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只骆驼，辛辛苦苦
穿过了沙漠，一只苍蝇趴
在骆驼背上，一点力气也
不花，也过来了。苍蝇讥
笑说：“骆驼，谢谢你辛苦
把我驼过来。再见!”骆驼
看了一眼苍蝇说:“你在我
身上的时候，我根本就不
知道，你走了，你也没必要
跟我打招呼，你根本就没
有什么重量，你别把自己
看太重，你以为你是谁？”

越是无知无能的人，
越是认为自己很重要。谦
卑是一种智慧，是为人处
世的黄金法则，懂得谦卑

的人，必将越走越顺。
便说：人算什么，你竟

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
竟眷顾他？（诗篇 8:4）

与浩瀚的宇宙相比，
人连沧海一粟都算不上，
若没有圣经的启示，我们
就 无 法 明 白 人 的 真 正 价
值。人是神创造的核心，
祂所安排的宇宙不是毫无
意义的，而是为了「顾念、
眷顾」按着祂的形象所造
的儿女，给人预备一个家。

创造诸天的耶和华，
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
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

凉，是要给【人】居住。他
如此说：“我是耶和华，再
没有别神。”（以赛亚书 45:
18）

【人】的原文并非属土
的【亚当】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
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
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
人，名叫亚当。（创世记 2:
7）

而是求告神、与神交

通的【以挪士】
塞 特 也 生 了 一 个 儿

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
候 ，人 才 求 告 耶 和 华 的
名。（创世记 4:26）

惟独见那成为比天使
小一点的耶稣(或作“惟独
见耶稣暂时比天使小”)，
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
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
神 的 恩 ，为 人 人 尝 了 死
味。（希伯来书 2:9）

基督徒的英文写法：
“Christian”Christ 即基督，
摆 在 我 前 面 。 ian 意 即 I
am nothing，后面的我，算
不得什么！

感谢主，道成肉身在
“人”当中，上十字架流血
舍命，成了挽回祭，使我这
个算不得什么的“人”可以
与神和好！

◎陈庆云人算什么人算什么??

我们今天的世界，有一
点和耶稣的时代沒有差別，
就是悲痛的侵袭。我们会
轻轻地拍着朋友的肩头，
说：“別哭了。”当年耶稣卻
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因
为他们必得安慰。”这句话
恐怕曾引起过一阵更不安
的骚动。

災难和一切的不称意，
怎样可以使一个心灵破碎
的人获得安抚呢？

甚至舞台上的喜剧明
星，那把欢乐带到人间的，

也有在幕后暗泣的时光。
电视节目“忠实的镜头”，
以“笑一笑吧，你现在正被
摄入镜头。”为号召，可是
在那些无数人生的摄真里，
仍旧掩盖不了形形色色的
沮丧，愤怒，不满。

不错，悲痛的本身並沒
有任何福气和价值。因为
使人痛苦的事情，从来不是
上帝的本意。

耶稣说的“哀恸”，不单
是哀恸而已。很多人为了
过度的悲伤，使自己完全失

掉了振作的能力。能夠在
哀恸中仰望上帝的爱抚，那
才是福祉的来临。

有福的哀恸，不是指呼
天抢地，六神无主的仓皇情
景，而是在宁靜中，发出最
深度同情；也不是蓬头散
发，滴水不进的公开抗议，
而是发自內心的信念的坚
強誓约；更不是无止境的，

消极主义，这样祇有把悲剧
延长下去。主基督要我们
积极的站起来，把自己的不
幸，转为对別人的困苦寄予
关怀和协助。基督教就是
在这至恶劣的环境中，带给
人一种不平凡的和平。

当然，如果这种和平仅
此而已，那也不过是一服暂
时的镇靜剂。可是天赐的

和平，会产生无比的力量，
许多伟大的慈善事工因此
展开，世界便改观了。

基督教不要人避开患
难，卻是要我们正视患难。
命运也者，在乎人愿意自己
怎样与上帝同行，痛苦既沒
有可怕之处，声色犬马之
娛，如何能满足灵魂的需要
呢？

有一种哀恸，並不是因
外来打击所发生的，而是一
个 人 对 自 己 的 罪 咎 的 创
痛。大卫以一国之尊，抢了

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悔恨
不已。他向上帝恳切求赦
道：“上帝啊，求你按你的
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
悲涂抹我的过犯。…忧伤
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耶稣跟着又说：“你们
现在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
你们将要哀恸哭泣。”祂是
指靠物慾恶行而嘻皮笑脸
的人，以折磨自己及他人为
乐的，有一天他们必因罪哀
号切齿。

来源：翼报

何妨一哭何妨一哭 ◎余卓雄

经文：路加福音
九章51至 62节

谁明白耶稣的心，谁与
祂同行？耶稣甫展开行程
要往耶路撒冷去完成使命，
遇到的就是门徒不明白祂
的使命，也有人不明白跟随
祂的代价。我们跟随主耶
稣，要如何与祂同心共行？

