人，密切地注ǭ着他的一�一G，有些人的眼神里ʕ
不®好意。 {DA 557.3}

救主到伯大尼，是在逾越Ǒ的前六天；照他素常的�¾，在拉撒路家里住宿。ƍʓ伯大尼往耶路
撒冷去的人群#出消息Ȧ，基督正在来耶路撒冷的路上，并要在伯大尼ʓ安息日。 人˒之非常兴
�。ǿ多人蜂Ô到伯大尼，有的是出于同情耶Ť，有的
好奇心所̓使，要看看那从死里复活的
人。 {DA 557.4}

ǿ多人希望听拉撒路ǼȦ一些死后的奇事。Ɛ果拉撒路并没告Ȍ他�什么，他�就感到ȝ异。

558

其�他根本没有ʖ类事可Ǽ。ƍ上Ȧ：“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他�的ĺ，他�的恨，他�的嫉
妒，早都消į了。” #道�9:5-6 但拉撒路却能�基督的工作做奇妙的ǩȇ。基督叫他从死里复活，
也正是
了ʖ个目的。他用确切而有力的Ȗ宣称耶Ť是上帝的儿子。 {DA 557.5}

到伯大尼去看ʓ的人，将所ǩ所˒ 回耶路撒冷，使民ˎ的情ƛ越W兴�了。 人更ĸ切地要ǩ
耶Ť，要听他ǼȖ。大家 口如一地ˋ：ʖ次拉撒路是否要陪他一同到耶路撒冷来？ʖ位先知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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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逾越Ǒ被立
王？祭司和官ˈ�看出自己在民ˎ的J力愈ɳ削弱，便�耶Ť的¶怒更加狠毒
了。他�恨不得立即将他除į。óˎ一天天ʓ去，他�开始®疑他究竟会不会来耶路撒冷，ǻ得他
ʓ去如何使他�ü害他的毒ǲ屡屡落空，所以Ņ在他或ǿ早已看穿他�的阴ȵ，有意避开了。他�
ˣ以掩̅内心的焦躁，就彼此�ˋȦ：“你�的意思如何？他不来ʓǑ[？” {DA 558.1}

于是祭司和法利ɮ人召集一次ŷ急会ǹ。从基督使拉撒路复活以来，民 一致Ô戴基督，故此，
公开捉拿他是很危ˡ的。所以当权者决定秘密捉拿他，并尽可能悄悄地ʗ行�ˋ。他�希望在他的
罪状公布ó，易X的ǌȁ会�向他�。 {DA 558.2}

如此，他�提出了除į耶Ť的想法。但祭司和拉比�知道，只要拉撒路活着，他�±是没保障
的。如果只ü耶Ť一人而Ƿ拉撒路活着，ʖ埋在坟墓里四天之后因耶Ť一句Ȗ而活ʓ来的人，早晚
必在民ˎ起作用。他�的˳袖若ü了行ʖ大神迹的一位，民 必起来声Ƕ。因此公会就决定拉撒路
也必˫死。仇恨和偏ǩ竟使人到了如此毒辣的地步。犹太˳袖�的仇恨和不信越来越甚，竟想ü害
那被无Ŧ之能力从坟墓里救出来的人。 {DA 558.3}

当他�在耶路撒冷策划ʖ阴ȵó，耶Ť和朋友�正在西門的家里坐席。在席上，那曾患可憎之病
而被主治好的西門，坐在救主的一ʑ，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坐在另一ʑ。̎大在席上伺候，̎利�
<ƈ心/听耶Ť口中所Ȧ的每一句Ȗ。

559

耶Ť曾恩慈地赦免了̎利�的罪，并使她所ĺ的兄弟从坟墓里出来，所以̎利�心里非常感激。
她曾听ǩ耶ŤȦ他自己快要去世，所以她出于深切的ĺ心和$，渴望向他表示敬意。她出了很大
的代价�了一瓶“极ɛ的真哪`香膏”，˱}膏耶Ť的身体。而Ņ在又听ǿ多人Ȧ，他将要被立
王。
于是她的$X
喜�，切望自己能最先向主表示敬意。她就打破玉瓶，把香膏Ě在耶Ť~上和脚
上，随后，跪在耶Ť脚前哭泣，眼泪湿了他的脚，她就用自己̀柔的ˈW擦干。 {DA 558.4}

̎利�本想避开人的眼目；她的行G或ǿ不会引人注意，但屋里充Ĩ了香膏的香气，在座的人就
都知道她所作的事了。犹大�ʖ事很不高兴。他没等基督�ʖ事W表意ǩ，就同旁ʑ的人交~接
耳，埋怨基督竟容ǿ̎利�ʖą浪ɞ。他很狡猾地提出一些足以引起不Ĩ的意ǩ。 {DA 559.1}

犹大是替 門徒管ʭ的。他常暗暗地从那点款˩中拿出一些私用，因此使他�的ƍĝ更ö微薄
了。犹大常将所能得的ʭ都放在ʭ囊中。其中的ʭ也常用来周ĝŦ人；如果門徒�一些犹大Ǵ
不
必要的�西，他就会Ȧ，何必ʖą浪ɞ呢？
什么不把ʭ放在我
Ŧ人所˱}的ʭ囊里呢？ʖó他
看ǩ̎利�的行
同他自私的�性如此·殊，就感到非常½愧，便照平ó的�¾，以高尚的G机

藉口，来反�̎利�的奉献。犹大ʀʓ身�門徒Ȧ：“‘ʖ香膏
什么不P三十两ʵ子周ĝŦ人
呢？’他ȦʖȖ，并不是挂念Ŧ人，乃因他是个ɠ，又 着ʭ囊，常取其中所存的。”其�犹大并没有
˭念Ŧ人的心。即使̎利�P掉香膏把ʭ交Ɠ犹大，Ŧ人也不会因此而得着什么益|的。 {DA 559.2}

犹大�自己E事的才干估ǲ得很高。他身
管ɋ先生，便自ǯ比其他門徒高出一筹，同ó也使他
�ʖą重ǭ他。他已得到他�的信任并在他�身上有很大的影响力。他怜恤Ŧ人的虚情假意蒙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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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而且他那狡猾的暗示使門徒�̎利�的ĸ情W生®疑。

560

于是批Ȉ的声音#遍全席：“何用ʖą的枉ɞ呢？ʖ香膏可以Pǿ多ʭ，周ĝŦ人。” {DA 559.3}

̎利�听ǩʖ些批Ȉ的Ȗ，心里ÅÅ兢兢，怕她的姐姐Ɍ}她浪ɞ。或ǿ夫子也会Ǵ
她作事太
没分寸。她不想
自己ʐ解，正打算暗暗退去ó，不料听ǩ主Ȧ：“由她吧！
什么ˣ
她呢？”基督
看出̎利�的窘迫和困境，知道她ʖą做是要表示她�得蒙赦罪的感激，所以基督Ȧ了ʖ句Ȗ来安
慰她。而后用U倒 人ǹȁ的声音Ȧ：“她在我身上作的是一件美事。因
常有Ŧ人和你�同在，要
向他�行善，随ó都可以，只是你�不常有我。她所作的，是尽她所能的，她是
我安葬的事，把
香膏˱先Ě在我身上。” {DA 560.1}

̎利�已将她˱}膏抹在救主尸体上的ɛ重礼物，Ě在他活着的身体上。ʖ膏若在安葬ó使用，
它的香气也只能充Ĩ墓穴；而Ņ在却能ʚ同她的信心和ĺ心的保ȇ，使耶Ť欣慰。�利̎太的Ż瑟
和尼哥底母，没有趁耶Ť活着ó，将他�ĺ心的礼物献Ɠ他，他�只能含着辛酸的眼泪将ɛ重的没
ǚ放在他僵冷而没有知ǯ的尸体上。那些 香料、香膏来到坟墓前的�女�，WŅ自己 来的�西
已无用|，因主已复活。只有̎利�在救主ʕ能欣ɨ她的礼物ó，凭ĺ心
他安葬的事用膏膏他。
及至救主ʗ入极大Ȓı的黑暗中ó，也没有忘ǻʖ件事。从ʖ件事上，他˱先�到了将来被ɧ之民
向他表示的永久Øĺ。 {DA 560.2}

ǿ多人拿ɛ重的礼物来献Ɠ死人。他�站在冷冰冰的无声无息的尸体前滔滔不ƕ地Ȧ出ĺ的Ȗ。
他�向那眼不能看、耳不能听的尸体表示�切、感激、ĸĺ。ʖ些Ȗ如果趁着那心灵疲乏的人最需
要安慰óȦ出来，它所W出的香气将是何等宝ɛ啊！因那ó他�的耳朵ʕ能听ǩ，心灵ʕ有感ǯ。
{DA 560.3}

̎利�自己ʕ不完全明白她ʖ出于ĺ心的行
所含的全部意。她无法回答那些批Ȉ她的人，也
不能解ʣ她
什么要趁ʖ个机会来膏耶Ť。ʖ乃是圣灵
她ǲ划的，她也只是˪从圣灵的指引。灵
感之来，是不Ȧ明理由的。他是人眼看不ǩ的存在，�心灵ȦȖ，̓G人心去作事。灵感本身就是
他的理由。 {DA 560.4}

基督将̎利�所作之事的意告Ȍ了她，ʖą，

561

562

563

他所ɩ与̎利�的比受于她的更多了。他Ȧ：“她将ʖ香膏Ě在我身上，是
我安葬作的。”正如
打破玉瓶，屋里充Ĩ了香气；照ą，基督将要受死，他的身体也要破碎。但ʕ要从坟墓里出来，使
他生命的香气充Ĩ全地。“基督ĺ我�，
我�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以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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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DA 560.5}

基督Ȧ：“我�在告Ȍ你�，普天之下，无ȁ在什么地方#ʖ福音，也要述Ȧʖ女人所行的，作个
ǻ念。”救主遥望到将来，�他的福音Ȧ了一句肯定的Ȗ。ʖ福音必要#到普天之下，福音的工作推
广到哪里，哪里就要W出̎利�礼物的馨香之气，使ǿ多人因她ʖž真的奉献而受造就。世上的国
度有兴有衰，帝王和雄主的英名无人ǻ念，但ʖ个女人所行的事却要Ʃ入神圣的史册，永垂不朽。
ʖ打破的玉瓶必将述Ȧ上帝�堕落人类丰富的慈ĺ，直到世界的末了。 {DA 563.1}

̎利�所作的和犹大所打算作的，是何等̨明的�照啊！犹大将批Ȉ和³念的种子撒在 門徒的
心中；基督本来很可以�厉地Ǹ他一ˮ！那控告人的按理正£ț被控告！洞察每个人心中的G机，
并看明每一行
的主，很可以将犹大一生的Ē点，暴露在坐席者前，也可以揭穿ʖ个P主的人所拿
来掩̅他批Ȉ的藉口，因他并没有同情Ŧ人，反而ƍ常窃取那用以周ĝŦ人的ʭɋ。救主很可以指
明他U迫孤儿寡�和雇工的卑劣行径，来激起 怒。但基督若揭露犹大的真面目，人�就要以此

犹大出P救主的原因。况且，即使耶Ť将盗窃的罪名加在犹大身上，犹大ʕ可能得到同情，ʚ 門
徒也ˣ免向他表示同情呢。所以救主没有Ɍ}犹大，免得Ɠ犹大留下一个出P他的借口。 {DA 563.2}

但耶Ť向犹大看的一瞥，使他感到救主已看穿他的&善，�他卑鄙的人格了如指掌。̎利�所行
的事，受到犹大苛刻的批Ȉ，但基督称ɯ了她，ʖ就等于Ɍ}了犹大。ʓ去，基督从来没有直接Ɍ
}ʓ他，所以ʖ次的Ɍ}使他®恨在心，决定要Ð复。他从席上起来，

564

就立刻到大祭司的院子里去；那ó正好赶上他�召集会ǹ，他就主G提出将耶Ť交到他�手中。
{DA 563.3}

祭司�皆大Č喜。ʖ些以色列的˳袖�本来享有特权，不用ʵʭ、不化代价地接受基督
他�的
救主。可惜他�拒ƕ了上帝出于最温慈的ĺ心送Ɠ他�的宝ɛ礼物。他�不肯接受那比金子更
宝
ɛ的救恩，反而用三十tʵʭ�了他�的主。 {DA 564.1}

犹大一ɘ放Ɓɓɋ之欲，直到它腐ǣ了他品格中的一切向善的因素。他吝惜̎利�献Ɠ耶Ť的礼
物，看到救主接受地上君王才配享用的礼物，不禁怒火中ķ。Ɛ果他竟以ʘ不及一瓶香膏的代价出
P了他的主。（Ȑ者按：三十tʭŻ合十两ʵ子。） {DA 564.2}

其他門徒不像犹大。他�ĺ他�的救主。可惜他��他崇高的品格ʕ缺乏正确的ǴȊ。如果他�
能明白基督
他�所做的一切，他�就不会把献Ɠ他的礼物ǭ
浪ɞ了。从�方来的博士，虽然�
耶Ť的ǴȊ有限，但�他£受的尊敬却表Ņ了正确的ǴȊ。当救主ʕ是个卧在̎槽里的�孩ó，他
�就拿极宝ɛ的礼物献Ɠ他，并在他面前下拜。 {DA 564.3}

凡ȕ心的礼遇，基督无不重ǭ。无ȁȮ向他表示善意，他±是以属天的礼貌
那人祝福。就是小
孩子采来的一朵小花，若是凭ĺ心献Ɠ他的，他也欣然接受。孩子�的奉献他都感激˳受，并
他
�祝福，将他�的名字ǻ在生命册上。圣ƍ特藉̎利�膏耶Ť的事，把她和其他名叫̎利�的�女
分别出来。 ǩŻ翰福音11:2 ĺ的�G和�耶Ť的恭敬，都是人相信耶Ť是上帝儿子的凭据。圣灵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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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女的忠心ó，Ȧ：“洗圣徒的脚，救ĝ遭ˣ的人，竭力行各ą善事。” 提摩太前�5:10 ʖ就是尽
忠于基督的凭据。 {DA 564.4}

基督喜悦̎利�，因她切切希望�行主的旨意。主悦ƀ她ž洁的ĺ心，ʖ是門徒当ó所不明白而
且不愿意明白的。̎利�ĺ主的ʖ番心意，在基督看来，比世上所有的名ɛ香膏更
宝ɛ，因
̎
利�的奉献，是�世界的救ɧ主表示感激之心。ʖ是因
基督的ĺ激励了她，基督无比!美的品德
充Ĩ了她的心。那瓶香膏表示̎利�的一˸赤心。ʖ种敬意是上天之ĺ的泉源充Ĩ内心而盈溢出来
的表Ņ。 {DA 564.5}

565

̎利�所作的，正是 門徒所需要的教Ǹ，叫他�知道：向基督表露ĺ心，必
他所喜悦。�他
�来Ȧ，基督�˞þ成他�一切的一切。可是他�一点不理会：ʓ不久他就要离开他�，他�再没
有机会，
他的大ĺ作什么表ʒ以示感激了。門徒�基督离开天庭，来ʓ人类的生活ó所忍受的孤
独感，从来没能理解，也不˳会，像他�£当理解和˳会的那ą。救主因
没能得到門徒£ț向他
表示的ĺ戴，心中ó常$。他知道，他�若能常在伴随他的天使的影响之下，他�就会意Ȋ到，
任何礼物也不能充分表ʒ心中属灵的深情厚ȴ。 {DA 565.1}

他�事后才真正感ǯ到，他ʕ在他�中ˎó，他�本来£ț
耶Ť做很多事，来表ʒ他��他的
ĺ和感激之情。等到耶Ť不在他�中ˎó，他�才真ǯ得自己像没有牧人的羊一ą。他�才看出当
óʾ失了多少机会来向他表示至ȕ的殷勤，好Ƿ他心里快�啊！那ó他�不再Ɍˣ̎利�，却要Ɍ
ˣ自己了，并悔恨当ó不ț妄自批Ȉ人，ʕʾȣ地Ǵ
Ŧ人比基督更£接受奉献。若能收回ʖ些
Ȗ，ț多好啊！后来当他�将救主受$的身体从十字架上取下来ó，他�的心灵深|是何等的自Ɍ
啊！ {DA 565.2}

同ą的L乏在今日世界||可ǩ。很少有人ǴȊ到基督同他�有多大关系。如能ʖą的ǴȊ，他
�就必表Ņ出̎利�所表Ņ的大ĺ，慷慨地把香膏倒在主的身上，那ɛ重的香膏他�也不会看作枉
ɞ，献Ɠ基督的�西没有一ą能算是太ɛ重的了。
了基督，ʕ有什么事不能放弃，ʕ有什么ļ牲
不能忍受呢？ {DA 565.3}

“何用ʖą枉ɞ呢？”ʖ句ÀÀ不平的Ȗ，使基督想起永世以来所付出的最大ļ牲就是献上他自己
作
ɧ回一个失�的世界所付的代价。主定意要拿最丰富的恩ɩɰƓ人类的家庭。不能Ƿ人Ȧ，上
帝ʕ有�毫的保留。上帝既ɩ下耶Ť，也就是将全天庭都ɩƓ人类了。照人的看法，ʖą的ļ牲是
大大的枉ɞ。根据人的ȁ理，整个救恩ǲ划是浪ɞ慈ĺ和恩典的事。在ʖǲ划中，看到尽是克己

人和全心全意的ļ牲。天上的 生看到人类竟拒ƕ基督所ö示无Ŧ尽之ĺ的拯救和丰盛，就非常¹
异。他�很可以感Y道：“何用ʖą的枉ɞ呢？” {DA 565.4}

但拯救ʖ失�之世界的ɧ价必˫是充足、丰富、完}的。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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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奉献非常丰富，足敷上帝所>造的一切生灵之需。它不得被限制于一定数˻，以致不得超
ʓ愿意接受ʖ"大恩ɩ之人的数目。固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得救，但不可因ʖ救ɧ大ǲ未能拯
救它所要救的全部人类，就Ȧ它是浪ɞ。救恩必˫是充足而有余的。 {DA 565.5}

犹大�̎利�献礼物的批Ȉ，使主人西門受很大影响。他�耶Ť的作˾感到¹奇。他那法利ɮ人
的自尊心受到刺激。他知道ǿ多客人正�耶Ť表示®疑和不Ĩ。他心里Ȧ：“ʖ人若是先知，必知道
摸他的是Ȯ，是个怎ą的女人，乃是个罪人。” {DA 566.1}

基督治好西門的大麻˾，救他脱离了虽生犹死的人生。而Ņ在他竟®疑救主到底是否先知。因基
督Ƿʖ�人接近他，并不Ǵ
她的罪不可赦免而�厉地拒ƕ她，又没表示他知道̎利�是个堕落的
人，因此西門就以
耶Ť不是先知。他想，耶Ť一点也不知道那ą随便表示好感的�人是怎ą的
人，否<，他一定不会Ƿ她来摸他的。 {DA 566.2}

西門ʖą想，是因
他不ǴȊ上帝，也不ǴȊ基督。他不明白，上帝的儿子必˫凭着上帝的慈
悲、温柔和怜¸行事。而西門行事，是不注意̎利�¬悔的表Ņ。̎利��基督的脚，并用香膏膏
他，触犯了西門=硬的心。他想基督若是先知，就必能Ǵ出罪人，并予以斥Ɍ。 {DA 566.3}

�西門ʖ个未出口的想法，救主回答Ȧ：“西門，我有句Ȗ要�你Ȧ。……一个-主有两个人欠他
的-：一个欠五十两ʵ子，一个欠五两ʵ子，因
他�无力0ʕ，-主就开恩免了他�两个人的
-。ʖ两个人哪一个更ĺ他呢？”西門回答Ȧ；“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ŤȦ：“你断得不ʾ。”
{DA 566.4}

耶Ť�西門，正如拿O�大R一ą，将Ɍ}的Ȗ含在一个比i之中。他要筵席的主人ɉɌ宣布自
己的罪状。因
西門曾引ȤŅ在被他所藐ǭ的ʖ个�人犯罪；̎利�吃ʓ他的大�。比i中所Ȧ的
两个-Æ，就代表西門和̎利�。耶Ť原不是要教Ǹ他�，ʖ两个-Æ�免-的感激£有ʅ重之
分，

567

因
他�所欠的-，都是永ʘʕ不清的。但西門既ǯ得自己比̎利�更高尚，所以耶Ť要他看出
他自己的罪�˞上是多么大。他要向他指明，他的罪比那�人的罪更重，正如五十两ʵ子的-大ʓ
五两ʵ子的-一ą。 {DA 566.5}

从此西門�自己有了新的ǴȊ。他看出̎利�是怎ą被那比先知ʕ大的一位所重看。他看出基督
用先知的慧眼洞悉她心中的ĺ和虔ȕ。西門非常羞愧，ǯ悟到他是在一位ʘ比他!越的主面前。 {DA

567.1}

基督接着Ȧ：“我ʗ了你的家，你没有Ɠ我水洗脚；”但̎利�出于ĺ的激励，用她悔改的眼泪洗
我的脚，并用她的~W擦干。“你没有与我�嘴，”但你所ʅǭ的“ʖ女人从我ʗ来的ó候就不住地用
嘴�我的脚。”基督Ȧ明了西門本来有机会可以因主
他所行的事来表示ĺ心和感激的。救主坦率地
以温良的礼貌向門徒Ȧ明，当他的儿女�不注意用ĺ的言ȡ和行G向他表示感恩ó，他是很$心
的。 {DA 5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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ŕ察人心的主洞悉̎利�行
的G机，也看到西門所Ǽ的Ȗ是出于什么精神。他�西門Ȧ：“你看
ǩʖ女人[？”她是一个罪人。“我告Ȍ你，她ǿ多的罪都赦免了，因
她的ĺ多。但那赦免少的，他
的ĺ就少。” {DA 567.3}

西門�待救主的冷淡和失礼，表明他�所˳受的恩典没有多少感激的心。他以
Ȩ耶Ť到他家里
来，已ƍ是尊敬他了。Ņ在他看出自己的真面目。他原以
自己是在ūǭ他的客人，殊不知客人正
在ūǭ他呢；他看出基督�他的判断是何等正确。他的宗教信仰不ʓ是一件法利ɮ式的外衣。他曾
藐ǭ耶Ť的慈悲，没有Ǵ明他是上帝的代表。̎利�是已蒙赦免的罪人，而他却未蒙赦免。他所想
用在̎利�身上的�正Ă准，恰好定了他自己的罪。 {DA 567.4}

西門因耶Ť没在�客面前公开Ɍ}他，心中
主的仁ĺ所感G。他本想用来�待̎利�的那一
套，耶Ť并没有用来�待他。他看出耶Ť不愿意将他的ʓ犯公ȩ大 ，只Ȧ明了事�的真相，好使
他自己心中ǯ悟，并用慈悲的仁ĺ来制伏他的心。�厉的斥Ɍ会使西門的心=硬而不愿悔改，但是
忍耐的D勉却使他ǯ悟自己的ʓʾ。

568

他看出自己欠主的-是何等多。想到ʖ里，他的̜傲X
Ɂ卑；他¬悔了。于是ʖ̜傲的法利ɮ
人成了一个Ɂ虚而克己的門徒。 {DA 567.5}

̎利�曾是人�眼中的大罪人，但基督知道那影响她生活的种种ń境。主很可以消į̎利�心中
将残的灯火般的希望，但他没ʖą作，却把̎利�从失望和Ďį之中拯救出来。̎利�曾七次听ǩ
主Ɍ}那控制她心灵和意念的魔鬼，她也听ǩ救主向天父
她大声呼求。她知道罪同救主无玷Ē的
ž洁是冲突的，而她靠着主的力量已ƍ得ǅ了。 {DA 568.1}

在人的眼里，̎利�似乎是没有希望的，但基督却看她有向善的可能。他看出她品格中的!点。
救ɧ的ǲ划已ɥ予人类很大的可能性，而ʖ可能性要在̎利�身上�Ņ出来。藉着基督的恩典，她
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那曾ƍ堕落而心中附有鬼魔的人，已在灵修和工作中，与救主甚
�近了。
那坐在救主脚前听教Ǹ的是̎利�。那用香膏Ě在救主~上，并用眼泪洗他的脚，也是̎利�。她
曾守在十字架ʑ，并送救主到安葬之地。在主复活之后，~一个到坟墓去的是̎利�。~一个宣Ë
救主复活的，ʕ是̎利�。 {DA 568.2}

耶Ť知道每个人的ń境。你或ǿ要Ȧ：我有罪，而且罪很重。不ʾ，你是个罪人，但越是有罪，
你就越需要耶Ť。他决不�弃一个$痛悔的人。他并不将他所能揭露的一切事告Ȍ任何人，只是
吩咐每一个ÅÅ兢兢的人要=强壮胆。凡来到他面前祈求̈恕和医治的人，他都愿意白白地赦免。
{DA 568.3}

基督很可以差遣天上的使者，将他À怒的碗倒在我�ʖ个世界上，Ďį那些�上帝心®仇恨的
人。他很可以将ʖ个Ē点从他的宇宙中除掉。但他并不ʖą行；他今天仍站在香v前，将凡愿意得
到他帮助者的祷告，呈献在上帝面前。 {DA 568.4}

凡以耶Ť
避ˣ所的人，他必使他�“免受口舌的争ː”的控告 ǩȓ篇31:20。 无ȁ是人或是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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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都不能指控ʖ些人。基督已把他�与自己兼有的神性ƾ合起来。他�得以站在那背ɉ罪孽的主
旁ʑ，并站在那从上帝宝座所W出的荣光之中。“Ȯ能控告上帝所Óʜ的人呢？有上帝称他�

了。Ȯ能定他�的罪呢？有基督耶Ť已ƍ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Ņ今在上帝的右ʑ，也替我�祈
求。” ƶ̎�8:33, 34 {DA 568.5}

569

第六十三章 “你的王来到”

本章根据：̎太福音21:1-11； ̎可福音11:1-10； 路加福音19:29-44；Ż翰福音12:12-19 {DA 569.1}

“ˀ安的民哪，£当大大喜�！耶路撒冷的民哪，£当Č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ʖ里，他是公
的，并且施行拯救，ɁɁ和和地̠着̕，就是̠着̕的̖子。” 撒迦利�9:9 {DA 569.2}

在基督降生前五百年，先知撒迦利�就ʖą˱言大君王来到以色列的情形。ʖ段˱言Ņ在就要£
̟。那位素来拒ƕ君王之尊的主，Ņ在却作
ƙ承大R王位的£ǿ人来到耶路撒冷。 {DA 569.3}

基督9旋ʗ入耶路撒冷，是在七日的第一日。蜂Ô到伯大尼去看他的人群Ņ在也跟着他，渴望能
目睹他受到的Č迎。ʕ有ǿ多ʗ城去守逾越Ǒ的人也加入了人群跟随着耶Ť。大自然似乎都在Č喜
快�，青翠的Ą挂Ĩ碧ơ的枝条，开放的花朵W出芬芳的香气，一种新的生命和喜�鼓舞着 人，
建立新国家的希望重新燃起来了。 {DA 569.4}

耶Ť曾定意要̠̕ʗ耶路撒冷，所以事先差遣两个門徒去
他Ļ一匹̕和̖̕来。救主降生ó是
靠陌生人款待的。他所ɽ卧的̎槽是借用的安身之所。他虽有千山上的牲畜，可是Ņ在他却靠陌生
人的人情借得一匹牲口̠着ʗ耶路撒冷作王。

570

然而在他差遣門徒去的Ȝƈ指示中，他的神性又ö明了。正如他所˱示的，“主要用它”的一句要
求，立ó得了£允。耶Ť
自己Óʜ了一匹从来没有人̠ʓ的̖̕。門徒兴高采烈地将他�的衣服
搭在上面，扶着他�的夫子̠上去。ʓ去耶Ť一向是徒步行走的，Ņ在忽然要̠̕，起先令門徒希
奇；后来他�想耶Ť必是要ʗ京声明作王，并�施王权，因此，他�不禁Č欣鼓舞，喜出望外。他
�去Ļ̕ó就将自己ĸȕ的期望告Ȍ耶Ť的朋友�。于是ʘ近的人都兴�起来了，民 ĸ烈的希望
ʒ到了高潮。 {DA 569.5}

ʖ一次，基督是按着犹太的¾例�行帝王入城式。他的坐̠，也是自古以来以色列 王所乘坐
的，而且先知早已˱言弥ɮ�是要ʖą得国的。耶Ť一̠上̖̕， 人就立刻W出Č呼。他�称˰
他
弥ɮ�，
他�的王。耶ŤŅ在所接受的尊敬是他ʓ去所不ǿ加在他身上的。因此，門徒就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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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他�希望ǩ他荣登宝座的理想一定要�Ņ。 人也深信他�得解放的ó候近了。他�在幻想中看
到ƶ̎6˛被赶出耶路撒冷，看到以色列重新成
独立的国家。他�都兴高采烈，争先恐后地向他
致敬。他�不能在外表上ö示ʷ¦炫耀，只能用喜�的心来敬拜他。他�无力献Ɠ他ɛ重的礼物，
只能将自己的衣服当作地毯ʷ在他ƍʓ的路上，又把橄ĈĄ和棕Ą的枝子z在路上。他�没有君王
的旌旗在前~引˳得ǅ的行列，但是他�砍下棕Ą枝条自然界ǅ利的Ă志，高高地擎起êG，Č呼
声与和散那的喊声响ª云霄。 {DA 570.1}

他�前ʗó人数不断增多起来，因
有ǿ多人听ǩ耶Ť来了，就匆忙加入行列。旁Ǫ的人也不断
Üʗ人群之中，WˋȦ：ʖ是Ȯ？ʖąːʄʄ的是什么意思?他�都听ǩʓ耶Ť的名声，也曾期待着
他到耶路撒冷来。但是他�知道以前想要立他
王的一切努力都被他阻止了。如今打听到是他，就
非常¹奇，希奇ʖ曾宣布他的国不属于世界的主，何以有ʖą的改X。 {DA 570.2}

571

他�的ǿ多șˋ忽然被一˜Č呼打断了。ĸ烈的群 一再W出Č呼，ʘ近各|的人�都随声响
£，四p的山谷也W出˜˜回声。Ņ在ʖ行列与从耶路撒冷出来的群 会合了。那些聚集在首都守
逾越Ǒ的群 成千上万地出城来Č迎耶Ť。他�舞着棕Ą枝，唱着圣歌迎接他。祭司�在殿中吹起
献晚祭的角声，却没有什么人前去献祭，官ˈ�彼此提醒着Ȧ：“世人都随从他去了。” {DA 571.1}

耶Ť在世上的生活中从未准ǿʓʖą的�G。他明明地看到了其Ɛ果是要引他到十字架去的。但
是他的目的就是要公开表白自己是救ɧ主。他要b起人�注意他的ļ牲，就是他完成拯救堕落世界
之使命的ǅ利高潮。当民 正聚集在耶路撒冷守逾越Ǒó，他逾越Ǒ羔羊所˱表的真体就自愿交出
自己作
ļ牲。以后各世代的教会，都要将他
世人的罪而死的事�作
深切思考和研究的主˹。
凡与此有关的事都要被ȇ�，不容有�毫®疑的余地。因此， 目都需要注ǭ他。在他作"大ļ牲
之前所W生的一切大事，都必˫引人注意到ʖļ牲本身。在他ʗ入耶路撒冷ó，既有那么一番ĸ烈
的Č迎， 目就必随着他迅速地ʀ向那最后的一幕了。 {DA 571.2}

凡与ʖ次̠̕9旋有关的事，都要成
 人ȳȁ的中心，并要使人人都想到耶Ť。在他被ʦ之
后，ǿ多人必要想起ʖ些与他的受�、|死有关的事。ʖą就必引起他�去研究˱言，因而相信耶
Ť是弥ɮ�，各地改信真道的人也必增多。 {DA 571.3}

救主在世ó的ʖ一9旋˛伍，完全能由天上的使者来Ï送并由上帝的号筒来宣告。但ʖą的表Ņ
与他使命的宗旨相反，并与支配和Ż束自己生活的原<相背。他仍必恪守他所接受的卑微本分。他
必˫背ɉ人类的重担，直到他
世人的生命舍去自己的生命。 {DA 571.4}

門徒若知道ʖČ�s面不ʓ是他�夫子受苦受死的序幕，那么，在他�看
平生最大的一日，就
要被愁云Ů罩。虽然救主再三将他一定要ļ牲的事告Ȍʓ他�，

572

但当今兴高采烈之˞，他�竟忘ǻ救主$的Ȗ，只盼望他坐上大R的宝座治理天下。 {DA 5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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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来的人不断加入行列，除了极少数人以外，大家都被当ó的情ƛ所鼓舞。“和散那”的Č呼声越
来越高，山与山之ˎ，谷与谷之ˎ，回声£着回声，声声不ƕ。 人不断地喊叫Ȧ：“和散那¨于大
R的子�，奉主名来的，是£当称˰的！高高在上和散那！” {DA 572.1}

世人从未ǩʓʖąČ¡的行列，ʖ与世上赫赫有名的征服者的行列有所不同。ʖ里没有悲哀的俘
ǡ来彰ö君王的威武。然而在救主的周p有他凭ĺ心
罪人I碌的光荣成ƚ，就是他从撒但权J之
下�回的人。他�因他的拯救而ɯ美上帝。那ƍ他医好的瞎子在前~引路，他所治愈的_巴Ë起极
宏亮的声音Č呼和散那。他所医好的瘸子快�跳ɴ，手拿折取来的棕Ą枝在救主前~Ý舞，ö得最

活ɴ了。孤儿寡�因耶Ť向他�所施的仁慈而˰Ë他的名。他所洁8的ˈ大麻˾的人，将他�洁
白的衣服ʷ在路上并尊他
荣耀的王。那些因听ǩ他声音而复活的人也在群 之中。那身体曾在坟
墓里腐Ĵʓ的拉撒路，Ņ在却容光ĹW眉́色舞地Ļ着救主所̠的牲口。 {DA 572.2}

ǿ多法利ɮ人目睹ʖ景象，嫉妒和怨恨之火在心中燃ķ，便想扭ʀ民心。他�用所有的权柄Ȓq
抑制 人的情ƛ，但是他�的D阻和威Ǆ反而增加了民 的ĸ忱。法利ɮ人惟恐声J浩大的群 要
立耶Ť
王，于是想出最后的E法，从群 中Ü到救主面前，用Ɍˣ和威Ǆ的口气向他Ȧ：“夫子，
Ɍ}你的門徒吧！”他�Ȧ，ʖą吵ː的�G是不合法的，是当局不ǿ可的。但耶Ť的回答使他�_
口无言了。耶ŤȦ：“我告Ȍ你�：若是他�ˊ口不Ȧ，ʖ些石~必要呼叫起来。”ʖ次的9旋是上帝
�自安排的。先知早已˱言ʖ事，人是没能力来推翻上帝旨意的。如果人不�行上帝的ǲ划，上帝
就要使一些没有生气的石~W出Č呼ɯ美的声音来尊荣他的儿子。那些_口无言的法利ɮ人退去之
后，

573

574

575

成百的人就同声朗ȧ先知撒迦利�的ȖȦ：“ˀ安的民哪，£当大大喜�！耶路撒冷的民哪，£当
Č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ʖ里，他是公的，并且施行拯救，ɁɁ和和地̠着̕，就是̠着̕的
̖子。” {DA 572.3}

当走到山˨正要下山ʗ城ó，耶Ť停住了，群 也都止步。耶路撒冷全城壮�的景色呈Ņ在眼
前，在夕阳的金ʌ里ö得格外美�。圣殿吸引着 人的目光，ʖ富�堂皇的建筑高出一切，殿˨直
指上天，犹如引人¨向独一无二的真神，永生上帝。圣殿素来是犹太国的光荣和̜傲。ƶ̎人也因
其壮�而得意。ƶ̎分封的王曾和犹太人一起重建圣殿，把它装修一新。ƶ̎皇帝也捐ɰ厚礼加以
点Ƣ。圣殿建筑u固，ǫ模宏大，富�堂皇，堪称世界一大奇Ǫ。 {DA 575.1}

西方的落日将天空染成一片金Ź，İĴ的余ù使圣殿洁白的云石{壁相映生ʌ，并ˉĳ在包金的
柱˨上。从耶Ť和跟随者所站的山˨上望ʓ去，她正像一座用白雪砌成的高大建筑，装̅着黄金的
金˨。圣殿的門口装̅着金的ʵ的葡萄Ą，上面ˈ着ơ叶和一串串葡萄，手ǐ精巧ƕ%。ʖ装̅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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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以色列
茂盛的葡萄Ą。黄金、白ʵ和碧ơ的色彩，由ƕ妙的ǐû和精巧的手ǐ配置得栩栩如
生，格外美�，犹如取自天国的余ʌ。 {DA 575.2}

耶Ť注ǭ着ʖ幅美景，群 也止住了他�的Č呼，似乎被ʖ景致的美迷住了。大家的眼睛ʀ到救
主身上，希望看ǩ他与他�一起共ɨ美景。但ǩ他圣˺愁云Ů罩，眼含泪珠。大家非常¹奇，又ǩ
他身躯来回éG，如Ą枝在暴˾雨中ê曳。˽G的嘴唇里忽然W出号d的哭声，好像W自破碎的心
灵深|。此ó 天使看到的是何等的景象啊!他�所ĺ戴的元�竟流泪了！ĸ烈的群 正随着救主高
声Č呼，并在他面前Ý舞棕Ą枝，Ï送他到荣耀的圣城中去，Ĩ心希望他即将荣登王位。ʖó忽然
看ǩʖ种情形，又将有何等的感想？耶Ť在拉撒路的坟前哀哭ʓ，

576

但那是由于同情人类的š患而生W的神圣悲´。但ʖ次痛哭，正像插入9旋歌曲中的一声悲Y。
在ʖ快�的情景中，正当 人都向他致敬ó，以色列的王竟然流泪了，ʖ不是�极的眼泪，而是情
不自禁的悲痛的眼泪和呻吟。 人因而也突然郁起来。他�的˰ɯ声止住了。ǿ多人因ʖ莫明其
妙的愁，也同情地哭了。 {DA 575.3}

耶Ť并不是因感到自己的痛苦而流泪。客西̎尼园正在眼前， 那里不久将有大黑暗的恐怖Ů罩着
他。羊門也在眼前，多少世Ž以来，一切作
祭物的牲畜都由此被Ļ到宰ü之地。ʖ門将要
他敞
开。他是一切祭物所˱表的，
世人的罪而献上的大ļ牲。他不久就要ƍʓʖ門了。髑̤地也在附
近，那里将是他的受ˣ之地。然而救ɧ主不是因看ǩʖ些地方，想起	到自己残酷的死而心灵
$，悲哀痛哭。他的$不是
一己之私。Ɓ使他想到自己受苦的事，他那慷慨ļ牲的心也不会因
而胆怯的。那刺透耶Ť之心的，是他眼前耶路撒冷的情景那拒ƕ上帝的儿子，藐ǭ他慈ĺ的耶路撒
冷；就是那不肯信服他ǿ多"大的神迹，反而将要ü害他的耶路撒冷。耶Ť看到耶路撒冷正在犯拒
ƕ救ɧ主的罪，又想到如果她接受了那唯一能医治她>$的主，她将有何等不同的Ɛ果。耶Ť之
来，原是
拯救耶路撒冷，他怎么舍得放弃她呢？ {DA 576.1}

以色列一向是蒙恩的子民。上帝曾以他�的圣殿
他的居所；它“居高M美，
全地所喜悦。” ȓ
篇48:2 那里有一千多年的T史ǻʆ着基督的保佑、照˭和慈ĺ，如同父�®抱着独生的儿子一般。
在圣殿里， 先知曾W出庄�的警告。那里有焚着的香，烟云ƴƑ，与敬拜者的祈祷一同升到上帝
面前。那里有ļ牲的血，就是基督宝血的˱表，不住地流着。那里的施恩座上耶和M的荣光曾ƍö
Ņ。那里有祭司供ƽ，表号和礼Ǒ的盛典也已行了多少世代。但ʖ一切都必˫有Ɗ止的一天。 {DA

576.2}

耶Ť�起了他的手那多次
患病和受苦之人祝福的手指着ʖ注定遭劫的城邑，̄泣吞声地感Y
道：“巴不得你在ʖ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一Ȧ到ʖ里，救主就止住了。

577

关于耶路撒冷如果接受上帝所要Ɠ她的帮助就是接受他的ĺ子，那她ț是何等的光景，耶Ť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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Ȧ出来。如果耶路撒冷知道她所ț知道的事，并留意上天所ɩƓ她的亮光，她就可以u立兴盛成

列国的皇后，并因天ɩ的能力大享自由。ʖą，就不会有武装的外国士兵̗守她的城門，也不会有
ƶ̎的6旗̀Ë在她的城{上了。耶路撒冷若接受了她的救ɧ主，她所可能享有的光ʌ前景，此ó
活Ņ在上帝的儿子面前。耶Ť看到耶路撒冷原可靠他治好她�重的病患，解除她的束ƫ，并被建立

地上"大的首都。从她{垣内必有和平之̯́往列国，她就必成
全世界荣耀的冠冕。 {DA 576.3}

耶路撒冷可能ʒ到的光明ʘ景，随即从救主眼中消逝。他深知ʖ首都Ņ在|于ƶ̎人的ʯ蹄和上
帝的震怒之下，注定要受到Ð£的。于是他ƙƜ悲哀地Ȧ：“无奈ʖ事Ņ在是ˢ藏的，叫你的眼看不
出来。因
日子将到，你的仇ð必筑起土y，周pńƑ你，四面困住你。并要Êį你和你里~的儿
女，ʚ一t石~也不留在石~上，因你不知道眷˭你的ó候。” {DA 577.1}

基督来，原是要拯救耶路撒冷和她儿女的，但法利ɮ人的̜傲、&善、嫉妒和仇恨Õ阻了他，使
他无法�Ņ宿愿。耶Ť知道可怕的Ð£，必	到ʖ注定遭劫的城邑。他看到耶路撒冷将来被ð6包
p，被困的居民陷于̂̋和死亡之中；作母�的吃自己死了的孩子；因天性的感情被̂̋的痛苦所
ǅ，父母子女竟彼此Î�最后一口食物。他看出犹太人在拒ƕ他救恩ó所表Ņ的ˬ梗不化，也要使
他�不肯向ð6投降。他看到髑̤地，就是自己行将受ˣ之|，有无数的十字架林立。他看到其中
可怜的居民在酷刑架上和十字架上受苦。美�的�院Ď于一旦，圣殿成了¥墟，高大的城{竟没一
t石~叠在另一t上，而全城像一片犁ʓ的荒地。救主看到ʖ幅可怕的景象怎能不痛哭呢？ {DA 577.2}

耶路撒冷原是耶Ť所眷˭的孩子，他
ʖ可ĺ的城痛哭，正如慈ĺ的父�
悖逆的儿子悲$一
般。

578

我怎能放弃你呢？我怎能ǩ你¨于Ďį呢？ˣ道我必˫任你把坏事作ƕ[？与人的生命价.相
比，全世界都ö得无足ʅ重，微不足道，何况ʖ里将要失�的是通国的人呢。夕阳西下ó，耶路撒
冷的恩典期限便要Ĩ了。当ʗ城的行列ʕ停留在橄Ĉ山上ó，耶路撒冷ʕ有悔改的机会。那ó，上
帝施恩的天使，正合Ò翅膀，要从精金的宝座上下来，Ƿ位于È行�判的使者；ʖ�判即将迅速来
	。耶路撒冷虽然无ǭ基督的恩典，藐ǭ他的警告，甚至双手将要染上主的̨血，但基督�宏的ĺ
心仍在
耶路撒冷代求。只要她Ņ在悔改，尚不
ʛ。当夕阳余ʌ依依不舍地照在殿˨和城楼之上
ó，是否ʕ有哪一个好心的天使 她到救主的恩ĺ之下，扭ʀ她的厄ʔ呢？ʖ美�而不圣洁的城
邑，曾用石~打死先知，曾拒ƕ上帝的儿子，如今ˬ梗不化，把自己牢牢地用ˆʱʺ住。她蒙怜恤
的日子即将ʓ去了！ {DA 577.3}

此ó，上帝的灵要再度向耶路撒冷ȦȖ：在ʖ一天尚未ʓ去之前，ʕ要
基督作个ǩȇ，ǩȇ的
Ȗ要与古代先知的˱言相呼£。如果耶路撒冷肯听从ʖ呼声而接受ʖ位ʗ城的救主，她ʕ是可以得
救的。 {DA 578.1}

耶路撒冷的官ˈ�已听到消息，Ȧ耶Ť 着一大群人要ʗ城来了。但他�并不准}Č迎上帝的儿
子。他�®着恐惧的心去迎他，企q把群 ̓散。当那行列正要从橄Ĉ山上下来ó，ʖ些官ˈ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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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Õ住了。ɑˋʖ么喧a的Č声到底是
什么。当他�ˋ“ʖ是Ȯ”的ó候，門徒被圣灵充Ĩ，回答了
ʖ个ˋ˹。他�用G人的口才引ȇ了有关基督的˱言： {DA 578.2}

�当要告Ȍ你�：“ʖ是打$蛇~的女人的后裔。” {DA 578.3}

且ˋ�伯拉罕，他要告Ȍ你�：ʖ是“撒冷王麦基洗德”，和平之王 >世Ž14:18。 {DA 578.4}

雅各要告Ȍ你�：他是犹大支派的ƈƶ。 {DA 578.5}

以ɮ�要告Ȍ你�：他是“以̎内利”，“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以ɮ
��7:14; 9:6 {DA 578.6}

耶利米告Ȍ你�：他是大R的苗裔，“耶和M我�的”。 耶利米�23:6 {DA 578.7}

579

但以理要告Ȍ你�：他是弥ɮ�。 {DA 579.1}

何西阿要告Ȍ你�：他是“耶和M万6之上帝；耶和M是他可ǻ念的名。”何西阿�12:5 {DA 579.2}

施洗的Ż翰要告Ȍ你�：他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Ż翰福音1:29 {DA 579.3}

至大的耶和M从他的宝座上宣布Ȧ：“ʖ是我的ĺ子。” ̎太福音3:17 {DA 579.4}

我�作他門徒的宣Ë：ʖ是耶Ť，是弥ɮ�，是生命的君，是世界的救ɧ主。 {DA 579.5}

黑暗J力的王承Ǵ他，Ȧ：“我知道你是Ȯ，乃是上帝的圣者。” ̎可福音1:24 {DA 579.6}

580

第六十四章 注定遭劫的百姓

本章根据：̎可福音11:11-14, 20, 21； ̎太福音21:17-19 {DA 580.1}

基督̠̕荣ʗ耶路撒冷，是ˢŻ地˱指他将来要 着能力和荣耀，在天使的9歌和圣徒的喜�
中，̙云降	。那ó，基督向祭司�和法利ɮ人所Ȧ的Ȗ，就必£̟，他Ȧ：“从今以后，你�不得
再ǩ我，直等到你�Ȧ：‘奉主名来的，是£当称˰的。’” ̎太福音23:39 先知撒迦利�曾在异象中
蒙主指示那最后9旋的大日；他也曾看到在基督第一次降	ó期，那些拒ƕ他之人的厄ʔ：“他�必
仰望我，就是他�所扎的；必
我悲哀，如�独生子，又
我愁苦，如�ˈ子。” 撒迦利�12:10 当
基督看ǩ耶路撒冷而
她哀哭ó，他已˱ǩʖ幅景象。他在古耶路撒冷的/覆中，看到那些流上帝
儿子之血的人最后的Ďį。 {DA 580.2}

門徒曾看出犹太人�基督所®的仇恨，可是ʕ没有看出ʖ种仇恨的Ɛ果。他�ʕ不明白以色列的
真�情况，也没有˱料到那行将	到耶路撒冷的Ð£。所以基督就用一个意深ˈ的比i将ʖ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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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Ȧ明。 {DA 580.3}

耶路撒冷所听到的最后D告Ɗ究¨于徒然。祭司和官ˈ�已ƍ听ǩ群 引用古代先知的˱言来回
答“ʖ是Ȯ”。但他�不Ǵ
ʖ是出于圣灵的感G。

581

他�反倒¶怒、¹慌地想制止百姓的声音。当ó也有ƶ̎的官ˈ在群 之中，耶Ť的仇ð就向他
�控告耶Ť是叛乱的首˳。他�Ș称耶Ť要占˳圣殿，并要在耶路撒冷作王。 {DA 580.4}

耶Ť再次声明，他来不是要建立属世的政权。他那从容不迫的声音使喧嚷的群 一ó˄静下来。
他又Ȧ，他不久就要升到他父�那里去，那些控告他的人就不得再ǩ他，直到他在荣耀里复	的ó
候。到那ó，他�便要承Ǵ他，可是他�再想得救，已ƍʛ了。耶ŤȦʖ些Ȗ是 着$的心情和
非常的权威的。ƶ̎的官ˈ静默无言，心平气和了。他�心中�上帝的感化虽然没有ǴȊ，但ʖ一
次，心里却受了从来没受ʓ的感G。他�在耶Ť˄定而�ǀ的面容上，看到仁ĺ、慈善与温和的尊
�。他�不知不ǯ地�他起了同情心。他�非但没捉拿耶Ť，反而想要�他表示崇敬呢。于是他�
ʀʓ来指Ɍ祭司和官ˈ�是造成Ì乱的š首。ʖ些懊¶而失Ɏ的˳袖�，就去向民 W怨言，并疾
言厉色地自相争ȁ起来。 {DA 581.1}

当ó耶Ť静悄悄地到圣殿里去，那里寂静无声，因
在橄Ĉ山上所W生的事，将大部民 吸引去
了。耶Ť在那里停留片刻，以$的神色ńǭ圣殿。然后同門徒出来，回伯大尼去。及至 人�找
他，想要立他
王ó，已找不着他了。 {DA 581.2}

耶Ť整夜祷告，清晨又回圣殿里去，他在路上ƍʓ一个无花果园。他̋了，“ʘʘ地看ǩ一棵无花
果Ą，Ą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Ą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Ą下，竟找不着什么，不ʓ有叶
子，因
不是收无花果的ó候。” {DA 581.3}

除了某些地区之外，那óʕ不是无花果成熟的季Ǒ；所以耶路撒冷周p的高原上，真可以Ȧ“不是
收无花果的ó候。”但在耶Ť所到的ʖ个果园里，有一棵Ą似乎比其它Ą成熟更早，上面已ˈĨ了叶
子。无花果Ą的特性是在ˈ叶之前先Ɛ果子；因此，ʖ棵Ą既有茂盛的叶子，就表明它必有成熟的
果子。其�它只是虚有其表。耶Ť在Ą上遍|�找，竟“找不着什么，不ʓ有叶子。”除了ǿ多虚̅的
叶子之外，其他一无所有。 {DA 581.4}

582

于是基督�ʖ棵ĄW出一句�厉的咒ȉȦ：“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第二天清晨，当
救主和門徒再ƍʓ那里ʗ城的ó候，ʖ棵Ą枯萎的枝条和下垂着的叶子，引起了他�的注意。彼得
Ȧ：“拉比，Ȩ看！你所咒ȉ的无花果Ą已ƍ枯干了。” {DA 582.1}

基督咒ȉ无花果Ą的ʖ一�G令門徒¹异。在他�看来，ʖ与他平素的行事
人大不相同。他�
常听他Ȧ，他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他�ǻ得他的Ȗ：“人子来不是要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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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命。” 路加福音9:56 他所行的奇事，都是
了救人，从来不是要į人的。門徒只知道他是造就
人的，医治人的。唯ʖ一�不同。他�不禁Wˋ：ʖ件事有什么意呢？ {DA 582.2}

上帝是“喜ĺ施恩”的 弥迦�7:18。“主耶和MȦ：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³人死亡。”
以西Ɛ�33:11 在上帝，Ďį的工作和�判的ɌƷ，乃是“奇异的事” 以ɮ��28:21。但上帝ʖ次是
本着慈ĺ和怜恤把将来的一幕情景揭开，使人可以看到罪³的Ɗ局。 {DA 582.3}

耶Ť咒ȉ无花果Ą的事，是个活的比i。那棵在基督面前夸¦枝叶茂盛而不Ɛ果子的Ą，正是犹
太国的象征。救主要向門徒Ȧ明以色列遭劫的ƪ由及其必然性，
此他姑且把那棵Ą当作个有道
感的人，用它来˗明上帝的真理。犹太人与列国截然不同，

583

他�自称效忠于上帝。他�曾蒙上帝特别的眷ĺ，并以
自己的行超ʓ一般其他民族，却因迷
恋世俗、ɓɋ牟利而Ɏ坏了。他�夸耀自己的知Ȋ，殊不知他��上帝的要求一无所知，并充Ĩ了
&善。他�像那棵不Ɛ果子的Ą，傲岸地、高高地、ʷ¦着虚有其表的枝叶，看上去非常茂盛，美
�悦目，却没有Ɛ果子，“不ʓ有叶子”。犹太人的宗教及其壮�的殿宇、神圣的祭v、圣衣圣冠的祭
司和隆重的�式，在外Ǫ上虽然M美，但Ɂ卑、仁ĺ和慈善的美德却一ą也没有。 {DA 582.4}

固然，无花果园中其它Ą都没Ɛ果子，可是没叶子的Ą不会引起希望，故也不会令人失望。ʖ些
其它的Ą代表外邦人。在敬虔方面他�虽然与犹太人一ą不Ɛ果子，但他�并不自称是侍奉上帝的
人。他�没有夸¦自己格外善良。他��上帝的作
和手段一无所知。在他�，ʕ“不是收无花果的
ó候”。他�ʕ在等待光明和希望的日子来到。犹太人<不然，他�已从上帝那里˳受极大的恩惠，
故必˫
Ī用ʖ些恩ɩ承担Ɍ任。他�所引以自豪的特权，只能加重他�的罪Ɍ。 {DA 583.1}

耶Ť因̂̋，才到ʖ棵无花果Ą底下找食物。照ą，他曾如̂似渴地来到以色列家，在他�身上
�找公的果子。他不惜在他�身上大施恩惠，希望他�Ɛ出果子来
人群造福。他ɩƓ他�各ą
的机会和特权，希望在他施恩的工作上得到他�的同情与合作。他切望在他�身上看到自我ļ牲、
慈悲、
上帝Wĸ心和�同胞得救的深切关®。他�若遵守上帝的律法，就必能作成像基督所作的
无私的工作。但ĺ上帝和ĺ人的心被̜傲自Ĩ的心所淹没了。他�因不肯
别人服F，Ɗ于自取Ɏ
亡。上帝所委托Ɠ他�的真理宝藏，他�没有#Ɠ世人。在ʖ棵不Ɛ果子的Ą上，他�ț看出自己
的罪和罪的刑Ʒ。那棵被救主咒ȉ枯干了的无花果Ą，凋Ⱦ衰残，从根枯干，Ȧ明上帝从犹太人身
上收回他的恩典之后，他�必有的Ɛ局。他�既不肯将福惠分Ɠ别人，就不Ƿ他�再˳受福惠了。
主Ȧ：“以色列啊，你……自取Ɏ坏。” 何西阿�13:9 {DA 583.2}

584

ʖ个警告是向各世代的人W的。基督咒ȉ他用自己权能所造的Ą，是�每个教会和每个基督徒所
W的警告。一个真正�践上帝律法的人，必然是
别人服F的。可惜Ņ今有ǿ多人不照基督的怜ĺ
和无私的生活行事。ǿ多人自Ǵ
是ĸ心的基督徒，却ʕ不明白什么叫作侍奉上帝。他�所ǲ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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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都是投己所好；一切的行G都以自己
中心。只有能
自己Þ好|的óˎ，才是宝ɛ的。
人生的一切活G都是以此
目的。他�不是
人民服F，而是
自己服F。上帝造人，Ƿ他�活在
世上，原是要人�行无私的服F，要他�尽可能帮助自己的同胞。他�反而把自己看得那么大，甚
至别的都看不ǩ了。他�与人群脱了Ǒ。凡ʓ自私生活的人就像那棵无花果Ą，徒具虚&的外表，
却不Ɛ果子。他�Ƀ守礼拜的形式，却没有悔改，也没有信心。他�口~上尊崇上帝的律法，�˞
上并不˪从律法。他�能Ȧ不能行。基督在咒ȉ无花果Ą的Ȗ中，Ȧ明ʖ无益的虚̅在他眼中是何
等可憎。他Ȧ：自称是侍奉上帝，而不Ɛ果子来荣耀他的人，比公然犯罪的人更
有罪。 {DA 584.1}

基督在未到耶路撒冷之前所Ǽʓ的无花果Ą的比i，与ʖ次咒ȉ不Ɛ果子之Ą的教Ǹ有直接ƾ
系。比iǼ到那管园的
不Ɛ果子的Ą求情Ȧ：“今年且留着。等我周p掘开土，加上Ŷ；以后若Ɛ
果子便Ƹ，不然，再把它砍了。” 路加福音13:8, 9 �ʖ不Ɛ果子的Ą，管园的人要加倍照料，Ɠ它
各ą的机会；但如果它ʕ不Ɛ果子，就没有什么能救他免于Ďį了。比i中并没Ȧ明那园丁努力的
Ɛ果。因Ɛ果全在于听基督Ǽ比i的人。那不Ɛ果子的Ą正代表着他�。他�的命ʔ是由自己决定
的。上天所能ɩ的机会都已ɩƓ他�了，可是他�并没有利用ʖ些增添的福惠。他�的Ɛ局能从基
督所咒ȉ的那棵Ą上看出来。他�已ƍ决定了自己的į亡。 {DA 584.2}

一千多年来，犹太国一直在辜ɉ上帝的怜¸，招致他的刑Ʒ。他�曾拒ƕ他的警告，ü害他的先
知。基督ó代的人�ʖ些罪³也要ɉɌ，因
他�蹈了他�先祖的覆ʏ。

585

586

587

他�拒ƕ了当ó的怜ĺ和警告，ʖ就足以定那个世代的罪。ʖą，犹太国T代ʶ造的ˆʱ，基督
ó代的人都ŷŷ地套在自己身上了。 {DA 584.3}

�每个世代的人，上帝都Ɠ以˳受真光和特权的机会，都有个�容的ó期，可与上帝和好。但ʖ
恩典是有期限的。上帝多年W出慈ĺ的呼声，Ɓ使ˈ久被人藐ǭ和拒ƕ；但±有一天上帝要W出末
次D告。那ó，人心已X成ʯ石，不再响£上帝圣灵的感G。于是那慈祥可�的声音不再D化罪
人，Ɍ}和警告的声音也就止息了。 {DA 587.1}

ʖ日子已ƍ	到耶路撒冷。耶Ť只能
ʖ注定遭劫的城邑哀哭，他已用尽一切E法。以色列既拒
ƕ上帝圣灵的警告，就是拒ƕ了唯一的帮助。再没有什么其它能力可以救他�。 {DA 587.2}

各世代都有藐ǭ那无Ŧ慈ĺ的呼b的人；犹太国就是他�的象征。基督
耶路撒冷哀哭ó所流的
泪，也是
各世代的罪人流的。凡拒ƕ上帝圣灵的Ɍ}和警告的人，可从那落在以色列~上的�判
来˱Ĝ自己的罪状。 {DA 587.3}

在我�的世代，有ǿ多人正在蹈不信主之犹太人的覆ʏ。他�已ǩʓ上帝大能的öŅ；也听ǩʓ
圣灵向他�良心ȦȖ的声音；他�却u持不信和抵制的¯度。上帝已ƍ警告他�，Ɍ}他�；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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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肯承Ǵʾȣ，竟拒ƕ他的信息和#他信息的人。上帝用以使他�回ʀ的方法反而成了他�的
Ƌ脚石。 {DA 587.4}

上帝的 先知
悖逆的以色列所恨³，因
 先知揭露了他�ˢ藏的罪³。从前�哈王ǭ以利�
如世仇，因ʖ先知忠�地指Ɍ了他秘密的罪³。今日基督的仆人Ɍ}罪³ó，也必照ą遭遇藐ǭ和
反�。圣ƍ的真理和基督的信仰是要ƍ常逆着腐Ɏ道德的ě流前ʗ的。今日人心中的偏ǩ比基督的
日子更甚。基督没Ĩ足当代人的期望。他的生活�他�的罪是一种ɆɌ，因此他�拒ƕ他。今日上
帝圣言的真理同ą不迎合世人的�尚和本性的/向，因此千万人拒ƕ真理的光。世人
撒但所鼓
G，

588

®疑上帝的Ȗ而照自己的主ǩ行事。他�ʜ×黑暗，不ĺ光明，其�ʖą行是在冒灵性死亡的危
ˡ。那些�基督的Ȗ吹毛求疵的人±可以找到更多ʐ̔的藉口，直到他�背离真理和生命
止。今
日也是如此。上帝并未打算除掉属血气的人反�他真理的每一个理由。�那些不肯接受那照耀在黑
暗中的宝ɛ真光的人，上帝之Ȗ的奥秘必永ʘ是ˣ解的迷。因
真理�他�是ˢ藏着的。他�盲目
而行，一点也不理会前面就是Ɏ亡的Ɛ局。 {DA 587.5}

基督在橄Ĉ山的高峰上看到全世界，也看到各世代。他当óȦ的Ȗ也适用于每个疏忽神恩呼召的
人。藐ǭ主ĺ的人啊！今天他在�你ȦȖ：巴不得你今天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基督
你流了辛酸
之泪，你倒不替自己ˣʓ。那使法利ɮ人Ɏ坏的=硬心ǁ，也在你心中表Ņ出来了。每一神恩的凭
据，每一神圣的光照，若不融化̑服人心，就会使不悔改的心更=硬。 {DA 588.1}

基督˱ǩ耶路撒冷必然依旧ˬ梗不化，死不悔改，然而她一切的罪戾和一切拒ƕ上帝怜ĺ的后
果，都必要她自己ɉɌ。凡是蹈她覆ʏ的人也必如此。耶和MȦ：“以色列啊，你……自取Ɏ坏。
”“地啊，当听！我必使灾š	到ʖ百姓，就是他�意念所Ɛ的果子，因
他�不听从我的言ȡ。至于
我的Ǹȥ，他�也V弃了。” 何西阿�13:9； 耶利米�6:19 {DA 588.2}

589

第六十五章 再洁净圣殿

本章根据：̎太福音21:12-16, 23-46； 路加福音19:45-48, 20:1-19；̎可福音11:15-19, 27-33;
12:1-12 {DA 589.1}

基督开始#道ó，曾赶出那些在圣殿作不圣洁的交易，Ēţ圣殿的人。他那�厉的¯度ö示了上
帝的威�，曾使那班狡猾的商人¹慌失措。Ņ在他的使命将近尾声，他再次来到圣殿，看ǩ它像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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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ą倍受Ēţ，有ʓ之而无不及。圣殿的外院像个大牧s，牛̭羊叫。ʵʭ的叮当声夹ý着不法
商人ˎ的争吵声，ʕ有从事圣ƽ者在ǼȖ。圣殿的权ɛ�自己也在作�P，2áʵʭ，全被ɓq暴
利的心所支配；在上帝眼中，不比盗ɠ好多少。 {DA 589.2}

祭司和官ˈ�一点也感ǯ不出他�工作的神圣意。每逢逾越Ǒ和住棚Ǒ，宰ü的牲畜何止万
千，祭司将牲畜的血倒在祭v底下。犹太人�献血的事，已司空ǩ¾，几乎忘ǻ是因罪的ƪ故，才
需要流ʖ么多牲畜的血。他�既看不出ʖ是˱表上帝的ĺ子
世人的生命所流的血，

590

更体会不到奉献祭物是引人注意那被ʦ在十字架上的救ɧ主。 {DA 589.3}

耶Ť看着祭礼中ʖ些无辜的ļ牲品，ǩ到犹太人每逢ʖ些大Ǒ期只˭一味残酷地ü生流血。他�
不知自卑，不知悔改，反倒增加献祭ļ牲，好像是上帝能因无情的礼Ǒ而得尊荣似的。祭司和官ˈ
�因自私和ɓɋ，心ǁ已硬如ʯ石。他�用那˱指上帝羔羊的表号
大W横ɋ之道，因此献祭礼Ǒ
的神圣性在民 眼中大致已被他�破坏。ʖ种情形激起耶Ť的À，他知道祭司和ˈ老�，�他不
久将要
世人的罪而流的血，一点也不会重ǭ，就像他�不住地流祭牲的血而无G于衷一ą。 {DA

590.1}

基督曾藉古代的先知斥Ɍʖ种行
。撒母耳Ȧ：“耶和M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如喜悦人听从他的
Ȗ呢？听命ǅ于献祭；˪从ǅ于公羊的脂油。”以ɮ�在异象中看到犹太人的叛道，称他�
所多Ń
和蛾摩拉（罪³城市）的官ˈ，Ȧ：“你�ʖ所多Ń的官ˈ啊，要听耶和M的Ȗ！你�ʖ蛾摩拉的百
姓啊，要(耳听我�上帝的Ǹȥ！耶和MȦ：‘你�所献的ǿ多祭物与我何益呢？公Ɵ羊的燔祭和肥
畜的脂油，我已ƍ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来朝ǩ我，Ȯ向你
�Ƕʖ些？”“你�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的³行；要止住作³，学�行善，�求公平，解
救受欺U的，Ɠ孤儿伸冤，
寡�辨屈。” 撒母耳ǻ上15:22； 以ɮ��1:10-12, 16, 17 {DA 590.2}

那�自ɩ下ʖ些˱言的主，Ņ在把ʖ警告最后重述一次。民 已ƍ£̟了˱言，宣布耶Ť
以色
列的王。他已接受他�的崇敬和君王之位。Ņ在他必˫凭ʖ地位行事。他虽然知道，要改革那腐Ɏ
的祭司制度的努力必¨徒然，但ʖ番工作他必˫作：必˫向那不信他的百姓ȇ明他的使命是出于上
帝。 {DA 590.3}

耶Ťʽ利的目光再次ńǭ那被�Ĥ的圣殿庭院。 人都ʀʓ来望着他。祭司和官ˈ、

591

法利ɮ人和外邦人，看ǩ他 着天上君王的威�站在他�面前，都感ǯ¹恐、畏惧。神性透ʓ人
性ˉ耀出来了，基督身上便ö出从未有ʓ的威�和荣耀。那些靠他站着的人赶ŷ向人�里后退。除
了几个門徒之外，救主跟前无一人挨近。全s寂静无声，沉ˏ得令人胆寒。随即基督凭他的权能Ȧ
Ȗ了，Ȗ音如暴˾雨震撼人心，Ȧ：“ƍ上ǻ着Ȧ：‘我的殿必称
祷告的殿，你�倒使她成
ɠŪ
了。’”他ǉ上所表露的不悦之色，犹如烈火。他凭无上的权威吩咐他�：“把ʖ些�西拿去！” Ż翰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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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2:16 {DA 590.4}

三年前，圣殿的官ˈ�听了耶Ť的命令就吓跑了，他�感到羞愧不已。事后，他�常怪自己
什
么惧怕，
什么毫无反抗地服从了那么一个卑微的人。

592

他�ǯ得ʖ有失体Ɨ的屈服是决不会再重演的了。哪知ʖ次他�比以前更¹慌、更快地服从了耶
Ť的命令。无一人敢ɑˋ他仗着什么权柄作ʖ事。祭司和商人都赶着他�的牛羊从耶Ť面前逃跑
了。 {DA 591.1}

他�从圣殿中逃出来，在路上遇ǩ一群人 着病人在ˋ那位大医�在什么地方？逃跑的人将圣殿
中=W生的事告Ȍ了他�，于是其中有些人ʀ身回去。他�听Ȧ，O是他的ǉ色就把祭司和官ˈ�
吓跑了，所以不敢去ǩʖ么有权力的一位。但是ʕ有ǿ多人从逃跑的人�中Üʓ去，ĸ切地要到主
面前，因
他是他�的唯一希望。当 人从圣殿里逃走ó，也有不少人留在那里。Ņ在那些新来的
人和他�聚在一起。于是圣殿院内ÜĨ了患病和垂死的人，耶Ť就再次
他�服F。 {DA 592.1}

ʓ一会儿，祭司和官ˈ�壮了胆子又回到圣殿里来。及至恐怖的情形Ʀ和之后，他�就急切地想
知道耶Ť下一步的行G是什么。他�料想他会登上大R的宝座。他�悄悄地回到圣殿里，只听ǩ男
女老幼同声ɯ美上帝。他�ʗ了院子，一望到那奇妙的景象就目瞪口呆，止步不前。他�看ǩ病人
得了痊愈，瞎子重ǩ光明，Ƽ子得以听ǩ，瘸子�得直ɺ。而最Čǋ的ʕ是一班孩子�。耶Ť医好
了他�的疾病，把他�抱在®里；他�ʚʚ与他�嘴来表示�ĸ，而且有些孩子正当他教Ǹ人ó，
在他®里睡着了。如今ʖ些孩子快�地ɯ美他。他�喊前一天所喊的“和散那”，喜气洋洋地在救主面
前ê棕Ą枝，放声Č呼；圣殿院宇的回声响£着他�的声音：“奉耶和M名来的是£当称˰的！”“看
哪，你的王来到你ʖ里，他是公的，并且施行拯救！” ȓ篇118:26；撒迦利�9:9 “和散那¨于大R
的子�！” {DA 592.2}

圣殿的官ˈ�听ǩʖ些快�和狂Č的声音，就大不以
然。于是他�出手制止ʖą的�G，告Ȍ
百姓�Ȧ，上帝的院宇因儿童的脚步和Č�的喊声而玷Ē了。官ˈ�看ǩ自己的Ȗ在百姓身上不生
效，便�基督Ȧ：“ʖ些人所Ȧ的，你听ǩ了[？”耶ŤȦ：“是的，ƍ上Ȧ：‘你从�孩和吃奶的口中
完全了ɯ美的Ȗ。’

593

你�没有念ʓ[？”先知曾˱言基督要被称
王，ʖȖ必˫£̟。祭司和官ˈ�既不肯ɯË他的荣
耀，上帝就感G儿童来作他的ǩȇ人。如果儿童�静默不言，殿中的石柱就必出声ɯ美救主了。 {DA

