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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东牧师北美基督灯台协会驻会牧师

爱完全了律法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
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
罚。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
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罗马书13:1-5）

          2022年7月4日美国独立纪念日,
芝加哥市郊的海兰帕克市再次发生
枪击案，22岁的枪手向人群开枪，
射杀六人，数十人受伤。据统计网
站(GunViolenceArchive.org)指出截至
5月25日，美国枪击死伤人数达17196
人；以此趋势推测，在下半年内，
美国还会有人被枪击、死伤人数多
达13,000人，也意味着在2022年，预
计有30,000人因各种枪击事件受伤或
死亡。

          善良的人遇见这些凶暴的事应该怎
么办？当我们为遇难者哀痛时，我们也知
道这些上了新闻头条的案件只是冰山的一
角，在新闻背后还有更大的争战，需要我
们不住地祈祷。美国枪击案层出不穷，与
宪法第二修正案（Second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有直接的关
系：让我们为第二修正案能够在21世纪得
到正当的解释祈祷，也要为最高法院的大
法官和参众两院议员，白宫总统和他的行政团队代祷，圣经说：「你们要
谨慎行事，不要像愚眛人，当像智慧人。」(弗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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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是法治国家，2008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哥伦比亚特区诉黑勒案
（District of Columbia V. Heller, 554 U.S.570〔2008〕) 判決书指出第二修正案
保障个人拥有枪枝的权利，不论此人是否属于民兵皆然。人民有权基于合
法的目的使用枪枝，诸如在屋内自我防卫。在麦克唐纳诉芝加哥案（Mc-
Donald v. Chicage, 561 U.S.3025〔2010〕）中，最高法官裁决第二修正案不
仅拘束联邦政府，对于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同样具有拘束力。

          美国虽然是由基督徒价值立国，但当代法律思潮高举「个人权利」，
极大背离了圣经十诫的教导，其结果必然会是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

          诚然，我们不能指望地上有权力者完全活出上帝的旨意，然而基督徒
是世上的光和盐，当在上有权柄者互相争斗的时候，让我们为神的爱在世
间彰显而祈祷；当人民为拥有枪枝自由和枪枝管制之间尖锐对立的时候，
愿我们汇聚、装备来自全球的基督门徒，成为时代爱与和平的使者，在各
地行公义、好怜悯，谦卑地与神同行，活出爱人如已的神旨。

          面对世代的洪水滔滔，我们以信心宣告神的公义和怜悯，个人微小的
力量看似微不足道，但万千爱心力量的汇聚，势必引爆改变世代的大能。
让我们祈祷吧！基督的爱必能够胜过世间一切的愚眛与恶，只有基督的爱
才能够完全律法，如圣经所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
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
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
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罗马书13:8-10节)

          基督灯台全球学院暑期课程开始了，邀请你加入终身学习的行列，成
为圣洁，合乎主用。https://classroom.thegoldenlampstand.org/moodle/    

          学院凭信心办学，您的支持，鼓舞着我们向着标杆直跑。        
 https://thegoldenlampstand.org/thank-you-for-your-giving

什么是合乎上帝旨意的法律基础呢？初抵美国的清
教徒认为圣经十诫是立国之本，十诫的精义就是尽
心尽性尽意爱神，其次是爱人如已。法律的本质必
须是以保护人的生命，促进生命的繁盛为依归。今
日社会如果陷入单顾自已、为自已的权利互相博弈 
的情形，其结果必然是民攻打民的局面。美国参众
两院在6月23日及24日通过「跨党派强化社会安全
法」、6月23日同日最高法院却同时裁定，维护美
国公民有隐蔽持枪权，民众可以在公众场合带枪而
无须证明有正当理由。当执政的和掌权的彼此对立
的局面，让人惊问“民攻打民”在美国是否会成为
现实？



          论到敬拜，我们是藉基督，在圣灵里，到父面前。常言敬拜不须外在
礼仪形式，因为耶稣说：“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祂。”(约四
23)“心灵诚实”中诚实原文是aletheia（真理），中文新译本：“必须靠着
圣灵按着真理敬拜神”(约四15)。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十四6)真理的总归就是耶稣。

          叙加井旁的撒马利亚妇人不是没有“心灵诚实”--我们常理解为的主
观虔诚，乃缺乏客观的真理。她到撒马利亚的基利心山的圣殿敬拜，因她
不晓得耶稣所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约四22)圣殿是神人相遇的地
方，是基督的预表(type)，但实体(anti-type对范)已来到了，耶路撒冷的圣
殿也要过去。在耶稣降生之前，唯一敬拜父的地方，是耶路撒冷的圣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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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山灵雨
何谓心灵诚实的敬拜?

