祢把旌旗赐给敬畏祢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诗 60:4）

伊恩·默里
1.热心会使一个基督徒对自己不满，也不满于一
切不及天国的事物。
这是真实的，因为圣灵在每个重生之人心中种下
了对完全的渴望，也就是渴望与上帝相像。没有受上
帝之灵影响的人却站着不动，阿特索说他们“冰冷麻
木”、“心中冷漠”，然而，信徒得到的呼召却是“永
远向前，像急切奔往路途终点的旅人一样；或者像航
海者渴望停泊入安息之所，进入挡风避雨的安全港
湾”。所有清教徒都认为，真假信徒之间有一个重要
区别，就是假信徒认为信仰只要够拯救他们的灵魂，
就可以满足于此了，“这就显明了他们缺乏真正的恩
典，而真恩典会激励人渴望完全”。“世界不能满足
基督徒，他们所期待的超出了世界。”真基督徒认为
归信只是开始，而假信徒认为站在这里就可以了。哪
里有真热心，哪里就有对一切现有成就的不满足，这
热心越强烈，这不满足就越大。热心使得基督徒为他
所信的与所感的、所知的与所行的、所是的与所想成
为的之间的不同而叹息。因此，保罗称自己“我真是
苦啊”，并且“努力面前”，如同快跑奔往终点线的
选手。他永远在追寻着那更好的。“这不是说我已经
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
我要举一个类似的例子，撒母耳·戴维斯是清教
徒的继承者，弗吉尼亚州的使徒，他于 1761 年去世，
时年 37 岁。戴维斯满心喜乐地为福音不停做工，但
也做好了回天家的预备。他在写给朋友托马斯·吉本
斯的一封信中，谈到下列原因：
罪与许多无名的缺陷混杂在一起，贯穿着、败坏
着我一切的服侍，使我遭受羞耻、悲哀和屈辱……之
前我希望能活得长一些，这样可以更好地为天国作预
备……经过漫长的试炼，我发现这个世界非常不适于
任何神圣、属天的事物成长，我害怕自己如果活得再
长一些，可能会变得比现在更不适合进天国。真的，
我几乎对在这个世界上达成任何伟大的圣洁完全不
抱希望，虽然我真的应该受这样的咒诅，就是活得跟
玛土撒拉一样长……唉，我的好主人啊（如果我真敢
这样叫你的话），恐怕我尚在那完美之地外面的时候，
不可能服侍得多好了。这一想法让我悲伤，让我心碎。
但是，如果我确实有一丁点真正的敬虔之火，我就明
白自己不能一直带着这种抱怨做工。不，我的主，我
仍然要服侍你——在不朽的永恒中一直服侍你，带着
完全的活力和热情服侍你，天使也会注目、爱慕和激
动。
2.属灵热心是一种能力，使灵魂关注伟大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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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事物。
但以理·戴克在其《论悔改》一文中表明，每个
对基督有了救赎性认识的罪人，这一点对他们而言都
是真的。他说，悔改中的热心显示出以下几个特征：
1.这种热心超越一切困难，跨过一切阻碍。“众
水不能熄灭”，是的，反而燃烧得更旺，水来得越多，
爱就越多。热情不会困于任何泥潭、沼泽、崇山和峻
岭，这种情感能使人如生双翼，使他高飞越过一
切……
2.这种悔改的热心，觉得把再好的东西献给上帝
也不够好，再怎么亲近上帝也不够亲近，为祂荣耀的
缘故可以不计代价、不遗余力。正像那位好妇人一样，
将一瓶珍贵的香膏倒在基督头上。
3.这种热心让我们能带领他人归向上帝。我们的
救主这样吩咐彼得，作为他悔改的果子：“他回头以
后，要坚固他的弟兄。”我们在罪中通常是做了撒但
的器皿，把别人一起拖进我们的罪中。真悔改会让我
们热心做带领他人归向上帝的器皿。
诗篇 119:139 也是一节很惊人的经文，表现出热
心如何使信徒变得专注：“我心焦急，如同火烧，因
我敌人忘记你的言语。”人忽视上帝的话，对上帝这
样羞辱，这极大震动了大卫，他的感受如此强烈，甚
至使他感到自己的生命耗尽。“燃烧我”这个词的全
部意义被基督本身展现给了我们，当祂看见在父的家
中，圣殿里的道德败坏，祂以圣洁的义怒赶出了一切
兑换银钱的：“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
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热心使基督这样使
用精力，甚至令他衰竭。
我们主的生命带有这一特征，人还以为祂是疯
了。马可记载了耶稣典型的一天生活，祂热心地全神
贯注向满屋的人讲道，祂和门徒们“连吃饭也没有工
夫”。我们接着看那些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的人：
“耶
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
了。”
这种热心的特质在每个真基督徒身上或多或少
都能找到，使他们乐意为了上帝和上帝的事情付出。
基督救赎了自己的百姓，要让他们变得与自己相像，
“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同样，
在五旬节那天，人们指责门徒说他们是新酒灌满了；
保罗如此急于为福音得人，非斯都说：
“你癫狂了吧！
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关于这些，威廉·芬
纳说道：
天下没有什么百姓真正对善行热心，只有祂的百
姓除外。这样的百姓唯独基督有，因为热心唯独来自
于祂。如果你对上帝毫无热心，你就不可能是祂的百
姓。一个热心的信徒，一个热心的悔改者，一个热心
的认信者，他热心地祷告，热心地聆听圣言。热心的
百姓是基督独有的百姓。（节选自作者著《清教徒与圣
灵的工作》P160-162，安娜译，经典传承出版社出版。）

