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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耶稣以前是谁？现在又是谁？”，
“他的计划是什么？”，
这些问题并没有消失。出版社不断向市场涌入大量论述这些所
谓的问题的著述，有通俗作品，也有学术文献。许多教友似乎
乐意相信，耶稣的主要目的就是死去，为使我们能够在死亡时
“去天堂”，从而避免在地狱之火中永永远远地受神的折磨（自
相矛盾的是，这位神还是一位满有怜悯与仁慈的神！）。事实上，
关于我们死亡时去天堂，耶稣一个字都没说过。他也从没说过
“永远的折磨”。他应许跟从他的人，当他从天堂返回时，他们
最终会承受世界为他们的产业。
这位耶稣是谁？他的使命是什么？在当今的教会中，他会
受到欢迎吗？如果会，那么在这成千上万的宗派中，是哪一个
呢？
当今，有一股对“属灵”事情的兴趣涌现出来，引发了一
种令人遗憾的、用来接近神的“权宜”之法，但这种方法必会
以失败与失望告终。背下一节圣经经文，把它用做一种反复念
叨的咒语来获取我们想要的东西，这并不能让我们找到神。将
宣传一段经文的书卖出 500 万册，推进不了基督的事业。发现
真理，需要下功夫，需要研究，还需要学习。
本书作者相信，我们关于历史的耶稣的记载，既连贯一致，
又可信可靠。它们描绘的耶稣，一来，与他所处的第一世纪犹
太社会环境融合得很美，没有任何问题（其实不足为奇！）；二
来，他出生的几个世纪之前，神，那位显示出他为世界历史所
预备的宏伟计划的神，就预言了此事。圣经的主神（the Lord God）
通过他的圣约保证，属于大卫家的最终的王室人物必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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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的作者是技艺精湛的老师，他们写作，就是为了让人
能够懂得他们所写的内容。他们与耶稣交往，因而有所发现，
而他们想要与我们分享这份发现的热情，洋溢于他们所有的著
作之中。很难相信，他们没怎么用心表达，以致引起教会分裂，
出现大量各不相同的宗派——更别说，引起学者们骇人地意见
不一；说个具体点的例子的话，那就是关于耶稣是谁这一问题，
可谓各执一词。
（事实上，有可能“学问精深却不信”才是问题
所在，而并不是新约文献本身的问题。）存在于现今教会中的任
何困惑，都是我们的错，不是早期的新约基督徒作者的错。
圣经不是一部 20 世纪的、美国人的书。它是犹太人的书。
耶稣是一位犹太人，他的神学理论深深扎根于犹太圣经，即我
们所称的旧约之中。如他所做，他宣称是弥赛亚；这一做法为
我们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必不可少的线索，让我们了解与他相
关的一切。新约正是以弥赛亚，以大卫和亚伯拉罕的后裔来介
绍他的（太 1：1）。那句绝妙的、总括性的声明给我们一个极
其重要的提示，提示耶稣的意义，以及他的使命的意义。基督
（弥赛亚）是神所膏立的王。弥赛亚就是神所命定要统治世界
的那一位。弥赛亚的身份，完全是一个政治性的概念。看不到
这一点，就会从头到尾错误理解新约。
耶稣远非一位超脱的彩色玻璃人物1，脱离了现实生活；从
他的行事方式来看，他更接近一位政治运动领导人，推进他自
己的“神权统治”
（由神统治的政体）的团队。他宣称是独一神
的儿子，而他的抱负就是为神的政治目标而做工。耶稣宣称，
他就是很久前所应许的以色列的弥赛亚；带着这个宣言，他表
达出他对革命性世界政权的强烈情感，这政权是一个重组的、
和平繁荣的社会，它以以色列，也就是应许之地，神的土地（撒
1

译者注：彩色玻璃人物，指以彩色玻璃为材料的艺术作品中的人
物形象。在教堂中，彩色玻璃人物往往是耶稣、马利亚、圣经人物及
殉道的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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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7）为中心，它美好的恩惠将遍传全球。希伯来圣经（旧约），
即耶稣的圣经，充满着这个即将到来之世界历史新时代的异象。
那个属神的国度为世界上可怕的、难以消除的问题提供了唯一
的解决方式。
（特别对于那些尝试阅读圣经并理解它的人来说）最令人
大惑不解的是，关于耶稣应该是谁，他应该有什么属性的问题，
教会已经编造出它们自己的思想。有些人，尤其是宗教人士，
将各种各样想象出来的理想投射在他们的“耶稣”身上。他们
让他成了一位老师，教导永恒真理，教导如何成为好人等等。
或者说，他们把他与现存的政治事务混为一谈，并且着手用那
些理想来影响社会。但是耶稣从没想要干预现在的政治体系。
作为“神权统治”的候选人，他一心一意、不知疲倦地宣告，
他自己的世界性管理机构——神的国——必将到来，这既是一
个警告，也是一个应许。神的国是他救赎福音的首要论题。耶
稣对那个即将到来的国度的信心，以以色列众先知的“犹太”
盼望为基础。其实，耶稣的跟从者们是以“所应许的先知”来
宣传他的；说他是“所应许的先知”，依据为申命记 18 章 1518 节、使徒行传 3 章 22 节以及 7 章 37 节中神对摩西所说的
话。那先知得到神的授权，能够决定每个人的命运。密切关注
并且服从于那位替神统治的最高统治者，对我们大有裨益。他
为世界的罪牺牲，接下来又从死里复活，由此证实，神任命他
为即将到来的那个国度的统治者。
他的死亡和复活，绝不能与他关于神的国的福音传道工作
相脱节。新约中，仅仅相信耶稣死亡又复活，并不能保证我们
得到宽恕。得到宽恕的条件，首先是我们懂得并回应他本人神
的国的福音传道。他的第一个命令就是，我们要信神的国的福
音（可 1：14，15）。
这本书以非专业术语书写，它提出，新约应该重新附着于
它的旧约背景之上。另外，它还提出，耶稣应该被认作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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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世界的弥赛亚，而且对他的研究，应该从他满怀激情地宣
告一个在地上的新政治秩序这一角度进行，这个新秩序就是当
他回到地球时，他要以王的身份进行管理、从以色列施行统治
的新秩序。他关于神的国——大卫的弥赛亚国度（Messianic
Kingdom）——的福音或好消息，通过将来从死里复活（此概念
与“死时去天堂”的概念截然不同），为你个人提供了不能毁坏
的生命，即不朽坏的生命。不但如此，他那样传讲的福音还邀
请你在你余下的生命中全心投入，做准备，在将来那个国度，
那个更新了的世界上的国度中参与管理工作。你受邀，是要成
为弥赛亚的共同继承人，继承那国度。简单说，历史的耶稣，
首位“神权统治者”
（theocrat），仍旧在招募他的王室成员，招
募神权统治的团队，他鞭策他们，要他们在神的帮助下做好准
备，以便参与将来的弥赛亚政权。这将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
个成功统治世界的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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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想要理解耶稣的生命和教导，但是它陷入了绝境。
存在已久且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令它无法完全领略他的使命
的精髓。困难其实就在于它不认同弥赛亚国度，而弥赛亚国度
则是耶稣教导的所有内容的核心。
弥赛亚信念（Messianism）遍布新约，其实是遍布整个圣
经，而只有当学者们摈弃他们对此信念的偏见时，与耶稣的弥
赛亚观念相关的、所谓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那些不相信宗教
文献所载信仰的人对文献所做的阐释，引发了无数的困难。耶
稣和他第一世纪的听众所理解的关于弥赛亚的事情，正统基督
教，不管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没有花多少时间去处理。耶
稣是在希伯来的、弥赛亚的环境中进行教导的，除非解经家们
重新将自己定位至这个环境中，并依据它做出反应，否则，他
们将会继续使得历史的、信仰上的、唯一的那耶稣让人难以理
解，无论是他这个人，还是他的信息。
透过教会传统这个过滤网来阅读新约，此手法已经延续了
很久，以致于简直需要一场神学革命才能将其结束。然而，还
是有一些鼓舞人心的征兆的。20 世纪晚期产生了一种氛围，它
倾向于鼓励人们重新审视新约文献，以抓住它们的核心含义。
在神学家和普通圣经学生当中，广泛存在一种对研究的渴望。
有证据表明，圣经后基督教教义正开始松开它们老虎钳般的控
制力。
现在迫切地要做的是，阅读新约，还有整部圣经，同时容
许它浑然一体的信息向我们讲话。但是我们必须要警惕，防止
将信息中那些不合我们口味、与我们现代思维方式相异的成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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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掉。这种情况已经屡屡发生，结果，学者们任意决定新约
的哪些成分与信仰相关，然后他们便接受这些成分。如果他们
不喜欢末世论，2那么他们在记载中发现的耶稣就不会说任何撼
动人心的、与世界末期相关的事情。如果他们要寻找的是一位
自由主义人物，那么他们就会在耶稣身上找到此人。如果要找
的是一位社会改革家，他们就会在基督教文献中发现他。
这一直是过去学术研究方法的一个弱点，此结论已得到广
泛承认。然而，当代神学家仍然表现出他们对耶稣的弥赛亚信
念的反感，因为他们要么不理会那些他所说的、证明他承袭了
旧约及犹太教最纯正的末世传统的话语，要么将所有这种“奇
思异想”怪罪于新约教会。当我们发现耶稣的某些教导令我们
不舒服，或者令我们难以接受时，我们就大力发挥我们的聪明
才智，反倒想要替他解释他讲出那些教导的缘由。
然而，如果我们从新约的希伯来上下文去阅读它，并且将
自己投入它的信息之中，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既连贯统一又切
合实际的基督教会浮现出来，尽管这个基督教，与那被当作耶
稣和使徒们的宗教信仰而为人们所接受的信仰相比，在某些重
要方面，有所不同。
任何研究都应该从耶稣全部教导的中心主题起手。庆幸的
是，至于那主题是什么，学术研究的意见是统一的。即便粗略
地读一下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记载，那主题都能
显露出来，毫无疑问，它是神的国。

2

即：与将来神的介入有关的；这次介入会伴随着巨大灾难，那时
神会使用他的代理人即弥赛亚来建立一个新社会——神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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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与弥赛亚式未来

7

1
基督教的核心——神的国
我们的基督教文献指向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耶稣最关心
的，是神的国的福音。神的国是他整个使命的中心。它是他的
口号，是他所有教导的内核。他宣告它“近了”，3在传道中展示
它的能力，把它作为奖赏应许给他的门徒，4并且强烈要求他们
为它的到来祷告。5他还向跟从他的人保证，有一天，他们会在
那个国度里担任国务大臣这样的管理之职：
“我在磨炼之中，常
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与你们立约，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
父与我立约，将国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
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治理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路 22：
28-30；比较 徒 1：6；3：21）。
“在新时代（the New Age），当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太 19：28）的时候，这些重大的应许就会实现。所应许的新
时代会随着耶稣再临（the Second Coming）而到来。6
学者们深信，除非我们弄懂耶稣所说的神的国是什么意思，
否则我们无法真正地理解耶稣。可是，论到给神的国下一个清
3

可 1：14，15：
“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
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
”
4
路 12：32：
“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
给你们。
”
5
太 6：10：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
6
太 25：31：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
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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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的定义时，他们的信心就小得多了。我们到底能否恢复耶稣
给词组“神的国”所定的含义，就这个问题，神学著作常常表
达它们没有把握：
有些人认为，他们完全知道耶稣说的神的国是什
么意思，那么现在，大家应该看看，他们到底知不知道。7
“神的国”被说成是代表神在基督里所赐的、存在
于我们最终会完全熟悉的最高级生活中的全部祝福。
可是，即便已经进行过各种各样的尝试，要把“神的国”
定义得比上述说法更清楚，把它定义得确如福音书中
或福音书以外使用它时的含义，那是不可能的。8
耶稣经常使用的词组——其实是他的 福音 ——在基督教
圈子里，即便被听到，那也是很罕见的。其他的评注家意识到，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事情已经很不对劲了。汤姆·塞恩（Tom
Sine）指出：
“神未来得胜，是耶稣传道工作的中心主题。”他接
着说：“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在 1974 年洛桑世界福
音 会 议 （ the Lausann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orld
Evangelization）上问到，
‘在这里，关于神的国，你听到过多少？
没多少。我们的语言里没有神的国，但它是耶稣最关心的事’
。
”9
彼得·瓦格纳（Peter Wagner）的坦率直言应该会令我们惴
惴不安。他的话极其发人深省。他承认，基督徒没有使用耶稣
7

罗伯特·摩根（Robert Morgan）
，
《神学》
（Theology）
，1979 年
11 月，第 458 页。
8
《新世纪圣经·雅各书评注》
（The New Century Bible,
Commentary on James）
，由 E.M.赛德伯特姆（E.M. Sidebottom）编辑，
伦敦（London）
：尼尔森出版公司（Nelson）
，1967，第 41 页。
9
《芥菜种之密约》
（The Mustard Seed Conspiracy）
，韦科（Waco）
，
德克萨斯州（TX）
：真道出版社（Word Books）
，1981，第 102-103 页，
强调部分另加。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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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言！在他的《教会成长与整个福音》
（Church Growth and the
Whole Gospel）一书中，他引用了乔治·埃尔登·兰德（George
Eldon Ladd）说的话，“现代学术非常一致地认为，神的国是耶
稣的中心信息”
。瓦格纳接着讲：
如果这是真的，我不知道有什么理由可以来辩驳
它，我禁不住大声说出我的疑惑，为什么在我 30 年的
基督徒生活里，我却从来没有听过更多内容是在讲它？
关于它，我当然已经在圣经里读得够多的了。马太福音
52 次提到神的国，马可福音 19 次，路加福音 44 次，
约翰福音 4 次。但是，坦白说，我不记得哪位带领过我
的牧师在讲道时专门讲神的国。当我翻找我自己的讲
道记录时，我这才意识到，我自己从来没有一篇讲道是
关于它的。神的国哪里去了？10
亚瑟·格雷瑟（Arthur Glasser），一位基督教布道专家，他
问道：
你最后一次听关于神的国的讲道是什么时候？坦
白说，我很难记起，曾听人扎扎实实地讲解神的国。神
的国在我们主的思想和传道工作中占主导地位，这是
已被广泛承认的事实。可是我们对此却闭口不言，我们
的沉默怎么与这一事实相配？我的经历不是特例。我
已经问过我的同事们。当然，他们毫不迟疑地表示同意，
他们常常听到这样那样关于耶稣的比喻的讲道，但是，
10

神的国居于耶稣的教导的中心位置，这一点在许多当代资料中都
有所强调，例如，
《基督教的宗教教育》
（Christian Religious Education）
，
罗马天主教作家托马斯·格鲁姆（Thomas Groome）著，
〔哈珀&罗（Harper
& Row）出版社，1980〕
，第 35-55 页。在第 5 章脚注 16，他引用了许多
杰出的当代学者的话，他们一致同意，神的国支配着耶稣所教导的一切。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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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他那样教导的神的国，关于它的本质的、扎扎实实
的讲道——思量之后——他们也开始感到惊讶，几乎
没有牧师着手这个主题。11
这些学者已清楚地指出基督教的根本问题，他们所指与我
们所见相同。当今的福音布道，其实还有一般的讲道，尽管据
称是以圣经为基础，但是它们听起来并不像耶稣的教导。虽然
它们继续使用他的名，但它们却没有反映出他的中心主题——
神的国。这个引人注目的差异，19 世纪的德国神学家理查德·罗
特（Richard Rothe）也看出来了。对于已被普遍接受的释经方
法，他表达出他的忧虑：
我们的钥匙打不开——正确的那把已经遗失了，
而且只有我们重新拥有它的时候，我们的解经才会成
功。圣经的思想体系并不是我们学校的那一套，所以，
只要我们还脱离圣经体系去尝试解经，那么圣经将仍
然是一部我们半懂不懂的书。除了那些我们已经习惯
性地认作是仅有的、可能的概念以外 ，我 们 必 须 使 用
别 的 概 念 开 始 解 经 。 12
我们的目的是要说明，那把遗失了的，打开耶稣的信息，
其实还有整个圣经的钥匙，就是神的国。但是，这把钥匙要是
弯曲得变了形状的话，它就起不了作用了。要明白耶稣所教导
的，我们就必须按照他理解的那样去理解“神的国”这个词组。
如果我们把神的国与它犹太的、圣经的上下文拆开，并且给它

11

《宣教学》
（Missiology）
，1980 年 4 月刊，第 13 页。
G.N.H. 彼得斯（G.N.H. Peters）引述，
《神权国度》
（The Theocratic
Kingdom）
，克莱格出版公司（Kregel）再版，1952，第 21 页，强调部分
另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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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上新的含义的话，我们就创造了一个从最核心处被扭曲了
的基督教版本。
神的国是耶稣一切讲道和教导所围绕的中轴，抓不住它的
意思，我们就别期望去理解他的福音信息。我们引用的、那些
学者坦率的话语显示，耶稣的基本主题没有占据教会教导的中
心位置，而我们称这些教会为基督教教会。实际上，这个主题
常常是完全被忽略的！这只能说明，它们的神学体系需要彻底
的改革。13
要发生这种改革，只有当神的国：1）被置于救赎信息的中
心位置；耶稣始终都把它放在那里。2）在圣经的上下文中被定
义——它是神的救赎计划的目标，是要恢复那个在地上的、健
全的、由弥赛亚和圣徒们监管的政权。这件事要依赖于耶稣的
归来，以及他回来时各个时代忠信之人的复活。
《国际标准圣经百科全书》（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
（1939）收录了伯顿·斯科特·伊斯顿教授
（Professor Burton Scott Easton）一篇关于“救赎”（Salvation）
的文章，前面所说的那种福音改革，或许可以从他文中的精辟
见解得到启示。
耶稣的话“神的国近了”，有个不可分割的含义是
“审判近了”，在这个上下文中，“悔改”（可 1：14，
13

在一篇题为“传讲神的国”
（Preaching the Kingdom of God）的文
章中，英国阿伯丁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berdeen）解经家 I.霍华德·马
歇尔（I. Howard Marshall）博士说：
“在过去 16 年里，我只记得有两次，
我听到专门以神的国为主题的讲道……我发现这种沉默相当令人惊讶，
因为新约学者普遍同意，耶稣之教导的中心主题，是神的国……因此，
很清楚，人们可以想得到，如果哪个现代传道人想要向他的会众带来耶
稣的信息，那他在这个主题上肯定有许多话要说。而事实上，我所经历
的恰恰相反，我几乎没有听到关于它的内容。”〔《解经时代》（ The
Expository Times）
，1977 年 10 月刊，第 13 页。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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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必然意味着“以免受审判”。因此，我们的主关于
救赎的教导，主要有未来的意义：从正面讲，是获准进
入神的国，从反面讲，是脱离在此之前的审判之苦。
现在，耶稣的救赎福音信息在信众的头脑中仍然模糊不清。
那些听了历史真实耶稣之救赎呼召的人，应该接触了一个与即
将建在地上的神的国度有关的、清楚明确又至关重要的信息。
而如今，进入救恩的邀请只包含了这个信息极少的一部分，或
者根本不包含。一个仅限于耶稣为罪死亡的信息代替了耶稣全
面完整的神国福音。原本的基督教宣言似乎已经无人问津，情
形很是令人担心。这种情况威胁着基督教本身的生存，因为耶
稣总是把“信他的讯息”作为救恩的条件。
神的国惊人地从当今福音的展示中消失，罗马天主教学者
B.T.维维亚诺（B.T. Viviano）注意到了：
作为一名新约文献教师……早期时，有件事在我
眼中渐渐明朗起来：历史的拿撒勒人耶稣宣教的中心
主题是，神的国临近了。然而，令我惊讶的是，在神学
院我所学的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中，神的国
几乎没占什么地位。进一步研究之后，我认识到，在过
去两千年里，在教会神学、教会神职人员以及教会礼拜
中，这个主题在很多方面，在很大程度上都已经被置之
不理，即便没有被置之不理时，也常常被扭曲得认不出
来了。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14

14

《历史上的神的国》
（The Kingdom of God In History），迈克尔·格
莱齐尔（Michael Glazier）
，1988，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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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先知所期待的国度
“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
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路 1：32，33）。这是所说的关于
耶稣的头一件事，而且是说在他出生之前。此事的要旨便是神
的国，可见这些话必定意义重大。
天使加百列的这个宣告描述了弥赛亚的职分，这并不让人
觉得意外。天使所应许的，正是忠信之人所盼望的。如果我们
问，是什么激起了这份盼望，答案很简单：所有先知的信息。
希伯来先知书一再重复的主题是，神的国将会在全世界建立，
以恢复的耶路撒冷为它的国都，以弥赛亚为神的代理人来管理
一个理想的世界性政权。关于地上完美政权的这个应许，旧约
的希伯来先知进行了全面地讲论。无数圣经篇章描述的都是所
应许的大卫之子在更新了的地球上的统治，我们可以从这些篇
章中选取一部分作为典例，用以说明众先知对未来的异象。所
期待的世界性帝国，将会是属于神的国度，由他独一无二的代
表兼副摄政王弥赛亚为他管理。15“必有宝座在慈爱中坚立，必
15

众先知应许了未来的国度，这一事实是圣经神学权威典籍公认的：
“旧约的末世图画具有一个不变的特征，那就是以色列将会在它自己的
土地上重建……在我们这时代，我们要如何解释这种预言，这是一个双
层问题。首先，这个问题是，众先知是什么意思。对于这个问题，只能
有一个答案——他们的意思就是他们话语的字面意思。他们讲到以色列
的子民，讲到迦南之地，他们还预言这子民将会归到他们的土地上……
至于旧约预言的含义，根本就没有问题；问题是这含义的认可度，现在
到底有多高”
〔
“末世论”
（Eschatology）
，
《黑斯廷斯圣经词典》
（Hastings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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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审判者（judge）
［治理者（administrator）］在大卫的帐幕
中，凭信实坐在宝座上；他必寻求公平，速行公义”〔赛 16：
5，NAS（新美国标准版圣经）〕。
这个概念的简明性，好消息圣经（the Good News Bible）所
译的同一节经文捕捉得很精准：
“大卫的一位后裔必要作王，他
必以信实和慈爱统治（rule）人民。他不但迅速行义，而且他必
确保公正得以施行。”
众先知看到的是一个出现在地上的完美情形的异象，当雅
伟（Yahweh）
（主神）16通过他所拣选的代理人，即所应许的王
征服世界之后，这种情形就出现了：
“万军之雅伟必在锡安山、
在耶路撒冷作王”
（赛 24：23）。
“他［弥赛亚］必向列国讲和

Dictionary of the Bible），纽约：查尔斯·斯科里布纳出版社（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1，第 1 卷，第 737 页，强调部分另加〕。然而真正
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已做好相信先知的准备。众先知所预言的很清楚。
问题在于教会不相信他们写的内容！
（比较 徒 26：27，此处保罗问了亚
基帕一个问题：
“你信先知吗？”
）
16
译者注：希伯来文圣经中，神的名字是 YHWH（）יהוה，它原本的
读法可能是 Yahweh 或 Yahveh［详情可参阅《旧约神学词库》
（TWOT
Hebrew Lexicon）中יהוה词条，以及《BDB 希伯来语词典》
（BDB Hebrew
Lexicon）中יהוה词条］，可音译为汉语的“雅伟”或“雅威”。犹太人认
为“不可妄称神的名”
，就禁止把神的名字读出来，所以在诵读圣经时用
Adonai（主）代替 YHWH。中世纪基督教学者为了诵读方便，把 Adonai
的元音 a，o，a 插入 YHWH 中，至 1520 年，出现了 Jehovah（参 BDB）
，
汉语音译为“耶和华”
。对于神的名字，英文圣经现在有六种译法：LORD，
Lord，the Lord God，Jehovah，Yahweh，ADONAI。中文和合本译为“耶
和华”
，思高本将绝大部分译为“上主”
，另有 40 几处译为“雅威”
。本
书中作者几次使用 Yahweh，所以，为表明作者原意，译者将书中的
Yahweh 译为“雅伟”
，另有圣经引文含有上述几种英文译法的，为统一
起见，一并译为“雅伟”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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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幼发拉底河］管到
地极”（亚 9：10）。
俄巴底亚描述了即将到来的弥赛亚统治中以色列的至高
地位：
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南地的人，必得以扫
山；在山麓一带的人，必得非利士地。他们必夺回以法
莲地和基列。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必占有迦南人的地，
直到撒勒法。在西拉法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南地
的城邑。必有统治者（governors）上到锡安山，统治以
扫山。国度就归雅伟了（俄 17-21）
。17
显然，神的国将是一个政治性的新秩序，有它的疆域，其
总部是以色列的应许之地。这是所有先知的一致看法。耶利米
也记载了雅伟应许以色列在弥赛亚的统治下国家复兴的话语：
雅伟说：
“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
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
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
（耶
23：5，6）。
以赛亚和弥迦的异象同样一清二楚，异象另外还保证，在
弥赛亚的政权下，各方各国必解除武装：
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
在他的［所应许的救赎者，即弥赛亚的］肩头上……他
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
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
17

