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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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他说犹太人是“照着恩典拣选的，既是出于恩
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罗
11：5-6），在恩典中养育孩子并不是基于你始终以
福音为中心，相反，在恩典中养育孩子仅仅基于基督
始终的完美。
伊利斯·菲茨帕特里克等

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几乎不可能想起福音，更
不要说想办法把它用在孩子身上了。耶稣？十字架？
什么？那么，当我们发现自己在徒劳地折腾时，我们
心中就因为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而充满了愧疚：我相
信，明白恩典的福音以及怎样将它应用于育儿会改变
我，但是我却忘记了他所做的，又变成了旧人！如果
我们忘记了福音，并且为之愧疚，我们就完全忘记了
福音的要点。我们作为父母的终极快乐并不依靠我们
有效育儿的能力，神悦纳我们仅仅取决于爱子的所
为，而不是取决于其他因素；神悦纳我们基于我们的
信心，即相信耶稣已经为我们所成就的大事。恩典单
单意味着安息于耶稣的宝血与公义中。
如果你经历过这一章开始所讲的小故事，我们希
望你知道，你也需要恩典。带着恩典养育孩子并不是
一个骗人的新把戏，也不是会自动打开可以控制、无
忧无虑的人生大门的密匙。它不能保证你的孩子会敬
虔，也不会立刻让你的配偶在果汁杯打翻的时候过来
帮忙。它不是你总会记住的东西，即使你会记住，你
也不知道怎样把它应用于每一种情景之中，恩典是神
由于耶稣基督而赐给你的恩惠，不是因为你总能记起
它。恩典不是一种东西：它不是一种可以衡量的物质
或可以分配的商品，它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林
后 13：14）。实际上，恩典就是耶稣自己。
恩典显明在耶稣基督为你所成就的生、死、复活、
升天中；恩典显明了耶稣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他
活出了完全的爱；他总是顺服天父；他总是记着自己
的使命。他现在还活着，是你忠实的弟兄和大祭司，
不断地为你祈求。耶稣基督自己就是神给你的恩典。
他是通向慈爱天父的大门。他给你的是恩典，如此珍
贵而不配受的恩惠。这种恩惠带给你力量，使你能够
胜过育儿过程中的每一次试炼。恩典不是保障育儿成
功的自动保险。不，恩典要好很多！恩典表明了神对
不配的背叛者确切的态度：神在深不可测的爱中决定
要祝福。
当神欢迎我们，视我们为爱子的时候，他也提供
了我们用来胜过生命中每一次试炼的力量或恩典，无
论我们是否记得他的恩典。恩典不是靠着我们争取得
到它的能力而产生的，或者是记住它而带来的，这就
是“恩典”这个词的含义。在写给罗马人的书信中，
保罗在谈到得救的犹太同胞时非常清晰地说明了这

（节选自作者著《给他们恩典》P185-187，陶秋月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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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标题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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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崇拜在这里积淀了几百年丰富的遗
产——我们应该拥抱这个遗产，在这个基础上
建造，而不应该拒绝或肤浅地按照当代文化口
味加以改造。赞美诗和诗篇不是崇拜中可有可
无的部分，它们是崇拜不可分割的核心。它们
不是一种崇拜的“风格”；它们是崇拜中的属
灵元素和物理元素。它们代表了上帝子民集体
的声音，这声音代代相传，与他的话语、创造、
教导、信条和真理相互呼应。好的基督徒赞美
诗保护我们免受流行文化的欺骗和伤害，让我
们锚定于真知识。这不是死的形式或过时的艺
术。它是活泼的、有机的、赋予人力量的，常
常呼召我们服侍上帝并提醒我们为什么要服
侍上帝。赞美诗和诗篇把基督徒的核心教义和
合乎圣经的教训传到我们心灵深处。它们是我
们灵修的成果和深思熟虑的产物，是我们的祷
告和我们的战歌。它们是我们属灵的 DNA，是
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现在，我们的未来。
——保罗·琼斯

83 问：违背律法的罪，都是同样邪恶吗？
答：有些罪因其本身，或因情节加重，在神眼中
比其他的罪更加邪恶。
注解：此答案告诉我们：有些罪比其他罪更严重。
某些罪是更严重的，因其本身性质，例如：触犯神的
罪，总是比触犯人的罪更加可憎。另有些罪更严重，
是因犯罪的背景情况，例如：预谋蓄意犯 ，比一时
冲动犯罪更加可憎。
经文：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
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惟有那不知道的，
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
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
（路 12: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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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会内部资料注意保存

