祢把旌旗赐给敬畏祢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诗 60：4）

菲力·莱肯

“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
——加 6:8
顺着圣灵撒种是什么意思呢？关于收和种的想
法要回溯到第 6 节，那里谈要和牧者分享好东西。顺
着圣灵撒种的一个途径就是供养传神话语的人。在改
教时期，这段经文通常被如此解释。但是顺着圣灵撒
种不只包括供养牧师，而是保罗在前文所提及的顺着
圣灵而行（参加 5:16），被圣灵引导（参加 5:18），
靠圣灵得生（参加 5:25）。顺着圣灵撒种意为顺从
圣灵引导，遵从圣灵教导过圣洁生活。
具体说来，顺着圣灵撒种就是撒能结出圣灵果子
的种子：仁爱、喜乐、良善、信实等等，就是用蒙恩
的途径来耕耘好的属灵的果子：阅读《圣经》、祷告、
敬拜、圣礼等。
顺着圣灵撒种意味着为讨神喜悦而活而不是讨
自己喜悦。例如，一对年轻的夫妇保持婚姻的床圣洁
就是顺着圣灵撒种；一个人克制自己的野心转而去服
侍他人就是顺着圣灵撒种；一个姊妹在基督里和另一
个姊妹和解就是顺着圣灵撒种；一对夫妇悔改各自的
自私并真正地在灵里共同建造就是顺着圣灵撒种。总
而言之，顺着圣灵撒种意味着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基
督而活。每次我们思、言、行都是在撒种子；每次我
们的所思、所言、所行都是为了神的荣耀，就是顺着
圣灵撒种。
我们种什么就收什么；同时我们种得越多，收得
也就越多。每次，我在春天经过费城市中心一块空地
时就会想到这一真理。几年前，一个人拿了一大桶野
花籽撒在这片空地上。每到春天，这块空地就变成绚
烂的花的海洋：有数不清的红色花，夹杂着橙色、黄
色、紫色的野花。
我们顺着圣灵而撒的种子也应当尽可能广地撒：
“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林后
9:6）谁顺着圣灵撒种，谁就可以得着最丰盛的收获
——永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救恩来自行为。永生
是因着信而有的礼物，而不是依据行为。然而相信的
人也是行动的人，尽管没有人会靠着行为得救，但是
人得救的时候也不可能什么行为都没有。因此，因着
神的恩典，已经得救信靠基督的人就走出去播撒讨圣
灵喜悦的种子。神，出于自己的恩典，愿意奖励永生
给那些撒下圣灵好种的人。
《圣经》说唯有圣灵有能力传递永生。
“从圣灵”
，
信徒“收获永生”（参加 6:8）。永生是神给每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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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神独生子耶稣基督之人的礼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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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颁发永生之礼的是圣灵。顺着情欲
撒种的收获死亡和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便收获永
生。肉体不朽荣耀的复活来自神的灵。使基督从死里
复活的圣灵也同样会使基督徒从死里复活。
从某种意义说永生已经开始了。愿意讨圣灵喜悦
撒种的人已经开始在今生得着神的奖赏了。可以打个
比方，属灵的收获就像摘蓝莓一样。当一家人到地里
摘蓝莓的时候，他们会摘很多蓝莓，直到足以维持到
下一个蓝莓成熟的季节。并不是所有的蓝莓都被做成
派或果酱。时不时采摘的人摘下美味新鲜的蓝莓，放
进嘴里，立刻吃掉了。
同样，我们一信靠基督就开始品尝永生的味道
了。任何被圣灵重生的人都有永生神的生命在他里
面。浸信会神学家提摩太·乔治解释永生“不仅是存
到永远的生命，更是神自己的生命，是圣父、圣子和
圣灵的生命，藉着在救主里面的信心恩惠地临到神的
儿女。任何真实信靠基督为救主和生命之主的人现在
就得着了永生”。因此，不是所有与永生相关的益处
都要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得到。圣灵此时此刻就
给了我们信心的确据、得救的喜乐以及对复活的盼望。
当然，圣灵还留有一些礼物直等到基督再来时给
我们。我们等候所应许的收获到来。我们在世上的年
日里只管撒下讨圣灵喜悦的种子，知道有一天我们必
收获神满满的祝福。帕金斯写到：“如果人能信服此
生就是撒种的季节；末日审判就是收获，如同农夫撒
种都期待收获一样，我们也应当如此期待我们的好行
为有丰盛的收获；我们若期待多结果子，我们该有多
少好行为啊！”（节选自作者著《加拉太书讲解——改革
宗研经系列第一卷》，陈萍译，改革宗翻译社。）

