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得安息三步骤 
马太福音 11章 27-30节 

 

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

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

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

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

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太

11：27-30） 

神已经立耶稣为主，你真的相信吗？ 

这段经文一开始就显明了基督的荣耀。主耶稣说，天父已经将一

切都交付给了他。一个加利利人竟然说出了这种话，他说的是真言还

是谵语？只有这两种可能。要是今天有人走进教会对你说：“神立我为

宇宙之王了”，你一定会将他上上下下打量一番，也许要打电话叫精神

病院的救护车来。 

主耶稣说，天上地上的一切，天父都交付给他了。可他就站在众

人眼前，衣着饮食与人无异，居然讲出了这种话，实在让人大吃一惊。

真不知道耶稣身旁的门徒们会有何感受，圣经没有记载，也许他们百

思不解，可是没有人敢说耶稣疯了。 

犹太历史上出现过好多个假弥赛亚，都声称受神差派。可是耶稣

却说神已经将一切交付了给他，不但如此，他竟然还说惟有他认识神，

惟有神认识他！ 

听了主耶稣这番话，但凡头脑清晰的基督徒都会细思明辩，之所

以接受下来，必须是有理有据、无可置疑，而不是愚昧盲从。凭什么

相信神已经立耶稣为主了呢？我想大多数基督徒的信心基础相当薄

弱，只是半信半疑，而且以为不否认就等同于相信了。但这不是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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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的信心，非基督徒也愿意说“我不否认耶稣是主”。 

希望你求神鉴察，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确信耶稣是神设立的救主。

如果你相信，又是凭什么相信呢？有人说：“我哥哥相信，他是个聪明

睿智的人，要是他都相信，那么我也相信。”这个理由可不大充分，为

什么你哥哥相信呢？可能他有个聪明睿智的朋友，那个朋友相信，所

以他才相信。这个理由也不可靠。 

你也许说：“那位牧师似乎也不笨，受过高等教育，他都相信，所

以我也相信。”问题是那位牧师可能错了，你哥哥可能错了，你哥哥的

朋友可能错了，你怎么知道这件事千真万确呢？既然不大肯定，你又

怎能以身相许呢？你当然不会这么笨，所以如何解决呢？就是半信半

疑。这就是教会大多数人的信心，“不可不信，但不可深信”。你不能

说他们不信，可一旦刨根问底，他们只好坦言不太相信，因为实在找

不出一个充分的理由来。 

甚至教会里也有人否认耶稣是主。很多神学家都否认耶稣是主，

他们只把“耶稣是主”当作教义接受下来，生命却不接受耶稣是主。

至少他们很诚实，坦言不能相信。为什么不能相信呢？不妨换一个角

度来问，为什么你能够相信呢？属血气的人根本不可能相信耶稣是主。

这个加利利人穿着、讲话与当地人无异，神竟然立他为主了？谁会信

以为真呢？ 

你可能说：“他行了很多神迹！”可是圣经中行神迹的不止耶稣一

人。纵观旧约，先知以利亚、以利沙几乎行了主耶稣所行的一切神迹，

包括叫死人复活，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神迹呢？所以怎么知道耶稣就

是主呢？外表上看得出来吗？耶稣在山上变了形象，显露出了荣耀，

可你并不在场，如何知道呢？在场的只有那几个门徒，他们看见了耶

稣的荣耀，你要靠他们的话而相信吗？ 

完全相信就会完全委身 

我们怎能知道耶稣是主呢？怎能有这种确信呢？为什么确信这么

重要呢？因为成为基督徒就是跟随耶稣，如果耶稣不是主，那你可就

犯了一生中最大的错误。这种错误的代价太高了，我们根本承担不起。

如果耶稣这番话并非属实，而你跟从了他，则会走向何方呢？所以你

就做个半信半疑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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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很多基督徒之所以没有完全委身给耶稣，往往是因为他