以信心承受失败
当你处于低谷时的作为，会表露出你

主是祂子民的保护者

是什么样的人，你拥有什么样的信心。
“在黑暗中跳跃”的信心禁不起自己的
失败，但真正信靠慈爱天父的信心，足

温思娄

信徒需要神那样的保护者，而且也只有神在基督
里面才能保护他们。
我们可称颂的主亲口讲到了这真理。在祂和祂父
的手中，信徒有着双重的保障：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
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
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在这里，信徒被称为主
自己特选的子民、祂的羊，是祂父赐给祂的，在祂和
父手中是全然安全的。请听祂为祂子民发自肺腑的祷
告：“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
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
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
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他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
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
话得应验”。
主耶稣能够保护祂的子民行走正道，这是有关我
们主题的一个特护别值得关注的方面，是我们信心的
基础：自始至终，直到永远，基督都有大能护卫凡父
神赐给祂的人。他们是祂的产业，祂的新妇，祂的珍
宝；他们是父托付给祂的，所以祂要为他们今世和永
远的救恩负责。让我们来看一看祂是如何在各个方面
都适合这一伟大责任的。
作为神，基督有能力护卫祂的子民。当耶和华向
祂古时的子民应许祝福时，为了加强他们对祂实现自
己应许之能力的信心，祂常常加上“创造天地的耶和

以让我们承受失败。 （伊恩·杜古德）
华”这短语，以此来说明，无论事情有多大，看来是
多么不可能，那“创造天地”的主都有能力做。那么，
证明神之无所不能的作为（这作为能使对祂的“永能
和神性”有疑问的人哑口无言），都属于并归给了护
卫自己子民的基督。因此，“万有都是靠祂（基督）
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
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
是藉着祂造的，又是为祂造的。祂在万有之先；万有
也靠祂而立”。希伯来书清楚地表明，那被归于基督
的大能也丝毫不逊色，“祂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
神本体的真象，常用祂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祂洗净
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处经文说，
耶稣拥有创造和维系的大能——这些属性只有神才
拥有。因此，基督护卫祂选民的大能就在于祂的神性。
祂的大能使祂有资格成为恩典之约的元首和祂子民
的保障，使祂能够成就他们的救恩，担当他们罪的重
担和诅咒，同样使祂能够保护那“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的选民，并能够在他们蒙召和被更新之后，藉着圣灵
的运行护卫他们。如此说来，作为神的基督能够保守
祂的圣徒不至背道。
而且，作为神和人之间的中保，基督也有能力护
卫祂的子民。因为祂是恩典之约的元首和祂教会的保
护者，“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父知道
祂所亲爱的儿女会有什么样的需要。祂知道有什么样
的败坏会来威胁他们，什么样的试探会来诱骗他们，