译文以《新国际评注·旧约》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为基础，J.C.艾伦（J.C. Allen）
，大急流城（Grand Rapids）
：
伊德曼斯出版公司（Eerdmans）
，197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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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必出于锡安，雅伟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
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
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
不再学习战事（赛 9：6，7；2：3，4；弥 4：2，3）。
关于神的国的最清楚的描述之一，在但以理书 2 章 44 节。
世界上敌对的国权被毁灭之后，
“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很清楚，
这里指的是一个世界性帝国］，永不灭亡，也不归给别族的人。
这国必打碎灭绝那一切国，但它必存到永远”。在但以理书第 7
章，所应许的同一个国度将会由人子（耶稣最喜欢的自我称呼）
以及他的跟从者们，也就是神所拣选的人来管理：
他［人子］得了权柄、荣耀和国度，各国、各族和
说各种语言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不
能废去，他的国是永不毁灭的……天下诸国的权力和
威势，必赐给至高神的子民。他们的国是永远的，地上
所有掌权的都必侍奉他们，顺从他们（但 7：14，27，
好消息圣经）。
与弥赛亚在他的国度中就职相关联的这次革命，撒迦利亚
做了描述：
雅伟要出去，与那些国家作战……那日，雅伟必作
全地的王……所有前来攻击耶路撒冷的列国中剩下的
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雅伟（亚 14：3，9，
16，参新译本圣经）。
先知书中这些片段和其他许多片段，都无可争辩地显示出，
神的国将是一个在地上的世界性新政权，由神所拣选的王弥赛
亚管理，辅佐他的是一群在但以理书中被称为“至高者的圣民”
（7：27）的合作伙伴。这幅描绘一个恢复了的世界的图画是所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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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先知书共有的主题。它是弥赛亚盼望（the Messianic hope）
的基础，而弥赛亚盼望就被归纳为“神的国”这一用语。
以色列的这个民族盼望，基督的使徒保罗完全支持的民族
盼望（徒 24：14，15；26：5-8），公元前第 8 世纪伟大的先知
以赛亚做了鲜明、精彩的描述。保罗深信，在基督到来以先，
基督教的福音就已经启示给以色列的众先知了（罗 1：1，2；
16：25，26；加 3：8；多 1：2）。任何把福音与其旧约圣经启
示切断的行为，都会导致灾难性的错解。在书写关于福音的内
容时，保罗假定他的读者懂得福音的旧约背景。然而，在我们
这个时代，大部分读者在阅读保罗的书信时，都缺少了必不可
少的一环——懂得众先知所说的福音是什么意思。
先知书中很多关键经文都被认作是证据，证明一个健全的
政权要重归以色列，也就是说，以色列王国要由所应许的大卫
的子孙来恢复。假如大卫的宝座不会在以色列重现，不会以弥
赛亚为其君王，那么整个旧约启示都会分解，纵然算不上骗局，
也成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传说。
以 赛 亚 在 许 多 经 文 中 都 采 用 了“ 传 福 音 ”18（to preach
the Gospel）这个动词：
给锡安报好消息的啊，你要登高山；给耶路撒冷报
好消息的啊，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
城邑说：
“看哪，你们的神！”主雅伟必像大能者临到，
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
他面前。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
抱在怀中……所以到那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他
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看哪，是我！那报佳音……
18

译者注：
“福音”即“好消息”
（good news, good tidings, a good
message）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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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救恩的，对锡安说：
“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踪在
山上何等的佳美。听啊！你守望之人的声音，他们扬起
声来，一同歌唱，因为雅伟归回锡安的时候，他们必亲
眼看见。耶路撒冷的荒场啊，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
因为雅伟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雅伟在万
国眼前露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赛
40：9-11；52：6-10）。
耶稣从传讲这个好消息的角色中看到了他自己。在路加福
音 4 章 18 节和 19 节，耶稣在他开始传道的讲话中引用了以赛
亚书 61 章 1 节和 2 节：
“主雅伟的灵在我身上，因为雅伟用膏
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或作“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
告雅伟的恩年［终极禧年］。”耶稣恰如其分地在此处结束引文，
但以赛亚这个预言的后半段还讲了这些话语将来最终的实现，
即“我们神报仇的日子”。
耶稣那样宣讲的基督教，是在证实关乎我们世界之未来的
这个令人向往的异象。在第一次来的时候，耶稣被授权只在小
范围内医治，恢复。绝大部分世界仍然处于黑暗之中。到他第
二次到来时，他会给全世界带来复兴，如彼得所宣告的（徒 3：
21）。不幸的是，在希腊异教哲学的影响下，教会逐渐地理解不
了众先知对那个国度的重大宣告——它是一个世界性政权，一
个由已是不朽坏之身的弥赛亚来监管的政权。美好时代即将到
来的那个应许被替换了，换成了一个脱离了身体的灵魂存在于
“天堂”的，苍白、神秘又模糊不清的盼望。原本的基督徒盼
望以基督的教导和以色列众先知的教导为基础，它的崩溃，追
本溯源，是由于一些教父，如俄利根（Origen）和奥古斯丁
（Augustine），采用了解释性处理手法（此术语真是很客气的用
词了！），他们强解圣经经文，令其清楚明确的含义淡化。在启

20

众先知所期待的国度

示录，圣经给出了关于神的国的最激动人心的预言，而这个国
度正是圣经其余内容所期盼的。然而奥古斯丁却选择：
将启示录的话语以象征手法解释，并将这些话用
在教会历史上［从而毁坏了未来，且把它挪到现
在］……那一千年不能按字面意思解释，它代表的是教
会整个历史，从道成肉身（Incarnation）直到最后的争
战。圣徒的统治是一个预言，指教会［现在！］对世界
的主宰。复活是比喻性的，它只不过是指信徒［现在！］
在基督里的、灵的复活。但这种释经是一种不诚实的贬
低行为……把这样一个解释用在词组“头一次的复活”
（first resurrection）
（启 20：6）上，这其实是在玩文字
游戏。如果我们强解以淡化圣经句子明明白白的含义，
那么，正如阿尔福德（Alford）所说，
“语言所含的所有
重要意义就都到了尽头，而圣经所做的任何清楚的见
证也就都被抹去了”。19

19

《皮克圣经评注》
（Peake's Commentary on the Bible），第 941 页，
强调部分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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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传统犹太教解释
与传统基督教解释
犹太拉比们学习众先知统一的盼望，关于弥赛亚和他未来
的国度，他们从他们的圣经中得出以下信息：
1. 弥赛亚将会是大卫家的一个后裔，他的目的是把王国归
还给以色列，并将它的影响力延伸至世界。
2. 在最后一场激烈的争夺世界统治权的战役中，神的敌人，
以一位敌基督（Antichrist）为中心的神的敌人，将会被
打败，被毁灭。
3. 随着敌基督被打败，弥赛亚的国度要建立，此国度的建
立将会置以色列于属灵的、政治的最高地位，届时万国
都要受教导，接受神的统一政权，承认神的代表弥赛亚
的统治，并且寻求律法的训导。
毫无疑问，这个信息的源头是希伯来旧约圣经。同样清楚
的是，加百列证实了众先知点燃的盼望。就在加百列任命耶稣
为那位所应许的统治者，即那个期待已久的世界性政权要实现
于其身的统治者时，他证实了此盼望：
“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
给他。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路 1：32，33）。
在这两节经文中，路加给我们一个明确的基督教宣言，它
关乎耶稣的命运，而且是由最高权力批准的。他要恢复他的人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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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产业，要作为由神膏立的王从耶路撒冷统治。这个盼望是
社会性的，是属灵的，是政治性的——并且是和地球相关的！
相信即将到来的国度，是新约基督教的核心，就像保罗的旅伴
路加向提阿非罗讲的那样（路 1：1-4）。
从希伯来众先知一致的信息来看，犹太人普遍认为应该拒
绝接受耶稣说他是弥赛亚的宣告。他们的论证如下：宣称某人
为弥赛亚，就意味着此人会推翻世界各国，而耶稣既没有推翻
罗马在巴勒斯坦的统治，也没有建立神的国，因此，耶稣和他
的门徒相信他就是所应许的弥赛亚，在这一点上，他们错了。
因而新约文献给出了一个错误的宣告。
面对同样的资料，传统基督教这样推论：既然耶稣宣称是
弥赛亚，而且他的确是弥赛亚，又既然罗马在巴勒斯坦的统治
没有被推翻，弥赛亚的国度也没有被建立在地球上，那么耶稣
就不可能打算按照犹太人期待的那样来实施弥赛亚计划。因此，
他对众先知的弥赛亚盼望的阐释，必然会排除任何与政治变革
和在地上建立弥赛亚政权相关的思想。
为了支持这种思路，神学家们已经投入了大量的学术精力，
努力让我们相信，犹太人对这个国度的理解与耶稣给它的概念
完全对立，不可调和。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认为耶稣有任何
政治抱负。因此，长久以来，人们所持的观念就是，他的目标
完全是“属灵的”。这种存在甚久、根深蒂固之信念的主旨可以
如此归纳：很多以色列人盼望着通过一位弥赛亚，即一位受膏
者而获得拯救，他要受神差遣来统治一个存在于地上的国度。
这位弥赛亚将会给以色列带来荣耀，同时以势不可挡的能力毁
灭邪恶，建立公义。然而耶稣所做的完全不同。他将那个国度
建在了他的跟从者的心里。
在耶稣和神的国上，权威著作总是反映出相同的观点。虽
说它们至少全都承认，神的国是耶稣教导的所有内容的基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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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但是那个国度，非但不是一个世界性政权，反而被缩减成
一个在人们心中的、神对人道德上的一种统治：
耶稣的信息的主题是：神的国是坐在人们心中王
位上的天父的旨意。他教导说，对神的信会带来事物的
新秩序，在此秩序中，生活的忧虑和恐惧都会被抛
开……通过悔改和对一种更好生活真诚的渴望，人的
心灵得到洁净，而从这样的心灵发出祷告，神就会同在，
他的国度就会临到，人们的奖赏将会是与神相交。20
令人讶异的是，对于神的国的这种描述，已经被教众接纳，
认为它令人满意地说明了基督教文献中的国度。可是，这个受
人欢迎的观点却完全没有提到耶稣再次降临，以及其后在地上
的弥赛亚国度。此外，对于这个国度的该标准定义很容易受到
以下重大理由的反驳：政治性职分是希伯来圣经授予弥赛亚的，
并且是弥赛亚身份的主要意义，因此，一边宣称他就是弥赛亚，
一边又完全拒绝弥赛亚的政治性职分，这全然是自相矛盾的！
如希伯来众先知所预见的，神的国的含义，是恢复一个在地上
的世界性神权政体，以耶路撒冷为新社会的首府。说耶稣有可
能否认“神的国”这个词组的这个含义，但同时又讲神的国（也
讲他自己是弥赛亚），这根本说不通。当一个人，如耶稣所做，
一直都坚定地声称，希伯来圣经是所有宗教真理的来源，且是
神所默示的，是权威的，那他就更不可能拒绝接受那个外在的、
政治性的国度了。由于地上的新政治秩序并没有因为耶稣的传
道工作而出现，评注家们便在两个选择之间做出了决定：要么，
耶稣实际上根本没有自称是弥赛亚，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就必
定是他的门徒们搞错了，把这个称号加在了他的身上；要么，
20

《新时代百科全书》
（New Age Encyclopedia），伦敦（London）
：
辛普金，马歇尔，汉米尔顿出版社（Simpkin,Marshall,Hamilton）
，1925，
第 6 卷，第 176 页，第 177 页。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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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确实自称是弥赛亚，但是他在使用这个称号和“神的国”这
个词组的时候，采取了全新的方式，就是说，他将神的国与其
旧约之根永远分离，最重要的是，他褪去了它任何与政治相关
的重要意义。

25

4
第三种解法
这两种解决方案都没有合理地处理圣经文献的证据。不管
是哪种情况，大量可用的资料都完全没有被考虑进去。如果说
耶稣其实没有宣称是弥赛亚，那这将使得整个新约都成了一场
骗局。但是，辩称耶稣抛弃了犹太的、旧约的民族盼望，即所
有先知都预见的世界性弥赛亚政权的盼望，这同样问题重重。
新约中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耶稣没有这样做。因此，还有第三
种选择。耶稣和他的同时代人观念一致，他通常使用“神的国”
这个词组来描述圣经所应许的、地上的世界性新政治秩序，但
是他和他的使徒们有时候会扩大这个词组的含义，把神的国这
个神圣计划的准备阶段包括在里面：
1. 在耶稣带着能力与荣耀返回地球，为了在全世界建立属
于神的弥赛亚国度之前，他就宣告了这个国度。
2. 当耶稣，还有他所拣选的跟从者医病，赶鬼的时候，授
予他们的、这个国度的能力便显示出来，从而展现出这
个国度的大能。
3. 耶稣在传道工作中招收门徒，还有，他们接受训练以做
好准备，成为即将到来的弥赛亚国度里的领袖，并且在
这个国度到来以前承担宣告它的使命。
4. 弥赛亚为世界的罪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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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弥赛亚被提到天上，并且待在父的右边（如重要至极的
诗篇 110 篇 1 节所预言的），21直到他回来创立那个国度，
使其成为地上焕然一新的社会政治秩序。
重要的是，我们要留意到，为神的国做准备的这些预备工
作，旧约众先知并没有很清晰地将其与在全世界完全建立神的
国区别开来，不过回顾之下，我们还是能看出，在旧约圣经各
处，散布着清楚的迹象，提示出神的计划的这两个阶段。神的
国指神的统治将来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建立起来，这一点对于耶
稣和整个新约，还有众先知来说，是将会由耶稣再次降临而开
启的大事。但是，在传统基督教中，认为神的国从某种意义上
说是在描述基督徒现在的生活的说辞，已经盖过了神的国作为
神的统治被建立的这层含义，而且已经到了模糊，甚至消除它
的地步。22
耶稣所教导的国度，首先是指地上的新秩序，与之关联的
是未来的一场历史大灾难，而耶稣带着大能返回就标示着此秩
序要建立了。对耶稣来说，这个国度还没有到来。人们还需要

21

在新约中，这节经文比其他任何旧约经文被引用或者被间接提到
的次数都多。显然，它对于我们理解使徒们的基督教非常重要。
22
比较《世纪圣经·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导论》（The Century Bible,
Introduction to Thessalonians ），〔 伦敦： 卡克斯 顿出 版公司 （ Caxton
Publishing Co.）
，未注明出版日期〕
，第 29 页：“近来有人提出理由说，
神的国是耶稣之教导的基本主题，每当他讲到神的国时，他都指未来那
个得胜的新秩序，就是当他在荣耀里，同着众天使回到这个世界时要建
立的新秩序。
”此处论及的说法指约翰尼斯·韦斯（Johannes Weiss）的
《 耶 稣 传 讲 神 的 国 》（ Predigt Jesu vom Reiche Gottes ）〔（ Jesus’
Proclamation of the Kingdom），费城（Philadelphia）：福特勒斯出版社
（Fortress Press）
，1971，第 1 版，1892〕
。韦斯正确地看出，耶稣总是
讲到一个未来的、真正的国度。接着，他继续告诉我们，这种教导现在
与我们已经脱了干系了！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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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它的到来而祷告。23当然，这个国度的能力已经在耶稣的传道
工作中被展示出来，但这只是这个国度到来的前兆而已，它真
正的到来仍然发生在未来，而且完全依赖于耶稣作为王回来将
它建立。
现在，神的国的灵和能力会预先展现，将来，耶稣再临时
它会在全世界拉开序幕并被建立起来。这个视角把现在和将来
这两方面都考虑了进去，如果我们以这个视角来阅读新约的话，
那么很清楚，耶稣一刻都不曾去除神的国的政治及领土意义，
这意义是先知书赐予它的，并且已作为民族的大盼望被纳入犹
太教之中。然而，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没预计开创那个弥
赛亚国度，把它建成一个世界范围的政治性帝国。不过，尽管
如此，他所有的教导都对准一个方向——让跟从他的人为将来
弥赛亚国度的到来做好准备。在他传道工作的尾声，他顺从地
任凭罗马和犹太当权者对他施以十字架之刑，同时他又许下诺
言，在他复活，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之后，他要回来，要从政治
上开创那个国度，不但在以色列，而且在全世界。神的剧作的
这种结局必然会一件件地实现所有旧约预言所预言的事情，此
外，它还会证明，耶稣宣称为弥赛亚，此言不假。24

23

太 6：10，
“愿你的国降临。
”亚利马太的约瑟在等候着它（可 15：

43）
。
24

比较《世纪圣经·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导论》，第 30 页：“犹太人
在基督第一次到来时所寻求的，基督徒想要在基督第二次到来时寻求。
”
28

5
传统基督教中
那位与政治无关的弥赛亚
奇怪的是，基督教各传统版本都不愿意承认耶稣教导中所
含的政治层面的含义。评注家们采用了一系列不同的手段淡化
它，想尽办法要把它排除在外。这个过程不亚于施展绝技以掏
空圣经最明白的话语所含的显而易见的含义。
这些技巧没有逃过一些解经家的批判，他们认识到，圣经
正遭受着曲解。在此，阿尔伯特·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
的评论值得一读：
“［耶稣］最伟大的话语中有很多被发现躺在
角落里，就像炸弹一样，但火药都被拿走了……我们已经让耶
稣讲了一套我们这个时代的语言，可这套语言与他真正讲的并
不相同。”25耶稣的话语被遮蔽了。
史怀哲认为，耶稣对世界大灾难与末期的认识，代表着他
的思想与信息最核心的东西；他还认为，如果不从这个角度去
看待圣经记载的话，那么它们就没有任何意义。
另一位评注家，大卫·巴伦（David Baron），不满地说到，
解经家们对先知话语的处理方法失当，他们把未来神的国这一
事实清除掉了。巴伦所说的关于先知书撒迦利亚书之评注的话，
对于处理耶稣教导中的神的国的许多传统手法来说，同样适用：
25

《探求历史的耶稣》
（Quest of the Historical Jesus）
，纽约：麦克米
伦出版公司（MacMillan）
，1968，第 1 版，1910，第 400 页。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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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现存的、关于这卷预言书的著述都是有
缺陷的，不是这样就是那样，有的甚至带有误导性。较
早些的评注，就它们虔敬、属灵的语气和它们切实的教
导而言，是值得称赞的，其中有一些还包含了大量正确
合理的语言学和历史学资料，但是，它们多多少少受到
了寓意释经原则的影响；这卷书讲到一个具体有形的、

地上的神的国，讲到以色列要真实地被恢复，讲到看得
见的弥赛亚之显现及统治，可是用这种寓意释经手法，
这些内容都被说没了。26
既然神的国是耶稣所教导的所有内容的核心，既然他完全
支持众先知的盼望，27那么，把弥赛亚国度去除的话，耶稣的基
督教信息的本质就会受到威胁。由“寓意释经原则”
（一种精巧
的表述“淡化”的用词）所造成的难以估量的损害，已不仅仅
限于撒迦利亚书。几乎所有权威的新约评注都有缺陷，原因就
是大卫·巴伦所述的原因。神的国的含义，主要，且突出地指
的是它对于众先知来说一贯所含的含义——一个“具体有形
的”、在地球上的神的国，这个国将会在旧约所称的主雅伟的日
子（the Day of the Lord），也就是新约所说的耶稣再临（the
Second Coming of Jesus）的时候开始。可是，当解经家们不再
承认这一点时，耶稣的教导便遭受了惨重的一击。28耶稣口中的
“神的国”这个用语惯有的含义是，一个由他返回此地而开创
的新秩序。这个意思与旧约对神进行统治（即：由他所拣选的
26

《撒迦利亚书的预言》
（The Prophecies of Zechariah）
，伦敦：马歇
尔，摩根&斯科特出版社（Marshall, Morgan & Scott）
，1962，第 viii 页，
第 ix 页，强调部分另加。
27
太 5：17，
“ 莫 想 我 来 要 废 掉 律 法 和 先 知 。”罗 15：8，
“耶稣基督作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
28
例如，请参看帖前 5：2；帖后 2：2；林前 1：8；林后 1：14。
主雅伟的日子，与基督将来降临的日子是同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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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也就是弥赛亚来统治）的描述完全一致。29传统神学似乎已
经忘记了耶稣前来是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罗 15：8），
而列祖，从亚伯拉罕开始，就期待着“承受世界”
（罗 4：13）。
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亦即新约支持的应许，以掌管全地的盼望
为基础。耶稣应许赐给门徒奖赏，他的应许是从政府职位这一
方面来描述的：
“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
（路 19：17）。耶稣激
起的盼望没有不同之处。他向温柔的人应许，他们有一天会“承
受地土”
（太 5：5），他还应许，那时神会“把国赐给他们”
（路
12：32）。新约基督教应许它的信徒，耶稣回来时地上必定出现
一个新政权，在这个新政权中，他们将获得管理之职（启 5：
10）。
一个没有担任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世界性帝国之统治者
的弥赛亚，不是众先知所期待的弥赛亚，也不是加百列向马利
亚所应许的弥赛亚（路 1：32，33）。因此，下面这个问题就应
该要问一问了：传统神学中的耶稣，那个论及由未来大灾难所
带出的地上的世界性帝国时极少，或者根本不被提说的耶稣，
能是圣经中的弥赛亚耶稣吗？

29

除了其他许多经文以外，还请参看赛 52：7-10；32：1；诗 2；
亚 14：9 及其后；启 11：15-18；诗 96-101，这些经文描述了“雅伟作
王”——开始统治——的日子。
31

6
耶稣教导中
未来的政治性国度
耶稣很多极其重要的话语都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这些经
文刚好表明，耶稣非常注重弥赛亚国度的政治本质，而这个国
度，就是他必定以弥赛亚的身份在末期回来时开始管理的国度。
神与大卫所立的约，即撒母耳记下 7 章（与历代志上 17 章
平行）所描述的约，有着根本的重要性。任何自称是所应许的
大卫之子的人，都不可能不将这一点铭刻于心。30众所周知，此
约构成了神要通过他所拣选的王为全地带来和平的应许的基
31
础。 根据对希伯来圣经的解读，当弥赛亚开始他的统治时，大
卫王国的荣耀将最终归给以色列，并惠及整个世界，这在当时
是被广泛承认的事实。因此，耶稣杰出的门徒们切切地等候着
“以色列受安慰”，不仅在他出生前他们等候着，直至他完成他
在巴勒斯坦短暂的传道使命之后，他们也等候着。对弥赛亚统
治的民族期望仍处于基督教记载的中心位置：又公义又虔诚的
西面素来“期望着以色列之受安慰，且有圣灵在身”
（路 2：25，
吕振中译本）。女先知亚拿，对神极其虔诚，受到路加称赞，她
30

诗篇 72 篇，89 篇，以及路加福音 1 章 32 节、33 节都提到了这
个约，从中可以看出此约的重要性。
31
神的这次介入，在诗篇中有生动的描述，尤其是诗篇 2 篇与诗篇
10 篇。昆兰会社（the Qumran community）与基督徒都看出，撒母耳记
下 7 章 14 节意指所应许的救赎者（比较 来 1：5；路 1：32，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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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
（路 2：38）
。亚利马太的约瑟，马太
称他是耶稣的一个门徒（太 27：57）
，他“为人善良公义……
他盼望着神的国”
（路 23：50，51）
。这发生在耶稣死亡之后。
显然，他不相信神的国已经随着耶稣的传道使命而到来；然而，
即便神的国没来，记载却毫无疑问地将他的传道使命描述为神
的国的预兆（太 11：5）。
同样地，十字架上的窃贼也认识到，神的国将来必定会到
来，因为他恳求耶稣在那个国度里给他一个位子：
“耶稣啊，你
进［即：开创］你国的时候，请记得我”
（路 23：42，吕振中
译本）。
雅各和约翰的母亲正是在对此国度及福音的同一种热情
的推动下，才为了她的两个儿子提出请求。她的请求揭示了圣
经基督教对弥赛亚国度的概念，而且耶稣没有做出任何行动以
打断她对此国度的性质的理解——它本来就是如此。“愿你叫
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
（太 20：21）。
她头脑中的国度肯定不是限于“人心中的”一个国度。耶
稣的回答证实，坐在未来国度中显要位置的荣耀，是“为谁预
备的，就赐给谁”
（可 10：40）。另外，他还说到，要想获得即
将到来的神的国中的重要位置，就要先接受仆人的角色，正如
他自己所做的那样（可 10：42-45；比较 腓 2：5-8）。但是，
至于未来那个国度的本质，以及国度中的地位，在耶稣的头脑
中，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未来的国度是一个有各种职位的国
度，这是门徒们的理解，但他们并没有被责备理解错了。他们
只是需要明白，被抬高的途径是谦卑、受苦以及做仆人服侍。
关于基督徒目标的问题，在记录耶稣教导的记载中是极为
重要的。在耶稣的教导下，使徒们把所应许的弥赛亚国度认作
新约的核心。对于他们来说，基督徒生命的最高目标，就是在
弥赛亚的国度中辅佐他进行治理。在最后的晚餐上，他对他们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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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我与你们立约，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与我立约赐给我
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
治理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路 22：29，30）。
就在片刻之前，耶稣才说过，他不会同他们一起再喝逾越
节的酒，直到逾越节“成就在神的国里”，也就是“直到神的国
来临”的时候（路 22：16，18，新译本圣经）。然后，他们将
再次与他团聚，作为神的国的主管在他面前吃喝。这荣耀的时
刻，将发生“在新时代中［字面意思：
“当世界重生时”］，当人
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的时候”（太 19：28）
。
对于这件事什么时候发生，使徒们没有丝毫疑问，因为耶
稣还说过：
“当人子降临……那时，他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太 25：31）。
这一切所含的含义，对于所有阅读的人来说都是非常清楚
的。在新时代开始时，基督回来，一个国度要被创建。将有宝
座，有政权来管理重新被招聚到那片土地的十二个支派。在那
新时代中，人们可以与耶稣交往，而且这是一种只有“等神的
国来到时”（路 22：18）才能重新开始的交往。
关于神的国的这个信息，形成了耶稣教导的全部内容的框
架，可是，在我们称为基督教的基督教中，它到底发挥了多大
的作用呢？