78 问：第九诫命禁止我们作什么？
答：第九诫命禁止我们：作任何不合乎真理，损
害邻舍名誉的事。
注解：此诫命论及我们的言语，吩咐我们：每时
每刻都要留心说真理；真理一旦受攻击，要挺身而出；
无论如何总要尽力，使真理得以伸张。它禁止我们：
作任何使人误以为真的事（撒谎）；特别是关于他人
品行的事（诽谤）。一般交往的原则是：在爱里说真
理。作见证的原则是说实话，说出全部实情，不是实
情不说。
经文：他不以舌头谗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
伙毁谤邻里。（诗 15:3）

总要察验何为
主所喜悦的事。那
暗昧无益的事，不
要与人同行，倒要
责备行这事的人。
——弗 5: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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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的安慰

荣耀神（下）
汤姆·华森

在哪些方面我们可以荣耀神呢？
9、借着喜 的生活荣耀神。 世人 基督徒在
最危 的 期，仍有喜 的心， 就 荣耀 神；那
在危 中能使他的心喜 的，也能使他如夜 ， 然
有刺梗喉，仍能 唱。神的百姓有喜
愉的根基。
他们被
有 女的名分，
生 在的平安；不
管外在的狂 暴雨有多大， 心仍有
的音 。
（林
后一 4，帖前一 6） 我们思想到基督借着 的 血，
透
的 ‸㤴我们成就了大事， 就是 大喜 的
根基， 㔠的喜 荣耀神。 一 ዤ人总是愁容 面，
意味他的主人 待他；照㔠， 神的百姓垂
，
好像他 非服事一位好主人，或是后悔自己的
，
如此的反 羞辱神。就像 人公 地犯罪使福音蒙
羞，照㔠，敬虔的人 着不喜 的生活也是如此。
“
意事奉耶和华”（ 一〇〇2）除非
着喜 的
心，不然 的事奉不能荣耀 。基督徒
的外表荣
耀神；信仰不
去我们的喜 ，反倒更精
；我
们的弦 有 ，而是 奏出和弦美妙的音 。
10、借着㤴 理 荣耀神。上帝 多的荣耀是
在 的 理里面。上帝已
的 理委托我们，就像
主人 ⢘包委托ዤ人看管一㔠。除了我们的‸魂，我
们也 有更有价 的 西委托神，照㔠，除了神的
理，神也 有更有价 的 西委托我们。 理是神所
出的光芒。神 多的荣耀在 的 理里面。我们
神的 理， 就是荣耀神。“ 们要㤴 道竭力的
”（ 3）。希 文“ ”意思是“竭力的

