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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吴筱益 

2020年不寻常，世界经历了新冠病毒的风暴，教会经历了人为的风暴。 

3 月上旬，程松弟兄来教会分享网络福音事工。九十年代初，大多数人还不知网络为

何物，程弟兄就在国内几所高校的 BBS论坛上与学者们展开科学与信仰的对话。后来，微

博取代 BBS，他便在微博上写文章、传福音、为真理辩护。再后来，微信成为中文主流媒

介，他转写公众号。二十多年，平台在变，程弟兄传福音的心志没变，其间有播种的辛苦，

也有收获的喜悦。 

3 月 7 日星期六上午，程弟兄跟几位有心做福音文字事工的同工分享经验，解答问题。

当时疫情逼近，线上聚会势在必行，借助网络传福音、增进弟兄姐妹之间的交流，可以弥

补不能见面的不足。达成共识后，大家开始行动，有人愿意写稿，有人愿意做编辑，可是

缺一个平台。 

经过一些周折，我们联系上刘姐妹。她帮着申请了一个微信公众号，名叫旷野沙漠之

州。4 月上旬，大家摸着石子过河，推出第一篇文章。刘姐妹热心传福音，喜欢跟人分享

她和家人坎坷的信仰历程。她的牧师鼓励她把见证写下来，让听不到她分享的人可以读到。

刘姐妹和我父母是同一代人，赶上那个不幸的时代，该上学的时候没学上。她想把她和家

人的见证写下来，苦于没上几年学，同工们根据她的口述帮着整理。她祖母和父母的部分

见证整理好了，发表在公众号上，更多的尚在整理之中。每次稿子出来，我都问她一句，

“这么写，会不会把您的家人写得太坏？”刘姐妹说，“为神做见证要讲真话。人就是坏，

我比我告诉你的还要坏。” 

暑假，公众号有一点成长；暑假过后，教会出事了。事情刚捅到长老面前，我不知道

这只是冰山一角，以为事情不大，可防可控，等两个星期后形势明朗了再说。两个星期后，

藏了许久的冰山暴露在长老和执事们面前，我才意识到事态比我能想象的要严重得多。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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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几个月，教会忙于疗伤，公众号沉寂了。年底，何春艳姐妹分享了她靠主的恩典胜过

了病魔。之后，其他弟兄姐妹也陆续有些分享。公众号渐渐恢复了生机。 

今天，同工们把从去年 4月公众号创办到今年 3月这一年公众号上发的文章整理成集，

作为 2020 云彩集。我写下这段话，记下公众号的创办和教会经历的变故，只为证明一件

事：人都是败坏的，唯有神一位是良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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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的生命 

                         何春艳 

我叫何春艳，是一名职业美发师。2018年 7月我从加州洛杉矶橙县搬到图森。在此之

前，我只去过三次教堂，对主的认识都是很茫然的。来图森后，就有朋友向我介绍图森华

人基督教会（TCCC）。教会张长老告诉我在 2019 年的复活节也就是 4月 22日有受洗仪

式，我心里很渴慕，但又觉得自己并不像一个合格的可受洗的预备基督徒，所以很犹豫，

可经过几番思考还是受洗了，并于 2019年 5月 15 日开始正式加入 TCCC的大家庭。 

2019年 5月 2日我被确诊恶性乳腺癌三期，从 6 月 3日正式开始化疗到 10 月 16日完成

最后一次化疗，短短不到五个月里做了 16次的化疗。2019年 11月 20日再次进手术室，

进行了右胸切除。由于刀口发炎，12月 18号又做了一次手术。2020年也并没有给我松口

气的机会，在 2月 12日到 3月 20日期间，我接受了 30次的放疗，并于 10月 14日做了

最后一个重建手术。从今年 8月份开始要服用十年的化疗药，也就是抗癌药。 

从确诊乳腺癌，到化疗、手术、放疗前前后后大约经历了一年七个月。在这期间一直由

TCCC教会的牧师、长老和兄弟姐妹们为我代祷。由于化疗的关系，导致了我的白血球不

足、血小板不足、周边神经损伤。明显的症状就是手脚麻、关节痛、贫血、呕吐、骨骼

痛、发烧。我的家人和朋友都非常为我的身体担忧。然而，我的心却因着兄弟姐妹的代祷

而倍感平安。在大家看来这样严重的情况，最后也只吃了几次药，反应就好转并消失了。

因着主赐予的这颗平安的心，我在化疗期间，还参加了模特时装训练班，整整两个多月，

周三化疗，周四模特训练，我竟一次都没有耽误过。认识我的人都说我一点也不像在化疗

中的病人，好像这么严重的疾病也没有影响我正常的生活。我照样做简单的家务，食欲也

没有减退，还胖了。 

当然，身在疾病中，肯定会有软弱、痛苦、无助的时候。每当这些负面的情绪袭来，我都

会通过祷告，寻求主的面，恳求主怜悯我，医治我。每次祷告时，我都以罪人的身份，用

儿女谦卑的姿态，信靠主得救的信心在祷告。我每天祷告，凡事感恩。慢慢地，祷告就变

得和呼吸一样自然，每天和神的沟通好像为我开启了一条新生的路。我相信凡事愿意寻求

神的旨意，怀一颗顺服的心，尊行神的旨意，神就会伸出他怜悯的手托住我，引导我。而

我，也确实因着信得到了主的怜悯和医治。神大能的手像是给了我一个防护网，守护着

我，赐恩于我，使我没有惧怕，也不孤独。神不仅藉着医生的手来医治我，还赐给我和家

人平安的心。即使在全球大流行病肆虐的时期，保证我和家人在经济上和精神上也没有沉

重的负担。神医治的救恩，赶走了我身上因为癌症带来的痛苦。同时上帝也改变了我的基

因。从原来的直发通过化疗变成了卷发，我非常的喜欢，感谢主！每一天，我仰望主的带

领，心怀平安地活在主的荣耀和恩典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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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7月，女儿让我陪她画画，可是她半途而废不画了。我喜欢画，可是我不会画。于

是，我一边祷告，一边自己在网上找材料。在没有任何绘画基础，没有指导老师的情况

下，从在报纸上画到可以在画板上画出像样的画，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原以为得病后，我

的生活会失去很多乐趣和色彩。可神赐恩赐新技能于我，让我的生活又充实了起来。疾病

关上了我生命里的一扇门，但上帝却为我开了一扇窗。感谢主！ 

我是在今年的 4月才开始加入陈萍姐妹的查经学习组，每周的那三个小时共同读经、讨

论、分享的时光变成了我开始每一周生活的期待。我学会了祷告，也学会了代祷。原来上

帝一直在那里等待着我，他的爱一直都在，也永远不变。马太福音 7章 7 到 8节说：“你

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

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兄弟姐妹们，打开你们的心吧，让神的怜悯、慈

爱、救恩临到。 

在 2020年的年尾，我感觉最难的时候已经都过去了。靠着基督的宝血，得以洗去过往罪

恶；因着主的大能，得以脱离凶恶。主啊，我信靠你，我渴慕你，我顺服你。也愿更多你

失散在外的羊们，能早日听到福音，认罪悔改，得见光明。 

生命只有一次，当上帝给我第二次生命，那么要活得更精彩。 

也希望我的故事，能够鼓励他人。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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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信主见证 

 

庞龙 

 

約翰福音 3:16-17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致滅亡，反得永 

生。 因為神差他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这句圣经我懂得已久，但是从没有把他当真。心里总是想：你要救就救，不救就算了，我

命由我不由天！哪里来的那么好的天使在我身边？我从小接触的信仰就是从《西游记》，

《封神演义》，《白蛇传》里面来的。我可没听说过哪路神仙会被人绑在十字架上被一群

凡人如此欺负。西游里猴哥把凌霄殿给砸了，封神里姜子牙把那些个仙佛们直接打生打

死，然后扔到了封神榜里。白蛇传就更不用多说了，你就算是个好妖怪，我法海也不让你

谈恋爱。对于信仰，我理解的就是更多的规则、规矩、法度和约束。但是当初的我要的是

无拘无束！ 

 

但是当事情来了，才知道“后悔”这两个字怎么这么难写。叫猴哥，猴哥不在；唤子牙，

姜子牙不应; 法海就更不用说了，我还没有谈恋爱。我去问道士人家说烧香，我去问和尚

人家说念经。我人在美国去哪找这些，就算有，烧了香，念了经，谁能听见啊？ 

 

只是没想到的是，天使真的在身边，主真的听得见！他就在那里只要你真心祈祷，认真忏

悔，他就来，他就来救你！你只要抬抬头，就能看见那只随时把你救出深渊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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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在图森接触教会就是因为陈萍姐妹，她就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天使。她和我妈是好朋

友，我妈也经常受到陈萍的帮助，我记得陈萍说的最多的几句话就是：“感谢主” ，

“信主多好啊”，“你看看，信主好吧”。 我当时就有些迷惑，这关主什么事儿，咱们

只是运气好，赶上了而已。还有第二个天使黄继香姐妹，她也是经常用这句口头禅，“放

心吧，绝对没问题，不信我，还不相信主么？”如今看来，那是什么运气啊，没有主，哪

里会有运气？我也只能用三个字来诠释当初的迷惑：“感谢主”。 

 

读了圣经，懂了故事，才知道以前的自己是多么的自以为是。读了圣经，明了事理，生活

更加的轻松充实了，人生的意义更加的鲜明了，我自己的生命也更加的丰富了。 现在的

我还是一个初窥门径的小学徒，读了圣经，但是距离懂了圣经还是有很大的距离的。虽然

我新约读了三四遍，要说我完全懂得，那简直是痴人说梦。受洗后第一次有机会参加了筱

益长老带领的马太组。听到了筱益长老的讲解，我对马太福音 11章的 1~13 节有了更深的

理解，这是我自己单独学习永远也理解不了的。聚会的时候，圣灵在其中做启示的工作，

借着身边的弟兄姐妹使我对于圣经的理解更加深刻。所以对于我来说，聚会分享是理解圣

经最快捷的路径。我现在也算是一只脚踩在了这条路上。 

 

最后，我还是要感谢主，感谢主引领我来到了这个大家庭。感谢主让我有机会认识了大

家。更要感谢主对我的耐心，让我能在这信仰的道路上有大家的陪伴，慢慢前进，不断体

会、学习、进步。让我对神的心意懂更多，理解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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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活水  

                                                                                                    丁燕 

 

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

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约翰福音 7:37-38） 

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

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约翰福音 4:13-14） 

 

创世纪 26章记录了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为了躲避饥荒而迁移到非利士人生活的地区基拉

耳的故事。在以撒的这一段旅程中，处处可以看见神的恩典和祝福。在饥荒中，神赐他百

倍的收成，让他“日增月盛，成为大富户。” 在活水井异常珍贵的地区，以撒却可以挖

到一个又一个。有趣的是，在故事的结尾，以撒却放弃了在基拉耳谷辛辛苦苦挖到的井，

来到了别是巴。更有趣的是，亚比米勒，那位曾经试图把以撒赶走的非利士人的王亲自来

到别是巴，想要与他和好。正如 27-28节中所描述的： 

 

27 以撒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28 他们说：

“我们明明地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 

 

我心中不禁思想，是什么力量使以撒放弃眼所能见的祝福，来到别是巴？又是什么让亚比

米勒“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以撒同在呢？ 

 

❖ 20年前的那位朋友 

以撒的选择让我想起 20 多年前认识的一位基督徒朋友。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刚来美国，那

位朋友对我们处处关心照顾。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常常手拉着手为我们祷告。记得

那几年的感恩节，我们都是在他父母家度过。享用他母亲为我们准备的感恩节大餐后，大

家围着壁炉弹琴唱诗。在密西根州寒冷的冬季，那情景成为我心中温暖的记忆。他的父亲

参加过越战，回来后拿到一笔补贴。这位朋友和他姐姐从小在教会学校长大，名校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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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惊讶的是，他姐姐完全可以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却在婚后当起了家庭主妇。平日，

常常和 80岁的老父亲去监狱传教，可以说是“没有追求，不务正业”。 

这位朋友博士毕业后顺利的成为斯坦福的教授。我们都很为他高兴。因为名校商学院的教

授意味着成功，可谓名利双收。可是他再一次刷新了我的价值观。他工作两年后，我们在

加州再次见到他。他住在一个小小的公寓里，平日骑自行车去学校，上教会还开着他学生

时代的那辆老破车。可是，他看起来却那么的满足和快乐。那时候，我们还在追求“五子

登科“，对于他的生活方式百思不得其解。那时候我想，他是个圣人吧？这样苦待自己。

但无论怎样，虽然自己做不到，却很敬佩这样的人。如同亚比米勒在以撒的身上看到了神

的同在那样，因为他与世人的不同，在他这位基督徒的身上，我也看到了神同在的力量。 

 

❖ 要祝福还是要赐下祝福的神？ 

信主多年后的今天，我终于渐渐明白了他的选择，也明白了以撒的选择。我们的神是大有

恩典慈爱的神，祂愿意赐福给所有信靠祂的人。在祂预备的所有祝福中，最上好的那一个

就是祂自己。可是在我们属灵的道路上，却常常出现一个又一个的拦阻将我们与这份祝福

隔绝。生活的压力，工作的繁忙让我们没有时间没有心情来亲近祂。甚至是神的祝福本

身，也可能成为拖累，让我们忽略了那位赐下祝福的神。以撒的基拉耳之旅让他明白属世

的祝福并不能带来心里的平安和满足。容貌俊美的妻子让他因惧怕而撒谎，“心里想，恐

怕我因她而死。（26:9）“神所赐的羊群，牛群和仆人引起非利士人的嫉妒，让他不得不

搬家。他挖到的宝贵的活水井却带来争竞，被非利士人抢走。在这段旅程中，以撒经历

神，认识神，渐渐明白不是属世的祝福，而是那位赐祝福的神才能带来真正的平安和安

息。于是，他离开非利士人居住的基拉耳，离开世界的纷扰，来到别是巴。在那里，神向

他显现，带来安慰和祝福；在那里，他为神筑了一座坛，将自己献上，让神成为他的生命

之主；在那里，他与神亲近，献上感恩与赞美；在那里，他享受从神而来的平安，喜乐，

和真正的安息。那位曾经在我眼中“苦待自己”的朋友，应该也是像以撒那样，明白这个

道理，并且得着这份最上好的祝福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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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水的泉源 

在故事的结尾，以撒的仆人带来喜讯，告诉他，“我们得了水了。” 是的，神再次赐福

以撒，他又得了一口活水井。更重要的是，以撒得到了心中的那口井，那是活水的源泉，

滋润着他的生命，让他满足，喜乐，不再干渴。 

这个世界充满破碎，疾病，纷争，仇恨。我们常常用尽所有的努力，还是陷在劳苦愁烦

中，得不到心灵上的安息与满足。所幸的是，我们有神的应许。主耶稣说，“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约翰

福音 7:37-38）“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

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约翰福音 4:13-14） 

 

愿我们像以撒那样，得着生命的活水。常常与神亲近，享受祂的同在。无论外面的世界怎

样波涛汹涌，在祂里面我们自有平安与喜乐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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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种武器  
 

                      四子柳 

 

曾经的我，是个武侠小说迷。梁羽生、金庸、古龙、温瑞安等名家的大作，基本上我都拜

读过；一些经典的作品，甚至还会读上好几遍去体会和感受。 

 

《七种武器》是古龙代表作之一，表面上是在写武林中七种武器：长生剑、孔雀翎、碧玉

刀、多情环、霸王枪、离别钩、箱子(英雄无泪)，实际上刻画的是人心与人性。其中的第

七部作品比较隐晦，直到古龙大弟子丁情确认《英雄无泪》（一口箱子）是第七种武器，

为古龙原意，关于第七种武器的争议才平息。 

 

很有意思的是，圣经（和合本）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至二十节论到属灵的争战，提到了基

督徒的七种武器，其中包括：真理的腰带、公义的胸甲、平安福音的鞋、信德的藤牌、救

恩的头盔以及圣灵的宝剑；第七种属灵的武器——祷告和祈求，虽然不似前六种武器那样

明说，却是不可或缺的。 

 

当我第一次读圣经这一章节的时候，脑子里一下子就蹦出来古龙的《七种武器》。这两个

关于七种武器的描述显然不在一个层面上，把它们放在一起讨论一下，虽然有些牵强附

会，但也未尝不可。 

 

（一）离别钩 

 

钩是种武器，在十八般兵器中名列第七，为什么要第一个写它？因为＂钩＂现在是个热门

话题，网上关于中美经贸挂钩和脱钩的文章铺天盖地。不过本文只限于信仰上的分享，政

经不在讨论之列。 

 

古龙笔下的离别钩，是件残酷的武器。无论钩住什么都会造成离别。如果它钩住你的手，

你的手就要和腕离别；如果它钩住你的脚，你的脚就要和腿离别。当被问到为什么要用如

此残酷的武器，离别钩的主人杨铮的回答是只不过为了要相聚，因为他不愿被迫与心爱的

人离别。 

 

马太福音 5 章 29-30节提到：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

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 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

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哥林多前书 15章 56节提到：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

法。 

 

死的毒钩就是罪。保罗在罗马书 6章 23节清楚地说：罪的工价乃是死。被罪钩上了，倘

若没有拯救，就只能与生离别了。罪通过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把我

们钩住在这个世界，难以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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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破解罪的离别钩? 遗憾的是，单靠我们自己，功力再高，也破解不了，因我们本就在

罪中，本就是罪人。我们只能依靠那完全无罪的，只能相信那战胜死权的。约翰福音 3章

16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

生。 

 

我们要穿戴神全副的军装，抵挡仇敌，站立得住。我们的离别钩，应当是与神的救恩和公

义挂钩，与罪和仇敌脱钩离别。 

 

最后让我拙作一词《相见观 ·离别钩》作为结尾。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和谁在挂

钩、和谁在脱钩？ 

 

 

相见观 ·离别钩 

 

人生如水悠悠，任飘流。 

相望何从何去、几时休。 

 

认原罪，识错对，渐无忧。 

自问谁连谁断、离别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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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情环 

                                                                    

古龙笔下的《多情环》是《七种武器》中相对晚期的作品，描述的是武林门派双环门在被

天香堂摧毁之后，肩负复仇重任的主人公萧少英潜入天香堂最终复仇成功的故事。 

 

《七种武器》中每一把武器都有其象征，多情环名曰多情，其实象征的是仇恨。萧少英其

实是被双环门好几年前故意逐出门而布下的暗子，其目的就是为了以备双环门被灭门，可

以暗中启用复仇。在被＂逐出＂双环门的那一刻，仇恨的种子就已经扎根，何时发芽，萧

少英并不知道。萧少英用他的隐忍、计谋、武功、甚至不珍自残，最终为双环门复了仇。

但他在算计别人的同时也被另外一方所利用，最终死在仇恨的火焰中。 

 

江湖总是与仇恨相伴相随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情仇难却，恩怨无尽。无独有偶，在

金庸的代表作《笑傲江湖》改编的电影中，令狐冲说想要退出江湖，任我行说道＂有人的

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 

 

的确，仇恨可能是撒旦手中最为有效的武器之一。撒旦可以用各种方式将仇恨的种子不经

意埋下：因＂嫉＂生恨，因＂情＂生恨，因误会生恨，因流言生恨，因纷争生恨，因利益

而生恨⋯⋯仇恨的杀伤力可以非常持久，连绵数代乃至若干世纪；仇恨的杀伤范围也可以

非常广，小到个人家庭，大到宗派、民族、甚至国家。 

 

圣经中有很多处提到了仇恨，笔者在此仅对照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至二十节论述基督

徒的七种武器以及部分经节谈谈个人有限的感受。基督徒的七种武器每一种都可以用来装

备我们去应对仇恨，其中平安福音的鞋更是直接与仇恨抗争的利器。 

 

基督徒的平安，不是指环境的一帆风顺，而是指内心的平静安稳。人是神所造，却背离

神、亏欠了神的荣耀。主耶稣来到世界，就是要人能够与神和好。平安的福音，就是要人

能通过主耶稣与神和好。真正与神和好了，仇恨的根源自然就消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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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后所说的第一句就是 “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

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 23：34）初次读这节经文时颇为震撼，那些钉耶稣在十

字架上的人，怎么可能值得被饶恕。而主耶稣却在被钉十字架之后第一句话便是为他们代

祷，尽管此刻耶稣正在承受身心灵的痛苦，正在担当所有人的罪。正是借着主稣耶（包括

所言所行所担），我们与神的和好才有了可能，有了途径。 

 

只有穿上和平福音的鞋，我们才能成为福音的使者，留下佳美的脚步。罗马书 10:15写道

“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穿上这样的鞋，走过的路便是一条播撒平

安，消减仇恨的路。相反，没有这样的鞋，走过的路又是怎样的呢？罗马书 3:15-16已经

明确地告诉我们了，＂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平安

的路，他们未曾知道。＂ 

 

夜深人静，写作的时候重听了一下电影《笑傲江湖》中插曲《笑红尘》，更加感叹金盆洗

不去仇恨，归隐退不出江湖。行文之末，也拙词一首《笑红尘》。 

 

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的＂鞋＂穿好了吗？ 

 

笑红尘 

今日冤    明日报 

冤冤相报何时了 

谁能躲掉 

魔在唱   鬼在跳 

滚滚红尘怨多少 

谁能预料 

 

恩己施    债己消 

芸芸众生方知晓 

谁是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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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也罢    恨也好 

齐齐放下向前跑 

谁是目标 

 

何处寻    何处找 

和平福音最重要 

谁在颂耀 

歌在唱    舞在跳 

赞美旋律最逍遥 

谁在微笑 

 
 

 

三、孔雀翎 

 

古龙笔下《七种武器》中的孔雀翎是天下第一暗器，威力无比。孔雀翎是圆筒，里面藏有

暗器，按下圆筒上的枢纽，筒里的暗器便飞射而出。据说这些暗器发出来时，有如孔雀开

屏，辉煌灿烂，让对手在目眩神迷之际，命陨气绝。 

 

《七种武器》中每一把都有其象征，孔雀翎象征的是自信心。主人公高立面对强敌的挑

战，因为过惯了隐居生活，没有信心应对，只好找昔日好友孔雀山庄少庄主秋凤梧借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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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第一暗器孔雀翎来壮胆。高立最终击败了对手，虽然他并没有用上这把天下名器。最后

秋凤梧告诉高立，其实孔雀翎早己遗失于泰山之巅，他拿到的只是个假的孔雀翎。 

 

以弗所书 6:16（和合本）写道：＂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

箭。＂初读这一经节的时候，我就在暗自琢磨，不知古龙是否从圣经中吸取了一些创作灵

感，因为相比其他武侠小说大家，古龙无疑是受西方文学影响最深的。 

 

在希腊原文圣经中，有两个不同的词在一些中文圣经都译成了信。＂信德当作藤牌＂中

的＂信德＂，对应的希腊文是 pisteōs (πίστεως),英文普遍译成 faith。而在和

合本中，pisteōs通常被译成＂信＂或者＂信心＂，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次翻译成＂信

德＂(路加福音 18:8，罗马书 1:8，以弗所书 6:16，以及提摩太后书 2:22）。 

 

信是整个新约最核心的内容之一，远不是一两篇文章能解释清楚的。笔者在此只是提出一

点点有限的个人领受来和大家一起探讨交流。 

 

雅各书 2:19 中提到：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这个＂鬼魔

也信＂中的信，希腊原文用的是＂pisteuousin＂，和前面提到的＂pisteōs＂同一词

根。罗马书 5:1节清楚地说道因信称义，而鬼魔是肯定不能称义的，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呢？ 

 

其实答案在细节里，在希腊原文中可能好找一点，而在中文圣经中，笔者个人觉得这个细

节可能藏得更深一点。 

 

罗马书 5:1 中＂因信称义＂中的信对应的希腊原文也是 pisteōs，这是一个名词，而

pisteuousin则是一个动词。中文语言至少字面本身是不区分名词和动词的，例如＂信＂

这个字即可作动词也可作名词。这就给翻译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一些精确的细节就很难用

简洁的中文表达出来。 

 

根据网站＂Biblehub.com＂的统计，pisteōs在圣经中出现高达 94次。在一节关于信和

恩典非常关键的经文一一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以弗所书 2：8】中的信，原文

也是 pisteōs。Pisteuousin 是一个动词，表示相信或者承认。在圣经中出现的 14处，

没有一次指出靠 Pisteuousin 能称义。 

 

而 Pisteōs这个名词是另一希腊名词 Pistis（英文多译为 faith）的所有格形式。＂

Pistis, Pisteos and Pisteuó – A Greek Word Study＂【注 1】一文给出了一个非常精彩

的定义，中文大意就是持续地忠于己经宣布的合约关系之誓言。 



 
 

- 18 - 

 

绕了这么一大圈，笔者的感受其实就是＂信德＂决不仅仅只是相信而已，需要持续地委

身，需要有行为相衬。保罗也写得清清楚楚，拿着信德当作藤牌。藤牌可以抵挡火箭，但

我们不拿起来，只会被打成筛子。 

 

大卫王在诗篇 11:2提到：看哪，恶人弯弓，把箭搭在弦上，要在暗中射那心里正直的

人。大卫王早年蒙神祝福，抚琴即可驱恶魔，甩石便能毙巨人。后来信德藤牌拿少了，就

中了恶人的箭，败于美人关，后大错不断，埋下祸根，以色列王国三朝之后即发生分裂。 

 

大卫王的经历也提醒我们时时刻刻保持警醒，恶人可是拿着弓在暗中四处寻找目标。我们

得时常拿起藤牌，否则等看到暗器袭来，便如同看到孔雀翎发射一样，为时己晚。 

 

最后让我以暗器孔雀翎和信德藤牌为楔子，填词一首《满江红·孔雀翎》 

 

满江红·孔雀翎 

 

约旦水流，诉不尽，千古过客。 

回首望，以色列国，三朝而裂。 

举手抚琴恶魔去，挥臂飞石巨人灭。 

叹大卫，祸起美人关，损基业。 

 

十架上，流宝血。 

新约订，罪得赦。 

喜圣灵赐下恩典不歇。 

红尘暗箭当自醒，信德藤牌应无缺。 

更如今，从容看春花，赏秋月。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信德藤牌＂拿起来了吗？ 

 

 

注 1. commitment to faithfulness (which implies owning up to continually being 

faithful or loyal to a covenantal relational vow that has already been 

made)。＂Pistis, Pisteos and Pisteuó – A Greek Word Study＂

(https://thelogosofagape.wordpress.com/2018/07/25/pistis-pisteos-and-pisteuo-

a-greek-word-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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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长生剑 

 

剑，短兵之祖，近搏之器，可攻可守，可作武器，亦可作饰物，佩之轻便，映之文采。古

今中外，达官贵人，文士侠客，爱剑持剑藏剑吟剑之流，比比皆是。与剑相关的诗词典

故，传奇逸事更是代代相传，口口相颂。每一个少年郎曾经的梦想，除了诗词和远方，除

了骏马和流浪，应该还有宝剑和沧桑。 

 

古龙笔下的长生剑，是把锋利无比的剑，取名于诗仙李白之名句＂天上白玉京，十二楼五

城。仙人抚我顶，结发授长生。＂在小说里，古龙写的主角其实并不是剑，而是“一个人

只要懂得利用自己的长处，根本不必用武功也一样能够将人击倒。” 

 

以弗所书 6:17（和合本）写道：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马

太福音 4:1-11记录了耶稣与魔鬼之间的一场巅峰之战。这场大战是耶稣受洗之后首次与

撒旦交锋。对于耶稣来说，首战发生的时间其实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他刚刚在旷野经历了

四十昼夜的禁食，处于一个极度饥饿和疲惫的状态。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耶稣也向

我们完美地展现了如何使用圣灵之剑——神的话，去击败狡猾而强大的魔鬼撒旦。 

 

在许许多多的武侠小说中，剑法通常被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追求的是出剑的招数和技

巧；第二阶段注重的是内力的修为，内功到位了，即便是普通的招数也能发挥出极大的威

力，正所谓是金庸提到的＂重剑无锋，大巧不工＂；而到了第三个阶段，则是人剑合一，

浑然一体。 

 

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该如何使、如何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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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新约原文是由希腊文写成，神的话（道）在希腊原文中，有两个对应的词＂Rhema＂

和＂Logos＂，它们分别出现在不同的经节，代表着非常重要的属灵信息。约翰福音 1:1 

“太初有道”，在希腊原文是＂Logos＂。马太福音 24:35＂天地要废去， 我的话却不能

废去。＂中的＂话＂希腊原文也是＂Logos＂。以笔者有限的理解，Logos 用来表示神永

恒不变的真理。 

 

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这个道对应的希腊原文则是 Rhema。Rhema在希腊文中是源于

一个动词＂说话＂(things said)。罗马书 10:17 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

基督的话来的。＂这个话对应的也是 Rhema。同样以笔者有限的理解，Rhema 用来表示圣

灵在我们生命某个时刻或场景，将 Logos的一部分，如一篇信息或一节经文，带入我们的

生命，使听见的能得着信心。 

 

神其实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练＂剑＂的秘决了，凭着信心，接受圣灵从神的真理中带给我

们的话。让神的话，圣灵和我们能合而为一；让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活生生的灵，

而不是停留在印刷体文字的层面上。只有这样，我们的圣灵之剑在面对试探和诱惑时才能

无坚不催，无罪不破，无往不胜。 

 

最后让我以这场耶稣与魔鬼的旷野大战为背景，填词一首《清平乐 ·灵之剑》。 

 

 

清平乐· 灵之剑 

 

灵剑出鞘，尽将仇敌了。 

决战之巅虽寂寥，留下传奇多少。 

 

旷野昼夜连绵，魔鬼人子之间。 

且看三番试探，皆成一抹轻烟。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今天练＂剑＂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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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碧玉刀 

 

2013年的元旦，对我而言，惊心动魄，终生难忘。 

 

新年第一天的凌晨，太太妊娠身体不适，急急忙忙开车赶到医院……当夜小宝宝提早三个

月降生，体重仅两磅多一点，医护人员都没让我细看就直接送至新生儿特护病房…… 

 

战战兢兢，恍恍惚惚直到第二天晚上，我躺在病房的简易床上才开始琢磨取名的事。不知

为何，当时脑子里就出现几句话，一句是＂神是个灵…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约翰

福音 4:24)；另几句则是《礼记•中庸》中的＂唯天下至诚，能尽其性……唯天下至诚为

能化＂。和太太商量后，一致决定以天诚命名小儿。 

 

最近笔者在冒昧着尝试将保罗所提到的基督徒的七种武器与古龙笔下《七种武器》放在一

起探讨，以便从一些不同的角度去感受和领会神的话语。本篇拙作涉及到的《碧玉刀》，

描述的是段玉奉父命携祖传的宝物“碧玉刀”前往宝珠山庄给朱宽拜寿，以及参与朱家为

女儿朱珠选婿，一路所发生的故事。《七种武器》中每一把都有其象征，碧玉刀象征的是

诚实。段玉是个不谙世事的少年，不曾练达人情，却以他几近天真的诚实赢得了一帆风顺

的“运气”，屡屡化险为夷， 最终也赢得了朱珠的芳心。 

 

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至二十节论到属灵的争战，提到了基督徒的七种武器，第一件便

是＂用真理當作带子束腰＂。当时的士兵穿着长袍，当士兵们需要行动的时候，须先用带

子把长袍在腰间束好。长袍没束好，战场上只会碍手碍脚，士兵们根本没办法去争战。 

 

圣经中有很多处提到了束腰，彼得前书 1章 13节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原文作

束上你们心中的腰）谨慎自守＂。保罗把真理束腰列为属灵装备之首，我个人的领受乃是

因为真理的带子是使用其他所有军装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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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带和诚实有啥关系呢？因为腰带束得好不好只有自己最清楚，瞒得了别人，瞒不了自

己。我们接受神的真理的带子，接受到什么程度，自己诚诚实实知道。我们可以把带子搭

在腰间而不真正束好，别人还不一定看出来，可一旦上了＂战场＂，面对仇敌，面对试

探，面对引诱，其结果一定是稀里哗啦。甚至于仇敌没怎么出手，就已败下阵来。反之，

若我们诚心诚意接受真理的带子，把心中的腰束好束紧，才能在＂战场＂上无羁无绊，放

手一搏。接受真理的束缚，不仅不会让我们失去限制，而只会让我们去享受自由的征战。 

 

《中庸》第二十三章中提到＂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

下至诚为能化。＂白话文有很多不同的解读，其中的一个解读是：真诚做到了就会表现出

来，表现出来便会逐渐显著，显著了便会发扬光大，发扬光大便能感动别人，感动别人就

会使人转变，使人转变就能感化民众。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才能感化民众。 

 

约翰福音 4:24 提到＂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雅各书 2:22提

到＂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以弗所书 4:15提到＂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马可福音 16:15提到＂你们往普天下

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曾担任过民国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先生，亦在他的大著《四书道貫》，将《中庸》的诚与

《圣经》的上帝作了不少的关联和论述。笔者才疏学浅，不便多言。读者若有兴趣，请自

行查询陈立夫大作中对《中庸》的解读部分。 

 

在《中庸》中，不少关于诚的论述有暗合圣经之处，可以用以借鉴帮助我们加深对真理以

及属灵装备的理解和认识。圣经则是上帝直接的启示，永恒的真理。圣经对真理直接显明

的启示，完备、完整、完全。神爱世人，＂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笔者个

人也认为在一些先贤著作中，也有人对神的认识和渴慕。在汉字特别是繁体汉字中(如

罪，義，愛，禁，裸等)，也能找出诸多暗合真理的间接印证。我们如能将这些间接启示

加以借鉴，帮助我们提高对真理的认识，甚至让它们成为大使命中的助力，则是善莫大

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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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之末，己值深夜。结语之前，拙作《天下至诚》。 

 

天下至诚 

侧听深夜静，坐忆小儿生。 

论装数七样，行文至三更。 

束腰有真理，中庸看天诚。 

明暗两相宜，皆为福音腾。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能诚实地问自己，腰束好了吗？ 

 

 

六、霸王枪 

 

古龙笔下《七种武器》中的霸王枪是件霸气十足的武器，原主人乃大王镖局王万武，性格

也是刚烈无比。王万武遭害后，其女儿王盛兰持霸王枪游走江湖，遍寻使枪高手，以期找

到杀父仇人。在丁喜的帮助下，虽历经挫折，但最终揭破青龙会的诡计，更与丁喜终成眷

属。 

 

《七种武器》中每一把都有其象征，霸王枪象征的是勇气。书名虽为《霸王枪》，主角却

是丁喜。 丁喜身世悲凉，但凭着勇气去面对任何挑战，最终反败为胜，成就圆满结局。

古龙在书末写道，一个人只要有勇气⋯就绝没有不能解决的事。 

 

圣经多次提到不要胆怯，其中探讨比较多的一处便是提摩太后书 1:7 “因为神赐给我们

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箴言 4:23提到＂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

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一个人一旦失去勇气，内心胆怯，其实就已经

未战先败了。在另一处值得深思和警醒的经文启示录 21:8节中，甚至在下硫磺火湖的名

单中将胆怯排在第一位，先于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

和一切说谎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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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守我们的心？ 

靠公义，信和爱。 

 

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至二十节论到属灵的争战，提到了基督徒的七种武器。有两种武

器在旧约中也明确提到，其中之一便是＂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以赛亚书 59:17提

到＂他以公义为铠甲（或作护心镜）、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

而保罗还在帖撒罗尼迦前书 5:8 提到＂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

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 

 

