祢把旌旗赐给敬畏祢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诗 60:4）

让我们把心、而不是把衣服铺在祂面前。
——麦托丢
基督是谦卑的王，祂降卑自己，存心顺服，以至
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祂教导我们谦卑的时候，祂
并没有失去祂的神性。……对于世世代代的王来说，
祂成了人类的王，这是何等大的事呢？祂成为以色列
的王，不是为了要征税或者用武器装备一支军队，大
肆征服敌人；祂作以色列的王，乃是在于祂掌管人心，
因为祂为永恒之事赐下智慧，因为凡相信、盼望、又
有爱的人，祂就引他们进入天国。祂是上帝的儿子，
与父同等，祂又是道，万物都是藉着祂而造成。对祂
来说，成为以色列的王，这并非提升，乃是屈尊降卑，
并非加添了权柄，而是显出了怜悯。 ——奥古斯丁
主成为真理的捍卫者，为受到逼迫的真理，祂在
彼拉多面前一言不发。别的人都是通过防御取得胜
利，但我们的主却是以沉默赢得了胜利，因为祂的死
藉着神圣的沉默偿还了一切，成了真教训的胜利。祂
说话是为了教导，然而在法庭上祂却默默无声。在我
们喜乐的事情上，祂是不会沉默的，但祂不会与得罪
祂的人争斗。毁谤祂的人所说的话，像冠冕戴在祂头
上，成了救赎的源头。祂默默无声，好让他们大喊大
叫，使祂的冠冕经由这喧嚣而更显华美。——奥古斯丁
羊的含义是用来指出，祂的沉默并不意味着祂有
罪，而是意味着无辜。当祂经历审判的时候，祂也不
开口，祂所行的乃是羔羊的特性，就是说，祂并非良
心败坏、因着自己的罪而被定罪，乃是祂温温顺顺地
为多人的罪牺牲。
——奥古斯丁
罪犯逃脱了，基督却被判决了；犯下许多罪孽的
罪人得到了赦免，而赦免一切承认其罪恶的那个人，
却被定罪了。然而，假若你好好思想十字架，就会发
现它本身就是一个法庭，在它里面，有最后的审判。
——奥古斯丁
祂曾赐下天国的粮，自己却喝人所给的苦胆；祂
赐给我们救恩的杯，人却拿醋给祂喝；祂是无罪的，
祂是公义的，甚至应该说，是清白和公义本身被列在
罪犯当中，真理被谬误的见证隐藏起来了。祂是要来
审判的，却被审判了；祂是上帝的道，却一言不发，
被带到十字架。大自然惊恐万分，大地发颤，夜晚将
白日抹去，太阳也收回了它的光线，掩藏了它的眼睛，
以免被逼得一直看着犯罪的人群。虽然连群星也对主
被钉十字架惊慌失措，但主却沉默不语，既不离开，
也不宣告自己的尊贵，就是正当受苦时，也是这样。
祂以一贯的坚韧忍耐了这一切的事，使全然的、完美
的忍耐在基督里得以成就。
——居普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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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不会死，除非祂自己情愿，但祂的确死了，因
为祂自愿的。所以，祂把各种执政的和掌权的都显露
出来，而祂就在自己里面公然地胜过它们。因着祂的
死，为我们献了一次、并且是最真的祭。——奥古斯丁
通过祂最有怜悯的人性和祂奴仆的样式，我们可
以认识到什么是在此生被藐视，以及什么是在永生里
当盼望的。受难的时候，就是祂骄傲的敌人似乎得胜
的时候，祂选了我们，就使“我们的旧人与祂同钉十
字架”，使罪身灭绝，祂说：“我的神，我的神，为
什么离弃我？”这是首在很久以前被人颂唱的诗歌，
一开始就预言着祂的受苦和恩典的启示：那恩典，祂
已经藉以兴起祂的信徒，使他们得以释放。
——奥古斯丁

