祢把旌旗赐给敬畏祢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诗 60：4）

汤姆·华森

万事都叫人得益处的理由在于，神与祂的子民有
密切的关系。
主与他们立约。“他们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
们的神。”（耶 32:38）因着这句话，万事都必定为
他们的益处效力。“我是神，是你的神！”（诗 50:7）
“我是你的”，这是圣经里最甜蜜的一句话，这意味
有最美好的关系；神与祂的子民既有这样的关系，万
事就必定为他们的益处效力。
“我是你的神”意味着：
（一）医生的关系。
“我是你的医生”，神是医术高超的医生。祂晓
得什么是最好的。神看明各人有不同特质，晓得什么
对各人最有果效。有些人性格温柔，神就以怜悯来吸
引他们。有些人像粗硬的石头，神就以强硬的方法来
对付他们。有些东西得用糖腌渍，有些则用盐腌渍。
神不会用同样方法对待所有人。祂以试炼对付刚硬的
人，以甜酒款待柔软的人。神是一位可靠的医师，必
让万事发挥最大的益处。神若没有赐你所喜爱的，就
必定赐你所需要的。医生不会花心思去满足病人的味
觉享受，反倒一心把病治好。我们常因痛苦的试炼临
到而叫苦连天，但愿我们想起神是我们的医生，因此，
祂所做的都是为了医治我们，而不是寻我们开心，神
待自己儿女的方式虽然严厉，却能确保他们的安全，
目的是要医治他们；“叫你终久享福”（申八 16）。
（二）父亲的关系。
父亲爱自己的儿女，因此，无论是微笑还是责打，
都是要叫孩子得益处。祂说：我是你的神，你的父，
因此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要叫你得益处。“耶和华你
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神的管教不是要
毁坏，而是要更新。神不可能伤害自己的儿女，因为
祂是慈父，“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
怜恤敬畏祂的人。”父亲岂会伤害自己的儿子，一个
从他所出、具有他形像的儿子？他一切的照顾和计
划，都是为了儿女的益处。他存留产业，都是为了自
己的儿女。神满怀慈爱，是“发慈悲的父”。祂向万
物发慈悲，施恩惠。
神是“永在的父”。祂自亘古就是我们的父；在
我们作儿女以先，祂就是我们的父了，将来还要永远
作我们的父。父亲还活着的时候，供应儿女所需用的；
一旦父亲死了，儿女就可能会遭受危害；但是神永远
为父。只要你是信徒，你就有一位永远不死的父；若
有神作你的父，你就永远不可能绝望；万事都必定为
你的益处效力。
（三）丈夫的关系。
这是一种又亲近又甜蜜的关系。丈夫会寻求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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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益处，不会伤害自己的妻子。“从来没有人恨恶自
己的身子”，神和祂的子民之间有着婚姻关系。“造
你的是你的丈夫”。神全然爱着自己的子民。祂将他
们铭刻在祂掌上；将他们放在祂心上如印记。使列国
作他们的赎价，这显示了他们有多么贴近祂的心。祂
若是满怀慈爱的丈夫，就必定寻求妻子的益处。祂或
是阻绝伤害，或者转化伤害为最有益的事。
（四）朋友的关系。
“这是我的朋友”。奥古斯丁说，朋友是半个自
己。他渴望知道怎样为朋友带来益处；他追求朋友的
幸福，有如追求自己的幸福。约拿单为他朋友大卫的
缘故，冒着惹怒国王的风险。神是我们的朋友，因此
祂会叫万事成就我们的益处。朋友虽有虚假，基督也
曾遭受朋友背叛，但神是最好的朋友。
祂是信实的朋友。“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祂
是神，是信实的神”。祂的爱和信实不改变。当祂赐
下怀里的儿子时，祂也将自己的心赐给了我们；这是
一种无与伦比的爱。祂信守祂的应许，“无谎言的
神……应许……”（多一 2）。祂可以改变祂的应许，
却不能违背祂的应许。祂以信实待我们；当祂加苦难
给人时，祂仍是信实的。
“祢使我受苦是以信实待我。”
祂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
神是不改变的朋友。“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
你。”朋友往往在困难时退缩，许多人对待朋友，就
好像女人对待鲜花，还新鲜的时候，就放在怀里，一
旦开始枯萎，就弃之不顾；又好像旅人对待日晷，若
有太阳光照日晷，旅人会停在路边观看它，若没有阳
光，他经过时都不看一眼；同样道理，当人兴旺得意
时，朋友自然会注目他；当遇不测风云时，朋友就远
离他。然而，神永远作我们的朋友！祂说：“我总不
撇下你”。大卫虽行在死荫之中，却晓得有一位朋友
与他同行。“我……不怕遭害，因为祢与我同在”。
神永远不会从祂的子民身上完全收回祂的爱。祂……
爱他们到底”。神既是这样的朋友，就必叫万事为我
们的益处效力。唯有寻求朋友益处的，才是真朋友。
（五）“我是你的神”还意味着更亲近的关系，
是头与身子的关系。
基督与圣徒之间有一种奥秘的联合。祂被称为
“教会的头”（弗五 23），头岂不顾念身子的益处？
头引导身子，体恤身子。头是精神的源头，把影响和
安慰带给全身。头部的所有功能都是为着身体的益
处：眼睛好像在守台上站哨，察看有没有可能威胁身
体的危险，以防患于未然；舌头不但能品尝，也会演
说。如果说身体是一个小世界，那头就是这个小世界
的太阳，发出理性的光亮。头乃是为了身体的益处。
基督和圣徒联合，成为一个奥秘的身体，我们的头在
天上，祂必不甘心让身子受到伤害，倒要顾全身子，
叫万事为这奥秘身子的益处效力。（节选自作者著《万
事得益》P57-61，郭熙安译，改革宗出版社。）

