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肺炎疫情，成为全
世界最严重的问题。使人想
不到的，是在美国防疫最失
败。这是由於缺乏卫生教
育。

据查可考，首先使用“卫
生”一词的，是由於庄子。今
天孩子们的公民教育，就讲
究卫生。

庚桑楚姓庚桑，名楚，是
服事过老子的弟子，去到鲁
国畏垒。那地方的人见他来
了以后丰收蒙福，就尊重他，
崇拜他。南荣趎宗从庚桑
楚；想学治国济世的方略。
他所得的教导是：“全汝形，
抱汝生，勿使汝思虑营营。”
这样，三年之后，才可以谈。
南荣以为自己年纪不小，等
不及。最后，庚桑楚告诉他
说：“我才小，教化不了你多
大，你去南方见老子吧！”

专心向道的南荣趎，带
上干粮上路。七天后，到了
老子的居所。老子一见南荣
趎出现，就说：“是阿楚叫你
来的吧？”

“是。”
“为什么你带那么多人

来？”南荣吃惊回头看时，自
然是空无一人。南荣趎向老
子交代自己的问题：是有关
於“智”，“仁”，“义”的知与
行—如何才可以不违道而不
损己？不敢想救国济世，只
求“卫生之经”。这可能是中
国文学首次见“卫生”一词，
是无损於生的意义和责任。

今天说的卫生，是身体保
健。原来的卫生，是讲心康
身健；不仅是活得久，活得
好，还活得有意义。

老子说：“我见到你颓丧
无奈的神情，就知道你问题
的所在—像拿短小的竹竿去
测求海洋，必然得作失败的
人！”老子的理论，是归回婴
儿：“能儿子乎？”然后，才可
以天人合一。认识自己，谦
卑为学，才可以达到目的。

这不是庄子的道家“论
语”记录，是庄子借“老子”的
口，发表他的理论。他所说
的“天”，不是有位格的天；是
自然，和自然法则。这故事，
我们不能当作史实，只可以
作为寓言来看。不过，我们
也可以看出庄子的教育原
则。先成为赤子，澂思靜虑，
才可真正得有进益。

在这方面，老庄教育的
程序，是从新生，渐长，以至
於成熟。虽然不是由於特殊
启示，颇有与基督教相似处。

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
的恶毒，诡诈，並假善，嫉妒，
和一切毀谤的话，就要爱慕
那纯淨的灵奶，像才生的婴
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
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
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
（彼得前书2:1-3）

希伯来书也有经文，说
到教育的程序如下：所以，我
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
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

必再立根基…论到那些已经
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
又与圣灵有分，並尝过神善
道的滋味，觉悟来世权能的
人，若是离棄道理就不能叫
他重新懊悔了…深信你们的
行为強过这些而且近乎得
救。（希伯来书6:1-9）

这两处经文，语词与文
义都有相似之处—“以致得
救”及“近乎得救”，会给人还
未得救的印象。如果参读其
他英译本，可以查知是近随
或加上，意思是得救的果子，
或说得救以后的事。二者的

语境相同，都是说得救后的
长进。至於另立“別的根
基”，“重新懊悔”，只是假设
语辞，不是主要的论点。

当然我们不能強把老庄
改宗受洗，更不能以其为先
期教父。老庄理论由“能儿
子乎？”而进步成为“至人”，
似是普通启示的法则和秩
序，是知的终极。

从“赤子”（儿子），至诚
无伪，起步向上。不过，基督
教不是自力的宗教；达到如
此境界，以至完全，並不是外
面的事，不是人为的。

宇泰定者，发乎天光。
发乎天光者，人见其人。人
有修者，乃今有恆。有恆者，
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
谓之天民。天之所助，谓之
天子。学者，学其所不能学
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
也。辩者，辩其所不能辩
也。知，至乎其所不能知。
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钧
败之。（败之或作“则之”)

这是说，要达到至人，必
须“发乎天光”。人的修为和
持恆，是必要的；但成之在
天，才可以为“天子”。虽老
庄说的是自然的天，若移意
为基督徒神性的天，也像是
量身裁定恰合。当然，所谓
“天子”，不涉政治性的，而是
接指为神的儿女。最高境界
是超越人所能学的，能行的，
能辩的，能知道的。若有错
误，天均修正他。

使徒彼得指出，圣徒要
如初生的婴孩，已经与神的
性情有分，卻沒有长成基督
的身量。所以不仅要除去邪
恶，也必须除去南荣“与人偕
来之众”，就是他自己不知
道，甚或因为是宝贵的好东
西，实在是芜杂秽乱的学说，
思想，虽然看似无害，实在是
出於邪灵，使人误入歧途，越
行越远偏离应该认定的目
标。

祂已将又宝贵，又极大
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
脫离世上从情慾来的败坏，

就与神的性情有分。正因这
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
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
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
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
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
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
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
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
衆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
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
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
不至於閒懒不结果子了。（彼
得后书1:4-8）