592.3}

法利ɮ人无言可答，不知所措。他�所不能威Ǆ的一位在控制着局面。耶Ť自己是圣殿的保R
者。他ʓ去从来没施用ʓʖ般君王的权柄。他的Ȗ和作
从来没WÝʓʖ么大的威力。从前他虽然
在耶路撒冷行ʓ神迹奇事，但从来没像ʖ次那么庄�G人。祭司和官ˈ�，不敢在那些看ǩ耶Ť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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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作
的民 面前公然反�他。他�虽因耶Ť的回答大
¶怒并慌乱失措，但在那一天他�再没有
什么作
了。 {DA 593.1}

第二天上午，犹太公会开会Ƕȁ�付耶Ť的ǲ策。三年前，他�曾要耶Ťö个神迹ȇ明自己是弥
ɮ�。从那ó到Ņ在，他在犹太全地施行了大能的作
。他曾医治病人，神奇地Ɠ成千的人吃̆，
在水面上行走，吩咐˾浪平息。他屡次洞察人心了如指掌，他赶逐鬼魔，并叫死人复活。他已ƍ将
弥ɮ�身份的凭据，é在官ˈ�面前了。Ņ在他�决定不要他ö明权柄的神迹，只要他作出些承Ȫ
或声明，好找把柄来定他的罪。 {DA 593.2}

于是他�回到圣殿，来到耶Ť教Ǹ人的地方，上前ˋ他Ȧ：“你仗着什么权柄作ʖ些事？Ɠ你ʖ权
柄的是Ȯ呢？”他�希望他声明，他的权柄是由上帝来的。ʖą的声明，他�是打算要否Ǵ的。但耶
Ť却提出另一件事作
反ˋ来£付他�，并以他�的回答
答复他�ˋ˹的先决条件。他Ȧ：“Ż翰
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ˎ来的呢？” {DA 593.3}

祭司�感ǯ到自己陷入了两ˣ之ˎ，用任何Șʐ也无法脱身。若ȦŻ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那
就ö出他�是自相矛盾了。基督必要Ȧ，ʖą你�
什么不信呢？因
Ż翰曾
基督作ǩȇȦ：

594

“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Ż翰福音1:29 如果祭司�相信Ż翰的ǩȇ，他�怎能否
Ǵ基督
弥ɮ�呢？如果他�Ǽ出他��在的看法，ȦŻ翰的洗礼是从人ˎ来的，他�就必惹起公
À，因
百姓都相信Ż翰是先知。 {DA 593.4}

民 很关切地等待着祭司�的回答。他�知道祭司�ʓ去承ǴʓŻ翰的工作，所以想他�ʖ次必
会毫无疑ˋ地回答Ȧ，Ż翰是上帝所差来的。但是祭司�在一起秘密商ǹ之后，决定不W表意ǩ。
于是他�假装无知，Ȧ：“我�不知道。”基督Ȧ：“我也不告Ȍ你�我仗着什么权柄作ʖ些事。” {DA

594.1}

文士、祭司和官ˈ�_口无言，¦皇失措地Œ着眉~站在那里，不敢再向基督W什么ˋ˹。他�
的怯懦和犹豫使他�威˾Ê地。Ņ在 人正站在旁ʑ望着ʖ些自高自傲、自称
的人失Ɏ而好
笑。 {DA 594.2}

基督ʖ一切的言ȁ和作
都是重要的。其影响在他被ʦ和升天之后愈久愈大。ǿ多迫切等待着看
Ɛ果的人，在ʖ一天被他的Ȗ所感G，Ɗ于成了他的門徒，圣殿院子里的ʖ幅景象，是他�所ʳ心
不忘的。耶Ť和大祭司在一起�Ȗó，二者之ˎ的�比非常明ö。那傲慢的圣殿首ˈ身穿富�Mɛ
的服装，~戴光芒ˉĳ的冠冕；他的¯度是庄�的，高年的白Wʵ˫令人望而生畏。在ʖ威˾凛凛
的ɛ人面前站着天上之君，不戴装̅、没有炫耀。他的衣服因征�退色，面容憔悴枯槁，表露着u
˦的悲戚；他那威�和仁慈的�表，与大祭司那̜傲、自恃和¶怒的神色截然不同。ǿ多在圣殿里
看到耶Ť的作
，听到他言ȁ的人，从那日起心中敬奉他
上帝的先知。但ǌȁ越是Ô戴耶Ť，祭
司��他的仇恨就越WC烈。他
é脱他�的网ƶ所ö示的智慧，虽然是ȇ明他神性的新凭据，却
使祭司�的仇恨火上加油。 {DA 5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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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与拉比�ʐȁ，目的并不是要使他�ˣ堪。他并不�于看ǩ他�ʗ退两ˣ。

595

他乃是要提出一个重要的教Ǹ。基督Ƿ他的仇ð陷入自己所布置的网ƶ之中，使他�十分懊¶。
他�既承Ǵ不知道Ż翰洗礼的来源，ʖ就Ɠ基督一个ǼȖ的机会。他便利用ʖ机会，将他��˞的
状况向他�指明，在已ƍƓ他�的ǿ多警告上，再加上一个警告。 {DA 594.4}

他Ȧ：“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大儿子Ȧ：‘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作工。’他回答Ȧ，‘我
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小儿子也是ʖąȦ。他回答Ȧ，‘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
�想ʖ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 {DA 595.1}

基督̣然提出ʖˋ˹，使听的人没能看出他的用意，因只˭留意听他Ǽʖ比i，便随口答道：“大
儿子。”耶Ť定睛望着他�，�厉而ʡ重地�他�Ȧ：“我�在告Ȍ你�：税吏和娼妓倒比你�先ʗ上
帝的国。因
Ż翰遵着路到你�ʖ里来，你�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看ǩ了，后来
ʕ是不懊悔去信他。” {DA 595.2}

祭司和官ˈ�不能不Ɠ基督的ˋ˹一个正确的答案，ʖą他就令他�W表一个ɯǿ大儿子的意
ǩ。ʖ个大儿子代表法利ɮ人所ʅǭ、所憎³的税吏。税吏是最没道德的人，他�的确是犯了上帝
的律法，他�的生活ö明他�是ƕ�地抗拒上帝的命令，是忘恩ɉ、心不圣洁的。当他�被召到
耶和M的葡萄园里去作工ó，他�傲慢地拒ƕ了。但当Ż翰来Ǽȁ悔改和受洗的道理ó，税吏倒接
受了他的信息并受了洗。 {DA 595.3}

小儿子代表着犹太国的˳�人物。固然，有一些法利ɮ人也悔改并˳受ʓŻ翰的洗礼，但国内的
˳袖�却不肯承ǴŻ翰是从上帝那里来的。Ż翰的警告和斥Ɍ没有使他�ʗ行改革。他�也“没有受
ʓŻ翰的洗，竟
自己¥弃了上帝的旨意。” 路加福音7:30 他�藐ǭŻ翰的信息，像那小儿子一
ą，在被召的ó候Ȧ：“父啊，我去，”却没有去。祭司和官ˈ�虽然口~上˪从，但行
上却没有˪
从。他�夸耀自己的敬虔，自称˪从上帝的律法，其�他�的˪从是虚&的。税吏是被法利ɮ人所
ë弃并被斥Ɍ
不信之人；可是税吏的信心和行
ö明，

596

他�倒比那些被ɩ予极大的亮光而自以
的人先ʗ天国。因
那些人的行
与其口~的虔ȕ根
本不相符合。 {DA 595.4}

祭司和官ˈ�不愿听取ʖ些深挖人心的真理，他�依然沉默无言，等耶ŤȦ一些他�能用来告他
的Ȗ；其�，ʕ有ˣ听的Ȗ在后~呢。 {DA 596.1}

基督Ȧ：“你�再听一个比i：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p圈上Ŵ笆，里面挖了一个U酒
池，盖了一座楼，租Ɠ园Æ，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ó候近了，就打W仆人到园Æ那里去收果
子。园Æ拿住仆人，打了一个，ü了一个，用石~打死一个。主人又打W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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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园Æʕ是照ą待他�。后来打W他的儿子到他�那里去，意思Ȧ：‘他�必尊敬我的儿子。’不
料，园Æ看ǩ他儿子，就彼此Ȧ：‘ʖ是承受��的。来吧！我�ü他，占他的��！’他�就拿住
他，推出葡萄园外ü了。园主来的ó候，要怎ą|治ʖ些园Æ呢？” {DA 596.2}

耶Ťʖˋ˹原是向在s的 人W的，可是祭司和官ˈ�回答Ȧ：“要下毒手除į那些³人，将葡萄
园另租Ɠ那按着ó候交果子的园Æ。”ȦȖ的人起先ʕ没˳悟到ʖ比i的寓意，Ņ在却看出他�已ƍ
宣布了自己的罪状。在ʖ比i中，园主代表上帝，葡萄园代表犹太国。Ŵ笆代表保Ï他�的上帝的
律法，高楼代表圣殿。园主
求葡萄园茂盛，曾尽一切努力。他Ȧ：“我
我葡萄园所作之外，ʕ有
什么可作的呢？” 以ɮ��5:4 ʖȦ明了上帝�以色列人无微不至的照˭。园Æ必˫将£ƀ的一分葡
萄园的果子交ʕ主人。照ą，上帝的子民也£当表Ņ出与他�所受的神圣特权相£的生活，以此来
荣耀上帝。园Æ怎ąü了主人差来收果子的仆人，照ą，犹太人也ü害了上帝所差来D他�悔改的
先知。前前后后的使者都被他�ü害了。 {DA 596.3}

ʖ个比i的寓意到此
止，用不着往下ˋ了；而且以后如何，也一ą清楚可ǩ。园主最后打W他
ĺ子到抗命的园Æ那里，

597

他�却拿住他，把他ü了。祭司和官ˈ�至此才明白，ʖ正是耶Ť将面	的遭遇的一个̨明写
照。ʖó他�已ƍ在阴ȵü害天父所差来向他�作最后D告的主。那落在忘恩ɉ的园Æ~上的种
种Ð£，正是那些ü害基督之人的厄ʔ。 {DA 596.4}

救主很慈怜地望着他�，Ȧ下去：“ƍ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已作了房角的~t石~。ʖ是
主所作的，在我�眼中看
希奇。’ʖƍ你�没有念ʓ[？所以我告Ȍ你�，上帝的国必从你��
去，ɩƓ那能Ɛ果子的百姓。Ȯ掉在ʖ石~上，必要跌碎；ʖ石~掉在Ȯ的身上，就要把ȮŞ得稀
Ĵ。” {DA 597.1}

ʖ段˱言是犹太人常在会堂里念ȧ的，用来˱表将要来的弥ɮ�。基督是犹太制度和整个救恩ǲ
划的房角石。犹太的建筑家，就是以色列的祭司和官ˈ�，Ņ今正在�弃ʖt基石。救主叫他�注
意那指明他�危ˡ|境的˱言。他要尽到一切努力，用尽所有方法使他�看清自己将要作之事的性
ɑ。 {DA 597.2}

基督的Ȗʕ有个用意。他有意地Wˋ：“园主来的ó候，要怎ą|治ʖ些园Æ呢？”法利ɮ人的回
答正是他所要的答案。他要他�定自己的罪。他的警告既不能b起他�悔改，就必注定他�的厄
ʔ。他也要他�看出：他�的į亡是咎由自取。他ȕ心要他�看出：上帝收回犹太国的特权，是公
的。况且他已ƍ开始收回ʖ些特权，其Ɛ果不但是他�的圣殿和圣城要遭到Ďį，而且全国人民
都要四散。 {DA 597.3}

听 听出了ʖ个警告。祭司和官ˈ�虽然才宣布了自己的罪状，可是他�ʕ在准}�行比i中的
Ȗ：“ʖ是承受��的。来吧！我�ü他。”“他�想要捉拿他，只是怕 人”，因
当ó的ǌȁ是Ô戴
基督的。 {DA 5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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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所引用的那被弃石~的˱言，是ǻ在以色列史中的一件事�，W生在第一次建殿ó。它特别
适用于基督的第一次降	，�犹太人是特别有力的D告，但也是�我�的教Ǹ。

598

当所ƶ門王造圣殿ó，建{壁和根基的大石，全是在山上;成的，故ʔ到建筑工地ó，就不再加
工。石匠只要把它安放在适当位置上就好了。当一t˱}作根基的尺寸不合，造形特殊的石~ʔ来
ó，石匠找不到合适的地位安放之，便弃于一旁不用。它ˈ久ç置不用，碍手碍脚，令人VĶ，ƍ
久成了一t被弃的石~。及至建筑�要安放房角石ó，他�需要一t有相当体Ţ、硬度、并适合造
形的石~，好放在特定位置上承受U在其上的重量。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如果不
ʖ个重要方位
ʜ×一t合用的石~，<整个建筑就有倒塌的危ˡ。他�必˫找一t能ƍ得起烈日曝晒和˾霜侵ǣ
的石~。他�有几次ʜ了一些石~，可是在极大的U力下都U碎了。另些石~ƍ不起气候的突X。
最后他�才注意到那t久被�弃的石~。它曾露天ˍ放ǿ久，̆受烈日和˾雨的侵ǣ，但没有一�
裂痕。建筑�ć̟了ʖt石~，所有的条件都合格，但ʕ要ƍ一次Ȓ̟。如果受得起重大的U力，
便决定用它作房角石，Ȓ̟通ʓ之后，就把ʖt石~放在指定的位置上，分毫不差，恰到好|。以
ɮ�在异象中得蒙指示，ʖt石~就是基督的˱表。他Ȧ： {DA 597.5}

“但要尊万6之耶和M
圣，以他
你�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他必作
圣所，却向以色列两家
作Ƌ脚的石~、跌人的磐石；向耶路撒冷的居民作
圈套和网ƶ。ǿ多人必在其上Ƌ脚跌倒，而且
跌碎，并陷入网ƶ被Ư住。”先知在异象中看到基督第一次降	ó，他将遭受种种Ȓı和考̟。而且
在所ƶ門王建造圣殿ó，那t主要的房角石所有的遭遇正是˱表了基督的ƍT。“所以主耶和M如此
Ȧ：‘看哪，我在ˀ安放一t石~作
根基，是Ȓ̟ʓ的石~，是ť固根基，宝ɛ的房角石，信靠的
人必不着急。” 以ɮ��8:13-15; 28:16。 {DA 598.1}

上帝以他无Ŧ的智慧，Óʜ并�自安放了ʖt基石，并称之
“ť固的根基”。全世界的人类尽可
以把他�的重担和患放在其上，它足能担当一切。他�尽可以放心地在其上ʗ行建造。基督是“Ȓ
̟ʓ的石~”，凡信靠他的人，他±不使他�失望。他已ƍ受各种考̟。他已承受了�当的罪担和他
子子��的罪担，

599

不�得ǅ了那³者的权J，并且得ǅ有余。每个悔改的罪人放在他身上的重担，他都肩ɉ起来
了。有罪的人在基督里得了拯救。他是ť固的根基，凡倚靠他的有ƕ�的安全。 {DA 598.2}

在以ɮ�的˱言中，基督被称
ť固的根基，也被称
Ƌ脚的石~。使徒彼得受圣灵的感G，在
他的�信中清楚地Ȧ明了基督�哪一些人是房角的石~，�哪一些人是跌人的Ŗ石。他Ȧ： {DA 599.1}

“你�若�ʓ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上帝所Óʜ、所宝ɛ
的。你�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
灵�，作圣洁的祭司，藉着耶Ť基督奉献上帝所悦
ƀ的灵祭。因
ƍ上Ȧ：‘看哪，我把所Óʜ、所宝ɛ的房角石安放在ˀ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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愧。’所以，他在你�信的人就
宝ɛ，在那不信的人有ȖȦ：‘匠人所弃的石~已作了房角的~t石
~。’又Ȧ：‘作了Ƌ脚的石~，跌人的磐石。’他�既不˪从，就在道理上Ƌ跌。” 彼得前�2:3-8 {DA

599.2}

�相信的人，基督是ť固的根基。ʖ些人就是跌在磐石上而且跌碎的。ʖ就是¨˪基督并相信他
的人所必有的ƍ̟。跌在磐石上而且跌碎，就是放弃自以
的心，而存着小孩子般的Ɂ卑来到基
督面前，悔改我�的ʓ犯，并且相信他赦罪之ĺ。照ą，我�也因着信心和˪从，以基督
根基，
并在其上建造。 {DA 599.3}

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可以在ʖ活石上建造。ʖ是唯一的根基，我�可以ť固地造在其上。ʖ石~广
大无ʑ，足供人人使用；u强有力，能ɉ荷全世界罪担的重量。藉着与活基石基督相ƾ合，凡在ʖ
根基上建造的人，也就成了活石。ǿ多人想靠自己的努力来斧削、琢磨、装̅自己，但因
没有与
基督ƾ合，就不能成
“活石”。没有ʖ种ƾ合，就没有人能得救。若没有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我
�就ƍ不起Ȓ探的˾暴。我�永久的安全，有ɫ于我�是不是建造在ť固的根基之上。今日ǿ多人
建造在一些没有ƍʓȒ̟的根基上，于是在雨淋、˾吹、水冲ó，

600

他�的房子就倒塌了。ʖ是因
没有建造在那万古的磐石、房角的~t石~基督耶Ť身上。 {DA

599.4}

“他�既不˪从，就在道理上Ƌ跌。”基督是一t跌人的磐石。但“匠人所弃的石~，已作了房角的
~t石~。”基督像那被弃的石~一ą，他在地上作工ó，曾被人ʅǭ，受人凌辱。“他被藐ǭ，被人
V弃，多受痛苦，常ƍ患。他被藐ǭ，……我�也不尊重他。” 以ɮ��53:3 但他得荣耀的ó候
近了，他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ö明是上帝的儿子” ƶ̎�1:4。 在他第二次降	ó，就要öŅ
天地
的主宰。到那日，那些Ņ在准}ʦ死他的人必承Ǵ他的"大。在全宇宙之前，那被弃的石~要成

房角的~t石~。 {DA 600.1}

“ʖ石~掉在Ȯ的身上，就要把ȮŞ得稀Ĵ。”那些拒ƕ基督的人，不久就要看ǩ他�的圣城和国
家全被Ďį了。他�的荣耀就要消失，正如灰�被˾吹散一ą。而那使犹太人į亡的是什么呢？就
是那t磐石。如果他�建造在其上，他�原是可以得到安全的。他�之所以į亡，是因
他�藐ǭ
上帝的良善，拒ƕ他的公，ʅǭ他的怜ĺ。人自|于ð�上帝的立s，以致本来足以拯救他�
的，倒ʀ而把他�Ďį了。上帝˱定ɩ他�生命的事，反而使他�死亡了。犹太人ʦ死基督同耶路
撒冷的Ďį有直接的关系。在髑̤地流的血既¨到他�身上，其分量之重，足以使他�今生来生永
ʘ陷在į亡的深渊之中。在那最后的大日也必如此。当�判	到那些拒ƕ上帝恩典之人ó，他�所
弃ƕ的磐石基督，倒要向他�öŅ
一座Ð£的大山。他ǉ上的荣光，�人是生命，�³人却是
烈火。罪人之所以į亡，乃是因
拒ƕ了上帝的慈ĺ，藐ǭ了他的恩典。 {DA 600.2}

耶Ť用ǿ多比i和屡次警告，Ȧ明了犹太人拒ƕ上帝的儿子所必有的Ɛ果。他也用ʖ些Ȗ来警告
各世代一切不肯接受他
救ɧ主的人。每一个警告都是向他�W的。那被Ēţ了的圣殿，不˪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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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凶³的园Æ，傲慢的建造者，在每个罪人的ƍ̟上都有其相�£的�˞。人若不悔改，比i
中所˱示的厄ʔ必然成
他的Ɛ局。 {DA 600.3}

601

第六十六章 诘难

本章根据：̎太福音22:15-46； ̎可福音12:13-40； 路加福音20:20-47 {DA 601.1}

祭司和官ˈ�沉默地听着基督尖ʽ的ɆɌ，无言反̔。但ʖ只能使他�更u决地要害他。于是他
�“打W奸ƈ装作好人，要在他的Ȗ上得把柄，好将他交在巡Í的政权之下。”他�不打W那些与耶Ť
ó常ǩ面的年老的法利ɮ人，却打W一些表Ņ得又ȕ²又ĸ心，并Ǵ
是基督所不ǴȊ的青年。另
外，ʕ有几个希律党的人与他�同去，以便听取基督的Ȗ，好在基督受�ó，作ǩȇ告他。ʓ去法
利ɮ人�希律党的人恨之入骨，Ņ在却ƾ合起来，与基督
ð。 {DA 601.2}

法利ɮ人�ƶ̎人向他�征收捐税一直不服。他�Ǵ
ƀ税是背离上帝的律法的。Ņ在他�看出
一个机会来布置网ƶ陷害耶Ť。于是奸ƈ�来到耶Ť面前，装出ȕ²的姿¯，好像是要知道自己的
本分似的，ˋ他Ȧ：“夫子，我�÷得你所Ǽ、所#都是正道，也不取人的外貌，乃是ȕȕ��#上
帝的道。我�ƀ税Ɠț撒，可以不可以？” {DA 601.3}

602

“我�÷得你所Ǽ、所#都是正道。”如果他�Ȧʖ句Ȗ是出于ȕ心，那倒是个了不起的表白。可
惜他�ȦʖȖ是
了掩̅，然而他�的ǩȇ却是真的。法利ɮ人原来知道基督所Ǽ、所#都是正
道，凭着他�自己的ǩȇ就足以定他�的罪了。 {DA 602.1}

那些向耶ŤWˋ的人，自以
很好地掩̅了自己的阴ȵ，但耶Ť�他�的内心了如指掌；因而揭
穿他�的&善Ȧ：“你�
什么Ȓ探我？”ʖ就是Ɠ了他�所不曾要求的信号，向他�表明他早已看穿
他�的Șǲ。当耶Ť又加上一句Ȧ：“拿一个ʵʭ来Ɠ我看”ó，他�更惶惑不定了。及至拿了ʭ来，
他就ˋ他�，Ȧ：“ʖ像和ʖ号是Ȯ的?”他�Ȧ：“是ț撒的。”耶Ť便指着ʭ�上的像Ȧ：“ʖą，ț
撒的物当¨Ɠț撒，上帝的物当¨Ɠ上帝。” {DA 602.2}

奸ƈ�曾希望耶Ť直接答复他�的ˋ˹，或Ȧ可以或Ȧ不可以。如果他Ȧƀ税Ɠț撒是不合法
的，他�就要Ð告ƶ̎当局来捉拿他，E他煽G叛乱的罪。如果他Ȧƀ税是合法的，他�就要向百
姓Ȧ他反�上帝的律法。可是Ņ在他�已分明感到自己受挫，ª底失Ɏ了。他�的ǲ划打乱了。他
�的ˋ˹既得到直截了当的解决，就再没什么Ȗ可Ȧ的了。 {DA 602.3}

基督的回答并不是回避，而是�ʖ个ˋ˹的明确的答复。他手中拿着ʶ有ț撒名号和肖像的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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ʭ�，Ȧ明他�既然|于ƶ̎帝国的保Ï之下，只要ʖF不与更高的F有冲突，就当Ƶƀʖ政
权的ì派。不ʓ，当他�安分守己地服从国家的律法ó，£óó不忘以尽忠上帝
第一要F。 {DA

602.4}

“上帝的物当¨Ɠ上帝，”救主Ȧ的ʖ句Ȗ，�阴ȵ害他的犹太人是一种厉害的Ɍ}。如果他�忠
心地履行了�上帝的本分，他�的国家就不至于四分五裂，臣服于异邦的权J之下。ƶ̎的旗�就
不会̀Ë于耶路撒冷城楼上，ƶ̎的哨兵就不会站在城門口，ƶ̎巡Í也不会行使主权于城垣之
内。犹太国ʖó正在
叛离上帝的罪而受Ʒ。 {DA 602.5}

法利ɮ人听ǩ基督的回答，“就希奇，离开他走了。”基督Ɍ}了他�的&善和自恃，

603

同ó指明一个"大的原<，ʖ原<将人�地上政府的本分，与�上帝的本分，清楚地划分出来
了。于是ǿ多人心中的ˣ˹得到解决，从此他�就u守ʖ个正确的原<；虽然另外有些人不Ĩ意地
走了，但他�也看出，ʖˋ˹的基本原<，已由基督清楚地Ǽ明。他��基督ʖʘǩ卓Ȋ，甚
希
奇。 {DA 602.6}

法利ɮ人==ˊ口，撒都ț人就上来提出他�狡猾的ˋ˹。本来ʖ两派彼此�立的情形是非常�
重的。法利ɮ人好墨守ʟ#。他��外表的�式非常�格，在洗濯、禁食的事上很是拘泥。祷告<
ˈ篇大ȁ，施舍作Ɠ人看。但基督Ȧ，他�是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Ǹ人，而离弃了上帝的ȟ命。
他�是一派固È、偏ǩ、假冒
善的人。然而其中也有些真�虔ȕ的人，接受基督的教Ǹ，作了他
的門徒。撒都ț人<不˭法利ɮ人的ʟ#，自称相信圣ƍ大部分内容，并以圣ƍ
行事的准<；但
事�上，他�都是®疑派和�利主者。 {DA 603.1}

撒都ț人否Ǵ有天使存在，否Ǵ死人复活，否Ǵ来生和来生的ɨƷ等真理。在ʖ几点上，他�的
看法与法利ɮ人完全不同。尤其是复活的ˋ˹，更是两派之ˎ常ʐȁ的焦点。法利ɮ人u信复活，
可是在ʐȁó，

604

他��来生的情况所有的ǩ解ö然是混乱的。死亡是他�所不能解ʣ的Ƚ。他�在£付撒都ț人
提出的ȁ据ó所表Ņ的无能，常使他�感到Ķ¶。两派之ˎ的Ƕȁ，往往是一s疾言厉色的争ʐ。
每ƍ一次ʐȁ，他�中ˎ的距离就拉大一步。 {DA 603.2}

撒都ț派在人数上ʘ不如他�的�手，在一般百姓身上也没有�方那么大的影响力。然而他�ǿ
多人很富有，因而有ɋ富所ɥ予的影响。ʖ一党包括祭司的大多数，大祭司也常是由他�中ˎʜ出
的。虽然如此，他�的被ʜ是有条件的，就是他�不能强ȯ他�那种®疑的意ǩ。由于法利ɮ人的
人多J ，撒都ț人担任祭司位分ó，就必˫在表面上迁就法利ɮ人的信仰。可是�˞上他�既有
ɤ格被ʜ担任ʖƽ分，他�的Ʉȁ±不免W生一定的影响。 {DA 604.1}

撒都ț人拒ƕ耶Ť的教Ǹ；他�不肯承Ǵ那激励他的灵是如此ö示的；他有关上帝和来世的教Ǹ



4/7/13 7:52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305 of 429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36&start_paragrap…003633895&finish_paragraph=1003637983&references=1&pagebreaks=1

也与他�的理ȁ水火不容。他�承Ǵ惟有上帝比人类!越；可是他�Ǵ
天意的支配和上帝的先ǩ
否定了人类的自由权，以致把人降低到奴隶的地位。他�相信上帝造了人类之后，就任凭人自己作
主，不受任何更高影响的支配。他�Ǵ
人可以自由管理自己的生活，左右世界的局J；而且人的
命ʔ操在自己手中。他�不承Ǵ上帝的圣灵能通ʓ人的努力或天然媒介来工作。他�Ǵ
人若正当
地利用天ɥ的能力，就能自行超升，走出迷津；藉着拘Ƀ�格的修身，人生就能得8化。 {DA 604.2}

撒都ț人�上帝的Ǫ念影响了他�的品格。在他�看来，上帝�人类是漠不关心的，所以他�也
不彼此尊重、互相oƐ。他�既不承Ǵ圣灵在人的行
上有什么影响，他�的生活就没有圣灵的能
力。他�像其他犹太人一ą，以�伯拉罕子�的身份自傲，并以�守律法ǫ条自豪。至于律法的真
精神和�伯拉罕的信心、善行，他�却一点也没学到。他�天ɥ的同情心只限于狭窄范p之内。他
�相信人人都能Ǜ得人生的享受和福�，

605

故�他人的Ŧ乏和苦ˣ，毫不在意。他�活着是
了自己。 {DA 604.3}

基督在言ȡ和行
上都ȇ明自己有超自然的神圣能力，ȇ明今生之后ʕ有来世，又ȇ明有一位随
ó注意关心世人福�的天父上帝存在。基督在善行和慈ĺ上ö明有神圣能力在ʔ行，以此Ɍ}了撒
都ț人的自私和自尊的作˾。基督教�人�，上帝
了人类今生及来生的益|，常藉圣灵感G人
心，指明倚靠人自己的力量来改造品格是ʾȣ的，ʖ工作只有靠上帝的灵才能成功。 {DA 605.1}

撒都ț人决心推翻基督的ʖ些教Ǹ。他�伺机Ȕˣ耶Ť，Ĩ有把握地以
Ɓ然不能定他的罪，至
少能使他声名Ê地。他�决定拿复活的ˋ˹来ˣ他。如果他ɯ同他�的意ǩ，他就会更触犯法利ɮ
人。如果他不ɯ同，他�就要当 ǵȢ他的教Ǹ。 {DA 605.2}

根据撒都ț人的揣Ĝ，将来那不朽坏的身体如果必由Ņ在能朽坏的ɑ料所Ƈ成，<死人复活之后
必仍有血肉之体，必在永恒的世界中恢复在地上中断了的生活。他�想若是ʖą，地上的人%关系
也必恢复，夫妻重聚，嫁娶之事照常ʗ行。凡事如生前一ą，甚至今世人类的弱点和情欲都要在来
生ƙƜ下去。 {DA 605.3}

耶Ť回答他�的ˋ˹ó，就把来生的帷幕揭开了。他Ȧ：“当复活的ó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
像天上的使者一ą。”他指明撒都ț人的信念是ʾȣ的，他�的根据是虚空的。他又Ȧ：“你�ʾ了，
因
不明白圣ƍ，也不÷得上帝的大能。”他没有Ɍ}他�假冒
善像Ɍ}法利ɮ人一ą，只是Ɍ}
他�信念上有ʾȣ。 {DA 605.4}

撒都ț人曾夸耀，他�遵守圣ƍ的教Ǹ在 人中最
�格。但是耶Ť却指出他�不明白圣ƍ的真
。ʖ种知Ȋ必˫靠圣灵的光照才能深入人心。他Ȧ，不明白圣ƍ和上帝的大能，

606

就是他�信仰混乱、心灵昏昧的原因。他�想把上帝的奥秘限制在他�有限的理智范p之内。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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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要他�打开心門，注意那能使他�的知Ȋ更�广、更有力的神圣真理。如今千万人成了无神ȁ
者，就是因
他�有限的心智不明白上帝的奥秘。他�不能解ʣ天意所表Ņ的奇妙神能，又不承Ǵ
ʖ神能的凭据，ʕ想拿他�所更不明了的自然力来强作Șʐ。那唯一能使我�明白一切奥秘的秘
Ȇ，是承Ǵ自然界中有上帝能力的存在。世人必˫承Ǵ上帝是>造全宇宙的主，是指Ý并掌管万有
的真神。他�必˫放�自己的眼界，去探索他的品格和他能力的奥秘。 {DA 605.5}

基督向他的听 声明，如果死人不能复活，<他�所相信的圣ƍ就没有意了。他Ȧ：“ȁ到死人
复活，上帝在ƍ上向你�所Ȧ的，你�没有念ʓ[？他Ȧ：‘我是�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
各的上帝。’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乃是活人的上帝。”上帝把ʕ没有的事看作已ƍ有了的。他从起初
看到末后，看到他工作的果效，好像已ƍ成就了一ą。耶和M所珍惜的死人，从�当直到最后死了
的圣徒，都必听ǩ上帝儿子的声音，从坟墓里出来承受永不朽坏的生命。上帝要作他�的上帝，他
�要作他的子民。在上帝和复活的圣徒之ˎ，必有最�切的关系。上帝旨意所˱期的ʖ个情况，他
看作好像是已ƍ存在的。在他看来，死人是活着的。 {DA 606.1}

撒都ț人被基督Ȧ得_口无言。他�不能回答他。他所Ȧ的Ȗ，没有一句可以用来定他的罪。他
的仇ð一无所Ǜ，得到的只是百姓的ʅǭ。 {DA 606.2}

ʖó，法利ɮ人ʕ不死心，他�仍想Ȥ逼他ȦȖ，好找把柄告他。他�°恿一个有学ˋ的文士，
ˋ耶Ť在十条ȟ命中哪一条是最大、最重要的。 {DA 606.3}

法利ɮ人重ǭ那指明人�>造主的本分的~四条ȟ命，ʓ于那ǫ定人�同胞之本分的后六条。Ɛ
果，

607

他�在�行敬虔的事上，大大失Ɏ了。耶Ť向百姓指出他�最大的缺乏，并教�他�Ȧ，Ą是凭
着果子来断定好坏的，所以他�必˫有好行
。因此就有人Ƞ告，Ȧ耶Ť更重ǭ后六条ȟ命。 {DA

606.4}

那律法�到耶Ť面前直截了当地ˋ他Ȧ：“ȟ命中哪是第一要ŷ的呢？”基督的回答是直接而有力
的：“第一要ŷ的，就是Ȧ：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
意、尽力ĺ主你的上帝。”基督又Ȧ，其次也与此相仿，并由此而生，就是“要ĺ人如己。再没有比ʖ
两条ȟ命更大的了。”“ʖ两条ȟ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ſ。” {DA 607.1}

十条ȟ命的~四条，包含在“你要尽心ĺ主你的上帝”ʖ一条±ſ之内；后六条<包含在“你要ĺʠ
舍如同自己”之内。ʖ两条都ö示ĺ的原<。人不能守第一条而犯第二条，也不能守第二条而犯第一
条。当上帝在我�心中作王ó，我�就必Ƿ我�的ʠ舍得占他£有的地位，就必ĺ他如同ĺ自己。
我�惟有以ĺ上帝
至上，才有不偏不倚地ĺʠ舍的可能。 {DA 607.2}

十条ȟ命既然包括在ĺ上帝和ĺ人ʖ两个大原<之内，Ȯ犯了其中的一条，就是ʙ犯了ʖ个原
<。于是基督教�他的听 Ȧ，上帝的律法不是ǿ多O个条文；不能Ȧ其中哪一些极其重要，而另
一些是次要的，可置之不˭而不至受Ʒ。我�的主明Ȧ，前四条ȟ命和后六条ȟ命是个神圣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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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他教Ǹ人，ĺ上帝的心要表Ņ在服从他全部ȟ命的行
上。 {DA 607.3}

那ˋ耶Ť的文士是精通律法的，听ǩ耶Ť的回答不ǅ¹异。他原来没想到，耶Ť�圣ƍ会有那么
高深透ª的ǴȊ。他�神圣ȟ命的基本原<得到了更广的ǩ解。于是他当着四p的祭司和官ˈ老老
��地承Ǵ，基督�律法的解ʣ是正确的，他Ȧ： {DA 607.4}

“夫子Ȧ，上帝是一位，�在不ʾ。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上帝，并且尽心、

608

尽智、尽力ĺ他，又ĺ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ą祭祀好得多。” {DA 607.5}

基督的回答所ö示的智慧使文士衷心悦服。ʖ文士确Ǵ：犹太人的宗教多注重外表的�式，少注
意内心的虔ȕ。他多少意Ȋ到，O是�式的礼Ǒ和没有信心的流血ɧ罪是没有价.的。ĺ和˪从上
帝，以及无私地�待同胞，在他看来比一切礼Ǒ更有价.。ʖ人那么爽快地承Ǵ基督立ȁ的正确。
以及在 人面前如此肯定而敏捷的回答，ö示他与祭司和官ˈ的精神完全不同。ʖȕ�的文士竟敢
当着祭司�的怒ǭ和官ˈ�的威Ǆ，Ȧ出他心中感服的Ȗ。耶Ť�他深加垂怜，“ǩ他回答得有智
慧，就�他Ȧ：‘你离上帝的国不ʘ了。’” {DA 608.1}

ʖ位文士离上帝的国不ʘ，是因
他ǴȊ到公的行
比一切燔祭和各ą祭祀更能蒙上帝悦ƀ。
不ʓ他ʕ需要ǴȊ基督神圣的品格，并因信靠他而˳受行的能力。一切�文的礼Ǒ，若不因活ė
的信心而与基督Ɛ合起来，就毫无价.。即使是道德的法律，人若不明白它与救主的关系，也必失
去它的效用。基督再三Ȧ明，他天父的律法不限于几条权威性的命令，其意�更深ʘ。律法所包
括的原<与福音所ö明的原<本是一个。律法指明人的本分，并指出人的ʓ犯，但人若要蒙赦免并
得着能力去完成律法所命令的事，就必˫仰望基督。 {DA 608.2}

耶Ť回答文士的ˋ˹ó，法利ɮ人ŷŷp在旁ʑ。Ņ在他反ʓ来ˋ他�Ȧ：“ȁ到基督，你�的意
ǩ如何？他是Ȯ的子�呢？”耶ŤWʖ个ˋ˹，是要Ĝ̟他��弥ɮ�的信仰看看他�是O以他
一
个人，ʕ是以他
上帝的儿子。他�异口同声回答：“是大R的子�。”ʖ是˱言Ɠ予弥ɮ�的称呼。
当耶Ť以大能的神迹ö明他的神性，医治病人并叫死人复活ó， 人曾彼此�ˋȦ：“ʖ不是大R的
子�[?”叙利�腓尼基的�人，瞎子巴底�以及ǿ多其他人呼求他帮助ó，都曾喊叫Ȧ：

609

“主啊，大R的子�，可怜我!” ̎太福音15:22 当他̠̕ʗ耶路撒冷ó， 人夹道Č呼迎接他，
Ȧ：“和散那¨于大R的子�！奉主名来的，是£当称˰的！” ̎太福音21:9 那一天，小孩子在圣殿
里也唱着ʖ快�的歌。可是ǿ多称耶Ť
大R的子�的人，ʕ没Ǵ明他的神性。他�ʕ不明白大R
的子�就是上帝的儿子。 {DA 608.3}

�基督是大R的子�ʖ个Ȧ法，耶Ť回答Ȧ：“ʖą，大R被圣灵感G，怎么ʕ称他
主，Ȧ‘主
�我主Ȧ：你坐在我的右ʑ，等我把你仇ð放在你的脚下’？大R既称他
主，他怎么又是大R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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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他�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ˋ他什么。 {DA 609.1}

610

第六十七章 法利赛人的八祸

本章根据：̎太福音23:1； ̎可福音12:41-44； 路加福音20:45-47; 21:1-4 {DA 610.1}

基督最后一天在圣殿里教Ǹ人ó，聚集在耶路撒冷的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他身上来了。 人Ô
Ü在圣殿的院子里，注意着那在ʗ行中的ʐȁ。他�都急切地想抓住基督口中Ȧ出来的每一句Ȗ。
ʖ种情况是从来没有ʓ的。在那里站着的是一位年ʅ的加利利人，他没有属世的尊荣，也没有王室
的徽号。p在他周p的是服装M�的祭司，穿ˈ袍佩徽章的官ˈ和手拿�卷，咬文嚼字的文士。耶
Ť以君王的威�˄静地立在他�面前。他ɥ有上天的权威，毫不畏Ƴ地看着那些拒ƕ并ʅǭ他教
Ǹ，又迫不及待地想ü害他的仇ð。他�成群地来攻:他，但是他�ʓ去所有用来陷害他，定他罪
的阴ȵ都成了泡影。一次次的挑Å，他都£付自如；他提出的ž正光明的真理，与祭司和法利ɮ人
的黑暗与Ʉȣ，正好形成̨明的�比。他把ʖ些˳袖�的�˞状况和他�ˬ固不化的作˾所必有的
Ð£，都é在他�面前。他已如�地警告了他�。

611

但基督ʕ要ʗ行另一种工作。他要ʒ成另一个目的。 {DA 610.2}

 人�基督和他工作的兴趣一直有增无减。他�固然深
他的教Ǹ所感G，但也有大惑不解之
|。因他�一向敬重祭司、拉比�的智能和他�表面的虔ȕ。在一切有关宗教的ˋ˹上，百姓�±
是ƕ�地服从他�的权威。Ņ在 人看ǩʖ些人竟在Ȅ法破坏耶Ť的信誉，而ʖ位教�的德行和知
Ȋ在ð人的一次次Ǩ:下却愈加光明。他�看ǩ祭司和ˈ老�愁眉不展，ǉ拉得ˈˈ的，一副狼Ŀ
不堪的ą子。耶Ť的教Ǹ既如此清晰ű明，而官ˈ�却不肯相信，使他��ˣ理解。因此，他�不
知道自己£取什么¯度。他�素常˪从官ˈ的指�，所以ʖó他�切切地注意ʖ些人的一�一G。
{DA 611.1}

基督所Ǽ的比i，目的在于警告官ˈ�，同ó也是在教�凡愿意受教的百姓。但是他ʕ需要Ǽ得
更明白一些，因
百姓ʕ在尊重ʟ#，并盲目地相信那腐Ɏ的祭司制度，以致他�被奴化了。

612

ʖ些ʺʸ必˫Ş断；祭司、官ˈ和法利ɮ人的真面目，必˫更ª底地曝光。 {DA 611.2}

耶ŤȦ：“文士和法利ɮ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所吩咐你�的，你�都要Ƀ守遵行；但不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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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他�的行
，因
他�能Ȧ不能行。”文士和法利ɮ人，称自己ɥ有与摩西同等的神权。他�以律
法的解ʣ者、民 的�判者自居。因此，就要百姓ƕ�地尊敬并˪从他�。耶Ť吩咐他的听 ，要
遵行拉比�按着律法所教�他�的，却不要效法他�的榜ą，因
他�并不�行自己的教Ǹ。 {DA

612.1}

他�的教Ǹ有很多是与圣ƍ不符的。耶ŤȦ：“他�把ˣ担的重担捆起来，ç在人的肩上，但自己
一个指~也不肯G。”法利ɮ人根据他�的ʟ#ǫ定了无数的条文，并无理地限制个人的自由。他�
曲解律法的某些部分，强令百姓遵行，而他�自己却私下置之不理，甚至当要
己所用ó，他�就
宣称自己可以例外。 {DA 612.2}

öË自己的虔ȕ，是他�孜孜以求的目的。
ʒ此目的，他�就无所ȹ什么神圣不神圣了。关于
上帝的ȟ命，上帝曾�摩西Ȧ：“要系在手上
ǻ号，戴在˻上
ƍ文。” 申命ǻ6:8 ʖ些Ȗ具有深ʘ
的意。当默想并�行上帝的Ȗó，整个人生将会更高尚。在施行公和怜¸的作
上，人手必如
印章一ą，ö明上帝律法的原<。他必é手不行ɢɣ、腐Ɏ和欺̡的事。他必Ţ极地作仁ĺ和慈怜
的事。他的眼睛既望着一个崇高的目Ă，就必看得更清楚更正确。他ǉ上的表情和眉宇ˎ的神色，
都将ȇ明，一个ĸĺ并尊重上帝Ǹȥ之人的无瑕无疵的品格。但是基督ó代的犹太人却没有ǴȊ到
ʖ一切。上帝Ɠ摩西的吩咐被曲解
必˫将ƍ文佩戴在身。于是他�就照ʖȖ把ƍ文写在一条条羊
皮上，用引人注目的款式佩戴在~上和手腕上；但上帝的律法并没有因此而更深刻地印在他�的心
版上。ʖ些装̅不ʓ是引人注意的徽号。

613

他�想ʖą就能使佩戴者有敬虔的气派，好得民 的敬重。耶ŤƓ了ʖ金玉其外的虚̅当~一
棒，Ȧ： {DA 612.3}

“他�一切所作的事都是要叫人看ǩ，所以将佩戴的ƍ文做�了，衣裳的穗子做ˈ了；喜ĺ筵席上
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ĺ人在街市上ˋ他安，称呼他拉比。但你�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

只有一位是你�的夫子，你�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
父，因
只有一位是你�的父，就
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尊的称呼，因
只有一位是你�的�尊，就是基督。”救主用ʖą明白的
Ȗ，揭穿了那±想取得地位和权J的自私的野心。外表&装Ɂ卑，内心却充Ĩ了ɓ婪和嫉妒。人被
Ȩ赴席ó，�客的座位是依其身份排列的，被Ȩ上坐者得享最!款待和特别尊敬。法利ɮ人±是Ȅ
法得到ʖ种尊敬。耶Ť<斥Ɍʖ种作法。 {DA 613.1}

他也Ɍ}ɓq“拉比”或�尊称呼的虚荣心。他明Ȧ，除了基督，任何人都不配受ʖ种称呼。祭
司、文士、官ˈ，以及一切解ʣ律法、È行律法的人，都是弟兄，都是同一位天父的儿女。耶Ť要
将ʖ重要的教Ǹʳ刻在 人心中，不可Ɠ人以任何尊称，以表明他有权控制人�的良心或信仰。 {DA

613.2}

如果基督今日在地上，ńƑ他周p的是那些称
“可敬畏的”或“最可敬畏的”人， Ȑ者按：英美基
督教界¾用“可敬畏的”Reverend和“最可敬畏的”Right Reverend作
牧�和主教的尊称。而ț字在英
文圣ƍ中是用来形容上帝的名字的。ǩȓ篇111:9 他�不要重述当日的Ȗ：你�“也不要受�尊的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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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因
只有一位是你�的�尊，就是基督”[？圣ƍ宣布上帝的“名圣而可畏” （ȓ篇111:9），世
界上Ȯ能当得起ʖ个称呼呢？ʖ尊称所意味着的智慧和公，一个渺小的人能表Ņ出多少呢？有多
少僭越ʖ种称呼的人，却正�上帝的圣名和他的品德作不忠�的表Ņ啊！在崇高圣洁ƽ任的˂衣之
下，常ˢ藏着多少庸俗的野心、独裁的�制和卑劣的罪³啊！救主ƙƜȦ： {DA 613.3}

“你�中ˎȮ
大，Ȯ就要作你�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
卑；自卑的，必升
高。”基督曾一
再教Ǹ人Ȧ，真正的"大是根据人的道德水准来衡量的。在上天的衡度中，人格的"大在于
ȵ求
同胞的幸福而生活，

614

在于作仁ĺ和怜¸的工作。荣耀之君基督，做ʓ堕落的人类的仆人。 ǩ路加福音22:27 {DA 613.4}

耶ŤȦ：“你�ʖ假冒
善的文士和法利ɮ人有š了！因
你�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門关了，自己
不ʗ去，正要ʗ去的人，你�也不容他�ʗ去。”祭司和律法�曲解圣ƍ，使ǿ多人的心眼昏花。如
果不是ʖą，ʖ些人自然会得到有关基督之国的知Ȋ，和真圣洁所必需的内在的神圣生命。 {DA 614.1}

“你�ʖ假冒
善的文士和法利ɮ人有š了。因
你�侵吞寡�的家�，假意作很ˈ的祷告，所以
要受更重的刑Ʒ。”法利ɮ人在民ˎ有很大的J力，他�就藉此来ȵ取私利。他�Ǜ得虔ȕ寡�的信
任之后，向她�Ȧ，奉献ɋ�作宗教用途是她�当尽的本分。既得了她�ɋ�的管理权之后，ʖ些
老奸巨滑的&君子就拿它来肥自己的私囊。他�在 人面前作很ˈ的祷告，大大夸¦自己的虔ȕ来
掩̅他�不ȕ�的行
。基督Ȧ，ʖ种假冒
善必使他�受更重的刑Ʒ。ʖ同ą的斥Ɍ也要	到Ņ
代ǿ多自夸敬虔者身上。他�的人生被自私和ɓ婪所玷Ē，而他�用一件似乎ž洁的外衣，将ʖ一
切都遮盖起来了。他�能欺̡世人于一ó，但不能欺̡上帝。上帝洞察各人心中的意念，并要按各
人的行
施行�判。 {DA 614.2}

基督毫不留情地痛斥一切弊端，但也避免削减人当尽的F。他ɆɌ勒索并盗用寡�所献礼物的
自私行
，同ó也褒Ë那投两个小ʭ于上帝ʵ¢里的寡�。虽然有人妄用捐款，但ʖ并不能使奉献
的人不蒙上帝ɩ福。 {DA 614.3}

耶Ť坐在Ȅ奉献箱的院子里，看着 人投ʭ入¢。有ǿ多ɋ主 着大量的ʭ�，以炫耀的¯度投
入箱内。耶Ť看着他�就W愁，�他�大量的捐献并不W表什么意ǩ。不一会儿，他看ǩ一个Ŧ寡
�踌躇地前来，像怕人看ǩ似的，耶Ť的ǉ上便露出了愉快的神色。当那些富足和傲慢的人上来投
入他�的捐款ó，寡�倒退了几步，很ˣ鼓起勇气走上前去。然而她渴望
她所ĺ的圣工尽一点微
薄的力量。她看着手中的礼物，与周p那些人的捐款相比，真是微乎其微，但ʖ是她的全部ɤɋ。

615

她守候机会，匆匆地投了两个小ʭ，急忙ʀ身就走。但是ʖą作的ó候，她看ǩ耶Ť正定睛望着
她。 {DA 6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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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主叫門徒到跟前来，Ȩ他�注意ʖ寡�的ɔŦ。于是那寡�听ǩ他称ɯ的Ȗ道：“我�在告Ȍ你
�，ʖŦ寡�投入¢里的，比 人所投的更多。”当寡�感到自己所作的得到了理解和ɨȊó，她Č
喜得ĸ泪盈眶，不ǅ激G。ǿ多人D她把ʖ一点ʭ留
己用，况且ʖ一点ʭ放在养尊|!的祭司手
中，与ǿ多投入ʵ¢的大量捐款混在一起，根本ʚ影子也ˣ看ǩ。但耶Ť明白她的G机。ʖ�人相
信，圣殿的礼是上帝指定的，所以极愿尽她的力量来ƞ持。她已ƍ尽了她的力所能及的，所以ʖ件
事要世世代代作
她的Ž念，并在来生作她永ʘ的喜�。她的心和她的礼物一起献上了，其价.并
不在于ʭ的多少，而在于那激励她捐献的ĺ上帝和关®上帝圣工的心。 {DA 615.1}

耶Ťȁ到ʖŦ寡�Ȧ，她“投入¢里的，比 人所投的更多。”ɋ主是拿自己多余的ʭɋ捐上，其
中有ǿ多
的是要人看ǩ，要得人的尊敬。他�的大量捐款，并没有使他�失去一点享�，ʚ他�
的奢侈生活也未受半点影响，更ȳ不到ļ牲了。所以他�捐款的价.决不能与寡�的小ʭ相比。 {DA

615.2}

G机决定行
的�ɑ，Ȧ明我�所行的是卑鄙，ʕ是高尚。上帝并不以那些 目所看着的"大，
 口所交ɯ的大事
可ɛ。凡人�意尽小F，不令人ǩ的小奉献，在人看来或ǿ算不得什么，但
在上帝眼中却是最有价.的。一˸信�仁ĺ的心，在上帝看来比最ɛ重的捐献更宝ɛ。ɔŦ的寡�
已把她所有的生活ɞ全拿来作奉献。
要将那两个小ʭ献Ɠ她所ĺ的圣工，她竟ļ牲了自己的̄
食。她凭着信心去作，ŭ信天父不会忽略她迫切的需要。使她得到救主称ɯ的，正是ʖ种无私的精
神和赤ȕ的信心。 {DA 615.3}

在Ŧ人之中，有ǿ多人因˳受了上帝的恩典和真理，而渴望向他表示感激。他�极愿与他�更富
裕的弟兄�一起，共同ƞ持上帝的圣工。Ȯ都不£拒ƕʖą的人；F要Ƿ他�把自己的小ʭŢ蓄在
天国的ʵ¢里。如果他�所奉献的是出于一˸充Ĩĺ上帝的心，那么ʖ区区之数就必成
神圣的奉
献和无价的Ɋ物，是上帝所喜悦所重看的。 {DA 615.4}

616

当耶ŤȦʖ寡�“投入¢里的，比 人所投的更多”ó，无ȁ是在献捐的G机上，ʕ是在它的效果
上，ʖ句Ȗ都是确�的。因
被那两个小ʭ引来，流ʗ上帝ʵ¢里的，其数目比那些犹太ɋ主所献
的大多了。那区区捐款的影响，正像一条河流，起初很ƈ，但年代越久，就越流越广，越流越深。
同óʖ条河流曾以无数的方式帮助了Ŧ人的需要，推广了福音的工作。ʖŦ寡�自我ļ牲的榜ą，
在各世代各国的千万人心里一直起着巨大的作用。富人和Ŧ人都受了感G，所以他�的奉献就使她
那小ʭ的价.日益增ˈ了。上帝的恩典加在Ŧ寡�的小ʭ上，�生了很好的效果。凡出于ȕ心追求
上帝的荣耀而献的每一份捐款，所作的每一件事都是如此。它是与全能上帝的旨意ƾƐ在一起的。
它所成就的良好效果，不是世人所能衡量出来的。 {DA 616.1}

救主ƙƜɌ}文士和法利ɮ人Ȧ：“你�ʖ瞎眼˳路的有š了！你�Ȧ：‘凡指着殿起誓的，ʖ算
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țɃ守。’你�ʖ无知瞎眼的人哪！什么是大的？是金
子呢？ʕ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你�又Ȧ：‘凡指着v起誓的，ʖ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v上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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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誓的，他就țɃ守。’你�ʖ瞎眼的人哪！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ʕ是叫礼物成圣的v呢？”祭司
�照着自己虚&狭窄的Ă准来解ʣ上帝的律例。他�擅自将各ą的罪拿来作比ʇ，并ǫ定ǿ多精ƈ
的差别。他�将一些罪ʅʅ放ʓ，而把另一些ʇʅ的ʓ犯看
不得赦免的罪。人Ɠ他�一些ʭ，他
�就准ǿ人背弃誓Ż。
了巨˻的金ʭ，他�有ó竟把重大的罪案放ʓ了。而同óʖ些祭司和官ˈ
�，却�一些无足ʅ重、无关宏旨的ʓʾ作了�厉的判决。 {DA 616.2}

“你�ʖ假冒
善的文士和法利ɮ人有š了！因
你�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
上更重的事，就是公、怜¸、信�反倒不行了。ʖ更重的是你�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基
督在ʖ几句Ȗ里又ɆɌ了他�歪曲神圣ƽ分的罪。至于F的本身他并没有¥除。十分之一的制度
是上帝所ǳ的，从古ó就被人遵行。信心之父�伯拉罕将他一切所有的献上十分之一。犹太的官ˈ
�承ǴƵƀ十分之一的本分，ʖ固然是不ʾ的，

617

但是他�没有Ƿ百姓凭着自己的良心履行自己的本分。他�任意
每一件事ǳ下ǫ条，而且ʖ些
ǫ条又是那么复ý，以致人无法遵守；没有人能知道自己什么ó候才算是尽到了F。上帝所˯布
的制度原是公正合理的，但祭司和拉比�却使之成
ˣ挑的重担。 {DA 616.3}

上帝一切的吩咐都是重要的。基督承ǴƵƀ十分之一是人的本分。但是他指明不能以此作
忽略
其他本分的藉口。法利ɮ人固然�毫不爽地将他田园中的菜蔬，像薄荷、茴香、芸香之类ƀ上十分
之一。ʖ些所ɞ有限，却使他�得了�Ƀ守法和圣洁无瑕的美名。同ó，他�那种无ȹ的限制U迫
着百姓，破坏了他��上帝�自制ǳ之神圣制度的尊敬。他�用ǿ多无关ŷ要的ƈǑ来占据人的思
想，使他�无法注意基本的真理。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怜¸、信�，都被疏忽了。基督
Ȧ：“ʖ更重的是你�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DA 617.1}

其他的律法也被拉比�同ą地歪曲了。上帝通ʓ摩西所ɩ的指示，禁止人吃任何不洁8之物。猪
肉和某些其他G物的肉，一概在禁止之列。因食用的Ɛ果能使人的血素Ēě，寿命Ƴ短。但上帝˯
布的ʖ些禁令，法利ɮ人没按上帝的原意#ʒ出来，却走向不必要的极端。他�ǳ了ǿ多ǫ条，其
中之一要人ʓĩ一切̄水，免得内中有不洁8的小虫。耶Ť将ʖ些ƈ微的无理要求，与他�所犯的
重大罪³作个�比，向法利ɮ人Ȧ：“你�ʖ瞎眼˳路的，蠓虫你�就ĩ出来，̝̘你�倒吞下去。”
{DA 617.2}

“你�ʖ假冒
善的文士和法利ɮ人有š了！因
你�好像粉̅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Ĩ了
死人的骨~和一切的Ēţ。”粉̅好看的坟墓怎ąˢ藏其中腐Ĵ的尸体，祭司和官ˈ�照ą用圣洁的
外表来ˢ藏他�的罪孽。耶ŤƙƜȦ： {DA 617.3}

“你�ʖ假冒
善的文士和法利ɮ人有š了！因
你�建造先知的坟，修̅人的墓，Ȧ：‘若是
我�在我�祖宗的ó候，必不和他�同流先知的血。’ʖ就是你�自己ȇ明是ü害先知者的子�了。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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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
要表示�ʓ去先知的尊敬，就非常ĸ心地修̅他�的坟墓。但他�从来不从先知的教Ǹ
中得到益|，也不接受先知的Ɍ}。 {DA 617.4}

在基督的ó代，犹太人迷信地Ǽ究死人的安葬之|，在修̅坟墓的事上浪ɞ大量金ʭ。在上帝看
来，ʖ就是拜偶像。他�ʓ分敬重死人，ö明他�不以ĺ上帝
至上，也不ĺʠ如己。ʖ种拜偶像
的˾气，今日依然盛行。ǿ多人剥�了孤儿寡�和患病Ŧ苦之人的权利，来Ɠ死人修建昂ɛ的Ž念
碑，在ʖą的事上浪ɞóˎ、金ʭ、精力，而�活人£尽的本分基督所明明吩咐的本分却不奉行。
{DA 618.1}

法利ɮ人建造先知的坟，修̅他�的墓，彼此Ȧ，若是我�在我�祖宗的ó候，必不和他�同流
上帝仆人的血。但同ó他�在ȵ害上帝儿子的命！ʖ£作
我�的教Ǹ，足以打开我�的眼睛，使
我�看清撒但欺̡人，使人ʀ离真理之光的魔力。ǿ多人蹈法利ɮ人的覆ʏ，尊敬那些
信仰殉身
的人。他�因犹大拒ƕ基督的盲目无知而¹奇，Ȧ，如果我�生在基督的ó代，我�必欣然˳受他
的教Ǹ，决不会跟那些拒ƕ救主的人一同犯罪。但当他�要˪从上帝而必˫舍己受辱ó，ʖ些素来
如此自夸的人便昧着良心不肯˪从了。ʖą，他�所表Ņ的恰恰是基督所Ɍ}的法利ɮ人的精神。
{DA 618.2}

犹太人一点也没看出来，他�拒ƕ基督所要ɉ的Ɍ任是多么可怕。自从³人第一次流了无辜之人
的血，就是从人�伯倒在țˢ手下之ó起，ʖĆT史惨C一直在重演，而且愈演愈烈。在各世代
都有先知大声斥Ɍ君王、首˳和庶民的罪³，他�#出上帝所ɩƓ他�的Ȗ，冒生命的危ˡ来˪从
上帝的旨意。拒ƕ真光和真理的人所£受的可怕刑Ʒ，一代又一代地ǻ©在案，堆Ţ成山。Ņ在基
督的仇ð正把ʖ累Ţ起来的刑Ʒ堆在自己~上。祭司和官ˈ�的罪，比先前任何世代的罪更重。他
�既拒ƕ了救主，

619

就使世上一切人所流的血，从�伯直到基督，都¨到他�自己身上。他�即将³ɘĨ盈，不久
就有公的Ð£/在他�~上。关于ʖ一点，耶Ť警告他�Ȧ： {DA 618.3}

“叫世上所流人的血，都¨到你�身上，从人�伯的血起，直到你�在殿和v中ˎ所ü的巴拉
加的儿子撒迦利�的血
止。我�在告Ȍ你�，ʖ一切的罪，都要¨到ʖ世代了。” {DA 619.1}

听ǩ耶ŤǼȖ的文士和法利ɮ人知道他的Ȗ是真的。他�知道先知撒迦利�被ü的情形。当上帝
警告的Ȗʕ在撒迦利�口中ó，那叛道的王便勃然大怒，下令把先知|死。他的血流在圣殿院子里
的石~上，血迹永ʘ不能磨į，一直留在那里作
以色列叛道的ǩȇ。圣殿存在一天，ʖ人的血
迹就向上帝呼吁伸冤一天。当耶Ť提到ʖ些可怕的罪³ó， 人都深感恐惧、震¹。 {DA 619.2}

耶Ť展望将来，声明犹太人的不肯悔改，和�上帝仆人的不能容忍的¯度，ʓ去怎ą，将来ʕ会
是怎ą： {DA 619.3}

“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ʖ里来，有的你�要ü害，要ʦ十字架；有的你�要在会
堂里鞭打，从ʖ城追逼到那城。”被圣灵充Ĩ，大有信心的先知和智慧人司提反、雅各和ǿ多其他



4/7/13 7:52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314 of 429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36&start_paragrap…003633895&finish_paragraph=1003637983&references=1&pagebreaks=1

人将被定罪，并遭ü害。ʖó基督向天�手，全身被一道神光ńƑ，以�判者的姿¯站在 人面前
ǼȖ。一向是柔和D告的Ȗ音，此óX成Ɍ}和判罪的声ȯ。听 
之W˽。他的言ȡ和神色Ɠ人
的印象是永不磨į的。 {DA 619.4}

基督的À是ʥ�那些既Ď了自己，又蒙̡他人，更Ē辱了上帝的假冒
善、罪大³极之徒的。
他在祭司和官ˈ�的似是而非、自欺欺人的推ȁ之中，看出撒但的伎*。他斥Ɍ罪³，虽然言辞ʼ
利、不留余地，但并没ȦÐ复的Ȗ。他固然�黑暗之君W怒，却没有表Ņ暴躁的性格。每个基督
徒也当如此。他的生活若与上帝和ȷ，并具有仁ĺ和怜¸的美德，

620

必�罪³感到À填膺，却不至于感情冲G，以辱̛ʕ辱̛；甚至在受撒但J力鼓G的人Ƞ告
ó，仍能在基督里保持˄定沉着的˾度。 {DA 619.5}

上帝的儿子依依不舍地望着圣殿和听 ，ǉ上不禁Ņ出无限神圣的慈ĺ。他心®重，眼lĸ
泪，声音˽抖地Ȧ：“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ü害先知，又用石~打死那奉差遣到你ʖ里来
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把小̬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不愿意。”ʖ是最后分
离的Û扎。上帝的心意也随着基督的悲声/Ȍ出来了。ʖ是上帝恒久忍耐的慈ĺ的神秘告别。 {DA

620.1}

法利ɮ人和撒都ț人都_口无言。耶Ť召集門徒准}离开圣殿，并不像一个从ð人面前退却的失
Ɏ者，却像一个完成了任F的人，以ǅ利者的姿¯退出Ås。 {DA 620.2}

在那重要的一天，从基督口中˗W出来的宝ɇ真理被多人珍藏在心。在ʖ些人的生活中，b醒了
新的思想，生出了新的ĸ望，开始了新的Ž元。在基督被ʦ和复活之后，ʖ些人便出来站在前列，
以一种与圣工之"大相称的智慧和ĸ忱完成了他�神圣的使命。他�所#的信息感G人心，削弱了
那ˈ期束ƫ着千万人生活的古老迷信。人的理ȁ和哲学在他�的ǩȇ之下，成了虚空的无稽之ȳ。
当日救主在耶路撒冷圣殿中，�那¹Ǿ、ŷ¦的会 Ȧ的Ȗ所�生的重大效果，于此可ǩ一斑。 {DA

620.3}

但以色列作
一个国家，已ƍ离弃了上帝，橄ĈĄ上原来的枝子已ƍ折断 ǩƶ̎�11:21。耶Ť
最后看了看圣殿的内部，用悲哀怜¸的声音Ȧ：“看哪，你�的家成
荒s，留Ɠ你�。我告Ȍ你
�：从今以后，你�不得再ǩ我，直等到你�Ȧ：‘奉主名来的，是£当称˰的。’”以前他常称圣殿

他父的居所；但如今，上帝的儿子要从那里出来了。上帝的圣˺也要永ʘ离开那
荣耀他而建造
的圣殿。从此以后，圣殿中一切的�式再无意，一切的礼Ǒ再无用|了。 {DA 620.4}

621

第六十八章 在圣殿的外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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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根据：Ż翰福音12:20-43 {DA 621.1}

“那ó，上来ʓǑ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他�来ǩ加利利伯ɮ大的腓力，求他Ȧ：‘先
生，我�愿意ǩ耶Ť。’腓力去告Ȍ安得烈，安得烈同腓力去告Ȍ耶Ť。” {DA 621.2}

ʖó，基督的工作表面上似乎是悲惨地失Ɏ了。他与祭司和法利ɮ人ʐȁ虽然得了ǅ，但是很明
ö，他�决不会接受他
弥ɮ�。最后决裂的ó候已到。在門徒看来，事情是没什么希望了。但基
督的工作正在走向Ɗ局。那不�关系到犹太国，而且关系到全世界的大事，即将W生。基督听ǩ“我
�愿意ǩ耶Ť”ʖ个ĸ切的要求，反£着世人̂渴的呼声，他便容光ĹW地Ȧ：“人子得荣耀的ó候到
了。”在ʖ几个希利尼人的要求中，他看到了自己"大ļ牲的功效。 {DA 621.3}

ʖ些人在救主生命将要Ɛ束ó，从西方来找他，正如在他降生ó，几个博士从�方来朝拜他一
ą。在基督降生ó，犹太人沉湎于自己野心的迷梦中，竟不理会他的来	。

622

博士�从异教之邦 着礼物来到̎棚里朝拜救主。照ą，ʖ些希利尼人代表着世上的各国、各
族、各民来ǩ耶Ť。各ó代各地区的人都必被救主的十字架所吸引。ʖą，“从�从西，将有ǿ多人
来，在天国里与�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 ̎太福音8:11 {DA 621.4}

希利尼人听Ȧ基督ǅ利地ʗ了耶路撒冷。当ó#Ȧ他曾把祭司和官ˈ�赶出圣殿，于是推想，他
行将登上大R的宝座作以色列的王。ʖ些希利尼人渴望知道有关他使命的�情。他�Ȧ：“我�愿意
ǩ耶Ť”，他�的要求蒙允准了。当門徒将ʖ要求告Ȍ耶Ťó，他正在那只准犹太人ʗ去的内院里，
于是他出到外院去接ǩ希利尼人，同他�会ȳ。 {DA 622.1}

基督得荣耀的ó候到了。他正在十字架的阴影之下，希利尼人的ȅˋ向他表明：他行将付出的ļ
牲，必使ǿ多儿女¨向上帝。他知道ʖ些希利尼人不久将要看ǩ他|于他�做梦也想不到的境遇
中。他�将看ǩ他被放在ü人的强盗巴拉巴旁ʑ，就是犹太人当着上帝儿子的面，ʜ×的要ʣ放的
那个强盗。ʖ些希利尼人也要听ǩ犹太人受祭司和官ˈ�的鼓G，作ʖą的ʜ×。�于以下的ˋ
˹：“ʖą，那称
基督的耶Ť，我怎么E他呢？”犹太人将要回答：“把他ʦ十字架!” ̎太福音27:22
基督知道他
世人ɧ罪之后，他的王国就必成全，并要É展到全世界。他要以复兴者的身份工作，
而且他的灵必能得ǅ。/刻ˎ，他展望未来，听到地上各|有声音宣告：“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
世人罪孽的。”Ż翰福音1:29 在ʖ些外邦人身上，他看到将来大收成的˱兆。到那ó，犹太人和外邦
人之ˎ隔断的{垣必要拆除。各国、各方、各民，都必听ǩ救恩的信息。“人子得荣耀的ó候到
了，”ʖȖȦ明他˱先看到他的"大希望X成Ņ�。但是得到ʖ荣耀所必ƍ的路，基督±是ó刻放在
心上的。他必˫先受那即将	到的死，然后才能聚集外邦人¨˪上帝。只有藉着他的死，世人才能
得救。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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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子必˫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埋没不ǩ；但他必将复活。 {DA 622.2}

基督借用自然界的事物来Ȧ明自己所面	的事，使門徒明白。他的使命必˫藉着他的死，才能得
到真�的果效。他Ȧ：“我��在在地告Ȍ你�，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
了，就Ɛ出ǿ多子粒来。”当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它就会W芽Ɛ�。照ą，基督的死，必
上帝
的国Ɛ出果�来。依照植物界的定律，他死的Ɛ果就是生。 {DA 623.1}

耕地的人常有ʖ个比i在他�面前。
要ƙƜ不断地保持粮食的供£，必˫年年撒下上好的五
谷。谷粒必˫úóˢ藏在土壤之下，Ƿ上帝看管照˭。然后先W苗，后ˈ穗，最后穗上Ɛ成子粒。
但是ʖ成ˈ，若不是种子先埋在地里ˢ藏起来，而且明ö地�失了，就不能生ˈ。 {DA 623.2}

埋在地里的种子�生果�，后来果�又种在地里，如此循ń不已，庄稼繁殖无Ŧ。照ą，基督在
髑̤地的十字架上的死，也要Ɛ出果子来，直到永生。十字架的果�，就是那些活到永生的人。他
�必以思念ʖ˩ļ牲
他�的荣耀。 {DA 623.3}