34

7
离去又归来的贵族
在另外一处，耶稣把他自己比作一个贵族，这个贵族要离
开，过段时间之后再回来，以掌管他父亲的国。通过这个比喻，
耶稣让人对神的国的理解更进一层。耶稣讲述这个比喻，是为
了用最简单的语言讲清神对历史的计划所包括的阶段。人人都
认识到耶路撒冷将会是神的国的国都，因此，当他和他的门徒
们出现在耶路撒冷周围，快要到达这个城市的时候，他的听众
——其中有很多人都已接受他说他是弥赛亚的宣言——有充
分的理由期待“神的国快要显出来”（路 19：11）。
路加的记述让我们根本不用怀疑，人们所讨论的神的国是
一个以耶路撒冷为总部的国度，所以，当它的君王距离首都很
近的时候，他们便激动万分，以为众先知的盼望和他们民族的
盼望此时终于要实现了。此后的比喻是要教导人们，神的国不
会立时显出。但它最终必会显现，这一点则是毋庸置疑的。此
外，它的显现还意味着耶稣的仇敌会被毁灭：
“至于我那些仇敌，
不要我作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
（路 19：
27）。
耶稣一刻都没有暗示过，人们错误地理解了神的国的本质，
或者暗示说他们应该只去寻找一个“在心里面的”国度。通过
那位贵族的简单故事，他讲得很清楚，只有等到他从天父那里
接过他的王权，然后从天上返回的时候，神的国才会在众人面
前创立。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将运用他的王权，处决他的仇敌，
因为他们拒绝服从他的主权（路 19：27）
。同时，他忠信的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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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者将因为他们在主人离开期间硕果累累的服侍而接受奖赏，
被授权在神的国中掌管城里的子民（路 19：17）。
诗篇 2 篇很著名，预言了主的受膏者弥赛亚的事情。这个
比喻完完全全证实了诗篇的预言。据这篇诗篇所言，神已经应
许，
“将列国作为基业，将地极作为田产”赐给他的弥赛亚（8
节）。这位王“必用铁杖打破他们，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
（9 节）。同一诗篇中，弥赛亚回来时要战胜的、世界的统治者
们，被鞭策要“向他跪拜叩首，以免他发怒，将你们毁灭”
（12
节，参思高本圣经）。犹太人和耶稣都从诗篇 2 篇中看出了一个
预言——当弥赛亚带着大能到来时，他要征服世界。在耶稣身
上，基督教团契看到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
国的（
“辖管”原文作“牧”）”
（启 12：5）
。拥有“制伏列国的
权柄”，复活的耶稣提出这个挑战，其实是要鼓舞忠信之人坚持
到底（启 2：26）。32

32

请参看启 11：15；12：5；12：10；19：15，这些经文将诗篇 2
篇应用于耶稣身上；另请参看徒 4：25，26；13：33，13 章 33 节指神
造耶稣于世时耶稣成胎（conception）/神生耶稣（begetting）这件事〔比
较 太 1：20，
“被生”
（begotten）
；路 1：35〕
。使徒行传 13 章 34 节讲
了耶稣的复活，与 33 节形成对比。33 节讲神的儿子生（begetting）在
他母亲的子宫里。
36

8
耶稣，犹太教-基督教的弥赛亚
我们研究过的这些资料所揭示的耶稣，完全是一个政治性
的人物，尽管他在第一次来的时候，根本没有使用他的政治权
柄，并且他使他和他的跟从者们完全远离当时的政治。33在他的
传道工作中，他显示出他温柔、怜悯的品性，而他的温柔与怜
悯证明，他说他反映了他的父的本性的话没有错。先是受苦的
仆人，后是得胜的君王，两者之间的反差，显示出耶稣个性中
惊人的跨度。在第一世纪，他“不争竞，不喧嚷……压伤的芦
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
（太 12：19，20），世
上的事，他也不做审判。但是，当他带着荣耀归来时，他必定
要与列国争战，要审判列国，并用铁杖辖管他们（启 19：15）。
弥赛亚的行动具有这两方面的色彩，任何描绘，不管缺少了哪
一样，都是彻底被扭曲的描绘。耶稣是历史上的耶稣，也必然
是信仰上的耶稣，信他，必须建立在所显示的、关于他的全部
事实之上。
传统基督教教导几乎已经完全抛弃了耶稣教导中的政治
成分，它所采用的手法是：要么，它忽略耶稣那些关于统治权
33

从某种意义上讲，耶稣的使命从一开始就完全是政治性的。新约
描述他说，他在与撒但的超自然势力战斗。可以说，这是涉入“宇宙性
政治事务”的战斗。对于圣经基督教来说，耶稣与撒但之间的战斗，才
是真正的战斗。它是一场争夺世界统治权的、尚未解决的战斗，尽管耶
稣最终肯定会取得胜利。神正通过基督从魔鬼的控制下重新夺回反叛的
世界。然而，由于人类的顽梗与盲目，撒但仍旧是“这世界的神”
（林后
4：4；约一 5：19；启 1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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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语，而这统治权，是他替自己，也替他的门徒们所盼望的；
要么，它违背新约最明显的证据，声称应许给他的门徒们的主
管之职，在当下，也就是在耶稣再临之前，他们就要担任。认
为使徒们被授予王权统治教会的理论，与新约明确的教导是矛
盾的；新约教导，跟从弥赛亚的人与弥赛亚分享王权，是发生
“在新时代中，当耶稣在荣耀里降临的时候”
（太 19：28；25：
31），不是在此之前。比喻中的贵族，在他被授权消灭他的敌人，
并在他的国度中与忠信之人共同统治之前，他必须从天上返回。
耶稣回来以前，门徒们要不住地祷告“愿你的国降临”，而且只
有等到“神的国来到时”
（路 22：18），耶稣才会在神的国里与
他的门徒们坐在一起，这国是他应许要让他们参与的国。
大家普遍认为，统治权的应许适用于耶稣再临之前的这段
时期，这种观念是严重错乱圣经计划的表现，而且它还带来可
悲的后果：它促使完全不符合圣经的、对未来的观念出现，同
时，它还将耶稣回来时神的国开始当权的事实掩盖起来。耶稣
通过他所爱的门徒讲出了启示录，在这卷书中，耶稣的思想完
全被展现出来。我们发现他进一步劝诫门徒，要他们坚持不渝，
直到大日子（the Great Day）之时：
总要持守，直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
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伏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
（“辖管”原文作“牧”
），将他们如同窑户的瓦器打得
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得胜的，我要赐
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
上与他同坐一般（启 2：25-27；3：21）。
这些话是救赎主自己的话（“神的儿子……这样说”，启 2：
18，新译本圣经），而教会受告诫要“听圣灵所说的话”。很难
看出，普通信徒所懂的东西，与耶稣在这些经文中教诲的、关
于未来的看法如何会有相通之处。传统基督教对这些引人注目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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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督教教导似乎全不在意。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从启示录
中引述的这些话，只是在重申耶稣已经摆放在使徒面前的、作
他的门徒的目标——同他一道治理焕然一新的以色列和世
界。 34
尽管耶稣不断地教导这个纯正的弥赛亚盼望，评注家们却
还是表达了他们对于他的弥赛亚信念的厌恶：他们给诗篇 2 篇
所描述、又被耶稣在启示录中重述的，弥赛亚要做的事情扣上
一个“非基督教”的帽子。他们看不到诗篇 2 篇描述的那位君
王所行的事如何能与耶稣关联在一起。即使耶稣亲自引用了诗
篇 2 篇来讲他自己以及他的教会，以下评论仍是司空见惯的：
严格来说，诗篇 2 篇不能被认为指的是耶稣，部分
原因是，从他的情况来看，在锡安圣山设立一位君王与
他无关，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要把他的仇 敌 摔 成 碎
片 的 概 念 ， 是 非 基 督 教 的 。 35
提出这种观点的神学家们卡在了一个可悲的矛盾之中。他
们一方面说他们接受耶稣为弥赛亚，一方面又试图将圣经所讲
弥赛亚身份的主体部分排除掉，从而把他的活动限制于某个范
围之内。至于第 2 篇诗篇，耶稣不像神学家们那样觉得有不妥
之处，因为在他给约翰，同时也通过约翰给教会的启示录中，
他事实上是在激励忠信之人奋勇直前，向着分享弥赛亚“制伏
列国的权柄”这一目标直跑。启示录 2 章 26 节、3 章 21 节、
5 章 10 节和 20 章 1-6 节中拥有王权之殊荣的应许，和马太福
音 19 章 28 节、路加福音 22 章 28-30 节（前文已引述）中的应
34

太 19：28；路 22：28-30；启 2：26；3：21；5：10；20：1-6。
《基督与福音词典》
（Dictionary of Christ and the Gospels），纽约：
查尔斯·斯科里布纳出版社，第 2 卷，第 452 页。复临时，耶稣将代表
神向敌对的世界发出烈怒。在此之前，基督徒则须不以暴力对待他们的
敌人（太 5：39，40）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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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一样，清楚无疑，无可置辩。现在，耶稣在天父的宝座上与
天父合作；将来，他会在弥赛亚国度中，在属于他的、大卫的
宝座上统治。在启示录 3 章 21 节，耶稣仔细地将两者加以区
分：
“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
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这一切，正是我们从耶稣在福音书的教
导中，从旧约，从被耶稣认作神所说权威话语的旧约中看出来
的。
承认并接受耶稣传讲神的国这一举动的弥赛亚基调，将会
让我们全新地认识他这个人，还有他的传道工作。人们广泛认
识到，我们对于“末后的事”
〔末世论（eschatology）〕的理解 ，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已 经 掉 进 了 一 种 混 乱 的 状 态 ， 36技艺最精湛
的评注家们显然竭尽所能地要摆脱整个关于未来的难题。对未
来的迷惑不清，就意味着对耶稣的福音的迷惑不清，认识到这
一点非常重要。而耶稣的福音，与末世论式历史观是密不可分
的，此观点看到，人类生存的整个挑战就在于努力奋斗，争取
进入那个在新时代中显现的神的国度，那新时代，就是由耶稣
再临而开启的新时代。旧约对于神最后介入我们世界事务的末
世盼望，在新约中并没有被削减，一旦这一点被看出来，神学
理论就会回到宣讲耶稣的神国信息上来，而不是运用一大堆批
判技法，这些技法明显地旨在将耶稣教导中任何不能融入“我
们现代科学观”的东西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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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姆（Ramm）讲到“在预言及末世问题上，福音派基督教无可
救药地产生了分裂”
〔
《新教圣经释经》
（Protestant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
贝克出版集团（Baker）
，1970，第 24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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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传统基督教
未定义的未来国度
在耶稣的教导中，未来总是处于突出的位置，而现在的重
要意义在于，它是为这个世代的末期做准备的，到时候耶稣会
回来。任何不在这个框架下阐述的神学理论，都已丢失了它在
圣经中的根基。
学术界承认，耶稣讲到神的国时，他指的是未来的国度，
另外，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指现在的国度。但除此以外，它
似乎再不情愿深入探究了。它没有明确阐释未来的国度是什么
意思。这种对于神的国的含糊不清，自动地导致了对于福音的
含糊不清——因为福音是关于神的国的福音——而且还使整
个基督教信息面临被遮掩的危险。
我们已经看过，新约并不是没有谈及未来的国度。如果说，
它只是偶尔讲出未来弥赛亚神权统治的细节，也就是教会将作
为主管与基督一同治理的神权统治的细节的话，那是因为它已
假定神的国的教义会从旧约的视角来理解。它从未暗示，众先
知所提供的重要得多的细节已经被取代了。众先知所揭示的、
与未来的国度及弥赛亚的统治相关的所有信息，都等待着耶稣
在荣耀里降临的时候得以实现。复兴以色列国的盼望（徒 1：
6），在任何一处都被认为是基督教思想的一部分，而且耶稣从
未对此提出过质疑。从耶稣给使徒们的应许来看，这一点是特
别清楚的。他应许，他们将会在新时代中管理十二支派（太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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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这种思想并非源于新约。诗篇作者已经预先看到一个时代，
到时候重新被招聚的以色列将在“大卫家的宝座”
（诗 122：5）
的治理下和平生活。以赛亚讲到耶路撒冷将被恢复得完美无瑕，
她的治理者们要被炼净“像起先一般”
（赛 1：26），他还讲到
一位理想的王要与他的众领袖一同统治（赛 32：1）。在新约，
启示录专门把弥赛亚预言线索都聚在一起，并把它们与耶稣再
临关联起来。它是基督教的启示录。它的作者是耶稣基督，既
然如此，那它怎么能是别的什么东西呢？（启 1：1）把启示录
说成是“犹太教的”——似乎这样就意味着，由此可得，它不
是基督教的——这根本让人理不出头绪来。基督教本身就完全
是犹太教的。耶稣是一位犹太人，他的教导植根于以色列的传
统信仰中。在启示录中，他重申了很多已经记载在福音书中的
东西。耶稣在启示录 2 章和 3 章中对教会的劝诫显示，他毫无
保留地支持旧约传统弥赛亚信念。这是无可逃避的事实，除非
用上极端的应对之策，即：否认启示录的作者是复活了的基督，
并且把大量关乎末世的话语从福音书中切除。
至于救赎主应该是什么样子，批判式学术研究有它自己的
观点；而不幸的是，在不顾一切地创造一个符合它的观点的耶
稣时，它推出了一个基督教，这个基督教对于基督教记载中的
大量内容，不是不闻不问，就是干脆把它们清除。因此，它彻
底地重构了旧约及新约神的国的教义，然后还把它自己的创造
归在耶稣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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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神学理论
将未来的国度清除
我们这个时代的神学著作里到处都是证据，证明耶稣神的
国的教导如何被不公平地对待。有些最著名的评注家似乎下定
决心要消除耶稣时时讲起的末世的国度。对这种大批量清除耶
稣教导之行为提出的抗议经常只是出现在脚注当中。它们应该
受到广泛得多的关注。
例如，利昂·莫里斯（Leon Morris）说，C.H.多德（C.H.Dodd）
的“实现末世论”（realized eschatology）——认为神的国度已
经随着耶稣的传道工作到来，并且不应该在未来去寻找的理论
——“在很多人看来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不能令人满意的！
它实际上把对这个国度的盼望彻底抹掉了，而这个盼望则是整
个新约，其实是整个圣经竭力要表达的。利昂·莫里斯解释了
多德教授的理论：
“终末（eschaton）
［这个时代的末期］已经从
未来挪到了现在，从期待的范围挪到了已实现之经历的范
围。” 37
根据多德的说法，耶稣的教导中根本就没有他真正再临的
可能性。普通圣经读者的反应，定是惊异万分：一位新约教授
竟然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莫里斯继续说到，实现末世论的理论
37

《新国际评注·帖撒罗尼迦前书及帖撒罗尼迦后书》（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1 and 2 Thessalonians）
，大急流城：伊德曼
斯出版公司，1959，第 1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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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被许多现代学者果断否决”。他引用了 J.E.费森（J.E. Fison）
的话：
“按照很大一部分新约证据的标准来考量，坦率地说，实
现末世论完全是异端学说。”埃米尔·布鲁纳（Emil Brunner）
同样直言不讳：
很清楚，未来耶稣再来绝不是一个可以被摒弃的
神话。不管此事会以什么形式发生，整个要点在于它一
定会发生。对它畏畏缩缩不愿接受，就意味着对信仰的
基础畏畏缩缩不愿接受，就意味着打碎墙角石，那墙角
石，是将一切凝聚为一体、没了它一切就成了一盘散沙
的墙角石。信耶稣基督，却不期待他复临（Parousia）
［耶稣再次降临］，这样的信，就是一张永远不会兑现
的代金券，是一个没有真正意义的应许。不期待基督复
临的基督教信仰，就像一个梯子，却通向一片空无。38
这些话字字切中要点，而且千真万确。但事实是，成百上
千万的教友根本不了解耶稣将来会来到这个地球，更不用说他
应许要在那时、在地上开创的神的国了。然而神的国，以及带
来神的国的耶稣再临，却是基督教福音的中心，核心！显然，
缺乏了对神的国的清晰讲解，就不可能产生正宗的基督教。
J.E.费森和埃米尔·布鲁纳都坚持未来的大事会发生，他们
这份坚持应受到热烈的欢迎，但是，这样模糊不清地讲神的国
——“不管此事会以什么形式发生”——确实令人不太满意，
因为新约及新约的根源旧约讲得都非常明确。众先知生动、详
尽地描述了被恢复的神权统治。可以说，在新约，有充足的证
据证明，雅伟的大日子，也就是根据旧约，将会带来神的国的
38

同上。一位卓越的新约学者竟然有可能“打碎了”新约信仰的“墙
角石”
，反思一下这一骇人事实，是很有意义的。这或许会引发我们进一
步思考某些“学术研究”会到达什么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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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日子，现在与耶稣带着大能与荣耀归来关联在一起。我们在
旧约能找到大量资料，描述雅伟的日子之前及之后在世界上所
发生的事情。至于对它们的描述，请阅读随后内容。
我们概括一下目前的讨论所含的基本主题，以此结束本讨
论。如果“弥赛亚”一词没有在它的圣经背景中来理解的话，
那么任何声称耶稣是所应许的弥赛亚的说法，都是支离破碎的。
旧约预言了弥赛亚的职分，但新约中没有证据表明，耶稣拒绝
了这个职分的任何内容。然而，在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没有谋
求就任弥赛亚的职位，成为世界的统治者。可是，认为他从来
不曾预料他会以弥赛亚，以在耶路撒冷登基的王的身份管治世
界，这却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第一次来时，他呼召他的门徒，
并训练他们，使他们为将来国度中他们的职分做好准备，然后
他把自己交于敌对的犹太和罗马要员手中，顺服地接受死亡。
此后耶稣的复活是一种保证，保证他已经胜过了死亡，因而他
有能力在某一天回到地球，完成弥赛亚使命余剩的那部分，实
现众先知全地和平的异象。
死亡三天以后，耶稣活了过来。
“许多的凭据”
（徒 1：3）
证实，他从死里复活是历史事实。他和那些对他已经很熟悉的
使徒往来。如彼得所说：
“我们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
喝”
（徒 10：41）。耶稣亲自显示（“是我”，路 24：39），他已
是不会朽坏的人，他是看得见的，是摸得到的，是有身体的（“魂
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路 24：39）。有大约 6 周的时
间，一位不会朽坏的人类，也是新创造之头一位，与必死的人
交往——这是一场预展，预先展示在即将到来的国度中，以盛
大得多的规模出现的同一情形。40 天之后，耶稣最终离去（徒
1：9-11）。
弥赛亚一直待在父的右边，管理他的教会，教会则受他邀
请在即将到来的时代中与他共享弥赛亚的荣耀。
“神学”没能正
确合理地对待这个简单的圣经计划，原因在于它不喜欢与弥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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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相关的事情（从而也就不喜欢弥赛亚本人），因此它已经看不
到圣经的中心事实：耶稣是弥赛亚，他不但要为人类的罪死亡，
还要在由他再次降临而开始的、未来的神权统治中统治世界。
教会最主要的任务——如果它们是教会的话——就是宣告这
个无与伦比的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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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新约基督教的弥赛亚框架
以及它从教会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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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弥赛亚的救赎
旧约和新约完全就是弥赛亚文献。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指出，弥赛亚国度是把圣经统一起来的主题：
因为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讲，神的国的概念涉及到
圣经的全部信息。它不仅在耶稣的教导中占据了非同
小可的一部分，而且在圣经的各个地方都有它的身影，
不管是以这种，还是以那种形式……因此，旧约与新约
联合在一起，形成一整部戏剧的第一幕和第二幕。第一
幕把它的结局指向第二幕，而没有第二幕的话，这部剧
就是一部不完整的、不能令人满意的戏剧。但第二幕必
须根据第一幕来阅读，否则它的含义就无法被领会。因
为这部戏剧原本就是一部。圣经是“一”部书。如果我
们必须给这部书一个标题的话，或许我们可以恰当地
称其为“即将到来的神的国”。39
我们务必要提醒自己，既然基督（Christ）一词只是希伯来
语弥赛亚（Messiah）
（=神所膏立的王）一词的翻译，那么“基
督教”（Christianity）一词的意思实际上就是“弥赛亚教”
（Messianity）。那么基督徒，按照圣经的意思，就是“弥赛亚
的门徒”（Messianist），即跟从弥赛亚的人。考虑到这些定义，
39

《神的国》（Kingdom of God），纽约：阿宾顿出版社（Abingdon
Press）
，1953，第 7 页，第 1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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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再当我们看到一位杰出的新约学者这样的话语时，确实让
人感到些许的不安：
现如今，除了一些非主流教派以外，弥赛亚信念已
经死亡了。实际上，没有人在这些范畴下表达他对天地
万物深深的信念和盼望……弥赛亚是世界所有问题唯
一的解决方法，无论是属灵上，还是政治上，可是，没
有人严肃认真地寻求这样一位弥赛亚。40
要点在于，新约从头到尾的的确确在归来的 弥 赛 亚 身 上
寻 找 世 界 所 有 弊 病 的 解 决 方 法 。41对于新约基督徒来说，耶
稣的死亡所带来的救恩并没有给弥赛亚剧目划上句号。世界仍
然在世界的“神”撒但（林后 4：4）的统治与欺骗之下，而这
种可怕的局势，只有通过这个时代末期时弥赛亚再次显现才能
扭转过来。这才是以众先知、众使徒，以及耶稣自己为基础的，
真正的基督教观点。
但是，如果说除了非主流教派以外，现在再没有人期盼着
用弥赛亚式解决方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那么，圣经的基督徒
盼望必定是已经被其他什么事物代替了。如此的话，当代信众
觉得耶稣教导中的很多东西都难以引起他们内心的共鸣，这就
没什么可奇怪的了。如果他们对弥赛亚的事情很陌生——耶稣
就是弥赛亚——那么他们必然对耶稣很陌生，反过来，耶稣对
他们也很陌生。
耶稣宣告说他是弥赛亚，而新约把这个宣告作为基督教的
核心来呈现。新约授予耶稣的所有头衔都直接来源于他的宣告
——他是弥赛亚。救恩、祭司、王，是弥赛亚之职的三个基本
40

J.A.T.罗宾森（J.A.T. Robinson）
，
《神的人类面孔》
（The Human Face
of God）
，SCM 出版社，1973，第 9 页。
41
我们的引文或许会引起一个问题：某些学术研究在多大程度上与
新约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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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此外，说某人是弥赛亚的宣告具有独一性。只能有一个
宣告人是真的，而圣经基督教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耶稣，唯独
耶稣，是真的弥赛亚。那么接下来，如果我们问，如何判断、
评定耶稣就是真的弥赛亚，答案很简单，他符合旧约塑造的弥
赛亚模型。圣经说，在神的计划中，弥赛亚必会成就一些事，
而新约坚称耶稣已经有能力做成这些事。但是，只有当弥赛亚
就任世界的统治者，将一个健全的政权归还给这个世界时，这
个故事才是完整的。新约在一节又一节的经文中努力要朝向的
正是这个弥赛亚式未来。一切都对准那即将到来的大灾难，到
时候世界的权力将会易主，由撒但交于耶稣。
研究一下使徒行传中保罗和彼得的事工，就能看出，他们
集中精力要证实耶稣就是所应许的以色列的王，是世界的救赎
者。不仅如此，他们讲得很清楚，弥赛亚的复活，以及他现在
与他的父所待的这段时期，是神的救赎计划中下一个大事件—
—耶稣返回地球——的序幕。那么，如果耶稣是必定要在大卫
的宝座上进行统治的弥赛亚，那他为什么离开了地球呢？对于
这个合乎情理的问题，彼得的回答如下：
“所预定给你们的弥赛
亚耶稣，天必留他，直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
藉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徒 3：20，21）。
只要所有先知都预见的万物的复兴还没有发生，弥赛亚计
划就还没有完成，这对于彼得来说，是非常明显的事。到那个
时候，神会派遣弥赛亚（徒 3：20）。在此之前，
“天必留他”。
彼得的观念反映了他的主人的观点，因为他已经向使徒们应许：
“在新时代，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
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太 19：28）。
新约背后的主题，以诗篇 110 篇中众所周知又引人注目的
一段为基础，这段经文也构成了耶稣与法利赛人之间意味深长
的对话的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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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
“论到基督，
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
“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
“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
怎么还称他为主，说：
‘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
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太 22：41-45）。
答案自然是，弥赛亚既是大卫的后裔——他的子孙42——
同时，虽然看似矛盾，但也是他的主。耶稣的问题刺人的地方
在于，大卫甚至在耶稣出生以前就承认耶稣是主弥赛亚了。然
而，法利赛人却不情愿承认耶稣是主弥赛亚，哪怕他们可能已
经知道他是大卫的后裔，并且已经见过伴随着他的宣告而发生
的那些神迹。
诗篇 110 篇 1 节将弥赛亚一职的进程解释得极为简明扼
要，因此我们发现，这节经文在新约中被引用或者被间接提及
达大约 25 次。它是关于弥赛亚之未来的经典旧约启示，因而在
教导信仰的构架时，它是必不可少的。在短短两行中，它就讲
明了神的计划。以色列独一的神对大卫的主，即未来的弥赛亚
说：
“雅伟对我主［弥赛亚］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
43
仇敌作你的脚凳。’”
42

