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应十字架的爱 
马太福音 11章 12节 

 

上篇信息探讨了马太福音 11章 12节，看见天国带着大能降临了，众人反响强烈，有的欢喜接
受，有的抗拒敌挡，真是两极分化。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一下背十字架的问题，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背十字架。在路加福音 14章 27
节，主耶稣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除非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耶

稣，否则就不能做他的门徒，即不能做基督徒，也就不能得救。 

人想抛开耶稣的命令 

这就是主耶稣的教导，谁传讲另一套，就是违背了主耶稣的教导。然而有人居然特别善于

“扬弃”主耶稣的教导，将这句话的意思删删减减，最终完全抹杀，成了一纸空文。比如说，你

可能会想：“耶稣说背起十字架跟从他，大概意思是应该为耶稣死，可我现在无需为耶稣死，所以

这句教导对我不实用。” 

有人会说：“这句话意思的确是要为基督受苦，有些国家逼迫基督徒，所以这句话对于那些受

逼迫的弟兄姐妹来说就很真实，对我来说就太遥远了。我没有受苦，可只要我内心愿意受苦就行

了，依然可以做门徒。” 

还有人会说：“这个要求太高了，行不通，不切实际。也许耶稣的意思并非要我背起十字

架。”到底耶稣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要我们背起一根木头上街吗？ 

又有人说：“这句话意思的确是要我们否定自己，跟从耶稣。‘否定自己’就是谦卑，每天都

谦卑地生活就是在跟随耶稣了。”问题是谦卑又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穿上平跟鞋，别穿高跟鞋，看

上去矮一些？那么男人怎么办呢？难道要打赤脚吗？ 

就这样胡猜一通，到头来莫衷一是。你可能说：“好吧，我愿意背起十字架，可我该怎么做

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探讨的问题。 

犹太人曲解律法的例子 

我在报纸上读过一篇文章，文章探讨的是当代以色列人如何保持犹太教的传统，如何实行拉

比的教导，真是一个典型的扭曲旧约律法的例子。比如旧约出埃及记 23 章 19 节有一条教导：“不
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犹太拉比解释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奶与肉不可混合。他们就是这样

理解的。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拉比们把这条命令弄得更复杂了：奶蒸气与肉蒸气不可混合。 

文章说，这在以色列医院就惹起了麻烦，因为推着食物车给病人送饭时，所有食物（包括热

奶、热肉）的蒸气都混在了一起。按照拉比的解释，这就违背了律法。他们自己把事情搞得这么

复杂，然后还得想办法解决，如何将两种食物的蒸气分开。即使表面上分开了，可是你肯定两样

食物不会混合起来吗？比如说你吃了肉，又喝了一口奶，那就有问题了，因为肉与奶在你胃里混

合了！再比如说吃牛排，涂上一点黄油，那么根据拉比的解释，你就违背了这条律法。即便分开

来吃，先吃牛排，再吃面包加黄油，可是奶与肉又在你胃里混合了，还是违背了律法。 

当然犹太人很聪明，考虑到以上种种问题，他们想出了解决办法。可是我觉得他们的解决办

法太复杂。你只要读一读旧约这条律法的意思，就能找到更简单的解决办法。出埃及记 23章 19节
说的是“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简单明了！为什么不要用羊妈妈的奶煮它的小羊羔呢？

神在教导以色列民不要残酷。可是一经神学家们解释，这条律法就变得复杂起来，结果是自找麻

烦。但犹太人不能这样以经解经，他们必须听从拉比的解释。 

犹太人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犹太人真是太聪明了，什么律法问题都难不倒他们，总能自圆



其说。他们发现有一位拉比曾说过：狗不吃的东西就不算是食物。你会说：“扔一块牛排给狗，狗

当然会吃了！”可是犹太人真聪明，居然有办法不让狗吃。他们发现只要往牛排淋上一点松树油，

狗就不吃了。而人根本尝不出松树油味儿，所以也不会破坏食物味道。 

这可真是一项重大发现！真不知道他们在实验室里、牲口圈中花了多长时间，才研究出了这

项成果。为了不让狗吃牛排，他们一定试过了种种方法。现在终于找到了这个方法，真是太好

了，大可放心吃牛排了，因为狗都不吃，根据拉比的教导，这就不是食物。随便你涂上黄油、奶

油，浇上牛奶或者喝一杯牛奶，都不成问题，不会违背这条律法。你甚至还可以更进一步，真的

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反正狗都不吃。 

读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主耶稣的话：“你们藉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太 15：6） 

