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我们舍了自
己，要赎我们脱离一
切罪恶，又洁净我们，
特作自己的子民，热
心为善。
——多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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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耶稣基督

基督徒的热心
周毕克

马可·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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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利弗·鲍尔斯劝勉我们要竭力持守真正的热
心，因为“正如每样恩典一样，热心也常有仿冒品”。
约翰·弗拉维尔警告说，因为虚假的热心，许多灵魂
会在路上灭亡。正如法利赛人一样，人们热心地反对
虚假的敬拜，却对真敬拜毫不关心。虚假的热心是一
种可怕的谬误，威胁到教会，它的危险是不能轻视的。
基督教导我们，可以从果子认出一棵树的本质来
（太 7:20）。所以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虚假热心的特点，
以便更好地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热心。撒母耳·沃德曾
说过，扮成真正的热心的凡火可以分成三类：虚假的
热心、盲目的热心和纷争的热心。
1.虚假的热心看起来像是真的，实际却是另有所
图。那是耶户的伪善热心，在《列王纪下》10 章 16
节，他夸口说看到上帝的荣耀，但其实他的眼目盯着
自己能从国度中获得什么。那是底米丢喊着称赞亚底
米女神，其实只关心他从银制偶像中谋利多少（徒
19:23-28）。虚假的热心假装追求上帝的荣耀，其实
真正追求的是私利。正如我们在这些例子中只看到信
心的影子，这些例子让我们看到人显出热心，却没有
真正的实质（提后 3:5）。
2.盲目的热心是《罗马书》10 章 2 节所描述的，
假装尊崇上帝，却不并没有真正认识祂。有这样热心
的人可以作出很大牺牲，却是落入陷阱里。他们用尽
全部能量，却往错误的方向奔去，为错误的目标效力。
在主改变使徒保罗之前，他就是被盲目的热心点燃的
（徒 22:3-4）。沃德论到这种盲目热心的火焰时说：
“魔鬼的士兵中数这些最强了。但当他们眼睛里的鳞

认识上帝，却无视自己的卑
贱，导致骄傲。认识自己的卑贱，
却无视上帝，导致绝望。认识耶稣
基督，在骄傲与绝望之间取得平
衡，因为耶稣让我们既看见上帝，
又看见自己的卑微。 （帕斯卡）
片掉下来时，他们进入上帝的会幕中，成为上帝最宝
贵的精兵。”
3.纷争的热心是一种苦毒的嫉妒（雅 3:14）。这
种热心是野火，带着人四处狂奔。它不再是良善的仆
人，而变成辖管人的邪恶主人。理查德·薛伯斯写道：
“人若对上帝的荣耀发热心，就不可能不真正爱其他
人。所以，那些行为粗暴、伤害别人、傲慢无礼的人，
只要他们鄙视贫穷人，就不要谈怎样来荣耀上帝。”
基督徒热心的属天火焰，与虚假热心的凡火是多
么的不同，这让沃德感叹说：“真正有热心的人，他
的火热是灵里的，而不是表现出来的；是实质上的，
而不是境遇决定的；是为了上帝，而不是为自己；是
被上帝话语引导，而不是追求幽默感；是用爱心调和，
而不是用苦毒——这样一个人，他的价值不是人或天
使的口可以说出的。”
真正的热心是上帝所赐的恩典，它让人的所有情
感都指向上帝。在这一根基上有很多枝子，枝子上又
结出果子，这果子的很多特质可以表明树的本质，具
体包括以下方面：
1.以上帝为中心的热心。因为真正的热心的创始
者和对象都是永活的上帝，热心的基督徒会对上帝抱
有热忱的爱，渴望上帝的同在。当上帝的名受损时，
他觉得忧伤；当上帝的尊荣和事工被妨碍时，他会愤
怒。《提多书》2 章 14 节说，基督“为我们舍了自
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
的子民，热心为善”。威廉·芬纳评论说：“如果你
不为上帝发热心，你就不可能是上帝的子民。”热心