首先，笔者想提醒的是，这个＂护心镜＂可能和古代东方士兵所穿戴的镶嵌在胸部的金属

甲片有所不同。古罗马士兵所用的＂护心镜＂，实际上遮盖着颈项至大腿很大的一个范

围。在新约中，护心镜对应的英文是 breastplate，而希腊原文是θώραξ。Biblehub

对这个希腊词给出的一个解释是：a breast-plate or corselet consisting of two 

parts and protecting the body on both sides from the neck to the middle。旧约

以赛亚书 59:17 对应这个护心镜的希伯来原文则是ְריֹון 这个希伯来文在旧约。(Shiryon)שִׁ

中也多次出现，比如撒母尔记上 17:5。很有意思的是大名鼎鼎的以色列国防军装甲部队

(Heil HaShiryon)，其希伯来文所用的也是ְריֹון 众所周知战车的装甲是全方位的；圣经。שִׁ

里的＂护心镜＂必定也是上下前后都把＂心＂护得好好的，因为神的公义更是严丝无缝不

留死角。 

 

另外，旧约中只提到了＂公义为铠甲＂，而在新约中保罗用了＂用公义当作护心镜＂和＂

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两个不同的描述。这其中又有何深意呢？保罗在罗马书 3:25-26给

了答案＂上帝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藉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

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

信耶稣的人为义。＂通过耶稣的挽回祭，我们可以凭着信心穿戴神公义的护心镜，保守我

们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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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爱世人，他愿意赐下公义的护心镜，让我们坦然无惧地面对一切属灵的仇敌。我们或早

或晚、或多或少、或独处或群居，都会与试探与挑战狭路相逢，避无可避。靠着那爱我

们，加给我们力量和勇气的主，我们完全能狭路相逢勇者胜，而且会得胜有余。当我们守

护我们的心，打过美好的仗，跑过当跑的路，就必定会有公义的冠冕存留（提摩太后书

4:7-9）。 

 

亲爱的弟兄姐妹，准备好鼓起勇气去打那美好的仗吗？ 

 

行文之末，正值中秋月满之夜，有感而作护心镜。 

 

护心镜 

 

中秋满月天渐凉，信笔疾书夜未央。 

论装细查护心镜，行文再忆霸王枪。 

果效一生自心头，公义全护好征仗。 

狭路相逢勇者胜，胆怯实非真儿郎。 

 

 

 

七、英雄无泪 

 

不知不觉写到七种武器这个系列的最后一篇了。古龙笔下《七种武器》中的第七部作品比

较隐含。曾经有人将《拳头》当作第七部作品，但从作品形式上来说很牵强。直到古龙大

弟子丁情确认《英雄无泪》（又名：《一口箱子》）是第七种武器，为古龙原意，关于第

七种武器的争议才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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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雄无泪》的结尾，小说写道＂歌女的歌，舞者的舞，剑客的剑，文人的笔，英雄的

斗志，都是这样子的，只要是不死，就不能放弃。” 的确，越是你所看重的，越是不能

放弃。 

 

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至二十节论到属灵的争战，提到了基督徒的七种武器装备。其中

的第七种属灵的武器祷告和祈求 (以弗所书 6章 18 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不似前六种武器那样明说，但它的重要性丝豪不亚于

前面任何一件属灵装备。 

 

属灵的争战是全天候全方位的，基督徒的祷告和祈求也应该是全天候全方位的。某种程度

上，祷告和祈求也像一口箱子，不受时空的限制，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可以单独祷告，

可以集体祷告，可以聚会祷告，可以网络祷告。祷告求洁净，祷告求主内合一，祷告求平

息纷争，祷告求教会复兴…… 

 

帖撒罗尼迦前书 5：16-18写道：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

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保罗也在第七种属灵的武器——祷告和祈求前明确加上了＂

随时多方＂这样一个解释，就是提醒我们经常操练。保罗还在这样一件属灵武器的使用上

提了三个要求：靠着圣灵，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圣灵是我们属灵争战的依靠。圣灵是主耶稣战胜死权之后所赐下的保惠师，是我们的依靠

和引领。圣灵虽然是指挥，但祂并非高不可及。圣灵同样可以无处不在地和我们每一位愿

意顺服的弟兄姐妹直接交通。离开了圣灵的引领和感动，我们的祷告和祈求便如同无源之

水、无本之木。 

 

属灵争战的号角一直在吹响着，属灵争战的硝烟一直在弥漫着。在争战中，稍不警醒，疏

远圣灵，就会负伤跌倒，甚至重伤倒下。即便是大卫王，曾经如此蒙福，一旦警醒不足，

也照样跌倒犯下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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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众圣徒祈求也是为身边和异地的属灵战友祷告。基督徒一起祷告和祈求便是协同争战，

互相保护，互相扶持，即便跌倒也能重新站立，即便负伤也能恢复痊愈。祷告越是＂随时

多方＂，我们就越是有＂属灵争战经验＂，从＂新兵＂成为＂老兵＂甚至于＂精兵＂。 

 

最后让我稍稍对《七种武器》这个系列作个小小的总结，也带上一点点的祈求和祷告，作

为结束。 

离别钩   别与聚   谁能读懂 

多情环   情与仇   终究随风 

孔雀翔   得与失   造化捉弄 

长生剑   实与虚   大巧不工 

碧玉刀   明与暗   至诚则动 

霸王枪   勇与怯   情有独钟 

英雄泪   天与地   孰轻孰重 

数灵装   祈与祷   长存心中 

 

愿我们瑕疵的个体能为神所使用， 

            成为主的器皿，传扬完美的福音； 

愿我们软弱的心意能为神所转变， 

            成为主的仆人，作出刚强的见证； 

愿我们有限的今生能为神而摆上， 

            成为主的管道，流出无限的恩典。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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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与爱心：两对父子的生死抉择 

文：漫言 

导读：神叫亚伯拉罕献以撒，是不是太残忍，太没人性？许多人在伦理上过不了神叫一位

父亲献上独生子为祭的坎，哪怕神最后收回了成命。漫言邀请您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探讨这

个不容易的话题。 

创世记 22：2 - 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

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 

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确实令人费解。亚伯拉罕老来得的儿子，原配生的，就一个，神要

他把儿子放上祭坛，杀了，烧了，献为燔祭。以人为祭，以子为祭，既不是为了保家卫

国，也不是为了舍身取义，就为了神的一句话，这不违反人性么？ 

亚伯拉罕听见神的吩咐，啥也没说，清早起来备驴，带上儿子和两个仆人出发。不晓得他

这一宿睡得可否安稳？ 

亚伯拉罕想必没跟太太商量，商量了恐怕就没那么顺利出门。撒拉可是个狠角色，年纪大

了没孩子，就把使女给老公为妾，生子以实玛利，好过继到她的名下；后来她生了以撒，

就要老公赶走使女母子，说使女的儿子不可与她的儿子同分产业。这下可把亚伯拉罕愁坏

了，因为使女生的也是他的儿子。神解了他的围：他照太太的话去做，神帮他照顾那个可

怜的女人和无辜的孩子。太太既不肯让他的儿子跟她的儿子同分产业，岂能让他献她的儿

子为祭，不为别的，只为神的一句话？她要是像亚伯拉罕那样听见神的这个吩咐啥话也不

说就同意了，就堪称信心之母，这事怎么也得在犹太历史上留下一笔。亚伯拉罕要是在太

太不知情的情况下，带儿子出去献为祭，不晓得他出门时看着太太是否心安？ 

第三天，亚伯拉罕到了神指示他的山。到了山下，仆人和驴留下，儿子背柴他拿刀，父子

俩上山。不晓得他这一路走得是否踏实？ 

“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儿子不见献祭的羊羔，就好奇地问。不晓

得他听见儿子天真的问题时，心中作何感想？ 

“我儿，神必自己预备作燔祭的羊羔。”亚伯拉罕说。他没直接回答儿子，但心里清楚儿

子就是神叫他献为燔祭的羊羔。以撒是他和太太都认为他们不可能再有孩子时神给的，应

许之子，神赐的。不晓得他说这话时声音是否发颤？ 

“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没有将你

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绑了儿子，放上祭坛，拿刀准备动

手，神的使者阻止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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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撒能够背着燔祭的柴从山下走到山上，显然不是小孩子，而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父亲

绑他，用意再明显不过，他没逃也没反抗，束手待毙。神说了一句没道理的话，父亲不问

为什么就信了，准备把儿子献为祭；父亲做了一件没道理的事，儿子不问为什么就听了，

甘愿被献为祭。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亚伯拉罕何能忍心献以撒？经上说：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彿从死中得回

他的儿子来。早在他献以撒之前，神就明明告诉他，以撒的后裔要承受应许之地。他虽不

晓得神在山上预备了羊羔，但相信神的话不会落空，对神的认识有了一个提升：神能叫人

从死里复活。这是一场信心的终极考试，神要看他是否把神看得比太太更重，比独子更

重，甚至比神的应许更重。亚伯拉罕作为考生，得了满分。 

可是作为考官的神呢？他出的考题反人性啊！他要亚伯拉罕献以撒，亚伯拉罕面对撒拉，

面对以撒，面对自己，内心经历了怎样的天人交战？后来者虽无从知晓，设身处地想想也

不寒而栗。这场考试，不为别的，就是要看看亚伯拉罕听不听话，有没有把神放在首位！

要考换个方式考啊，别出这种反人性、不讲道理的考题啊！ 

摩利亚的山上，神要亚伯拉罕以子为祭，即使说了没做，这样的神怎能信呢？ 

“看啦！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过了两千年，施洗约翰指着道成肉身的神子耶稣

说。 

原来，神预备的羊羔不是亚伯拉罕以为会从死里复活的以撒，更不是他在摩利亚的山上献

的那只羊羔，而是神的独子。如同以撒甘心顺服他的父亲，愿意做但没做成燔祭的羊羔，

耶稣甘心顺服父神，降世为人，做了献在祭坛上的神的羔羊。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各各他山的十架上，耶稣大声喊着说。耶稣被钉十

架，流血舍身，为赎世人的罪孽喝了十架的苦杯，经历了与父神分离的撕裂之痛，向父神

呼求，父神却掩面不看十架上背负世人罪孽的神子。 

原来，那个忍心献上独子为燔祭的不是亚伯拉罕，是父神；那个尝了失去独子之痛的不是

亚伯拉罕，是父神！ 

摩利亚与各各他，穿越时空，遥相呼应。摩利亚的山上，亚伯拉罕信他的神，献上独子，

信心满满。各各他山上，父神为他所造的人，舍了独子，大爱满满。父神舍独子之前，从

茫茫人海中觅得一人，叫他献子为祭，略尝失去独子的滋味；亚伯拉罕愿献独子，父神得

了一人心。父神在摩利亚的山上预备了燔祭的羊羔，是要引导亚伯拉罕仰望各各他山上他

为世人预备的赎罪的羔羊。亚伯拉罕看见双角扣在小树从中的那只神用来代替以撒的羊

羔，就欢喜地给那地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是耶和华必预备。两千年后，耶稣说，你们

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原来，亚伯拉罕的信心在

摩利亚的山上再度被提升，他看见的不单是眼前的那只羊羔，更有以后要来的上帝的羔

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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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利亚的山上，亚伯拉罕相信神能叫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各各他山上，耶稣借着死战胜

了死亡，叫信他的人从死里复活。摩利亚的山上，亚伯拉罕用他信心的榜样呼唤后来者，

相信神的良善与全能。各各他山上，耶稣用他牺牲的大爱呼唤世人，从他得永生。 

各各他山上，父神以子为祭，为救赎世人，这样的神怎能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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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如山压来，你的祷告能移山么？ 

文：漫言 

偌大的地球像一个村庄，小小的冠状病毒迅速传播，如同一座大山压来，村里人无处可

遁。有人首当其冲，失去家人或亲友；有人被困家中城中医院中，失去人身或经济自由或

健康，不知要熬到啥时，也不知能否熬过去。余下的人面对日益汹涌的疫情，生活受限经

济受损已成必然，虽然多重多久还不清楚，更令人惴惴不安的是不知病毒啥时就找上自

己、家人或亲友。基督徒作为村里一民，能否借着祷告叫大山移走？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

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马太福音 17:20） 

从耶稣对门徒说这话直到今天，没有人借着祷告叫山移开。耶稣没有，历代的信徒也没有。

可见，耶稣说的移山并非实指，而是修辞。山既非实体的山，那是什么？是不是指外面的

困难，譬如眼下的疫情？是不是说只要凭着真实的信心祈求，哪怕我们信心小如芥菜种，

神也会替我们解决山大的困难？ 

在客西马尼园，耶稣面对将临的十字架，心中极其伤痛，几乎要死。他向父神祷告：你若

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祷告完了，一位天使来

加添耶稣力量。历世的许多圣徒面对饥饿、逼迫、疾病、战争或死亡，里面的信心是真实

的，父神并没有挪走他们的困难。 

 可见，神应许挪走的山不在外面，而在我们里面。这山，于有血有肉的人子耶稣，就是

面对十字架时心中的忧伤、痛苦，甚至惧怕；于同有血肉之躯的我们，就是面对日益迫近

的疫情时心中的恐惧、惊慌或痛苦。 

 

这山，拦阻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挪开，神的旨意就能畅行无阻。这旨意，于耶稣，就

是直面十字架，战胜死亡的权势；于我们，就是直面疫情，活出神所赐的平安。 

 

我们若有真实的信心，哪怕小如芥菜种，向神祈求，神就会挪去我们里面的山，赐我们力

量和智慧胜过外面的困难。因他向我们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 

 

 

 



 
 

- 32 - 

 

平庸是恶么？ 

漫 言 

一个普通人用朴实的语言记载了许多普通人在一场灾难中的真实经历与感受，说出了许多

普通人想说但没能力也没机会说的话，竟掀起轩然大波，叫人不禁问这个社会怎么又回到

只能有一种声音的日子？太久了，太多的人站在可以发声也应该发声的位置上，选择了沉

默，才有了今日。这些人可能包括你我，你我的朋友和家人。我们习惯了给自己找借口：

我是老好人，平庸了点，不够完美，但也没犯大错。 

平庸真的只是不够完美么？ 

我们再来看看耶稣讲的才干的比喻。三个仆人中，领一千两银子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

子埋起来。主人回来了，他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

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

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

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

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

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又恶又懒”是耶稣对无用的仆人，也就是平庸者的评价！ 

说平庸者懒，我们可以接受；说平庸者恶，我们也许问恶在哪儿？他一没卖国二没害命三

没贪污，什么恶事都没做，只是懒了点，胆子小了点，把主人的银子埋了起来不用。又懒

又胆小，庸人一个。难道平庸也是恶？ 

平庸者辜负了主人的托付，对主人不忠，是其恶。人是为永恒而造的，带着使命来世上走

一遭，当为永恒而活。比喻中，才干代表神赐给人的才能和机遇，银子代表神对人的托付

和期待，银子根据才干分配，表示神给人什么样的才能与机遇，对人就有什么样的托付与

期待。人走完世上的路程，神在路的尽头等着：人的才干是他赐的，有大有小；人的托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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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给的，有多有少；他向每个人要的都一样：尽力。人在他的托付上尽力，对他忠心，

就是善；人不肯在他的托付上尽力，对他不忠，就是恶。 

平庸者为什么把银子埋起来不用呢？比喻中没提到，我们可以从自身经历中揣摩一二。在

教会里，我们看见有些人圣经功底比我们好，有些人表达能力比我们强，还有些人办事比

我们利落，就有了自卑的心，想着传福音和服事有我没我没啥两样，安心“坐”（当）基

督徒吧。在社会上，我们见自己是普普通通的职员，人微言轻力量微薄，想着社会正义和

公益事业就留给精英们，我们做不做说不说没啥区别，安心做吃瓜群众吧。我们姑且把这

种心态称为一千两的心态。 

历史上，巴比伦灭掉犹大国、掳走犹太人后，很快被马代和波斯取代。有一次，犹太人面

临灭族之灾，末底改请王后以斯帖为同胞去向波斯王求情，以斯帖犯难。几年前，波斯王

和大臣喝高了，一时兴起想秀王后，王后没理。波斯王一怒之下废了王后，下令选美。被

堂哥末底改养大的孤儿以斯帖进了宫，不敢透露自己亡国奴的身世，幸运地当选了王后。

宫里女人多，盯着王后位子的不少。她娘家没有人可依靠，得处处陪着小心，以图自保。

以斯帖告诉末底改：国王三十天没召她，擅自见王要被处死，除非国王特赦。末底改却严

肃地指出关键，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

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份，不是为现今的机会么？” 

以斯帖的担心很有道理：除了王后的位子，她什么也没有；没有实力做后盾的王后的位子

没什么分量，就像平庸者手中的一千两，哪能救犹太？恐怕救不了同胞，先搭上自己的性

命。末底改的反驳更有力：固然要冒生命危险，但以斯帖有别人没有的觐见国王的机会；

她得了王后的位份，谁知道不是为了这个机会？她若放弃了这个机会，拯救犹太的托付神

会交给别人，但这样她就有罪了。末底改这番驳斥是对平庸者要受的审判的一个完美诠释：

平庸者放着一千两不用，神就要拿走给别人，而定平庸者的罪。这位堂兄代父的末底改够

狠的。以斯帖幡然悔悟：她能做且要做的虽很少，然而决定事情成败的是那位看不见的神；

她于是请末底改招聚书珊城的犹太人为她禁食祈祷三天三夜，她自己也禁食祈祷三天三夜，

然后豁出去觐见国王，成就了一段弱女子拯救犹太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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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王约兰执政年间，亚兰入侵，围困撒玛利亚，城中断粮，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城

门口有四个麻风病人。他们一合计：留在城门口只会饿死，出去投降亚兰还有一线生机。

于是，他们去投降亚兰，到营中一看，没人。原来，亚兰人风闻埃及和赫人要增援以色列，

害怕腹背受敌，连夜弃营逃走。四人吃饱了，喝足了，财物捞够了，想起一件事：天亮以

前，他们若不把亚兰军逃走这么好的消息告诉城里的同胞，就有罪了。 

以斯帖处在一个别人看着光鲜、个中冷暖自知的位置，末底改劝醒她之前，她以为自己手

里只有一千两，勉强自保，做不了别的。四个麻风病人除了两条腿能走，一张嘴巴能说话，

进城报信，城里人信不信都不知道，也做不了别的。无论我们处在以斯帖的位置，还是落

在麻风病人的境况，都得善用手中的一千两。考评的时候，神给我们的打分只有两种：忠

或不忠，善或恶；神给我们的去处只有两个：跟他在一起或外面的黑暗。领一千的把银子

埋起来，被赶到外面的黑暗里；如果你领了五千，又把银子埋起来，又会怎样呢？这个

比喻告诉我们，与神同在的天堂里没给吃瓜群众留座！ 

平庸者恶意看主人，对主人不敬，也是其恶。人难免有比较之心。能力强、资源多的人容

易骄傲，觉得自己不需要神；能力弱、资源少的人容易自怜，会埋怨神。比喻中的平庸者

是后一种人。他看见别人有五千，自己只有一千，就对神心生不满，妄议神，“我知道你

是忍心的，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神不仅创造万有，也维护万有，

怎会在没种的地方收割、没散的地方聚敛？平庸者心里惦记别人的五千，埋怨神没在他身

上种（五千的才干）、散（五千的银子），指控神如果向他收（五千）就是忍心。没错，

神没在他身上种五千、散五千，就不会向他收五千。但神在他身上种了一千，要向他收一

千。 

人的才干有强有弱，一生的机遇有多有少，是神所赐的，我们决定不了，也改变不了，唯

有存感恩的心接受。多得的要感恩，少得的也要感恩。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善用神赐的才干，

把握神给的每个机遇，不骄不卑，勤勤恳恳做主托付我们的，远离平庸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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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力和隔离 

                                   四子柳 

这几天，随着疫情的好转，驰援武汉三镇的医疗队陆陆续续开始撤离。各地的医疗队回家

的时候都受到了热烈隆重的欢迎，有的地方甚至用国宾的礼仪来迎接这些回家的医护英雄

白衣天使们。我不由想起巜木兰辞》中的几句诗，稍作改动，写在下面：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 

疫情传三镇，寒光照白衣。 

医护经百战，壮士凯旋归。 

细菌和病毒其实一直都在，我们一生也一直在征战。战败了，我们就生病，或者生命就结

束了；战胜了，我们的生命得以继续。我们一生也一直在和另外一个敌人征战，这个敌人

就是我们的罪，不同的是，生命的结束或者继续并不是判断胜败的标准。这个敌人很顽固

也很狡猾，会潜伏，会伪装，会传染，会变异，会感染人于无形。 

上海市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医生最近成了网红，很多段子被广泛流传。其中一个就

是针对病毒，最有效的药是病人的免疫力；另外一个就是关于隔离，当你觉得很闷，病毒

也就被你闷死了。  

在属灵的征战上，最好的护具也是我们对罪的免疫力。这个免疫力是从神而来的，也只能

由神而来。和神的关系越亲密，免疫力就越强；和神的关系疏远了，免疫力也就自然下降

了。属灵的征战也是一个持守警醒、与罪隔离的过程，我们的免疫力上升了，与罪也隔离

得越好，我们也离把自身的罪＂闷死＂近了一步。  

弟兄姊妹们，让我们携起手来，一起提高免疫力,一起与罪隔离，一起去打那美好的仗，

好同圣徒保罗一起，去领取神为我们存留的公义冠冕。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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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 

 

昨天晚上我在看各地医疗队撤离的视频时，武汉的市民在沿途、机场和高铁车站欢送这些

医护英雄们。当看到视频中出现＂您为武汉拼过命，武汉人民感谢您＂的字样，我的眼睛

有些＂不争气＂地泛红。据说各支医疗队来汉时都有个代号，像贵州省的代号是＂贵人相

助＂，辽宁省的代号是＂辽表寸心＂…… 做为一名湖北人，我也万分感谢这些援鄂的逆

行者们，荆楚大地劫后重生，正在重现往日的美好景象。感动之下，拙作几句，顺便也给

湖北安个代号：＂荆生有你（无以为报）＂。 

病毒凶鄂，人间深渊； 

八方来援，共赴国难。 

荆生有你，楚清疫散； 

相聚短暂，一路平安。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医疗队援鄂？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湖北沦陷了，其它地区也很难独善其身。

在属灵的战场上也是一样，我们不能只盯着身边的一亩三分地。其他的弟兄姐妹有困难了，

我们也一样要伸出援手，万万不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因为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

体就一同受苦。若是我们从未感觉到苦，就要扪心自问一下：是不是跟罪从来就没打算隔

离，导致免疫力己经完全丧失了？ 

我们支援主内家人的方式不可限于出钱出力，更要用主内家人所独有的武器一一代祷。我

们伸出援手张口代祷的时候，主同样也在赐福给我们，因为主耶稣说过＂施比受更为有

福＂。我想这福应该包含了我们自身对罪的免疫力的增强，好让我们与罪更好地隔离。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你受苦了吗？也就是，今天你（与罪）隔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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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三 

 

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大概谁也没料到，短短的几个月，COVID-19飞速蔓延

全球，至四月中旬，至少感染二百万人，死亡超过十六万。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均被波

及，部分国家和地区甚至陷入紧急状态。更让万民哀叹的是，这场全球灾难目前似乎并没

有停止的势头。网上盛传的对抗瘟疫，中国上半场，欧美下半场，后面有没有加时赛都很

难讲。2020 年的春天，当真是寒风刺骨，撕心又裂肺，感慨之余，不由得写下几句。 

 

春寒 

晚秋冠毒现，早春瘟疫生。 

随风飞沬散，入肺重症成。 

举世国俱染，万民心齐暗。 

安歇溪水边，静听牧人声。 

 

危难的时候，我们很难但是更需要安静我们的心，定睛仰望主，静听牧人的声音，在可安

歇的水边得享主赐的平安。很多的主内弟兄姐妹们都有不同的看见，聆听到主的话语，也

在分享着各自的感动。感谢神赐圣灵，让祂的道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能滋润浇灌我们的灵

魂，不至干枯而失去活力。 

 

根据公开的报道，这场瘟疫的主角新型冠状病毒与之前的 SARS病毒有很大的不同。SARS

病人为最主要的传染源，症状明显的病人传染性较强，潜伏期或治愈的病人不具备传染性
(1)。而新型冠状病毒在潜伏期（即患者没有任何典型症状的时候）已具备传染性(2)。

COVID-19全球大爆发和冠状病毒的这种隐蔽传染性恐怕有很大的关系。 

 

在这件事上，神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在属灵的征战中我们是不是那些无症状而又可以

传＂罪＂的人？表面上看，我们遵纪守法，人畜无害，却又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罪，而且常

常有意无意把罪给传播出去。我们是在＂潜伏期＂，但那些被我们传染的弟兄姐妹可能＂

症状＂比我们自己还严重。 

 

我们的冷漠会造成热心服侍者的寒心； 

我们的苛求会浇灭积极参与者的热情； 

我们的妒忌会造成事工带领者的困扰； 

我们的炫耀会影响身陷困境者的情绪； 

我们的碎语会破坏主内大家庭的合一； 
⋯⋯ 
 

保罗在以弗所书 4 章 29 节说到：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事说造就人的好

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洁净我们的口舌话语，不带毒，不传

毒，而是能造就他人，能让他人有＂免疫力＂增强的益处，能经历主同在的香气。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是位造就者？还是位潜伏期传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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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ttps://baike.baidu.com/item/冠状病毒 

2. http://www.xinhuanet.com/2020-01/27/c_1125506387.htm 

 

 

之四 “最小的弟兄” 

  

圣经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40节提到，“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

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以前我总是把这个最小的弟兄理解成身边或者教会

中软弱、患病、面对磨难、或者生命出了问题的主内弟兄。 

 

前几天读到一篇纽约时报的报道[1]，说纽约曼哈顿一家医院的顶级急诊科医生洛娜•布

雷恩（Lorna M. Breen）4月 26日自杀身亡。洛娜的父亲菲利普说，自己的女儿在抗疫

前线坚守了数周，接诊了令人难以应对的大量新冠肺炎患者，并随后感染了新冠病毒。在

家仅休养一周半后，她又返回医院工作。据说洛娜曾表示，在医院上班的人每天工作 18

个小时，睡在走廊里。她最后一次和父亲通话时提到，载着患者的救护车已在（医院）大

楼外面等了 3个多小时了，因为太忙，甚至无法把病患从救护车里运出来。 

 

这个消息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和不安。之前我也陆续读到一些中文报道，说武汉的医护人员

在疫情爆发早期工作强度非常之大，身心都极度疲乏，甚至处于崩溃的边缘。洛娜是我看

到的第一个在 COVID-19 疫情中自己结束生命的医生，让人万分惋惜。 
  

重温了马太福音书之后，我对这个＂最小的弟兄＂有了些许新的认识和理解。这个最小的

弟兄不单单是局限于我们的生活或者朋友圈。这个最小的弟兄(或者姐妹)可能表面上和我

们毫无瓜葛，可能看上去有着非常好的职业，可能看上去有着非常幸福的家庭，可能默默

无闻，所以很难被注意到。 

 

回想起我曾经读过的一个在疫情期间援助武汉的医生写的一篇文章，说看到很多的医院清

洁工在疫情危机的时候同样面对险情，但仍在默默地坚持工作。没有这些清洁工人的付

出，医院的整个救护体系就不可能正常运转。相对于医生和护士，这些清洁工人所受到的

关注，实在是少得可怜。而且这些清洁工人大多可能是合同工或者临时工，一旦被感染，

所能获得的补偿和救助可能也会相对有限。看完这篇文章，我感触颇多，感谢作者的视

角，让我能注意到那些在聚光灯之外的角落中的人群们。 

 

主教导我们去做工在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可能主也在提醒我们，不要期待有回报，不

要期待被人注意，不要期待得名份，因为＂最小的弟兄＂十有八九给不了这些。当我们默

默地做工在这些＂最小的弟兄＂身上(包括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能增强对罪的免疫力，让

他们能更好地与罪隔离，这一点一滴，主都看在眼里，因为主说了＂就是做在我的身上

了＂，这已经是最大最好的属天福份了。而且当我们默默地做工在这些＂最小的弟兄＂身

上，我们只需单单注目在主身上，顺服主的引导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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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让我引用几段特蕾莎修女的诗《不管怎样》(Do It Anyway)作为结尾。 

 

The good you do today, will often be forgotten.  

Do good anyway.  

你今天所做的善事，往往会被遗忘。但不管怎样，还是要行善。 

 

Give the best you have, and it will never be enough. 

Give your best anyway. 

将你最好的所有献出来，可能还远远不够。但不管怎样，还是要奉献。 

 

You see，in the final analysis，it is between you and God; 

It was never between you and them anyway.  

你看，说到底，它是你和上帝之间的事； 

而从来都不是你和他人之间的事。 

 

 

1. https://www.nytimes.com/2020/04/27/nyregion/new-york-city-doctor-suicide-

coronaviru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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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的反思 

— 蕭牧師 

 

 
         5耶和華說、你們要向列國中觀看、大大驚奇．因為在你們的時候、我行一件事、雖

有人告訴你們、你們總是不信。6我必興起迦勒底人、就是那殘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

佔據那不屬自己的住處。7他威武可畏．判斷和勢力、都任意發出。8他的馬比豹更快、比

晚上的豺狼更猛．馬兵踴躍爭先、都從遠方而來．他們飛跑如鷹抓食．9都為行強暴

來．定住臉面向前、將擄掠的人聚集、多如塵沙。10他們譏誚君王、笑話首領、嗤笑一切

保障、築壘攻取。11他以自己的勢力為神、像風猛然掃過、顯為有罪。（哈巴谷書 1:5-

11） 

    當先知哈巴谷盯著自己周遭同胞的敗壞而憤憤不平、且向神陳明自己是個如何的義

人、不客氣地質問神公理何在、律法何用，真是公義凜然！當我們受困頓、找不到出路、

繃不住時，煩躁纏繞，眼界就會縮小；大事就會看不見，小事就會無限放大，非常容易被

激動，脾氣一觸即發，心胸志氣都被擠進死胡同。 

    這時，神回應先知，叫他抬起頭來，不要只盯著自己周圍的點點滴滴，要向寬廣之處

觀看，要看到 神的作為，明白祂的旨意。我們需要相信主是創始成終的那一位，祂是負

責任並且掌權的主人；祂知道祂要做什麼，祂知道祂的進度，祂不會忙亂。 

    祂告訴先知，祂要使用殘暴的巴比侖，用他們來進行祂的工作！對哈巴谷而言，他厭

惡強暴、罪孽、奸惡、爭端和相鬥，神真的要使用這樣的帝國來進行祂的工作嗎？對先知

來說，真是豈有此理！然而，神可以無限量地超越我們，祂不會行走在我們的框框裏，祂

不必非得如何如何，才符合我這“偉大”的觀點。我們需要仰望與等候祂的作為或不作

為，直到祂的工作完成，才能真實地明白過來。 

    當下疫情，存在許多的未知，我們無從知曉所有的答案；那些所謂的來龍去脈和前因

後果，也難有完整的解釋；再加上許多未確認的資訊和消息，這些過多的壓力與負荷強加

在我們的心裡。在此情況下，我們的靈非常容易枯乾，從而失去生機與活力。 

讓我們在聖靈裡，抓住聖經的應許，讓祂的道慢慢地調和、滲入、滋潤我們的靈魂，

讓我們的靈時時迴盪著“祢是主! 祢是創始成終的主! 祢是負責掌權的主! 祢知道祢要做

什麼，祢的道路高過我的道路! 祢的的意念高過我的意念! 我相信祢！”让祂陪伴著我

們，走向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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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的反思（二） 

哈巴谷 2:1-3 

 1 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樓上觀看、看耶和華對我說甚麼話、我可用甚麼話向祂訴

冤。〔向祂訴冤或作回答所疑問的〕 

 2 祂對我說、將這默示明明的寫在版上、使讀的人容易讀。〔或作隨跑隨讀〕 

 3 因為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應驗、並不虛謊．雖然遲延、還要等候．因為必然臨

到、不再遲延。 

先知將心中的不平、迷惑、憤怒和質疑，向著神一股腦宣洩出去! 

神並未立即回應他；直到哈巴谷上了守望所, 立在望樓上觀看。那是在高處位置,因為要

登爬, 必須脫離地上的纏累,所以單單一人上了望樓. 

疫情期間, 各行各家的資訊, 排山倒海而來,充斥在媒體網路上, 真是百花齊放，萬家爭

鳴，好不熱鬧! 慌亂中的人惟恐漏掉哪條消息, 又是絕頂祕方, 又是隱密內參...... 

当基督徒向愛我們的主傾倒心中的煩悶之後，是否應當進入內室, 登上望樓，放下一切，

單獨面對面，侍立在祂面前？- 作為僕人，來靜聽祂渴望要告訴我的恩言！ 

不知道哈巴谷在守望所上等了多久? 還是上去下來多少回合? 對於神的兒女, 等候是少不

了的課題。那是一段孤單寂寞的等候! 