战士，鼓起勇气，你有许多安慰。
你处在一个坚固的位置——你“在基督
里”。你有所需的一切装备——上帝所
赐的全副军装。最英勇的战士大卫的教
导者和带领者圣灵会帮助你。
（周毕克）
”，就像㤴自己的土地 取，不
己的 利受 ；
所以我们必 㤴神的 道 。如果有更多神的百姓
㤴神的 道 ，神 更得荣耀。有些人只是殷切的
㤴一些 文 事 ，而不是㤴 正的 理 。
能想象 ？ 一 人不㤴他的
，而只是㤴了
文 事，或是㤴了一盒 造 件 ，而不是㤴
， 㔠的人，我们想他是毫无分辨能力的。
11、借着 美荣耀神。 美是高 神的行㤴。
“凡
以感
上㤴祭的便是荣耀我”（ 五十 23）；希
伯 字 Bara 是 造，Barak 是 美， ， 字有一
点不同，因㤴 造的目的㤴了 美神。大卫被 㤴以
色列美歌的作者，他 神的 美被 㤴荣耀神。“主
--我的神 ，我要一心
；我要荣耀 的名”
（
八十六 12）。 然我们不能增添神本 的荣耀，但，
美神就在 人眼中高 神。 我们 美神，我们就
是在宣
的美名，
完 的 利品 列出 。
天使如此荣耀神；他们是天堂的大 班，吹
美神。
美是信仰最高和最 是的行㤴之一。在 告中，我
们活出人的㔠式；在 美中，我们活出天使的㔠式。
信徒被 㤴“神的殿”（林前三 16）。 我们的舌
美神 ，就像神 ‸ 殿中的 器在演奏。 憾
的是，至今神
美所得的荣耀甚少！ 多人 日埋
怨毫不 足，甚少人借着神的名所 得的 美 荣耀
神。 ẽ告 我们， 徒手中握有 琴， 是 美
的象征。 多人眼中含 、口中抱怨，却 有少 人
手中握着 琴 美荣耀神。深盼我们借着 美尊荣