伍渭文 牧师       基督灯台全球课程讲师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客座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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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有主观虔诚没有客观真理，是非常危险的，所有异端分子都是热心
虔诚,不少原教旨狂热分子也背负着炸弹，诵读着祷文,冲向人群。“心灵
诚实”的心灵一词可解作人的心灵和圣灵；但在约翰福音，一般作圣灵。
因为真理需要圣灵的光照，人才能明白，“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
能说耶稣是主的。”(林前十二3)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弗六17)，圣灵来
是叫我们想起耶稣的话：“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祂要
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约
十四26)心灵诚实的敬拜就是：“必须靠着圣灵按着真理敬拜神”(新译本
约四15)，亦是藉基督，在圣灵里，到父面前的三一敬拜。

          祂也是诗篇二十二篇向上主呼求的那一位：“我的神，我的神，为什
么离弃我”。基督十架七言第一句就像诗人所求:“父上主不要离弃我”。
在此诗中，诗人认为身罹顽疾，频临死亡，面对各种横逆，以为上主背弃
祂，但在祷告中知道蒙了应允(21节)，上主不会离弃祂。请注意：上主并
不是医治他，不让他经历死亡，乃告诉他，死亡也不能把他和上主的关系
间断。他就赞美上主并呼唤在崇拜中、专心聆听他哀歌祷告申诉的会众，
一起发声赞美。诗人并不孤单，在哀求祷告中，会众用心聆听，因为最个
人的也是最普及的(The most personal is the most universal)，透过一个人的祷
告，整个信仰群体一起祷告。就像在十架上，对基督来说，并不是完全孤
单，祂看到圣教会将出现，因为祂的死、埋葬、复活、升天，圣灵就降
临，教会的诞生，就像产难中的母亲，都怀着喜乐和盼望，面对生产之苦
难。因而希伯来书二10，12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
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
美你。”

          藉基督到父面前
不难理解，我们的祷告
岂不是奉基督名字吗？
怎么说奉耶稣的名字到
耶稣面前呢？藉着耶稣
的死，圣殿分隔神与
人的幔子从上到下裂
开。(太二十七51)希伯
来书说基督是真帐幕里
作执事(leitourgos，主
礼)，在崇拜中，作为
主礼带领我们到父面前
的就是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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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只有一位是“手洁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但祂已
成为赎罪祭，祂的血已涂在约柜的顶成为施恩座，施恩座要进入耶路撒冷
至高之锡安山的金顶圣殿；被杀的羔羊，要登上至高上主的宝座，坐在其
右。因被杀的羔羊，已成为掌管万有的主。“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
和华，祂是荣耀的王！”(v.19)从来没有人被咨询过才生下来，也是除了这
一位，但祂答应了。这位是父上主心中的话语或道，这话语太初与上帝同
在，这道成为肉身，名叫耶稣。 

          诗篇二十四篇传统被视为约柜重返圣殿的诗篇，以色列人因为拜偶
像，上主让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诗二十四篇是庆贺约柜重返圣殿的诗
篇。第一、二节赞美上主之后，出现礼仪对答：朝圣者问：“谁能登耶和
华的圣山？谁能站在祂的圣所？”(V.3) 然后祭司答：“就是手洁心清，不
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V.4) 我们可以想象，这班要登山进入圣殿
的朝圣者，中间有抬着约柜的人，他们因为约柜引带，旋即转叩问为凯旋
的欢呼：“众城门哪，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
荣耀的王将要进来。”(V.7)



努力进入天国
       基督灯台全球课程讲师       

中华圣经教会欣道堂主日学老师 作者（图与文）卢天赐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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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长创作

