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小孩子到
我这里来，不要禁
止他们，因为在天
国的，正是这样的
人。
——太 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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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久的火热

应许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
伊恩·杜古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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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礼
割礼可不只是针对亚伯拉罕的属灵委身，而举行
的一场痛苦随堂测验。它的意义可不等同于要亚伯拉
罕穿耳洞，或在针毡上躺一个星期。割礼是立约的记
号，是涉及刀切的记号，类似创世记十五章里切开动
物那样，其中动物的尸体象征背约的咒诅，表明背约
者将被毁灭。神独自走过死尸，这象征着不论哪一方
背约，祂都会亲自付出代价。然而，在创世记十七章
里，审判的记号是加在亚伯拉罕的生殖器官上；这既
是那所盼望、所应许之后裔的来源，也是亚伯拉罕在
夏甲一事上犯错的来源。当这记号转化为事实，就表
示这刀会扩及到割绝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若不
守约，他的后裔就要被剪除。
当应许之子以撒终于出生，割礼所象征的审判几
乎要化为事实。亚伯拉罕受命带以撒上山，把他绑在
坛上作为祭物。正当亚伯拉罕手拿刀伸向他的爱子，
从天上有声音要他住手。有只公羊代替了祭坛上亚伯
拉罕的后裔。这一切都指向十字架，耶稣基督在十字
架上，将约中可怕的咒诅完完全全担在自己身上。割
礼指出罪的刑罚，而耶稣在十架上承担了这刑罚的事
实。耶稣是神在肉身的显现，这应验了创世记十五章
的描述；祂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应验了创世记十七
章的描述。祂为我们的罪被剪除，使我们与神的关系
（虽受我们的罪的危害）仍得以坚立。
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可不能

福音中显出了对上帝荣耀的热心，
这是一个永恒的恩典，与上帝本身一样
恒久。在天国中，这热心更闪烁出一万
倍的光辉，比一万个太阳还明亮。在直
到永恒的天国中，没有一个不冷不热、
昏昏欲睡的灵魂，而是充满欢乐的人们，
好像百万团最明亮、最聪慧的火焰。他
们全都向上升起，朝向上帝那高高的宝
座；而上帝则会在永恒之中以自己的爱
回应他们的爱。
（约翰·艾兰德）
选择要或不要受割礼。接受这项命令的当天，亚伯拉
罕自己连同家中所有男丁都受了割礼。没有受割礼的
人，不能成为盟约群体的一份子：他应该被剪除——
从神的子民中赶出去——因为他拒绝了神和祂子民
立约的记号。那么，我们为何不往普天下去，传福音
给万民听，叫人奉父、子和圣灵的名受割礼呢？答案
很明显：耶稣所立的新约，伴随着新的记号。这旧约
流血的记号指向基督的降临。耶稣基督自己生在旧约
之下，必须受割礼，如同路加福音的记载（路二 21）
；
但因祂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割礼所预表的血，割礼已
经不再需要了。正如保罗所说，受割礼不受割礼已无
关紧要，惟独藉由爱表明信靠基督，才是重要的（加
五 6）。
而在新约之下也有记号赐给我们，仍有一个记号
可以标示出，我们是蒙神主动选召，进入信靠和顺服
的关系里，那就是洗礼的记号。正因此保罗才在歌罗
西书二章 11-12 节里说：
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
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