當時候到了, 神的默示下來時 -- 心中開始經歷霧散雲消，迷惑被漸次解開; 發生在當下

之事連上了永恆之神的鏈接, 積壓多時的沉悶得以釋出; 聖經的字句轉化成活潑的精意, 

神所賜的聖言成了胸懷裡的珍寶, 是何等真實! 那所領受的默示, 成了能供應生命的活水

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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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向我们要的是什么？ 

以 方 

2020 年 3月 21日 

为了应对新冠病毒的蔓延和威胁，我们教会从这周开始网上聚会。当教会刚刚报告聚会方

式变化的时候，弟兄姐妹无论是从情感上，还是从技术上，似乎都没有准备好。技术上的

挑战虽不可避免，但容易解决；情感上的征战却非容易跨过。 

感谢神！在我们还为新的聚会方式忐忑不安的时候，周三祷告会、周五查经聚会仍然按照

教会传统的聚会时间，以 ZOOM的方式开始了。更让我感恩的是，参加的人数不但没有因

为聚会方式的变化而减少，反而吸引了更多的弟兄姐妹加入进来，真是“时空不能隔绝神

的爱”。 

在这次的 COVID-19大流行中，我再次思考一个问题：神究竟向我们要的是什么？是我们

“照常吃喝嫁娶”，照常上班下班，照常上学放学，乃至照常去教会，照常回家吗？借用

这段时间新冠病毒新闻中的常用词汇，我的看见是，神要在属他的儿女中种下 “疫

苗”，当我们经历这样的灾祸之后，学会“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一

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 3:5-6】如此，必能叫我们的

“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

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彼得前书 1:7】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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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者的赏赐是什么？ 

漫 言 

美国疫情惨烈，各州独自奋战。川普总统又双叒叕被媒体炮轰。最近看上去一下子老了好

多，想想七十好几的老爷子了，有钱，有名，孩子优秀，这样的成功人士，放着幸福生活

不过，吃力不讨好地做总统，招来无数谩骂与嘲讽。成功者的奖赏不该是有钱有闲的幸福

生活吗？ 

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 

马太福音 25：14-30：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

们，按着各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两千，一个给了一千，就往

外国去了。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那领两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两千。

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

算账。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

我又赚了五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

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两千的也来，说：“主啊，你

交给我两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两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

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一千

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

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

“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

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

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

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耶稣讲了一个比喻，马太把它记载下来，成了社会、经济和心理等众多领域中著名的马太

效应：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耶稣的比喻虽是对门徒讲的，原则却是给所有的人的。我们

以后再讲马太效应，今天先谈谈成功者的赏赐。比喻中有三个仆人，一个失败，两个成功。

成功者的成就有大有小，因为各人的起跑线不同，领五千的赚了五千，领两千的赚了两千，

都尽力了，得到的赏赐一样，是什么呢？ 

首先，主人给予成功者热情的肯定，称赞他们良善又忠心。居家令下来前，我女儿每周有

几天早上五点参加训练，四点多就得爬起来，这对成年人都有挑战，别说十几岁的孩子。

为了鼓励孩子们准时投入训练，教练将他们分成男队女队；每天早上，最后一个入场的如

果是男生，男队丢一分，如果是女生，女队丢一分；到了月底，哪队得分高，哪队受表扬。

为了得到教练的表扬，为了团队的荣誉，孩子们较上了劲。教练一句称赞的话尚有这等力

量，何况来自永生神的肯定与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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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说过，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就是神。神是一切美善的源头。一个人被神称为良善，说

明他里面有了神的生命。一个忠心的人先要明白主人的心意，还要照着主人的意思去做，

让主人满意。摩西照神的吩咐，把神的百姓带出埃及为奴之地，又在旷野经历了四十年的

磨练，直到神的百姓脱去奴性，准备好为自由与独立而战，圣经给他的评价是“摩西在神

的全家尽忠”。一个人有了神的生命，明白并且顺服神的心意，尽了力，不管成就多大多

小，在神眼里的就是成功者。神会给他最高的评价：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其次，主人给成功者更大的托付。我们都有过或见过类似的经历：一个人有了新职位和新

工作，觉得要做的事情好多好大好难，赶紧尽心尽力地做，做好了，自己的能力也强了，

可以做更多的事，心里就渴望有更大的担当。人是神造的，人心里最深的渴求也是神放的。

神造人，不仅赐给人生命，也赋予人使命。没有生命，人无法行使使命；没有使命，生命

也就没意义。否则，一个人信了耶稣，耶稣直接接他上天堂好了；耶稣没这么做，把信徒

留在地上，是要我们遵行使命，让我们的生命丰盛起来。神造人的时候，赋予人的三大使

命：守护家园、生养众多和治理这地。人犯罪堕落，伊甸丢了，生养与治理的使命和渴求

仍留在人的心里。耶稣的比喻中，成功者接受任务，立马行动，表明他知道事情多任务紧，

要努力做；不知不觉，神扩展了他的境界，提升了他的能力，预备他做更大的事。所以，

成功者渴望的赏赐不是安逸，而是神更多的托付。 

最后，主人邀请成功者进来享受他的快乐。天堂是神所在的地方。一个人有了神的生命，

尽力完成了神托付给他的使命，满足了神的心意，进天堂享受神的快乐就像一位夺冠的运

动员上台领奖一样自然且欢乐。一个没有神生命的人呆在天堂是折磨。C.S. Lewis 讲过一

个喻道故事：一个不信的人到了天堂，浑身忒难受，立马逃出去，逃的速度比进去的速度

要快得多。如果不认识神，哪里才是天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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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聚会一周年记 

                            漫言 

去年 3 月 15日，教会照常进行实体聚会，但考虑到疫情来袭，同时试行线上聚会，

一周后完全改为线上聚会，到今天正好一年。记下三两件小事，见证这不寻常的一年。 

                            * 见面且珍惜 * 

去年 3 月 13 日是周五，晚上查完经，我和张教授夫妇在教堂外闲聊。张教授春节前

来土桑与赵姐团聚，过完年就要回台湾任教，准备暑假再回来。当时，疫情漫延到与亚利

桑那毗邻的加州，大洋彼岸的东亚早已在惊涛骇浪中，台湾的防疫做得不错，似是一片净

土。大家叮嘱张教授路上小心，到了台湾就好了。三月中旬的土桑，白天暖晚上凉。我穿

得不多，说了一会儿话，觉得有点凉。张教授怕我着凉，催我进屋，“不晓得今年暑假能

不能过来，大家见面且珍惜。” 

到了暑假，美国成了疫情的重灾区；到了寒假，美国的疫情仍不见好转。张教授暑假

寒假都没能过来。 

这一年，不仅隔着大洋的亲人相见难，就连同在土桑的朋友见面也不容易。有的弟兄

姐妹路过教会，拐进来看看，见到冷冷清清的教堂，想起以前周五晚上和主日早上大家一

起唱诗敬拜神、吃饭聊天，就默默流泪。大家同在土桑，城市不大，见个面吃个饭原本稀

松平常，谁知疫情中平常的成了金贵。见面且珍惜吧！ 

                               * 清零 * 

三月下旬，亚利桑那的疫情起来了，州政府下了居家令。市场上防护用品奇缺，很难

买到口罩和手套。普通居民老老实实呆在家里，缺口罩没手套不是个大事。但医护人员跟

病人打交道，有的还接触新冠病人，没有防护用品不行。那段时间，大家通过各种渠道购

买口罩，自己用，也分给朋友。教会里几位医护人员成了大家的重点关怀对象。一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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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抗疫前线，担的风险大。二来，他们了解当地疫情的第一手信息，而不是冷冰冰的几

个数字。 

疫情初期，土桑接收新冠病人的单位不多，陈萍姐所在的单位是其中之一。每次聚会

结束，大家都向她打听：你的单位病人增加了多少？死亡率多少？现在的工作是不是很累

很危险？ 

陈萍姐带来的信息令人沮丧。新冠病人每天都在增加，病毒很厉害，有的病人年纪不

大，没啥基础病，确诊后没几天人就没了。大家都怕病毒，普通人怕，医护人员也怕，有

些医护人员因为怀孕，或是家里有老人小孩，辞职不干，医院人手紧缺，陈萍姐被请求做

两份工作。照顾新冠病人跟照顾普通病人没什么区别，只是防护措施更严，穿防护服脱防

护服很麻烦，而且为了减少接触，医生护士尽量少跟病人说话；病人就很可怜，疫情中住

院没有家人陪伴，跟医生护士多说几句话也很难。大家听了心里沉甸甸的，默默盼望自己

和家人这时候别生病。 

六月初的一天，陈萍姐说，她的单位新冠病人清零了。 

“他们都好了？”大家听了两个多月负面的信息，都期待地看着她。 

“我做的是临终关怀。”陈萍姐一脸歉意。 

大家默然无语。 

清零！有一天，我们都要从地面上被清零，新冠只是让有些人提前被清零。当清零的

那天来到的时候，我们是否确知我们要去哪儿呢？ 

                            * 注目美好 * 

去年感恩节，何春艳姐妹邀请我去看她画的画。何姐妹两年前搬来土桑，不久被诊断

出乳腺癌，一九年五月受了洗。接下来的一年半，她做了几次手术，几十次的放疗化疗，

之后还要吃十年的化疗药，个中辛苦非亲历者不能体验。何姐妹是位美容师，去年暑假为

了鼓励小女儿做点有意义的事，陪小女儿学画，学了几个月。我家孩子小时候也曾跟着一

位西洋绘画学硕士学了几年，我看他们画画都觉得累。画画要有耐心，学画更要有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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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看画之前，没什么期待：一位没有绘画基础的癌症病人，放疗化疗期间自学了几个月，

还能画得多出彩？ 

到了何姐妹家，看见客厅里挂的几十幅作品，我感到非常惊讶。我的孩子看了何姐妹

的作品，也惊讶于她色彩的运用和笔法的细腻。我问她画一幅画要多久？她说要花十来个

小时。我就更惊讶，一个正在做放疗化疗的病人，哪来的动力在画板前坐十个小时就为画

一幅画？ 

“我画风景，画神创造的美，把注意力放在神创造的美上，帮助我忘掉放疗化疗的不

舒服。”何姐妹说。 

我们周围有人带来的阴暗，也有神创造的美好。我们不能改变环境，但可以选择看人

制造的阴暗，也可以选择注目神创造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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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粮 

                赵庚 

    許多年前，我參加過太岩長老教導詩篇的主日學。去年初(2020 年)，太岩長

老再次在主日學慕道班使用詩篇作為課程教導，對我有極大的幫助，成為不可少的

靈修必備。我養成了每天靈修必先讀兩篇詩篇，隨著聖靈的感動從讀詩篇化作禱

告，也就是以詩篇禱讀的方式開啟與神相會時光。祇要我們有切慕神的心，與主親

近更親近；經常思想所嚐過主恩的滋味，神就藉著祂大有能力的話語成為我們得力

量的泉源，堅固我們的信心，有主同在共度艱難。祂是點亮我們期盼之路的明燈，

真理的聖靈也必鑒察、光照、更新我們。祂的話是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每當

我們存敬畏神的心禱告、尋求、渴望得著這份屬天的靈糧，神就賜智慧與啟示的靈

幫助我們，開竅悟性領受神說話的心意。真的見證了“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

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甚至魂與靈，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剖開，連心中的思

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希伯來書 4:12）。讓我們切慕那純淨的靈奶，藉著吃

主的話在基督的生命裡長大，因為“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耶和華口裡所出

的一切話。”（申命記 8:3）。 

    我們的神是做新事的神。祂奇妙的手親自帶領著我們每一位進入基督的生命

裡，祂正在改變、引領我們同走生命道路。人人都需要救主耶穌。神的愛充滿我

們，叫我們讓更多人來認識這位釘十字架的救主基督。新約班門徒培訓正是裝備的

機會，在福音真道上扎根，順服聖靈的管理與更新，跟隨耶穌，屬靈生命日漸長

進。去年 8月份，我進入秋季主日學的新約班，参加門徒培訓。感謝主，感謝教

會，主日學的安排一向都是使人獲益，造就人。感謝神賜智慧給㦤穎姐妹，定時定

量分送靈糧，讓我們可以預讀經文，同時有充足的時間思想討論的問題，尤其著重

思考福音朋友常常關心的問题。課上約有 15 位弟兄姐妹，大家依次分享并討論預

讀的經文，課室气氛热烈而有序，有著一种引人專注的力量。感謝神與我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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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的引導，并賜下謙卑受教的心，總讓我們看別人比自己強,以尊重、認真的態

度聆聽他人。自己發言，也顧念他人，不爭競，雖敞開心扉分享，也守住重要的主

軸，就是根據聖經真理而出的教導，使我們體驗到所學的乃是能活出來的真理，和

能報出去的好消息——福音。 

    我深刻暸解到沒有一個人樣樣都行,我們都不完全，所以定意學耶穌。主耶穌

說：“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生命的糧，人若吃這糧，就必永遠活著，我所要賜的糧，

就是我的肉，為世人之生命所賜的。”“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

命。”（約翰福音 6:51, 63 ）。神喜悅我們有追求的心志，總是把豐富的恩典賜

給祂的兒女，激勵我們每日生命更新，彼此幫助，照神心意行事為人，好把信仰從

生命中活出來，在靈裡邁向成熟，生命影響生命，相互啟發，同得造就，共同勉

勵,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馬太福音 5:6）。                                                 

頌讚 榮耀 歸給 主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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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或低谷，都有神保护 -- 记我的 2020 年  

                       黄继香 

2020 年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十分难过的一年, 中国、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新冠病毒把我

们从精神到肉体都折腾的死去活来，是许多人这一辈子没听说、更没经历的灾难！覆巢之

下焉有完卵？我也不例外，这一年像是经历了九曲十八弯，好不容易跌跌撞撞的过来了。

如今回头看，觉得我的 2020 年犹如坐过山车，有十分煎熬的死阴幽谷，也有非常快乐的

高山流水，但一路都充满神的恩典，让我不由得想到《恩典之路》这首歌中的一句歌词：

高山或低谷，都有神保护。  

2020年一开始就是低谷，爸爸在 2019年 10月底不慎摔倒，折断左侧髋关节，置换了人工

髋关节。我和二妹妹分别回国探望爸爸。感谢神，手术很成功，老人家很快就出院，在家

休养恢复。由于工作原因，我于 2019 年 11 月 17 日不得不回来，当时心中的担忧与难过

难以言表。 

2020 年 1 月，听说武汉爆发新冠病毒，满大街都是生病的。接下来家乡宣布戒严封城。

我小妹夫妇刚刚把小女儿送到大学，赶回去看望爸爸。没想到他们到家就被要求隔离，与

爸爸同住一城却不得见面！很快这可恶的病毒在全世界蔓延，美国的西雅图、纽约等大城

市首当其冲，爆发大量病例，很快离我们很近的凤凰城也发现了病例，我们开始感到人心

惶惶！ 

小女儿孟炜和女婿赵晨定于 3 月 14 日在 Tucson 举行婚礼，他们于 2019 年 6 月在芝加哥

法庭结婚以后就开始准备婚礼。我们和亲家夫妇都非常期待这一大喜的日子，我也曾表示

要邀请咱们教会搬去外州的弟兄姐妹们回来见证孩子们的婚礼和喜悦。我们发了邀请，有

许多弟兄姐妹和亲友都从外地定了机票准备参加。但是这突如其来的病毒打乱了许多人的

计划。到 2 月底 3月初，美国有些地方已经发生疫情。亲家夫妇打电话给我们，担心婚礼

是否需要延期，因为他们在武汉的亲人中有生病的，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我们不知所措，

只想到祷告，因为孩子们已经准备了这么久，如果延期，延到何时？炜子和赵晨照原计划

举行了他们的告别单身 Party。3 月 9 号炜子回家准备婚礼的具体事项。这时候，越来越

多的亲友电话通知不能前来，因为有的公司已经禁止员工出城，否则回来必须有两周停薪

隔离，大家都表示非常遗憾。婚礼原定的嘉宾由预计的 150-180人锐减到 120人左右。我

们马上联系场地经理，他们表示理解，因为新冠病毒，有些婚礼已经取消了。但是经理表

示费用的计算不能少于 120 人。到 3 月 11 号晚上 9 点，我们又得到消息，原定的小花童

一家不能从新墨西哥州赶来。这个消息很意外，新郎新娘着急了，没有花童怎么可以？我

们说，不要紧，“神有预备”，于是马上打电话给朵朵的爸爸。朵朵已经睡觉了，她爸爸

果决的答应“可以”。我们喜出望外，新娘马上上网给小花童定裙子，周五一早送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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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的早上，又有亲友从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华盛顿等地电话取消行程，我们的宾

客从 120 人再次减少到 90 人！我们再一次联系酒店经理，这一次酒店经理没有再坚持要

收费 120人，而是 90人了。 

周五下午去婚礼彩排之前，神给干旱的 Tucson 来了一场久违的阵雨，把天空洗刷的清清

爽爽，雨后的夕阳格外娇艳，把现场的草坪映照的青翠欲滴，把酒店后面的大山烘托的更

加金光灿烂，好一幅美丽的图画！装进准备婚礼的亲友们的欢声笑语，真是美不胜收，让

我们感恩无限。 

3 月 14 日，是神赐给女儿女婿的良辰吉日，也是我们做父母的从心里高兴的日子。外面

的世界虽有新冠疫情，但我们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将它抛在九霄云外！偌大的酒店只有我

们一家的婚礼。下午 2点，我们提前来到了酒店，作为妈妈，我去帮助新娘穿嫁衣、理头

发。当天的新娘是我见过的最最美丽的新娘，5 个伴娘也都是美若天仙，新娘的化妆室里

一片欢声笑语。婚礼的场地是在室外，厚厚的绿草坪，一排排整齐洁白的座椅，台上是象

征 3.14 的圆满花环，大背景是一望无际的广阔透亮的天空。当音乐响起，宾客入座后，

美丽的新娘由父亲亲自护送出现，全场欢喜雀跃，就连刚刚满一岁的小 Zoe 也是嬉笑颜

开。我们都沉浸在欢乐和对新人美好祝福的气氛之中。庄重的婚礼之后，我们移步酒会，

然后是宴会，新人相互的誓言，亲朋好友的开怀畅饮，宴会上的舞蹈，都是一幅幅美丽的

画面，充满了来自上帝的祝福。 

我们还沉浸在孩子们婚礼的喜悦之中时，外面的世界已经是天翻地覆了！因为前一个星期

有人在 Tucson 的桥牌大会上感染了新冠病毒，人们开始谈疫色变。星期天下午，我们的

州长便宣布了聚会限制在 10 人以下的禁令。因为我们周六的婚礼，见过许多外地亲友，

被建议周日不要去教会。 

我们本来安排周日和亲家夫妇携新婚夫妇去教会请弟兄姐妹吃喜糖并加餐，也不得不取消；

女儿女婿本来计划去夏威夷度蜜月，也不得不取消了。这时候我们的感慨是，我们的经历

就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多么惊险，又那么蒙福！我从心里发出与摩西一样的赞歌，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

的神，我要尊崇他。”（出 15：2） 

我们的教会从 3 月 15 日最后一次在教会聚会以后，就转成网上聚会。工作中也发生许多

变动，比如移民法庭关门，移民局的居留中心发现新冠病毒，被监管人员快速传染，移民

局办案本来就慢，现今更加无休止的拖延。我们作为办案律师，一方面为客户痛心疾首，

一方面拿政府没有办法，还有一方面为自己的身体和安全担心！觉得每天都在煎熬当中度

过。但是我感谢神，虽然是这样，我还是有工作，相比在疫情中那些失去工作的人们，我



 
 

- 52 - 

们有工作的人是有福的！2020 年，除了自己安排的休假以外，我没有耽误一天工作，甚

至还有许多周末需要加班，还是能够帮助许多的人。感谢主！  

从 8月份开始加州各地爆发大规模山火，从北到南，包括附近华盛顿州，内华达州，亚利

桑那州在内，最多的时候同时有 200处山火。看到电视新闻，觉得周围是一片火海！内心

的忧伤不是一点点，而是感到世界末日的绝望。 

到了 6月初，小女儿孟炜打电话给我们，说姐姐近期很焦虑，要找住处，因为她们的租约

7 月 7 日到期，姐姐的两个室友一个要搬到海边更贵更舒适的地方，一个要搬到更便宜的

地方，只有姐姐觉得这个地方还好，可是这么短的时间哪能找到两个室友分租呢？大女儿

悦儿没有告诉我们这事是怕我们担忧。她刚刚开始她喜欢的事业，周一到周五的工作已经

很忙，还在她毕业的大学任助教，有两个晚上需要参与上课。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当然很着

急，也祈求上帝赐福保守，不要让悦儿因为住房问题着急上火。我们马上祷告，求神指引，

祷告以后联系悦儿，说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人分租，就考虑在附近给她买一个小公寓，可以

有安定的住处。悦儿听到我们的建议，非常开心，马上联系 Realtor，找到一个当地的基

督徒经纪人，她很快帮我们查房，看房，到 6 月 24 日我们就买到了悦儿现在的住处，一

套两室两卫的公寓，悦儿非常满意，我们全家也非常感恩，感谢神丰富的预备和供应。 

新冠病毒和山火这样的天灾还没完，人祸也数不胜数。先是由弗洛伊德事件引起的全美各

大城市的游行、骚乱和打砸抢，以及由此造成的种族分歧。西雅图市区连续十几天每天晚

上有暴乱事件，闹得人心惶惶。最为严重的可谓是大选了。2020 年的大选，是我到美国

32 年中所见最为糟糕的大选！且不说美国选民的政治立场，就一般亚裔家庭而言，年轻

人都看不惯川普，支持左派；老年人却看重传统，反对同性恋、毒品和加税，支持川普。

许多人、许多家庭因此产生矛盾，甚至两代人反目。候选人也使出浑身解数，阴招阳招都

上，让人目不暇接，心绪不宁。我们以前一直以美国的民主制度、政权的和平过渡为荣、

为楷模，没想到今年的大选让全世界瞋目结舌，像闹笑话一样。我们这些已经在这里安家

的新移民，不能不为此痛心疾首。再看到今年 1 月 6日，暴徒公然闯进国会，打砸抢，亵

渎立法院主席台，使得当时在国会开会的议员们抱头鼠窜，一片狼藉，甚至造成了流血和

伤亡。我的心由震惊变成了疼痛，不得不为我们国家的明天担忧，为我们自己的人身财产

安全、为我们的子孙后代担忧，甚至想到了“30 年河东，30 年河西”！30 年前我们从中

国移民到美国，是不是 30 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又要移居他方？但是，问苍茫大地，问悠悠

乾坤，哪里是净土，何处有香丘? 

到了 2020年 10月，我妈妈发现她两年前做手术切除的癌细胞又在身体的其他部位出现，

回医院检查，本以为像上次一样，割掉就行。但是检查的结果让大家都慌了，妈妈得了双

侧恶性卵巢癌，12 月 1 日在当阳进行切除手术。没想到妈妈体内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多

处内脏，比医生预期的坏得多，手术进行了两个半小时，只切除左侧卵巢的大肿瘤，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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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太多，没办法进行。手术后医生基本上宣布不治了。这时候，国内的弟弟妹妹都在妈

妈身边尽孝，我却因为 COVID-19 只能隔着太平洋干着急。到我的心情能平复下来写这篇

见证的时候，妈妈已经离开我们回到天家 10 天了。感谢神接妈妈去了没有疾病，没有眼

泪，没有痛苦的天堂！ 

本以为 2020 年过得已经够难的，几乎每一天都着急上火，就连这一年里少有的喜事和应

该高兴的事也都参杂着担忧和紧张，但靠着神的恩典都过来了。现在 2021 年已经是 2 月

份了，我们的日子却没有一点好转，病毒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出来许多的变异，传染性

更强了！新总统上任，美国没有天下太平，而是离神的旨意越来越远了！看来我们的

2021 年也不一定好过，世界的今后也许会比 2020 年更难！但我心里笃定，我虽不知明天

会如何，但我知我的神掌管明天。就像今天（2/7/2021）牧师讲道所说的，我们每个人要

问自己的问题，不是会不会死，什么时候死，在哪里死，而是有没有准备好死！感谢神，

我的生命气息还在，我就要为主而活，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时刻准备好迎接耶稣，等那

一刻真正来到的时候，我能欢喜快乐平安坦然地进入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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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令与自由 

漫 言 

【创世纪 2：16-17】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

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女儿盼了好久，盼来十五岁半这天，迫不及待考了实习驾照，巴巴地盼着学车。我的任务

是教她安全地学会安全开车。家里有两台车，一新一旧，我正犹豫用新车还是旧车教女儿，

太太发话，“新车安全性能好，用新的。” 

趁着放假，我带女儿去她的学校练习拐弯，说：“不管左拐右拐，前轮过线打方向盘。车

速快，方向盘打小点；车速慢，方向盘打大点。后轮过线回方向盘，车身正的时候方向盘

刚好正。怎么做到？多练习，用心体会。”女儿小心翼翼地照我说的做，拐得挺好。练了

两回，女儿的自信飙升，车子快起来，直奔限速。我有点后悔自己平时开快车，身教不好；

还跟女儿说过，爸爸当年和别人合租一台车，学了一天，第二天考的驾照，给女儿留下了

学车忒轻松的印象。话说出去了就收不回来，我只好心中默念：学校边上限速低，要出状

况就早点出，伤车别伤人。 

我这么想，事情真这么发生了。女儿拐弯速度快了点，方向盘往回打得猛了点，车冲路牙

去了。她一紧张，猛踩油门，车冲上荒地。我虽然知道新车早晚会变旧，当轮胎压过乱石、

蒿草，划过底盘和车身的时候，还是有点儿心疼。车子停下来，女儿问：“我是不是闯祸

了？” 

这话问的！我见车子被划，心想学费不能白交。女儿参加教会的青少组，最近学创世记，

常常碰到些不好回答的问题。比如，伊甸园里为什么要有分别善恶树？那帮孩子问：神不

想让亚当吃禁果，干嘛造那棵树？他造了树，干嘛说果子不能吃？他不说，园子里那么多

树，亚当不会那么倒霉，伸手就摘禁果；亚当不摘禁果，考试时间一到，交满卷，神人皆

大欢喜，多好！神造了那棵树，又说果子不能吃，这不是勾起亚当的好奇心，刺激他吃禁

果？一群中学生刨根问到底，教圣经的大学生直抓脑袋。 

我问女儿：“什么是自由？” 

“What do you mean（你什么意思）？”女儿见我没责备她，问了个不沾边的问题，困惑

地望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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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车守规矩，好好在路上开，就可以享受开车的自由；开车不守规矩，跑到界限外面，

就没法享受开车的自由。交通规则是为了驾车人的好处定的，来保护驾车人的自由。伊甸

园里那棵树也一样...…”我及时抓住机会教育。 

神为人设了伊甸园，预备人所需要的一切，叫亚当修理看守园子。园中若没有危险，亚当

就不必看守。神既叫他守护家园，就意味着有危险。亚当犯罪前，伊甸园里一派和谐：狮

子不伤人，新冠不肆虐，亚当要防备什么？ 

亚当要防备罪恶的入侵。神尚未造人，伊甸尚未设立，罪恶就已存在。罪恶怎么来的？

圣经没有多说，只略略提到神造的天使中，最美丽的那位想跟至高神平起平坐，就堕落了，

成了跟神对着干的魔鬼。魔鬼想拉着人跟他一起堕落，用罪恶败坏神的杰作。亚当要做的

就是守住家园，不容罪恶入侵。 

他靠什么抵挡罪恶，守护家园？不是靠守禁令，不是靠不吃禁果！结婚的人都明白：没有

人用三天两头重温一遍婚礼上的誓言、每天早晚看一眼两个小小的环来营建婚姻。营建婚

姻要靠爱！心中若失去爱，人就会视两个小小的环如同无物，又将婚礼上的誓言抛之九霄

云外。同样，亚当若失去爱神的心，就守不住那条看似简单的禁令。守禁令是表，爱神的

心是本。亚当抵挡罪恶入侵的唯一武器是爱神、信靠顺服神。 

魔鬼清楚，亚当若信靠顺服神，神做亚当的后盾，他就无法打败亚当；要想打败亚当，让

人做他的奴仆，他就得让人放弃信靠顺服神。于是，魔鬼借着那条乖巧的蛇对夏娃说，以

说给亚当听：“神知道你们吃（禁果）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魔鬼的这曲“做神”，一招三式：首先，他利用人想“做神”和拥有“做神”的特权的野

心（我在《终极工程》一文中分享过这点），引诱人自己“做神”，拥有善恶的知识，不

再依靠神；同时，魔鬼在人心里播下不满与怀疑，让人觉得神出于自私和吝啬留下“做神”

和“做神”的特权不给人，让人对神心生不满，不再相信神；最后，魔鬼利用人的急功近

利：吃一口禁果，立马飞升真神。多快！多省事！魔鬼之所以成为魔鬼，因为他想过试过

“做神”，知道这曲“做神”能引起人心共振，尤其是“做神”速成曲。果然，随着魔鬼

演奏的“做神”曲，人贪婪又傲慢地摘下禁果吃了。从伊甸到巴别塔直至今日，这曲“做

神”仍在不停地上演，一直要演到耶稣再来。那时，全地的人到耶稣面前，承认他是主他

是神，人做不了神！ 

亚当不相信神、决定不再依靠神、自己“做神”的那一刻，罪恶便进了人心；人里面有了

不信靠神的心，外面才有不顺服神的行为，就是吃禁果。分别善恶树没什么特别，禁果没

什么毒性或魔力，只是个表记，是神与人所立伊甸之约的记号，就像婚礼上的誓言和夫妻

手上的戒指是婚约的记号。亚当吃禁果，象征人自主让罪恶进入人心，背了伊甸之约。 



 
 

- 56 - 

如同交规为了驾车人的安全设立，是保护驾车人的自由，禁令也是为人的安全设立，保护

人的自由。伊甸园里果树很多，除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亚当夏娃想吃啥就吃啥，有充

分的自由。禁令没有威胁他们的自由，威胁他们的自由的是罪恶；他们若信靠顺服神，就

能抵挡罪恶的入侵，守住家园。分别善恶树醒目地立在园子当中，禁令言简意赅，违背禁

令的后果交待得很清楚，就是要提醒亚当：他的职责是抵挡恶；何时他动了吃禁果的心，

何时他的心就远离神，向着恶了。他要是摘禁果吃，就表明他已经悖逆神、离开了神的保

护，输给罪恶，成了罪恶的奴隶；死亡又借着罪进入人的世界，主宰了人的命运。 

亚当堕落，神若不介入，魔鬼就永远胜利。但是，神没有放弃人。亚当因为不顺服，远离

神，败给魔鬼，做了罪恶和死亡的奴隶，失去了真自由。神差遣耶稣降世，做了后来的亚

当，籍着对神完全的顺服，战胜魔鬼，让人可以脱离罪恶与死亡的辖制。耶稣应许信靠他

的人：他就是真理，真理叫人自由。 

你愿意信靠耶稣，得到亚当失去的真自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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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大自然—散步随想  

                                                                            光和盐 
 

创世纪 1:1 起初神创造天地。 

约翰福音 1:3-4 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

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疫情期间要求老人不要出门，所有的娱乐场所、体育场馆也都关闭了，原本每天坐车去健

身房健身，如今只能在附近的野外散步。常常边走边欣赏，并用手机拍下沙漠野地的野花

草木、天上的云彩、夕阳及远山近树，天天为上帝奇妙的创造献上赞美感恩。这天傍晚，

对路边的一种树有了新发现。       

 

这种树与州树“帕罗凡提 Palo Verde”绿皮树一样都栽在路两边，树上都开满了小黄花，到

了五月，小黄花掉满了一地。突然发现它们的树干不同，那个绿皮树的树干还是好好的，

但这种树却流出了很多“红血”淌了一地，我好奇地叫它“滴血树”（现知叫 Mesquite 麦斯基

特）。不知为什么，我看到它，心中非常难过，似乎花凋落了，血也流尽了，树皮就更蒼

老了一层。开始我还以为是围墙里的主人用杀虫剂杀虫，使树皮变得跟被火烧了一样都变

焦破裂了；后来才发现所有的这类树都一样。那是这种树本身分泌出来的粘液，走近从锯

开的树干看，树里边是红色的。看到它那种沧桑发黑的树皮，就联想到了满脸皱纹的自

己。继续走，又发现这种“滴血树”有着两种不同的命运：长在荒野杂树丛里的那棵，树枝

歪歪扭扭倒在那里不成形不成材，其结果可能就是被人砍掉或自生自灭；另一棵长在大路

口上，与附近另一棵很美的大树对着。它长得高而茂盛，树干上没有流很多的“血”，树皮

也没有那么多焦黑和破裂。看上去还是很美很挺拔的。 

     

 
联想到老人也是这样，如果他生活在杂乱而孤独的环境里，没有与人沟通，得不到关心，

他的处境就会比较糟糕；如果他生活在一个和谐互爱、人气很旺的环境里，有关心他的邻

居、朋友和友爱的环境，有信仰，有盼望，就会生活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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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通过圣经和大自然启示我们，让我们认识到神是伟大的全能的神，是公义的慈爱的

神，所有被造之物都该称颂他，感谢他，赞美他。 

 

天地万物都是藉着神所造的，人与自然界万物都是被造之物。而人是神的最爱，是神在造

天地的第六日照着自己的形象而造的有灵的活人。然而由于人的背叛，堕落成了罪人，神

说罪的代价就是死，所以人的生老病死乃必然规律。经上说我们的本体不过是尘土，世人

的年月如草一样，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都归无有。摩西在诗篇中也叹人生短暂，

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 70 岁，若是强壮可到 80 岁。 

 

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虽我已

到了髦耋之年，满脸皱纹像那棵“滴血树”苍老焦黑的树皮一样，但如今我是一名有信仰的

基督徒，我的人生有盼望。是神拣选了我，“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

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回想我的人生，全在神的掌控之中，活在主丰丰满满的恩典里。我出身虽不是富裕之家，

但因我是家中老大，受全家的宠爱，每天开开心心，只知吃好、玩好、唱歌跳舞。到了中

学大学直到工作，常年受共产党的教育，只知我的理想目标就是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贡献

一切，党叫干啥就干啥就干好啥，俯首甘为孺子牛。直至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后，看到了

社会的复杂、人性的险恶，促使我思考人生的意义，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 

 

是神的安排，我 53 岁时，作为访问学者（visiting coach）来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有机

会接触到了那些善良热情、充满爱心的基督徒，我去了教会，参加了主日崇拜和查经团

契。渐渐认识到主耶稣是唯一真神、是三一真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用生命和宝血赦免了

我们的罪孽，是三天后复活的主耶稣救赎了我们的生命。我 56 岁时在佛罗里达州的美国

浸信会教会，因圣灵的感动决志信主﹑受洗，接受主耶稣为我一生的救主，跟随主耶稣永

不改变。 

      

之后多年在中国，虽没有像在美国的环境，但在神爱的光照下，我不断更新自己，改变老

我，尽力过着基督徒的祷告生活，遵行着爱神、爱人的诫命，学习对人的宽容，经历了很

多神的应许，得到了很多神的祝福和恩典。感谢赞美主！ 

 

66 岁时，因女儿全家搬至凤凰城，我和老伴来美探亲。常参加凤凰城华人基督教会的常

青团契活动，心中十分喜乐，常以诗和书法来称颂赞美神。 

我曾写《感恩》绝句两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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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最终要成尘， 

夕阳虽美也将沦， 

人生因信得搭救， 

跟主身边永不分。 

 

年老体虚谁能免？ 

增强灵性始为真， 

追求良善常喜乐， 

凡事祷告感神恩。 

 

几年后，是神的安排，我顺利办了移民。间断地来美在女儿家居住，参加了土桑华人基督

教会。后来因老伴故去才重新回美，长久居住在土桑。几年过去了，我喜欢这个城市，我

爱我们的教会。在牧师、长老们的带领和牧养下，在姐妹们的鼓励帮助下，在神的光照

下，我的灵命渐渐成长。正当我因老伴去世遇到了人生路上的悲痛、孤独、烦恼和苦难

时，师母一对一地为我祷告，用神的话带领鼓励我，让我从哀伤中走出来，把目光转向

神，使神的光进入我心中，引领我回到这条光明之路。耶稣对众人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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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 8：12）师母让我至少抄三

遍并天天默想。我怀着敬虔的心反复抄写阅读，神的话真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而且

句句带着能力；它使我走出阴影，去跟从这光。之前我中断了去教会和参加团契生活，此

刻又重新回到了神的怀抱。从那时至今，我天天读经，并用毛笔摘抄心中受感动的经文，

去熟记、去经历，求神带领。感谢主，把一切荣耀归于神！ 

 

 
 

（帖前 5：16—18）“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

们所定的旨意”。我信主后很长时间不敢也不懂得如何在众人前张口祷告，我求告神：主

啊！求你使我的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除师母外，在教会中我要特别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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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姐妹，她在我的灵命成长中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和鼓励。她是我的祷告同伴，是她教我带

领我开口祷告，为教会、为国家、为家人、为他人代祷。我非常期盼每周四和祷告同伴一

起祷告，互相敞开胸怀，无所不谈，彼此相爱，使圣灵在我们之间运行，在灵命上有所长

进。同心祷告解决了我在家庭中因与女儿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不同而产生的烦脑，认识到在

家庭中必须要尊主为大，不能以我为中心，那些不必要的争辩都是人性骄傲的表现，也是

人罪性的表现。作为父母，对子女不能强求，不能强加自己的观点，不要惹儿女的气，只

能为他们祷告和祝福。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如

今在家庭中我们母女的关系更加和谐，深切体会到生活在耶稣基督内的平安喜乐，祝福满

满。感谢主！ 

 

几十年来我有记日记的习惯，无非是些锁事，自言自语、或是自省自勉之类，总之是自己

对自己说话。在赵姊妹的带动影响下，我把写日记改为写灵修日记，每天与神亲近，天天

祷告与神说话，天天学习神的话语，让圣灵充满浇灌我的心，并带领帮助我做一个神所喜

悦的“荣神益人”的基督徒。 

      