们不完全相信耶稣是主。你要是完全相信，就会完全委身，这是必然

的结果。 

想一想，这位主在世上受人唾弃、嘲笑、质疑，最后竟然为了你

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你能理解这种大爱吗？若有人轻描谈写地说一

句“我相信”，则他根本不明白主耶稣的大爱。你真的相信，就会完全

地回应他，付上一切，包括时间、精力、财产，绝对是毫无保留。 

然而今天在教会中看得见这种回应吗？看得见这种火热事奉的态

度吗？根本看不见。每每有人打算事奉主，总要先计算一下代价，想

一想损失有多大，牺牲有多大，实在可怜！你损失了什么呢？你的那

一点损失根本无足挂齿、不值一文。 

误导人的“白白的恩典” 

有一种教导说，主耶稣为我们死了，我们不必回报什么，这是“白

白的恩典”。这种教导在拖人后腿，阻碍人前进，谁要是追求敬虔生命，

全心回应主，委身给主，竭力事奉主，就会被扣上一顶靠行为得救的

帽子。众人会说：“你想靠行为得救吗？”或者是说：“这种人有点狂

热，感情用事，哪有这样回应的？” 

耶稣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神已经立他为主。要是你真的相信，

诚实无伪，那么你的回应就会截然不同。现在恐怕你连“半信”都没

有。难怪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说过：基督徒自称相信的东
西，我不信他们真的相信。罗素的眼光比很多基督徒更犀利，一语破

的。他认为要是他真的相信基督徒所相信的，那么他的生命就会完全

不同。 

记得在利物浦时，有一个人申请受洗，我和查理牧师便约他谈话。

查理牧师问：“你相信耶稣为你的罪死了吗？”他答道：“当然啦！”查

理牧师又问了一个问题，他又答道：“当然啦！”我见到查理牧师脸色

一沉，说：“你不要总是说‘当然啦’！”因为他这样说就表明他根本不

明白。 

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要是你问他们：“你相信耶稣吗？”他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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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说：“当然相信。”可真相信的人会是这种反应吗？你一听见这种回

答，就知道他根本不明白什么是相信，一窍不通。要是我们真的明白，

恐怕都不敢这么斩钉截铁地说“是”。因为每每想到主耶稣所做的一切，

我们就会心潮澎湃、感动不已，只能说——“靠神的恩典，我相信耶

稣”，而不会说“当然啦！” 

我想这人恐怕代表了很多所谓的基督徒，他们自称相信耶稣，你

不能说他是虚情假意，的确是真心实意，可他不知道自己相信的是什

么，甚至不知道这种相信意味着什么。他想都没有想过：神来到了世

界，住在了主耶稣里面，而主耶稣竟然死在了十字架上！他要是意识

到了这一点，就不会单单说“我相信”，而会全心全意地说：“神啊，

你竟然这样爱我，我愿意将生命完全献给你，虽然微不足道，可这就

是我力所能及的了。” 

如何才能真相信？ 

你会问：怎样才能真正相信呢？是不是要对神迹做一番研究分

析？为什么你能够真正相信，心中火热，我却火热不起来呢？只有一

种方法：神向你启示！除此之外，别无它途。所以在马太福音 11章 25-26
节，主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

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

如此。” 

神直接向你说话，你才能真正相信主耶稣。即便我讲道理、做分

析让你信了，可你的信也不是真正的信心。因为每一种道理，人都可

以找出另一种相反的道理加以辩驳，而且也都言之成理。人说的每一

句话，都可以招来反对意见。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干脆不做分析了，而

是说不能单凭思考、分析。除非神向你启示，否则你不可能火热地相

信，也不可能看得真切。 

我没信主前凡事都喜欢推敲研究，琢磨出所以然来。在决定要不

要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也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研究基督教教导，思前想

后、辩来辩去、逐一分析。坦白说，论证的结果相当令人信服，可我

需要的不是百分之九十的信服，而是完全确信。然而凭人的推理根本

不可能达到完全确信，因为我们不是在做数学题，数学题就可以计算

出百分之百或者接近百分之百的准确结论；可属灵事物惟有得到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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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你才能明白。 