一粒麦子若是要保守自己的生命不死，就Ɛ不出子粒来，它一直是一粒。基督若愿意，能救自己
不死。但若是ʖą，只得独自生存，不能引˳ǿ多儿女¨向上帝。他惟有舍掉生命，才能将生命分
Ɠ人类；惟有落在地里死了，他才能成
孕育大丰收的种子，从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中救ɧ 
多的子民¨于上帝。 {DA 623.4}

基督把ʖ真理Ɛ合到人人都£学�的自我ļ牲的精神上：“ĺ惜自己生命的，就失�生命；在ʖ世
上恨³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凡愿与基督同工Ɛ果子的人，必˫先“落在地里死了”，
必˫把生命投入世界的需要之中。ĺ己和利己的心必˫死掉。自我ļ牲的定律，就是保全自己的定
律。7人要保全五谷，就要把它撒出去。人类生存的定律也是如此，舍就是生。那得蒙保全的生
命，就是那甘愿舍身
上帝和人类服F的生命。

624

凡在今生
基督的ƪ故ļ牲自己生命的人，必能保全生命到永生。 {DA 623.5}

�
自己活的生命，就像被吃掉的五谷一ą。不但自身不ǩ了，而且不能繁殖。一个人尽可以

自己聚ñ一切，也可以�
自己生活、思Ǣ、打算；可是生命一Ɛ束，他就万事皆空，一无所有。
�求利己的定律，就是自取į亡的定律。 {DA 624.1}

耶ŤȦ：“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
必尊重他。”凡与耶Ť同背十字架的人，必要与他同享荣耀。基督因
門徒将要与他同得荣耀，就在
羞辱痛苦之中感到喜�。他�就是他自我ļ牲的果�。他自己的品德和精神得以�Ņ在他�心中，
ʖ就是他的Ð0，并要成
他的喜�，直到永ʘ。当門徒看ǩ自己的I苦和ļ牲在别人的心灵和生
活中Ɛ出果子ó，他�也要与主同享喜�。他�是与基督同工，所以天父必ɩ荣耀Ɠ他�，正像他
荣耀他的儿子一ą。 {DA 624.2}

希利尼人来ǩ耶Ť的消息，不但˱示外邦人¨主，也使他想到他的整个使命。那ó，救ɧ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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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从天上定ǲ划起，直到Ņ在即将	到他的死
止，都展开在他面前。ʖó似乎有一�神秘的ğ
云Ů罩着上帝的儿子。挨近他的人也感ǯ到那朦ǆ的黑影。他坐在那里，聚精会神地沉思默想，最
后他悲哀的Ȗ音打破了当ó的沉寂：“我Ņ在心里愁，我Ȧ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ʖó候。
”基督已ƍ˱先�到了苦杯的滋味。他一想到将来被弃ƕó，他的人性不寒而栗。到那ó，ʚ上帝也
要离弃他， 人都以
他受ɌƷ，被上帝:打苦待了。他又想到自己将要在 人面前受辱，被ǭ

罪魁，最后死在耻辱之中，不禁
之胆寒。ʖ种与黑暗J力斗争的˱感，和背ɉ人类罪³之可怕重
担的痛苦，加上天父因罪所W的À怒，使耶Ť支持不住了，他ǉ色W青，像死人一般。 {DA 624.3}

最后，基督决心˪从他父的旨意。他Ȧ：“但我原是
ʖó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只
有藉着基督的死，才能推翻撒但的王国。只有如此，他才能ɧ回人类，荣耀上帝。耶Ť情愿受苦，
甘心ļ牲。天上的大君�于受苦如同ɉ罪的人。他Ȧ：“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

625

当基督ȦʖȖó，有声音从停在上方的云朵中回答Ȧ：“我已ƍ荣耀了我的名，ʕ要再荣耀。”基
督的一生，从生在̎槽里起，直到他ȦʖȖó止，都已荣耀了上帝；而且在未来的Ȓı中，在神性
与人性两方面所受的痛苦中，也必荣耀他父的名。 {DA 624.4}

ʖ声音W出ó，有一道光从云中射出，ńƑ基督，宛如全能者的膀臂®抱他一ą，赫赫的威荣像
一道火{。 人ǩ之无不¹Ǿ畏惧。无一人敢吱声。大家都ˊ口屏息地站在那里，定睛望着耶Ť。
天父已
他作了ǩȇ，于是云彩上升，散于天空。天父与ĺ子之ˎ有形的交通úóƊ止了。 {DA 625.1}

“站在旁ʑ的 人听ǩ，就Ȧ：‘打雷了。’ʕ有人Ȧ：‘有天使�他ȦȖ。’”但是ʖ些来ǩ耶Ť的希
利尼人看ǩ云彩，听ǩ声音，就明白其中的意，��在在地Ǵ出了基督。耶Ť已向他�ö明他乃
是上帝所差来的。 {DA 625.2}

在耶Ť受洗开始工作ó，曾有人听ǩ上帝的声音，以后在他登山X像ó，又听ǩʓ一次。如今，
在他工作将要Ɛ束ó，有更多的人在特殊的情况下听ǩ了上帝第三次W出的声音。关于犹太人的景
况，耶Ť=才W表了最�ǀ的真理，Ɠ了他�最后的D告，并宣布了他�的厄ʔ。ʖó上帝再次印
ȇ他儿子的使命，承Ǵ了被以色列所拒ƕ的那一位。耶ŤȦ：“ʖ声音不是
我，是
你�来的。”ʖ
是耶Ť身
弥ɮ�的最后ȇ据，是来自天父的信号，ȇ明耶ŤǼ的是真理，而且他就是上帝的儿
子。 {DA 625.3}

基督接着Ȧ：“‘Ņ在ʖ世界受�判，ʖ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起来，就要吸引万
人来¨我。’耶ŤʖȖ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ą死Ȧ的。”ʖ是世界的大ʀ机。耶Ť若
世人的罪作了挽
回祭，世界就必得到光明，撒但在人心中的权J就要被打破。人身上被Ďß了的上帝形像将要恢
复，信主的圣徒最后就必承受天家。ʖ一切都是基督之死的Ɛ果。救主沉思默想着那é在前面的ǅ
利，他看ǩ十字架，就是那残酷、可耻的十字架，及其恐怖惨状，竟放出了İĴ的光ʌ。 {DA 625.4}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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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十字架所成就的，不�是人类的救ɧ之工。上帝的ĺ藉此向全宇宙彰ö出来了，世界的王要
被赶出去。撒但�上帝的一切指控都要被̔倒。他�上天的侮辱要永ʘ洗雪。天使和世人都要被引
到救ɧ主面前。他Ȧ：“我若从地上被�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我。” {DA 626.1}

ȦʖȖó，有ǿ多人p着他，于是有人Ȧ：“‘我�听ǩ律法上有ȖȦ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Ȧ人
子必˫被�起来呢？ʖ人子是Ȯ呢？’耶Ť�他�Ȧ：‘光在你�中ˎʕ有不多的ó候，£当趁着有光
行走，免得黑暗	到你�；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去。你�£当趁着有光，信从ʖ光，
使你�成
光明之子。’” {DA 626.2}

“他虽然在他�面前行了ǿ多神迹，他�ʕ是不信他。”有一次他�ˋ主Ȧ：“你行什么神迹，叫我
�看ǩ就信你？”他行ʓ无数的神迹，他�却ˊ着眼、硬着心。Ņ在天父既�口W言，他�ʕ能求什
么别的神迹呢？可惜他�ʕ是不肯相信。 {DA 626.3}

“虽然如此，官ˈ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ɮ人的ƪ故，就不承Ǵ，恐怕被赶出会堂。”他�
喜ĺ人的称ɯ，而不求上帝的喜悦。
了保全自己免受指摘和羞辱，他�就否Ǵ了基督，拒ƕ了永
生。从那ó起，各世代中不知有多少人犯了ʖ同ą的ʾȣ啊！�ʖ些人救主W出警告Ȧ：“ĺ惜自己
生命的，就失�生命。”耶Ť又Ȧ：“弃ƕ我、不˳受我Ȗ的人，有�判他的，就是我所Ǽ的道在末日
要�判他。” Ż翰福音12:48 {DA 626.4}

唉，那些不知道眷˭他�之ó候的人哪！基督Ʀ慢而沉痛地永ʘ离开圣殿了。 {DA 626.5}

627

第六十九章 在橄榄山上

本章根据：̎太福音24: ； ̎可福音13: ； 路加福音21:5-38 {DA 627.1}

基督�祭司和官ˈ�Ȧ：“看哪，你�的家成
荒s，留Ɠ你�。” ̎太福音23:38 ʖ句Ȗ使他�
恐慌不已。虽然他�装作不介意似的，可是，他�心中却常常起伏不定，ʖȖ是什么意思呢？好像
有一种看不ǩ的危ˡ在威Ǆ着他�。ʖ庄�的圣殿乃民族的光荣，ˣ道不久要成
荒凉的¥墟[？
門徒也同ą感到ʖ是个凶兆。他�急切地想从耶Ť口中听到一些更肯定的Ȗ。当門徒跟着耶Ť从圣
殿里出来ó，他�Ȩ耶Ť注意圣殿的u固与美�。建筑圣殿的石t都是最道地的大理石，洁白无
瑕；其中有些石t大得几乎ˣ以置信。有一段石{曾抵Úʓ尼布甲尼撒6˛的p攻，直存到Ņ在。
由于工程的精巧，ʖ{好似从石ŝ中;出来的一整t大岩石。門徒不明白，ʖ么u固的石{怎么会
/覆。 {DA 627.2}

当基督注意到圣殿的"大和壮�ó，ʖ被人拒ƕ的主，心中ț有何等Ȧ不出的感想啊！在他面前
的景象固然壮�，但他Ĩ®愁地Ȧ：ʖ一切我都看ǩ了。ʖ些建筑固然¤大雄"，你�以
ʖ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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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被摧Ď[？但你�听我Ȧ：日子将到，“将来在ʖ里，没有一t石~留在石~上不被拆Ď
了。” {DA 627.3}

628

ʖ些Ȗ是基督当着ǿ多人Ǽ的。及至他O独坐在橄Ĉ山上ó，彼得、Ż翰、雅各和安得烈到耶Ť
跟前ˋ他Ȧ：“Ȩ告Ȍ我�，什么ó候有ʖ些事？你降	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兆呢？”耶Ť回答門
徒ó，没有把耶路撒冷的Ďį和他降	的大日分开，而是把ʖ两件大事并在一起Ǽ了。如果耶Ť把
将来的事，照他所看ǩ的指示Ɠ門徒，他�必受不住。他因怜ĺ他�，就把ʖ两件大事混合起来
Ǽ，Ƿ門徒自己去研究其中的意。当耶Ť提到耶路撒冷的Ďįó，他的˱言就越ʓʖ件事，一直
Ǽ到世界最后的大灾；那ó耶和M要从他的居所出来，刑Ʒ地上居民的罪孽。地也必露出其中的
血，不再掩盖被ü的人。ʖ篇ǼȖ不�是�当ó的門徒Ǽ的，也是ʥ�生活在末ó代的人而Ǽ的。
{DA 628.1}

基督ʀʓǉ来朝着門徒，�他�Ȧ：“你�要Ƀ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因
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
名来，Ȧ：‘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ǿ多人。”ǿ多假基督将要出Ņ，自言能行神迹，并宣称犹太国
蒙拯救的ó候已ƍ到了。ǿ多人要受他�的迷惑。基督ʖȖ已ƍ£̟了。从他的死到耶路撒冷被p
困ʖ段ó期中，已有ǿ多假基督出Ņ。但ʖ警告也是Ɠ我�Ņ代人的。那在耶路撒冷Ďį之前，被
人用ʓ的种种̡û，在各世代都有人使用，而且将来ʕ会重演。 {DA 628.2}

“你�也要听ǩ打仗和打仗的˾声，±不要¹慌，因
ʖ些事是必˫有的，只是末期ʕ没有到。
”在耶路撒冷Ďį之前，世人会争�权位，弑君犯上；到|有打仗和打仗的˾声。基督Ȧ：“ʖ些事是
必˫有的，只是末期（把犹太国当成一国而ȁ，再亡之期）ʕ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多|必有̂荒、地震。ʖ都是灾ˣ的起~。”基督又Ȧ：当拉比�看到ʖ些˱兆ó，他�必要Ȧʖ是
上帝降Ɠʎ制他ʜ民之列国的刑Ʒ。他�也要Ȧʖ就是弥ɮ�降	的先兆。

629

你�不要受迷惑，因
ʖ都是上帝所降灾ˣ的起~。 人都依靠自己，不肯悔改¨正，以致我无
法医治他�。他�Ǵ
是自己从捆Ǝ中得解放的征象，正是自己被Ďį的˱兆。 {DA 628.3}

“那ó，人要把你�陷在患ˣ里，也要ü害你�；你�又要
我的名被万民恨³。那ó，必有ǿ多
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³。”ʖ一切，基督徒确�都忍受了。父母陷害儿女，儿女陷害父
母；朋友将朋友交Ɠ公会。逼迫者遂了心愿，ü害了司提反、雅各和其他基督徒。 {DA 629.1}

630

上帝曾通ʓ他的仆人，Ɠ犹太人最后悔改的机会。在基督的ǩȇ人被捉拿受�并坐牢ó，他曾彰
ö自己的荣耀。然而，犹太的�判官ʕ是定了他�的死罪。他�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犹太人ü害
他�，就等于将上帝的儿子重新ʦ在十字架上。同ą的事必要重演：掌权者将要ǳ出限制宗教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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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他�要僭取上帝所独有的权柄，以
自己能强制别人的信仰。其�，惟有上帝才有权管理
人心。但Ņ在他�已ƍ下手，并将要ƙƜʗ行下去，直到他�到了不能逾越的界限
止。那ó，上
帝必
他忠心守ȟ的子民�自出来加以干涉。 {DA 630.1}

每当逼迫W生，一切有关的人就必˫决定，是ÔÏ基督ʕ是反�基督。那些向受冤屈者表同情的
人，ö明他�是属于基督的。另有一些人，因
真理的原<直接干涉了他�的行
，就起了反感，
因此ǿ多人跌倒，背弃了他�曾一度持守的信仰。那些在受考̟ó背叛真道的人，
自己的安全，
就妄作ǩȇ，陷害弟兄。基督已将ʖ事警告我�，使我�看到那些拒ƕ真光者的悖天逆理和残酷手
段ó，就不至于感到¹奇。 {DA 630.2}

基督ɩƓ門徒一个关于耶路撒冷遭Ďį的˱兆，并告Ȍ他�如何逃脱。他Ȧ：“你�看ǩ耶路撒冷
被兵p困，就可知道它成
荒s的日子近了。那ó，在犹太的£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当出来，
在�下的不要ʗ城。因
ʖ是Ð£的日子，使ƍ上所写的都得£̟。”基督ʖȖ是
四十年后耶路撒
冷被Ďó所W的警告。那ó，基督徒因听从了ʖ个警告，在圣城陷落ó没有一个遇ˣ的。 {DA 630.3}

基督Ȧ：“你�£当祈求，叫你�逃走的ó候，不遇ǩ冬天或是安息日。”Ȅ立安息日的主并没有
¥掉安息日，或把安息日ʦ在十字架上。他的死并没有使安息日失效。在他被ʦ后四十年，安息日
仍被尊
圣日。門徒祷告了四十年之久，求上帝在他�逃跑的ó候不遇ǩ安息日。 {DA 630.4}

ȳ了耶路撒冷的Ďį之后，基督很快就ȳ到那重要的大事，就是世界T史的最后一幕上帝的儿子
在威荣中降	。在ʖ两件大事之ˎ，他看到一段很ˈ的黑暗ó期，

631

就是他的教会要ƍTǿ多世Ž的流血、以泪洗面和极度痛苦的T史。ʖ景象是他的門徒当óʕ担
当不起的，所以耶Ť只扼要地提了一下，Ȧ：“那ó必有大灾ˣ，从世界的起~直到如今，没有ʖą
的灾ˣ，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
ʜ民，那日子
必减少了。”一千多年的灾ˣ，即世人从未ǩʓ的逼迫要	到基督徒。他千百万忠心的ǩȇ人都被ü
害了。若不是上帝伸手保Ï他的子民，他�就要全被įƕ。他Ȧ：“只是
ʜ民，那日子必减少了。”
{DA 630.5}

接下来，我�的主用无可置疑的ȖǼ到他第二次降	，
他复	以前所必有的危ˡ，˱先提出警
告：“那ó，若有人�你�Ȧ‘基督在ʖ里’，或Ȧ‘基督在那里’，你�不要信。因
假基督、假先知将
要起来，ö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ʚʜ民也就迷惑了。看哪，我˱先告Ȍ你�了。若有人�
你�Ȧ，‘看哪，基督在ô野里’，你�不要出去；或Ȧ，‘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不要信。ˉŇ
从�ʑW出，直照到西ʑ。人子降	，也要ʖą。”基督曾Ȧʓ，耶路撒冷Ďį的˱兆之一、就是
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后来假先知果然起来了，迷惑 人，并引˳ǿ多人到ô野去。û士
�和行邪û的，自称有不可思ǹ的能力，曾吸引群 跟他�到山ˎ的荒野。但是ʖ段˱言也是
末
后的日子Ȧ的；ʖ也是基督第二次降	的˱兆。就是Ņ在，已有假基督和假先知Ņ出神迹奇事来Ȥ
惑基督的門徒。我��不是听到有人喊：“基督在ô野里”[？�不是有成千人到ô野去，希望找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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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而且在成千的集会中，有人自称能与鬼魂来往。Ņ在�不已ƍ听ǩ他�喊，“看哪，基督在内
屋中”[？ʖ就是Ņ代交鬼û所作的宣#。但基督Ȧ什么呢?“你�不要信。ˉŇ从�ʑW出，直照到
西ʑ。人子降	，也要ʖą。” {DA 631.1}

救主除了指出他再来的ǿ多˱兆之外，ʕ指定了~一个兆~出Ņ的óˎ：“那些日子的灾ˣ一ʓ
去，日~就X黑了，

632

月亮也不放光， 星要从天上w落，天J都要震G。那ó，人子的兆~要ö在天上，地上的万族
都要哀哭。他�要看ǩ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着天上的云降	。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
声，将他的ʜ民从四方，从天ʖʑ到天那ʑ，都招聚了来。” {DA 631.2}

基督宣称，在ƶ̎教的大逼迫停止后，日~就要X黑，月亮也不放光。以后 星也要从天上w
落。他又Ȧ：“你�可以从无花果Ą学个比方：当Ą枝W嫩ˈ叶的ó候，你�就知道夏天近了。ʖ
ą，你�看ǩʖ一切的事，也ț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門口了。” ̎太福音24:32, 33 {DA 632.1}

基督已ƍ提出他降	的种种˱兆。他Ȧ我�可以知道什么ó候他已	近，正在門口了。他ȁ到那
些目睹ʖ些˱兆的人Ȧ：“ʖ世代ʕ没有ʓ去，ʖ些事都要成就。”今天ʖ些˱兆都已出Ņ，Ņ在我�
可以确知主降	的日子近了。他Ȧ：“天地要¥去，我的Ȗ却不能¥去。” {DA 632.2}

基督将要在大荣耀中̙云降	，有无数光明的天使伴随着他。他来，要使死人复活，使活着的圣
徒改X，荣上加荣。他来，要尊荣那些ĺ他并守他ȟ命的人，接他�到自己那里去。他没有忘ǻ他
�，也没有忘ǻ自己的£ǿ。那ó，ǿ多家庭必要重新o聚。Ņ今，当我�
死者$ó，就要想
到将来上帝号筒吹响的那个清晨，“死人要复活，成
不朽坏的，我�也要改X。” 哥林多前�15:52
ʓ不久，我�要看ǩ王的荣美；ʓ不久，他将擦去我�一切的眼泪；ʓ不久，他要使我�“无瑕无
疵、ČČ喜喜地站在他荣耀之前” 犹大�24。因此，当他提出自己降	的˱兆ó，接着Ȧ：“一有ʖ
些事，你�就当挺身昂首，因
你�得ɧ的日子近了。” {DA 632.3}

然而，基督并没有把他降	的日子和ó辰告Ȍ人。他清楚地向他的門徒Ȧ，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第
二次öŅ的日子和ó辰。如果他能随意Ǽ明，又何必D他�保持ó刻警醒等候呢？如今有人宣称自
己知道我�主öŅ的确切日期和ó辰，他�非常Ǵ真地推Ĝ将来的事，

633

但主已警告他�不可ʖą做。人子第二次降	的确切ó辰，是上帝的奥秘。 {DA 632.4}

接着，基督又指明了他降	ó世界的状况，他Ȧ：“挪�的日子怎ą，人子降	也要怎ą。当洪水
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ʗ方舟的那日，不知不ǯ洪水来了，把他�全都冲去。人
子降	也要ʖą。”基督在ʖ里并没有˱指属世的千禧年，就是所ȹ一切人都能
永生作准}的一千
年。他告Ȍ我�，挪�的日子怎ą，人子降	的日子也要怎ą。 {DA 6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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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的日子是怎ą的呢？“耶和Mǩ人在地上罪³很大，Ɗ日所思想的尽都是³。” >世Ž6:5 洪
水以前的人背弃了耶和M，不肯遵行他的旨意。他�随从自己Ēţ的思想和乖僻的意念。他�之所
以被Ďį，是因他�的罪孽。而今日的世界正是在重蹈他�的覆ʏ。ʖ世界并未出Ņ千禧年ʌ煌的
Ȥ人光景。ʙ犯上帝律法的人，使罪³充斥全地。他�的ɦ博、放ǘ、荒淫的行
，不ƹ的情欲，
使地上充Ĩ了强暴。 {DA 633.2}

基督在˱言耶路撒冷被Ďó，Ȧ：“只因不法的事增多，ǿ多人的ĺ心才ĥĥ冷淡了。惟有忍耐到
底的必然得救。ʖ天国的福音要#遍天下，�万民作ǩȇ，然后末期才来到。”ʖ段˱言将来必要再
度£̟。那ó不法的事增多，与近代的罪³泛Ī，正好遥遥相�。关于宣#福音的˱言，也是如
此。在耶路撒冷/覆之前，保ƶ受圣灵感G，Ȧ当ó福音已ƍ“#与普天下”（歌ƶ西�1:23），Ņ今
也是如此。人子降	前，ʖ永ʘ的福音也必#到“各国、各族、各方、各民” \示©14:6。上帝“已ƍ
定了日子，要……�判天下。” 使徒行#17:31 基督告Ȍ我�那日子要来到，但他并没Ȧ世人都会悔
改，只Ȧ：“ʖ天国的福音要#遍天下，�万民作ǩȇ，然后末期才来到。”我�能藉着#福音来加速
主的复	。我�不O要仰望，而且也要促使上帝日子的到来。

634

彼得后�3:12ʫǳ英文版Ȑ
“仰望并催促” 基督的教会已ƍ完成上帝所指定的工作，全世界就早
已听ǩ警告，主耶Ť也早已 着大能在荣耀里降	了。 {DA 633.3}

基督Ȧ明他降	的˱兆之后，Ȧ：“你�看ǩʖ些事ĥĥ地成就，也ț÷得上帝的国近了。”“你�
要Ƀ慎，警醒祈祷。”上帝一向以快要	到的�判来警告世人。凡相信当ó的信息，并以˪从主ȟ命
的行G�践他�信仰的人，都逃避了当ó降在忤逆不信之人~上的刑Ʒ。主耶和M�挪�Ȧ：“你和
你的全家都要ʗ入方舟，因
在ʖ世代中，我ǩ你在我面前是人。” >世Ž7:1 挪�˪从，就得了
拯救。也有警告#Ɠƶ得Ȧ：“你�起来离开ʖ地方，因
耶和M要Ďįʖ城。” >世Ž19:14 ƶ得接
受天使的保Ï，也蒙拯救。古ó，基督的門徒照ą得到耶路撒冷Ďį的警告。凡注意那次Ďį来	
的兆~而逃出那城的人都免于į亡。我�Ņ在也已听到有关基督再次降	的信息，和将要	到世人
身上的Ďį的警告。凡注意ʖ警告的人，就必得救。 {DA 634.1}

因
我�不知道主降	的确切ó辰，主吩咐我�要警醒。“主人来了，看ǩ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
福了。” 路加福音12:37 警醒等候主来的人，并不是在ˍÃ地空等。人�基督降	的盼望使人敬畏上
帝，惧怕他加于罪³的刑Ʒ，并感到拒ƕ他恩典的罪是何等大。同ó，警醒等候主来的人，也必˪
从真理而使自己的心灵得以ž洁。他�必把ƭ密的戒}同ĸȕ的工作Ɛ合起来。因
他�知道主已
在門前，所以ĸ心勃W，与天使合作，从事救灵的工作。ʖ等人就是忠心、有ǩȊ的仆人，管理主
人的家，“按ó分粮Ɠ他�” 路加福音12:42。他�#Ë特别适£ó代的真理。以Ȫ、挪�、�伯拉罕
和摩西怎ą宣Ë当代的真理，照ą，Ņ今基督的仆人，也£�本ó代W出£ó的警告。 {DA 634.2}

但基督又提到另一等人：“倘若那³仆心里Ȧ：‘我的主人必来得ʛ’，就G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
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那仆人的主人要来。” {DA 6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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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ʖ³仆在心里Ȧ：“我的主人必来得ʛ”，他并没Ȧ基督不会再来，也没ǵȢ主第二次降	的事，
而是在他的心里和言行上，表明主的降	ʛ延了。他消除了别人心中所有主必快来的信念。他的影
响�致人任意妄
，拖延˱}，沉溺于世俗的昏昧中，以致内心充Ĩ了属世的情欲和腐Ɏ的思想。
ʖ³仆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与世人一同�求罪中之�。他打他的同伴，控告并ɆɌ忠心侍奉主的
人。他与世人同流合Ē，ĥĥX成罪中之人，真是可怕的同化；他已与世人一同陷入网ƶ。“在想不
到的日子，不知道的ó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治他，定他和假冒
善的人同罪。” {DA

635.1}

“若不警醒，我必	到你那里，如同ɠ一ą。我几ó	到，你也决不能知道。” \示©3:3 基督的
复	，必出乎假教�的意料，使他�¹慌不已。他�在Ȧ“平安ť妥”，正如祭司和教��在耶路撒冷
陷落之前，ʕ指望教会要享受地上的繁荣昌盛一ą。当óW生的ǿ多迹象，都被他�解ʣ
光明的
先兆。但圣ƍ里怎么Ȧ呢？“灾š忽然	到他�”（帖撒ƶ尼迦前�5:3），上帝的日子必如网ƶ突然
	到一切住在地上的人，	到一切以世界
家�的人。那日子	到他�，像暗中偷Ǩ的ɠ一ą。 {DA

635.2}

ʖ世界已ƍ充Ĩ了放ǘ和荒淫的享�，沉睡在肉体的安逸之中。世人将主的降	推到遥ʘ的将
来，并ǵȢ别人Ɠ他�的警告。他�夸口Ȧ：“万物与起初>造的ó候仍是一ą。” 彼得后�3:4 “明
日必和今日一ą，就是宴�无量极大之日。” 以ɮ��56:12 但基督Ȧ：“我来像ɠ一ą。” \示©
16:15 正当世人ǵȢȦ：“主要降	的£ǿ在哪里呢？”基督降	的˱兆却正在£̟。当他�Ȧ“平安
ť妥”ó，灾š突然	~。当ǵȢ和拒ƕ真理的人，到了任意妄
ó，当追求ɋ利者不˭按道ƍǝ
ȵ利ó，当学者正在兢兢��地研究各种知Ȋ，而O把圣ƍ�在一ʑó，基督要像ɠ一ą来	。 {DA

635.3}

636

Ņ今世上，万事ƂÌGǘ。ó事的征兆凶ˡ。未来的事，在前面投下阴影。上帝的灵正ĥĥ地从
地上收回，海洋和˟地上的灾š接踵而至；暴˾、地震、大火、洪水以及各种ü人流血的事，到|
皆是。Ȯ知道将来ʕ会W生何事？何|是安全之所？凡是人
的，或属世的事，未必可靠无疑。人
�都迅速¨属自己所ʜ×的旗�之下，坐卧不安地等待着、注意着他� ~人的G向。有一等人正
在
我�主的öŅ而警醒等候并辛勤作工。另有一等人落在那叛道魁首的管制之下。很少人真心相
信：我�确有一个地ł要逃避；确有一个天国要求得。 {DA 636.1}

最后的危机正悄悄地向我�偷Ǩ。太阳依然照耀天空，循ń不息；ȩ天仍在叙Ȧ上帝的荣耀；世
人照常吃喝嫁娶、耕种ǝ造；商ɡ仍旧�P逐利。人�彼此排Ü、争权�位；喜ĺ宴�的人Ü在Ä
院、ɮ̎s和ɦ窟之中，兴�到了˨点。殊不知，�容ó期行将Ɛ束，各人的命ʔ快要永ʘ决定
了！撒但知道自己的óˎ不多，故已WG所有的力量使世人受欺̡、被迷惑，醉生梦死，直到�容
的ó期ʓ去，恩典的門永ʘ关ˊ。 {DA 6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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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救主从橄Ĉ山上W出的警戒，ƍT世世代代，以�ǀ的声律#Ɠ我�：“你�要Ƀ慎，恐怕
因ɓ食、醉酒，并今生的思Ǣ累住你�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ƶ忽然	到你�。”“你�要óó警醒，
常常祈求，使你�能逃避ʖ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DA 636.3}

637

第七十章 “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

本章根据：̎太福音25:31-46 {DA 637.1}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 天使降	的ó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他要把他�分别出来。”ʖ就是基督在橄Ĉ山上向門徒叙述的�判大日的景象。他Ȧ�判的判决只在
于一个要点：当万民聚集在他面前ó，只能有两等人；他�永ʘ的命ʔ要取决于他�
他在ɔŦ痛
苦之人身上作ʓ什么，或忽略了什么。 {DA 637.2}

当那日，基督并不在人前提Ȧ他舍命救ɧ人的大工，乃是要提到人�
他所作的忠心工作。他要
�那些被置于自己右ʑ的人Ȧ：“你�ʖ蒙我父ɩ福的，可来承受那>世以来
你�所˱}的国。因

我̋了，你�Ɠ我吃；渴了，你�Ɠ我喝；我作客旅，你�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Ɠ我穿；
我病了，你�看˭我；我在ŕ里，你�来看我。”但是基督所称ɯ的那些人并不知道自己曾ƍ帮助ʓ
他。�于他�的ˋ˹，他回答Ȧ：“ʖ些事你�既作在我ʖ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
了。” {DA 637.3}

耶Ť告Ȍ他的門徒，他�要被万民恨³，受逼迫，遭苦ˣ。ǿ多人要被赶出家园，陷入ɔ困。ǿ
多人要因疾病和Ŧ乏受苦。

638

ǿ多人要被囚在ŕ里。凡
他的ƪ故舍弃朋友或家庭的人，他£ǿ他�在今生必得百倍。Ņ在他
�一切服侍弟兄的人，£ǿ特别的福分。耶ŤȦ，在一切
我的名受苦的人身上，你�要Ǵ出我
来。你�怎ą服侍我，也要怎ą服侍他�。ʖ就ȇ明你�是我的門徒了。 {DA 637.4}

凡上帝所造的人都是耶Ť的弟兄，但一切因重生而加入天上家庭的人，更称得上是主的弟兄。基
督的ĺ将他家庭的每一成^ʚƐ一起，所以哪里有人表Ņ主的ĺ，那里就出Ņʖ种神圣的关系。“凡
有ĺ心的，都是由上帝而生，并且ǴȊ上帝。” Ż翰一�4:7 {DA 638.1}

在�判的日子，那些
基督所称ɯ的人可能没有多少神学知Ȋ，但他�心中®有基督的生活原
<。由于圣灵的感化，他�常Ɠ周p的人造福。即使在异教徒中，也有仁慈
®的人，在生命之道
ʕ没有ʗ入他�耳中之前，就已善待所遇到的#教士，甚至冒生命危ˡ去帮助他�。ʕ有一些外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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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他�在蒙昧无知之中敬拜上帝。从来没有人把真光#Ɠ他�，但他�也不至į亡。他�虽然不
知÷上帝明文的律法，却听ǩ上帝在大自然中向他�ȦȖ，而且照着律法的要求行事。他�的行

ȇ明，圣灵已ƍ感G他�的心，他�也就被承Ǵ
上帝的儿女。 {DA 638.2}

在各国和异教徒之中，ǿ多卑微的人，将来会听ǩ救主Ȧ：“ʖ些事你�既作在我ʖ弟兄中一个最
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那ó，他�ț是多么¹奇而快�啊！同ó，那无Ŧ慈ĺ的主，看ǩ
ʖ些跟从他的人，因听到ʖɯǿ的Ȗ而¹喜地望着他ó，他的心将感到多大的快�啊！ {DA 638.3}

但基督的ĺ并不局限于任何˝�的人。他把自己和世上的每个儿女ǭ
同一体。
要Ƿ我�能成

天上家庭的成^，他才成了地上家庭的一分子。他既是人子，也就是�当每一子女的弟兄。他的
門徒不可与周pĔ亡的世人脱Ǒ，不忘自己也是人类大家庭的成^，所以上天看他�是圣徒的弟
兄，也是罪人的弟兄。堕落、犯ʾ和有罪的人，都
基督的ĺ所包括。所以每一援救堕落之人的行
G，每一仁慈的善�，都像行在主身上一ą蒙悦ƀ。 {DA 638.4}

639

天使奉差遣
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我�Ņ在ʕ不知道承受救恩之人是Ȯ，ʕ看不出Ȯ将得
ǅ，并“能与 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 歌ƶ西�1:12 但是 天使在地上四方奔走，Ȅ法安慰$
的人，保Ï遇ˡ的人，使人心¨向基督。无一人被他�忽略或越ʓ。上帝不偏待人。凡他所造的
人，他都予以同等的看˭。 {DA 639.1}

当你开門接ƀ基督Ŧ乏受苦的儿女ó，你就是在接ƀ看不ǩ的天使；你就是在邀Ȩ天上的使者

伴'。他�必 来喜�平安的神圣气氛。他�来ó口中所W的是ɯ美之声，而天上的£和之声也能
听ǩ。每一件仁慈的行
都能使天上奏出悦耳的音�来。天父在他的宝座上，以无私的工人
他最
ɛ重的珍宝。 {DA 639.2}

那些被安置在基督左ʑ的人，虽然忽略了在ɔŦ和受苦人中的基督，却不ǯ察自己的罪ʓ。撒但
蒙蔽了他�的心眼，他�看不出自己�弟兄�£尽的本分。他�一心一意地�
自己打算，毫不˭
及别人的需要。 {DA 639.3}

上帝将ɋ富ɩƓ富足的人，使他�可以救ĝ并安慰他受苦的儿女，但是ʖ些富人�别人的需要往
往太不关心了。他�ǯ得自己比ɔ苦的弟兄!越。不Ȅ身|地
他人着想。他�不明白Ŧ人的Ȓ探
和Û扎。他�的慈悲之心泯į了。在Mɛ的宅第和壮�的教堂里，富人将自己与Ŧ人隔开了。上帝
所ɩƓ他�
Ŧ人ȵ福的ʭɋ，他�却用于�生¾养，Ĩ足一己之好。他�天天剥�Ŧ人£得的体
̟上帝慈ĺ的机会，因
上帝已作广泛的安排，使Ŧ人的生活需要能得到Ĩ足。他�却被迫忍受逼
人的ɔ困生活，以致常受Ȓ探，X成ÀÂ、嫉妒和充Ĩ³毒的猜忌。自己没受ʓ生活U迫的人，常
ʅ看Ŧ人，把他�当作乞丐。 {DA 639.4}

基督看ǩ了ʖ一切，便Ȧ：那̋了渴了的就是我，那作客旅的也是我；那病了的是我，那在ŕ里
的也是我。当你�坐在丰盛的筵席上ó，我正在茅舍里或街~上忍̂挨̋；当你�在豪M的宅第中
安�ó，我却没有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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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

你�的衣橱里挂Ĩ了M�的衣服，我却赤身露体；当你�追逐享�ó，我却在ŕ牢里憔悴呻吟！
{DA 639.5}

当你�吝f地拿出一点食物Ɠ̂̋的Ŧ人ó，当你�把那O薄的衣服加在他�身上抵御�霜ó，
你�可曾想到你�是在施Ɠ荣耀的主[？在你�一生的年月中，我在ʖ些受苦人之ˎ离你�不ʘ，
可是你�却没有�求我。你�不愿与我相交，所以我不ǴȊ你�。 {DA 640.1}

ǿ多人Ǵ
能漫游圣地，ȅˋ基督在地上生活ó的ǅ迹，走走他所踏ʓ的道路，看看他所喜ĺ在
那里教Ǹ人的湖泊，和他所ó常欣ɨ的山谷，�在是莫大的特权。其�你不是一定要到拿撒勒、加
百7或伯大尼去，才算是步基督的脚踪。在病人床ʑ、Ŧ人的茅舍、大都市ÔÜ的小巷、在每个需
要安慰的地方，我�都可以找到基督的脚踪。我�行耶Ť在地上所行的事，就是跟着他的脚踪行
了。 {DA 640.2}

人人都能找到一些可行的善事。耶ŤȦ：“常有Ŧ人和你�同在” （Ż翰福音12:8），所以不要想
自己没有
他工作的地方。且看�万被捆Ǝ在无知和罪³的ʺʸ之下行将į亡的人，他�从来没有
听ǩʓ基督�他�的ĺ。假使我�和他�á个地位，我�希望他�
我�作些什么呢？想到ʖ里，
我�ˣ道没有F在力所能及的范p之内，Ǵ真地
他�服F[？基督所定的人生原<，就是决定
我�每一个人在�判大日存亡的原<，ʖ原<就是：“无ȁ何事，你�愿意人怎ą待你�，你�也要
怎ą待人。” ̎太福音7:12 {DA 640.3}

救主舍去他宝ɛ的生命来建立教会，
的是要照˭$和受Ȓ探的人。有些信徒或ǿɔŦ、没有
学ˋ、没有名望，然而在基督里，他�能在家庭、ʠ里、教会，甚至在“以外的地方”作工，他�的果
效必将存到永ʘ。 {DA 640.4}

ǿ多初作門徒的人，只有基督徒ƍ̟的开端，而一直没有ˈʗ，就是因
他�忽略了ʖ种工作的
重要性。当耶Ť向他�Ȧ：“你的罪赦了”ó，在他�自己心中所W的光ʌ，就能藉着帮助别人的需要
而更加明亮。青年人好G的活力固然ó常造成危ˡ，但如果引入正ɿ，

641

<必成
福惠之源。他�就能以忘我的精神ĸȕ地
他人ȵ幸福。 {DA 640.5}

凡服侍人的，必能受到那大牧ˈ的服侍。他�自己必能̄用那活水，并得Ĩ足。他�必不渴求�
�的刺激，或生活的ȯA。他�最感兴趣的˹目，是如何拯救行将į亡的人。在此情形下，社交生
活也必是有益的。救ɧ主的大ĺ必吸引人心，使他�oƐ起来。 {DA 641.1}

当我�Ǵ明自己是与上帝同工ó，就不会冷冷淡淡地提Ȧ他的£ǿ。ʖ些£ǿ必在我�心中如同
火ķ，从我�口里如数家珍般地述Ȧ出来。当上帝呼召摩西
一班愚昧无知、漫无Ž律、心存叛逆
的民 服Fó，主£ǿ他“我必�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主又Ȧ：“我必与你同在。” 出埃及ǻ
33:14; 3:12 ʖ£ǿ也是ɩƓ一切代表基督，
他Ŧ苦遭ˣ的儿女服F者的。 {DA 6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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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ĺ，就是上帝之ĺ在地上的展Ņ。
要培植ʖĺ，使我�成
同一个家庭的成^，荣耀的大君
就成了我�中ˎ的一分子。当我��行他	别ó的命令，“你�要彼此相ĺ，像我ĺ你�一ą”（Ż翰
福音15:12）ó；当我�ĺ世人，像他ĺ世人一ąó，他的使命就必成全在我�身上，我�就配ʗ天
国，因
已ƍ有天国在我�心中。 {DA 641.3}

“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ü，你˫Õ阻。你若Ȧ：‘ʖ事我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
不明白[？保守你命的�不知道[？他�不按各人所行的Ð£各人[？” 箴言24:11, 12 在�判大
日，那些没有
基督工作的人，那些只想到自己、�˭自己的人，必被全地的�判者列在作³的人
中，受同ą的刑Ʒ。 {DA 641.4}

�每个人都有一种委托。那大牧ˈ将来必ɑˋ每一个人：“先前ɩƓ你的群 ，就是你佳美的群
 ，如今在哪里呢？”“那ó你ʕ有什么ȖȦ呢？” 耶利米�13:20, 21 {DA 641.5}

642

第七十一章 仆人的仆人

本章根据：路加福音22:7-18, 24； Ż翰福音13:1-17 {DA 642.1}

在耶路撒冷一所住宅的楼房里，基督正和門徒一同坐席。他�在一起ʓ逾越Ǒ。救主O同十二門
徒守ʖǑ，是因
他知道自己的ó候已ƍ到了；他自己就是逾越Ǒ的真羔羊，在吃逾越Ǒ筵席的那
天，就要被献祭了。他不久将要喝那À怒之杯，必˫˳那末后痛苦的洗礼。可是他Ņ在ʕ有一点安
静的óˎ，要用来帮助他所ĺ的門徒。 {DA 642.2}

基督的一生是无私服F的一生。“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太福音20:28），ʖ是他
每一�G的Ǹȥ。可是他的門徒至今ʕ没学到ʖ个教Ǹ。在ʖ最后一次逾越Ǒ的筵席上，耶Ť用�
例来重新WÝʖ个教Ǹ，使之永ʘʳ刻在他�的心版上。 {DA 642.3}

耶Ť同門徒的会晤，通常是静穆愉快的ó辰，大家非常珍ǭ。ʓ去几次逾越Ǒ的筵席皆有兴味；
ʖ次耶Ť却感到不安。他心情ɉ重，ǉ上Ů罩着一�阴影。

643

当他在楼房与門徒聚餐ó，他�看出他有沉重的心事。他�虽然不知其原因，但�他的愁深表
同情。 {DA 642.4}

坐席ó，他用很令人$感的声ȯ“Ȧ：‘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吃ʖ逾越Ǒ的筵席。我告Ȍ你
�：我不再吃ʖ筵席，直到成就在上帝的国里。’耶Ť接ʓ杯来，祝Ⱦ了，Ȧ：‘你�拿ʖ个，大家分
着喝。我告Ȍ你�：从今以后，我不再喝ʖ葡萄汁，直等上帝的国来到。’” {DA 6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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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知道自己离世¨父的ó候到了。他既然ĺ世ˎ属自己的人，就ĺ他�到底。他Ņ在正|在十
字架的阴影之下，痛苦刺透了他的心。他知道自己被Pó， 人要背弃他。他知道人要用�待囚犯
的屈辱来置他于死地。他知道自己所拯救之人�他的忘恩ɉ和残忍的行
。他也知道自己必要付
出多大的ļ牲，而且在多少人身上ʖļ牲要¨于徒然。他既知道面前的ʖ一切，又想起自己所要受
的屈辱和痛苦，自然无法振作了。但他此ó要照˭的乃是十二个門徒，就是常与他同在，是他Ǵ

属于自己的人；也就是在他的羞辱、$和痛苦ʓ去之后，必˫留在世上�斗的人。每逢想起自己
所要受的痛苦，他±要ƾ想到門徒，所以他没˭到自己，心中所最关切的是他�。 {DA 643.2}

耶Ť在ʖ最后一晚和門徒相聚，有很多Ȗ要Ǽ。如果他�已准}好来˳受他所切望Ɠ他�的教
Ǹ，他�自可免去$心的惨痛，也不至失望而不信。但耶Ť看出他�ʕ担当不了他所要Ȧ的Ȗ。当
他望着他�的神色ó，就把警告和安慰的Ȗ留在嘴ʑ不Ǽ了。大家一ó沉默不ȡ；耶Ť似乎在等待
什么；門徒也ǯ得踌躇不安。基督的愁所引起的同情和�切感逐ĥ消逝。他指着自己受苦所Ȧ
$的Ȗ，没起多大作用。門徒面面相Ǳ，他�心中ö然藏有嫉妒和暗斗。 {DA 643.3}

“門徒起了争ȁ：他�中ˎ哪一个可算
大。”他�竟然当着基督的面争ȁ起来，真使他愁$
心。門徒牢守着他�那得意的理想，Ǵ
基督必要保持他的威权，登上大R的宝座。

644

他�每人心中都渴望在他的国中居最高地位，都照自己的Ă准估ǲ自己，衡量别人；他�把自己
看
第一，不看弟兄比自己强。雅各和Ż翰坐在基督宝座左右两ʑ的Ȩ求，已ƍ惹起其它門徒的À
恨。ʖ弟兄*竟敢要求最高的位置，ʖ事激¶了其余十人，ˡ些ː成分裂。他�ǯ得自己被人看扁
了，他�的忠ȕ和才干也未被ɨȊ。門徒中最不Ĩ意雅各和Ż翰的就是犹大。 {DA 643.4}

門徒ʗ楼房ó，心中充Ĩ怨À。犹大ŷ挨着基督，坐在他的左ʑ，Ż翰<坐在右ʑ。哪里是上
座，犹大就一定要坐在那里；大家都Ǵ
ŷ挨近基督身ʑ就是上座。犹大就是P主的人。 {DA 644.1}

ʖó又遇到个能引起矛盾的事。按当ó的�俗，宴会上±ț有个仆人来
客人洗脚的。ʖ次，洗
脚的用具˱}̱全：水瓶、脚盆和手巾都已é好，随ó可以洗脚，但当ó没有仆人。按理ʖ事£由
門徒来作。可是每个門徒都存着̜傲的心，决不作仆人的事。大家都装作漠不关心，不ǯ得有什么
ț作的事。他�的ƣ默表明人人都不肯自卑。 {DA 644.2}

基督£如何帮助ʖ些可怜的人，使撒但不至于在他�身上Ǜ得决定性的ǅ利呢？他如何才能使他
�明白，O凭口~称門徒，并不能使他�成
門徒，也不能保ȇ他�在他国里有地位呢？他如何才
能指出最大的要素在于ĺ心的服F和真�的Ɂ卑呢？他ț如何在他�心中燃起ĺ的火焰，并使他�
能˳悟他所要告Ȍ他�的事呢？ {DA 644.3}

門徒�彼此洗脚，都坐着不G。耶Ť等了片ó，看他�怎么做。然后，ʖ位神圣的教�便从席上
起来，脱下那件碍手的外衣，拿了一条手巾束腰。 門徒¹奇地望着他，等着看他ʕ作什么。耶
Ť“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門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ʖ一�G才使門徒看清楚了。他
�心中充Ĩ½愧和羞耻，明白了基督没有Ǽ出来的Ɍ}，并�自己有了全新的ǴȊ。 {DA 6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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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如此表示他ĺ門徒的心。他�的自私虽然使他心中充Ĩ$，但他并没有指出他�的缺点，
反而留下了一个他�永不会忘®的榜ą。

645

他向他�所®的慈ĺ是不能ʅ易改X或消į的。他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而且知道自己是
从上帝那里来的，又要回到父那里去。他全然知道自己是神，但他已ƍ将自己的皇冕和王袍放置一
ʑ，取了仆人的ą式。他在地上生活的最后�G就是作个仆人，自己束腰来作仆人所作的事。 {DA

644.5}

逾越Ǒ前，犹大已去ǩʓ祭司和文士，并立Ż把耶Ť交在他�手中。然后他仍混在門徒当中，装
作没事，并兴高采烈地和大伙一起˱}逾越Ǒ的筵席。其他門徒�犹大的企q毫无所知，但耶Ť已
洞察他的秘密，却没把它揭穿。他关心犹大，正如关心耶路撒冷，
ʖ注定遭劫的城哀哭一ą。他
的内心在呼喊：“我怎能舍弃你？” 何西阿�11:8 犹大也曾感ǯ到那ĺ的激励。当救主的手洗他那双
Ēţ的脚，并用手巾擦干ó，犹大的心深受感G，想要承Ǵ自己的罪。但是他不肯自卑，仍硬着心
不悔改。他的老�性ʖó又控制了他。Ɛ果，犹大反倒因基督
門徒洗脚而起反感。他想，耶Ť如
此自卑，就不可能是以色列的王。他�属世国度尊荣的希望全然破į.犹大得出Ɛȁ：跟从基督毫无
可Ǜ。他ǩ基督做ʖ事，有失体Ɨ。他便下了最后决心，要弃ƕ基督，并Ǵ
自己是受了̡。ʖó
魔鬼ʗ入他的心；他决定去完成P主的事。 {DA 645.1}

犹大Óʜ坐席的位置ó，企q把自己列
第一。基督作
仆人，就先洗他的脚。犹大所痛恨的Ż
翰ʂ到最后。Ż翰没有Ǵ
ʖ是一种Ɍ}或怠慢。 門徒看着基督
他�洗脚，就大受感G。挨到
彼得ó，他¹异地喊着Ȧ：“主啊！你洗我的脚[？”基督的Ɂ卑使他很痛心，他想到
大家洗脚的，
竟是主而不是門徒中的一位，就十分½愧。基督Ȧ：“我所作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

646

彼得不忍心Ƿ他的主上帝的儿子作仆人所作的事；他极不ɯ成基督ʖą自卑，于是强ȯȦ：“你永
不可洗我的脚。” {DA 645.2}

基督�ǀ地�彼得Ȧ：“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彼得所拒ƕ的礼是属灵洁8的表号。基
督来，是要洗除世人心中的罪Ē。彼得不Ƿ基督洗他的脚，就是拒ƕ了ʖ礼Ǒ中所含的属灵意，
即内心的洁8，而�˞上就是拒ƕ了他的主。Ƿ我�的主
我�作洁8的工夫，ʖ在他并不是屈辱
的事。最真�的Ɂ卑是感Ⱦ˳受主
我�作的任何安排，并Ǵ真地
基督ʗ行工作。 {DA 646.1}

“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的Ȗ，使彼得放弃了̜傲自恃的心。与基督隔ƕ，ű直就是要他
死。他Ȧ：“主啊，不但我的脚，ʚ手和~也要洗。”耶Ť�他Ȧ：“凡洗ʓ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
全身就干8了。” {DA 646.2}

ʖȖ不�是指肉体的洁8Ȧ的。基督仍旧是在Ǽȁ洗脚礼所代表的属灵的洁8。洗ʓ澡的人固然
是干8的，但穿凉鞋的脚很快就Ǉ，必˫再洗。彼得和他的弟兄�已在那洗除罪³与Ēţ的大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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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了洁8。基督已ƍ承Ǵ他�是属于他的人。但是他�因受Ȓ探，又犯了罪，所以ʕ需要救主那
使人洁8的恩典。当耶Ť用手巾束腰Ɠ門徒洗脚ó，他要藉此洗除門徒心中的Ƃ争、嫉妒和̜傲的
罪Ē。ʖ比洗去脚上的�土重要多了。就門徒当ó的心情来Ȧ，没有一个人已准}好与基督交通。
在他�没有ʒ到Ɂ卑和仁ĺ的地步之前，他�不配吃逾越Ǒ的晚餐，并参与基督即将Ȅ立的ǻ念
礼。他�的心必˫被洗8。̜傲和自私的心J必造成ŸƂ。耶Ť在洗他�的脚ó，就将ʖ一切都洗
掉了。他�的心情已ƍ起了X化，因此耶ŤȦ：“你�是干8的。”如今他�同心合意，彼此相ĺ了。
除了犹大之外，每个門徒都愿意将最高的地位ǷƓ别人。ʖą，他�就能ʗ一步˳受基督的教Ǹ
了。 {DA 646.3}

我�像彼得和他的弟兄�一ą，已在基督的宝血中洗8了。但因心灵常受玷Ē，也必˫来向基督
求他洁8罪³的恩典。彼得不愿Ƿ他的Ǉ脚碰到他主的手，

647

648

649

可是我�倒常以犯罪、Ēţ的心接触基督的心！我�不良的�性、虚荣和̜傲，使主多么悲$
啊！但我�必˫将我�一切的ʃ弱和Ēţ 到他面前。惟有他能洗8我�。我�若不因他的功效得
洁8，就没做好与他交通的准}。 {DA 646.4}

耶Ť�門徒Ȧ：“你�是干8的，然而不都是干8的。”他已ƍ洗了犹大的脚，但犹大的心没有˪
服他，所以ʕ不洁8。犹大不肯完全献身与基督。 {DA 649.1}

基督洗完門徒的脚之后，�他�Ȧ：“我向你�所作的，你�明白[？你�称呼我夫子，称呼我
主，你�Ȧ的不ʾ，我本来是。我是你�的主，你�的夫子，尚且洗你�的脚，你�也当彼此洗
脚。我Ɠ你�作了榜ą，叫你�照着我向你�所作的去作。我��在在地告Ȍ你�：仆人不能大于
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 {DA 649.2}

基督要門徒明白：他虽然洗了他�的脚，ʖ�毫无ß于他的尊�。“你�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
你�Ȧ的不ʾ，我本来是。”正因
他比人无限高ɛ，他就此Ɠʖ个礼ɥ予恩Ę与意。基督的高位
无人能比，而他竟卑躬屈就最低下的服F。基督
使他的子民不按自私的本性行事，�自Ą立了Ɂ
卑的榜ą。ʖ一重大Ȭ˹他不愿交Ɠ人来#授。他�它非常重ǭ，故身
与上帝同等的主，甘愿作
門徒的仆人，正当他�在争�最高地位ó，那万 都要向他曲膝的主，竟曲膝来洗那些称他
主之
人的脚。ʚP他之人的脚他也洗了。 {DA 649.3}

在他的生活和教言中，基督Ɠ人以无私服F的榜ą，是W源于上帝的。上帝不
自己生存，他在
造ʖ世界和ƞ持万物生存ó，不断地
“他人”服F。“他叫日~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Ɠ人，也
Ɠ不的人。” ̎太福音5:45 ʖ服F的理想，上帝已交Ɠ他儿子。耶Ť站在人类元首的地位，用自
己的榜ą˗明
人服F的真ȼ。他伺候 人，
 人服F。他身体力行上帝的律法，以自己的榜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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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我�£如何遵守。 {DA 649.4}

650

耶Ť一再Ȅ法在門徒中建立ʖ个原<。当雅各和Ż翰求占首位ó，主Ȧ：“你�中ˎȮ愿
大，就
必作你�的用人。” ̎太福音20:26 在我的国里，不追求什么!先地位或!ǅ榜首的。唯一的"大就
是Ɂ和的"大。唯一的荣誉是在�心
别人服F中ɲ得的。 {DA 650.1}

耶Ť洗ʓ門徒的脚后Ȧ：“我Ɠ你�作了榜ą，叫你�照着我向你�所作的去作。”在ʖ句Ȗ里，
基督不O是教�款待客人，不O指Ɠ他�洗掉旅途的灰�。基督藉此Ȅ立了一个宗教礼Ǒ。由于主
的榜ą，Ɂ卑礼已成
一个神圣的�式。耶Ť要門徒遵守ʖ个�式，
了永ʘǻ念他有关Ɂ卑与服
F的教Ǹ。 {DA 650.2}

Ɂ卑礼是基督定
参加圣餐的准}。我�心中若存着̜傲Ƃ争和争先的意念，就是没有准}好去
˳受他的身体和他的宝血。因此，耶Ťǫ定要先遵守ʖ个ǻ念他自我Ɂ卑的礼。 {DA 650.3}

当上帝的儿女来行Ɂ卑礼ó，£回«生命与荣耀之主的Ȗ：“我向你�所作的，你�明白[？你�
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Ȧ的不ʾ，我本来是。我是你�的主，你�的夫子，尚且洗你�的
脚，你�也当彼此洗脚。我Ɠ你�作了榜ą，叫你�照着我向你�所作的去作。我��在在地告Ȍ
你�：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既知道ʖ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人都
有一种�性，ĺ看自己比弟兄强，�
自己打算，攀登高位，Ɛ果造成猜疑和心®怨毒的弊病。圣
餐之前的洗脚礼，就是要消除彼此猜疑，去掉私心和妄自尊大的思想，存心Ɂ卑，�意
弟兄服
F。 {DA 650.4}

天上圣洁的守望者必来参加ʖ种聚会，使聚会成
反省、悔ʓ和蒙赦罪之恩的良好ó机。在Ɂ卑
礼中，基督要�自	格，来ʀ移人�自私的思想源流。凡照主的榜ą去行的人有圣灵来增强他�的
灵感。我�ǻ念救主
我�所受的屈辱ó，必会ƾ想起ǿ多事来：

651

上帝的大恩、友人的帮助和安慰；ǿ多辜ɉ上帝，�欠弟兄的事也都浮Ņǈ˞。那曾Ü掉仁ĺ的
宝ɛ幼苗的毒根，此ó也暴露出来了。品格上的缺点，本分上的疏忽，�上帝的忘恩ɉ和�弟兄
的冷漠无情，都会一一涌上心~。我�就会以上帝�罪的看法去ǴȊ它。我�的思想不再是安于Ņ
状，而是�格的自Ɍ和羞愧。ʖą，我�的心力就必增强，能冲破一切使我�同弟兄疏ʘ的障碍。
我�不再起³念，Ǽ坏Ȗ。ʖą，我�的罪得以承Ǵ清楚，就得赦免，基督制服人心的恩典也	到
各人。基督的ĺ把 人的心ƾ合于幸福的o契。 {DA 650.5}

ʖą，我�学得Ɂ卑礼的教Ǹ，就会要求ʓ更高的属灵生活。�此愿望，在sǩȇ一切的上帝之
灵必作出反£，使我�的心灵升高。我�来参加圣餐礼ó，就会有罪³蒙赦的感悟。基督公的阳
光必充Ĩ我�的思想和心灵的殿。我�得以仰望“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Ż翰福音1:29 {DA

6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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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凡能体̟ʖ礼Ǒ之精神的人，ʖ礼永不会成
空洞的形式。其恒久的教Ǹ是：“±要用ĺ心互
相服侍。” 加拉太�5:13 基督Ɠ門徒洗脚，藉此表明：
了使他�与他同作后嗣来承受天国宝¢的
永恒ɋ富，即使再卑ə的服F，他也愿意操I。門徒行此礼，同ą承Ȫ要
弟兄服F。每逢上帝儿
女正当地�行ʖ礼Ǒó，他�就此建立神圣的关系来相互帮助，彼此祝福；就此立Ż献身从事无私
的服F。ʖ服F不限于彼此之ˎ。他�的工作园地有如他�夫子的工作范p之广。世界到|是需要
得到我�服F的人。遍地皆是ɔ困、无助和无知者。凡在吃圣餐的“楼房”上与基督交通的人，必要像
他一ą出去
人群服F。 {DA 651.2}

耶Ť是 人所侍奉的，竟来作 人的服F者。而正因
他
 人服F，他将要得到 人的服侍和
尊敬。凡想分享他神性之属性，并分享他因ǩ多人得救而享的喜�的人，必˫效法他无私服F的榜
ą。 {DA 651.3}

ʖ一切都包含在耶Ť所Ȧ的ʖ句Ȗ里：“我Ɠ你�作了榜ą，叫你�照着我向你�所作的去作。
”ʖ是他Ȅ立此礼的目的。他ʕȦ：“你�既知道ʖ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DA 651.4}

652

第七十二章 “为的是记念我”

本章根据：̎太福音26:20-29； ̎可福音14:17-25； 路加福音22:14-23；Ż翰福音13:18-30 {DA

652.1}

“主耶Ť被P的那一夜，拿起̊来，祝Ⱦ了，就擘开，Ȧ：‘ʖ是我的身体，
你�舍的；你�£
当如此行，
的是ǻ念我。’̃后，也照ą拿起杯来，Ȧ：‘ʖ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Ż；你�每逢喝
的ó候，要如此行，
的是ǻ念我。’你�每逢吃ʖ̊，喝ʖ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 哥
林多前�11:23-26 {DA 652.2}

ʖó基督正|于两个制度及其两大Ǒ期的分界上。他作
上帝无瑕疵的羔羊，即将献上自己
ɧ
罪祭，ʖą就把那四千年来，˱表他死的表号和�式的制度¥除了。在同門徒吃逾越Ǒ筵席ó，他
Ȅ立了一个ǻ念他"大ļ牲的礼Ǒ来代替逾越Ǒ。犹太人全国性的Ǒ期将要永ʘʓ去，而基督所Ȅ
立的礼Ǒ要在各方各国、世世代代被他的門徒遵守。 {DA 652.3}

古ó逾越Ǒ的Ȅ立，原是作以色列人从埃及
奴之地被拯救出来的ǻ念。上帝曾指示；当他�年
年守ʖǑó，儿女若ˋ起它的意，他�就要将ʖ段T史重述一遍。ʖą，那奇妙的拯救就必留在
 人心中，T久如新。基督Ȅ立圣餐礼，

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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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要ǻ念那因他的死而完成的大拯救。信徒要遵守此礼，直到他 着能力和荣耀第二次降	之
日。ʖ礼是一种ǻ念，Ƿ我�常把他
我�做成的重大事迹ʳ心不忘。 {DA 652.4}

当初以色列民从埃及蒙拯救ó，是站着吃逾越Ǒ晚餐的：腰ˎ束 ，脚上穿鞋，手中拿杖，˱}
赶路。他�ʓ逾越Ǒ的方式是符合当ó情况的，因
他�即将被赶出埃及地，开始在ô野里行走痛
苦、ǎˣ的旅程。但到基督的ó代，情况已改X。他�不再是将要从异邦之地被赶出来的民，而已
住在自己的国土上。
了体Ņ上帝所ɩ的安息，此ó人是(身靠在榻上吃逾越Ǒ筵席的。桌子四p
放着ˈ榻，客人能ɽ下，用左臂支撑身体，右手拿食物。ʖą，客人也能将~靠在他左(之人的胸
膛上。脚既伸到榻的外端，外p伺候的人就能
客洗脚。 {DA 653.1}

ʖó基督仍在那é着逾越Ǒ晚餐的筵席上。逾越Ǒ用的无酵̊就在他面前。没有Wʓ酵的逾越Ǒ
的酒，也在桌子上é着。基督用ʖ些象征来代表自己是毫无瑕疵的ļ牲。任何被酵罪和死亡的表号
腐化的�西都不足以代表那“无瑕疵、无玷Ē的羔羊。” 彼得前�1:19 {DA 653.2}

“他�吃的ó候，耶Ť拿起̊来，祝福，就擘开，ʞƓ門徒，Ȧ：‘你�拿着吃，ʖ是我的身体。
’又拿起杯来，祝Ⱦ了，ʞƓ他�，Ȧ：‘你�都喝ʖ个，因
ʖ是我立Ż的血，
多人流出来，使罪
得赦。但我告Ȍ你�：从今以后，我不再喝ʖ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喝新的那日子。’”
{DA 653.3}

P主的犹大当ó也参加了圣餐礼。他从耶Ť手里˳受了那表明他舍身流血的̊和酒，也听ǩ主的
Ȗ：“你�£当如此行，
的是ǻ念我。”ʖ个叛徒竟敢在上帝的羔羊面前Ŗ算暗ǲ，揣着阴ˡÐ复的
³念。 {DA 653.4}

基督在洗脚óȦȖ的口气，已充分ȇ明他洞悉犹大的人格。他Ȧ：“你�是干8的，然而不都是干
8的。” Ż翰福音13:11

654

ʖ句Ȗ使ʖ个假門徒确知基督已洞悉他的奸ǲ；此ó基督要更清楚地Ǽ出来。当他�坐席ó，他
望着門徒Ȧ：“我ʖȖ不是指着你� 人Ȧ的，我知道我所Óʜ的是Ȯ。Ņ在要£̟ƍ上的Ȗ，
Ȧ：‘同我吃̃的人，用脚踢我。’” {DA 653.5}

直到此ó，門徒ʕ没®疑到犹大。但他�看出基督非常ˣʓ。
此，有一�黑云Ů罩着他�，是
可怕的灾š即将来到的˱感；其性ɑ却是他�所不知道的。当大家沉默地吃着筵席ó，耶ŤȦ：“我
��在在地告Ȍ你�，你�中ˎ有一个人要P我了。”門徒听ǩʖȖ非常¹异惶恐。他�不明白，他
�中ˎ怎么会有人如此没良心地�待他�神圣的教�。
什么要P他？PƓȮ？Ȯ会生出ʖ种念~
呢？主所眷ĺ的十二个門徒既比其他人更有权利聆听他的教Ǹ，享受他奇妙的ĺ，主又是那么关心
他�，使他�与他�密来往，他�中ˎ±不至于有人要P他吧！ {DA 654.1}

門徒既明白耶Ťʖ句Ȗ的意，也ǻ得他所Ȧ的Ȗ是何等的真�，他�心中惧怕，就®疑起自己
来。他�开始省察自己的心，看有没有藏着一点反�夫子的意念。他�以极痛苦的心情，一个一个
地ˋ耶ŤȦ“主，是我[？”惟有犹大坐在那里默不作声。Ż翰大
困惑，最后ˋ耶ŤȦ：“主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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Ȯ呢？”耶Ť回答Ȧ：“同我蘸手在Ŗ子里的，就是他要P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ƍ上指着他所写
的，但P人子的人有š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当門徒ˋ“主，是我[？”ó，他�曾�密地彼此
注ǭ着每一个人的ǉ色。所以犹大的沉默使大家的ǭƅ都集中在他身上。在大家Wˋ和表示¹异的
混乱情形之中，犹大没有听ǩ耶Ť回答Ż翰的Ȗ。Ņ在他
要避免 門徒的注意起ǩ，就像他�一
ą地ˋ耶ŤȦ：“拉比，是我[？”耶Ť�ǀ地回答Ȧ：“你Ȧ的是。” {DA 654.2}

犹大因自已的阴ȵ被揭露，¹异慌乱，赶ŷ起来想离开楼房。“耶Ť便�他Ȧ：‘你所作的快作
吧！’……犹大受了那点̊，立刻就出去。那ó候是夜ˎ了。”ʖ个叛徒既ʀ离基督走到外面的黑暗
中，ʖ�他真是“夜ˎ”了。 {DA 654.3}

犹大在没走ʖ一步之先，ʕ没失去悔改的可能。但在他离开主和同道弟兄ó，

655

他已作出最后决定，已越ʓ最后界ƅ。 {DA 654.4}

耶Ť�待ʖ个受Ȓ探的人所表示的忍耐，真可ȹ奇妙之至。凡
挽救犹大所能作的事都已作尽。
在他两次与祭司立ŻP主之后，耶ŤʕƓ他悔改的机会。因他洞察ʖ叛徒心中的奸ǲ，基督便将那
ö明他神性的最后确�凭据Ɠ犹大。�ʖ假門徒，ʖ就是D他悔改的最后呼吁。基督那兼有神人二
性的ĺ心所能WÝ的感化力，都毫无保留地用在犹大身上了。怜¸的浪潮虽然被ˬ固不化的̜傲反
:回来，却以更强恩ĺ的感服力再扑ʓ去。可惜，犹大虽因自己的罪³被揭露而ȝ异震¹，但他反
倒更u决了。他从圣餐的筵席上出去，决心要ɘªP主的阴ȵ。 {DA 655.1}

基督宣布犹大有š，�其他門徒是®有怜ĺ意旨的。他就此把那ȇ明他是弥ɮ�的最大凭据Ɠ了
他�。他Ȧ：“如今事情ʕ没有成就，我要先告Ȍ你�，叫你�到事情成就的ó候，可以信我是基
督。”如果耶Ť一直保持ƣ默，好像不知道那将要	到自己身上的事，門徒或ǿ要Ǵ
他�的夫子没
有神圣的˱ǩ，是意外地被人P到嗜ü成性的暴徒手里。一年前，耶Ť早已告Ȍ門徒，他àʜ的十
二个人中有一个是魔鬼。如今基督�犹大所Ȧ的Ȗö明他完全知道他的奸ǲ，ʖ就可以在他受辱的
ó候u固他真�門徒的信心。而且当犹大遭遇他那可怕的Ɛ局ó，他�就会想起耶Ť在叛徒身上所
宣布的灾š。 {DA 655.2}

救主ʕ有个用意。他本来知道犹大是个叛徒，但仍Ȅ法帮助他。他在洗脚óȦ：“你�是干8的，
然而不都是干8的。”門徒当ó不明白ʖȖ。及至他在席上Ȧ：“同我吃̃的人，用脚踢我”（Ż翰福
音13:11, 18）ó，他�ʕ不˳会。但到最后明白他的意思ó，他�就要思考：上帝�犯罪最�重的
人，表Ņ何等的忍耐和恩慈。 {DA 655.3}

耶Ť虽然从起初就知道犹大的
人，但他ʕ是洗他的脚。而且ʖ叛徒有权与基督同ʗ圣餐。ʖ位
大有忍耐的救主W出多次D告，希望ʖ罪人能接受他，并悔罪改ʓ、洗除罪Ē。ʖ是Ɠ我�的榜
ą：当我�Ǵ
某个弟兄犯ʾȣ或犯罪ó，千万不可离弃他。

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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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漠不关心地与他隔离，Ƿ他陷在Ȓ探之中，作撒但的掠物，或者把他赶到撒但的˜地上去。
ʖ不是基督的方法。正因
門徒有ʾȣ和缺点，他才洗他�的脚，而且除了犹大一人之外，其他門
徒都因此而悔改了。 {DA 655.4}

基督的榜ą不ǿ他的門徒排斥他人参加圣餐。圣灵固然明白指示、公然犯罪的人不得参加圣餐
ǩ哥林多前�5:11。但除此之外。没有人可以擅自判定别人。上帝并没有Ƿ任何人来决定Ȯ可以参
加ʖ礼Ǒ；因
Ȯ能洞察人心呢？Ȯ能将稗子从麦子中分别出来呢？“人£当自己省察，然后吃ʖ
̊、喝ʖ杯。”因
“无ȁ何人，不按理吃主的̊，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因
人
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哥林多前�11:28, 27, 29 {DA 656.1}