          英国文学家和神学家切斯特顿(G.K.Chesterton；1874-1936)曾这样
说，“我从托儿所中所学习的功课，比从哲学家们所学到的更多。”如果
两个小孩子相争一个玩具，可能看到的反应是，那个愤世嫉俗的孩子，宁
可努力毁坏这玩具，也不让另一个孩子得到，这是一种努力；那个比较驯
良的孩子说，我不跟你争，我去赚点外快，给自己买一个回来，这是另一
种努力；类似这两种情况，在社会上、在职场中也屡见不鲜，这个故事启
发了我对下面两处经文的理解。  

“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  
(路16:16)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太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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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能带来的满足。圣经把天国比喻为
藏在地里的极贵重的宝贝； 当人发现
了，便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
买这地(太13:44)。这是一种不顾代价
的“努力”。另一方面， 魔鬼撒但知
道自己得不到这个天国无比的宝贝，
就如盗贼一般，尽其偷窃、杀害、毁
坏之能事,牠“努力”使别人也得不
着这宝贝(约10:10)。

          在此，我们看到两种不同的努
力：一种是渴慕得着上帝的福气的努
力，另一种是由魔鬼或世界而来的“
努力”，旨在阻止人们进入天国；所
以进入天国不是经过一个中性的地
域，乃是一个属灵的战场。凡愿意为

          一个人能够进入神的国，全是在乎神拣选的恩典，不在乎人的行为。
难道我们还需要用自己的“努力”， 才能进入神的国吗？这“努力”不仅
仅是一种毅力, 同时也是一种“满有把握”的争取力，因为马太福音这样
说：“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其语气表面上被误会为充满了“人定胜天”
的傲慢，是吗？鉴此，这两节经文成了圣经的难题。

主争战的，必能得胜。然而，世上却有一类愚昧荒谬的人，他们被邀请去
参与王子的天国宴会, 却异口同声地推辞，因为他们看不起天国宝贝的贵重
性，结果触发王怒(路14:16-18)；这等人连魔鬼也看不起他们。

          为什么这两节经文与施洗约翰拉上关系呢？国度是旧约圣经的主题之
一，以大卫王国作其预表。上帝藉着旧约最后的一位先知，施洗约翰，把
神透过大卫所表达的国度“福音化”，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具体地表达出
来，并宣告这个无与伦比的国度巳经来临了。人们发现了这个“绝对美善
的宝藏”就产生了上述的不同的反应。

          那些蒙神拣选的人，属灵眼睛被圣灵打开了，看到宝贝和它的价值。
使他用所有的“努力”，进入蒙福的盼望中。然而，这种强烈的渴慕不是
出于肉体的意志, 乃是因为圣灵把那无穷生命的活力放置在重生者的心灵
中, 促使他们对天国有深深的渴望，所以这个努力是一个“被动的主动”, 

         上述经文中的“努力”在希腊文(biazetai)中是一个强烈的字眼，指巨
大的力量。它不仅仅是一种任劳任怨的毅力，而是一种“志在必得”的暴
力。如果你确信跑完马拉松全程是一项高尚的目标，你就会鼓起热情，接
受锻炼, 甚至甘心忍受无情暴力的痛苦。天国的福气是远超过马拉松长跑



是一个能产生斗志的动力。除了那渴慕的努力外，重生者还面对魔鬼的阻
力, 但魔鬼的努力终必徒然；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交付给基督了，
所以我们这群基督的精兵必能得胜， 正如经上所说的“努力的人就必得
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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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到得救的经历，鲁益师(C.S.Lewis；1898-1963)在自传中写道：“在
1929年的三一学期(Trinity Term 是英国学制的名词，指四月中到六月底的
最后一学期)期间，我屈服了，我承认让神是神(let God be God)，我跪下祷
告；也许，那天晚上，我是全英格兰最沮丧和最不情愿的皈依者。那时我
没有看到我现在看到的最闪亮和最明显的事实，就是那位神圣的谦卑(Di-
vine humility)，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竟接受像我这样的皈依者。”

