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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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勤不可懒惰。
要心里火热，常常服
安妮·布鲁克斯

巴 刻
对班扬的生平和见证只需粗略一瞄，很快就可看
出，对他来说，讲道既是他所热衷的，也是他一生的
成就。经过那些年属灵冲突的严重伤害以后，他在
1653 年加入了贝德福德教会。但仅仅过了两年的时
间，我们发现，团契里的人已经认出了他讲道的恩赐，
并鼓励他在这方面操练。他服侍了会众一段时间以
后，就和教会的旅行讲道者一起被差派出去，到附近
的乡村传福音。
这很快导致对此项工作更正式的任命。教会的呼
召印证了他内心的确信和愿望，要从事这项伟大的任
务。“我无法得到满足，”他说，“除非我看到自己
的恩赐被使用……因此，虽然我自己是所有圣徒中最
不配的，然而我还是带着因看见自己的软弱而产生的
巨大恐惧和颤抖，开始了这项工作，并按照我恩赐和
信心的大小，传讲上帝在他圣洁的真理话语中向我揭
示出来那当受赞美的福音……”他把对他讲道的迅速
回应，看作是“上帝已经呼召了我从事这工作、并在
其中与我同在”的确认，于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一生
都没有再偏离的道路。因为讲道，他在 1660 年被投
入监狱。试图使他闭口的事件以及最终把他关了 12
年的草率法律程序，间接见证了他在当地所产生的影
响。因为讲道，当他可以获释时，却仍被关在了监狱
里。他记下了当法官基林命令他闭嘴、并以放逐甚至
杀头相威胁时，他的回答：“我告诉他，就这件事情
而言，我的看法和他有点不同。因为如果我今天出狱，
明天就会在上帝的帮助下传讲福音。”而谁听到他年
青的妻子伊丽莎白勇敢的话语时，不会被感动
呢？她虽然刚刚流产，要照顾四个小孩，其中一
个还双目失明，我们却听见她向法官请求释放她
的丈夫。法官告诉她，除非她让丈夫停止讲道。
“我主啊， ”她说，“他只要还能说话，就不敢
退出讲道。”
在贝德福德的监狱中，他向他的狱友讲道——偶
然短期获释，他也继续讲道。1672 年获释后，他立
刻又开始了这项活动，虽然压力更大，而且他在 1675
年又被关了一段时间。但正如我们已经提过的那样，
当他被呼召回家时，仍然还在干着讲道的活儿。
创作出《天路历程》的那紧张的几个月，也许令
人们今天还记得他，但耗尽了他一生精力的，却
是讲道。
（节选自作者著《清教徒的牧养》P173-174，赵刚译，
经典传承出版社。）

几个牧师聚在一起，讨论一些难题。有人问“不
可停止祷告”的命令该怎样才能遵行。
大家七嘴八舌地提出了些建议，最后指定一个牧
师就这个问题写一篇文章，下次聚会时用。一个年轻
的女佣正在房里侍候，听到他们的讨论，叫了起来：
“什么？整整一个月就用来讨论这段经文的含义？
这在《圣经》里其实是最容易也是最好的经文呢。”
“真的吗，玛丽？”一个老牧师说，“你是怎样
理解它的？你能一直祷告吗？”
“当然了，先生！”
“真的啊？那怎么可能？你要做这么多事！”
“先生，要做的事越多，我就祷告得越多。”
“是吗？玛丽，告诉我你是怎样做的？大多数人
不会同意你呢。”
“先生，早晨我一睁开眼，就祷告说：‘主啊，
开我悟性的眼睛’；穿衣服时，我祷告说：‘愿我穿
上主的义袍’；洗漱时，求上帝将我的罪洗净；干活
时，祈求上帝给我力量，让我干好一天的活儿；扇火
时，我祷告我心中的灵火也能旺旺的；预备和吃早餐
时，我求上帝用生命的粮食和纯净的灵粮喂养我；打
扫房间时，我祷告求上帝将我心中的不洁都扫干净；
忙着照顾孩子们的时候，我仰望上帝，祈求我能总是
有小孩子一样信靠上帝的爱，当我……”“够了，够
了！”牧师嚷道，“主说过：‘这些真理，向聪明通
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坚持下去，
玛丽，不要停止祷告。至于我们，弟兄们，让我们为
这一课感谢上帝。” （节选自作者著《安妮的聚宝盆》
P192-193，北京大学出版社。）

