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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家为珍珠 

于中旻 

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

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太

13:45-46）  

  “天国好像买卖人，去寻找好珠子。”这个买卖人

不是杂货商；他独沽一味，只找好珠子：不分阶级，不

分颜色，只要好珠子。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有心人果然访得了

一颗重价的珠子。他仿佛就要归卧南山，心满意足的退

休了。“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  

  使人惊异的是，竟然有这样的事！有这样爱珍珠的

人？世界上真的没有，从天降世的人却是这样。  

  神爱世人。祂的关心无微不至，好像只爱你一个

人，把你污秽的灵魂看为价值连城的珍珠！祂愿意万人

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希奇的大爱，绝不能以博爱无

私、仁义、慷慨、慈仁等所有的美好词汇来歌颂。神将

祂独生的爱子赐给世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作为罪的赎

价，使信的人罪得赦免，而有永远的生命，作祂的儿

女，神家里的人。这就是祂买赎重价珍珠的行动！“神

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

和祂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罗 8:32）可惜，人竟

然不能明白这样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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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会初期，大马色有一个虔诚门徒亚拿尼亚，主

在异象中叫他去为凶残迫害教会的扫罗祷告。他颇为迟

疑，以为那将是去自投网罗；但主申明祂的旨意，亚拿

尼亚就以勇敢牺牲的精神去了，按手在扫罗身上，叫他

恢复视觉，并被圣灵充满。这颗高价的珍珠，果然成为

主“所拣选的器皿”，并为祂的名受许多苦难；他是使

徒保罗（徒 9:10-19）。  

  还有生在居比路的约瑟，把所有田地变卖了，“把

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徒 4:36-37）。这人爱寻找

高价的珠子，以至失去了自己的原名，得了个别号“巴

拿巴”，就是“劝慰子”的意思。当保罗悔改归主后，

未充分被信徒接纳；是这巴拿巴“往大数去找扫罗”，

带他到安提阿加入教会，共同使信众遵守主道，以至为

跟从这道的人赢得“基督徒”的美好称号（徒 10:24-

26）。  

  不过，“珍珠”并非专指睿智英哲。每一颗灵魂都

失去光润清洁，蒙上罪恶污染，需要在主十字架的宝血

下洗净；谦卑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神的独生爱

子舍了天上的尊荣，以自己的生命为赎价，买取污秽的

人，因为祂慧眼识珠，看每颗灵魂是宝贵的珍珠。  

  圣方济（Francis of Assisi）不选择作武士猎取世上荣

耀；他舍弃所有家产，到普通的人群里，传扬基督，把

每颗美灵魂当作是重价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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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远渡重洋，一生寻找“东

方的珍珠”，有重大的收获；并踏出远方宣教的美好路

径，脚踪引领后面的人。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到中国，他不相信“中国

人没有灵魂”，就寻获了珍珠。  

  耶德逊（Adoniram Judson）到缅甸，受苦难，入监

狱，完成了他伟大的事工。  

  宾为霖（William Burns）为主焚烧，惟以寻得珍珠为

目的，进入当时残暴落伍的人群中，亲历群殴、凶杀、

生吃人心的场境，但无时不相信他们中间有珍珠。  

  李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往非洲“黑暗大

陆”，与野兽搏斗，历尽艰险，为的是寻找黑色的珍

珠。现在非洲新兴国家纷纷独立，努力除去所有殖民地

的痕迹；惟独对于李文斯顿深深纪念。  

  戴德生（ J. Hudson Taylor）有异象要深入内地，在山

岭林野各族间寻找珠子。他和内地会的寻珠足迹，给华

人留下了芳香的印痕，承认他是“带着爱来中国”，仍

然作美好的见证。  

  富能仁（ James O. Fraser）把一生献给中国西南的深

山，在那里寻找珍珠，成为“傈僳的使徒”，发出不止

息的爱的光芒，使颂扬主的美妙歌声，飘扬在山野丛

林。  

  还有许多基督徒前仆后继，到荒山海隅中寻找珍

珠；冒着随步以身饲虎的危险，自己还可能作为猎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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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上的晚餐。他们在酗酒徒中间，在吸毒的人里面，在

麻风患者群中寻找珍珠。他们踏出了丝绸之路，在驼铃

声中越过沙漠；在狂风怒涛中，抵达港岸。  

  据说：当年中国繁盛的古都长安是丝路的起终点，

其东市是贾贩国内物品的商肆，西市是国际贸易的店

铺，所以华人买卖的物品，就普遍称“东西”为代表。

惟愿今天寻找珍珠的人，就是传送福音的人，踏出属灵

的通天之路。这些人就是天国，这些人使天国拓展，直

到主再临。  

 

作者于中旻博士为文宣士；圣经网 AboutBible.net  著者 

http://www.aboutbibl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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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主的门徒 

柴树良 

经文：路加福音十四章 25 至 35 节 

  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

徒…”（太 28:19）大使命的中心是“使万民作主的门

徒”。主呼召我们，不是做教徒，而是作主的门徒。作

主门徒不单有外表的宗教聚集、术语、捐献和服事，而

是要有实质生命的委身。从路加福音十四章 25 至 35 节

可见作主的门徒有三个重点：  

一．要爱耶稣胜过爱一切（路 14:26） 

  作门徒是要爱耶稣胜过爱一切。作门徒不是技巧的

问题，而是以更大的爱盖过其他一切。  

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

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

徒。〔“爱我胜过爱”原文作“恨”〕（路 14:26）  

  一般宗教的信众是归入教门，信奉一套理想、教

规。但基督教是以信入门，建立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并

且去爱这位信仰的对象。诫命的总归就是爱，最先是爱

神，其次是爱人如己。作主门徒的生命动力是爱；神先

爱我们，我们也要用爱去归属祂。门徒要爱神过于一

切，包括自己的家人、财产和生命的保障。要让耶稣成

为我们生命里全然的主，而不是一部分的主。英文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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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话说： If Jesus Christ is not the lord of all, he is not the 