基督徒也废了神的话 

我们也许自我感觉比犹太人好，不会做这种蠢事，可是恐怕基督徒做起这种蠢事来毫不逊

色。我们必须谦卑，必须省察自己是不是假冒为善。我们很轻易地批评犹太人假冒为善，看见他

们眼中有梁木，殊不知自己眼中才有梁木。每每看见基督徒如何对待主耶稣的教导，我都不禁

说：我们跟犹太人一样假冒为善。 

耶稣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不能作我的门徒。”哪个传道人想讲这种话呢？他

们都想讲别的经文，想告诉你这句话跟救恩无关。如果做基督徒跟救恩无关，那么什么跟救恩有

关呢？一旦有传道人说“主耶稣这番教导至关重要”，他们就会说：“他在传讲靠行为得救。”耶稣

怎么说不要紧，重要的是牧师怎么说，拉比怎么说。我们用基督教传统、基督教教义废了主的教

导。 

我们必须省察自己是不是假冒为善，是不是看了耶稣的话却不打算遵行。在路加福音 6 章 46
节，主这番话触动了我：“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你会如何回

答呢？主说：为什么你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照着我说的去行，不背起十字架跟从我呢？ 

你点头称是，却不付诸行动。又或许是说：“主啊，我真的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反正传道人

说不必背起十字架跟从你，只要相信你就行了。你已经做了一切，我什么都不用做。现在你要我

背起十字架？主啊，你不可能是这个意思吧？我相信那个传道人说的才对。” 

假冒为善是宗教人士最容易犯的致命罪。犹太人就常常落入假冒为善，他们不愿遵行神的

话，总能想出办法废掉神的话，新约里有很多这种例子。基督徒五十步笑百步，总是攻击那些传

讲耶稣话语的人。 

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耶稣的话，不听从耶稣的话就休想进神的国，基督之外绝无拯救。希望你

们听了这篇道后，没有人会说——“我不明白耶稣说背起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可能他的门徒们明

白，因为那个时代才有十字架之刑，今天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不知道这番话对我有什么用。” 

要彼此相爱，像主爱我们一样，为弟兄舍命 

在日常生活中背起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并没有让我们无所适从，他已经吩咐过我们

如何去行，问题是你有没有去行。在约翰福音 13 章 34 节，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会说：“我知道这条命令。”既然知
道，遵行了没有呢？是不是也有百般理由不遵行呢？这就是你的罪了。 

主耶稣惟恐门徒们不明白，所以在两章之后又重复了两次。一次是约翰福音 15 章 12 节：“你
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一次是 17 节：“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
们彼此相爱。” 

你会说：“这跟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有什么关系呢？”太有关系了，而且这也是称这条命令为

“新命令”的原因。主耶稣并非单单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还不足够（可是我们连彼此

相爱还没有做到），主耶稣说的是“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所以我关注的不是“彼



此相爱”，而是“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 

跟从耶稣就是效法他的大爱，像他那样去爱人。这里的“爱”不是某种情感，而是背起十字

架舍己。“正如我爱你们，为你们被钉在了十字架上，所以你们也要这样彼此相爱，背起十字

架。”这恰恰是约翰一书 3 章 16 节的话：“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
兄舍命。” 

很多人都知道约翰福音 3 章 16 节，却不知道约翰一书 3 章 16 节，基督徒太需要记住这句话
了。然而传道人单单引用前半句“主为我们舍命”便打住，这就不是在传讲全部真理，因为约翰

继续说：“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当”是必须的意思，我们必须为弟兄舍命。使徒约翰其实就是

在说要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耶稣背起了十字架，我们也必须背起十字架跟从他。耶稣为弟兄舍

命，如果我们跟从他，就必须也为弟兄舍命，这就是做门徒。 

可是我们根本没想过要为谁舍命，连舍时间、舍金钱都不愿意，更遑论舍命了，这就是假冒

为善。主耶稣是在说：你们背起十字架跟从我，我这样爱你们，你们也要这样爱别人。 

主没有单单说“因为我爱你们，所以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样我们就不清楚要爱到什么程度。

主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他为别人舍命，所以我们也要彼此舍命。请记住：

这番话不是我说的，而是主耶稣说的。如果你以为只要尽情享受耶稣的爱就行了，不必为谁舍

命，那么你根本不明白什么是做门徒、做基督徒，总之你根本不明白什么是得救。 

可是看一看教会的光景，教会之间龃龉，基督徒之间不和，但凡爱神的人都会痛心疾首、引

以为耻。我们能有什么借口呢？非基督徒会说：“你们是一群假冒为善者，竟然这样彼此相待。”