马太·亨利
圣殿里的幔子裂开与基督的其他神迹一样，其中
有奥秘。
1.这与基督的身体这个圣殿上发生的事相呼应。
基督的身体是真正的圣殿。当基督交出自己的灵魂
时，他的身体那个圣殿也就随之解体了，用石头建成
的这个圣殿便藉着幔子裂开来回应基督所受的打击，
像是基督那声大喊的回音一样。
2.这表明旧约的诸多奥秘显明了。圣殿里的幔子
是用来隐藏东西的，所以它被称为“遮掩柜的幔子”
（参出 35:12），因为它是用来禁止除大祭司之外的
所有人看至圣所里面的一切的。大祭司也只能每年一
次藉着庄严的仪式，在烟雾缭绕中进入至圣所。这些
都表明在旧约时代一切都是隐藏的、模糊的。但是现
在，在基督死去的时候，一切都赤露敞开了。现在我
们知道施恩座预表基督，他是我们伟大的赎罪祭。那
罐吗哪也预表基督，他是生命的粮。
3.这意味着犹太人与外邦人合一了，因为他们之
间隔断的墙拆毁了，他们之间隔断的墙就是礼仪律。
基督藉着自己的死，废除了礼仪律，把它清除了出去，
钉在了十字架上，就这样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基督
死去，是为了撕裂了一切起分隔作用的幔子，使他们
都合而为一（约 17:21）。
4.这意味着来到神面前的一条新的活泼的道路。
圣殿里的幔子阻止人们接近至圣所，那里是神的荣光
之所在。但幔子撕裂了，表明基督藉着他的死开辟了
一条通向神的新路。这一天是伟大的赎罪日，主耶稣
作为我们的大祭司，藉着自己的宝血进入至圣所献
祭。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来
9:7；10:14）。基督死去是为了把我们带到神面前，
为了撕裂阻隔在我们和神之间的罪恶和愤怒的幔子，
为了除去基路伯和发火焰的剑，为了打开通向生命树
的道路。（节选自作者著《马太·亨利研读版圣经》。）

众城门哪，你们要
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
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
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
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
和华，他是荣耀的王！
——诗 24: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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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是中心

奉主名来的王
狄葛拉弗

路 19:28-48
百姓不止一次想要宣告基督是他们的王。每一
次，耶稣都避开了。现在，祂乐意地接受了百姓的赞
美。这件事的前奏已经发生在耶稣经过耶利哥的旅程
中。祂必须被启示为以色列的王。这宣告出祂胜过了
生命一切的需要。
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仍然介于实体和影儿之间。
在实体方面，基督是先知预言的应验，这预言是以色
列诸王的游行队伍和约柜往耶和华的山的游行队伍
所象征的。另一方面，祂的进入耶路撒冷仍然是个影
儿；在很大程度上，百姓唱颂的和散那不是真实的；
不过，耶稣在其中听到祂自己的子民会永远带给祂的
赞美。因此，基督进入耶路撒冷是一个预言，预告祂
要在天使赞美的歌声中升到天上的宝座；此外，也预
告祂的圣灵要进入每一个人心里，并且，在祂回来时，
祂要进入祂国度的荣耀里。
路加告诉我们，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为它
哀哭。作为影儿的耶路撒冷，会被在灵里以及在真理
里的敬拜神所取代，这件事本身没有令人悲伤的理
由。但耶路撒冷会被摧毁，会因为它的罪而受到审判，
特别是自命不凡的罪。耶路撒冷被描绘为情欲的城
市。但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是要亲自背负这些罪，
与人和好，从而恢复对神真正的敬拜侍奉。
洁净圣殿与此有关。那也是一个预言，预告对神
真正的侍奉会得到恢复。如此，圣殿就不仅代表我们
的心或教会，也代表了全世界。祂要使整个受造界再
次成为神的圣殿。