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
死里复活神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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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藉着基督，乐意且能够接纳你的儿女，那么洗礼就
是一项宝贵的提醒，叫你和你的孩子常常记念神的恩
典和怜悯。亚伯拉罕知道，当他为儿子们行割礼时，
这项仪式是不够的：他们也必须信靠神，如同他自己
信靠神一样。所以当我们让自己的儿女受洗时，我们
正在向他们宣告，他们也必须信靠基督。洗礼时，我
们在祷告中引用彼得在五旬节的宣告，祈求唯一能救
我们和我们儿女的神，在他们生命里动工。
请思想：你基于什么理由盼望自己的儿女能够领
受圣灵，长大成为基督徒？也许你会说，“我一直努
力恪尽父亲的职责，我带他去教会，和他一起读圣经，
我为他树立基督徒生活的榜样。”我也盼望你做到这
些事，因这会成为儿女们美好的祝福；但你还不明白
吗？你若靠着自己，顶多只能让儿女习得宗教行为；
唯有神能将你的儿女所需要的新心赐给他们。你说：
“嗯，祂应当会那么做。”但是，这里没有“应当”
这回事；我们唯一传给儿女的，必然是一种罪恶的本
性和一个有缺陷的榜样。
然而，我们的神已经显明自己是一位立约的神，
祂不仅信实待我们个人，也信实待我们家庭。当我们
为小孩子施洗时，就是欢喜地向世人宣告，他们也可
以藉着悔改和相信来仰望我们的神，领受所应许的圣
灵。我们是在向自己和儿女表明，我们无法拯救他们
——唯有神能、也愿意拯救他们，只要他们藉着悔改
和相信来仰望祂，因为祂是守约、永不改变的神。神
的应许是可靠的，因为祂的应许所倚靠的是祂的性
情，而不是我们的性情。
很有可能我们受了洗，却完全没有活出洗礼向我
们指出的那种降服、信靠的关系。让我们看看亚伯兰，
在这一章的开头，他带着敬畏和信心俯伏在地，正确
地回应了神所应许的盟约关系。然而，几节经文之后，
我们看到他再次俯伏在地，只不过这次是带着怀疑不
信的喜笑。神说，撒拉将生一个儿子，他却不信神的
话，反问能不能用以实玛利来取代。他失去了信心，
他试图教导神该如何拓展祂的国。
这往往也是我们的写照。你受的洗礼指出，你在
基督里已得了洁净，但你却因满身罪疚，无法相信基
督的血真的为你偿付众罪恶的代价。就像亚伯拉罕一
样，你发现自己正在怀疑：神是否真的能够达成那不
可能的任务，赦免像你这样的罪人。你所受的洗礼宣
告你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然而，你一贯的生活模式
好像罪仍管辖你。你向你的偶像俯伏下拜，而不是向
神屈膝降服。你的洗礼将你指向圣灵，就是已经浇灌
在你心里的圣灵；但你却过着不祷告的生活，仿佛光
靠你自己的力量就足够了。我们真是一团糟，虽知道
自己藉着受 洗确立了与至高主的关系，但却活得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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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基督里领受的真割礼，就是受洗归入主基
督的名，并信靠祂，因为洗礼适合作新的、更丰盛之
盟约关系的记号，所以这更丰盛的记号不只适用于男
人，而是同时适用于男人和女人。
你们和你们的儿女
你们与神缔结关系的同时，神也邀请你们的儿女
进入这关系中。神吩咐亚伯拉罕真正的重点，不在于
吩咐他受割礼，而在于吩咐他的儿女也要受割礼。在
古代近东的各民族中，割礼相当常见。但在其他宗教
中，割礼往往是成年的洁净礼，不是在婴儿期进行的。
而当神拣选亚伯拉罕时，不只拣选他一人，也拣选了
他的儿女。神不仅是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和雅各
的神。正因此，亚伯拉罕得为他的儿子行割礼：他们
需要明白，他们不可自由挑选自己的神。他们都得领
受立约的记号，好让他们明白自己是盟约子民的一份
子。他们同属一位真神，应当在同一个盟约的关系中
顺服祂。
割礼拯救他们了吗？绝对没有。以实玛利和亚伯