lord at all.（“如果耶稣不是在凡事上作主，祂根本就不

是你的主。”）  

  “爱我胜过爱”在原文作“恨”，这是关乎比重的

问题：不是不爱父母、儿女和自己的性命；而是说当你

爱主时，你就会以祂的荣耀、旨意和爱恶来行事。即使

面对着你所爱的亲人，你也宁愿选择体贴主心，随从主

话而行，就仿似不爱他们，甚至逆其喜好。昔日门徒选

择跟随主，也要舍弃渔船和离开父亲（太 4:22）；这不

单是离别，更包括放弃继承祖业或父亲对儿子的寄盼。

犹太人跟中国人一样，很重视家庭，尊重父亲。有时，

当父母的期望与主的召命有冲突时，作主门徒是要爱耶

稣胜过爱自己，甚至自己的父母家人。爱主胜过一切，

当然也包括离弃罪中之乐，渴慕过圣洁的生活，与主同

行。因此，作主门徒，首先是要爱耶稣胜过爱一切。  

二．要服在神的权柄中（路 14:27） 

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

（路 14:27）  

  作主门徒是要跟随耶稣的脚踪而行。当时罗马政府

要求钉十架的囚犯先背着沉重的十架行一段路，好像游

街示众一样，目的表示人要服在罗马政府的权柄下。十

字架是顺服的记号：“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

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 2:8）耶稣

一生就是顺服父神的旨意，活出荣耀丰盛的生命，并且

成就救恩。背着自己的十架跟从主，意思是服在神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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柄下；因此，背十架等于舍己。十字架代表顺服、牺牲

和受苦。主的门徒当为神的国和神的义，为见证信仰，

为事奉神而受苦付代价。我们的十字架就是成就神在我

们身上的旨意和召命，在岗位和生活上见证神、传福

音，在教会中事奉神。我们要为主而活，要为神的国和

神的义付出代价。正如主耶稣说人若过敬虔的生活，就

会受到逼迫；因为我们不与人同流行恶，不效法虚妄的

行为。主耶稣更教导我们为了要得着人，宁可吃亏，陪

人多走一里路，爱那不可爱的，饶恕得罪我们的人，做

超出义务的事情，凡事为荣耀神而行，离弃罪中之乐，

放下权利，为主的名忍受辱骂，靠主跨过种种生命的考

验。保罗如此爱主，也要面对身上一根刺的考验。但当

他愿意顺服主的时候，这根刺反而让他能够以谦卑和刚

强的心事奉神。  

三．不靠自己惟独靠主（路 14:28-35） 

  这段经文三度强调“不能”作主门徒：不能盖楼

（28-30 节）；不能攻打（31-32 节）；盐失味不能用

（34-35 节）。耶稣用这三个比喻强调：我们不能靠自己

的能力作主的门徒，却要撇下和放下一切（ 33 节）；不

靠过往所把持的；要知道敌方的强势，争战的艰难，不

能靠自己血气之勇。我们靠自己的能力不能作主的门

徒，而要靠耶稣。许多时我们以为是自己的决定要跟随

主，但耶稣在这里三次说人不能靠自己的能力作祂的门

徒（26、27、33 节）。33 节“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

不能作我的门徒”在原文有撇下“自己”一切所有的，

包括自己的一切，就是不靠自己。面对严峻的信仰逼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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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不是靠我们可以得胜，而是要倚靠神。正如那些

面对伊斯兰国逼迫快要殉道的基督徒，只要他们否认基

督，改信伊斯兰教就可以免死。他们却忠于信仰，宁死

不从，没背弃上帝的名。这惟有是圣灵的工作，而不是

人靠自己可以做到的。正如主耶稣讲到末世时说：“人

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那时

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

你们，乃是圣灵。”（可 13:11）面对信仰的大逼迫，甚

至殉道的危险，我们要顺服圣灵指引我们当说的话。  

结语 

  这段经文强调作主的门徒的三个方面：爱神，顺服

神，倚靠神；而路加福音第四章记载，当耶稣面对魔鬼

的试探时，也是运用这三个原则：  

1. 倚靠神：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的话

（路 4:3-4）。  

2.  爱神胜过一切：爱神胜过爱万国的荣华（路 4:6-8）。  

3.  顺服神：不可试探神（路 4:9-12）。  

  主的门徒应该是义无反顾地跟随耶稣；祂不只是恩

师，更是我们的恩主、生命的主。我们要爱主胜过一

切，要不惜一切去顺服主，要倚靠主而不靠自己或一切

别的；这样，我们才能作主的门徒。  

作者柴树良牧师为金灯台出版社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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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番雅书（二） 

真正的敬拜带来复兴 

黄志伦 

经文：西番雅书三章 1 至 20 节 

  上次提及西番雅先知在书中道出犹大国犯下四个严

重错误行为：行淫乱、追求神秘、拜偶像，最终转离上

帝。为何上帝的子民沦落至此，走上朝向刑罚和灭亡的

道路？先知指出四个原因：他们不听话、不受教、不倚

靠、不亲近：  

这叛逆、污秽、欺压人的城有祸了！她不听话，也不

受管教；她不倚靠耶和华，也不亲近她的上帝。（番

3:1-2）  

一．他们不听上帝的话 

城中的领袖都是咆哮的狮子，城中的审判官是夜间的

豺狼，什么都不留到早晨。城中的先知都是轻浮诡诈

的人；城中的祭司亵渎圣物，违犯律法。（番 3:3-

4）  

  先知责备城中的领袖、审判官、先知和祭司。这些

领袖知道上帝的要求、律法和典章；他们从小就背诵十

条诫命，把经文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提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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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甚至作教导、解释律法和典章的工作。先知西番雅却