所以我说你不能靠哥哥的信心、哥哥朋友的信心甚至牧师的信心，

无论那人信心多么了不起，头脑多么睿智，为人多么值得信赖，也无

济于事。你只是在倚靠别人的信心，这是间接信心，根本救不了你。

做基督徒必须对神有直接的信心，而达到这一步是没有捷径可走的。

要是哪个传道人告诉你有一条捷径，他就是在撒谎。 

在马太福音 11章 27节，主耶稣继续说，“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
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再次看见惟有透过启示，

才能认识神。想用推理论证的方法而成为基督徒就错了，也是没有用

的，你根本达不到百分之百确信。而启示总是直接进入人心，不会经

由其他人。如果你还没有百分之百的确信，那是因为你还没有直接得

到神的启示。教会里多少人自称是基督徒，却从未直接得到神的启示！

关键是要亲自认识神。 

可能你说：“我知道自己是‘半个基督徒’，甚至‘四分之一’基

督徒，我希望做个真基督徒，所以我打算向神求了。”于是你晚上一回

到家，就跪在床边祷告说：“神啊，我没有确信，请你赐给我。”下个

星期天你来到教会就会对我说：“我跪在床边求神赐下启示，可还是没

有得到启示。”于是你就得出个结论：“我祷告了，却没什么回应，看

来神不回答祷告。”你真聪明，又在运用推理分析了。 

又或许你得出的结论是：“神是圣洁的，我是罪人，所以他不回答。”

可你永远都会是个罪人，那么按照这个逻辑，你这辈子也休想得到神

的回答了。 

又或许你说：“也许神什么时候心情好，才会回答我。也许我往奉

献箱里投一点钱，就能博得神一点欢心，那天他就会回答我了。”可能

通常你只投入一块钱，今天便投入两块钱，翻了一番！于是你回到家，

跪在床边祷告，心想：“今天神很可能会回答我了吧？” 

可是下个礼拜天来到教会，你说：“神还没有回答我。我已经投进

去两块钱了，翻了一番，神还是不回答我。”接下来你就想：“不要紧，

下周我投进四块钱，翻两番。”你投了四块钱，又跪下祷告，还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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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回答。这样几个星期下来，你当然会气馁了。你会对神说：“你想

要多少钱呢？开个价吧，让我知道该给你多少钱好吗？” 

我这样讲你可能觉得很滑稽，可是坦白说，难道你没有这样想过

吗？每每有人把我们的想法说出来，听来就会很滑稽，几乎荒唐可笑，

可很多基督徒恰恰就是这样做的。你向神祷告却得不到回答，那时候

你难道不是这样想的吗？最后你只好无奈地说：“神啊，我真不知道怎

样才能得到你的启示，所以我放弃了，就做个半半拉拉的基督徒好了。

请别见怪，我真的试过了，没办法。” 

你知道出错的原因是什么吗？原因是我们自己在决定要如何解决

问题，我们决定只要多给一倍、两倍的钱，就可以得到神的回答，可

神这样说过吗？我这样说过吗？绝对没有。神没有让我们无所适从，

他已经指出了生命之路。你没有照他的吩咐去做，结果找不到生命之

路，那可别怪他。你以为人爱钱，所以你给神钱就能讨他喜悦？神不

是人，见钱眼开。 

得安息有三个步骤 

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

安息。”你说：“我试过了，可怎么没有平安呢？”我常常听见传道人

拿这节经文来讲道，我相信你只要来教会一段时间了，一定会听过。

传道人对 28节情有独钟，“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问
题是我从没听见谁讲解过 29节，可抛开了 29节，就根本不能明白 28
节。 