你们存心不可
贪爱钱财，要以自
己所有的为足。因
为主曾说：“我总
不撇下你，也不丢
弃你。”
——来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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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信成圣

麦苗中的恩典
（第一阶段）
约翰·牛顿

马可福音四章 28 节
亲爱的先生，我照着你的期望提笔写信，针
对信徒生命经历的不同阶段，恩典会如何使我们
长进，与你分享我的观点；我写给你的信分成三
个阶段，分别对应到主对我们的教导，观察谷物
生长的几个阶段：“先发苗，后长穗，最后穗上
结满了子粒。”（可四 28，新译本）主引领祂所
有的百姓透过不同的方法，可以有效地明白这些
重要的真理。于是在这项专论中，我会尽量撇开
那些个人的、个别的经验不谈，只搜集那些对众
人来说是更广的、或至少是较普遍的原则。因此，
我要给你的不是我自己或任何人的经验；我会竭
尽所能，阐明圣经对于恩典之工的本质与精要的
教导，使操练恩典之人在这方面能普遍应用这些
教导。
按着本性说，我们都死在过犯罪恶中，不仅
与上帝疏远，也敌对祂的掌管与恩典。在这方面，
无论人有怎样的社会角色，是明智博学的或懵懂
无知的，是安静严肃的或满口亵渎的，都一概不
能领受、也无法认可上帝的真理（参林前二 14）。
因此我们的主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
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约六 44）虽然“父”
这个字常常用来表达美妙三位一体中，一项众所
皆知且重要的区别，我仍认为我们的主有时候用
这个字来指，或指神性，与祂的人性作明显的对
比（正如约十四 9）。我认为这里的意思是：“没

