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识与⽣命：两棵树的故事 

  

    我们⽣活在⼀个巨⼤的谜团中：我是谁？我从哪⾥来？要到
哪⾥去？我为什么活着？这些问题累死了许多⼈。问来问去，
最使⼈信服的答案竟然是三个字：不知道。因为不知道，所以
还要继续问下去。这个现象告诉我们⼀个事实：⼈类是真的迷
失了。其实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造物主早就清楚明⽩地告诉
了世⼈。问题在于，⼈类吃了知识树的果⼦，只知道从五花⼋
门的知识当中，去寻找⽣命的答案。⼈们找啊找，始终找不
到，因为关乎⽣命的答案，不在知识的王国⾥，只在造⼈的神
那⾥。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两棵树的故事，看看创造⽣命的主，是怎
样通过圣经所启⽰的两棵树，为⼈类解开⼀个靠⾃⼰解不开的
谜团。虽然我能够传递的，也只是知识，并且我所传递的不⼀
定准确，但是我们所信的神是活神，神的灵会帮助爱祂的⼈，
领受关于⽣命与敬虔的事，这样我们查考圣经所获得的，就不
只是知识，⽽是属天⽣命的供应。 

⼀、知识树的陷阱 

    当⼈最初被造时，他们⾃由⾃在地，⽣活在神为他们所建造
的伊甸园。“伊甸”的意思，是愉快、喜乐，所以伊甸园又称“乐
园”。乐园的中央有两颗树，⼀颗⽣命树，⼀颗知识树，这就是



两颗树的由来。关于⽣命树，神当时没有特别说什么，只是那
颗分别善恶的知识树，神有明确禁令：绝对不可以吃树上的果
⼦，吃了必死。也就是说，⼈类在乐园⾥的⾃由，⽌于那颗知
识树跟前。 
     然⽽有⼀天，⼈类越过了⾃由的边界，吃了不该吃的禁果。
这件事记录在圣经创世纪第三章。 

*创世纪3章* 
1耶和华　神所造的，惟有蛇⽐⽥野⼀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
⼈说：“　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吗？” 
2⼥⼈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我们可以吃； 
3惟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　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
可摸，免得你们死。’” 
4蛇对⼥⼈说：“你们不⼀定死， 
5因为　神知道，你们吃的⽇⼦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　神能
知道善恶。” 
6于是，⼥⼈见那棵树的果⼦好作⾷物，也悦⼈的眼⽬，且是可
喜爱的，能使⼈有智慧，就摘下果⼦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
丈夫也吃了。 

     这便是伊甸园始祖犯罪的经过，也是⼈类迷失的源头。关于
这个话题可以⽆限展开，我们这⾥只强调两点： 



    第⼀， ⼈是被⼀条蛇诱惑，伸⼿摘那树上的果⼦，并且吃
了。那时⼈有权柄管理天上地下⼀切活物，按理蛇应当听⼈的
话，可是⼈却听了蛇的话，并且⼈是违背神的禁令，⾃愿听从
蛇的谎⾔。换句话说，在万物的主宰与⼀条蛇之间，⼈选择听
从⼀条蛇。这样的选择表明⼀件事：⼈没有把神当神。他们⽆
视造物主的权柄，轻视祂的命令，以⾄于被畜类引诱上当，给
⾃⼰招来灭顶之灾。 
     第⼆，当⼈吃禁果之前，他们的意志已经犯罪了。听从蛇的
话，意味着蛇的意志进⼊⼈⾥⾯，运⾏在⼈⼼⾥。我们知道那
不是⼀条普通的蛇，那蛇的背后，是宇宙间已经存在的⼀股背
叛神、抵挡神的⿊暗势⼒，就是魔⿁的势⼒。我们不知道当时
亚当夏娃有没有这⽅⾯知识，总之他们听从蛇的话，意味着魔
⿁在他们⾝上得胜了。魔⿁⾃⼰不服神的权柄，又通过听从它
谎⾔的⼈类，践踏了神的权柄。 
   不但如此，当⼈伸⼿摘下禁果，并且吃进去，魔⿁又进⼀步
巩固了它的胜利，因为当⼈吃了那果⼦后，他们的⾔语⾏为以
及⼼性⼤变，夫妻两⼈原本完全合⼀，不分彼此，是⾻中的
⾻，⾁中的⾁，⽽禁果吃进去后，他们的关系就破裂了，彼此
遮挡，推卸责任，显出堕落后的罪性。当时蛇对夏娃说：“你们
吃的⽇⼦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这是彻头
彻尾的谎⾔，⼈永远不能够如神那样知道善恶，蛇的⽬的是要
⼈把⾃⼰当神，要⼈照⾃⼰的意思，根据⾃⼰所掌握的知识，



