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洗约翰的伟大
马太福音 11 章 1-11 节

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
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作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
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
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
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
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
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
比他还大。”（太 11：1-11）

施洗约翰教导的重心是审判
主耶稣这番话是在教导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首先来看一看整段经文的背景。整段经文
都是在谈施洗约翰，当时他因为责备希律王不该娶弟媳，被投入了大牢。责备君王真是胆大包天，
可见约翰不惧怕人，他放胆传福音，神吩咐什么，就义无反顾。责备君王是要丧命的，结果施洗
约翰锒铛入狱。那时候的监狱可不像现在，还有电视看。伙食肯定不好，饔飧不继，当然也没得
抗议示威，只能坐以待毙。不久，施洗约翰果然身首异处。
约翰坐监的时候，听闻了耶稣传福音的事迹，可都是在讲他如何善待众人：医治病人，叫死
人复活，叫瞎子看见。约翰便不安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他心目中救主弥赛亚的作为。
回顾约翰的教导，在马太福音 3 章 12 节以及路加福音 3 章 17 节，约翰说：“他手里拿着簸箕，
要扬净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约翰教导的重心是审判，不是恩典。
救主弥赛亚要来审判世界，审判之后，才把麦子收在仓里。
可是施洗约翰没看见耶稣审判了谁，没看见火烧尽了糠，审判之火临到以色列，反而看见耶
稣行事与自己行事截然不同。当希律王犯罪，是施洗约翰责备了他。所有先知都怒斥罪，可耶稣
却跟税吏、罪人一起吃喝，是税吏、罪人的朋友。所以施洗约翰大惑不解，这哪里是审判呢？
耶稣受洗的时候，施洗约翰看见圣灵降在了耶稣身上。神曾对施洗约翰说过：你看见圣灵降
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救主弥赛亚（参看约 1：33）。施洗约翰说：不错，我看见圣灵降在
了耶稣身上，他是救主弥赛亚。可救主弥赛亚是来除灭罪的！耶稣的所作所为跟施洗约翰心目中
的弥赛亚大相径庭，耶稣非但没有除灭罪人，还跟罪人做朋友！
施洗约翰在约旦河边传道的时候，众人来认罪悔改，施洗约翰严词痛斥：“你们要结出果子来，
与悔改的心相称（就是从现在开始要过敬虔生活）。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
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
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太 3：8-10）

施洗约翰对弥赛亚的认识是片面的
主耶稣完全赞同施洗约翰的教导，他说：这位施洗约翰真是神的仆人！他说的一切都出于神。
既然如此，为什么主耶稣跟罪人做朋友呢？这就是施洗约翰困惑不解之处，无法明白。所以马太
福音 11 章 2 节说，施洗约翰打发自己的两个门徒去问耶稣：“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

人呢？”
“那将要来的”，这是犹太人对弥赛亚的称呼。“弥赛亚是你吗？还是别人呢？”施洗约翰并
没有说耶稣不是弥赛亚，但现在他在监牢里困惑不解，他其实就是在问耶稣：“为什么你的所作所
为大出乎我所料呢？请帮助我明白吧。”
可见根据自己的先入之见去衡量人、衡量神的仆人是多么危险。神的仆人千差万别、各有千
秋，不会行事千篇一律。要是你见到一位神的仆人，不要拿他跟我作比较：“他行事不像张熙和，
大概不是神的仆人。”虽然他行事不像我，可也许他是比我更好的神的仆人。又或许你觉得我不如
别人。我们千万不要以自己的先入之见判断神的仆人。
利物浦圣公会教会有一位了不起的神的仆人，可你要是见了他，目睹他的行为举止，也许会
相当反感。因为你不习惯他的不拘礼节，但这就是他的性格。在婚礼上，新娘款款走进礼堂，人
人都静默不言，他却会跟新郎有说有笑，你可能接受不了。他造访我家，一进门就席地而坐，跟
小女玩耍起来。你不禁会想：“牧师居然席地而坐，逗小孩子玩儿？”他的举止会得罪你。可我却
觉得他难能可贵，不墨守成规，反而轻轻松松地跟小孩子玩耍。而你却接受不了。
这就是施洗约翰的问题，他心目中有个弥赛亚的形象，却发现耶稣跟这个形象相去甚远，便
开始无法接受耶稣。可见即便施洗约翰这种伟人也有缺点。不要以为基督徒是个完全人，连施洗
约翰都有缺点，更不要挑剔其他基督徒了。这样说并不是在袒护基督徒，无非是实话实说而已。
基督徒并不完全，因为还有好多事情不明白。施洗约翰之所以困惑，是因为对弥赛亚认识不足。
他只明白弥赛亚工作的一个方面，却不明白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