他们说的不错。在约翰福音 13 章 35 节，主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
们是我的门徒了。” 

有人可能会说：“不要这样讲！让非基督徒听见了，教会多丢脸啊！”教会丢不丢脸，大家都

有目共睹。我见到基督徒不能互相包容，反而互相批评，还说什么愿意彼此舍命？多么假冒为

善！你打算如何遵行主的教导、主的命令呢？你怎能自称是基督的门徒呢？怎能打着基督徒的荣

耀旗号，却羞辱了这个称呼呢？ 

如何效法主的爱？ 

“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这是个命令，没有选择余地。你可

以选择要不要做基督徒，可是一旦做了基督徒，就不能选择要不要爱别人。你必须爱别人，这是

主的命令。由此可见，没有爱别人就是悖逆了主。 

当然，要想效法主的爱，就必须透彻明白他的爱。他是如何爱我们的呢？这种爱是什么意思

呢？ 

1. 怜悯、关心 

首先是怜悯、关心。圣经多次提到主耶稣怜悯我们，比如马太福音 9 章 36 节、14 章 14 节，
18章 27节，不一而足。耶稣有怜悯心肠，非常关心别人。 

可是有多少基督徒关心别人、关心弟兄姐妹呢？少数必须照顾教会的人已经忙得不亦乐乎，

没有时间面面俱到；至于其他人，你上前攀谈，就能感受到他们专顾自己，对人漠不关心。这就

是基督的门徒？实在让人痛心。 

2. 感同身受 

关心不是口上说说而已，而是付诸行动，感同身受。希伯来书 2章 14节说，“儿女既同有血肉
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就是亲自担当我们的困难、罪孽。感

同身受也包括了担当别人的难处。 

基督徒是什么态度呢？“我自己的难处已经够多的了，不想担当别人的难处。”我们忘记了主

的这番话——“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这样爱别人；我跟你们感同深受，你们彼此也要感同身



受。” 

我们必须学习彼此担当。感同身受的意思是，他经济拮据，我就资助他；他病了，我也要想

方设法帮助他。这一切都是我们当尽的义务，别无选择。你可以选择要不要做基督徒，然而一旦

成了基督徒，那么怎样过基督徒生命就由不得你了，必须听从主耶稣的命令。简单来说，你不愿

与弟兄姐妹感同身受，就别做基督徒。当然，与弟兄姐妹感同身受就会自找麻烦、自讨苦吃，难

怪你不愿意。 

3. 为他人成为贫穷 

我们是属灵乞丐，又饥又渴、一身病痛、奄奄一息，为什么主耶稣自讨苦吃，跟我们感同身

受呢？因为他是慈爱、怜悯的，不会坐视不救。他做了什么呢？哥林多后书 8 章 9 节说，“他本来
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他叫我们成为富足，好给予别

人，也使别人富足。即是说，他本来富足，却成了贫穷，好让我们成为富足；我们富足了，也可

以给予穷人，结果又成为贫穷，让别人因为我们的贫穷而成为富足。 

很多基督徒以为：“耶稣成为贫穷，好让我富足，现在我可以尽情享受了。”保罗是怎么说的

呢？在哥林多后书 6章 10节，保罗说：“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
样都有的。”保罗知道，耶稣让他富足了，所以他要给予别人，自己又成为一无所有，这才是做门

徒！保罗在跟从耶稣，耶稣这样做，他也这样做。你愿不愿意自己贫穷，使别人富足呢？  

我还记得来利物浦教会学习事奉的于牧师，他放下电子工程硕士学位，来利物浦教会当助理

牧师，学习事奉主。教会只给他每周 8英镑的生活费。当然他毫无怨言，而是心甘情愿事奉主，甚
至还觉得教会给得太多了。可教会中有些人的态度是：“既然他愿意无偿事奉主，为什么不由着他

呢？” 

很多基督徒就是这种态度：“这些人放下了工作去学习事奉主，那是他们的事，与我无关。”

他们甘愿自己贫穷，让别人富足，可是别人却只作壁上观，拍手喝彩而已。你要是抱这种态度，

那么你不明白什么是做基督的门徒。如果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就要跟从耶稣，背起十字架。耶稣

