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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安慰我们的神 
 
大家晚上好。请注意。 

今天请各位聚集在一起， 

来关注一下这个星期的主要话题， 

这个星期我们要讨论的是, 

“想要安慰我们的神”。 

首先，请允许我 

给大家提供一个宝贵建议， 

我保证这个建议能破坏任何派对， 

你期待吗? 

请别说我不够慷慨。 

好吧,你可能有自己破坏派对的独特方式, 

但是我给的这条建议,我认为它绝对管用（破坏派对）， 

不管我们是谁。 

一个破坏派对的通用方法。 

你准备好了吗? 

你需要做的是,你出现(在派对现场), 

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场景, 

你来到派对现场,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好。 

好的,音乐响起来了, 

食物也很棒,同伴都很不错。 

所有你想要见到的人都在那里。 

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在舞池上出丑， 

也没有人五音不全地唱着卡拉OK。 

这真是一个非常棒的派对, 

你玩得很开心。好的,能跟上我吗? 

很好。接下来是如何破坏它。 

等到大家开始聊天，, 

你稍稍提高声调, 

说, “你知道吗，现 

在应该差不多是谈论死亡的时候了。” 

你会怎么想?完蛋了,不是吗? 

如果你在派对上这样做一次的话，, 

我敢说，从今往后 

没几个派对会邀请你，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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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派对上谈论道德, 

谈论死亡实际上是不合时宜的。 

是的,我也知道这一点。 

但我想今晚的问题是, 

如果在派对中谈死亡不合适,那在什么时候比较合适? 

什么时候我们才来谈论 

注定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呢? 

你可能会说, 

“也许我们可以在下班后谈论” 

很好,我们已经在办公室、 

工厂或不管是哪里忙了一天。 

我只是想喝杯茶,看看电视。 

那周末怎么样?周末也不行, 

因为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其它事情去做。 

我们想要放松。 

我们想要快乐。 

那么我们出去和朋友吃饭时怎么样呢? 

或者去他们家里面？ 

不，都不是合适的时候，对吗？ 

也许在葬礼上。 

这太有意思了。 

在我的工作中,我确实要在葬礼上讲话。 

但是,即使在那里,我看着大家的眼睛， 

求他们在这样一个日子里 

让棺材跟他们谈谈吧, 

这提醒他们： 

总有一天这也是他们的结局， 

我能看出来，他们看着我,心想 

“多不合适啊! 

多不合适啊!在这样的日子里， 

跟我们谈论死亡的事情!” 

我想,好吧,那我们什么时候来谈论死亡呢? 

有很多原因让我们不愿去面对这个事实， 

总有一天我们会死去。 

我们生活在一个“娱乐至上”的文化中 

我们都在寻求微笑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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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快乐排行榜”上， 

死亡不会被排到前面,不是吗? 

我们的文化也对未来怀有恐惧。 

我们并没有真正想过死亡, 

因为我们没有很多答案。 

我们害怕未知, 

我想我们同样害怕 

死亡对于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意味着什么。 

我们对于棺材了解多少呢? 

棺材里面没有存储空间，是吗？ 

你不会带走你所取得的任何成就， 

你也不会带走任何你所拥有的。 

走的只是你自己。 

我们死亡的事实 

将会毁灭我们全部的时光， 

努力及它们的意义。 

关于死亡，还有一件事， 

让我们不愿多想,那就是 

虽然我们知道总有一天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但是好像不会离我们很近，不是吗？ 

我们知道在遥远未来的某一时刻它会发生, 

但是总好像不会离我们很近。 

所以当你把所有这些东西都联系在一起的时候, 

在我看来，好像在我们的文化中， 

人们可以完完整整度过一生, 

而不用与其他人谈论死亡这样一个严肃的话题。 

可是,今晚,你可能看得出来, 

我想跟大家谈一下死亡的问题。 

我这样做， 

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极度痛苦的,病态的苏格兰人。 

我希望你们现在 

已经意识到我不是那样的人。 

我不想成为痛苦的人 

我不想做病态的人。 

我之所以要这样做， 

是因为我相信在这本书（约翰福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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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给了我们一些惊人的答案, 

一些非常令人欣慰的答案， 

它告诉我们信耶稣的人能有什么样的期待。 

那么，请拿起你的约翰福音, 

把它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一章 

将会很有帮助。 

找到约翰福音第十一章, 

今天晚上这里会有惊喜等着我们。 

我们要看约翰福音十一章的45节。 

这样可以吗?很好。 

好的,我们从第1节开始。 

看一看都说了什么: 

“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 

住在伯大尼， 

就是马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 

(这马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 

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她的兄弟。) 

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 

说：‘主阿，你所爱的人病了。’ 

耶稣听见就说： 

‘这病不至于死， 

乃是为神的荣耀， 

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 

现在,我想停在这, 

问你们一个问题。 

综上所述, 

你认为我们接下来应该读哪里呢？ 

我们已经知道耶稣爱这家人， 

我们已经知道有个名叫拉撒路的人病了… 

那么,你认为我们接下来该读哪里呢? 