2020 年新冠病毒疫情的非常时期，对我们基督徒正是一种考验。藉着祷告，相信神掌管

一切，不必惊慌，不要害怕，交托仰望主就好了。因此，我照旧读经祷告，参加线上的教

会团契活动，得着生命的粮食和活水；仍坚持锻练，天天去野外散步，在大自然中赞美神

的奇妙创造、神的伟大，使我的灵、魂、体三方面全面得蒙保守。然而毕竟年过八旬，肉

体的软弱都会逐渐表现出来，记忆力下降，祷告说话语无伦次，肌肉无力，全身关节疼

痛，眼花耳鸣，很多事情力不从心，甚至在信心上也会有所软弱，对人生的意义难免会动

摇。正如看到那棵滴血树的瞬间，就会联想到自己，产生消极悲观情绪。感谢主！让我耳

边又听到了你的话语 --- 诗篇 73：26 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

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我们既是神的选民，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主耶稣说：“你们是世

界的光。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

上的父。” 年纪虽大，但经上又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 “那等候耶

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塞

亚书 40：29，31） 

我有信心在神的光照下，用积极的态度坚定信心为主而活。有主与我同在，永不孤单，正

如在夕阳中那棵茂盛挺拔的“滴血树”。 

把一切荣耀归于主。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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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让你什么时候退休 
                                                                                     Monica 

 

 

著名的英国传道人大卫鲍森（David Pawson) 牧师最近去世了。他 80多岁时在美国的一

次布道会中还感谢神，和大家开玩笑说：“上帝是个很好的老板，他供给你一切所需的，

唯一的麻烦就是没有退休计划。我跟一个朋友说起这事，他说：‘上帝会让你退休，就是

离开这个世界。’哈哈哈哈” 。直到 90 岁，他还坐在轮椅上向养老院里的人传讲福

音。现在他“退休”了。 

 

鲍森让我想起了我爷爷，和他一样生于 1930 年。爷爷 17岁参军，鲍森 17 岁信耶稣。

爷爷 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鲍森 1957年在阿拉伯半岛担任英国皇家的随军牧师。爷

爷负伤后转业，被安排在家乡的电力部门工作，干到 1985 年退休。鲍森离开皇家空军后

成为一间教会的牧师，并于 1979年开始全球巡回释经讲道。他们都有三个儿女。爷爷

2017年辞世，鲍森 2020 年安息主怀。 

   

鲍森曾说他做军牧的时候，刚来的新兵都要先到军牧这里报道。他当时负责牧养其它教派

的信徒，他们有着不同的信仰。他很喜欢跟无神论者开玩笑，说 “ 如果你死了，我得为

你主持丧礼。到时候我一定不会读圣经，不会唱诗歌，不会提到耶稣。我只会说：‘这个

人死了，他消失了。’” 鲍森回顾道，“他们一般不太喜欢我这个提议。很有意思，当

人面对死亡时，很少有人坚持无神论，因为那样做有些风险。” 

 

我记事的时候，爷爷已经退休。他作息十分规律，每天早上公园舞剑，上午去和老头儿们

打牌，中午吃完饭午休，下午读报抽烟下楼坐坐，晚上看电视。他喜欢看打仗的影视剧，

我有一次问他战场上是什么样子。他应了一声，没再说话。也许那子弹在耳边嗖嗖横飞的

声音，那满是炸药和人血的味道，那灰色的硝烟弥漫的战场，实在不堪回首。我很好奇爷

爷当兵时有没有类似牧师一样的随军人员，应该没有，因为无神论者认为死了一切都没

了，灵魂跟着消失，不需要牧师来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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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信主前参加过一个姐妹聚会，一位刚信主的年轻姐妹提出一个问题：如何向家人传

福音？尤其是她爷爷。我当时站着说话不腰疼地说：“就直说呗，自己认为是好的东西当

然希望所爱的人也能拥有。” 真正轮到自己的时候，却心里打鼓，不知道怎么开口。保

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 ”，他是否也经历过传福音时的心理焦虑？ 我刚信主的时候，羞

于开口跟家人传福音，害怕被亲人看作迷信而拒绝。我还有一个顾虑，以为没听过福音的

人死后，神按照公义审判他，或许不定他的罪；要是他听了福音却没信，一定不能得救。

所以，我担心向爷爷传福音，他要是不信，反而害了他。直到爷爷罹患癌症，躺在病床

上，我从视频上看到他干枯的面容，再也忍不住，哭着说：“爷爷，信耶稣吧！” 

 

在更多的经历神，认识神福音的大能和宝贵之后，我被神催逼，给奶奶传福音，才知道已

经有很多基督徒向她传过福音。她和爷爷的媒人就是信耶稣的，爷爷的大姐一家都是天主

教徒，奶奶以前的一位工友也是基督徒，上班的时候不怎么爱说话，退休了每个月去领退

休金时就拉着奶奶传福音。我非常后悔这么多年把灯藏在斗底下。一个人从没有听过福

音，按照神公义的标准接受审判，谁能站立得住？神看人的内心，不光是看人行出来的。

约翰一书 3 章 15节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

他里面。” 从神的标准来看，世上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 3：10】。神爱罪

人却恨恶罪。人靠着人想出来的哲学、科学、理论和主义都无法摆脱罪的束缚，因为没有

一个人是完美无缺的。最近，牧师在主日学上带领我们一起查考路加福音。感谢神，差他

的独生爱子亲自来到地上成就了救恩。耶稣并不没有来到地上就上十架，而是用三年时间

走遍犹太全地，对不同背景的人传福音，帮助他们认罪、悔改、得救，并用一桩桩实例教

导门徒如何传福音。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

里去。” 【约翰福音 14：6】。对于我们所爱的家人朋友，信耶稣才是得拯救的唯一的

道路；对于我们基督徒，传福音是主的命令：“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

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

的末了。”【马太福音 28：19-20】 

 

我们既被主用重价赎回，就当归给主，为主做工，不要提前退休。求主帮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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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代人的信仰历程 

                               微尘口述，同工整理 

 

（一） 生死关头                               

妈妈要生了。 

1943 年的中国，大半个国家沦丧，抗战处于胶着状态，随处可见破败的景象。乡下医疗

卫生条件很差，女人生孩子就像走一趟鬼门关。奶奶半个月来没碰油荤，诚心吃素，早晚

念经，求菩萨保佑妈妈生产顺利，大人孩子都平安。游家到爸爸这一代只剩下了一个男人，

奶奶一直拜菩萨，求菩萨保佑游家人丁兴旺起来。妈妈嫁到游家，抗战开始那年生了一个

女孩，过了两年生了一个男孩。妈妈会生，游家有了盼头，奶奶很高兴，拜菩萨拜得更起

劲了。妈妈产期到了的时候，奶奶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带上香火钱去庙里上香许愿，拜菩

萨，求平安。 

东边村子里有一家教会，不大，乡下信耶稣的人很少，拜拜的人多，拜观音，拜妈祖，拜

关公，拜祖宗，什么都拜。村里的林大爷说，教会有一位接生婆，人品好。奶奶叫爸爸请

那位信耶稣的接生婆来帮妈妈接生。 

菩萨拜了，信耶稣的接生婆请了，中国人的菩萨、西洋人的上帝都求了，奶奶心里踏实了。

都说女人生孩子，一胎难二胎险，三胎四胎走过场。可妈妈从中午生到晚上，从晚上生到

下半夜，就是生不出来。奶奶纳闷，妈妈前两胎生得都挺顺的，第三胎怎么就不顺呢？她

请接生婆再给点力，使使劲。 

“她不生，我怎么接？”接生婆为难地说，“你们信耶稣吧，他是活神，他能帮你们。” 

爸爸看看脸色苍白的妈妈，用乞求的眼神看看奶奶，奶奶转过身去，摇摇头。爷爷走得早，

走的时候，奶奶跟他说，初一、十五家祭，每次都准备纸钱，让他在那边有吃有穿有钱花，

不受欺负。基督教是洋教，信了耶稣就不能祭祖，谁来照顾那边的爷爷？ 

奶奶想，大概哪位祖宗在那边缺衣少食缺钱花，趁儿媳妇生产的机会要点供品。于是，她

让爸爸一早去镇上买条鱼，买些纸钱。奶奶准备好祭祖的供品，装在篮子里，爸爸拎着去

祠堂祭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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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岁的大姐牵着大弟高兴地跟在爸爸后面，祭完祖就有好吃的。家里穷，奶奶平时不做好

吃的，只有祭祖的时候才有好吃的。奶奶每次都会说，要等祖宗吃完，他们才能吃。大姐

刚懂事的时候，听奶奶这么说心里就紧张，担心祖宗吃得多，剩的不够他们吃。结果，祖

宗吃完了，五味菜一点没少。她就好奇祖宗怎么吃的。有一次，奶奶菜做多了，盘子装满

了，还有剩的。大姐发现，祖宗吃过的五味菜和没有装盘的菜一个味道。她愈发好奇，怎

么祖宗吃过的菜，量没少，味道也没变。 

妈妈又从中午生到晚上，从晚上生到下半夜，还是生不出来。 

“快信耶稣吧！耶稣是真神，耶稣是活神！你们向他祷告，他会听，他能救你媳妇，只有

他能救你媳妇。”接生婆催促爸爸。 

“信吧。”妈妈可怜巴巴地看着爸爸，有气无力地说。 

“我们信吧。”爸爸可怜巴巴地看着奶奶。 

“奶奶，我们信吧。”大姐摇着奶奶的手。奶奶闭上眼睛。菩萨求了，妈祖拜了，祖宗祭

了，都没用。整整两天，儿媳妇还没生出来；要是再生不出来，没了力气，就会一尸两命。

可信了耶稣就不能祭祖，没人照顾那边的人。是保这边的人呢，还是照顾那边的人？是活

人要紧呢，还是死人要紧？她心里作难。死人在那边，没人看得见；活人就在眼前，不救

会死掉。救活人是为了游家，也是为了死人。 

“信吧。”奶奶松口了。 

“奶奶真好。”大姐高兴地说，似乎奶奶一松口，妈妈的麻烦就没了。 

“你把我家老头子叫来。”接生婆吩咐爸爸，“他的接生水平比我高。” 

“你家老头子？”爸爸睁大眼睛。接生的是接生婆，哪有接生公？爸爸看看奶奶，奶奶看

看爸爸，点点头，叫爸爸快去快回。只要孩子能顺利生下来，大人孩子都平安，管他接生

婆还是接生公。 

接生公来了，叫妈妈喝点糖水，好好休息，攒点力气。他性子稳，一屋子的人有了主心骨，

不像先前那样慌乱了。 

第三天，妈妈生了，是个男孩。奶奶特别高兴，又添一个孙子。可是，孩子不哭，脸色发

青。接生公抓住孩子的两腿，把他倒过来，拍拍屁股，他也不哭。接生公把他顺过来，再

倒过来，拍屁股，他还是不哭。这样反复几次，他就是不哭，脸色越来越青。 

“快祷告！”接生婆推了爸爸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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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祷告？”爸爸信耶稣才半天功夫，不知道怎么祷告。可是，孩子再不呼吸就要死，爸

爸无奈，喊了声，“耶稣，救救我儿子！” 

孩子哇地哭了，声音弱弱的，在爸爸和奶奶听来却像春雷般响亮。 

“他叫什么名字？”大姐和大弟凑过来看小弟弟。 

“就叫祥官吧。”奶奶摸摸大弟的脑袋。这个弟弟生得不顺，名字有祥，祥祥和和，图个

吉利；又刚好是羊年，祥字中间有羊。游家穷，要是这孩子长大混个一官半职就好了。 

祥官大点了，妈妈抱着他，带着大姐和大弟上教堂做礼拜，娇金喜欢教会里唱的赞美诗。 

过了一年，妈妈又生了一个男孩；再过一年，又生了个女孩。 

奶奶逢人就说，信耶稣真好。 

爸爸病了，没力气干活。妈妈想爸爸一定是累了。一家八口，一老五小，大姐十岁刚出头，

帮不了太多忙，小妹还在吃奶，妈妈这些年要么在怀孕，要么在奶孩子，家里的重活全压

在爸爸身上。妈妈叫爸爸多休息，可八张嘴要吃饭，爸爸不可能把身体养好了再干活，只

能干多少是多少。这样，爸爸的身体越来越差，过了两年多，灯油耗尽，就走了，不到四

十。 

奶奶一下子老了许多。她不明白耶稣救得了她的儿媳妇，救得了她的孙子，怎么救不了她

的儿子？也许，当初信耶稣，就不该丢下菩萨，更不能忘了祖宗，耶稣菩萨各管一方，家

神外神都不能得罪。现在，她后悔都来不及。 

前些日子，林大爷说陈毅和粟裕的部队打下福州，红旗插进福州城。最近，林大爷又说陈

毅和粟裕的部队打下了厦门，把国军赶到海里去了，红旗插遍福建。 

红旗插到哪儿，跟游家有什么关系？她家两寡妇，五个孩子，日子怎么过啊？ 

 

（二）贩毒少年 

林则徐虎门销烟后八十年，中国人伤疤还没好，痛却早就忘了，又吸起鸦片。控制中国港

口的英日美等列强见中国人爱这一口，乐得向中国倾销各种毒品，印土红土清膏红丸海洛

因，竞相迎合中国烟民的口味，好榨干中国人的血汗钱，让东亚病夫永远做他们的奴隶。

本土的毒枭不甘落后，官商勾结，个个赚得盆满钵满，哪管他国民之健康民国之未来。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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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贩见了眼红，各出奇招，各显神通，只为分得一杯羹。政府三令五申明文禁毒，不过做

做样子，堵住悠悠众口，更借机打击小毒贩，保护大贩毒集团的利益而已。 

黑皮是个小毒贩。他利用孩子把毒品从东南亚人肉背回来，分成小包装卖出去。贩毒的孩

子必须胆大、心细、脑子活；年龄不能太大，大了显眼；也不能太小，小了不懂事。这种

孩子得上穷人家去找，富人家的孩子谁愿干这活？ 

刘三爷是出了名的老好人，脾气好心眼实，生了四男两女。三爷给地主做长工，一人干活，

八张嘴巴吃饭，一年到头，能吃饱饭的日子一只手可以数过来。家里穷得叮当响，两间棚

屋，大点的孩子穿裤衩，小点的孩子光屁股，衣服都没的穿。阿明是老大，十三，虽然营

养不良，还没抽个，身子骨还算结实，人也精明。黑皮要的就是阿明这种孩子——穷怕了，

不甘心穷下去，又没赚钱的门路。黑皮找的就是三爷这种爹，除了孩子什么都没有，为了

钱孩子都肯舍。 

“一趟一块大洋！”黑皮一双敏锐的眼睛紧盯着刘三爷。 

“阿明他不会吸吧？”刘叔问。 

福建山多地少，资源又少，穷人没好日子过，大凡有点本事有点门路的，都去外面闯，留

下来的大多像三爷老实巴交，没本事也找不到门路。刘家兄妹六个，阿明最精，家里想翻

身全指望他。可是，没有亲戚朋友带着，阿明能上哪儿闯啊？三爷做长工，地主也算心好，

一年给他四块大洋。阿明跑一趟能挣一块，一年跑五六趟，就比他挣的还多，家里的日子

就会好过得多。干上几年，家里盖几间像样的房子，孩子们以后成亲房子就不成问题。要

是运气好，阿明攒点钱去城里买个门面，做点小买卖，就能过上好日子。但阿明千万可不

能染上毒瘾！他把毒品背回来，别人上瘾，吸干身子败光家财，那是别人的事。 

“三爷，这你就放心。跟我做的，没谁敢碰毒品；谁敢碰，我打断他的狗腿。”黑皮斩钉

截铁地说。 

三爷放心了。 

广东的边检站，一位果农挑着两筐菠萝入境，阿明挑着两个小筐，跟在后面。边警瞅了眼

果农的菠萝，挺新鲜。果农送给边警一个菠萝，边警挥挥手，放这对“父子”入境。阿明

挑的菠萝中有几个被挖空了，塞了印土。第一天，阿明顺利过关了。 

阿明领回一块大洋。三爷拿在手里，掂了又掂，沉甸甸的；对着阳光看了又看，亮灿灿的。

儿子能挣钱啦，三爷心里美滋滋的，三娘去镇上沽了一斤米酒，称了两斤猪头肉，扯了几

块布料给孩子们做衣服。一家人热热闹闹，比过年还开心。阿明挣钱帮补家用，觉得自己

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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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三年，三爷盖了四间像样的房子。 

阿明长高了，力气大了，背的货多了。他两三条线换着走，免得被人盯上。这天，他过关

的时候，缉毒员叫他把他挑的榴莲放到一边，要一个个地检查。阿明心知不妙，拔腿想跑，

哪跑得了，藏在榴莲里的毒品被翻出来。缉毒员把阿明带到一座房子边，交给看守员。 

房子后面的空地上摆着几个竹笼，上下用渔网罩住。阿明在老家见过这种竹笼，养鸭人为

了让鸭子有充足的食物，沿河或湖迁移时就把鸭子赶进竹笼，这样鸭子不会散。阿明心想

养鸭人去河边放鸭，住船上，房子借给缉毒员用，今晚他恐怕要被关在这座房子里，不晓

得黑皮什么时候能收到音信，来赎他。 

看守员打开一个竹笼的门，冲阿明吼道，“进去！” 

“进去？”阿明惊讶地看着看守员。 

“当然让你进笼子，你小子还想进屋？想得美！”看守员推了阿明一把。 

阿明猫着腰，爬进竹笼，蜷着身子，蹲了一会儿，两腿发麻，就坐下来，没法直腰，很难

受，就对看守员说，“我要小便。” 

“小便？小便在里面解决！”看守员冷冷地说。 

阿明憋了一会儿，实在憋不住，就对看守员说，“我要大便。” 

“大便？大便也在里面解决！”看守员冷笑，“进来了，你小子就别把自己当人，也没有

人会把你当人。” 

“你就安静点，给你什么就吃什么，吃完就睡，等人齐了，一刀痛快。”跟阿明隔了一个

笼子的笼子里传来人的说话声。 

阿明仔细看，那个笼子里蜷着一个人。那人说等人齐了，就是等每个笼子都关了人，他们

都要被拉出去，一刀了事。阿明知道缉毒部门不敢抓军阀与高官，只敢抓他这样的无权无

势的小混混。没想到不仅抓，还要杀头。阿明怕极了。黑皮肯不肯能不能救他还难说，即

使肯即使能救他，恐怕也来不及。他生于民国二年，虚龄十七，还没娶媳妇，就要死了？ 

阿明把笼子里弄得到处都是粪便，看守员见了恶心，坐得离他远远的。他嚷嚷苍蝇多，看

守员懒得理他。入夜后，他时不时叫蚊子多，手在身上拍得啪啪响。刚开始，看守员听见

他叫，远远地看一眼；即使不看，脑袋或脖子也动一动。后来，他再叫，看守员不动了，

他就知道看守员睡着了。别的笼子里关的犯人也睡得很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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缉毒部门穷，舍不得买锁。看守员把阿明赶进笼子的时候，解下了他手上绑的带子，绑住

笼子门。阿明手巧，手指从渔网孔隙中伸出去，解开笼子门，悄悄爬了出去。他蹑手蹑脚

朝后面的山走去，不敢惊动看守员，更不敢惊动屋里的缉毒员。山里长大的孩子，进了山

就自由了。 

阿明昼伏夜行，三天后找到接应点，回到福建。阿明丢了货，黑皮心里早有准备。干这行，

不出事是不可能的，出事是早晚的事。阿明没审就逃出来，沿途接应点一个没暴露，很不

错了。黑皮对阿明说，你年龄大了，不能再走陆路，可以改走海路，用渔船把走私到台湾

的货运回来。阿明死里逃生一回，想找点稳当的事做，就没答应。 

三爷见阿明失手，这次没挣到钱，心里有点失落。弟弟妹妹见大哥空手回来，满脸的失望。

阿明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从他挣钱超过他爸的那天起，他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承载了全

家人的期待。这回，顶梁柱失败了，家人失望了。明天，他就去跟黑皮说他愿意走水路。 

“开门！开门！”门外传来保长粗暴的声音。 

三爷连忙开了门，见保长后面跟着几个地痞，前几天又听说到处在抓壮丁，就紧张地问，

“保长，有什么事？” 

“什么事？你家阿明该去当兵！”保长使个眼色，几个地痞立即架住阿明。 

“阿明才十七个年头啊。”三娘哭着说。 

“十七个年头？”保长嘿嘿冷笑，“别以为我不知道他在外面做的那些好事。他做得了那

些事，就当不了兵？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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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战伤兵 

 

十年后。 

东北早丢了，华北丢了，华东丢了，华南也丢了。上海沦陷，南京沦陷，广州沦陷，武汉

也沦陷了。日本人又盯上湖南，瞄准了长沙。湖南是鱼米之乡，日本人要是拿下，不仅会

给国军致命性的打击，还能以战养战；中国要是再丢了湖南，只剩四川一粮仓，养活不了

许多军队，陪都重庆也将失去屏障。大家知道湖南丢不得，长沙丢不得，却不知道怎么保

住长沙，能不能保住长沙。那么多地方都丢了，长沙不比武汉特殊。薛岳冷静分析，确信

长沙守得住，说服蒋中正让他守长沙。 

阿明所在的部队开到长沙，正赶上夏天。大家被派到新墙河南岸挖战壕修防御工事，也有

人去北岸的。战壕一道接一道，中间相通，深浅合适，人站直了，刚好露个脑袋；身子稍

弯一弯，就可以射击。湖南山多水多，田也多。老乡收完稻子，把大路挖窄，人和牲畜可

以走；小路挖掉，改成水田，再把水田犁一遍，变成泥潭。老乡干完，就躲进山里。这样，

从新墙河北岸到南岸，再到汨罗江和长沙城外的捞刀河，一百多里成了泥潭。薛岳沿两河

一江布了三道防线，又在外围设下埋伏，形成一个大口袋，名曰天炉，等着日本人进来。 

新墙河北岸炮声响起，阿明领了三天的干粮，进了战壕。北岸的友军伤亡惨重，往回撤的

时候，日军飞机来轰炸，河水变红了。敌人逼近南岸防线，阿明他们出手了。阿明用的是

老式步枪，打一枪，得拉一下枪栓。以前跟自己人打仗，大家都用这种枪，阿明不觉得这

枪土。抗战开始后，阿明跟着大部队上过两次战场，每次都是放几枪，掉头就跑。跟日本

人比，他的武器太落后，仗没法打。他们打一枪，要是没命中，敌人的枪连发，不知要回

多少枪。他们一个营才有几门山炮，总被敌人的大炮压着打。敌人还有飞机和装甲车，他

们只能靠两条腿。这回，老乡把道路变成水田，敌人的装甲车和重武器过不来，双方的武

器差距缩小了。战壕是递进式的，后面比前面地势高，前面的人要是逃，就会被后面的人

毙掉。逃，必死无疑；打，还有活命的希望，一半一半。那就打吧。 

敌人的大炮隔着河远远轰过来，飞机不时扔下几颗炸弹。阿明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倒下，

排长也倒下了，活着的没几个了。后面的发话，叫他们往后撤。战斗没日没夜地进行，大

家轮流休息轮流打；人员要是损失过重，火力不足，就往后面的战壕撤，合并兵力接着打。

三天的干粮快吃完了，人死了大半，营长带领大家撤到汨罗江北岸的防线，稍事休整，补

充粮食弹药继续打。 

日军过了新墙河，重新集结，攻势更凶猛，战斗比前几天的更惨烈。阿明打麻木了，敌人

的炮弹和炸弹好像不要钱，不停扔过来。阿明的耳朵因持续不断的爆炸声变得有点背，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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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约约听见有人叫他。左右看看，战友又倒下一批，连长也倒了；向后看看，营长隔了一

道战壕喊他后撤。他立马抱起一具尸体，顶在头上做掩护，向后面的战壕转移。敌人的机

枪手疯狂扫射，尸体被打烂。他换了一具，又被打烂，再换一具。如此几次，他终于靠近

营长。 

“卧倒！”营长吼了一声。 

阿明连忙卧倒，顺势把顶在头上的尸体盖在身上。日军的飞机俯冲下来，扔了几枚炸弹，

迅速拉起，扬长而去。爆炸声平息了，阿明感到左腿钻心地痛，一看，坏了，小腿被炸伤，

血染红了裤管。敌人的飞机轰炸和机枪扫射是为步兵开道。敌人的步兵要是上来，他可就

凶多吉少，这条小命怕要交代了。阿明忍着疼，撕下几片布，简单包扎一下，咬着牙，慢

慢向营长走去。 

敌人的步兵没上来，因为被两侧杀出来的友军截住了。国军三道纵深防线，日军每过一道，

都遭遇正面的顽强抵抗和侧面的凶猛打击。日军自打进中国，所向披靡，战略上从来没败

过。即便国人大肆宣传的台儿庄大捷，日军只是战术上遇点挫折，进攻步伐缓了几天，并

没停下来。薛岳预料长沙外围国军的抵抗愈激烈，日军的进攻意志就愈强烈；等抛下装甲

车和重武器的日军攻到捞刀河防线，他就让外围以逸待劳的几个军扑上来，吞掉十万日军。

这就是天炉战法，烧的是日军，用的炭火却是数万国军的生命。 

阿明到了营长身边，营长已经中弹身亡。阿明很难过，他的排长连长营长都殉国了，他熟

悉的战友也大多殉国了，他的腿伤了，这回怕走不出战场。 

枪声停了，炮声停了，交战的双方达成默契，允许医护人员趁战斗间隙救走伤员。 

夕阳从洞庭湖方向照过来，照在营长手上的金戒指上，闪闪发光。阿明见了，悄悄取下，

藏起来；又摘下营长手上的表，也藏起来。刚刚，他活命的希望没了，就没在意这些东西。

现在，他有了活命的希望，这些好东西得拿上，以后用得着。 

阿明被抬走，医生给他做了手术，取出几块弹片。中秋节那天，他躺在战地医院，长官来

慰问伤兵，给大家每人发了两块月饼。阿明接了月饼，手顺势摸了摸藏在衣服下面的表和

金戒指，都还在。这天的月饼吃着特香。 

过了四天，消息传来：日军逃跑了！ 

日军刚撤的时候，薛岳不敢相信他收到的情报。半个月前，岗村宁次还叫嚣一周之内拿下

长沙，日军前锋攻到捞刀河，到了长沙城下，怎么不敢与他一决雌雄？他毁了从新墙河到

长沙的道路，断了日军的供给，算定日军靠人扛马驮带的粮食弹药只够半个月，只等日军

主力攻到捞刀河、差不多弹尽粮绝之时，他的伏兵出来一举吞掉日军。战局还真照他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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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行。只是他没想到日军主力没到捞刀河，日军的飞机就发现他留了六个军的兵力没动。

岗村宁次很务实，打脸不要紧，冒失败的罪名不要紧，留下数万日军的尸体也不要紧，但

万万不能葬送十万大军，还是逃吧。国军追着日军打。路毁了，逃的不好逃，追的也不好

追。国军追了一个星期，眼睁睁看着敌人逃进大本营。 

战地医院一片欢腾！长沙城一片欢腾！举国一片欢腾！抗战以来，这是第一次战略性大胜。 

欢腾归欢腾，战地医院的伤员越来越多，药品与器材都很有限，消炎药更是金贵。阿明的

腿还没完全好，就得出院，给其他伤员挪地方。医院不给阿明消炎药，他只好向老乡讨些

盐巴，清洗伤口。伤口好了，长官来找他，叫他去后方轮休集训。 

“长官，我的腿还没完全好，您再给我几天时间，我腿一好就去找你。”阿明装作腿脚不

方便，可怜巴巴地求长官。 

“好吧。”打了大胜仗，大家心情好，长官心情也好，没多说，走了。 

阿明瞅准机会，溜进山里。那时节，山里的板栗猕猴桃熟了，有时还能找到红薯充饥。阿

明躲了几天，估计认识他的那位长官带人去后方了，就向长沙进发，白天找个洞睡觉，晚

上赶路，一路小心翼翼，生怕被抓回去给毙了。进了城，他更加小心，走一段路，就前后

左右看看。 

到了火车站，阿明趁人多混乱，上了一趟去广州的火车。下车没票，他只好把那块表贱卖

给火车站的人，补了十块钱车票，剩了三块。他去买了一套衣服，洗了个澡，换上新衣服，

理了头发，人精神了，只是饿得慌。他找了一家小饭馆，要了一碗米粉一碟小带鱼，好多

天没碰油荤，馋得很。他一边等伙计上菜，一边琢磨以后怎么办。回家吧，伪政府要是找

他替日本人卖命，他干或不干都不好；不回吧，兜里没剩几吊钱，吃饭都成问题。 

“老医官，您这从哪儿来？快进来歇歇脚。”伙计送来阿明点的米粉和小带鱼，热情地招

呼门外的一位老顾客。 

阿明抬头往外看，只见一个老和尚身穿灰色七衣，挑着药箱走过来。 

 

 

 

 



 
 

- 72 - 

（四） 如此兄弟 

 

饭店的门槛有点高，老和尚挑着药箱跨门槛有些吃力。阿明见了，走过去接了药箱。老和

尚谢了阿明，在他桌边坐下，点了菜，两人边吃边聊起来。老和尚是个游医，常来广州买

些中成药，挑到病人就医不便的乡下和小镇给人看病。最近，他去了趟广东与湖南交界处

的乐昌，听见一些趣事，跟阿明说起来。薛岳在长沙打仗，老爸病重，没告诉薛岳，怕儿

子知道了分心。国难当头，普通人能做的也就这么一点点。打完仗了，老爸死了，薛岳回

家奔丧，族人骂他不孝，不准他进祠堂。几个明白人好说歹说，族人总算通融。阿明刚从

长沙回来，一肚子故事也想说给人听。一个和尚，一个伤兵，说起战事，聊到兴头上，阿

明挽起裤管，给老和尚看他腿上的伤疤。 

老和尚阿弥陀佛一声，冷不丁地说，“我年纪大了，药箱挑着吃力，你帮我挑药箱，我教

你医术。这乱世，我这身七衣可做你的护身符。” 

阿明犹豫了。家乡沦陷，回去，日本人十有八九要找他麻烦；不回去，上哪？兜里没剩几

块钱，吃饭都成问题。跟着老和尚，不愁吃不愁穿，还能学点医术，以后有个谋生的手段，

挺好。可是，爸妈给他定了亲，他不回去成亲，跟着老和尚算啥？ 

“我是家里的长子。”阿明说。 

“你老大不小，想早点结婚生子？”老和尚不以为然，“我又没说你跟着我就不能回去结

婚。你们福建人最无情无义，我们广东人不把女儿嫁给你们福建人。” 

阿明讪讪地笑了。都说出家人四大皆空，这个老和尚有意思，自己无妻无儿也无女，管什

么广东人嫁不嫁女儿给福建人？不过，老和尚人挺好的，不如先跟他学点医术，攒够路费，

再回家成亲，阿明打定主意。 

老和尚边摇铃铛边吆喝，走在前面；阿明挑着药箱，跟在后头。患者听见铃声和吆喝声出

来，老和尚就给他们看病。阿明手脚勤快，很快成了老和尚的得力帮手。他脑子好使，老

和尚也愿意教，他渐渐懂了些药理。两人走的地方多了，药箱渐渐空了，这天来到博罗。 

“老医倌，回来啦！”一个老头跟老和尚打招呼，瞅瞅阿明，问这位靓仔是谁？老和尚说

是他的帮手，跟了他不少年头，头一回来博罗。阿明暗暗纳闷，都说出家人不打诳语，他

跟老医倌才几个月，咋成了不少年？ 

老和尚来到一座房子前，开门的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孩，甜甜地叫他“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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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明糊涂了。老和尚有家有小，为啥出家？既然出了家，为何又念着家？ 

原来，老和尚年轻时是个书生，生在秀才不如兵的年代，有抱负，实现不了，遂心灰意冷。

一个四川和尚云游，刚好经过他家，他就剃了头发，跟四川和尚走了。四川和尚懂些中医，

他跟着学。师徒二人云游各地，给人看病。一次，他们遇到一对落难的母女。年轻的他动

了怜悯心，师傅见了，就对他说，“你尘缘未了，不如娶了女孩，照顾她妈。人常行善，

佛在心中，强于守清规戒律。”他娶了女孩，一半时间在家，一半时间出外行医。他脑子

活，除了会师傅教的接骨的方子，还去广州批发西药丸，这样能看的病就多了。他的独生

女阿秀，五四运动那年生的，属羊，到了嫁人的年龄，他想招个上门女婿。只是条件差的，

女儿看不上眼；条件好的，又不肯倒插门。女儿的婚事这么拖着，他出外行医，多留了个

心眼。 

老医倌不做游医，开诊所，挽留阿明，阿明就留下来帮忙。阿秀自幼跟阿爸学得一手精湛

的医术，尤其擅长四川和尚传授阿爸的接骨术，成了诊所的主力。阿明刚开始给她打下手，

跟她学医术。两人日久生情，准备结婚了。 

老医倌对阿明说：“你们福建人最无情无义，你得发誓，答应我三个条件，我才把阿秀嫁

给你。一、这个寓意开过光，师傅给我的，你戴着，对着菩萨发誓，一生一世做菩萨的人。

二、你发誓这辈子只娶阿秀一个。三、你不能回福建老家。” 

阿明答应了老医倌的要求，娶了阿秀，做了上门女婿。老医倌老了，阿明和阿秀接过诊所。 

日本人被赶走了，中国的天变了，老医倌也死了。 

阿明跟阿秀说，他想回去看看父母。阿秀心里为难。阿爸说福建人最无情无义，阿明也发

过誓不回福建老家。阿爸没死，阿明从来不敢提回去看父母；阿爸死了，阿明就说要回去

看父母，这不是欺负她？怎么办？答应吧，万一阿明一去不复返，那可如何是好？不答应

吧，两人做了十多年夫妻，儿女成双，她总不能一辈子把孩子他爹当贼防吧。或许少给他

点钱，等他钱花完了，就会回来。 

阿明软磨硬泡，阿秀答应他回家看父母，她一个人先挑起诊所的担子，孩子也不小了，又

懂事，能帮点忙。下半年，儿子念初中，女儿上三年级，两人都想以后去广州念医学院，

长大去大医院做医生。开学后家里会忙起来，阿秀叮嘱阿明快去快回，阿明答应了。 

到了家，阿明才知道爹娘走了，前后相差几个月。当兵那些年，他回来看过爹娘；到广东

做了上门女婿，他再没回来过，也没捎过信，家人以为他当了炮灰，爹娘想他想到死。阿

明失声痛哭，心想要是阿秀痛痛快快让他早点回来，他或许还能见娘一面；娘要是见到他，

一高兴，或许还活得好好的。都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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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明花钱买了墓地，又请道士做法场，再请来亲戚和老乡，热热闹闹把父母葬了。家里的

房子还是他贩毒挣钱盖的，两个弟弟结婚，分了房子，勉强有个住的地方。三弟结婚没房

子，只好倒插门。两个妹妹也嫁人了，日子都穷得叮当响。 

阿明又住了些日子，准备回博罗。他的五个弟弟妹妹一合计：大哥能干，会挣钱。这些年，

大哥挣的钱都给那个广东婆娘花了，没他们的份。大哥回趟老家，那个广东婆娘也不让他

多带点钱回来。这些年，他们日子过得苦哈哈的，爹娘死了没钱下葬，他们在人前抬不起

头，都因为大哥缺席。这次大哥回来，不能让他再走。那个广东婆娘，外人；他们五兄妹，

自家人。大哥怎能为了一个外人，撇下他们？ 

他们趁阿明睡着了，拿走他的衣服，锁上房门。 

“快开门，把衣服还给我。我老婆孩子在博罗，得回去。博罗离家不远，我以后常回来！”