拉罕在同一天受割礼（创十七 26），可是并没有证
据显示以实玛利因为蒙恩而得着新心。他身上虽带着
立约的记号，却终究不是神盟约子民的一份子。他长
大以后，更和神盟约的子民作对（字面上是说“住
在……对面”，创十六 12），不与他们和睦相处。
创世记十七章 19-20 节说得很明白，虽然神的赐福也
临到以实玛利和他的后裔，但祂却是与以撒和他的后
裔立约。照样，割礼将以色列的儿女指向唯一能够拯
救他们、与他们立约的神。他们要是像他们的父亚伯
拉罕一样信靠祂，就能在祂里头找到避难所；但若他
们拒绝神，抵挡神，他们的割礼就会见证他们的罪，
他们也将和以实玛利一样，从神的面前被剪除。
割礼和洗礼
这是我们为小孩子施洗的圣经根据，因为彼得在
五旬节宣告，那所应许的恩赐——施行拯救的圣灵—
—是给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徒二 39）。洗礼会救你
的儿女吗？不会，但洗礼为他们（如同为我们众人）
指向耶稣基督，因为水象征着祂那有洁净能力的血。
洗礼也向他们指出，他们需要外来的某种改变，因为
洗礼（就像割礼一样）只能由别人来做。洗礼也向他
们指出，他们是神立约子民的一份子，他们不能随己
意选择自己的神；他们必须降服于独一真神，否则就
得承受在地狱里与祂永远隔离的后果。
但洗礼的意义还不止于此。洗礼是一项信心之
举，表明一个人信靠神的应许。假设洗礼旨在见证你
们选择了神，那么为小孩子施洗当然一点道理也没
有。他们并不晓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就像以撒也不明
白自己为什么受割礼。但倘若洗礼旨在表明，神曾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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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神不在我们的生命中。
因此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立约的关系是靠祂的信
实、不是靠我们的忠诚。不是亚伯拉罕忠心顺服而赚
得他与神的关系；这关系是出于神白白的恩典。同样
地，我的确据并非来自我承诺要跟随耶稣，而是来自
耶稣应许祂永不撇下我。正因此，耶稣基督需要为我
们受割礼，也需要为我们受洗礼。祂忠心地完成了顺
服盟约的呼召，在生命的每个方面都顺服神，即便是
在生命最痛苦的时刻。在祂的生命中，没有一个领域
是对父有所保留的。在祂身上，割礼和洗礼的象征意
义化为骇人的事实，因为父神为我们的罪而将祂剪
除。祂受的洗，是神对罪发出震怒的洗礼，好叫我们
可以领受洗礼的甜蜜应许，使罪得赦。真正在耶和华
面前行事无可指摘的那一位，却受刑罚，仿佛祂是公
然敌挡神国的悖逆者，这就叫你我这些真正的悖逆者
得蒙怜恤。
你的盼望是有缘由的，荣耀的福音正呼召你我屈
膝敬拜那荣耀、信实的神。在这变化不定的世界中，
有各种艰难的处境，你能信靠谁呢？你能将自己的生
命托付谁呢？你能将自己的儿女托付谁呢？你自己
的罪和软弱（你的行事常有可责之处），你能交托给
谁呢？你每天都向別神下拜的事实，你能交托给谁
呢？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与我们立约的神。”
请来到祂面前，进入与祂永远不变的关系中，把生命
交托给祂；领受那伴随这应许的记号，且以神的信实
为乐，因为尽管你软弱又不完全，祂的信实仍确保应
许终必实现的。
（节选自作者著《亚伯拉罕 应许和现实的落差》
P106-113，郭熙安译，改革宗出版社，标题另加。）

安息虽为圣徒独享，却为全体圣徒共享；因
为蒙福的众灵——即圣徒与天使——将在天上汇
总，成为得完全之圣徒的团体，基督则是这团体
的头。至此，圣徒的合一才告完成。我们曾怎样
一同劳力、一同侍奉、一同受危难、受困苦，那
时也必怎样一同大得报偿和解救。我们曾怎样一
同受讥讽、受轻蔑，那时也必怎样一同得接纳、
得尊荣。我们曾怎样一同度过忧伤的日子，那时
也必怎样一同享受蒙福的日子。与我们一同受逼
迫、监禁的，那时必与我们同住安慰之所。我们
曾常常叹息，仿佛异口同声；我们曾有泪同流，
我们的渴慕曾是我们合一的祷告。而到那时，我
们所有的赞美都将汇成同一个旋律，我们所有的