为了让别人富足，自己成为贫穷，我们也要这样做。 

我不愿谈太多自己的经历，总之我在英国事奉主时花尽了父母的遗产。我是富足的，却成了

贫穷的。当然多数人都毫不知情。可是我见到有些基督徒的态度是：“你无偿事奉主？很好，那就

无偿事奉主吧。”我感到很痛心，并不是因为自己变穷了，而是因为见到弟兄姐妹属灵上何等贫

穷，距离天国的标准太遥远了。 

“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不能作我的门徒”（路 14：27）。这不是我的话，而是主耶
稣的话，我只是在告诉你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要像他爱我们那样去彼

此相爱。我们要在教会工作上同心同劳，支持那些参加全职服事培训的同工们。 

我已经以身作则，如果必须说出来，那么我也要效法保罗，“像愚妄人放胆自夸”：我培训他

们是分文不取，这是额外的工作，却没有额外收入。各位弟兄姐妹愿意怎么做呢？ 

4. 彼此服侍 

“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耶稣是如何爱我们的呢？为了感同身受我们的处境，

他必须谦卑自己，结果就成了我们的仆人（腓 2：7-9），在服侍我们！救死扶伤的医生其实就是病
人的仆人，他在服侍病人，这是一项服侍工作。 

主耶稣必须降至我们的程度。你掉进了地沟，别人就得下到地沟去救你。主耶稣必须谦卑自

己，不顾一切后果，好救你出来。在马可福音 10 章 45 节，主耶稣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
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基督徒是什么态度呢？彼此相爱就是彼此服侍，可我们往往认为服侍是浪费时间。当今的女

孩子都是事业型的，视洗衣、做饭这种家务活儿为浪费时间，只想赶紧做完了事。她们觉得做什

么才不是浪费时间呢？学知识！“得”不是浪费时间，“给”就是浪费时间。最后发展到一种观



念：所有付出都是损失，是浪费了时间、金钱；“得”就不是浪费。我们必须学习另一种思维，学

习去服侍，这就是在效法基督。服侍人不是在浪费时间，你在跟随耶稣的脚踪。 

可是今天的女孩子最看重的是拿学位，拿了学士、拿硕士，最后拿博士。英国有一位姐妹是

化学博士，现在她做什么呢？全职照顾三个儿子。试问什么是浪费时间呢？她用六年时间拿到了

博士学位，最后的工作是养育三个儿子。你会说：“她还可以夸耀自己的博士学位。”不错，那又

怎么样？在家里拿着博士学位有什么用呢？ 

但这就是今天基督徒的想法，虽然她的化学博士学位毫无用武之地，可是读博士并非浪费时

间，毕竟她拿到了博士学位，众人可以称她“某某博士”。至于她会不会养育儿女、给婴儿洗澡，

会不会做饭，这些都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拿博士学位，派不上用场也没关系，也许到老了就能

派上用场，可以在学校教书。 

只要能得到，我们付出什么都在所不惜，不觉得是浪费时间；一旦付出，就是浪费时间。基

督徒必须学习转变思想：每每服侍，就是在效法基督。转变思想并不容易，因为我们从小就已经

被灌输了这种思想，觉得是天经地义。 

就在主耶稣说出那条新命令之前，他做了什么呢？他为门徒洗脚，继而说：“你们照着我向你

们所作的去作”（约 13：15）。主耶稣是在教导门徒要彼此服侍，因为那些乐意服侍人的，在天国
里是最大的。 

这次在伦敦我深受感动。离开伦敦那天，托马斯弟兄打来电话，说：“原来你还在。”他前几

天忙着举办布道会，所以不知道我的消息。我说：“我今天下午离开。”他说：“我来送你。我知道

你行李重，买了很多书。” 

他开了几天的布道会，前一天深夜才回到家，已经筋疲力尽，却坚持过来帮我拿行李，送我

到机场。我一再说他不该来，应当回家休息。他却坚持说服侍弟兄、服侍主是他的福分。这就是

谦卑自己，好像耶稣一样，取了奴仆的形象。他大可以说：“这些天我一直在事奉主，为什么还得

去帮别人拿行李？”可是他明白门徒当学的功课：像基督就是去服侍。而服侍就必须谦卑自己。 

平时的言谈举止也要有谦卑态度。年轻人一起聊天喜欢互相开玩笑，常常看见基督徒特别是

年轻人聚在一起嘲笑别人的缺点，我真感到难过。你拿别人开玩笑，嘲笑别人的缺点，无形之中

就是在贬低别人、抬高自己，这不是基督的谦卑态度。要想开玩笑，就开自己的玩笑，嘲笑自

己，让别人笑你。为什么拿别人当笑柄呢？根本不好笑。我们一言一行都要活出门徒的样式。 



5. 彼此饶恕 

耶稣如何爱我们呢？他饶恕了我们！同样，我们也必须彼此饶恕。“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