我们若爱神，就必宣扬祂的美善，好高举祂的名
声威望，吸引别人来爱慕祂。爱无法噤声；我们必要
像许多号角，宣扬神白白的恩典、祂超越一切的爱和
祂国度的荣耀。爱就像火一样，只要有爱在心中燃烧，
这爱就会从嘴唇冒出来。颂赞神是一件美妙的事，爱
必须有出口。
——汤姆·华森
你试尽各种方法，仍然救不了自己。你永远无法
救自己脱离这个世界、肉体、魔鬼，你也无法救自己
脱离所处的困境。当然，你更无力救自己逃脱神的律
法，审判，和地狱。你作不到！不信你试试看！几世
纪以来，人们已经试过了各种方法。他们都不得不承
认最后的失败。世界上最诚实、最善良的灵魂乃是那
些试过这些方法，最后承认自己失败的人。
——钟马田

侍主。在指望中要喜
乐，在患难中要忍耐，
祷告要恒切。
——罗 12:11-12
——赛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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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害己身

争战
爱德华·韦尔契

如果你知道敌人在身后急急追赶，一定会有所防
范，特别是当你知道这个敌人擅长使用游击战术时。
即使在你抑郁不振之际，对生命的丝毫威胁都足以提
起你的精神，除非你不知道背后有敌人追击。
在艰难困顿的时刻，属灵争战几乎无可避免。我
们见识过耶稣被领到旷野，经历肉体痛苦与灵命孤独
时，撒但抓住自认为绝佳的机会，伺机追击。那么撒
但对凡夫俗子经历忧伤、情感枯竭时的追击，岂不更
加激烈吗？圣经把撒但比作狮子，藏身于高密草丛之
后，伺机等候吞吃那些容易动摇的人。
且让我们思考忧郁的本质。生活开始变得封闭内
缩，这点你应该有所体会。从现实来说，你感觉上帝
并不同在，而你严厉自责，把自己批评得体无完肤，
这些都会让你坚信，上帝并不爱你。即使你没有在自
己胸前画上靶心，你也早已是撒但明显的攻击目标。
撒但的计谋
撒但擅长伪装成光明天使，企图掩人耳目。但是
使徒保罗向我们保证，上帝会揭露撒但的恶行，好让
我们洞察撒但的诡计和权谋。要辨认撒但的诡计，我
们应该多思考平凡寻常的事物，而非离奇古怪之事。
恶鬼附身，种种骇人行径，不过是撒但的伎俩之一，
有时则是一种障眼法，让我们误以为撒但的伎俩总是
伴随着引人注目的标记。然而实情是，撒但更愿意暗
中进行每日的破坏工作。他以下列方式，悄悄进行渗透。
谎言。还有什么是比说谎更稀松平常的事呢？谎
言不再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说谎是那么自然而然的
一件事。小孩子说谎话，根本不需要人教，而政客说
谎更在预料之中。谎言形形色色，不胜枚举：白色谎

凡行恶的，没有一个不是先害
了自己。
（奥古斯丁）
言、自我辩护、夸大其词、轻描淡写、偷换概念。
其实这些骗术背后，不只是想推卸自己做错事的
责任。谎言背后是谎言之父，撒但本尊。“他说谎是
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你自己可能也是谎言的受害者。你可能对某种错
误信念深信不疑，却拒绝改变自己的想法。比方说，
你觉得自己对家人是累赘；你觉得他们没有你，生活
会更好；你对这种想法深信不疑。无论家人如何持不
同意见，想尽办法表达对你的爱，都无法说服你改变
心意。如果你感觉上帝已经离弃你了，那么你就会相
信上帝真的已经舍你而去，任何事情都无法说服你改
变想法。换言之，感觉是会说谎的。
你看出事情演变的过程吗？
首先，你的灵命破口让撒但有机可乘→你的情绪
反应加剧，以致扭曲你对事物的解读→撒但伺机攻击
→你无视别人的说法，执意选择最悲观的想法。
其实这根本无须牵涉到巫术、蛊惑人心、听到怪
异的声响，或撒但教明目张胆的邪恶仪式，一切都是
那么顺其自然。然而，这却是一场万分激烈的属灵争战。
有关我们的谎言。撒但的谎言都经过算计，有所
图谋，而且特别针对你属灵的命脉——你生命中最重
要的课题。
你相信自己做过一些罪大恶极的事，不容原谅
吗？果真如此，那你就是相信撒但的谎言，认为耶稣
的宝血只能对付小过、小犯，只能对付无心的过犯。
然而真理却是：经由十字架，基督已经替那些信他的
人承担了罪的审判，如果你已在耶稣基督里宣告你的
信仰，那么你也包括在内。
你是否认为有些事情你做得太糟糕而不能被原
谅？果真如此，那你就是相信撒但的谎言，认为上帝
爱你是因为你的行为。然而真理却是：上帝爱你，因
为他是爱人的上帝，而耶稣的牺牲证明了这点。耶稣
基督的十字架显示，上帝喜悦一切信他的人，如果你