也许,耶稣听说了这事， 

他爱他, 

然后骑上最快的骆驼， 

前往伯大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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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吧。也许你会想: 

耶稣其实根本就不需要到那里 

去解决问题。他以前也这么做过, 

就在前几章, 

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 

他治好了一个大臣的儿子, 

甚至人都没有到， 

只是说了句话,就治好了那个人。 

耶稣本可以那样做,不是吗? 

骑上最快的骆驼, 

或者原地不动, 

他就可以马上治好他。 

但我们看看第6节, 

“听见拉撒路病了, 

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 

这真是令人震惊，他听说他病了, 

他故意在所居之地, 

仍住了两天, 

他为什么这样做呢? 

你想过吗?这真是令人震惊。 

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 

以确保在他到达伯大尼的时候, 

也就是拉撒路所住的地方, 

他这样做是为了确保当他到达时, 

拉撒路已经死掉几天了。 

这是令人震惊的消息, 

他故意推迟几天， 

以确保拉撒路真的死了。 

现在,你会觉得这令人吃惊,不是吗? 

但为什么这样做呢? 

耶稣故意这样做, 

使那时的百姓,以及你和我 

可以看到神的荣光。 

耶稣说过, 

疾病不会导致最终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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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因为他知道 

他要匆匆忙忙跑过去救拉撒路， 

在他断掉最后一口气之前治愈他。 

他知道他会死去, 

但他也知道, 

最终他会来让他死而复生。 

耶稣知道这将会让我们发现神之伟大。 

因为耶稣治愈病人都已经很了不起, 

更何况是让人死而复生呢？ 

而且不仅仅是一个死人, 

而是坟墓中的腐尸。 

到这里,那就是更加了不起了。 

对你我来说是不是更好呢? 

是的,我们希望人们可以得医治, 

但我们想要的答案是什么呢? 

我们想要的答案不只是得医治， 

而是怎么解决死亡。 

这就是耶稣延迟的原因。 

这样,我们就可以回答关于死亡（的问题）, 

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伟大。 

在第7–16节， 

有一段耶稣和他的门徒两天后的对话记录， 

我喜欢这个。 

让我读给你们听听。第7节: 

“耶稣对门徒说”， 

这是过了两天后, 

“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罢。’ 

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近来要拿石头打你， 

你还往那里去吗？’ 

耶稣回答说： 

‘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 

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至跌倒， 

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 

若在黑夜走路， 

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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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说了这话， 

随后对他们说： 

‘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 

我去叫醒他。’” 

难道你们不喜欢这样吗？ 

第12节，“门徒说,  

‘主阿，他若睡了，就必好了。’ 

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 

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 

“耶稣就明 明的告诉他们说： 

‘拉撒路死了。 

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 

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 

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罢。’ 

多马，又称为低土马， 

就对那同作门徒的说, 

‘我们也去和他同死罢。’” 

现在,我要指出一点， 

耶稣是如何提到拉撒路的死亡的。 

他非常确定拉撒路已经死去。 

但他是怎么描述的呢? 

他说, “他睡着了。”那么,为什么会那样呢? 

耶稣正在试图发表这个惊人的， 

卓越的宣言， 

就像很容易把一个人从午睡中叫醒一样， 

耶稣叫人死而复生也是这么容易。 

现在,让我来试着解释我的意思。 

有时当我在屋子里俳徊， 

我妻子在沙发上睡觉。 

好吧,现在你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很惬意的情景, 

她就在那儿, 

她不常在沙发上打鼾, 

但她在沙发上打盹儿, 

我走进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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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我不会说, 

“喔,不!她在午睡!” 