不错，主耶稣说可以到他那里去，可是主耶稣说的话不止于此。

28节、29节的结尾是同一句话：“得安息”。所以 29节是在解释 28节，
解释如何才能从主那儿得到安息。得安息有三个步骤，并非一蹴而就。

首先是“到我这里来”，其次是“负我的轭”，最后是“学我的样式”。

传道人只说了第一步，难怪你得不到安息，因为还有两步没走呢。惟

有走完了第三步，你才能“得享安息”。 

但愿传道人能够明白自己肩负的责任，不要只挑一节经文来讲，

只字不提另一节。问题是 28 节太吸引人了，“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
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听来多么顺耳。可 29 节是个命
令，至关重要，传道人却不愿提及，甚至自以为明白这个命令。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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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二十多年来，一次都没有听过哪个传道人讲解 29 节，28 节却听了
不知多少次。要是你听见有传道人讲 29节，就去结交他吧，他是个好
人，愿意全面传讲神的旨意和真理。 

必须做三样事：来，负，学。我预先已经将真理和盘托出，你得

不到安息不要怪罪我。神恩慈地为我打开了传道之门，我在很多国家、

地区讲过道。遗憾的是，我所到之处，总能看见灰心丧气、劳苦担重

担的基督徒。他们对我说：“我信耶稣了，却没有得到传道人所应许的

安息、喜乐、能力。” 

试问你在基督里真的得到满足了吗？真的得享安息了吗？经历到

与神相交的甜蜜了吗？是不是你每每祷告，都能得到神的回答，满有

与神相交的喜乐？你经历到丰盛的基督徒生命了吗？如果你的答案是

肯定的，你就有福了，你是教会中屈指可数的快乐人。即是说，纵然

传道人没有告诉你怎么做，可是靠神的恩典，你已经将生命完全交托

给基督掌管。除此之外，你绝对得不到安息。 

可是到处可见基督徒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得不到喂养，忍饥挨

饿，我不禁痛心疾首。所以每每受邀讲道，我经常觉得很难拒绝。我

不会有邀必应，可是我发现真难以拒绝，因为我知道他们有多饥渴，

实在于心不忍。 

比如今年六月在温尼伯（Winnipeg）讲道，他们竟然抱怨说我讲
得太短了，只有一小时十五分钟，刚刚开始洗耳恭听，便戛然而止。

仿佛刚喝了几口水，时间就到了。可我是按照规定时间讲的，会众却

不愿结束聚会，还想听更多，足见属灵上何等饥渴，真可怜！ 

我在临离开前还要主领一场晚间聚会，规定时间是二十分钟。我

对翻译说：“我只讲二十分钟。” 
他说：“求你不要只讲二十分钟。” 
我说：“他们规定我讲二十分钟。” 
他说：“这种安排不合理！” 
我问：“那我该讲多长呢？” 
“三个小时吧。” 
“你在开玩笑吧？我已经筋疲力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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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那次布道会的每场讲道都是一小时十五分钟，再加上翻译时

间，当然就得三个小时了。教会在神的话语上多么饥渴，愿神兴起乐

意传讲全部真理的人！凡不渴慕神话语的人，我宁愿他别来听道。 

做门徒的三步骤 

来、负、学，其实就是在做门徒。除非你成为基督的门徒，否则

绝不会得到安息，这就是耶稣的话。做基督徒还不足够；受洗，相信

耶稣，相信教会的全部教义，这些都不足够。也许很多传道人说做了

这些就足够了，可是我凭神话语的权柄说：做了这些还不足够。 

你要是不信，那就不妨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得享安息”。事实胜

于雄辩，你会亲身体会到，你就是经历不到在基督里的满足、安息、

活力。惟有真正成为门徒，你才能有所领悟，而且也仅仅是入门而已。

因为神要赐给你的满足、安息、活力是丰丰富富的，你只是品尝到了

一点点而已。 

第一个字是“来”，这是耶稣对我们的呼召。我们都蒙了召，圣经

中每一个真基督徒都是蒙了召的，并非有的蒙召了，有的没蒙召。圣

经中只有一种呼召，就是耶稣呼召我们跟随他。主耶稣呼召门徒时常

常用到“来”这个字，比如马可福音 1章 17节，主耶稣对门徒说：“来
跟从我！”再比如马可福音 10 章 21 节，主耶稣对青年财主说：“来跟
从我。”“来跟从”就是来跟他学习。 