来判断善恶。蛇的⽬的达到了，⾃从吃了知识树果⼦，⼈类就
⼀直陷在这个罪性当中：凡事⾃我中⼼，根据⾃⼰的知识和理
解，站在⾃⼰的⽴场，来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谁是好
⼈，谁是坏⼈。于是，⼈类再⽆宁⽇，⼀切的灾祸，⼀切的败
坏，都因⼈性中这桩与⽣俱来的罪性，⽇复⼀⽇，变本加厉。 
   这就是说，当初在伊甸园⾏诱惑的那条蛇的意志，不但运⾏
在⽼祖宗亚当夏娃⼼⾥，⽽且因着知识树的果⼦，进⼀步运⾏
在亚当⼀切后裔的⼼⾥，这就是为什么施洗约翰称犹太⼈为“毒
蛇的种类”，⽽耶稣也斥责那些不肯接受祂的⼈，说他们是魔⿁
的⼦孙——这是⼀个很难让⼈接受的真理：每⼀个亚当后裔的
⾝体⾥⾯，都有毒蛇播下的种⼦，即便是神的选民、亚伯拉罕
的后裔，也不例外。 
    ⼈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的，理当活出神的形象来。当神的旨
意运⾏在⼈⾥⾯，⼈就可以活出神的性情神的美善，就可以彰
显神的荣耀，可是由于⼈类犯罪，魔⿁的意志进到⼈⾥⾯去
了，以⾄于⼈的性情与⽣活经常显出魔⿁的形象。关于这⼀点
勿需赘⾔，如果我们在⾃⼰⾝上不曾看到那样可怕的形象，在
别⼈⾝上⼀定看到过。 
   ⼈的⽣命如同⼀个活的容器，装什么东西进去，就长成什么
样⼦出来。乱七⼋糟什么都装，就长出⼀个混乱的⽣命。⾃从
魔⿁的意志进⼊到⼈⾥⾯，⼈的⽣命就混乱了：⼀⽅⾯仍然保
留着神的形象，有⾮常伟⼤的⼀⾯，另⼀⽅⾯又显出魔⿁的性



情，有⾮常邪恶的⼀⾯，然⽽这个堕落后混乱的⽣命，有⼀个
共同⽽顽固的属性，就是⾃⽴为王，凡事以⾃我为中⼼，照着
⾃⼰的理解、⾃⼰的喜好，来决定善恶。换句话说，从前伊甸
园那颗分别善恶的知识树，种在每个⼈⼼⾥了。那是⼀颗通向
死亡的树。因着那颗树，⼈的⽣命与神隔绝了，以⾄于⼈活在
世上不知道⾃⼰是谁，从哪⾥来，要到哪⾥去。当⼈们陷在⽣
活的泥潭⾥不能⾃拔，或者看见周遭⼀切的混乱与败坏，就更
加迷惑，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并且活在这样⼀个荒谬⽽
绝望的世界⾥。 
    知识树本⾝是⼀个陷阱，再加上魔⿁的操控，靠⾃⼰是爬不
出来的，如同⼀个⼈被强盗绑架又被下了迷药，他⾃⼰不可能
脱离强盗逃出来，他因受迷惑甚⾄没有意愿逃出来——这便是
犯罪后⼈类的普遍光景：⼈成为罪的奴仆，又成为魔⿁的⼯
具，稀⾥糊涂又⽆可奈何地，⼀天天⾛向死亡。 
    好在天⽆绝⼈之路。当迷失的⼈类⾛到绝路上时，还有神在
天上看着。神不会让照祂形象所造的⼈类，始终落在魔⿁的权
势下；神也不会让背叛祂的天使，就是引诱⼈类犯罪的魔⿁团
伙，长久践踏祂的权柄。事实上，⼈受造的⼀个重要使命，就
是替神审判造反的天使，如经上所记：“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
吗？”（林前6:3）当圣经论到神的创造与荣耀时，又说：“你因
敌⼈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中建⽴了能⼒，使仇敌和报仇
的闭⼜⽆⾔。”（诗8:2）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不直接使