          每当我读到“最沮丧和最不情愿的皈依者”这一句话时, 心中一直在困
惑着，令我非常费解。据我所听过所有的受洗见证(包括我自己的在内)，

图解：鲁益师九岁时母亲去
世，他的田园诗般的幸福随之
结束。在寄宿学校中，他进入
属灵的黑暗，成为无神论者，
后又涉及神祕主义的灵异世
界。当他第一次前往牛津时，
下火车后，行了一段路，两旁
房屋简陋，路边野草丛生，他
停下来，转头一望，看见远方
的美丽尖顶和塔楼，才知道自
己走错了方向。此事以后，他
深受切斯特顿的影响，理性经
历挣扎，终于在32岁时“最不
情愿地”相信了耶稣。

都是非常喜乐和非常愿意地宣
告接受耶稣基督作个人的救
主，哪里会有“沮丧”和“不
情愿”的想法呢？哦！原来这
位神所重用的作家和护教者，
是在猛烈的属灵争战的情况
下， 得胜地进入神的国。随
后，神用鲁益师富有洞察力的
思考, 奠定了廿世纪“哲学护
道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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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访谈
祷告的力量

采访者：陈晓东牧师（基督灯台全球学院院长）

问1：从您信主以来的经历，您怎样定义对祷告的看法？     

黄牧师：

          我想有两节经文可以是一个总结，特别是对这两年的祷告生活。

          罗马书 8:26-27:“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
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
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从上下文来看，这里
的软弱，指不想祷告的软弱，近两年的疫情带来了生活中很多的变动，很
多外在的事情不断的在冲击我们，影响我们不能像过去一样静下心来、很
专注的在那里读经祷告。我们在这种软弱的时候，圣经说有圣灵的帮助，
因为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是圣灵在帮助我们每一次能够祷告，那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应该感到
安慰的是，也许我们不再像以前一样很规律地或者说心情正常地祷告、生
活，但是我们要知道，其实是圣灵在帮助我们祷告，按着神的旨意，在为
我们祈求。这句经文说明连保罗可能都经历这种不能祷告的软弱，所以，
在软弱时，我们更要依靠圣灵，体认不管我们现在能不能祷告，会不会祷
告，愿不愿意祷告，其实都是圣灵在为我们祷告。但愿圣灵正在为你我祷
告的事实，可以激励我们愿意祷告的心。

          接下来罗马书 8:28:“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尽管这个时代有很多的变动，但在圣灵按照神
的旨意祈求的情况下、这些改变都终究会为我们来效力的。但愿这个应许
鼓励我们在祷告上不灰心。

受访者：黄建帧牧师（基督灯台全球课程讲师，角声宣教士学院课程讲师 /   
        Gorden-Conwell教牧神学博士及神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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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2：在您印象中有没有一些祷告经历，是您记忆比较深刻的？

黄牧师：

          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次是在神学院毕业之前。20年前我在考虑将来服事
方向，当时我30岁出头，也还没有结婚，感觉好像人生还有很多的变量。
我记得我去参加一个主日崇拜，那天有领圣餐，因为我从小已经在领圣餐
杯，守圣餐，所以也没有太多期待，但是在领完圣餐后的自我省察祷告中,
突然我感觉主的声音在我心里面很深的地方，说很简单的话，祂说：“你
与我有份”,我当时感觉好强烈，非常的受感动,因为主在对我说话，一听
那个声音就知道是主的声音，不是我自己的，也不是别人在跟我讲话，是
一个安静平安的声音，很沉稳，告诉我这个事实:“你与我有份”。

         这20年来，神对我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回应，带领我度过了难关与挑
战，特别在牧养的路上，牧养工作的成败是一回事，我这个人跟主有份，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的生活一定有起伏，人生有种种的遭遇,有
时候没办法避免。最后最根本的是什么呢？对我来讲，就是跟我们的主有
份，我想这值得所有。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圣灵带给我的感动和应许。

问3：在经历灵命软弱时，如何能恢复和神的关系？

黄牧师：

          我建议要有一个规律性的读经生活，我把一年要读的圣经所有的章
节，都放在《读经记录表》上面，我每读完一章我就划一下表示我读过
了，这个习惯我保持了好多年，所以在进入祷告旷野的路上，我觉得制定
计划很重要。无论你在祷告有没有突破，有没有领受，愿不愿意是一回
事，就是我们愿意有一个有纪律的读经祷告的生活，这是我们的心愿。

          因此在越不想要祷告亲近神的时候，反而越是求神帮助我们勉为其
难，攻克己身的来锻炼一个规律的读经祷告的生活，不要轻言放弃，在你
可以的范围里面，有一个规律性的读经生活，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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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4：怎么理解“祷告是将自己的心意被神的旨意改变呢”?