在此责备他们不听上帝的话。  

  知道是一回事，但有否让上帝的话语滋养我们，影

响我们的心思意念，那又是另一回事。正如一个懂得要

如何吃才能摄取最佳营养的营养师，能阐释食物有多少

营养成分，但不一定就是个吃得健康的人！西番雅先知

指出以色列人犯下错误行为，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上帝的

话。他们明明知道不可行淫乱，但却行淫乱，就是因为

他们没有把不可行淫乱这句话听在心里，让它影响和支

配他们的生命。  

  我们有否将上帝的话语存在心里？或许我们好像以

色列人一样，知道很多、听过很多，却没有把主的话语

听进心里。若是这样，恐怕我们和当日的以色列人一

样，生命极为软弱；惟有听从主的话语，我们才能得着

生命的力量。  

二．他们不愿意受教 

  当以色列人在信仰和道德上一直走下坡时，上帝就

差遣不少先知训诫他们，警告他们，但他们却完全硬

心，不愿受教，也不受管。例如有关敬拜天上万象的事

情，耶利米曾经重复警告他们（耶 7:18，8:12，19:13，

44:17），阿摩司和以西结也发出过同样的教导与警告，

可是以色列人却不肯受教，继续敬拜天上万象，结果遭

受上帝的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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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玉不琢不成器”，连“玉”都是要雕琢才能

成器，我们又岂能不受教呢？让我们愿意谦卑受教，在

信仰上受陶造，成为可造之才。不受教的人，最终要遭

受上帝的责罚。  

三．他们不倚靠上帝  

  先知指责以色列人不专心倚靠上帝：一边敬拜上

帝，一边敬拜马勒公（番 1:5）。当人不专心倚靠上帝

时，他就开始分心，即使不明目张胆地敬拜偶像，也会

开始倚靠自己的能力、经验、财势、知识；他倚靠一

切，不专心倚靠上帝，甚至将上帝的智慧、能力、主

权，从自己的生命中去掉。结果，剩下的是一个信仰的

外壳，失去了信仰的实质。西番雅指出这是犹大国渐渐

走下坡的一个原因。先知撒迦利亚说：“‘不是倚靠权

势，不是倚靠能力，而是倚靠我的灵。’这是万军之耶

和华说的。”（亚 4:6）我们若不倚靠上帝，信仰生命就

会开始走下坡。  

四．他们不亲近上帝 

  亲近上帝是指内心渴慕上帝。在以色列人信仰的教

导里，信仰是一种与上帝间亲密的关系，只有在这正常

的关系里，才能发挥和产生真正信仰所带来的丰盛、能

力和圣洁。圣经提醒我们要渴慕与上帝维系生命的关

系，如同鹿渴慕溪水一样。属上帝的人，若不再亲近和

渴慕上帝，就会对上帝渐渐冷淡，就好像一对恋人或夫

妻之间不再恋慕与亲近时，彼此的关系就会渐渐产生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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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同样地，当我们不再爱慕上帝，就会渐渐远离上

帝，甚至转离上帝。先知警告这是危险的；因为若不倚

靠、不受教、不亲近上帝，就会导致许多严重的错误行

为。  

  这位出自宫廷的先知向全国人民传达上帝的心意，

并宣告上帝的刑罚就在眼前：“耶和华的大日子临近

了，临近了，来得非常快速。听！耶和华的日子的声

音。在那日，勇士要哀痛地号叫。那日是忿怒的日子，

是困苦艰难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的

日子，是密云漆黑的日子。”（番 1:14-15）今天，这些

话也是对我们说的。如果不听从上帝，不肯受教、不愿

亲近、不倚靠祂，我们就注定会像以色列人一样，犯下

严重的错误行为，直至刑罚来到。  

五．他们回转得着复兴 

  西番雅在约西亚王执政的时候做先知（番 1:1），而

约西亚曾带领整个犹大国经历一次大复兴。按照年代的

分析，约西亚极有可能在听了西番雅的警告后，带领整

个犹大国回转归向上帝。历代志下第三十四章记载约西

亚带领全国恢复真正的敬拜，恢复上帝话语的宣告。  

  1. 恢复真正的敬拜 

他在位第八年，还是年幼的时候，就开始寻求他先祖

大卫的上帝。到了第十二年，他就开始洁净犹大和耶

路撒冷，除掉丘坛、亚舍拉、雕像和铸像。（代下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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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了先知西番雅的话后，约西亚做了一件事：在全

国除掉偶像。因他清楚知道若要复兴，就必须先除掉偶

像，洁净国家和人民，恢复真正的敬拜。我们若要在上

帝面前更新生命，得着复兴，就要除掉心中的偶像和罪

恶，才能恢复一颗真正敬拜上帝的心，维系我们与上帝

之间的正常关系。在敬拜里，我们看见祂是创造主，我

们是被造者；在敬拜里，我们承认祂是救赎主，我们是

被祂用重价赎来的。这种真正的敬拜绝不限于主日的敬

拜，而是我们每天都有一颗渴慕和敬拜上帝的心。  

  2. 恢复上帝话语的宣告 

  约西亚所做的另一件事，就是恢复上帝话语的宣

告。当他听见律法书上的话语，就明白耶和华的怒气之

所以会临到，是因为人民不谨守上帝的话语。于是约西

亚召集所有人民，把上帝的话语诵读给他们听，将全国

人民带回上帝的话语中（代下 34:15-30）。  

  我们若要更新生命，得着复兴，除了要有一颗真正

敬拜上帝的心，还要恢复上帝话语的宣告，勤读圣经，

学习上帝的话语，恢复上帝话语在我们生命中的地位。

我们必须牢记和遵行主的话，因为没有主的话语就没有

复兴，有主的话语就有更新的生命。  

  真正敬拜的生命，带来属灵生命的更新。在约西亚

的带领下，犹大全国愿意回转，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

恢复真正的敬拜和上帝话语的宣讲。先知西番雅在书中

结语也展望了将来上帝使人有真正的敬拜生活，欢呼喜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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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要使万民有洁净的嘴唇，他们全都可以呼求耶

和华的名，同心合意事奉耶和华。敬拜我的人，就是

我所分散的人，必从古实河外而来，给我献上礼物。

（番 3:9-10）  

锡安的居民哪！你们要高歌。以色列啊！你们要欢

呼。耶路撒冷的居民哪！你们要满心欢喜快乐。（番

3:14）  

  但愿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复兴我们，更新我们

的生命。这样，我们就能够影响家庭和教会，牵动社

区，甚至影响国家。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天天祷告，立志

一生爱主，蒙主所爱。  

作者黄志伦牧师任教于新加坡神学院。本文是作者的讲章摘录。 

本文的经文录自《圣经新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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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道与处世之道 