祢把旌旗赐给敬畏祢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诗 60：4）

什么样的仇敌会来攻击他们，什么样的软弱会来包围
他们，什么样的试炼会来使他们沮丧；所以，因着祂
良善和满有恩惠的愿望，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祂儿
子、祂所爱子民的中保里面居住。这丰盛是指功劳、
赦免、公义、恩典、智慧和力量，与祂儿女各种不同
的景况有关。
如此说来，作中保的基督不分白黑夜地保护着祂
的子民。没有任何人和任何权势能把他们从祂手里夺
去；祂已保证他们完全的救恩。如果基督为他们的罪
而死，为使他们称义而复活，但却不在他们寄居于一
个充满罪恶和试探的世界时提供保守，反倒任由他们
去保护自己，成为他们自已心中各种败坏、撒但的图
谋和世俗的缠累的掠食对象，那么这样的救恩就只是
对祂子民部分的救恩。面对撒但、世界和自己未完全
被更新和成圣的心这三重敌人的反对，神可怜和软弱
的孩子怎能承受和对付得了这强大的联盟？但有那
强有力的拯救者，也是强有力的保护者；在祂里面，
信徒就拥有面对一切试炼和危险环境的供应。为征服
与生俱来的败坏，祂预备了恩典，为抵御仇敌的每一
次攻击，祂提供了盔甲；智慧、力量、安慰、同情、
恩慈——一个可怜的信主的罪人可能需要的一切，都
丰丰富富地存留在主基督耶稣里面了，祂是恩典之约
的元首，有着神向祂子民所施予的一切丰盛。
但神的孩子怎样利用这供给呢？那单纯而荣耀
的凭信心的生活在此展现了它自己。正是因信基督，
灵魂在争战中得以坚强。借着信心他承认自己贫乏和
卑微不足，完全依靠基督全然的充足和丰盛；借着信
心，他承认自己拙劣和卑鄙，完全仰赖基督无限的功
劳；借着信心、他承认自己软弱，完全投靠基督的力
量；他承认自己的愚昧，完全顺扩服基督的智慧；他
惧怕的心、他胆怯的灵、他的紧张不安、他的怀疑、
老他悖逆的意志、他令人苦痛的十字架——不论情形
如何，他都操练单纯的信心去到耶稣那里。因此，哪
怕是极其软弱的信徒，受到猛烈攻击、极大试炼、严
重试探的信徒，只要凭着单纯的信心取得在基督耶稣
里的丰盛，他就能够把向他叫阵的歌利亚治死在自己
的脚下。噢，只要信徒绝不相信自己的能力，抛弃一
切自我倚靠的倾向，单纯和全然仰望主耶稣，他就会
变得多么强大啊！
然而，那致使属神的真圣徒身处危难，使他们的
心产生畏惧的大恶是什么呢？难道不正是人在归正
之后隐秘而外显的背离吗？当然是的，正如每个诚
实、正直和敬畏神的人的经历所证实的那样。这正是
那紧盯着信徒不放的咄咄逼人的恶者。因此，能够安
慰他的是，他知道主耶稣“能保守他不失脚”。一些
人因为所受的圣经教导不完全，所以害怕在今生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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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道，到审判的日子在神的面前最终被定罪。他们认
为，虽然基督已为他们的罪死了，使神的公义得到完
全的满足，消除了他们极大的罪债，把祂的义归与了
他们，涂抹了他们的罪孽，藉着圣灵呼召、更新、洗
净并获得了他们，祂已升入高天，为他们的缘故向父
祈求。然而，在祂运行了这一惊人的大能，无与伦比
地展现了白白的恩典之后，仍能任由他们完全背离
神，最终永远沉沦。如果存在一种在性质上比其它教
义更可怕，在结果上更令人痛苦，更为直接地与神的
荣耀和基督的尊荣唱反调的教义，那据我看就是这种
说法了。
还有另一些被圣灵更为清楚地教导的人说：“我
相信恩典之约是永不改变的，相信神的爱是永不改变
的，也相信我天父的信实。但我害怕有那么一天，在
某个猛烈的试炼中，当内心的罪恶喷涌而出，当仇敌
如洪水般涌来的时候，我便坠落，给我的平安带来损
害，给我们弟兄姊妹带来耻辱，使基督蒙羞。”亲爱
的信徒，基督若有一刻任由你去保护自己，那你的确
坠落；但主耶稣能够保守你不失脚。读一读主的应许，
相信它们，仰赖它们吧。关于祂所救赎的教会，祂是
这样说的：“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
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
“耶和华扶持义人”。
“然而义人要持守所行的道，手洁的人要力上加力”。
“他们行走，力上加力，各人到锡安朝见神” 。“依
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
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
到永远”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
得着” 。“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
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
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
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蔽你。”
只要浏览一下这些经文，信徒就可看到有着三股
合成的绳索，保护着他不失脚跌倒。首先，父神保守
着他：“蒙神能力保守；创造并维持着世界的大能者
保守着信徒。父永恒的旨意、仁爱和恩典保守着他。
这是第一根绳索。
再看，圣子保守着他：“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
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
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以马
内利所立的恩典之约、完全的顺服和赎罪的死在保守
着他。这是第二根绳索。
还有，圣灵保守着他：“仇敌好像激流的河水冲
来，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圣灵有效的呼召、亲
自的内住、温柔的爱、出于恩典之约的信实和无所限
量的大能在保守着信徒。这是第三根绳索。“三股合
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多么巨大和宝贵的应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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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与诗人同唱：“在天堂得了荣耀的义人，比我
们拥有更大的幸福，但不比我们拥有更大的保障。”
三位一体的神赐予祂子民这些保守他们不失脚
的应许，祂也明智并仁慈地赐予他们蒙恩之道，藉着
殷勤和祷告的心运用它们，信徒必定得蒙保守。圣经
从没有说信徒是无生命的机器，而是把他说成“向神
是活的”，“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与神的性情
有分”。既是如此，他便被吩咐：“当恐惧战兢，作
成自己得救的功夫”；“应当更加殷勤，使自己所蒙
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
了迷惑”。在致圣徒的简短书信中，使徒犹大深情而
殷切地告诫他们：“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
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
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
样，神要让信徒承担起一部分的责任：他不可懒惰，
反要警醒和祷告，随时勤于履行他庄严的义务，“除
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
虔度日，不忘记他“不是自己的人，而是重价买来的”。
读者要谨防对本书所讨论的任何伟大真理哪怕
最轻微的滥用，对本章所坚持的真理更应如此。虽然
神的大能是信徒永远保障的根由，但蒙恩之道作为神
所命定的辅助方法，是祂用以达到目的的手段，因此
信徒要殷勤地利用各种圣洁的蒙恩之道来保守自己
不失脚；信徒被吩咐要坚韧地劳动、不住地祷告和警
醒地戒备。他不当有意把自己置身于试探之中，让自
己落在仇敌的权势之下，使自己四面受不圣洁和敌对
势力的影响，而后又以主会保守他不失脚的真理作避
难所。永远不要这样！这是可怕地滥用“合乎敬虔的
道理”，去“行不义挡真理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
亲爱的读者，你要祷告谨防这样做！
最后，要多思想主为你备的荣耀，激励自己去殷
勤坚韧地履行圣洁的本份，促使你去耐心地忍受患
难。每当你受到外在的试炼或因内心的罪挣扎的时
候，就让这一宝贵的真理安慰你吧：你的天父“藉耶
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
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
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
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一切
让你的心受思虑缠累，使你的心饱受折磨，让你流泪，
使你白天焦虑，晚上不眠的事，在来世都将过去，仿
佛从未存在过。一旦从世俗的羁绊、郁闷、孤独和旷
野的试探走出，你就将进入永远的安息，得着不朽的
基业。那里没有忧伤，没有衰落，没有罪恶，也没有
日落，没有黄昏，没有黑夜，一切都是全然美好、毫
无阴暗的，是永恒的白昼因为耶稣就是那里的喜乐、
光明和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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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
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
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与他，
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犹
24-25）
（节选自作者著《个人的衰落》，张澄道译，改革宗经
典出版社，标题另加。）