耶稣是大卫的后代，这一点马太通过所罗门追溯（太 1：6）
，路
加通过拿单追溯（路 3：31）
。从所罗门而出的皇室血脉终止于约雅斤
（哥尼雅，耶 22：24-30）
，新继承人出自尼利的儿子撒拉铁，他是大卫
从拿单而出的后代（太 1：12；路 3：27）
。约瑟和马利亚很有可能都是
大卫从拿单而出的后代。他们可能是堂兄妹。详情请参阅“耶稣的家谱”
，
《史密斯简明圣经词典》
（Smith’s Concise Dictionary of the Bible）
（1865）
。
43
正是在此经文的基础上，我们懂得，耶稣已经被宣告为“主”，即
“主弥赛亚”
（参看 徒 2：34-36）
。彼得在此为新约基督论奠定了基础，
同时也明确了耶稣与他的父的关系。这个声明，关于耶稣的、使徒的声
明，不应该被当作“犹太教的”而拒绝，它也没有被约翰书写他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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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给彼得提供了信息：
“天必留他，直到万物复兴的时候”
（徒 3：21）。
预言弥赛亚的仇敌臣服在他的脚下，是诗篇中另一个关于
弥赛亚的经典表述的主题：
我［雅伟］，我已立我的君王［弥赛亚］于锡安、
我的圣山上（吕振中译本）……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
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
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诗 2：6，8，9）。
这个故事连贯统一，清楚明确，而且对耶稣，对寻找耶稣
回来时弥赛亚剧目幸福结局的新约教会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
就像我们已经看过的，复活的基督应许了世界的统治权，并以
此应许来激励他的门徒们持守信仰，坚持到底：
“那得胜又遵守
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伏列国”（启 2：26）。
复活的耶稣重申了他根据新的圣约要赐给使徒王室职位
的应许。他曾经在最后的晚餐上对他们说：
“正如我父与我立约
将国赐给我一样，我也与你们立约，将国赐给你们，叫你们在
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治理以色列十
二个支派”（路 22：29，30）。
之后，在启示录中，同样的承诺给了整体教会：
“得胜的，
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
上与他同坐一般”（启 3：21）。

时更“高深的”观点所取代。约翰和彼得一样，书写时心中只有一个目
的——证明耶稣就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约 20：31）
。圣经后时期关
于耶稣的观点丢弃了这些极为重要的事实，并且开始呈现一个不像弥赛
亚耶稣的耶稣——一个不完全是人的耶稣。外邦基督论有一种反犹太人
倾向；因此新约的弥赛亚信念就丢失了，结果也造成弥赛亚国度上的困
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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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这些应许，即弥赛亚前来统治时他要得胜的这些应
许考虑进去的话，要理解使徒们从复活的耶稣那里领受了为期
六周的关于弥赛亚国度的教导之后，他们表达出来的对弥赛亚
国度的那份热情，就并不困难：
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
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他们
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
“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
这时候吗？”（徒 1：3，6）。
任何人，只要在“信耶稣就是必定会带来神的国的弥赛亚”
上受过耶稣训导，肯定都会觉得这个问题是自然且合理的。耶
稣没有做任何动摇他们复兴以色列国的信心的事情。然而，什
么时候会发生这件大事，却没有被启示：
“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
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徒 1：7）。耶稣自己
早先就曾承认，他不知道他回来的日期或时辰（可 13：32）。
“不多几日”，神的灵要浇灌下来，授以使徒们传道的使命（徒
1：5），但是神的国到来的时间无人知晓（徒 1：6，7）
。因此，
它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事件，同时这也证明神的国没有在五旬
节那天被创建。
使徒们在使徒行传 1 章 6 节中提出的关于复兴以色列国的
问题，确实证明了他们心中的弥赛亚盼望，这些盼望是他们跟
随耶稣三年半，外加他复活后 40 天的教导所灌输的，并且路加
告诉我们，在那 40 天期间，他们一直被传授“神国的事”
（徒
1：3）。圣经的弥赛亚式基督教与传统的无弥赛亚式信仰的冲突，
在使徒行传 1 章 6 节的评注上展现得最为清楚。使徒们的观念
有目共睹。他们关于复兴以色列国的问题显示出，他们全心期
盼着那个神权统治最终在地上建立起来。评注上说得很正确，
这将意味着人类的、灵的复苏，而这次复苏“在犹 太 人 中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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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知 盼 望 、末 世 盼 望 的 最 高 点 ”。44因而在基督徒中，它也应
该如此。
这个评注继续说，使徒们对于复兴以色列国的关切之心是
“以古老的、犹太人的弥赛亚盼望之语言表达出来的”。但这几
乎没有令人惊讶的地方。他们使用犹太人的弥赛亚盼望之语言，
是因为那就是他们的盼望！耶稣不曾做过任何摇动他们的旧约
弥赛亚盼望的事情。他的使命涉及的就是宣告弥赛亚国度，展
示它的能力，以及教导他的门徒，令其具备最高的属灵品格，
这样，他们就有可能在那个国度到来时有资格参与其中。要参
与“犹太人的弥赛亚国度”，就要达到很高的道德标准；倘若此
国度与此标准没有被分离，那么此国度不是别的，正是所有先
知的盼望，是耶稣全心全意支持的盼望。因此，轻蔑地说，门
徒们对于复兴的国度的盼望纯粹是“犹太人的”，有误导性。事
实上，从最严格的意义来讲，它也是基督徒的盼望，是使徒们
的盼望。它源于耶稣本人，他来是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
（罗 15：8）。
悲哀的是，在理解圣经基督教时，几乎所有评注家都会在
使徒行传 1 章 6 节这节关键的经文上出错。神的国的福音是耶
稣使命的核心（路 4：43 等），但既然他们没有认识到这福音，
他们也就以为使徒们用犹太的弥赛亚概念来理解这个国度是
错误的。45因而他们觉得必须得抨击使徒（暗暗地把教授他们大
量神国知识的耶稣也抨击了），责备他们紧紧抓住神的国的犹
44

《克拉伦登圣经·使徒行传》（The Clarendon Bible, Acts of the
Apostles）
，牛津（Oxford）
：牛津大学出版部（Clarendon Press）
，1923，
第 132 页。
45
一个引人注目的、反对圣经基督教的例子，是加尔文对这节经文
的评注：
“使徒们这个问题中的错误之处比问题所用的词语都多。”真正
的问题在于加尔文对弥赛亚国度的厌恶，而这个国度是耶稣的福音的核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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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式理解不放手。但他们却看不到，这种犹太式神国观念是耶
稣支持的旧约观念。当然，神的国并非只是一个政治性大事件，
且与人心中新的属灵层面的东西没有关联。我们也不是说神国
的灵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没有展现；事实上，基督徒所要经历
的属灵的转变必须发生在现在，而且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
激励基督徒在赛程中努力前进、持守忍耐的，则是参与未来弥
赛亚国度的前景。整个新约计划就建立在这个框架之内。与那
么多误解了耶稣的评注家不同，耶稣并不认为弥赛亚登基为王
时地上的新政治秩序有“粗糙拙劣”或者“犹太”之处。那是
显示给人的最高理想，而且它完全显示出神为人类所定的目标。
解经家们一贯倾向于谴责门徒们关注复兴的国度，这种倾
向说明了传统基督教对耶稣的犹太式弥赛亚信念的敌对态度。
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它不但影响到新约盼望的核心，而且还
影响到神的国的福音。新约需要以全新的态度来对待。弥赛亚
国度是耶稣所教导的一切的命脉；当评注家们放下他们对使徒
行传 1 章 6 节中使徒们的批判态度，并且与他们一同殷切地关
注弥赛亚国度的时候，支持上述说法的证据就会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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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在的时代
与即将到来的时代
新约所在的框架既是犹太式的，也是弥赛亚式的。所有奉
召为使徒的基督徒都有一个清楚明确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也
是耶稣所持的世界观。根据这种观念，各种事物现今的体系是
全然邪恶的。人类在宇宙邪恶力量牢牢的控制之下，要想最终
从其中被解救出来，只有通过神亲自的介入，到时候他会差派
他的儿子弥赛亚击败撒但和他的魔鬼。虽然单个信徒现在就有
可能从撒但遍布四处的暴政中被解放，但是整个世界仍然“卧
在那恶者手下”
（约一 5：19），他“是迷惑普天下的”
（启 12：
9）。
在保罗看来，弥赛亚在荣耀里降临之前我们所生活的这段
历史时期，是“罪恶的世代”
（加 1：4），受撒但主宰（林后 4：
4）。被造的万物都在痛苦呻吟，等候着不朽坏之民在大复活时
显现（罗 8：22，23）。的确，耶稣建立他的国度时那临到世界
的救恩，基督徒已经能够经历其中一部分。他们甚至现在就能
“脱离黑暗的权势，被迁到神的国里”
（西 1：13）。他们如今
是神的儿女，是从灵生的（约 3：3，5；雅 1：18；林后 6：
18）。但是我们一定不能受此误导，以为神的弥赛亚国度其实已
经到来，因为它的到来，只有等到弥赛亚破开云层，接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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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政体的统治之权的时候。46在那荣耀的日子到来以前，基督徒
都要祷告“愿你的国降临”，而且，如耶稣告诉我们的，只有当
那些与末期相关联的灾难性事情开始发生时，忠信的人才会知
道“神的国就要来临了”（路 21：31，好消息圣经）。
耶稣和使徒们都认为现在这世代受制于撒但的统治，并且
他们盼望着耶稣再临之后的未来时代，即神的国显露的未来时
代。把新约连贯紧凑地串起来的，正是这个简单的时间构架。
在人类事务中，神的一个设计精良的计划正在运行着，这使得
基督徒能够经受住迫害及试炼的考验，同时满心欢喜地盼望着
即将到来的神国时代的喜乐，到那时代，世界的弊病就会被治
愈，忠信之人将获得不朽坏之生命的奖赏。那时，不仅世界会
从撒但的咒诅下被拯救，而且忍耐到底的基督徒也会被授予要
职，在耶稣开创的弥赛亚政权下，参与社会的重建。新约中有
一个要在耶稣再临时达到的明确的目标，因此，磨难，甚至是
殉道，基督徒也能够因着摆在前面的极高的奖赏而欢欢喜喜地
忍受。
不论在新约的什么地方，基督徒的目标都是获得“永生”
（everlasting life）——或者说得确切点，我们的译本给我们如
此翻译。然而，学术界常常讲，上句所提的这个希腊语词语的
意思其实是“即将到来之时代的生命”47——它指的就是不朽坏
的生命以及未来国度之时代中的一席之地。犹太人向来将“这
个时代”与神的国之“未来时代”对比，且这种对比是圣经基
督教的基础。但是，旧式译本将希腊语单词“aion”
〔时代（age）〕

46

根据保罗同一封信的内容，承受这个国度是未来的事（西 3：24）
。
没有经文说基督徒已经“承受神的国”
。
47
例如，请参阅 C.K.巴雷特（C.K. Barrett）的《约翰福音》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John）
（伦敦：SPCK 出版社，1972）
：
“‘永生’（但 12：
2）的含义，拉比们表达为‘即将到来之时代的生命’
”（第 17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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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成“世界”
（world），结果就把这种对比给遮掩了。48这两
个时代，与常见的基督教用词“永生”，直译即“即将到来之时
代的生命”，表明了整个新约的根基，也就是弥赛亚信念。

48

参看 太 12：32；可 10：30；路 16：8；18：30；弗 1：21；来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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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宇宙中的争战
我们已经看过，耶稣讲，我们现在这邪恶的体系源于宇宙
中超级邪恶的个体，撒但，即魔鬼。魔鬼的行动，渗透社会的
方方面面，众多恶魔势力更是推波助澜，他们蒙蔽人心，带他
们远离能够救他们脱离撒但之蒙骗的真理，用狡诈的、颠覆性
的手段活动，以使救恩的信息晦暗不明。
就像新约作者们理解的那样，撒但控制性的影响力是宇宙
的事实。既然耶稣是弥赛亚，且必定要击败撒但以及他的使役，
那么显然，他就必须与邪恶势力做不懈的斗争。这种斗争新约
描述得很详细，它给我们展示出耶稣面临的接连不断的反对，
有魔鬼，有疾病，还有敌对的宗教或政治当权人士。在回顾耶
稣的传道工作时，约翰就把弥赛亚的使命总结为推翻魔鬼的作
为：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约一 3：8）
。49
弥赛亚胜利了，以他的生命为代价，战胜人类的头号仇敌。然
而，迄今为止，这仍是一场远未完成的胜利，因为约翰另外还
说，世界完全受那恶者掌控（约一 5：19）。好消息是，
“这世
界的神”，撒但（林后 4：4），只有短暂的时间继续他邪恶的作
为。弥赛亚的日子必定会到，那时魔鬼将会被彻底地拉下台（罗
16：20；启 20：1-6）
。然后神的国将遍及整个世界。

49

彼得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总结了耶稣的工作：
“神膏拿撒勒人耶稣。
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徒
10：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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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构成整个新约记载之基础的、简单的弥赛亚故事，
新约每卷书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诠释弥赛亚剧目的某一面。
而且它确实是一部剧。因为随着这个世界越来越邪恶，局势会
越来越紧张（“作恶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
提后 3：13），一直持续到最后弥赛亚突然闯入漫不经心的、不
敬虔的社会，而后以势不可挡的能力接管世界各国：
“主耶稣同
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
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帖后 1：7，8；太 24：37-39）。
这些是新约的事实，根本无可置辩。然而，有一个令人深
思的问题浮现出来：为什么那些自称为基督教的教会似乎是按
照一个完全不同的体系在运作——它们已明显地丢弃了新约
的世界观，包括它独特的、关于历史的思想体系，还有它对于
末了弥赛亚再次显现的、热烈的盼望？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是：一个似乎已经把基督耶稣所信、所教导之内容的弥赛亚骨
架给摒弃了的信仰体系，为什么还适合继续称之为“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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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代神学的反弥赛亚倾向
读一读当代“自由主义”神学家们的作品，你会被其轻慢
的态度深深一震——新约的很多弥赛亚信息或者被置之不理，
或者被贬低价值。关于弥赛亚，耶稣曾向法利赛人提问：
“你们
对基督的看法怎样？他是谁的子孙呢？”谈及这个问题时，J.A.T.
罗宾森（J.A.T. Robinson）指出，本来，
“它是一个犹太教的问题，
期待着犹太教的回答”，NEB（新英语圣经）将其翻译得很正确：
“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opinion）如何？”但是，这不仅仅
是一个犹太教的问题。如果它是由耶稣基督提问的，那么按照
定义，它不就是基督教的问题吗？如果问这个问题是要教给法
利赛人一个意义重大的功课的话，那么，难道它不应该也是要
教导我们基督徒什么才是耶稣最重视的吗？罗宾森认为，“基
督”
“严格地受历史和地域制约。它是犹太教的，而且是晚期犹
太教的”。50然而，希伯来书的基督教作者将弥赛亚思想追溯至
神与大卫订立的约上，作者假定，他的读者会了解先知拿单传
给大卫的应许，即他的一位卓越的后裔会继承其祖先的王位
（来 1：5；诗 2：7；撒下 7：14）。
同样地，诗篇 110 篇 1 节也是一节完全讲论弥赛亚的经文，
它是新约作者们一向最喜爱的经文，因为它清楚、简练地勾勒
了弥赛亚计划——弥赛亚现在与他的父待一段时间，同时等待
着他于“万物复兴时”回来开创神的国的伟大时刻（徒 2：34，
35；3：21）。新约作者认为耶稣就是基督；根据他们所言，在
50

《神的人类面孔》
，第 1 页，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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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生于伯利恒很久以前，神就已经讲到他了。摩西直接预言
了弥赛亚的出生，因为他写道：
“雅伟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
起一位先知像我”（申 18：15，使徒行传 3 章 22 节，7 章 37
节引述此节）。
为了淡化新约的弥赛亚信念，神学最常用的手法是这样一
个理论：“基督”（Christ）一词，“只有让它不再是一个头衔，
而变成一个人名时，它就在犹太教以外被人们广泛接受”。51现
在，如果人们说到基督教时指的是新约时期之后发展（确切说，
是退化）而来的基督教的话，那么上述情况可真就极其可悲地
成为事实了，然而，坚称“基督”一词在新约中不包含它浓重
的、公认的犹太教含义，就是毁坏使徒们所讲基督教的整个要
旨——耶稣确实是犹太圣经所期待的那位基督，他不但以此身
份行动过，而且，他必定还会以此身份行动。
神学家们甚至斗胆告诉我们，
“基督”是一个“耶稣本人不
52
喜悦”的称号， 但是，这有悖于明摆着的事实，即耶稣把认出
他是弥赛亚视为信仰上伟大的核心启示：
耶稣说：
“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
“你
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
“西门巴约拿，
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
天上的父指示的”（太 16：15-17）。
接下来耶稣批评彼得的，并不是他认出了耶稣是弥赛亚
（这可是来自神的神圣启示），而是他不愿意接受弥赛亚的荣
耀是要通过受苦和死亡才能成就的。
有时候，为了让我们相信耶稣更喜欢被认作“主”或者“神
的儿子”，学者们似乎努力地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弥赛亚头衔上
51
52

同上，第 9 页。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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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开：
“作为一个神学范畴，为了显出教会从耶稣身上所看到
的影响力和意义，‘弥赛亚’（Messiah），连同它的政治和末世
含义，很快就被取代了……‘基督’
（Christ）一词留存了下来，
成了一个可以与‘耶稣’互换的名字。”53
然而，
“弥赛亚”所带的政治和末世思想，在对观福音书关
于耶稣的记载中是再明显不过的。约翰福音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证明耶稣是弥赛亚，是以色列的王（约 20：31；1：41，49）。
在启示录中，耶稣以弥赛亚的身份，用全然弥赛亚的措辞对教
会讲话，他的犹太教弥赛亚信念是绝对清楚的，同样，以旧约
预言为基础的、对他带着大能壮观地回来在地球上施行统治的
整个描述，也绝对清楚（启 5：10；20：1-6；耶 23：5，6 等）。
我们必须认识到，大量加入教会的外邦人，并非毫不费力
地就抓住了信耶稣为弥赛亚是什么意思。然而，他们却很容易
接受某种像神一样的人物。使徒们还活着的时候，如果外邦人
在耶稣的弥赛亚教导这方面没有经过全面训导的话，他们是不
允许被接纳为教会成员的。可是，到了使徒后时代，单词“弥
赛亚”的含义逐渐地丢失了，从而信仰之中心人物的身份就变
得灰暗不明，并且被错解。54正是由于耶稣的弥赛亚信念丢失了，
才造成对圣经基督教的背弃，而且这种丢失，还致使那些没有
53

同上。

54

“基督”一词，是神所应许的王的头衔；里德博斯（Ridderbos）
注意到，保罗对该词的使用，从未丢失它这一公认特色：
“基督这个名称
在保罗的用法中似乎已经带上了专有名词的意味，但无论看起来其程度
有多深，这都不意味着此称号已经丢失了它公认的、历史的-古以色列的
含义”
〔
《保罗——他的神学纲要》
（Paul, An Outline of His Theology），伦
敦：SPCK 出版社，1977，第 51 页〕
。事实是，对于我们外邦人来说，
“基
督”可能确实像是一个专有名词。但是，为了理解新约，我们必须懂得
“基督”是一个头衔，属于所应许的大卫之子，他必定会在即将到来的
时代中建立他的世界性统治。如果人们读“基督”一词时用“弥赛亚”
来代替的话，新约的弥赛亚特色就能够重新被找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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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过圣经基督教训练的人对弥赛亚概念陌生起来。但是，把耶
稣弥赛亚身份的丢失归咎于新约基督徒，这是很不公平的，因
为对他们来说，认耶稣为犹太人所盼望的唯一的弥赛亚，是最
重要的、核心的信仰声明。缺少了这个核心信仰内容的任何言
行，都被看作是敌基督的：
“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
（约一 5：1）。
“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
这就是敌基督的”（约一 2：22）。
很清楚，信耶稣为所应许的弥赛亚，构成了整个使徒传教
活动的基础。它是将整个新约统一为一体的主题。所以，承认
外邦人在不理解耶稣之弥赛亚身份的情况下就被允准成为教
会成员，其实就是承认，教会没能理解基督教中心人物原本的
全部意义。55
当神学家们现在告诉我们说，
“基督”仅仅成了一个没有意
义的姓氏，并且丢失了它公认的希伯来含义的时候，他们是在
描述原信仰的丢失，而不是它合理的发展过程。事实上，那位
以色列的弥赛亚耶稣，对大部分神学家也没有多少吸引力，因
而他们讲述“除了一些非主流教派以外，弥赛亚信念已经死亡
了”的时候，他们没有表现出多少悲意。56
或许，这不过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新约基督教已经被
遮蔽了，只有少数人看得见它的光芒，这些人仍然相信耶稣是
55

在《新约神学词典》
（A Theological Word Book of the New Testament）
〔编辑：艾伦·理查森（Alan Richardson）
，SCM 出版社，1979，第 46
页〕中，J.Y.坎贝尔（J.Y. Campbell）说：
“在基督教的用法中，
‘基督’首
次带上了一种新的、不同的含义，直接变成了一个像‘耶稣’此名的一
个名字。
”然而他承认，倘若他真的给了“弥赛亚”一个全新的含义的话，
那么耶稣是不可能被理解的。我们的观点就是，
“弥赛亚”一词的含义的
丢失，意味着耶稣的身份的丢失。这便让出一条路来，使得一个与新约
不相容的、非弥赛亚的救主取代了真正的救主。
56
《神的人类面孔》
，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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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预言中的弥赛亚，是弥赛亚国度——那个依然等着弥赛亚
前来统治时在地球上建立起来的国度——的王。对那少数人来
说，如果说，
“愿你的国降临”这个恳求不是求弥赛亚的政权在
全世界建立，从而也不是求耶稣回来的话，那么，这个恳求的
含义就真的很难理解了。
既然如大家普遍所承认的，神的国是耶稣所有教导的支配
性思想，那我们就能看出，与神的国相关联的弥赛亚思想的丢
失，会带来多么致命的后果。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耶稣的教导
被重新解释，新解释就从耶稣的教导中删去其弥赛亚特性。然
而，这样的重新解释，除了是以非弥赛亚用语重写基督教以外，
还能是别的什么吗？还有，把弥赛亚和他的弥赛亚教导相分离
而引发的荒谬的矛盾，它又怎么可能避得开呢？一个本质的弥
赛亚特性已被挖空了的基督教，还能算得上是清晰可辨的使徒
们的信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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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诺斯底主义的影响
完全按照弥赛亚一词的圣经意义来信耶稣是弥赛亚，这一
点从根本上被偏离，其原因不难发现。那是受了诺斯底主义
（Gnosticism）的影响，该主义“讲了人类共通的某种东西，而
且实际上，它是把‘基督’从犹太教弥赛亚信念的狭隘禁锢中
释放出来的第一因素”。57圣经基督教所在的框架是犹太教的弥
赛亚框架，在使徒们奋力保护这个框架的过程中，他们不断抗
争的就是诺斯底主义的威胁。58诺斯底教徒的第一个攻击目标
是死人的复活；这种复活，对于使徒们来说，是指死去的忠信
之人活过来，获得不朽坏的生命。那是与弥赛亚归来建立他的
国度相关联的一个大事件。
“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各人
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
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林前 15：22，23）。
很不幸，在使徒们去世后的几个世纪中，这场保护死人复
活之纯正新约教义的斗争失败了。虽然教会斩钉截铁地宣称它
战胜了，但是，真正发生的事情是，它向诺斯底主义做出了部
分的妥协。存活下来的、关于死后生命的“基督教”教导，一
半归源于诺斯底主义，另一半归源于耶稣和使徒们的教导。根
据新约，死去的人现在是“睡着的”
（林前 15：18，20；帖前
5：10），在坟墓中，等待着耶稣回来的时候被唤醒，再次拥有
57

J.A.T.罗宾森，
《神的人类面孔》
，第 7 页。
例如，请参看提前 6：20；提后 2：18；林前 15：12：
“怎么在
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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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59就在那个时候，“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
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
（约 5：28，29）。这幅死去的
人通过末日复活而活过来的简单的图画，以希伯来的理解为基
础，这种理解把人类作为身心合一的一个个体来看待。整个人
死亡，整个人再活过来。所以，但以理书 12 章 2 节关于复活的
预言宣告“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
（“永生”直译为“即将到来的国度之时代中的生命”）。
现今很多教会中那被称作“复活”的，是迥然不同的东西，
带着诺斯底主义渗入原本信仰的痕迹。广受欢迎的信仰，因葬
礼上的讲道，以及人们从早期孩童时期就开始接受的思想灌输
而得以持续强化，它设想，死去的人作为脱离了躯体的灵魂已
经完完全全地活在天堂里，但这种思想，如许多来自各个宗派
的卓越的学者所指出的，对新约希伯来人作者来说，不但令他
们极为反感，而且是不可理解的。
（路加是唯一的外邦人作者，
但他浸透着希伯来人的思维方式。）传统教导的目标，无疑是要
用“已经去世的人没有真正死亡”这个信仰来安慰那些失去亲
友的人，但它却产生了毁灭性的后果，即：它降低了“将来死
人复活（以及新约关于未来的整个计划）”的重要性，令其成为
一个附加于信条末尾的、多余的附属物。原因如威廉·丁道尔
（William Tyndale）与罗马天主教辩论时所说，假如死去的人实
际上已经在天堂得到了他们的荣耀的话，那么将来死人复活有
什么意义呢？此外，我们必须再加上一句，弥赛亚回来时地上
的弥赛亚国度又有什么必要呢？圣经上，基督徒的目标聚焦于
耶稣回来施行统治，而一旦基督徒的目标偏离了这个焦点，那
么新约视角的丢失，就是在所难免的。为什么新约对未来的计
59