我们如若否认基督的宝血能洗净
我们的罪，且使我们成圣，我们就是
羞辱了祂的名，而且是最大的亵渎。
所以你必得相信，承认你成圣，是借
着祂的宝血，不是由于你自己的虔诚
生活。你在基督面前应该不再思想你
的功劳，你的能力。你只可等待接受
主为你所预备的一切。
（马丁·路德）
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除非他蒙上帝教导”，并有上
帝的能力运行在他身上。按照上帝的拯救计划，这是
由圣灵直接施行能力而不是圣父（参约十六 81）；
但这是上帝以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父的能力，因此
这能力也分别属于圣父，圣子、圣灵（约五 21，六
44-63；林后三 18；帖后三 5）。
透过第一个阶段，我就能了解那受上帝吸引的
人，必定会归向主耶稣基督，并从祂得着生命与救恩。
这项工作是在瞬间展开的，因为有光临到他，使这工
作发生果效，这光是人心从前所不认识的。悟性的眼
睛打开并蒙光照。这光起初微弱又朦胧，犹如清晨的
微曦；可是一旦有了这光以后，它必定会增强且扩展
开来，变成通亮的白日。论到上帝以祂的怜悯吸引人
来归向祂时，我们以为上帝在这人身上的头一件工作
是叫他知罪，但我认为这是不准确的说法。使人知罪
只是一部分，或者说，只是头一件工作（神光照）的
直接果效；况且，有很多人的知罪根本不是出自神的
光照，只是出于偶然的、暂时的事件罢了；虽然在一
时之间，知罪感非常强烈，也使人因此做许多事。为
要正确地知罪，我们必须先充分地认识那位与我们有
关系的上帝，否则罪就会产生危害，叫人恐惧，而要
明白罪的特性与坏处，唯有把罪拿来与上帝（罪所敌
挡的那位）的圣洁、威严、善良与真理来相比。若没