耶稣用以赛亚书提醒施洗约翰
主耶稣对待施洗约翰多么宽厚温柔！施洗约翰的门徒捎来问题时，主耶稣是如何回答的呢？
是不是说“坐下来听我讲旧约，看看弥赛亚会如何行事”？或者是说“施洗约翰太让我失望了，
毕竟他是一位伟大的神仆，应该见多识广”？
主耶稣没有说出一句这种话来，可见他的生命多么美丽。耶稣只是对约翰的门徒说：“你们跟
我来，看看我做的工作，然后回去将你们亲眼目睹的告诉约翰：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
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那些被社会遗弃的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此外耶稣又加上
了一句话：“告诉约翰，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这一切施洗约翰早就知道了，耶稣的所作所为（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已经传遍了以色列，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所以耶稣为什么还说了这番话呢？耶稣的确没有低看施洗约翰，他知道施
洗约翰听了这番话，就会幡然醒悟。可是施洗约翰会幡然醒悟到什么呢？
施洗约翰相当通晓圣经，他会醒悟到主耶稣这番话是引自以赛亚书三段经文。主耶稣是在对
他说：“你错在不明白以赛亚书，要是你明白了以赛亚书中神的话是如何预言弥赛亚的，就不会因
我而跌倒了。你看看以赛亚书 29 章 18-20 节、35 章 5-6 节、61 章 1 节，我的所作所为恰恰应验了
弥赛亚的预言。”

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的门徒离开后，耶稣就对众人说：你们知道约翰是谁吗？你们知道这人有多伟大吗？
你们从前去旷野要看什么呢？看风吹动的芦苇吗？看穿着华丽的人吗？当然不是，你们是去看先
知。他的确是个先知，可是我告诉你们，他比先知大多了。他是所有人、所有神仆当中最大的，
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他。
这番话真是耐人寻味，你不禁会想：“太夸张了吧？他甚至比亚伯拉罕、摩西还大？”在犹太
人眼中，没有人大过摩西！有一位跟主耶稣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犹太学者叫菲洛（Philo），他写了
一本摩西传，书中说旧约没有一个人大过摩西。你读一读旧约，不禁会说：“摩西太了不起了！是
一位属灵伟人！”可主耶稣说约翰大过所有人。真奇怪，约翰在哪方面大过所有人呢？

在神眼中，什么人是属灵上为大的呢？这个问题至关重要，一定要弄明白，因为它关乎到了
救恩，关乎到了在神国里为大，关乎到了属灵的志向，就是怎样在天国里为大，怎样才能成为神
所看重、合乎神心意的人。可是纵观施洗约翰的生平，似乎看不出他何以堪称为“最大”。这也是
解经家们困惑不解的问题：“耶稣真的在说施洗约翰是最大的吗？甚至比摩西还伟大？”
摩西率领以色列民出埃及，成就了丰功伟绩！他手执木杖去见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
你不禁会想：这人太了不起了，没有一兵一卒、一刀一枪，竟然来到当时最位尊权重的王面前，
要求带着自己的人民走。摩西果真带着自己的人民走了，率领两百万人在旷野走了四十年！而且
这两百万人并非良臣顺民，而是硬着颈项、常常悖逆的百姓。摩西竟然统领他们，教导他们神的
话，他的领导才干真是无与伦比！难怪神只跟摩西面对面说话。
耶稣说没有一个人大过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做了什么呢？摩西行了神迹，可据我们所知，施
洗约翰没有行一件神迹，也没有说方言、医病。虽然圣经说他生来就是被圣灵充满的，可他似乎
没有显露出圣灵的大能作为来。他在旷野传道不假，成千上万人接受了他的洗礼，可是带领多人
悔改的大传道人比比皆是。施洗约翰从未建立过一间教会，到底他做了什么，被称为“最大”呢？
难怪学者们也困惑不解，耶稣是不是有一点夸大其辞？居然没有一个人大过施洗约翰？到底
施洗约翰在哪方面是最大的呢？要是你写一本施洗约翰传，写他如何伟大，恐怕都无从下笔。是
不是因为施洗约翰的职位高，所以才最大？也许耶稣的意思是，施洗约翰是神所差派的使者，要
行在弥赛亚之前，为弥赛亚开道，所以是最大的？
但这种解释根本行不通。首先，耶稣说施洗约翰是神的使者，可使者没什么大不了的，每一
位先知都是神的使者。君王的使者就是传令官，君王手下很多文官武将都比传令官大。其次，圣
经衡量人的大小不在乎职位。旧约记载了很多君王，没有一个在属灵上举足轻重，登基作王也不
能成为最大。而且信史鉴鉴，很多君王即便从人的才干、品德来看，也是平庸之辈。圣经衡量人
的大小——特别是属灵上的大小——绝对与职位无关。既然如此，何以说施洗约翰是最大的呢？

