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前一千四百多年，神施展了一

连串伟大的、令人敬畏的神迹，将以

色列民族从他们世代为奴的埃及拯救

出来，要带领他们经过贫脊的旷野，

进入应许给他们为业的肥美乐土迦南。 

             (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 



    想象一下，二百万人在无边际的旷

野步行，漂泊流离四十载。荒漠上，

寸草不生，从哪儿拿食物喂饱二百万

人呢？然而，神打开天库，降下吗哪，

使他们在四十年间，没一天缺乏食粮           

                （以色列人在旷野） 



    神拯救了他们，保护了他们，免

得他们在环境恶劣的旷野路上饿死仆

倒；可是他们竟然忘恩负义，满怀敌

意地怨怼神，说：“伙食太淡薄了，

我们都食厌了！以前在埃及的时候，

还有大蒜，比你现在给我们的吗哪好

吃多了。你为什么要带我们离开埃及，

到这个鬼地方来，要看我们死在这儿

吗？” 

    他们完全忘记了，在埃及的时候，

他们只是一班可怜的、日夜遭人压迫

的奴隶罢了…… 

谁是罪魁祸首？ 

     在现实的生活里，人往往都像以

色列人一样怨天尤人，甚至在基督徒



当中，这也是普遍极了。神曾赐给我

们许多的福份，然而我们竟毫不感恩，

经常为了极微小的困难就埋怨神。 

     埋怨神就是罪的特征。罪，就是

在口里或心里怨怼神。罪，并不单指

犯错，而是一种敌对神的态度。人类

常为自己带来烦恼，又常把一切归咎

于神。 

  “为什么神容许人受苦呢？”——



人们提出这个问题已千万遍了。让我

们先问一下，究竟是谁引起苦难的。

是神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吗？是神发

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吗？抑或任何一场

战争呢？人类互相残杀，带给无数人

民不能言状的痛苦——然而我们听

到的还老是那句怨言：为什么神要人

受那么多苦？ 

    当婚姻关系恶化，丈夫埋怨说：

“神为什么偏给我这样的一个太太？

我理应得到一个更好的女人！”妻子

也埋怨说：“我又聪明又漂亮，神为

什 么 偏 给 我 一 个 没 出 色 的 笨

蛋？”……总之，又是神之过。丈夫

与妻子，双方都喋喋不休，怨天尤人：



“神早该做点事，他是神啊！他该早

知道，这个人根本配不起我！” 

    对神抱着这种态度就是罪，一方面

不肯承担自己犯错的责任，一方面将

后果完全归咎于神。 

     然而，我们最好还是小心点，恐

怕会逼使神采取行动来提醒我们到底

谁才是罪魁祸首。他果真如此，并非

要证明自己清白，而是要教我们醒悟，

原来人自己才是所有问题的根源。我

们一天不醒悟，就一天不会有改变。 

世界一团糟，神可以做点什么吗？ 

    有人问我：“现今世界真是一团糟，

神可以做点什么吗？” 

 



    我回答说：“除了歼灭世上所有的

罪人，他还可以做什么？” 

    神有两个选择，他可以将罪人通通

除掉，那么罪恶和痛苦都会一并被吞

灭；他也可以将罪人变成好人，这样，

罪恶和痛苦也一样被清除。你会选择

哪一个呢？ 

    消灭罪人，他毋须你的批准；但是，

要改变你，则需要你通力合作。假如

你渴望见到新天新地，新人新事，神



必须先将你改变，不过他绝不会勉强

你。 

    有些国家的政府会尝试施用武力

逼使人民改变，他们失败了，因为武

力是没办法改变一个人的。你可以用

枪对准一个人的脑袋，强迫他服从，

可是你无法控制他的思想。一旦你放

下枪走开，一切便会恢复原状。 

    主耶稣不会犯这错误。他对彼得说：

“把剑收起来吧！神国的扩张，不用

刀剑。”（参照约翰福音 18:11）如果

全世界的基督徒动员起来，便会成为

一支配备精良的百万大军，随时候命，

为基督而战。但是，主心中有数，他

拒绝以武力征服世界。 



    你可以控制人的外在行为，但却永

不可以控制人的内心。除了爱，也只

有神的爱，才能够改变人心。 

    仍然有人抱怨，说：“为什么由我

们承担罪恶的苦果？我们犯罪的时候，

神为什么不减少我们的苦难？” 