十字架是神永恒旨意的中心，
也是神救赎祂子民的行动核心；因
此它也应该在每一个基督徒的思
想和经验里，居中心的地位。
（弗雷德里克·李海）
中心思想：基督启示自己是以色列的王。
在以色列的赞美歌声中
耶稣正走近耶路撒冷。那是星期天早上，祂已经
准备好要入城了。因为刚好在逾越节前，所以道路都
很繁忙，挤满了入城的旅客。其中有许多来自加利利
的人，他们都认识耶稣，并且知道祂所行过的神迹。
祂刚刚在耶利哥所行的神迹也引起了极大的热情。大
家对于祂将要做什么和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祂身
上，都非常挂虑。
耶稣知道，这是祂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而且，
祂现在是为了要在这里受苦而进入这个城市的。在这
事发生之前，祂想告诉以色列人自己真正的身分。虽
然众人——甚至祂的门徒——都对此有个错误的想
法。然而，祂还是以色列的王。现在，百姓必须看见
祂为自己要求这份荣誉，即使祂登上宝座的方法与他
们想像的完全不同。
所以，他们来到橄榄山附近的村庄伯法其时，耶
稣就吩咐两个门徒到村里去，他们会在路旁看见一匹
驴驹，就要把它牵到耶稣那里。神的圣灵光照祂，让
祂知道这事。倘若有人问他们为什么牵走驴驹，就告
诉他，主要用它，那人就会立即把驴驹交给他们。驴
驹的主人显然也是个认信基督的人。门徒发现一切就
像耶稣所说的那样，就把驴驹牵到祂那里。
门徒如今明白耶稣在做什么。他们已经有很长一
段时间希望耶稣会显明自己是君王。现在，祂自己鼓
励他们怀抱这个愿望。祂也有这样的心愿，尽管是以
不同的方式。他们把衣服搭在驴驹上，让耶稣骑上。

祢把旌旗赐给敬畏祢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诗 60:4）

然后，他们把衣服铺在路上，让祂骑着驴走过。在那
个时候，人群都感到震惊。他们看见正在发生的事情，
就明白耶稣现在要宣告自己是君王。人群也开始把他
们的衣服或树枝铺在耶稣前面的路上，为他们看见一
切大能的神迹赞美神，并且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
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他
们就好像接手了天使在耶稣降生时曾经颂唱的赞美
诗。神的名要在至高的天上得到赞美，而且祂的子民
会有和平，因为神所赐的君王已经来了。大卫、所罗
门和百姓的所有救赎者，都只是祂在旧约圣经中的预表。
确实，耶和华的本意就是如此。旧约圣经历史中
的应许在这里应验了。真正的君王现在来了。不过，
这仍然不是实际的应验。人群中的许多人并不真正认
识祂。他们喜乐的呼喊只是对祂大能的工作表示兴
奋，而不是凭信心认识这位救赎主。可是，祂允许这
一切的欢腾。对耶稣来说，这预言了祂升天的时候将
会围绕着祂的欢腾，而且在以后的许多世代，祂要借
着祂的圣灵住在属祂的人心里，祂会在荣耀中回来。
现在，千百年来都有个喜庆的游行围绕着基督。我们
是否也在那个人群中，喜乐地高喊？
耶路撒冷！耶路撒冷！
不是每个人都加入了这个赞美。有些人充满仇恨
地保持沉默。这些人就是法利赛人。祂还要推翻他们
的统治吗？要是祂恩典的国度来了，就会结束他们的
统治。他们还想利用祂先前不喜欢群众的赞美来阻止
这事。因此，他们要求耶稣责备祂的门徒。但是，天
父指定的时间已经到了，这事现在必须发生。所以耶
稣说，假如祂的门徒闭口不说，那里的石头必要呼叫
起来。人的嘴唇必然要对祂发出一切受造之物的赞美。
法利赛人的要求反映出耶路撒冷的敌意。耶稣快
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为它哀哭。祂的眼泪落在驴驹上。
耶路撒冷没有看见它真正的救恩。只有凭着相信神的
恩典，耶路撒冷才会得到平安。现在，它以自己夸口，
并且拒绝基督和祂恩典之约。审判必要来临。这个城
市要受到围困和占领，它的居民要被屠杀；它要被夷
为平地。神不是以祂的恩典再次眷顾了这个城市吗？
只是它不愿意承认祂。
这就是耶稣的哀叹。对耶稣来说，这次进城也是
一个痛苦。然而，祂借此担当了我们的罪，为了要亲
自赎罪。祂会通过赎罪得到创造另一种生命的权柄，
在这个生命里，人会真正服侍神，并且寻求祂的恩典。
那就是祂降临的目的，也是祂在耶路撒冷的日子里想
要让百姓看见的。
耶和华殿的圣洁
耶稣进入圣殿的外院，也就是外邦人的院落，就
看见一些兑换银钱的人和为献祭出售祭牲的商人。兑
换银钱的人当然必须靠近圣殿，因为人们只能用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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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支付给圣殿，而那些把祭牲或献祭的鸽子卖给穷
人的也必须在附近。不过，他们在圣殿的院子里进行
买卖，表明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到在那里启示自己的那
位神的圣洁。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只为自己着想。
那就是自义的服侍的结果。在那样的服侍中，每一个
人都只为自己着想。这些百姓没有注意神，或者考虑
到祂恩典的圣洁。
主耶稣在祂圣洁的愤怒中猛烈抨击那些人。祂赶
出做买卖的人，并且推倒了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祂
为耶和华殿的圣洁大发热心。那应该是祷告的殿，却
成了贼窝。因为每当人们只为自己着想的时候，就扼
杀了寻求神的真实生命。耶稣是以身为以色列君王的
身分站在那里的，祂洁净了圣殿。而且，没有人敢抗
拒祂。
基督的这种热心仍然在发挥作用。祂想要把我们
的心与整个生命和全世界一起恢复过来，成为圣洁的
殿。通过为我们的罪代赎，耶稣从天父得到这样做的
权柄。祂不会容忍不圣洁的事。祂的旨意是要把生命
的每一部分献给神。有朝一日，祂要洁净整个受造界。
让我们凭着信心承认祂的权柄！然后，祂也会洁净我
们的生命。（节选自作者著《应许与拯救（下）》P396-399，
周俞云翔、王刚磊译。）