祢把旌旗赐给敬畏祢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诗 60：4）

神。 美是我们 付 神的租金。 上帝
崅，
我们就
付我们的租金。
12、借着㤴神的名
心荣耀神。“非尼哈使我
向以色列人所 的怒消了；因……他以我的忌邪㤴
心”（民 五 11）， 心 着情感，是 和 怒的
集合；
出我们 神 大的 ，和 罪的 怒。
心不能忍受神的名受屈辱；基督徒的心充
，
到神的名受辱，比自己受辱更不能忍受。“ 不能容
忍 人”（ 二 2）。我们的救主基督也是如此荣耀
的父； 充
，
殿中
⢘的人 走（崅
二 14-17）。“我㤴 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 。”
13、在日常生活及社 中的行㤴仰望神，就是荣
耀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吃喝上，“ 们或吃
或喝，无 作什 ，都要㤴荣耀神而行”（林前十
31）。 ‸的人握有 制的金
；他以食物㤴շ
衰弱本性的良 ，使他更健康好事奉神；他不 食物
作放 肉 私欲的燃料，而作㤴շ本分的 助。在
作 ⢘上，我们以荣耀神㤴中心。 人 所 取的不
之 而活，借着 着的天平，就像何十二 7 所 的：
“手里有 着的天平”，如此，他们愈 斤 ，，他
们的罪就愈重，他们索取的⢘超
品
的价 ，
不是八十元的 要⢘五十元，而是五元的 要⢘八十
元，甚至是 倍的价⢘。我们要遵行 ẽ的格言：
“我
们愿意人 㔠待我们，我们也要 㔠待人”，我们作
⢘都要荣耀神，如此，在我们⢘ 西 ，就不致把
我们的良心也出⢘了。
“我因此自己勉 ， 神 人，
常存无 的良心”（徒 四 16）。我们在日常生活
及社 中的行㤴仰望神，且不作任何 害信仰的事，
就是荣耀神。
14、借着努力 人 主，而荣耀神；也就是 ，
我们努力想要他人 主，好使他们也成㤴荣耀神的器
皿。我们 同 是 石和磁石； 石 շ恩典的光 ，
磁石㤴吸引人 向基督的美德。“我小子 ，我㤴
们再受生 之苦”（加四 19）……等。
魔鬼的
枷 ，救人 ᦙ黑暗的 շ 向神， 是一
大荣
耀神的方法。
15、 我们㤴神受苦，且㤴福音的 故 牲我们
的生命， 就是荣耀神的 点。
“但年老的 候，……
人要把 束上，
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
是指着彼得要 㔠死，荣耀神。）”（崅 一
18-19）。上帝在殉道者身上 出 的荣耀。“因此，
们要在 方荣耀耶和华”（
四 15），米
的被囚，以
被 死，保 被 首，路加被吊死在
橄 շ上；借他们的死，神得着荣耀。早期 徒的苦
的 荣耀神， 且使福音
于世。
的旁 者
呢？看他们所事奉的主人多好，他们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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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着 牲一切的危 事奉 。基督 度的荣耀
非根植于世俗的浮华和 ᦙ，如世上君王一般；而是
受苦的百姓所流露喜 的心看出。古 的 徒
“ 至于死，也不 惜性命”（ 十二 11）。他们
抱磨 就像 多人 抱华冠一㔠。若神呼召我们受
，求神 恩使我们能如此荣耀 。 多人 告：
“叫
杯ᦙ 我”，但 少人 告：“愿 的旨意成就。”
16、 我们把一切所得的荣耀
神，就是荣耀
神。希律演
，百姓喊着 ：“ 是神的 音，不
是人的 音。”希律 荣耀 自己； ẽ ：“希律
不 荣耀 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 他，他被 所咬，
就 了”（徒十二 23）。 我们把一切 美和荣
耀
神，就是荣耀神。
“我比 使徒格外 苦”（林
前十五 10），有人 㤴 㔠
立傲，但，使徒保
乃是 自己 上摘下 冠冕，加冕在白白恩典上：
“ 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 我同在。”就像崅押，
在他攻取拉巴城 ，他打 人 大卫王 ，好 大卫
王可以得到 利的冠冕（撒下十二 28），照㔠，一
基督徒， 他 主
惑或任何腐
，也照㔠
基督 ，好
可以得到 利的冠冕。就像 吐
ո把自己藏住，不被看 一㔠；照㔠， 我们做了
得
的事，我们必 把自己 藏在 卑的面
里，而 一切所得的荣耀
神。就像康士坦丁把基
督的名字 在他的 上，我们也要把基督的名字 在
我们所行的一切事上， 基督戴着 美的花圈。
17、借着
的生活荣耀神。
的生活羞辱
神。“ 们是
的 度，要叫 们宣 那召 们出
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二 9）。“神的
名在外邦人中，因 们受了
”（ 二 24），伊
皮法 （Epiphanius） ：“ 世代放 私欲的基督
徒， ⸸ᇸ徒都
他们，且掩耳不 他们 道。”
我们要借着 借 神的生活荣耀神。 然基督ᇸ主要
的果子在人 心，但，我们的光也 照在人前，叫人
可以看 。建筑物的安全 自 的根基，但 的荣耀
却由于 的 ‴；照㔠，信心之美在乎每日的生活。
ẽ
徒㤴珠 。 他在世人眼前散 出 亮
的光
，他们就是“照主所行的去行”
（崅壹二 6）。
他们活得就像 眼看 主活在他们面前，也像在山
上 面貌改 的主同在 ，他们就活出信仰，把荣耀
加冕于天上。
（节选自作者著《系统神学》，罗维伦 钱曜诚译，加尔
文出版社。）