第二个字是“负”。路加福音 9章 23节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
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里的“背起”一词，跟马

太福音 11章的“负”字是同一个希腊字。轭的形状恰似十字架，由两
根木棍制成，一根搭在两只动物肩上，一根垂落于地，末端有一个钩

子犁地。负他的轭就是背起他的十字架。 

旧约常常用到“轭”字，大概用了五十次。在某人或某国的轭下，

意思就是在别人的权柄下。所以先知警告以色列说：“你抛开神的轭，

就得负另一国的轭，受它压迫。”以色列不听先知的警告，果不其然，

一个个沉重、残酷的轭，就是巴比伦、亚述的轭，压在了他们肩上。 

人人都得负轭 

人人都在负轭，要么负神的轭，要么负罪的轭。如果你以为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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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不负任何轭，逍遥自在，那你就太无知了。你不可能不负轭，不

可能无拘无束，因为世上有很多权柄。谁要是以为他在自己的轭下，

自己当家作主，他就是在自欺。世上根本没有这种不负轭的人。要是

你活在所谓自己的轭下，我行我素，那么我告诉你，其实你是在负罪

的轭。罗马书 6 章说，你要么是义的奴仆，要么是罪的奴仆，没有第
三种可能。 

对犹太人来说，负轭具有三种含意：第一，你负谁的轭，谁就是

你生命的王。比如耶利米书 2 章 20 节，“我在古时折断你的轭，解开
你的绳索，你说：‘我必不侍奉雅伟。’”。犹太人负神的轭就是接受神

的王权，他们必须宣读申命记 6章 4节：“以色列啊，你要听！雅伟我
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雅伟你的神。”犹太人每天

都要将这番话背诵两次，表示服在神的王权下。由此也引出了第二个

含意：负神的轭就是全心全意去爱神。耶稣是负神的轭，他要我们效

法他，全心全意去爱神。第三，事奉神，比如耶利米书 2章 20节。 

你可能不大熟悉解经，我这样详细剖析是要让你明白我是在根据

圣经来解释圣经，并非随意解释，你自己也可以查考。犹太人听见主

耶稣说当负他的轭，立刻就能明白这些含意：耶稣必须成为他生命之

王，完全掌管他的生命，从现在起他要效法耶稣尽心尽意事奉神。 

你觉得这个要求太高吗？可见你根本不明白自己相信的是谁。如

果你真知道耶稣是神的独生子，神在他里面居住，借着他向我们彰显

神对世人的大爱，为我们付出了一切，那么你怎能只付出一半呢？你

这样做就是根本不明白他的爱，也是拒绝了他的爱。 

得安息的第三步：学耶稣心里柔和谦卑 

第三步是“学”。“门徒”这个词的意思恰恰是学生，它的希腊文

就是源自“学习”一词。耶稣与门徒永远是师生关系，比如马太福音

10章 24-25节，马太福音 23章 8节，约翰福音 20章 16节。我们是向
耶稣学习，学习什么呢？学习他“心里柔和谦卑”。他谦卑自己，死在

了十字架上。 

主耶稣在此是指明了通往丰盛生命的途径。要是到目前为止你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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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走了第一步“来”，那么你必须明白还有另外两步。大多数基督徒只