⽤⾃⼰的能⼒来打败仇敌，神要从弱⼩的⼈建⽴能⼒来打败仇
敌，使⼀切仇敌输的⽆话可说，如同约伯记中撒旦挑战神的荣
耀，神就通过约伯的受苦与顺服，让撒旦⽆话可说。 
    伊甸园⼈类犯罪，可以理解为撒旦先下⼿为强，在知识树那
⾥策反了⼈类，捆绑⼈类同它⼀起背叛神。然⽽，神从⼀开始
就为⼈类预备了救恩，要把⼈从仇敌⼿中夺回来，让被救赎的
⼈类获得尊贵荣耀，以⾄于可以审判仇敌。所以，在伊甸园那
颗引向死亡的知识树旁边，神安置了另⼀颗树——⼀颗将要完
成救赎使命的⽣命树。 

⼆、道成⾁⾝：⽣命树的显现 

    以赛亚书第53章，很形象地向世⼈宣告了这颗⽣命树。先知
说：“他在耶和华⾯前⽣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地。他⽆佳形美
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毫⽆疑问，
这位看上去与常⼈⽆异却在耶和华⾯前⽣长，最终使罪⼈得着
救赎与医治的⼈，就是那棵⽣命树。他就是拿撒勒⼈耶稣。“拿
撒勒”的意思，是枝芽、嫩苗，⽽圣经所记载先知的预⾔，以及
耶稣基督道成⾁⾝又死⽽复活的事，详尽地告诉了我们，耶稣
的⽣命是怎样⽣发出来，又怎样吞灭死亡，最终将⼈带回到⽣
命的主那⾥。在圣经最后⼀卷书最后⼀章，神的话向我们确认
了，耶稣基督就是那棵⽣命树。下⾯，我们⾮常概要地来看⼀
下，拿撒勒⼈耶稣，怎样显明祂是⽣命树。 



    ⾸先，我们看到⼀个从神那⾥来的圣洁⽣命，照着应许成为
“⼈⼦”，成为“⼥⼈的后裔”，进⼊魔⿁掌权的世界，⾏⾛在罪
⼈当中。祂⼀出⽣就被追杀；祂出来传道时魔⿁撒旦诱惑祂，
想要祂显出神的⾝份，祂却始终持守⼈的⾝份（详见马太福⾳
第四章）。很显然魔⿁不介意与神较量，因为它已经那样做
了，但是魔⿁很不愿意有⼀个⼈，顺服在神的旨意下与它较量
——这意味着挑战它在知识树那⾥已经取得的胜利。可是不论
魔⿁怎样诱惑，耶稣都持守⼈的⾝份，⽤神的话斥退它，这就
直接打脸了那诱惑者，推翻了它在伊甸园的战果。 
    斥退撒旦后，耶稣便⾛遍城乡，医病赶⿁、传天国的福⾳。
我们看见从耶稣的⾥⾯，出来不可思议、起死回⽣的能⼒：⿇
风病可以被洁净、枯⼲的⼿可以复原、瞎⼦可以看见、聋⼦可
以听见、哑巴可以说话，甚⾄，死了四天的⼈⾃⼰从坟墓⾥⾛
出来……这样⾏⾛在⼈群⾥的耶稣，就不是作为⼈⼦，⽽是作
为神的⼉⼦、作为⽣命的主、显现在世⼈⾯前了。从祂⾥⾯流
出⽣命，流出能⼒，仿佛春风拂过万物复⽣；与此同时，耶稣
的出现让邪灵污⿁瑟瑟发抖，闻风⽽逃，仿佛光明驱散⿊暗，
⽩昼接管⿊夜。这是⽣命之主的权柄——耶稣的⽣命不但显出
赐⽣命的能⼒，还显出制伏⿊暗与死亡的权柄，因祂既是⼈，
又是神，是神在⾁⾝显现。 
     神在⾁⾝显现，意味着⽣命之主带着⽆限的⽣命，进⼊到⼀
个⼈⾥⾯，如同⼀颗⼤树的⽣命，进⼊⼀粒微⼩的种⼦⾥⾯。