己的葡萄园，那就是在假装，是在冒犯上帝和人。而
一旦我们自己的行为要实践出来，就必须在更广的范
围内施行。”
5.一致的热心。冷血动物的体温会受它们周围的
环境影响，而恒温动物的身体则力图保持恒定的体
温。有热心的基督徒就像恒温动物一样，要抵挡无生
气的冷血状态，又要避免疯狂的热度。热心的信徒不
会像尼布甲尼撒那样盲目地让火窑烧热七倍，他不会
反复无常，也不会开始的时候火热，后来却是冰冷的，
而是从头到尾保持持续的热度（来 3:14）。他不会纵
容自己软弱或消沉，因为尽管他的肉体软弱疲乏，他
热心的灵仍是乐意侍奉的、活跃的（可 14:38）。雷
诺兹风趣地说：“这热心可能会在路上遇上风暴或绊
脚的石头，但它不会改变初衷，也不会降低热度，而
是会勇往直前，直到最后一刻。”威廉·贝茨对热心
这一记号的评价是：
再没有什么比这项建议更有指导性、更有益的
了，它可以带领人进入卓越的圣洁中：让我们在天路
上用同一种热心前进，就是我们最初经历的那种热
心，而且带着同样的严肃态度，就像我们已经来到最
后一刻。圣徒最初和最后的行动，通常都是最卓越
的……但是，我们常常是起初大发热心，坚决地立志，
然后慢慢地滑向懈怠了。
6.甜美、温柔的热心。爱德华滋说，我们必须学
会什么叫效法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耶稣基督，做上帝的
精兵。基督大胆斥责罪、伪善和虚假的教导。爱德华
滋还提醒我们，当基督周围都是“像吼叫的狮子一样”
的仇敌时，祂显出祂的力量，“不是借着任何烈火般
的激情，也不是借着激烈的言辞”，而是“借着忍耐、
柔和、爱和饶恕”。爱德华滋写道：
一些人误解了基督的真胆量，于是也误解了基督
徒的热心。这热心无疑是一团火，却也是一团甜美的
火，或者说，是一团甜美的火所散发的光热。因为这
团散发出光热的火不是其他的，而是上帝的爱，或基
督徒的爱。这是人或天使心中所存的最甜美、最仁慈
的东西。
热心的确有火一般的热度，但这是爱之火。所以，
我们一方面必须逃避骄傲、自私、分裂那毁灭性的野
火，另一方面要远离冷淡、懈怠、懒惰和死亡。让我
们带着爱燃烧吧！
当我们看到自己变得冷淡时，应该怎样做呢？贝
茨说：“我们应该带着困惑的泪水，想起我们最初的
热心与在信仰上倒退后的光景有多大的差别；我们应
该为自己在恩典中的败坏而羞愧，而且带着惧怕战抖
反思自己，坚定我们的意志，继续满怀热情地持守信
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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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上帝的爱不可分割，因为上帝是如此荣耀的一
位。巴克斯特写道：“那些圣洁事物的本质是如何伟
大卓绝，不可言喻，以至于我们在估测和追求那些事
物时，若没了热心，都不可能是真诚的……没有热心
而爱上帝，就是不爱上帝，因为那样就不是把上帝作
为上帝来爱。”
2.合乎圣经的热心。保罗在《罗马书》10 章 2 节
中提到对上帝的虚假热心，与此相比，神圣的热心是
以知识为本的，也就是说，它是被圣经原则所约束的。
托马斯·布鲁克斯曾写道：“热心就像一团火：在烟
囱里，它是最好的仆人；但若出了烟囱，就是最恶的
主人。靠知识和智慧保守的热心，若在它合宜的位置
上，就是基督和圣徒极好的仆人。”真正的热心是以
上帝的话语为根基的，并将其作为信心和生活的唯一
准则。法利赛人是热心的，但只关注私下的意见或派
别分歧，以及未成文的传统。基督徒的热心是被知识
规范、以上帝的话语为依据的。
3.自我归正的热心。托马斯·布鲁克斯曾说，热
心“把自己和它最大的热量主要花费在关乎人自身的
事情上”。理查德·格林汉姆列出热心的八种属性，
将此列为第一项，他说：“人如果从不知道对自己发
热心，就不可能对别人发热心。”他解释说：
真正的热心将第一块石头掷向我们自己，先拔出
自己眼中的梁木，好让我们可以去掉别人眼中的刺。
世人所受的咒诅就是，每个人都能很敏锐地发现别人
的私欲，却对自己里面同样的私欲不以为然……我们
不在自己良心中谴责这些事，却竟敢去指责别人。
要从对自己的真诚查验开始，这一点至关重要，
因为这样做能避免堕入假冒为善的可怕谬误。格林汉
姆曾说：“假冒为善者的可怕在于，他们已经远离了
永活的上帝。他们猛烈地攻击他人，残忍地指责别人
的良心，却从未在家中洁净过自己良心的污垢，也从
未在心里流过一滴血。”
4.活跃的热心。若我们认识上帝，即我们所热爱
的那一位，我们就会热心地将自己奉献于福音要求我
们的职责。我们会忙碌并且活跃，持续参与到圣洁事
工中。罪让人心对敬虔活动感到麻木，正如使徒所说
的：“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罗
7:21）。但是，布鲁克斯写道：“热心的灵魂总是对
自己说，我能把什么献给主呢？”热心的基督徒总是
预备好要实践上帝加在他身上的职责，一定要用尽全
力，甚至远超乎这样，因此他信靠主会在他的软弱上
显出刚强来，在他的贫穷中带出恩典的丰富（腓 4:13；
林后 12:9-10）。埃文斯曾说：“基督徒的热心不只
限于家中，不只是为了我们个人的好处，而是要扩大
到更广的范围。”“如果人在外面热心，却不看守自