一．与主同心爱世人
（路9:51-56）

当时耶稣经过撒玛利
亚，差遣使者进入撒玛利亚
的一个村庄，那里的人却不
接待祂。雅各和约翰就说：
“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
天降下来，烧灭他们吗？”

（路9:52-54）
撒玛利亚人拒绝耶稣，

门徒也不明白主的心。撒
玛利亚人拒绝接待耶稣，是
因为祂“面向着耶路撒冷
去”（路9:53）。犹太人与撒
玛利亚人之间有种族的隔
膜和信仰的争论，双方不相
往来（约4:9）。当时这个撒
玛利亚的村庄拒绝接待耶
稣，而雅各和约翰竟然希望
这个村庄即时接受天火之
刑！

“主啊，你要我们吩咐
火从天降下来，烧灭他们
吗？”这问句中的“你要”也
可译为“你愿意”，门徒等

于问：“主啊，你想烧灭他
们吗？你的心意是不是要
使他们灭亡呢？”主耶稣对
他们的责备，不但反映祂完
全没这个意思，更加表示门
徒内心所想的违背祂的心
意。门徒跟随了耶稣那么
久，仍然未能了解祂的心，
不明白祂的使命。主耶稣
之前也有被人拒绝，但何曾
要那些人即时灭亡？

我们能否与主同心爱
世人？跟随主，作主的门
徒，看法要与主的看法一
致。当时门徒对撒玛利亚
人缺乏爱心，就好像犹太民
众 认 为 税 吏 不 配 得 救 一
样。但主耶稣的看法是什
么？主耶稣爱他们，怜悯他
们，看他们是失丧的羊，需
要找回。

我们要注意自己的心，
切勿因有成见而导致自己不
能按照主的心意去对待别
人。社会上充满各种歧视，
有些人自认为比某些人优
越，就对对方产生厌恶，就如
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
或如法利赛人藐视税吏。而
这种心态是主所责备的，因
它会使人自以为义：当那些
自己看不起的人出现毛病的
时候，就将问题无限放大，甚
至认为对方应该灭亡，但原
来自己是挑剔别人眼中有木
屑，而不知自己眼中有木

梁！这种心态也会对福音工
作造成阻碍，使人不欢迎某
些人来到教会。但如果我们
能够与主同心爱世人，就不
会问祂是否愿意我们用火来
消灭人，只会跟着这位好牧
人同去寻找失丧的羊。

主耶稣希望我们与祂同
心爱世人，与祂同行完成天
国的工作。但祂也明确指
出，跟随祂是要付代价的。

二．付代价与主同行
（路9:57-62）

有一个人对祂说：“你
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随
你！”耶稣就对他说：“狐狸有
洞，空中的飞鸟有窝，人子却
没有枕头的地方。”（路 9:
57-58）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布
道，没有固定的住处，而祂
“没有枕头的地方”更加表
明，跟随祂，甚至有可能要露
宿街头；因为不是每个地方
的人都愿意接待祂，上文那
个撒玛利亚的村庄就不愿意
接待了。一户人家不愿意接
待，还可尝试另一家；但如果
整个村庄不愿意接待，那就
只得露宿街头。这表明了，
人若要跟随耶稣，就要预备
遭受拒绝，正如祂受到拒绝
一样。我们跟随主，为主作
工，虽不一定飘泊流离，但一
定会遇到拒绝。因为黑暗的
世界并不欢迎基督真光，昔

日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
人，今日那些迫害基督教会
的人，全都拒绝接受耶稣基
督是死而复活的真神。主耶
稣在世上如何被人拒绝，使
徒传福音时如何受到迫害，
我们跟随主就要准备同样受
到拒绝。

59 至 62 节记载另外二
人向主提出请求。一个说：
“主啊，请允许我先回去安葬
我的父亲。”另一个说：“主，
请准许我先回去和家人道
别。”这些请求在我们看来都
很合理，但耶稣如何回应？
祂对第一个说：“让死人去埋
葬他们的死人吧！至于你，
你要去传扬神的王国。”对另
一个说：“手已经放在犁上却
往后看的，不配在神的王国
里。”

为何耶稣不同意呢？难
道祂要我们不再爱家人吗？
这里不是说基督徒跟随主就
不再爱家人，它的重点是：跟
随主的人需要明白什么事情
是优先的，也要专注于主耶
稣要我们所作的事。这两个
请求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
先”如何如何，也就是说，这
些事成为了迟延的借口；“我
先回去”甚至可能会变成“我
要回去”，一回去就不再回来
了。任何拦阻我们跟随主的
事情都必须放下，这就是我
们要付的代价。如果容让一