天国里最小的比施洗约翰还大！
主耶稣最后又说了一句话：“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
小的比他还大。” 天国里最小的比施洗约翰还大，这就更加匪夷所思了。你不妨查一查解经书，解
经家们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们还没明白为什么施洗约翰是最大的，现在耶稣又说神国里
最小的也比施洗约翰大。那么施洗约翰到底是大是小呢？
“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如果我们是天国里最小的，就都比施洗约翰大，那么说妇人所生
的都大不过施洗约翰又有什么意义呢？毕竟我们都是妇人所生的，所以这句话毫无意义！
主耶稣说“天国里最小的比施洗约翰还大”，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了：施洗约翰在不在天国里呢？
也许答案就是我们在天国里，他不在，所以虽然我们是无名小卒，也比施洗约翰大？
但这样回答并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漏洞百出。为什么呢？原因有两个：第一，马太福音 8 章 11
节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在神的国，我们要在天国里与他们一同坐席。要是亚伯拉罕、以撒、
雅各都在神的国，难道你想说施洗约翰不在神的国吗？而且主耶稣已经说了，施洗约翰比亚伯拉
罕、以撒、雅各都大，他们都在神的国，施洗约翰怎能不在神的国呢？
第二，按照圣经，在神的国就是得救，不在神的国就是不得救。要是施洗约翰不在神的国，
那么他就没得救，这个结论岂不是更糟糕吗？所以这种回答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漏洞百出。

属灵上为大是什么意思？
施洗约翰在哪方面大呢？他没有说方言，没有行神迹奇事，只是传讲悔改，的确让很多人悔
改了。可其他人也做了这种工作，那么施洗约翰何以为大呢？要想明白这个问题，关键是要明白
在神眼中为大的属灵原则。如何才能在属灵上为大呢？
有一个原则贯穿了整本圣经，比如旧约创世记里的约瑟，神在雅各全家选中了约瑟，让他成

为埃及宰相。为什么约瑟成了最大的呢？因为他年龄小，没有地位，人微言轻，最后还被哥哥们
卖为奴隶。
旧约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每一次神都是选择全家、全族、全国最小的那个。神竟然选中了基
甸去拯救以色列，还记得基甸的话吗？“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玛拿西支派中
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士 6：15）。
神选中的正是人看为最小的，实在奇妙！整本圣经都是这样。人不屑一顾的，神就会垂青。
这些人内心柔和、谦卑，知道自己是无名小卒。
神所使用的人，出身豪门的并不多。所以神在使用我之前，必须把我降卑到最底层。整整三
年，我在中国最底层艰难度日，整日饥肠辘辘。由于缺乏营养，健硕的体魄渐渐瘦骨嶙峋。我穷
到只有一件衬衫可穿，无法换洗，结果衬衫由白变黄，由黄变褐。
神必须这样降卑我，他说：“你觉得自己了不起？现在照照镜子好好端详一下自己，恐怕都认
不出来了。”以前天庭饱满，现在脸颊凹陷。衬衫肮脏不堪，以前佣人会清洗，现在我自己也不能
清洗，因为没有肥皂，也没有另一件可换。这种日子整整过了三年！
神要按下你高傲的头颅，直到你没有了傲慢、污秽，意识到自己微不足道，不禁说：“神啊，
我什么都不是，如果你不看顾，我都活不过明天，连买饭的钱都没有，我的生命完全仰赖你。”这
样神才会让你去事奉他。神降卑你的时候，要感谢神！你不愿谦卑，神就不会用你，这就是圣经
中为大的秘诀。
属灵上的大小不在乎你做了多少，这就是以数量来衡量了；但神要看的是你的生命素质。别
人轻看你没关系，关键是神如何看你。我们是在以人的角度看施洗约翰：“他做了什么呢？没做过
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他的“大”体现在生命素质上，而不是行神迹奇事。