阿明说。 

“博罗到我们湖南镇坐车要坐好几天，我们不能让你走。你十几年都不回家，要是走了，

我们再也见不到你。我们福建人拜关公，关公说兄弟是手足，老婆是衣裳；衣裳可以换，

手足不能分。”他们回答。 

阿明说好说歹，弟弟妹妹们就是不放他走。阿明也不敢闹得动静太大，志愿军在前线打美

帝，美帝的军舰开到了台湾海峡，老蒋叫着反攻大陆，国内到处在抓特务，肃清反动的残

余势力。广东福建离台湾近，肃反搞得如火如荼。阿明见过一个替国军做过事的人，被当

成特务抓起来。人民群众有智慧，马贵，就用松树代替马，反正山上松树老多了。那人的

四肢被绳子拴在松树上，然后松树被放倒，人就活活的...阿明见了，心惊胆战，愈发佩

服老丈人英明，一到博罗，就叫他把当兵的那些事烂在肚子里，逢人就说他跟着老和尚很

多年。他这几个弟弟妹妹脑子不好使，村里也有人知道他被抓壮丁。这事要是被捅出去，

恐怕他这辈子再也见不到阿秀，见不到他的孩子了。 

刘家五兄妹商量，留住大哥的人留不住大哥的心，不是个法子，得给大哥找个女人，拴住

大哥的心，别让他整天想着那个广东婆娘。三弟说，大哥过了四十，不好找。小妹嫁到镇

边上的村里，就说，找不到黄花闺女，找个寡妇也行。镇上游家有个寡妇，大哥属鼠，游

寡妇属羊，小大哥七岁，人长得也好。 

“那个游寡妇信耶稣，孩子跟着她信耶稣。赶礼拜天，她的大女儿大儿子带着弟弟妹妹上

教堂。大哥要是娶了她，跟着信耶稣，忘了祖宗，还会顾我们？”二弟不干。 

“信耶稣的，有什么好怕？女人嫁了人，不就忘了耶稣？”小妹说。 

游寡妇会忘记耶稣吗？或者，耶稣会忘记游寡妇吗？欢迎关注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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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间天堂 

 

阿明到了镇上，娶了游寡妇，又做了上门女婿，挑起游家的大梁。他起早摸黑地干活，省

吃俭用，攒钱开了家诊所。他没读过书，吃过没文化的苦：当兵，升迁轮不到他；在广东

做上门女婿，不会写信跟父母说一声。游家几个孩子虽不是他亲生的，他也鼓励他们去上

扫盲班，认几个字。游奶奶见媳妇和孙子有了依靠，放心地走了，教会为她做了追思礼拜。 

过了一年，妈妈生了我。爸爸（阿明）在老家抱上自己的孩子，特别开心。大姐出嫁了，

嫁了个不信主的，很快有了孩子，比我小一岁。大哥要结婚，家里没房子，爸爸带着大哥

二哥搭了一间棚屋给他做洞房。大哥娶了一位信主的姐妹，两人礼拜天上教堂。爸爸家的

人喜欢拜拜，观音妈祖关公祖宗啥都拜，生怕拜漏了，得罪哪路神仙，错过福气，招来灾

祸。妈妈跟着爸爸拜拜，不上教会了。 

乡镇办的公共食堂，大家都去吃，敞开肚皮吃，吃得可饱。书记说，台湾同胞没的吃，只

能啃香蕉皮；美帝压迫下的人民身在水深火热中，没吃的没穿的；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

人，活在人间天堂。 

妈妈又生了三个弟弟一个妹妹，我们兄妹十人，六男四女，我是老六。爸爸有点钱就攒起

来，舍不得花，留给三个哥哥结婚用。两个姐姐出嫁，爸爸妈妈把喜事也办得体体面面的。

邻居都说爸爸待游家五个孩子像亲生的，妈妈苦尽甘来，有福了。 

爸爸诊所的收益渐渐少了。有些老乡来看病，没钱，爸爸也给他们看，还给药，所以赚不

了什么钱。公共食堂的饭给得越来越少，吃不饱；后来，米饭没了，只有粥，喝了肚子饿

得快；再后来，粥越来越稀，人越来越饿得慌。家里也没吃的。妈妈的奶水断了，二弟营

养不良，病了，死了。三弟营养不良，病了，没挺过来，也死了。 

小妹也营养不良，得了急性黄疸肝炎，家里没钱给她治，只好拖着。直到她的病重了，脸

很黄。爸爸妈妈带她上县医院看病，我也跟去了。家里孩子多，妈妈照顾不过来，我比小

妹大五岁多，从小带她。小妹不喜欢医院，哭着对我说：“阿姐，带我回家。”我抱小妹

回家。第二天，她死了。 

那年，我九岁，已经记事，小妹的模样和儿时的那些事至今都记得清楚。我懂点事，又不

真的懂。我家住镇上，叔叔姑姑都在农村。村里的老人说，以前年成好的时候，肥田能收

五六百斤稻子，瘦田也能收两三百（编者注：那是袁隆平发明杂交水稻前的产量）；人吃

了还有余，每家能养一头猪几只鸡。我学了数学，知道万比千大得多，千又比百大，就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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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亩田产几千斤一万斤，比以前的几百斤多了很多，怎么却没的吃？老人说以前每家养一

头猪，我没见叔叔姑姑家养猪；鸡每家一两只，下的蛋可金贵。爸妈哭得昏天黑地的时候，

做粮站站长的三叔来了。我就傻傻地问他，“那么多粮食，为什么大家饿着肚子不吃？” 

“那么多粮食？都是假的！”三叔和大哥包好小妹，准备抱出去埋掉，严严地叮嘱我，

“不要出去跟别人说。” 

假的？说假话要死人，为什么还说假话？ 

我不明白。 

妈妈整天哭，想不明白：以前战乱，她和游奶奶一老一少两寡妇，五个孩子拉扯大了；现

在新时代，他们两口子吃苦耐劳，前面几个孩子都大了，成家的成家，没成家的也都能干

活了，后面五个孩子丢了仨。不是说我们生活在人间天堂，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么？ 

她病了，病得厉害，吃什么都吐。爸爸看不了她的病，带她上县城，县医院的医生也看不

了。过完年，爸爸借了点钱，带妈妈去一百里外的福州看病，省医院的医生说妈妈活不过

那年的端午节；又说有一种止痛针，他们轻易不给病人用，现在可以给妈妈打，减轻她的

痛苦，让她能吃点东西；回家后，爸爸自己给妈妈打针，每天五六次。从福州回来，爸爸

给妈妈买好棺材。镇上的人对我说，你很快就要没娘了。 

邻居来了，责问妈妈，“你以前是属神的人，怎么离弃真神，去拜偶像呢？”又劝爸爸，

“我们信的耶稣是大医生，你求告他，在他没有难成的事！”爸爸说，要是耶稣能医好正

金，我就信他。 

爸爸信了耶稣，仍旧给妈妈打针吃药，还偷偷地烧香拜菩萨。 

端午节过了，妈妈没死，但疯了，说疯话。院子里有口井，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妈妈都

用井水把自己浇透，浑身湿淋淋的。小孩子见到她，就尖叫着躲开，大叫疯子。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天两天，一月两月，一年两年，三年。 

爸爸请道士来家里做法场，驱邪赶鬼。道士嘱咐爸爸：哪些日子家里哪扇门哪扇窗不能开，

哪些日子家里哪些家具不能摆在哪些位置，哪些日子哪些事不能做。凡此种种，讲究很多，

爸爸都小心翼翼地遵守，叫我们也照着去做。妈妈却不见好转，爸爸渐渐怀疑道士说的。 

每个星期，邻居都带几个老弟兄姐妹来为妈妈祷告。刚开始，爸爸脚踩两只船，也跟他们

祷告，也求菩萨请道士。后来，爸爸发现拜菩萨请道士不管用，还得花钱；祷告也不见效，

但至少不花钱。他就渐渐听进去老弟兄姐妹的话。他们说，我们信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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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邪的神，憎恶他造的人拜偶像。爸爸把家里的偶像一个一个全都清理了，可妈妈还是不

见好。 

一天晚上，老弟兄姐妹又来为妈妈祷告。那个邪灵借妈妈的口说话了，“你们每次祷告，

都是折磨我。我想走，不想留住这儿。可他们非要留着我，不让我走。” 

“你家里还藏着偶像？”邻居问。 

老弟兄姐妹瞅瞅我家，空荡荡的，除了几样简单的家具，没东西。这几个月，大家在家里

走了不知多少圈，边走边祷告，要洁净这个家，看得见的偶像都除掉了。但爸爸真要藏什

么，哪会让他们看见？ 

爸爸低着头，犹豫了很久，开口了，“有！藏在我的诊所。” 

二弟没的时候，爸爸想起那个老和尚，心里非常害怕。老和尚曾叫爸爸起过三个誓：一生

一世做菩萨的人，一辈子只娶他女儿阿秀一个，不回福建老家。老和尚死后，爸爸违背了

第三个誓言，回福建老家看父母，没见到爷爷奶奶，见到两口棺材。叔叔姑姑们出于私心，

扣留了爸爸，又把我妈介绍给爸爸，爸爸娶了我妈，违背了第二个誓言。爸爸开诊所，想

过攒点钱，有机会去博罗看阿秀和孩子，弥补一点他良心的亏歉。他还没攒够钱，户口政

策出台了：乡下人没有介绍信，进城住不了店，买不了吃的，连车都坐不了。我妈是城市

户口，我们兄弟姐妹随妈，都是城市户口，就我爸一个人是农村户口，在那个年代不好出

门，只好断了去广东看阿秀和孩子的念头。他小时候听老人家讲牛郎织女的故事，好奇王

母娘娘怎么那么大的法力，梭子一划，就出来一道天河，把牛郎织女分开。等他过了不惑

之年，才知道王母娘娘的那点法力跟人的没法比。爸爸想起老和尚，想起他起过的誓，想

到他背了誓，害怕菩萨报应他。 

三弟没的时候，爸爸愈发害怕。老和尚要他对着菩萨发了誓，他背了两个誓言，丢了两个

儿子，这不是报应是什么？爸爸传统观念重，怕绝后。他在广东还有儿子，但不姓刘。在

老家的几个孩子跟他姓，可是三个儿子丢了俩，剩下的那个儿子要是再出点意外，他不就

绝后了？老和尚曾给爸爸一个寓意，要爸爸发誓一生一世做菩萨的人。那个寓意让爸爸想

到一个好主意：悄悄去庙里为大弟求个香火袋，许个愿：让大弟一生一世做菩萨的人，菩

萨不就保佑大弟一辈子平平安安吗？ 

小妹没的时候，爸爸愈发相信菩萨会报应。他辜负了阿秀母子仨，这不菩萨拿走他三个儿

女。他把为大弟求的香火袋藏得紧紧的，还有他那个寓意。妈妈没有发疯的时候，听爸爸

讲过、也听叔叔姑姑说起过阿秀的事，跟爸爸吵架的时候总爱搬出阿秀：你去广东找你那

个老婆啊，她聪明能干，长得又好看，生的孩子还会读书。爸爸后悔告诉了妈妈阿秀的事，

把寓意藏起来，没告诉任何人。大弟的香火袋更要紧，不能告诉任何人。 



 
 

- 78 - 

这是他的秘密，他和菩萨之间的秘密，没人知道。可是，这些人信的神太厉害了，连他这

点不为人知的秘密都不放过。 

“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个世界的大！”老弟兄姐妹说，“我们的神是真神，比所有的偶像都

大！在他的爱里，你不用惧怕。” 

爸爸拿出那个香火袋，还有那个寓意，老弟兄姐妹扔进火里烧了。 

妈妈不疯了。这回，爸爸真的信了。 

破四旧开始了，圣经被毁，教堂被砸，被没收。爸爸跟妈妈商量，请大家来我家里聚会。

先前孩子多，爸爸和大哥加盖了阁楼。现在孩子少了，二姐也出嫁了，地方空出来，教会

就在我家阁楼上聚会，一聚十几年，直到那个时代过去。那时，我念四年级，后来又读了

一年才缀学的。教会里，我书读得多，最有知识。大多数人不识字，不会唱赞美诗，我就

教大家唱赞美诗，有六个字一句的，也有七个字八个字一句的。虽然我不识谱，但认得字；

就是遇到不认得的字，我也会长字念半截短字念半边。我就这样在教会里教大家唱赞美诗

长大的。 

我的家乡湖南镇在福州南边，靠海，与台湾北边隔海相望。小镇与台湾中间有个小岛。一

天，岛上有人请爸爸去看病。爸爸当年跟老和尚学医术，除了接骨，最拿手的就是老和尚

传授的专治不孕的单方。福建人传宗接代的观念重，谁家要是没孩子，特别是没男孩，可

是件大事。岛上有两户人家媳妇不孕，来请爸爸。 

爸爸刚从岛上回来，公安局的人就来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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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工程 

漫 言 

创世记3:4-6 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

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

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吃了；又给他丈夫，他丈夫也吃了。 

一九年底，当民主党二十几位总统候选人为争夺党内提名酣战之际，布隆伯格见一度被看

好的前副总统拜登顶不住对手凶猛的攻势，认为机会来了，决定参加总统竞选，说，“这

是我的终极工程（This is my last project）。” 

布隆伯格个人资产超过六百亿，挣钱早已不是他的终极目标。除了钱，还有什么能成为他

的终极目标？权力！布隆伯格自己花钱竞选纽约市长，当选后，工资一分钱不要，坐自己

的私人飞机上班，做了八年，没过瘾，说服纽约人改了法律，再做四年。做够了美国最大

的城市的市长，接下来干啥？做民主党的金主，出钱出力帮民主党人赢得州长、州议员和

联邦议员的竞选。今年二月，他在内华达的民主党初选辩论会上，一不小心说漏了嘴：民

主党在一八年的中期选举中夺回了下院多数党地位，是他花钱买的。金主在幕后，做得不

过瘾，他想到台前，当掌柜的，就是做总统。如果说人生像爬梯子，还有什么比做地上最

强大的美国的总统更高一层的呢？ 

做美国总统是布隆伯格的终极工程。那什么是亚当和夏娃的终极工程？ 

神把地上他造的一切，水里游的、空中飞的和地上走的，都交在亚当手里，亚当给地上的

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命名，表明他治理的权柄。说得直白点，亚当是全地的主宰！一神之下，

众生之上，比布隆伯格想做却没做成的美国总统要厉害。总统治理一国，哪怕治理世上最

强大的国家，跟亚当和夏娃治理全地都没法比。在伊甸园里，只有神比亚当和夏娃大，只

有一件事他们不能做，就是神吩咐他们的不能吃园中智慧树上的果子！如果说亚当和夏娃

有什么终极工程，那就是做神，成为天地的主宰！ 

蛇清楚这点。它要引诱亚当和夏娃违背神的禁令，就得利用他们心中的终极工程。神给人

的唯一的一条禁令就是不可吃智慧树上的果子，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神说得清清楚楚，

违背禁令的后果非常严重。蛇花言巧语地说，吃的日子不一定死。夏娃虽然信了蛇的话，

但清楚吃禁果的风险很大，亚当也清楚。他们是神的杰作，治理全地的主宰，智商没的说。

风险大，回报也大，就是做神。他们要是有做神的野心，蛇就能用“做神”这个钩子钩住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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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夏娃听了蛇说的话，再看智慧树的果子，眼光就变了。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

悦人的眼目”，不过是夏娃在蛋糕上加的一层糖衣，点缀用的，蛇没用这个引诱夏娃。因

为伊甸园里好看的果子多着呢！神造的树，哪棵不好？神造的果子，哪个不好看？好吃的

果子很多，除了智慧树的果子，夏娃爱吃啥就吃啥。那棵树的果子能使人知道善恶，且有

智慧，吃了能像神，这才是关键！亚当和夏娃有了做神的野心，就被蛇的话钩住了。 

神是不是真的不想让人跟他一样呢？ 

伊甸园里有两棵树很特别，智慧树和生命树。吃智慧树的果子之前，亚当和夏娃与神同行，

只有善的意念，没有恶的经验，没有恶的知识。他们吃了智慧树的果子，也就是分别善恶

树的果子，犯了罪，就有了恶的经验、恶的知识，有了自己的善恶标准。神可以拥有恶的

知识，而不被恶败坏；人拥有恶的知识，就会被恶败坏。人与神有本质的区别。人在权柄

与能力上不可能跟神一样，神也不想人在这些方面试图跟他一样。然而，神想人在生命上

跟他一样，有圣洁、公义与仁爱。他借着耶稣把他的生命赏赐给每一个信他的人。 

伊甸园里，亚当和夏娃有两个选择：吃智慧树的果子，或吃生命树的果子。他们选了前者，

罪便进了世界。今天，你也有两个选择：要神的权柄，或要神的生命。你选前者，恐怕也

做不了别人的神，只能做自己的神。你选后者，让他做你的神，他就把他儿子的生命赐给

你。 

你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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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效应 

漫 言 

“Free（免费）！” 

疫情爆发前，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伯尼•桑德斯的竞选特会场场爆满，吸引了数以万计的

年轻人，靠的就是这个魔幻字眼：Free！免费大学，免费医疗保险，再加免费的全民基本

收入，整个儿一美国版的吃大锅饭。华尔街的大佬们急了，吩咐民主党的大佬们：不管用

什么手段，挡住伯尼，绝不能让他被提名！ 

吃大锅饭打击个体的积极性，导致整体效率低下，锅里的只会越吃越少，最后谁都吃不好。

反之，自由竞争刺激个体发挥潜能，提高整体效率，蛋糕越做越大，却带来两极分化。因

为资源越多的越有机会支配资源，资源就更多，能力越强的越有机会表现，能力就更强；

资源越少的越没机会支配资源，手上的一点资源也会枯竭，能力越弱的越没机会表现，能

力也会萎缩。大到企业，小到个人，两极分化无处不在。比如，在美国，波音独霸了客用

飞机的制造，电脑操作系统几乎是微软和苹果的天下，日用品市场差不多被几家大型连锁

店瓜分，别的商店只能分点残羹冷炙。美国顶层 1%的人掌握 32.2%的财富，下层 90%的人

拥有 30.4%，低层 50%的人总共才分得 1.6%。看了这几个数字，你就能明白两个为什么：

伯尼搞社会主义大锅饭，为什么那么多人支持；伯尼势头强劲的时候，华尔街的大佬们为

什么着急。因为要是顶层 1%的人跟低层 50%的人均贫富，底层的人兜里的钱能涨 20 倍！

伯尼什么都要免费，总得有人买单，买单的人得有钱；而且啥都免费，谁还愿意干活，没

人干活，有钱人咋挣钱？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耶稣说，马太

记下来。今天的两极分化跟两千年前耶稣说的完全吻合，人们把这种“强者愈强，弱者愈

弱”的现象称为马太效应。神似乎定了规，人若刻意违反，就要集体付上“大家吃大锅饭，

谁也吃不好”的代价。 

难道神偏爱强者，不怜恤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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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看看比喻中那个被夺走一千两银子的弱者是谁。耶稣讲过不少关于天国的比喻，比

喻中的长者，无论是葡萄园或田地的主人，还是国王或父亲，都代表神，无一例外。有几

个比喻跟才干的比喻很像，除了代表神的主人，还有恶仆和好仆，恶仆的权利被剥夺，赐

给好仆。园主和园户的比喻中，恶仆打伤、打死园主差来收租的仆人，最后杀害园主的儿

子，园主夺过葡萄园，赐给能交果子的好仆。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就恼恨地走了，寻思

怎么杀害耶稣，因为他们明白恶仆指他们。大筵席的比喻中，王请人参加儿子的婚宴，客

人不来赴宴，还羞辱王的仆人。王惩罚了客人，另外召些不配的人来赴宴，有个人没穿礼

服就来了，被赶到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哀哭切齿。法利赛听见就出去商议怎么陷害耶稣，

因为他们明白耶稣在说他们。照这个思路，我们假定恶仆还是指犹太的宗教领袖。 

犹太的宗教领袖怎么只领了一千两，又把银子埋起来呢？ 

亚伯拉罕信神，照神说的去做，神就跟他立约，应许把迦南赐给他的后裔，让他作多国的

父，他的责任是把神的祝福带给万民。亚伯拉罕的子孙中，约给了雅各，也就是以色列这

一支。以色列人要想得到约的好处，就得履行约的义务：把神的祝福带给别人。他们要是

这么做，神就兑现他对亚伯拉罕的承诺：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咒诅你的，我必咒

诅他。神履约，先把以色列人带到富饶的埃及，让他们繁衍众多，家族变民族，等到时机

成熟，再把他们领进迦南。 

以色列人履约了吗？他们进了迦南地，想着怎么富起来，怎么强起来，忘了当尽的责任。

这还不算，过了几代，他们对老先知撒母耳说：你给我们立一个王，像别的国家一样。撒

母耳说：你们有王，神是你们的王！他们不听。神做王，看不见什么好处；人做王，王带

着臣民去抢人抢地抢牛羊，好处多多，而且看得见摸得着。神做王哪比得上人做王？ 

以色列人有了王，威风了几十年，很快被埃及和亚兰轮番痛扁，还不时被周边的小国欺负。

神多次差先知劝告他们，他们仍不醒悟。亚述和巴比伦两个超级强国相继在中东舞台上粉

墨登场，他们对亚述和巴比伦的宗教与文化崇拜得五体投地，亚哈斯王直接把亚述神的祭

坛搬进圣殿。在他眼里，亚伯拉罕的神怎能跟亚述的神比，亚伯拉罕的神给他们的祝福哪

能跟亚述的神给亚述的祝福比？先知以西结痛斥同胞背弃神，用辛辣的语言讽刺祖国是个

无耻的妓女，见到穿着华美衣服、骑着骏马的美男子亚述就迫不及待地放纵淫行；看见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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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系着带子、头上裹有下垂的头巾的巴比伦的画像，还没见到真人，就打发使者请人家来

上床。以色列虽一厢情愿地紧贴亚述和巴比伦，亚述和巴比伦却拿她当棋子，用完了，就

先后灭了以色列南北两国。 

迦南位于欧亚非的交界处，是欧亚通往非洲的陆上必经之道，成了兵家必争之地。亚述来

了，走了；巴比伦来了，走了；波斯来了，走了；希腊来了，走了；多利买和西流古来了，

走了；最后，罗马来了。迦南俨然是个舞台，列强你方唱罢我登场，唯有以色列人的命运

几百年来没变：任人碾轧！ 

富国梦破了，强国梦灭了，甚至独立梦也泡汤了，以色列人再没什么好吹的，只剩一样---

神的话！世上万族，神只把圣言托付给他们，且应许差救世主救他们。他们想“保护”好

圣言，这是他们仅剩的一点炫耀的资本。怎么保护呢？举个例子，守安息日这条诫命本来

很简单：六日劳碌做工，第七日安息，不要做工，不仅自己不做，儿女、仆婢和牲畜也不

做，都休息。这么一条简单明了的诫命，犹太宗教领袖极尽“著”书之能事，在犹太宗教

法典他目勒中用了整整二十四章，详细规定安息日吃什么面包，穿什么衣服，走多少路不

算违诫，哪三十九种活动违诫。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这就是耶稣说的把一千两埋在地里！ 

以色列人羡慕过埃及、亚述和巴比伦的军事、政治、文化和宗教，轻看神赐的祝福和圣言，

视为一千两，又用繁琐的宗教教条把神的圣言“埋”起来，好炫耀自己与众不同，满足可

怜的自尊。他们不明白他们得不到神的祝福是因为他们不肯祝福别人，又忘了神与亚伯拉

罕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和太太都上了年纪，还没儿子，过了几百年，他们却有了几百万

的后裔。神能因着亚伯拉罕的信赐给他这么大的祝福，也能因着以色列人的不信，拿走他

们的一千两。如果说马太记的是新约版的马太效应，出自耶稣之口，摩西记的神对亚伯拉

罕说的那段话就是旧约版的马太效应，一个意思。旧约时代，神把圣言托付给亚伯拉罕；

新约时代，耶稣把圣言托付给教会。领受了圣言，就是蒙了神的祝福；蒙福的要成为别人

的祝福，并在祝福别人的过程中领受更多的祝福。耶稣借以色列人的失败警告门徒：蒙

福是为了祝福别人，祝福别人就能更多地蒙福；不肯祝福别人的，他想留住的福气也要

被夺走。基督徒能给别人最大的祝福就是把神的道传出去，让神的道从里面改变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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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马太效应：强者更强、弱者更弱。 

你准备好了做一个祝福别人的蒙福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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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ace Issue_1 

种族问题浅谈（一） 

                                                                                                      胡晟宇 

编者注：最近因为乔治·弗洛伊德的死，美国的种族问题凸显。生活在美国，我们很关注
这个问题，但毕竟对美国文化不够了解，常常有种雾里看花的感觉。还有，我们很想知道
孩子们怎么看这问题，担心他们被洗脑多了，看问题只凭满腔热血。这几周， 胡晟宇传
道给年轻人讲了几堂涉及种族问题的信息。作为一名中国出生美国长大的千禧一代（90

后），他了解同龄人的想法；作为教会的牧者，他有责任教导年轻人如何对待种族问题。
编辑组请他就一代移民关心的几个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请见以下英文原稿及中文翻译。 

The killing of George Floyd on May 25, 2020 has set in motion a series of political and cultural 

movements that have sparked intense debate in America about race-relations and social justice. 

A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of these topics would take far too long than I have time for, but I 

will seek to address some of the major issues that in my assessment pertain to Asian American 

Christians (AAC). 

Racial tension has always run deep in America. But in the past decade or so, beginning with the 

death of Trayvon Martin, followed by that of Mike Brown, Eric Gardner, Philando Castile, and 

ultimately George Floyd, the issue of police brutality has seen the most public discussion and 

scrutiny. And while Latinos, Asians, and Jews are certainly part of the larger discussion of racial 

injustice, the center of mass seems to lie between whites and blacks, and particularly between 

white cops and black young males. 

There are many questions that need to be addre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AC’s. 

1. What is the real issue, with respect to American history and politics? 

2. What is the current milieu in the church among young, mostly second-generation, Asian 

Christians? 

3. As AAC’s, where should we stand on this issue politically and spiritually 

In this article, I will address the first and second question: What is the real issue? (for first-

generation immigrants who do not feel knowledgeable 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history). 

Furthermore, where do most AAC’s stand? 

From a historical-political perspective, everything that has happened in the past few weeks have 

been in response to the death of George Floyd. I won’t belabor the event itself; I recommend you 

read the news for yourself with the accompanying video, I think it speaks for itself. The police 

officer has been charged with murder and is awaiting trial. The GF’s death is really just the straw 

that broke the camel’s back. The protests that have occurred are not only in response to GF, but 

as a response to the cumulative anger within the black community over other incidents including 

the death of Trayvon Martin, Mike Brown, Philando Castile, Freddie Gray, and others. The most 

vocal noises have claimed that the American police force are inherently racist against blacks. 

This then is an example of social injustice in America, at least in regard to race. The arg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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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be broadened to include other areas of economics, education, healthcare, politics, etc. The 

overall premise vocalized is that America as a nation is fundamentally racist and her institutions 

are dominated by white supremacy. Therefore, we need to restructure the institutions of America 

so that it is less racist and unjust for people of color (blacks, but also Asians, Latinos, Jews, etc). 

Critics of the protests have raised concerns about the riots, looting, and unreasonable demands 

for reform. For example, in Seattle, protesters have actually taken over 6 squares of downtown 

and declared themselves to be a separate nation called CHAZ (Capitol Hill Autonomous Zone). 

As well, Minneapolis has officially voted to dismantle their police department altogether, with 

other cities (including Tucson) having similar discussions.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not all 

protesters agree with the developments of CHAZ or dismantling the police. However, the voice 

calling for such measures seems to out-sound the more conservative voices. I think it is fair to 

say that most Americans, no matter what political persuasion, seem very worried about the 

political-cultural future of America. 

Most ABC’s in my estimation seem very ill-informed on these issues. Albeit, it is a very 

complicated issue, I have noticed that the degree of political-cultural literacy is quite low on 

average. Most college students just seem to regurgitate what they hear from their professors and 

friends. Most social media posts are very liberal in their political persuasion. Dissenting voices 

are usually silenced, ignored, or cancelled. And this pattern trickles down by age. The younger 

they are, the less they care and less informed they are. 

I find that within the church, younger pastors tend to be pro social justice, while older, first-

generation immigrants tend to just not get involved at all. I myself do not subscribe to the 

ideology of social justice, and I find it inherently dangerous to both the church and society at 

large. However, most of my millennial peers do not share this sentiment. Among millennial 

Asian pastors, in my experience, most are pro social justice. Lay AAC are thus mostly pro-SJ. 

However, this is mostly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y trust their pastors and go along with what they 

say. They often have not spent too much time studying the issue for themselves. The downside to 

this is that, by implication, most 2nd generation AAC’s will tend to be pro-SJ. The upside to this is 

that, when they are presented with new information, their worldview can be more easily 

challenged and their minds swayed to the other persuasion. Church leaders are harder to change, 

for various reasons, both institutional and personal. I won’t go too much into details on this 

point, for fear of depreciat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pastoral office. 

Interestingly enough, one issue I find quite odd is that even among conservative evangelical 

AAC’s, they cannot see the underlying ideologies that the SJ movement poses. Oftentimes these 

AAC’s are very personally devoted to the Lord. They oppose gay marriage and abortion. They 

are conservative in their daily lives. But then when it comes to the particular issue of race, they 

subscribe to abstract principles that are very inconsistent with their Christian beliefs – principles, 

which, if taken to their logical extremes and implemented in real life, would lead to outcomes 

that would hardly find acceptance anywhere. I do not say this to blame anyone – after all, 

discerning God’s will take time and practice (Rom 12:2). I say this as an encouragement, 

because I believe that most AAC’s are reasonable, and with enough teaching and information, 

will be able to form coherent worldviews that are consistent with biblical values through and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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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25 日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死在美国引发了一系列政治和文化运

动，激起了有关种族关系和社会公正的激烈辩论。这些问题并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楚，但是

我想指出一些我认为与美国亚裔基督徒（AAC）有关的重要问题。 

种族间的紧张关系在美国根深蒂固。从特雷冯·马丁（Trayvon Martin）的死开始，到迈

克·布朗（Mike Brown），埃里克·加德纳（Eric Gardner），菲兰多·卡斯蒂利亚（Philodo 

Castile），最后是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近十几年来警察的残暴执法成为公众

关注和议论最多的问题。在更广范围内，种族问题当然也涉及拉美裔，亚裔和犹太裔，但

问题的重心似乎位于白人和黑人之间，尤其是白人警察与年轻黑人男性之间。 

让我们从美国的亚裔基督徒的角度来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1. 从美国历史和政治角度来看此事件的实质是什么？ 

2. 目前在教会众多第二代的年轻的亚裔基督徒中，他们的观点是什么？ 

3. 作为美国的亚裔基督徒，我们在政治和属灵立场上对此事应该持什么态度？ 

我在这里先讨论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适用于对美国政治和历史

不太了解的第一代移民）。此外，大多数美国的亚裔基督徒持什么观点？ 

从历史政治角度来看，过去几周发生的一切都是对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警察

跪杀事件的回应。对此事件我不再做描述；建议大家亲自查看新闻及相关视频，我认为那

段视频录像已经将事件说明的很清楚。该警察已被控谋杀罪，正在等待审判。 弗洛伊德

的死实际上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发生的抗议活动不仅是针对这一事件，更是针

对黑人社区一系列事件（包括 Trayvon Martin，Mike Brown，Philando Castile，Freddie 

Gray 等人死亡）所积累的愤怒的回应。其中最激进的声音认为，美国警界骨子里对黑人

有歧视。这至少在种族问题方面成为美国社会不公正的一个典型，其他方面包括经济，教

育，医疗保健，政治等。总体上，抗议者认为，美国这个国家根子里有种族歧视，她的制

度无处不体现着白人优越。因此，美国的制度体系需要重建，方能消弭种族主义和对有色

人种（黑人，还有亚裔，拉丁裔，犹太裔等）的不公平待遇。 

抗议活动的批评者对骚乱，抢劫和无理的改革诉求提出了担忧。例如，在西雅图，抗议者

实际上占领了市中心的 6 个街区，并宣称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府，称为 CHAZ（国会山自治

区）。同样，明尼阿波利斯市也已正式投票决定完全解除其警局，其他城市（包括图森）

也出现类似的争论。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示威者都赞同类似 CHAZ 的做法或解除警

局。但呼吁采取此类措施的声音似乎胜过保守的声音。客观地讲，无论属于何种政治派

别，大多数美国人似乎非常担心美国的政治文化的未来。 

据我观察，大多数美国出生的华人似乎对这些问题知之甚少。尽管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

题，我注意到，大家的政治文化素养普遍偏低。大多数大学生似乎只是照搬他们从教授和

朋友那里听到的信息。大多数社交媒体政治上都属于自由派，与其不同的观点往往被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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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被无视或被消失。这种对种族问题不甚了解的趋势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下降。所以，

越是年轻人，就越不在乎，也就越不了解情况。 

我发现年轻的牧师倾向于社会公正运动，而年长的第一代移民往往根本不参与。我本人不

赞成社会公正运动的思想观念，认为这对教会和整个社会都是危险的，但大多数千禧一代

的同辈们不认同我的观点。在我的印象中，千禧一代的亚裔牧师大多数亲社会公正运动。

因此，没有经验的年轻亚裔基督徒大多也亲社会公正运动。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信任自己的

牧师且听牧师的话，自己没花时间去弄清问题的本质。这种状况有利也有弊。不利的是，

不知不觉中，大多数二代美国亚裔基督徒倾向于社会公正运动。乐观的是，当他们接触到

新的信息时，世界观更容易受到挑战，思想更容易被说服转向另一派，因为他们原有的观

念并不根深蒂固。相反，无论出于体制还是个人原因，教会领袖的观念都很难改变。这

点，我不做过多的解释，唯恐冒犯教牧的权威。 

有趣的是，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美国一些保守的福音派亚裔基督徒也不能认清社会

公正运动所标榜的潜在的意识形态。通常，这类基督徒都非常忠于主，反对同性恋婚姻，

反对堕胎，日常生活很保守。但是，当涉及到特定的种族问题时，他们会接受与基督教信

仰非常不一致的抽象原则——这些原则，如果逻辑上走到极端并且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将

导致无法接受的结果。我不想责怪任何人，毕竟，分辨神的旨意需要时间和实践（罗马书

12：2）。我只是想鼓励大家，因为我相信大多数美国亚裔基督徒都很理性，只要有足够

的教导和信息，都能形成与圣经价值观相一致的世界观。 

 

 

Race issue - 2 

❏    What is Social Justice? 

“Social Justice” is a rather vague term being floated around these days. The most 
concise definition I’ve come across is this: equity in terms of distribution of wealth, 
opportunity, privilege, and resources in a society. Regarding the issue of race, social 
justice pertains to the idea that America is fundamentally racist toward people of color 
and we need to change the system to achieve more equitable results for people of 
color. There are two areas of debate pertaining to this discussion. First, is it actually true 
that America is fundamentally racist and in need of change? Second, even if the 
premise is true, should the church participate in this effort? And if so, how? 

Regarding both questions, I answer no. 

❏    Is America fundamentally racist? 