注意到殉道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于公元 150 年发出的警告，
意义非凡：
“如果你已经结识了一些人，他们被称作基督徒，但是不承认
复活的真理，并且胆大妄为地亵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说没有
死人复活，还说他们的灵魂在他们死的时候被带到天堂，你不要认为他
们是基督徒”
〔
《与特来弗对话录》
（Dialogue with Trypho），第 80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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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在信众身上产生的影响力如此之小？要看出其答案并不困
难。就是因为它不符合他们因所受教育而认定的、与死后生命
有关的基督教教导。回归圣经基督教，将意味着恢复基督教对
未来的盼望的支柱——死去的人（不仅仅是死亡的躯体）在耶
稣再临的时候复活。那些主持葬礼的人应该考虑一下 J.A.T.罗宾
森的论述：
我们整个西方传统已经想方设法地完全夸大了死
亡的意义。死亡及死亡的时刻受到了过度夸张的关注。
当新约的页面几乎还没干透的时候，它就开始了，而且
它是基督教思想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无声的革命之
一……我们整个教导和整个赞美诗学都认为，你死亡
的时候，你就会去天堂——当然，或者是，去地狱……
这种观点明显地与圣经所说的相矛盾……圣经没有一
处说过我们死亡的时候就会到天堂去，它也没有从“去
天堂”这一方面描述过死亡……卫斯理（Wesley）的话
“命约旦河窄窄的河流分开，带我们平平安安地到天
堂”没有圣经依据。60
只要传道人和教师们认识不到那将我们关于未来的观念
与使徒们关于未来的观念分开的鸿沟，那么，恢复使徒们的基
督教的工作就会受到阻挠。新约基督教所在的框架，已经让传
统给拆解了。重建新约框架，起点就是把耶稣复临（the Second
Advent）与随后在地上的神的国重新作为我们所有基督教思想
的焦点。没有这个清晰的神的国的预见（众所周知，这是所有
先知的预见），我们就无法懂得并回应耶稣和使徒们所教导的。

60

《论做世上的教会》
（On Being the Church in the World）
，SCM 出
版社，1960，第 129 页，第 130 页，第 1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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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派神学的任务是，必须清除异教的希腊哲学成分，它
已经篡夺了圣经原本的希伯来教导的位置。我们必须按照耶稣
和众先知定义神的国的方式来定义神的国，还有，对于弥赛亚
盼望，即未来弥赛亚在荣耀中降临，和平遍布全地的盼望，我
们必须抛弃我们那种外邦人的、本能的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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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去除圣经神话成分
摒弃传统，回归早期教会的简单教导，这应该是一件很有
吸引力的、激动人心的事情。在重新发现的过程中，你会体会
到兴奋不已的感觉，会与早期弥赛亚追随者产生一种认同感。
然而到目前为止，神学却一直试图将我们领往不同的方向。有
人争辩说，我们需要做的，是从新约中，把它的教导所含的、
那些与我们现代科学世界观不一致的东西拿走。说得更具体些，
就是新约中的“神话”，如童女生子、神迹、耶稣真实的复活以
及耶稣再临，都应该按照现代标准重新解释，这样的话，它们
就不会令那些对科学很敏锐的人感到不舒服了。
“去除圣经神话成分”的过程深入到哪个程度，因作者而
异，但他们的共通之处是，他们认为，以我们的智慧，我们根
本无法接受耶稣和早期教会所相信的。几乎可以肯定，神迹必
须被去除，或者说，至少很多神迹都得这样。余下的就可以“从
心理角度”来解释。复活，亦即耶稣在他死后真实地重现，还
有空着的坟墓，都要受到质疑，目的是看一看能否找到“更简
单的”解释。至于童女生子，那只是一种手法，用来表达耶稣
是独一无二的。它不能被看作是从生物学上精确地记载事实，
耶稣再临也不应该被认为是未来的真实事件。
令人惊讶的是，有人竟然会认为，基督教文献在遭受了这
样一个复杂的攻击后而残存的东西，还能被认出来是基督教的；
因为新约信仰的支柱都已经被除去了。或许，这恰如奥斯卡·王
尔德（Oscar Wilde）那句嘲讽的话，
“宗教上的真理，不过是得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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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存活的观点而已”。但事实上，真理，是耶稣与使徒们所信、
所教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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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福音主义
不含神的国的福音
福音派教堂信众已经看到，舍弃圣经，不把它作为基督教
信仰权威的终极来源，就是为宗教信仰的混乱无序打开了大门。
然而，有大量内容都不曾按照圣经被仔细地研究过，对于这些
内容，福音派却不愿意接受它们为圣经真理。宗教改革运动的
标语“唯独圣经”，可能常常是指唯独圣经的传统解释而已。路
德（Luther）和加尔文（Calvin）把他们自己的教义强加于圣经
之上。
61

这一点在福音派给福音所下的定义上表现得格外真实。
再一次，被丢弃的还是新约的弥赛亚信念。耶稣与使徒们宣讲
的福音，一直都是神的国的福音。62路加描述福音时的惯用表达
式极其重要，但是它几乎完全被忽略了。它阐明，信神的国及
耶稣的事，在洗礼之前是必不可少的（徒 8：12；19：8；28：
23，31）。耶稣正是把传讲那样的福音看作他的使命的根本基点
（路 4：43）。但是，传统基督教没能根据圣经的弥赛亚概念来
61

哥林多前书 15 章 1-4 节通常被用作支持经文，但是使徒行传 8
章 12 节，28 章 23 节、31 节，19 章 8 节以及 20 章 25 节这些补充性证
据却不被提及，它们表明，神的国一直都是使徒所传福音的中心。在哥
林多前书 15 章 1-4 节中，保罗关注了耶稣死亡与复活这一重要信息，
但他是将它作为“最重要的事当中的”
（希腊文是 en protois，第 3 节）
来传讲的。
62
太 4：23；24：14；路 4：43；徒 8：12；28：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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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神的国，这一点导致“信耶稣”这样一个不完整的福音取
代了原福音。神的国似乎已经从好消息中消失了。问题是，福
音与末世、与弥赛亚是紧密关联的，而丧失了这些关联的福音，
就不完全是耶稣及使徒们那样传讲的福音了。传统的“你死时
去天堂”，与耶稣再临时复活，获得神国里生命的新约盼望，两
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在新约，首先讲给听道者听的，就是
神的国的好消息：
“你们当悔改，信（关于神的国的）好消息”
（可 1：14，15）。他们要通过这个消息，明白神为我们这世界
的未来所定的目标。神计划派遣他的儿子在地上建立神的国。
他已经派遣他宣告那个好消息，派遣他施展神的国的大能来医
病，赶鬼。耶稣已被暂时带到他的父面前，做教会的大祭司。
我们所有人都是罪人，需要被宽恕，被救赎。神的儿子，
弥赛亚，以赛亚书 53 章所预言的受苦的仆人，为我们的罪死
亡。在他身上，我们能找到饶恕。弥赛亚也会通过他的知识使
人成义（赛 53：11）。63
耶稣教导，悔改以及罪的赦免，是接受他的神国福音的结
果（可 4：11，12）。弥赛亚耶稣在撒种比喻中给出了救赎福音
的典型展示，在比喻中，他声明，阻碍真心悔改以及随后之宽
恕的，是不懂或不接受耶稣的福音传道（“天国道理”，太 13：
19）或“即将到来之时代的道理”
（约 6：68，和合本译为“永
生之道”）的罪。同样地，在约翰福音 16 章 9 节中，不信耶稣，
被定义为罪。一定不能忘记，信耶稣就意味着，从他自己在马
可福音 1 章 14 节与 15 节中的总括语开始做起，信他所教导为
福音的所有内容。新约从头至尾都把信耶稣的信息作为得救的
必不可少的条件。同一个主题——与神和好（得称为义）依赖
于懂得并接受耶稣那样传讲的福音——在但以理书 12 章 3 节
63

译者注：我之义仆，将以其知识，俾（使）多人为义（赛 53：11，
文理本圣经）
。很多英语译本将这节经文中的希伯来语ב ַדעְּ ּתֹו译为“以他
ְּ
的知识”
（by his knowled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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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找到：
“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
耶稣非常喜欢这节经文，他在马太福音 13 章 43 节中引用了它，
其中，
“那使多人为义的”
（但 12：3），就是出现在未来神国里
的“义人”。
一旦人们理解了“神国的福音和耶稣的名”的本质事实（徒
8：12；28：23，31），他们就通过洗礼成为基督教团契的一员。
洗礼是我们委身于神和他的儿子的见证，洗礼之后，我们应该
用我们余下的生命在“恩典和知识”上长进（彼后 3：18），为
将来那大事件做准备，也就是为开创万物新秩序做准备。
在新约福音中，弥赛亚的死亡与复活是中心事实，除此以
外，耶稣再临及随后的国度也在福音的核心位置。不但神的国
被放在慕道者面前，要他们相信这个好消息（可 1：14，15），
而且，想要成为门徒的人也收到邀请，要他们准备好自己，当
弥赛亚回来统治时，在重建全地和平中身担治理之职。同时，
一个目标也确立下来，给整个基督徒之旅注入一种内聚力：
“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
得什么呢？”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
我的人，到复兴（Regeneration）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
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治理（govern）
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太 19：27，28）。
当人子……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太 25：31）。
我在磨炼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正如我父
与我立约将国赐给我一样，我也与你们立约，将国赐给
你们，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
宝座上，治理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路 22：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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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
给你们（路 12：32）。
他既得国回来……主人说：
“好，良善的仆人，你
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
（路 19：
15，17）。
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你们岂不知不义
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林前 6：2，9）。
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提后 2：12）。
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
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启 3：21）。
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作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
王权（启 5：10）。
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启 20：
4）。
它们着重强调未来的国度以及信徒的参与，但这种强调大
部分已经从我们现在的福音传道中消失了。新约对福音的展示
与当代福音展示之间所存在的差异，从杰出福音派人士的坦言
（前文引述）上能展现出来。他们坦率地承认，
“神的国”这一
用语在他们的讨论和福音传布中完全不存在，这令他们感到不
解。这是因为他们被一个柔化了的信仰版本给困住了，这个版
本从本质上讲是非弥赛亚的，而且它也没有抓住关于神的国的
好消息。
福音派的福音并不完全以圣经为基础，对于这个说法，福
音派人士可能会感到惊讶。他们可能会诉诸哥林多前书 15 章
1-4 节来证明，保罗对福音的三要素式概括，表达为耶稣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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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被埋葬以及复活。就其内容来说，确实如此，但是他们没
有仔细观察，保罗所传讲的这些事实，是“最重要的事当中的”
（amongst things of first importance）（林前 15：3）。它不是保
罗当作福音来传讲的全部内容，因为使徒行传坚决表明，保罗
传讲“神的国和耶稣的事”
（徒 28：23，31）
，64另外，如这些
经文所示，这个信息作为救恩的信息，传给了犹太人，同样也
传给了外邦人。在使徒行传 8 章 12 节，完全相同的表达描述
了腓利传道的情况：“及至他们信了腓利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
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
耶稣的死亡与复活是福音绝对不可或缺的成分，这一点显
而易见。但它们不是全部福音。当代福音小册和系统神学教材
的误导之处在于，救恩只是从耶稣的死亡与复活来解释，而耶
稣本人对神的国的传讲却被排除掉了。因此，福音主义把耶稣
与他自己所传讲的内容拆开了。它把耶稣从他历史性传道工作
的整个图画上切割下来，而在此传道过程中，耶稣以救赎的话
语教导救恩，并且此事发生在他为成就福音而死去这件事很久
以前。说福音的一半是耶稣的死亡，另一半是他的复活，这从
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这种分析直接就把弥赛亚所传讲的关于
神的国的福音，至关重要的救赎的福音，给略去了。耶稣的话
语是用来判定我们命运的标准（约 12：44-50；太 7：21-27）。
如果说，耶稣费尽心力所要成就的所有事，他曾用一言以蔽之，
那么，他的那一言即如上句所示。
在马可福音 8 章 35-38 节，耶稣把对他的福音和他的话语
的信念与信心列为得到救恩的唯一标准。得救，肯定需要信心，
但是信心，必须是对耶稣宣告为福音的所有内容的信心。弥赛

64

译者注：在和合本使徒行传 28 章 23 节与 31 节中，有两处“神
国的道”
，其中“的道”为增译内容，原文没有该词。新译本较为明了，
把它们译作“神的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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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反反复复地要求他的听众“听”他有什么话要说，而不是要
求他们单单看着他死。
很清楚，神的国是使徒们展示福音时所展示的第一项。这
几乎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耶稣一直都在宣讲神国的福音—
—况且，在他讲出任何与他为我们的罪死亡有关的事情很久以
前，他就是这么做的；等到他讲的时候，门徒们还不明白他所
说的！（路 18：31-34）。起初，神的国的主题是不可能包括耶
稣的死亡与复活的，注意到这一点，意义非凡。使徒们在对十
字架有所了解以前，他们就已经在宣讲神国的福音了。这就是
为什么在使徒行传中，路加要慎重措词，告诉我们，耶稣复活
后，使徒们传道工作的重心仍然是神的国，此外，他们才增添
了关于耶稣死亡的新信息，称作“耶稣之名的事情”
（the things
concerning his name）
（徒 8：12；28：23，31）。观察出以下这
一点极其重要：保罗把他整个传道工作叫做“宣扬神的国”
（徒
20：25，新译本圣经），正如耶稣把神国的福音看作他的使命的
基础（路 4：43）。但是，既然在国际福音传道会议上，当代福
音派人士承认“我们的语言中没有”神的国，65那么，他们能够
证实他们在忠实地践行使徒们的传道工作吗？如果神的国不
在他们的语言中的话，那么他们就没有传讲整个福音！
神的国从当代福音表述中消失不见，这是一个重大缺陷，
要把它修正过来，就只有重拾弥赛亚信息，就是重拾神将来通
过弥赛亚与他的跟从者们在地上施行统治的弥赛亚信息。不只
是神的国，还有耶稣的弥赛亚身份，都必须被放回基督教宣教
的中心位置。彼得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宣告不容许有任何的改
动，因为它是信仰的基石；
“神的儿子”的头衔，也绝不能脱离
它的圣经背景，以免它开始产生非圣经的含义。在圣经中，它
其实就是以诗篇 2 篇 7 节与撒母耳记下 7 章 14 节为基础的弥
赛亚头衔的扩展名。圣经中授予某人“神的儿子”的头衔，就
65

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
，洛桑世界福音会议，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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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誉称他为弥赛亚，即神独一无二的、特别膏立的代表。福
音派人士必须弥合“基督”与“神的儿子”两个头衔之间的差
异，这种差异是在圣经后时代，受了非弥赛亚基督教的影响而
出现的。要促进回归对神的儿子的正确理解，就要看路加福音
1 章 35 节的内容：通过神在马利亚子宫里超自然的创造，神的
儿子开始存在于世。
有句话说得极有智慧：
“带着对基督的错误信念敬拜基督，
就是敬拜假基督，不管我们以什么名称来称呼他；因为我们在
这样做的时候，我们错误地把他想象成与真正的他相迥异的形
象，想象成与圣经所显示的他相迥异的形象。”66一定要清楚，
一个被去掉神的国这个中心主题的福音（显然如当代福音传道
的情况），以及一个在身份上和角色上都不完全与圣经的弥赛
亚相符的耶稣，威胁着整个新约信仰结构。因此，那些追求通
过神的儿子弥赛亚，用心灵按真理（约 4：24，新译本圣经）
敬拜神的人，要批判性地谨慎查看被普遍接受的信仰体系和传
道体系。
我们的观点被三位卓越的圣经专家有力地表达出来。这三
位作者呼吁，要回到神的国上，将它作为所有福音传道的组织
中心：
汤姆·莱特（Tom Wright），世界最著名的当代基督教作者
之一，他说：
教会在使用福音书时，对福音书本身所说的、关于
耶稣生活的真实事件以及关于他宣讲神的国［救赎的
福音］的内容，没怎么理会……因此，事实上教会就干
坐在那里，却不关注它自己传统的核心部分，而这一部
66

R.A.科尔（R.A. Cole）
，
《丁道尔新约评注·马可福音》
（Tyndale N.T.
Commentary on Mark）
，校际出版社（Intervarsity Press）
，1961，第 1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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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倘若被仔细研究的话，或许有可能会给教会大大地
注入新的生命力，大大地改革教会……这必然需要从
第一世纪犹太教世界来理解福音书所说的关于耶稣的
内容，而不是从后来的出于虔诚（或不虔诚）的想象来
理解……满足于信仰一个非历史的基督，对我来说，似
乎……显然没有忠实于新约基督教。67
查尔斯·泰伯（Charles Taber）博士是世界宣教会（World
Mission）荣誉退休教授，曾执教于田纳西州（Tennessee）以马
内利福音布道学院（Emmanuel School of Evangelism）；在给《今
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杂志的一封信中，他写道：
我兴趣盎然地阅读了《今日基督教》中想要回答
“好消息是什么？”这个问题的 9 个表述。我既惊讶又
失望地发现，有一个主题甚至提都没提，它就是四福音
书中有三卷福音书都记载的耶稣之福音的核心：神的
国。这九个表述的每一个都反映出对福音的个人主义
的缩减，而这种缩减危害着美国福音派信仰。将一个人
对福音的理解建立在神的国上，除了符合圣经外，还会
绕开两个错误的进退维谷之困，它们已经困扰了神学
家们几个世纪，但其实是没有必要的。这两个困境是：
1）非此即彼——是个人的得救？还是整个体系的得救？
2）非此即彼——靠恩典？还是靠行为？一方面，神打
算将整个宇宙从败坏的捆绑中拯救出来；另一方面，一
个人要是没有尽心尽力行神的旨意的话，他又怎么能
够宣称得救了呢？
67

《耶稣与以色列的复兴》
（Jesus and the Restoration of Israel）
，第
2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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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瑞·伯治（Gary Burge）表达了他对耶稣本人的福音在当
今救恩说明中不存在的担忧；他的话引自《NIV 应用评注》
（NIV
Application Commentary ）〔“ 修 订 福 音 派 神 学 ”（ Revisioning
Evangelical Theology）〕：
“福音派神学（evangelical theology）试
图激发当代世界的想象，但是失败了。斯坦利·格兰兹（Stanley
Grenz）评论了失败的情况。他主张，神的国要成为新的组织中
心，组织我们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
当下“壮大”教会之举的结果令人大失所望，这个评论可
能刚好就是所需要的答案。事实是，新的归信者很少。所谓的
“壮大教会”，大多情况是从一个教会转到另一个教会，转到的
教会则本来就已经宣称是信徒。
为避免我们遭受指摘，嫌我们把我们的基本论点重复得太
多，我们就援用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忠告。
论到高效交流，他的建议如下：
“如果你要表达很重要的观点，
那就不要弄得很微妙，也不要用小聪明。要用打桩机。对准你
的观点重击。然后回来，再击一次。接下来再击第三次——狠
狠地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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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神秘宗教和解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在基督教与异教的神秘宗教（mystery
68
cults） 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点：“其中之一，它们都有某种
入教仪式。比如，在米特拉教（Mithraism），入教仪式与基督教
的一模一样，即洗礼。”69
阿提斯（Attis）是西布莉（Cybele）的年轻情人，在阿提斯
教中，有一庆典来庆祝拯救者（阿提斯）的死亡及他三天后的
复活。70这些并不是异教历法与传统基督教历法之间仅有的契
合点：
如果说复活节颇受西布莉的影响，那么圣诞节则
很大程度上源于米特拉（Mithras）
〔再加上古罗马的农
神节（Saturnalia），它是一个狂欢节，节日期间人们互
换礼物〕。虽然米特拉与太阳有关，但他却给基督教带
68

译者注：神秘宗教（mystery cult, mystery religion），指希腊-罗
马时期一些流行的宗教，有的源自更早的时代。这些宗教采用秘密的
入会仪式和宗教仪式，许多都充满暴力和纵欲狂欢。
69
迈克尔·阿恩海姆（Michael Arnheim）
，
《基督教是真的吗？》
（Is
Christianity True?）
，伦敦：达克沃斯出版社（Duckworth）
，1984，第 127
页。
（译者注：米特拉教，也称拜日教，崇拜太阳神米特拉。这种宗教崇
拜源自波斯，公元 1 世纪至公元 4 世纪间传至罗马帝国并迅速扩张，帝
国后期在罗马军队中广泛流行。
）
70
译者注：阿提斯与西布莉为弗里吉亚神祗，后来在希腊、罗马
及罗马诸省受到膜拜。阿提斯为丰饶之神，西布莉为众神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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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 12 月 25 日，让它成了圣诞节……此外，与耶稣相
似，米特拉的出生也被认为是神迹，也在婴儿时就吸引
了附近牧羊人的注意力。还有，米特拉教的宗教仪式中，
有一部分也是圣餐，就像基督教一样。但也许，基督教
与异教神秘宗教之间最重要的共有成分，是拯救的概
念。不管怎样讲，伊希斯（Isis），西布莉，还有米特拉，
他们全都被看作拯救者。71
不难看出，在没有受到正确引导的外邦信徒的头脑中，基
督教与神秘宗教是怎样被混为一谈的。用外邦人的术语来重新
解释弥赛亚的倾向，以及传统基督教中诺斯底主义的痕迹，都
说明基督教明显地与异教信仰和解了。一位受到广泛认可的信
义宗（Lutheran）学者的观点，应该受到特别关注：
早期教会的盼望集中在末日的复活上。首次唤起
死人进入永恒生命的就是这次复活（林前 15；腓 3：
20 及其后）。这次复活发生在人身上，而不仅仅是身体
上。保罗讲到复活时不是“身体的”复活，而是“死人
的”复活。这种对复活的理解，暗示了对死亡的理解，
就是说死亡影响的也是整个人……因此原本的圣经概
念已经被希腊的诺斯底二元论所代替。复活影响整个
人的新约概念，已经不得不给灵魂不死让路。末日也失
去了它的意义，因为最为重要的东西，在末日到来很久
以前，灵魂就已经收到了。末世的紧张感已经不再强烈
地指向耶稣再来的 那 一 日 。这 与 新 约 的 盼 望 相 差 甚

71

《基督教是真的吗？》，第 27 页。
（译者注：伊希斯，古埃及司
生育和繁殖的女神，受到西亚、希腊和罗马人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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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 。 72
诺曼·H.斯奈司（Norman H. Snaith），文科硕士，神学博士，
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重要信息。在他下面这番话中，他发出警
告，“官方”基督教的情况并不令人满意：
整个圣经，即新约和旧约，是以希伯来态度和方法
为基础的。我们坚决主张，这一点应该在更大程度上，
在各方人士中都被认识到。对我们来说，很清楚……基
督教神学与圣经神学之间一直存在巨大的差异。多少
世纪以来，圣经都根据希腊背景被阐释，甚至新约也是
在柏拉图（Plato）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基础上
被阐释的……我们认为，根据希腊哲学思想来重新阐
释圣经神学，不但在多个世纪中广泛流传，而且它处处
都对基督教信仰的本质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如果这
些判断是合理的，而且我们相信它们是合理的，那么天

主教（Catholic）神学和新教（Protestant）神学都没有以
圣经的神学为基础。两者都是被希腊思想所支配的基
督教神学。73
此外，耶稣与严格的圣经一神论（biblical monotheim）所
指的独一神（the One God）是什么关系，对于这样一个现在被
如此广泛讨论的、棘手的问题，那些追求使徒们纯正信仰的人，
都需要整个地仔细查验一番。值得注意的是，耶稣是神的儿子，
72

保罗·奥尔索斯（Paul Althaus）
，
《马丁·路德的神学》
（The Theology
of Martin Luther）
，费城：福特勒斯出版社，1966，第 413 页，第 414 页，
强调部分另加。
73
《旧约的独特思想》
（The Distinctive Ideas of the Old Testament）
，
纽约：肖肯出版公司（Schocken）
，1964，第 185 页，第 187 页，第 188
页，强调部分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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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弥赛亚，这一点对保罗（同样也对耶稣）来说，从一神论讲
并没有理论上的困难之处。只有当他是“子神”
（God the Son）
这种微微不同的说法被引入时，整个的三位一体的问题才出现。
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格变成肉身，这个已成型的教义，圣经中
有还是没有，现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会启发人做出深入思考。
福音派人士在草率地得出传统信条的圣经根据之前，他们应该
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讨论。74
对于那些不想如此详密地处理这个主题的人来说，研究一
下记载于马可福音 12 章 28-34 节耶稣那讲得很清楚的犹太教基督教信条，以及哥林多前书 8 章 4-6 节保罗那信条性的、关
于基督徒信的是什么的经典表述，这就足够了。他定义说，独
一的神与耶稣，也就是独一的主弥赛亚，是截然不同的；他的
定义我们应该特别留意：
“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有称
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
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弥赛亚。”
在传道使命结束时，保罗再一次申明使徒们的信条：
“只有
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弥赛
亚耶稣”（提前 2：5）
。75