黄牧师：

          我觉得祷告实在是一个很漫长的学习旅程。在开始学祷告时，我们是
带着很想要上帝成就我们心里想要成就的事情的心去寻求神的旨意。虽说
是寻求神的旨意，但是我们很希望的是上帝来完成我们的心愿。圣经这样
教导，神的心意是要我们祷告去了解神的心，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但神
的心意人可以参透吗？到底祷告是什么？

         我们说祷告是呼吸，是与神同行，我们看耶稣的祷告，好像也没有看
到耶稣祷告说要改变什么，他除了最后上十字架之前，马可福音14：36，
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
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除了那一刻我们好像比较清楚看到耶稣的祷告
跟神旨意的关系，其它我们个人的祷告我觉得就是一种跟随主，我们不见
得在祷告的当下就明白下一步要怎么走，或者这个决定要怎么做，但是我
觉得祷告更是一种信仰的表态，是对神说我愿意敬畏你，跟随你。即使我
在面对人生种种选择时，我愿意交托，所以祷告也是一种交托，一种信
心，一种相信的态度，这种态度我觉得神看重，因为说实在的，神的旨意
只有神知道。

         我知道有些消极的想法认为说：“反正我祷告不祷告，神的旨意都会
实现，那我还要祷告做什么？”，这就像你的孩子进入青春期，他小时候
可爱的不得了，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回家一五一十都跟你报告，但是一
进入青春期就不跟你讲话。我觉得有些基督徒在初信的时候跟神有很多很
甜蜜地的交往，但是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好像青春期的儿女一样跟神
的交流停止了。如果祷告是一个交流的话，那么基督徒的这种不祷告的情
况，有人称之为旷野的情况，信仰之路到此就进入一个平原期，没有什么
高低潮，这时候，就像圣经里说的，圣灵正在为我们祷告，会有一个突破
点来到。

          当我们祷告不下去的时候，知道圣灵还信实地为我们祷告。如此，我
就愿意再继续祷告，因为圣灵已经在为我们祷告，神的旨意会在我身上彰
显，我祷告的目的，不只是寻求神的旨意，而是我愿意相信这个旨意对我
来讲是好的美的，我愿意用感谢的态度去领受，我也更渴望这种跟神之间
的关系可以藉着祷告，更达到一个新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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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的耶稣
梅章建文师母

画廊中的祷告

         我从小就喜爱跑去海边，看着海浪翻腾，听着大海拍打岸边激起的风
浪声，带给我感慨良多。我少时寄人篱下，养成早熟的人生观，感受到人
生的风暴不时发生在我身上，那时只会哭泣不会祷告，因那时我还没有认
识主，所以喜欢寄情于赏画和作画，特别对“海”情有独钟。一次偶然看
到耶稣渡海的一幅名画，使我的思潮回旋在画中的大风大浪中。

洛杉矶正道神学院基督教教育硕士  
  前美国基督教救世军神学院导师

          仔细观察画
中的小船，载满
了很多人，一点
空间也没有；处
于汹涌波涛中的
孤船，没有其它
船只在附近，船
上门徒们极度惊
慌失措的情景，
与耶稣却在酣睡
的情景作对比，
好像对祂丝亳没
有影响；船头和
船尾的门徒抓住
船的短木柱紧抱
着不放， 随着波