陈终道 

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徒

5:20）  

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

你们热心待他们。（加 4:17）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

命。（约壹 5:12）  

  什么是生命之道？就是使徒们所传的真道，使信的

人得着神儿子的生命之道。什么是处世之道？就是教人

怎样处世做人的道理。然则生命之道是否只叫人得生命

（得永生），不理会人应当怎样处世为人？当然不是。

使徒书信中充满了指导信徒怎样行事为人的教训。那些

教训，都是生命之道的一部分；因为“生命”包括生

活，有了生命当然就要有生活；所以生命之道不但叫人

得生命，也叫人有好的生活。这样，圣经中“生命之

道”与世俗的“处世之道”有什么分别呢？简单说来只

有两个字的不同，生命之道是叫人“活”的；处世之道

是教人“做”的。前者是神道—神的救道的一部分；后

者是人道—人生哲学的一部分。  

一．活与做 

  怎样教一个人活着像人呢？不必教，他只要是人

“活”出来就像人了。但怎样叫一只猴子活得像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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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得花一番工夫教他“做”人了。是一个人，说起话

来自然就像人；若是一只猴子，要它说话像人可就难

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说起话来还是像猴子。照

样，怎样叫一个罪人有神儿子的爱心、谦卑、忍耐、诚

实…呢？生命之道给人神儿子的生命，叫人活出祂的美

德来；处世之道教人学习用爱心、谦卑、忍耐、诚实…

待人。前者把猴子变成人，然后让它活得像人；后者教

猴子装做人，然后算它是人。这就是救道与人道的分

别。不少信徒甚至传道人忽视这重要的分别，以致他们

只在得救方面传讲生命之道，一讲到生活方面就很容易

把救道与人道混淆不分。  

二．真假热心 

  保罗热心待加拉太人，假师傅也热心待加拉太人，

可是他们各人的热心大不相同。保罗的热心是出于生

命，假师傅的热心是一种处世手段。保罗的热心是他自

己品格的一部分，假师傅的热心是他们争取别人好感的

一种方法。加拉太人灵性幼稚，看不出假师傅热心与保

罗热心的分别。保罗为他们焦急，只好坦白地告诉他

们，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又说：“我小

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的

心里。”（加 4:19）生命之道叫人热心是从里面热出

来，人生哲学只能教人外面表现热心。  

  许多人不断寻求方法，要使别人喜欢自己，要使工

作更为有效，却忽略了追求生命的长进。如果你里面没

有热心，却想使人觉得你热心，你的热心只是一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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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不是生命。如果你里面自高自大，却要表现出谦卑

来，你的谦卑必然是“表演”的谦卑。有一个教会学校

的青年基督徒，听见老师说在礼拜堂聚会的时候必须恭

敬虔诚，于是他十分恭敬虔诚地在礼拜堂坐着，聚会完

了，一出礼拜堂的门口就嘘一大口气。同伴问他是怎么

一回事，他说刚才太紧张，现在可松一口气了。同伴

说：人家到礼拜堂觉得“松”，怎么你到礼拜堂倒觉得

“紧”呢？他说：到礼拜堂要恭敬虔诚，我虔诚了一个

半小时，现在虔诚完了，当然就松了。其实他根本没有

虔诚过，他的虔诚不是生命，只是一种宗教动作而已。

在神的家中，用生命来事奉神和用手段的事奉神，这中

间的分别真是不可以道里计的。  

三．品格与手段 

  属灵的生命如何，属灵的品格也如何。在主工作

上，品格比方法更重要；只有方法没有品格，仍是失

败。属灵的生命与品格是连在一起的。生命不长进，品

格不会高尚；灵命高深，品格才会良好。所以根本的问

题还是生命的问题。如果以为学到了一些好的方法就可

以带领教会，那真是瞎子领路，两个人一同掉在坑里。  

  就如爱心，在属灵的事奉中是最不可少的。没有爱

心，一切的工作都没有价值。但怎样的爱心是出于生

命，怎样的爱心只是手段？举一个例：  

  中国人的旧家庭，有长辈死了，全家都得大哭一

顿，而且哭的时候，还要一面哭一面“诉”，以表示思

亲孝敬。有一个新作媳妇的死了家翁，她对家翁根本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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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情，真不知怎么哭得来，何况不但要哭还要诉？所

以她私下请教母亲要怎样哭诉才不失礼。于是她母亲教

她怎样哭诉，她照着母亲的教导哭得相当象样。这媳妇

的哭是不是出于爱？不是，她的哭和爱一点关系也没

有，完全是做样子，是处世之道。但过了几年，她自己

的母亲死了。她一听到母亲死讯，饮泣不止，悲痛欲

绝，无法自制；她这次的哭才是真哭。这样的哭才是爱

心的哭，才是出于生命，而不是做作。  

  大卫的儿子押沙龙图谋作反的时候，对百姓显得特

别有爱心，常常早晨站在城门口，向百姓表示他关切他

们的冤情，又拉百姓的手，与他们亲嘴。他果真是那么

爱百姓吗？不是，他是为了自己争取民心（撒下

15:6）。这是“手段”，不是爱心；但大卫爱押沙龙就真

是爱心了。虽然押沙龙背叛他，逼使他带着手下将帅逃

亡，但当他的手下要与押沙龙作战时，他知道押沙龙必

败，一再请求他的手下为他的缘故不要杀押沙龙。后来

知道押沙龙被杀，他一面哭一面喊叫“我儿押沙龙啊！

我儿押沙龙啊！”（撒下 18:33）哭得那些打了胜仗的将

士，垂头丧气地返回，仿佛打了败仗一般。大卫的爱完

全是真的，是从里面出来的，一点也不虚假。  

四．真诚无伪 

  我们学习在神的家中事奉神，需要有爱心、谦卑、

忍耐、诚实等；但这一切都必须是真的，不是伪装的。

所谓真的，就是出于生命的；所谓假的，就是出于做作

的。所谓出于生命的，就是那些爱心、谦卑、忍耐、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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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等都不只是一种好行为，而是已成为你品格的一部分