74

例如，请参阅《基督论之形成》
（Christology in the Making），詹姆
斯·邓恩（James Dunn）
（伊德曼斯出版公司，1996）；
《神的人类面孔》
，
J.A.T. 罗宾森（SCM 出版社，1973）
，特别是第 5 章；
《神是灵》
（God as
Spirit）
，杰弗里·兰珀（Geoffrey Lampe）
（SCM 出版社，1977），第 5 章；
特别参阅《基督徒经历三一神》
（The Christian Experience of God as Trinity）
，
詹 姆 斯 ·P.麦 基 （ James P. Mackey）（ SCM 出 版 社 ， 1983）， 第 6
章：
“子之先存性的问题”
（The Problem of the Pre-existence of the Son）
。
75
译者注：和合本中“降世”二字是增译内容。为清楚起见，译
者附上汉语版新英语译本（CNET）对本节的翻译：“因为只有一位神，
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基督耶稣，他自己也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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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发人深思的经文揭示出，保罗与耶稣共同信仰的、犹
太教传统严格的一神论，保罗一刻都不曾抛弃过。基督教一神
论的独一神，是父。这是单一的（unitary）一神论，不是三位
一体的（Trinitarian）一神论，正如这么多当代学者都认识到的；
而约翰，与任何新约作者一样，也是这种一神论的见证人，不
偏左右（约 5：44；17：3）。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信耶稣
是弥赛亚（约 20：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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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给了我们一个从本质上讲非常简单的教会教义。那就
是继续聚集忠信的以色列会众，但现在这会众既有犹太人，也
有外邦人，他们享有同等的地位，都是属灵的“神的以色列民”
的一部分（加 6：16；腓 3：3）。这个团体的子民，用耶稣的
话说，“不属世界”（约 15：19）。他们要从世界中分别出来，
成为神的国的使者（林后 5：20），从而彰显神的圣洁，而神通
过圣灵启示他们。
传统基督教最难解、最麻烦的问题之一，是它没能实践出
耶稣向他的跟从者们所要求的行为上的高标准。这些标准在登
山宝训中讲得尤为清楚，在那里，耶稣教导了作门徒的要求。
耶稣命令基督徒，爱敌对他们的人，不要反抗恶人。当他们这
么做的时候，他们就遵从了一个新的标准：爱他们的敌人（太
5：38-48）。耶稣指出，在以前，恨以色列民族的敌人是合乎习
俗的事（但从来不允许恨以色列同胞）。然而，在基督教的道德
准则下，各种敌人，基督徒都要去爱，不要反抗。这个教导和
参与战争机器之间的对立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在现代环境中，
核武器不但威胁着参战人员的生命，同时也威胁着平民百姓的
生命，这些人中包括拥有同一信仰的信徒。在此情况下，即使
用上传统的正义战争理论，那也是完全不够的，哪怕它真能与
圣经协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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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基督徒群体应该因为将他们合为一体的那份爱而被
世界认出是耶稣的门徒：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
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约 13：35）。这是基督教的基本标志。
在这个被爱粘合的团体中，应该“不分希腊人、犹太人、
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
（西 3：11），以及——我们也许还要加上——“美国人、俄国
人、法国人”，只有基督是最重要的。这个教导第一个明显的含
义是，基督徒绝不能参与杀戮他们在其他国土上的弟兄，并且
因此，他们必须要把自己与暴力的使用分离，因为使用暴力，
不可避免地会使他们犯下流人血的罪，除了有他们敌人的血以
外，还有其他国家中他们基督徒同胞的血。实在令人难以接受
的是，基督徒竟然能认为他们可以继续盘算着大规模消灭他们
的属灵弟兄，就如二战中所发生的那样，无数德国信义宗基督
徒与英格兰的英国基督徒互相残杀。76唯一可行的、与耶稣的教
导相符的道路，就是“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
（林后 6：
17），保持以爱互相联结，这样，
“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
在坚持从这个形势中分别出来的这个新约范例的过程中，
基督徒将要忠于他们使者的身份，居住在“外邦的”、敌对的世
76

英国国教（the Church of England）一位副主教看出，基督徒互相
残杀，是不符合圣经的：
“在基督徒团契中，基督徒应该以基督对每个人
的爱那样的爱而彼此连结。这是新诫命；对它的服从就是向世界出示的
证据，证明真正的门徒身份……这是为使他的教会成为一体而提出的爱
的品质。但是，还能有什么事比基督徒应该向基督徒开战更彻底地与这
种理想相矛盾的吗？……例如，当英国与美国基督徒承认他们扔下了那
颗造成他们身在长崎的基督徒同胞身体与灵魂双重死伤的原子弹时，有
哪个不在疯人院的正常人能说，这种行为堪称向世界出示的‘证据’，证
明在基督徒团契中，他们以基督对每个人的爱那样的爱而彼此连结呢？”
〔珀西·哈特希尔（Percy Harthill）
，《战争，团契精神与基督教信仰》
（War, Communism and the Christian Faith），詹姆斯·克拉克出版公司
（James Clarke and Co.）
，未注明出版日期，第 47-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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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中，然后，他们将作为由神的国所统治的群体，为耶稣回来
统治时临到这个地球的、全世界范围的和平作证。
基督徒回到“寄居的”身份，寄居在一个邪恶的世界中，
这将会显示出重要的圣经真理，即信徒是真正的“亚伯拉罕的
后裔”
（加 3：29）。神应许亚伯拉罕，他不但会得到土地，还
会得到一位特别的后裔，基督（加 3：16）。那一位后裔，亦即
弥赛亚，会招纳所有真信徒。所以，永远拥有土地的应许（创
13：15；17：8）
，是给亚伯拉罕的产业，也是给基督与圣徒的
产业：“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太 5：5）。
土地的应许，像一条金线贯穿旧约，进入新约后，它就是所应
许的、建立在世界上或土地上的未来神国的产业（比较 启 5：
10；诗 37：11）。
先祖们身为“侨民”居住在应许之地（来 11：9），他们死
的时候，还没有得到应许之地（来 11：13，39）。只有通过基
督回来时的复活，各个时代的忠信之人，就是那些有“亚伯拉
罕之信的”
（罗 4：16）
，才能获得所应许的土地的产业，即神
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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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前进的巨大障碍
接受我们所提出的，困难并不在于所讨论之主题的复杂性，
而在于人们一成不变的态度，在这种态度的影响下，
“我们一直
就是这么信的”，牢牢地控制着真诚的信众的思想。如果不“像
小孩子那样”去接受圣经的基督教，那它就无法产生广泛的影
响力。圣经的基督教，就是相信且臣服于父，以他为“独一的
真神”
（约 17：3），同时臣服于耶稣，以他为弥赛亚，他宣讲
了神国的救赎福音，为世界的罪而死，他现在是大祭司，就是
那些从各国被吸引而来的他的子民的大祭司。他将会回来，招
聚他的跟从者们进入那在地球上创立的国度。
“去除弥赛亚化”
的信仰版本已被广泛地、不加批判地接受，并且存在已久，而
正是它，才使得我们很难丢弃那些被我们所珍视的思想。但是，
特别对于福音派人士来说，回到圣经，开始以宣讲“神国的福
音和耶稣的名”
（徒 8：12；28：23，31；路 4：43）为首要的
事，这项任务应该是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的。
之所以要求无条件折服于圣经中使徒们的教导，是因为信
众已经不知不觉地接纳了大量圣经后希腊神学理论，此理论不
属于使徒们教导的内容，并且与他们所教导的格格不入。当然，
这个问题并不是首次提出，但它目前还没有受到广泛关注。一
位久负盛名的牛津学者于 1889 年写道：
我大胆地说，我已经证明，有时被称作基督教教义
的很大一部分，以及已经在基督教教会中广泛传播并
持续传播的很多用法，其实是希腊学说和希腊用法，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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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早期基督教的影响下变了形式，变了外貌而已，
但本质上仍然是希腊的……有些现象展现在我们面前，
进入我们的视野，让我们不注意都不行，它们形成的问
题就是：这些希腊元素与基督教自身的本质是什么关
系？这个问题极其重要，重要得几乎再怎么说都不为
过。77
如果，如我们所说，希腊思想已经扭曲了我们对“基督”
含义的理解，扭曲了我们对他神国福音的理解，那么，不管是
从个人层面，还是从家庭以及教会层面上，彻彻底底地重新研
究信仰的这些中心基石，就再没有什么事能比这更重要了。为
促进我们清除信仰体系中原本不属于基督教的东西，我们还应
该记住一位英国神学家的警告：
当希伯来思想被取代，希腊思想和罗马思想开始
主宰教会的观念时，一场灾难就发生了，而且我们从未
从其中恢复过来，无论是在教义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
如果说，在今日，一个福音传道的伟大时代就要来临了，
那我们就再一次需要犹太人。78
说确切些，我们需要犹太人耶稣，以色列的弥赛亚，世界
的救赎者；我们相信，他已经被一个外邦的“耶稣”给遮蔽，
或者说是给取代了。
奥尔加·莱弗托夫（Olga Levertoff）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教会必须回溯她的足迹，重新找回古代以色列革
77

埃德温·哈奇（Edwin Hatch）
，
《希腊思想对基督教的影响》
（The
Influence of Greek Ideas on Christianity）
，皮博迪（Peabody），马萨诸塞州
（MA）
：亨德森出版社（Henderson）
，1995，第 350-351 页。
78
卡农·H.高治（Canon H. Goudge）
，
《犹太教与基督教论集》
（Essays
on Judaism and Christianity）
，希尔斯出版社（Shears and Sons）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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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领袖们的先知精神。她必须甘愿放手很多历史悠久
的东西，或荣享的特权。
“回到第一世纪的教会”必须
成为她的标语——这实际上意味着回到犹太式的基督
教。79
这当然不是说要回到犹太教，而是要回到正宗的、耶稣与
保罗的基督教，这个基督教的中心是，信耶稣是希伯来之盼望
中的主弥赛亚，信弥赛亚国度，也就是当耶稣再来时，他和同
他一起的跟从者们将要在全地治理的弥赛亚国度。
新约从头到尾都假定，一方面，基督徒会很熟悉旧约，尤
其是众先知的信息与预言，另一方面，旧约的权威性以及耶稣
与使徒们的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人们普遍背离这个基督教视
角，很快就导致了宗教的混乱无序。
尽管新约以希腊语写成，但是它的主宰思想是希伯来的，
源自旧约，而且它伟大的中心主题是关于神的国——通过所应
许的弥赛亚耶稣的工作而实现的神的国——的好消息。如果这
些基本原则没有构成一个神学体系的基本成分，那么该神学就
不能宣称为使徒们的神学 。 一 旦 神 的 国 按 照 “ 社 会 福 音 ”
（ social gospel）80“被重新阐释”，或者被简单解释成一个“在
心中”的国度，又或者被解释成死亡时的“天堂”，一旦它所关
联的未来历史上的大灾难之末世含义被丢弃，那我们就没有权
力把它等同于耶稣和使徒们的教导。换句话说，如果耶稣再临
与随后在地上的国度没有同他的复活一样处于基督教思想的
79

《在基督教社会秩序中的犹太人》
（The Jews in a Christian Social
Order）
，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42。
80
译者注：社会福音，指北美基督教教会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初的神学运动，这场运动尝试以圣经原则解决社会问题，尤其是社会
公平问题，如贫困、犯罪、种族歧视、童工等。在神学思想上，倡导
社会福音者尝试实施马太福音 6 章 10 节中的主祷文：“愿你的国降
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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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位置，那我们就必须承认，弥赛亚计划必不可少的成分已
经丢失了。历史的弥赛亚回来，更新世界，这个盼望，我们必
须恢复并持守住，以防各种各样本质上是诺斯底主义的手段把
它去掉，或者把它的圣经含义清空。众所周知，神学家们已经
采用了各种想象得到的手法，来消除耶稣再临，以及在此之后
的神的国。这个国已经被当成“诗歌”而束之高阁了，或者是，
详细描述它的经文被反驳说，它们不能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
从而将其消散于无形之中。这是神学研究之怯懦的一种表现形
式。此时，我们不应该继续在耶稣“实实在在”的弥赛亚式话
语面前退缩，反而应该欣然接受它们，并感谢它们给我们一份
世界和平的盼望。
对简单明了的语言躲躲闪闪，就相当于拒绝听从“神的话”，
拒绝听从福音（路 5：1；8：11）以及新生命的种子（太 13：
19；彼前 1：23-25）。我们不敢重写基督教信仰以适合我们自
己。作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
（犹 3）而留存的文字，不但
记录了神的儿子独有的 生命开端（太 1：18，20；路 1：35；
徒 13：33），他死后又复活，而且记录了我们必定复活的应许，
即：当耶稣回来开创一个把撒但驱逐了的历史新纪元时，我们
就会复活。对于我们这陷在罪里的世界，还有什么能比这些事
的意义更加重大呢？还有，在地上即将到来的神的国度之新社
会中，基督徒要参与重组人类；与此相比，我们还能设想出什
么样更伟大，同时又更令人谦卑的特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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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中的预言
新约中受批判之损害最多的，就是那些讲论未来预言的内
容。由此而产生的混乱与矛盾，在权威评注中可以看出来。在
马太福音 24 章（平行经文为马可福音 13 章和路加福音 21 章），
耶稣直截了当地讲述了他回来开创神的国之前要发生的事情。
如耶稣所说，他的讲述以启示给但以理的预言为基础，并且它
条理清楚地描述了临近耶稣再次显现时，现在这邪恶世代的最
后阶段。显然，耶稣相信，但以理书含有关于遥远未来的信息，
因而他教导他的跟从者们去查阅但以理书的话语，以理解他自
己对未来的观点：
“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
81
的’，站在圣地 （读这经的人须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
当逃到山上”（太 24：15，16）。
“预言”这个概念，很多学术研究似乎都觉得无法接受。82要
是有人认为耶稣有可能讲出了他的时代之后至少 1900 年所要
81

马可福音（13：14）的记载是，
“站在他不当站的地方”，这指的
是敌基督个人。
82
比较乔伊斯·鲍德温（Joyce Baldwin）的评论：
“说到将预言当作
预言来看，教会已经失去了它的气魄。一种世俗的、理性主义的人文思
想已经侵入基督教思想，以致于所有宣称在圣经中看到任何略略讲到未
来事件的内容的说法，都会被抹上几分嘲笑的色彩”
〔《丁道尔评注·但
以理书》
（Tyndale Commentary on Daniel）
，校际出版社，1978，第 184
页，第 185 页〕
。帖撒罗尼迦后书 2 章 4 节中，保罗清楚地将但以理书
11 章 36 节应用于未来的敌基督身上，但是，当评注家们拒绝跟从保罗
这一思想时，很难看出，在理解旧约预言性的经文上，如何能产生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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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事情，那他们就太天真了，然后诸如“病态的好奇”之
类的用词就会被扔向他们，说他们把圣经当作“占星术”来预
言未来。或许可以承认，耶稣预见了公元 70 年时耶路撒冷的毁
灭（尽管门徒们可能是在这件事发生后才写出这“预言”的！），
但是，要说耶稣可能知道第一世纪之后的未来，评注家们似乎
就认为难以置信了。评注家们倾向于强行把圣经预言纳入已经
发生的历史中，而不接受它们是尚未发生的事情，这种倾向已
经对关于预言的整个研究产生了不良影响。
为什么神就不可以将未来的奥秘赐给他的儿子，再通过他
赐给他忠信的教会呢？很明显，耶稣想让他的跟从者们洞悉未
来的事情，因为当他们问到他降临及末期到来前有何预兆时，
他直接做了回答（太 24：3）。就在这个对话中，他随后清清楚
楚地说：“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太 24：25）。
耶稣所给的回答，假定读者会了解但以理关于基督教最后
的敌人——敌基督——的预言，他将在耶路撒冷自命为神所立
的权威。他会被毁灭于归来的弥赛亚手中。耶稣所描述的对未
来的安排，是一套简单的方案。一个“行毁坏可憎的”
（马可使
用的阳性分词“站”指向一个人，可 13：14）会出现，但以理
先前已经预见了他（太 24：15），他会站在耶路撒冷的圣地。
这将提示居住在犹太的基督徒，要他们“逃到山上”，因为在此
之后将会有一段前所未有的痛苦时期，耶稣将其描述为“大灾
难”
（太 24：21）。耶稣讲了具体细节，并发出警告，要教会逃

在《旧约文库》
（Old Testament Library）
（SCM 出版社，1965，第 169 页）
系列丛书中，诺曼·波蒂厄斯（Norman Porteous）关于但以理书的评注
声称，
“从但以理书 11 章 36 节来看敌基督，没有神学价值”
。但保罗显
然从此处看敌基督。而且耶稣在但以理书 11 章 31 节看到了一场世界末
期事件（太 24：15）
。学者们视自己比耶稣和保罗聪明，这真是一种悲
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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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以躲避“那行毁坏可憎的”出现时所引发的可怕的艰难时
期。

紧随这段极度困难时期之后（太 24：29），天空中会发生
宇宙的各种异变，然后弥赛亚就会在云中显现，招聚他所拣选
的子民进入神的国（太 24：30，31）
。如路加所说：
“你们看见
［耶稣再临前的这些灾难性事情发生］，也应该知道神的国近
了”
（路 21：31）。这节极其重要的经文是提供给我们的无数证
据之一，证明神的国的到来，是耶稣将来再临之后的事情。应
该非常明显，耶稣不是在谈论公元 70 年的事情，因为紧跟着，
耶稣没有再临！
就像耶稣说的，他预言性的话语是以公元前 6 世纪时赐给
但以理的启示为基础的。当所有的资料，连同以赛亚书中备受
忽视的平行材料，都被汇集到一起时，它们就形成了一个统一
体，而且展现出一幅连贯的关于未来的图画——一幅迫近耶稣
再临时中东地区的图画。同样的主题，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
2 章也讲到了，在那里，为了抵挡那些图谋迷惑教会的敌对诡
计的威胁，他重申了耶稣所讲事件的顺序。保罗预见了对神的
背弃——一种背叛——引向敌基督的到来与统治，而在此之后，
是基督在荣耀中显现，毁灭最后的敌人，招聚忠信之人，建立
神的国（参看 帖后 2：1-12）。
为我们保存下来的、耶稣的橄榄山讲论（Olivet discourse）
的内容，是他弥赛亚观念最重要的部分。想要把它与他其他的
教导分离，但却不严重扭曲他根源于旧约的（基督教）犹太教
信仰，这是不可能的事。这包括认识到神通过但以理启示出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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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耶稣再临时的未来情形。83但以理书有很大一部分描述了最
后的敌基督；至于这个人物，公元前 2 世纪的安提阿哥·伊皮
法尼斯（Antiochus Epiphanes）只是预表了他的样子而已。明显
地，耶稣相信——他的跟从者们也必须相信——旧约中的“敌
基督”安提阿哥，为将来更为邪恶的人物提供了“典型的”基
本形象，此人有一天会危害圣徒，并冒充基督。同耶稣一样，
保罗极其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一切，而且他不断地把它讲给教会
（“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
吗？” 帖后 2：5）。
保罗在敌基督，也就是大罪人身上，看到他会丑恶地、拙
劣地模仿归来的弥赛亚本人。在这位使徒看来，唯一能保证不
被这个假弥赛亚蒙骗的方法就是，在神启示的真理上，即神在
耶稣身上、在圣经中启示的真理上，进行全面深入的训练（帖
后 2：7-10）。他进一步说，敌基督本人的到来会场面盛大，像
是“基督复临”
（帖后 2：9）。这便是撒但欺骗活动的巧妙之处。
这场假造的复临会模仿弥赛亚本人荣耀的显现，它的手法颇为
令人眼花缭乱。它是通过模仿的手段来实施反对行动，对于那
些不能辨别真理与虚谎的人来说，最后就会以悲剧收场（帖后
2：10-12）。
这一切是新约对未来的最基本的态度，但是，教会普遍忽
略新约的弥赛亚信念，因此这一切就被教会很不合理地丢弃了。
基督教关于未来的基本教导在新约各处都找得出来，恢复此教
导，对于重新燃起对圣经基督教的兴趣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83

把理解但以理书的信息作为理解耶稣的教导的基础，这一点的重
要性，无论怎样强调，几乎都不过分。
“在旧约所有书卷中，但以理书……
对新约总体而言，意义最为重大”
〔H.C.纪（H.C. Kee）
，
《新时代的团契》
（The Community of the New Age）
，默塞尔大学出版社（Mercer University
Press）
，1983，第 4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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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耶稣、保罗还有约翰来说，敌基督的主题是重要至极
的，这么说一点都不夸张。他们和路加都是使徒式信仰最重要
的见证人。我们已经看过，耶稣让他的门徒们去查阅但以理的
预言。在但以理书 7 章、8 章、9 章、11 章及 12 章，但以理预
先看到一位凶恶暴君的兴起与统治，他是忠信之人的主要迫害
者，他恐怖的统治期将持续一个“七年之期”
（加百列启示的七
十个“七”的最后一个“七”，但 9：24-27），此事就发生于耶
稣在荣耀中降临的紧前面。耶稣认为这最后的“七”将在未来
出现，这一点从他说的话可以看出来；他说，但以理的“可憎
的”，就是那在七年内肆意行动的（但 9：26，27），会在将来
迫近他再临的时候出现（太 24：15，29，30）。
耶稣让我们查阅的信息在但以理书 8 章 13 节，
9 章 26 节、
27 节，11 章 31 节，12 章 11 节和前后经文中可以找得到。在
这些经文中，有一个可憎的人物，他发动毁灭性的战争，又破
坏已恢复的圣殿体制，他会在“洪水”
（但 9：26；11：45）或
大灾变中来到他的终局，这“洪水”与灾变就是由耶稣“在火
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福音的人”
（帖后 1：
7，8）而陡然间引发的。这事件与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 2 章
8 节对敌基督之灭亡的描述是一致的。从那可憎的暴君在圣地
被设立的时刻算起，将要经历 3 年半的时间（但 12：7，11），
也就是加百列在但以理书 9 章 26 节和 27 节中所宣最后一个
“七”的后一半时间。启示录将相同的 3 年半之期与“兽”的
末世统治联系起来（启 13：5；比较 11：2，3；12：6，14）。
耶稣在马太福音 24 章 15 节中给我们指出但以理书的相关
经文，对它们的研究表明，一个“卑鄙的人”
（但 11：21 及其
后）必在中东兴起——有可能是在叙利亚或伊拉克地区（在以
赛亚书 11 章 4 节，此人被描述为亚述人；比较 帖后 2：8；弥
5：6；赛 30：27-33）——他必讨好以色列人，但之后又会突
然攻击他们和基督徒，做最后的挣扎，要在耶路撒冷掌握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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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权。耶稣专门提到这些事件的顺序，它们就发生于临近他回
来的时候（太 24：29）
，在但以理的记述中，它们发生于临近
死去的忠信之人复活的时候（但 12：1，2）。因此，但以理给
我们的材料，与耶稣本人对它的详解是一致的。他和但以理都
描述到，在末期就要到来的时候，会有一段空前绝后的艰难时
期（但 12：1；太 24：21）。死人复活（但 12：2）及耶稣归
来（太 24：30，31），标志着大艰难的终结（如圣经其他地方
所说）。耶稣展现的计划，与保罗关于已去世忠信之人“复活”
时刻的清楚说法是和谐统一的，当然，这同时也意味着忠信之
人在将来的那一刻之前都是死亡着的（林前 15：22）。耶稣将
来再临时复活死人这个简单的计划，和死人已经活着与他同在
天堂的传统观念，无法统一。圣徒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只有通
过耶稣复临时的复活才能实现（帖前 4：17；5：10）。
在启示录中，但以理与耶稣的预言被进一步详细阐述。敌
基督最后 3 年半那危急的统治时期，以但以理书 9 章 26 节、
27 节，7 章 25 节，12 章 7 节及 11 节为基础，再一次，耶稣认
为这段时期出现在未来（启 13：5），此外，当弥赛亚到来，
“世
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他的弥赛亚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启 11：15）的时候，这段时期就结束了。接下来，是令人期
待已久的、弥赛亚与他的圣徒的统治，这些圣徒“都复活了，
与弥赛亚一同作王一千年”（启 20：4）。
评注家们试图去掉这未来的弥赛亚国度，他们采用的那些
手法，在错误处理圣经话语的整个历史中，是毁灭性最大的。
先前被斩头的圣徒复活，与耶稣共同统治（启 20：4），当然只
能是指死去的人真正地复活。它肯定不可能是在描述基督徒现
在的归信！然而，这是自奥古斯丁以来的传统观念，84但另一方
面，它也是传统基督教整个反弥赛亚倾向的见证。

84

这种观点被称为无千禧年主义（amillennialis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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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次的复活”
（启 20：5），描述了那些活过来以成为
“神和弥赛亚的祭司，并要与弥赛亚一同作王一千年”
（启 20：
6）的人所领受的祝福，这次复活发生于约翰在启示录里看到的
耶稣再临之后。事件的顺序，刚好就是我们从保罗在哥林多前
书 15 章 22 节与 23 节所给次序中看出来的。通过大复活而被
复活之后，忠信之人就按照耶稣在那些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经文
中所应许的，开始与弥赛亚共同统治。85
但以理、以赛亚、保罗的预言，还有耶稣自己在福音和启
示录中的预言，仔细核对一下它们提供的大量资料，我们就能
看到一幅非常详细的图画，展现出弥赛亚归来前在以色列地区
要发生的事件。在帖撒罗尼迦后书 2 章，保罗关于敌基督的陈
述引用了以赛亚书 11 章 4 节，但这一点已被大大地忽略了。
这节经文所指的是世界末了的一个亚述人，以赛亚书 30 章 27
节至 32 章 4 节以弥赛亚为背景，对此人做了进一步描述；至
于此人，
“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
（帖后 2：8）。最后那“北方王”
（但 11），明显是指亚述的统
86
治者， 他将要出现在先前由亚述帝国和巴比伦帝国所占有的
领地上。看来，圣经预料敌基督就兴起于那片区域；有可能但
以理书整个 11 章，即从第 5 节起，都是预言从我们现在这时
期看仍属未来的事。作为历史来看的话，那段经文有时候不但
很粗略，而且很不规律，此外，把它与公元前 4 世纪至公元前
2 世纪之间叙利亚国先后那几代帝王相比，尽管两者之间有一
些相似之处，但并不完全相符。但以理书 11 章 5 节至 12 章 3
节的叙述，读起来是一个连贯的整体，其中很多内容都没有与
之相符的历史事实，而其余内容也只是部分地实现而已。在但
以理书 10 章至 12 章中给但以理的启示，向他显明了“本国之
85