There is a political narrative being pushed today that America is fundamentally racist. 
Before we address this issue, it is important to first define what we mean by “racist.” 
Traditionally, to be racist means to look down on someone and treat them as inferior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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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 of their skin color. In other words, it is favoritism or partiality based on skin 
color. Racism can be manifested economically or politically through discriminatory 
practices based on one’s skin color. So, for example, if a colored man wanted to eat at 
a restaurant, he would not be allowed to eat there on account of his skin color, even if 
he were a willing customer able to pay for the food. Or, for example, during the Jim 
Crow era of the South, there were one set of laws for whites, and another set of laws for 
blacks.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standards for people, based on their skin color. This is 
no longer true in America since 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 when discrimination on 
race has been made illegal. 

However, starting in the 1960-70s, and more and more prevalent today, the definition of 
racism has changed. Proponents of social justice today employ the term “racism” 
differently. Today, it pertains primarily to inequality of outcome and inequality of power. 
That is, if a colored man does not achieve the same level of status, or wealth, or 
privilege as a white man while participating in an institution, then the institution is 
“racist.” And those who disproportionately benefit from the institution are “racist” by 
association. 

Biblically speaking, there are various texts that condemn racism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of the word (Acts 10:34-35, James 2:8-9). That is, we are not allowed to treat different 
people by different standards. However, the second sense of the term racism is 
unbiblical. The bible nowhere demands that society be structured with equality of 
outcome (i.e. privilege and power) between different tribal groups. 

To take an example, Israel was composed of 12 tribes, but not all twelve have equal 
power or privilege. In Genesis 49, Jacob gives different blessings to each son. Some 
had more blessings than others, even though it is not obvious why some should have 
more while others less. Then later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conquest of Canaan, each 
tribe were to be allotted according to their size (Num. 33:54). However, this was not 
actually the case, as the tribes of Dan, Issachar, and Zebulun received 
disproportionately smaller shares of the land, even though they were three of the most 
populous tribes (Josh. 19:10-23, 40-46). One may say that this is unfair. However, none 
of the judges, kings, prophets, not even God himself, ever condemns this uneven 
distribution of privileges. However, the Mosaic Law always applied to every tribe, and 
every individual within that tribe. God is concerned about impartiality (Lev. 19:15, Ex. 
23:2-3). But he does not demand that every people group have equality of outcome. 
The secular mantra that “inequality of outcome is unjust” does not stand biblical 
scrutiny. As Christians, we cannot tolerate an unbiblical redefinition of justice. To do so 
is to call evil good and good evil (Isa. 5:20). 

Furthermore, even from a common sensical perspective, there is a fundamental flaw in 
this type of thinking. This framework doesn’t account for human agency and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Equal outcome can only be expected if every person, or groups of 
people, were exactly the same in terms of talent, intelligence, values, culture, and work 
ethic. Real life experience tells us that any such expectations are absurdly unrealistic. 
For example, Asians are extremely underrepresented in American pro-sports. Is 
America systemically racist against Asians? While I will not deny that there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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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 instance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i.e. Jeremy Lin), it is very disingenuous to 
say that racism rather than culture accounts for the Asian underrepresentation in pro 
sports. The fact is Asian people just do not value sports as much as other racial groups. 
There is an inequality in outcome, true. But let’s not kid ourselves and blame it on the 
system or white people when the reality is that most Asian families and students care 
more about grades and violin than playing professional basketball. 

This same principle can be applied to other issues. For example, blacks and brown 
people are under-represented in colleges. That is true. But what do we do with the well-
documented fact that there is an anti-intellectual culture within many black 
communities? Or regarding the example of the prison system, young black males are 
disproportionately represented in prisons compared to whites. This is true. But what do 
we do with the fact that young black males commit a disproportionate amount of violent 
crimes (over half of violent crimes are committed by black males, which is eight times 
the rate of white males)? Is it possible that thes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racial 
groups account for the disparitie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incarceration rates? 
One would have to purposely ignore a large swath of data to push for the narrative that 
every major institution in America is purposely discriminating against people solely 
based on their skin color. 

❏    The Case Against Social Justice 

Even if it can be granted that America is an imperfect society (which can be said of 
every society), to what extent should the church get involved in political-social activism? 
It would be helpful to remember that the mission of the church is to go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the nations (Matt. 28:19). Our job as a church is to save people’s soul 
from hell. The only way that can happen is for individuals to recognize their individual 
sins, repent and believe in Jesus Christ as their Lord and Savior. And in order for that to 
happen, the church needs to preach the gospel (Rom. 10:14). 

Now many people cite Jesus’ example of helping the poor and healing the sick as a 
model to engage in “holistic missions” (i.e. we preach the gospel and make the world 
into a better place). However, a few qualifications are needed. 

First,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helping the poor and ending poverty. The former 
entails helping the poor out of a regenerated heart. That is, it is a natural act flowing 
from a compassionate heart. The latter is a mission, a goal, a program. Jesus certainly 
helped the poor, but he was not interested in ending poverty. He healed lepers, but he 
did not seek to end leprosy. Jesus calls us to have compassion, and compassion will 
naturally flow toward our neighbors when the situation presents itself. But Jesus also 
affirmed that there will always be poverty, pain, suffering on this side of heaven (Matt. 
26:11, Rom. 8:18-21). To expect the church to actually succeed in ridding injustice and 
suffering in the world, even if we tried, is quite naïve. 

Second, whatever physical healings Jesus performed served to authenticate his 
preaching (Mk. 1:38, Jn. 20:30-31, Acts 2:22). The miracles and healings were not 
primarily meant to make people’s lives better physically. Jesus worked these miracle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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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dit the gospel message he preached so that people can put their faith in him as the 
messiah. In cases where his miracles did not produce faith in himself, Jesus withheld 
his providence and miracles (cf. Matt. 13:58, Jn. 6:26-66). The call for social justice 
today often times is an end in itself, as if somehow making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has 
intrinsic value apart from regenerating the hearts of individual men and women. 

Third, whatever good we can bring to this world will ultimately be burned up in the end 
when Jesus returns and makes the New Heaven and New Earth (2 Pet. 3:10, Rev. 
21:5). Let’s say you were on the Titanic as it was sinking into the ocean. Everyone on 
the ship is going down with it. But then another cruise ship comes along to save the 
passengers. It would be extremely foolish to expend your energy trying to salvage the 
Titanic from its inevitable demise. The proper response would be to spend all your 
energy getting onto the other ship and helping others to do the same. When it comes to 
salvation, the analogy is the same. This world is destined for destruction. God is 
creating a new world, a new kingdom – one without sin, pain, suffering, and death. He’s 
calling us to believe in Jesus so we can have a place in his kingdom. But if we instead 
focus our efforts on salvaging this current kingdom, we’ll go down with it. Our job is not 
to patch up the current kingdom, but to get ourselves and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to God’s kingdom. 

The goal of the church is to make disciples. If we can make the world into a better place 
along the way, then great. But if not, then we are not to worry about it. When Jesus 
comes back, he will make all things new. Our job is to participate in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now and get people into God’s kingdom. Ten thousand years from now, the 
church will not look back on this life and regret the temporal physical sufferings we 
could have alleviated in this brief generation. However, we will regret the souls who 
suffer eternally in hell. In that place the worms never die and the fire never quenches. 
The damned are forever shut from the presence of God, without rest, without light, 
without hope. If you truly want to do the work of God, pray and work for the salvation of 
those yet to know Christ. Let him take care of the rest. 

 

 

种族问题浅谈（二） 

 什么是社会公正？ 

“社会公正” 一词最近常常见诸媒体，意思却很含糊。我能找到的最简洁的定义是：在一个

社会里，财富、机会、特权和资源分配公平。涉及到种族问题时，社会公正跟这种思想捆

绑在一起，认为：美国从骨子里歧视有色人种，我们需要改变她的体系来为有色人种争取

公平的结果。我想就两点展开讨论：一，美国真的从骨子里歧视有色人种并需要改变吗？

二，即便是，教会需要参与吗？如果需要，如何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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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两个问题，我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美国骨子里有种族歧视吗？ 

现今，一种被炒作的政治言论就是美国从骨子里歧视有色人种。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之

前，有个重要的定义得先弄明白：什么叫种族主义？（在美国）传统上，种族主义就是因

别人的肤色低看别人，把他们当劣等人种对待。换句话说，种族主义是因肤色引起的偏爱

或偏见。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种族主义体现为对肤色不同的人区别对待。比如，一个肤色

深的人想去某家餐馆吃饭，他愿意付账也付得起账，却不让他进，不为别的，只因他的肤

色深了点。又比如，在吉姆克劳（Jimmy Crow）时期，美国南方施行两套法律，白人一

套黑人一套。白人黑人肤色不同，法律的标准也就不一样。但是，1964 年《民权法案》

通过后，美国就不再这样了，种族歧视是违法的。 

然而，20 世纪 60-70 年代起，种族主义的定义就开始变，而且变得越来越离谱。今天，

社会公正的推手们所谓的“种族歧视”更多指的是结果与权力的不均等，跟几十年前的意思

完全不一样。就是说，如果一个肤色深的人在一个机构里没有获得与白人同等的地位、财

富或特权，这个机构就存在种族歧视，那些在这个机构里不成比例受益的人就成了所谓的

种族主义者。（编者注：照社会公正的推手们的说法，好大学不成比例地招收亚裔学生，

就是搞种族歧视，亚裔学生不成比例地进了好大学，就是种族主义者；要消弭这种种族歧

视，就得人为地干预大学招生，保证录取结果的均等，而不问学生的付出。) 

圣经上多处谴责传统意义上的种族主义（使徒行传 10：34-35，雅各书 2：8-9）。神不

允许我们用不同的标准对待不同的族群。但是，上面提到的第二种种族主义却不符合圣经

教导。圣经上从来没要求一个社会必须这样构建：保证不同族群能取得相同的结果，包括

特权和权力。 

举个例子，以色列有十二支派，但不都有同等的权力。创世记 49 章记载，雅各临终前给

十二个儿子祝福，有的得到的多，有的得到的少，圣经没告诉我们什么原因。之后征服迦

南时，各支派本该按照人数多少分地（民数记 33：54），事实却非如此。但、以萨迦和

西布伦三支派人多，分到的地却不成比例的小（约书亚记 19：10-23，40-46）。也许，

有人说这不公平。但是，没有哪位士师、君王或先知，甚至神自己谴责这种分地的不均。

另一方面，摩西的律法适用于每个支派，适用于每个人。神不允许我们偏待人（利未记

19：15，出埃及记 23：2-3）。这就是神要求的公正。他没要求所有族群都有相同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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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俗语说“结果不均就是不平等”，这话经不起圣经的检验。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能容忍

对“公正”一词的不符合圣经的重新定义。那样做等于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赛亚书 5：

20）。 

更进一步，眼下这种社会公正的思潮从常理看也有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它没有考虑人的选

择与责任。只有每个人、每个族群的天赋、才智、价值观、文化及职业道德完全相同，才

可能出现结果的均等。实际生活告诉我们，这根本不现实，这种期待很荒唐。举个例子，

亚裔在美国职业体育界的代表性严重不足，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歧视亚裔？我不否认歧视亚

裔的个案的存在（比如林书豪所遭遇的），但若说“亚裔在美国职业体育界代表性严重不

足是种族歧视的结果”就是胡说八道了。要是这样的话，怎么解释亚裔在学术界的卓越表

现呢？事实上，亚裔对于体育的重视程度远不及其他族裔。亚裔家庭和学生更关心学习成

绩和拉小提琴，而不是职业篮球。亚裔在职业体育界的代表性严重不足是文化理念的差异

造成的，我们不能自欺欺人地怪罪体制或种族歧视。 

同样的原则可以运用到其他方面。例如，黑色和黄色人种（编者注：指墨西哥裔）在大学

里代表性不足。这是事实。但是，有据可查的事实显明许多黑人社区崇尚读书无用论。我

们讨论黑人在大学里代表性不足的时候，不能忽略这点吧？还有，跟白人比起来，监狱里

的黑人不成比例的高，这也是事实。但是，我们讨论坐监的问题的时候，也不能视而不见

年轻黑人男性犯罪率高的事实吧（美国一半以上的暴力犯罪是黑人男性干的，按人口比

例，这是白人的 8 倍）？不同种族在教育水平和坐监率上的差异是不是因为文化差异而

造成的呢？一个人需要故意无视大量的数据事实才能大肆渲染“美国每个主要机构都故意

根据肤色歧视有色人种”。 

对社会公正的批判 

即便说美国是个不完美的社会（可以说每个国家都不完美），教会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参与

社会政治运动呢？我们要谨记一点：教会的使命是去让万民做耶稣的门徒（马太福音

28：19）。教会的工作就是拯救人的灵魂，不至于下地狱。唯一的方法就是让人认自己

的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和主。要完成这一使命，教会要去传

讲福音（罗马书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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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有很多人引述耶稣救助穷人、医治病人的例子，认为这是“整全的布道”的典范（既

传讲福音，又改变世界）。但是，这是有前提的。 

首先，帮助穷人和消除贫困是有区别的。前者是帮助穷人有一颗新造的心，是由爱心而生

出的好行为；后者是一项任务，一个目标，一项工程。耶稣当然帮过穷人，但他无意消除

贫困。他医治大麻疯病人，但无意消除大麻疯病。耶稣呼唤我们要有同情心，当邻舍遇到

困境，我们会自然而然地帮助他们。同时，耶稣也指出这世上会有贫穷、痛苦和苦难（马

太福音 26：11， 罗马书 8：18-21）。期待教会成功消除世上的不公正与苦难，就太天

真了，即使尝试去做，也不会成功。 

其次，耶稣所行的医治都是为了证明他所传的道（马可福音 1：38，约翰福音 20：30-

31，使徒行传 2：22）。神迹和医治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让人在地上过的更好一些。耶

稣行神迹是为了辅助他传讲福音，帮助人相信他就是弥赛亚。如果神迹不能帮助人建立对

他的信心，耶稣就不施行神迹了（马太福音 13：58，约翰福音 6：26-66）。今天，人们

常常把追求社会公正当作终极目标，仿佛男女都无需洗心革面、只要能使这个世界变得更

好就有内在价值。 

最后，当耶稣再来，创造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为这个世界所能做的一切都将化为灰烬

（彼得后书 3：10，启示录 21：5）。假设你在即将沉入大海的泰坦尼克号上，船上的每

个人都要随之沉没。当一艘救援轮来搭救乘客时，一个人想尽力拯救注定要灭亡的泰坦尼

克号，那是非常愚蠢的。正确的做法是他竭尽全力上那艘救援轮，并帮助其他人上船。论

到救恩，同样的道理。这个世界注定要被毁灭。神要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新的国度—

—一个没有罪、没有痛苦、没有苦难和死亡的世界。神呼召我们信靠耶稣，好在神的国里

有份。如果我们将全部的精力用于挽救这个世界，就会同它一起灭亡。我们要做的不是修

补这个世界，而是让自己和更多的人进入神的国。 

教会的目的是使人做耶稣的门徒。如果能顺便使这个世界变好一点，那当然好。如果不

能，也不用担心。当耶稣再来，他将更新一切。我们的任务就是与圣灵同工，使更多的人

进入神的国。一万年后，教会不会回顾这短暂的今生，不会因为我们没有做更多以减轻身

体之苦而懊悔，只会为那些在地狱里受苦的灵魂而懊悔，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

的。落入地狱的人会永远与神隔绝，没有安息，没有光明，没有盼望。如果你真的想为主

做工，请为还不认识基督的人祷告，向他们传福音，剩下的就交给神。 



 
 

- 95 - 

 

 

Race issue 3 

                                                                                              

The call to look up 

The conversation about the current protests, social justice, systemic racism has 
universally been stuck at the sociological-political axis. That is, we interpret all that is 
happening in our nation through political lenses, and any discussion about solutions too 
often times ends up with a pitch to vote for Joe Biden or Donald Trump (depending on 
which side you’re on). To my chagrin, the conversation in the church does not seem all 
that much different from the conversation outside the church. In this article, I wish to 
interpret current events spiritually. I am no prophet, but I have read enough of Israelite 
history and church history to offer some prophetically educated insight. It is my humble 
desire that perhaps I can help turn our eyes upward. After all,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 
solution is neither in Donald Trump nor Joe Biden, but in Christ Jesus, the King of Kings 
and Lord of Lords. 

In Psalm 51, David asks the Lord for forgiveness for his adultery with Bathsheba. What 
he had done was unforgivable: he stole another man’s wife, had the husband killed (and 
that man was one of his trusted friends), then tried to cover it up by acting as a 
redeemer for the unfortunate widow. One can argue that David was no better than Saul. 
And yet Saul lost his kingdom while David kept his. David asked for forgiveness from 
God, and then at the end of his prayer, he audaciously even asked that God would 
prosper and bless the nation too. And God spectacularly answered David’s prayer! 
Through conspiracy and civil war, David came through unscathed, with his kingdom 
intact. In fact, even his personal reputation was not marred, at least not in his lifetime 
(his sin with Bathsheba most likely went unexposed, though I do not have time to 
develop that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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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is it that David and his kingdom prospered, while countless other monarchs lost the 
kingdom during Israel’s history? The answer cannot be that David was more righteous 
than others (Ps. 51:4-5). No, he kept the kingdom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when 
all is said and done, he loved the LORD. He was a sinner who loved God. He knew that 
the LORD was both just and justifier of the wicked (Rom. 4:5). The same God who 
condemns David in his sin is also willing to shelter him in his mercy. 

This principle applies in the life of every individual, Jews or Gentiles, man or woman, 
slave or free. This principle applies across generations and across culture. It applies 
individually and also corporately. This principle applies to America. If you are looking for 
reasons why this country is in turmoil, there are too many to count. This country of ours, 
just like David, was born in sin, and her transgressions are ever before God. Slavery, 
greed, sexual immorality, etc. The list goes on. There is no point debating over this 
because every person, every country, has enough sin to damn themselves to hell for all 
eternity. If righteousness were the cause for the prosperity of a country, America has no 
ground to expect anything but poverty and suffering (just like every other nation). The 
only hope America ever had in her centuries of existence has been the mercy of God. 
And now, that mercy has been taken from her, not because America is sinful (she 
always has been and always will be), but because she has rejected God. 

America as a nation no longer wants God. Our country used to be a place where 
pastors and church leaders were seen as leaders of our communities and politics. Even 
presidents and governors who did not personally believe in Jesus tipped the hat to God 
and his clergy. The country as a whole respected the Bible and Christian-Judeo values. 
Now, from academic professors to media anchors to politicians, American leaders open 
disdain and mock the name of God. We’ve kicked God out of our schools, out of our 
politics, out of our workplaces, and virtually every public space. 

And then we had the audacity to legalize gay marriage. 

If there ever was a definitive moment in American history when we sealed our own 
destruction, it was in 2015 when this country legalized gay marriage. In Romans 1:21-
27, Paul tells us that when people reject God over and over again, God eventually gives 
them over to their sins. This language of “giving over” means that he allows them to go 
their way without hindrance. 

The truth is that everyone is a sinner. David was a sinner just like Saul. The only reason 
David was not condemned like Saul was that God did not take his mercy from him (Ps. 
51:11). If God were to take his mercy away from David, he would perish just like Saul, 
or anyone else. In our sins, we are always headed for certain destruction. The only thing 
keeping us from destruction is God’s mercy. Thus, if God decides to take away his 
mercy from us, it spells definitive, certain doom for us. 

The sign that God has indeed taken his mercy from a people is that he gives them over 
to sexual immorality, specifically in the form of homosexuality. When you see a country 
get to the point where gay marriage is normalized, that is definitive evidence that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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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now allow this country to do whatever she wants. He will not intervene. In other 
words, he formally accepts this country’s rejection of his Word. 

That being said, our problem is spiritual, not political. The conversation we often have 
today is how to fix our political or social systems – as though our nation would be 
prosperous, if only we could fix one more problem. But even if we fixed the police, or the 
prison system, or the economic system, there will always be another problem to unravel 
the fabric of our existence. The only sure way to ensure our welfare and survival is to 
have God protect us from our own sins. 

Most Christians always seem to just assume that God wants to bless this nation but our 
problems are getting in the way. This interpretation of our current situation is possible, 
but seems less and less likely with each passing day. Instead of seeing God on our side 
against our problems, we need to consider the possibility that God is against this nation, 
and our problems are both the natural result of our own sins, and also God’s active 
judgment against us. God is not here to help; he is here to judge. 

It is my interpretation that those who continually seek to solve this nations’ problems 
“horizontally” are wasting their time. Today it is police killings, tomorrow it is another 
COVID outbreak, the next day a massive school shooting, the next day a resurgent 
opioid pandemic, the next day another recession, the next day hurricanes and 
earthquakes, the next day another terrorist attack, the list is endless. God does not 
bring calamities to a people so they can “solve” the calamities. God brings calamites to 
people so they can repent. Once we repent, God will solve the horizontal problems. But 
if we do not repent, God will bring more and more horizontal problems until either we 
repent or we die. 

A MILLION OTHER THINGS 

When it comes to repentance, let us not primarily concern ourselves with pointing the 
finger at the world and blaming it for all of our problems. Even the legalization of gay 
marriage is trifle compared with the sins that goes on in the church. If the church wants 
to find the culprit for all of our calamities, she needs to look no further than the mirror. 

For it is time for judgment to begin with God's household [1 Pet. 4:17]. 

One of the reasons I reject the social justice movement is that it gives too much 
emphasis to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ssues. Even if it can be granted that there is 
systemic injustice in America that needs to be repented of (see last article for a more 
detailed take on this particular issue), there are more important issues within the church 
that we need to change before we attempt to change the world. We need to take the 
plank out of our own eyes before we take the speck out of the world’s eyes. I will give 
you a few items off the top of my head regarding what I mean. 

First, we do not preach the full gospel. A full presentation of the gospel requires that we 
preach on repentance, judgment, and, by implication, hell. [Mk. 1:14-15, 6:12, Acts 2:38, 
17:30-31, 24:24-25, Rev. 14:6-7]. Anyone who does not emphasize these aspects is not 
presenting a full gospel. From the countless preaching I’ve heard online, in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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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oss various denominations and churches across the country, I can tell you that it is 
extremely rare to find preaching that emphasizes repentance and judgment as Jesus 
and the apostles did. So many Christians want to live out the social implications of the 
gospel, but we have not even gotten the gospel itself down! The social implication of the 
gospel is the absolute epitome of the gospel’s regenerative power. But we somehow 
expect that we can skip the foundations and go straight for the prize. This is the 
equivalent of expecting a child to fly a fighter jet before he has learned to walk. It is 
absurd beyond comprehension! 

Second, we do not pray. Christians so often talk about the “good old days” of the 
revivalists during the Religious Awakenings in American history when souls were being 
saved and society was being changed. But I am curious… why do we seldom mention 
that the leaders of these movements literally spent hours every day on their knees in 
prayer, just like the apostles did [Acts 6:4]? Moses saved and structured an entire 
nation, and he would spend the majority of his day with the LORD in private communion 
[Ex. 33:7-11]. Martin Luther reformed a continent, and he said that unless he spent 3 
hours a day in prayer, he could get nothing done. John Wesley changed a nation, and 
he spent two hours every day in prayer. William Wilberforce ended the slave trade in 
Britain, and credited his efforts to his morning devotions with God, not his political 
acumen. Every great Christian reformer has been a soldier in the prayer closet and has 
emphasized this aspect of his or her life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Perhaps we do not 
mention this because we are lazy. We want the fruit, but we do not want to labor. We 
want all the benefits, but none of the hard work. Christians who boast about wanting to 
make great social changes but do not want to pray are ignorant at best, hypocritical at 
worst. 

Third, we do not preach holiness and the fear of God. Holiness is God’s primary 
attribute [Isa. 6:3, Rev. 4:8]. The fear of God is the primary response on our part [Ps. 
25:14, 33:8, 86:11, 111:10, Eccl. 12:13, Lk. 12:5, 2 Cor. 7:1, 1 Pet. 1:17, 2:17]. The 
Bible goes out of its way to emphasize these features. We, on the other hand, go out of 
our way to avoid them. The fact that the most common objection to the doctrine of the 
fear of God is the doctrine of the “love of God” – as if the love and fear of God are 
dichotomous – is already a failure in itself.  That response is pretty telling of the lack of 
basic understanding that the church has of God and how we are to relate to him. God 
commanded us to love him first and our neighbors second. The problem is the 
evangelical church too often assumes that she knows her God and can just move on to 
the second part of that commandment. It is as if most evangelical churches today read 
the letters of Revelation and automatically identifies itself with Philadelphia. Read it 
again. We are definitely not Philadelphia. We are Laodicea. 

Fourth, we care too much about the approval of the world and not enough about the 
approval of God. If we had to be honest with ourselves, a driving motivation for many 
churches who have adopted the social justice mantra is not actually a concern for racial 
equality. Whatever racism there is today was certainly around ten years ago, twenty 
years ago, thirty years ago. Why is it that so many churches all the sudden care about it 
now? If this cause is worth caring about today, it was worth caring about five years ago. 
The surge in churches chanting for social justice today is less about genuine conc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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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issue and more about wanting to be like the nations around them. They chant 
because it is popular. They chant because they do not want to be criticized. They chant 
because they love the approval of the world more than the approval of God. Even if 
social justice is a biblical cause – which it is not – taking it up for the sake of the world 
rather than God garners no favor from God. In fact, it is the very hypocrisy which Jesus 
condemned in the Pharisees. They prayed not because they loved God, but to show off. 
They gave money to the poor not because they were compassionate, but to show off. 
Everything they did was to show off. This kind of work is not of faith, but of the flesh, 
and it is sin [Rom. 14:23]. 

Fifth, there is too much heresy in the church. Take a browse through the list of 
America’s largest churches. Take a browse through the Bestseller section of most 
Christian bookstores. The vast majority of it is flat-out heresy. Prosperity Gospel. Post-
Modern Liberalism. Business Model Church Growth. Secular Psychology. The list is 
endless. A few years ago, researchers have identified the “Christianity” of younger 
generations today as Moral Therapeutic Deism. In this version of Christianity, their 
conception of God is basically a Santa Claus-like being who wants you to be nice and 
will bail you out of trouble when you need him. Everyone is basically good and when 
they die, they go to heaven. There is no need for repentance or living a righteous life. 
There is no need for atonement for our sins. This kind of theology is not abnormal. This 
is typical of churchgoers today. False teaching has done way more damage to our 
society than bad police officers ever have and ever will. I would love to see churches 
rise up and protest against false teachers. I would definitely join that movement. Social 
justice? That’s going to have to wait (and it’ll be quite a long wait). 

Sixth, a good majority of people who claim to be Christian in our churches are not 
actually converted. Billy Graham once said that if even 5% of those who made a 
decision for Jesus in his crusades were actually saved, he would be happy. A. W. Tozer 
once noted that he did not believe 95% of professing Christians within the American 
church were actually saved. A. W. Pink went as far as suggesting that 98% of self-
professed Christians were not genuinely converted. Something like 80% of our children 
leave the church after they leave for college. How can we expect the world to live 
righteously if those in the church do not even live righteously [Gal. 2:14]? How can we 
seriously point a finger at our neighbor’s house for being on fire while our own house is 
burning to the ground? 

There are plenty more problems in the church, but frankly I am already depressed 
writing this, so I will conclude with this: we need to keep first things first. The church as 
a whole is not right with God. Not even close. No denomination, race, or generation is 
exempt from this. The church does not need to go change the world. The church needs 
to be changed by the Holy Spirit. Until we get right with God first, there is no point 
talking about anything else. On the other hand, if we get right with God, he will take care 
of our physical needs, individually and corporately. 

Seek ye first the kingdom of God and his righteousness, and all these things will be 
added unto you [Matt.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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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问题浅谈（三） 

                                                            

当举目仰望 

无一例外，对当前的抗议、社会公正和系统性种族歧视的争议都卡在社会与政治这根主轴

上。也就是说，人们只用政治眼光来诠释美国正发生的所有事情，对于问题如何解决的争

议最终也变成替乔拜登或唐纳德川普拉票，就看你站在哪一边。让我失望的是，教会里与

教会外的争议没啥区别。在这篇文章里，我希望从属灵的角度诠释当前这些事。我不是先

知，但通读了以色列史和教会史，可以提供一些从先知们身上领受的洞见。希望或多或少

能帮助大家拥有属天的眼光。毕竟，在世界的末了，所有问题的解决既不在川普手里，也

不在拜登手里，而在基督耶稣手里！他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诗篇 51 篇中，大卫恳求耶和华赦免他跟拔示巴犯的奸淫罪。大卫所做的简直不可饶恕：

他偷了别人的妻子，借刀杀了人家的丈夫（那人还是他信任的将军与朋友），然后试图掩

盖这事，假装成至近的亲属要娶那个不幸的寡妇。有人会说大卫不比（被他取代的）扫罗

人品好。扫罗丢了江山，大卫却保住了王位。祷告中，大卫恳求上帝的赦免，末了竟求上

帝祝福他的王国，使其繁荣。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上帝竟然听了大卫的祷告。大卫虽历经

（篡位的）阴谋与内战，却毫发无损，他的王国也安然无恙。甚至，他个人的声誉都没受

损，至少他在世的日子是这样（大卫和拔示巴的奸情当时大概不为众人所知晓，恕我不能

在这里详细论述。） 

为什么大卫和他的王国能繁荣，而以色列历史上其他数不清的国王却丢了江山？答案绝不

可能是大卫比别人更公义（诗篇 51：4-5）。不是！说一千，道一万，归根到底，大卫能

保住江山是因为他是爱耶和华上帝的。大卫是个罪人，但爱上帝。他知道耶和华上帝不仅

公义，而且称罪人为义（罗马书 4：5）出于公义，上帝谴责大卫的罪，出于怜悯，上帝

也愿庇护他。 

这个原则对每个人的生活都适用，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罢，男人也好，女人也罢，奴隶

也好，自由人也罢。这个原则对每个时代每种文化都适用。适用于个人，适用于群体，当

然也适用于美国。如果你想找出这个国家动荡不安的原因，那就太多了。我们这个国家就

像大卫，生在罪中，她的罪恶都摆在上帝面前，无处可藏。比如奴隶制度、贪婪、性泛滥，

诸如此类，数不胜数。争论这些毫无意义，因为每个人，每个国家都犯了许多罪，应该在

地狱里永远沉沦。如果公义是一个国家繁荣的原因，除了贫穷与苦难，美国（就像所有其

他国家一样）没有理由期待得到什么好东西。短短几百年历史中，美国唯一的指望是上帝

的怜悯。现在，上帝的怜悯离开了美国，不是因为美国有罪（美国一直有罪，并且将一直

有罪），而是因为美国拒绝了上帝。 

作为一个国家，美国不再想要上帝。曾几时，牧师和教会领袖在我们的国家被尊为社区和

政治领袖。有些总统和州长即便自己不信耶稣，也敬重上帝和他的仆人。国家整体上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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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尊重基督和犹太教的价值观。而如今，从大学教授到媒体人到政客，美国领袖公然

藐视并嘲讽上帝的名。我们把上帝赶出学校、赶出政坛、赶出职场、几乎赶出所有的公共

场合。 

接着，我们公然将同性婚姻合法化。 

如果说美国历史上存在这么一个时刻，我们封印了自己灭亡的命运，那就是 2015年这个

国家将同性婚姻合法化。使徒保罗在罗马书 1章 21-27节中警告我们，当人一而再再而三

地拒绝上帝，上帝最后会任凭他们在罪中沉沦。“任凭”一词表示人想干嘛，上帝就让他

们干嘛，不加任何拦阻。 

人都是罪人，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大卫是罪人，跟扫罗没两样。大卫没像扫罗被定罪，

唯一的原因是上帝没有收回他的怜悯，没有丢弃大卫（诗篇 51篇 11节）。如果上帝从大

卫收回他的怜悯，大卫会跟扫罗或别人一样，难逃灭亡的厄运。我们都活在罪中，直奔灭

亡而去，唯有上帝的怜悯能救我们脱离灭亡。因此，如果上帝决定收回他的怜悯，我们的

结局就定了，就是灭亡。 

上帝从一个民族收回他的怜悯的标志是他任凭他们放纵性欲，尤其是同性恋。当一个国家

走到同性婚姻合法化这一步，你就知道这是确凿的证据，上帝将任凭这个国家为所欲为。

上帝不再干预。换句话说，上帝正式接受这个国家弃绝他的真理。 

话说到这里，我们面临的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属灵问题。今天，我们常常争论该如何修补

我们的政治或社会体制。以为只要我们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问题，我们的国家就会继续繁

荣。但是，即便我们修补好警察、监狱和经济体制，也会出现别的问题，撕裂我们赖以生

存的社会机体。要想确保我们的生存与福祉，唯一的途径是求上帝保护我们，免得我们陷

在罪中。 

大部分基督徒总是觉得上帝想祝福这个国家，只是我们的问题拦阻了他的祝福。就当前的

形势来看这是一种可能，但随着日子一天天流逝，这种可能性好像越来越小。不应再把上

帝看作站在我们这边帮我们解决问题，相反，我们需要考虑另一种可能：上帝在跟这个国

家作对。我们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犯罪的自然后果，也是上帝正在对我们的审判。

上帝不是来帮忙，而是来审判。 

我的解读是，那些不断试图在“人的层面”解决这个国家的问题的人是在浪费时间。今天，

警察滥杀无辜；明天，会有新一轮的新冠；后天，大规模校园枪击案；接下去是毒品再度

大流行；经济大衰退；台风和地震；恐怖袭击......问题会没完没了。上帝带给一个民族

灾难，不是要他们“解决”灾难，而是要他们悔改。我们要是悔改，上帝就会解决人的层

面的问题。我们要是不悔改，上帝会加给我们更多人的层面的问题，直到我们或悔改，或

灭亡。 

 

其它许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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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悔改，首要的是，我们不要手指着世界，把责任推给社会。比起教会里的罪恶，同性

婚姻合法化算不了什么。如果教会想为我们遭遇的一切灾难找个罪魁祸首，不需要去别的

地方找，只要照照镜子就行了。 

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彼得前书 4章 17节）。 

我反对社会公义运动的一个原因是，它过分强调那些次级和再次级的问题。即使美国真的

存在系统性不公义（请详见《种族问题浅谈(二）》），教会在试图改变世界之前，先得

在更重要的事情上做出改变。去掉世界眼中的刺之前，我们需要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

举几个我目前想到的方面来说明。 

第一，教会没有传讲完备的福音。完备的福音要求我们传讲悔改、审判、以及与之相关的

地狱（马可福音 1：14-15，6：12，使徒行传 2：38，17：30-31，24：24-25，启示录

14：6-7）。任何人不强调这几方面就不是传讲完备的福音。或线上，或线下，我听过美

国不同宗派和教会的无数的讲道。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你很难听到一篇讲道，像耶稣和

使徒那样强调悔改与审判。许多基督徒连福音都没搞明白，就想活出福音的社会果效。福

音的社会果效本是福音的重生能力的绝对典范。我们期待不必打根基，就直接摘果子。这

就像指望一个还没学会走路的孩子去开战斗机一样荒唐而不可理喻！ 

第二，教会缺少祷告。基督徒常常说起美国历史上宗教大觉醒时期复兴主义者的好时光，

那时，灵魂得拯救，社会被改变。我却很好奇，我们为什么很少提到，这些运动的领袖们

都像初代教会的使徒每天花几个小时跪在地上祷告呢（使徒行传 6：4）？摩西拯救了一

个民族，并奠定了其架构，他每天大部分时间与耶和华神单独相处（出埃及 33：7-

11）。马丁路德变革了一个大陆，他说若每天不先花上三小时祷告，别的就什么都做不

了。约翰卫斯理改变了一个国家，他每天要花两个小时祷告。威廉威伯福斯结束了英国的

奴隶买卖，他归功于每天早上与上帝的亲近，而不是他的政治精明。每个基督徒改革者都

是祷告间里的勇士，都强调祷告胜过任何别的事。或许，我们不提祷告是因为我们懒惰。

我们想要祷告的果实，却不想付上祷告的代价。那些吹嘘着要改变世界却不愿祷告的基督

徒，轻则是愚昧无知；重则是假冒伪善。 

第三，教会不讲圣洁，不谈敬畏上帝。圣洁是上帝的主要属性（以赛亚 6：3，启示录 4：

8），敬畏是我们对上帝的主要回应（诗篇 25：14，33：8，86：11，111：10，传道书

12：13，路加福音 12：5，哥林多后书 7：1，彼得前书 1：17，2：17）。一方面，圣经

竭力强调圣洁与敬畏上帝。另一方面，我们竭力回避圣洁与敬畏上帝。事实上，最常见的

反对敬畏上帝的教义就是“上帝是爱”，这种认识本就是一种障碍，好像上帝爱我们与我

们敬畏上帝是对立的两极。这种反应说明教会缺乏对上帝的基本认识，也不知该如何跟上

帝建立关系。上帝命令我们先爱他，其次爱邻舍。问题是，福音派教会常常自以为认识上

帝，而直接跳去爱邻舍了。这就像大部分福音派教会读启示录的时候，自动跟非拉铁非教

会对号入座。再读读吧！我们绝不是非拉铁非，我们是老底嘉教会。 

第四，教会注重世界的认同过于上帝的认同。扪心自省，现今许多教会采纳社会公义那套

说法，其动机并非真正出于关心种族平等。今天的任何种族歧视，十年前、二十年前、三

十年前早就存在。为什么许多教会现在突然关心起种族歧视？如果这个问题值得今天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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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五年前一定也值得关心。今天，教会里社会公义的呼声高涨，并非真的关心这个问

题，而是想效法这个世界。他们喊口号，因为大家都那么做；他们喊口号，因为不想挨批

评；他们喊口号，因为他们贪念世界的认可多于寻求上帝的认可。社会公义不是圣经的理

想，假使是，我们为世界的缘故而不是为上帝的缘故而奋斗，都不蒙上帝喜悦。实际上，

这正是耶稣常常责备的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法利赛人祈祷，不是因为他们爱上帝，而是

想表现；他们施舍给穷人，不是因为他们有同情心，而是想表现。他们做的任何事情都是

为了表现。这种行为不是出于信心，而是出于情欲。这是罪（罗马书 14：23）。 

第五，教会有太多异端。上网搜一搜美国最大教会排名，搜一搜基督教书店畅销书排名，

你就会发现绝大多数是彻头彻尾的异端。比如成功神学，后现代自由主义，商业模式的教

会增长，世俗心理学......数不胜数。几年前，学者们把现今年轻一代的“基督信仰”叫

做道德治疗法。在这种所谓的基督信仰中，神基本上就像圣诞老人，他想你乖乖的，当你

需要他时，他就来帮你解决麻烦。每个人基本上都是好人，死了就上天堂。不需要悔改，

不需要过公义的生活，不需要为我们的罪付上赎价。今天，这种神学观点在教会中并不罕

见，甚至成为典型。比起几个坏警察对社会造成的伤害，错误的教导造成的伤害更大更严

重。我倒是想看到教会起来抗议假教师。我一定会加入那个运动。至于社会公义的抗议？

先等等吧！可能会等很久。 

第六，教会里相当一部分自称基督徒的人没有真信。葛培理牧师曾说，在他的布道会决志

信耶稣的人中间，若有 5%真正得救，他就很高兴了。A. W. Tozer 认为美国教会中 95%自

称基督徒的没有真的得救。A. W. Pink 甚至认为 98%自称基督徒的没有真正相信。当我们

的孩子离开家上大学后，差不多 80%会离开教会。如果教会里的人都活不出公义，我们怎

能指望世人活出公义（加拉太书 2：14）？如果我们自己的家都被烧成灰了，我们怎能指

着邻居家说那儿失火啦？ 

教会还有许多问题。坦白地说，写这篇文章已让我感到郁闷。我想以此作为结尾：我们要

把重要的事情放前面。教会作为整体没有和上帝建立正确的关系，而且大错特错了。每个

宗派，每个种族，每个时代都错了。教会需要被圣灵来改变。要是我们不摆正跟神的关

系，谈论别的事情没有任何意义。反过来，如果我们摆正跟上帝的关系，上帝会眷顾我们

身体的需要，无论个人也好，集体也罢。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福音 6：33） 

 

 

Race issue 4. 