祢把旌旗赐给敬畏祢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诗 60：4）

有上帝的亮光与能力同时临到人的身上，那么所有外
在的手段，所有的怜悯、审判、规条，都无法叫人正
确认识上帝，更无法叫人正确知罪。天良和情感实际
上会受到外在手段的影响，能激发些许渴慕与努力的
心志；可是若没有根据上帝在祂话语里的自我启示，
对祂的完美属性拥有属灵的认识，那么先前所激发的
心志，迟早也会归于无有；而且那受影响的人，有可
能会逐渐恢复到他以前的景况（参彼后二 20），也
有可能耽溺于敬虔的外貌，自以为义，而缺少能力（参
路十八 2）。于是，当福音传达给各人时，会引发人
许多天然的情感；有许多相信的人很不幸地半途失败
了、背道了，这不仅叫人诧异，更令人哀恸。尽管种
子看似发苗了，一时之间绿意盎然，如果没有空间让
它生根，就终必枯萎。我们或许无法凭着人敬虔的外
貌，判定福音是否深入他的心灵；但“主认识谁是祂
的人”（提后 19）；只要有真实的信仰，就会有确
实可靠的得救记号。由于上帝只藉由圣经的媒介来启
示祂自已，凡是藉此领受光照的，必蒙带领来亲近圣
经，而且他很快就能够开始领会、并赞同上帝话语中
的一切真理。如此，人便能认出罪的恶毒，也能感受
到人心的邪恶。或许有一段时间，他为了得着上帝的
眷爱，他会努力地祷告、悔改、归正；但在大多数情
况下，他很快就会看出这些都是徒劳无功、白费力气。
他的灵魂就像马可福音五章 26 节中的女人，因着所
有方法都不奏效而感到无力，又发现自己每况愈下，
并且他逐渐明白福音的救法既是必要的，也足以使人
得救。在案例一中，这人很快就成了这样的基督徒：
他相信上帝的话，并且对事物的看法和感受全都以上
帝的话语为依据。他又憎恨、逃避罪，因为他知道罪
惹上帝发怒，违背祂的良善。他领受了上帝对祂儿子
的见证；他又因看见耶稣的荣耀，与祂对可怜罪人的
爱，便深深受祂的影响和吸引；他单单投靠耶稣的名
与祂的应许，好使自己来到恩典的宝座前；他殷勤地
运用上帝所定的蒙恩与成长的一切管道；他爱主的百
姓，视他们为世上最美善的人，并且喜悦与他们交通。
他相信他们所享有的福气，他自己也渴望、等候、祈
求能够有份于其中，否则就无法得着满足。他相信耶
稣有能力拯救他；但是由于残存的无知与靠律法的习
性，想起过去所犯的罪，又感受到当前的败坏，他便
时常怀疑自己的意志；而且，他因着不认识恩典的丰
富，也不认识应许的可靠，就担心那满有怜悯的救主
会把他踢开。
虽然他刚认识福音不久，身负罪恶的重担，或许
还饱受撒但的试探搅扰，但那“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
怀中”（赛四十 11）的主，时常随己意热切地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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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免得他陷入太大的忧伤。他的心或许因着祷告或
听道而变得宽阔，又或许他的心拥有某些美好的应
许，以致为他带来了能力与甜蜜。而他误解了这些安
慰的本质与设计，这些安慰其实不是要他安享在其
中，而是要勉励他勇往直前。他拥有这些安慰后，便
认为自己是健全的，并天真地以为能够永远保有它；
这时他稳如泰山。但不久之后，他就感觉到有了变化：
他的安慰消失了；他无心祷告；他无法专心听道；他
内心的罪重新得势，撒但在反攻时或许还加倍的凶
猛。这时他已无计可施；他认为先前的盼望都是出于
自大，先前的安慰也不过是幻象罢了。他想要得到某
种感觉，让他能确实地信靠基督白白的应许。他对救
赎主丰盛恩典的看法极其狭隘；他看不到上帝拯救罪
人的和谐与荣耀；他唉声叹气求怜悯，却害怕那控告
他的公义。然而，主不断改变祂的供应，其实是要训
练他，领他向前。他从耶稣领受了恩典，因此就能够
抵抗罪；他有敏锐的良心，他的困扰多半来自灵性层
面；他心想，倘若他能够确实感受到自己已获得所爱
之主的接纳，那么任何外在的试炼就无法搅扰他了。
事实上，尽管此时他的信心软弱，律法的气势大大地
伤害他；当他的盼望与知识更加坚定时，尤其是在他
带着敏感、敏锐的胃口，留心听训词，又带着急切渴
望的心，如同婴孩爱慕母奶一般地爱慕神话语的灵奶
时，他回顾过去，仍发现有一些事情让他感到惋惜。
他殷切期盼每一次听道的机会；听道时脸上总是显出
专注和渴望；他也有活泼的热心，却因为缺乏经验就
显得急躁冒失；他关爱人们的灵魂，也在乎上帝的荣
耀，而这一点有时也为他带来困扰，有时则会掺杂某
些不当的行动；但原则上，这样的表现是非常可取、
值得称许的（参约十八 10）。
上帝的恩典影响悟性和情感。火热的情感若少了
知识，就比迷信好不到哪里去；而知识若没有受到内
心情感的影响，只会使人变得伪善。真信徒具备这两
方面的赏赐。我们可以说，尽管在第一个阶段中，这
人并非没有知识，但通常他会凸显情感的热忱与活
力。另一方面，恩典之工进展的同时，虽然情感不减，
但主要还是悟性的长进。年长的基督徒对主耶稣基
督、对祂的位格与救赎之爱所彰显的荣耀，看法更为
坚固、正确，也更有系统；因此，他有更稳固的盼望，
也能更单纯地倚靠，而且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他的平安与能力也比刚归主的人更加持久平稳；但大
部分的情况下，刚归主之人的热忱较为明显。树最有
价值的时刻，在于它结实累累的时候，但在开花的时
候，它仍带有特殊的美。第一阶段处于春日时分；他
正绽放，并得着天上农夫的施恩赐福，将在晚年结出

祢把旌旗赐给敬畏祢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诗 60：4）

果子来。他虽信心软弱，内心却仍旧火热。他不
太敢以信徒自居；但他所看到、所感受和所做的
事，必定是有主与他同在才可能办到。他灵魂渴
望、喜爱的上帝的道与祂恩惠。他的知识不多，
却每天都在增长。如果他在恩典中不算是父亲，
也不算是青年，那他肯定是亲爱的孩子了。主已
经造访了他的内心，救他脱离对罪的贪爱，又使
他切慕耶稣基督更胜于其他的一切。直等那有荣
光的福音更进一步彰显出来，使他明白自己蒙悦
纳，又使他安息于主所成就的救恩；此时，捆绑
的灵会渐渐地远离他，他所渴望的自由时刻也逐
步临近。如果你愿意的话，让 我们续在第二封信
里，看看这人在第二阶段中是什么情况。
（节选自作者著《约翰牛顿书信选集》P12-18，郭熙安
译，改革宗出版社。）