改革宗周刊 ②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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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把旌旗赐给敬畏祢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诗 60：4）

祢把旌旗赐给敬畏祢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诗 60：4）

这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分辨出虚假的热心和真
正的热心，后者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点燃的，专注于属
上帝之事。我们必须警惕这其中的差别。一张 50 美
元的假币的危险之处，就在于它与一张 50 美元的真
币非常相像。只有受过训练的眼睛才能看出真假差别
来。同样，虚假的热心很像真正的热心。我们必须有
分辨的眼睛，区分何为假，何为真。
（节选自作者著《清教徒神学》P1039-1045，陈知纲、
李愚译，经典传承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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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64 年，当罗马皇帝尼禄在位时，罗马城发
生一场大火，延烧了六天六夜，全城绝大部份焚为灰
烬。谣言传出，放火者是尼禄王本人，于是引起罗马
人对皇帝的愤慨；为了转移百姓的怒恨，尼禄便嫁祸
于人，将焚城巨祸归咎于基督徒。虽然这是捏造的控
告，却有无数基督徒被捉，遭到残酷的逼迫。有些人
被缝在兽皮里，任凭猛犬撕成碎片；有的女人被绑在
野牛后面，拖曳至死；入夜以后，基督徒一个个被绑
在尼禄庭院的火刑柱上焚烧，凡是恨恶基督徒的罗马
人可以自由进入庭院参观。在这同时，尼禄王本人则驾
着马车在庭院中绕行，邪恶地享受这幅残忍的景象。
根据传说，使徒彼得与保罗都在尼禄逼迫期间相
继于罗马殉道。据说，彼得是倒钉十字架而死，在行
刑前，他要求将十架倒置，因为他认为自己不配与他
的主以同样方式去世。身为罗马公民的保罗，则被斩
头而死。
这时期对基督徒的残杀，只局限于罗马城，还没
有发展成全国性的大逼迫。（节选自作者祁伯尔著《历
史的轨迹——二干年教会史》P10-11，李林静芝译。）