了；所谓出于做作，就是那些爱心、谦卑、忍耐、诚实

等只是为着争取人的好感而表现的手法而已。在社会上

做事，若能学会了一套应付人的“处世之道”，给人很

好的印象，已经很不错了；但在教会中事奉神，这是不

够的。不是有手段就行，还必须有丰盛的生命才行。不

是学会了用爱心的方法待人、用谦卑的方法待人就行，

还要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成为一个谦卑的人才行。  

  有些人看见别人有困难会表示关切，说许多安慰

话，答应要设法帮忙；但是一会儿就忘得一乾二净。也

许是他记忆力不好吧！但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因为

他的里面并不关切，只不过外面表示关切罢了。保罗看

见加拉太人快要偏离正路，他为他们焦急说：“小子

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

里…”（加 4:19-20）他的关切是真的。  

  为什么有些人在某个人面前很谦卑温柔，在另一个

人面前却十分傲慢粗暴？在某些场合中很严谨，换一个

场合就放任起来？没有别的，就是因为他并不是谦卑的

人，只不过在运用“谦卑”这种处世手段罢了；他根本

就不是严谨的人，“严谨”只是他争取人尊敬的处世之

道罢了。  

  所以我们需要在主的光中有更深切的看见：我们所

需要的不只是态度的改变，乃是整个人的改变，整个生

命和品格的改变。让我们再留心保罗对加拉太人所说的

话：“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

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加 4:18）换句话说，热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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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但要真热心，不要装作热心。要从心里火热，不

要只在动作上火热。不是在保罗面前就热心，殷勤款

待，在保罗背后又另一种态度；这就不是出于生命，只

是做作而已。  

五．基督成形 

  保罗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直

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加 4:19）所谓“基督成形

在你们心里”，实在就是让基督的生命完全充满在他们

心里。这句话和“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弗 4:13）的意思相似。心里若充满了基督，在基督丰

满的生命中，自然就会流露出爱心、谦卑、忍耐…。在

属灵生命方面长成了基督的身量，在属灵的品格上自然

也会流露基督的荣美。生命之道与世俗的处世之道分别

就在这里。前者叫人生命发生改变，后者只叫人在行动

上随着时势改变。神的道不只是教人学会用爱心待人，

乃是把人变成有爱心的人。它不只教人学会用谦卑的态

度待人，乃是把人变成了谦卑的人。生命进深了，处世

方法也就更新了。  

总结 

  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换句话说，基督就是

途径。追求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所有的处世之道

的要诀都包括在里面了。  

作者陈终道牧师［1924-2010］为《金灯台》活页刊创办人。 

本文为陈牧师的遗稿，由其家人提供。 



第 200期（2019.3） 
 

http://www.goldenlampstand.org/glb/read.php?GLID=20005 

残局也可变精彩？ 

罗锦庭 

经文：路得记 

  面对人生现况，处处破落残局，大人世界如是，小

孩世界有时也好不了多少。听过一个中四的学生作见

证，她读小学时，几乎天天都以泪洗面，因为她患有湿

疹。她的身体固然被折磨得苦不堪言，但更被刺痛的是

内心。因为同学们当时年纪小，不懂得接纳与体谅，见

她脸上满了犹如老人的皱纹，皮肤打折得厉害，大家不

是害怕靠近，就是出言嘲笑。及后升上教会中学，自己

因为信主，而且又有教会朋友的接纳，心灵情况才大大

地改变过来。  

  人生的残局何其多，我们如何是好？圣经中的路得

记，记述摩押女子路得，如何由寡妇的身分，跃成为大

卫先祖，且于主耶稣的家谱中有分，真是“残局也可成

精彩”的典型。让我们看看当中涉及的元素若何。  

一．随着婆婆投靠耶和华的路得 

  读路得记，路得爱心跟随婆婆的故事，相信不少信

徒都耳熟能详。可是路得矢志跟随婆婆归回伯利恒的行

动，也标志着她以以色列为她的国，以耶和华为她的

神！路得对婆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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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

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

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

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

和华重重地降罚与我。”（得 1:16-17）  

  正是这份义无反顾归入拿俄米的国和拿俄米的神的

态度，说服了婆婆，也展开了路得的前程。故在第二章

中波阿斯的说话可以注释路得之来到伯利恒为：“你来

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祂的赏赐。”

（得 2:12）似乎正是路得记作者的本意。  

  今日我们想扭转残局的困境，打开一片新天地，可

以以路得为师，一心投靠耶和华神。正如主耶稣所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

息。”（太 11:28）我们若想人生变得丰盛，享安息；却

不投靠主，只倚恃自己的巧计、力量，又焉能有长久效

果？相反，学效路得，在伯利恒虽拾麦穗，劳苦而卑

微，却甘之如饴，没有自怜与抱怨，如经训所言：“所

以，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祂必叫

你们升高。”（彼前 5:6）不论在任何境遇，只要我们信

知祂在掌管，我们就可从主得力量，也不用向残局投

降。  

二．珍惜来归者的波阿斯 

  路得初到伯利恒，要往外拾取麦穗为生。在人生路

不熟的情况下，却“恰巧”（得 2:3）来到波阿斯的禾

场。波阿斯又为她祝福，给她保护与供应。须知路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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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时代，正是“各人任意而行”的士师时期，倘路得

不是遇到这千般珍惜她这来归者的波阿斯，而是地踎恶

霸，后果真不堪设想。  

  在波阿斯与路得的谈话中，波阿斯表现出他的善意

与慷慨，还对路得爱护婆婆的行动大加赞许。不单如

此，波阿斯更向路得说慈爱的话，令路得深得安慰：  

“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

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祂的赏赐。”路得说：“我

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

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得 2:12-13）  

  今天，偶尔到教会聚会的来宾很多。他们当中或许

也有正在面对自己人生的困惑与坎坷的人。我们固然期

望他们都有路得般坚定的心志投靠神；但更基本的，是

我们都须学效波阿斯，对教会的初来者有那份珍惜与爱

护，以自己最具体的行动，让对方感受到我们内心对他

们的珍惜与祝福。  

三．作智慧引导的拿俄米 

  路得最后得与波阿斯共谐连理，也因而繁衍后代，

婆婆拿俄米的洞察与谋画，在故事中是不可或缺的一

环。我不敢断言拿俄米早早已敏锐地察觉波阿斯对路得

带着爱意；但她却能从路得拾麦穗的收获中确认波阿斯

是一个满有恩慈，且与自己家族是至近亲属，实是路得

理想归宿，可付托一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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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从路得记看，身边认识我们、明白世情，又