教会将汇成一个教会，因为我们必要在基督里合
而为一，就像他与父合而为一。 ——巴克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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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布真
在圣灵里祷告。(犹大书 20 节)
请注意，真正的祷告其特色是“在圣灵里祷告”。
神所悦纳的敬虔，必须从天上而来。只有从神来的祷
告，才能回到神面前。我们必须将主的箭射回到他那
里去。我们心灵的渴望，能感动他的心，并为我们带
来祝福；肉体的渴望是无益的。
圣灵里的祷告，是火热的祷告；冷淡的祷告，神
不能垂听。祷告若不热切，根本就不必祷告。不冷不
热的祷告，就像不冷不热的火一样。所以祷告必须像
火一样热。圣灵里的祷告，也是坚持到底的祷告。真
正祷告的人聚集在一起，神的应允若迟延，他们就越
火热；天门越关闭，那敲门的人就越迫切；天使越耽
延，他们就越下决心：他若不赐福，就不容他去。那
些带着眼泪、苦楚和无法抗拒的恳求在神眼中是极美
的。圣灵里的祷告，也是谦卑的祷告，因为圣灵不会
使人骄傲，他的工作是使人知罪，使我们在痛苦和破
碎的心灵中谦卑俯伏。我们若不深藏在主里，就不能
歌唱荣耀的凯歌。我们一定要从心灵的深处向神祷
告，否则就不能见到至高之处的荣耀。圣灵里的祷告，
也是爱的祷告，祷告因爱而发出芳香，它应该沉浸在
爱中——爱众圣徒，爱主。还有，圣灵里的祷告也必
须是信心的祷告，人只有因信才能得胜，圣灵是信心
的创始者，他也坚固信心，使我们能相信神的应许。
深愿这糅合了各种福气、甘甜无比的恩典，在我们里
面发出香气，因为圣灵住在我们心中。保惠师啊，求
你的大能在我们里面运行，在我祷告中扶助我们的软
弱。（节选自作者著《静夜亮光》P282，刘逾瀚译，群言出
版社，标题另加。）

上帝并没有说人必须尝受多大份量的忧伤和
羞愧……一堆纠缠到一块儿的木材自然多需要几
下斧头来劈砍；有的人的肠胃就是比别人要腥臭
些，因此用的药也得重些。究竟到了什么地步，
你才算是在罪上够谦卑了呢？答案是：当你愿意
对罪放手的时候。浮渣从烘炉中被倒出来时，金
早已在炉火中烧足烧够了。照样，当你把对罪的
爱恋清除后，你的灵魂就够谦卑，可以被上帝接
纳了（纵使仍不足以叫上帝满足）。现在，你若
已经够谦卑了，请问你还要做什么？假如一根针
已经可以将一个脓疮挑破，那么要一支长矛来干
什么？你对待自己的尺度休要比上帝的更严。
——汤姆·华森

祢把旌旗赐给敬畏祢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诗 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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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作为信主的父母亦是如此，如果没有基督的赐
福，我们就不能正确地履行任何圣约责任。
当我们现在投入到做父母的责任中，就像家里的
管家，就监管孩子的成长并给与他们实际帮助，我们
这么做也是完全依靠我们圣约的救主，他绝不放弃他
手所做的工。没有他，我们什么也不能做（参约 15:5）
——甚至都不能把孩子带到他面前求帮助——但藉
着他圣约的恩典，靠着那加力量给我们的基督，在他
的应许和圣约的恩典中我们就什么都能做。（选自作
者著《靠主应许养育儿女 如何在恩约中养儿育女》P54-55，

啊，我今天在做一个双重交易。我把讲台换成了
断头台，又把断头台换成了宝座。而且，我把这宝塔
山上在场的众人，换成了天上锡安圣山上无数圣徒和
天使的相伴；我把士兵的看守换成了天使的看顾，他
们将迎接我，把我带到亚伯拉罕的怀中。这个断头台
是我用过的最好讲台：在我教会的讲台上，上帝透过
祂的恩典，使我成为把他人带到天上的器皿，但在这
个讲台上，祂将把我带到天上……
（稍后……）上帝是值得称颂的，因为祂不仅使
我成为基督徒，而且成为传道人，并看我有忠心，让
我参与服侍，这就是我的荣耀。我宁愿做一个讲台上
的牧师，也不做一个宝座上的王子。我宁愿成为把灵
魂带上天的器皿，也不愿让万国向我纳贡……当我的