SOCAIL RENEWAL GOD’S WAY 

I do not wish readers to interpret my writings as saying that I do not care about the welfare of 

my community at all and if it burns down, then so be it. There is a biblical manner to change 

society for the better and increase the spiritual, economic, educational, physical welfare of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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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s. After all, let us not forget that Christians were primary leaders in the abolitionist 

movement. Christians created all the majo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this country. Christians 

were responsible for having built almost all of the hospitals in Africa. Christians were 

responsible for instilling the notion of human rights in our moral system. Christians were 

pioneers in the establishing of social welfare programs and orphanages. Christians have done 

such services for society as ending slave trade to staving off political revolutions. 

However, what many Christians do not understand, or refuse to understand, is that these are 

side-effects of the Great Commission, not the goal of the Great Commission. To give you an 

analogy: a runner who wants the trophy must run to the finish line. The finish line is the goal, 

the trophy is the prize. If he were to run to the trophy table where the trophy is in an attempt 

to obtain the trophy, he would be disqualified from the race. You run to the goal and get the 

prize as a result. You do not run to the prize, you would get disqualified. 

Spiritually, this principle must be recognized in our conversation about social reform of any 

kind. The world right now operat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hange the system, and you can 

make life better.” This is fundamentally flawed because it denies the sinful nature of man. 

Biblically speaking, the greatest obstacle to societal flourishing is not inadequate laws, but the 

sinful nature of man. 

Take Israel, for example: The Mosaic Law given to Israel was perfect (Ps. 19:7-9). Its has 

proscribed moral behavior, religious norms, and civil-societal expectations. Israel was a 

theocracy; thus, her laws were spiritual and political. And all of it is perfect – as a Christian, you 

are not allowed to disagree with this. And yet, Israel’s history is one of apostacy, moral 

corruption, and calamities –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s. They changed their political 

structure. They changed dynasties. They changed kings. They changed political allies. And yet 

they failed over and over again. The law was not able to save them. Even though they had a 

perfect set of laws, they still never had a just society. The problem was not ultimately the 

system or the institutions, the problem was the sin in the heart of man. 

That’s why Jesus had to come and die on a cross. God had always been, and he always will be, 

concerned about having a just and righteous society. But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just society, he 

needed to deal with the sin of the people in the society. Jesus came and paid for our sins on the 

cross. The Holy Spirit then regenerates our hearts so that we can be the kind of righteous 

people who will actually obey the law. 

The worldly way of changing society is top-down. It thinks that by changing laws and structures, 

society will flourish. The biblical way of changing society is bottom-up. The gospel changes 

individuals one by one. Then families, then neighborhoods, then cities, states, and nation. You 

cannot build a house without first making individual bricks. 

That is why preaching the gospel and saving souls is not incompatible with social change. We 

preach the gospel and seek for individual regeneration. The more individual souls conve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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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anctified, the more positive societal changes will follow as a natural result. But we must 

make sure that we pursue the goal and not the result. 

SHOULD WE APPROPRIATE UNBIBLICAL IDEOLOGIES? 

This brings me to another question: should Christians affirm or appropriate antibiblical 

organizations’ methods and values, even if there are some things that they affirm? In particular, 

I have in mind the organization Black Lives Matter (BLM). 

My answer: most definitely not. 

It is one thing to affirm that the lives of black Americans are important and to be treated with 

dignity and respect, just like everybody else – and all Christians should affirm this; this should 

be taken for granted. It is altogether another thing to affirm the organization that is BLM. A 

survey of their official website shows various anti-biblical positions and beliefs that no Christian 

can affirm. Among these include 

1) Their desire to dismantle “heteronormative thinking and beliefs,” which would seem to 

mean that they object to the notion that heterosexual beliefs and way of life should be 

considered normal and homosexual lifestyles abnormal.  

2) Their desire to dismantle the nuclear family structure. According to BLM, it is a 

“western” social construct. I don’t know how any person from Asia (or Latin America or 

Africa) can read this without scratching his or her head. 

3) To top that off, maybe I’ve read too much Chinese history, but there are too many 

phrases and words in their statement that makes me uncomfortable. “Beautiful struggle 

that is restorative?” That seems to imply that political/tribal struggle itself is a necessary 

part of history and social equilibrium. How about the term “comrade?” Seriously, who 

uses the word “comrade” here in America?! I have literally never heard this term used 

vernacularly in my 20+ years of being in this country. This sound like something taken 

straight out of Mao’s Little Red Book. 

Now a common argument is that we can support a movement as long as it has items that we as 

Christians can agree with. For example, BLM affirms freedom and justice for all. Is that a value 

to be affirmed as Christians? At face value, yes. However, that statement does not stand by 

itself. It grows out of a Marxist ideology that is incompatible with Christianity. You cannot 

analyze a value or an action by itself without identifying where it is growing out of. 

Take the biblical example of sabbath. Paul at times forbade keeping special days (Col. 2:16). At 

other times, he allowed it (Rom. 14:5-6). What accounts for this divergent practice? In the 

former case, false teachers had infiltrated the Colossian church and were teaching worldly 

ideologies. These ideologies were incompatible with Christian ideology. Keeping special days, 

including Sabbath, merely became one of the applications of this worldly ideology. In 

submitting to special days, the Colossians would be submitting to the entire false ideology 

wholesale, which is to deny Christ. However, in the latter case with the Roman Christians, some 

Christians kept it because they had grown up with it (usually Jews), and thus it was a 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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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bit that they kept with them even after they converted to Christianity. While Paul did not 

allow them to force it upon other Gentile Christians as necessary for salvation, there was place 

where they could practice Sabbath keeping within biblical bounds. Thus, the Sabbath keeping 

was not an application of a worldly ideology, but simply one of personal preference that does 

not compromise or challenge the Christian worldview. Sabbath keeping takes on different 

significance depending on the context. In contexts where it does not challenge the Christian 

worldview, it is fine. But when it is practiced as part of an expression of an anti-Christian 

worldview, it is unacceptable. 

Similarly, when it comes to racial equality, the affirmation that “black lives matter” is, at face 

value, appropriate and non-negotiable. But when we analyze the context in which it is affirmed, 

the meaning takes on a whole new dimension. The kind of racial equality being advocated 

today does not just pertain to legislative reforms on police conduct – which can appropriately 

stand as an issue in a less polarized conversation. The advocacy of “equality” today is an 

application of Marxist ideology. In the Galatian dilemma, Paul says that to submit to 

circumcision is to submit to the entire ideology behind it (Gal.5:3).  Similarly, to affirm the BLM 

movement is to affirm the entire Marxist ideology behind it. 

Some may criticize my analysis as being too heavy. Let me just put it this way: if a Neo-Nazi 

party started to gain political momentum next year and they affirm heterosexual marriage, they 

oppose abortion, they support freedom of religion, but they also believe that all people of color 

are inferior and should not be allowed to vote or hold office. Should you support such a 

movement? I do not know too many people who would affirm such a party. There are things 

you can affirm, but the overall movement has an ideology behind it that is anti-biblical, and to 

support the movement in part will de facto support it in whole.  

I anticipate some familiar objections at this point, so let me try to identify them and then 

address them. 

1) We cannot affirm everything a party stands for, so at the end of the day, we must pick 

and choose which are important and not worry about the one’s we disagree with. 

2) There are good and bad cases/items/individuals in every movement. It is inevitable. 

Let’s not take bad examples and normalize them. Otherwise we cannot ever support a 

movement. 

Regarding the first objection, it is true that we will never agree with everything in a movement. 

In fact, even in the church, rarely do individuals in a denomination agree with everything taught 

in that denomination. But there are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ssues. In regard to the 

BLM movement, the underlying Marxist ideology is not a small issue, it is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The same can be said regarding the issue on LGBTQ and nuclear family structure.  

Regarding the second objection, it is true that any movement cannot be defined by the 

individuals in the movement. Some violent individual protesters do not define every protester 

or the BLM movement as a whole. That is true. However, when you have a website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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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ement’s official statement of beliefs clearly written out, that is very representative of the 

movement. When the leaders of BLM publicly affirm that they are “trained Marxists” and that 

the underlying ideology of the movement is Marxist, that is very representative of the 

movement. 

In conclusion, should we as Christians affirm justice – biblical justice – for all peoples? Yes. 

Should we rejoice and desire the welfare and flourishing of our own communities and nation as 

a whole? Yes. Should we affirm the dignity and humanity of people of every color? Yes. But the 

proper approach is not to be found in participating, supporting, or even “going along with” anti-

biblical movements. God already has a plan to address all of these issues that we as humans 

deeply long for. We need to focus on the regeneration of souls, which comes through the 

preaching of the gospel. If we instead drink from other wells, not only will we find our efforts 

ineffective, but in the long run, these ideologies will destroy both the unity and doctrinal 

integrity of the church. 

 

 

种族问题浅谈（四） 

社会复兴的上帝之法 

我不希望读者误解我前几次写的，说我不关心我所属的团体的福祉，即使她要被毁了，也

任她被毁。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说的是圣经的方式会让社会变得更好，能为所有族群增

添属灵的、经济的、教育和物质的福祉。请不要忘记，领导废奴运动的是基督徒，创办这

个国家主要学府的是基督徒，建造非洲绝大部分医院的是基督徒，为我们的道德体系注入

人权理念的是基督徒；建立孤儿院和社会福利项目的先驱是基督徒；废除奴隶买卖，从而

避免了政治革命，为西方社会做出巨大贡献的也是基督徒。 

然而，许多基督徒不明白也不想明白，这些是遵行大使命的副产品，却不是目标。打个比

方，一位运动员要想拿奖杯，就得冲过终点线。终点线是目标，奖杯是奖品。如果运动员

为了拿奖杯而直接冲向奖台，就要被取消参赛资格。赛跑要冲终点跑；赢了自然拿奖；不

能冲奖品跑，那样会被取消参赛资格。 

我们讨论任何形式的社会改革，都必须认定这个属灵原则。这个世界恰恰相反，是在“改

变体制就能改善生活”的框架内运作。这种观念根子上错了，因为它否认了人的罪性。圣

经上说，社会繁荣的最大障碍不是法律的不完善，而是人的罪性。 

就拿以色列说，上帝赐给他们的摩西律法是完美的（诗篇 19：7-9）。凡不符合上帝标准

的道德行为、宗教规范和公民的社会期待，诫命都禁止了。以色列是个神权国家，她的法

律具有属灵和政治双重性，在这两方面都完美无缺。如果你是基督徒，就不能否认这点。

可是，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以色列的历史就是一部背道史，道德堕落史和灾难史。为了

解决灾难，他们改变政治架构，不行就换人做王，再不行就改朝换代，还不行就换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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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都试了，什么都行不通。律法救不了他们。尽管他们拥有完美的律法，却从来没有过

一个公义的社会。追根溯源，问题不在体制，不在机构，而在人的心里。人心里的罪是一

切问题的根源。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来，还要死在十字架上。无论过去还是将来，上帝一直希望人有一个

公平与公义的社会。为了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上帝先要解决人的罪。耶稣来了，在十字

架上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随后圣灵使我们重生成为义人，才能真正的守住上帝的律法。 

社会变革的世俗之法是从上到下。世人认为，只要改好法律和结构，社会就欣欣向荣。社

会变革的圣经之法是从下到上。福音改变着一个接一个的个人，再改变家庭，然后是社区、

城市、州和国家。不先制好砖头，怎能建好房子？ 

因此，传福音救人灵魂与社会变革并不抵触。我们传福音，使人重生。越多的灵魂悔改归

向基督，得以成圣，越多正面的社会变革就随之而来。但，我们要确保我们追求的是目标，

而不是目标所产生的结果。 

我们要把不合圣经的思想拿来用吗？ 

这就引出另一个问题：基督徒要支持，甚至借用世人所认同的反圣经机构的方法与价值观

吗？特别是“黑人的命也是命”组织(BLM)。 

我的回答：坚决不！ 

支持黑人生命宝贵，应该待他们以尊严与尊重，像待所有人一样，是一码事。每个基督徒

都该应该支持。这是理所当然的。支持 BLM组织是另一码事。要是你细察他们的官网，就

会发现各种各样的反圣经的观点和信念，是基督徒无法认同的。我举几个例子。 

他们想拆除“异性规范的思想与观念”。也就是说，他们反对将异性恋的观念与生活方式

当正常，也反对把同性恋的生活方式当不正常。 

他们想拆毁核心家庭结构。BLM 宣称，这是“西方”的社会构成。我不晓得有几个亚洲人、

拉丁美洲人或非洲人读了这话不会皱眉头。 

更有甚者，也许因为我中国历史读的多了点，怎么觉得 BLM的宣言中的遣词造句不太对劲

儿。比如，“具有恢复性的美好的斗争”，似乎在暗示政治与种族斗争是历史的必然，是

达到社会平衡的必须。还有“同志”一词。开什么玩笑，在美国谁用“同志”？我在美国

生活了二十多年，从来没听过谁用这种称呼。听起来像他们直接照抄毛泽东语录。 

眼下一种常见的观点是，只要某个运动中有基督徒认可的一些观点，我们就可以支持这个

运动。比如，BLM 支持所有人都有自由与公义的权利。基督徒要不要支持这种价值观？表

面上看，要。但是，这个宣告并非自成一体，它出自与基督信仰不相容的马克思主义。我

们不能单看一种价值观或行为本身，还要弄清它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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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圣经上安息日的例子。使徒保罗有时禁止守特殊的日子（歌罗西书 2：16），有时又

允许（罗马书 14：5-6）。为什么前后的做法不同？前者，假教师混进歌罗西教会，教导

世俗的理念，与基督教的理念不相容。守特殊的日子，包括安息日，仅是世俗理念的一项

具体要求。歌罗西人要是守特殊的日子，等于顺从世俗的理念，否定耶稣的救恩。后者跟

罗马基督徒的生活习惯有关。有些基督徒，通常是犹太人，从小到大守惯特殊日子，成了

文化习俗，归信耶稣后，仍保留了这些习俗。保罗不让他们把这些习俗当成得救的必须条

件强加给外邦人，但允许他们在圣经范围内守安息日。这种情况下，守安息日不是实践世

俗的理念，仅仅是个人的喜好，并没有妥协基督徒的世界观。取决于不同的背景，守安息

日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一种背景下，它没有挑战基督徒的世界观，没问题。另一种背景下，

守安息日表达了一种反基督教的世界观，那就不能接受。 

同样，论到种族平等，支持“BLM”表面上看是合适的，没的说。但是，如果我们把“BLM”

放在它的背景下仔细分析，就明白这种“支持”的意义与我们的初衷大相径庭。他们倡导

的种族平等不仅关乎立法改革，重新定规警察的行为--这点适合在非极化的氛围中讨论。

今天所鼓吹的“平等”是要实践马克思主义。如果我们要倡导平等，可以在不同的初衷背

景下去做。但若简单地迎合时下世俗的“平等”，就不仅仅是支持某项议题，而是在支持

它背后的整个理念。 

有人可能批评我话说得太重。让我换个方式来说：假设新纳粹党明年开始得势，他们肯定

异性婚姻，反对堕胎，支持宗教自由，但也相信所有有肤色的人都是劣等人种，不能有选

举权，也不可参政。你要不要支持这种运动？我猜支持这种政党的人不多。其中的一些观

点可以支持，但整个运动背后的思想却是反圣经的，因为认同它的部分观点而支持它，等

于完全支持它。 

预计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我列出一些常见问题，试着解答一下。 

我们不可能支持一个政党的所有观点。最终，我们必须选择什么对我们最重要，抓住要

点，不必顾虑我们不能认同的那些观点。 

每个运动都有好人坏人，都有好的例子坏的例子，好的议题坏的议题。这是难免的。我们

不能单挑坏的例子，以偏概全。否则，我们什么运动都支持不了。 

关于第一种反对意见，确实，我们永远不能认同一个运动所代表的一切。事实上，即使在

教会里，无论哪个宗派，也很少有人同意那个宗派所有的教导。但是，我们可以把议题划

分成主要的，次要的，更次要的。谈起 BLM运动，它深层的马克思主义绝不是小问题，那

是明明摆在眼前却被人们忽略的事实。说到 LGBTQ (字母分别代表女同，男同，双性，变

性，不确定）和核心家庭的问题，同样的道理。（我们讨论问题，不能抛开背后的深层的

理念。） 

关于第二种反对意见，确实，任何运动都不能被参与运动的个体所定义。一些暴力抗议者

不能代表所有的抗议者，也不能定义整个 BLM 运动。这话不假！但是，BLM 在其官网上明

文昭告他们的信仰，这总能代表这个运动吧。BLM 领袖公开宣告他们是“受训的马克思主

义者”，马克思主义是此运动的基本理念，这应该完全能说明这个运动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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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作为基督徒，我们要不要支持所有人都享有公义权，符合圣经的公义？当然！我们要

不要追求并享有我们社区乃至整个国家的繁荣与福祉？当然！我们要不要支持所有肤色的

人同享为人的尊严？当然！但是，正确的方式不是参与、支持或随从反圣经的运动。上帝

早有方案，来解决人内心的渴求。我们应当专注通过传福音使人的灵魂得重生。如果不是

从上帝之井喝这生命之水，我们将发现不仅我们的工作缺乏效率，而且长远看，那些思想

会摧毁教会的合一与教义的完整。 

 

 

Race issue 5. 

THE NEED FOR COURAGE 

The greatest lack in the conversation about social justice today is no longer exegesis. Among the 

evangelical intelligentsia, all the back-and-forth regarding this issue have been laid bare. What is 

lacking is courage to speak the truth. There are plenty of Christians who are afraid to speak up 

against social justice. And recently, more and more leaders have caved in, even those who do not 

actually believe in social justice. 

I hear a lot of rhetoric today about how we need to “speak up for the voiceless” and to “stand up 

for the powerless.” I absolutely agree with this statement. However, this is applied – without 

exception – to those with less privilege on the economic and historical axis (i.e. people of color, 

especially blacks). There are two problems with this. First, we do not live in the 18th century. 

History has shown over and over again that those who have no power can gain power and those 

with power can lose it overnight. 

Second, power is not univariate. Power can operate across multiple axis. For example, a 250-

pound athlete has more physical power over the average human. A billionaire has more financial 

power over the average employee at his company. A beautiful woman at a party has sexual 

power over the men who want to date her. It is not uncommon to see an unattractive, but rich, 

man in a marriage where the wife wears the pants. Money is not the only avenue of power. 

There is an obvious truth that no one is willing to admit out loud: the heterosexual white man, for 

all of his economic, historical, and demographic privileges, is the most voiceless and powerless 

person in the current cultural milieu regarding any civil discourse pertaining to race. If a white 

man disagrees with the political ideologies of the radical leftists and Black Lives Matter agenda, 

he is instantly labeled a racist, or a sexist, or a homophobe, or xenophobe (the list always grows 

with time). This happens both outside the church and inside the church. The only difference is 

that in the church, we are nicer about it. We do not call him an outright racist, merely 

“insensitive” and “unloving.” 

No matter how much biblical and statistical data he procures, the white man is only correct in so 

far as he has an intersectional figure standing behind him agreeing with him. The white man can 

say the exact same thing as an intersectional figure, but his testimony carries half the weight. 

Funny enough, this rather reminds me of Jesus in his days, when a woman’s testimonies cou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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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half that of a man’s. And Jesus wanted nothing to do with that. Dishonest exegetes love to 

misapply this example to say that God favored women, as if we share the exact same context as 

first century Israel. God does not favor women over men, or Gentiles over Jews. God wants 

impartiality for everyone. In Jesus’ days, it just so happens that women and Gentiles faced 

partiality. In today’s public square, it is not women and Gentiles, but the cis-gendered, 

heterosexual, white man. 

I used to get frustrated at white evangelical leaders for not speaking up against the social justice 

issue. But I no longer do so. They are intimidated. They are scared. They do not check enough of 

the intersectional boxes to speak up for themselves. But perhaps I do. Whatever anyone else 

dares to boast about- I am speaking as a fool- I also dare to boast about. Are they oppressed by 

the white man? So am I. The largest lynching in America was against the Chinese in 1871 in LA 

California (and let us not forget about the Opium Wars). Are they Marxists? So was I. Born and 

raise in Communist China, I was bowing to Mao and Marx since I was a kid. Are they woke? I 

was more. I went to, very possibly, the most liberal college in America (my girlfriend at the time 

opened for Gloria Steinem at a feminist conference! I wasn’t converted at this point in my life). 

To my Asian brothers and sisters (though not exclusively to them, feel free to wear the shoe if it 

fits), many of you know what’s really happening today in America. Many of you know what’s 

happening to our churches. You know that movements like BLM and the leftist ideologies are 

infiltrating into the church. But you just don’t want to call it out. And you make various excuses 

for staying silent. 

“Oh, it’s a nuanced issue! There are good things that they affirm!” Yes, there is some. Is there 

racism in America? Yes, there is. [But whatever racism there is needs to be founded on disparate 

actions toward different groups, not disparate results.] The ideologies that stand behind this push 

for “social justice” is not biblical, it is secular. The overall movement is a trojan horse. Just 

because you can agree with some end goals of these movements does not mean that you should 

fuel the fire that will ultimately enslave an entire nation to a godless worldview. You cannot, out 

of agreement for 30% of a movement, support or enable the other 70% that is completely wrong 

and unbiblical. At best, to do so is to obtain a temporary goal while giving up the entire fabric of 

Christian-Judeo ethical program for our churches and our nation. You trade your birthright for a 

pot of stew. 

I see so many church statements now that try to “tread the line.” Leaders will post black squares 

on their Facebook, so people on the left will let them alone. But then they’ll qualify their support 

for the BLM organization itself, and thus people on the right will let them alone too. Leaders 

vaguely “stand with the oppressed” without ever willing to go into details about what that means. 

Then they qualify their objection to the violent aspects of the protests. It is like you want to have 

your cake and eat it too. Do you even care about the issue at all? Or are you simply just 

interested in not being bothered so you can just go home and binge watch the next episode of 

your favorite Netflix show? 

There is nuance within individual cases of police shootings, granted. But if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underlying ideological battles taking place in the spiritual realm, the lines could not be any 

clearer. Are we going to affirm a systematic worldview founded on God’s word, or o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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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istic worldview founded on equality of outcome with little to no regard for individual 

agency? There are only two sides. Whatever nuances has to be qualified into the worldview after 

the basic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are set in place. 

Here’s another excuse: “This really isn’t about us. Racial tension is between whites and blacks. 

Maybe I should just sit this one out.” No one says it like this, but that is how many Asian 

Christians feel. I know because I have felt the same temptation. This thought is so theologically 

pathetic and historically illiterate that I have no choice but to say the quiet part out loud. 

They are coming for you next. 

The entire ideology is not really about white vs blacks. It’s about privilege vs less-privilege. It 

just so happens that white people have the largest portion of the pie… for now. They’re coming 

for the white people, and after that, they will come for the Jews, then they will come for you.  

Let’s not forget the words of Martin Niemoller, the German pastor who sat out during the Nazi’s 

rise to power: 

"They came first for the Communists,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t a 

Communist. Then they came for the Jews,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t a Jew. 

Then they came for the trade unionists,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t a trade 

unionist. Then they came for the Catholics,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 a 

Protestant. Then they came for me, and by that time no one was left to speak up." 

“White” does not mean skin color anymore, folks. “White” simply means those who 

disproportionately benefit from the American social-political machinery more than other groups, 

i.e. the rich. You think the leftists don’t know that Asians go to most of the elite schools in this 

country?? And even if they let you off because you’re a person of color, they will come for you 

because you are a Christian. They will come for you because you believe in traditional marriage. 

They will come for you because you believe in the nuclear family. They will come for you 

because you believe in two-sexes. They will come for you because Cultural Marxism and 

Christianity do not mix like water and oil do not mix. And this is true for black and brown 

Christians who do not toe the line either. 

Many reading this now will not agree with my analysis of America, and will probably be angry. I 

hold no grudge for those who in good conscience disagree with me, and I think Christian 

integrity demands that we show patience in the form of civil discourse. I trust in God’s 

sovereignty to work everything for the good of those who love him. 

Many reading this know what I’m writing is true. And you want to stand up for the truth. But 

you just do not want to be called a racist, or a twinkie, or an Uncle Tom. You are afraid to speak 

up. Or you don’t know how to say it. Or you have allowed the truth to be suppressed at the hands 

of a thousand qualifications. Or you are afraid of losing friendships that you hold to dearly. I get 

it. I sympathize with you. I am not suggesting that anyone go Rambo on twitter or on your social 

media. But at the very least, you cannot shirk from what you believe. And if you are a leader, 

you do have a responsibility at the very least to your own circle of influence (esp. your church 

and smal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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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also going to keep it real with you: I’m not optimistic about where our country is headed. I 

cannot say that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great apostacy in 2 Thess. 2:3. But I also cannot tell 

you that you will not eventually get put in a concentration camp at some point. You might be 

killed. You will definitely be silenced. Christianity is not for the faint of heart. But those who 

endure to the end will gain their lives. 

Blessed are those who are persecuted because of righteousness, for theirs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 Matt. 5:11 

As for those leaders who know the truth but purposely choose to shirk from their prophetic 

duties, who affirm truths only when it is convenient, who selectively give disproportionate 

weight to certain truths, who peddle half-truths, who massage every ounce of biblical truth with a 

pound of sociological citations, and fear the disapproval of the world more than the disapproval 

of God, do remember these words: 

But to the cowardly and unbelieving and abominable and murderers and sexually immoral 

and sorcerers and idolaters and all liars, their place will be in the lake that burns with fire 

and sulfur. This is the second death.” [Rev. 21:8] 

When Jesus comes back, the first ones he will send to hell are the cowards. The last ones he will 

send to hell are the liars. 