    我们又想犯罪，又想逃避后果！最

好是神千依百顺，让我们犯罪的时候

可以舒舒服服。情形刚好相反，他绝

不会让你一走了事，他就是要你尝尝

罪的苦果。 

    如果祸患还未临头，不要以为你暂

时安枕无忧，就等于一世脱险，你太

自信了。神必定追究你，那个时辰可

能比你想象中快得多。神追讨你，是



为你好，目的要你觉悟罪恶的可怕；

甚至审判你，也是想你得救。 

不要像头固执的骡 

    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埋怨神，他便指

挥火蛇去袭击他们。当时，他们叫它

们作“火蛇”，不是因为它们口中喷

出火焰，而是因为它们有毒（中毒时

产生灼热的感觉）。百姓人民中毒将亡，

才懂得悔悟。 



   人在顺境时，往往不知悔改，一而

再，再而三地耽延，及至陷入绝境，

悔恨已晚。所以神教训自己的选民以

色列，不要像头固执的骡，给主人鞭

打，才硬着头皮向前走（诗篇 32:9）。 

     



   有一次，在南京，我偶然望出窗外，

看见五个人出尽九牛二虎之力尝试推

动一头骡，可是它却纹风不动。他们

又拉又打，各出其谋，那头骡只是伸

一伸前腿，将身躯向后倾一倾，就算

了。他们开始挥动木棒，我心想，这

一回，可怜的骡一定给打伤背脊了，

然而，它依然故我，动也不动。最后，

那些人忍无可忍，举起一枝尖锐的利

器，用力刺它，这一下它才肯走。 

     真难理喻，为什么受了伤，它才

肯低头呢？就像一些非信徒，他们说：

“纵使我一败涂地，我仍坚决拒绝向

神低头。” 

 



     另外一次，我在上海市外看人骑

马。其中一位骑师引起了我的注意，

因为他没有携带马鞭，而他的马却明

白他的指示。马在路上缓慢地踏着细

步的时候，只待骑师倾前在马儿耳边

说句话；要是他告诉马儿快跑，马儿

就立即加速驰骋。 

     我们要像这只骏马呢，还是要像

那头必须用鞭策打才会走路的骡呢？ 

这是什么救法？ 

     摩西为中毒的人求情，神便命令

他制造一条铜蛇，挂在讯号杆上。这

条杆子平常用来悬挂各式各样的旗帜，

给聚居在旷野中的几十万群众传指示

讯号，例如停下扎营或拆营前进等。 



   大群毒蛇侵袭以色列人的营地之

后，有人当场中毒身亡，有人逐渐死。

那些慢慢步向死亡的人，就像今日的

世人因犯罪而渐遭灭亡一样，他们不

是当场暴毙，因为毒力没有立刻发作，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了。 



     然后，摩西举起讯号杆，这回跟

往日不同，旗杆上挂着的是一条铜蛇。

那一条铜蛇一定颇大颇长，人老远也

可以望得见。神又告诉摩西，任何人

被蛇咬了，只要他望着挂在那讯号杆

上的铜蛇，就可以痊愈。 

     神救人的方法是聪明呢，还是愚

拙呢？已给毒蛇咬得半死的百姓，早

已望“蛇”生畏，谁也不想看见蛇了。

现在指示下来，要他们抬起头张眼望

着一条铜蛇，许多人一定会嘲笑说：

“这是什么的救法？只要望着铜蛇就

会痊愈？简直就是迷信。 

     这一定又是摩西搞出来的鬼主意，

他告诉我们神说这个、说那个，反正



我自己什么也没听到。 

     神真说了，也没用呀，我在这里，

铜蛇在那里，太远了。神真可怜我，

就差人把抗毒的血清送来。我要把毒

素抽出来，已经够忙了，请不要再烦

我啦！辛辛苦苦跑出去看条铜制的东

西，简直是笑话。” 

    于是他们尝试自己找法子医治自

己。如果这样行得通，神就不会吩咐

摩西举起铜蛇了。 

    今天罪恶在荼毒着世上每一个心

灵，神已竖起讯号杆了，讯号杆上挂

着什么呢？除了耶稣之外，我们还看

见谁呢？他被挂在髑髅地的十架上，

为我们的罪而死了。 



    然而，抗议之声还是不绝于耳：

“你是否说，只要眼巴巴地望着那个

挂在十架上的死人，我就可以得救吗？

真是太荒谬了，难道这样就可以解决

世界的问题吗？” 