他使我的口如快
刀，将我藏在他手荫
之下；又使我成为磨
亮的箭，将我藏在他
箭袋之中。
——赛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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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苦难

道塑生命
大卫·马西斯

基督徒的生命，自始至终，完全都依赖于神的恩
典。不仅我们的属灵生命完全出于恩典（参见徒
18:27；罗 3:24；弗 2:5），并且我们能持久地信靠
主，也是神的恩典（参见徒 13:43）。正因为神的恩
典，我们才安然度过了各样的试炼与患难（参见林后
12:9；来 4:16），得以日日坚固（参见提后 2:1；来
13:9），并长进、成熟（参见彼后 3:18）。
正是因神的恩典，我们才能选择正确的道路，更
多地寻求神（林前 15:10）。我们愿意主动进入神的
蒙恩之道——听神的声音（道），向神说话（祷告），
归属于神的身体（团契）。我们的主动也是出于神的
恩典——蒙恩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让神的道充满我们
的生活。
1.起初的道
神的话语需要借助一些良好的习惯来进入我们
的生活，比如读经、研经、听道、经文默想和背诵等
等。但我们首先要明白的是，神的道只是一个大致的
原则，而不是具体的方法。
在神的道整理成最终的文字（《圣经》）之前，
我们要先思想神的道是什么。神的道是神说话。他向
我们启示他自己，他与我们沟通。约翰·弗拉姆说，
“神的话就是他大有能力和权威的自我表达。”正如
人说的话是我们认识一个人的关键，认识神也是如此。
创造 我们又 时刻保 守我们 的那一 位（参 见西
1:17；来 1:3），用人类的语言向我们表达他自己，
所以我们必须要听，这是极为重要的。神另外的施恩