她在这儿,她有点打瞌睡, 

如果我想把她弄醒, 

非常容易。现在, 

我应该吸取历史教训, 

我必须得用正确的方法, 

因为尽管考拉是挺可爱的, 

但是当用错误的方式叫醒它们的时候， 

它们也会变得挺凶猛。 

所以我不想把(我妻子)维多利亚惹恼了。 

但是我也并不认为把她从睡梦中叫醒是件很难的事儿。 

就像把我的妻子从午睡中叫醒一样简单, 

耶稣叫死人复生也是这么容易。 

那是他的说法。 

让我们看看当他到的时候他怎么做的。 

在第17节:“耶稣到了， 

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 

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 

约有六里路。 

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马利亚， 

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她们。 

马大听见耶稣来了， 

就出去迎接他； 

马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 

马大对耶稣说,‘主阿， 

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 

就是现在，我也知道， 

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 

现在,你可以感到她话里面的失望, 

我认为,她的意思是。 

“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就不会死。” 

你知道,如果你在这附近的话, 

如果你能很快赶到这里的话, 

就不会出现现在的情景了。 

然而虽然言语中带着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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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还是有一些充满希望的期许， 

也许耶稣能做点什么。 

问题是,他能做些什么呢? 

这不像是他来之前， 

刚刚接受过先进的护理课程的培训， 

而且学过心肺复苏术。 

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对不对?他已经死了好几天了。 

现在耶稣甚至都不能 

帮着安排葬礼。 

他错过了。 

但他现在来了,能做些什么呢? 

一起看一下耶稣在23节怎么说: 

“耶稣（对她）说, 

‘你兄弟必然复活。’ 

马大说, 

‘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 

他必复活。’” 

请注意这几句话，“耶稣对他说,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 

马大说,‘主阿，是的， 

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 

这就是马大， 

她相信某种未来的希望, 

某种未来的复活。 

这就是那个时候许多犹太人所相信的, 

未来总会有一天, 

所有那些相信神的人 

将会死而复生。 

那是她所期望的。 

她知道她会再次见到她的兄弟, 

但却是在遥远未来的某一天。 

耶稣也相信有那样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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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里,你是不是看到了 

他把它当作自己的事情， 

更多地集中在他自己身上。 

“是啊,是啊,会有这样一天到来, 

但让我告诉你关于我自己的事吧。”耶稣说,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那么,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了两件事情, 

你一定要看看这两件事情， 

才能弄明白耶稣是什么意思。 

他说,“复活在我,”他又说, 

“生命也在我。” 

那么,他是什么意思呢? 

“复活在我。” 

他说：“我会在末日宣判的时候 

负责让你们死而复生。 

我不是一个配角， 

我将会是主角。 

我将会是让人死而复生的那个人。” 

我爱这一点, 

因为它是实实在在的。 

最终的希望是能够死而复生。 

我不知道你对天堂的希望是什么, 

但它不是无聊的存在, 

坐在云层上, 

演奏竖琴。这能让你兴奋起来吗? 

可能还是好几排竖琴… 

但之后呢? 

哦,耶稣说最终 

他所有的追随者都能够复生。 

“复活在我,”他说。 

而且不仅如此。 

他说,“生命在我。” 

这也是让它变得非常有争议。 

因为耶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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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他我们也可能存在, 

但是没有他我们就没有生命。 

他说存活在这个世界是很有可能的, 

呼吸,跳舞, 

看东西,听东西, 

却没有生命, 

因为只有真正追随他时 

才可以找到真正的生命， 

与创造我们的神重新联系在一起。 

嗯,上周我们思考了鲸鱼和沙滩的比喻, 

这有点像那样。 

如果看见鲸鱼在沙滩上, 

它肯定没法换气,不是吗? 

它只能微弱地呼吸, 

只能移动一点点, 

但这是真正的生存吗? 

不是。这不是。 

它必须离开这个环境， 

放进海洋里面， 

这样才可以茁壮成长。 

是的,耶稣声称只有他能给我们真正的生命。 

复活在他，生命也在他。 

因此他可以说,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或者说, “相信我的人都会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相信耶稣的人 

都将会会实在地活着, 

虽然他们的身体会死亡。 

但任何追随耶稣的人， 

都将以一种永不停止的方式活着。 

然后耶稣问了马大这个奇妙的问题。 

你看出它与个人有多密切了吗? 