祂受害，我得医治。
祂受咒诅，我脱离了罪的咒诅。
祂替我们成为罪，我在祂里面成为圣洁，
祂受各各他死的刑罚，我获得了各各他的得胜。
由此可知，各各他不但不再是污秽的地方，反倒
成为世界上最圣洁的地方。各各他，不再令人感到死
亡的恐怖，反倒成为我得胜之地，是我最爱的避难所。
我所有的罪，在各各他被除掉；我的重担也脱落，
再也没有什么好忧虑的了。我将控告我的人送到各各
他，因为死在各各他的那一位，比我的心更大；因我
在十字架下，祂就不定我的罪。那诱惑人的来了，我
就奔向各各他，因那诱惑人的不敢跟随我前往各各他。
当死亡来临那一刻，我安静地躺卧在各各他，因
为耶稣已经在髑髅地胜过了死亡；藉着祂的死，我得
了生命。
髑髅之地，罪已得赎；
我蒙恩主，怜悯光照；
何人能够把我控告？
——魏司洛夫《与耶稣同往各各他》

（上接第③版右侧）应有的惩罚，即他们永远都得不
到解救。（节选自作者著《加尔文圣经注释全集——约翰福
音注释》P410-412，吴玲玲译，华夏出版社。）

祢把旌旗赐给敬畏祢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诗 60:4）

约翰·加尔文

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
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约 12:27
我现在心里忧愁。这句话看似与前文大相径庭。
他劝告门徒不仅要经历死亡，而且要存欢喜乐意的心
渴望它，这显示了他非凡的胆量和崇高的品质，现在
他却从死亡面前退缩了，他承认自己的胆怯。然而这
其中没有任何矛盾的地方，这一点众信徒都能从自己
的经历中获知。如果轻蔑的人嗤笑这一点，我们也不
必感到稀奇，没有实践是不明白这一点的。
另外，上帝的儿子经历这样的感受，这对我们的
得救是极有益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对于他的死，
我们首先要想到他的赎罪，借此赎罪他免去了上帝的
怒气和咒诅，而要实现这一点，他就必须背负我们的
罪。因而他所经历的死亡是充满惊恐的，因为他要将
我们赎回，就必须经历上帝可畏的审判。从而我们更
充分地明白罪是多么可憎，为此天父竟然要如此严厉
而骇人地刑罚他的独生子。因而我们要明白，对基督
来说死不是一种游戏或娱乐，乃是基督为我们的缘故
忍受了最严厉的刑罚。
上帝的儿子如此忧愁也没什么不妥的。为给赎罪
预备条件，他的神性被隐藏了，没有施展其能力。基
督自己不仅披着我们的肉体，也披着人类的情感。毫
无疑问，在他里面这些情感是自发的。他恐惧不是由
于被迫，而是由于他自己愿意经历恐惧。然而我们应
该相信，这不是假装的，他是实实在在感到恐惧。尽
管他在有一点上与别人不一样，即他所有的情感都顺
服于上帝公义的支配，这一点我们在别处已经谈论过。
这对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益处。若对死亡的恐惧没
有给上帝的儿子带来不安，谁会认为他的榜样可应用
于自己的情况？因为我们面对死亡没有不带着悲痛
的。然而当我们发现他并不像石头或铁一样无情时，
我们就有胆量跟从他，并且肉体的软弱虽然使我们在
面临死亡的时候感到恐惧，但不能拦阻我们与我们的
元首一同与之做斗争。
我说什么才好呢？此处我们看到，上帝的儿子要
为我们的得救付出多少代价！他所遭受的痛苦是如此