浪的起伏，这种对角线两侧的人物形态是相互对称的；船边两侧的门徒努
力撑住桨板，一位门徒因太大的风浪失掉了一条桨板，有两名门徒可能失
去平衡举起手臂，其中一位更抓紧那随风而鼓涨的衣服，还有两位门徒绝
望地依附在耶稣身旁，而基督则成为画面的焦点；背景的天与海颜色深
沉，使人体会到处于危险环境中的恐慌感，在绿蓝色的大海衬托下，把船
上的人物鲜明显现出来，也突出耶稣的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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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古典派画家憎恨浪漫派画家，
并曾极力打击他们，但德拉克洛和他的同
道却愈来愈受大众欢迎，最后且取代了古
典画家的地位。德拉克洛曾描绘十字军东
征情形，他根据福音的内容画过十幅变体
画，本文附图取材自新约圣经故事，虽然
线条并不优美，但色彩倒极生动活泼。

          此画出自耶稣平静风浪的神迹，在新
约马太福音（8:23-27）、马可福音（4:35-
41）和路加福音（8:22-25）都有记载。主
耶稣教导门徒，不独藉着言语，有时也会
藉所行的神迹来操练门徒的信心。这些经
文记载主耶稣在迦百农的时候，许多人围
着祂（太8:18），祂都一一成全他们所需
要的，给他们祝福，之后打发他们回去。

          直到黄昏的时候，主吩咐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当时的人
差不多都知道，加利利海地势特殊，207公尺宽阔的海，四面环山，风从两
岸刮起，当越过对岸时，风势会在近海的地方加剧，形成突然而来的猛烈
风暴；时至今日仍不时有骇人的风浪，有时浪高达六公尺；所以，门徒惊
慌是很自然的。门徒以往就在这海上打鱼，经验丰富，也知道怎样驾船，
但是他们当时确实面对着一个危险的处境：在黄昏或晚上渡海；再者从迦
百农到格拉森，本可由陆路直达，但主耶稣偏偏选择海路，又是黄昏的时
候，可见主耶稣实在是要藉此操练他们的信心。

          格拉森不是个好去处，因那边有被鬼附着的疯子，没有人能制服他，
一般人也不想面对这处境，但他等着门徒把耶稣带过去帮助他，拯救他。
主今日同样要求我们：“渡过那边去”，它可能是我们不愿意去的地方，
或是不愿意去做的事情。我们觉得很难明白主的旨意，好像道路与时间都

          很多画家也曾画过平静风和浪的圣经故事画，各有创作的风格，而此
幅却是独特且浪漫、色彩丰富。创作此画的画家他经常全神贯注地观察大
海，渴望去了解大海；此外，他刻意描绘人类是如何地藐视自然，表现物
质和精神之间的永恒冲突；他就是反对古典风格的浪漫主义者——法国画
家德拉克洛（Eugene Delacroix—1853），他对古典画家认定所有画家均应
遵守一定的绘画法则极为不满，他领导一些画家反对古典风格绘画，他所
领导的画家被称为浪漫主义派，这些浪漫主义派画家认为，画希腊人与罗
马人物亳无意义，而应画当时所发生的真实事情；此派与古典派还有一点
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注重色彩，认为色彩比线条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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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理，不近人情；我们体贴肉体的舒服，不愿意离开安乐窝，也不愿意
接受神的操练：存着顺服的心，跟从祂走上风浪险路。单有爱主的心，而
不肯接受神的操练的人，他不能成为贵重的器皿，不能被主使用，也不能
看见主的权能、主的荣耀。

          船行海中，忽起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这是外在
看得见的风浪，老练的渔夫本不惧怕；门徒的害怕却显出他们“内心的风
浪”，正如雅各所描写的：“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
腾。”（雅1:6）他们怀疑主的权能，怀疑主的慈爱，怀疑主的智慧，内
心摇摆不定，七上八下。求主赐给我们信心，当我们遇见人生的风浪的时
候，使我们内心不至摇动，外面的风浪便不足怕了，我们可以向风浪宣
告：“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砰訇翻腾，山虽因海涨而战
抖，我们也不害怕。”（诗46:1-3）