那⽣命起初是微⼩的，很不起眼的，甚⾄当祂⾮同寻常的⽣命
彰显出来时，世⼈看见了，却不明⽩；听见了，却不晓得。 
     于是我们看到，许多⼈被耶稣的能⼒吸引，纷纷来到祂⾝
边，有些⼈被呼召跟随祂，关键时刻却离开了祂，就是不曾离
开的，也不怎么信祂说过的话，因为每个⼈⼼⾥仍然装着那颗
判断善恶的知识树，关键时刻还是听⾃⼰的。更可悲的是，另
有⼀部分⼈，就是那些有权有势有知识的⼈，很快就打定主
意，故意不信。不但⾃⼰不信，还蛊惑别⼈不要相信。他们死
死抱住知识树，照⾃⼰的意思，滥⽤⼿上的权柄，对耶稣群起
攻之，最后合谋把耶稣捉起来，下定决⼼砍倒站在他们⾯前的
⽣命树。耶稣⽆奈地对他们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
中有永⽣，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然⽽你们不肯到我这⾥来
得⽣命。”（约5:39-40） 
    你看，当⼈⼼⾥装着知识树，甚⾄连圣经知识也会置⼈于死
地。犹太⼈⾃⼰死在知识的字句⾥，也⽤字句杀死⽣命，他们
把耶稣送上了⼗字架。看上去，魔⿁同它的知识树又⼀次得胜
了。 
    然⽽，神的意念⾼过⼈的意念，神的道路⾼过⼈的道路。当
耶稣被那些拥抱知识树的⼈送上⼗字架，作为⽣命树的祂却没
有倒，反⽽迸发出最耀眼的⽣命，将蕴藏在祂⾥⾯那⽆限的⽣
命迸发出来。 



三、死⽽复活：⽣命树的救赎 

     当犹太⼈死抱住知识树与耶稣为敌的时候，他们当中有⼀个
⼈，作出了与众不同的选择。这⼈就是约翰福⾳第三章记载
的、夜⾥求见耶稣的尼哥底母。尼哥底母是“犹太⼈的官”、是“⼀
个法利赛⼈”、是“以⾊列⼈的先⽣”，他知晓⼀切关于圣经的知
识，但是他决定到耶稣⾯前寻找神，也就是说，他从知识树转
向了⽣命树。 
    耶稣接待了尼哥底母，跟他讲了⼀通关于圣灵重⽣的道理。
尼哥底母听不懂，耶稣也知道他听不懂，于是耶稣接下来说了
下⾯这句话：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切信他
的都得永⽣（或作“叫⼀切信的⼈在他⾥⾯得永⽣”）。  
    耶稣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尼哥底母你⼀肚⼦知识却听不懂我
说的话，这很正常，其他⼈也跟你⼀样，因为你们⾥⾯没有我
的灵没有我的⽣命，却有⼀条蛇在那⾥作祟。等我将那条蛇对
付了，你就可以明⽩我的话并且从我得⽣命——不但你可以得
⽣命，凡⼀切信我的都可以得着⽣命。 
    前⾯我们已经说了，那蛇就是撒旦的化⾝。它在⼈⾝上的作
为，就是将知识树种在⼈⼼⾥，使⼈不要神，凡事⾃作主张；
⽽神的⼉⼦显现出来，就是要除掉魔⿁的作为。（约⼀3:8）那
么现在问题来了，既然那蛇是魔⿁的化⾝，为什么耶稣却说，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被举起