能以真理智慧导引我们的人，对帮助一个人脱离他人生

中的残局，十分重要。故此，真想为我们当中作牧者、

导师或长辈的，加加油，打打气。因为有你们尽心地守

望牧养、协谈引导，才会使在困境中的人能够更易离开

迷惘，认清方向，朝标竿直跑。  

四．小结 

  残局也可变精彩？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我们的主没

有难成的事。从路得记看，神明明在引导万事，但祂却

又像在世间隐藏着自己。神使拿俄米孤独的残局变成欢

乐，使路得无望的残局绽放不朽光芒，使波阿斯的“寡

佬”生涯得以改写，且名字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中占一席

位。神使人生的残局变精彩，焦点除了落在残局的人自

己，神也往往用上他们身边的人促成其事。  

  深愿作为主耶稣门徒的你与我，在这被罪苦所肆意

破坏的人世间生活时，能够坚定心志投靠主，并以具体

的帮助去珍惜每一个归向主的人；让我们的存在，帮助

改写更多本来已是残破不全的人生故事。  

作者罗锦庭长老为金灯台出版社董事；香港上葵涌平安福音堂长老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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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立约之血使罪得赦 

陈梓宜 

经文：马太福音二十六章 26 至 28 节 

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

门徒，说：“你们拿去吃吧，这是我的身体。”耶稣

又拿起杯来，感恩后递给他们，说：“你们大家都喝

这杯吧，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许多人而流，使罪

得赦免。（太 26:26-28；《环球圣经译本》）  

  耶稣与门徒吃最后晚餐时论到那饼和那杯是祂的身

体和祂的血；这番话语见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

福音和哥林多前书。马太与马可的叙述极其接近（太

26:26-28；可 14:22-24），路加则较为贴近保罗的版本

（路 22:19-20；林前 11:23-25）。在这四位作者之中，唯

独马太记载耶稣提及祂流出立约之血“使罪得赦”（太

26:28）。  

  “使罪得赦”是马太记述耶稣人生使命的一个重

点。在耶稣出生的叙事中，马太记述天使吩咐约瑟要给

孩子起名为耶稣：“因为祂要把祂的子民从他们的罪中

拯救出来”（太 1:21，另译）。而在耶稣受难的叙事

中，马太记述耶稣立约之血“使罪得赦”（太 26:28）。

可见马太在耶稣生平故事的起始和结束，特意以赦罪作

为首尾呼应的主题之一（另一个首尾呼应的主题是神与

我们同在；太 1:23，28:20）。在马太福音里，赦罪在耶

稣的工作和教导中是个重要主题（太 1:21，6: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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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1-13，18:21-35，26:26-28）；这主题最后出现于耶

稣生平故事的高潮：耶稣为许多人流血舍命，使罪得赦

（太 26:28）。  

  耶稣告诉门徒，祂所流出的是“立约之血”（希腊

文为 τὸ αἷμα τῆς διαθήκης；太 26:28；可 14:24）。“立

约之血”使人想到神不但是与人立约的神，也是信实守

约的神。马太福音第一句就指出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

的后裔，大卫的后裔”（太 1:1），蕴含一个重要意义：

耶稣基督就是那位要使万国得福的亚伯拉罕后裔（参创

22:18；加 3:16），也是那位在大卫王座上永远作王的大

卫后裔（参撒下 7:12-13；诗 89:3-4；路 1:31-33）。也就

是说，神记念祂与人所立的约；祂向亚伯拉罕和大卫所

作的应许，在耶稣基督身上得以完全成就，彰显了祂的

信实。  

  “立约之血”更令人想起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在西乃

立约的情景。当时，摩西把约书读给众民听，他们回应

要遵行和听从耶和华所吩咐的一切话语。然后，摩西把

祭牲的血洒在他们身上，说：“这是立约之血；这约是

耶和华按照这一切话语与你们立的”（出 24:8，另译。

这节经文中“立约之血”在《七十士译本》的希腊文就

是 τὸ αἷμα τῆς διαθήκης）。“立约之血”提醒以色列

人，他们如何蒙神所爱，蒙神拯救，得与神立约成为神

的子民，得着迦南地为国土。可惜，以色列人犯罪背

约，敬拜别神，终致亡国被掳，散居异域。在犹大亡国

七十年之后，以色列人得以归回犹太地重建圣殿；神以

“立约之血”提醒以色列人祂是信实的：因着立约之

血，神把那些因被掳而囚禁的人释放归回，并且把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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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与祂的子民，应许将来必定拯救他们（亚 9:11-17）。

神是信实守约的；祂记念祂与以色列人之间的约。虽然

以色列人背约终致被掳，但当他们愿意回转时，神也按

照祂律法上的应许，使他们重返应许地（申 30:1-6）。不

但如此，神应许祂的子民，在末后的日子，要与他们订

立永约，赦免他们的罪孽。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和以西

结书，均有相关的预言：  

我必与你们立永约…。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

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

恤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赛

55:3、7）  

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

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

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

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记念他们的罪恶…”（耶

31:33-34）  

〔他们〕也不再因偶像和可憎的物并一切的罪过玷污

自己。我却要救他们出离一切的住处，就是他们犯罪

的地方；我要洁净他们。如此，他们要作我的子民，

我要作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作他们的王，直

到永远。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

（结 37:23-26）  

  在耶利米书中，这永约称为“新的约”（耶 31:31-

34；第 31 节“新的约”在《七十士译本》的希腊文是

καινὴ διαθήκη）；希伯来书就是按照耶利米书这段经

文，论到耶稣用祂的血立下新的约，洁除人民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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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来 8—10 章）。保罗和路加记述耶稣在最后晚餐