耶稣讲到无花果树的比
喻。本来该是生命丰盛，结
满善果的。但有一棵树，在
那里好多年了，或许看似茂
盛高大，卻是只有叶子，閒懒
沒有果子。所需要的，正是
殷勤，追求进步！赐应许的
是神，有分於神的性情，更不
是由於自己，在於赐重生生
命的神；这不是说，人就沒有
责任—“正因这缘故”，蒙受
恩典，是人作不到的；人的本
分要分外殷勤。

今天我们都知道把身体
养得好，也有基本卫生常识，
那些並不难，其原则也多可
以衍用；不过，真正的“卫
生”，所设标的还应该更高，
更远；不仅是卫此生，还要卫
永生。超越的卫生教育，是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惟独
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
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提摩
太前书4:8） 来源：翼报

超越的卫生教育超越的卫生教育
◎◎亚谷亚谷

每个宗教不是都叫人要
行善的吗？基督教一直说所
有人是罪人，听起来就是所
有人都会有问题，需要相信
基督教。我一生没有犯什么
滔天大罪，也很善良，不认为
自己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还
需要相信耶稣？

基督教信仰里，信徒常
向身边的亲友介绍所相信和
接受的耶稣基督，甚至会邀
请亲友，承认自己的罪，并且
在主耶稣基督面前悔改，主
耶稣的宝血必定赦免我们的
罪。当亲友听到基督教信仰
时，有的会说:“相信哪一个
宗教都是一样的，都是叫人
行善事的”；而有的当听到要
为自己的罪悔改时，也不免
面红耳赤，觉得被冒犯，或有
感被诬赖:“我一生不做什么
伤天害理的事，又怎么会是
一个罪人呢”？为什么基督
教信仰不断强调所有的人都
是有问题，需要耶稣的人呢？

“罪”使人与上帝的
关系隔绝

亲爱的朋友们，是否我
们不断地行善事，符合道德
的标准，就能逃避成为一个

罪人呢？历史上的确有不少
德高望重的伟人，他们刻苦、
严以律己，宽以待人，靠努力
不断向善。其中，如我们所
悉的孔子，他的思想更是影
响华人深远。像这样伟大、
道德高尚的人，冠上“罪人”
一词，是否太过无礼？

我们常认为“罪”指的是
如杀人、放火、抢劫等行为上
的罪恶。也广泛认为宗教等
于行善，然后得救，也是教导
人做好人好事的地方。基督
教信仰或许而不例外，但在
基督教信仰里头，还有比行
善更值得所有人思考的问
题，就是所有人都与创造我
们的上帝的爱隔绝、没有任
何的关系。“罪人”的反义词
不全然是“好人”。“罪人”也
指于上帝没有关系、躲避上
帝、敌对上帝的人。因此，更
准确地说，“罪人”的反义词
是“与上帝恢复关系的人”。

所以，谁不需要上帝的
救恩？就是与上帝回复关系
的的人。与上帝没有关系的
的人需要上帝的救恩，若是
如此，就算我们自称是个好
人，但若是与上帝没有恢复

和好的关系，我们就仍然是
需要耶稣基督的人。

那为什么一定要相信耶
稣基督呢？在《圣经》约翰福
音里，就开宗明义地告诉我
们:“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
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
与上帝同在。万物是藉着祂
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
是藉着祂造的。生命在祂里
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约
1:1-4）。这里所说的道，就
是耶稣基督。为什么一定是
耶稣基督？因为我们是祂所
造、我们的生命就在耶稣基
督里，唯有确定我们的生命
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才是
得救的。

亲爱的朋友，宗教告诉
我们行善才能得救；但在耶
稣基督里，我们是因为生命
得救了，所以有能力行善。
生命与行善优先次序的不
同，成为基督教和其他宗教
的不同，也是基督教所传扬

的福音。
我们或许可以是一个道

德高尚的人，但却是有道德
却没有生命的人。我们所需
要的生命——不只是今生，
也包括将来死后的来世，都
在耶稣基督里。除此以外历
史上也有许多伟大的中国诗
人，都怀着爱国爱民的情
怀。然而诗人终其一生坚守
正直情操，却感慨不敌大环
境的腐败和邪恶。但主耶稣
来到这世上，就是“要将自己
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
（太1:21）。

“好人”的定义和标准？
让我们回过头思考谁

是“好人”？谁才是良善和
道德高尚的人？小的时候
看过的电视剧，祖父母的那
年代，被发现有婚前性行为
的男女是要“浸猪笼”。及
被活生生套在猪笼里，放到
大海活活淹死。然而到了
现今的时代，坚守圣洁性爱