来，就是耶稣被钉在⼗架上，难道钉在⼗架上的“⼈⼦”，同时
也是⼀条蛇？ 
    钉在⼗架上的⼈⼦耶稣，的确代表了摩西在旷野举起来的那
条蛇。当时以⾊列⼈在旷野，被⽕蛇所咬快要丧命，摩西向神
祷告，神就让摩西制造⼀条铜蛇，挂在杆⼦上，“凡被蛇咬的，
⼀望这铜蛇，就活了”。（民21:9）那些咬⼈的⽕蛇，代表着辖
制⼈毒害⼈的罪性，就是魔⿁在⼈⾝上的作为；⽽被摩西举起
来的铜蛇，有蛇的形状，却没有蛇的⽣命——三千多年前发⽣
在西奈旷野这⼀幕，预⽰着耶稣在⼗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当
耶稣背负世⼈⼀切罪孽被钉在⼗架上的时候，祂有蛇的形状，
却没有蛇的实质。⼗架上被钉死的，是⼈⼦耶稣的⾝体，以及
那⾝体所背负的、⼀切因⼈的背逆与魔⿁作为⽽⽣出的罪恶。
那些罪是外加在耶稣⾝上的、蛇的形状。更具体地说，当耶稣
的⾝体背负世⼈罪孽被举起来，罪恶后⾯的权势，魔⿁撒旦，
就被暴露了。当被罪咬伤的⼈看见蛇的形状，就知道要靠着基
督的⼗字架钉死罪、对付魔⿁。这样，凡仰望⼗架上耶稣的
⼈，就必活了。 
    因此基督⼗字架的功效，不只是为了抵罪。如果只为抵罪，
⼗字架就不是必须的。耶稣只需要舍命，就可以⽤祂⽆限的⽣
命，换取⼀切有限的⽣命，不⼀定⾮要死在⼗字架上——其它
的死法也可以替⼈偿命。⼗字架的死法，是为了应验经上的预



⾔，以及那预⾔所陈明的、神永远的旨意，就是把那条古蛇暴
露出来，审判它，摧毁它。 
       事实上，⼗字架就是⼀颗死去的树。圣经论到耶稣救恩
时，多次把⼗字架直接说成“树”，中⽂译作“⽊头”。神借着⼈
⼦耶稣的⾝体，把那条诱惑⼈类犯罪的蛇举起来，钉在死树
上；然后，作为⽣命树的神⼦耶稣，⽤祂的⽣命吞没了死亡。 
因此，当耶稣被送上⼗字架的时候，表⾯上受审判的是耶稣，
实际上受审判并且被摧毁的，是败坏⼈的魔⿁及其作为，正如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耶稣成了⾎⾁之体，“特要藉着死，败坏
那掌死权的，就是魔⿁。”（来2:14） 
    福⾳书记载，当⼗架上耶稣断⽓的时候，“忽然，殿⾥的幔⼦
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
睡圣徒的⾝体，多有起来的。”（太27:51-52）这就是说，耶稣
的死即刻成就了两件事：第⼀，圣殿⾥将⼈与神隔开的幔⼦裂
开了，意味着耶稣的死，罪被对付了，从此⼈可以回到神的⾯
前；第⼆，坟墓开了，有死⼈复活了，这意味着魔⿁控制的死
亡与阴间失去了权柄；⽽三⽇后耶稣从坟墓⾥复活，则表明祂
作为⽣命树的完全得胜。 
    假如⼀个罪⼈死了，他的⾁体就腐烂归于尘⼟，他的灵魂会
进⼊阴间被拘禁。但是耶稣的死不⼀样。事实上耶稣不是被⼈
制服受死，祂是⾃愿选择死亡，好成就神的旨意。 