圣灵在新约的角色——祂是照明救主的那盏隐
蔽的泛光灯。
——巴刻

祢把旌旗赐给敬畏祢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诗 60：4）

安 雷
焦点放在主动和预防性地与孩子建立关系上，而
不是到问题发生时才解决。拿个医学上的例子作比
方，健康的饮食和运动是预防心脏病的方法；虽然它
们不能完全防止人得心脏病，但是对于预防疾病却大
有帮助。
A、找方法凸显孩子的长处
不要总是把眼光放在孩子的弱点和过错上，否则
你就看不见上帝赐给他的独特恩赐，也看不见上帝在
他生活中的作为。
B、找机会享受孩子
有太多的时候，你和孩子之间的互动总和是负值
的，或至少是负面的互动压过了正面的互动。你是否
能制造一些相处时间，纯粹只是为了和孩子在一起享
受乐趣？你是否以身体的动作来表达你对孩子的关
爱？你是否付出足够的时间（不仅仅是所谓的‘优质
时间’），和孩子一起玩他喜欢玩的游戏？有一位母
亲在多年之后才发现，自己和女儿的关系太过以完成
目标为导向，而当她开始和女儿每周一起散步几次，
不做什么事，只是享受在一起的时间，她们的关系就
显著地改变了许多。如果你的孩子不相信你爱他，享
受和他在一起，因为你从来没有这样表达过，那么当
冲突还在酝酿之际，你就已经先受到拒绝合作的一击
了。
C、省察自己向别人提及孩子时的口气
当你向别人提到自己的易怒儿时，你是带着近乎
毁谤的口气？还是带着感谢地说你看见上帝在这孩
子身上所作的美事？如果你能练习在别人面前称许
孩子的长处，不但你自己的心会软化，你也会正面地
影响到你和孩子之间的互动。
D、尽量答应孩子的要求
我们时常为了自己的方便或舒适，而对孩子说
“不”，但上帝却是一位慷慨赏赐一切给祂儿女的天
父，祂绝不吝啬。罗马书 8 章 32 节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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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这个星期就来练习，在脑海里算算你对孩子
说“不”的次数，和对他说“好”的次数，你可能会
对结果感到惊讶，而且了解到自己确实在这方面有
错。
E、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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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切地祷告表明出你谦卑地信靠上帝，也表明出
你的盼望，相信上帝会在孩子的生命里作工，不论是
现在或是将来。察看一下你为易怒儿祷告的内容，其
中是否充满了你自己的悔改？是否大多数是“请解决
我的问题，给我一条出路”类的祷告？是否充满了以
孩子品格为导向的祈求——例如为孩子生命中结出
圣灵的果子而祷告？是否有恳求上帝赐给你智慧，使
你能从内心、生理和环境等各层面去帮助孩子解决他
易怒的挣扎？
（节选 自作者著 《家有易 怒儿》P44-48，时梅 译，
更新传道会出版。）

司布

使你作众民的中保（“中保”原文作“约”）……
——赛 49:8
耶 基督自己就是崅的 容和
，其中有一款
他是每 信徒的基业。信徒 ！ 能估计
基督
得到些什
？“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 地
居住在基督里面。”想想“神”和他的无限，再想想
“完全人”和他一切的美点；因㤴基督既是神又是人，
他所有所能有的一切都是 的，完全是白白的恩 ，
毫无代价地 到 的名下，永远成㤴 的 业。可
颂的耶 ，因㤴是神，所以是全能、 智、全在的。
知道 也有 一切伟大的、荣耀的 性 ？ 还不
足安慰
？他有能力 ？那能力也是 的，㤴要扶
持 ，加力量
，使
仇敌， 保守 直到末
。他有慈
？他心中每一滴 都是 的； 可以
在他茫茫无际的 洋里任意游栖， 也可以 ：“那
都是 我的。”他有公
？ 然 好像是一 威
的 性，但 也是 的，因㤴他必按他的公 ，把恩
崅中所
的一切都交付于 。他是一 “完全
人”，完全人一切所有的也是 的。因㤴他作人完全，
所以父喜悦他，至 至高者把他接到荣耀里。信徒 ！
神接受了基督就等于接受 ， 不知道他所
完美
无疵之基督的 ，շ在也已ẽ 了
？因㤴基督所
作的一切都是 的。耶 所成就的完全公 ，因㤴他
毫无玷污地生活；他遵守了 尊重了律法， 也是
的， 且 于 。基督就是 崅的 容， 崅就是耶
基督自己。
（节选 自作者著《清晨甘 露》，李 肇琳译，恩典 福
音书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