的人却反而成为遭嘲笑的
对象。另外，有的国家对产
权的认知薄弱，将他人之物
视为自己所有，但在其他国
家，却是视为偷盗行为。不
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甚
至不同的人对道德的不同
定义，道德的标准在哪里？
有句话说:“人多述说自己
的仁慈，但忠信人谁能遇着
呢？（箴20:6）

但上帝才是那终极道德
的源头，是全然圣洁、用不改
变的上帝。上帝不只是看人
的外表、表现，也看人的内
心。包括我们内心里的愤
恨、嫉妒、贪婪、争夺、比较、

怒气、淫念，若与上帝全然的
圣洁相比，有谁能说自己已
经全然圣洁，没有瑕疵呢？

亲爱的朋友们，耶稣说:
“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
的人才需要，‘我喜爱怜悯，
不喜爱祭祀’，你们去想一想
这句话的意思吧。我来不是
要召义人，而是要召罪人”
（太9:12，新译本）。这篇文
章或许会让你我感到十分不
舒服，这是十字架讨厌的地
方。然而回转接受耶稣基
督，的确是我们唯一可以得
着和生命，与上帝恢复关系
的道路、真理和生命。

来源：中信月刊

好人需要主耶稣吗好人需要主耶稣吗？？
◎◎中信编辑室中信编辑室

基督的十字架赐予赦罪恩典基督的十字架赐予赦罪恩典

“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
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
的字据，把它撤去，钉在十
字架上。”（歌罗西书二:14）

再过几天就是上帝子
民 将 纪 念 耶 稣 受 难 的 日
子。我们重新被提醒，耶稣
基督的牺牲是祂顺服天父

旨意的明证。耶稣基督在
十字架上的死并非是普通
的死。一部份的人认为耶
稣的死只不过是一个基督
教战士，为维护祂的原则或
教义而情愿牺牲的英雄。
倘若耶稣基督的死没有紧
随着祂的复活，这一点可能
是对的。

基督降世有三个主要
的使命，就是：

第一，救赎世人的罪。
祂已经担当世人在以往 、
当今和将来的一切罪恶和
过犯。

第二，使人与上帝和

好。因为罪已经好久破坏
了人与上帝的关系。

第三，叫人领受从上帝
降下的一切恩福的应许。
其中之一就是救赎宏恩。

基督的十字架叫世人
的一切罪得蒙赦免。即便
如此，仍然还有基督徒总是
与自己的理智和思想交战，
还是不确定自己的罪已经
蒙上帝赦免。

这样的人的心里总是
产生一种愧疚感。

应当理解这个真理：从
基督将我们的罪债钉在十
字架上的时候起，我们的罪

就已经蒙赦免了。
你只需要承认自己一

切的罪 、为罪忏悔，并重新
活在上帝的恩典中。

倘若你已经理解了这
个真理，不论你犯了多少的
过错或者你离开基督有多
远，就当来到基督的十字架
底下，屈膝跪在祂面前，承
认你一切的罪恶和过犯吧！

当要相信，上帝必使你
复兴，甚至使你比以前更
好。

你要在生命中高举基
督的十字架，活出与领受救
赎恩典的人相称的生活 。

“主耶稣，我相信你即
将第二次再来。坐在圣宝
座上，作君王和公义的审判
者，祢将赐予我们真正的公
义和真理。”

(请参阅：以赛亚书一:
18；四 十 四:22 又 五 十 三:
3～12；约翰福音三:16；罗
马 书 三:21～26 又 五:6～
11；以弗所书一:7～8又二:
8～9；歌罗西书一:19～22
又二:6～15；希伯来书九:
12～15；彼得前书二:22～
25；约翰壹书一: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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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得太快太高，跌得
也更痛更惨。有人投机
取巧，不择手段，想一夜
名成利就。但他尚未“登

天”，却已跌下伤亡。信
徒 应 稳 扎 稳 打 ，逐 步 登
天 ，决 无“ 捷 径 ”可 走 。
我 们 所 踏 定 的“ 磐 石 ”，

乃是基督本身。不必求
快 ，乃 是 求 稳 ，贵 在 有
恒 。 应 学 习“ 乌 龟 ”的
慢 ，而 非“ 兔 子“ 的 快 。

更须倚靠上主大能，稳定
抵达终线，登”耶和华的
山“，取得胜利！（赛 2:3）

你想一步登天吗你想一步登天吗？？

伟人，平日默默耕耘，
只为那崇高的理想奉献
自己。他没有出大风头，
有时他的言行还有点古

怪可笑。但他却对人类
社 会 作 出 无 比 的 贡 献 。
伟人将长活在历史中不
朽。名人，可能是受万人

吹捧、大红大紫的封面人
物 ，名 利 兼 收 ，不 可 一
世。但经不起时间的考
验，便消失在时空里了。

十字架，是考验出伟人和
名人的试金石。舍己背
架的人，才是真正的
伟人！（可 8:34）

要作伟人要作伟人！！不作名人不作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