太 19：28；路 22：28-30；启 2：26；3：21；5：10。
圣经中，
“亚述王”可能会委任一位玛代族的统治者（参看 拉 6：
22）
。玛代人视他们为亚述人的继任者。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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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日后［即：临近弥赛亚国度的日子］必遭遇的事，因为这异
象关乎后来的许多日子”
（10：14）
。耶稣告诫过，要阅读并理
解但以理书，那么给但以理的这个大启示，所有那些认真对待
耶稣之告诫的人，都应该珍视它。
（参看但以理书 10 章 14 节，
以及耶稣在马太福音 24 章 15 节的教导。）
很清楚，这个预言是给教会的，为了在弥赛亚回来之前最
后那些困难的日子中安慰他们。耶稣讲到但以理书 9 章 27 节、
11 章 31 节以及 12 章 11 节（比较 8：13）中“那行毁坏可憎
的”，他这么做，将我们的注意力指向这些经文所在的整个上下
文。这正是新约的手法。
“当新约引用简短的旧约经文时，它常
常含带着指引文的整个上下文。”87
耶稣与保罗非常关注（他们眼中的）耶稣再临之前那段遥
远的未来，但涉及到这一点时，
“学术研究”一直不愿意严格听
从耶稣和保罗。然而，我们没有合理的理由说，对待耶稣在马
太福音 24 章所给未来事件之预言的态度，可以不用像——比
个例子——对待登山宝训那么认真。
“神学”似乎已尽其所能，
要把耶稣与橄榄山讲论所含的被认为“不合适的”教导分开。
然而，新约展现的神的儿子的权威性，在他对未来的预言上，
与在他所提的基本道德要求上，是一样的。所有内容都反映出
弥赛亚的弥赛亚观念及弥赛亚信念。新约的每一块信息都是必
需的，为给我们一幅全面的图画，来展现历史上的耶稣与信仰
上的耶稣。
所以说，除非教会向它们的成员及世界传递耶稣所教导的
全部内容，否则，它们无权声称代表耶稣的思想。88清楚无疑，
87

D.A.卡森（D.A. Carson）
，
《释经者的圣经评注·马太福音》
（Expositor’
s Bible Commentary on Matthew）
，宗德凡出版社（Zondervan）
，1984，
第 205 页。
88
詹姆斯·巴尔（James Barr）评论到，
“传统的正统信仰是‘挑三
嫌四’的典型，对于其他思想中它所强烈反对的东西，它都嫌这嫌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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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基督徒实际上忽略或压制了这教导的主要部分。 89教会选
择性地处理圣经记载，它们似乎只认可传统所允许的东西。耶
稣所教导内容的其余部分，有很多都被认为是“犹太的”或是
“不属灵的”，从而被搁置一旁。传统神学中一直存在着一丝反
犹太特征。被茫然不解的外邦评注损害得如此严重的，正是耶
稣基督的（因而按定义来说也是基督教的）弥赛亚信念。
这种试图弱化新约及旧约先知书之弥赛亚信念，并使其更
令人满意些、更“宗教”些、更“属灵”些的，令人遗憾的反
弥赛亚倾向，源自于新教改革家们不相信耶稣的话，尤其是启
示录中的话。
路德在他的新约译本（1522）的序言中表达出对启
示录强烈的厌恶，声称对他来说这卷书无论怎么看都

事实上，
‘自由’
（liberal）神学强调（比如）神的国，这一点，在遵从正
典福音内容上，要忠实得多”
〔
《圣经：正典，权威，鉴别学》
（Holy Scripture:
Canon, Authority, Criticism）
，费城：威斯敏斯特出版社（Westminster Press）
，
1983，第 40 页〕
。遗憾的是，
“自由主义者”理解神的国时与耶稣完全
不同。布尔特曼（Bultmann）弃绝了新约对于未来的整个盼望，大笔一
挥就取消了未来的神的国：
“我们不该再去寻求人子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也不该再去追求忠信之人与他在空中相见的盼望”〔《福音布道与神话》
（Kerygma and Myth）
，纽约：哈珀&罗出版公司（Harper and Row）
，1961，
第 4 页〕
。
89
在 1926 年，
威廉·
坦普尔
（William Temple），坎特伯雷
（Canterbury）
大主教，他注意到，
“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重大发现就是，我们把神
的国的福音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可是，对我们来说，很不寻常的是，
纵观几乎整个基督教历史，在其神学理论以及宗教著作中，它出现的频
率却如此之少。然而，毫无疑问，在对观福音书当中，它处于非常突出
的位置，且突出到几乎不能再突出的地步”〔《个人宗教与团契生活》
（Personal Religion and the Life of Fellowship），朗文暨格林出版公司
（Longmans, Green & Co.）
，1926，第 69 页〕
。既然福音是神的国的福音，
那么它从神学理论中的消失，就意味着福音的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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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预言性质，也没有使徒的风格……他看不出这卷
书是圣灵的作工。此外，他不喜欢其作者关于这卷书所
给的命令和警告（22：18，19），也不喜欢赐予那些遵
守这卷书所记内容之人的祝福的应许（1：3；22：7），
因为没人知道书里所记载的是什么……另外，许多教
父拒绝这卷书……“最终，人人都按照自己的灵所提示
的去看待它。我的灵无法认同这卷书，并且我有足够的
原因让我不给它很高的评价，因为在这卷书中，既没有
教导基督也没有承认基督，而这是一名使徒应该最先
做的事。”后来（1534 年），路德在这卷书中发现可能对
基督徒有用的东西……但他仍然认为，它是一个隐藏
的、不能用言语表达的预言，除非对它做出一番解释，
而且，经过多次努力之后，即便他得出了解释，也仍然
没有定论……他对这卷书的使徒性依旧持怀疑态度
（1545 年版启示录序言），他出版他的新约时，把这卷
书与希伯来书、雅各书和犹大书一起放在附录中，在目
录中也没有列出。
“大体来说，宗教改革之立场的特征
是，它回到了优西比乌正典（the Canon of Eusebius）上，
因此希伯来书、彼得后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雅各
书、犹大书和启示录受到的评价较低。”慈运理（Zwingli）
认为启示录“不是圣经书卷”，甚至有很高属灵眼光的
加尔文，也没有对约翰二书、约翰三书和启示录做出评
注。90
奥尔斯豪森（Olshausen）说，路德不明白圣经最后
一卷书，是因为“他没能完全理解地上的神的国这个教
90

“启示录”
（Revelation）
，
《黑斯廷斯圣经词典》，第 4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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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而这个国度被展示在启示录中，并且它是启示录所
含全部内容的真正的中心”。当他说出这番评论时，他
正确地指出了这位伟大的改革家的认识盲点。91
我们应该加上一点，地上的神的国是整个圣经的组织中心，
是耶稣那样传讲的救赎福音的核心。

91

麦克莱恩
（McClain）
《神国之伟大》
，
（The Greatness of the Kingdom）
，
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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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礼
在 40 多年里，我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圣经难题，从中我已学
了几乎任何东西，所以，我就大着胆子尝试激励一些信徒去思
考一下洗礼这个问题。他们是朋友，他们对圣经的热忱毋庸置
疑，但他们领受的教导是，水中的洗礼是无意义的仪式，现在
已不适用于基督徒。
这种说法的理由如下：
“新约中有两大洗礼：a）由施洗约
翰开始的水中洗礼；b）圣灵的洗礼——耶稣基督施行的洗礼，
也是让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的洗礼。”
请仔细查看一下上述说法。它根本没有正确地说出圣经所
教导的。有一项重大内容不见了。事实是，耶稣也在水中施洗。
因此，是三种洗礼，不是两种：a）约翰的水中洗礼；b）耶稣
授权的水中洗礼；c）圣灵的洗礼。
人人都熟悉约翰的洗礼。它显然已经被基督教的洗礼取代
了（徒 19：1-7）。使徒们的基督教洗礼既是水中的洗礼，也是
圣灵的洗礼。在约翰福音 4 章 1 节及 2 节，我们看到，“耶稣
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
徒施洗）”。约翰福音 3 章 22 节说，“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
在那里居住施洗”。因此，毫无疑问，耶稣施行水中洗礼（尽管
真正执行浸礼的是他的代理人，即门徒）。成为基督徒的这个典
礼，是由耶稣施行的洗礼——基督教的水中洗礼。
大使命命令，使徒们要去万国，教导耶稣所教导的任何内
容，直到世界的末了。所命令的、那个使人作门徒的过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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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部分就是，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太 28：19）。
那是从耶稣口中出来的一个清楚明确的命令，而且它构成了教
会前进命令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成分。
明显地，使徒们就是那样理解的。彼得向他第一世纪的听
众发出的呼吁没有过时：
“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
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徒 2：38）。成
为教会成员的典型仪式是，悔改，信神国的福音及耶稣基督的
名，并接受水中洗礼。使徒行传 8 章 12 节提供了一条早期信
条：
“及至他们信了腓利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
带女就受了洗。”
好像是为了不留下任何漏洞，路加记录到，外邦人即便在
接受了圣灵之后，也要接受水中洗礼。这是彼得明确要求的，
他在一丝不苟地遵行耶稣在马太福音 28 章的命令。他要了水，
吩咐“给这些已经受了圣灵的人施洗”
（徒 10：47，48）。当保
罗遇见只接受了约翰的水中洗礼的信徒时，他立即给他们施行
了奉主耶稣之名的基督教水中洗礼（徒 19：5）。新约教会无疑
没有教导说，圣灵的洗礼代替了基督教的水中洗礼。两者合在
一起，构成一个人进入基督身体的标准方式。在彼得传道生涯
末期，他仍然能够讲到，
“拯救”我们的“洗礼”，是“求在神
面前有无亏的良心”
（彼前 3：21）。当然，没人暗示，水中有
“带魔力的”东西。真正算数的，是像小孩子那样服从耶稣发
出的命令。它纯粹是一个顺服的问题，而顺服是信仰的基础，
要“信服真道”。
“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原
文作“不得见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约 3：36）。
洗礼，但不会坚持不懈地持守基督徒生活，救不了一个人；
一次性决定，之后却没有一生的委身，同样救不了一个人。得
救是藉着恩典及信心，这也意味着（用保罗的话说）
“从心里听
从你们所被传授的教训系统”
（罗 6：17，参吕振中译本）。那
教训，包括洗礼。这种邀请归信者成为基督徒的方式，是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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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理解的因信得救的含义的一部分。他们在所到之处都教导
“信服真道”（罗 1：5；16：26）。
神已经给我们一个被允许进入他的教会的正确步骤。水中
洗礼是公开宣告弃绝罪，并下定决心服侍神和弥赛亚。诸如“肉
体的律例”或者“律法主义”这样的标签，歪曲了使徒们关于
基督教水中洗礼的教导。耶稣本人曾接受水中洗礼（路 3：21）。
他使人成为他的门徒，并给他们施洗（约 4：1），然后他又命
令他的跟从者们再去使人成为他的门徒，并给他们施洗（太 28：
19，20），一直到末期他回来的时候。
没有必要就这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而产生分歧或争执，因为
很多世纪以来，对于亿万圣经读者，以及成千上万学问精深的
圣经评注家来说，它就不是一个疑难问题。
福音派人士认识到，彼得要人们悔改并受洗的呼吁，与现
代福音派规则迥然相异。在一篇论述“圣经中的归信”的文章
中，R.T. 弗朗斯（R.T. France）评论道：
我们倾向于把洗礼看作一个象征性的、可选择的
附加品，或者因为属灵的归信过程竟包括了一个身体
的行动而觉得难堪，但我们这种倾向，与新约就洗礼之
救赎意义所用的强烈的“现实主义”语言（如：约 3：
5；罗 6：3，4；加 3：27；西 2：12；多 3：5；彼前
3：20-21）形成了对照。虽然没有新约理由让我们相信
洗礼自身可以使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但是一个基督徒
不经过洗礼，这种概念同样与它的思想格格不入。
“没
有它［洗礼］，信徒就不能进入早期信仰团契”
〔S.史默
92
莱（S. Smalley）〕。

92

《福音季刊》
（Evangelical Quarterly）
，65：4，1992，第 3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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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向那些认为洗礼这个身体行动不属于“成为基
督门徒”的一部分，从而陷入错误“属灵”观的圣经学生发出
呼吁。把“身体的”和“属灵的”分开，这个错误观念，是由
诺斯底主义创造的。使徒们命令水中洗礼，他们这么做，那是
在顺服基督的命令，我们也应该如此。承认基督的主权
（Lordship），是身为信徒的核心。缺少了顺服，就没有真正地
认耶稣是主（罗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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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与“长生不老药”
大部分人都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以无限延长生命。耶稣在人
类当中的使命，暗含着他震动人心的宣告——他拥有永远活着
的奥秘。他前来“藉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
（提后
1：10）。只有懂得并相信他的教导/话语/神国的福音，而且信
他的死亡与复活，才能得到那极宝贵的信息。信众颇为含糊地
谈到“永生”
（eternal life）。这个词并没有完全描述出原本的概
念。更精确地说，它的意思是“即将到来的那个时代的生命”
（the life of the Age to Come）。这是犹太教的表达，耶稣喜爱
它，并且频繁地使用它。他在但以理书 12 章 2 节发现了它，在
那节经文中，有一个大应许，即睡着的死去之人要复活的大应
许。当睡在尘埃中的已死之人都醒过来时（但 12：2），他们将
会得到“［即将到来的］那个时代的生命”。它之所以是即将到
来的时代，是因为它是在未来死人复活之后到来的世界历史时
期。那个所有忠信之人的大复活，发生于耶稣归来之时（林前
15：23）。但以理书 12 章 2 节那节宝贵的经文还极其简洁地告
诉我们，死去的人在做什么，他们在哪里做。它是圣经关于大
复活前死人现处状态最明晰的证据之一。他们是睡着的——毫
无意识。这样的事实应该断然证明，向马利亚或其他任何“已
逝世的圣徒”所做的“祷告”，都是徒然的。
即将到来之时代的那种生命，先是但以理讲到，在他之后
新约也讲到；它确实是永恒的生命，但是它是在即将到来的时
代中才能最终得到、完全得到的生命。那意味着将会有一个“即
将到来的时代”。在那个未来时代，时间将会继续，地球将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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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赛亚耶稣的治理下焕然一新，而就在那新时代开始之时，弥
赛亚耶稣会带着大能归来——并不像一些流行说法所提出、所
宣传的那样，在那新时代开始的 7 年之前，他就回来，秘密地
提走信徒。
圣经翻译家们有时候让我们很难抓住原文的含义。英王钦
定本圣经（the King James Version）（尽管字句优美，但是在某
些经文上出现了严重讹误）会让你以为，耶稣回来时，就“没
有时间了”（no more time）！启示录 10 章 6 节实际上根本没有
表达这种意思。它的意思只是说“不再耽延了”
（no more delay）。
耶稣再临紧接着就会到来。但时间还会继续：那将是未来的、
地上的神国时代。
教会往往在很多方面都使圣经令人难以理解。当它们还在
继续把“天堂”作为基督徒的目标来谈论时，圣经却说了刚好
相反的事。耶稣应许，土地是他的跟从者们未来的产业。耶稣
引用诗篇 37 篇 11 节以阐明，跟从他的人的命运是承受地土或
土地（太 5：5）。在登山宝训中，他在教导的核心处宣告了这
一点。当耶稣再临的时候，地上的神的国就到来了；在我们为
进入这个国度而做准备的过程中，登山宝训以及耶稣的所有教
导，就是赐给我们的、现在这生命必备的指导手册。耶稣再临
的时候，各个时代死去的忠信之人都会从他们现在“尘埃”里
死亡的睡眠中醒过来（但 12：2），然后，如耶稣所应许的那样，
他们将“承受地土”
（太 5：5），实际上，他们将“与耶稣一起
在地上执掌王权”（启 5：10；比较 启 20：9，这节经文描述
到，圣徒居住的地方在地球上）。根据前一节经文（启 5：9）
所说，耶稣死亡，用他的血使神国之约正式生效，并且藉着他
使人与神和好的死亡，确保我们得到赦免。在最后的晚餐上，
耶稣说这是“立约的血”（blood of the covenant），而这约就是
神的约定/契约/应许〔耶稣向使徒们说出这话，表明“信”
（faith）
的真义〕，要把神的国和耶稣赐给基督徒。
“正如我父与我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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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国赐给我一样，我也与你们立约，将国赐给你们……并且坐
在十二个宝座上，治理［重新被招聚的］十二个支派”
（路 22：
29，30）。我们认为，现在，有些译本提醒得很正确，“赐给”
（grant）这个词其实是动词“立约”（covenant）。这个词确实
与“约”相关。耶稣刚刚才谈到流出他“立约的血”（路 22：
20）。
耶稣，作为“新摩西”与“新约书亚”，将土地，或地上的
神的国应许给忠信的人。此举证实了远古时代给亚伯拉罕的
“土地之应许”。当耶稣讲到“这天国的福音”
（太 24：14）时，
他给他的不朽坏生命计划，即未来国度中人类拥有不朽坏生命
的计划起了一个综合名称。就像“这律法书”〔托拉（Torah）〕
由摩西来传达一样（申 30：10），比摩西更大的那一位传达了
新托拉（the New Torah）
，它被概括为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
等于神国的福音，请参看脚注 93）。
在圣经中，先祖亚伯拉罕被誉称为信心之父。他的信心是
基督徒信心的典范。信徒被描述为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罗 4：
16）。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他们同是神给亚伯拉罕的那
些应许的继承人。基督教的福音已经预先传给亚伯拉罕了（加
3：8）。给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圣应许，是新约福音磐石
般的基础。神应许亚伯拉罕，他会得到迦南之地（财产）和子
孙后代（后裔）。神单方面给他提供的计划，保证他“有子孙，
也有土地”。子孙或后代，一方面，既指许多子孙后代，另一方
面，从特殊意义上讲，又指独特的那一位，也就是基督（加 3：
16）。而“土地”则指所应许的土地，或者更确切地说，指应许
之地（来 11：9）。列祖虽然作为“寄居者”居住在那应许之地
（来 11：9），但按着神的话，他们相信，他们所居住的国家，
终有一天会转变成地上“属天的”神的国度。这就意味着，按
照神的应许来说，那土地其实是他们的，然而，在他们活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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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他们一处都没得着。
（亚伯拉罕必须从那土地的实际拥有
者手中购买一小片地方来埋葬他的妻子撒拉。）
至关重要的福音事实是，亚伯拉罕实际上居住在应许之地
（来 11：9）。这就无可置辩地证明，应许之地不在“天上”，
不是一个远离这个星球的地方。应许之地是一片在中东的领地。
那片领地仍然是应许之地。它将是即将到来的国度的所在地。
它正义的君王弥赛亚将会回来，接管那个国家，并把他的统治
扩展至全球。所以，应许之地不是别的，正是所应许的神的国
——耶稣救赎福音的核心。按照神的应许，耶稣说出意思相同
的话：“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太 5：5），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93是他们的”
（太 5：3）。为了实
现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他必须通过复活而活过来。只有那样，
他才会得到所应许的奖赏与产业，而这奖赏与产业正是圣约的
基础（参看 来 11：13，39，40）。
当神的国到来时（如我们在主祷文中所祷告的，
“愿你的国
降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旧约及新约的忠信之人，都
会（从他们现在在尘埃里的睡眠中，但 12：2）起来，复活，
坐在盛大的庆典上，开创地上神国的新时代（太 8：11）。其他
许多人会从世界的四方聚集而来，与他们一同享受那个盛宴
（路 13：28，29）。为了有资格坐在那宴席上，耶稣敦促我们
现在就带着紧迫感，勤勤恳恳地做准备。事实上，福音讲的就
是这个。耶稣力劝我们以神的国和获得其中一席之位为重中之
重（太 6：33）。其他所有抱负与活动都居于次位。耶稣称他的
讯息为“神的国的福音”
（可 1：14，15），而马太，当他使用
93

“天国”
（Kingdom of Heaven）
（只有马太使用）这个犹太式表达，
与神的国（the Kingdom of God）意思完全相同。这个国度的本源是属神
的，是属天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坐落于天上。它现在存在天上，在
神那里，等候着耶稣回到地球上，在耶路撒冷开创它（彼前 1：4；西 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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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福音”（Gospel）时，他一向将其等同于“天国的福音”
（太 4：23；9：35；24：14；比较 26：13）。耶稣在路加福音
4 章 43 节发出了他的使命宣言：“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
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我被差遣就是来做这件事的。既
然他派遣他的跟从者们继续同一使命（路 9：2，60；太 28：
19，20；路 24：47），我们就想，各处的教会都会关注神国的
福音。然而很明显，这个词组已经从当代“福音”展示中消失
了。
根据路加福音 24 章 47 节，耶稣宣告，
“悔改和赦罪”，只
会因耶稣的名，就是他自己的福音启示赐下。如马可福音 4 章
11 节、12 节所说，接受神国的福音（太 13：19），是接受耶稣
本人的基本要素。耶稣经常表达同一观点。他警告说，
“把我和
94
我的道 当作可耻的”，到了审 判 的 时 候 ，他 们 的 下 场 会 很 悲
惨（ 可 8：38）。把耶稣与他的话分离，这是重大的神学灾害，
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去避免它。撒但的把戏，虽然带着形形色
色的伪装，但其实只有一个：将耶稣与他的教导/福音拆离（另
请参看 约二 7-9；提前 6：3）。
耶稣急切地呼召人们悔改，信神国的福音（可 1：14，15—
—根据耶稣所言，这是对基督教信仰的一种概括），他这样做，
实际上是在邀请各个地方的人，进到那即将到来的、已立约而
定的国度中，成为他本人的合作主管。作为弥赛亚，耶稣计划
要“修理”这个世界，但他知道他必须先死亡，复活，然后离
开这个世界一段时间。他目前与父在一起，在他的右边，等到
神的国在地球上开始建立的时间一到，他就会离开父那里，回
到地球来。
讲到这里，诗篇 110 篇 1 节是最有用的一节经文。它是使
徒们与耶稣最喜欢的“引证的经文”。新约中，它被提到 23 次
94

译者注：
“我的道”即“我的话”
（my words）
。
113

耶稣与“长生不老药”

——因此，与旧约其他任何经文相比，它被引用的频率都要高
出许多。它的重要性不容小觑。它还是一篇革命性的诗篇，因
为它告诉我们神与耶稣的关系。诗篇 110 篇 1 节是神说的一句
话〔如果你的译本遗漏了原文“圣谕”
（oracle）一词，那么那
翻译就很糟糕了〕。它是“雅伟的圣谕”
（雅伟，是希伯来圣经、
犹太教以及新约基督教的独一神），是给大卫的主的，这位主就
是弥赛亚，在他于童女马利亚的子宫里开始有了生命的 1000 年
之前，在这节经文中，他就被讲到了。
我提请大家注意这个简单的事实：大卫的主（lord），不是
大卫的主（Lord）。在单词“主”
（lord）中，第一个字母“l”不
应该为大写。有些译本在那节经文的“lord”一词上使用了大写
字母“L”
（而且仍然在错误地使用），但修订版圣经（the Revised
Version of the Bible）
（1881）将这误导性的错误改了过来。这有
什么要紧的？它关乎一个重要至极的事实，即：耶稣是谁？他
不是主神（the Lord God），因为所启示经文中的这个词，并不
用于神，而是用于一位级别、地位较高的人——一位身为人类
的主，这个主，不是本身为神的主（Lord），而是被升到极高位
置的、独一神之独特代理人的主（lord）
。你或许应该向哪位能
够阅读旧约希伯来语的拉比或朋友核实一下这个事实。诗篇
110 篇 1 节中用于表达神的儿子之身份的希伯来单词是 adoni
（主）。这个单词在希伯来圣经中出现了 195 次，没有一次指的
是神。当以“the Lord”
（主）
（用大写字母 L）来称呼神的时候，
出现的是另一个单词 Adonai（主）。因此，圣经对神与人二者做
了谨细的区分。神是主神（the Lord God）
（用词为 Adonai），或
者当神自身的名字雅伟（Yahweh）被使用时，他是主神，而耶
稣是他独有的、无罪的、童女所生的人类的儿子〔用词为 adoni，
我的主（my lord），路 1：43；2：11〕。Adonai 在旧约中出现
449 次，而且使独一神与其他所有的主明显不同。诗篇 110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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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节中，Adonai 不是用来描述神的儿子耶稣的词。95Adoni 出现
了 195 次，而且只指人类的（或者偶尔指天使类的）主，也就
是说，所指对象不是神。这一点，应该能够清除掉许多复杂的
圣经后论证以及信条的编造，它们巧妙地遮掩了最简单、最基
本的圣经真理——神是单独的一位，而弥赛亚是第二个亚当，
“为人的弥赛亚”
（提前 2：5）。那位“为人的弥赛亚耶稣”如
此完全地、始终如一地反映出他的父的性情与旨意，所以他能
够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约 14：9）。尽管如此，
他凭着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约 8：28）。他一直都倚靠、顺服神，
他的父。