     耶稣从受难到复活的三天时间⾥，天上地下⾁眼不能看见的
地⽅，究竟发⽣了哪些事，福⾳书少有记载，但是有⼀点是肯
定的：耶稣被埋进地⾥，又活着出来了，并且是以荣耀的形象
复活——这便是祂作为⽣命树的证明。世界上除了包含着⽣命
的种⼦，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埋进地⾥后可以⾃⼰长出来。耶稣
却是那⼀粒饱含⽣命的种⼦，祂不但从地⾥⾯出来了，⽽且祂
的复活伴随着赐⽣命的灵从天⽽降，那灵将基督的⽣命，分赐
给⼀切归⼊基督⾥的⼈，所以耶稣上⼗架前对门徒说：“⼀粒麦
⼦不落在地⾥死了，仍旧是⼀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粒
来。”（约12:24） 
    那么，耶稣是怎样将祂的⽣命分赐给门徒的呢？福⾳书有记
载： 

*约翰福⾳20章* 
19那⽇（就是七⽇的第⼀⽇）晚上，门徒所在的地⽅，因怕犹
太⼈，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
安！” 
20说了这话，就把⼿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
了。 
21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
差遣你们。” 
22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说：“你们受圣灵。 



23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
罪就留下了。”   
     这段经⽂告诉我们，复活的耶稣是不受形体限制的。祂不⽤
开门就可以进⼊房间站在门徒当中；同时祂的灵可以⾃由进⼊
门徒⾝体⾥⾯，使门徒拥有像祂⼀样的⽣命权柄。因此复活的
耶稣，成为“超乎众⼈之上，贯乎众⼈之中，也住在众⼈之内”
的主，成为众⼈的⽣命。（弗4:6）这样的⽣命传递，对于当时
与耶稣同吃同住的门徒，是⾁眼可见直接向他们“吹⼀⼜⽓”，
对于后来的信徒，包括你我在内，则是⼀件⽐较奥秘的事，正
如耶稣对尼哥底母讲的那样：“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
声，却不晓得从哪⾥来，往哪⾥去；凡从圣灵⽣的，也是如
此。”（约3:8） 
     现在我们知道，耶稣对尼哥底母说那句话的前因后果了吧。
⼈⼦耶稣的死，不但钉住了蛇，败坏了掌死权的魔⿁，⽽且释
放了神⼦耶稣⽣命中所蕴含的⽆穷⽣命。那⽣命是借着耶稣在
⼗字架上的破碎迸发出来了，好像磐⽯裂开，泉源涌出。这真
是太奇妙了，当⼈仰望⼗架上的耶稣，就有⽣命活⽔从天⽽
降，就有神⼉⼦的⽣命赐下来。所以，当尼哥底母夜访耶稣，
求问关于神的知识，耶稣不跟他废话，直接说你必须从⽔和圣
灵重⽣，并且告诉他，也告诉⼀切如同尼哥底母那样有知识却
没有⽣命，不能明⽩神话语的⼈，怎样到⼗字架⾯前得⽣命。 



四、效法基督，向死⽽⽣ 

      虽然耶稣基督的救赎废掉了罪与死的权势，虽然圣灵带着神
⼉⼦的⽣命，要赐给⼀切相信的⼈。但是，魔⿁并没有死，它
只是被打伤了头，（创3:15）并且魔⿁的作为，就是种在⼈⼼
中的那颗知识树，也还在那⾥，就是说，⼈的罪性还在。这⼀
点必须强调：基督的⼗字架并没有除掉⼈的罪性，⽽是让圣灵
进⼊⼈⼼，去对付与⽣俱来的罪性。所以，如果⼀个⼈真信耶
稣，真接受耶稣作他⽣命的主，圣灵就会在他⾥⾯⼯作，就是
让他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作。 
     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意味着钉死罪，钉死我们⾥⾯被魔⿁败
坏的旧造⽣命，使神所赐的新⽣命得以发芽、⽣长，长出荣美
的形象。这必定是⼀场持久战，以⾄于信主后我们的整个⽣
活、我们的⼼思意念，都处在持久不息的战争状态，详情见罗
马书第7章、第8章。 
     罗马书第7章、第8章所描写的争战与得胜过程，便是信徒与
基督同钉⼗字架、同死同复活的过程——⼀个向死⽽⽣的过
程。当我们⼀次次靠着圣灵争战、靠着⼗字架得胜的时候，神
就在我们这些圣灵重⽣的婴⼉与吃奶的⼜中， 建⽴了能⼒，审
判了罪与魔⿁。 
    事实上，⽣⽽为⼈，不论信耶稣不信耶稣，我们都已经进⼊
了⼀个宇宙间神与魔、光明与⿊暗、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许
多⼈意识不到⼈类在这场较量中⾄关重要的⾓⾊。 