苦难是神的连枷，用来脱去我
们身上无用的外壳，这并非是要焚
毁我们，而是要精炼我们。
（奥古斯丁）
途径（祷告和团契）虽然也不可或缺，但都比不上神
的话语重要。神的创造（参见创 1:3）和新的创造（参
见林后 4:6）都始于神的道。神是那位创始者，用他
的道创造万有。神将其自身的深邃、丰满都表达了出
来，他不仅是一位有位格的神，并且以人的样子显现。
2.道成肉身
神在他的独生爱子里向人完全地启示他自己（参
见来 1:1-2）。耶稣就是“道”（参见约 1:1），“道
成了肉身”（约 1:14）。他最终完全地“将‘父’
表明出来”（参见约 1:18）。耶稣是神终极的自我
显现，他毫无虚假和伪装地说，“人看见了我，就是
看见了父”（约 14:9）。
耶稣是神的道的具体体现，他是神在肉身的显现
（参见提前 3:16）。耶稣如此完全地将神表明出来，
不是以看不见的道，而是成为一个可见的人。他以完
美的生命为人赎罪，承担了神命定给人的刑罚（参见
来 2:9），又以复活战胜了罪和死，如今坐在父的右
边，叫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参见林前 15:25-28）。
他是神的道成为人，我们的灵靠他而活，他给我们力
量，使我们成长。但如今，他坐在天上，我们该如何
领受这道呢？
3.福音之道
关于福音的信息是新约中出现的最频繁的词，我
们称之为好消息，或福音之道。这是关于耶稣的信息，
“基督的道理”（西 3:16）。对保罗来说，“传扬
基督”“宣告基督”“讲道”都是同一回事（参见腓
1:14-17）。保罗说，他的使命是“证明神恩惠的福
音”（参见徒 20:24），也就是“他恩惠的道”（参

祢把旌旗赐给敬畏祢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诗 60:4）

见徒 20:32）。
“福音之道”不仅使我们悔改，而且使我们成长、
结果子（参见西 1:5）。“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
得救的福音”翻转了基督徒的整个生命（参见弗
1:13），使我们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能持守“生命的
道”（参见腓 2:15-16）。因此，基督徒是在喜乐中
征战，约翰·派博写道：“我们的核心战略就是给自
己传福音……听见十字架的道，先要向自己传讲，这
是罪人为喜乐而战的核心战略。”福音之道口口相传，
要传遍万民万邦，但耶稣的福音信息怎能仅靠口头传
播呢？用口传讲的道怎能保证可信、真实、有改变人
心的大能呢？我们如何防止缺漏，不偏离这古老纯正
的福音呢？
4.道成文字
我们详细考察了耶稣的位格和工作就是神完美
的道，神的道承载着福音。现在我们要看一个不可或
缺的部分，就是记载神的道的《圣经》。我们通过道
成肉身的耶稣认识神，在福音之道中认识耶稣，他是
我们属灵生命的根基。同样，我们也需要《圣经》，
因为《圣经》是神无误、全备的自我启示。
没有《圣经》，我们很快就会远离纯正的福音、
真实的耶稣，不能正确地认识神。如今，我们若想要
生命之道充满我们的生活，我们就不能离开《圣经》。
虽然信徒的读经习惯没必要都一模一样，但我们的原
则是要让神的道来支配我们的生活，并借各样的途径
领受恩典。想要从如此众多的蒙恩途径中找到最适合
自己的，先要确定一个总原则：我们的蒙恩是借着《圣