 

种族问题浅谈（五） 

我们需要勇气                 

今天，关于社会公义的讨论中最缺的不是内容的诠释，福音派学者已经在来回的争论中将

问题讨论得很清楚。真正缺的是说真话的勇气。太多的基督徒不敢公开反对社会公义。最

近，越来越多的教会领袖也屈从压力，随波逐流，尽管他们并不认同社会公义。 

现今有许多豪言壮语，说应该“为无话语权者发声”，“为弱势者维权”。我绝对赞同这

些口号。然而，毫无例外，这些言论是用经济地位和历史遭遇这根轴线去划分弱势群体，

像（经济上处弱势地位或历史上曾遭不公待遇的）有色族裔，尤其是黑人。这种做法有两

个问题。第一，我们不再是活在 18 世纪。历史一再证明，没有权力的人可以获得权力，

拥有权力者也可以一夜之间失去权力。 

第二，权力不是（只关乎金钱的）单变量函数，而是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一位

250 磅的运动员比普通人的体力更强，一位亿万富翁比他公司里的雇员的经济支配权更大。

派对上一位美女比想和她约会的男士的主动权更大。有些男人其貌不扬，却很有钱，在家

里对妻子言听计从，这也很常见。可见，金钱不是获取权力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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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却没有人愿意公开承认，那就是在目前的文化环境中，异性取向

的白人男性由于在经济地位、历史成因和人口比例上所占的优势，在种族平等的议题上反

而成了最没话语权、最弱势的群体。他如果不认同那些激进的左派的政治理念或者“黑人

的命也是命”(BLM) 的诉求，马上就会被贴上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同性恋恐惧者、

排外主义者等标签（此类标签总是与日俱增）。教会内外都一样。唯一的区别是，在教会

里会显得客气点，不直说他是极右的种族主义者，只说他“不够敏感”，“缺乏爱心”。 

不管那个白人男性提供多少圣经根据和统计数据，除非有一位具有多重背景的人站出来支

持他，要不然他的意见就不被认同（编者注：在白人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异性取向的

白人男性只具有单一背景，黑人女性具有黑人和女性双重背景，黑人女性同性恋就具有黑

人、女性和同性恋三重背景）。同样的话从白人男子口里说出来时，只会受到一半的重视。

有意思的是，这让我想起耶稣那个时代，女人的见证只有男人的一半分量。耶稣不赞同这

种做法。有些错误的解经者完全忽视了当时的背景，误用这个例子，说耶稣偏爱女性。其

实，耶稣并不偏爱女性多过男性，也不偏爱外邦人多过犹太人。耶稣愿以公平对待所有人。

耶稣的时代，遇遭不公的是女性和外邦人。今天的公众领域内，受歧视的不是女性和外邦

人，而是顺性别、异性取向的白人男性。 

我曾对白人福音派领袖不敢发声对抗社会公义感到沮丧，现在不了。他们受威胁，所以害

怕。他们不具备足够的多重背景，无法为自己发声。也许，我这个具备多重背景的人可以。

这样说有点傻，但那些人敢鼓吹的，我也敢吹。他们的先人曾被白人欺压吗？我也是！美

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种族屠杀是 1871 年在加州的洛杉矶针对华人的，别忘了还有鸦片战争。

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也曾是！我生在红色中国，长在红色中国，小时候还得向毛和马

的照片鞠躬。他们是觉醒者？我曾经更是！我上的大学很有可能是全美最自由派的。我当

时的女朋友在一场女权运动大会上为邀请来的 Gloria Steinem（活跃的女权运动人士）

做开场白。那时，我还没有归信耶稣。 

亚裔弟兄姐妹们（当然不限于亚裔，请自行对号入座），你们大多知道美国今天到底正在

发生着什么，也知道今天在教会正发生着什么，你们眼看着 BLM和左派思想渗进教会，但

不愿意指出来，找各种借口继续保持沉默。 

 “哦，些须小事！他们支持的也有好东西！”是，有些好的方面。美国有没有种族歧视？

有。但不管怎样的种族歧视，都要看对待不同种族的不同行为，而不是看不同结果。当前

的社会公义的诉求背后的观念并不符合圣经，而是世俗化的。整个运动就是一个特洛伊木

马。仅仅因为认同这些运动想要达到的部分目标，并不意味着就该火上浇油，让整个国家

最终被无神的世界观奴役。不能为了认同的 30%，就支持并使其余 70%成为可能，那些是

完全错误、不合圣经的。这样做充其量只能达到短暂效果，却是以牺牲国家和教会的整个

基督与犹太教的道德内涵为代价。这样做与以扫没啥区别，等于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长子

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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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现在很多教会的声明都在“打擦边球”，试图两边都不得罪。教会领袖们在脸书上贴

黑方块，好让左派放他们一马。然后，他们说他们只是支持 BLM这个组织，这样右派也不

难为他们。他们含糊其辞地“支持受压迫者”，却不愿透露细节，也反对抗议中的暴力行

为。一块蛋糕，你们既想留着，又想一饱口福。你们真的在乎事件本身吗？还是你们只想

不受任何骚扰，每天回家安心刷剧？ 

毫无疑问，每次的警察枪击事件都有细微的差别。但是，如果我们在属灵层面谈潜在的理

念之争，差别再明显不过了。我们是要坚守一个以上帝的话语为根基的世界观体系，还是

要支持一个不看个体性、只追求结果平等的社会主义世界观？只有两个立场。我们应该先

确定理念基础，随后所有细节差异都应该纳入该世界观中考虑。 

还有另一个借口：“这真的不关我们啥事。白人和黑人之间有种族张力，也许，我应该置

身事外。”许多亚裔基督徒嘴上不这么说，心里却这么想。我咋知道？因为我心里冒出过

同样的念头。这种想法，从神学角度来说是懦弱的，从历史角度来说的无知的。我不得不

把这些藏着掖着的说出来。 

他们接着会冲你来。 

这个运动的整个理念并非真正关乎白人与黑人，而是关乎特权与非特权。只是眼下，白人

恰好占了蛋糕的最大一份，他们就冲白人来；解决了白人，他们会冲犹太人来；解决了犹

太人，他们就会冲你来，因为你将是那个占有蛋糕最大一份的。 

别忘了纳粹兴起、攫取权力的时候，德国牧师马丁.尼莫拉也袖手旁观，事后沉痛地忏悔： 

 “起初，他们抓共产党人的时候，我沉默了，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当他们抓犹

太人的时候，我沉默了，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抓工会会员的时候，我沉默了，

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当他们抓天主教徒的时候，我沉默了，因为我是新教徒。最

后当他们抓我的时候，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各位，“白种”不再单指肤色了。简单地说，“白种”指那些从美国的社会与政治体制中

不成人口比例地获得更多利益的人群，比如富豪。（利益不单指财富。）别以为左派不知

道亚裔上名校的比例不成比例的高！即便因为你是有色人种，他们暂时放你一马，迟早会

冲你来的。不为别的，就因为你是基督徒；即使你不是基督徒，他们也会因为你认同传统

婚姻而冲你来；即使你不认同传统婚姻，他们也会因为你认同核心家庭而冲你来；即使你

不认同核心家庭，他们也会因为你认同两种性别而冲你来。因为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基督

信仰不兼容，就像水与油融不到一起。即便黑人和黄种人基督徒，只要不跟他们站队，都

不会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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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读者可能不认同我对美国的分析，甚至还会生气。对于那些出于良知而不认同我的

人，我心里没有芥蒂。相反，我认为基督徒的正直要求我们在民间对话中保持耐心，也相

信上帝掌管一切，叫爱祂的人得益处。 

许多读者知道我写的是事实，也愿意为真理发声，但不想被扣上种族主义者、面黄心白的

虚有其表者、或汤姆大叔（对白人卑躬屈膝的黑人）的帽子。所以你害怕，不敢发声。或

许，你不知道怎么说；或许，你找到一千种理由把真相给压下去；或许，你害怕失去你很

珍惜的友情。我懂，也同情你。我没要大家去推特或其它社交媒体上当硬汉，但最起码你

不能回避自己的真实想法。如果你是一位领袖，你有责任在你的圈子里（比如教会和小组）

发挥影响力。 

我要跟你说真话：我对我们国家未来的走向并不乐观。我不能说现在就开始了帖撒罗尼迦

后书 2 章 3 节所说的“离道反教的事”，但也不能保证你不会在某个时间点被扔进集中

营。你可能还会被杀害。但肯定会被噤声。基督信仰不是为胆怯者预备的，唯有那些忍耐

到底的必然得救。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马太福音

5：11 

有些教会领袖明明知道真相，却故意回避他们作为先知的职责，方便时就认同真相，不方

便时就避重就轻、选择性地谈论某些事实；他们把世俗的准则掺进圣经真理，兜售一半的

真理；他们害怕得不到世界的称许，胜过害怕得不到上帝的称许。对这些领袖，请记住这

段经文： 

惟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

谎话的，他们的分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启示录 21：8 

 当耶稣再来时，最先被祂扔进地狱的是胆怯者，最后被扔进去的是说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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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跟數學家說“沒有永恆” 

                             查而思 

 

實數有兩種：有理數和無理數。有理數包括所有分數或無限循環小數(無限循環小數通過

無限幾何級數都可以轉換成分數)。至於無理數事情就沒那麽簡單。 

談到無理數，我們馬上想到的是一些符號，比如大多數人比較熟知的無理數有： 

√2＝1.414 … … 

𝑒＝2.71828 … … 

𝜋 = 3.1415926 … … 

有沒有想過爲什麽談到無理數時人們需要借用符號、代碼之類的？ 

看過那個電影嗎？2012 年上映李安導演的 “Life of π”－《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有

人簡介“这是一个关于信仰的故事，π就是那个在无意义的世界寻找意义的人。” 影片

主人公的名字就是π，有超强的記憶力，一次凴記憶在 課堂上寫出好幾黑板π的數值。 

可是π是無理數，不論你寫出它多少數位的數值，幾百、幾萬、幾億，你仍不知道下一個

數位上的數字是什麽。借用計算機人們現今可以幾乎逼近π到任何想要的數位，只要有足

夠的計算時間和打印時間。但不論多精準的逼近，花多長時間的計算與打印，那只不過是

逼近而已，絕不是真正的π的本身。要見到π，認識真正的π，我們必須進入永恆！ 

π作爲圓周長和直徑的比例是實實在在存在的實數，但沒有人知道也不可能知道π真正完

全的數值，因爲這個原因，我們只能借用像π這樣的符號來表達。像π這樣的無理數有多

少呢？跟有理數比哪個更多些呢？ 

有理數有無穷多，其中所包含的整数就已经无穷多；但所有的有理数雖無窮却还是可数

的，也就是说可以和所有正整数{1,2,3,……} 一一对号入座。无理数有多少呢？我们来

看另一角度的同等问题就会得到答案。 

问题：如果在实数轴上随机抽选一个数，这个被抽到的数是一个有理数的概率是多大？同

等的小点范围的问题是：在 0和 1之间的实数中随机抽选一个数，这个被抽到的数是一个

有理数的概率有多大？ 

作为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抽到
1

3
这个数字，概率是多少呢？因为

1

3
= 0. 3 =

0.33333 … …， 抽到这个数就相当于小数点后面所有数位上永远是 3. 第一个是 3的概

率，0到 9 十个数字选一个的概率，是
1

10
= 0.1，两个都是 3的概率是(

1

10
)

2

= 0.01，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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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三的概率是(
1

10
)

3

= 0.001，所有数位都是三的概率是(用微积分的运算符号)：

𝑙𝑖𝑚
𝑛→∞

(
1

10
)

𝑛

 = 0.0…0…= 0. 

更普遍一点我们假设这个被抽到的有理数是 0. 𝑑1 … 𝑑𝑠, 其中𝑑𝑖是 0到 9之间的任何数，

𝑑1 … 𝑑𝑠是要无限循环的那一段数。这个无限循环小数被抽到的概率是： 𝑙𝑖𝑚
𝑛→∞

(
1

10
)

𝑠𝑛

 = 0, 

依然是 0. 也就是说从 0 到 1之间任意抽到有理数的概率是 0. 那么我们倒过来说，从 0

到 1之间抽到一个无理数的概率就是 1，意即随机抽任何一个数你总是会抽到一个无理

数。换言之，如果把所有的无理数拿掉，从 0到 1这段线段的长度为 0. 引申之，若把所

有的无理数从整个实数轴上全部拿掉，整个数轴的长度就是 0.  

可以想象无理数比有理数多太多了，是另一个等级的无穷多，是不可数的无穷多，是充满

整个数轴的无穷多，……。 

然而如此之多的无理数，像π这样的无理数，从来没有任何人真正见过、认识其中任何一

个，充其量只是用有理数来得到的逼近而已。无论人类技术如何突飞猛进，计算机計算速

度怎样高而又高，甚至有了量子计算机，充其量还只不過是一个有理数逼近而已，无法展

示π的真实面目，无法展示任何一个无理数的真实面目。这是人类何等的悲剧！ 

纵观人類几千年的文明進步、現代科学技术的蓬勃發展，實在令人赞叹不已。若将整个人

类的丰功伟绩数量化，放在数轴上，看上去會是密密麻麻，稠稠密密……；然而无需仔细

观察人们自己心知肚明这些數字都只不过是有理数的些悉而已，虽看上去密密麻麻，稠稠

密密，放在一起充其量长度不过为 0而已，可謂是完全的虛空。那真正有分量、有長度的

卻是那看不见的！ 

其實早在 2900 年前，智者所羅門王，早已看透這點。他是當時世上最具智慧、財富和權

柄的一位。晚年的時候他卻這樣說： “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

虛空。 人一切的勞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勞碌，有什麼益處呢？”(傳道書 1:2-3) 

如此低沉悲觀與所羅門的地位才智反差極大不言而喻。但智者終究是智者，會比衆人看的

更遠一些。給人有些低沉感覺的所羅門同時也給人指明一條盼望之路，那就是仰望日光之

上已經爲人預備永恆的永生上帝：“上帝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或永

遠、永恆）安置在世人心裡，然而上帝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傳道書

3:11）。他結束傳道書的時候也向後人發出一個偉大的邀請與挑戰：“你趁著年幼，衰敗

的日子尚未來到，就是你所說「我毫無喜樂」的那些年日未曾臨近之先，當記念造你的

主。……這些事都已聽見了，總意就是敬畏上帝，謹守祂的誡命，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 

因為人所做的事，連一切隱藏的事，無論是善是惡，上帝都必審問。”（傳道書 12:1, 

13-14） 

不要跟數學家說沒有永恆，更不要跟所羅門那樣的古人先賢說沒有永恆。我們都當嚴肅地

對自己説：你是否已經預備好進入永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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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福气 

                   漫言 

大家新年好！ 

中国人过年，喜欢在门上在家里贴“福”字，而且倒着贴。小时候，大人贴好“福”字，

就问小孩子，“福”贴好了吗？小孩子不明白，就说“福”倒了。“福倒了”和“福到了”

听起来一样，大人听了就很高兴。 

人相信话语带有能力，特别是从心底里说的真心话！ 

人都盼着福气临门，特别在这个瘟疫大流行、世上满了苦难的时候！ 

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人的话有能力，神的话更有能力！人的话可能带来福气，

神的话一定会带来真福气！ 

约翰福音一章 14到 18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

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作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

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

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籍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

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约翰所见证的、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就是神的道。他大有能力，神籍着他创造了世界

和其中的万物，又籍着他拯救世人！ 

道成了人，来到世间，带来真福气，就是神的恩典和真理！ 

什么是神的恩典？ 

有一个人长了大麻风。在那年头，麻风病没药可治，传染性又强，所以人见人怕，人见人

厌。那个人只好离开家，孤独地住在野外，绝望又痛苦。耶稣经过的时候，他就过来，远

远地拜耶稣，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

吧！”他立刻就好了。 

今天，新冠使我们跟朋友、同事、弟兄姐妹见面都很困难。甚至亲人过世，我们也没有办

法看 ta 最后一眼。今天，罪恶更是一道鸿沟，拦在人与人、人与神之间，带来仇恨、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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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与死亡。耶稣能够洁净麻风病人的身体，也能够洁净我们的灵魂，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他是人与人、人与神之间的桥梁。信他的人心灵相通，成为一家人！这就是神的恩典！ 

 

有一个瞎子。他的世界里没有色彩，他的人生无路可走，只能靠别人施舍过日子。他来到

耶稣面前，喊着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

瞎子立刻看见，跟随了耶稣。 

今天，罪恶弄瞎了我们心灵的眼睛，蒙蔽了我们的是非之心，模糊了我们善恶的界限。在

这个罪恶的世界里，我们走着走着，就丢了。耶稣能够开瞎子的眼睛，也能够开我们心灵

的眼睛。他赐的生命成为我们里面的光，引导我们行在真理中，不再迷失。这就是神的恩

典！ 

有一个撒玛利亚女人，结了五次婚，离了五次婚。后来，她不结婚，和男人同居。她知道

别人瞧不起她，也不想被别人瞧不起。可是，她心灵饥渴，又离不开男人，只能像一只老

鼠，见人就躲。她对耶稣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耶稣说，“妇人！

你当信我，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那个女人信

了耶稣，心灵不再饥渴。她还邀请别人来信耶稣。 

今天，我们也像那个撒玛利亚女人，想用金钱、情欲、权力与地位满足我们心灵的饥渴。

可是，我们越喝越渴。耶稣能够满足那个撒玛利亚女人心灵的饥渴，同样能够让我们的心

灵不再饥渴。我们相信他，他就赐下圣灵，成为我们心中活水的源泉。他说，“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就是神的恩典！ 

什么是神的真理？ 

有一个财主，因为丰收，田产超多。他盖了一座又一座仓库，心满意足地说，“灵魂呐！

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作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罢！”神却对他说，“无

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钱财保护不了灵魂，也留不住生

命。 

今天，我们何尝不像那个无知的财主，想依靠越攒越多的财富、日新月异的的科技、日臻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我们夸口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我们做不到的。谁知，我们引以

为傲的这些东西在小小的新冠病毒面前竟然不堪一击。当我们欢呼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研制出新冠疫苗、胜利的曙光就在前头的时候，病毒的变异体又出来了。人呐，当谦卑来

到耶稣面前，相信他说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

就是神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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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穷寡妇，把自己仅有的两个小钱投进奉献箱。大家用居高临下的眼光看着她，觉得

她奉献的两个小钱没什么价值。耶稣却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穷寡妇所投的，比众

人投的更多！”众人有余，奉献有余的。穷寡妇不足，奉献仅有的。人看人，看外表；神

看人，看内心。 

今天，也许我们觉得自己要钱没钱，要力气没力气，要时间没时间，要技能没技能，不能

为家人做什么，不能为社区贡献什么，不能为教会做什么，不能为国家贡献什么，自己能

做的微乎其微，做不做没啥两样。请记住耶稣说的，谁给他最小的门徒一杯水，就不能不

得神的赏赐。如果我们出于爱心，为家人做一点点，哪怕煮一顿饭，刷一次碗；如果我们

出于爱心，为那些有需要的人付出一点点，哪怕一声问候，一件小小的礼物，神都会纪念。

这就是神的真理！ 

加利利湖边有一些渔夫，整天补网捕鱼，卖鱼养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过着平平

淡淡的生活。在社会精英的眼里，他们不过是一些无知的小民，默默无闻地来到世上，默

默无闻地离开，不会留下什么痕迹。耶稣却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

鱼一样。”得鱼为自己，得人为上帝；得鱼为今生，得人为永恒；得鱼靠自己，得人靠耶

稣。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撇下渔网，跟随了耶稣。他们，改变了这个世界。 

今天，也许我们觉得自己不是 Steve Jobs，也不是 Elon Musk。我们觉得自己不过是平平

凡凡的人，注定要平平凡凡地过一生。我们要是为自己而活，这话大概率会成真。我们要

是为耶稣而活，就可以过一个不平凡的人生。耶稣能够叫那些加利利渔夫的人生不再平凡，

同样能叫我们的人生不再平凡。叫作品伟大的不是原材料，而是艺术家。耶稣是最伟大的

艺术家。他能够在永恒里用我们这些平平凡凡的材料创作一幅伟大的作品 -- 神的国。这

就是神的真理！ 

十二个月前，我们在教会里一起包饺子，过新年。那时，传来武汉封城的消息。我们觉得

遥远的天边出现了一朵乌云。 

十二个月后，我们在线上聚集，共度新春。形势变了。新冠的乌云已经笼罩了整个世界，

看不到尽头。 

不过，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真福气。 

前途迷茫的，耶稣要做他生命的光！ 

心灵饥渴的，耶稣要赐他生命的活水！ 

害怕死亡的，耶稣说的一切话要叫他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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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弱的，凭爱心做的一点点，耶稣会纪念！ 

平凡的，跟随耶稣，耶稣叫他有份于他的伟大！ 

疫情将我们分开，罪恶使我们与神隔绝，耶稣能做你我之间、神人之间的桥梁！ 

这就是我要告诉大家的好消息。 

祝大家春节快乐，新年蒙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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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年談“紅牛” 

                                                查而思 

 

2020農歷中國鼠年已過, 2021牛年已到。談紅牛？對，但不是那許多人喜歡喝的“紅牛

飲料”，也不是許多人喜歡吃的“紅燒牛排”,而是特殊的以色列“紅牛”，用於記載在

聖經裏的一個奇特獻祭潔净儀式－燒后的灰與活水一起可以潔净因死人尸首帶來的污穢。

這對於一千九百多年沒有聖殿和其中侍奉的以色列來説攸關重要。 

2018年 8月 28日有一條不太被許多人知曉的新聞：坐落在耶路撒冷聖殿山（Temple 

mount）附近的聖殿研究所（Temple Institute）通過網路向全世界宣佈以色列已經成功

繁殖生出兩頭可能符合聖經獻祭要求的紅牛。該聖殿研究所

（https://templeinstitute.org/）成立于 1987 年，其宗旨就是為以色列第三次建聖殿

與開啓聖殿侍奉做準備。這兩頭紅牛的出生意義非同小可： 

“耶和華曉諭摩西、亞倫說： 「耶和華命定律法中的一條律例乃是這樣說：你

要吩咐以色列人，把一隻沒有殘疾、未曾負軛、純紅的母牛牽到你這裡來， 交

給祭司以利亞撒。他必牽到營外，人就把牛宰在他面前。 祭司以利亞撒要用指

頭蘸這牛的血，向會幕前面彈七次。 人要在他眼前把這母牛焚燒，牛的皮、

肉、血、糞都要焚燒。 祭司要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紅色線都丟在燒牛的火

中。 祭司必不潔淨到晚上，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後可以進營。 燒牛的人必

不潔淨到晚上，也要洗衣服，用水洗身。 必有一個潔淨的人收起母牛的灰，存

在營外潔淨的地方，為以色列會眾調做除污穢的水，這本是除罪的。 收起母牛

灰的人必不潔淨到晚上，要洗衣服。這要給以色列人和寄居在他們中間的外人作

為永遠的定例。摸了人死屍的，就必七天不潔淨。 那人到第三天要用這除污穢

的水潔淨自己，第七天就潔淨了。他若在第三天不潔淨自己，第七天就不潔淨

了。 凡摸了人死屍，不潔淨自己的，就玷污了耶和華的帳幕，這人必從以色列

中剪除。因為那除污穢的水沒有灑在他身上，他就為不潔淨，污穢還在他身

上。」”（民數記１９：１－１３） 

 

上帝給以色列民衆多律法中特別説明 “耶和華命定律法中的一條律例乃是這樣說”並不

多見，顯出這條律法的特別與重要之處。這是唯一一個在會幕或聖殿之外使接觸死人的人

得潔净，使會幕或聖殿得潔净的方法。使得聖殿得潔净與奉獻聖殿和祭司得潔净開始聖殿

侍奉成爲可能。另外要來聖殿敬拜的以色列人也可藉紅牛灰得以潔净后進入聖殿敬拜。 

 

以色列第一個聖殿是所羅門王公元前９００年左右建成的。公元前５８６年被巴比倫摧

毀，７０年后由所羅巴伯帶領重建完工。到公元后７０年又被羅馬提多將軍毀壞，至今未

重建。１９６７年六日戰爭以色列重新收復東耶路撒冷包括大衛城和聖殿山，使得聖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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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成爲可能。但以色列政府馬上把聖殿山又交給約旦伊斯蘭宗教領袖管理，一是其上建

有伊斯蘭教第三大聖址大盤寺，二是猶太宗教領袖擔心猶太人不經意踩到聖殿甚至至聖

所，污穢聖址甚至被擊殺。聖殿必定重建，猶太人相信那是彌賽亞臨地的必要，基督徒相

信那也是聖經末世預言（但９：２７，太２４：１５，貼后２：４）必須應驗的。 

 

据猶太典籍記載自摩西會幕時期到第二次聖殿被毀爲止共有九頭紅牛按聖經要求被獻。猶

太拉比預言第十頭紅牛將在彌賽亞臨地前出現並被獻。紅牛合格與否猶太拉比要求極其嚴

格：它必須沒有殘疾瑕疵、未曾負軛，甚至牛身上連一片毛毯子都不可搭過，牛的毛必須

全部紅色，不可以有超過兩根異色的毛，雖是母牛但不可以懷犢生崽，必須要３到４嵗以

上。有專門的拉比會定期給紅牛做嚴格的檢查。最新消息，兩頭紅牛中的一頭在２０２０

年八月（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BMLWJ9b5Xc）檢查發現一綹毛不夠紅，希

望不久的將來可以變得足夠紅以至於仍可作爲滿足聖經要求獻祭的紅牛。其實能夠找到滿

足如此苛刻條件的每一頭紅牛，從摩西開始，都是一個神跡，因爲滿足那麽多的條件實在

需要上帝的特別保守。但時間一到所需要的第十頭紅牛必定預備妥當就像之前的九頭紅牛

一樣。 

對於相信耶穌是以色列人所等待的彌賽亞的基督徒來説，紅牛意義雖不儘相同但也十分重

要。 

据新約希伯來書所講“聖靈用此指明：頭一層帳幕仍存的時候，進入至聖所的路還未顯

明。 那頭一層帳幕做現今的一個表樣，所獻的禮物和祭物就著良心說，都不能叫禮拜的

人得以完全。 這些事，連那飲食和諸般洗濯的規矩，都不過是屬肉體的條例，命定到振

興的時候為止。但現在基督已經來到，作了將來美事的大祭司，經過那更大、更全備的帳

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屬乎這世界的。 並且不用山羊和牛犢的血，乃用自己的血，

只一次進入聖所，成了永遠贖罪的事。 若山羊和公牛的血並母牛犢的灰灑在不潔的人身

上，尚且叫人成聖，身體潔淨，何況基督藉著永遠的靈，將自己無瑕無疵獻給神，他的血

豈不更能洗淨你們的心，除去你們的死行，使你們侍奉那永生神嗎？”“律法既是將來美

事的影兒，不是本物的真像，總不能藉著每年常獻一樣的祭物，叫那近前來的人得以完

全。若不然，獻祭的事豈不早已止住了嗎？因為禮拜的人，良心既被潔淨，就不再覺得有

罪了。但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來，因為公牛和山羊的血斷不能除罪。”（來９：８

－１４，１０：１－４）。 

基督徒（相信耶穌是基督－彌賽亞）相信耶穌已經完全應驗了紅牛所預表的。耶穌是上帝

所預備的毫無瑕疵的祭物，他沒有任何的罪，他是完全的人，卻代替罪人釘在十字架上。

人類祖先亞當名字的意思就是“紅色”。耶穌在十架上代替人承受永火的痛苦，高喊“我

渴了！”，替罪人死，如同被燃為灰燼（死也是灰所代表的）一樣;特為藉着死勝過死亡

的權勢－紅牛的灰可以使因死尸污穢的人得潔净。 

基督徒相信藉着耶穌所成就的已得潔净，不需等待紅牛。但紅牛的預備與出現、聖殿第三

次重建的預備與建成，都自然提醒虔誠的基督徒－耶穌快要再來，使之更加驚醒預備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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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來。對不相信耶穌是彌賽亞的以色列人來講那將是彌賽亞的第一次臨地，但對基督徒來

講那是耶穌所應許的第二次臨地，是他的再來。耶穌基督死裏復活的福音賜給萬國萬民，

先是猶太人，後是外邦人，黨外邦人數滿足的時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羅１１：２

５）。外邦人數滿了的時候，教會被提，人類歷史又似乎將回到舊約聖經先知但以理所預

言的以色列的第七十個七。教會時期似乎是人類歷史長河在以色列第六十九個七結束時分

出去的一個圓圈型歷史時段。 

我們正生活在一個非同尋常的人類歷史時期。今年這個牛年，一頭合乎聖經嚴格要求的紅

牛被獻、燒成讓人可得潔净的灰燼，可能嗎？我們一起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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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Friday 

                                                                                                               Monica 

多年前的那天晚上，我身着粉红色的棉外套，手挽着儿子，飞奔在街道上。西雅图的四月

还飘着小雨，大半年的阴雨天容易使人抑郁，荧光粉红外套是我一个冬天的必备，除了保

暖，还可以使心情亮一点。我们住在大学附近，之前收到小广告，说晚上大学旁的一间教

堂有特别活动。Good Friday，看名字好喜庆，想着可能是类似圣诞节一样的活动，可以

带儿子去玩了。我们已经晚了，拉着儿子一路小跑，到了教堂，人已经坐满了。门口接待

的绅士对我微微一笑，带我们一路走到左边最前面第二排，有三个空座坐下。从来没坐过

这么靠前的位置。我这才发现与以往不同，教堂里暗暗的，人们都身着黑色正装，连一个

穿灰色衣服的人都找不到。就在我面前的讲台上立着一个很高的十字架，上面一席黑色的

长布，就那么垂下来拖到地板上。一束微弱的光打在上面，周围都是黑暗。气氛是那么沉

重，听牧师讲了一通，才明白公元 33年的这个周五，耶稣为了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我默默的把外套脱下，里面恰巧是一件黑色的 T 恤。我也融入到了那黑暗当中。这哪是

Good Friday，这简直是 Black Friday！美国人都是咋起名字的！ 

牧师那天具体讲什么了，我是一句都记不起来了。只记得那种感觉，加上坐在最前面，深

入其境，好像时空穿越，带我回到 1900多年前的那个下午，我好像围观人群中的一员，

站在各各他的十字架下，看着这个人被鞭打，被戏弄，被讥诮，被荆棘的冠冕扎得满身是

血，被钉上十架……我是否也希望看见他像超人一样挣脱绳索，跃身飞起，解救自己和一

切在苦难中的人？但他没有下来，他最后说了两个字：“成了“。天还是那样的暗，看不

清他的脸。 

“成了”？ 

什么成了？成什么了？成了什么？ 

我信主受洗之前，牧师打电话来问了我几个问题，看我的信仰是不是真实的。其中一个问

题是：是不是受洗才能得救？我支支吾吾不太确定的回答说：“应该是吧。” 他说：

“不是的，圣经中记载着一个人没有受洗，但他得救了。你知道他是谁吗？”“马太？约

翰？”我只知道这两个名字。牧师可能在电话那头摇了摇头, 说：“是与耶稣同钉十字架

的一个强盗。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认识了神的儿子，愿意相信，他得救了。所以信心最

重要。”（所以尽管我一个问题也没答对，牧师还是为我施洗了。） 

路加福音 23 章 39-43节记载，当时耶稣的左右各有一个强盗被同钉十字架，一个讥笑耶

稣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另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

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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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

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我信主以后，越来越发现自己是个罪人，神的要求很高，不是说当了强盗才是罪人。我的

骄傲，自私，嫉妒，贪婪……我一切想掩盖的，不能与别人讲的，都是罪。如果回到当

时，我不是在围观的人群中，而是在十字架上，或许就是耶稣身边的那个强盗。但耶稣是

没有犯过任何罪的，他可以像超人一样飞离这罪恶的世界，他可以一举消灭所有的坏人。

但那样世上就没人了，因为人人都有罪。(那些和我以前一样觉得自己是个好人的朋友

们，我们本来应该更好的，因为神创造人的时候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好。) 但他选择把我

们的罪背在他身上，替我们死，好让我们生。没有哪个蜘蛛侠钢铁侠蝙蝠侠是在自己有能

力赢的时候还愿意牺牲自己来换取别人的生的，即使能牺牲，也是白牺牲，因为他的死不

会使别人得永生。只有神的儿子的血才能帮助人恢复与神的关系, 才能去除那隔在人与神

中间的幔子，让我们能和圣洁的神相通，让我们有基督的生命的喜乐与平安。因为只有有

了神的儿子，才有神的生命。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他的使命完成了，他成了

人和神立约的中间的保人，成了我们罪人得洁净的血衣，成了教会的头，成了救世主。但

对于我们，这件事还没有成，直到我们愿意来认识他，来相信他，来跟随他。 

以赛亚书 53 章 5-6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

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Black Friday，是从商家的角度取的，希望不要有赤字，希望账本上写的都是盈利的黑

字。 

Good Friday，是从世人的角度取的，因为那一天，耶稣舍己，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 

美国人真会起名字。但如果故事停在这里，或许真应该叫 Black Friday。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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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飞的大鱼 

                        查而思 

 

一首《大鱼》唱红了周深。钱雷谱的曲优美动听，尹约填的词配动幻电影《大鱼海棠》情

节,言简意赅,更是令人深思： 

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大鱼在梦境的缝隙里游过，凝望
你 沉睡的 轮廓。看海天一色 听风起雨落，执子手 吹散苍茫茫烟波。 

大鱼的翅膀 已经太辽阔，我松开 时间的绳索。 
怕你飞远去 怕你离我而去，更怕你永远停留在这里。 
每一滴泪水 都向你流淌去，倒流进天空的海底。...... 
看你飞远去 看你离我而去，原来你生来就属于天际。 
每一滴泪水 都向你流淌去，倒流回最初的相遇。 

 
《大鱼海棠》的创意源自《庄子·逍遥游》中的“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

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

云。”这是中国传统道家自然洒脱思想的典型代表,想往自由超脱。 

该片非常受国人喜欢，2016 年大陆上映时票房一度高达 5.65亿人民币。除优美的画面、

悦耳的主题曲外，可能最吸引人的是其中的故事与意境：报答救命之恩的椿，冲破一切艰

难要使救命恩人鲲死里复活；有穿越时空时髦的科幻，有蒙恩必报品格的彰显，更有人类

至高自由境界死里复活的体现。死去的鲲，在椿的帮助保护下，从拇指大的小鱼长成了大

鱼、如庄子笔下的鲲，甚至可以飞翔如鹏，以至于冲破死亡之海回归人间而死里复活……

是一幅非常完美的自由逍遥的图画！实在令人向往…… 

鲲变鹏是文人笔下的幻想和电影人镜头中的渲染。人可以死里复活吗？这却是极其严肃的

问题，是许多人不太敢想不太敢问的问题。但是若问到任何一个真正明白基督信仰真谛的

基督徒，他会给你一个肯定的答案。可以说没有死里复活就没有基督信仰，而这关于死里

复活的信仰恰恰与鱼有着非常奇妙紧密的关系。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讲：耶稣基督的复活和将来圣徒的复活。 

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是基督信仰的核心。讲到他的死里复活，耶稣自己这样说： 

「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

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 

（马太福音 12：39-40） 

人子是耶稣对自己的称呼。这里耶稣藉旧约圣经先知约拿的神迹向众人宣告他自己的死里

复活。约拿是在大约公元前 8世纪以色列的一位比较奇特的先知。上帝命他到当时亚述帝

国的首都尼尼微去宣告即将来临的上帝的审判，他却登上去他施的船乘水路往相反的方向

逃去。上帝兴起狂风巨浪使约拿所乘的船不仅寸步难行而且几乎船破人亡坠入海底，船人

用尽所有办法仍无济于事，最后众人听从在底舱沉睡被船长发现的约拿的主意-将他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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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活投入大海，海立时风平浪静。船人因此得救敬畏耶和华上帝。上帝命一条大鱼吞了约

拿，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腹中不时地祷告，上帝最后命大鱼将先知约拿吐到岸上，然后如

同死里复活的约拿前去尼尼微城完成上帝的使命。 

约拿希伯来名字的意思是鸽子。约拿故事中没有鲲化为鹏的神迹，但却展示了大鱼与鸽子

合而为一的奇妙画面。耶稣开始传道的第一件事就是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指向他传道最后

要完成的使命—死里复活—进入水里代表死而埋葬，从水里出来代表死里复活。每个基督

徒受洗也都有与耶稣死里复活联合同样的意义。圣经特别记载当耶稣受洗从水里上来的时

候，圣灵仿佛鸽子裂天而降，落在耶稣的身上,正是约拿那幅大鱼鸽子合而为一的图画所

指向的！ 

耶稣传道过程中三次使人死里复活：雅鲁 12岁的女儿，一个寡妇的儿子，马大和玛丽亚

的兄弟拉撒路。每一次耶稣只是一句话事就成了：“你起来！”，“你出来！”，死人就

复活了。每一次都是耶稣主动做的，不是因为任何人求他他才做的；人不仅没有求耶稣反

而笑话他，因他说“她不是死了而是睡了”；人不仅没有求耶稣相反拦阻耶稣，因为被埋

（拉撒路）的尸首已经变朽变臭了。人在死亡面前只有绝望、叹息、无奈、恐惧。死是人

不愿想、不敢想，却逃脱不了的！ 

死亡是人的尽头，甚至天使、魔鬼也无能为力再做什么；只有上帝可以使人死里复活： 

经营生死惟上帝，死人复活不足奇。 

子乐顺父祭十架，死里复活父子一。 

谈到死里复活，耶稣大声疾呼：“你们举起人子以后（死里复活），必知道我是基督，并

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约翰福音 8：28）“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

命”（约翰福音 11：25）。 

有罪的人哪一个配得永远活着？雅鲁的女儿、那个寡妇的儿子，还有拉撒路虽然复活了却

终究还是又死了……。鲲似乎永远无力化鹏飞腾挣脱茫茫死海的束缚捆绑！但那一位，独

一的“原来就属于天际”，不，应该是“从天上来本属于天”的那一位却是不然： 

耶稣死后第三天的死里复活，是完全胜过死亡、永不再死、永不朽坏、永远荣耀的死里复

活！虽然门徒门窗紧闭，耶稣出入自如忽隐忽现；四十天向门徒显现后，在门徒眼前从耶

路撒冷橄榄山驾云升天回到他本来所属的天家。这才是真正的鲲化为鹏而远超过鹏；鲲化

为鹏可展巨翅自由飞翔，但无法进入天堂—造鲲造鹏的造物主—永生上帝的所在…… 

耶稣死里复活之时恰是犹太人献初熟禾稼的节日，死里复活的耶稣是上帝荣耀初熟的果

子；其伟大意义在於耶稣（这初熟的果子）死里复活之后，还有大面积的丰收－福音要广

传、会有许许多多因相信耶稣死里复活也要得享耶稣死里复活生命的，从各族、各方、各

国、各民陆续收获入仓…… 

这些相信耶稣的圣徒与鱼也有紧密微妙的联系。 

耶稣的门徒多是像彼得一样打鱼出身的渔夫，耶稣使他们得人如得鱼。这得人如鱼的大丰

收是从耶稣死里复活之后五十天的五旬节圣灵普降之日开始的。这一丰收并不是一帆风顺

的，从一开始就面对各样逼迫：从不信的犹太人来的、从敌基督的罗马政府而来的。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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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之间被迫用暗号让对方知道自己是基督徒，所用的暗号是一个鱼的记号 。原因十分

的直接：耶稣、基督、神、儿子、救主这五个希腊词的词头字母依次放在一起正是鱼的希

腊词。每个基督徒从信耶稣的那一刻就有圣灵进住到他的里面;每个基督徒也同样展示那

幅大鱼鸽子合而为一的图画，对他们每一位，鲲鹏展翅上腾不是文人笔下的虚构或是影片

中的幻想，而是有福的盼望、定将成就的应许…… 

耶稣应许门徒和一切信他的人：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

在哪里。”（约翰福音 14：3） 

这就是耶稣的再来—圣徒的被提，新约使徒保罗对此有更详细的描述： 

“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

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死）了的人，神也必将

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

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

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

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

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       

（帖撒罗尼迦前书 4：13-18） 

“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

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

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

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

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哥林多前书 15：51-54） 

 

那是一幅何等千千万万鲲鹏展翅共腾飞的宏图！何止“鲲鹏展翅正此时，扶摇直上九万

里”，更是“鲲鹏展翅正此时，瞬间荣耀如天庭”！ 

唯愿你我都在鲲鹏展翅上腾之中！不要落在其后去看别人被提的活电影场景！眨眼之间就

完成的事，没等你注意到就已经发生完毕，你想看也难！那时“每一滴泪水 都向你流淌

去，倒流回最初的相遇……”将为时已晚、悔之莫及…… 

千万不要落在后面，一定要大鱼腾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