之大，以致他找不到话语来表达他极度的忧伤。祷告
是他的唯一办法，他求上帝救他脱离死亡。另一方面，
他也意识到上帝永恒的旨意就是要他成为赎罪的祭
物，他就立即调整自己的请求（这个请求是迫于他巨
大的忧伤），并且将自己拉回，完全顺服在父上帝的
旨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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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节经文里我们应该注意到五个步骤。首先，
他有悲叹，这悲叹源于他巨大的忧伤。第二，他感到
需要一个解决的办法，并且他问自己该怎么办，免得
他被恐惧所淹没。第三，他来到父上帝面前，求他拯
救他。第四，他收回了自己的请求（因为这请求与他
的呼召不相称），他宁愿忍受一切，也不愿父上帝在
他身上的旨意落空。最后，他单单满足于父上帝的荣
耀，轻视一切，并视这一切为无用之物。
但也许有人认为，上帝的儿子轻率地发表一个请
求，又立即为了顺服父上帝而将其收回，他这么做是
很不合宜的。我情愿承认，这就是十字架看为愚拙的
地方，使骄傲的人跌倒。但荣耀的主越是谦卑自己，
就越能明明地显明他对我们的大爱。另外，我们应该
记得我已经说过的，即基督也不能免于人类的情感，
但他的情感是纯全的、无罪的，因为他的情感是被上
帝引领、受上帝支配的。基督对死亡有自然的恐惧，
但他还是渴慕顺服上帝，这是无人能拦阻的。从各个
方面来说这都是正确的。他纠正说：
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尽管他可以对死亡存
有恐惧，但他考虑到自己被差的原因，考虑到自己救
赎主的职分，他将自己自然的恐惧意向也交给上帝，
目的是要在克服它之后，使自己乐意执行上帝的命
令，并不受约束。基督的情感是完全无罪的，尚且需
要如此受约束，更不用说我们的情感了，因为在我们
里面发自肉体的许多情感都是与上帝为敌的。因此，
敬畏上帝的人就要常常对付自己，直到他们已经舍弃
自己。
我们不仅要制止那些违反上帝旨意的情感，也要
制止那些拦阻我们蒙召的情感——尽管从别的方面
来看它们不是邪恶的或有罪的。说得更清楚些，我们
应该将上帝的旨意放在第一位；第二是纯全之人的心
意，就如上帝所赐给亚当的，也正如基督里面的心意；
最后，是我们自己的心意，就是被罪所玷污的。上帝
的旨意是总则，万物都要受其支配。纯全的心意本身
是不会违背上帝的。但尽管一个人是完全为义而造，
他也会遇见很多阻碍，除非他将自己的情感完全降服
于上帝。基督只需在一件事情上有争战，即一旦他明
白了上帝的旨意，他就要停止惧怕他本能所惧怕的
事。而我们却有两方面的争战，因为我们必须与顽固
的肉体相争。结果就是，连极勇猛的战士也没有不受
伤而获胜的。
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无论我们被恐惧搅扰，
还是被痛苦压伤，都要记得这个吩咐。我们的心应该
即刻被带到上帝那里。没有什么比我们心怀折磨人的
痛苦之事更有害、更糟糕的。正如我们看到世上大部
分人都被里面的痛苦所耗尽，那些不起来到上帝面前
去的人都因着他们的怠惰而受到（下转第②版右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