当信徒聚集�行圣礼ó，必有肉眼看不ǩ的使者前来参加。ʖ群人中，或ǿ也有个犹大。若是ʖ
ą，就必有黑暗之君所派来的使者在s，因
他�±是伴随着一切不肯受圣灵Ż束之人的。然而，
天上的使者也必在s。每一次ʖą的聚会都有ʖ些看不ǩ的“来�”参加。或ǿ也有一些不是ȕ心ĺ慕
真理的人愿意参加，但不£当禁止他�。因
当日耶Ť
門徒和犹大洗脚ó，那些在s的ǩȇ者也
必来到我�中ˎ。当ó看到那幕景象的不只是常人。 {DA 656.2}

基督必藉着圣灵前来印ȇ自己的礼Ǒ。他必在s将人=硬的心感化ʓ来，叫人知罪。各人眼神所
表露和内心所Ǡ藏的痛悔，都不能逃ʓ他的注意。他正等待着痛心悔改的人，一切都已准}好来接
ƀ他�。曾
犹大洗脚的主，渴望洗去每个人心中的罪Ē。 {DA 656.3}

我�不要因
有些不配的人在s就不去参加圣餐。每个門徒都当公开参与，藉此表明他接受基督

他个人的救主。基督必在ʖ些他自己所指定的Ż会中与他的子民相交，并由于他的	格而加Ɠ他
�力量。即或主持圣礼的人因心手不洁而不配，但基督依然要在那里服侍他的儿女。凡全心信靠他
而来参加的人，必大大蒙福。凡疏忽ʖ些与上主�近的机会的人，必定遭受ß失。�ʖ等人，正可
Ȧ他�“不都是干8的。” {DA 656.4}

基督既与門徒一同吃̊，一同喝那杯，

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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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与他�立Ż作他�的救ɧ主。他把ʖ新Ż交托他�，使一切接受他的人都能成
上帝的儿
女，并与基督同作后嗣。由于ʖ新Ż，他�就能享有上天所能ɩ的今世和来生的一切福惠。ʖŻ是
要用基督的血使之生效的。ʖ圣餐礼是要門徒ǻ念那
整个堕落的人类、也是
他�个人献上的"
大ļ牲。 {DA 656.5}

但圣餐不ț成
悲哀的礼Ǒ，因
ʖ原不是它的宗旨。当主的門徒聚集吃他的圣餐ó，他�不可
追念或悲Y自己的缺点，不要®念自己ʓ去的宗教ƍ̟，不ȁ它是令人鼓舞或是令人沮�的。他�
也不要回«自己与弟兄之ˎ的分歧。洗脚的˱}礼Ǒ已把ʖ一切都解决了。自省、Ǵ罪、彼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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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都已ƍ作ʓ了。Ņ在他�是来与基督交通：不是站在十字架的阴影之下，而是在其救恩的光ʌ
之中。他�要打开心門接受公日~的İĴ阳光。由于基督的宝血洗8了他�的心，他�的肉眼虽
然看不ǩ他，但内心能充分感ǯ他的	格；他�要听ǩ他的Ȗ，Ȧ：“我留下平安Ɠ你�，我将我的
平安ɩƓ你�；我所ɩ的，不像世人所ɩ的。” Ż翰福音14:27 {DA 659.1}

我�的主Ȧ：当你自知有罪ó，要ǻ住我已ƍ
你死了。当你
我和福音的ƪ故遭受虐待、逼迫
和苦ˣó，要ǻ住我的ĺ是多么大，以致我
你舍了性命。当你ǯ得你的Ɍ任ǎˣ，你的ɉ担沉重
ó，要ǻ住我曾
你的ƪ故忍受十架，ʅ看羞辱。当你因ˣ堪的Ȓı而畏Ƴ退避ó，要ǻ住你的救
ɧ主是ˈʘ活着在
你祈求。 {DA 659.2}

圣餐礼是˱指基督第二次降	。它的宗旨就是要把ʖ指望生G地ʳ刻在門徒心中。每逢聚在一起
ǻ念他的死ó，他�就重述他怎ą“拿起杯来，祝Ⱦ了，ʞƓ他�Ȧ，你�都喝ʖ个，因
ʖ是我立
Ż的血，
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Ȍ你�，从今以后，我不再喝ʖ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
的国里，同你�喝新的那日子。”他�在苦ˣ中，就因指望他�的主复	而得了安慰。他�想起ʖ句
Ȗ：“你�每逢吃ʖ̊，喝ʖ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 哥林多前�11:26 ʖ£ǿ�他�真有
言ȡˣ以形容的安慰。 {DA 659.3}

660

ʖ些事我�永不可忘ǻ。耶Ť的ĺ及其激励人的能力，我�£ó常ǻ念。基督Ȅ立此礼，是向我
�Ȧ明上帝
我�的ƪ故所表露的ĺ心。若不是通ʓ基督，我�的心灵决不能与上帝ƾ合。而且弟
兄与弟兄之ˎ的ƾ合与ĺ心，也必˫因耶Ť的ĺ而凝固，垂ȩ永久。惟有基督的死，才能使他的ĺ
在我�身上生效。惟有因他的死，我�才能ČČ喜喜地仰望他的复	。他的ļ牲是我�指望的中
心。我�的信仰必˫建立于此。 {DA 660.1}

我�往往把那些指着救主受辱和受苦的礼Ǒ，ʓ分形式化。基督Ȅ立ʖ些礼Ǒ，原是有一定的目
的。我�的良知良能必˫ǯ醒起来，去掌握敬虔的奥秘。大家都有特权更深入地去˳会基督
人ɧ
罪而受的苦ˣ。“摩西在ô野怎ą�蛇，”人子也已ƍ照ą被�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不至į亡，反
得永生。” Ż翰福音3:14, 16 我�必˫仰望髑̤地挂着垂死之救主的十字架。我�F必ŭ信基督，ʖ
关系到我�永恒的利益。 {DA 660.2}

我�的主Ȧ：“你�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里面。……我的肉真是可
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Ż翰福音6:53-55 就我�的肉体而ȁ，ʖ两句Ȗ也是�在的。因
ʚ我
�在地上的生活，也要¨功于基督的死。我�吃的̃是他舍身得来的。我�喝的水是他流血á来
的。每个人，不ȁ是圣徒或罪人，在吃̃的ó候，都是靠基督的身体和宝血而得滋养。每一餐̃
食，都 有髑̤地十字架的印ʤ。每一口泉水、都反映它的光ʌ。ʖ一切，基督在Ȅ立那代表他"
大ļ牲的礼Ǒó都Ȧ明了。在楼房上�行的那一次圣餐与典礼所照出的亮光，使我�每日的̄食成

神圣。于是家庭的̃桌成了主的筵席，而每一ˮ̃都成
一次圣餐了。 {DA 660.3}

就我�属灵的生活而ȁ，基督的Ȗ尤
真�。他Ȧ：“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只有接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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髑̤地的十字架上
我�流出的生命，我�才能度圣洁的生活。而我�是因接受他的Ȗ，并�行他
所吩咐的事，才能Ǜ得ʖ生命。ʖą，我�就与他合而
一。他Ȧ：“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
面，我也常在他里面。

661

永活的父怎ą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ą，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 Ż翰福音6:54, 56, 57
ʖ段圣ƍ特别适用于圣餐礼上。当我�因信而思念主的"大ļ牲ó，我�的心灵就必吸收基督属灵
的生命；我�也必从每次圣餐礼中得到属灵的力量。于是ʖ礼Ǒ就形成一种活的ʚʸ条，把信徒与
基督ƾ在一起，因而也与天父ƾ在一起了。可ǩʖ一礼Ǒ，在需有倚靠的人类与上帝之ˎ建立了密
切的ƾƔ。 {DA 660.4}

当我�˳受那代表基督舍身流血的̊和杯ó，我�就在想象中参加了那在楼房里�行的圣餐。我
�也ʗ入了那因背ɉ世人罪孽的主所受的惨痛而成圣的客西̎尼园。我�也似乎看到了他那使我�
与上帝和好的Û扎。如此，基督ʦ十字架就活画在我�眼前了。 {DA 661.1}

当我�仰望被ʦ的救主ó，我�就更充分地明白天上的主宰所付ļ牲的重大而深奥的意。救恩
ǲ划向我�大放光芒，而我�一想起髑̤地的景象，就必激W出活ė和神圣的感情。我�就必要口
唱心和地ɯ美上帝和羔羊，因
常®念髑̤地的感人情景的人，心中不会留有̜傲和自我崇拜的念
~。 {DA 661.2}

凡仰望救主无比之ĺ的人，定能提高思想境界，洁8心灵深|，提高道德品ɑ；定能作世上的
光，各自以不同方式反射那神奇之ĺ。我�越多思念基督的十字架，就越能像使徒保ƶ一ąȦ：“我
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主耶Ť基督的十字架。因ʖ十字架，就我而ȁ，世界已ƍʦ在十字架
上；就世界而ȁ，我已ƍʦ在十字架上。” 加拉太�6:14 {DA 661.3}

662

第七十三章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本章根据：Ż翰福音13:31-38; 14-17章 {DA 662.1}

基督以神圣的ĺ怜和最�切的同情看着門徒Ȧ：“如今人子得了荣耀，上帝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
耀。”ʖó犹大已离开楼房，只有基督与十一个門徒在一起。他要和他�ȳ他�之ˎ即将	到的离
别；可是在他未ȳ之前，他要先指明自己使命的"大目的。他常将ʖ目的é在自己面前。他的屈辱
和受苦将要荣耀天父的名，ʖ就是他的喜�。他要先引門徒想到ʖ个ˋ˹。 {DA 662.2}

于是他就用最�切的称呼“小子�”�他�Ȧ：“我ʕ有不多的ó候与你�同在，后来你�要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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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不能到。ʖȖ我曾�犹太人Ȧʓ，如今也照ą�你�Ȧ。” {DA 662.3}

門徒听了ʖȖ甚ǯ愁。恐惧Ů罩了他�。他�ŷŷ地靠近救主。他是他�的夫子，是他�的
主，是他�敬ĺ的良�和益友；他�他��在是比生命ʕ宝ɛ。他�曾在一切困ˣ中仰ɫ他的帮
助，在$和失望中仰望他的安慰。Ņ在他要离开他�ʖ孤独ʃ弱的小群，ʖ使他�心中布Ĩ了阴
影。 {DA 662.4}

但救主的Ȗ充Ĩ着希望。他知道他�要受到仇ð的Ǩ:；也知道撒但的Șǲ在因困ˣ而心中苦ˏ
的人身上是最有效的。所以他D他�不要“˭念所ǩ的，乃是˭念所不ǩ的。” 哥林多后�4:18 他要
把他�的思想从地上的漂流ʀ向天上的家�。 {DA 662.5}

663

“你�心里不要愁，你�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ǿ多住|；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
Ȍ你�了。我去原是
你�˱}地方去。我若去
你�˱}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到我那里去；我
在哪里，叫你�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知道；那条路，你�也知道。”我来到世上，是
你�
的ƪ故。我Ņ在是
你�服F的。我去了之后，仍要殷勤地
你�服F。我到世上来，向你�ö示
自己，使你�可以相信。我到父那里去，与他一同作工，也是
你�的ƪ故。基督的离别，与門徒
的担心正好相反。ʖ不是永久的离别。他去原是
他�˱}地方，以便再来接他�到他那里去。当
他
他�建造“住|”之ó，他�也要照他神圣的模式建造自己的品格。 {DA 663.1}

但門徒心中依然是一片疑o。那常
疑惑所困的多̎Ȧ：“主啊，我�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
道那条路呢？”耶Ť�他Ȧ：“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若
ǴȊ我，也就ǴȊ我的父。从今以后，你�ǴȊ他，并且已ƍ看ǩ他。” {DA 663.2}

通向天国的道路并没有多条可走。人不可任意ʜ×自己的道路。基督Ȧ：“我就是道路、……若不
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自从上帝第一次宣Ǽ福音，就是在伊甸园声称女人的后裔要$蛇的
~之ó起，基督就被高�
道路、真理、生命了。�当在世的ó候，基督就已ƍ是“道路”，�伯将被
ü之羔羊的血奉献Ɠ上帝ó，就是˱表救ɧ主的宝血。基督就是 先祖与先知ɫ以得救的“道路”。他
也是我�藉以到ʒ上帝面前的唯一“道路”。 {DA 663.3}

基督Ȧ：“你�若ǴȊ我，也就ǴȊ我的父。从今以后，你�ǴȊ他，并且已ƍ看ǩ他。”但是門
徒ʕ不明白。腓力大声Ȧ：“求主将父öƓ我�看，我�就知足了。” {DA 663.4}

基督希奇腓力悟性的ʛʨ，就痛心而¹异地ˋ他Ȧ：“腓力，我与你�同在ʖąˈ久，你ʕ不ǴȊ
我[？”ˣ道你ʕ看不出父藉着我所作的工作[?你不相信我来是
父作ǩȇ的[？那“你怎么Ȧ，‘将
父öƓ我�看’呢?”“人看ǩ了我，就是看ǩ了父。”基督成了肉身之后，

664

依然不失其
上帝。他虽然自己降卑
人，但他仍有他的神体。惟有基督能将父向人类表明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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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門徒享有�眼看ǩʖ活的真像的特权，已ƍ三年多了。 {DA 663.5}

“你�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作的事信我。”藉着基督在他的
作
上所ö出的凭据，他�尽可以u定自己的信心。ʖ种作
是世人靠自己所从来没有作ʓ，也是
永ʘ不能作的。基督的作
ȇ明了他的神性。天父已藉着他ö明出来了。 {DA 664.1}

門徒若真相信天父与他儿子之ˎ有ʖ种密切的关系，及至看到基督
拯救�亡之世界而受苦受死
ó，他�就不至于失去信心了。基督想˳他�走出信心的低谷，ʗ入另一种体̟，就是切�体会
到：基督就是上帝在肉身中öŅ。他希望他�能提高ǴȊ，将他��基督的信心引向上帝，并且巩
固起来。我�慈悲的救主是如何ĸ心地、恒切地˱}門徒去£付那即将Ǩ来的暴雨般的Ȓ探啊！他
甚愿他�和他一同藏在上帝里面。 {DA 664.2}

基督Ȧʖ些Ȗ的ó候，ǉ上W出了上帝的荣光，当在s的人聚精会神地/听他的ǼȖó，无不感
到神圣的敬畏。他�的心就更切�地被他吸引住；而当他�因ʖ吸引而更ĺ基督ó，他�彼此之ˎ
也更加oƐ了。他�感ǯ到天庭近在咫尺，而且深知他�所听的Ȗ，就是天父所要#Ɠ他�的信
息。 {DA 664.3}

基督接着Ȧ：“我��在在地告Ȍ你�：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救主切切地希望他的門
徒能明白，他的神性与人性ƾ合的目的。他到世界来，乃是
要彰ö上帝的荣耀，使人得以因他更
新的能力被救拔出来。上帝在基督身上ö明了出来，是要Ƿ基督也在他的門徒身上ö明出来。耶Ť
所ö示的品德和所行使的权能，都是人�能因信而Ǜ得的。只要他�像耶Ť一ą˪从上帝，一切跟
从他的人都能具}他那十全十美的人性。 {DA 664.4}

“并且要作比ʖ更大的事，因
我往父那里去。”基督ʖ句Ȗ的意思，不是Ȧ門徒工作的性ɑ比他
的更
高超"大，而是Ȧ他�工作的范p更�广。他的Ȗ不O是指行神迹，也是指在圣灵的ʔ行之
下所要成就的一切事。 {DA 664.5}

665

666

667

救主升天之后，他的£ǿ就�Ņ在門徒身上了。基督被ʦ、复活和升天的种种景象，�他�是活
的Ņ�。他�看出ǿ多有关他的˱言都一字一句地£̟了。于是，他�就去ā考圣ƍ，并以从未有
ʓ的信心和把握来接受其中的教Ǹ。他�确知ʖ位神圣的教�就是他所自称的一切。当他�Ǽ述ʖ
一ƍT，高�上帝之ĺó，人心就被融化、̑服，ǿ多人就信了耶Ť。 {DA 667.1}

救主�門徒的£ǿ，也是Ɠ各ó代的教会的，直到末ó。上帝的旨意，不是要基督救ɧ世人的奇
妙ǲ划只取得一点微小的成就。凡�意作工的，若不依靠自己的能力，而Ƿ上帝的大能通ʓ他�来
作，他的£ǿ必能完全�Ņ：“并且要作比ʖ更大的事，因
我往父那里去。” {DA 6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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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ó門徒尚未深知救主具有无限的ɤ源和能力。他�他�Ȧ：“向来你�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
Ż翰福音16:24 救主Ȧ明，他�成功的秘Ȇ在于奉他的名祈求力量和恩典。他要�自在父面前
他
�代求，他要以每个Ɂ卑²求者的祈祷
他自己的祈祷，替他在父面前代求。每一句ȕ²的祈祷，
必
上天所垂听，祷告的Ȏ句或ǿ有欠通˪，但只要句句出自内心，就必上升到耶Ťʗ行服F的圣
所之中。他要将我�的祈祷献到天父面前，其中不再有一点ƐƐ巴巴、别别扭扭的言Ȏ，却要Ĩʆ
着他那完美品德的美�和芬芳。 {DA 667.3}

ȕ�正直的路，±不是一帆˾˪、没有阻碍的；不ʓ，我�£把每一个困ˣ看
主呼召我�来祷
告的良机。没有哪个人的能力不是从上帝来的；而且ʖ能力之源是向最ʃ弱的人敞开供£的，耶Ť
Ȧ：“你�奉我的名无ȁ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
就。” {DA 667.4}

耶Ť吩咐門徒“奉我的名”祈求。跟从基督的人F要奉他的名侍立在上帝面前。由于
他�付出之
ļ牲的代价，他�在主眼里是有价.的。因基督的¨与他�，他�就被ǭ
宝ɛ。上帝因基督的
ƪ故，赦免凡敬畏他的人。他在他�身上看到的不是罪人的Ēţ，却Ǵ出他�所信之主的形象。 {DA

667.5}

668

当主的子民低估自己ó，他就感到很失望。上帝愿意他所Óʜ的子民，照他在他�身上所付出的
代价来估量自己。上帝需要他�，不然，就不会差遣他的儿子用ʖ么大的代价来救ɧ他�。他有使
用他�之|；所以，当人�
荣耀上帝的名，向他提出最高的要求ó，他是非常喜悦的。如果他�
相信他的£ǿ，就可望成就极大的事。 {DA 668.1}

然而，奉基督的名祈求，ʕ意味着我�要接受他的品格，表Ņ他的精神，并作他的工。救主的£
ǿ是有条件的，他Ȧ：“你�若ĺ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他救人，不是Ƿ人留在罪中，而是要救他
�脱离罪³。ĺ他的人，要以˪从来ö明他�的ĺ心。 {DA 668.2}

真正的˪从是出自内心的。耶Ť的˪从，也是出自内心的。我�若愿意，他就会使我�的思想与
目的同他一致，使我�的意念完全符合他的旨意，以致当我�˪从他的旨意ó，也就等于是在履行
自己的意愿。ʖą，我�的意志受了冶ı，就必以作他的工
最大的喜�。当我�以ǴȊ上帝
至
上的特权来ǴȊ他ó，我�的人生必成
ƍ常˪从上帝的一生。由于仰慕基督的品德，并保持与上
帝交通，罪³�我�就会X得可憎了。 {DA 668.3}

基督在人性的生活中如何�践律法，我�也能照ą而行，只要我�握住全能者的力量。但我�不
可把履行自己本分的Ɍ任交Ɠ别人，等他�告Ȍ我�ț怎ą行。我�不能依靠人的指教。主�意把
我�的本分教�我�，正如他�意教�别人一ą。我�若凭信心来到他面前，他必�自向我�\示
他的奥秘。当他来�近我�与我�交通，如同与以Ȫ交通ó，我�内心就会火ĸ起来。凡决心不做
任何不蒙上帝喜悦之事的人，在把他�的事向主ˠ明之后，就必知道ț怎ą行。他�非但要得着智
慧，也必得着能力。˪从和服F的能力，都必照基督的£ǿɩƓ他�。上帝已把供Ɠ堕落人类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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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万有”ɩƓ基督、因
他是人类的元首和代表。“并且我�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
我�
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 Ż翰一�3:22 {DA 668.4}

基督献上自己
ļ牲之前，向父祈求最需要、最完}的恩ɩƓ門徒。

669

ʖ个恩ɩǷ他�能以Ǜ得恩典的无尽ɤ源。他Ȧ：“我要求父，父就另外ɩƓ你�一位保惠�，叫
他永ʘ与你�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
不ǩ他，也不ǴȊ他；你�却ǴȊ
他，因他常与你�同在，也要在你�里面。我不撇下你�
孤儿。我必到你�ʖ里来。”Ż翰福音
14:16-18 {DA 668.5}

在此之前，圣灵早已在世上；从救ɧ的工作一开始，他就在人心里ʔ行。但当基督在地上ó，門
徒不需要其他的帮助者。但当基督离开他�，他�定会感ǯ需要圣灵，那ó，圣灵就必降	。 {DA

669.1}

圣灵是基督的代表，但不具人形，不受人性限制。基督因受人性限制，不能�自在各|与人同
在。
了信徒的益|，他要往父那里去，并差遣圣灵来到地上，接Ɯ他的工作。ʖą，就没有人因
其所在的地点或因自身能与基督接触而享有任何特权。藉着圣灵，人人都能�近救主。就此意而
言，主升上去之后与他�倒是更近了。 {DA 669.2}

“ĺ我的必蒙我父ĺ他，我也要ĺ他，并且要向他öŅ。”耶Ť˱ǩ到門徒将来的遭遇。他看到其
中一个将上Ɩ刑架；一个被ʦ十字架；一个要被流放到荒凉的海�上；其他的或遭逼迫或受死亡。
他£ǿ在每次Ȓı中都与他�同在，藉以鼓励他�。ʖ£ǿ至今没有失去分毫的效力。主的忠心仆
人所遭遇的一切，主全知道；他�
他的ƪ故，无ȁ是被下在ŕ里，或被流放在孤寂的海�上，他
±要�自与他�同在，安慰他�。当信徒
真理的ƪ故受到不公正的法庭�ˋó，基督必站在他�
身ʑ。加在信徒身上的凌辱，同ą加在基督身上。基督在他門徒身上又重新被人定罪了。当信徒被
幽禁在ŕł的高{之内ó，基督要以他的ĺ来鼓舞其心志。当一个人
他的ƪ故受死ó，基督必向
他Ȧ道：“我曾死ʓ，Ņ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ʘʘ，并且拿着死亡和阴ˎ的ʪ匙。” \示©1:18 

我而ļ牲的生命必蒙保守，并得着永久的荣耀。 {DA 669.3}

不ȁ在何ó何地，在一切愁或一切苦ˣ之中，正当前途似乎黑暗，未来似乎ˣĜ，我�ǯ得孤
独无助，一筹莫展ó，保惠�就要奉差遣来答£信心的祷告。

670

ń境或ǿ会把我�与地上的�友分开，但没有任何ń境，没有任何距离，能使我�与天上的保惠
�隔ƕ。我�无ȁ在哪里，无ȁ往哪里去，他±在我�右ʑ扶助我�，支持我�，保Ï我�，鼓舞
我�。 {DA 669.4}

ʖó門徒ʕ不明白基督ʖ番Ȗ所包含的属灵意，故他再向他�解ʣȦ，他要通ʓ圣灵向他�ö
示自己。“但保惠�，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你�决不能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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Ȧ：“我不明白，”也不再仿佛�着˅子Ǫ看模糊不清了。你�就“能以和 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ĺ是
何等ˈ˙高深；并知道ʖĺ是ʓ于人所能Ĝ度的。” 以弗所�3:18, 19 {DA 670.1}

門徒要
基督的生活和工作作ǩȇ。基督藉着他�的Ȗ，要向住在地上的一切人ǼȖ。但在基督
的屈辱和受死中，他�将要遭受极大的Ȓı和失望。ƍ受了ʖ次考̟之后，
了使他�所Ǽ的Ȗ准
确无ȣ，耶Ť£ǿ保惠�要“叫你�想起我�你�所Ȧ的一切Ȗ。” {DA 670.2}

他接着Ȧ：“我ʕ有好些事要告Ȍ你�，但你�Ņ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你
�明白一切的真理，因
他不是凭自己Ȧ的，乃是把他所听ǩ的都Ȧ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Ȍ你
�。他要荣耀我，因
他要将受于我的告Ȍ你�。”耶Ť虽然已ƍ向門徒\W极
重要的真理；然
而，要門徒把他的教Ǹ与文士和法利ɮ人的ʟ#和ǫ条分别清楚，倒是极
困ˣ的。他�从小就受
了教育，把拉比的教Ǹ当作上帝的Ȗ，而ʖ些教Ǹ在他�的意Ȋ和情感上，仍有相当的影响。属世
的Ǫ念和今生的事物，在他�思想中仍占有相当大的地位。基督虽然多次向他�解ʣ天国属灵的性
ɑ，但他�仍然不大˳会。他�的思想ʕ在混乱之中，所以不明白基督所�出的ƍ文的价.。他的
ǿ多教Ǹ似乎都被他��掉了。耶Ť看出他�没有把握住他的Ȗ里的真�含。他慈悲地£ǿ他
�，圣灵必使他�想起ʖ些Ȗ。ʕ有ǿ多門徒所不能明白的事，他也留着不Ǽ，ʖ些事要由圣灵来
向他�ö明。圣灵要\W他�的悟性，

671

使�能˳悟天上的事。耶ŤȦ：“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道你�明白一切的真理。” {DA 670.3}

保惠�又称
“真理的圣灵。”其工作是˗明并ƞÏ真理。当他是真理的圣灵住在人心里ó，他就
成了“Ǹ慰�”。因
惟有在真理之中，才有安慰和平安；虚ȶ中是没有真正的安慰的。撒但用以控制
人心的工具，乃是虚假的学Ȧ和ʟ#。他令人注意虚þ的Ă准来Ɏ坏人的品格。圣灵却藉着圣ƍ向
人心ȦȖ，揭露Ʉȁ，̓除Ʉȣ，将真理ʳ刻心中。由于真理的圣灵用上帝的Ȗ所作的善工，基督
使他的ʜ民˪服自己。 {DA 671.1}

耶Ť向他的門徒叙述圣灵的ƽFó，就想用那鼓励他自己心灵的喜�和希望来鼓舞門徒。他因

已ƍ
他的教会˱}充分的帮助，就甚
喜�。圣灵是基督
救拔自己的子民，向父所能求到的一
切福分中的最大的恩ɩ。上帝ɩ下圣灵作
使人重生的能力。若没有圣灵，基督的ļ牲便¨于徒
然。罪³的J力在代代加强，世人服在撒但束ƫ之下的情况令人¹呀。人惟有倚靠第三位真神的大
能大力，才能抵Ú并得ǅ罪³。有了圣灵，世界的救ɧ主所作成的大工才能生效。靠圣灵，人的内
心才能X
ž洁。基督已ɩ下他的灵来制ǅ人类一切ʟ#和后天养成的³�，并把他的品格印在他
的教会上。 {DA 671.2}

耶Ťȁ到圣灵Ȧ，“他要荣耀我。”救主是要通ʓ彰ö天父的ĺ来荣耀天父的；照ą，圣灵是要以
向世人ö明基督的恩典，来荣耀基督。上帝的形象必˫重Ņ在人类身上。上帝的荣耀和基督的荣
耀，同他子民品格的完美是ŷ密关ƾ的。 {DA 671.3}

“他（真理的圣灵）既来了，就要叫世人
罪、
、
�判，自己Ɍ}自己。”#道的工作若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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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圣灵的óó同在和帮助，就不能生效。圣灵是神圣真理唯一有效的教�。

672

惟有圣灵和真理一同ʗ入人心，才能Ǖ醒良心，改X生活。一个人尽可以Ǽ解圣ƍ的字句，并熟
悉其中的ǿ多命令和£ǿ；但若没有圣灵用真理感化人心，就没有人能掉在磐石上而跌碎。（按：
指ª底悔罪，ǩ̎太福音21:44。）一个人无ȁ受ʓ多少教育，无ȁ有多大的才能，若没有圣灵的合
作，人就不能成
#播真光的�体。福音的种子，若没有天上的雨露Ǖ醒其中的生命，撒种的工作
就不会有什么收成。在基督升天之后，新Ż圣ƍʕ没有一卷�写成，福音的信息ʕ没有宣Ǽ一次之
前，圣灵就已降在那些正在祷告的使徒身上了。随后，他�的仇ð�他�作了ʖą的ǩȇ：“你�倒
把你�的道理充Ĩ了耶路撒冷。” 使徒行#5:28 {DA 671.4}

基督曾£ǿɩ下圣灵的恩ɩƓ他的教会，我�也能承受ʖ£ǿ，如同初期的門徒一ą。但ʖ也像
其他的£ǿ一ą，是附 条件的。ǿ多人相信、并表示愿意承受主的£ǿ；他�ȳ基督，ȳ圣灵，
却未得到什么益|。因
他�没有奉献自己接受神圣能力的引˳和管理。不是我�差用圣灵，乃是
圣灵差用我�。上帝藉着圣灵在他子民的心里ʔ行，使他�“立志行事……成就他的美意。” 腓立比
�2:13 但是ǿ多人不愿意服从˳�，他�要自作主¦，ʖ就是他�得不到天上恩ɩ的原因。惟有那
些Ɂ卑等候上帝，并注意他的˳�和恩典的人，才能得到圣灵。上帝的能力在等着他�Ȩ求和˳
受，人若凭着信心˳受ʖ£ǿ的福分，ʖ福便会 来一ʚ串其他恩惠。上帝的能力是照着基督丰盛
的恩典ɩƓ人的，而基督也是随ó照各人˳受的能力ɩ福Ɠ各人。 {DA 672.1}

耶Ť向門徒ǼȖó，没有�自己的将受的苦ˣ和死亡作任何悲Ǫ的暗示。他最后的	别ɰ言，乃
是ɩ平安的£ǿ。他Ȧ：“我留下平安Ɠ你�，我将我的平安ɩƓ你�。我所ɩ的，不像世人所ɩ
的，你�心里不要愁，也不要胆怯。” {DA 672.2}

离开楼房之前，救主˳門徒唱了一首ɯ美ȓ。从他口中W出的不是悲哀的曲ȯ，而是逾越Ǒɯ美
ȓ的快�之声： {DA 672.3}

“万国啊，你�都当ɯ美耶和M！
万民哪，你�都当˰ɯ他！
因
他向我�大施慈ĺ，
耶和M的ȕ�存到永ʘ。
你�要ɯ美耶和M！” ȓ篇117:1-2 {DA 672.4}

673

他�唱完ȓ，便穿ʓ城門，向着橄Ĉ山慢慢地走去，各人心Ķ意乱。下山的ó候，耶ŤȦ：“今
夜，你�
我的ƪ故都要跌倒，因
ƍ上ǻ着Ȧ：‘我要:打牧人，羊就分散了。’” ̎太福音26:31
他的声ȯ悲戚到了极点。門徒听了，既$，又吃¹。他�ǻ得从前在迦百7的会堂里，当基督Ȧ
自己是生命的粮ó，ǿ多人都跌倒了，离他而去。但那ó十二个門徒并没有不忠信的表示。彼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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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代表弟兄�声明他��基督的忠ȕ。那ó救主曾Ȧ：“我不是Óʜ了你�十二个門徒[？但你�中
ˎ有一个是魔鬼。” Ż翰福音6:70 最近在楼房里，耶Ť曾ƍȦʓ，十二門徒中有一个要P他，ʕȦ
彼得要否Ǵ他。但Ņ在耶Ť的Ȗ是指着全体Ȧ的。 {DA 673.1}

于是彼得竭力地抗ʐȦ：“ 人虽然跌倒，我±不能。”他在楼房里也曾�耶ŤȦʓ，“我愿意
你
舍命。”耶Ť曾警告ʓ他，Ȧ他当夜要否Ǵ他的救主。Ņ在基督重述他的警告Ȧ，“我�在告Ȍ你：就
在今天夜里，̬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Ǵ我。”“彼得却极力地Ȧ：‘我就是必˫和你同死，也±不
能不Ǵ你。’ 門徒都是ʖąȦ。” ̎可福音14:29-31 他�由于自恃，就不肯承Ǵ那全知的主多次重
复的Ȗ。他�没有准}好，来£付考̟，及至Ȓ探突然	身ó，他�才看出自己的ʃ弱无力。 {DA

673.2}

彼得Ȧ他愿意跟主下ŕ或舍命，是出自真心，但他并不ǴȊ自己。在他心里潜伏着一些不良的�
性，只要受ń境刺激，就会死灰复燃。若不ǴȊ自己的危ˡ，ʖ些�性会造成他永久的Ɏ亡。救主
看出，他�˭自己的心和自Ĩ的情ƛ，甚至可能U倒他�基督的ĺ。ǿ多弱点，ǿ多没有根除的罪
³，草率的作˾，急躁的性情，以及ˌ入Ȓ探的莽撞，在他ʓ去的ƍT中，都有所表Ņ。基督的�
ǀ警告是要他自我省察。彼得需要的是不再靠自己，而要更深切地信靠基督。他若虚心接受警告，
就必²求群羊的“牧者”，保守自己的羊。ʓ去，他在加利利海上将要下沉ó，曾喊叫Ȧ：“主啊，救
我！” ̎太福音14:30 基督就伸手拉住他。

674

照ą，Ņ在他若能呼求Ȧ：“救我脱离我自己，”他就必得蒙保守。但彼得ǯ得主不信任他，待他
冷落无情了。他深感委屈，便更
自恃。 {DA 673.3}

耶Ť慈悲地看着他的門徒。他不能救他�脱离ʖ次Ȓı，但他决不撇下他�，或不安慰他�。他
肯定地告Ȍ他�，他必Û断坟墓的ʺʸ，而且ĺ他�的心决不改X。他Ȧ：“我复活以后，要在你�
以先往加利利去。” ̎太福音26:32 在他�ʕ没有否Ǵ救主之前，主就事先£ǿ要赦免他�的罪。因
此，在基督受死复活之后，他�知道自己已蒙赦免，仍是基督所心ĺ的。 {DA 674.1}

耶Ť和門徒朝橄Ĉ山脚下的客西̎尼园走去。ʖ是他常去默想和祷告的幽静之地。救主一路在向
門徒解ʣ，他到世上来的使命，和他�£同他保持的属灵关系。Ņ在他又用比i来Ȧ明ʖ教Ǹ。那
ó皎洁的月亮映照出一棵茂盛的葡萄Ą。耶ŤǷ門徒注意ʖ棵Ą，并用它作
象征。 {DA 674.2}

他Ȧ：“我是真葡萄Ą。”耶Ť没有ʜ!美的棕Ą，高大的柏Ą，或u�的橡Ą来代表自己，却ʜ
了ʖˈĨ藤˫的葡萄Ą。棕Ą、柏Ą和橡Ą都是独立的，不需要支撑，而葡萄Ą<ƯƑ着葡萄架攀
ƪ而上。照ą，基督在他的人性上，

675

也必需依靠上帝的大能。他Ȧ：“我凭着自己不能作什么。” Ż翰福音5:30 {DA 674.3}

“我是真葡萄Ą。”在犹太人眼中，葡萄Ą是最高ɛ的一种Ą，用以象征力量、!美和Š果累累。



4/7/13 7:52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345 of 429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36&start_paragrap…003633895&finish_paragraph=1003637983&references=1&pagebreaks=1

圣ƍȦ，以色列是上帝所栽培于£ǿ之地的葡萄Ą。犹太人因
自己与以色列有关，故常以此
他
�希望得救的根据。但耶ŤȦ，我是真葡萄Ą。你�不要以
自己与以色列有关，就能与上帝的生
命有份，承受他的£ǿ。要知道，惟有通ʓ我，才能˳受属灵的生命。 {DA 675.1}

“我是真葡萄Ą，我父是栽培的人。”在巴勒斯坦山上，我�的天父种了ʖ棵!美的葡萄Ą，而且
他自己就是栽培的人。有ǿ多人ɯɨʖ棵葡萄Ą的M美，承Ǵ它的根源是从天上来的。但�以色列
的˳袖�来Ȧ，它却“像根出于干地。”他�就把ʖ一˸Ą打$了，把它ɸ在他�不圣洁的脚下。他�
的本意是要将它Ďį，令他永不再生。但天上的栽培者却永ʘ不会忘ǻʖ棵Ą。在人�以
它已ƍ
被Ď了的ó候，天上的栽培者却把它重新栽培在{的另一ʑ。ʖ棵葡萄Ą看不ǩĄ干，因它已ˢ藏
起来，再不至于受人的粗暴待遇。但ʖ葡萄Ą的枝条却已伸出，挂在{外。藉此，其他的Ą枝也可
以接在葡萄Ą上。人已ƍ从ʖ些枝子上采ʓ葡萄，ʓ路的人常摘取它的果�。 {DA 675.2}

基督�門徒Ȧ：“我是葡萄Ą，你�是枝子。”虽然他不久要离开他�，但他同他�属灵的ƾ合是
不会改X的。他Ȧ：枝子与葡萄Ą的ʚƐ，Ȧ明你�同我£保持的关系。新割下的嫩枝接在活的葡
萄Ą上之后，źƞʚźƞ，脉Ɣ通脉Ɣ，逐ĥ与Ą干ˈ成一体；葡萄Ą的生命便成了枝子的生命。
照ą，死在ʓ犯罪³之中的人，因与基督ƾ合，也可得到生命。由于信靠耶Ť
个人的救主，ʖ种
ƾ合便形成了。罪人就将自己的ʃ弱Ɛ合到基督的力量上，自己的Ŧ乏Ɛ合到他的丰富上，自己的
脆弱Ɛ合到基督持久的能力上，人就有了基督的心。基督的人性接触我�的人性，使我�的人性接
触到他的神性。如此，藉着圣灵的功能，人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在ĺ子里得蒙上帝的悦ƀ。 {DA

675.3}

676

ʖ种与基督的ƾ合一旦形成，就必˫ƍ常保持下去。基督Ȧ：“你�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
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Ą上，自己就不能Ɛ果子；你�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ʖą。”ʖ不是偶然
的接触，也不是ó断óƜ的ƾ合。枝子要成
活葡萄Ą的一部分。从Ą根ʍ送到枝子里的生命、力
量和使果�成熟的元素，需要ƍ常不断、不受阻碍的交通。枝子离了葡萄Ą，就不能存活。耶Ť
Ȧ：你�从我所˳受的生命，惟有藉着不断地与我交通，才能保持到永恒。离了我，你�不能ǅʓ
罪³，也不能抵ÚȒ探。 {DA 676.1}

“你�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里面。”常在基督里面的意思，就是不ˎ断地接受他的灵，并
ʓ一种完全献身于�他的服F的生活。人与上帝之ˎ的交往，必˫ƍ常ň通无阻。枝子怎ąƍ常从
活的葡萄Ą里吸取汁ę，我�也照ą要靠耶Ť。因着信，从他那里˳受力量，˳受他完美的品德。
{DA 676.2}

Ą根ƍ由枝子，将养分ʍ送到最ʘ的Ą梢上。照ą，基督也将属灵的能力#Ɠ每一个信徒。只要
人与基督ƾ合，就没有凋残或枯槁的危ˡ。 {DA 676.3}

葡萄Ą的生命，必在枝子所Ɛ清香之果上ö明出来。耶ŤȦ：“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
ʖ人就多Ɛ果子；因
离了我，你�就不能作什么。”当我�因信而吸收上帝儿子的生命ó，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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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中就可看到圣灵所Ɛ的果子，一ą也不缺少。 {DA 676.4}

“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Ɛ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枝子在外表上虽然ʚ在葡萄Ą上，但可
能ʕ没有生命的ʚ接。那ą，它就不会生ˈ，也不会Ɛ果子。照ą，人也可能与基督有外表上的ƾ
合，但�˞上却没有因着信与他真正的合而
一。人若自称信仰宗教，就可以加入教会。但只有品
格和行
才能ö明他是否与基督ƾ合了。不Ɛ果子的，就是假枝子。他�与基督分离后所必遭的ª
底į亡，正和死枝子的Ɛ局一ą。基督Ȧ：“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在外面枯干，人拾起
来，Ç在火里ķ了。” {DA 676.5}

“凡Ɛ果子的，他就修理干8，使枝子Ɛ果子更多。”跟从耶Ť的十二使徒中，

677

有一根枯干的枝子将要被剪去。其余的<要ƍʓ多次痛苦和Ȓı的修剪。耶Ť用�ǀ而温和的口
气Ȧ明了“栽培的人”的意旨。“修理干8”不免使人受痛苦，但使用剪刀的乃是天父。他决不会用粗暴
̧莽的手，或漫不ƍ心地从事工作。有些枝子爬在地上，所以必˫割断其依附在地的卷˫。它�必
˫向上攀ƪ，得着上帝的支持。有些ʓ于茂密的叶子，白白吸收了果子£得的汁ę，必˫剪除。那
些多余的枝条，也必˫剪去，好Ƿ公日~的医治之能照射ʗ来。栽培的人ʕ要剪掉有害的枝叶，
使果子更丰盛繁多。 {DA 676.6}

耶ŤȦ：“你�多Ɛ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上帝要藉門徒ö示自己品德的圣洁、仁ĺ和慈
怜。然而，救主并没有嘱咐門徒靠一己的努力来Ɛ果子。他只吩咐他�常在他里面。他又Ȧ：“你�
若常在我里面，我的Ȗ也常在你�里面；凡你�所愿意的，祈求，就Ɠ你�成就。”基督是藉着他的
Ȗ常在他門徒里面。ʖ与“吃他肉、喝他血”所Ȧ明的ƾ合是同ą的。基督的Ȗ就是灵，就是生命。人
˳受了他的Ȗ，就是˳受了葡萄Ą的生命。人活着“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Ȗ”。 ̎太福音4:4 基督
的生命在門徒里面所Ɛ的果子，必像在他里面所Ɛ的一ą。我�若在基督里面活着，与基督ʚ在一
起，靠基督站立，并从基督吸收ǝ养，我�就必照基督的ą式Ɛ果子了。 {DA 677.1}

基督最后一次与門徒同在ó，�他�最大的希望是要他�彼此相ĺ，像他ĺ他�一ą。他再三重
复Ǽʖ一件事：“我ʖą吩咐你�，是要叫你�彼此相ĺ。”基督O独同門徒在楼房ó，�他�的~一
句吩咐就是：“我ɩƓ你�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彼此相ĺ；我怎ąĺ你�，你�也要怎ą相ĺ。
”�門徒来Ȧ，ʖ条命令是新的；因他�ʕ没有像基督ĺ他�一ą彼此相ĺ。他看出：必˫有新的Ǫ
念与新的感情来支配他�，而且他�必˫�行新生活的原<；藉着他的生和他的死，他�必˫�ĺ
Ǜ得新的概念。在他自我ļ牲的榜ą之下，ʖ条叫人彼此相ĺ的命令有了新的意。

678

恩典的全部工作，就是在ĺ心、舍己和ļ牲上ʗ行不断的服F。在基督寄居地上的ó期中，上帝
的ĺ，无ó无刻不从他身上/泻而出，如同奔放的洪流。凡受他精神感化的人，也必像他一ą去ĺ
人。那激励基督的上帝之ĺ，必在他�之ˎ的一切关系上激励他�。 {DA 6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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ʖ种ĺ就是作基督門徒的凭据。耶ŤȦ：“你�若有彼此相ĺ的心， 人因此就Ǵ出你�是我的門
徒了。”人若不是凭J力或私利Ƈ成o体，而是因ĺ而走到一起来，他�就因此ö出超出人ˎ一切影
响力的感化之工。因ʖ合一的精神的存在，便可知道，上帝的形象正恢复在人身上；一种新的生活
原<，正培植在人心里。ʖ也ö明：神性里有权能，足以抵抗超自然的³J力，而且上帝的恩典足
以制服世人生来就有的私心。 {DA 678.1}

ʖ种ĺ若在教会中有所表Ņ，就必惹起撒但的¶怒。耶ŤȦ：“世人若恨你�，你�知道恨你�以
先，已ƍ恨我了。你�若属世界，世界必ĺ属自己的；只因你�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Óʜ了
你�，所以世界就恨你�。你�要ǻ念我从前�你�所Ȧ的Ȗ：‘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若逼迫了
我，也要逼迫你�；若遵守了我的Ȗ，也要遵守你�的Ȗ。但他�因我的名要向你�行ʖ一切的
事，因
他�不ǴȊ那差我来的。”福音±是在反�、危ˡ、ß失和苦ˣ之中，Ţ极�斗而得以推ʗ
的。凡作ʖ工的人，不ʓ是在追随他�夫子的脚踪。 {DA 678.2}

世人的救ɧ主基督，常遭遇表面上的失Ɏ。他到世界上来作慈悲的使者，在他所想做的提高并拯
救人类的工作上，所成就的似乎很有限；撒但的J力一直在Ú他的路，但他从不灰心。他在先知以
ɮ�的˱言中Ȧ：“我I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然而，我当得的理必在耶和M那里，我的ɨ
ɩ必在我上帝那里。……以色列虽不到他那里聚集，但耶和M仍会看我
尊ɛ，我的上帝也成
我
的力量。”以下的£ǿ乃是ɩƓ基督的：“救ɧ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M，�那被人所藐ǭ、本国所憎
³……

679

的如此Ȧ：‘我要保Ï你，使你作 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
�。’�那被捆Ǝ的
人Ȧ：‘出来吧！’�那在黑暗的人Ȧ：‘ö露吧！’……不̂不渴，炎ĸ和烈日必不$害他�，因
怜
恤他�的，必引�他�，˳他�到水泉旁ʑ。” 以ɮ��49:4, 5; 7-10 {DA 678.3}

耶Ť从ʖ些Ȗ里得了安慰，不Ɠ撒但可乘之机。当他在屈辱的路上走到最后一步，�黑的愁云Ů
罩他的心灵ó，他�門徒Ȧ：“ʖ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ʖ世界的王受了�
判。”Ņ在“要被赶出去” Ż翰福音14:30; 16:11; 12:31。基督以先知的慧眼，看到在最后的大斗争中
所要W生的事。他知道，当他呼喊“成了”的ó候，全天庭都必Č呼。他仿佛听ǩʘ方#来天庭Č¡ǅ
利的音�和]喊声。他知道，那ó撒但之国的�ʩ就要敲响，而基督的尊名必将#遍全宇宙的ȩ世
界。 {DA 679.1}

基督因能
門徒成就ʘ超ʓ他�所求所想的事，心中Č喜。他确知天父在>世以前所W布的全能
命令，所以他ǼȖ很肯定。他知道，以无所不能的圣灵武装起来的真理，在同邪³J力的斗争中必
能Ǜǅ；那血染的旌旗必在他的信徒上方ǅ利地̀Ë。他知道凡信靠他的門徒，其人生也要像他百
Å百ǅ的人生一ą。此ǅ利虽在今生不被Ǵ可，但在永久的将来却是得到承Ǵ的。 {DA 679.2}

他Ȧ：“我将ʖ些事告Ȍ你�，是要叫你�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有苦ˣ，但你�可以放
心，我已ƍǅ了世界。”基督不灰心，也不�胆。他的門徒也要ö示同ą恒久忍耐的信心。他�要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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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ą生活，像他一ą工作，因
他�依靠他
他�的大工�。他�必˫具有勇敢、毅力、u忍的
美德。虽有ǿ多ö然不可能的事在Õ阻他�，他�±要靠基督的恩典向前挺ʗ。他�要克服困ˣ，
决不
之悲Y。不因任何事而ƕ望，要�万事抱有希望。基督已用他无比之ĺ的金ʸ，把他�ƾƐ
到上帝的宝座上。他有决心Ƿ他�Ǜ得那从一切能力的泉源涌出来的宇宙ˎ最高的影响力。他�必
然得到能力去抵抗邪³，

680

ʖ能力决非世界、死亡或阴ˎ所能ǅʓ的。ʖ能力必使他�得ǅ，如同基督得ǅ一ą。 {DA 679.3}

基督的目的，是要天上的秩序，天上施政的ǲ划和天上神圣的和ȷ都由他地上的教会表Ņ出来。
ʖą，他就能在他的子民身上得荣耀。公的日~必要通ʓ他�，向世人W出İĴ的光ʌ。基督已
ƍ
他的教会作好充分安排，使他能从他的ɧ民，就是他用宝血�来的��上，得到大荣耀。他已
将才能和福惠ɩƓ他的子民，使他�能代表他的丰盛。教会既ɥ有基督的公，受了基督的委托，
就£将他恩典和仁ĺ的一切丰盛，充充足足地完全彰ö出来。基督把他百姓的ž洁与完美，作
他
忍受屈辱的回Ð和附加的荣耀。基督ʖ"大的中心，从他身上要ˉ射出一切的荣耀来。 {DA 680.1}

救主以u强有力和充Ĩ希望的Ȗ，Ɛ束他的Ǹȥ。然后就在祷告中尽情地/述了他心里�門徒的
担。他�目望天Ȧ：“父啊，ó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ɩƓ他权
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ɩƓ你所ɩƓ他的人。ǴȊ你独一的真神，并且ǴȊ你所差来的耶
Ť基督，ʖ就是永生。” {DA 680.2}

基督已ƍ完成上帝交Ɠ他的工作，已ƍ在地上荣耀上帝。他ö明了天父的圣名。他已召集一班人
在人ˎƙƜ他的工作。他Ȧ：“我因他�得了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却在世上，我往你
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ɩƓ我的名保守他�，叫他�合而
一，像我�一ą。”“我不但
ʖ些
人祈求，也
那些因他�的Ȗ信我的人祈求，使他�都合而
一。……我在他�里面，你在我里
面，使他�完完全全地合而
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ĺ他�如同ĺ我一ą。” {DA

680.3}

ʖą，基督用具有神圣权威的Ȗ，将他所Óʜ的教会交在父手中。作
¨耶和M
圣的大祭司，
他替他的子民代求。作
忠心的牧人，他聚集他的羊群在全能者的Ǚ下，在u固牢靠的避ˣ所中。
而等待他的，<是与撒但的最后决斗，他毅然地迎了上去。 {DA 6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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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5

第七十四章 客西马尼

本章根据：̎太福音26:36-56； ̎可福音14:32-50； 路加福音22:39-53；Ż翰福音18:1-12 {DA 685.1}

救主和他的門徒慢慢地向客西̎尼园走去。逾越Ǒ之夜的一ʂ明月，从万里无云的天空照耀着大
地，更ö丰Ĩ。ʖ密布着从各�来ʓǑ者所搭�篷的城邑，已寂然无声。 {DA 685.2}

耶Ť一路和門徒�切交ȳ，教�他�，及至走近园ʑ，却X得异常沉默。ʓ去他常来此默想祈
祷，但从未像ʖ惨痛的最后一夜如此心中充Ĩ$。耶Ť在世的一生都行在上帝圣˺的光中。当他
与那些受撒但之灵鼓G的人ʗ行斗争ó，他Ȧ道：“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
ʖ里，因
我常作他所喜悦的事。” Ż翰福音8:29 但Ņ在他似乎已ƍ与支持他的上帝圣˺之光隔ƕ
了。Ņ在他已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必˫担ɉ堕落人类的罪愆。我� 人的罪孽都必˫¨在ʖ无罪者
的身上。罪³�他ö得那么可怕，他所必˫担ɉ的罪担又是那么沉重，甚至他生怕自己会永ʘ与他
父的ĺ隔ƕ了。他感到上帝�ʙ背律法者所有的À怒是那么可怕，就呼喊Ȧ：“我心里甚是$，几
乎要死。” {DA 685.3}

当他�走近园子ó，門徒注意到他�夫子的改X。他�从未ǩʓ他ʖą$和沉默。

686

他越往前走，ʖ¹人的$就越W深重。然而他�不敢ˋ他ʖ究竟是
了什么。他的身体êé不
定，好像要跌倒似的。到了园内，門徒便赶快�找他常来的那僻静去|，好Ƿ夫子休息休息。Ņ在
他每走一步都感到非常的吃力，他大声呻吟，犹如U在可怕的重担之下。倘若没有門徒扶着他，有
两次他就跌倒在地了。 {DA 685.4}

在园門口，耶Ť把門徒留在那里，嘱咐他�
自己祷告，也
他祷告。他只 彼得、雅各和Ż翰
三人走向园内僻静的地方。ʖ三个門徒是基督最�信的同伴，他�曾在他X像的山上看ǩ他的荣
耀；看ǩ摩西和以利�与他ȳȖ；ʕ听ǩ从天上来的声音；如今，基督在最大的斗争中也愿意他�
在他身ʑ。他�从前常同他在ʖ僻静地方ʓ夜。在幽静的夜里，他�常警醒祷告片ó，然后在离夫
子不ʘ的地方安睡，直睡到清早，待他b醒他�重新出去作工。但ʖ次他希望他�与他一同整夜祈
祷，但又不忍令他�看ǩ他所要受的惨痛。 {DA 686.1}

他Ȧ：“你�在ʖ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 {DA 686.2}

他离开他�稍往前走，在他�ʕ可以看ǩ并听ǩ他的地方俯伏在地。他感ǯ到，因着罪他与天父
隔开了。ʖ相隔的̰ē是那么�，那么黑，又是那么深，他的心灵不禁Å栗不已。他ƕ不可ʔ用他
的神能来逃避ʖ极大的痛苦。他既是人，就必˫忍受人类犯罪的Ɛ果，必˫忍受上帝�ʙ背律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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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À怒。 {DA 686.3}

ʖó基督的|境，是他从来没有ƍ受ʓ的。他受的痛苦，有先知的Ȗ形容得最
恰当：“万6之耶
和MȦ：‘刀B哪，£当兴起，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 撒迦利�13:7 基督既作了罪人的替身和
中保，他就必˫在上帝的公�判之下受苦。他看出了公的意。以前他一向
人代求；而如今
他巴不得有人能
他代求呢！ {DA 686.4}

当基督感到他与天父的ƾ合受到破坏ó，他惟恐O凭自己的人性�付不了那面	的与黑暗权J的
斗争。从前在ô野的Ȓ探中，人类的命ʔ一度陷入危机，那ó基督得ǅ了；

687

如今撒但要来作最后可怕的Û扎。他曾在基督三年的服Fó期中，
ʖ次的斗争作准}。ʖ次斗
争�撒但的关系重大。他若失Ɏ，他掌权的希望即告断ƕ；世上的国Ɗ必成
基督的国；他自己要
被:Ɏ，被赶出去。但如能Ǜǅ，世界就要成
撒但的国，人类也必永ʘ|在他的权J之下。ʖs
决定ǅɉ的斗争已é在基督面前，他的心因怕与上帝隔ƕ而充Ĩ了恐惧。撒但告Ȍ基督，他若成了
罪³世界的保人，ʖ种隔ƕ将是永久的。他将与撒但的国同列，而永不再与上帝
一了。 {DA 686.5}

再者，ʖ次的ļ牲所能得到的收Ǜ是什么呢？世人犯罪作³和忘恩ɉ，看起来是多么没有希望
啊！撒但向救ɧ主强ȯ当前局J最³劣的一面，Ȧ：那自称在属世和属灵两方面都超ʓ他人的百姓
已ƍ拒ƕ了你。上帝的ȩ£ǿ，原是以他�
特ʜ的子民向他�W出的；你是ȩ£ǿ的基ş、中心
和印ȇ，而ʖ些人竟在ȵ害你。你自己的門徒虽然听ʓ你的教Ǹ，也曾Ţ极参加ʓ教会的工作，但
Ņ在却要出�你。你最ĸ心的一个門徒将要不Ǵ你。而且你所有的門徒都要离弃你。基督想到ʖ里
非常À恨。他想起那些他所要拯救、所ĺÏ的子民，竟然参与撒但的阴ȵ，ʖ真使他心如刀扎，痛
苦万分。ʖ次的斗争是非常可怕的。其C烈的程度，£以犹太国的罪³和控告基督并出P他之人的
罪³，以及卧在那³者手下的全世界之罪³来衡量。世人的罪³都重重地U在基督身上，上帝�罪
³的À怒，竟把他的生命摧Ď殆尽了。 {DA 687.1}

看哪，基督正在考Ǣ
人类的生命所要付的代价。他在极度痛苦之中，ŷŷ伏在冰冷的地上，似
乎是免得自己被迫离开上帝太ʘ了。深夜的寒露落在他俯伏的身上，他却毫不介意。从他W青的嘴
唇W出悲痛的呼吁，Ȧ：“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ʖ杯离开我。”但就是在ʖó，他ʕ加上一句
Ȧ：“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DA 687.2}

人在痛苦中常渴望有人同情。ʖ种渴望是基督所深深感受到的。他在ʓ去常ɩ福Ɠ門徒，安慰他
�，在$困苦中Ï庇他�。所以Ņ在他在心灵极大的痛苦中，来到門徒那里，渴望听他�Ȧ些安
慰的Ȗ。那ʓ去常向他�Ȧ同情之Ȗ的主，Ņ在正受着非人所能承受的痛苦，所以很想知道他�是
否正在
他，并
自己祈祷。

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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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³的至毒是多么凶ˡ啊！他尽可以任凭人类担当自己犯罪的Ɛ果，而他照旧无罪地站在上帝面
前。ʖ个Ȓ探是非常可怕的。他巴不得他的門徒能明白并ɨȊʖ一点，他就能得到很大的鼓励。 {DA

687.3}

于是他勉强站起来，步履ɹ跚地走到他留下的同伴那里，但“ǩ他�睡着了”。若ǩ他�在祈祷，
他就会放心了。倘若他�以上帝
避ˣ所，撒但的能力就不能ǅʓ他�，救主必因他�u定的信心
而得到安慰。但他�没有注意他重复的警戒：“±要警醒祷告。”起先，他�曾因看ǩ一向那么˄静庄
�的夫子与ˣ以˳悟的$搏斗而非常不安。当听到他受苦的哭声ó，他�也曾祈祷。他�并没有
意思要离弃他�的主，无奈他�似乎被睡魔迷住了。其�他�若不住地向上帝²切祈求，ʖ种睡意
是能é脱的。可惜他�没有ǴȊ到警醒、ĸ切的祈祷在抵ÚȒ探ó的重要。 {DA 688.1}

耶Ť在未来客西̎尼园之前曾�門徒Ȧ：“今夜你�
我的ƪ故，都要跌倒。”他�曾向他u决地
保ȇ，愿意与他一同下ŕ，一同舍命。而且可怜又自Ĩ的彼得ʕȦ：“ 人虽然跌倒，我±不能。”
̎可福音14:27, 29

689

可惜門徒所信ɫ的是自己。他�没有听基督的D告：仰望那大能的帮助者。故此，当救主最需要
他�的同情与祈祷ó，他�竟睡着了。ʚ彼得也睡得沉沉的。 {DA 688.2}

那曾靠在耶Ť胸前的蒙ĺ門徒Ż翰Ņ在也睡着了。以Ż翰�他夫子所有的ĺ而言，±£ț使他警
醒吧。在他所ĺ的主最$的ó候，他±£ț和他一同²切祈祷吧。ʓ去救主常用整夜的工夫
他
的門徒祈祷，使他�不至于失了信心。倘若Ņ在耶Ťˋ雅各和Ż翰，他从前ˋʓ他�的一个ˋ
˹：“我将要喝的杯，你�能喝[？我所受的洗，你�能受[？”他�就不敢像ʓ去那ą回答Ȧ：“我
�能”了 ̎太福音20:22。 {DA 689.1}

門徒被耶Ť的声音¹醒，他�几乎Ǵ不出他了，他的面貌因C烈的痛苦改X了。耶Ť�彼得
Ȧ：“西門，你睡ǯ[？不能警醒片ó[？±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心灵固然愿意，肉体
却ʃ弱了。”門徒的ʃ弱引起了耶Ť的同情。他惟恐在他被P及ʦ死的ó候，他�ƍ不起那必定	到
的考̟。他没有Ɍ}他�，只Ȧ：“±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就是在他极痛苦的ó候，ʕ原ȱ
他�的ʃ弱，Ȧ：“你�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ʃ弱了。” {DA 689.2}

ʖó，上帝的儿子又被极大的痛苦所Ǩ，只得筋疲力尽，步履ɹ跚地回到先前Û扎的地方去。他
的痛苦ʇ前更甚。当他心灵	到C痛ó，他的“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园中的一棵棵棕Ą、柏
Ą，是他极大痛苦的无言的ǩȇ人。从多叶的Ą枝上，一滴滴露水落在他憔悴的身上，好像自然界
也在
O独与黑暗J力斗争的>造主洒下同情之泪呢！ {DA 689.3}

不久前，耶Ťʕ像一棵高大的香柏Ą巍然屹立，˨住那向他Ǩ来的暴˾。ˬ固的意志和充Ĩ³毒
狡猾的人心，妄想混乱他的意志来制ǅ他。那ó他以上帝儿子的神圣威�毅然挺立。Ņ在他却像一
根被狂˾吹折的芦Ǔ。他曾以ǅ利者的姿¯走向他工作的Ɗ点。在ʓ去，他一步一步地制ǅ了黑暗
的J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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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0

他已ƍ得到荣耀，声明是与上帝
一的。他曾以毫不犹豫的声ȯ唱出ɯ美的歌声。他曾向門徒Ȧ
勉励和安慰的Ȗ。而Ņ在黑暗掌权的ó候到了。在夜静更深的夜空中#来的，不是他ǅ利的]喊，
而是Ĩ含人性痛苦的呻吟。救主的Ȗ#到昏睡的門徒耳中，Ȧ：“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ʖ杯离
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DA 689.4}

門徒起初原想到耶Ť身ʑ去，但他吩咐他�留在那里警醒祈祷。当耶Ť再到門徒那里ó，他WŅ
他�仍在睡ǯ。他又感到渴望与人作伴，想听到門徒Ȧ一些安慰的Ȗ来打破那几乎要U倒他的黑暗
的迷魂˜。但他�的眼睛困倦，“他�也不知道怎么回答。”耶Ť走ʓ来，¹醒了他�。他�ǩ他ǉ上
痛苦的血汗，心中充Ĩ恐惧。但他心灵上的>痛他�ʕ不明白。“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
世人枯槁。” 以ɮ��52:14 {DA 690.1}

耶Ť又离开他�回到原来祷告的地方，俯伏在地，
大黑暗的恐怖所U倒。上帝儿子具有的人性
在ʖs考̟中Å栗不已。Ņ在他不是
他的門徒祈祷，使他�不至于失去信心；乃是
自己因受Ȓ
探而痛苦的心灵祈祷。可怕的ó刻已ƍ来到ʖ决定世界Ɗ局的ó刻。人类的命ʔ正在天平上起伏不
定。基督Ņ在拒ƕ喝那犯罪的人类当喝的杯，ʕ不太ʛ。他很可以从他的˻上擦去那大血点似的汗
珠，而听凭人类在他�的罪孽中į亡。他很可以Ȧ，Ƿʙ犯律法的人�受他�罪³的刑Ʒ吧，我要
回到我父那里去。上帝的儿子愿意喝那屈辱>痛的苦杯[？那无罪的一位愿受罪³咒ȉ的Ɛ果，去
拯救有罪的人[？只听耶ŤW青的嘴唇ÅÅ兢兢地Ȧ道：“我父啊，ʖ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
就愿你的旨意成全。” {DA 690.2}

他三次W出ʖą的祈祷。他的人性，因那最后的大ļ牲而三次畏Ƴ不前；但Ņ在人类的T史全呈
Ņ在世界的救ɧ主面前。他看出，如果他�弃那些ʙ背律法的人，他�就必į亡。他看出人类的无
依无靠，他也看出罪³J力的猖獗。一个注定遭劫之世界的灾ˣ和悲痛出Ņ在他面前。他看到其迫
近的厄ʔ，

691

692

693

于是下了决心，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来拯救人类。他愿意接受血的洗礼，使�万将亡的人可以藉着
他得到永生。他已ƍ离开完全圣洁、快�、荣耀的天庭，来拯救一只迷失的羊就是ʖ个因犯罪而堕
落的世界。Ņ在他ƕ不放弃他的使命。他决定要
那自愿犯罪的人类作个挽回祭。在他的祈祷中，
Ņ在只有˪服的Ȗ：“ʖ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 {DA 690.3}

既作了ʖ个决定，他就昏厥在地，良久才撑起身来。Ȩˋʖó他的門徒在哪里呢？他�
何不用
手ʅʅ扶起他�倒在地上的夫子，擦去那比世人更憔悴的˻上之血迹呢？救主“独自踹酒榨， 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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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一人与他同在。” 以ɮ��63:3 {DA 693.1}

然而，上帝正在与他儿子一同受苦。 天使都看到救主的惨痛。他�看ǩ他�的主被撒但的J力
所包p，他的人性被Å栗和不可思ǹ的恐怖所U倒。ʖó，天上寂静无声，§琴的声音止息了。 
天6在沉寂的$中看ǩ天父从他ĺ子的身上撤回他的光明、慈ĺ和荣耀，便不ǅ¹异。如果人类
能ǩ到ʖ一幕景象的Ȗ，那他�就更能˳会到罪在上帝看来是多么可憎了。 {DA 693.2}

未曾堕落的ȩ世界和天上的 使者，都全神ɘ注地Ǫ看着ʖ将要Ɛ束的斗争。撒但和他罪³的党
羽，就是叛逆的全6，也都切切注意着ʖ救ɧ工作中的最大危机。善与³两大J力都等着看基督重
复三次的祈祷将有什么答复。 天使都渴望来解救ʖ位神圣的受苦者，然而ʖ是不可能的。他�无
法
上帝的儿子另找出路。在ʖ千ʬ一W、危急存亡之˞，当那神秘的杯在受ˣ者手中êê欲w的
ó刻，天开了，有一ƅ光明射入那危机四伏、˾暴ʚ夜的黑暗中，于是，那在撒但堕落之后代替他
侍立在上帝面前的大能的天使来到基督身ʑ。他来，不是要从基督手中把苦杯拿去，而是要以天父
慈ĺ的保ȇ来加强他的力量，好喝下那苦杯。他来，要将能力 Ɠʖ兼有神人二性的²求者。天使
向他指出那敞开着的ȩ天，并向他Ȧ明，因他的受苦，将有无数的生灵得蒙拯救。天使强ȯ他的父
比撒但更大、更有能力。基督舍命的Ɛ果，必使撒但全然Ɏ亡。世上的国必ɩƓ至高者的圣民。天
使又告Ȍ他，

694

他必看ǩ自己I苦的果效，便心Ĩ意足；因
他将要看ǩǿǿ多多的人得救，永ʘ得救。 {DA

693.3}

基督的痛苦虽没有止息，但他却不抑郁、不沮�了。˾暴虽然未曾减退，但它所Ǩ:的目Ă基
督，已ƍ得了力量来£付其威J。他以˄定沉着的姿¯出Ņ。他血迹斑斑的ǉ上，有天上来的平
安。他已忍受无人能受的痛苦，因他已
人人�了死味。 {DA 694.1}

那些睡着的門徒，忽然被ńƑ着救主的荣光所¹醒。他�看ǩ天使跪在仆倒在地的夫子身ʑ。他
�看ǩ天使捧起救主的~移到自己的胸前，并用手指向上天。他�听ǩ他Ȧ出安慰和希望的Ȗ；他
的声音好像甜美的音�。門徒想起登山X像的情景，ǻ起了在圣殿中ńƑ着耶Ť的荣耀，也ǻ得上
帝从云彩中W出的声音。Ņ在又有相同的荣耀öŅ，他�就不再
他�的主担心了。他是在上帝的
照˭之下，一位大能的天使已奉差遣来保Ï他。随后，門徒又被睡魔所困，耶Ťǩ他�又睡着了。
{DA 694.2}

于是耶Ť很$地望着他�Ȧ：“Ņ在你�仍然睡ǯ安歇吧。ó候到了，人子被P在罪人手里了。
” {DA 694.3}

正ȦȖó，忽听ǩ那�索他的暴徒的脚步声，于是他Ȧ：“起来，我�走吧！看哪，P我的人近
了。” {DA 694.4}

当耶Ť迎着P他的人走去的ó候，他=才痛苦的痕迹已全然不ǩ了。他站在門徒的前~Ȧ：“你�
找Ȯ？”他�回答Ȧ：“找拿撒勒人耶Ť。”耶Ť回答Ȧ：“我就是。”当他Ȧʖ句Ȗó，方才伺候耶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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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便置身于耶Ť和暴徒之ˎ。当ó有一道神圣的光芒照在救主ǉ上，有个像̯子的形体遮蔽着
他。在ʖ种神圣荣光的öŅ之下，那嗜ü成性的暴徒一刻也受不住，就狼Ŀ地向后退去了。祭司、
ˈ老、兵丁、甚至犹大，都仆倒在地，像死人一ą。 {DA 694.5}

一ó，天使退去，荣光也消逝了。耶Ť原本有机会可以逃走，但他仍泰然自若地站着，好像已ƍ
得了荣耀，立在那些毫无能力，俯伏在他脚前的一群³徒之中。門徒又¹奇又敬畏，安安静静地在
旁Ǫ看。 {DA 694.6}

695

情J很快ʀX了。暴徒站了起来，ƶ̎兵、祭司和犹大都上来p着基督，似乎
自己的懦弱而羞
愧，同óʕ怕他逃跑。于是救ɧ主再ˋ他�Ȧ：“你�找Ȯ？”他�已有凭据ȇ明那站在他�面前的是
上帝的儿子，但他�不肯相信。�于“你�找Ȯ？”ʖ个ˋ˹，他�再回答Ȧ：“找拿撒勒人耶Ť。”救
主便Ȧ：“我已ƍ告Ȍ你�，我就是。”于是指着門徒Ȧ：“你�若找我，就Ƿʖ些人去吧！”他知道他
�的信心是多么脆弱，故Ȅ法Ï庇他�，使他�脱离Ȓ探和考̟。
他�的ƪ故，他已准}ļ牲自
己。 {DA 695.1}