“你信这话吗?”她说, 

注意一下她是怎么说的?不只是简单地说,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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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 “主阿，是的， 

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 

是这样的,她的期望是承诺中的犹太人的弥赛亚, 

当他来到的时候, 

将负责所有的复活, 

她说, “我懂了。 

我知道你是谁。 

你是承诺的弥赛亚。” 

是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宣言, 

是复活之所在，也是生命之所在。 

我们都知道有些人是说大话的, 

却不能证实它们。 

例如,我现在对你们说， 

我拥有世界上最好听的声音。 

“当心点弗兰克·西纳特, 

你都比不上我。 

我拥有最好听的声音- 

你等着瞧吧!” 现在,你会对我说些什么? 

对于你们当中听过我唱歌的人, 

你可能会想, “千万别，求你了”。 

否则你可能会对我说: 

“证明!证明一下!” 

我怎么才能证明这一点呢? 

嗯,有人可能会给我一个麦克风, 

然后不出两秒, 

你娇贵的耳朵会求饶。 

因为这是很明显的, 

如果你听我唱歌, 就知道我五音不全。 

我可以说这样的大话, 

但我没办法实现它。但耶稣怎么样呢? 

很大很大的宣言, 

有着关系生死的权力。 

我们看看他是怎么做的。第28节: 

“马大说了这话， 

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马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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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夫子来了，叫你。’ 

马利亚听见了， 

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 

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 

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 

那些同马利亚在家里安慰她的犹太人， 

见她急忙起来出去， 

就跟着她， 

以为她要往坟墓那里去哭。 

马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 

就俯伏在他脚前，说” 

你可以看到这时的紧张程度， 

“‘主阿，你若早在这里， 

我兄弟必不死。’ 

耶稣看见她哭， 

并看见与她同来的犹太人也哭， 

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 

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 

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 

下一节？ 

圣经中最短的一节。 

“耶稣哭了。 

犹太人就说. 

‘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 

‘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 

岂不能叫这人不死么？’” 

看到了他们在说什么了吧？ 

“哦，是的，这个人可以耍几套把戏， 

可以施行点神迹， 

但他能拿这件事怎么办呢？ 

这个人已经死了几天了， 

他现在能怎么办呢？掉几滴眼泪？” 

他能做什么呢？看一下第38节： 

“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 

那坟墓是个洞， 

有一块石头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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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 

要做这样的事情，一定是要十拿九稳的，不是吗？ 

“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 

‘主阿，他现在必是臭了， 

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 

换句话讲，她说他已经发臭了。 

你知道，不应该把石头搬走。 

“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 

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 

他们就把石头挪开。 

耶稣举目望天说, 

‘父阿，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 

我也知道你常听我。 

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 

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 

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  

‘拉撒路出来！’”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那死人就出来了， 

手脚裹着布， 

脸上包着手巾。 

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 

那些来看马利亚的犹太人看 

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 

你们看吧， 

这些耶稣掌管生命和死亡的证据。 

似乎在我们生活中的许多方面， 

我们都是非常怀疑的。 

我们需要很多（证据）来使自己信服。 

但似乎生命中总有一块， 

人们无需任何证明就会相信， 

那就是死亡。 

我们会毫无根据的 

相信各种与未来有关的事。 

可基督徒是怎么样的呢？ 



Identity Session 4 Talk - Chinese 

© Lee McMunn, 2011    15 

所有这些关于耶稣作为复活和生命的讨论， 

我们有何依据吗? 

我们是不是因为它听起来不错， 

才想要去相信呢？ 

当然不是,就是耶稣， 

让一个死去的人死而复生。 

我从来不会梦想着去做那样的事情。 

出席任何的葬礼,或者主持某个葬礼。 

想象一下： 

走到棺材前, 

然后说, “我要把棺材打开一会儿, 

我要和尸体说说话。” 

你认为我这辈子还会被邀请去主持葬礼吗? 

你得明白自己面对这种事情时能做多少, 

耶稣确信他可以从让死人复生。 

现在我们需要了解的是, 

这不是一个离奇的故事。这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 

已经有非常可靠的人把这件事记录了下来, 

才使得我们可以相信 

耶稣是复活和生命所在的伟大承诺。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相信吗？我们会追随耶稣吗, 

臣服于他，由他作我们的主人, 

带着真实的自己来追随他? 

因为如果我们这么做,耶稣说, 

“如果你追随我,你会活在现在, 

这生命将永远不会停止, 

对于你们这些追随者， 

最终的结局是你们的身体会再次复活， 

进入一个没有痛苦和苦难的世界， 

永远与神同在。” 

这里面有许多值得思考的东西,的确如此。 

现在请回到小组里, 

看看你对刚刚耶稣所说的话有什么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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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y – Who is God? Who are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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