          耶稣身体疲倦，需要休息，而门徒一呼求，祂便立刻醒来，起来斥责
风浪，风浪便平静了；祂身躺卧，心却是醒着，祂并不是门徒所说的那样
自顾睡觉，不顾他们的死活，却是要操练门徒的信心，安静等待门徒的呼
求。信徒在世上应学像主耶稣这样的平静，一方面是心灵的安静，在风浪
中可以处变不惊；一方面是心灵的警觉，随时可以起来抵挡魔鬼的试探，
以免陷入疑惑不信的境况。

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祢教导我们知道遇到什么事都不必惧怕，因有主
与我们同在。我们常常惧怕所不该惧怕的，当惧怕的反而不惧怕。我们怕
身体的死亡，却不怕灵魂的沉沦；我们怕得罪人，却不怕得罪神；又像那
少年官一样，我们怕舍弃地上的财富，却不怕失去天上的永福。求天父怜
悯我们的愚昧，同时也感谢主耶稣教导我们信心的功课，认识祢是掌管天
地万物的神，巴不得今天我们顺服神的旨意，接受祢的操练，使我们信心
更坚强，更成长。奉主耶稣名求，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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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圣祷文
「异象谷」

清教徒祷文

主，崇高而圣洁、温顺且低微，

祢已带我至异象谷，

在这里，我居于低地却得见祢在高处；

被罪的群山包围，我注目祢的荣耀。

让我学会这悖论：

下行之路就是上升之路，

降卑就是升高，

破碎的心就是痊愈的心，

懊悔的灵就是喜乐的灵，

悔改的灵魂就是得胜的灵魂，

一无所有就是拥有一切，

背负十架就是戴着冠冕，

给予就是接受，

深谷就是异象之地。

主啊，白天时，星星能够从最深的井里被看见，

井越深，祢的星闪耀地越明亮；

让我在我的黑暗里寻见祢的光，

在我的死亡里寻见祢的生命，

在我的忧伤里寻见祢的喜乐，

在我的罪里寻见祢的恩典，

在我的贫穷里寻见祢的丰富，

在我的深谷中寻见祢的荣耀。

Lord, high and holy, meek and lowly,

Thou hast brought me to the valley of vision,

where I live in the depths but see thee in the heights;

hemmed in by mountains of sin I behold thy glory.

Let me learn by paradox

that the way down is the way up,

that to be low is to be high,

that the broken heart is the healed heart,

that the contrite spirit is the rejoicing spirit,

that the repenting soul is the victorious soul,

that to have nothing is to possess all,

that to bear the cross is to wear the crown,

that to give is to receive,

that the valley is the place of vision.

Lord, in the daytime stars can be seen from deepest wells,

and the deeper the wells the brighter thy stars shine;

Let me find thy light in my darkness,

thy life in my death,

thy joy in my sorrow,

thy grace in my sin,

thy riches in my poverty

thy glory in my valley.

The Valley of Vision



祷告书籍推介

作者：考柏夫妇(David Kopp, Heather Kopp)

    如果,我们的家庭每天花10分
钟,一起读经和祷告,会发生什么事？

    家庭是孩子信仰奠基的秘密基
地,每一个基督徒父母都希望能将宝
贵的信仰资产传承给下一代。但是,
如何将经文化繁为简,带出简明扼要
的信息？如何将圣经的教导落实在生
活中？甚至,有时我们带领孩子祷告,
都是重复说着同样的几句话；有时候
我们心情烦闷、心不在焉,挂虑着家
事、公事、国事、天下事,祷告似乎
成了无法跨越的栅栏障碍赛。那么,
又该如何带领孩子建立读经祷告的
生活？

全家读经10分钟

「打开本书，奇妙的事将会发生。」
——魏肯生(Bruce Wilkinson)，  
 著有《雅比斯的祷告》

    这本《全家读经10分钟》期盼帮助你,从每天短短的10分钟开始,持续
90天重新燃起家庭的祷告祭坛。本书是一本适合全家一起读经祷告的灵修
书,以具创意及启发性的方式,带领孩子读经,并示范如何以经文作为个人的
祷告,深入认识神的属性、祂的慈爱和应许,建立我们与神的亲密关系,让子
女和我们一同经历上帝的慈父之心。

    拿起本书,代表你已经准备建立你的家庭祭坛,奇妙的事必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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