回归神国的福音
这是耶稣与保罗经常讲给公众的救赎讯息。 96耶稣传讲了
神国的福音之后，他还命令使徒和门徒们将那同样的讯息/神国
的福音带到全世界去，一直做到世界的末了（太 28：19，20）。
这个任务显然执行得不怎么好，因为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使用了
各种描述性的术语来讲福音，但唯独没有使用耶稣惯常讲说的
词组，“神国的福音”。如果我们把路加福音 9 章 11 节与使徒
行传 28 章 30 节、31 节加以对比，我们就会发现，耶稣和保罗
向来“欢迎人们”
（吕振中译本），然后他们立刻就开始讲论所
有福音主题中最关键的那一个——神的国。令人震惊的是，现
今一些人甚至相信，耶稣传讲的那福音根本就不应该被传讲。
他们相当错误地认为，保罗被启示了一个不同的福音，这福音
是给外邦人的。倘若这是真的，那么保罗就已经因为抛弃了那

95

遗憾的是，在这一点上，很多权威典籍与评注著作都讲错了。
太 4：17，23；9：35；24：14；可 1：14，15；路 4：43；徒
1：3，6；19：8；20：25；28：23，31。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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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真正的救赎福音而将自身置于他自己的咒诅之下了
（加 1：8，9）。讲给每个人的，只有一个救赎的福音讯息。
神国福音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耶稣在它当中给我
们提供了“长生不老药”。他向我们宣讲了一个讯息，要我们懂
得并接受它，因为它向我们应许了无穷的生命。下面我们看看
这不朽坏生命的讯息是如何运作的。首先，你必须清晰地听到
它。第二，你必须具备一定的理解力，抓住它的意思，即具备
“小孩子”那样的理解力，眼睛、耳朵向神的启示都是开通的
（参看 弗 1：13）。第三，你必须在你的一生中持守它，哪怕
一再经历逼迫、忧虑及对其他事物的渴望的扰乱（路 8：15）。
这一切，耶稣在他最基本的、种子与土壤的例子中讲得极其清
楚（撒种比喻：太 13；可 4；路 8）。在那个绝妙的神学“比
喻”中，耶稣讲到，得救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必然要有开始，
有发展，还要坚持到底。它完全依赖于从起初就懂得并接受耶
稣那样传讲的神国福音这颗“种子”。只有那些持守信心与顺服，
直到最后的人，才会得救（太 24：13）。新约基督徒的得救，
就像一场赛跑。赛跑的目标，得救，
“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
（罗 13：11）。我们现在正“得救”
（林前 1：18；15：2），我
们曾“存着盼望”得救（罗 8：24），我们将在耶稣回来的时候
得救。97
如果发令枪已经打响，而在定向、起步阶段时，你还没有
从大学毕业的话，那你是赢不了金牌的。得救是一场要跑到终
点的赛跑，而激励我们起跑的，就是神国的福音，它将神自己
的能量传输给我们（帖前 2：13；约 6：63）
。

97

译者注：动词“得救”
（σῴζω，原形）在哥林多前书 1 章 18 节
与 15 章 2 节中用的是现在时变式，表达现在的动作，而在罗马书 8 章
24 节中用的是不定过去时变式，表达过去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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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获得永远的生命
在此，我们学习如何获取永永远远的生命。你听到神国的
福音（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天国道理（the Word of the
Kingdom）。你理解了它，你对它做出回应，把它放在你生命的
第一位。你把它看得很重，重到一种地步，
（打个比方来说）你
卖掉你所有的财产，就为了买那片埋着财宝，即埋着重价的珍
珠，埋着不朽坏生命之奥秘的田地。因为在你寻求永远的生命
的过程中，还有其他什么事物能有可能和它一样值得你去注意
呢？
那么，那种生命力是如何在你里面产生的呢？是通过神的
道（the word of God）所做的新创造。福音的道（the word of the
Gospel）是神的创造工具，是他自己不朽坏之生命的“生命力”，
通过耶稣的话语传给相信的人。
“神的道”不是单指整个圣经。
〔圣经通常自称为“经卷”
（the Scriptures）。
〕它指的是神国的
福音，即不朽坏之生命及如何获得这种生命的讯息〔太 13：19，
天国道理=可 4：14，道（the word）=路 8：11，神的道〕。道
是神的创造工具。它是他的一部分，而且它表达出他对我们人
类的期望。通过他那有创造能力的道，他想要分享、赐下他自
己的不朽坏生命。他想让人类永远活着。他想（通过他的恩典）
赐给我们无尽的生命，并且他把他的“种子”传给我们，以激
活那新生命及生命力，这新生命及生命力就是不朽坏之生命的
开 始 或 凭 据 （ downpayment ） — — 神 给 我 们 的 首 付 （ first
installment）
（弗 1：14）
。当那“种子”种进我们的心思意念时，
我们就从死亡转入生命了。
约翰福音 5 章 24 节将得救的过程总结得很精炼：
“我实实
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福音讯息］、又信差我来者的，就
有永生［即将到来的那时代的生命］，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
入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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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依赖于听到、懂得并守住那宝贵的天国道理/神国的
福音——哪怕面对的是困难、扰乱、痛苦以及逼迫。难怪耶稣
描述神的国时说它是价值连城的珍珠，是宝中之宝，他这么说，
意在让我们深深认识到这个国度不可估量的价值。
耶稣的救赎讯息被称作一颗种子（路 8：11）。那颗种子必
须牢牢地嵌在我们心中。讲道将它种下。它必须“用诚实的心”
来接受（路 8：15，新译本圣经）。那些“用诚实良善的心”欣
然接受那颗种子的人，必须“忍耐着结出果实”
（8：15，新译
本圣经）。所有圣经作者讲述的都是同一个福音故事。他们全都
提供了同一个获得不朽坏之生命的“方案”。踏入不朽坏生命计
划的“机制”或过程，在所有新约作者看来，都是相同的。雅
各说，这个重生，即从福音这颗种子萌发出新生命，是通过“道”
（the word），通过“真理的道”
（新译本圣经）
（the word of the
Truth）而来的（雅 1：18；比较“你的道就是真理”，约 17：
17）。道必须在我们里面扎下根来：
“就该以柔和之心接受那钉
根［即：播种］在你们心里的道，那能救你们的道”
（雅 1：21，
吕振中译本）。那道，就是耶稣那样传讲的神国的福音。马太称
其为“天国道理”
（太 13：19）。雅各当然完全懂得撒种比喻。
彼得作为弥赛亚的主要代言人，务必要我们记住得救的过程，
记住通过重生而获得不朽坏之生命的技巧。与耶稣，还有他同
母异父的兄弟雅各一样，他说，福音的道是“不能坏的种子”
（彼前 1：23）——换句话说，是自身携带着不朽坏生命之胚
芽的种子。这种子传递着神自己的本性。当我们通过撒在我们
心里的神国讯息的种子而有份于神的那本性时，我们就有份于
神自己不可毁坏的生命。种子被接受，又被保留下来之后，会
在我们里面产生性情的新根系，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也就是
重生的、必定永远活着的人（彼前 1：23-25）。要经历这个奇
妙的再生，必不可少的那把钥匙就是“道，即所传给你们的福
音”
（彼前 1：25）。那讯息揭开了神为人类命运而在基督里所
定之计划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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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约翰了解那种子，也了解它如何会是为获得不朽坏之
生命而“重生”的钥匙。在约翰福音 3 章 3 节，他记录了耶稣
对一位犹太学者所说的话：“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
不重生，就不能永远活着。而没有一颗带着生命的“种子”，就
不能重生。后来，约翰提醒他的读者，重生，来自于种子。他
同样懂得耶稣关于种子与土壤的宝贵教导所含的巨大价值。约
翰说，
“凡从神生的，就不行罪，因神的种存在他心里”
（约一
3：9，汉语版新英语译本）。耶稣将重生定为获得不朽坏之生命
的绝对不能少的先决条件，在这样做的时候，他表达得非常明
确，接受神国福音，就是永远的生命的钥匙：
“凡不像小孩子一
样接受神的国的，决不能进去”
（路 18：17，新译本圣经）。
“如
果你们不听、不懂神国的福音（道），你们就不能悔改并得赦免”
（参看 可 4：11，12）
。这里记录的是耶稣的话语，马可在此
表明，心明眼亮地理解耶稣那样传讲的神国的福音，是悔改与
得赦免的条件。魔鬼知道神国福音对于他自己的对抗活动有多
么重要，因此他企图“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免得他们信了得
救”（路 8：12，汉语版新英语译本）。
耶稣不朽坏生命讯息的核心就在这里，在撒种比喻中。听
一听这位大师拉比从停泊在加利利湖岸的船上所说的不同凡
响的话语吧：
“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
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
不明白。否则，他们就会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又对
他们说：
“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
比喻呢？”（可 4：11-13）。
保罗与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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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朽坏之生命的奥秘，保罗当然绝不陌生。他教导说，
重生，或再生，是通过福音（加 3：2），由神的灵的更新大能
而产生的（加 4：29）。基督徒是从灵生的，是凭着给亚伯拉罕
的应许生的（加 4：23），是接受“所应许的圣灵”的人（弗 1：
13）。我们说神的灵（the spirit of God）是重生的工具，也说神
的话（the word of God）98是重生的工具，二者没有区别。神做
着他最大能、最奇妙的工作：在人类里面产生出不朽坏生命的
生命力；这生命是即将到来之时代/国度中的生命，是礼物。在
这个过程中，灵和话都表示神有大能，而且他在我们身上做创
造的工作。在创世记中，“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神
说……”（创 1：2，3）。神的话与他的灵同时参与创造工作。
（灵与神的话的关系，就如同人的呼吸与说出来的话的关系。）
神通过福音所做的创造活动，激活信徒里面的新生命。
“受了圣
灵，是因听信福音”（参看 加 3：2）。
保罗提醒提多注意不朽坏生命的“计划”。
“但到了神我们
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通过耶稣
的传道，以及他的死亡与复活］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
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藉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
（多
3：4，5）。
耶稣是最早的福音传道人（来 2：3；比较 提前 6：3），
神自己救赎的道/话就是传授给他的（约 5：24）。父差遣耶稣
为他完美的代理人及特使，他将具有创造能力的话语传给耶稣，
通过这话语，重生的新生命就能够灌输给我们。
“我对你们所说
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约 6：63）
。它们含有神自身的能量
和生命力。它们的功用是，在我们的生命中给我们提供能量（帖
98

译者注：the word of God 中，
“word”一词原文是“λόγος”，因此
这个词组有时候翻译成“神的道”
，有时候翻译成“神的话”。例如，
路加福音 5 章 1 节：
“耶稣在革尼撒勒湖边站着；群众挤他、要听上帝
的道（或译：话）
”
（吕振中译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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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2：13；罗 1：16）。它们将灵的影响力带入我们的体验与思
考当中，而灵，就表示神的大能运行在我们当中。对于那些将
生命的话语牢记于心，并且受洗之后（徒 8：12 等），持续结
果子一直到底的人，它们最终就酝酿出无尽的生命所需的条件。
保罗的论述显明，他是耶稣的真门徒，同时表明他跟随着
主，是神国福音的传道人。他对歌罗西人讲到“与基督一同存
在天上的盼望”。保罗说，那盼望，是基督徒的信心与爱心的来
源（西 1：4，5）。那么，如果产生这些美德的盼望没有被清楚
地理解的话，信心与爱心所遭受的损害该有多么严重！所说的
这盼望已经“通过福音真理的道”
（西 1：5）传播给他们，这
一点，再次让我们想到撒种比喻。保罗描述到，那救赎的福音
与它的盼望在“结果、增长”
（西 1：6）。很清楚，耶稣的撒种
比喻又一次被提到了。
耶稣前来是要把“长生不老药”，即永远年轻的泉源送给公
众。他按照他的条件，或者更确切地说，按照以色列的神的条
件提供这药，而以色列的神派遣他，是要他展现救赎的福音。
他力劝公众接受他即将到来之国度的福音，以及在那国度的新
时代中与基督一同作王的应许；那国度，必然会在世界上，就
是“我们所说的‘将来要居住的世界’”
（来 2：5）99上被建立。
福音中所揭示的神的伟大计划的最终目标是，他的子民将
会在应许给亚伯拉罕及弥赛亚的土地上，也就是在应许之地上，
在耶稣回到这个星球后所转变的世界上作王，执掌统治之权。
作为弥赛亚，他将会在耶路撒冷“继承他祖先大卫的王位”
（路
1：32）。他会继承王位，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是神通过他在

99

译者注：希伯来书 2 章 5 节中“将来的世界”
（the world to
come）
，原文为 οἰκουμένη，意思是“即将到来的所要居住的世界”
（the coming inhabited earth）
，希腊语指人们的世界和他们的社会文明
（参 NET 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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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利亚子宫里所施展的创造之神迹而任命的儿子（路 1：35；
太 1：20，“所生在她身里的”，吕振中译本）。
大家可以想到，对于不朽坏的生命，对于无尽的、不可毁
坏的生命，以及永永远远与耶稣，与他的父同在一起，更多的
人都会感兴趣的。我们人类的任务就是找出永久生命的奥秘，
找出那颗无价的珍珠，找出耶稣那样传讲的神国福音之珍宝。
耶稣那带有创造能力的神国福音讯息所含的道/种子/灵
（word/seed/spirit）具有大能，接触这能力，人就得以重生。
可是，任何关于重生以获得不朽坏之生命的讲道，关于如何通
过上述途径获得重生的讲道，你最近有没有听到过？
很多人接收的都是被削减了的信息；他们被告知，单单耶
稣的死亡与复活就构成了整个福音。然而保罗并不是这么说的。
他教导说，耶稣的死亡与复活是福音中“最重要的事当中的”
（林前 15：3）。他自己终生都以传讲神国的福音为他的职分
（徒 20：24，25）。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以及路加福音中有大
约 25 章都讲到，耶稣劳苦工作好几年，传讲神国的福音，但是
在那个阶段，关于他的死亡与复活，他一个字都没有说（参看
太 16：21，他在此处第一次宣告福音的那部分内容）。
然而，各信经似乎并没有抓住耶稣关于不朽坏生命的救赎
讯息的要点。它们竭力要求信耶稣（“由童女马利亚而生”）的
诞生，然后完全跳过他传讲神国福音的生命历程，直接就到他
（“在本丢彼拉多手中所受的……”）死亡。
信耶稣，却不信他的话，够不上圣经对信仰的定义。
“那听
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约 5：24）。在他生命历
程的高潮处，耶稣郑重地告诫说，不要弃绝他救赎的教导。他
已经讲得再清楚不过了（约 12：44-50；太 7：21-27）。
在传道工作中，弥赛亚从头到尾都要求人们相信他的福音
讯息。将耶稣和他的教导切断，会破坏使徒基督教的整个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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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道是从听道 来 的 ， 听 道 是 从 基 督 的 话 来 的 ”（ 罗 10：
100
17）。

100

听到我们这时代一位著名福音派传道人说出下面一番话语，真
是令人惶恐：
“现今很多人认为基督教的精髓是耶稣的教导，但事实并
非如此。阅读一下使徒保罗的信件，也就是占据新约大部分内容的信件，
你就会看到，其中几乎没有任何讲说耶稣的教导的东西。新约其余内容
从头至尾都极少提到耶稣的教导，此外，在使徒信经（the Apostles’
Creed）
，即信的人最多的基督教信经中，耶稣的教导也没有被提到。耶
稣的楷模形象同样没有被提到。被提到的，只有耶稣生命中的两个日子
——他的诞生之日，他的死亡之日。基督教不以耶稣的教导为中心，而
是以耶稣此人为中心，他是成为肉身的神（Incarnate God），来到世界，
将我们的罪过背负在他身上，并且代替我们死亡”
〔D.詹姆斯·肯尼迪（D.
James Kennedy）
，
“转化的真理”
（Truths That Transform）
，11/17/89，强
调部分属原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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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韦斯科特（B.F. Westcott）说得绝对没错：
“认识到旧约
包含许多预言，这还不够；旧约其实是一个巨大的预言。”
那个预言的一大部分讲论的都是弥赛亚国度，讲论它作为
一个世界性政权，一个由耶稣及忠信的基督徒掌管的世界性政
权，最终要显现于世。我们相信，正是那个国度，构成了基督
教福音的核心，也正是那个国度，在我们所知道的基督教神学
体系，也是被普遍接受的神学体系中，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换
句话说就是，耶稣自己的福音已经从他身上被拆走，被剥夺了。
鲁道夫·奥托（Rodolf Otto）的分析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对基督来说，神的国，严格按照末世论来看待，是，且仍然
是 将 来 在 末 世 要 出 现 的 国 度 ，‘ 弥 赛 亚 降 临 前 的 苦 难 ’
（Messianic woes）之后，再神的审判（the Divine Judgment）
之 后 ， 紧 接 着 就 是 这 个 国 度 。” 101
我们知道，耶稣认为，
“弥赛亚降临前的苦难”是未来的事
〔“这都是产难的起头”
（the beginning of birth pangs），太 24：
8，汉语版新英语译本〕。它们会是那个国度到来的前奏，而在
现在这世代为此国度做准备，正是各比喻的主题。关于这个国
度的道理（和合本：天国道理）现在撒在人们心中（太 13：19）。
基督徒要成为“这个国度的门徒”
（和合本：天国的门徒）
（太
101

《神的国与人子》
（The Kingdom of God and the Son of Man）
，波
士顿（Boston）
：斯塔尔·金出版社（Starr King Press）
，1957，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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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2）。福音讯息所长出的庄稼，要在这世代的末期被收割，
到时候，真正的神国之子将会在他们父的国度里发出光来（太
13：43）。在这个国度到来以前，就现在，忠信的人确实能经历
到它的某些神迹。他们是先遣部队，宣布一个更好的世界就要
到来的好消息——这个世界，那可是一个真正的人类社会，是
一个更新了的、重新受教了的社会，由获得了不朽坏生命的治
理者们来治理。“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逃罪
呢？……神并没有把我们所说的‘将来要居住的世界’，交给天
使管辖”
（来 2：3，5）。但愿当代信众能够说出那样的话，并
且能够懂得他们在说什么——因为神已经将未来那世界交给
耶稣与忠信的教会治理！世界“还没有”在耶稣的掌控之下，
但是，等到他回来的时候，它必定会受他管辖（来 2：5，8）。
在使徒行传 1 章 6 节，
使徒们询问了复兴以色列国的事情；
若有解经体系指责说，他们抱有这种犹太教-基督教弥赛亚信念，
是盲目无知的，那这种体系就奇怪得很。这个问题是使徒们在
五旬节前夕提出来的，那时，他们已经受到耶稣的全面教导；
他“私下里对门徒解释一切”
（可 4：34，参吕振中译本）。之
前，耶稣曾确认过，他们已经完全懂得了神的国（太 13：51）。
在最后的晚餐上，他正式与他们立约，要赐予他们即将到来的
神的统治中的王室职位（路 22：28-30）。他复活后有六星期的
时间，在那段时间中，他们再次接受“神国的事”的教导（徒
1：3）。根据他们所听、所懂的全部内容，他们问，复兴以色列
国的时间是否已经到了。这个问题是正确的，并不像那么多评
注家试图说服我们的，说它是个严重的错误！
这个问题本身的形式，反映出犹太人对弥赛亚国
度的普遍观念，而且显示出使徒们距离真正地理解他
们主人使命的本质，还有多远。在 40 天期间，这些人
应该已经受过教导了，但他们甚至还未停止期盼……
一个在地上的犹太帝国，在这个国度中，他们自己应该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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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居高位，侍立于弥赛亚本人周围；这真是太令人难以
置信了……使徒们在早期这样一个错误想法，作者记
录 了 下 来 ， 这 一 点 显 示 出 他 的 坦 率 。 102
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没能抓住神的国固有的犹太式
弥赛亚含义，这一点，在他对耶稣，对受耶稣教导、受耶稣任
命的使徒们令人瞠目的批判中，表现得清清楚楚。
“你复兴以色
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这是使徒们向耶稣提出的“临别”一问，
满有洞察力的一问。在对它做评注时，加尔文说：
“这个问题［徒
1：6］中的错误之处比问题所用的词语都多……他们的盲目无
知很是引人注目，因为当他们已经受过三年如此全面、如此细
致的教导之后，他们表现出的愚昧不明，差不多跟他们一个字
都没听过一样。”103但是耶稣没有提出这样的批评。真正的盲目
无知，是加尔文对耶稣犹太教-基督教弥赛亚式的、与大卫相关
的福音的盲目无知，而这福音却是全部圣经的支柱。
神的国是耶稣教导使徒们的所有内容的核心，而使徒们应
该是把这个国度的本质搞错了，这才是真正令人难以置信的、
不可能的事！不管是这一处，还是其他地方，没有任何经文暗
示说，耶稣反对他们盼望地上一个“实实在在的”神的国度。
复兴的时间未知，通向神国要职的道路是谦卑、牺牲与服侍，
但是，未来神国必定实现，这一点却从未被怀疑过。事实上，
我们发现，仅仅几天之后，使徒们就在神的灵的影响之下，对
犹太人宣讲福音。他们仍然相信大复兴，这大复兴，是众先知
预见的所有内容的主题：
“他（耶稣）必留在天上，直到万物复

102

《世纪圣经·使徒行传》
（The Century Bible, Acts），伦敦：卡克斯
顿出版公司，未注明出版日期，第 126 页。
103
《加尔文评注·使徒行传》（Calvin's Commentaries, Acts of the
Apostles）
，由 D.W.托兰斯（D.W. Torrance）与 T.F.托兰斯（T.F. Torrance）
编辑，大急流城：伊德曼斯出版公司，1965，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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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的时候，就是神自古藉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
（徒 3：21，新
译本圣经）。
关于神的国，并没有惊人的新理解。神的国仍然是希伯来
预言所说的国度，要不是那将近 1800 年反弥赛亚的评注，普
通圣经读者应该会对它理解得很清楚。104学者们与传道人现在
真应该丢弃他们对以色列的弥赛亚耶稣无根无据的反对，然后
与他一同宣告神国的好消息。批评家们也必须看到，他们的怀
疑态度，对基督教福音的核心来说，是一种攻击：
超凡的人子到来，在大灾难中实现对现在这时代，
或这秩序的转变……这一点已经被证明是耶稣与他同
时代人共同持有的，关于人类、关于世界、关于他们的
历史的信念之一，同时，它已经被时间、被知识的进步
甩在后面，成了过去的思想意识的残余物。105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耶稣就很悲哀地错了，而且他就
成了一个假先知，对他大可不必理会。然而错误却在于不相信
的评注家们，他们对新约的弥赛亚信念的嫌恶导致他们拒绝了
整个的神国应许：
弥赛亚的诞生是由天使宣告的，他被描述为一位
104

未来的弥赛亚国度是真实存在的，这一点从神学中被去除，很大
程度上是奥古斯丁的作为，他“将它完全推到了幕后，而且用另一个末
世体系代替了它，此体系自第五世纪起或多或少地被认作正统教导”
〔P.
图恩（P. Toon）编辑，
《清教徒，千禧年及以色列的未来：1600-1660 清
教徒的末世论》
（Puritans, the Millennium and the Future of Israel: Puritan
Eschatology 1600-1660）导论，剑桥（Cambridge）：詹姆斯·克拉克出版
公司，1970，第 13 页〕
。
105
詹姆斯·麦金农（James McKinnon）
，
《历史的耶稣》
（The Historic
Jesus）
，朗文暨格林出版公司（Longmans, Green & Co.）
，1931，第 2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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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将永远继承他的父（先祖）大卫的王位。一个犹太
王国被预言要恢复，但是这个预言最终被证明不但是
个幻想，而且与耶稣所宣讲并努力建立的属灵的国度
相矛盾……受当前信念的影响，天使的信息建立在对
历史事实的错误概念上。一个宣称来自天上的启示，不
但错误地解释了一个预言，而且还预言了一个要恢复
的，却没有成为现实的大卫王国，发现这一点，这至少
可以说，相当令人不安。106
换句话说，
“可怜的老加百列！他完全弄错了”。使徒们也
一样——评注家们众口一词地说——当他们在使徒行传 1 章 6
节中仍然期待那个“犹太”王国的时候，他们也弄错了。但是，
这样的话，当耶稣向他的跟从者们应许治理以色列的掌权之位
（路 22：28-30），并且力劝他们奋力争取在将来的新时代中与
他一同作王的时候（启 2：26；3：21），对于这个国度，似乎
就连他自己也是被蒙在鼓里的。
圣经解经家们，事实上还有整个的传统基督教体系，迫切
地需要重新定位。我们必须停止发动我们自己的传统来抵挡神
的话，107必须回到弥赛亚式神国好消息，回到信耶稣上来，信
他是犹太人的基督，是世界的救主，现在已被高举到他的父的
右边，而且他必定还会回来，作为弥赛亚，作为王施行统治。
“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启 22：20）
。

106

同上，第 5 页，第 6 页。

107

对于废弃神的话的传统，耶稣给予了批评，那么在今日，他的批
评的现实意义难道就有所减弱了吗？（太 15：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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