（上接第③版右侧）们，但他们能感觉到那样的时刻
父母对他们的爱、父母们为他们迫切的代祷，因为我
们爱他们、深切地关注他们永恒的生命。
《约伯记》第 1 章让我们看到约伯的生命反映了
一个敬畏神、离弃罪恶之人从心灵深处发出的真实敬
拜。因为关注孩子们的成圣，他天天、周周把他们和
他们的罪带到神面前求神怜悯。他为他们献祭，每天
私下为他们祷告，每周全家人聚集时也为他们祷告。
他没有厌烦这些服侍，反而坚持不懈。效法约伯榜样、
每天在家中承当祭司责任的父母一定会经历这位守
约之神对他们婚姻、家庭和孩子的赐福（参诗 128）！
（节选自作者周毕克著《如何在恩约中靠主应许养育儿
女？》P98-99，陈萍译，基督教改革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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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每天和孩子一起来到神施恩宝座前吗？我并
不是问你有没有“足够”为孩子祷告，而是问你有没
有“每天”为孩子祷告,一个接一个，好让每个孩子
都知道自己的罪、愿意离弃罪、来到救主面前并过一
个以神为中心的圣洁生活。
你或许会问:“约伯每天都做同样的祷告吗？”
这倒也有可能，尽管他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求同样的
事情。许多家庭每天都在家庭礼拜中用主祷文祷告，
同时又有处境化祷告。
不管怎样，我们不用担心自己在神面前是唠唠叨
叨、重复来重复去。孩子们每天有同样的需要，神也
不会厌倦听我们为孩子的代祷。你孩子每天对你说:
“爸爸早上好，妈妈早上好！”你听烦了吗？你会对
孩子说:“我已经烦你总是对我说这些话了；这不正
是你昨天对我说过的话吗？”不会的，你绝不会烦听
孩子对你说话。“爸爸早上好”对你而言就像动听的
音乐。同样，我们的祷告也让神开心。因此，父母们，
要恒切祷告，成为你孩子祭司式的代求者。
我们的确需要为孩子生命中的大事包括他们的
认罪、得救和感恩代祷。但是坚持我们祭司性的服侍
也意味着要为他们微小的需要代祷。孩子们需要听到
我们为所有的事情祷告。孩子们知道我们从不会拉下
一天不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对他们而言多么重要啊！
父母若是勇敢的祭司，每天为着家人免受灾害祷告，
为着孩子中的每一步恳求神的眷顾，这样的孩子多么
有福啊！
我们越细致地了解孩子的需要（如学校中的考
试、疾病、软弱、惧怕、梦和与人的关系），我们就
越能深入地为他们祷告。母亲通常更能体察孩子们的
需要，因此，父亲尤其需要抽出精力听孩子们的心声。
我建议母亲可以在全家人一起祷告的时间之前提醒
父亲孩子们的一些具体需要。父亲也应该问问妻子有
没有特别需要为孩子们的代祷事项。
当我们为孩子们个别需要代祷时，我们不能打击
他们的信心或是我们代祷的方式让其他弟兄姐妹对
他/她产生不好的印象。在家庭礼拜中，祷告应该让
全家人都可以敞开心参与。没有一个家庭成员会觉得
自己被排除在外，更不要说“打击式祷告”或“攻击
式祷告”了。我们若和孩子们个人祷告，可以更自由，
但是在家庭祷告时间，我们不能让祷告成为孩子们之
间互相论断的把柄。
我们祷告时，要让孩子感知我们的爱、眼泪和牵
挂。再没有比父母为孩子全心全意的代求给孩子印象
更深刻的了！房间里神圣的静默是金钱无法买到的，
我们的孩子或许不会总是告诉我（下转第③版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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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4:12-13）
•约翰对士每拿的教会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
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
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
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启 2:10）
神的管教和训练肯定了我们的呼召和目的，因为
对我们而言，没有试炼，神的真实就是隐藏的；神藉
着这个方式把我们从那些使我们远离祂的原因中—
—世界对我们的吸引和我们对自己的专注——释放
出来。德裔的天主教女圣徒史丹很有洞见地指出，把
我们紧抓着世界的手松开，对于我们认清永恒的真实
性是非常重要的；她写道：“我相信，一个人若要更
深地被吸引到神的里面，就必须要更多地从自己里面
出来；他从自己里面出来而进入世界，为的是把神的
生命带到世界中。”当神藉着管教和训练重新导正我
们的优先顺序时，我们的意愿就会是想要达成神的旨
意，这时我们会发现，我们生活的优先顺序就不再是
自己的，而是祂的；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也不再是自己
的，而是祂的了。
在本质上，管教把我们带进神的怀抱中，把一切
属世的杂音、渴望和纷扰，都推到背景去。此时的我
们享受神同在的宴席，并且因不断发现祂才是我们的
福分（诗 73:26）而明白我们在祂眼中是何等宝贵的
儿女。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
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生
命”或作“灵魂”，下同），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
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太 16:24-25）藉着我们
的信心——相信神的管教是出于祂的爱——祂就使
我们既能丧掉生命，又能得着生命。圣灵也超自然地
在我们里面放置了愿意为神而活的意志，如此便将祂
的生命赐下而成为我们的生命。死于纳粹狱中的潘霍
华曾写道：
“如果我们拒绝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不肯降服于
从人而来的苦难和拒绝，那么我们就丧失了与基督的
交通，是不再跟随祂了；但如果我们为了服事祂而背
起十字架，丧失生命，那么我们将会在与基督十字架
的交通中，再度得着生命……胜过苦难的惟一方法就
是背十字架，这对所有跟随基督的人都是真确的，因
为祂自己就是如此。” （节选自作者著《成圣靠恩典》
P297-301，庞慧修、张晓薇译，更新传道会出版。）