施洗约翰像耶稣一样柔和谦卑
你想看一看施洗约翰的生命素质吗？那就看一看他的谈话吧，你就会对他越来越钦佩。我越
研究施洗约翰，就越发现他了不起。起初我也像那些学者一样，看不出施洗约翰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
约翰福音 1 章 19-28 节记载说，有人问施洗约翰：“你是弥赛亚吗？是那位大先知吗？你是谁？”
施洗约翰答道：“我不是基督，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很多人看了这段记载根本不假思索。我希
望你仔细思想，因为它显明了施洗约翰的素质。
很多人觉得自己做了基督徒是基督、是教会的荣幸：“我考试总是名列前茅，基督能有我这种
门徒，我能在这间教会受洗，听这位牧师讲道，这是基督、是这间教会、是这位牧师的荣幸！”坦
白说，我们有没有冒出过这种念头呢？
施洗约翰则截然不同，他说：“不要叫我弥赛亚，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可是施洗约翰出身
不凡，他还没出生，天使就来宣告他的诞生。而且不是一般天使，是天使长，是神的最高传令官。
一出生，就被圣灵充满。又是出身于高贵的祭司之家，祭司是以色列上层阶级。所以施洗约翰的
出身非同寻常，他完全可以说：“谁能为弥赛亚预备道路呢？非我莫属！”
施洗约翰的妈妈一定告诉过他：“你不是一般小孩儿，你出生的时候，天使长加百列告诉我，
你要为弥赛亚预备道路。”不妨想一想，要是我们有这种出身背景，一定会清高傲世。我们恐怕都
无法明白施洗约翰为什么这么谦卑，居然说“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

“我只是那个声音而已”
于是众人问：“既然你不是弥赛亚，那你是谁呢？”施洗约翰答道：“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
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你们不要称呼我为先知、弥赛亚，我只是那个声音而已！”
看见施洗约翰这番话，我真觉得愧怍不已。这人向成千上万人传福音，让成千上万人悔改，

多么大的成就！以色列全民甚至以色列领袖都俯伏在他脚前，接受他的洗礼，多么成功的传道人！
人人都喜欢“成功”二字。可是虽然犹如众星捧月，施洗约翰却无动于衷，只求一样事：“你们记
得我是旷野中的声音就行了。”
我不禁说：“约翰真了不起！”也许你不以为然，但神看重他过于一切。你自高自大，神就会
降卑你；谦卑自己，神就会抬举你。

“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还有一次，有人告诉施洗约翰：“你知道吗？更多人去耶稣那儿受洗了。你现在输给他了，他
比你更成功。你总说他是弥赛亚，现在人人都去找他，你却落了个门庭冷落、无人问津。想当初
你多么成功啊！”
约翰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那太好了，新郎的朋友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欢喜，我真高兴听
见他的声音。”没有一丝嫉妒、苦毒！他忠心完成了自己的工作，现在却门庭冷落。紧接着他就道
出了那句经典名言：“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约 3：30）。
我读到这番话，不禁潸然涕下。这人真是无与伦比，世上没有人大过他。在神眼中，哪位先
知都不能跟他相比。不妨想一想先知约拿，反差实在大。当神没有照着约拿的话行，约拿就像小
孩子一样拉长了脸抗议，闷闷不乐，向神抱怨道：“你对我不公平，我现在丢了脸，先知的名誉扫
地。起初我就不愿来，你非拽着我来，我传讲了你的话，结果他们悔改了，你就不审判他们了。”
你看得见二人生命素质不同吗？简直判若天渊。
施洗约翰实在谦卑，看一看他这番话，真让人感动，难怪神看他为最大，选择他做弥赛亚的
使者，因为他最像耶稣，无人能及。
马太福音 11 章的主题是谦卑，在 19 节，耶稣引用别人的话说，他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在 23
节，耶稣警告迦百农：“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在 25 节，耶稣将自己的门徒形容为
婴孩。犹太人社会婴孩是没有地位的。最后在 29 节，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
轭，学我的样式。”柔和谦卑岂不正是施洗约翰的素质吗？