祢把旌旗赐给敬畏祢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诗 60:4）

相信耶稣是死而复活的主，那么他喜悦你，并且爱你。
你相信自己毫无活下去的理由吗？果真如此，那
你就是相信撒但的谎言，认为你单单属于你自己。然
而真理却是：你属于上帝，并且你拥有上帝赐予的人
生目的。不止如此，基督的十字架显示，上帝对你生
命的计划是美善的。
你相信这些问题无关紧要吗？果真如此，你就是
相信撒但的谎言，认为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与我们和忧
郁症的缠斗之间没有关联。真理却是，你和上帝的关
系是绝对必要的，特别是在此时此刻，你的生命取决
于你与上帝的关系。
如果你曾对以上这些问题有所动摇，那你就会经
历属灵争战。
不要以为这些谎言是自动输入我们的脑海中，我
们只是机械式地重复播放。谎言不会自己刻印在我们
的心版上，而是我们先有既存的种子，撒但的谎言才
会找上我们。撒但只是为我们早已揣测为真的谎言背
书的指导员，是一个假冒的见证者，急于肯定我们对
事情的错误诠释。这就是为什么属灵争战如此顺理成
章，并没有人胁迫我们违背自己的意志。撒但并非在
我们有坚定信仰、确信不疑、谎言显得可笑与极不可
能之处与我们争战。撒但乃是寻找我们信心软弱之
处，希望我们会软弱投降，而这都是从我们所累积的
怀疑开始。撒但向来就是个投机分子，他看见我们容
易动摇的地方，然后他只要说：“没错，你所想的的确
为真。”
有关上帝的谎言。如果你仔细检验你信以为真的
谎言，你会发现自己正陷于冲突的困境中。没错，你
是撒但预定歼灭的对象，这些谎言让你宣判自己有
罪，然而你并非是这些谎言的首要目标，这一连串的
攻击是特别冲着上帝的属性而来。谎言的目标在于挑
起你对上帝的怀疑。更准确地说，这些谎言专门质疑
上帝的爱与大能。
例如，注意撒但的第一个谎言：“上帝岂是真说不
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你们不一定死。”
这些话语直接攻击上帝的恩惠与信实，而这两者
都是爱的表现。撒但的意思是说：“上帝的话语真的
能够信赖吗？”“上帝真是美善的吗？”“也许他只
是欺瞒你们。”“或许上帝很吝啬呢？”撒但用这些
质疑与控诉，火力就已足够。大多数的属灵争战都是
由和这些老掉牙的攻击大同小异的说法所组成的。
所以，如果你怀疑自己容易受到撒但谎言的煽动
——并且假设你有忧郁症状——将这些谎言重新措词，
明白这些说法不只是否定你自己，更否定了上帝的大能。
例如：认为“我毫无价值”，可以重新诠释为“上
帝没有赐下我所渴望的成功；因此，我不相信他是满
有恩惠的”。