时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καινὴ διαθήκη）”

（路 22:20；林前 11:25）；马太则未有写下“新的”

（καινή）这字，而是把“使罪得赦”记录下来：“这是

我立约之血，为许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太 26:28，

另译）。在这句话中，“约”与“使罪得赦”连在一

起，就显明了耶稣流血所立之约，不仅单单指向耶利米

书预言之“新的约”，同时指向以赛亚书和以西结书预

言之“永约”；因为三卷先知书记述有关这约的预言

时，均提及神要赦免或洁除子民之罪。耶稣流血舍命，

应验了众先知的预言：神与祂的子民立下永约，赐下赦

罪之恩。  

  耶稣立约之血使罪得赦，告诉我们：我们罪得赦

免，完全是因为神的慈爱和信实。神主动向人施恩，与

人立约，使人成为祂的子民。虽然子民背约犯罪，但神

以恩慈怜悯待他们，应许订立永约，使罪得赦；这应许

因着耶稣基督流出立约之血已经成就了。神既是信实

的，祂必会按照祂的应许，使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得蒙

赦罪（约 3:18；徒 26:18）。神以慈爱和信实待我们，但

愿我们也全心全意爱祂事奉祂，作祂忠心的子民。  

作者陈梓宜传道为金灯台出版社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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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经讲章大纲 

为何在死人中找活人？ 

黄彼得 

经文：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1 至 13 节 

引言： 

  复活带给我们快乐和荣耀的盼望。基督的复活使我

们有复活的盼望，有得永生的确据。本文论到复活早晨

所发生的一件事，这件事的中心是天使对门徒的问话：

“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路 24:5）  

一．死人与活人的分别 

  1. 死人就是没有生命的人  

a. 死人可能有形体的存在，但已无抵抗力，不能抵抗细

菌的侵袭。所以不久会腐化，越久越坏。  

b. 死人不能得胜环境，不能自主，任人摆布。  

c. 死人是没有盼望的，冰冷的。  

d. 死人是被人弃绝的。  

e. 那些没有神永生的人就是这样的人。  

  2. 活人是有生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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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活人有活动的自由：来去自由，各方面的自由。  

b.  活人有抵抗力，细菌不易侵入。  

c.  活人有盼望，有前途，有热诚。  

d.  活人为人所喜爱。  

e.  这生命是永生。  

二．耶稣是活人是生命的主 

1.  活人不在死人中。  

2.  活人不能与死人同在。  

3.  耶稣不能被死亡拘禁（徒 2:24）。  

4.  因耶稣已打败那掌死权的魔鬼（来 2:14）。  

5.  因耶稣已夺回那死亡的钥匙（启 1:18）。耶稣是活

人，所以祂不在死人中。  

三．今日信徒的困惑 

1.  忘记主耶稣的教训。门徒为什么找不到耶稣？因忘记

主的教训。今日信徒对主的死、钉十架、复活等不过

当作道理，以为与家庭和日常生活无关。许多人只在

复活节才知道主是复活的，在其他的日子里以为祂是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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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主耶稣的教训只信一半。相信主为我们的罪而死，

但不信主为我们复活，不信主能复活。所以天使再提

醒他们：主死而又复活了。  

3.  凭肉体的感觉不凭心灵的相信。凭肉体的感觉，认为

主死了，以为主与常人一样地死了；却不知主耶稣是

生命的主，祂已复活，不必到坟墓去找。只要我们的

心灵准备好，以心灵和诚实敬拜祂，祂就在我们中

间。  

4.  不接主耶稣到心中为主。只将耶稣当客人，伤心需要

时才找祂，其他的时间将主耶稣放在坟墓里，不理

祂，把祂当作死人。  

结论： 

  主耶稣已复活了。应当相信圣经的话，接祂到心中

为主为王，相信祂，追求圣洁。主永远与我们同在，我

们永不孤单，也不必忧伤。  

作者黄彼得牧师为东南亚圣道神学院荣誉院长。 

本文选自《基督教简明查经讲章大纲》，全部大纲共约二千三百篇，已在金灯台出版

社网站 www.goldenlampstand.org 发布，欢迎浏览或下载。费用全免。 

http://www.goldenlampstand.org/lib/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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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活页 

舍己的价值 

 

  当我还是个小学生的时候，不时会在父母不注意的

情况下偷一两个硬币，然后藏在床底下。不过，说实在

的，我不记得自己有用过这些钱来为自己买过什么零

食，事实上直到如今，我都不是一个喜欢吃零食的人。

某天，有个人在门口吆喝着卖当季的禾虫，我去一看，

肥滋滋的禾虫很诱人呢！我想都不想就把平时攒起来的

零钱买了好多禾虫，因为我妈非常喜欢吃禾虫！  

  等我妈下班回来，我得意洋洋地把禾虫拿出来给她

看。她第一句就来个问号：你怎么会有钱呢？啊，五雷

轰顶！我只好颤颤惊惊地从实招来，把剩余的几个硬币

都上缴了。我妈还算有分寸，先大大地表扬了我一番，

再狠狠地揍了我一顿，然后美滋滋地享受鸡蛋蒸禾虫。

我在旁边看着，心中五味杂陈，其实啥也没想通，只是

觉得自己笨得够可以。  

  无疑，我是爱母亲的，我也很愿意付出代价，用基

督教信仰的语境来说，就是愿意舍己。但，我付出的代

价不是我自己的，我舍去的金钱是偷来的，所以，我的

孝心没有实质性的意义，成就不了任何的美德。  

  直到我认识主耶稣基督，才明白了什么叫舍己，什

么才是舍己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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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

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马太福音

13:44）  

  这是耶稣基督讲天国比喻的其中一个，很有意义的

一桩买卖。解释有很多，我们暂且从某一个进路来解

释。天国的宝贝是人，是上帝创造的人，而这人，是上

帝用尘土（地里）造的，这个泥人最大的宝贵之处在于

上帝“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创世记 2:7）。而这个天国比喻中的“人”，就是主耶