加尔文

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加 4:19
使徒用这些话来安抚他们的怒气；因为他并没有
否认他们先前的出生，只是说他们必须再次在母腹中
汲取营养，仿佛他们还没有完全成形似的。基督成形
在我们心里，与我们在基督里成形，是一样的意思；
因为我们出生是为了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另一
方面，他在我们里面出生，为的是让我们因他的生命
而活。基督真正的形像，因着假使徒所引人的迷信而
被破坏了，所以保罗要殷勤劳作，在他们心里重建基
督完美、光明的形像。传讲福音的牧师所做的也是这
样的工作，他们“给婴孩吃奶，给长大成人的吃干粮”。
简而言之，这是他们在整个传道生涯中一直要做
的工作。但保罗在这里把自己比作生产的妇人，因为
加拉太人还没有完全出生。
这段经文阐明了对基督徒服侍的果效，值得我们
注意。诚然，我们是“从上帝生的”，但因为上帝使
用牧师和讲道作为实现那个目的的工具，所以他愿意
把自己所做的工作归于人，借着圣灵的大能，与人的
劳作合作来达到目的。我们始终要注意这个区别：当
牧师与上帝相比时，他微不足道，什么也不能做，全
然无用；但因为圣灵借着他有效地做工，他被视为劳
作者，受到了这样的赞誉。这所描述的，不是牧师靠
自己能做什么，或离开了上帝他能做什么，而是上帝
借着他做了什么。如果牧师想要做什么事，那么愿他
们殷勤劳作，在听众的心里塑造基督的形像而不是塑
造自己的形像。
（节选自作者著《保罗信注释 上册》P424-425，赵中辉
陈凤等译，宗教文化出版社，标题另加。）

我必不怕遭害，因为祢就藉着我的信住在我心
里。祢此刻就与我同在，确保这死荫一旦散去，
我就可以与祢在一起。
——奥古斯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