认为“我已失去生命中最重要的事物”，可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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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诠释为：“上帝不足以满足我的人生”。
“我走不下去了”就是：“我不相信上帝听见我的
呼求，要不然就是他没有足够的权能来克服人的软弱。”
你明白了吗？我们的苦难可能来自许多不同地
方，然而，无论根源为何，撒但终究是那个幕后黑手。
遭逢苦难就是撒但挑拨我们去质疑上帝的最佳时机，
因为是我们自己开始提出这些问题。苦难挑起一些无
法被忽略的属灵问题，当使徒保罗提醒我们，在苦难
中，魔鬼会用诡计来“拦阻人认识上帝”时，这就是
保罗所强调的重点。
注重世俗，不注重属灵真理的谎言。这个流行的
假象早在苦难来临前就开始了，在人生的顺利时刻，
撒但乐意鼓励我们，放眼上帝在我们周遭的恩惠作为。
“你的婚姻稳固吗？上帝真是大有恩惠！”“你
的身体健康吗？上帝真是大有恩惠！”“你的各项账
单都付清了吗？银行有存款吗？上帝真是大有恩惠！
”
“把你的眼光放在属世的祝福上，用这些来测量
上帝的恩惠，因为人生不会永远是美好事物的累积。
等到困境到来，举目观看，你将看不见任何上帝大有
恩惠的证据。”
这就是撒但对约伯所耍的奸计，好在他的伎俩并
未得逞。约伯拥有人世间最好的产业，撒但自认一旦
这些产业都被拿走，约伯就会背弃上帝。然而，约伯
自始至终仰赖上帝，迫使撒但溃逃。
我们的反击
如果你想拿约伯作为效法的榜样，你就有了战胜
撒但的属灵优势。事实上，你拥有比约伯还要有利的
优势。现在我们对撒但有所了解，而当时约伯对撒但
却一无所知，约伯并无耶稣作为前锋。耶稣在旷野中
坚定地抵挡撒但，当我们对耶稣说“是的，主，我仰
望你”的同时，我们也就信靠耶稣那屹立不动摇、抵
挡撒但的大能。
对于信仰如何在属灵争战中发挥功效的那些细
节，我们知之甚详，但以下这些枝节却很容易被遗忘：
记住，你有个对手。要承袭那些智者的带领，他
们以告诫自己“今天我必须儆醒，我有个对手”来开
始每一天。邀请别人提醒你，你也快快提醒他人。要
明白自己正身处叛军横行的地域，他们投注全副心力
要摧毁你。
要假定战火猖獗。根本无须费心寻找争战的蛛丝
马迹，只要假定你正处于战况激烈之时。如果你想寻
找争战的证据，其实不必在你忧郁症严重的时候做这
件事。我们不知道撒但跟你的忧郁症有无关联，但是
我们的确知道撒但会利用你长期的病痛作为攻击点，
采取下列惯用的伎俩：
你丧失盼望吗？你相信上帝袖手旁观、与你疏离
吗？你质疑上帝的爱吗？你质疑上帝的宽恕吗？你
是否觉得无须更加认识耶稣基督？要记住，撒但永远