怎样相爱”，使徒保罗也用了“怎样”一词，在歌罗西书 3 章 13 节，保罗说，“主怎样饶恕了你
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饶恕不容易，因为每次饶恕都得付上代价。比如有人来你家做客，打破了饭碗，饶恕就意味

着你必须付上饭碗的钱。有的情况是代价更高，你让别人开你的车，结果撞坏了车，饶恕就得付

上更多的钱。可是保罗说，“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主耶稣饶恕我们的更

多，所以我们必须饶恕。这是一个命令，我们别无选择，必须饶恕。 

6. 做和平使者 

如果我们真的背起十字架，跟从基督，就要做和平使者。以弗所书 2 章 16 节以及歌罗西书 1
章 21-22节说，基督藉着肉身在十字架上受死，让我们与神和好了。如果我们也像基督爱我们那样
去爱别人，就必须做和平使者。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5 章 18 节说，神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了
我们。耶稣所做的工作，我们也要做。 

可是在教会里却见不到基督徒在做和平使者，经常看见的是彼此说话随随便便，背后谈论弟

兄姐妹。这种言论不是使人和睦，而是让人疏远、误会。主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太

5：9），他将我们凝聚在一起。要是人人都努力使人和睦，这种教会多温馨啊！可是经常有人要么
故意、要么无意地在弟兄姐妹之间制造摩擦、误解，这在主眼中就是犯罪。我们的职责是使人和

睦，正如保罗所说，神已经把这个职分赐给了我们，要带领弟兄姐妹、带领非基督徒与神和好。 

7. 为弟兄舍命 

惟有做到了以上六个方面，我们才能来到最后这第七个方面，就是为弟兄姐妹舍命，好像主

耶稣为我们舍命一样，这才是遵行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 15 章 13 节的教导：“人为朋友舍命，人的
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最大的爱莫过于为朋友舍命。而约翰一书 3章 16节说，每个基督徒都必须
为弟兄舍命。 

你根本没有想过要怜悯、关心弟兄姐妹，不愿担当他的困难，不愿资助他，更没想过要成为

贫穷，好让他富足，也不愿谦卑自己去服事弟兄姐妹，你的理由是——“凭什么呢？”可是耶稣

凭什么要救你呢？就因为耶稣是这样待你的，所以你必须这样待人，可你却不愿意饶恕弟兄。 

基督徒不愿彼此饶恕，长年累月耿耿于怀。他们特别敏感，听见有人说了自己什么话，便怒

发冲冠。他们的记性又特别好，过“耳”不忘。基督徒真需要让自己“迟钝”一些，别那么敏

感。彼此那么敏感实在可怕，怎能生存呢？就像两只刺猬，聚在一起就彼此相刺。这样的话，我

们怎能成为基督的门徒呢？我们都不能饶恕，还谈什么使人和睦呢？以教会现状来看，我都不大

想谈这最后一点——为弟兄舍命。 

门徒的标记：爱弟兄 

看过了基督是如何爱我们的（就是以上七个方面），如果你自称是基督徒，你达到这个标准了

吗？这也是我不断问自己的问题，免得我教导别人，自己却成了最大的假冒为善者。你愿意做门

徒吗？希望听完了这篇道，没有人会说不知道背起十字架是什么意思，现在你知道了是什么意

思。 

真门徒的标记是什么呢？我们如何知道自己是门徒呢？在约翰一书 3 章 14 节，使徒约翰说，
“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今天很多人在谈救恩的保障，为什么没有人引用这节经文呢？约翰指明了怎样才能有保障：

只要爱弟兄，就已经出死入生，就得救了。可我们想谈没有代价的保障，那些人自以为有保障，

其实是空头支票，根本不是圣经里的保障。他们自以为得救了，其实已经偏离了救恩。 

为什么惟有爱弟兄才是救恩的保障呢？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爱弟兄姐妹就表



明你有了圣灵。要是你想知道自己是不是被圣灵充满了，这就是一个检验方法，因为圣灵的果子

就是爱。有人自称有圣灵，却没有爱，他就是说谎话的。 

求神向我们每个人说话。关键不是你知不知道这些教导，而是有没有去遵行。你知而不行，

罪就更重了，会有什么后果，你自己心知肚明。靠神的恩典，愿我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软弱，能

够说——“神啊，靠你的恩典，我愿意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耶稣，愿意像主耶稣爱我那样去爱别

人。”先从自己做起，那么整间教会就会被改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