经》，通过神的福音之道，围绕神的道成肉身（耶稣）
来实现的。
5.让神的道无处不在
明白了神的道独一无二的地位，就可以安排具体
的操练了。比如，你可以一年读一遍《圣经》；背诵
一些段落或整卷书；默想一节或一段经文；安排一些
具体的应用和实践；听一些讲道音频；看一些网上的
《圣经》讲解；参加一些《圣经》学习课程；阅读福
音书籍等等，你可以不断地进行完善。操练的方法举
不胜举，但其背后的总原则是：靠着神的灵，在信徒
和教会生活中认识到，神在他的道和福音中彰显自
己，神用外在可见的文字（《圣经》），为我们存留
并显明了他本性一切的丰盛。
在后面的章节，我们会讲到读经、研经、默想、
背经、应用，以及终身学习。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圣
经》下虚心受教，这在第三部分会讲到。愿神赐你愿
意的心，好使神的道在未来的几周里塑造你，巧妙地
引导你，使你有智慧造就自己，也造就你身边的人，
使你规律地活在神的道中。
6.多向自己传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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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如何用不同的方式领受《圣经》之前，我
们先回顾一下向自己传福音的益处，这也是重要的蒙
恩之道。我们前面讲到过派博牧师的话：“听见十字
架的道，先给自己传讲，这是罪人为喜乐而战的核心
战略。”
我们犯罪时，常发现自己在这个堕落世界中对生
活的反应与我们所认信的福音相矛盾。我们心中满了
怒气、害怕、惊慌、沮丧和厌烦，我们耳边总是听见
虚假的福音，引诱我们远离所信的真理。属灵的战场
就在我们的两耳之间。闲暇之时你心里会出现什么念
头呢？你会感到恐惧或挫败吗？你会听从这些声音
还是会予以反击呢？
向自己传讲福音。不要让你的忧虑搅扰你，而要
让福音的大能占据你的心。
向自己传福音是一种蒙恩的习惯，既是进攻，也
是反击。这是我们在遇到试探和挫败、寻求复兴时的
反击，也是我们在反思自己犯罪的前因后果时，从福
音的角度来反省自己。但这同时也是主动的进攻。应
当规律地来建立我们的生命，以免我们在出现意外、
考验、灰心之时远离真理。
只是简单地说一说真理和向自己传讲福音是有
区别的。就如二加二虽然等于四，但它却不足以牧养
我们的灵魂。我们不只是要知道真理，还需要明白真
理的具体内容是福音信息。向自己传讲福音需要安静
下来，重温天父和耶稣如何爱我们、恩待我们、拯救
我们，他赐我们何等的喜乐，我们要用心来确认这真
理，直到这真理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因为与《圣经》有关，所以很重要的一点是，我
们必须知道向自己传福音和读经是不一样的，虽然它
们两者之间有着深层次的关联。在某种意义上，《圣
经》为我们提供了向自己传讲福音的材料。因为只有
认识了耶稣的位格和他的工作，我们才能在生活中具
体地应用和实践。
从长远来看，只是重复听福音的概念不足以建造
我们的灵魂。只有信息，而看不见耶稣是世界的光，
我们的灵魂就得不到滋养，属灵生命也就无法得以维
系。（节选自作者著《蒙恩的习惯——如何在属灵操练中享
受耶稣？》P41-47，金洪臣译，标题另加。）