件事情成为迟延的借口，往
往就是等完一件又一件，结
果一生不能跟随主。

没有任何事情比跟随主
更优先更重要。如果主耶稣
要我们放下一些事情来跟随
祂，即使那些事情原是我们
的责任，也可以放心放下。
主说：“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
死人吧！至于你，你要去传
扬神的王国。”死了的人怎样
埋葬死人？这表示不是按照
字面去理解。这句话的重点
是在“你”：“至于你，你要去
传扬神的王国”。主对你的
旨意是什么？你现在要去传
扬神的王国，其他事情就让
那些事情自行解决吧。主耶
稣似是在告诉那人：安葬父
亲是重要，但你放心，我会负
责，那些事情会有安排。至
于你，你现在专心去做我要
你做的事就可以了。

与主同行是要付代价
的，这些代价确实使人感到
挣扎，因为我们要准备受人
拒绝，也要学习凡事以主的
旨意为先。虽然代价不菲，
但绝对是值得的，而且会满
足和喜乐，因为我们是与那
位爱我们的主同行，也有爱
主的人与我们结伴同行。这
是窄路，但这就是永生的道
路，如果我们不跟随主耶稣，
那要跟随谁呢？一旦下定决
心跟随主，就要单单专注于
祂，一生向这目标前进，不要
再往后看了。

来源：金灯台

谁与耶稣同心共行谁与耶稣同心共行？？ ◎陈梓宜

据说从前在一个土地
肥沃的村庄里，住着两兄
弟。

做哥哥的已婚，育有两
个孩子，而弟弟仍然单身。

他们一起在同一块土

地上工作，当收割的时候，
他们平分了所得的成果。

在收割后的一个晚上，
做弟弟的独自坐着想:“ 这
样的分法实在不公平，我
的哥哥应该分得更多，因
为他和妻子及两个孩子住
在一起。”

于是在夜深人静的夜
里，他偷偷地拎了一袋属
于自己的大米，放在哥哥
的粮仓里。

在另一个地方，做哥哥
的也在想:“倘若我的弟弟
能够分得更多才是公平的
分法，因为他一个人住，如

果出了什么事，没有人会
照顾他，而我的孩子和妻
子会照顾我。”

于是做哥哥的急忙从
自己的粮仓里拿出一袋大
米，悄悄地送到弟弟的粮
仓里。

这样的事一直地发生
了许多年…。

他们的脑海里都有一
个疑问，为什么每次收割
了之后，他们的米仓似乎
没有丝毫地减少，即使他
们已从中取出了一袋？

直到在收获后的某一
个寂静的夜晚，他们两人

在路途中相遇。
他们各人都扛着一袋

米…。
在那一刻，他们脑海中

的疑问已得到解答，他们
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感动
得泪流满面，他们意识到
彼此是何等地相爱…。

做兄弟的就应该如此！
千万不要让财富成为

彼此仇视的导火线，而是要
成为兄弟之间的强力胶。

凡愿意为自己兄弟的
生活着想的，上帝早已将爱
心栽种在他的心里。

如果我们一直努力地

帮助和关心兄弟姐妹和其
他人的生活，我们必不至缺
乏。上帝必会将丰盛的恩
典赐给凡有怜悯心肠的人。

“凡有世上财物的，看
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
的心，爱上帝的心怎能存
在他里面呢？”（约翰壹书
三:17）

（请参阅：申命记十五:
7～8；诗篇一百卅三:1～
3；马太福音五:7；哥林多
后 书 九:6～8；雅 各 书 二:
14～17；约 翰 壹 书 四:7～
8，20～21） 小牧人辑

～译自印尼文网络～

爱弟兄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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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魂 、灵 三 部 分 组
合而成的一个“人”。十
架救恩是针对整个人：主
流宝血为要拯救人的灵

魂、重建人的魂魄、医治
人的身体；这三部份合成
一 个“ 完 美 的 救 赎 ”（A
Perfect Salvation）。 使 徒

保罗也极重视这“三重的
保守”，出现在圣经的“三
重祝福”的祷文里（帖前
5:23）。救恩如此浩大和

完美！作为祂的儿女，应
为自己的“全人”，向神献
上“三重谢恩”！

完美无瑕的十架救赎！

两千多年前，历史上
“第一个主日”早晨，那墓
前的巨石突然辊开，复活
的主耶稣走出来了！天

使宣告：“祂不在这里，已
经 复 活 了 ！”（路 24:6）。
这是天使的“第二次报佳
音”，不是向旷野的牧羊

人，乃是报给一切属主的
真信徒！今天我们当快
挪开“罪的巨石”，跟着主
一齐复活才是。

欢呼吧，我们也将有
一 个 空 坟 墓 ！ 因 为“ 旧
我”已死，“新我”走
出来！

那个空了的坟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