稣基督；祂看见地里那些宝贝的灵魂，就愿意付出自己

全部的代价，不是勉勉强强，而是欢欢喜喜地买了下

来。  

  耶稣基督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是祂自己的生命！这

是祂一切所有的，全部舍去了，这是完全彻底的“舍

己”！  

  十字架上耶稣基督被钉死的画像，相信全世界人都

不会陌生。但祂为什么要被钉死？钉死了有什么意义和

价值？恐怕不是每一个人都了解和领受。  

  这要从“地里的宝贝”说起。地里的宝贝，是上帝

眼中的宝贝，但这些“宝贝们”却在人类始祖亚当和夏

娃偷吃禁果的时候就犯罪堕落了，他们成了与上帝分离

的“他人的产业”，他们肉身消亡之后，灵魂都归于撒

但魔鬼，与撒但魔鬼一同进入永远的黑暗当中。这是一

件让上帝痛心疾首的事情！于是，上帝策画了一个拯救

人类的计画，这个拯救计画需要上帝的独生儿子耶稣基

督来实施，并由圣灵来帮助完成。耶稣基督虽然知道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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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这个拯救人类的计画，需要祂自己付出生命的代

价，但祂还是欣然同意了。于是，一场完美的拯救行动

拉开了序幕。  

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

脱离这罪恶的世代。（加拉太书 1:4）  

  首先，耶稣基督在两千多年前从天而降，舍弃了天

上的荣耀与尊贵，藉着童贞女马利亚从圣灵感孕，降生

成为一个卑微的普通人，圣诞节就是记念耶稣的降生。

耶稣基督成了人类的一分子，这是一个重大的舍弃，是

一个伟大的降卑。  

  接着，耶稣基督成年以后，用三年的时间，向周围

的人传讲天国的福音，让听见的人知罪而悔改，归向创

造之主，从黑暗走向光明。结果是，有人接受，有人拒

绝。  

  最后，耶稣基督用祂的无罪之身，被钉在十字架

上，代替了全人类的罪而死去。这是一个终极的舍己，

毫无保留的舍己，所带出来的果效就是：所有接受耶稣

基督代赎的“宝贝们”，全部都归属于天国，全部都归

属于创造这些“宝贝们”的上帝！再没有痛苦，再没有

眼泪，再没有死亡，在天国永恒的荣耀中与上帝同在。  

  讲回我那禾虫的故事：小小的舍去是有的，但带着

罪的舍弃，换回了一顿痛打。但耶稣基督无罪的舍己，

换回了无数罪人并使他们变成了无价之宝！甚愿所有看

到这篇文章的人，都愿意被耶稣基督买赎，成为天国的

宝贝。（杜嘉）  

欢迎活用福音活页—转贴，转寄，打印等，以广传福音。注明出处和作者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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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活页 

光明人生超越离世 

 

  人人都在生命终结时离开这个世界。一般人因为不

知道离开世界后往哪里去，所以他们不喜欢谈离世的事

情，甚至认为谈论离世是不吉利的；对他们来说，“离

世”是一个永远不能解开的谜，是一个永远绝望的黑

暗，也是一个永远没有底的深渊。但是，对基督徒来

说，情况就完全不同；因为基督徒清楚知道他们离世以

后要到哪里去。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希伯

来书 11:16）  

  基督徒看离世是要到那个“更美的家乡”。我们活

在这世上，少年时，有许多伤心痛苦的事情；在中年，

有许多挂虑愁烦的事情；年老时，更有许多身体软弱、

衰残、无奈的事情。我们不愿意永远留在这个世界上，

也不能永远留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必须离世。圣经说：

凡接受耶稣基督作救主的人，罪得赦免，获赐永生，成

为神的儿女。所以，基督徒有把握在离世以后，可以到

达那更美的永久家乡。  

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棚若拆毁了，必得神所

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哥林多后

书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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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经文所说“我们这地上的帐棚”，是指我们地

上暂时的身体；我们这在地上的身体，是会衰残、会拆

毁的：这个身体越来越旧，越来越老，最终好像一个帐

棚被拆掉，被丢掉了。但是信靠基督的人，离世以后能

够得到天上永存的房屋，就是永远不死的身体，是永远

不朽坏的，永远不衰残的，是荣耀的身体。人人都要离

开这个地上的帐棚，但信靠基督的人能够到达天上的家

乡，得到天上永远的房屋，在那里安然居住。圣经这样

描写那时的情景：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

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

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启示录 21:4-

5）  

  当我们有一天在世上把工作做完了，离开世界与基

督同在，乃是好得无比的，因为可以与基督面对面相

见，到天上更美的永久家乡，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呢？  

  有一位陈牧师，他的父亲是个虔诚信靠耶稣的人，

有很特别的离世经历。那时，陈牧师在外地讲道，有一

天，他父亲忽然对家人说：“耶稣基督告诉我，祂要接

我回天家了；你赶快打电报告诉我的儿子，尽快、尽早

回来。”之后他父亲就吩咐家人，给他换上白色的衣

服；他还吃了一大碗面加上两个鸡蛋。吃完了以后，他

把家人都叫到床边，吩咐后事，劝勉他们要忠心爱主，

要好好彼此相爱，传扬福音；又为他们祝福。祝福完

了，闭上眼睛，靠在床上，面带笑容，用手指着天上

说：“主耶稣穿着白衣来接我回去了。”说完以后就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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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安然离世。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好像陈牧师的爸爸

这样清楚知道自己离世的时刻已到，但是每一个基督徒

都有把握，知道自己离世以后会到哪里去。生离死别难

免有离愁别绪，伤感流泪；但是，信主的人离开世界，

实在是好得无比的！  

  愿你向神祷告说：“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有了耶稣

基督，我们就有把握，知道离世会到哪里去。求主耶稣

现在进来住在我心中，让我罪得赦免，得到永生，成为

你的儿女，可以到那更美的家乡，得到那个永存的房

屋，欢欢喜喜住在天上，好得无比。愿你垂听我的祷

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麦希真）  

笔录自麦希真牧师的讲道，获准转载于《金灯台》活页刊。 

讲道影片载于 maixizh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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