（上接第③版右侧）必须总是准备好要饶恕，以打破
世上的罪的权势。
耶稣最后说：“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
福了。”但是，我们如何学习使自己谦卑下来呢？其
一，我们的骄傲必须被打破。祂的爱使祂能够谦卑自
己，祂也差派圣灵来，使我们有能力做同样的事。
（节选自作者著《从救赎历史讲圣经故事——应许与拯
救（下）》P499-501，周俞云翔、王刚磊译。）

祢把旌旗赐给敬畏祢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诗 60:4）

狄葛拉弗

约翰福音十三章 1-17 节
基督“爱他们到底”，就是一种至死方休的爱。
因此，“到底”这个短语并不仅仅有时间上的涵义。
基督愿意为了祂自己的子民而彻底耗尽。祂献上一切，
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回报——除了祂先赐给他们的以外。
祂的爱被伸展到极限。这是指祂人性里内心的
爱，这种爱乃是建立在祂神性的爱的基础上，靠它支
持，并借此提升到最高峰。
我们必须区分洗脚所具有的三重意义。首先，祂
取了最卑微的地位，借此打破人类自大的藩篱，因此，
祂乃是为全世界展现祂释放的行动。第二，洗脚是一
个象征，代表洗去我们每天的罪。最后，基督设立了
一个榜样。
中心思想：在洗脚中，基督启示出祂的爱的全貌。
祂的降卑
主耶稣的受难已经迫在眉睫了。在祂受难之前，
祂想要再一次把自己完全交给门徒，仿佛随着祂的受
难越来越近，祂的爱也越发坚强。祂神性的爱在最大
程度上加增了祂内心的爱。在祂死前，祂想要在爱宴
上把自己交给门徒。
在这顿晚餐开始的时候，气氛似乎非常舒适。耶
稣和门徒一同进入楼上房间的时候，在那里有一个
盆，里面有水和毛巾，但是却没有仆人来为他们洗脚。
谁该做这事呢？十二门徒中有一个会为其他人洗脚
吗？他们认为这有失他们的尊严。他们曾经争论他们
中间谁是最重要的。这难道不令人震惊吗？在他们争
吵之际，基督的心中却燃烧着对他们的爱。
也没有人洗耶稣的脚。他们没洗脚就斜靠在桌子
旁边，恼怒地发着怨言。这种不协调的气氛与基督将
要来临的死亡很不协调。但是，耶稣突然意识到如何
最有效地教导他们国度的功课。祂看到祂的门徒——
其实是所有的人——都想要为首，因为他们拒绝在神
面前低头，不甘愿屈居第二位或末位。要是这种骄傲
没有被打碎，人类是不可能得救的。然而，十二门徒
都还没有准备好要退居次位。这样，耶稣就知道祂执
行救赎行动的时候到了。
祂也看见犹大，就是那个将要出卖祂的人，斜靠
在桌子旁。面对着这个背叛祂的人，祂的爱更加流露
出来。要是祂不靠祂的爱来打破罪的权势，他们都会
像犹大一样失丧。祂完全意识到祂作为救主的呼召。
天父会赐给祂胜过万有的权柄来拯救世界。祂乃是借
着降卑得到这个权柄。为了获得这个权柄，祂已经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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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那里来；为了领受这个权柄，祂也要归回到父那里去。
祂已经预备好要为属祂的人而死。受到这种爱的
驱使，祂就站了起来，脱去外衣，拿起毛巾，把水倒
在盆里，开始洗门徒的脚。然后，祂用围在腰间的麻
布毛巾擦干。门徒们都目瞪口呆地望着祂，深感愚蠢
且羞愧难当。借着这个降卑的行动，祂打破了自私的
权势。
使祂愿意作出这种牺牲的是这样的爱：预备好要
付出一切，而不期待任何回报。这种爱在人当中是不
存在的，只能在祂的心里找到。祂不仅仅打破了罪的
权势，也在所有人当中取了最卑微的地位，好叫祂能
够拯救众人，包括他们当中最卑贱的。
洗净一切的罪
祂一个接一个地洗净他们的脚，直到祂来到彼得
面前。这个门徒再也忍受不了羞辱了。主能为了他而
自我降卑吗？他冲口而出说：“主啊，你洗我的脚
吗？”彼得显然因基督的自我降卑而感到震惊，正如
当我们回想到基督必须降卑自己，我们也应该感到震
惊一样。
然而，彼得首先必须先低下他的头，我们也一样，
尽管基督所作的有时候看起来很奇怪。正如基督向彼
得指出的那样，我们以后才会明白。但是彼得抗议说：
“你永不可洗我的脚！”主用这些话来除去彼得顽强
的骄傲，祂说道：“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
但是，与基督有份是彼得所渴望的，他就说：“主啊，
那就不单洗我的脚，连我的手和头都洗吧！”
然后基督就教导他洗脚的意义。“某人到某地参
加晚筵之前通常会先洗过澡。在路上，他的脚会沾满
灰尘，但是只要他们洗了脚，全身就干净了。同样，
你们的罪已经洗净了，就像在家里洗过澡一样。神已
经永远赦免了你们的罪。然而，你们每天的罪——你
在路上沾染的灰尘——会玷污你的良心，影响你和神
的相交。我会不停地动工，反复地除掉这些罪，好叫
你们能活在与神完全的相交当中。现在，你们洁净了，
尽管并非每一个人都是洁净的。”因为祂知道谁要出
卖祂。要是主耶稣今天在地上（事实上，祂今天是在
地上），祂会怎么说呢？
榜样
回到晚餐桌旁，祂问他们是否明白祂所作的。祂
说道：“我给你们作了榜样，如果我身为你们的主人
和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因为
仆人不能大过主人，奉差遣的也不能大过差他的人。
你们就是我差遣进入这个世界的使者。”这适用在门
徒身上，也适用在我们身上。
洗别人的脚与偶尔作好事并不相同。我们必须愿
意服侍，学习作最小的。最重要的是，决定我们服侍
行动的是我们内心的倾向。我们（下转第②版右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