祢把旌旗赐给敬畏祢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诗 60:4）

都会攻击上帝的属性。你倾听智慧的忠告和圣经的话
语吗？如果没有，那就是你在某些属灵争战中落败的
明确标记。倾听是谦卑的表征，撒但无法战胜这点。
不要认为你的情况是特例。这个盛行的谎言质疑
上帝对你的慈爱：所有身受苦难的人都倾向于相信自
己的苦难独一无二，这个谎言让你很快认定，一切辅
导都无关紧，要因为无人能了解你的处境，任何忠告
都不适用。结果就是，你所经历的孤独被强调，而你
就有更多理由感到绝望。
无人能避免受谎言影响，人人都有被谎言蒙骗的
亲身经历。举例说，威廉·考珀是十八世纪一位知名
的诗歌作者，他写过《宝血活泉》等圣诗的歌词。虽
然他沉浸于圣经中，但他面对自己的忧郁症时写下：
“圣经中没有足够的话语能鼓舞我，没有有效的抚慰
能触及我。”
有忧郁症的人必须假设谎言的确存在，并视之为
一种常态。只要你与忧郁症搏斗一天，你就必须对这
些谎言特别注意。你的目标不在于克服这些谎言；你
的目标在于对耶稣基督有日渐丰富的认识。
认识基督。撒但的火力集中在一个重点：耶稣的
真理。如果你对耶稣基督的正确知识持续增长，你就
会赢得胜利。否则，你就会每天节节败退。
对基督的认识最完全的显现就是在十字架上—
—首要之事就是耶稣死而复活。十字架向我们证明了
基督之爱远胜于缺乏行动的虚情假意与同情。十字架
向我们显明，基督之爱是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神圣之
爱。如果我们会气愤上帝竟容许我们罹患忧郁症，那
我们就应该记得，他的爱比我们所能明白的更为细致
复杂。我们的怒气显示自己就像个幼童，以为自己知
道何事对自己最有益处。
认识基督不只是属灵争战的核心，更是上帝一切
计划的核心，这不足为奇。上帝高举基督于万有之上。
当我们认识耶稣，尊荣耶稣，他就乐于多多赐福给我
们：有更多的认识，更大的信心，更深的盼望，也更
加爱主。这样，我们与忧郁症抗争就有了更好的装备。
认识耶稣如此重要的另一个理由是，世人存在的
伟大目的就是愈来愈像耶稣。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计
划。这是上帝所能赐下的最丰盛的礼物，是他引领我
们进入上帝家中的确据。如果耶稣经由苦难学会顺
服，我们也要这样行。一条无灾无难的顺遂道路应该
会让我们起疑惑，我们是否真正属于上帝？
我们的挑战是，要以上帝的心志为心志。换言之，
我们必须完全颠覆现在的思考。我们曾经认为应不计
代价地避免苦难；但现在我们必须了解，苦难是让我
们更像耶稣的必经之路，这要比没有耶稣所获得的至
暂至轻的安慰更加美好。当我们了解这个崇高的目
标，我们就会发觉，苦难无法阻挡爱；苦难正是因为
有爱。我们有种错误印象，以为神圣的爱不能与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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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苦难并存。这种思维就是撒但最有效的策略之一，
一定要用恩典的福音加以反击。
在上帝面前谦卑自己。当你患有忧郁症时，会觉
得自己的姿态已经低得不能够再低了，然而对基督的
爱合宜而又有力的响应就是谦卑。谦卑与感觉卑劣并
不相同。谦卑是在上帝面前卑微自己，接受上帝至高
无上的意志。
谦卑代表明白“上帝凡事都不亏欠我”；“上帝
非我仆，我才是上帝的仆人”；“上帝是独一真神，
他有权凭己意而行”。
这就是约伯在属灵争战中，上帝赐给他的礼物。
每当约伯想要质疑上帝时，上帝就会反过来质问约
伯。听到全能创造主的质问之后，约伯终于在上帝面
前谦卑下来。“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
好用手捂口。”当你对上帝的认识增长，你自然的回
应就是谦卑。论及对基督的认识，面对如此强大的属
灵回应，撒但将毫无招架之力。
（节选自作者著《走出死荫幽谷——忧郁症重生之歌》
P58-67，关绣雯译，上海三联书店。）

经文：鸽子找不着落脚之地。（创世记八：9）
在基督耶稣以外，你能找到安息吗？若能，那
么可以肯定你所信的宗教是无用的。你不明白自己
与基督的联合，也对基督不甚感兴趣，你能够满足
吗？若能，你的信仰是无价值的。你若自认是基督
徒，却完全满足于属世的欢乐与追求，那么你的承
认是虚假的。若你的心灵在罪恶之中能感到舒适，
那么，你是假冒为善的。你若感到在罪恶中放纵自
己虽没有受到惩罚，但其本身就是一种严厉的惩
罚；你若拥有全世界且能永远住在其中，然而因为
没有上帝而感到悲苦，因为祂是你心所渴求的；那
么鼓起勇气吧，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女。纵使你有罪，
不完全，你仍可以因是上帝的儿女而安慰——你若
犯罪心灵却没有平安，你就不是一般的罪人！你若
仍然在呼喊渴求一些更美好的事物，基督没有把你
遗忘，因为你也没有忘记祂。信徒不能没有主而活。
在旷野的沙漠中我们无法生存，我们需要从天降下
的吗哪。我们自信的瓶中倒不出一滴水来，但是我
们仍饮于那紧随着我们的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
当你靠祂而活时，你的心能高唱：“祂用美物使我
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我如鹰返老还童。”。但是
倘若你不属祂，你的财富或成就不能令你知足。有
一日，你将悲哀的以智慧者的话说出：“虚空的虚
空，凡事都是虚空。”
（节选自作者司布真著《司布真每日灵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