撒但只有劝说人的手段，并没有强迫人的力量。
他可以诱惑我们，但若非我们自己愿意，他无法征服
我们；他可以怂恿我们，但若非我们自己愿意，他无
法伤害我们……若不藉着人自己，撒但无法毁坏人；
但人不藉着撒但，却能轻而易举地毁坏自己。
——托马斯·布鲁克斯

线

如果我们不是神的儿女，祂的管教就不会开始。
当我的孩子觉得我太严格地禁止他们去做一些事的
时候，就会说出类似这样的话：“爸爸，为什么你不
准我们去……别人的爸爸都不在乎。”
当然，他们的话给了我机会叫他们再多想想，那
些不管教儿女的父母在某些程度上真的是“不在乎”，
而圣经说不管教的父母其实是“恨恶”他们的儿女；
其中的原因是，没有受到管教的孩子，缺乏了一些能
帮助他们建立品格并免于危险的指引（利 26:23-24；
箴 5:23；13:24；19:18）。不管教儿女的父母是在这
些方面没有尽到照顾儿女的责任，其结果会很糟糕，
就仿佛是恨恶儿女一般。
神愿意管教我们，肯定出我们是祂所疼爱的儿女
（箴 13:24）。正如地上的父亲，若他轻忽管教的事，
就表示他把其他事物的优先顺序放在儿女之上；而我
们的神会注意要管教我们，也证明了没有任何事的重
要性是高过我们（来 12:7-9）。未曾重生的人有一个
特征，那就是神会任凭他们偏行己路（罗 1:24，26，
28），但已经与神联合的人的特征，则是神会把他们
引到祂的路上。
神管教我们并不表示祂想放弃我们或是在轻看
我们。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每一个人都会
经历到艰难困苦，就是人子耶稣的生命中也不是没有
痛苦。如果我们教导或隐含说“真正”的基督徒是不
会经历患难的，那么我们就会对别人的信心造成很大
的伤害。要达成伟大的目标就需要有伟大的训练，而
这训练可能是很密集的，即使其中可能并不牵涉到什
么大的罪。
·耶稣对祂的门徒说：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太 5:10）“我实在告诉你
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
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
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
世必得永生。”（可 10:29-30；约 15:18-19）
•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人说：“因为你们蒙恩，
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腓 1:29）
又对提摩太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
也都要受逼迫。”（提后 3:12）
•彼得对受逼迫的教会说：“亲爱的弟兄啊，有
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
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
（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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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把旌旗赐给敬畏祢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诗 6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