    ⼀个很简单的道理：天地间没有任何受造之物，有资格作为
独⼀真神的对⼿。神要⼀巴掌拍死魔⿁那是举⼿之劳，但是神
没有那样做。神创造了⽐天使微⼩⼀点的⼈类，使⼈类进⼊与
魔⿁较量的战场，为要使⼈类得着尊贵荣耀，为要“使仇敌和报
仇的闭⼜⽆⾔”。 
    神总是拣选⼩的，让⼩的管辖⼤的，这是圣经启⽰神作事的
⼀贯⽅式。神使耶稣成为⼀个微⼩的⼈，使祂打伤魔⿁的头，
并使祂⾸先得着尊贵荣耀；神还要使⼀切被重⽣被再造的新⼈
类，继续碾压魔⿁，除掉魔⿁的作为，也得着同⼈⼦耶稣⼀样
的尊贵与荣耀，在将来的世界⾥与基督⼀同作王。 
     所以我们要清楚知道，⼈类与魔⿁是天敌，基督徒则是魔⿁
的死敌。在神⾯前尚且骄傲的魔⿁，怎么⽢⼼被任何⼀个弱⼩
的⼈类打败？因此之故，魔⿁从⼀开始就设法败坏⼈类：它通
过那条蛇，把⾃⼰的意志作到⼈⾥⾯，把那颗达成它意愿的善
恶知识树种在⼈⼼⾥。直到今天，魔⿁仍然不⽢失败。它如同
吼叫的狮⼦四处游⾏，寻找可吞吃的⼈。   
      当我们明⽩这场属灵争战的性质，就没有理由不穿戴好全副
军装，去赢得这场战争了。明⽩了这⼀点，也可以帮助我们在
⽇常⽣活中，在⼼思意念⾥，⾛出纠缠不清的⾃我牢笼，⾛出
知识树的陷阱，全⼈全⼼，投⼊到神的旨意当中。当那时，⼀
切关乎⽣命的终极问题，就都有了答案。 
     



五、⼤⽂豪的⽣命见证   

    最后，我们来看⼀段⼤⽂豪⾬果的见证，就是写《悲惨世
界》的那个⾬果。⾬果⽆疑是⼀个才⾼⼋⽃学富五车的⼈，他
创造了知识供⼈景仰，然⽽他⾃⼰⽣命的丰富与满⾜，来⾃赐
⽣命的主。他说：“我对神的存在，⽐我⾃⼰存在更觉真实……
因为我虽有是⾮之⼼，但深知我的缺陷，我没有⼒量抵挡罪
恶。但是神在四周围绕我，祂在⽀持我，我们在他⾥⾯。” 
    当⾬果活到80岁垂暮之年时，他写道：“我发现⾃⼰已享受到
永⽣。我像⼀⽚树林，经过多次砍伐，⽽新长出来的枝条，不
但⽐旧有的更有活⼒，⽽且⾼耸⼊云。艳阳给我热⼒，⼟地供
应我丰富的浆汁，天堂给我亮光，让我预知未来的世界。你说
灵魂毫⽆价值，它完全受到⾝体的辖制；那为何我的体⼒⽇益
衰退，灵命反倒更加光明，这又当作何解释呢? 我满头⽩发，
显⽰我进⼊冬天；然⽽⼼灵却充满温暖，正值永恒的春天。就
在此刻，我闻到紫⾦⾹、紫罗兰和玫瑰的⾹味，这种感受和20
岁时没有两样。我越接近⽣命的尾声，却听得更清楚，就是四
周世界那永恒的交响乐，正向我提出邀请，它是那么美妙，且
是如此单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