神国里最小的是最大的
路加福音 9 章 48 节说，“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为大”。这就是属灵为大的秘诀。谦卑就关乎
到了救恩，新约提及了两次，分别在雅各书 4 章 6 节、彼得前书 5 章 5 节：“神阻挡骄傲的人，赐
恩给谦卑的人”。要想做基督徒，就必须学习谦卑。所以每每带领人认识神，我都会请他们跟我一
同跪下来，其中大多都是生平第一次跪在神面前。跪下来就表达了谦卑的态度，因为神不接纳傲
慢的态度。神只接纳谦卑人，赐救恩给谦卑人。
在马太福音 11 章 1-11 节，主耶稣最后说道：“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如何理解呢？我
们谁敢说自己比施洗约翰大呢？我们连他的身量还没有达到，更遑论比他大了，只能远远地望其
项背。
我们都是骄傲自大、自以为是，来到教会便想：“怎么没有人留意我？太过分了！你们应该铺
红地毯欢迎我。”我当年去教会就是这种态度。当然教会的确缺乏爱，我并非要袒护教会。可是很
多人都有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我也不例外。所以我们只能在施洗约翰后面远远地望其项背，甚
至都不敢跟他平起平坐。
那么如何理解主耶稣这番话呢？为什么他说天国里最小的比施洗约翰还大呢？其实很简单，
要是你明白了最大的就是最小的、最小的就是最大的，便会豁然开朗。

最小的是耶稣
神国里谁是最小的呢？说出来你会大吃一惊，是主耶稣！主耶稣谦卑自己，成了神国里最小
的，所以他成了最大的。一定要明白，最小的就是最大的。
在马可福音 10 章 45 节，主耶稣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在最后的

晚餐上，主耶稣拿一条手巾束腰，为门徒洗脚，这就是他教导门徒的最后一课。洗脚是当时奴隶
干的活，他甘愿成为自己门徒的奴隶。不但如此，他还要舍命，好救赎他们。腓立比书说，他成
为奴仆，又成为罪犯，死在十字架上。以赛亚书 53 章 12 节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再没有比罪
犯更卑贱的了。
主耶稣是最小的，他将自己降到了最卑贱的身份，我们都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正因如此，
腓立比书 2 章说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最小”一词，希腊原文是单数形式。最小的并非很多人，只能有一位。我们就错在了以为
“最小的”可以指任何人。最小的只能是一位，最大的也只能是一位。
施洗约翰在神的国吗？当然！所以如果“最小的”是指天国里任何一个人，那么说“天国里
最小的比施洗约翰还大”就毫无意义了。然而一旦明白“最小的”惟独是主耶稣，那么这句话的
意思便跃然纸上。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惟有耶稣比他大。
马太福音 12 章 6 节说，耶稣比圣殿更大。41 节说耶稣比约拿更大，42 节说耶稣比所罗门更大。
耶稣也比施洗约翰大。但施洗约翰也大过所罗门、约拿，除了耶稣，没有人大过施洗约翰。

属灵为大的秘诀是降卑
归结上文，要想亲近神，在属灵上为大、在神眼中（不是在人眼中）为大，秘诀就是降卑。
你在神面前越降卑，神就越看你为大。别忘了雅各书 4 章 10 节的话：“务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
叫你们升高”。
主耶稣也有同样的教导：人若不谦卑，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参看太 18：3-4）。
要想进天国，你也必须有所行动：至少谦卑自己，降至小孩子的程度。小孩子还不算是最卑微的，
还可以降为奴隶，降为罪犯。要是我们因为做基督徒而被判刑，就成了罪犯。在执法人员的眼里，
基督徒就是罪犯。
那些为主坐牢的弟兄姐妹们有福了，他们没有作奸犯科，却被人当成罪犯那样对待。你也无
需为他们惋惜，他们被降到最卑贱，却会被神抬举。他们甘愿做基督徒，谦卑自己，就会被神高
升。到了那一天，你会看见他们高坐在神的旁边，那真是最好的福分。
愿我们靠神的恩典能够明白基督徒生命的秘诀：降卑才能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