叛徒犹大没忘ǻ他要作的事。当暴徒ʗ园ó，他在前面引路，大祭司ŷ随其后。他曾Ɠ捉拿耶Ť
的人一个暗号Ȧ：“我与Ȯ�嘴，Ȯ就是他。你�可以拿住他。” ̎太福音26:48 Ņ在他假装与他�不
是一伙的，便走到耶Ť面前，

696

好像知己的朋友一ą拉着他的手，一再与他�嘴，Ȧ：“Ȩ拉比安。”并装出$心的ą子，好像是
�他的遭遇表示同情。 {DA 695.2}

耶Ť�他Ȧ：“朋友，你来要作的事，就作吧！”接着又Ȧ：“犹大，你用�嘴的暗号P人子[？”他
ȦʖȖó，声ȯ因$而W˽。ʖ句Ȗ本£激W那叛徒的天良，打G他的ʯ石心ǁ；可惜，廉耻、
正气和人情都已�弃了他；他胆大倨傲地站着，毫无Ɂ和的表示。他已把自己交Ɠ撒但，所以没有
力量抵抗他。耶Ť没有拒ƕ叛徒的�嘴。 {DA 696.1}

暴徒看ǩ犹大与那=才向他�ö出荣耀的人接触，便壮起胆来捉拿耶Ť，并ʗ而捆Ǝ他那ƍ常行
善的双手。 {DA 696.2}

門徒±Ǵ
他�的夫子是不会Ƿ人捉拿他的。因
那曾使暴徒仆倒在地像死人一ą的能力，也能
使他��毫没有E法，直等到耶Ť和他的同伴逃掉
止。及至他�看ǩ暴徒拿出Ɲ子捆Ǝ他�所ĺ
之主的两手ó，他�既失望又À恨。彼得勃然大怒，猛地拔出刀来，想要保R他的夫子；但他只砍
掉了大祭司仆人的一个耳朵。耶Ť看ǩʖ情景，便松开ƶ̎士兵所ŷŷ捆住的双手，Ȧ：“到了ʖ个
地步，由他�吧！”并摸那受$的耳朵，耳朵立ó就好了。于是�彼得Ȧ：“收刀入鞘吧！凡G刀的，
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Ņ在
我差遣十二ǝ多天使来[？”一ǝ天使代替一个門徒。門徒心
里想：咳！他
什么不救自己和我�呢？耶Ť回答他�ʖ个没有W出来的ˋ˹，Ȧ：“若是ʖą，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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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Ȧ事情必˫如此的Ȗ怎么£̟呢？”“我父所Ɠ我的那杯，我�可不喝呢？” {DA 696.3}

犹太人的˳袖�不˭自己的高尚地位，竟直接参与捉拿耶Ť的事。因ʖ件事非同小可，他�不放
心交Ɠ手下人去E。狡猾的祭司和ˈ老�会同圣殿的R兵和暴徒，一起跟着犹大到客西̎尼园去。
ʖ些öɛ�所参加的是一群什么的人啊！乃是�ĺ兴˾作浪，使ÿ弄棍，好像出来捉野4的一群匪
类。 {DA 696.4}

697

基督ʀ向祭司和ˈ老�，用ʽ利的目光注ǭ着他�。他的Ȗ犹如全能者的利B一般，使他�Ɗ身
ˣ忘。他以威�的¯度�他�Ȧ：你� 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我天天坐在殿里教Ǹ人，
你�有机会可以拿我，但没有下手。黑夜是更宜于你�的工作。“Ņ在却是你�的ó候，黑暗掌权
了。” {DA 697.1}

門徒看ǩ耶ŤǷ人拿住他，捆Ǝ他，就恐慌起来。他�因他容忍ʖ种侮辱	到自己和他�身上，
大
不平。他�不理解他的行G，并因他不抵抗那些暴徒而心里Ɍ怪他。在他�的À慨和恐惧之
中，彼得主¦他�各自逃命。于是 門徒听了他的Ȗ，“都离开他逃走了。”但基督早已˱言ʖ件事
Ȧ：“看哪，ó候将到，且是已ƍ到了，你�要分散，各¨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我
不是独自一人，因
有父与我同在。” {DA 697.2}

698

第七十五章 在亚那和该亚法面前

本章根据： ̎太福音26:57-75; 27:1； ̎可福音14:53-72; 15:1；路加福音22:54-71；Ż翰福音
18:13-27 {DA 698.1}

暴徒急急忙忙 着耶Ť渡ʓ汲Ĕ溪，ƍ由果园，穿出橄ĈĄ林，ʗ到城里，人�皆已入睡。此ó
半夜已ʓ，街道寂静；但跟着他的暴徒W出的叫n声¹破了深夜的沉寂。救主被捆Ǝ着，在�密的
ŕǭ下ǎˣ地走着。那些捉拿他的人却毫不在意，只是急急忙忙把他解到前任大祭司�那的公̍里
去。 {DA 698.2}

�那是当ó 祭司的首ǈ，虽然已退休，民 因他年高望重，仍尊他
大祭司，一£事宜要先Ȩ
示他，看他的指示犹如上帝的命令一般。故他必˫先目睹耶Ť
祭司权力的˝下囚。在�ˋʖ个囚
犯ó他必在s，因怕那比他ƍ̟少的ț�法E事ʒ不到他�的目的。在ʖ重要关~，少不了�那的
ȵ略、奸ȋ和狡猾。因
无ȁ如何，他�必˫确定基督的罪名。 {DA 698.3}

基督£当在犹太公会前正式受�，但ʖó却先要在�那面前˱�。当ó犹太的公会在ƶ̎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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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是不能È行死刑的。他�只能�ˋ囚犯和通ʓ判决，但必˫ƍʓƶ̎当局的批准才能生效。
所以控告基督的罪状，

699

必˫是ƶ̎人所承Ǵ的刑事案件；同ó也必˫找出一个犹太人所看
�重的罪名。在祭司和官ˈ
中有不少人信服基督的教Ǹ；只因怕被赶出会堂，才没承Ǵ他。祭司�也没有忘ǻ尼哥底母的ˋ
˹：“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作的事，ˣ道我�的律法ʕ定他的罪[？” Ż翰福音7:51 ʖ个
ˋ˹曾一度破坏他�的ǲ划，使ǹ会不Č而散。所以�利̎太的Ż瑟和尼哥底母ʖ次没有被Ȩ出
席，但是或ǿʕ有别人敢出来主持正；所以ʖ次的�判必˫布置妥当，使所有公会ǹ^都能oƐ
一致来反�基督。祭司�希望能确定他两条罪名：ȇ明耶ŤȦʓ�Ĥ的Ȗ，犹太人就能定他的罪；
再确定他扇G叛乱，ƶ̎人就能定他的罪。�那想先确定第二条罪名；就以耶Ť的門徒和他的教Ǹ
Ŗˋ他，希望从ʖ个囚犯的口供中找到口�的材料。他想叫他Ǽ一些Ȗ、用以ȇ明他在成立一个建
Ȅ新国度的秘密ƇƉ。于是祭司�就能把他交Ɠƶ̎人，定他破坏社会治安和扇G叛乱的罪名。 {DA

698.4}

基督�祭司的ʖ个阴ȵ了如指掌。他否Ǵ他和門徒之ˎ有任何秘密的ƇƉ，否Ǵ他曾在暗地里召
集他�ˢ匿他的ǲ划。至于他的宗旨或教Ǹ，他从来没有一点不可告人的ˢ事，他回答Ȧ：“我从来
是明明地�世人ȦȖ，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Ǹ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Ȧ什
么，” {DA 699.1}

救主把他自己的作˾和控告他之人的手段作了个�比。好几个月以来，他�ŷŷ地追�着他，想
使他陷入圈套，好 他到秘密的法庭前，用假ǩȇ来ʒ到他�用正当方法所不能ʒ到的目的。如今
他�正在ʗ行他�的ǲ划。暴徒在半夜捉拿耶Ť，又在他没有被定罪，甚至ʕ没有被控告之前就施
以嘲笑和凌辱。ʖ是他�的手段，不是救主的作˾。他�的行G是ʙ法的。他�自己的条例ǫ定，
在没有ȇ明人有罪之前，待人˫如同无罪的人一ą。可ǩ祭司�已被自己的条例定
犯法的了。 {DA

699.2}

耶Ťʀʓ来��ˋ他的人Ȧ：“你
什么ˋ我呢？”祭司和官ˈ��没有差奸ƈū探他的行G[？
奸ƈ�没有把他的每句Ȗ都Ð告Ɠ他�[?ʖ些奸ƈ�不是每次都参加民 的集合，

700

而把他一切的言行Ð告Ɠ祭司[？耶Ť又Ȧ：“可以ˋ那听ǩ的人，我�他�Ȧ的是什么；我所Ȧ
的，他�都知道。” {DA 699.3}

ʖ断然的回答使�那_口无言。他惟恐基督Ȧ出他�所要保守的秘密，所以就不再ˋ基督什么
了。�那的一个差役看ǩ他被基督ˋ得无言可答，不禁怒气W作，就打耶Ť的ǉ，Ȧ：“你ʖą回答
大祭司[？” {DA 700.1}

基督很˄静地回答Ȧ：“我若Ȧ得不是，你可以指ȇ那不是；我若Ȧ得是，你
什么打我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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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句激烈或Ð复的Ȗ。他˄静的回答，是从他那一˸无罪、忍耐、温和、不ʅ易W怒的心W出
来的。 {DA 700.2}

基督在虐待和悔辱之下深感痛苦。在他所造的人和他将要付无限的ļ牲来拯救的人手中，他受尽
了各ą的凌辱。而且他所受的痛苦，是与他的完全圣洁和�罪³的恨³成正比例的。他忍受那些行
G如同³魔之人的�ˋ，ʖ在他已ƍ是无限的ļ牲了。他被一班在撒但控制之下的人所包p，是他
所极ˣ忍受的。他也知道，只要他一ö神威，就能在片刻之ˎ使那些残酷地虐待他的人仆倒在地。
想到ʖ一切，他的磨ı就愈加ˣ以忍受了。 {DA 700.3}

犹太人素来就仰望一位�表上炫耀的弥ɮ�。他�希望他能用足以克服一切的意志，一�而改X
人的思潮，强迫人�承Ǵ他的至尊王权。ʖą，他�相信，他就可以ʒ到高�自己的目的，也能Ĩ
足他�野心的奢望。所以当基督受到侮辱的待遇ó，就有强烈的Ȓ探	到他，要他ö示自己的神
性。只要他Ȧ一句Ȗ，或用眼睛一看，就能迫使那些逼迫他的人承Ǵ他
超乎君王、首˳、祭司和
圣殿之上的主。但要保持他所自己ʜ×，作人类一分子的地位，ʖ确是他很ˣ做到的。 {DA 700.4}

天上的使者每看到一件侮辱他�所ĺ之元�的行G，就巴不得能前去ǝ救他。在上帝的权柄之
下，天使是全能的。古ó他�服从基督的命令，在一夜之ˎ曾ü死了十八万五千名�述的6兵。ʖ
些天使看到基督受�ó的那种不堪ǭ听的情景，若要表示他�的À而将上帝的仇ð消į，真是易
如反掌。可是上帝并没有吩咐他�ʖą行。那能置仇ð于死地的救主，反而甘愿忍受他�的虐待。

701

702

703

他�天父的ĺ，以及他在>世之前所立替世人担当罪孽的誓Ż，使他毫无怨言地忍受着他要拯救
之人的粗暴待遇。在人性上忍受世人堆在他~上的一切咒̛和侮辱，原是他使命的一部分。人类的
唯一生路就在于基督忍受世人毒辣的手和残忍的心所加在他身上的一切痛苦。 {DA 700.5}

基督虽然没有Ɠ控告他的人留下口�，但仍被Ǝ着，表明他是被定了罪的人。但无ȁ如何，犹太
权ɛ�必˫装出主持正的ą子，必˫有一种合法的�判形式。而且ʖ�判ʕ必˫从速ʗ行。因

他�知道民 �耶Ť的尊敬，所以生怕他被捉拿的事一¦Ë出去， 人就会Ȅ法ǝ救他。再者，如
果�判不早日定案，立óÈ行，J必因¡祝逾越Ǒ而延ʛ一周之久。ʖą或ǿ会使他�的ǲȵ¨于
失Ɏ，也未可知。他�定耶Ť的罪名，多半是靠暴徒的叫n；而ʖ些暴徒中有ǿ多是耶路撒冷城的
流氓。如果延ç一周，< 人的情ƛJ必冷淡下来，并且ʕ有W生反作用的可能。ǿ多百姓会ʀ而
同情基督，ǿ多人会出面作ȇ
他ʐÏ，把所行大能的作
公之于 。ʖą就必激起公 的À恨。
他�|理的方法会被Ǵ
不当，而耶Ť一ƍʣ放，<必重新受到群 的崇拜了。因此，祭司和官ˈ
�决定，趁自己的阴ȵ未被WŅ之前，赶ŷ把耶Ť交在ƶ̎人手里。但最重要的是要先找到一条罪
状。到Ņ在
止，他�ʕ没找到什么把柄。于是，�那吩咐把耶Ť解到ț�法那里去。ț�法是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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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ț人，在ʖ一派人中，Ņ在有ǿ多是耶Ť的死ð。ț�法自己虽是一个懦弱的人，可是他残酷无
情和横行无忌的作˾却与�那一般无二。
了除į耶Ť，他不惜用任何手段。ʖó已是清晨，但天
色ʕ未大亮；一群武装士兵点着灯Ů火把，将他�的囚犯解到大祭司那里去。当公会ǹ^正集合
ó，�那和ț�法在ʖ里又重新�ˋ耶Ť一次，但也没有ˋ出什么~ƛ来。 {DA 703.1}

当会ǹ在�判S召开ó，ț�法坐在主席的座位上。两旁坐着陪�官和那些特别关心ʖ次�判的
人。在公堂下面的平台上，

704

有ƶ̎士兵站立，耶Ť<站在�判台前。那óS内的人都注ǭ着他。大家的情ƛ很ŷ¦，惟有耶
Ť从容不迫，¯度˄定。就是他周p的气氛，似乎也弥漫着一种圣洁的感化力。 {DA 703.2}

ț�法一直ǭ耶Ť
他的匹ð。民 ĸ切地听救主Ǽȁ，以及他�明明欣然接受他的教Ǹ，曾惹
起ʖ个大祭司³毒的嫉妒。但ʖóț�法望着他的囚犯，不禁
他高ɛ和威�的˾度所感G，不由
得感悟到ʖ个人的确很像上帝。但是ʖ念~在他心中只是õ花一Ņ。

705

他立刻用ǵȢ傲慢的声ȯ吩咐耶Ť在他�面前行一件奇事；救主像没有听ǩ似的，默不作声。 
人心里都将�那和ț�法那种激G、凶³的¯度与耶Ť˄定、庄�的˾度作了�比。ʚʖ些硬着心
ǁ的民 心中也W生一个ˋ˹：ˣ道ʖ么像上帝的人能被当作囚犯而定罪[？ {DA 704.1}

ț�法看出可能�生的影响，就赶ŷʗ行�ˋ。ʖó耶Ť的仇ð大
困惑。他�一心想定他的
罪，却不知道如何下手。犹太公会的ǹ^原分
法利ɮ与撒都ț两派。ʖ两派人中存在着很深的仇
恨和争È，有些ȁ点他�不敢提出Ƕȁ，以免引起争端。耶Ť很可以用几句Ȗ激起他�之ˎ的成
ǩ，ʖą就能ʀ移他��自己的À怒。ț�法很知道ʖ一点，所以竭力避免引起争ȁ。那里有ǿ多
ǩȇ人可以ȇ明基督曾斥Ɍ祭司和文士，称他�
假冒
善和ü人的人；但是把ʖą的ǩȇ提出来
并非上策，因
撒都ț人与法利ɮ人激烈争ȁó，也曾将ʖ类似的Ȗ用在�方身上。而且ʖą的ǩ
ȇ，�那本来V³法利ɮ人的虚&的ƶ̎人，也不会起多大的作用。此外，ʕ有充分的凭据ȇ明耶
Ť曾置犹太人的ʟ#于不˭，并在言ȡ中�他�的ǿ多礼Ǒ表示不敬；但关于ʟ#ʖ一方面，法利
ɮ人和撒都ț人又是ð�的；而且ʖ个凭据在ƶ̎人看来不重要。基督的仇ð不敢告他犯安息日，
惟恐ƍʓāș会ö明他工作的性ɑ。他医病的神迹若都揭示出来，祭司所想ʒ到的目的就必¨于失
Ɏ。 {DA 705.1}

受ɢ�的假ȇ人曾控告耶Ť扇G叛乱，并企q另立政权。但是他�的ǩȇ毫无根据，而且自相矛
盾。在ćā之下，他�自己也否定了自己的ǩȇ。 {DA 705.2}

基督在早期#道ó曾Ȧ：“你�拆Ďʖ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他是在ʖ个˱言的比i中，
˱先Ȧ明自己的死和复活。“耶ŤʖȖ，是以他的身体
殿。” Ż翰福音2:19, 21 但犹太人却按字面
来解ʣʖ句Ȗ，以
耶Ť是指着耶路撒冷的圣殿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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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6

在基督的一切言ȁ中，除了ʖ句Ȗ以外，祭司�找不到任何控告他的把柄。他�想藉着歪曲ʖ句
Ȗ来�得可乘之机。̎ƶ人曾从事重建圣殿和修理圣殿的工作，并且常因此而感自豪；任何Ƞ蔑圣
殿的�G必要惹起他�的À怒。惟有在ʖ一点上，犹太人、ƶ̎人、法利ɮ人和撒都ț人倒是能意
ǩ一致的；因
他�大家都�圣殿表示非常的尊敬。在ʖ一点上他�找到了两个ȇ人，他�的ǩȇ
并不像其他的假ǩȇ那么自相矛盾；其中被ɢ�来控告耶Ť的一个ǩȇ人Ȧ：“ʖ个人曾Ȧ：‘我能拆
Ď上帝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基督的Ȗ就ʖą被他歪曲了。如果他�照着他原来所Ȧ的ȖÐ告
出来，ʚ公会也不能藉此来定他的罪。若像犹太人所Ȧ的，耶Ť不ʓ是个人，那么，他的Ȗ也只能
Ȧ他没有理性和夸大其辞而已，不能被曲解
犯了�Ĥ的罪。他的Ȗ虽ƍ假ǩȇ人歪曲之后，ƶ̎
人在其中也看不出足以定他死罪的凭据。 {DA 705.3}

耶Ť忍耐地听着ʖ些自相矛盾的ǩȇ，没有
自己申ʐ半句。最后那些控告的人困惑、混乱、W
狂了。ʖ一s�ˋ并没有~ƛ，他�的ǲȵ看来是失Ɏ了，弄得ț�法无ǲ可施。Ņ在只剩下最后
一招，他必˫迫使基督定自己的罪。于是大祭司从他的�判席上站起来，怒容Ĩ面，情ƛŷ¦；他
的声音和¯度表明假使可能的Ȗ，他就要把他的囚犯当s除į。他喊着Ȧ：“你什么都不回答[？ʖ
些人作ǩȇ告你的是什么呢？” {DA 706.1}

耶Ť一言不答。“他被欺U，在受苦的ó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Ļ到宰ü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
人手下无声，他也是ʖą不开口。” 以ɮ��53:7 {DA 706.2}

最后ț�法向天�起右手，用�ǀ起誓的方式�耶ŤȦ：“我指着永生上帝叫你起誓告Ȍ我�，你
是上帝的儿子基督不是？” {DA 706.3}

�于ʖ个要求，基督不能再保持ƣ默了。静默有ó，言ȡ有ó。他至此没开ʓ口，直到直接被ɑ
ˋó。他知道回答了，此ó自己必死无疑。但ʖ要求是由全国所公Ǵ
最高的权威，且是奉至高者
的名而W的。基督必˫�律法表示£有的尊敬。 {DA 706.4}

更有甚者，ʖ也涉及他自己与天父的关系。他必˫清楚地声明自己的身份和使命。

707

耶Ť以前曾�門徒Ȧʓ：“凡在人面前Ǵ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Ǵ他。”̎太福音10:32 如
今他用自己的榜ą重述了ʖ个教Ǹ。 {DA 706.5}

当ó每个耳朵都在/听，每一双眼睛都注ǭ着他的ǉ。他回答Ȧ：“你Ȧ的是。”当他接着Ȧ下去
ó，似乎有一道天上来的光照在他ǔ白的ǉ上。他Ȧ：“然而，我告Ȍ你�，后来你�要看ǩ人子坐
在那权能者的右ʑ，̙着天上的云降	。” {DA 707.1}

基督的神性一ó透ʓ他的人性ˉ耀出来。大祭司在救主ʽ利的目光之前胆Å心¹。基督的神色似
乎洞察他ˢ藏的意念，刺ʗ了他的内心。在他有生之年，他永不能忘ǻ上帝的儿子那洞察人心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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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 {DA 707.2}

耶ŤȦ：“后来你�要看ǩ人子坐在那权能者的右ʑ，

708

̙着天上的云降	。”基督在ʖ些Ȗ中，把当ó的情景ȯʀʓ来了。他是生命和荣耀的主，必坐在
上帝的右ʑ。他必作全地的�判者，凡ƍ他判决的事，再无申Ȍ之余地。那ó，一切ˢ藏的事都必
在上帝圣˺光照之下ö露出来，各人要照他的行
受�判。 {DA 707.3}

基督的Ȗ使大祭司吃了一¹。ț�法想到，有一天死人要复活，都站在上帝的�判台前，照他�
的行
受Ð£，他就恐惧起来。他不愿意相信，将来他要照着自己的行
受裁判，忽然ˎ那最后�
判的全幅情景都浮Ņ在他ǈ˞。一刹那ˎ，他看ǩ坟墓把其中的死人，ʚ同他所希冀永ʘˢ藏的秘
密全都交了出来，ʖ�他的确是一幅可怕的景象。一刹那ˎ，他ǯ得自己好像站在那永ʘ的�判者
面前；基督看透万事的眼目，正在洞察他的内心，并揭露了他Ǵ
已是和死人一同埋葬了的秘密。
{DA 708.1}

ʖ一幕景象，随即从大祭司的想象中消逝了。同ó，基督的Ȗ触怒了ʖ个撒都ț人。ț�法向来
否定复活、�判和来生的道理，ʖó他着魔似地W怒如狂了。他能Ƿʖ个˝下囚反�他所最重ǭ的
理ȁ[？于是ț�法便撕开他的衣袍，不Ƿ 人看穿他掩̅不住的恐惧，并示意不必再行�ˋ就可
以定ʖ个人犯了�Ĥ的罪。他Ȧ：“我�何必再用ǩȇ人呢？ʖ僭妄的Ȗ，Ņ在你�都听ǩ了。你�
的意ǩ如何?”于是 人定了他的罪。 {DA 708.2}

ț�法撕开衣服是出于内心的感悟与情感的冲G。他因自己一ó相信了基督的Ȗ而自怨自恨，且
W怒如狂。他没有因深深地ǴȊ真理而撕裂自己的心ǁ，并承Ǵ耶Ť是弥ɮ�，反而撕开他祭司的
衣服来表示u决的抗拒。他ʖ个�G关系重大，而ț�法却一点也没有看出它的意。他想用ʖ个
�G来影响陪�官^定基督的罪，殊不知正定了自己的罪。根据上帝的律法，他已不配再担任祭司
的ƽ任了。他已宣判了自己的死刑。 {DA 708.3}

大祭司是不可撕裂自己的衣服的。按照利未人的律法，ʖą作的就必被判死刑。无ȁ在任何ó
机，任何情形之下，祭司都不可撕裂自己的衣服。按犹太人的˾俗，在�友去世的ó候，用撕裂衣
服来表示悲哀，

709

但祭司是不ǿ照ʖ˾俗行的。关于此事，基督曾Ɠ摩西明白的指示。 ǩ利未ǻ10:6 {DA 708.4}

凡祭司所穿戴的必˫是完全而没有瑕疵的。ʖ些M�的圣衣，象征那一切˱表所指的真体耶Ť基
督。祭司在服装和¯度上，在言ȡ和精神上，若不是完全的，就不蒙上帝悦ƀ。上帝是圣洁的，他
的荣耀和完全必˫在地上的礼Ǒ中表明出来。所以，惟有完全的礼Ǒ才能正确地代表天上礼Ǒ的神
圣。有罪的人原可以撕裂心ǁ来表示Ɂ卑痛悔的心，ʖ是上帝所重看的。但是祭司的衣服是不可以
撕裂的，因
ʖą就要ßĎ天上事物的象征。大祭司若敢穿着撕裂的衣服È行圣ƽ，从事圣所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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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Ǒ，他就要被看
已ƍ与上帝隔ƕ。他既撕裂衣服，就�失了代表的身份，上帝也不再承Ǵ他有
ɤ格供圣ƽ。ț�法所采取的ʖ个�G，是出于情感的冲G和人性的ʃ弱。 {DA 709.1}

ț�法撕裂自己的衣服，就是¥弃了上帝的律法而随从了人的ʟ#，当ó有一条人
的律法ǫ定
遇有�Ĥ的事，祭司可以撕裂衣服来表示�ʖ罪³的憎³而不算
有罪。ʖą，人立的ǫ条就¥弃
了上帝的律法。 {DA 709.2}

当ó大祭司的一�一G都
群 所注意，所以ț�法想借�˞行G来ö出自己的虔ȕ。但在ʖ次
�G上他¨罪基督，�在是辱̛了上帝所Ȧ“他是奉我名来的”一位出埃及ǻ23:21。可ǩ他自己倒是
犯了�Ĥ的罪。上帝虽已ƍ定了他的罪，他却ʕ敢宣判基督犯了�Ĥ的罪。 {DA 709.3}

ț�法撕裂自己衣服的�G，正足以Ȧ明犹太国今后在上帝面前所有的地位。ʖ曾一度蒙上帝特
别恩待的子民，正在自G地与上帝隔ƕ，快要成
上帝弃ƕ的百姓了。及至基督在十字架上喊叫“成
了”（Ż翰福音19:30），圣殿的幔子裂
两半ó，那神圣的守望者就要宣布，犹太人已ƍ拒ƕ了一
切表号所代表，以及一切影儿之真体的主。以色列与上帝分离了。此óț�法倒不妨撕裂他的圣
袍，因ʖ圣衣原表明他是真的大祭司的代表；但此óʖ衣袍�自己、�犹太人已不再有任何意
了。大祭司倒不妨撕开他的衣袍，来
自己和犹太国表示慌恐Å栗吧。 {DA 709.4}

710

犹太公会宣判耶Ť犯了ț死的罪，但ʖ本身又犯了犹太人的一条律法，不可在夜ˎ�ˋ犯人。合
法的罪案必˫在白天，并在公会全体会ǹ之前判决。虽然如此，ʖó他�却把救主当作已ƍ定了罪
案的囚犯，交Ɠ下流卑鄙的人去侮辱并虐待。大祭司的公̍四面有露天的院子，那里有士兵和民 
聚集。耶Ť被 出来，ƍʓʖ院子直到R兵室，在各方面他都遇到人拿他自称是上帝儿子的Ȗ来ǵ
Ȣ他。他自己所Ȧ的“坐在那权能者的右ʑ，”和“̙着天上的云降	”的Ȗ，也被人用来嘲笑他。当他
在R兵室等候正式�ˋó，他一点也没有受到保Ï。那些愚昧无知的暴徒，看ǩ他曾在公会前所受
的虐待，也就更毫无˭忌地暴露他�性格中一切撒但般的邪³。基督那高ɛ、上帝般的˾度倒激起
他�如ő如狂的怒气。他的温柔，他的无辜和庄�的忍耐，反而使他�充Ĩ由撒但而生的仇恨。怜
恤和公平，他�都置之不˭了。从来没有犯人遭受ʓ像上帝儿子所受的那么惨无人道的虐待。 {DA

710.1}

但是，那使耶Ť心碎的更残酷的痛苦和加在身上最沉重的打:，ʕ不是仇ð的手能Ɠ他的。当基
督在ț�法面前遭受非法�Ǻó，他自己的一个門徒竟否Ǵ了他。 {DA 710.2}

耶Ť的門徒在客西̎尼园内离弃了他�的夫子之后，其中有两个冒着ˡ，ʘʘ地跟着那解送耶Ť
的暴徒。ʖ两个門徒就是彼得和Ż翰。祭司�Ǵ出Ż翰是尽人皆知的耶Ť的門徒，所以Ƿ他ʗ到大
祭司的院子里，希望他看到夫子所受的屈辱，就不再相信ʖą的人是上帝的儿子了，Ż翰替彼得Ǽ
了Ǽ情，彼得也ʗ去了。 {DA 710.3}

ʖó天将破÷，是夜里最冷的ó候，所以院子里生着火。有一群人p着烤火，彼得也大胆地同他
�Ü在那里。他不愿意人Ǵ出自己是耶Ť的門徒，所以装作漫不ƍ心地混在 人当中，希望别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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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个捉拿耶Ť的人。 {DA 710.4}

但熊熊的火光照着彼得的ǉ，那看門的使女仔ƈ地把他打量一番。她ǻ得ʖ个人曾与Ż翰一同ʗ
来，Ņ在又ǩ到他ǉ上沮�的神色，

711

心想：他或ǿ是耶Ť的門徒。ʖ个使女是ț�法家里的一个用人，她很想知道彼得的根底。于是
她�彼得Ȧ：“你不也是他的門徒[？”彼得一ó¹慌失措， 人当ó都望着他。彼得假装不明白她的
Ȗ，但那使女一直向周p的人Ȧ，ʖ人是耶Ť一伙的。彼得ǯ得不能不回答了，便W怒Ȧ：“女子！
我不Ǵ得他。”ʖ是彼得第一次不承Ǵ耶Ť，立ó̬就叫了。可怜的彼得啊！ʖ么快就羞辱了你的夫
子，ʖ么快就否Ǵ了你的主！ {DA 710.5}

門徒Ż翰ʗ入�判Só，没有想ˢŚ他是跟从耶Ť的人；也没有ý在那些辱̛他夫子的人群当
中。别人也没有ɑˋ他，因
他没有ˢŚ自己的身份，使别人猜疑他。他找到一个僻静的{角，是
暴徒注意不到的地方，

712

ʖ就是他可能离耶Ť最近的地方了。在ʖ里他能看ǩ并听到他的主受�Ǻó的情形。 {DA 711.1}

彼得不希望别人知道他的真�身份，装作漠不关心的ą子，就置身于仇ð的J力范p之中，成

容易受Ȓ探的目Ă，假使要他
夫子争Å的Ȗ，他必是个勇敢的Å士；但当一只藐ǭ人的手指着他
ó，他却ö得是个懦夫了。ǿ多不怕
他�的主Ţ极争Å的人，常因ǵȢ而否Ǵ了他�的信仰。他
�与£ț避免的人
伍，就自|于Ȓ探之中。ʖ无异于Ȩ仇ð来Ȓ探他�，使他�在言ȡ和行
上
犯一些在其他情况之下决不至犯的ʾȣ。今日的基督徒因
怕受痛苦或怕受侮辱而ˢŚ自己的信
仰，否Ǵ了主，ʖ与在�判S里的彼得没e区别。 {DA 712.1}

彼得想在表面上ö出不关心他夫子受�的事，但当他听ǩ那残忍的ǵȢ，并看ǩ主所受的侮辱
ó，心中不ǅ悲痛。而且他想到耶Ť竟肯忍受ʖą的待遇，甚至羞辱自己和他的門徒，心中不ǅ̞
异而¶怒。但
了掩̅真�的情ƛ，他就与那些逼迫他的人一同Ȧ些不适当的Ä言。可是他的¯度
很不自然。他的行G既是虚&的，所以ǼȖó虽装出漠不关心的ą子，却不能抑制那因堆在他夫子
~上的侮辱而感到À怒。 {DA 712.2}

他又被人注意到了，又有人Ȧ他是耶Ť的門徒。ʖ次他W誓声明：“我不Ǵ得那个人。”然而他ʕ
有一次机会承Ǵ主。ʓ了一小ó，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是被彼得削掉耳朵的那人的�属，ˋ他
Ȧ：“我不是看ǩ你同他在园子里[？”“你真是他�一党的！因
你是加利利人。”“你的口音把你露出
来了。”耶Ť的門徒是以言ȡž洁著名的；彼得听了ʖ些Ȗ，就勃然大怒。ʖó彼得
要ª底欺̡ș
ˋ他的人，并ȇ明自己虚&的身份，就W咒起誓地不承Ǵ他的夫子。立ó̬叫了第二遍，ʖ一次彼
得听ǩ了，就想起耶Ť�他所Ȧ的Ȗ：“̬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Ǵ我。” ̎可福音14:30 {DA 7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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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那低劣的咒ȡʕ在彼得口里，

713

那尖ʽ的̬̭ʕ在他耳中ó，救主从横眉怒目的�判官前ʀʓ身来，正面望着ʖ个可怜的門徒。
同ó彼得的眼睛也恰好看到了他的夫子。在耶Ť那温和的面貌上，彼得看出深切的慈悲和$，却
没 一点怒容。 {DA 712.4}

彼得一看到主的青灰、痛苦的面容，Ō挛W˽的嘴唇和那慈悲�恕的神色，犹如万箭ʮ心。他的
良心ǯ醒了，ǻ«力恢复了。彼得想起在短短的几小ó之前，他ʕË言和他的主一同坐牢，一同舍
命。他想起当救主在楼房里告Ȍ他，今天夜里他要三次不Ǵ主ó，他心中是何等的不服。彼得=才
声明他不ǴȊ耶Ť，可是Ņ在他在极度悲痛中看出他的主是如何ǴȊ他的
人，如何正确地洞悉他
的内心，而他竟不知道自己的虚&。 {DA 713.1}

彼得的思潮翻ǋ起来，救主的�切怜¸，他的仁ĺ�容，以及他�犯ʾȣ的門徒所有的温柔的忍
耐，ʖ一切他都想起来了。他回«起来了。他回«救主的警戒，“西門！西門！撒但想要得着你�，
好ů你�像ů麦子一ą。但我已ƍ
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 路加福音22:31, 32 又想到自
己的忘恩ɉ，背信弃，就非常自怨自恨。于是他再向他的夫子望了望，只ǩ一只�慢的手�起
来打夫子的ǉ。他再也看不下去了，他的心碎了，他从�判S冲出去了。 {DA 713.2}

他不知道，也不管往哪里去。在黑暗中，踉ɵ前行，后来才知道自己到了客西̎尼园。几小ó前
的情景，TT在目，那Ĩ面血Ē，并因C痛而Ō挛的圣˺，又呈Ņ在他眼前。他痛心地回«耶Ť曾
在ʖ里独自祷告、哀哭、Û扎，而那些在磨ı的ó候£当与他患ˣ与共的人，却全都睡着了。他想
起救主�ǀ的忠告：“±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太福音26:41 他又看ǩ�判S中的景象。他
知道自己在救主的屈辱和愁之外，又Ɠ他加上最沉重的打:。想到ʖ里，使他破碎的心倍受非
刑，于是彼得俯在耶Ť向天父惨痛地/吐心意的同一地点，恨不得自己死了才好。 {DA 713.3}

当初彼得在耶Ť嘱咐他警醒祷告ó，他却睡着了，ʖ就是使他犯罪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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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徒因在那ŷ急的关~睡ǯ，都遭受了很大的ß失。基督知道他�必ƍ火ı的Ȓ̟。他知道撒
但将如何Ȅ法麻痹他�的知ǯ，使他��面	的Ȓ̟毫无准}；耶Ť警告他�的原因就在于此。如
果彼得在园中的几个小ó用来警醒祷告的Ȗ，决不至于倚靠自己微薄的力量，也不至于不Ǵ他的
主。如果 門徒在基督受苦的ó候和他一同警醒，他�就可以
主被ʦ十字架有所准}；他�就多
少能˳会主所受非常惨痛的属灵性ɑ，也能回«他˱先告Ȍ他�的关于他受苦、受死和复活的Ȗ
了。在那最黑暗ó辰的$之中，就会有一ƅ希望来照亮他�的黑暗，支持他�的信心了。 {DA 713.4}

一到天亮，犹太公会就召集会ǹ，耶Ť又被 到会ǹ室中。他曾Ȧ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拿
他的Ȗ作
控告他的把柄。但是他�不能在ʖ一点上定他的罪，因
有ǿ多ǹ^在夜里开会ó没有
出席，没有听ǩ他Ȧʖ句Ȗ。而且他�知道在ƶ̎的法庭上，ʖ句Ȗ是不足以定他死罪的。可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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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他�都能从他口中听到ʖ句Ȗ，他�或ǿ可以ʒ到目的。他�可以把他自称
弥ɮ�的Ȗ曲解

制造叛乱的政治活G。 {DA 714.1}

他�Ȧ：“你若是基督，就告Ȍ我�。”但基督仍不作声。他�ƙƜ用ˋ˹逼他。最后他用悲$痛
苦的声ȯ回答Ȧ：“我若告Ȍ你�，你�也不信；我若ˋ你�，你�也不回答。”但是
要使他�无可
推ȭ，他加上了一个�ǀ的警告Ȧ：“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权能者的右ʑ。” {DA 714.2}

他�便异口同声地ˋ他Ȧ：“ʖą，你是上帝的儿子[？”他�他�Ȧ：“你�所Ȧ的是。”他�喊着
Ȧ：“何必再用ǩȇ呢？他�口所Ȧ的，我�都�自听ǩ了。” {DA 714.3}

ʖą，犹太当局第三次定了耶Ť的死罪。Ņ在他�Ǵ
，只要ƶ̎人批准ʖ个罪状，并把他交在
他�手中就成功了。 {DA 714.4}

基督受的第三次侮辱和Ä弄，甚至比以前在无知的暴徒手下所受的更ˣ堪。ʖą的侮辱是当着祭
司和官ˈ�的面，并ƍʓ他�的同意而作出来的。ʖ些人已ƍ�尽了一切同情或人道。但他�的理
由既不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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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倒基督的Ȗ，就拿出其他的武器来，就是T代以来一切ˬ固守旧的宗教权威者用以|置其
所Ǵ
叛教分子的武器痛苦、虐待和死刑。 {DA 714.5}

法官宣布耶Ť罪状之后， 人就像撒但一ąŋ狂起来了。他�呼喊的声音犹如猛4之怒吼。他�
向耶Ť冲ʓ来，喊道：他是有罪的，把他ü死！如果没有ƶ̎兵丁保Ï的Ȗ，耶Ť就活不到被ʦ在
髑̤地十字架上的ó候了。若没有ƶ̎当局出来干涉，并用武力§U暴徒，他就要在法官面前被他
�活活地撕碎。 {DA 715.1}

异邦人看到犹太人毫无人道地�待一个无任何罪ȇ的人，很是À慨。ƶ̎人的官^声称，犹太人
宣布耶Ť的死刑，触犯了ƶ̎的Ɨ治权，而且ʚ犹太人的律法也不ǿO凭人自己的口供来定他的
罪。他�的干涉úóƦ和了ʖs˾暴。但犹太人的˳袖�既无µˢ之心，更无羞耻之感。 {DA 715.2}

祭司和官ˈ�不˭自己地位和体Ɨ，竟用̵̴的Ȗȡ来辱̛上帝的儿子。他�拿他的出身来挖苦
他。他�声称，他既然擅敢自称是弥ɮ�，就ț受最屈辱的死。同ó有最下流的人，用最卑鄙的方
法来侮辱救主；他�用一件破旧的衣服蒙在他~上，又用拳~打他的ǉ，Ȧ：“基督啊！祢是先知，
告Ȍ我�打你的是Ȯ？”当他�把衣服拿开ó，一个卑ə的匪徒吐了口唾沫在他ǉ上。 {DA 715.3}

当ó有上帝的使者在s，他�把侮辱他�所ĺ之元�的每一表情、每一言行，都ǻ©下来了。将
来±有一天，ʖ些凌辱基督并吐唾沫在他恬静而W青的ǉ上的匪徒，必要看ǩ他ǉ上W出比太阳更

İĴ的荣耀。 {DA 715.4}

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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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六章 犹大

犹大一生的T史展示一个本来可蒙上帝褒Ë的人生的悲惨Ɛ局。假如犹大在末次上耶路撒冷之前
就死去的Ȗ，后世的人就会Ǵ
他配列在十二使徒之中，
后人所®念。若不是他在生命的Ɗ了ó
露出他的本性，那就不会留下̛名了。而今，他的品格暴露在世人面前，自有用意，是要Ɠ人一个
ʤ戒，以警告一切像他那ą背弃神圣委托的人。 {DA 716.1}

在逾越Ǒ之前不久，犹大与祭司�重Ɯ了一个合同，要将耶Ť交在他�手中，打算在救主常去默
想和祈祷的地方捉拿他。自从在西門家里赴席之后，犹大本有机会反省他的ǲ划和所要作的事，但
他没有改X自己的打算。他竟
了三十tʵʭ一个奴隶的身价出P了荣耀的主，Ƿ他受侮辱，将他
害死。 {DA 716.2}

犹大生性是ɓɋ的，但他并非一开始就坏到ʖ个地步。只因他放Ɓɓ婪的³欲，直到ʖ³欲支配
了他整个人生的G机。他ĺʭɋʓ于ĺ基督。他因作了罪³的奴隶，就把自己献Ɠ撒但，任他̓使
去干一切罪³的事。 {DA 716.3}

犹大是在ǿ多人跟从基督的ó候，成
耶Ť門徒之一的。救主在会堂里、海ʑ和山坪上所Ǽ的
Ȗ，使听 陶醉出神，他的教Ǹ感G了門徒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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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大看到患病的、瘸腿的、瞎眼的，从各城各˄成群地来就耶Ť；他也看ǩ垂死的人放在他的脚
前。他�眼看到救主医治病人，̓赶邪灵和起死回生的大能作
。他�身感ǯ到基督的能力的凭
据。他已看出基督的教Ǹ比他以往听ʓ的都!越。他ĺʖ位大教�，并极愿与他同在。他感ǯ到自
己有改X品格、改X生活的需要，并希望自己藉着与耶Ťƾ合而能体̟到ʖ种改X。救主没有拒ƕ
犹大，Ƿ他在十二使徒中占一席地位，用他作#道工作，并ɩƓ他医治疾病和̓赶邪灵的权柄。但
犹大没有完全献身Ɠ基督，没有放弃属世的野心和ɓɋ的欲望。他虽然接受
基督作È事的ƽ分，
却没使自己受圣灵的陶冶。他Ǵ
，他能保持自己的判断和ǩ解，也就养成一种好批Ȉ和刁ˣ的脾
气。 {DA 716.4}

 門徒很重看犹大，所以他�他�的影响很大。犹大以自己的ɤ格自ɉ，并Ǵ
弟兄�在判断力
和能力方面ʘ不如他。他Ǵ
他�既没看清自己的机会，也不会利用自己的|境。教会若是用ʖ些
浅ǩ的人作˳袖，决不会兴旺的。彼得急躁成性，做事没~ǈ。常把基督口中所Ǽ的真理珍藏在心
的Ż翰，依犹大看来，是拙于理ɋ的人。̎太曾受ʓǸƆ，E事一�不苟，但
人太老�。他又常
在沉思默想基督的Ȗ，全神ɘ注于此，犹大就Ǵ
他作不出智巧机灵，眼光ʘ大的事。犹大就是ʖ
ą把几个門徒一概Ȉ价一番，以夸耀自己，以
教会若没有他的理事才干，ˣ免ó常陷入困境。犹
大看自己的精明强干是没人能比得上的。他Ǵ
自己是教会的ɋ富，并ó常如此向人逞能。 {DA 7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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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大看不出自己品格上的弱点，所以基督就把他放在有机会看出并Ÿ正ʖ些弱点的地位上。他既
替門徒管ʭ，就要筹款，£付ʖ小群人的需要并周ĝŦ人。当耶Ť在ʓ逾越Ǒ的楼上，�他Ȧ“你所
作的快作吧”的ó候（Ż翰福音13:27），門徒以
主是吩咐他去�ʓǑ所需用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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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拿什么�西去周ĝŦ人。在
人服F的事上，犹大原可以养成无私的精神。Ɛ果他虽然天天
在听基督的教Ǹ，看基督无私的生活，却依然放Ɓ自己ɓ婪的癖性。他ƍ手的那点ʭ，�他是个ƍ
常性的Ȓ探。当他
基督作点工作，或是用些óˎ作宗教服Fó，他往往从ʖ点款中拿些出来Ɠ自
己作酬I。在他自己看来，ʖ种借口当然可以原ȱ他的行
。但在上帝眼中他是个ɠ。 {DA 717.2}

基督多次提出他的国不属ʖ世界，ʖȖ使犹大很不高兴。他曾画出一条路ƅ希望基督去走。他主
¦必˫把施洗Ż翰从ŕł里ǝ救出来。但是Ż翰被囚在ł中直至ò首。耶Ť并没有ö示自己的王权
来
Ż翰Ð仇，反倒同門徒退到�下去了。犹大主¦更Ţ极ʗ攻的Å斗。他Ǵ
耶Ť若不Õ阻門徒
�行他�的ǲȵ，工作就必有更大的成功。他注意到犹太˳袖�的仇恨越来越深，并看到犹太人要
基督从天上ö个神迹，而基督没有理睬他�的挑Å。于是他起了不信的心，撒但便由此使他生出®
疑和叛逆的思想。耶Ť
什么Ǽ那么多令人灰心失意的事呢？他
什么˱言自己和門徒将要遭受Ȓ
ı和逼迫呢？犹大之所以Ô戴基督的事�，原是希望在新的国度中ȵ个高位。他的种种希望ˣ道都
要落空[?ʖó犹大ʕ没Ǵ定耶Ť不是上帝的儿子，但他已ƍ在®疑，并在Ȅ法找出个理由来解ʣ主
大能的作
。 {DA 718.1}

虽然救主自己已明Ȧ他的国不属ʖ个世界，犹大ʕ是不断地宣称，基督必要在耶路撒冷作王。在
基督Ɠ五千人吃̆的ó候，他就想促成ʖ事。那ó他曾帮助分送食物Ɠ̂̋的人群。他有机会看出
自己£如何
别人造福，也感受到
上帝服Fó的愉快。他在人群中帮助引˳患病和受苦的人到基
督面前。他看出世人因大医�的医治之能心中得了何等的安慰，何等的喜�。本来他ț学�基督的
方法，但他被自己的私欲蒙蔽了。他是最先想利用分̊的神迹所引起的ĸ情来�Ņ他的理想的。

719

要强迫基督作王，是他W起的。他的希望最大，故失望也最惨。 {DA 718.2}

基督在迦百7的会堂里关于生命之粮的Ǽȁ，是犹大生活史的ʀ折点。他听ǩ基督Ȧ：“你�若不
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里面。” Ż翰福音6:53 他就看出基督所供Ɠ的是属
灵的利益，不是属世的利益。他Ǵ
自己是有ʘǩ的，并已看出耶Ť是不会登基称王的，故他也不
能Ɠ門徒什么高的地位。于是，犹大决定同基督只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以便随ó退出。他要úó
Ǫ望一下，而且是很警ǯ地Ǫ望着。 {DA 719.1}

从那ó起，犹大散布了种种疑ˋ，把門徒的思想è得很乱。他提出一些争ȁ和迷惑人的意ǩ，ó
常重述文士和法利ɮ人用来反�基督的主¦和ȁ据。一切或大或小的困ˣ、折磨、ǎ苦和表面上Õ
阻福音的事物，犹大都拿来作曲解或攻:福音真�性的凭据。他常引用一些和基督正在教�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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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关ƾ的ƍ文。ʖ些断章取的ƍ句，使其他門徒的思想X得更
混乱，并加深了那ƍ常U迫他
�的灰心和失意。但犹大作ʖ些事的方法却ʕǷ人以
他是在ȕ心地�求真理呢！当 門徒ā考凭
据来ȇ�大教�基督的Ȗó，犹大几乎要˳他�不知不ǯ地离开正ɿ。如此，他用非常敬虔的，又
ö然ƿ明的方法，�某些ˋ˹提出与耶Ť言ȁ完全不同的意ǩ，并把耶Ť所没有W表的意思附加在
他的Ȗ上。犹大的种种建ǹ，常引起追求属世荣誉的野心，ʖą，就使門徒不去思想他�所£当考
Ǣ的重要事物。他�中ˎ“Ȯ是最大”的Ƃ争，大半都是犹大所煽G的。 {DA 719.2}

当耶Ť向那富足的青年官ˈ提出作門徒的条件ó，犹大心中大
不悦，Ǵ
耶Ťʾ了。如果有像
ʖ官ˈ一ą的人来作信徒，他�必能帮助ƞ持基督的工作。犹大想，只要采ƀ他的意ǩ，他就能提
供ǿ多有益于ʖ小小教会的ǲ划。固然，他的主¦和手段与基督的会有所不同，但他Ǵ
自己比基
督ʕ要高明些。 {DA 7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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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向門徒所Ǽ的一切Ȗ中，±有几句是犹大所不完全同意的。所以在他的影响下，叛逆的酵很
快W起来了。其他門徒ʕ看不明ʖ些事情幕后的主ȵ，但耶Ť已看出，撒但正在把自己的品性#Ɠ
犹大，借此打开一条影响其他門徒的通路。关于ʖ一点，基督在他被P的前一年就Ȧ明了。他
Ȧ：“我不是Óʜ了你�十二个門徒[？但你�中ˎ有一个是魔鬼。” Ż翰福音6:70 {DA 720.1}

然而，犹大ʕ没有公开反�救主，ʕ似乎没有®疑ʓ他的教Ǹ。在西門家里坐席之前，犹大一直
没公开Wʓ怨言。及至̎利�用香膏抹救主的脚ó，犹大才ö出他ɓ婪的性情来。他听了耶Ť的Ɍ
}，不禁恨之入骨。受了ß害的自尊心和Ð复的³念，冲破了一切阻碍。Ɏ坏德行的因素，若不加
以抵抗予以克服，就必随从撒但的引Ȥ，使心灵被撒但的意志所奴役。 {DA 720.2}

但ʖó犹大的心ʕ没有到完全=硬的地步。就是在他两次Ż定出P救主之后，他ʕ有悔改的机
会。在吃逾越Ǒ晚餐ó，耶Ť揭露了ʖ个叛徒的企q，ö明了自己的神性。他
門徒洗脚ó，也曾
温慈地洗犹大的脚。可惜犹大不˭基督最后的感化，他的命ʔ就此确定。耶Ť洗ʓ他的脚，他就出
去干P主的事了。 {DA 720.3}

犹大的推理是：如果耶Ť真要被ʦ十字架的Ȗ，那么ʖ件事±是要成就的。他自己出P救主的行
G不会改X其Ɛ果。如果耶Ť不ț死的Ȗ，出P他也不ʓ是逼他拯救自己而已。无ȁ如何，犹大±
可以因自己的XǑ而得到好|。他Ŗ算：出P他的主是一笔很划得来的交易。 {DA 720.4}

虽然如此，犹大±不相信基督会Ƿ人捉拿自己的。他出P基督，是要Ɠ他个教Ǹ。他打算扮演一
个角色，使救主以后Ɠ他£有的尊重。但犹大不知道，他ʖą行是置基督于死地。ʓ去救主用比i
教Ǹ 人ó，文士和法利ɮ人曾多少次因他G人的言ȁ而不禁心̒神往！他�曾多少次无意之中宣
判自己的罪状！但他�每次明白了真相之后就怒气填胸，要拿石~打耶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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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每次他都ɼ开了。犹大Ǵ
基督既逃脱ʓ那么多的网ƶ，Ņ在也必不至于Ƿ人捉拿他的。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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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5}

犹大决定Ȓ一下。耶Ť若真是弥ɮ�，那些受ʓ他ʖ么多恩助的民 必集合在他周p，Ô戴他

王。ʖ就会使ǿ多人心中的ˏ葫芦打破了。那ó犹大便能享有在大R宝座上立王的功K，ʖą，他
在新的国度里就可取得�次于基督的最高地位。 {DA 721.1}

于是，ʖ个虚&的門徒就在出P耶Ť的事上扮演了˱定的角色。当他在客西̎尼园�暴徒的首˳
Ȧ：“我与Ȯ�嘴，Ȯ就是他。你�可以拿住他”ó （̎太福音26:48），他完全相信基督会从他�手
中逃脱的。那ó犹太人若Ɍ怪他，他就要Ȧ：我不是告Ȍ你�拿住他[？ {DA 721.2}

后来犹大看ǩ捉拿基督的人照着他的Ȗ把基督ŷŷ地捆Ǝ起来了，就¹异地望着救主Ƿ人把自己
 走。他焦急地从园中一直跟到他在犹太官ˈ面前受�的地方。耶Ť每G一下，他都盼望他能表明
自己是上帝的儿子，Ƿ仇ð震¹，使他�一切的阴ȵ和权J¨于幻į。可是óˎ一刻刻地ʓ去了，
而耶Ťʕ是甘心忍受那堆在他身上的一切凌辱。ʖó，P主的犹大心中便起了极大的恐惧，知道自
己已把夫子P到死地去了。 {DA 721.3}

及至快要宣判ó，犹大再也忍不住良心自Ɍ的痛苦。�判S里忽然W出一˜沙_的叫喊声，使全
s的人大吃一¹，只听到：ț�法啊！他是无罪的，求你ʣ放他吧！ {DA 721.4}

ʖó，身材高大的犹大从震¹的群 中Üʓ去。他的ǉ色W青、憔悴，˻角上大汗淋漓。他冲到
�判台前，

722

把P主所得的ʵʭ�在大祭司面前，急切地拉住ț�法的外袍，哀求他ʣ放耶Ť，Ȧ他并没有作
ʓ什么ț死的事。ț�法¶怒地推开了犹大，可是自ǯ¦皇失措，左右
ˣ，不知Ȧ些什么才好。
祭司�的卑鄙无耻ʖó全暴露出来了。 人都看出是他�ɢɣ了ʖ个門徒来出P夫子的。 {DA 721.5}

犹大又大声Ȧ：“我P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但是¹魂方定的大祭司，却 着ʅ蔑的神色回
答Ȧ：“那与我�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当吧！” ̎太福音27:4 祭司�尽管愿意利用犹大作他�的工
具，可是他�却ʅǭ他卑鄙的人格。当犹大向他�承Ǵ自己的罪ó，就把他一脚踢开了。 {DA 722.1}

于是犹大俯伏在耶Ť脚前，承Ǵ他是上帝的儿子，并²求他拯救自己。救主没有ɆɌʖ个出P他
的人。他知道犹大没有真正地悔改，他的Ǵ罪只是由于犯罪者惧怕心理的ɆɌ和看到将来的�判，
才逼出来的肤浅的感ǯ。他没有因自己出P无瑕疵的上帝的儿子，并拒ƕ以色列的圣者而深深感ǯ
到心碎的$。然而耶Ť并没有Ȧ一句定他罪的Ȗ。只是哀怜地望着犹大Ȧ：我
此ó来到世ˎ。
{DA 722.2}

 人无不¹Ǿ，ȝ异地望着基督如此�恕那P他的人。他�又感悟到ʖ决不是平凡的人。可是又
疑ˋ，如果他是上帝的儿子，
什么不救自己脱离捆ʺ，并制ǅ那些控告他的人呢？ {DA 722.3}

犹大知道自己的²求无用，就冲出�判S，喊着Ȧ：“太晚了！太晚了！”他不忍活着看耶Ť被ʦ
十字架，便在ƕ望中自ư身亡了。 {DA 7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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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到那一群作³的人 着耶Ť从彼拉多的衙門到ʦ十字架的髑̤地去ó，他�沿路的呼喊和
嘈ý的嘲笑忽然止息了。路ʓ一个僻静地方，在一棵枯Ą底下，只ǩ直挺挺地ɽ着犹大的尸体，令
人瞧着心里作呕。那躯体沉重，把他拴在Ą上上吊的Ɲ子ƥ断了。尸体横在地上，血肉狼藉，令人
毛骨悚然。一群野狗正在吞食其肉。 人立ó把吃剩的尸体埋掉，嘲笑的声音不像=才那么ĸ烈
了。ǿ多ǔ白的面孔，Ȧ明 人内心的情ƛ。Ð£看来已ƍ	到那流耶Ť之血的人身上了。 {DA 722.5}

723

第七十七章 在彼拉多的衙門里

本章根据：̎太福音27:2, 11-31； ̎可福音15:1-20； 路加福音23:1-25；Ż翰福音18:28-40; 19:1-
16 {DA 723.1}

基督被Ǝ着，作
囚犯站在ƶ̎巡Í彼拉多的衙門里。周p有R兵看守着，�判S很快就ÜĨ了
旁听的人。S外，有犹太公会的�判官、祭司、官ˈ、ˈ老和一群�合的乱民。 {DA 723.2}

犹太公会定了耶Ť的罪之后，就来ǩ彼拉多，Ȩ求核准并È行他��耶Ť的判决。但ʖ些犹太人
的官ˈ，却不肯ʗƶ̎人的衙門。根据他�的�文律法，他�若ʗ去就会沾染Ēţ，就不能参加逾
越Ǒ的典礼了。他�在盲目之中，竟没有看出ȵü的毒恨已ƍĒţ了他�的心。他�根本没看出，
基督就是逾越Ǒ的真羔羊；他�既拒ƕ了他，ʖ"大的Ǒ期�他�就失去了意。 {DA 723.3}

当救主被解到衙門ó，彼拉多�他并没有什么好感。ʖ个ƶ̎巡Í，从他的卧室里匆忙地被Ȩ出
来，故决定从速|理。

724

他准}用凛然的威˾来�待ʖ个囚犯，于是，就é出最�厉的架J，ʀʓ来看他要�ˋ的囚犯到
底是怎ą的人，竟ʖ么早把他从睡梦中Ȩ出来。他知道，犹太当局要他赶ŷ�ˋ并|刑的人，必定
是个要人。 {DA 723.4}

彼拉多先望了望那些看管耶Ť的人，然后把ʽ利的ǭƅʀ到耶Ť身上。他ʓ去曾|理ʓ各式各ą
的犯人，却从来没ǩʓ一个有如此良善和高尚之˾度的人。在耶Ťǉ上，他看不出任何犯罪的形迹
和惧怕的表情，也看不出什么粗暴反抗的¯度。他看到的是一个�止安Ȝ、¯度庄重的人，他的面
貌一点也不像个罪犯，倒是有上天堂堂的�容。 {DA 724.1}

基督的˾采，在彼拉多心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于是他的天良WŅ了。他曾听Ȧʓ耶Ť的作
。
其妻子也曾告Ȍʓ他，那医治病人，并叫死人复活的加利利先知所行的奇事。如今ʖ一切都像梦幻
一般重新又浮上他的心~。他回想起从几方面听来的消息，于是决心向犹太人要他�控告他的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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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DA 724.2}

他ˋ他�Ȧ：ʖ个人是Ȯ？你�把他 来作什么？你�控告他什么？犹太人¦皇失措了。他�明
知自己不能ȇ�控告基督的罪案，所以不愿ʗ行公开的�ˋ。只是回答Ȧ：他叫作拿撒勒的耶Ť，
是个迷惑人的。 {DA 724.3}

彼拉多再ˋ他�：“你�告ʖ人是
什么事呢？”祭司�没有回答他的ˋ˹，只是急切地Ȧ：“ʖ人
若不是作³的，我�就不把他交Ɠ你。”Ƈ成犹太公会的国内要人，既然把他�Ǵ
ț死的人 到你
面前，ˣ道ʕ需要追ˋʖ人的罪ȇ[？他�希望彼拉多尊重他�的地位，并允准他�的要求，不再
ƍʓ繁复地˱�手Ɯ。他�切望他�的判决迅速得到批准，因
他�知道，那些�眼ǩʓ基督奇妙
作
的民 ，必能ȌȦ一些与他�捏造的虚言完全不同的事�。 {DA 724.4}

祭司�想，�ʖ个懦弱无能、!柔寡断的彼拉多，他�是不ˣɘª他�的ǲ划的。ʓ去，彼拉多
常常ʅ率地Ű署È行死刑的命令，把一些他�知道不ț死的人|死。在他眼中，一个囚犯的性命是
无足ʅ重的，

725

有罪或无罪，都无关ŷ要。因此，祭司�希望彼拉多Ņ在也能不加�ˋ就|死耶Ť。他�²求彼
拉多在犹太国的ʖ个大Ǒ期上，准他�ʖ个要求。 {DA 724.5}

但耶Ť身上有一种力量Ļ制着彼拉多，使他不敢冒然行事。他看穿了祭司�的阴ȵ。他ǻ得不久
以前，耶Ť曾使一个死了四天的人拉撒路复活。所以他决定在Ű署死刑的判决之前，要知道ʖ些人
究竟
什么告耶Ť？是否属�？ {DA 725.1}

彼拉多�祭司�Ȧ：如果你�的理由是充足的，
什么 ʖ个囚犯到我ʖ里来呢？“你�自己 他
去，按着你�的律法�ˋ他吧！”ƍ彼拉多ʖ么一逼，祭司�就Ȧ，他�已ƍ判了他的罪，只是需要
彼拉多核准一下，使他�的判决生效即可。彼拉多再ˋ：你�是怎ą判决的？他�回答Ȧ：是死
刑。可是“我�没有ü人的权柄。”至于基督的罪状，他�要求彼拉多不必多ˋ了，只要相信他�的
Ȗ，È行他�的判决就是了。一切后果由他�来ɉɌ。 {DA 725.2}

彼拉多本来就不是一个公正凭良心E事的法官。他虽然没有多少毅力，但ʕ是不答£ʖ个要求。
他不肯定耶Ť的罪，除非是告他的罪ȇ确;。 {DA 725.3}

祭司�被陷于ʗ退两ˣ的境地了。他�看出必˫�密地遮掩自己的虚假，不能Ƿ彼拉多知道，基
督的被捕只是宗教ˋ˹；如以此
由，那么ʖąȌȂ在彼拉多看来就无足ʅ重了。他�必˫ȇ明耶
Ť有ʙ反国法的活G，然后才能把他当作政治犯来判刑。反抗ƶ̎政权的暴G和叛乱，在犹太人中
ó有W生。ƶ̎人�此一向�打不怠；一有˾吹草G，立即˄U，毫不留情。 {DA 725.4}

就在几天前，法利ɮ人ʕ曾Ȅǲ要陷害基督，ˋ他Ȧ：“我�ƀ税Ɠț撒，可以不可以？”但基督
当ó就揭穿了他�的阴ȵ。在s的ƶ̎人，也都看到了ʖ些阴ȵ家的ª底失Ɏ，又看到了他�在听
到基督Ȧ“ʖą，ț撒的物当¨Ɠț撒”ó所露出的狼Ŀ相 路加福音20:22-25。 {DA 7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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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祭司�想要歪曲那次的事�，

726

Ș称基督曾照着他�所希望他Ȧ的Ȗ教Ǹ人。他�在ƕ境中，竟找来了几个假ȇ人帮忙，他�“就
告他Ȧ：‘我�ǩʖ人Ȥ惑国民，禁止ƀ税Ɠț撒，并Ȧ自己是基督、是王。’”但ʖ三条罪状，没有
一条是有根据的。祭司�明白ʖ一点，可是他�
了ʒ到目的，就是妄作ǩȇ也在所不惜。 {DA 725.6}

彼拉多看穿了他�的阴ȵ，不相信ʖ个囚犯会qȵ造反。他柔和Ɂ卑的¯度与告他的罪状根本不
符。彼拉多深深地感ǯ到，只因他是犹太权ɛ�的眼中ʦ，所以他�才布置了�密的阴ȵ要除į一
个无罪的人。于是他ʀʓ身来ˋ耶ŤȦ：“你是犹太人的王[？”救主回答Ȧ：“你Ȧ的是。”他ȦʖȖ
的ó候容光ĹW，如同阳光照在ǉ上。 {DA 726.1}

ț�法和那些与他在一起的人听ǩ耶Ť的回答，就Ȩ彼拉多注意，耶Ť已承Ǵ他�所控告他的罪
了。祭司、文士和官ˈ�大声喊叫，要求定他的死罪。 人也喊叫起来，那喧嚷的声音ű直都要把
耳朵震Ƽ了。彼拉多因而心慌意乱。他ǩ耶Ť�控告他的人不作任何申ʐ，就�他Ȧ：“‘你看，他�
告你ʖ么多的事，你什么都不回答[？’耶Ť仍不回答。” {DA 726.2}

当ó基督站在彼拉多后面，是院子里的人都能看ǩ的地方。他听ǩ了辱̛他的Ȗ，但�控告他的
一切假ǩȇ，他没有回答一句。他的˾度始Ɗ表Ņ出ˋ心无愧的坦然。排山倒海般的怒涛向他涌
来，他却�然不G。汹涌的狂ĭ越冲越高，好似海中翻ǋ的波浪向他Ǩ来，但他�毫不受影响。他
站在那里静默无言，但他的静默正是他的雄ʐ。从他身上似乎W出一道道ȕ于中而形于外的光芒。
{DA 726.3}

彼拉多很希奇耶Ť的˾度。他因而暗自思忖道，ʖ个人一点也不理睬所W生的事，ˣ道他真的不
想救自己的性命[？他看耶Ť忍受侮辱、ǵȢ，而毫无Ð复之意，就ǯ得他根本就不像那些喧n的
祭司�那ą，既不仁不、又不公不正。彼拉多希望从耶Ť口中得些真情，
避开 人的喧嚷，他
就 耶Ť到一旁，再ˋ他Ȧ：“你是犹太人的王[？” {DA 726.4}

耶Ťʖ回没直接答复ʖˋ˹。他知道圣灵在感化彼拉多，

727

Ɠ他机会承Ǵ心中感悟的正确信念。耶Ť便ˋ彼拉多Ȧ：“ʖȖ是你自己Ȧ的，ʕ是别人ȁ我�你
Ȧ的呢？”意思就是，你ʖ个ˋ˹是出于祭司的控告呢？ʕ是出于你自己愿意从我ʖ里˳受真光呢？
彼拉多明白基督的意思，可惜他心中起了̜傲。他不愿承ǴU在心~的正确信念，就�他Ȧ：“我�
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ˈ把你交Ɠ我，你作了什么事呢？” {DA 726.5}

彼拉多ʾʓ了ʖ黄金一般的机会。然而耶Ť没有不再Ɠ他一点亮光就�弃他。他虽没有直接回答
彼拉多的ˋ˹，却清楚地Ȧ明了自己的使命。他要彼拉多明白，他不追求地上的王位。 {DA 727.1}

他Ȧ：“我的国不属ʖ世界；我的国若属ʖ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Å，使我不至于被交Ɠ犹太人，



4/7/13 7:52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372 of 429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36&start_paragrap…003633895&finish_paragraph=1003637983&references=1&pagebreaks=1

只是我的国不属ʖ世界。”彼拉多就�他Ȧ：“ʖą，你是王[？”耶Ť回答Ȧ：“你Ȧ我是王，我
此
而生，也
此来到世ˎ，特
Ɠ真理作ǩȇ；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Ȗ。” {DA 727.2}

基督声明，在那些愿意˳受他Ȗ的人身上，他的Ȗ本身就是开\奥秘的ʪ匙，有令人信服的力
量，ʖ就是他真理之国得以拓展的秘Ȇ。他要彼拉多明白，惟有˳受并�践真理，才能改造Ɏ坏了
的人性。 {DA 727.3}

彼拉多有明白真理的愿望，但他心里Ķ乱。他ĸ切地接受了救主的Ȗ，心中极愿知道真理究竟是
什么，以及怎ą才能得到真理。他ˋ耶ŤȦ：“真理是什么呢？”但他没等候回答。外面的喧a使他想
起了当ó的急F，因
祭司�叫嚷着要求采取立即的行G。于是，他出去到犹太人那里，强ȯ声
明：“我ā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DA 727.4}

ʖ些Ȗ出自一个不相信上帝的法官之口，�那些控告救主的以色列官ˈ�的奸ȋ与虚&，是一种
�厉的斥Ɍ。祭司和ˈ老�听ǩ了彼拉多的Ȗ，就非常失望，极
¶怒。多日来的密ȵ，等的就是
ʖ次机会。Ņ在，他�看出耶Ť有被ʣ放的可能，就恨不得把他活活撕碎。他�大声恫吓彼拉多，
并用ƶ̎政府的Ɍˣ来要挟他。

728

他�强ȯ耶Ť已ƍ犯了背叛ț撒的罪，所以ɆɌ彼拉多是在姑息迁就耶Ť的罪。 {DA 727.5}

ʖó， 人大声咆哮，Ȧ耶Ť叛国的影响是全国皆知的。祭司�Ȧ：“他煽惑百姓，在犹太遍地#
道，从加利利起，直到ʖ里了。” {DA 728.1}

ʖó，彼拉多ʕ无意要定耶Ť的罪。他知道犹太人控告他是出于仇恨和偏ǩ，也知道自己的ƽ分
是什么。按理，基督£ț立即Ǜʣ，可是彼拉多怕百姓�他心存³感。如果他不肯把耶Ť交在他�
手中，J必引起̢乱，ʖ是他ˣ以£付的。他一听Ȧ基督是从加利利来的，就决定把他送到希律那
里，因
希律是加利利的省ˈ，当ó正好在耶路撒冷。彼拉多想用ʖ个E法把�ˋ的Ɍ任推到希律
身上。同ó也Ǵ
ʖ是与希律消除前嫌，重修旧好的机会。果然，后来ʖ两个首ˈ因�ˋ救主一事
而恢复了交情。 {DA 728.2}

彼拉多再把耶Ť交Ɠ士兵，于是耶Ť在暴徒的ǵȢ和侮辱声中，被急急忙忙地解到希律的�判
S。“希律看ǩ耶Ť，就很Č喜。”他从来没有ǩʓ救主，但“因
听ǩʓ他的事，久已想要ǩ他，并
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ʖ个希律，就是双手染有施洗Ż翰血迹的希律。当他初次听Ȧ耶Ťó，曾
非常¹恐地Ȧ道：“是我所ò的Ż翰，