走了第一步。你没有走另外两步，就不要回家跪下来祷告说——“神

啊，向我启示你的荣耀吧，因为我看不见。我已经多给你一倍的钱了，

以前给两块，现在给四块……”这些都毫无用处，神不稀罕你的钱，

神要的是你，你必须走另外两步。 

要是今天你能够对神说——“神啊，我的生命完全向你敞开，甘

愿受教、负轭跟从耶稣，请你把真理、把你自己启示给我”，那么神就

会启示给你了。要是你无条件、无保留地来到神面前，你就会找到安

息。 

世人徒然寻求安息 

世人也在寻求安息，却得不到这种安息、满足。没有安息就不会

满足，内心茫然，不知何去何从。“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主耶稣指的

是罪的重担，是创世记 3章 17节所说的劳苦。而安息就是救恩，并非
单单高层次的基督徒生命。要是你还没有得到安息，那么你的光景就

跟非基督徒一样，甚至更可怜。 

最近我在读拜伦的诗，拜伦是英国著名诗人，生于十八世纪末，

卒于十九世纪初。他的这几行诗深深触动了我： 

数算你的快乐时光， 
以及无忧无虑的日子， 
再好的日子也不值一提。 

无论你经历过什么，最好是从来没经历过。即是说，最好你根本

没有出生。无论你曾是什么人物，哪怕是君王，或者是世上什么大人

物，你没出世更好。 

拜伦出身于贵族世家，后来承袭了男爵爵位。但他认为最好自己

没有出生。拜伦并非基督徒，只是从非基督徒的视角来抒发人生感慨。

他享受过世上的荣华富贵，却觉得毫无意义，空虚的内心就是得不到

满足。 

奥古斯汀也常常感叹说：“神啊，你为自己造了我们，惟有在你里

面，我们的灵魂才会享有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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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的狗 

读到拜伦对人生的感喟，我不禁想起了我的小狗。小时候我曾有

过一只漂亮的小狗，是北京犬，浑身雪白，小巧玲珑，长毛盖住了眼

睛，真不知道它怎么看东西。这只小狗太可爱了，我每次放学回家，

它都会扑过来热烈欢迎。可是有一天我进了家门却见不到狗来相迎，

便问妈妈：“我的狗呢？”妈妈答道：“狗跑到花园去玩儿，再也没回

来，丢了！” 

我的童心忍不住担忧起来，想到我的狗如何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上

徘徊。上海是个大都市，高大的汽车、电车来往穿梭，隆隆的声音一

定吓坏了它。在行人的腿下踽踽独行，也许一会儿这里挨了一脚，一

会儿那里又挨了一脚。上海的夜晚寒气逼人，它一定蜷缩在街头角落

里瑟瑟发抖。饥肠辘辘，也找不到什么东西充饥。这就是迷失的境况。

它只是一只小狗，随便一头大狗都可以欺负它，咬伤它，它也不只一

次被咬伤过。 

我忍不住担心这只小狗，怀念它带给我的快乐。我开始体会到了

一点神的心肠，他何等挂念我们这些迷失的罪人！只要我们浪子回头，

就可以跟他甜蜜、快乐地相交。可是他看见我们徘徊在黑暗中，饥寒

交迫。 

那只小狗的可怜光景并非我的臆想，绝对是事实。我都不敢去想

它几天之后如何倒毙街头。神每每想起我们，也会痛心疾首。如果你

问——“为什么神要差遣耶稣来到世上？”这就是答案了。 

当时我只是个孩童，能力有限，不知道如何去寻找。可要是我能

够走上上海街头，我甘愿踏破铁鞋去寻觅。只要能找到我的爱犬，即

便在街上被大人挤来挤去，不吃不睡，我也在所不惜。更何况神呢？

要是我见到了那只小狗，一定会说：“过来！”它就会欢欢喜喜地冲过

来，完全无保留地归服我。 

神借着耶稣呼召我们：“来！”我们听见他的呼召了吗？如果没有，

你就要来到神面前祈求说：“神啊，请你打开我的心扉。”你听不见是

因为心硬。除非你按照这三个步骤来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面前，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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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开放，完全归服他，愿意学习，愿意回应他的呼召，否则你永远

听不见他的呼召。耶稣来是要给我们这种满足的喜乐，但愿人人都不

会错失良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