伯纳德・吉尔平（Bernard Gilpin，1517-1583）
这位传道人，在玛莉皇后迫害新教徒期间，因宣讲福
音而被监禁，要被送到伦敦处死。让押送的守卫感到
可笑的是，他口中一直念念有词，说：“一切都是最
美好的。”途中，他坠马受伤，行程耽搁了数天，但
他对那被逗笑的守卫说：“我绝对相信，即使是这意
外也必然是祝福。”最后，他终于可以再度起程。快
要抵达伦敦时，他们听见教堂响起钟声，于是问人发
生了什么事。他们说：“玛莉皇后离世了，新教徒以
后不会再被焚烧。”吉尔平望着那些守卫说：“你们
看，一切都是最美好的。”神使用这跌伤和延误来救
他一命。（选摘）

45 问：第一诫命是什么？
答：第一诫命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
神。”
注解：神将“十诫”写在两块石版上，前四诫是
我们对神的本分，后六诫是我们对人的本分。“第一
诫”教导我们，唯一正确的敬拜对象就是神——除祂
以外，不可有别神。这是此诫命的简明意义。然而在
《小要理问答》里，会逐一解释每条诫命并延伸其意
义，指明：首先，此诫命吩咐我们作什么；然后，禁
止我们作什么；最后，遵守此诫命的特别理由或动机。
经文：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出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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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
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祂之人的。
（雅
一 12）
如果神不变地在我们身上做美事，我们也应该不
变地服事祂。如果祂向我们保证祂是我们的神，祂将
是我们的“我是”，祂也会保证我们是祂的子民，我
们是祂的。如果祂宣告自己永远坚守应许，期待我们
也应该坚持顺服。作为配偶，我们应该不变地忠于作
为丈夫的神；作为臣民，我们对作为我们君王的神应
有不变的忠诚。神不会要我们对祂仅有一小时或一天
的忠心，而是要我们至死忠心（启二 10），那是我
们应该属于祂的原因。如果我们是祂的孩子，就会在
祂坚守圣洁的目标上效法祂，这是我们的荣耀和喜
好。成为在风中摇摆的芦苇，在人群中间是得不到赞
同的，这不是赞美神的理由。约伯坚守祂的正直，这
是他的荣耀。
“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
（伯
一 22），在这一切事上，全城居民和各界都想到足
以高声呼喊反对神的理由。他也抵抗他妻子的试探，
仍然保持纯正，她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
（伯二 9）魔鬼在神的允许之下，剥夺约伯的财物和
健康，却不能剥夺他所领受的恩典。当风和雪打到他
的脸上，这位旅者把外套裹得更紧，以保护外套和他
自己。最好我们从未宣告信仰，这比最后放弃信仰要
好。如果我们之中任何人像一个懦夫般逃跑，或者像
一个叛徒般反叛，这样一个畏缩的宣告对人不会有帮
助，除了加重罪行之外。如果一个士兵禁得起多次羞
辱，可是最后逃跑了，这有何益处呢？如果我们期盼
神以永远的荣耀为我们加冕，我们必须为起头戴上喜
乐的持守之冠冕。
（节选自作者著《清教徒每日灵修》，王震芳译，真光
出版社出版）

任何事物，你若紧抓不放，就无法真正属于
你。你里头的“己”若不死，就不能从死里复活。
若是指望自己，至终你会发现其中所充斥的，只
不过是仇恨、孤单、绝望、愤怒、破坏和朽烂。
若是指望基督，你会寻觅祂，而每件你所向往的
事物也会随着祂一起涌现。
——路易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