729

他复活了。”“所以ʖ些异能从他里面W出来。” ̎可福音6:16；̎太福音14:2 然而希律ʕ是想ǩ耶
Ť一面。如今他有机会可以救ʖ个先知的命，所以他希望从心中永ʘ除去那血迹斑斑的印象，就是
放在Ŗ子里的~˲。同ó，也想Ĩ足自己的好奇心，他以
只要Ɠ基督一点恢复自由的希望，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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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什么，他就一定会照E的。 {DA 728.3}

ǿ多祭司和官ˈ�也跟着基督到希律那里去。当救主被 ʗ去ó，ʖ些权ɛ�都激昂ˠȎ，力数
他的罪状。但希律不大理睬祭司�的控告。他吩咐他�安静，想得点机会�ˋ基督。他下令把基督
身上的ʺʸ松开，同ó斥Ɍ他的仇ð不ț如此粗暴地�待他。他 着慈祥的¯度，望着世界救ɧ主
泰然自若的面容，看出了耶Ťǉ上独有的智慧和ž洁。他和彼拉多一ą，深信犹太人之所以控告基
督，无非是出于仇恨和嫉妒。 {DA 729.1}

希律ˋ了基督ǿ多Ȗ，但救主始Ɗ保持沉默。王吩咐把一些衰弱和残¥的人 ʗ来，命基督行个
神迹来ȇ明身份。希律Ȧ，人Ȧ你能医治病人，我很想看看你ʖ�孺皆知的声望是否属�。耶Ť没
答£，希律便一直逼他Ȧ：如果你能
别人行神迹，Ņ在不妨
自己行一些，ʖ�你是有利的。他
再三命令Ȧ，ö一个神迹Ɠ我�看看，ȇ明你有能力像人�所#Ȧ的那ą。但基督好像根本没听
ǩ，也没看ǩ似的。上帝的儿子既已取了人性，就必˫作人类在同ąń境之下所必˫作的事。所
以，他不肯藉行神迹来救自己脱离一般人在同ą的条件之下所必˫忍受的痛苦和屈辱。 {DA 729.2}

希律ǿȪȦ，只要基督在他面前行一个神迹，他就能Ǜʣ。控告基督的人，曾�眼看ǩ他的权柄
所行的大能作
，他�曾听ǩ他吩咐坟墓交出死人来。他�也看ǩ死人服从他的吩咐，从坟墓里出
来。所以他�立ó慌了神，惟恐他Ņ在就大行神迹。因
他�最怕的，就是他能力的öŅ。ʖ种能
力的öŅ，�他�的ǲ划必是致命的打:，

730

甚至使他��命也有可能。于是祭司和官ˈ�更是迫不及待地竭力告他。他�高声指控他是个背
叛国家、�Ĥ上帝的人，又Ȧ他行奇事是靠着鬼王别西卜的能力。于是有喊叫ʖ个的，也有喊叫那
个的，�判S乱成一片。 {DA 729.3}

希律的良心，在当年希ƶ底要求施洗Ż翰的~ó，曾¹慌Å栗，Ņ在就麻木得多了。他虽然曾因
那可怕的行
而一度感到深切的悔恨，但他的道德Ǫ因放Ɓ的生活已一步步低落了。Ņ在他的心既
如此=硬，甚至ʕ
»Ʒ了那胆敢Ɍ}他的Ż翰而引以
荣。故ʖó他威吓耶Ť，再三声明，他有
权ʣ放他，也有权定他的罪。但耶Ť似乎一句Ȗ也没听ǩ。 {DA 730.1}

希律因耶Ť的沉默而W怒了。ʖ种沉默表明耶Ť完全漠ǭ他的权柄。�ʖ̜矜倨傲的王，公开的
Ɍ}倒比不受人理睬ʕ容易忍受。他再W怒威吓耶Ť，耶Ť仍不
所G，一言不答。 {DA 730.2}

基督在世上的使命，不是来Ĩ足无ȹ的好奇心。他来，是要医好$心的人。如需要Ȧ什么Ȗ来医
治患罪病之人的>$，他是不会保持ƣ默的。但�那些把真理ɸ在脚下的人，他没有半句Ȗ可Ȧ。
{DA 730.3}

基督很可以向希律Ȧ几句Ȗ，使ʖʯ石心ǁ的王听了刺耳。主也能把他罪³的一生和那将要	到
他的可怕厄ʔ，é在他面前，使他恐惧Å兢。但基督的默不作声，是他Ɠ希律的最�厉的ɆɌ。希
律既拒ƕ了先知中最大的一位所#Ɠ他的真理，Ņ在就再没有其它信息#Ɠ他。天上的主宰再没有
一句可�他Ǽ的Ȗ。那素来垂听人类哀求的耳朵，决不听从希律的命令。那素来用怜恤赦罪之ĺ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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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之罪人的眼睛，�希律却不屑一˭。那素来WÝ最G人的真理、甚至向罪大³极的人W出�
切D告的口，�于ʖ傲慢而不ǯ得需要救主的王是ŷŷˊ着的。 {DA 730.4}

希律大怒，ǉ色W青，

731

ʀ身向 人̛耶Ť是̡子。然后�他Ȧ，你若不拿出凭据来ȇ明你的身份，我就要把你交Ɠ士兵
和民 。他�或ǿ有E法叫你开口。你若是̡子，那么你死在他�手中也活ț；你若是上帝的儿
子，就行个神迹来救自己吧。 {DA 730.5}

希律Ǽ完Ȗ， 人就一哄而上，向耶Ť冲ʓ来，像̋虎扑食一般，把耶Ť拖来拖去。希律与暴徒
一同侮辱上帝的儿子。若不是ƶ̎士兵出来干涉§Uʖŋ狂的群 ，救主就要被他�活活地撕碎
了。 {DA 731.1}

“希律和他的兵丁就藐ǭ耶Ť，Ä弄他。Ɠ他穿上M�衣服。”ƶ̎兵丁也参加ʖ次侮辱耶Ť的行
G。在希律和犹太权ɛ�的Ǵ同下，ʖ些邪³透˨的兵丁把能想出来的侮辱方法，都用在救主身
上。然而他神圣的忍耐ʕ是未X分毫。 {DA 731.2}

逼迫基督的人，曾以自己的品格来度量基督的品格，以
他像他�一ą卑鄙。但在一切Ņ象之
外，另有一幅景象出Ņ，就是将来必有一天，基督要以充分的荣耀向他�öŅ。届ó必有人要在基
督面前¹慌W˽。当粗暴的群 跪在基督面前Ä弄他ó，有些前来想要参加Ä弄的人，忽然ʀ身退
去，怕得ʚ声也不敢出。希律因而ǯ悟了。此ó有最后一ƅ慈ĺ之光，照在他那被罪硬化的心上。
他深感到ʖ决不是个平常的人，因
基督的神性透ʓ人性ˉ耀出来了。正当基督被一群淫乱和嗜ü
的人Ä弄包pó，希律感ǯ自己正面�着一位坐在宝座上的上帝。 {DA 731.3}

希律虽然心如ˬ石，却不敢批准基督的罪案。他想逃避ʖ可怕的Ɍ任，于是就把耶Ť送回ƶ̎的
�判S去了。 {DA 731.4}

彼拉多大失所望，甚
不悦。当犹太人同他�的囚犯回来ó，他就极不耐Ķ地ˋ他�，要他怎么
E。他提醒他�，他已ƍ�ˋʓ耶Ť，没有ā出他犯有什么罪。他又告Ȍ他�，他�虽然提出ǿ多
控告他的事，但一条罪状也不能ȇ�。况且，他已ƍ把耶Ť送到加利利分封的王希律那里，希律是
他�本国的人，就是他也ā不出他有什么ț死的罪。彼拉多Ȧ：“故此我要Ɍ打他，把他ʣ放了。”
{DA 731.5}

在ʖ一点上，彼拉多ö出了他的懦弱。他既然声明耶Ť是无罪的，

732

却又要鞭打他，以此来Ƕ好控告他的人。
了向暴徒妥N，他宁愿ļ牲正和公理。ʖą，他就
置自己于不利的地位了。于是乱党就抓住了他犹豫不决的弱点。如果彼拉多开始就u持正，不肯
定无辜者的罪，他就能Û断那后来Ɗ身捆Ǝ他的悔恨和自咎的ʺʸ了。基督固然Ɗ究要被人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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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罪Ɍ就不至于¨到彼拉多身上了。彼拉多竟一步步地ʙ背了良心，以致被玩弄于祭司和官ˈ�的
手掌之中，无力自拔。 {DA 731.6}

就是到了ʖ步田地，上帝也没Ƿ彼拉多盲目从事。从上帝那里来了一个信息，警告他不可行他所
要行的事。因着基督的祷告，曾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来向彼拉多的妻子öŅ，她在梦中看ǩ了救主，
并与他ȳʓȖ。彼拉多的妻子不是犹太人，但当她在梦中看到耶Ťó，就毫不®疑他的品德和使命
了。她Ǵ定他是天上的君王。她看到他在�判S中受�，她看到他的手像罪犯的手一ą，被ŷŷ地
捆Ǝ着。她看到了希律和他的兵丁所有的残忍行
。她听ǩ那些充Ĩ嫉妒和³毒的祭司和官ˈ�在
ŋ狂地控告他。她听ǩ他�的Ȗ，“我�有律法，按那些律法，他是ț死的。”她又看ǩ彼拉多在宣
布“我ā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之后，把耶Ť交Ɠ人去鞭打，也看ǩ他把基督交Ɠȵü他的人。她看ǩ那
立在髑̤地的十字架。她看ǩ遍地黑暗，又听ǩ那神秘的喊叫声“成了”。以后又有一幅景象出Ņ。她
看ǩ基督坐在一片大白云上。那ó全地都êê幌幌，�倒西歪，那些ü害他的人尽都逃ũ，ɼ避他
荣耀的面。她¹叫一声，就醒ʓ来，立即写信警告彼拉多。 {DA 732.1}

彼拉多正在犹豫不决，不知如何E理ó，有一个送信人从人群中Üʗ来，把他妻子的信ʞƓ他。
信中写着Ȧ： {DA 732.2}

“ʖ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
我今天在梦中
他受了ǿ多的苦。” {DA 732.3}

733

彼拉多的ǉc地X白了，矛盾的情ƛè得他心慌意乱。在他ʛ疑不决ó，祭司和官ˈ却ʗ一步煽
G民心。彼拉多急中生智，突然想起个¾例，或可藉以ʣ放耶Ť。每年的逾越Ǒ，巡捕要随 人的
要求ʣ放一个囚犯。ʖ种˾俗是异教徒W明的，ʚ半点公理也没有。可是犹太人却ǭ
至宝。此ó
ƶ̎当局拘押着判了死刑的囚犯巴拉巴。此人以弥ɮ�自居，并自称有权建立个新秩序，使世道正
常。在魔鬼般的迷惑之下，他宣称凡他盗窃的�西都属他。他曾藉撒但的能力，行ǿ多奇事，曾聚
 掀起反抗ƶ̎政权的暴G。他打的是宗教�兴的幌子，�<是个横行无忌的¾犯，以叛乱和暴虐

事的³棍。彼拉多Ƿ民 在ʖ个人和无罪的救主之ˎʜ×其一，是想引起他�的正感。他希望
得到民 �耶Ť的同情，以反�祭司和官ˈ的意ǩ。于是，彼拉多ʀʓ身来，非常²切地向群 
Ȧ：“你�要我ʣ放哪一个Ɠ你�？是巴拉巴呢，是称
基督的耶Ť呢？” {DA 733.1}

暴徒像野4怒吼般地回答Ȧ：“ʣ放巴拉巴Ɠ我�。”巴拉巴！巴拉巴！喊声越叫越高。彼拉多以

 人ʕ不太明白他的ˋ˹，便再ˋ：“你�要我ʣ放犹太人的王Ɠ你�[？”但他�ʕ是喊着
Ȧ：“除掉ʖ个人！ʣ放巴拉巴Ɠ我�！”彼拉多又ˋ他�Ȧ：“ʖą，那称
基督的耶Ť，我怎么E
他呢？”于是Ŧ凶极³的群 怒吼起来，像一群鬼魔一ą，回答Ȧ：“把他ʦ十字架！”此ó有�装

人的鬼魔混ý在人群之中，所以除了“把他ʦ十字架”的答复之外，ʕ能听到什么别的Ȗ呢？ {DA 733.2}

彼拉多心里Ķ乱极了，万万没想到事情会弄到ʖ一步。他不敢Ƿ一个无辜的人去受最残酷最屈辱
的死刑。怒吼的声音稍停息后，他就ˋ道：“
什么呢？他作了什么³事呢？”但那早已不是Ȧ理的ó
候了。他�要的不是基督无罪的凭据，而是要定他的罪。 {DA 7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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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拉多仍想Ȅ法ǝ救耶Ť。他第三次�他�Ȧ：“
什么呢？ʖ人作了什么³事呢？

734

我并没有ā出他什么ț死的罪来。所以，我要Ɍ打他，把他ʣ放了。”但 人一听Ȧ要ʣ放他，就
怒不可遏地大肆咆哮：“ʦ他十字架！ʦ他十字架！”彼拉多的犹豫不决所引来的暴˾雨，越来越大
了。 {DA 733.4}

于是，彼拉多把Wø、憔悴、遍体̩$的耶Ť 了出来，当着 人的面鞭打了。“兵丁把耶Ť ʗ
衙門院里，叫̱了全ǝ的兵。他�Ɠ他穿上紫袍，又用荆棘Ʃ作冠冕Ɠ他戴上。就¡ɟ他Ȧ：‘恭
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ǉ上，屈膝拜他。”有个³人�ʓ那放在他手里的Ǔ子，打他
˻上的冠冕，使荆棘刺入˻角，̨血流Ĩ两˶和胡˫。 {DA 734.1}

ȩ天啊，¹奇吧！大地啊，ȝ异吧！且看那U迫人者和被人U迫的。一群ŋ狂的暴徒p着世界的
救ɧ主。侮慢、嘲笑、�Ĥ、ý着粗暴的咒̛。他那卑微的出身和Ŧ苦的生活，被无情的匪类用来
作Ȉȁ的笑料。他�嘲笑他自称是上帝的儿子，并此呼彼喊地口吐卑鄙、Ä弄、侮辱、ǵȢ的Ȗ。
{DA 734.2}

撒但˳着ʖ群惨无人道的暴徒侮辱救主，目的是要尽可能激起基督Ð仇的心，或使他行个神迹来
救自己。ʖą就能破坏救ɧ的ǲ划。基督在世
人，若有一点瑕疵，他的人性忍受可怕的Ȓ̟ó，
若有一点失Ɏ，那么上帝的羔羊就必成
一个不完美的祭物，而救ɧ人类的工作也就要失Ɏ。他尽
可以命令天6来援助他，也可以ö出他神性的威�，使暴徒胆Å心¹地抱~鼠ũ。耶Ť却以完全˄
静的¯度，忍受最粗暴的凌辱和虐待。 {DA 734.3}

基督的仇ð要他行个神迹来ȇ明他的神性。其�他�已ƍ看到ʘǅʓ他�所要的凭据。折磨他的
人所施的暴行，如何使他�降到人性以下，成
撒但的ą式；耶Ť的温柔和忍耐，也如何使他升到
人性之上，ȇ明他与上帝的�属关系。他的自卑是他升高的凭据。从他受$的˻~流到ǉ上和胡˫
上的血滴，正是他受“喜�油”（希伯来�1:9）之膏，做我�尊荣的大祭司的凭ȇ。 {DA 734.4}

735

撒但看到那加在救主身上的侮辱没有使他W出一句怨言，不禁大怒。救主虽然取了人性，却有神
圣的忍耐来支持他，一点也没有ʙ背他父的旨意。 {DA 735.1}

当彼拉多将耶Ť交由人鞭打、Ä弄ó，他原是想藉此引W 人的µˢ之心，希望他�会Ǵ
ʖą
的刑Ʒ已ƍ够了。他甚至想，祭司�的³意如今也£țĨ足了。但是犹太人却清楚地看出，彼拉多
如此刑Ʒ一个他所宣称
无罪的人，正是他懦弱的表Ņ。他�知道彼拉多想救ʖ囚犯的性命，而他
�u决不Ƿ耶ŤǛʣ。他�想，彼拉多
要Ƕ好、Ĩ足他�的愿望，已ƍ鞭打了耶Ť，如果u持下
去，再逼一逼，就必能完全ʒ到目的。 {DA 735.2}

ʖó彼拉多差人把巴拉巴 到公堂上来，令两个囚犯并肩站立。他指着救主，�ǀ、²切地
Ȧ：“你�看ʖ个人！”“我 他出来ǩ你�，叫你�知道我ā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DA 7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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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儿子穿着那遭人Ä弄的王袍， 着荆棘冠冕站着，他的衣服被剥到腰˞；他的背上ö出残
忍的ˈ条鞭痕，̨血淋漓；ǉ上血迹斑斑，Ņ出极疲¼痛苦的ą子。但他的面貌从来没有比此ó更
荣美。当他站在仇ð面前ó，面貌倒不是憔悴枯槁的，却向那些残暴的人ö出温柔、˪服和最�切
的怜ĺ。他的¯度没有半点怯懦、ʃ弱之意，而只是u忍的力量和尊�。他旁ʑ的囚犯巴拉巴<大
不相同。他ǉ上的每条Œƃ，都ö出他是个ʯ石心ǁ的³棍。ʖ̨明的�比，每个人都能看出来。
有些旁Ǫ者哭了。他�望着耶Ť，心中充Ĩ同情；甚至ʚ祭司和官ˈ�ʖó也深深感悟：他必是他
所自称的那一位。 {DA 735.4}

p着基督的ƶ̎士兵，并不都是心地=硬的。有几个兵正切切地注ǭ他的ǉ，要找一点凭据ȇ明
他是个罪犯或危ˡ分子。他�ó而ʀʓ~，ʅ蔑地看巴拉巴一眼，可是不用怎么深究，就把他看穿
了。再回ʓ~来看耶Ť，望着ʖ位神圣的受ˣ者，不禁深表哀怜。基督的沉静、˪服，深深地ʳ刻
在他�心中，

736

直到他�或承Ǵ他是基督，或因拒ƕ他而决定自己的命ʔ
止，ʖ幕景象永不磨į。 {DA 735.5}

彼拉多�救主无怨言的忍耐，大
¹异。他本想，将耶Ť同巴拉巴一比，犹太人一定会生同情心
的。可是他不明白祭司��耶Ť的仇恨有多深，因耶Ť作
世界之光，暴露了他�的黑暗和ʾɄ。
ʖó他�已鼓G暴徒到ŋ狂的地步。于是祭司、官ˈ和民 不断W出可怕的吼叫声：“ʦ他十字架!ʦ
他十字架！”最后，彼拉多因他�无理的残暴，再也没有耐心了，便失望地Ȧ：“你�自己把他ʦ十字
架吧！我ā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DA 736.1}

ʖƶ̎巡Í虽已ǩ¾残暴的事，但当他看到ʖ受苦的囚犯被定罪、受鞭打、˻上流血、背上受
$，而仍保持宝座上君王的˾度ó，不禁大
感G，深表同情。可是祭司�却Ȧ：“我�有律法，按
那律法，他是ț死的，因他以自己
上帝的儿子。” {DA 736.2}

此Ȗ使彼拉多大吃一¹。他�基督和他的使命虽无正确ǴȊ，但他�上帝和超乎人类的神明多少
有点相信。从前他心中一度泛起的思想此ó更明确地具体化了。他疑ˋ：ʖ站在面前，身穿那遭人
Ä弄的紫袍，~戴荆棘冠冕的，或ǿ真是个神明吧！ {DA 736.3}

彼拉多又ʗ了衙門，ˋ耶ŤȦ：“你是哪里来的？”耶Ť没有回答他。救主已ƍ�彼拉多Ǽ明了自
己的使命，就是Ɠ真理作ǩȇ。可是彼拉多却不˭真光。他已Ī用了�判官的崇高ƽ分，因暴徒的
要挟而ļ牲了正和威权。耶Ť就再没有真光Ɠ他了。彼拉多因救主的ƣ默而G怒，傲慢地Ȧ： {DA

736.4}

“你不�我ȦȖ[？你�不知我有权柄ʣ放你，也有权柄把你ʦ十字架[？” {DA 736.5}

耶Ť回答Ȧ：“若不是从上~ɩƓ你的，你就毫无权柄E我，所以把我交Ɠ你的那人，罪更重了。
” {DA 736.6}

慈怜的救主在非常的痛苦和$之中，ʕ尽可能的原ȱƶ̎巡Í把他交Ɠ人去ʦ十字架的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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ʖ留Ɠ后世的是何等的景象啊！关于全地�判者的品德，ʖ又是何等的\示啊！ {DA 736.7}

737

耶ŤȦ：“把我交Ɠ你的那人，罪更重了”。基督ʖȖ是指ț�法Ȧ的，因
他是以大祭司的身份
代表犹太国的。他�知道那些管理ƶ̎当局的原<。他��那
基督作ǩȇ的˱言，和基督自己的
教Ǹ或神迹，都有充分的亮光，充分的ǴȊ。犹太人的�判官，曾得到毫无ʾȣ的凭据，ȇ明他�
所判|死刑的一位，是从天上来的。他�必要按着所得到的亮光受�判。 {DA 737.1}

所以最大的罪ʓ和最重的Ɍ任，是在那些国内身居高位的人身上，因
他�卑鄙地辜ɉ了他�所
受的神圣委托。相比ʇ而言，彼拉多、希律和ƶ̎士兵只能算是不ǴȊ耶Ť的。他�想藉着侮辱他
而Ƕ好祭司和官ˈ�。他�没有得到犹太人所得的那么多的真光。如果ʖ些兵丁得到ʓ亮光，他�
就不至于如此残酷地�待基督了。 {DA 737.2}

彼拉多一再建ǹʣ放耶Ť。“无奈犹太人喊着Ȧ：‘你若ʣ放ʖ个人，就不是ț撒的忠臣。’”ʖ些口
是心非的人如此假装ĸ心ÔÏț撒的政权。其�在一切反�ƶ̎Ɨ治的人中，犹太人是最激烈的。
在安全的范p内，他�常常很霸道地厉行自己国家和宗教的ǫ条。但当他�想遂行一˩残酷的阴ȵ
ó，就抬出ț撒的权柄来。
要ʒ到除į基督的目的，他�竟表示愿意效忠于他�所痛恨的外国Ɨ
治者。 {DA 737.3}

他�接着Ȧ：“凡以自己
王的，就是背叛ț撒了。”ʖȖ正打中了彼拉多的弱点。ʖóƶ̎政府
正在®疑彼拉多，他知道，若加上ʖą一个罪名，他就完了。他也知道，如果犹太人受了挫Ɏ，他
�必定要À怒地ʀʓ来�付他。
要ʒ到复仇的目的，他�是不×手段的。眼前的就是一个例子，
ö明他�是如何u决地�索他�无故恨³之人的性命。 {DA 737.4}

于是彼拉多坐在�判席上，再把耶Ť 到 人面前，Ȧ：“看哪，ʖ是你�的王。”可是，ŋ狂的
喊叫声又W出来了：“除掉他！ʦ他在十字架上！”彼拉多就用一种ʘ近都听得ǩ的声音ˋ他�
Ȧ：“我可以把你�的王ʦ十字架[？”从�Ĥ侮慢的口中竟有ʖą的Ȗ出来：“除了ț撒，我�没有
王。” {DA 737.5}

ʖą，由于Óʜ了一个信奉异教的Ɨ治者，犹太民族就此退出了神权的政体。

738

他�已ƍ拒ƕ上帝作他�的王了。从此以后，他�就没有救主了。除了ț撒，他�没有王。他�
之所以落到ʖ种地步，完全是由于祭司和教��的˳�。ʖ些人要
ʖ件事以及所有的后果完全ɉ
Ɍ。一国之罪³和一国的Ɏ亡，都£¨咎于ʖ些宗教˳袖。 {DA 737.6}

“彼拉多ǩȦ也无ĝ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 人面前洗手，Ȧ：‘流ʖ人的血，罪不在我，
你�承当吧！’”彼拉多 着恐惧和自Ɍ的神情，望着救主。在ʖ仰着ǉ的人山人海中，惟有救主的容
貌是泰然安Ȝ的。在他~上似乎有一道柔和的光ńƑ着。彼拉多心里Ȧ：他确�是上帝。于是他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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ʀ向 人Ȧ：他的血与我无关，你�把他 去ʦ十字架吧！但是祭司和官ˈ�，你�要注意，我宣
布他是一个人。惟愿他所称
父的上帝，
今天的事�判你�，而不�判我。随后又�耶ŤȦ：
Ȩ你原ȱ我ʖą做，我不能救你了。再鞭打了耶Ť之后，彼拉多就把耶Ť交Ɠ他�去ʦ十字架了。
{DA 738.1}

彼拉多本来是想ʣ放耶Ť的；但他看出，要保全自己的地位和尊荣，就不能ʖą做。
了保住属
世的权力，他就作出了ļ牲无辜之人性命的ʜ×。古往今来，不知多少人，
了避免ß失或受苦，
同ąļ牲了原<。良心和本分向人指明一条路；而自私自利的心<指出另一条路。潮流有力地向ʾ
ȣ的方向流去；与邪³妥N者，±是很快地被卷入犯罪的黑暗之中。 {DA 738.2}

彼拉多屈从了暴徒的要挟，宁可把耶Ť交Ɠ人去ʦ十字架，而不愿冒�失地位的危ˡ。他虽然ʖ
ą小心提防，但他所害怕的事，后来ʕ是	到他~上了。他从高位被革ƽ黜退，Ɛ果在悔恨与耻辱
之下，在主被ʦ之后不久，就Ɛ束了自己的生命。凡与罪³妥N的人，都只能得到愁和Ɏ亡。“有
一条路人以
正，至Ɗ成
死亡之路。” 箴言14:12 {DA 738.3}

当彼拉多声明，自己与流基督之血的罪无关ó，ț�法大胆地回答Ȧ：“他的血¨到我�和我�的
子�身上。”祭司和官ˈ�首先响£ʖ一句Ȗ，接着 人也以野蛮的吼叫声来附和：“他的血¨到我�
和我�的子�身上！” {DA 738.4}

以色列民已ƍ作出ʜ×。他�指着基督Ȧ：

739

“不要ʖ人，要巴拉巴。”强盗和ü人犯巴拉巴是撒但的代表。基督是上帝的代表。基督被弃，而
巴拉巴被ʜ中。于是，他�所得到的就是一个巴拉巴。他�的ʜ×，就是接受了那从起初就是Ȧȶ
和ü人的撒但。于是撒但就成了他�的首˳。犹太全国就要�行他的命令，作他的工作，忍受他的
Ɨ治。那些Óʜ巴拉巴代替基督的百姓，必要忍受他的残虐无道，直到末ó。 {DA 738.5}

犹太人曾望着那被:打的上帝的羔羊，喊叫着Ȧ：“他的血¨到我�和我�的子�身上。”ʖ可怕
的喊声，已ƍ升到上帝的宝座之前。ʖ宣布他�自己罪状的判决，已ƍǻ©在天上。而且ʖ句Ȗ也
已£̟。上帝儿子的血已¨到他�的子�和子子��身上，成了永久的咒ȉ。 {DA 739.1}

ʖ句Ȗ在耶路撒冷Ďįó，就悲惨地£̟了。在犹太民族近二千年来的景况中，也悲惨地£̟
了。以色列成了一支从葡萄Ą上砍下来的、没有生命、不Ɛ果子的枝子，要被拾起来�在火里焚ķ
的枝子。要从ʖ地到那地，直到全世界，世世代代死在他�的ʓ犯罪孽之中！ {DA 739.2}

ʖ句Ȗ在将来的�判大日，也必可怕地£̟。因
基督再来到地上ó，人�所看到的主，将不再
是被暴徒所包p的囚犯了。那ó他�所看ǩ的，将是天上的王。基督必要在他自己的荣耀里，并天
父和 天使的荣耀里降	。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及上帝美�和ǅ利的 子Č唱9歌， 着无上的荣
耀和美妙，一路Ï̙而来。那ó，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那ó， 目都
要看ǩ他，ʚ刺他的人也要看ǩ他。他要戴上荣耀的王冕冕上加冕来代替荆棘的冠冕。他要穿上极
洁白的白衣“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么白，”来代替那破旧的紫色王袍。“在他衣服和大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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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名写着Ȧ：‘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可福音9:3；\示©19:16 从前ǵȢ他、:打他的那些人也
必在那里。祭司和官ˈ�必再看ǩ�判S中的景象。当年一切的情景，都要像用火写的字一般，出
Ņ在他�眼前。那ó，那些W誓Ȧ：“他的血¨到我�和我�的子�身上”的人，必得到他�所求的
了。到那ó，全世界的人必要知道而且明白一切。

740

他�必要看出，他�ʖ些可怜、脆弱并智能有限的人，一直在抗拒的究竟是Ȯ，究竟是在抗拒些
什么。他�必要在可怕的痛苦和恐怖中向大山和岩石Ȧ：“倒在我�身上吧！把我�藏起来，ɼ避坐
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忿怒，因
他�忿怒的大日到了，Ȯ能站得住呢？” \示©6:16, 17 {DA 739.3}

741

第七十八章 髑髅地

本章根据：̎太福音27:31-53； ̎可福音15:20-38； 路加福音23:26-46； Ż翰福音19:16-30 {DA

741.1}

“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髑̤地，就在那里把耶Ťʦ在十字架上。” {DA 741.2}

基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門外受苦。” 希伯来�13:12 古ó�当和夏娃因犯上帝
的律法，就被赶出伊甸园。故那“替我�成
罪”的基督，要在耶路撒冷城外受苦。他死在城外就是那
些罪大³极的人和ü人犯受刑之|。“基督既
我�受了咒ȉ，就ɧ出我�脱离律法的咒ȉ。” 加拉
太�3:13 ʖ句Ȗ是富有意的。 {DA 741.3}

一大群人跟着耶Ť，从衙門直到髑̤地。他被定罪的消息已#遍耶路撒冷，于是，各色各等的人
都朝ʦ十字架的地方蜂Ô而去。祭司和官ˈ�曾£ǿ：如将基督本人交Ɠ他�，就不干涉信从他的
人。所以，城内和四�一 的門徒和相信他的人，都加入了跟在救主后面的群 ˛伍。 {DA 741.4}

当耶Ť从彼拉多的衙門出来ó，就有人把
巴拉巴˱}的十字架放在耶Ť受$流血的肩~上。巴
拉巴的两个同伴也要与耶Ť同ó被|死，所以，也有十字架放在他�身上。

742

在救主ʃ弱、痛苦的情况下，ʖɉ荷�在太重了。自从耶Ť与門徒同吃逾越Ǒ晚餐之后，他没吃
ʓ一点食物，未喝ʓ一口水。他在客西̎尼园与撒但的使者斗争ó，遭受了痛苦。那ó他已忍受被
P的惨痛，又看ǩ自己的門徒都弃他而逃。他被解到�那和ț�法那里，又解到彼拉多那里；以
后，从彼拉多那里，被送交希律，之后再被送回彼拉多手里。从侮辱到侮辱，从ǵȢ到ǵȢ，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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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鞭打之苦整整一夜，皆是一幕幕把人的心灵逼到ƕ|的惨景。但基督没被打倒。除了荣耀上帝
的Ȗ之外，他未W一言。在整个ʖs�判他的惨无人道的ːC中，他始Ɗ保持˄定和庄重。但在第
二次受鞭打后，将十字架放在他身上ó，他的血肉之躯因体力不支，ø倒在重ɉ之下。 {DA 741.5}

跟在救主身后的群 ，眼看他ʃ弱而ɹ跚的脚步，没有表示任何µˢ之心，反而因耶Ť不能背ɉ
ʖ沉重的十字架而嘲笑、辱̛他。他�再次把重ɉ放在他身上，他又ø倒在地。逼迫他的人才知
道，他�在背不起ʖ付重担。有Ȯ愿意背ʖ耻辱的担子呢？犹太人都不肯背，因
恐怕沾了Ēţ，
不能守逾越Ǒ。ʚ那些跟从他的ý乱群 中，也没人愿意屈身来背ʖ十字架。 {DA 742.1}

ʖó有个陌生的古利奈人西門从�下来，正与˛伍相遇。他听到群 的嘲笑和他�所Ǽ的³言³
ȡ，又听ǩ他�多次ʅ蔑地Ȧ：Ɠ犹太人的王Ƿ路呀！他当ó就¹Ǿ地站住了。他ǉ上露出了同情
之色，他�便抓住他，把十字架放在他的肩上。 {DA 742.2}

西門曾听Ȧʓ耶Ť的事；他的几个儿子也都是相信救主的，但当ó他自己ʕ不是主的門徒。西門
背十字架到髑̤地去，�
一种福分。从此以后，他±是
ʖ次恩遇而感激不已。ʖ次ƍ̟，使他
以后一直甘愿背起基督的十字架，并始Ɗ愉快地站在十字架的重ɉ之下。 {DA 742.3}

跟随那“未被定罪”者到刑s去的人中，有不少�女。她�的注意力全在耶Ť身上。其中有些从前
ǩʓ他；有些 ʓ患病和受苦的人到他面前；有些自己得到ʓ他的医治。Ņ在有人把最近W生的事
告Ȍ她�；她�不明白 人
何�他�所Øĺ，并
之心碎的救主如此®恨。

743

尽管�心病狂的暴徒在W作，尽管祭司和官ˈ�Ŧ凶极³，ʖ些�女ʕ是表露�耶Ť的同情。当
耶Ťø倒在十字架下ó，她�就禁不住号d痛哭起来。 {DA 742.4}

惟有ʖ件事引起了基督的注意。他虽因背ɉ世人的罪孽而̆受痛苦，但�$的表示，并非不关
心。他以慈ĺ的怜¸望着ʖ些�女。她�不是他的信徒，他也知道，她�并非因他是上帝所差来的
而
他哀哭，而是感于人ˎ怜¸之情。他没有ʅ看她�的同情心，但自己�她�生出更深切的同
情，Ȧ：“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
我哭，当
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基督从他目前的|境，展望到
耶路撒冷被Ď的ó候。到那可怕的日子，ǿ多Ņ在
他哀哭的人，必要和她�的儿女一同遭劫。 {DA

743.1}

从耶路撒冷城陷落的情景中，耶Ť想到更大的�判。ʖ³ɘĨ盈的城邑被Ď，正是˱指那必将	
到全世界的最后Ďį。他Ȧ：“那ó，人要向大山Ȧ：‘倒在我�身上！’向小山Ȧ：‘遮盖我�！’ʖ些
事既行在有汁水的Ą上，那枯干的Ą将来怎么ą呢？”耶Ť用有汁水的Ą代表自己无罪的救ɧ主。上
帝既Ƿ他�罪的À怒落在他ĺ子身上，那ƙƜ犯罪的罪人将要受何等的痛苦呢？ˬ固不化、拒不悔
改的人，将要承受一种言ȡ所无法形容的痛苦。 {DA 743.2}

跟随救主到髑̤地的群 中，有ǿ多人在他̠̕荣ʗ耶路撒冷ó，曾Č呼“和散那”，手里ê着棕
Ą枝伴随着他。但不少当ó随声ɯ美他的人，如今却又参加呼喊：“ʦ他十字架！ʦ他十字架！”了。
当耶Ť̠̕ʗ耶路撒冷ó，門徒的希望ʒ到了˨点。他�ɚ近夫子，ǯ得与他ƾ合是无上荣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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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Ņ在他受屈辱ó，反倒ʘʘ落在后面，不敢ŷ跟他了。他�心中充Ĩ$，并因失望而垂~�
气。ʖ种情景是多么确切地£̟了耶Ť所Ȧ的Ȗ：“今夜，你�
我的ƪ故都要跌倒。因
ƍ上ǻ着
Ȧ：‘我要:打牧人，羊就分散了。’” ̎太福音26:31 {DA 743.3}

744

到了刑s，犯人就被Ǝ在苦刑的架子上。那两个强盗在Ǝ他�的人手下，拼命Û扎，但耶Ť却不
抵抗。耶Ť的母�，由那蒙ĺ的門徒扶着，步步跟着儿子到髑̤地。她看到耶Ť在十字架之下的重
ɉ下ø倒，就恨不得能用手托住他受$的~，擦洗那在�孩ó常依偎在她®里的˻。但她没有得到
最后安慰儿子的权利。她和門徒一ą，希望他施展他的权力，救自己脱离仇ð之手。但她一想到耶
Ť�当前的事所Ǽʓ的˱言，她的希望就破į了。当那两个强盗被Ǝ到十字架上ó，她肝ǁ欲裂，
提心吊胆地在旁看着。ˣ道那叫死人复活的一位能Ƿ人把自己ʦ在十字架上[？ˣ道上帝的儿子能
Ƿ人ʖą残忍地ü害自己[？ˣ道她必˫放弃耶Ť是弥ɮ�的信心[？ˣ道她只能眼ŘŘ地看着他
受侮辱、受$害，ʚ在他受苦ó帮帮他的ʖ点权力都没有[？她看到耶Ť的双手伸在十字架上，有
人把ˁ子和ʦ子拿来，当ʦ子ʦ入那柔嫩的皮肉ó，耶Ť的母�已ƍø倒，有几个$透了心的門徒
扶着她，离开了ʖ个可怕的s合。 {DA 744.1}

救主没W一句怨言。他的面容依然˄静沉着，˻上冒出大滴汗珠。此ó却没有怜ĺ的手
他擦去
ʖ死Ǚ的寒露，也听不到一句同情的Ȗ和向他效忠的表示来安Í他的心灵。当兵丁È行他�残酷的
任Fó，耶Ť
仇ð祷告Ȧ：“父啊，赦免他�！因
他�所做的，他�不÷得。”他忘了自己的痛
苦，只想到那些逼迫他之人的罪，以及他�将要受到的可怕Ð£。他没向虐待他的兵Ȧ一句咒ȉ的
Ȗ，也没向那些因阴ȵ得逞而得意忘形、Ĩǉŀ笑的祭司和官ˈ�Ȧ一句复仇的Ȗ。基督怜¸他�
的无知和罪³，只提出了赦免他�的理由：“因
他�所做的，他�不÷得。” {DA 744.2}

如果ʖ些人知道自己所虐待的人，就是那位来拯救犯罪的人类脱离永ʘį亡的主，他�就必Ĩ心
悔恨而¹恐。但他�的蒙昧无知不能免去他�的罪；因他�原是有机会ǴȊ耶Ť，并接受他
他�
的救主的。

745

其中有些人ʕ会看出自己的罪而悔改¨正，而另有一些人<因自己的ˬ固不化，而使基督的祈祷
不能�Ņ在他�身上。虽然如此，上帝的旨意±是要成全的。ʖó，耶Ť正在取得作人类中保的权
利。 {DA 744.3}

基督
他的仇ð所献的祈祷，包括全世界，包括从世界的起~直到其末了的一切罪人。每一人都
ɉ有ʦ死上帝儿子的罪。赦罪之恩也白白ɩƓ每个人。“凡愿意的”，都可以同上帝和好，并承受永
生。 {DA 745.1}

耶Ť一被ʦ上十字架，就有几个壮士把木架�起，使H地插ʗ掘好的洞里，使上帝的儿子受到C
烈的痛苦。彼拉多用希伯来、希腊、拉丁三种文字，写了一t牌子，安在十字架上耶Ť~的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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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子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Ť。”ʖ几个字使犹太人非常不Ĩ。在彼拉多的法庭上，他
�曾喊叫Ȧ：“ʦ他在十字架上！”“除了ț撒，我�没有王。” Ż翰福音19:15 他�ʕȦ：凡承Ǵ别人

王的，就是叛徒。Ņ在彼拉多写的正是他�所表ʒ的情ƛ。没有˹到任何罪状，只Ȧ耶Ť是犹太
人的王。ʖ�˞上Ȧ明犹太人�ƶ̎政权的服从。就是Ȧ，凡自称是犹太人的王的，都要被他�定

ț死的。可ǩ祭司�害人者害己，是作Ǘ自ƫ。当他�Ȅǲȵ害基督ó，ț�法曾宣称，一个人

通国死是有益|的。Ņ在他�的&善被揭穿了。
了除į基督，他�ʚ民族的存在也准}断送
了。 {DA 745.2}

祭司�看出自己所做之事的真相，就要求彼拉多把牌子上的Ȗ修改一下，他�Ȧ：“不要写‘犹太
人的王’，要写‘他自己Ȧ我是犹太人的王。’”但彼拉多因悔恨自己先前的ʃ弱，又鄙ǭʖ些嫉妒成
性、老奸巨滑的祭司和官ˈ�，就冷淡地回答Ȧ：“我所写的，我已ƍ写上了。” {DA 745.3}

其�，那把牌子安在耶Ť~上的，是比彼拉多或犹太人更有权力的一位。上帝的意思，是要藉ʖ
t牌子b起人�的思考，使他�ā˕圣ƍ。基督被ʦ的地方靠近耶路撒冷。当ó有来自世界各地的
人聚在城里。所以，宣布拿撒勒人耶Ť
弥ɮ�的牌子，

746

必引起他�的注意。牌子上的ʖ句Ȗ是活的真理，是上帝所指引的手写上去的。 {DA 745.4}

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苦ˣ，£̟了先知的˱言。在救主被ʦ之前数百年，他早已˱言弥ɮ�所要受
的虐待。他Ȧ：“犬类p着我，³党ńƑ我；他�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我都能数ʓ，他
�瞪着眼看我。他�分我的外衣，
我的里衣拈˔。” ȓ篇22:16-18 那有关他衣服的一段˱言£̟
ó，耶Ť的朋友或仇ð都没有参加意ǩ，或者予以阻止。耶Ť的衣服被那些ʦ他在十字架上的兵丁
没收了。基督听ǩ他�分衣服ó引起的争吵。基督的里衣没有Ʈ，是上下一片Ɖ成的；他�Ȧ：“我
�不要撕开，只要拈˖，看Ȯ得着。” {DA 746.1}

救主在另一段˱言中宣称：“辱̛$破了我的心，我又Ĩ了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
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他�拿苦胆Ɠ我当食物；我渴了，他�拿醋Ɠ我喝。” ȓ篇69:20,
21 当ó在十字架上受刑的人，可以服一种麻醉A，以消除疼痛。ʖǚ也有人拿Ɠ耶Ť，他�了就拒
ƕ喝。他不愿喝任何麻痹心灵的�西。他的信心必˫ŷŷ握住上帝，上帝是他唯一的力量。如果受
麻醉，就会Ɠ撒但留下可乘之机。 {DA 746.2}

耶Ť挂在十字架上ó，他的仇ð尽情在他身上泄恨。祭司、官ˈ和文士�会同暴徒ǵȢ奄奄一息
的救主。在基督受洗和登山X像ó，曾有人听ǩ上帝的声音宣布基督
上帝的儿子。后来，基督被
P的前夕，有天父的Ȗȇ�基督的神性。但Ņ在那从天上来的声音却静默无声。人�听不到一句有
利于基督的ǩȇ。他独自一人忍受着³人的侮辱和ǵȢ。 {DA 746.3}

他�Ȧ：“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他若是基督，上帝所Óʜ的，可以救自
己吧！”在ô野Ȓ探中，撒但Ȧ：“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ʖ些石~X成食物。” ̎太福音4:3,
6 如今撒但和³使者装扮成人，也站在十字架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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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7

748

749

ʖ³魔的魁首和他的从者，正与祭司和官ˈ�合作。民 的教��已鼓G无知的暴徒，�他�从
未ǩʓ的基督作出�判，他�ǿ多人只是到被迫作ǩȇó，才初次ǩ到他。祭司、官ˈ、法利ɮ人
和无情的暴徒，正在³魔般的ŋ狂中，携手同ȵ。宗教˳袖�与撒但和他的³使者Ÿ合在一起，唯
撒但的旨意是从。 {DA 746.4}

身受痛苦、奄奄一息的耶Ť，�祭司�所Ȧ的Ȗ句句都听ǩ了。他�Ȧ：“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
己。以色列的王基督，Ņ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看ǩ，就信了。”基督很可以从十字架上下
来。但是，正因
他不愿救自己，他才能Ɠ罪人以蒙上帝赦免和眷˭的希望。 {DA 749.1}

那些自称
解ʣ˱言者ǵȢ救主的Ȗ，恰巧在ǼȦ旧Ż圣ƍ所˱言，他�在此s合所要Ǽ的Ȗ。
他�却盲然无知，没ǯ察自己正在£̟先知的Ȗ。他�ǵȢȦ：“他倚靠上帝，上帝若喜悦他，Ņ在
可以救他，因
他曾Ȧ：‘我是上帝的儿子。’”他�一点也没想到，他�的ǩȇ要#到万代。ʖ些Ȗ
虽然是用ǵȢ的口吻Ȧ出来的，却令人空前ĸ心地去ā考圣ƍ。智慧人听到ʖ些Ȗ之后，就去ā考
圣ƍ、默想、祷告。有些人孜孜不倦地以ƍ解ƍ，直到他�明白基督的使命
止。人�基督的Ǵ
Ȋ，从来没像他ʦ在十字架上ó那么普遍。在ǿ多看ǩ十字架的情景，听ǩ基督ǼȖ的人心中，真
理的光正在照耀。 {DA 749.2}

在十字架上受惨痛的耶Ť所得的一�安慰，就是一个悔改的强盗的祷告。那两个与耶Ť同ʦ十字
架的人，起初也ǵȢ他。有一个在痛苦折磨下，X得更Ŧ凶极³了，他的同伴却不然。他不是死了
心的ʙ法之徒；他曾被不良的同伴引Ȥ步入歧途，但他的罪比ǿ多站在十字架旁辱̛救主的人ʕ
小。他ǩʓ耶Ť，也听ʓ他Ǽ道，他的教Ǹ使他有所感悟；但因受祭司和官ˈ的影响而离开了他。

求堵住良心的自Ɍ，他就在罪³泥坑里越陷越深，直到被捕、受�，并被判|ʦ十字架的死刑。
他在�判S里和去髑̤地的路上，都同耶Ť在一起。他听ǩ彼拉多Ȧ：“我ā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Ż翰福音19:4

750

他曾注意耶Ť那神圣的˾度和他�折磨他的人所®的怜¸和�恕。在十字架上，他看ǩǿ多大宗
教家伸着舌~奚落耶Ť。他听到犯罪的同伙跟 人̛他，Ȧ：“你不是基督[？可以救自己和我�
吧！”他也听ǩʓ路人重述耶Ť的Ȗ，ǼȦ他的作
。ʖ强盗重新确信：ʖ人必是基督。于是£声Ɍ
}那人Ȧ：“你既是一ą受刑的，ʕ不怕上帝[？”两个垂死的强盗�世人再没e可怕的，但其中一人
却深深感悟：有一位上帝£ț惧怕，有个使他Å栗的未来。他ʖ沾Ĩ罪Ē的人生史快要Ɛ束了，便
Ȧ：“我�是£ț的，因我�所受的与我�所作的相称。但ʖ个人没有作ʓ一件不好的事。” {DA 7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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Ņ在ʖ强盗明白了。既无®疑，也无怨恨。=被定罪ó，他是灰心ƕ望的；ʖó却生出微妙而甜
美的思潮。他想起从前听ǩ的有关耶Ť的事：他怎ą医治病人，赦免罪³。他听到ʓ那些信耶Ť，
并哭着跟随他的人所Ȧ的Ȗ；他=看ǩ并念ʓ那安在救主~上的名号；听到ʓ路人在念ʖ名号；有
些人是 着悲$˽抖的声音，另一些人是在打趣ǵ笑地念着。同ó有圣灵\W他，于是一ʚ串凭据
逐ĥʚƐ起来了。在被U$、受Ä弄，并挂在十字架上的耶Ť身上，他看出了那除去世人罪孽的上
帝的羔羊。当ʖ无依无靠而Į	死亡的生灵，全然投靠Į	死亡的救主ó，他W出希望和痛苦相交
Ɖ的喊声Ȧ：“主啊，你得国降	的ó候，求你ǻ念我！”  {DA 750.1}（注１）

他立ó得了答复：音ȯ柔和、悦耳的Ȗ里Ĩ有慈ĺ、怜¸和能力：“我今日�在告Ȍ你，你要同我
在�园里了。”  {DA 750.2}（注２）

在受惨痛的漫ˈóˎ里，辱̛和嘲笑的Ȗ，一直落在耶Ť耳中。就是被挂在十字架上的ó候，他
所听到的，仍旧是ǵȢ和咒ȉ的声音。他是多么渴望能从門徒口中，听到表示信心的Ȗ呀！可是他
只听ǩ悲Y的ȖȦ：“我�素来所盼望要ɧ以色列民的，就是他。”所以，ʖ垂死的强盗Ȧ的 有信心
和ĺ心的Ȗ，使救主得到何等的喜悦啊！正当犹太人的˳袖弃ƕ他，而且ʚ門徒都®疑他的神性
ó，那可怜的、垂死的强盗却称耶Ť
主。从前，在他行神迹ó，以及后来在他从坟墓里复活ó，
倒有很多人愿意称他
主，可是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ó，除了因悔改而得救的强盗之外，竟没有一
个人Ǵ他
主。 {DA 750.3}

751

当那强盗称耶Ť
主ó，旁Ǫ者也听到了他的Ȗ。ʖ¬悔者ȦȖ的声ȯ引起他�的注意。在十字
架下
基督的衣服争吵，并
他的里衣拈˔的人，也停下来/听。他�À怒的声音止息了。他�屏
息地望着基督，并等着听ʖ一位垂死者的答复。 {DA 751.1}

当基督Ȧ出那句£ǿ的Ȗó，Ů罩在十字架上的�云好像被一道明光穿透。¬悔的强盗，当ó就
得到蒙上帝悦ƀ的完全平安。基督在他的屈辱中得了荣耀。 人以
是被征服了的一位，Ņ在反而
成
征服者。Ɗ于有人承Ǵ他是担当罪孽的主了！世人尽管在他的肉体上行使他�的权柄；他�尽
管用荆棘的冠冕刺破他的˻角；他�尽可以剥去他的衣服，并
分衣服而争吵；可是他�不能剥�
他赦罪的权柄。他在	死的ó候，
自己的神性和天父的荣耀作了ǩȇ。他的耳朵并非W沉不能听
ǩ，他的臂膀并非Ƴ短不能拯救。凡靠他ʗ到上帝面前来的人，他有无上的权柄能将他�拯救到
底！ {DA 751.2}

“我今日�在告Ȍ你：你要同我在�园里了。”基督并没有£ǿ那强盗，当天就同他在�园里，因

当天他自己没有到�园去。他却是睡在坟墓里，及至复活的早晨他Ȧ：“我ʕ没有升上去ǩ我的
父。” Ż翰福音20:17 但他的£ǿ，是在ʦ十字架的那一天，就是表面上失Ɏ与黑暗的日子W出的。
“今日”，当基督作
罪犯死在十字架上ó，他向那可怜的罪人保ȇȦ：“你要同我在�园里了。” {DA

751.3}

与基督同ʦ十字架的强盗，“一ʑ一个，耶Ť在中ˎ。”ʖ是祭司和官ˈ�所安排的，基督被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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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强盗中ˎ，是要表明他是三个罪囚中的首³。ʖą就£̟了圣ƍ的Ȗ：“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
以ɮ��53:12 但是祭司�没有看出他�ʖ一行
的全部意。耶Ť与强盗同ʦ，是“在中ˎ”；照
ą，他的十字架也是Ą立在陷于罪³的世界中ˎ，而且他�¬悔的强盗所Ȧ赦免的Ȗ，已点燃一œ
明灯，其光芒必照到地极。 {DA 751.4}

752

 天使¹奇地看到耶Ť无Ŧ的慈ĺ，他虽然身心遭受着最C烈的惨痛，但仍然只
他人着想，并
鼓励悔改的人要相信。在他的屈辱之中，他以先知的身份，向耶路撒冷的女子ǼȖ；以祭司和中保
的身份，求父赦免ü害他的人；又以救主的身份̈恕¬悔之强盗的罪。 {DA 752.1}

当耶Ť望着四p的群 ó，有一人引起他的注意。他的母�由門徒Ż翰扶着，站在十字架下。̎
利�不忍心离开她的儿子。Ż翰知道夫子已	Ɗ，故把母�又 到十字架跟前。基督	死ó，ʕ是
挂念着母�。他望着母�悲$的ǉ，再向Ż翰一望，�她Ȧ：“母�，看你的儿子！”又�Ż翰
Ȧ：“看你的母�！”Ż翰明白基督的Ȗ，并接受了他的委托。他立即就接̎利�到自己家里，从那ó
就孝˪地照£她。哦，ʖ位可怜而有ĺ心的救主，在他肉体一切痛苦和精神的折磨之中，仍ºǻ着
母�！他没有留下金ʭ，Ƿ她安度晚年；但有个Ż翰与他最
知心，所以他就将母�当作一份宝ɛ
的ʟ�留ƓŻ翰。ʖą，他就
母�˱}了她最大的需要：一位因她ĺ耶Ť而ĺ她的人的体ɚ和孝
˪。Ż翰以她
神圣的委托接待了她，�在是得了极大的福分̎利�能ƍ常使Ż翰想起他所ĺ的夫
子。 {DA 752.2}

基督孝敬父母的完全榜ą，在T代的幽暗中，放出了明亮的光ʌ。三十年来，耶Ť以每日的辛
I，帮助母�肩ɉ家庭的重担。Ņ在，就是在他最后的惨痛中，ʕ想着
他$寡居的母�作妥善
的安排。主的每个門徒，也必˫表Ņʖ同ą的精神。凡跟从基督的人都会感受到，孝敬父母，ɱ养
父母，是他�宗教生活所必˫的一部分。凡心中存有基督之ĺ的人，他�的父母£永ʘ得到ƈ心、
周到的侍奉和深切、柔和的孝˪。 {DA 752.3}

此ó，荣耀的主正在十字架上，
作人类的ɧ价而将身亡。基督舍弃宝ɛ的生命ó，并没有ǅ利
的喜�鼓舞着他。虽然此刻�他来Ȧ尽是残酷，尽是幽暗，然而，那U在他身上的重担，并不是�
死亡的恐惧。那使他遭受言ȡ所无法形容之惨痛的，也不是十字架的疼痛和耻辱。基督是最能吃苦
的。他此ó的痛苦，

753

是因感ǯ到罪的极度凶ˡ和深知人类因�于行³已看不出罪³的可怕。基督深知罪在人身上的J
力是多么根深蒂固，而且愿意Û脱罪³J力的人又是何等稀少。他也知道，若不得上帝的帮助，人
类必然į亡。但他又看到，千万人在可能得帮助ó竟ɳ于沉Ĕ。 {DA 752.4}

我� 人的罪孽，都放在我�的替身和保人基督身上了。
了救ɧ我�脱离律法的咒ȉ，他被称

有罪者。因此，�当每个子�的罪，ʖó都重重地U在他心上。上帝�罪³的À怒，�不法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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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ö出的憎³，使他的儿子心中¹恐不已。基督一生都在向堕落的世界宣Ǽ天父的怜¸和赦罪之ĺ
的佳音。他Ǽȁ的主˹，是罪魁得蒙救恩的喜Ǻ。可是，如今他既担ɉ着可怕的罪担，就看不ǩ天
父慈ĺ的圣˺了。上帝在救主受最C烈痛苦的ó刻向他掩面，使他ǁ断心碎，其$痛是世人永不能
充分明白的。他心灵上的C痛， 使他几乎感ǯ不到肉体上的痛苦。 {DA 753.1}

撒但用猛烈的Ȓ探Ǩ:耶Ť。救主此刻不能透ʓ坟墓的門看到未来。希望没能Ƿ他看ǩ自己以ǅ
利者的姿¯从坟墓里出来，也没能告Ȍ他，天父会悦ƀ他的ļ牲。他只怕罪³在上帝眼中极
可
憎，甚至他必˫与上帝永ʘ分离了。基督ʖó所忍受的，就是将来他不再
罪人代求ó，每个罪人
所必要受到的惨痛。上帝儿子所喝的苦杯之所以如此苦ģ，甚至使他心碎，乃是因
他替人类“成

罪”，以致上帝的À怒降在他身上。 {DA 753.2}

 天使目睹救主ƕ望的悲痛，不ǅ¹异。天上的全6掩面回首，不忍再看ʖ一幕可怕的景象。ʚ
自然界也向它受尽凌辱、奄奄一息的>造主表示同情。日~也拒ƕ看ʖ一可怕的惨景。正当中午İ
Ĵ的阳光普照大地ó，忽然它被掩没了。深沉的黑暗像棺罩一般，包p着十字架。“从午正到申初，
遍地都黑暗了。”那ó并没有日ǣ，（Ȑ者按：逾越Ǒ.正月十四，月望期；日ǣ必定是在月朔。）
也并非其它任何自然Ņ象造成ʖ无月亮、无星光、黑如夜半的幽暗。ʖ乃是上帝
了u固后世 人
的信心，所ɩ下的神奇ǩȇ。 {DA 753.3}

上帝的圣˺藏在深沉的黑暗中，“他以黑暗
藏身之|”，（ȓ篇18:11）使人的眼睛看不ǩ他的荣
耀。

754

那ó，上帝和他的圣天使都在十字架旁，有圣父与他的圣子同在。然而，他的圣˺并未ö露。倘
若他的荣耀从黑暗中ö耀出来的Ȗ，凡看ǩ的必被Ďį。而且在那恐怖的ó辰，基督不可得到天父
与他同在的安慰。“他独自踹酒榨， 民中无一人与他同在。” 以ɮ��63:3 {DA 753.4}

上帝用那次深沉的黑暗，来遮掩他儿子人性的最后的惨痛。凡看ǩ基督受苦的人，无不感悟到他
的神性。人一看到他的面容，就永ʘ不会忘ǻ。țˢ的面孔怎ą表露他ü人的罪辜，照ą，基督的
面容也ö明他的无罪、恬静、慈祥上帝的形象。但是控告他的人，偏偏不理会ʖ上天的Ăǻ。ǵȢ
他的人群，已ƍ目睹基督ƍ受ˈóˎ的悲痛。Ņ在慈怜的上帝要用黑暗
外披，把他遮蔽起来。 {DA

754.1}

ʖó，死亡的沉寂Ů罩着髑̤地。聚集在十字架周p的群 ，被一种Ȧ不出来的恐怖所震Á。他
�咒̛和ǵȢ的Ȗ，Ȧ了半截就止住了。男女老少都仆倒在地。从黑暗中，不ó有Ĳ烈的ˉŇ，照
出被ʦ十字架的救主。祭司、官ˈ、文士、兵丁和暴徒，都以
他�遭Ð的ó辰已到。ʓ一会，有
人ʅ声Ȧ：耶Ť要从十字架上下来了。有些人在Ȅ法摸索着回到城里去，一路捶着胸，惧怕地哭喊
起来。 {DA 754.2}

Ż在申初（午后三ó），黑暗从 人之中消散了，但仍Ů罩在救主四p，象征着那U在他心上的
痛苦和悲$。没有人能看透那包p十字架的黑暗，更没有人能Ĝ度那Ů罩在基督心灵上的、更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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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幽暗。狂怒的ˉŇ，似乎都向挂在十字架上的主Ǩ来。随后，“耶Ť大声喊着Ȧ：‘以利！以利！拉
̎撒巴各大尼。’就是Ȧ：‘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什么离弃我？’”当外p的黑暗Ů罩着救主ó，ǿ
多人感YȦ：上天的Ð£落在他~上了，上帝À怒的雷霆向他W作了，因
他自称是上帝的儿子。
ǿ多相信他的人，听ǩ他ƕ望的喊声，他�的希望也破į了。如果上帝已离弃耶Ť，他的門徒ʕ能
信靠什么呢？ {DA 754.3}

及至黑暗从基督沉郁的心灵上消退ó，耶Ť便感ǯ到肉体的痛苦了。他Ȧ：“我渴了。”一个ƶ̎
士兵看到他焦干的嘴唇，

755

G了µˢ之心，拿海Ə蘸Ĩ了醋，Ǝ在Ǔ子上，ʞƓ耶Ť喝。但祭司�仍在嘲笑他的痛苦。当黑
暗Ů罩全地ó，他�心里惧怕起来；及至他�的恐惧消失之后，他�又怕耶Ť从他�的手中逃脱。
他�ȣ会了他所Ȧ的：“以利，以利，拉̎撒巴各大尼”的意思；所以，ʅ蔑地Ȧ：“他叫以利�呢。
”他�拒ƕ了ʖ减ʅ他痛苦的最后机会，便Ȧ，“且等着，看以利�来救他不来。” {DA 754.4}

那无瑕无疵的上帝的儿子，挂在十字架上，因受鞭打而遍体̩$。那常伸出来
人祝福的双手，
被ʦ在木~上；他那双
施ĺ于人而不倦奔走的脚，被ˈʦ子ʦ在木~上；君王的˻角被荆棘作的
冠冕所刺$，W˽的嘴唇W着悲哀的喊声。他所受的ʖ一切从他的~、手和脚上所滴下的血点，他
那全身抽搐的痛苦，以及那因天父向他掩面而使他心中充Ĩ的Ȧ不出的悲惨是在向每一个人Ȧ明：
上帝的儿子愿意背ɉ罪³的重担，乃是
你！
你，他攻破了死亡的关塞，敞开了�园的門Æ；那
曾平息怒涛，并在澎湃的巨浪上行走，使鬼魔Å¹，病魔逃匿，使瞎子重ǩ光明，死人起死回生的
主，如今竟将自己献在十字架上作
ɧ罪祭。ʖ一切都是因ĺ你而作的！

756

那背ɉ罪孽的主，忍受上帝的怒，竟
你的ƪ故“成
罪”。 哥林多后�5:21 {DA 755.1}

Ǫ ǀ静地看着ʖ幕惨C的Ɛ束。太阳又重新出Ņ，但十字架仍被黑暗Ů罩。祭司和官ˈ�向耶
路撒冷望去，不料，那ğ厚的黑云已Ů罩全城和犹大地高原。公的日~，就是世界的光，此ó从
那一度蒙ĺ的耶路撒冷收回了他的光芒。上帝À怒的雷霆，将要向ʖ注定遭劫的城W作了。 {DA 756.1}

忽然，黑暗从十字架上完全消散了。耶Ť就用清楚宏亮、响ª宇宙的声音喊叫Ȧ：“成了！”“父
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有光ńƑ着十字架，救主ǉ上W出荣光如同日~，随后他~垂胸
前，死了。 {DA 756.2}

在那恐怖的黑暗中，基督明ö地被上帝离弃了。那ó基督喝尽了人类š患之杯最后一滴苦汁。在
那可怕的几小ó里，他惟有信ɫ天父ʓ去悦ƀ他的凭据。基督熟知他父的品德；他明了他的公、
他的怜¸和他的大ĺ。基督凭着信心，仰ɫ他向来所�意˪从的父。因此，当他˪服地把自己交Ɠ
上帝ó，先前所有不蒙天父喜悦的感ǯ就消失了。基督因信而得了ǅ。 {DA 7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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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从来没ǩʓʖą的景象。 人呆呆地站着，屏着气凝ǭ救主。黑暗再度遮盖了全地。 人听
到ʄʄ隆隆的声响，如同打大雷的声音。于是地大震G，ˮó呈Ņ一片ý乱¹慌的景象。在四p的
高山上，大t岩石被震下来，滚落到山脚的平原上。ǿ多坟墓裂开了，尸首从里面震了出来，祭
司、官ˈ、兵丁、@子手和 人都¹恐万状，仆倒在地，不敢作声。 {DA 756.4}

基督呼喊：“成了”的ó候，祭司正在供ƽ，是献晚祭的óˎ。˱表基督的羔羊已ƍĻ来，正˱}
宰ü。祭司穿着寓有属灵意的M�外袍，站在那里，�起刀来，好像�伯拉罕将要ü他儿子ó的
姿¯。群 正聚精会神地Ǫ看。忽然大地震G，

757

因主�自	近了。圣殿的幔子被一只看不ǩ的手，从上到下撕
两半。将那一度
上帝	格的荣
光所充Ĩ的至圣所，暴露在 人眼前。古ó的云柱火柱曾在此停留。上帝曾在ʖ里的施恩座ö出他
的荣光。除了大祭司之外，从来没人能揭开ʖ道分隔至圣所同圣殿其他部分的幔子。只有大祭司能
一年ʗ去一次，
百姓ɧ罪。但不料，ʖ幔子已裂
两半。从此，地上圣殿的至圣所再不是神圣的
所在了。 {DA 756.5}

到|是一片¹恐，一片慌乱。祭司正要宰ü祭牲的ó候，刀从他Wʃ的手里掉在地上，羊也逃走
了。在上帝的儿子断气ó，表号与�体会合，那最大的ļ牲已ƍ献上，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已
 人
˱}。从此以后，救主耶Ť要在高天之上，担任祭司和中保的ƽF。当ó好像有声音向殿中礼拜的
人Ȧ：一切
罪而献的祭物与ļ牲就此告Ɗ。上帝的儿子已ƍ照他以下的Ȗ来ʓ了：“上帝啊，我来
了，
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ƍ卷上已ƍǻʆ了。” 希伯来�10:7 他“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ʗ
入圣所，成了永ʘɧ罪的事。”希伯来�9:12 {DA 757.1}

758

第七十九章 “成了！”

基督的生命一直到他完成降世
人的大工之后才告Ɛ束，他用	Ɗ的最后一口气喊了声：“成
了！” Ż翰福音19:30 ʖsÅ斗打ɲ了。他的右手和圣臂已取得ǅ利 ȓ篇98:1。他以ǅ利者的姿¯，
将他的旗�插上了永世的高峰。 天使�不也都Č¡[？全天庭无不
救主的ǅ利而Č呼。撒但被
:Ɏ了，他知道自己的国度必要į亡。 {DA 758.1}

“成了”ʖ句Ȗ，� 天使和未曾堕落的ȩ世界是意味深ˈ的。救ɧ大工的完成既是
了我�，也
是
了他�。他�与我�同享基督ǅ利的果�。 {DA 758.2}

直到基督受死之ó，撒但的真面目才暴露在 天使和未曾堕落的ȩ世界面前。ʖ背道的魁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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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用̡û掩̅自己，以致ʚ圣洁的天使也没看穿他的心û，没看清他背叛的真相。 {DA 758.3}

ʖ胆敢出来反�上帝的，是个具有非常能力和荣耀的天使。关于路ˀ甫，耶和M曾Ȧ：“你无所不
}，智慧充足，全然美�。” 以西Ɛ�28:12 路ˀ甫原来是遮掩ŻĀ的基路伯。他曾站在上帝圣˺的
荣光之中。他在一切受造之物中本是最高ɛ的，也是最能把上帝的旨意\示Ɠ全宇宙的。

759

但正因
他在天父面前居于崇高地位，他犯罪之后的欺̡性就更大，而揭露他的真面目也更
困
ˣ。 {DA 758.4}

上帝完全可以Ďį撒但和一切同情他的天使，ʖ在上帝原不ɞ吹灰之力，但他没有ʖą做。他不
打算用武力来制ǅ叛乱。强制的手段只存在于撒但的政体中；ʖ不是耶和M所用的方法。他的权威
建立在良善、怜¸和慈ĺ上，所以他必˫按ʖ些原<E事。上帝的政权是以道
基ş的，故信�
和慈ĺ是上帝用以致ǅ的能力。 {DA 759.1}

上帝定意要将万事置于永保安ť的基ş上，故天上的ǹ会决定，要Ɠ撒但充分的óˎ来�施他建
立政权的基本ſ˳。他曾宣称他的ſ˳比上帝的更!越。所以上帝要Ɠ他óˎ去ɘª他的主¦，Ƿ
全宇宙看明真相。 {DA 759.2}

撒但引人陷入罪中ó，上帝就�施了他的救ɧǲ划。四千年来，基督一直在致力于拯救人类，而
撒但<一直在使人Ɏ亡。ʖ一切，全宇宙都看ǩ了。 {DA 759.3}

耶Ť来到世上ó，撒但的权J就ʀʓ来向他ʗ攻。从耶Ť在伯利恒作�孩ó起，ʖ个Ų位者就一
直在想方Ȅ法要除į他。撒但用尽所有的方法，要阻止耶Ť度ʓ完美的童年和毫无ʓ失的成年，不
Ƿ他完成圣善的服F和无瑕疵的ļ牲。但他没有成功。他不能引Ȥ耶Ť犯罪，不能使他灰心失望，
更不能逼他放弃降世
人所要作的工。从ô野到髑̤地，撒但À怒的˾暴不断地Ǩ:他，但ʖ˾暴
越是无情地摧残上帝的儿子，他便越有力地抓住他父的膀臂，在血染的路上勇往直前。撒但U迫并
ǅʓ耶Ť的一切努力，反而使他无瑕疵的品格ö出更ž洁的光彩。 {DA 759.4}

全天庭和未曾堕落的ȩ世界都曾目睹ʖ一s斗争。他�是以何等ŷ¦的情ƛ望着ʖ最后的几幕景
象啊！他�看ǩ救主走ʗ客西̎尼园，看ǩ他因大黑暗的恐怖而心灵$痛，听ǩ耶Ť悲哀的呼
声：“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ʖ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太福
音26:39 当天父ʀǉ不˭他ó，他�看到他承受着极大的$，ʓ于他与死亡作最后争斗ó所受的
$痛。大血点般的汗珠，

760

从他的毛孔里渗出来，滴在地上。求救的祈祷，一ʚ三次从他口中逼了出来。天庭再也不忍看下
去；于是有安慰的使者奉差遣到上帝的儿子那里去。 {DA 759.5}

天庭看ǩ上帝的“ļ牲者”被P到嗜ü成性的暴徒手里，一路上受着ǵȢ和虐待，匆匆忙忙地从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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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判S被 到那个�判S；天庭听ǩ逼迫他的人因他出身的卑微而嘲笑他；他最ĺ的門徒之一W
咒起誓不ǴȊ他；天庭看到撒但的ŋ狂手段，以及他控制人心的力量。哦，那是多么可怕的景象
啊！救主在客西̎尼园半夜被劫拿，从公会到�判SƓ人拖来拖去。在祭司，公会和彼拉多面前各
受�两次，在希律面前一次，受Ä弄，遭鞭打，被定罪，在耶路撒冷女子的哀哭和暴徒的嘲笑之
中，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出去，被人ʦ上十字架。 {DA 760.1}