血流出来以后，我会期待，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而得
到称义和罪的完全赦免。我要去到我永远的家乡，而
你们只是回到你们暂时的家；但我会比你们更早到
家。
——克里斯多夫·莱伍于断头台前

81 问：第十诫命禁止我们作什么？
答：第十诫命禁止我们：对自己的景况不满足，
对邻舍的福利嫉妒或心怀不平，对他人所有的任何事
物，有非分之想或行为。
注解：此诫命是关于我们心中的欲望。告诉我们
不应贪恋；非法觊觎任何别人的东西。它同时告诫我
们：神的律法是属灵的，思想犯错与行为犯错，一样
是违犯律法。它吩咐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情况要知足，
无论贫富均能安处。它禁止我们：自己未享成功就焦
躁不安，别人飞黄腾达则心怀嫉妒。保守一颗善意的
心灵，是遵守此诫命的最佳保障。
经文：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
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路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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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努力用不同的方法把孩子带到基督面前
时，我们当迫切但不要绝望。我们当相信我们的天父
会赐福他所指定的带领孩子归主的途径。在我们的内
心深处，即便我们看不到孩子的生命中有信心的果
子，我们也当有平稳安静的信心，神知道他自己的作
为并会在他自己的时间用他自己的方法在我们孩子
生命中动工。我们必须要相信神话语的智慧：“教养
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箴
22:6）我们可以从孩子身上学习怎样更信靠神。
当父母们把孩子带到主面前时，耶稣“抱着小孩
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可 10:16）。这一
幅美丽的图画让我们看见，只要我们把孩子带到神面
前，基督就怎样在他们里面动工。
耶稣用好几个方法赐福这些前来的孩子。首先，
他抱起他们。此处希腊文的字面意思是他“把他们搂
在怀里”。他拥抱他们，神拥抱罪人——不管是成人
还是儿童——用他慈爱的温柔膀臂拥抱他们，这是何
等奇妙的事啊！以赛亚宣告：就像好牧人，基督“必
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
（赛 40:11）。我们的孩子被基督抱起来，藉着圣灵
大能，基督向他们的灵魂传讲神的话语，吸引他们藉
着信心进入与圣子的团契，还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安
全、更安慰人呢？
其次，基督给他们按手，就像很久以前，雅各给
约瑟的儿子以法莲和玛拿西按手，祝福他们并算他们
为自己的儿子：“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
缅是我的一样。”（参创 48:5,14,20）此处的按手
是喜欢、拥有主权、收养进入他家庭的记号（参诗
80:17）。基督藉着收养我们的孩子就像他自己的一
样表明对他们的悦纳，这是多么令人喜悦的事啊！
而且，基督赐福他们，用他完全神圣的大能和权
柄来赐福，也就是给予我们的孩子神圣的悦纳和益
处：
“人要因他蒙福；万国要称他有福。”
（诗 72:17）
基督能够赐福我们把孩子带到他面前的努力，并用他
的圣道和圣灵吸引他们，在他们心里生发真正的信
心、用恩典充满他们。我们的孩子是被他赐福，在他
里面得赐福，和他一起蒙福。
根本上说来我们的孩子被赐福是因基督是他们
圣约的头，是与他们立约并保守圣约的那一位；简言
之，基督是我们孩子所得恩约的总结和本质；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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