天庭悲À¹Ǿ地望着耶Ť挂在十字架上，有血从他刺$的两̥流下，汗珠如血点从他˻~冒出。
他的手和脚流出的̨血，一滴滴地落在十字架下的岩石上。双手ʦ穿的$口因身体的重量而开裂。
当他的心灵在世人的罪担重U下喘息ó，他的呼吸越来越急、越来越深了。在ʖ极度的痛苦之中，
基督ʕ
仇ð祷告Ȧ：“父啊，赦免他�，因
他�所作的他�不÷得。” 路加福音23:34 此ó全天庭
无不大大¹奇。但站在十字架下的那些照着上帝形像被造的人，反而ƾ合起来，ü了上帝的独生
子。ʖ在全宇宙看来是何等的景象啊！ {DA 760.2}

那ó空中掌权的黑暗J力，都聚集在十字架周p，向世人心中投下不信的阴影。太初耶和M>造
ʖ些使者侍立在他宝座前ó，他�是美�、光荣的。他�的美�和圣洁也与他�的崇高地位相称。
他�因上帝的智慧而富足，以天上的甲胄
配}。他�原是耶和M的È事。但Ņ在Ȯ能Ǵ出ʖ些堕
落的天使，就是一度在天庭服役的荣耀的撒拉弗呢？ {DA 760.3}

撒但的党羽和³人ƾ合起来，Ȥ使人相信基督是个罪魁，并以他
憎恨的�象。当基督被ʦ上十
字架ó，那些ǵȢ他的人都被第一大叛逆者的精神所鼓G。

761

撒但以卑鄙̵̴的Ȗ充Ĩ他�的口，̓G他�侮辱耶Ť。尽管如此，他却毫无所Ǜ。 {DA 760.4}

若能在基督身上ā出一点罪Ē，如果他
了逃避可怕的折磨而在任何方面稍微向撒但Ƿ步，上帝
和人类的仇ð就必得ǅ。Ɛ果，基督垂首死去，始Ɗ持守�上帝的信心和˪服。“我听ǩ在天上有大
声音Ȧ：‘我上帝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Ņ在都来到了，因
那在我�上帝面前昼
夜控告我�弟兄的，已ƍ被摔下去了。’” \示©12:10 {DA 761.1}

撒但看出自己的假面具已被剥下，他的行径已在未曾堕落的天使和全宇宙面前暴露无ʟ。他ö明
自己是个ȵü犯。由于他流了上帝儿子的血，就使自己ª底�失天上 生的同情。从此以后，他的
工作必受到限制。不管他装出什么姿¯，他再不能向来自天庭的使者控告基督的弟兄，Ȧ他�穿着
被罪玷Ē的Ǉ衣服了。撒但同天上ȩ世界ˎ感情上的最后ƾƔƊ于断ƕ。 {DA 761.2}

尽管如此，撒但ʕ没有被Ďį，因
就是到了那ó， 天使ʕ不能完全明白ʖs大斗争所涉及的
方方面面。同天地命ʔ息息相关的重大原<，必˫更充分地ö明。
了人类的ƪ故，必˫Ƿ撒但ƙ
Ɯ存在，使人类也和天使一ą看出光明之君与黑暗之君的区别，人类必˫ʜ×所要侍奉的主。 {DA

761.3}

大斗争开始ó，撒但称，上帝的律法是不能守好的。又Ȧ，公与怜¸是互不相容的。人ʙ背律
法，就不能得赦免。撒但主¦，每一罪行都£受Ʒ。上帝若免去罪的刑Ʒ，就不是ȕ�公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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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当世人犯了上帝的律法，ʙ抗他的旨意ó，撒但Č¡雀ɴ，并宣称：ʖȇ明律法不能守好，人
也不能得赦免。因撒但叛逆后被赶出天庭，故他断言人类也必永ʘ与上帝的恩ĺ隔ƕ。他强ȯ：上
帝若向罪人施怜¸，就不是公的上帝。 {DA 761.4}

其�，作
罪人，人的地位ď竟与撒但不同。路ˀ甫在天上，是在上帝荣耀的光照之下犯罪的。
那ó他所得到的有关上帝之ĺ的\示，是任何其他受造之物所不曾得到的。

762

撒但既ǴȊ上帝的品德，了解他的良善，竟决定˪从自私自恃的心意，ʖ就是他最后的ʜ×，上
帝再不能用什么方法来救他了。但人类是受了欺̡；人的心智被撒但的Șʐ蒙蔽了，所以不知道上
帝的慈ĺ是何等ˈ˙高深。因此人ʕ有明白上帝之ĺ的希望，ʕ可能因看明上帝的品德而被吸引¨
回上帝。 {DA 761.5}

上帝的怜¸已藉着耶Ť向世人ö明了。但怜¸并不排除公。律法ö明了上帝品德的属性，所以
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更改，来迎合人类的堕落状况。上帝没有改X律法，但是
了救ɧ人类，他
在基督里ļ牲了自己。“ʖ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 哥林多后�5:19 {DA 762.1}

律法的要求就是公公的生活和完美的品格，ʖ是世人拿不出来的。但基督取了人性来到世
上，ʓ着圣洁的生活，ʶ造了完美的品德。ʖ一切他都白白ɩƓ凡愿意接受他的人，他的生活就代
替了世人的生活。ʖą，人�ʓ去的种种罪³，就因上帝的�容而蒙赦免。此外，基督ʕ将上帝的
属性授与人类，按照上帝品德的模式建造人类的品格，使之具有属灵的强健和完美。ʖą，律法的
就在信基督的人身上成全了。上帝能“使人知道他自己
，也称信耶Ť的人
。” ƶ̎�3:26
{DA 762.2}

上帝的ĺ，在他的公中表Ņ出来，正像在他怜¸中所表Ņ的一ą。公是他宝座的根基，也是
他的ĺ的果�。撒但的目的，是要把怜ĺ从真理和公分割开来。他想ȇ明上帝律法的公是平安
的大ð。但基督已ȇ明：ʖ两件事在上帝的ǲ划中密切相ƾ，相ʉ相成，缺一不可。“慈ĺ和ȕ�彼
此相遇；公和平安彼此相�。” ȓ篇85:10 {DA 762.3}

基督藉着他的生和死，ȇ明上帝的公不会破坏他的慈ĺ；并ȇ明：罪能得赦免；律法是公
的，也是完全能遵守的。撒但的控告被̔倒了。上帝已Ɠ人明确无ȣ的凭据来ȇ明他的ĺ。 {DA 762.4}

如今撒但提出另一种欺̡，Ȧ慈ĺ已ƍ破坏公，Ȧ基督的死已ƍ¥掉天父的律法。殊不知，律
法若真能更改或¥掉，基督就不必死了。¥掉律法，

763

无异是使罪³永垂不朽，使世界落在撒但的控制之下。正因
律法是不X的，并且人惟有˪从律
法的条例才能得救，所以耶Ť才在十字架上被�起来。如今基督用来u定律法的E法，撒但倒Ȧ是
¥除律法的。基督与撒但之ˎ的大斗争，必将在ʖ一点上W生最后的冲突。 {DA 762.5}



4/7/13 7:52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393 of 429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36&start_paragrap…003633895&finish_paragraph=1003637983&references=1&pagebreaks=1

今日撒但倡�的理ȁȦ：上帝�口˯布的律法是有缺欠的，其中某些ƈ<已被¥除。ʖ就是他迷
惑世人的最后大̡局。他不必攻:全部律法，如能引Ȥ人抹煞其中一条，他的目的就ʒ到了。“因

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 条。” 雅各�2:10 人只要同意破坏一条律法，就
必使自己陷于撒但权下。故撒但想用人的律法来代替上帝的律法，藉以控制全世界。ʖ工作在先知
�中已有˱言。关于代表撒但的大叛逆J力，˱言Ȧ：“他必向至高者Ȧ夸大的Ȗ，必折磨至高者的
圣民，必想改XǑ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 但以理�7:25 {DA 763.1}

有人将要制ǳ他�自己的律法，来反抗上帝的律法。他�要强迫别人ʙ背良心，而且
了推行ʖ
些律法，他�将要U迫自己的同伴。 {DA 763.2}

在天上开始反抗上帝律法的Å争，必持Ɯ直到末ó。每个人都将受到考̟。˪从或不˪从，是全
世界要决定的ˋ˹。人人都要在上帝的律法和人的律法之ˎ作出决×。分界ƅ划定于此。将来世上
只能有两等人。各人的品格都将成熟，人人都要ö明他�ʜ×的究竟是站在忠˪的一ʑ，ʕ是叛逆
的一ʑ。 {DA 763.3}

那ó，末日就要来到。上帝一定要ƞÏ他律法的尊�，并拯救他的子民。撒但和一切参加叛逆的
人，必被剪除。罪和罪人必被įƕ，根本枝条一无存留 ǩŃ拉基�4:1。撒但就是根本，凡跟从他的
人都是枝条。�邪³之君，以下的˱言那ó就要£̟：“因你居心自比上帝……遮掩ŻĀ的基路伯
啊，我已将你从W光如火的宝石中除į。……你令人¹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ʘ。”那ó，“³人
要¨于无有。你就是ƈ察他的住|，也要¨于无有。”“他�就¨于无有。” 以西Ɛ�28:6-19；ȓ篇
37:10；俄巴底��16 {DA 763.4}

764

ʖ并非出于上帝O方面的独断�行，而是拒ƕ上帝恩典的人作Ǘ自ƫ，自食其果。上帝是生命的
泉源，当人定意要行³ó，他就与上帝分离，自ƕ于生命之源，“与上帝所ɩ的生命隔ƕ了。”基督
Ȧ：“恨³我的都喜ĺ死亡。” 以弗所�4:18；箴言8:36上帝容³者úó存留，好Ƿ他�的品性充分
W展，心û全然暴露；此后，他�就要自食其果。撒但和一切与他ƾ合的人，已置身于完全与上帝
相悖的地位，他的öŅ�他�就要成
烈火了。尽管上帝就是ĺ，他的荣耀必消į此等与他
ð的
人。 {DA 764.1}

大斗争开始ó， 天使ʕ不明白ʖ一点。如果撒但和他的全6当ó就受到他�³ɘĨ盈的一切³
Ð，他�就必į亡；可是在天上 生的眼中，ʖʕ不能ö明是罪³的不可避免的Ɛ果。同ó，他�
�上帝的良善所®的疑惑，J必留在心里，像一粒邪³的种子，ʛ早会Ɛ出罪³和š患的死果。 {DA

764.2}

在大斗争Ɛ束ó，就不是ʖą了。那ó，救ɧ的ǲ划已ƍ完成，上帝的品格已ƍö明在一切受造
的 生面前。上帝律法的条例已被Ǵ明是完}而不可X更的。那ó，罪的本ɑ和撒但的真面目都已
暴露无ʟ。罪³的ª底消除必ȇ明上帝就是ĺ，并在�于遵行他的旨意，心中深藏他律法的全宇宙
 生面前，确立上帝的信�。 {DA 7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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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Ǣ到ʖ一切， 天使在髑̤地望着救主的十字架ó，是完全可以Č¡的；因
，他�虽然当ó
ʕ没洞察全部意，他�却知道罪与撒但的Ďį是确定无疑的了，人类的得ɧ也已万无一失，宇宙
是永保安全的了。基督自己完全体会到他在髑̤地ļ牲的果效。当他在十字架上喊“成了”的ó候，他
是展望到ʖ一切的。 {DA 764.4}

765

766

767

768

769

第八十章 在约瑟的坟墓里

耶ŤƊ于安歇了。漫ˈ的一天，所有的羞辱、酷刑一概Ɛ束。当落日余ù迎接安息日的来	ó，
上帝的儿子宁静地ɽ在Ż瑟的坟墓里。他的工作�已完成，双手安然合抱胸前。他在安息日的神圣
óˎ里安息了。 {DA 769.1}

起初，圣父与圣子在>造之工完成，“天地万物都造̱了” >世Ž2:1 之后，便在安息日安息了。
>造主和天上的 生，看着ʖ光ʌ的良辰美景，无不Č欣快�。“那ó，晨星一同歌唱，上帝的 子
也都Č呼。” Ż伯ǻ38:7 此ó耶Ť既完成救ɧ之工，就安息了。虽然世上那些ĺ他的人ˣ免悲$，
但天上<是喜�非常的。在天上的 生看来，�未来的希望是光明的。上帝和 天使所看到的，是
从基督作成的工作中涌出的成果，就是一个重整的世界，一个得ɧ的人类；既得ǅ了罪³，就永ʘ
不再堕落。耶Ť安息的ʖ一天，是与ʖʘ景永ʘ分不开的。因“他的作
完全”，而且“上帝一切所作
的都必永存” 申命ǻ32:4；#道�3:14。直到“万物复兴的ó候，就是上帝从>世以来，藉着圣先知
的口所Ȧ的。” 使徒行#3:21 ʖ在>世ó所Ȅ立的安息日，

770

就是耶Ťɽ在Ż瑟坟墓里安息的一天，必仍
安息和喜�的日子。“每逢……安息日”（以ɮ��
66:23），当蒙救ɧ的列国在上帝和羔羊面前Č¡跪拜ó，天地都必同声ɯ美。 {DA 769.2}

在基督被ʦ的那一天最后W生的事中，有新的凭据ȇ明˱言的£̟；有新的ǩȇ突出基督的神
性。当十字架上的黑暗消散，救主	死的喊声W出之ó， 人忽然听ǩ另有个人声Ȧ：“ʖ真是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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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儿子了！” ̎太福音27:54 {DA 770.1}

ʖ句Ȗ不是用喃喃耳ȡȦ出来的。 人都ʀʓ来，要看ʖ声音是从何而来的。ʖ句Ȗ是ȮȦ的？
哦，原来是个百夫ˈ，一个ƶ̎6人Ȧ的。救主神圣的忍耐和突然死去，以及	死óǅ利的喊叫，
使ʖ不信上帝的人大受感G。在ʖ个ʦ在十字架上$痕累累的身体上，ʖ百夫ˈ竟Ǵ出上帝的儿子
来。他不禁公开地承Ǵ了自己的信仰。ʖą，就有了又一次的凭据，ȇ明我�的救ɧ主必要看ǩ自
己I苦的功效。他受死的那天，就有三个完全不同的人来表示他�的信仰一个是ʖ在ƶ̎6˛里W
号施令的百夫ˈ，一个是替救主背十字架的古利奈人西門，一个是死在他旁ʑ的十字架上悔改的强
盗。 {DA 770.2}

将到傍晚ó分，一种可怖的寂静Ů罩着髑̤地。群 散了，ǿ多人回到耶路撒冷去。他�的情ƛ
和早晨ó候大不相同。当初多人蜂Ô到ʦ十字架的地方去，是出于好奇，非因仇恨基督。但他�ʕ
相信祭司�的控告，看基督是个罪犯。在不自然的刺激之下，他�与暴徒同声嘲笑他。但当黑暗遮
盖大地ó，他�受到良心的Ɍ}，ǯ得自己犯了大ʾ。在可怕的黑暗中，再听不ǩÄ弄和嘲笑的声
音了。及至黑暗消散ó，他�静悄悄地回家去，ǯ悟到祭司�控告的尽是虚þ，耶Ť不是̡子；数
周之后，当五旬Ǒ那天彼得Ǽ道ó，他�也在那几千悔改¨向基督的人群之中。 {DA 770.3}

但是犹太人的˳袖却没有因所遭遇的事而有半点改X，他�仇恨耶Ť的心没有消退。祭司和官ˈ
�心上的黑暗，比主ʦ十字架ó，那遮盖全地的黑暗更深。当基督降生ó，那˸星曾ǴȊ他，

771

并引˳博士�到他所卧的̎槽那里；天6也ǴȊ他，在伯利恒的平原上唱出ɯ美他的声音；海水
ǴȊ他，听从了他的吩咐；疾病和死亡也承Ǵ他的威权，把他�的俘ǡʣ放Ɠ他；太阳也ǴȊ他，
在看ǩ他	死的痛苦ó，遮掩了它的光ʌ；磐石也ǴȊ他，曾因他的呼喊而崩裂；无生命的自然界
都ǴȊ基督，都曾
他的神性作ǩȇ。但以色列的祭司和官ˈ�倒不ǴȊ上帝的儿子。 {DA 770.4}

祭司和官ˈ�心里却没有安宁。他�虽已ɘª他�的ǲ划，置基督于死地；但并不感到所希冀之
ǅ利的兴�。甚至在表面取得ǅ利ó，反
疑惧所困，不知道ʕ会W生什么事故。他�听ǩ基督呼
喊“成了!”“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Ż翰福音19:30； 路加福音23:46 他�也看ǩ磐石崩
裂，并ƍ受C烈的地震；故心神不宁，如坐ʥ毡。 {DA 771.1}

他�曾嫉妒基督生前在民ˎ的影响，就在他死后ʕ是嫉妒他。他�畏惧死了的基督ʘʓ于畏惧活
着的基督。他�怕百姓�太注意他ʦ死ó所W生的事；怕那一天所作之事的后果。但无ȁ如何，他
�不要他的身体留在十字架上ʓ安息日。Ņ在安息日快要到来，若是Ƿ囚犯的身体仍挂在十字架
上，就必有碍于安息日的神圣。故犹太人的˳袖以此
借口，要求彼拉多Ȅ法促使犯人快死，好把
他�的身体在日落之前移去。 {DA 771.2}

彼拉多和他�一ą，也不愿意耶Ť的身体留在十字架上。于是ƍ他同意，那两个强盗的腿就被打
断，促使他�快点死；但耶Ť已ƍ死了。那些粗暴的兵丁因听ǩ并看ǩ基督的事而深受感G，所以
没打断他的腿。ʖą，上帝的羔羊被献ó，就£̟了逾越Ǒ的律例：“一点不可留到早晨，羊羔的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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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也不可折断。他�要照逾越Ǒ的一切律例而守。”民数ǻ9:12 {DA 771.3}

祭司和官ˈ�ǩ基督已死，甚
¹愕。因
在十字架上ʦ死是死得很慢的；要断定被ʦ者的生命
何ó完全停止是不大容易的。

772

人被ʦ在十字架上，六小ó之内就死去，是前所未˒的。祭司�要ā明耶Ť是否已死，就叫一个
兵拿ÿ扎入救主的肋旁。从所扎的$口中，流出来清ě分明的两股液体，一股是血，一股是水。所
有看ǩ的人，都注意ʖ事，Ż翰<明确地ǻʆ此事。他Ȧ：“惟有一个兵拿ÿ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
和水流出来。看ǩʖ事的那人就作ǩȇ，他的ǩȇ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Ȧ的是真的，叫你
�也可以信。ʖ些事成了，
要£̟ƍ上的ȖȦ，‘他的骨~一根也不可折断。’ƍ上又有一句Ȧ，‘他
�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 Ż翰福音19:34-37 {DA 771.4}

基督复活之后，祭司和官ˈ就散布ȿ言，Ȧ他在十字架上并没有死，只是昏厥ʓ去之后又活ʓ来
的。另外一个ȿ言<Ȧ那在坟墓里的，并不是一个真有骨肉的身体，不ʓ是一个身体的模型。但ƶ
̎兵的行G却反ȇ了ʖ些ȿ言。他�没打断他的腿，因他已死。他�
使祭司�Ĩ意起ǩ，就用ÿ
扎了他的肋旁。他的生命若尚未断ƕ，ʖ一ÿ就足以立即致他于死命了。 {DA 772.1}

其�那真致耶Ť于死命的不是ÿ扎，也不是十字架的痛苦。他	死的瞬ˎW出的“大声喊叫”（̎
太福音27:50；路加福音23:46），以及从他Ǆ肋旁流出来的血和水，Ȧ明他是由心Ǉ破裂而死的。
他的心因受精神的C痛而破裂。由此可知，他是被世人的罪ü死的。 {DA 772.2}

基督一死，門徒的希望就此破į。他�望着那ŷˊ的眼、下垂的~、Ɛ着血t的~W和被ʦ穿的
手脚ó，他�的痛苦真是言ȡ所ˣ以形容的。直到最后，他�ʕ是不相信他会死；他�很ˣ相信他
真的死了。他�因ʓ度悲哀，竟忘ǻ了主所˱先告Ȍ他�有关当前情景的Ȗ。他所Ȧʓ的Ȗʖó并
没有使他�得到安慰。他�只看ǩ十字架和在十字架上流血的受ˣ者。他�的前途因失望而黯淡。
他��耶Ť的信心已ƍ�失；但他�从来没像Ņ在ʖąĺ他�的主，也从来没ʖąǯ得他的可ɛ，
ʖ么需要他与他�同在。 {DA 772.3}

基督虽然死了，可是他的身体門徒ʕ是十分重ǭ的。他�渴望能�行像ą的č礼来葬他，但不知
道如何能作到。

773

耶Ť被判的是反叛ƶ̎政府的罪名，凡因ʖą的罪被|死的人，£葬在特定的犯人坟s。当ó使
徒Ż翰和几个从加利利来的�女仍留在十字架下。他�不能Ƿʖ些无情的士兵去|理他�主的ʟ
体，把他葬在有ß体面的坟s里；但他�又无法加以阻止。他�既不能得到犹太当局的帮助，又没
有J力去影响彼拉多。 {DA 772.4}

正在ʖŷ急关~，�利̎太人Ż瑟和尼哥底母前来帮助ʖ些門徒了。ʖ两个人都是犹太公会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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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Ǵ得彼拉多，都是有ʭ有J的人。他�决心将耶Ť的č礼E得隆重、体面。 {DA 773.1}

Ż瑟大胆去ǩ彼拉多求˳耶Ť的身体。ʖ是彼拉多初次听ǩ耶Ť已ƍ死了的消息。关于基督ʦ十
字架所W生的事，曾有不同的消息#到彼拉多耳中，至于耶Ť的死，人却故意没ÐƓ他。祭司和官
ˈ�曾警告彼拉多，要他防}基督的門徒�基督的身体布置̡局。所以他听了Ż瑟的Ȩ求，即差人
把那在十字架旁ɉɌ的百夫ˈ叫来，要确知耶Ť是否已死。他ʕ从百夫ˈ口中得知在髑̤地的情
形，ȇ�Ż瑟所Ȧ的Ȗ。 {DA 773.2}

于是Ż瑟的Ȩ求Ǜ准。当Ż翰正在
他夫子安葬的事W愁ó，Ż瑟便 着彼拉多准ǿ˳取基督身
体的批示回来；尼哥底母 着Ż一百斤没ǚ和沉香合成的ɛ重香料前来，
熏抹耶Ť身体之用。就
是耶路撒冷全城最ö要的ɛ人，死后也不能得到比ʖ更大的光荣。 門徒看ǩʖ些富有的官ˈ�他
�的主安葬的事像他�一ą关心，就不ǅ¹奇。 {DA 773.3}

Ż瑟和尼哥底母都没有在耶Ť生前公开作他的門徒。他�知道ʖą作必使他�被排斥于犹太公会
之外；就希望能藉着自己的J力，在公会的ǹ会中保Ï耶Ť。他�看来有一点成功；但狡猾的祭司
看出他�袒Ï基督，阻Ù了他�的ǲ划；趁他�没出席ǹ会ó，耶Ť就被定死罪，并交Ɠ人去ʦ十
字架了。此ó基督既然已死，二人就不再ˢŚ自己�他的感情。当門徒不敢公然ö明自己是跟从基
督的ó候，

774

Ż瑟和尼哥底母却勇敢地前来支援。ʖ两个ɛ人的帮助，�在非常及ó。他�能
死了的夫子E
理那些ɔŦ的門徒所E不到的事；而且他�的ɋ富和J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掩Ï門徒脱离祭司和官
ˈ�的毒手。 {DA 773.4}

他�Ƀ慎而恭敬地�手把耶Ť的身体从十字架上取下来。当他�望着那受$破裂的身体ó，眼中
不禁涌出同情的ĸ泪。Ż瑟有一座新的坟墓，是;在磐石中的。ʖ原是他
自己˱}的新坟，离髑
̤地很近，他就把它˱}好Ɠ耶Ť。他�把主的身体ʚ同尼哥底母所 来的香料，用ƈ麻布包裹起
来，于是救ɧ主就被抬ʗ坟墓里去了。在ʖ里，ʖ三个門徒整理了那被ß$的四肢，将受$的双手
合抱在无脉的胸膛上。从加利利来的�女�，ʗ来看ǩʖ些人做的，知道
他�所ĺ的教�的身体
尽到了心。然后她�又看着那t大石~被滚ʓ来堵住墓門，他�就把救主留在里面安息了。ʖ些�
女是最后在十字架下，也是最后留在基督墓前的人。及至暮色ǔ茫，抹大拉的̎利�和其他的几个
̎利�，ʕ逗留在主安放的地方，
她�所ĺ的主$心落泪。然后“她�就回去，……在安息日，便
遵着ȟ命安息了。” 路加福音23:56 {DA 774.1}

�$的門徒，那是个永ʘˣ忘的安息日；�祭司、官ˈ、文士和民 也是如此。在˱}日傍晚
日落ó，有号筒吹响，表明安息日已ƍ开始。逾越Ǒ虽然仍像数千年来一ą地被人遵守，但此Ǒ所
˱指的主已ƍ被ü害而ɽ在Ż瑟的坟墓里。在安息日，圣殿院子里ÜĨ了敬拜的人。从各各他回来
的大祭司，披着M�的圣袍也在那里。 白冠的祭司�，忙忙碌碌从事其ƽF。但有些敬拜者
罪
奉献公牛和山羊的血ó，心里却得不到平安。他�不知道表号已ƍ与�体会合，而且一个无限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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ļ牲已ƍ
世人的罪献上了；他�也不知道履行ʖ些�文的礼Ǒ已无价.，但他�从来没有以ʖ么
矛盾的情ƛ来Ǫ看ʖ礼Ǒ。号筒、�器和Č唱声与往常一ą宏亮；但是各|都弥漫着一种不自然的
感ǯ。

775

 人一个接一个地ˋ起最近W生的非常大事。至圣所一向是神圣不可侵犯之地，Ņ在却是有目共
睹的了。那用ƈ麻布做成，并用金ƅ、紫ƅ和朱Ź色ƅ精Ɖ巧Ƙ的幔子，已ƍ从上到下裂
两半。
从前耶和M会ǩ大祭司，并öŅ他荣耀的地方，就是那曾作
ȸǩ上帝的神圣所在，如今已完全暴
露出来，以致人人都能看ǩ耶和M不再承Ǵ它
神圣。祭司�在祭v前供ƽ，®着不祥的感ǯ。至
圣所的神秘既被揭开，他�就�面	的灾ˣ，心中充Ĩ恐惧。 {DA 774.2}

ǿ多人都因髑̤地的景象而在仔ƈ地思量着。从基督ʦ死到复活的ʖ一段óˎ，ǿ多不˭睡眠的
人在急切考ā豫言，有的要ā明当ó所守Ǒ期的全部意，有的要�找凭据ȇ明耶Ť所自命的身份
虚&的；ʕ有些人 着愁的心情，要ā出他是真弥ɮ�的ȇ据。虽然各人ā考的目的不同，但大
家心里都感悟一个真理，就是ʓ去几天所W生的事£̟了先知的˱言，而且那被ʦ的一位是世人的
救ɧ主。ǿ多参加那次礼Ǒ的人，以后不再参加逾越Ǒ的�式了。甚至ǿ多祭司也Ǵ出耶Ť的真身
份。他�ā考豫言不是徒I的；到基督复活之后，他�就承Ǵ他是上帝的儿子。 {DA 775.1}

尼哥底母看ǩ耶Ť在十字上被�起来ó，就想起那夜耶Ť在橄Ĉ山上所Ȧ的Ȗ：“摩西在ô野怎ą
�蛇，人子也必照ą被�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Ż翰福音3:14, 15 当基督ɽ在坟墓里的
那个安息日，尼哥底母有机会反省了。Ņ在有一道更清晰的光照亮他的内心，耶Ť�他所Ȧ的Ȗ就
不再是神秘的了。他ǯ得自己没在救主生前与他在一起，�在是莫大的ß失。他回想髑̤地的种种
景象：基督
ü害他的人所作的祷告，以及他�强盗	死之要求所作的答£，都感G了ʖ位̆学的
ǹ^。他看到救主受苦ó的情形，又听ǩ他像一位ǅ利者W出最后“成了”的喊声。他又看ǩ震G的
地，黑暗的天，裂开的幔子，崩碎的岩石，他的信心就永ʘu定了。

776

那打消 門徒希望的事，正足以使Ż瑟和尼哥底母确信耶Ť的神性。他�u定不移的信心所生的
勇敢，打破了一切的˭Ǣ。 {DA 775.2}

基督从来没有像Ņ在ɽ在坟墓里óʖą引起群 的注意。 人照素来的�¾，把患病和受苦的人
 到圣殿院子里来，șˋȦ：Ȯ能告Ȍ我�拿撒勒的耶Ť在哪里？其中有ǿ多人是从ʘ|来找ʖ位
使病人痊逾，使死人复活的主。各方都能听ǩ人喊着Ȧ，我�要那能医治人的基督！ʖó有些想Ɠ
祭司察看，来ʤ定麻˾病症的人。ǿ多人不得不听他�的丈夫、妻子、儿女被宣布
麻˾病患者，
注定要离开家庭的安�和朋友的照料，并用凄惨的喊叫“不洁8，不洁8！”来警告别人不要挨近他
�。拿撒勒人耶Ť慈善的手，从来不拒ƕ用医治之能来Í摸ʖ可怕的麻˾病人；而Ņ在他双手静静
合Ò在胸前了。他的口曾用安慰的Ȗ，“我肯，你洁8了吧！” ̎太福音8:3 来回答患者的要求，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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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不作声了。ǿ多人向祭司ˈ和官ˈ�Ȩ求同情和帮助，但都是枉然。ö然，他�非要那活着的基
督回到他�中ˎ不可。他�u决、ĸ切地向祭司和官ˈ�要基督，否<他�决不回去。但他�Ɗ于
从圣殿院中被赶出去，并有士兵在門口把守，将 着病人和垂死者要求ʗ来的群 拒ȩ門外。 {DA

776.1}

那些来ǩ救主求医治的人，大失所望。街道上充Ĩ哀哭之声。病人因得不到耶Ť医治之能的Í摸
就Į	死亡。他�去求医生ȍ治，也毫无效̟；因没有任何医生的医û，能像ɽ在Ż瑟坟墓里的主
那ą高明。 {DA 776.2}

受苦者悲惨的哭声，使千万人感悟到：人ˎ的一个大光已ƍ熄į。没有基督，地上黑暗无光。ǿ
多人曾ƍ大喊：“把他ʦ十字架！把他ʦ十字架！”Ņ在才看出那已ƍ	到他�~上的灾š；如果耶Ť
ʕ活在世上，他�就必以同ą的ĸ情高呼：我�要耶Ť！ {DA 776.3}

及至 人知道耶Ť是被祭司�治死的ó候，他�就打听他死的情形。祭司�原来想把耶Ť受�的
Ȝ情，尽可能保守秘密，但是当耶Ť在坟墓里的ó候，却有千万人˹Ȧ他的圣名，于是那些有关他
受非法的�ˋ，

777

以及祭司和官ˈ�的惨无人道，就#遍各地。一些有知Ȋ的人Ȩ祭司和官ˈ�解ʣ旧Ż中有关弥
ɮ�的˱言；于是，他�就捏造ȶ言来£付，既无法自r其Ȧ，只好像痴人Ȧ梦，不知所云。他�
既不能解ʣ那指着基督受苦受死的˱言，ǿ多打听的人就确信圣ƍ的Ȗ已ƍ£̟了。 {DA 776.4}

祭司�以
向耶ŤÐ仇泄恨，必是愉快而甜蜜的，Ɛ果却�到其中的苦味。他�知道自己正受到
民 �厉的Ɍˣ，并知道他�从前所利用来反�耶Ť的人，Ņ在正
自己可耻的行
而悔恨不已。
ʖ些祭司想以耶Ť是一个欺̡者的Ȧ法来自欺自慰，但也是枉然。他�中ˎ有些人曾站在拉撒路的
坟前，目睹死人复活ʓ来。他�Å兢惧怕，惟恐基督自己也要从死里复活，再出Ņ在他�面前。他
�曾听ǩ他Ȧʓ，他有权柄舍去他的命，也有权柄取回来。他�ǻ得他曾Ȧ：“你�拆Ďʖ殿，我三
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Ż翰福音2:19 犹大也告Ȍʓ他�：耶Ť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ó，在路上�門
徒所Ȧ：“看哪，我�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Ɠ祭司ˈ和文士，他�要定他死罪，又交Ɠ外邦
人，将他Ä弄、鞭打、ʦ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 ̎太福音20:18, 19 从前他�听ǩʖ些Ȗ
ó，曾加以嘲笑和ǵȃ。Ņ在他�看出：到目前
止，基督的˱言都已£̟。他既Ȧ第三日要复
活，Ȯ敢Ȧʖ句Ȗ不会照ą�Ņ呢？他�极欲排除ʖ些思想，却是不能。他�正像他�的父魔鬼一
ą，虽然也信，“却是Å¹”。 {DA 777.1}

ʖó，那ŷ¦的s面已ƍʓ去，基督的形象就浮Ņ在他�的ǈ˞。他�ǩ他泰然自若，毫无怨言
地站在仇ð面前，受他�的Ä弄，侮辱，而不Ȧ一句不平的Ȗ。他受�和被ʦ的种种事迹，以U倒
一切的分量重Ņ在他�眼前，使他�不能不相信他是上帝的儿子。他�生怕，Ȧ不定什么ó候他会
来站在他�面前，以致被告X成原告，被定罪的要定他�的罪，被ü者要秉公È行ȵü者所当受的
死刑。 {DA 7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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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安息日很少得到安息。他�虽怕沾染Ēţ，

778

而不愿越ʓ外邦人的門Ċ，却
基督的身体�行一次会ǹ。必˫Ƿ死亡和坟墓ŷŷʺ住被ʦ死的
主。“祭司ˈ和法利ɮ人聚集来ǩ彼拉多，Ȧ：‘大人，我�ǻ得那Ȥ惑人的ʕ活着的ó候，曾
Ȧ：“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Ȩ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門徒来把他愉了
去，就告Ȍ百姓Ȧ：“他从死里复活了。”ʖą，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彼拉多Ȧ：‘你�
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所能的把守妥当。’” ̎太福音27:62－65。 {DA 777.3}

祭司�指示把守坟的方法。坟墓門口已有一t大石~Ú住，他�就用Ɲ子把ʖt石~Ǝ在旁ʑ的
磐石上，并用ƶ̎的官印封住。ʖą，若不揭开ʖ封条，就不能把石~挪开。他�又派一百名士兵
的R˛在坟周p看守，不Ƿ人ʅ�妄G。祭司�已尽一切可能使基督的身体一直留在安放之|。他
已被ť固地封ˊ在坟墓里，真像是要永ʘ安葬在那里似的。 {DA 778.1}

且看ʃ弱的世人如何老ȵ深算。ʖ些嗜ü成性的人一点也没看出他�的努力多么无用。但是由于
他�的ʖ一措置，上帝倒得了荣耀。他�
Õ阻基督复活所尽的一番努力，正是他复活最有力的ȇ
据。派在坟墓周p看守的R兵越多，<
他复活所作的ǩȇ也就越有力。在基督受死的几百年之
前，圣灵早已藉着ȓ人的口Ȧ：“外邦
什么争ː？万民
什么ȵ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
来，臣宰一同商ǹ，要ðÚ耶和M并他的受膏者。……那坐在天上的必W笑；主必嗤笑他�。” ȓ篇
2:1-4 ƶ̎的守兵和ƶ̎的武器，毫无能力把生命的主关ˊ在坟墓里。他得ʣ放的ó辰已近。 {DA

778.2}

779

第八十一章 “主已复活”

本章根据：̎太福音28:2-4, 11-15 {DA 779.1}

七日第一日的悠悠ˈ夜，慢慢ʓ去了。破÷前的黑暗已ƍ到来，基督依然是一个被禁ˊ在狭窄坟
墓里的死囚。大石~ʕ堵在墓門口，ƶ̎政府盖上官印的封条也�ƃ没G，ƶ̎的R兵按着更次把
守着坟墓。那里ʕ有看不ǩ的守望者。成群的³天使聚集于此。若可能，黑暗之君和他叛逆的˛
伍，巴不得永ʘ封住那拘禁上帝儿子的坟墓。但是，另有一支天上的大6p着那墓，有大能的天使
守R着，等待Č迎生命之王。 {DA 779.2}

“忽然，地大震G，因
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ʖ一位天使披戴上帝的全副荣装离开天庭；上
帝荣耀的光ʌ照耀着他前面的道路。“他的像貌如同ˉŇ，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Ğ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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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Å，甚至和死人一ą。” {DA 779.3}

祭司和官ˈ�哪，Ņ在你�警R˛的力量在哪里？ʖ些从来不怕世人威力的勇士，Ņ在不G刀戈
就被活活生擒了。

780

他�看到的不是普通武士的面目，而是耶和M6˛中最有能力者的威容。ʖ个使者就是撒但堕落
之后Ǧ充ʟ缺的一位，就是那在伯利恒山地#Ð基督降生喜信的那一位。Ņ在他来到墓前，地震山
ê，黑暗J力的鬼魔抱~鼠ũ。当他滚开石~ó，天庭似乎都到地上来了。ƶ̎兵ǩ他挪开那大石
~，如同Ö弄一粒石子，并听ǩ他高声喊道：上帝的儿子，出来吧！你的父召b你！他�看ǩ耶Ť
从坟墓里出来，并听ǩ他在开裂的坟墓上宣布：“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当救主在威�和荣耀中出
Ņó， 天使就俯伏在他面前敬拜，同唱ɯ美ȓ歌来Č迎他。 {DA 779.4}

当基督舍去他的生命ó，曾有一次地震作
特征；当他ǅ利地取回自己的生命ó，又有一次地震

那ó刻作ȇ据。已ƍ得ǅ死亡和阴ˎ的主，迈着ǅ利者的步伐，在地G、ˉŇ和雷ʄ之˞从坟墓
里出来了。但将来他再来到地上ó，他“不O要震G地，ʕ要震G天。” 希伯来�12:26 “地要�倒西
歪，好像醉酒的人；又ê来ê去，好像吊床。”“天被卷起，好像�卷”；“有形ɑ的都要被烈火ʹ化，
地和其上的物都要ķ尽了。”但“耶和M却要作百姓的避ˣ所，作以色列人的保障。” 以ɮ��24:20;
34:4； 彼得后�3:10； Ż珥�3:16 {DA 780.1}

耶Ť死的ó候，ƶ̎兵丁在正午看ǩ遍地黑暗；但在主复活ó，他�却在夜里看ǩ 天使的荣
光，并听ǩ天上的居民Č欣鼓舞地唱着：你已ƍÅǅ了撒但和黑暗的权J；你已ƍǅ利地吞į了死
亡！ {DA 780.2}

基督从坟墓里出来ó得了荣耀，ƶ̎的守R兵看ǩ了他。他�目不ʀ睛地凝ǭ着他�最近Ä弄嘲
笑ʓ的主的面孔。在ʖ荣耀的主身上，他�Ǵ出了在�判S里看ǩʓ的囚犯。他�曾Ʃ制一˨荆棘
冠冕戴在他~上。ʖ就是那毫不抵抗地站在彼拉多和希律面前，身受残酷的鞭打，以致遍体̩$的
一位。ʖ就是那被ʦ在十字架上，祭司和官ˈ�ËË得意地�他ê着~Ȧ：“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
己”（̎太福音27:42）的一位。ʖ也就是那被安放在Ż瑟新坟墓里的一位。

781

上天的命令已ʣ放ʖ个俘ǡ。他坟墓上即或堆起重重叠叠的大山，也不能Õ阻他从里面出来。 {DA

780.3}

ƶ̎的守R兵，一ǩ 天使和荣耀的救主，就昏厥在地，犹如死人。成群的天使从眼前消失之
后，他�才能站起来；用˽抖的腿拼命跑出墓园大門，踉踉ɵɵ地像醉đ似地急忙ʗ了城，将ʖ奇
特的新˒告Ȍ所遇ǩ的人。他�本要到彼拉多那里去，但他�的Ð告先#到犹太当局耳中。于是祭
司ˈ和官ˈ�派人将他�先 到自己面前来。那些兵的ą子很不正常。他�¹吓Å栗，面无人色，

基督的复活作了ǩȇ。兵丁把�眼看ǩ的事全都Ȧ出来，除了�Ȗ�Ȧ，哪里ʕ会想到或Ȧ起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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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他�痛心、吃力地Ȧ：那被ʦ死的是上帝的儿子，我��耳听ǩ一位天使宣告他
天上的
君，荣耀的王。 {DA 781.1}

祭司�面如死灰。ț�法想要ȦȖ，嘴虽˽G，却哼不出一点声音。R兵�ʀ身离开会ǹ室ó，
听ǩ有Ȗ叫他�回来。ț�法Ɗ于Ȧ出Ȗ来了。他Ȧ：等一等，不要把你�所看ǩ的告Ȍ任何人。
{DA 781.2}

他�便
士兵捏造一个虚ȶ的Ð告。祭司�Ȧ：“你�要ʖąȦ：‘夜ˎ我�睡ǯ的ó候，他的門
徒来把他偷去了。’”

782

在ʖ件事上，祭司�真是掩耳盗ʰ。R兵�怎能Ȧ他�睡着的ó候門徒把身体偷了去呢？如果他
�睡着了，又怎能知道呢？况且， 門徒若是被ȇ�犯了偷盗基督身体的罪，那么祭司��不要先
定他�的罪[？再者，若R兵在坟墓前睡ǯ，祭司��不要率先向彼拉多告他�[？ {DA 781.3}

R兵�一想到要把失ƽ的罪名加在自己~上，不禁深
恐慌。因
ʖ个罪名是足以判|死刑的。
他�能作假ǩȇ欺̡民 而危及自己的性命[？他��不是ª夜未眠地殷勤站�[？即使他�
了
金ʭ作假ǩȇ，又怎能ƍ得起上ż的āˋ呢？ {DA 782.1}

祭司�
要除掉自己所惧怕的ǩȇ，就£ǿ一定保ȇ守R士兵的安全；并Ȧ彼拉多和他�一ą，
不愿意ʖą的消息#出去。于是ƶ̎兵
了ʭ，就把自己的人格出PƓ犹太人。他�ʗ来ǩ祭司
ó， 着个非常¹人的真理信息；而出去ó，< 了ǿ多金ʭ，嘴里ʕ 着祭司
他�捏造的假ǩ
ȇ。 {DA 782.2}

ʖó基督复活的消息，已ƍ#到彼拉多的耳中。彼拉多既把基督交出|死，固£ɉɌ，但他后来
却不大关心。当初他勉强定救主的死罪ó，是存有怜惜之心情的，可是到Ņ在，他才真感到良心自
Ɍ，恐怖慌¦，ˊ門Ⱦ客，不接ǩ任何人。但祭司�Ɗ究找到了他，把他�捏造的事告Ȍ他，Ȩ他
不必追究R兵失ƽ之罪。彼拉多在未同意之前，�自私下Ŗˋ了士兵一番，他�
了自己的安全，
一点不敢ˢŚ，彼拉多便从他�口中得知一切ƍʓ。他虽不追究ʖ事，但此后他心里再没有平安
了。 {DA 782.3}

耶Ť被葬入坟墓ó，撒但自以
得了ǅ，竟敢希望救主不再取回他的生命。撒但声称主的身体是
他的Å利品，故在坟墓四p布置他的使者，想扣留基督
他的俘ǡ。当他的使者在天上使者面前Ƃ
Ƃ逃ũó，他非常¶怒。他看ǩ基督ǅ利地从坟墓里出来ó，就知道自己的国度必要/覆，自己最
后也必死亡。 {DA 782.4}

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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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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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司�在|死基督的事上作了撒但的工具。Ņ在他�就完全受他J力的支配了。他�已陷入ƶ
网，无法Û脱，只能ƙƜ反抗基督。他�听ǩ基督复活的消息之后，就惧怕民 的À怒，ǯ得自己
的性命ˣ保。他�唯一的希望是否Ǵ基督已ƍ复活，并ȇ明他是个̡子。他�ɢ�了士兵，堵塞了
彼拉多的口，并将他�捏造的消息#遍ʘ近各|。但ʕ有一些ǩȇ是他�无法制止的。因有ǿ多人
已ƍ听ǩƶ̎兵丁�基督复活所作的ǩȇ。ʕ有些与基督一同复活的人，向ǿ多人öŅ，并宣#他
已复活。凡看ǩʖ些复活的祖先，并听ǩ他�所作的ǩȇ的人，也把ʖ事#到祭司耳中。此后祭司
和官ˈ�就常|于恐惧不安之中，生怕行在路上，或在自己的密室中突然碰到基督。他�ǯ得自己
毫无保障。ʲ{ʯ壁怎能Ú住上帝的儿子呢！从前在�判S里他�喊：“他的血¨到我�和我�的子
�身上”（̎太福音27:25）ó的那幅可怕景象，无ȁ白天夜里，都óó出Ņ在他�面前。ʖ幅景象
在他�心中再也不会消失；他�再也不能高枕无了。 {DA 785.1}

当那大能的天使在基督墓前Ȧ：“你的父召b你”ó，救主就凭着他自己的生命，从坟墓里出来。
ʖ就ȇ明从前他所Ȧ，“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的Ȗ是真的
了。ʖ也£̟了他从前�祭司和官ˈ�所Ȧ的˱言。他Ȧ：“你�拆Ďʖ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
来。” Ż翰福音10:17, 18; 2:19 {DA 785.2}

在Ż瑟裂开的坟墓之上，基督已ǅ利地宣告Ȧ：“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惟有上帝才能Ȧʖą
的Ȗ。一切受造之物，都是凭着上帝的旨意和能力生存的。他�都必˫˳受上帝的生命。从最高的
撒拉弗到最低的活物，一切万物都是从那生命之源得到供Ɠ。惟有那与上帝原
一的主才能Ȧ：我
有权柄舍去我的命，也有权柄再取回来。基督在他的神性里，具有打破死亡枷ʺ的能力。 {DA 785.3}

基督从死里复活，成
“睡了的人”初熟的果子。他是ê祭（ǩ利未ǻ23:11）所˱表的�体；而他
的复活，

786

正是向耶和M献ê祭的那一天。以色列人遵守ʖ表号性的礼，已有千余年之久。他�从田地里将
初熟的庄稼收割了一个禾捆之后， 着它上耶路撒冷守逾越Ǒ，将ʖ捆初熟的庄稼在耶和M面前ê
一ê，作
感恩祭。在未献上之前，人不能大面Ţ收割庄稼或捆禾捆。献Ɠ上帝的一个禾捆，代表
所收的庄稼。照ą，基督是初熟的果子，代表那
上帝之国所要收割的广大属灵的庄稼。他的复活
是一切死了的人复活的典型和保ȇ。“我�若信耶Ť死而复活了，那已ƍ在耶Ť里睡了的人，上帝
也必将他与耶Ť一同 来。”帖撒ƶ尼迦前�4:14 {DA 785.4}

基督复活ó，从坟墓里 出了一批被死亡俘ǡ的人。他受ˣó的地震，已震裂他�的坟墓，及至
他复活ó，他�就和他一同从坟里出来。ʖ些人生前与上帝同工，曾
真理作ǩȇ而�失性命，如
今他�又要
那使他�从死里复活的基督作ǩȇ。 {DA 786.1}

耶Ť#道ó也曾叫死人复活。他曾使拿因寡�的儿子、睚̧的女儿、拉撒路等复活。但ʖ三个人
并没有得到不朽坏的生命。他�复活之后仍是会死的。但在基督复活ó从坟墓里出来的人，却有永
久的生命。他�和基督一同升天，作
他得ǅ死亡、得ǅ坟墓的ǻ念。基督Ȧ：ʖ些人不再是撒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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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俘ǡ，我已ƍ救ɧ他�，已ƍ把他�从坟墓里 出来，作
我权能初熟的果子；我在哪里叫他�
也在那里；永不再死，永不再$。 {DA 786.2}

ʖ些人ʗ到城里，向多人öŅ，Ȧ基督已ƍ从死里复活，我�是和他一同活ʓ来的。ʖą，复活
的神圣真理就流#万代。复活的圣徒ʕȇ明以下的Ȗ是真�的：“你的死人要复活，我的尸首要兴
起。”他�复活，也是以下˱言£̟的一个例ȇ：“睡在�埃的啊，要醒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
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 以ɮ��26:19 {DA 786.3}

�相信的人，复活和生命都在基督。在我�的救主里，那因罪而�失的生命已可恢复；因他“在自
己有生命”，

787

“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他有ɩ人永生的权柄。他在人性里所舍去的生命，他取回来ɩƓ人
类。他Ȧ：“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人若喝我所ɩ的水，就永ʘ不渴。我所
ɩ的水要在他里~成
泉源，直涌到永生。”“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Ż翰福音10:10; 4:14; 6:54 {DA 786.4}

�于相信的人，死是小事。基督ȁ到死，就像在Ȧ无足ʅ重的事似的。他Ȧ：“人若遵守我的道，
就永ʘ不ǩ死，”“就永ʘ不�死味。” Ż翰福音8:51, 52 �于基督徒，死不ʓ是睡眠，是片ó的静默
和黑暗而已。他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因“基督是我�的生命，他öŅ的ó候，你�也要与
他一同öŅ在荣耀里。” 歌ƶ西�3:4 {DA 787.1}

那在十字架上喊叫“成了”的声音，#ʗ了死人的耳中；穿透坟墓的{壁，叫醒睡了的人要起来。
将来，基督的声音从天上W出ó，也必如此。那声音必能穿透坟ǖ，打开墓門，在基督里死了的人
就必复活。从前救主复活ó只开了几座坟墓，但将来在他复	ó，一切死了的人，都必听ǩ他的
声音就出来，得到光荣而永恒的生命。那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同一大能，也必复兴他的教会，使教
会与他同得荣耀，ʘ超ʓ一切È政的、掌权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ʚ来世的也都
超ʓ了。 {DA 787.2}

788

第八十二章 “你为什么哭？”

本章根据：̎太福音28:1, 5-10； ̎可福音16:1-8； 路加福音24:1-12； Ż翰福音20:1-18 {DA 788.1}

曾ƍ站在基督十字架跟前的�女，警醒等候安息日ʓ去。在七日的~一日，一大早，她�就 着
宝ɛ的香料来到坟前，要膏救主的身体。她�没有想到他从死里复活的事。她�的光明希望已ƍ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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į，黑夜已ƍŮ罩在她�心上了。她�一面行走，一面述Ȧ基督慈ĺ的工作和他安慰的Ȗȡ；可是
她�忘了他所Ȧ的那一句Ȗ：“我要再ǩ你�。” Ż翰福音16:22 {DA 788.2}

她�ʚ当ó正在W生的事也不知道，只˭走近墓园，一面走，一面Ȧ：“ȮƓ我�把石~从墓門滚
开呢？”因
她�知道自己是挪不G那t石~的。她�只˭往前走着。ʖó，天上忽然W出荣耀的亮
光，ʖ光不是初升的日~照出来的，地也震G起来。她�ǩ墓門的大石已ƍ滚开，而坟墓里却是空
的。 {DA 788.3}

ʖ些�女不是都从一个方向到坟墓来的。抹大拉的̎利�最先赶到，一看ǩ石~从坟前挪开了，
就急忙去告Ȍ門徒。此ó其他�女也来到了。她�看ǩ有光照耀着坟墓的四周，耶Ť的身体却不在
里面。她�逗留了一下，忽然WŅ不是独自在那里。她�看ǩ一个少年人，穿着W光的衣服，坐在
坟墓旁ʑ。ʖ就是那滚开石~的天使。他已ƍ取了人的形状，

789

免得使耶Ť的ʖ些朋友受¹。然而在他周p仍有天上的荣光照耀着。�女�很是害怕。她�正在
ʀ身走开，就被天使叫住了，Ȧ：“不要害怕！我知道你�是�找那ʦ十字架的耶Ť。他不在ʖ里，
照他所Ȧ的，已ƍ复活了。你�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Ȍ他的門徒，Ȧ他从死里复活了。”她�
再往坟墓里一看，听到奇妙的信息。另有一个形状像人的天使在那里，Ȧ：“
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
呢？他不在ʖ里，已ƍ复活了。当ǻ念他ʕ在加利利的ó候怎ą告Ȍ你�，Ȧ：‘人子必˫被交在罪
人手里，ʦ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 {DA 788.4}

他已ƍ复活了！他已ƍ复活了！�女�再三重复着。Ņ在已不需要ʖ些膏身体的香料。救主是活
着的，不是死的。如今他�想起，当救主Ǽ到他死的ó候，他Ȧ他必复活。ʖ个日子�世人是多么
重要啊！�女�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地Č喜，跑去要Ð告Ɠ他的門徒。” {DA 789.1}

ʖó̎利�ʕ没有听到ʖ好消息。她 Ɠ彼得、Ż翰的是$心的消息，Ȧ：“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
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于是ʖ两个門徒跑到坟墓那里，所ǩ的情形正如̎利�Ȧ的一ą。他
�看ǩƈ麻布和裹~巾，只是找不到他�的主。殊不知，在ʖ里有他已ƍ复活的ȇ据。坟墓里的ƈ
麻布，不是随便地Ç在一旁，而是折叠整̱，每件O独放在一|。Ż翰“看ǩ就信了。”但他ʕ不明白
圣ƍ所Ȧ基督必要从死里复活的意思，但Ņ在却ǻ起来救主˱言他复活的Ȗ。 {DA 789.2}

那曾ʖ么ƈ心安放ƈ麻布的，是基督自己。当那大能的天使降到坟前ó，另有一位天使来与他会
合，他曾和他的˛伍一起看守主的身体。当那从天降下的天使滚开石~ó，ʖ位天使就ʗ入坟墓，
解开那包裹耶Ť身体的ƈ麻布。但是折叠每tƈ麻布并把它安放妥当，是救主�手做的。在那Ɨ管
最大星球和最小原子的主看来，没有什么事是不重要的。在他一切的作
中，都可看出井然的秩序
和完善的操作。 {DA 789.3}

̎利�跟着Ż翰和彼得来到坟墓前。当他�回到城里ó，她却留在坟前，望着空空的洞穴，心中
非常$。她正往里看ó，ǩ两个天使在安放耶Ť身体的地方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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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0

一个在~，一个在脚。他�ˋ她Ȧ：“�人，你
什么哭？”她Ȧ：“因
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
知道放在哪里。” {DA 789.4}

于是她ʀʓ身来，ʚ天使也不˭了，因
她想，必˫找一个人，能告Ȍ她耶Ť身体的下落。当ó
另有一个声音ˋ她Ȧ：“�人！你
什么哭？你找Ȯ呢？”̎利�泪眼朦ǆ，只ǩ一个人影，以
他是
看园的，便�他Ȧ：“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Ȩ告Ȍ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假如有人
Ǵ
用ɋ主的坟墓来安葬耶Ť是太尊ɛ了，那么，她自己愿意
他˱}一个地方。有一座坟墓，是
拉撒路睡ʓ而基督用自己的声音使它空了的。她不能
她的主找到一个安葬的地方[？她ǯ得照˭
救主被ʦ的身体，是她在$之中最大的安慰。 {DA 790.1}

于是耶Ť用̎利�熟悉的声ȯ叫她一声，Ȧ：“̎利�！”ʖó她知道�她ȦȖ的不是个陌生人，
她一ʀʓ身来，就看ǩ活着的基督在她面前。她大喜ʓ望，竟忘ǻ了他是曾ʦʓ十字架的。她向耶
Ť扑ʓ去，要抱住他的脚，Ȧ：“拉波尼！”但基督�起手来，Ȧ：不要耽ç我：“因我ʕ没有升上去
ǩ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Ȍ他�Ȧ：我要升上去ǩ我的父，也是你�的父；ǩ我的上帝，
也是你�的上帝。”于是̎利�就去把ʖ可喜的信息告Ȍ門徒。 {DA 790.2}

ʖó耶Ťʕ不肯接受他子民的崇拜，要等到他确知自己的ļ牲已蒙父悦ƀ才行。他要立即升到天
庭，从上帝口里得知自己
人类的罪所作的救ɧ是充足而有余的，并知道借着自己的血可使万民得
着永生。天父核准了自己与基督所立的Ż，就是他必接ƀ悔改和˪服的人，并要ĺ他�，甚至像ĺ
他儿子一ą。基督要ƙƜ完成他的工作，履行他的誓Ż：“使人比精金ʕ少，使人比俄裴ž金更少。”
以ɮ��13:12 （Ȑ者注：“少”�
“ɛ”，因物以稀
ɛ。参˕ʫǳ本英Ȑ文。） 天上地下一切的权
柄，都ɩƓʖ位生命之君了。于是他回到罪³的世界他的門徒那里，以便把他的荣耀和权柄分Ɠ他
�。 {DA 790.3}

当救主在上帝面前
他的教会˳受恩ɩó， 門徒只想到他的空坟而悲$哀哭。ʖ一日，整个天
庭里是最快�的一天，而在 門徒却是个®疑、狼Ŀ和困惑的日子。

791

792

793

他�不信�女�的ǩȇ，ʖȦ明他�的信心已落到何等低下的地步。基督复活的信息与他�所期
望的不同，所以他�不相信。他�Ǵ
ʖ信息太好了，哪能是真的？他��撒都ț人的道理和所ȹ
科学的理ȁ，听得太多了，以致心中�复活的印象很模糊，ű直不懂从死里复活£如何理解。他�
不能把握ʖ个重大的˹目。 {DA 790.4}

天使曾��女�Ȧ：“你�可以去告Ȍ他的門徒和彼得Ȧ：‘他在你�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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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ǩ他，正如他从前所告Ȍ你�的。’”ʖ些天使就是基督在世ó的ÏR。他�曾目睹他受�和被
ʦ。他�曾听ǩ他�門徒所Ȧ的Ȗ。ʖ一点可从他�Ɠ門徒的信息中看出来，也£ț使門徒确信ʖ
信息是真的。ʖą的Ȗ只能由他�复活的主差来的使者Ǽ出来。 {DA 793.1}

天使Ȧ：“去告Ȍ他的門徒和彼得。”自从基督死后，彼得因悔恨而精神˷�。他一刻都不能忘ǻ
他那否Ǵ主的可耻行
和救主在看他之ó所表露的仁ĺ和苦痛。在 門徒之中，他是痛苦最深的。
所以天使向他保ȇ，叫他知道他的悔改已蒙悦ƀ，他的罪ʓ已蒙赦免。因此天使特别˹到他的名
字。 {DA 793.2}

“去告Ȍ他的門徒和彼得Ȧ：‘他在你�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要ǩ他。’” 門徒都已离弃了
耶Ť，所以ʖ再去ǩ他的呼召是包括他�大家在内的。他没有�弃他�。当抹大拉的̎利�告Ȍ他
�已ǩ到救主ó，她重Ȍ了在加利利会ǩ的呼召。如此ʖ个信息又第三次#Ɠ他�。在耶Ť升到他
父那里之后，他向其它�女öŅ，“Ȧ：‘愿你�平安!’她�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Ť�他�
Ȧ：‘不要害怕!你�去告Ȍ我的弟兄，叫他�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ǩ我。’” ̎太福音28:9, 10 {DA

793.3}

基督复活之后，在地上的第一件工作，就是使他的門徒深信他仍然以丰富的慈ĺ和�切的关®想
念着他�。他Ɠ他�凭据，ȇ明他是他�活的救主，他已ƍ打破坟墓的枷ʺ，那仇ð死亡不能再拘
留他。他ö明他Ņ在ĺ他�的心，正如从前与他�同在作他�可ĺ的教�ó一ą，他便再三再四地
向他�öŅ。他要用慈Ɲĺ索ŷŷ地Ļ引他�。他Ȧ：去告Ȍ我的弟兄，叫他�往加利利去和我ǩ
面。 {DA 793.4}

794

 門徒听ǩʖ肯定的Ż会ó，就想起基督向他�˱言他复活的Ȗ。可是到Ņ在他�ʕ不ǯ得快
�。他�不能�掉自己的®疑和困惑。甚至于当�女�Ð告她�看ǩ主的ó候，他�ʕ不肯相信。
他�以
ʖ都是�女�的幻ǯ。 {DA 794.1}

困ˣ似乎接踵而来了。在七日的第六日，他�眼看着自己的夫子死了；下一周的第一日，他�W
Ņ他的身体不在，并且被Ƞ告有盗尸和欺̡民 的罪。他�很ˣ希望能更正那ĥĥ得J而�他�不
利的ʾɄ#言。他�惧怕祭司�的仇恨，民 的À怒。他�切望那每每在困ˣ中帮助他�的耶Ť与
他�同在。 {DA 794.2}

他�常Ǽ：“我�素来所盼望要ɧ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他�寂寞无聊，心中Ķ乱地想起他的Ȗ
来：“ʖ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Ą上，那枯干的Ą将来怎么ą呢？” 路加福音24:21; 23:31 他�聚集在
楼房里，关了門，上了ʺ，因
知道他�所ĺ的夫子的命ʔ，随ó都能落到他�~上。 {DA 794.3}

在ʖ段óˎ里，他�原可以因知道救主已ƍ复活而Č喜快�。在墓园中，̎利�曾立在那里哀
哭，不知耶Ť就在身ʑ。她的泪水蒙住眼睛了，以致Ǵ不出救主来。而門徒的心也是ʖąĨ了
愁，以致不相信天使的信息和基督自己的Ȗ。 {DA 794.4}

今日有多少人同ʖ些門徒一ą！多少人W出̎利�ƕ望的怨声：“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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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里。”救主很可以�多少人Ȧ：“
什么哭？你找Ȯ呢？”他就在他�身ʑ，但他�模糊的泪眼竟
Ǵ不出他。他�他�ȦȖ，他�竟不明白。 {DA 794.5}

巴不得每个垂下来的~能抬起来，每一双眼睛能Ř开来仰望他，每一�耳朵能听ǩ他的声音！“快
去告Ȍ他的門徒，Ȧ他从死里复活了。”嘱咐他�不要看那有一t大石~Ú着，并有ƶ̎封条封住的
Ż瑟的新坟墓。基督并不在那里。不要看空了的坟墓，不要像那些没有指望、无有倚靠的人那ą悲
$。耶Ť是活着的，正因
他活着，我�也要活着。我�F要以感恩的心和沾ʓ圣火的口（ǩ以ɮ
��6:7）唱出快�的歌声：基督已ƍ复活了！他活着替我�祈求。F要持守ʖ个指望，它就必保守
你的心灵，如同u固牢靠的ʿ。你若信，就必得ǩ上帝的荣耀。 {DA 794.6}

795

第八十三章 往以马忤斯去

本章根据：路加福音24:13-33 {DA 795.1}

基督复活的当天傍晚，有两个門徒从耶路撒冷往以̎忤斯去。那小˄离耶路撒冷Ż二十四里路。
ʖ两个門徒在基督的工作上虽未有ʓö著的地位，却是极ĸ心的信徒。他�原是从小˄到城里守逾
越Ǒ的。最近W生的事，使他�心中非常困惑。他�一早听ǩ有人Ǽ，基督的身体从坟墓里被挪走
了，又听Ȧ几个�女看ǩ天使，并遇ǩ耶Ť。Ņ在他�正要回家默想、祈祷。他�在黄昏ó分愁
地赶路，一路ȳȁ着基督受�和被ʦ的事。他�从未像Ņ在ʖą灰心；他�正走在十字架的阴影
下，没有指望，没有信心。 {DA 795.2}

走了没多ʘ，有个陌生人来与他�同行。由于Ĩ心郁失望，門徒没留心看看ʖ是Ȯ，只是一直
ȳ下去，把自己的心事都Ȧ了出来。他�Ƕȁ着基督所ɩ的种种教Ǹ，有些是他�不很明白的。当
ȳ到最近W生的事ó，耶Ť很想安慰他�。他已看出他�的$，也知道他�心中的Ķ¶和矛盾，
使他�®疑：

796

ʖ个Ƿ自己遭受如此屈辱的人，能是基督[？他�不能抑制自己的$，竟哭起来了。耶Ť知道
他�的心是在ĺ里与他深相契合的，所以他渴望擦去他�的眼泪，使他�充Ĩ喜�。但他知道，必
˫先Ɠ他�Ǽ解一些永ʘ不能忘ǻ的教Ǹ。 {DA 795.3}

耶Ť�他�Ȧ：“你�走路彼此ȳȁ的是什么事呢？”他�就站住，ǉ上 着愁容。二人中一个名
叫革流巴的回答Ȧ：“你在耶路撒冷作客，ʕ不知道ʖ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他�把自己�夫子的
失望告Ȍ他，Ȧ：“他是个先知，在上帝和 百姓面前，ȦȖ行事都有大能。”但是，“祭司ˈ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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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ʦ在十字架上。”他�失望$心，接着又期期艾艾地Ȧ：“但我�素来
所盼望要ɧ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ʖ事成就，Ņ在已ƍ三天了。” {DA 796.1}

真奇怪， 門徒竟都不ǻ得基督的Ȗ，也ǯ悟不到他已将ʖ些ƍʓ的事˱先告Ȍʓ他�！他�没
有体会到他所\示的后一部分˱言，就是Ȧ，第三日他要复活。ʖ是与前一部份同ą要字字£̟
的。ʖ正是他�£țǻ住的。而祭司和官ˈ�倒没有忘ǻʖȖ。那一天，“就是˱}日的第二天，祭
司ˈ和法利ɮ人聚集来ǩ彼拉多，Ȧ：‘大人，我�ǻ得那Ȥ惑人的ʕ活着的ó候，曾Ȧ：‘三日后我
要复活。”” ̎太福音27:62, 63 但是門徒却没有ǻ住ʖ些Ȗ。 {DA 796.2}

于是“耶Ť�他�Ȧ：‘无知的人哪，先知所Ȧ的一切Ȗ，你�的心信得太ʛʨ了。基督ʖą受
害，又ʗ入他的荣耀，�不是£当的[？’”那两个門徒奇怪，ʖ个陌生人究竟是Ȯ，竟能看透他�的
内心？而ȦȖ又是那么ĸ切、温和、富有同情心，而且ʕ 着充Ĩ希望的口吻。自从基督被P之
后，ʖʕ是第一次在他�心中燃起希望。他�óóĸ切地看着ʖ个同伴，心想，他所Ȧ的Ȗ怎么正
是基督所要Ȧ的呢？他�¹异不已，喜�的期盼在心中跳G起来了。 {DA 796.3}

基督从摩西圣ƍT史的开端Ǽ起，把全部圣ƍ所ʆ有关自己的事都Ǽ明白了。

797

798

799

基督若Ƿ他�先Ǵ出他来，他�就必心Ĩ意足，并在ʖ种情况下就别无所求了。但他�ʕ需要明
白旧Ż圣ƍ中的种种表号和˱言
他所作的ǩȇ。他�的信仰必˫建立在ʖ个基ş上。基督没行什
么神迹来使他�信服，他Ņ在首要的工作是解ʣ圣ƍ。他�曾把他的死看作是一切希望的幻į，Ņ
在他却从 先知的˱言中指出：他的死正是他�信仰最有力的ȇ据。 {DA 796.4}

在教Ǹʖ两个門徒ó，耶Ť指出旧Ż圣ƍ�他的使命所作ǩȇ的重要性。今日，有ǿ多自命
基
督徒的人弃ƕ旧Ż，Ȧ它不再有甚么用|。但ʖ不是基督的教Ǹ。他非常重ǭ旧Ż，甚至有一次他
ʖąȦ：“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Ȗ，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也是不听D。” 路加福音16:31
{DA 799.1}

从�当的日子起，直到ó代的末了，那藉 先祖和先知之口ǼȖ的乃是基督。旧Ż圣ƍ清楚地ö
示救主，正如新Ż圣ƍ一ą。从旧Ż˱言W出来的光，清楚而美妙地把基督的一生和新Ż的教Ǹˠ
述了出来。基督所行的神迹，固然是他神性的凭据；但若将旧Ż的˱言同新Ż的T史�照一下，就
能找到ȇ明基督
世界救主的更有力的凭据。 {DA 799.2}

基督以˱言
根据，使ʖ两个門徒�他取了人性之后的使命，有了正确的ǴȊ。他�一直期望弥
ɮ�依照人的愿望登上宝座，È掌王权。ʖ是ʾȣ的，而且，ʖ种ʾȣ的概念使他�不能˳会基督
从崇高的位分降到卑微境地的意。基督希望門徒�真理的ǴȊ在每一点上都ž正准确。他�必˫
尽可能明白那命定要他喝的苦杯的全部意。他向他�Ȧ明：他�Ņ在ʕ不明白，那sC烈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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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他履行早在>世之前所立的Ż。基督必˫死，正像每个ƙƜ作³的犯法者必˫死一ą。ʖ一切
都必成就，但其Ɛ果不是失Ɏ，而是光荣和永久的ǅ利。耶Ť告Ȍ他�，他必尽一切努力拯救世人
脱离罪³。跟随他的人必˫像他一ą生活，像他一ąu˦ĸ情地努力工作。 {DA 799.3}

800

基督就是ʖą和門徒Ǽȁ，开通他�的心ŧ，使他�明白圣ƍ。那两个門徒虽然疲倦，但ȳȖ的
兴趣并未稍减。救主口中W出生命和信心的Ȗ。但他�ʕ没Ǵ出他来。当救主告Ȍ他�耶路撒冷必
被/覆ó，他�竟望着ʖ注定遭劫的城邑哀哭起来。他�一点没想到ʖ位旅伴是Ȯ。他�没有想到
自己所Ƕȁ的人正在身ʑ行走，因基督以第三者自称，故他�以
他也是赴逾越Ǒ后回家去的。他
同他�一ą小心地走在不平的石子路上，不ó也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他�就ʖą沿着山路走，一路
有那不久将要坐在上帝右ʑ，并Ȧ：“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ɩƓ我了”的主与他�同行 ̎太福音
28:18。 {DA 800.1}

他�在路上行走ó，日薄西山了。行人ʕ没到ʒ安息之所，田里的7夫已荷ʻ晚¨了。当那两个
門徒回到家門ó，ʖ位陌生的客人好像ʕ要赶路。但門徒受ʓ他的ȲȲȤ�，很想听他再多Ǽ些
Ȗ，便Ȧ：“Ȩ你同我�住下吧！”他起先不愿接受ʖ邀Ȩ，但他�竭力挽留他，Ȧ：“ó候晚了，日
~已ƍ平西了。”于是基督答£他�的邀Ȩ，“就ʗ去，要同他�住下。” {DA 800.2}

如果門徒没有u持邀Ȩʖ位客人，他�就不会知道自己的旅伴就是复活了的主。基督从来不勉强
同任何人作伴。他却关心那些ǯ得需要他的人。他�意到最ű陋的家庭里，鼓舞最卑微的人。但是
如果人不关心，不重ǭʖ位天上的ɛ�，不Ȩ他同住，他就ʓ門不入了。ǿ多人就ʖą遭受了莫大
的ß失。他�像那两个門徒一ą，不ǴȊ与他�同行的就是基督。 {DA 800.3}

űO的晚餐˱}好，é在客人面前。他坐在首位，伸手
食物祝Ⱦ。門徒登ó吃一¹，因
他伸
手的姿J和他�的夫子素常的G作完全一ą。他�仔ƈ一看，看ǩ了他手里的ʦ痕，便立ó¹呼：
ʖ就是主耶Ť！他已ƍ从死里复活了！ {DA 800.4}

801

他�起来，俯伏在他脚前拜他。但他忽然不ǩ了。他�望着主坐ʓ的位置，彼此Ȧ：“在路上，他
和我�ȦȖ，Ɠ我�Ǽ解圣ƍ的ó候，我�的心�不是火ĸ的[？” {DA 801.1}

他�有如此重大的信息要#Ɠ别人，兴�得坐立不安，ʚ疲倦和̂̋都忘ǻ了。他�没有用̃，
便Ĩ心喜Č地立即出W，沿着=才回来的路急忙赶去，要把ʖ信息告Ȍ城里的門徒。ʖ条路有几段
是不大好走的，但是他�爬ʓ很陡的山坡，有ó跌在光滑的岩石上。他�看不ǩ也不知道，有那曾
与他�同行的一位在保Ï着他�。他�手中拄着行路的拐杖，急急地赶路，不˭一切地拼命奔走。
有ó走迷了路，但又找到了。有óʚ奔 跑，且跌且行。他�急急向前走去，一路上有那看不ǩ的
同伴随着他�。 {DA 801.2}

夜是黝黑的，但那“公的日~”照耀着他�。他�心里Č喜快�，犹如在新的天地里。基督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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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救主。他�不再
他的死而悲哀了。他�再三再四地Ȧ：“基督已ƍ复活了！”ʖ就是他�正要 Ɠ
$之人的信息。他�必˫尽快把回家路上所遇到的奇妙ƍʓ告Ȍ他�，告Ȍ他�是Ȯ在路上与他
�同行。他�所#的，乃是上帝ɩƓ世人的空前"大的信息，就是人类今生和永世寄以一切希望的
大喜信息！ {DA 801.3}

802

第八十四章 “愿你们平安！”

本章根据：路加福音24:33-48； Ż翰福音20:19-29 {DA 802.1}

两个門徒到了耶路撒冷，ʗ了�門。ʖʑ的城門，在ʓǑ期ˎ是整夜开着的。街上家家ÆÆ夜深
人静。二人在月光下穿ʓ狭小的街道，找到那座楼房，就是耶Ť受死前最后一晚与門徒聚集的地
方。他�知道在ʖ里可以找到自己的 弟兄。ʖó夜色更深。他�÷得，門徒在没有确知主身体的
下落前，是不会睡ǯ的。他�ǩ楼房的門ŷŷ关着，就上前敲門，可是没有£声，ʚ一点G静也没
有。他�通Ð了姓名，門才ʅʅ开了。他�ʗ去ó，ʕ有看不ǩ的一位也一同ʗ去。門就再关ŷ，
免得有奸ƈʗ来。 {DA 802.2}

那两个門徒看ǩ大家ö露着¹奇兴�之色。屋子里的人都异口同声地感Ⱦɯ美Ȧ：“主果然复活，
已ƍöƓ西門看了。”于是那二門徒一ʑ喘息，一ʑ急急地把他�回来的ƪ由，就是耶Ť怎ą向他�
öŅ的奇妙故事告Ȍ了 門徒。=Ǽ完，就有人Ȧ，ʖ消息�在太好了，就怕不真�，令人ˣ以置
信。正ȦȖˎ，突然有一个人站在他�面前。于是 人都向ʖ个陌生人定睛凝ǭ。因
他�既没听
ǩ有人敲門，

803

也没听ǩ脚步声。 門徒吃了一¹，心中好生奇怪，ʖ是怎麽回事呀？登ó他�听ǩ一个声音，
正是他�夫子的声音，清晰洪亮地�他�Ȧ：“愿你�平安！” {DA 802.3}

“他�却¹慌害怕，以
所看ǩ的是魂。耶ŤȦ：‘你�
什么愁Ķ？
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
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看，我是有的。’Ȧ了ʖȖ，
就把手和脚Ɠ他�看。” {DA 803.1}

他�看ǩ耶Ť的手和脚被残酷的ʦ子ʦ$了，听出他的口音，确�不是别人，而是他�夫子的声
音。“他�正喜得不敢信，并且希奇，耶Ť就Ȧ：‘你�ʖ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便Ɠ他一片ķ̦
和一t蜜房。他接ʓ来，在他�面前吃了。”“門徒看ǩ主，就喜�了。”于是信心和喜�代替了不
信，他�用言ȡ不能形容的感情承Ǵ了他�复活的救主。 {DA 8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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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Ť降生ó，天使宣告Ȧ：在地上平安¨于他所喜悦的人。如今救主在复活之后，第一次向 
門徒öŅó，就向他�Ȧɩ福的Ȗ：

804

“愿你�平安！”耶Ť准}随ó向心中因疑惧而大大$的人Ȧ平安的Ȗ。他等着我�打开心門，
Ȩ他ʗ来与我�同住。他Ȧ：“看哪，我站在門外叩門；若有听ǩ我声音就开門的，我要ʗ到他那里
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示©3:20 {DA 803.3}

耶Ť的复活，是一切在他里面睡了之人最后复活的典型。救主复活之后的容貌、姿¯和言ȳ，都
是門徒所熟悉的。耶Ť怎ą从死里复活，那些在他里面睡了的人也必怎ą复活。那ó，我�必ǴȊ
我�的�友，正如門徒ǴȊ耶Ť一ą。他�的身体或ǿ在今生有残疾、病症或外$；但复活之后，
他�是健美的；然而他�荣耀的身体，却全然保持原来的个性。到那ó，我�全知道，如同主知道
我�一ą 哥林多前�13:12。在耶Ť圣˺的光照之下，我�仍必ǴȊ我�所ĺ的人。 {DA 804.1}

耶Ťʖ次与門徒会ǩ，又用他在受死前向門徒所Ȧ的Ȗ提醒他�。就是Ȧ，摩西的律法、先知的
�和ȓ篇上所ǻ的，凡指着他的Ȗ都必˫£̟。“于是耶Ť开他�的心ŧ，使他�能明白圣ƍ。又�
他�Ȧ：

805

‘照ƍ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
撒冷起直#到万邦。你�就是ʖ些事的ǩȇ。’” {DA 804.2}

門徒ʖ才ǴȊ到他�工作的性ɑ和范p。他�有F要把基督所托付他�的奇妙真理#遍全世
界。关于基督一生的事迹他的死和复活，以及指明ʖ些事的˱言；上帝律法的神圣；救恩ǲ划的奥
秘和耶Ť赦罪的权柄他�是ʖ些事的ǩȇ，所以他�F必把ʖ一切向世人宣明。他�要#Ë平安的
福音，D人藉着悔改和救主的大能得救。 {DA 805.1}

耶Ť“Ȧ了ʖȖ，就向他�吹一口气，Ȧ：‘你�受圣灵。你�赦免Ȯ的罪，Ȯ的罪就赦免了；你
�留下Ȯ的罪，Ȯ的罪就留下了。’”那ó圣灵ʕ没有充分öŅ，因基督ʕ没有得荣耀。圣灵充沛地下
降，要等到基督升天之后才能�Ņ。門徒必˫等到˳受了ʖ丰富的恩ɩ，才能履行#福音Ɠ世界的
使命。但ʖ次ɩ下圣灵是有特别用意的。在門徒尚未È行教会的ƽF之前，基督先叫他�受圣灵。
他正要把一个神圣的使命委托Ɠ他�，他要他�深刻地体会到，若没有圣灵，他�就不能完成所托
付教会的圣工。 {DA 805.2}

圣灵就是人属灵生命的气息。承受圣灵就是承受基督的生命。承受者也就有了基督的属性。惟有
如此受耶和M的教Ǹ，并有圣灵在内心ʔ行，在生活上�践基督之生活的人，才能作主的代表，

教会服F。 {DA 805.3}

基督Ȧ：“你�赦免Ȯ的罪，Ȯ的罪就赦免了；你�留下Ȯ的罪，Ȯ的罪就留下了。”在ʖ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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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并不是Ƿ任何人随意ȁ断他人。他在山ʑ宝Ǹ里已ƍ禁止ȁ断人的事，因
ʖ是上帝的权柄。但
是，上帝把牧养个别教友的Ɍ任放到有ƇƉ的教会身上。�那些陷在罪中的同道，教会有警戒、教
�的Ɍ任，并尽可能把他�挽回ʓ来。主Ȧ：“用百般的忍耐，各ą的教Ǹ，Ɍ}人，警戒人，D勉
人。” 提摩太后�4:2

806

要忠ȕ地�待犯ʾȣ的人。要警戒每一个陷在危ˡ之中的人，不要Ƿ任何人欺̡自己。罪就是
罪，不可文̅。关于Ȧȶ、干犯安息日、偷窃、拜偶像，以及其他³事，上帝怎ąȦ，你�也要怎
ąȦ。“行ʖą事的人必不能承受上帝的国。” 加拉太�5:21 如果他�È迷罪中。那么，你�根据上
帝的Ȗ而下的判决，在天上也要照ą宣布。他�既自愿陷在罪里，就是否Ǵ了基督；教会必˫表明
不ɯǿ他�的行
，否<教会本身就羞辱了救主。上帝�罪有什么表示，教会也必˫有什么表示。
教会必˫照上帝的指示|理罪³，ʖą，教会所作的决定天上就必批准。所以凡ʅǭ教会权威的，
就是ʅǭ基督的权威。 {DA 805.4}

但ʖ幅景象，也有它光明的一面。“你�赦免Ȯ的罪，Ȯ的罪就赦免了。”F要重ǭʖ句Ȗ。在

犯罪的人工作ó，每个人的眼睛都必˫仰望基督。作牧人的，F要�切地照˭主的羊群。他�要向
犯ʾȣ的人Ǽ明救主赦罪之恩。他�要勉励罪人悔改，并相信那广行赦免的主。Ƿ他�根据圣ƍ的
权威宣称：“我�若Ǵ自己的罪，上帝是信�的，是公的，必要赦免我�的罪，洗8我�一切的不
。” Ż翰一�1:9 凡是悔改的人，都能得着以下的保ȇ：上帝“必再怜¸我�，将我�的罪孽踏在脚
下，又将我�的一切罪投于深海。” 弥迦�7:19 {DA 806.1}

教会要以感恩的心情接ƀ罪人的悔改。要引˳悔改的人脱离不信的黑暗，ʗ入信心和公的光明
之中。要使他把Å兢W抖的手放在耶Ť慈ĺ的手里，ʖą的赦免是上天�于Ǵ可的。 {DA 806.2}

只有ʖą行，教会才有赦免罪人的权柄；只有藉着基督的功I，罪人才能得蒙赦罪之恩。上帝并
没有Ƿ任何个人，或任何o体掌有任意豁免罪-的权柄。基督固然吩咐他的門徒，奉他的名在万邦
中#赦罪的道；但是他�自己并没有得到权柄，可以除去一点罪Ē。因
除了耶Ť的名之外，“在天
下人ˎ，没有ɩ下别的名，我�可以靠着得救。” 使徒行#4:12 {DA 806.3}

当耶Ť复活后第一次在楼房中与 門徒相ǩó，多̎没有和他�同在。后来他听了其他門徒的Ð
告并得到充分的凭据，ȇ明耶Ť已ƍ复活，但他心中仍充Ĩ幽暗和不信。当他听其他門徒叙述救主
复活的奇妙öŅó，反陷于更深的ƕ望之中。他想：

807

如果耶Ť真从死里复活，就再没有希望Ȅ立地上的国度了。同ó他想到他的夫子向其他几个門徒
öŅ，却没有Ƿ他看ǩ，ʖ˴有ß于他的自尊心。于是他u决不肯信，日坐愁城Ż一周之久。ʖ种
苦ˏ与他弟兄�的希望和信心相比，愈ö得黑暗了。 {DA 806.4}

在ʖ段óˎ里，他一再声言：“我非看ǩ他手上的ʦ痕，用指~探入那ʦ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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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我±不信。”他不愿意藉着弟兄�的眼睛去看他的救主；也不愿根据他�的ǩȇ来建立自己的信
心。固然，他也ĸĺ他的主，但此ó却Ƿ嫉妒和不信占据了自己的心。 {DA 807.1}

ʖó，有几个門徒以那常去的楼房作	ó的住家；除了多̎之外，他�晚上都聚集在那里。一天
晚上，多̎决定去和他�一同聚集。他虽不信，但ď竟希望那好消息是真�的。吃晚̃ó，大家ȳ
起基督在˱言中向他�提出的凭据。那ó“門都关了，耶Ť来站在当中Ȧ：‘愿你�平安！’” {DA 807.2}

他ʀ身�多̎Ȧ：“伸ʓ你的指~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要
信。”ʖ几句Ȗ表明他熟悉多̎的思想和言ȡ。ʖ个®疑的門徒知道同伴�在ʖ一周中，没有一人ǩ
ʓ耶Ť。他�不可能把他的不信告Ȍ夫子。ʖó，他Ǵ出在自己面前的ʖ一位就是他的主。他再也
不要其他ȇ据了。他的心因大喜而激G，便俯伏在耶Ť脚前Ȧ：“我的主，我的上帝！” {DA 807.3}

耶Ť悦ƀ了他Ǵ主的表示，但温和地Ɍ}他的不信，Ȧ：“你因看ǩ了我才信；那没有看ǩ就信的
有福了。”多̎若甘心相信他兄弟�的ǩȇ，他的信心就必更
基督所悦ƀ。如果Ņ代人都像多̎一
ą，就没有一人会因信得救。因
凡是接受基督的人必˫相信别人的ǩȇ。 {DA 807.4}

ǿ多心里疑惑的人借口Ȧ，如果他�能得到多̎从他同伴那里所得到的凭据，他�就相信了。殊
不知，他�不但有ʖ种凭据，而且所有的凭据比多̎的ʕ多呢。

808

ǿ多人像多̎一ą，要等到一切疑Ǣ都消除之后才肯相信。但ʖą的人永不会ʒ到他�的愿望，
倒要ĥĥ陷于ˬ梗不信之中。他�撒的是®疑的种子，将来必收®疑的果�。ǿ多人在最需要信心
和勇气ó，却失去盼望和信心的能力了。 {DA 807.5}

在�待多̎的方法上，耶ŤƓ信徒上了一Ȭ。他的榜ą教�我�£如何�待信心ʃ弱、特别多疑
的人。耶Ť没狠狠Ɍ}多̎，也没同他展开ʐȁ。他只将自己öƓʖ®疑成性的人看。多̎
自己
的信心提出最不合理的条件，而耶Ť用�宏大量的ĺ和体ȱ的精神ǅʓ一切障碍。不信的心是很ˣ
用ʐȁ来克服的。ʐȁ倒会使之Ȅ法自R，�找新的理由和借口。我�要Ƿ耶Ť的仁ĺ和怜¸向人
ö明他是被ʦ十字架的救主。如此，ǿ多一度ˬ梗不信的人就会像多̎一ąȦ：“我的主，我的上
帝！” {DA 808.1}

809

第八十五章 海边重逢

本章根据：Ż翰福音21:1-22 {DA 809.1}

耶Ť曾指定同門徒在加利利会面，門徒便在逾越Ǒ周Ɛ束之后，起身往加利利去。他�若在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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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离开耶路撒冷，就必被人曲解
离道叛教。故他�留在那里，直等Ǒ期ʓ了。Ǒ期一ʓ，他�就
欣然上路回家，遵照救主的指示去ǩ他。 {DA 809.2}

ʖ次Ɛ伴同行的有七个門徒。他�穿着Ħ夫的,朴服装，在属世的ɋ物方面是ɔŦ的，可是在真
理的知Ȋ和�践方面却是富足的。所以在上帝的眼里他�具}了担任教�的ɤ格。他�固然没有在
先知学校中受ʓ教育，可是曾在世界上空前ƕ后的最大教育家手下，受教三年之久。在他的教�
下，他�已成
高尚、ƿ明、文雅的人，足能担任引˳世人ǴȊ真理的工作。 {DA 809.3}

基督在地上工作的óˎ，大半是用在加利利海ʑ附近一 的。門徒�找到了一个不容易被人打è
的地方，周p的一切都足以引人思念耶Ť和他大能的作
。从前当他�在ʖ个海上Ĩ心¹慌，猛烈
的˾暴ˡ些使他��命ó，耶Ť曾从浪涛上走来搭救他�。ʖ里，他也曾用他的Ȗ平息了狂˾大
浪。在ǭƅ之内的海Ĭ上，他曾用几个小̊和小̦Ɠ一万多人吃̆。离ʖ不ʘ的迦百7城，就是他
行ʓǿ多神迹的地方。

810

所以当門徒看到ʖ一幕幕景象ó，心中就Ĩ有救主的言ȁ和作
。 {DA 809.4}

那是一个宜人的夜晚，彼得因
ʕ有ǿ多划船打̦的旧好，便建ǹ他�出海下网打̦。同伴�都
准}参加，因一夜˪利的捕Ǜ所得足供他�需要的衣食，所以他�就̙船出海了，但Ɛ果什么也没
打着。整夜的I碌，一无所Ǜ。在那疲倦的几小ó里，他�ȳȁ到那离开了他�的主，并回«他在
海ʑǼ道ó，各人所看到的奇妙大事。同ó�自己的未来提出ˋ˹，�前途Ǣ愁ˏ起来。 {DA 810.1}

ʖó，岸上有一位孤独的守望者一直在望着他�，然而他�却没看ǩ他。后来天亮了，門徒的船
离岸不ʘ，他�看ǩ有个陌生人站在岸上。他先向他�招呼，ˋ他�Ȧ：“‘小子，你�有吃的没
有？’他�回答Ȧ：‘没有。’耶ŤȦ：‘你�把网撒在船的右ʑ，就必得着。’他�便撒下网去，竟拉不
上来了，因
̦甚多。” {DA 810.2}

Ż翰Ǵ出ʖ个陌生人来，就“�彼得Ȧ：‘是主！’”彼得大喜ʓ望，�不可支，因一ó的兴�，就跳
到海里，很快游到夫子身ʑ。其余的門徒划着船，拉着一网的̦也来了。“他�上了岸，就看ǩ那里
有炭火，上面有̦，又有̊。” {DA 810.3}

他�太¹奇了，甚至也没有ˋʖ炭火和食物是从哪里来的。“耶Ť�他�Ȧ：‘把=才打的̦拿几
条来。’”彼得就赶ŷ去帮助弟兄�，把他所撒下的网拉上岸来。一切都准}好之后，耶Ť就叫門徒来
吃̃。他â开食物分Ɠ他�，七个人都清楚地Ǵ出他来了。ʖ使他�想起从前在山ʑƓ五千人吃̆
的神迹，但他�心里生出了神秘的敬畏，静静地望着复活的救主。 {DA 810.4}

从前耶Ť在海ʑ招呼他�的情形，ʖóTT浮Ņ在眼前。他�ʕ清楚地ǻ得自己怎ą依着他的命
令，把船开到水深之|下网打̦，随即Þ到Ĩ网的̦，网ʕˡ些裂开呢。也ǻ得后来耶Ť又怎ą吩
咐他�离开Ħ船，并£ǿ使他�得人如得̦一ą。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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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耶Ť再行ʖ神迹，是要使他�想起那次的呼召，并加深那一次呼召的印象。他ʖą做，是要
重新向門徒宣告使命，并向他�Ȧ明，夫子的死并没有减ʅ所分派Ɠ他�的工作Ɍ任。虽然他�不
再有主�身与他�同在，也不再有从事原先ƽ�所得的ƍĝ来源，但复活的救主仍在照˭他�。只
要从事他的工作，他就必供Ɠ并Ĩ足他�的需要。而且耶Ť吩咐他�把网撒在船的右ʑ，也是有用
意的。当ó他正站在右ʑ的岸上，就是他�信心所在的一ʑ。如果他�愿与他同工，就有他的神能
与他�的人力合作，他�就会立于不Ɏ之地。 {DA 810.5}

基督ʕ有个教Ǹ要Ɠ他�，是和彼得有特别关系的。彼得否Ǵ救主的罪，与他从前所表白的忠
心，形成可耻的�比。他已ƍ侮辱了基督，因而使弟兄�不信任他了。他�想耶Ť必不会恢复他在
門徒中的地位；他自己也ǯ得是已�尽信誉。所以夫子在呼召彼得重新ɉ起使徒的工作之前，必˫
Ƿ他在大家面前ö出悔改的凭据。若不如此，他虽已悔改，他的罪仍会破坏他作基督È事的影响
力。故此，救主就Ɠ他机会，使他能再得到弟兄�的信任，并尽可能洗除他Ɠ福音 来的耻辱。 {DA

811.1}

ʖ是Ɠ一切基督徒的教Ǹ。福音决不能与罪³妥N，它不能原ȱ罪³。ˢ密的罪可以私下向上帝
承Ǵ，但公开的罪必˫公开承Ǵ。ʖ位門徒所犯的罪，使基督受辱，使撒但夸ǅ，使Gê的人跌
倒。所以ʖ犯罪的門徒必˫ö出悔改的凭据，尽他能力之所及来洗除ʖ个耻辱。 {DA 811.2}

当基督和門徒在海ʑ一同吃̃ó，救主�彼得Ȧ：“Ż翰的儿子西門，你ĺ我比ʖ些更深[？”“ʖ
些”是指着他的弟兄�Ȧ的。彼得曾一度声称：“ 人虽然
你的ƪ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 ̎太福
音26:33 Ņ在他�自己有更正确的估ǲ了。他Ȧ：“主啊，是的，你知道我ĺ你。”言辞之中没有激昂
的保ȇ，Ȧ他的ĺ比弟兄�的更深。他没有�自己的忠ȕ作自我表白，只是求那能洞察人心一切G
机的主，来判断他的真ȕ“你知道我ĺ你。”耶Ť吩咐他Ȧ：“你喂养我的小羊。” {DA 811.3}

812

耶Ť再Ȓ̟彼得，重述他先前的ȖȦ：“Ż翰的儿子西門，你ĺ我[？”ʖ一次他没有ˋ彼得，是
不是比弟兄�ĺ他更深。彼得第二次的回答，像第一次一ą，也没有作ʓ分的夸¦。他Ȧ：“主啊，
是的，你知道我ĺ你。”耶Ť�他Ȧ：“你牧养我的羊。”救主再W一次ˋ，Ȧ：“Ż翰的儿子西門，你
ĺ我[？”彼得就很愁，以
耶Ť®疑他的ĺ，他知道他的主确有不信任他的理由，于是 着一˸
$痛的心回答Ȧ：“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ĺ你。”耶Ť再�他Ȧ：“你喂养我的羊。” {DA

812.1}

彼得曾三次公开否Ǵ他的主，耶Ť又三次向他要ĺ和忠ȕ的保ȇ。那尖ʽ的ˋ˹好像 刺的利箭
一ą，射入了他$痛的心®。在聚集的門徒面前，耶Ťö明彼得的悔改是何等深切，并ö出ʖ个一
度自夸的門徒，是何等ª底地自卑了。 {DA 812.2}

彼得是个心直口快，易受冲G的人，撒但曾利用ʖ些特性使他跌倒。在彼得跌到之前，耶Ť曾�
他Ȧ：“撒但想要得着你�，好ů你�像ů麦子一ą，但我已ƍ
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
回~以后，要u固你的弟兄。” 路加福音22:31, 32 ʖó他已回~，而且他的ʀX是明ö的。主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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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W的切身的、 着考̟性的ˋ˹，没有使他Ǽ一句ʓ激或自信的回答，而今因自卑和悔改，彼得
比以前更有ɤ格作群羊的牧人了。 {DA 812.3}

基督恢复彼得作#福音的È事ó，所委托他的第一件工作，是喂养他的小羊。�ʖ˩工作，彼得
ʕ没多少ƍ̟。ʖ需要很慈ĺ，很ƈ心的照£，也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恒心。他必˫
那些在信德上
ʕ幼小的人服F，教Ǹ愚昧的人，向他�解ʣ圣ƍ，并要ǸƆ他�在基督的工作上成
有用的工
人。在以前，彼得ʕ不配作ʖ种工作，甚至ʕ不明白其重要性。但ʖ是耶ŤŅ在呼召他去作的工
作。他自己受苦和悔改的ƍT，已
他作ʖ˩工作准}了条件。 {DA 812.4}

彼得未跌倒之前，他常因一ó的冲G而ʅ率W言。他常在没有ª底了解自己，或考Ǣ£怎ąȦȖ
之前，就想改正别人，并W表自己的意ǩ。但悔改之后的彼得完全不同。他仍有先前的ĸȕ，但Ņ
在有基督的恩典在掌握他的ĸȕ。他不再急躁、自信、自高自大，而是˄静、

813

814

815

沉着并善于受教，ʖą他就能喂养基督羊群中的羊，也能喂养每只小羊。 {DA 812.5}

救主�待彼得的方法，�他和他的弟兄都是寓意深ˈ的：教�他�要以忍耐，同情和�恕的ĺ来
�待有ʓʾ的人。彼得虽然否Ǵ了他的救主，但耶Ť�他的ĺ�毫没有Gê。凡在大牧人手下作牧
者的，都£以同ą的ĺ来�待那些交托Ɠ他的羊和小羊。彼得若常回想自己的ʃ弱和失Ɏ，就必温
和地�待他的羊群，如同基督�待他一ą。 {DA 815.1}

基督向彼得所W的是意味深ˈ的ˋ˹。他只提出一个作門徒和服F的条件。他Ȧ：“你ĺ我
[？”ʖ是不可缺少的ɤ格。彼得即使有了每一种其他ɤ格而没有基督的ĺ，他就不能作一个管理主
羊群的忠心牧人。知Ȋ、善意、口才、感恩和ĸ心，在圣工上都有帮助；但是心中若没有耶Ť的
ĺ，<#道服F的工作必然失Ɏ。 {DA 815.2}

耶Ť和彼得一同散步去了，因他有些事要O独�彼得Ǽ。耶Ť受死之前曾�他Ȧ：“我所去的地
方，你Ņ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ʖ句Ȗ，彼得曾回答Ȧ：“主啊，我
什么Ņ在不能跟
你去？我愿意
你舍命。” Ż翰福音13:36, 37 他Ȧʖ句Ȗ的ó候，一点也不知道基督所要˳他走的
是一条何等崎�ǎˣ的路。ʖ次考̟来到ó，彼得失Ɏ了，但他ʕ要有机会来ȇ明他�基督的ĺ。
救主
了u固他的信心来£付最后的考̟，就把他的未来展开在他面前。救主告Ȍ他，在他度ʓ了

人造福的一生之后，到年迈力衰ó，他真要跟从他的主了。耶ŤȦ：“‘你年少的ó候，自己束上 
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ó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 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ŤȦ
ʖȖ，是指着彼得要怎ą死，荣耀上帝。” {DA 815.3}

ʖą，ʚ彼得死的ą式耶Ť都向他Ȧ明了，甚至˱言彼得将要伸出手来，被人ʦ在十字架上。于
是他再嘱咐他Ȧ：“你跟从我吧！”彼得没有因ʖ个\示而�失勇气。他愿意
他的主受任何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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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 {DA 815.4}

以前彼得是凭着外貌ǴȊ基督，像Ņ在ǿ多人ǴȊ他一ą，但是如今他�主的ǴȊ，将不再是ʖ
ą有限的了。他从前的ǴȊ是��在人性上与耶Ť来往，但Ņ在不同了。

816

他从前以基督
一个人，一个从天上差来的教�而ĺ他，如今<要以基督
上帝而ĺ他。他已ƍ
学会一个教Ǹ：�他来Ȧ，基督就是一切。如今他已准}分担主ļ牲的使命。到最后彼得被ʦ十字
架ó，他ǯ得与他的夫子按同一方式受苦的光荣，是他不配担当的；所以自己要求被倒ʦ十字架。
{DA 815.5}

耶Ť�彼得所Ȧ，“你跟从我吧！”的Ȗ，是Ĩ有教Ǹ的。ʖ教Ǹ不但是
他的死而W，也是ʥ�
他一生中的每一步所Ǽ的。在ʖ以前，彼得Gʈ擅自行事。他常自行
上帝的工作ǳ出ǲ划，而没
有等候去È行上帝的ǲ划。但他ʖą跑在主前面，Ɛ果并没有得到任何好|。耶Ť吩咐他Ȧ：“你跟
从我吧！”不要跑到我前~去，ʖą你就不会O独去£付撒但的大6了。Ƿ我行在你前面，你就必不
至被仇ð所ǅ！ {DA 816.1}

当彼得和耶Ť散步ó，他看ǩŻ翰跟在后面。他想知道Ż翰的将来如何，于是“就ˋ耶ŤȦ：‘主
啊，ʖ人将来如何？’耶Ť�他Ȧ：‘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ó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彼得£ț
知道，他的主必将一切与他有益的事告Ȍ他。各人的本分就是自己跟从基督，而不必ʓ分思Ǣ分派
Ɠ别人的工作。耶Ť所Ȧ关于Ż翰的Ȗ：“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ó候”并不是保ȇʖ个門徒要活到主第
二次降	。他不ʓ是申明自己有无上的权柄，并Ȧ明即使他要Ż翰等到他来，也�毫不影响彼得的
工作。Ż翰和彼得二人的将来，都掌握在主手中。˪服地跟从他，是他�各人£尽的本分。 {DA 816.2}

今日像彼得ʖą的人真不知有多少啊！他��别人的事情极感兴趣，并很想知道别人的本分，而
他�自己有忽略自己本分的危ˡ。我�的工作就是要仰望基督并跟从他。我�在别人的生活上，±
能看到些ʾȣ，在别人的品格上，±能看到一些缺点。血肉之躯，ˣ免有ʃ弱；只有在基督里才能
找到完美。仰望基督，我�就能X成他的ą式。 {DA 816.3}

Ż翰后来得享高寿，�眼看ǩ了耶路撒冷的Ďį和那庄�的圣殿成
¥墟世界最后Ďį的一个象
征。直到Ɗ年，Ż翰ŷŷ地跟从他的主。他� 教会作ǩȇ的中心思想是：“�ĺ的弟兄啊，我�£
当彼此相ĺ，”“住在ĺ里面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 Ż翰一�4:7, 16 {DA 816.4}

817

彼得已ƍ恢复了他使徒的身份，但是他从基督所˳受的尊荣和权柄，并没有Ɠ他一个高ʓ他弟兄
�的位分。ʖ一点，在基督回答彼得的ˋ˹：“ʖ人将来如何”的一句Ȗ里，就已ƍȦ明了。他
Ȧ：“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彼得并没有得到作教会之首的尊荣。基督�恕了彼得的背信，并向他
施恩，委托他喂养群羊，以及彼得自己跟从基督的忠心，ʖ一切使他ɲ得了弟兄�的信任。他在教
会中大有感化力。但是基督在加利利海ʑ所Ɠ予彼得的教Ǹ，他ď生没有忘ǻ。他在圣灵感G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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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信Ɠ教会，Ȧ： {DA 817.1}

“我ʖ作ˈ老、作基督受苦的ǩȇ、同享后来所要öŅ之荣耀的，D你�中ˎ与我同作ˈ老的人，
F要牧养在你�中ˎ上帝的群羊，按着上帝旨意照管他�。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
因
ɓɋ，乃是出于�意；也不是ʎ制所托付你�的，乃是作群羊的榜ą。到了牧ˈöŅ的ó候，
你�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彼得前�5:1-4 {DA 817.2}

818

第八十六章 “去使万民作我的門徒”

本章根据：̎太福音28:16-20 {DA 818.1}

基督升天登基作王的前夕，把使命托付門徒，Ȧ：“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ɩƓ我了。所以，你�
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門徒。”“你�往普天下去，#福音Ɠ万民听。” ̎可福音16:15 他一再重申ʖ命
令，使門徒能˳悟其精。一切世人，无ȁɔ富ɛə，天上的光都要清晰而强有力地照耀在他�身
上。在拯救世人的工作上，門徒要作他�救ɧ主的同工。 {DA 818.2}

在最后的晚餐上，基督曾把ʖ使命托付Ɠ十二門徒，Ņ在却要托付Ɠ更多人。在ʖ次加利利山ˎ
的聚会中，ʠ近一 蒙召的信徒都赶来了。基督在舍命之前，就�自ǫ定了ʖ次聚会的óˎ和地
点。在坟墓旁öŅ的天使曾提醒門徒，救主要在加利利与他的門徒会面。聚在耶路撒冷ʓ逾越Ǒ的
信徒也听到了ʖ个£ǿ，并#告Ɠ散居各地
主的死悲´的人。大家都迫不及待地盼着ʖ次会面。
他�从四面八方迂回Ƒ道而来，以免引起嫉妒成性的犹太人的猜疑。大家Ĩ®着希望，ĸ切地ȳȁ
所听到的有关基督的消息。 {DA 818.3}

到了指定的óˎ，大Ż五百个信徒，三五成群聚在山ʑ，ĸ切地要听那些在基督复活之后ǩʓ他
的人的ǩ˒。

819

使徒从ʖ一小群走到那一小群，把他�耳˒目睹有关耶Ť的一切事都告Ȍ他�，并照着耶Ťʓ去
用的方法，本着圣ƍ
他�Ǽ解真理。多̎向大家重述自己的不信，以及自己的疑惑是如何被打消
的。忽然，耶Ť站在他�中ˎ。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也不明白他是怎么来的。在s的門徒中，
有一些从未ǩʓ救主，Ņ在看ǩ了他手脚上的$痕，他的面貌正如上帝的容˺。他�既看ǩ了耶
Ť，就俯伏拜他。 {DA 818.4}

然而，也有人®疑不信。从古到今，向来是ʖą。±有些人ǯ得�福音ˣ以置信，就置身于®疑
之中。他�因不信而蒙受很大ß失。 {DA 8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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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Ť复活后向ʖ么多信徒öŅ只有ʖ一次。他�他�Ȧ：“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ɩƓ我了。”耶
ŤW言之前，門徒已ƍ拜ʓ他。但ʖȖ从死ʓ又复活的救主口中Ȧ出来，激W了門徒无比的勇气。
如今他已是复活的救主。从前，ǿ多人曾ǩ他行使权能，医治病人，制ǅ撒但的权J。他�也相
信，他有权柄在耶路撒冷建立他的国度，U服一切ð�J力，控制自然界的ʔ作。他曾平息怒涛，
在白浪翻滚的海面上行走，也曾使死人复活。如今，他宣布“一切的权柄”都ɩƓ他了。ʖȖ使 人的
思想超越了ʀ瞬即逝的世俗，ʗ入永恒的天国。�于救主的尊�和荣耀，他�已ƍǛ得最高深的Ǵ
Ȋ。 {DA 819.2}

ʖ次基督在山上Ǽ的Ȗ，宣告了他
人类所付的ļ牲是充分而完}的。救ɧ的一切条件都已履行
了。他在世界上的工作已ƍ完成。救主将要\程前往上帝的宝座，接受 天使和全宇宙无数È政者
和掌权者的尊崇。他已着手于中保的工作，并以至高的权威向門徒委以重任，Ȧ：“所以，你�要去
使万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圣灵的名Ɠ他�施洗。凡我所吩咐你�的，都教Ǹ他�遵守，我就
常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太福音28:19, 20 {DA 819.3}

犹太人曾ƍ受托作神圣真理的保管人，但法利ɮ主已使他�成
全人类最孤傲、

820

最ˬ固的民族。凡是有关祭司和官ˈ�的事他�的服装、˾俗、礼Ǒ、ʟ#都使他�不再配作世
上的光。他�把自己ʖ犹太民族ǭ
全世界。基督<不然，他委派他的門徒去宣Ë一种不分˝ż或
国籍，并适合各国、各族及各等人的信仰。 {DA 819.4}

基督离开門徒之前，清楚地Ȧ明了他国度的性ɑ，叫他�回«他ʓ去�他�所Ȧ有关此事的Ȗ。
他声明他在世上所要建立的不是属世的，而是属灵的国度。他不打算作
属世的君王坐在大R的宝
座上。他再向他�Ǽ解圣ƍ，Ȧ明他所ƍʓ的一切事都是天父与他在天上会ǹ中ǫ定的。凡我向你
�所ö示的ʖ一切，都已ƍ由受圣灵\示的人˱言ʓ了。他Ȧ：你�看，我向你�ö示的关于世人
不Ǵ我
弥ɮ�的事都已£̟；我所Ȧ关于我必受的屈辱和死亡的一切Ȗ也都已ȇ�，到第三天我
也复活了。˱言所ǻʆ关于我的事都已£̟。你�要更殷勤地ā考圣ƍ，你�就能看出，˱言中有
关我的一切事˩都已£̟。 {DA 820.1}

基督派門徒在耶路撒冷开始做他留Ɠ他�的工作。耶路撒冷是他
人类自愿降
卑的地方。在那
里他曾受苦、被弃、被定罪。犹大是他的出生地。在那里他披戴人性与世人同行ó，很少人ǯ察
到，上天竟如此	近人ˎ。故此，門徒的工作必˫从耶路撒冷开始。 {DA 820.2}

考Ǣ到基督在那里遭受到的一切，以及他在那里投入的辛勤I碌不
人所ɨȊ，門徒按理可以要
求一个更有成功希望的工作地点，但他�却没有ʖą要求。基督已在ʖ里撒ʓ真理的种子，門徒就
要在那里Ě灌栽培，ʖ种子必要生ˈ，并一定会Ɛ出丰Š的果�。他�在工作ó，会遭到犹太人的
嫉妒和仇恨所引起的迫害。ʖ是他�的夫子所忍受ʓ的，所以他�不ț逃避之。恩典的呼召必˫先
向ü害救主的人W出。 {DA 820.3}

何况耶路撒冷有不少暗中相信耶Ť的人，也有ǿ多人是受了祭司和官ˈ�的蒙̡，他�必˫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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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改的呼召。

821

世人的罪只有依靠基督才能得蒙赦免，ʖą的奇妙真理必˫向他�充分Ǽ明。正当全耶路撒冷因
ʓ去几周所W生的¹人大事，而人人的情ƛ高昂ó，福音的宣#必能Ɠ人以最深刻的印象。 {DA 820.4}

但工作不可局限于耶路撒冷，而要É展到地上最遥ʘ的角落。基督�門徒Ȧ：你�是我的ǩȇ：
你�看到我
世人自我ļ牲的一生。你�也看到我
以色列作的工作。他�虽然不肯到我ʖ里来得
生命，祭司和官ˈ�虽然任意�待了我，并照圣ƍ所˱言的拒ƕ了我，但我ʕ要Ɠ他�一个接受上
帝儿子的机会。你�已ƍ看ǩ，凡到我ʖ里来Ǵ罪的，我都接受。到我ʖ里来的，我±不�弃他。
凡愿意的，都能与上帝和好并Ǜ得永生。我将ʖ怜ĺ的信息托付Ɠ你�ʖ些做我門徒的人。你�要
把它先#Ɠ以色列人，然后#Ɠ各国、各方、各民。凡相信的都要聚集在一个教会里。 {DA 821.1}

藉着圣灵的恩ɩ，門徒将Ǜ得奇妙的能力。他�的ǩȇ必伴以神迹奇事
凭据。不但使徒要行神
迹，就是接受他�信息的人也要行。耶ŤȦ：“就是奉我的名赶鬼，Ȧ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
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可福音16:17, 18 {DA 821.2}

那ó代，常有人毫无˭忌地投毒，害死那些阻碍他�野心�Ņ的人。耶Ť知道，門徒的性命会因
此受到威Ǆ。ǿ多人会Ǵ
，ü害他的ǩȇ人就是侍奉上帝。故此，他£ǿ保Ï他�脱离ʖ种危
ˡ。 {DA 821.3}

門徒将有与耶Ť相同的能力来“医治百姓各ą的病症。”他�奉他的名医治身体的疾病，藉此ȇ明
他有能力医治心灵的疾病 ̎太福音4:23; 9:6。耶Ťʕ£ǿƓ他�一种新的才能：門徒要到各国去#
Ë福音，故他�要˳受Ȧ别国方言的能力。 使徒和他�的同伴都是没有学Ȋ的人，然而藉着五旬
Ǒ圣灵的沛降，他�Ȧ的Ȗ，无ȁ是用本国ȡ或外国ȡ，在言辞和口音方面都会X得又ž正又准
确。 {DA 821.4}

822

基督就ʖą把#福音的使命委派Ɠ門徒，
ʖ工作的�施作了充分的安排。他�自
工作的成功
ɉɌ。只要他�听他的Ȗ并同他密切配合，他�就不会失Ɏ。他吩咐他�Ȧ：要到各国去。要到世
界有人住的最遥ʘ的角落，并要知道我必与你�一同在那里。只管凭信心和勇气去工作；我决不会
撇弃你�的。 {DA 822.1}

救主交Ɠ門徒的使命，也是派Ɠ一切信徒的，直到末ó。有人以
救灵的工作，全靠担任圣ƽ的
牧�，ʖ是�重的ʾȣ。凡是受ʓ上天灵感的人，都已受托于福音的使命。凡˳受了基督的生命
者，都已被命定去
同胞的得救而工作。教会就是
ʖ使命Ȅ立的。凡立Ż加入教会的，也就是立
誓与基督同工。 {DA 822.2}

“圣灵和新�都Ȧ：‘来！’听ǩ的人也țȦ：‘来！’” \示©22:17 每一个听ǩ的人都ț#Ǽʖ个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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Ȩ。不ȁ信徒从事何种ƽ�，他最关心的£ț是˳人¨向基督。他或ǿ不能向会 Ǽ道，但±能

个人作工。他能把自己从主所˳受的教Ǹ#Ɠ他�。#道的工作不限于上Ǽ台，它ʕ包括救助患病
和受苦的人，周ĝ缺乏的人，并向沮�失望和缺少信心的人Ȧ安慰的Ȗ。ʘ近各|都有被罪U制的
人。人类的Ɏ坏并不是由于生活ɔ困，工作辛苦，而是由于犯罪作³，致使人心灵不安宁、不Ĩ
足。故此，基督要他的仆人
心灵患罪病的人服F。 {DA 822.3}

各人都要从自己的所在地开始工作。条件最差和毫无成功希望的地 也不可放ʓ。在我�家中可
能就有渴望得到同情、急需生命之粮的人。可能有孩子需要受到基督化的培育。在我�家門外就有
不ǴȊ上帝的人。我�要忠心去做离我�最近的工作，然后跟着上帝的引˳向外伸展。ǿ多人的工
作可能受到ń境的限制；但不管在何地，只要忠心和殷勤地工作，就能施展影响直到地极。基督在
世上的工作范p是窄小的，Ɛ果世界各地的人都听到了他的信息。上帝常用最űO的手段来ʒ成最
大的效果。

823

他的ǲ划是Ƿ他的圣工的各个部門同其它部門相互依ɫ，犹如ʂ中套ʂ，和ȷ地彼此配合。最平
凡的工人在圣灵感G之下，也能ÖG看不ǩ的心弦W出ʘʒ地极的声浪，þ成美妙的曲Ʌ，响ª永
恒的世Ž。 {DA 822.4}

然而“你�往普天下去”的吩咐是不可忽ǭ的。主要我�眺望到“你�以外的地方” 哥林多后�
10:16。 基督要把各民族之ˎ的隔{，就是种族的偏ǩ，拆除干8，教我�要ĺ全人类。他¥除了
一切人
的区域界ƅ，把人从其私心所划分的狭隘的社会�次提拔出来。他不分�疏ð友。他教�
我�把每个有需要的人看
兄弟，以全世界
我�的工作园地。 {DA 823.1}

当救主Ȧ：“你�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門徒”ó，他也Ȧ：“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就是：奉我的
名赶鬼，Ȧ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ʖ£ǿ
的范p与使命同等广大。所有的恩ɩ不是都要Ɠ每个信徒的；圣灵要“随己意分Ɠ各人” 哥林多前�
12:11。但圣灵的恩ɩ是按每一个信徒在主工作上的需要ɩƓ各人的。今日ʖ个£ǿ与使徒ó代同ą
有效，同ą可靠。“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ʖ是上帝儿女的特权，我�£用信心的手握住所能Ǜ
得的一切，作
信心的Ð0。 {DA 823.2}

“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全世界是个广大的病院。基督降世，是要医治病人，Ð告被撒但俘
ǡ的人得自由。他本身就是健康与能力。他将自己的生命ɩƓ患病、受ˣ和被鬼附的人。凡来˳受
他医治之能的人，他都不拒ƕ。他知道，求他帮助的人虽都是病由自取，然而他仍愿意医治他�。
当基督的能力ʗ入ʖ些可怜的人ó，他�就ǯ悟到自己的罪，ǿ多人就此不但身体的病得以痊愈，
而且灵性的疾病也得医治。到Ņ在，ʖ福音仍有同ą的能力，
什么今日不能看到相同的果效呢？
{DA 823.3}

每个受苦者的患ˣ，基督也都能感ǯ到。当邪灵折磨人体ó，主能感受到其中的咒ȉ；当人体W
高ķó，主也同受痛苦。他今日仍像当年在地上ó一ą，愿意医治病人。基督的仆人是他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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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是他工作的媒介。他极愿通ʓ他�行使他的医治之能。 {DA 823.4}

在医病的方式上，有供救主的門徒学�的功Ȭ。有一次，他用泥土抹瞎子的眼睛，然后吩咐
他：“你往西ƶ�池子里去洗……他去一洗，回~就看ǩ了。” Ż翰福音9:7 基督可以O凭自己大医�
的能力把病人治好，然而他常用űO的自然ŉ法。 {DA 824.1}

基督常�Ǜ得医治的病人Ȧ：“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Ż翰福音5:14 他教�人，
疾病是ʙ反上帝自然律和属灵定律的Ɛ果。如果世人的生活符合>造主制定的ǫ律，世上就不会有
Ņ今ʖ么多的病痛了。 {DA 824.2}

基督是古ó以色列民的响�和��；他教Ǹ他�：健康是遵守上帝律法的果效。在巴勒斯坦医治
病人的ʖ位医�，从前曾从云柱中向他的子民ǼȖ，把他�£做的事，以及上帝必
他�成就的
事，都告Ȍ他�，Ȧ：“你若留意听耶和M你上帝的Ȗ，又行我眼中看
正的事，……我就不将……
疾病加在你身上，因
我耶和M是医治你的。” 出埃及ǻ15:26关于以色列人的生活�¾，基督也曾
Ɠ他�明确的指示，并£ǿ他�Ȧ：“耶和M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 申命ǻ7:15 当他�履行ʖ些
条件ó，ʖ£ǿ就�Ņ在他�身上了。“他支派中没有一个ʃ弱的。” ȓ篇105:37 {DA 824.3}

ʖ也是Ɠ我�的教Ǹ。凡愿保持健康的人，都当履行相£的条件。人人都£研究ʖ些条件。人若
�主所定的自然律和属灵的定律一无所知，主是不喜悦的。我�要
身体和心灵的健康的恢复与上
帝通力合作。 {DA 824.4}

我�£当教�人如何保持并恢复健康。既
病人使用上帝在自然界所˱}的治ŉ方法，又把那唯
一能使他�恢复健康的主介ƌƓ他�。我�的工作是用信心的双手将患病和受苦的人扶到基督面
前。£当教�他�相信耶Ťʖ位大医�。我�要抓住他的£ǿ，求他ö示他的大能。福音的�ɑ就
是“康复”，

825

救主要我�教�病人、ƕ望者和受ˣ者˳取他的能力。 {DA 824.5}

基督医治之能里面含有ĺ的大能。我�惟有因信在他的ĺ上有份，才能成
他圣工的媒介。我�
若不与基督保持属灵的ƾ系，那ɩ生命的活的能力就不能从我�流Ɠ 人。ʓ去有些地方ʚ救主也
不能多行奇事，因
那里的人没有信心。同ą，Ņ今教会也是因不信而使自己与神圣的帮助者隔
ƕ，教会因缺少信心，就使上帝失望，并�缺了他的荣耀。 {DA 825.1}

基督£ǿ与教会同在，是在他�ʗ行他的工作ó。他Ȧ：“你�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門徒。”然后才
Ȧ：“我就常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受他的能力的首要条件就是要ɉ他的ʁ。教会的生命
有ɫ于她忠�地完成主所交托之使命。Ȯ疏忽ʖ˩工作，就是促成属灵的衰弱与腐Ɏ。哪里没有

别人ʗ行Ţ极的工作，那里的ĺ心就ĥĥ冷淡，信心也ĥĥ消逝。 {DA 825.2}

基督要他的仆人�培Ǹ教会ʗ行#福音的工作。要教人如何�找拯救失�的人。Ȩˋ：他�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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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ʖą作的[？哎！多少#道人在Į	死亡的教会里Ȅ法扇旺行将熄į的星星之火！多少#道人在
Ï理ʃ弱的教会，像看Ï病倒的小羊似的，而他��在£ț在外面�找迷羊呢！于此同ó，千千万
万ʕ不ǴȊ基督的人正在Ĕ亡。 {DA 825.3}

�于世人，上帝的大ĺ已ƍʒ到了不可Ĝ度的深|；而 天使却不ǅ¹奇地看到˳受上帝慈ĺ的
人竟表示如此肤浅的ǴȊ。上天看到我��别人灵魂的存亡如此冷淡，不ǅÀ慨。基督是如何看待
此事的呢?你想：如果作父母的听Ȧ他�的孩子在冰天雪地里迷了路，而能救他的人竟置之不˭，Ë
ˈ而去，任他死亡，父母将感ǯ如何？他��不要悲$万分，À填膺？他��不要含À怒的ĸ
泪，痛斥那些ü人犯[？每个人的痛苦就是上帝儿女的痛苦；凡�将亡的同胞不伸援助之手的人，
必定惹G上帝的怒。ʖ就是羔羊的À怒。凡自称与基督相交，却�同胞的需要不关心的人，基督
要�他�Ȧ：“我不÷得你�是哪里来的。你�ʖ一切作³的人离开我去吧！” 路加福音13:27 {DA

825.4}

826

基督Ɠ門徒的使命中，不但ǫ定他�的工作，而且指明所#Ɠ万民的信息，Ȧ：“凡我所吩咐你�
的，都教Ǹ他�遵守。”門徒必˫拿他教Ǹ人的Ȗ教Ǹ人。ʖȖ不�指他�口所Ǽ的，而且也包括旧
Żó代他藉 先知和教��所Ǽ的Ȗ。基督的教Ǹ不可æʗ人的ʟ#、理ȁ或教会定的条例。“律法
和先知”和他自己言行的ǻ©，才是他委托門徒#Ɠ世人的宝藏。基督的圣名是他�的口号、他�的
Ăǻ、他�oƐ的中心、他�行事的权力和他�成功的原由。凡没有他名号的，都是他国度里所不
承Ǵ的。 {DA 826.1}

福音不可作
空洞的理ȁ，而£作
改X人生的活力#Ɠ人。上帝要一切˳受他恩典的人，
他
恩典的能力作ǩȇ。他�意接ƀ已往行径最可憎的人；他�悔改后，他ɩ圣灵Ɠ他�，把最大的委
托交Ɠ他�，并差他�到不忠于他的人中去宣Ë他无Ŧ的慈ĺ。他要他的仆人作ȇȦ明：因他的恩
典，人能Ǜ得基督化的品格，并因他的大ĺ常常喜�。他要我�作ȇ指出：人类一日不¨正而光复
上帝儿女的神圣特权，他一日不Ƹ休。 {DA 826.2}

基督具有牧人的温良、父母般的ĺ心和慈悲救主的无比恩德。他以最感人的言辞向人提供他的福
惠。他不Ĩ足于űO地声明ʖ些福惠；他ʕ要用最引人注目的方式把它提出来，以引起人��此福
分的向往。他的仆人也£照ą宣Ëʖ用言ȡ无法形容的无比荣耀的恩ɩ。当��宣Ǽ教没有成就
ó，基督奇妙的大ĺ必能熔化并̑服人心。“你�的上帝Ȧ，你�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Ð好信
息Ɠˀ安的啊，你要登高山；Ð好信息Ɠ耶路撒冷的啊，你要极力Ë声，Ë声不要惧怕。�犹大的
城邑Ȧ：‘看哪，你�的上帝！’……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中。” 以ɮ
��40:1, 9-11

827

要把那“超乎万人之上”和“全然可ĺ”的主告Ȍ 人 雅歌5:10, 16。但主的大ĺ不能O凭口Ǽ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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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的美德必˫在人的生活上表Ņ出来。基督盼望每个門徒学�并表露他的形象。他恒久忍耐的慈
ĺ、恩德和ȕ�，都要藉每个信徒向世人彰ö出来。基督正坐着Ƿ每个門徒在自己身上描摹他的肖
像。上帝命定他�都要“效法他儿子的模ą” ƶ̎�8:29。基督恒久忍耐的ĺ、他的圣洁、温柔、恩
慈和ȕ�，都要在每个信徒身上向世人彰ö出来。 {DA 826.3}

那~一批門徒出去#道了。他�在生活上表Ņ了基督。主也与他�同工，“用神迹随着，ȇ�所#
的道。” ̎可福音16:20 ʖ些門徒
他�的工作作了准}。五旬Ǒ前，他�聚集一|，消除了一切隔
˓，取得完全的一致。他�相信主的£ǿ，知道那恩典一定会ɩ下来的，就凭信心祷告。他�不�
是
自己求福，而且也是因救灵的工作身ɉ重任而求。ʖ福音必˫#到地极，他�就
基督所£ǿ
的能力祈求。那ó圣灵才大大沛降，一天之内就有数千人悔改¨主。 {DA 827.1}

今日也能如此。要#上帝的道，不#人的推ȁ。基督徒F要消除Ƃ争，献身Ɠ上帝去拯救失�的
人。F要凭信心求福，福分就必来到。使徒ó代圣灵的沛降是“早雨”，其成果是ʌ煌的；末ó代的圣
灵沛降是“晚雨”，必更
丰盛 Ż珥�2:23。 {DA 827.2}

凡把身心全都献Ɠ上帝的人，能不断从上帝˳受体力和智力的新恩ɩ。上天无Ŧ的供£，他�能
取用不尽。基督将自己之灵的气息和自己生命的生机ɩƓ他�。圣灵付出其最强的能力在信徒的心
灵和意志中工作。上帝的恩典使他�的良知良能É展、增多，而神性的每一全}能力都前来N助救
灵的工作。他�因与基督合作，得以在他里面ʒ到完全；他�肉体虽ʃ弱，却能作成全能者的事
工。 {DA 827.3}

救主切望在人类身上ö示他的恩典，并在全体世人身上盖上他品德的印ʤ。ʖ世界是他ɧ回来
的；他渴望使人自由、ž正、圣洁。尽管撒但努力阻止ʖ宗旨�Ņ，但藉着主
世人流的血，我�
能Ǜ得多次ǅ利，¨荣耀Ɠ上帝和羔羊。基督若不ʒ到全ǅ，决不Ƹ休。他“必看ǩ自己I苦的功
效，

828

便心Ĩ意足。” 以ɮ��53:11 世上各国必听到他恩典的福音。并非一切人都会接受他的恩典；
但“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于后代。” ȓ篇22:30 “国度、权柄和天下ȩ国的大权，必ɩ
Ɠ至高者的圣民。”“ǴȊ耶和M的知Ȋ要充Ĩ全地，好像水充Ĩ洋海一般。”“如此，人从日落之|必
敬畏耶和M的名；从日出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 但以理�7:27； 以ɮ��11:9; 59:19 {DA 827.4}

“那Ð佳音、#平安、Ð好信、#救恩的，�ˀ安Ȧ：‘你的上帝作王了！’ʖ人的脚登山何等佳
美！……荒s啊，要W起Č声，一同歌唱，因
耶和M安慰了他的百姓。……耶和M在万国眼前露
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ǩ我�上帝的救恩了。” 以ɮ��52:7-10 {DA 828.1}

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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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七章 “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

本章根据：路加福音24:50-53；使徒行#1:9-12 {DA 829.1}

基督上升到他父的宝座前的ó候到了。他将要以神圣征服者的姿¯， 着ǅ利的果�返回天庭。
在受死之前，他曾向父Ȧ道：“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 Ż翰福音17:4 他复活之后，在地上
逗留了一些ó候，使門徒得以熟Ȋ他那复活的荣耀身体，Ņ在就准}辞别他�了。他已ƍȇ�自己
是一位活的救主。門徒不用再把他和坟墓ƾ在一起，而能想到他是在天上宇宙之前得荣耀的主。 {DA

829.2}

耶Ť住在人ˎó，那常因他	格而成圣的地点，被Óʜ作
他的升天之地。大R的城所在的ˀ安
山和圣殿所在的摩利�山，都没有得到ʖą的尊荣。因
在那些地方，基督曾受侮辱并被拒ƕ。在
那里，慈ĺ的浪潮曾多次有力地冲到ʯ石般的心ǁ上，但又多次被Ú了回来。耶Ťó常疲I困乏，
心ɉ重地离开那些地方，到橄Ĉ山去休息。古ó从第一座圣殿离去的荣耀，曾停留在ʖ�ʑ的山
~上，好像是不忍�弃那被Óʜ的城邑；照ą，基督也曾依依不舍地站在橄Ĉ山上，望着耶路撒
冷。

830

山上的Ą木和山谷，曾因他的祷告和泪水而成
圣地。峭壁的回声曾反£群 宣布他作王的Č
呼。位于山坡上的伯大尼，是他在拉撒路家中歇息的地方。在山麓的客西̎尼园，他曾独自祈祷Û
扎。ʖó他就要从ʖ座山上升到天上去了。将来再来的ó候，他的脚仍要踏在ʖ个山˨上。那ó站
在橄Ĉ山上的，将不再是那多受痛苦、常ƍ患的主，而是荣耀之君，得ǅ之王。那ó，希伯来人
Č呼哈利路�，与外邦人Č呼和散那的声音必Đ成一片，蒙ɧ之民作
强大6旅要高声]喊：“尊他
天地主宰！” {DA 829.3}

ʖó，耶Ť和十一个門徒一同往橄Ĉ山去。当他�穿ʓ耶路撒冷的城門ó，ǿ多人用¹奇的眼光
望着ʖ一小群人，在前˳路的是几周前被首˳�判刑ʦ死的那一位。門徒ʕ不知道ʖ是他�最后一
次与夫子相会。耶Ť用ʖ个óˎ与他�ȳȖ，重述他Ǽʓ的教Ǹ。当他�走近客西̎尼园ó，他停
住了，使他�可以回想他在大Û扎的那一夜所Ɠ他�的教Ǹ。他看着那象征他的教会与他和他父之
ˎƾ合的葡萄Ą，便将先前向他�解ʣʓ的真理重述了一遍。周p的一切都使他想起他的ĺ并未得
到£有的回Ð。ʚ他那么心ĺ的門徒，在他受屈辱ó也曾羞辱他，离弃他。 {DA 830.1}

基督在世上已寄居了三十三年，他忍受了世人的ʅ蔑、侮辱和ǵȢ，他曾被人拒ƕ，被人ʦ死。
如今当他行将升上他荣耀的宝座ó回想起他到世上来所要拯救之人的忘恩ɉ，他�不要收回�他
�的同情和慈ĺ[？他的ĺ是否要ʀ而集中在那ĺ戴他、并有无罪的天使急切待命的王国呢？不
然；他�自己所留在地上的�ĺ儿女所ɩ的£ǿ是：“我就常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太
福音28:20 {DA 8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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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橄Ĉ山，耶Ť˳着他�走ʓ山˨，到了伯大尼附近。他停下了，門徒都聚集在他四p。他ǉ
上好像W出光芒，�切地望着他�。他不Ɍ}他�的ʓʾ和失Ɏ；出之于主的口而ʗ入他�耳中
的，是最温柔和善的Ȗȡ；

831

他伸出手
他�祝福，就是Ɠ他�保Ï和关®的保ȇ。于是，他从他�中ˎƦ慢地冉冉上升，有
比地上任何引力更大的力量将他接往天上去了。当他上升ó，ʖ些¹Ǿ的門徒Ř大了眼睛，向他�
升天的主作最后的瞻望。有一朵荣耀的云彩把他接去，他�就看不ǩ他了。当天使̙着云彩般的ɾ
̎迎接他上升ó，他�又听ǩ他Ȧ：“我就常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同ó他�也听到由天使
歌咏˛#来的最甜美、最快�的音�。 {DA 830.3}

当門徒ʕ在注目望天ó，忽然有如音�般美妙的声音向他�ȦȖ。他�ʀʓ身来，就看ǩ两个似
人模ą的天使�他�Ȧ：“加利利人哪，你�
什么站着望天呢？ʖ离开你�被接升天的耶Ť，

832

你�ǩ他怎ą往天上去，他ʕ要怎ą来。” {DA 831.1}

ʖ就是那在光耀的云彩中，等候Ï送耶Ť往天家去的天使˛伍中的两个天使。他�在天使˛伍中
的地位是最高的，在基督复活ó，往坟墓去的就是ʖ两位天使。主在地上的生活中，他�也一直与
他同在。如今，全天庭都殷切地等待救主Ɛ束他在ʖ被罪咒ȉ、被罪Ďß的世界上的逗留ó期。如
今全宇宙迎接他�大君王的ó候已到，ʖ两位天使不希望参加那Č迎的行列[？
了同情并ĺÏ主
所留在地上的人，他�ʕ等在那里，安慰他�。“天使�不是服役的灵，奉差遣
那将要承受救恩的
人效力[？” 希伯来�1:14 {DA 832.1}

基督已ƍ 着人的形体升到天上去了。門徒看ǩ有云彩把他接去。ʖ升上去的，就是曾与他�一
起行走、一起ȳȖ、一起祷告的耶Ť；他曾与他�一同â̊，在湖上与他�一起坐在船里，而那天
又与他�一同攀登橄Ĉ山。就是ʖ位耶Ť，如今已ƍ升天与上帝同坐宝座了。天使曾向門徒保ȇ，
他�所�眼看ǩ的ʖ位升天的耶Ť，他怎ą往天上去，他ʕ要怎ą来。他必“̙云降	， 目要看ǩ
他。”“主必�自从天降	，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ˈ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
必先复活。”“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 天使降	的ó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示©1:7；帖
撒ƶ尼迦前�4:16；̎太福音25:31 ʖą，主�自Ɠ門徒的£ǿ就必£̟：“我若去
你�˱}了地
方，就必再来接你�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也在那里。” Ż翰福音14:3 門徒在他�主复	
的指望中Č喜快�，不是没有理由的。 {DA 832.2}

当門徒回到耶路撒冷ó， 人都¹奇地望着他�。在基督受�和被ʦ之后，大家都以
他�必是
垂~�气，Ĩ面羞愧的。他�的仇ð正等着看他�$和失Ɏ的愁容。但他�ǉ上反ö出ǅ利的快
�；其喜�的光彩，不是从地上得来的。他�并没有因失望而表示悲$，反倒充Ĩɯ美和感Ⱦ上帝
的心。他�ČČ喜喜地将基督复活和升天的奇妙故事#Ë出去，有ǿ多人就˳受了他�的ǩȇ。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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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3}

門徒不再�前途表示®疑了。他�确知耶Ť已在天上，并知道他仍是同情、关®他�的，并知道
自己有位朋友在上帝的宝座前，所以他�²切地奉耶Ť的名向天父提出他�的要求。他�以庄�敬
畏的¯度跪下祷告，重述基督的£ǿ；“你�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ɩƓ你�。向来你�没有
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求就必得着，叫你�的喜�可以Ĩ足。” Ż翰福音16:23, 24 他�把信心
的手�得高高的，并提出ʖ有力的ȁ据：“有基督耶Ť已ƍ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Ņ今在上帝的右
ʑ，也替我�祈求。”Ɛ果，在五旬Ǒ，保惠�Ɠ他� 来了丰盛的喜�，正如基督所£ǿ的 ƶ̎�
8:34。 {DA 832.4}

全天庭都在等待Č迎救主的9旋。当他上升ó，他在前~˳路，后面跟着一群在他复活ó得ʣ放
的“俘ǡ”。 天使W出ɯ美的Č呼和天国的˰歌，Ï送着ʖ快�的行列。 {DA 832.5}

快到上帝的圣城ó，Ï送的天使W出口令 {DA 832.6}

“ 城門哪，你�要抬起~来！
永久的門Æ，你�要被�起！
那荣耀的王将要ʗ来。” {DA 832.7}

在門口守候的天使£声Ȧ： {DA 832.8}

“荣耀的王是Ȯ呢？” {DA 832.9}

他�ʖąȦ，并不是因
不ǴȊ他，乃是因
他�愿意听那高声˰ɯ的回答： {DA 832.10}

“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M，
在Ås上有能的耶和M。
 城門哪，你�要抬起~来！
永久的門Æ，你�要把~抬起！
那荣耀的王将要ʗ来。” {DA 832.11}

 天使永ʘ听不V他崇高的圣名，所以再WˋȦ： {DA 832.12}

“那荣耀的王是Ȯ呢？” {DA 832.13}

那些ÏR的天使回答Ȧ： {DA 832.14}

“万6之耶和M，
他是荣耀的王！” ȓ篇24:7-10 {DA 832.15}

于是上帝的城門大开， 天使便在高奏9歌的�声中，Ôʗ城門。 {DA 832.16}

他�来到上帝的宝座前；宝座周p有£ǿ的彩虹ńƑ着。那里有基路伯和撒拉弗。天6的˳˛，
上帝的 子，以及未曾堕落的ȩ世界的代表，都聚集在那里。路ˀ甫从前曾在天上的ǹ会中控告上
帝和他的儿子，并想在未曾犯罪的˳域里建立他的政权如今ʖ些˳域的代表所Ƈ成的ǹ会，都在那
里Č迎世界的救ɧ主。他�都急切地要¡祝他的ǅ利，¨荣耀Ɠ他�的大君王。 {DA 83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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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基督Ý手Ȩ他�Ƿ开。Ņ在他ʕ不能接受那荣耀的冠冕和王袍。他要先ʗ到父面前，指着他
受$的~，被刺的肋旁，被Ď$的脚，并�起那 着ʦ痕的双手。他指着他ǅ利的Ăǻ，他把那些
与他一同复活的人奉献Ɠ上帝，作
初熟的ê祭。他�代表那些在他第二次降	ó，从坟墓里出来
的广大人群。基督走近天父，走近那
一个罪人悔改而Č喜，
一人得救而歌唱的天父。在Ȅ立地
的根基之前，父与子曾立Ż：如果人类被撒但所ǅ，他�就要救ɧ人类。那ó他�曾握手ǳ立庄�
的誓Ż，˱定基督
人类的中保。ʖ个誓Ż基督已ƍ履行了。当他在十字架上喊叫“成了”的ó候，他
ʖȖ是向天父Ȧ的。所立的Ż已ƍ完全�行了。Ņ在他声明Ȧ：父啊，成了！上帝啊，我已ƍ行了
你的旨意。我已ƍ完成了救ɧ的大工。如果你的公Ǵ
Ĩ意的Ȗ，“我在哪里，愿你所ɩƓ我的
人，也同我在那里。”Ż翰福音19:30; 17:24 {DA 832.18}

上帝W出了声音，宣布公的要求已得到Ĩ足。撒但被:Ɏ了。那些地上辛I�斗，属于基督的
人，在ĺ子里得蒙悦ƀ。 以弗所�1:6 在 天使和未曾堕落的ȩ世界代表面前，他�得称
了。
他在哪里，他的教会也必在那里。“慈ĺ和ȕ�彼此相遇；公和平安彼此相�。” ȓ篇85:10 于是，
天父®抱着他的儿子，Ȧ：“上帝的使者都要拜他。” 希伯来�1:6 {DA 832.19}

随后，一切有位的、È政的、掌权的，都用Ȧ不出的喜�承Ǵ生命之君的至尊王权。当Č呼之声
洋溢于天庭ó，天6俯伏在基督面前，“大声Ȧ：‘曾被ü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
ɛ、荣耀、˰ɯ的。’” \示©5:12 {DA 832.20}

得ǅ的歌声和天使的琴声交融在一起，直到全天庭的喜�和ɯ美都盈溢了出来。ĺ已ƍ得ǅ！那
失�的已ƍ找到了！全天庭高声Č呼：“但愿˰ɯ、尊ɛ、荣耀、权J都¨Ɠ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
永永ʘʘ。” \示©5:13 {DA 832.21}

从天上ʖ幅喜�的景象中，有基督�口所Ǽ奇妙的Ȗ#到我�耳中，Ȧ：“我要升上去，ǩ我的
父，也是你�的父；ǩ我的上帝，也是你�的上帝。” Ż翰福音20:17 天上的家庭与地上的家庭原

一体。我�的主是
我�升天，
我�而活的。“凡靠着他ʗ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

他是ˈʘ活着，替他�祈求。” 希伯来�7:25 {DA 83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