   “无论如何，我和他之间相距也太

远了。就时间上而言，他早在二千年

前已死去；就地域而言，他是死在以

色列的。而我呢？身在中国，加拿大

或其它地方。他在天堂，我在地上。

无论地理上、空间上或任何方面，距

离都太远了。” 



   “而且，相信耶稣又怎样？真可以

破除我一生中根深蒂固的罪吗？说什

么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都是使徒

虚构出来的故事吧！他们将人的意念

强加到神的身上。” 

    我肯定你也一定有过相似的想法。 

反正快死了，何不孤注一掷？ 

    以色列人还在争持己见的时候，他

们一个接一个地中毒倒下，何等可惜

呢 ！ 结 果

只 有 那 些

回过头来、

望 向 铜 蛇

的 人 ， 终

于 获 救 。



我们从中学到什么教训？ 

    一件事情是真是假，除非我们亲身

体验，否则永不会知道，因此，只要

你将眼睛注视那一条举起的铜蛇，就

会立刻发现毒力从你身上消失。但是，

如果你前思后想，分析铜蛇有什么法

宝，即使一辈子待在那儿，也于事无

补。反正你快死了，何不孤注一掷？

又何必固执己见，付上生命的代价

呢？ 

     今日，罪恶的毒害击杀着世上每

一个人，难道我们还要永无止境地争

论神能否借着十字架上的耶稣救人吗？

只要你抬头仰望他，岂不是立刻就经

历得到神拯救的大能吗？ 



     我说的不是天方夜谭，而是你们

自己可以亲身体验的事实。好像服药

一样，你想知道某种药物有没有疗效

吗？既然别人吃过好，你又何妨一试！ 

浸礼的见证 

     今日受洗的几位弟兄姊妹，如果

不是曾经历过神的大能，又为何要受

洗呢？从来没有人逼他们，我们的教

会也从来不赞成人冲动鲁莽地作决定。 

    当有人申请受洗，我们只会尽力劝



他考虑清楚，因为我们想肯定他的决

定并非出于人意，而是因为神吸引他。

所以，当我发现申请人在神面前还未

预备好，或有其它个人的原因不宜受

洗，我都会劝他暂时搁置。 

    今日，这几位弟兄姊妹开始踏上基

督徒的天路历程。当然，他们只不过

刚起步，前面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他

们经历神还是很少，但是，他们起步

以后，随着日子渐长，经历神的能力

就会愈来愈多。以往受洗的弟兄姊妹

现在可以见证，这是千真万确的。 

看看神的智慧 

    你认为神的救法是聪明呢，或是愚

蠢呢？圣经说：“神的愚拙总比人智



慧。”（哥林多前书 1:25）让我们从

铜蛇的事件看看神的智慧。 

   神做任何一件事，都有他的原因。 

   留意挂在杆上的是一条死蛇。“罪

的工价乃是死”——一条死蛇正好

象征着罪恶和邪情的势力已遭歼灭。 

    既然神想要一条死蛇，为什么不吩

咐摩西把一条真的杀了？为什么用铜

另外铸造一条呢？神又有他的理由。

他想向世人预告他未来的救恩计划。 

    神什么蛇也不用，只选用了一条铜

蛇。铜蛇本身并不是蛇，不过取了蛇

的形状；同样，主耶稣本身不是罪人，

不过取了罪人的形状。 



    正如圣经说，主耶稣“成为罪身的

形状”（罗马书 8:3）。又说：“神使

那无罪的代替我们成为有罪的。”（哥

林多后书 5:21）其中的动词“成为”

（英文：He “was made”），相等

于神吩咐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

蛇……”句中的“制造”。 

    神不用真蛇，却偏偏挑选铜蛇，还

有另一个原因。真蛇会腐烂，铜则不

易朽坏；同样，复活后的主耶稣是永

活不死的。在旧约圣经里，所有象征

救赎的器皿都是铜制成或用铜镀成的，

例如祭坛，供祭司洗濯用的洗盆，并

所有献祭用的器具等。你看，神做事

不是很有心思吗？ 



     还有，铜很坚硬，很难雕造成蛇

形，除非先把它放在火炉中，经烈火

烧过。在圣经中，火象征不同的东西，

其中最重要的，是象征试炼。 

 

     坚硬的铜雕成蛇的形状，必须先

经过烘烘烈火；同样，主耶稣拯救我

们脱离罪恶之前，也必须先面对种种

试炼和考验。 

     除此之外，铜蛇预言了一千四百

多年后主耶稣将会怎样牺牲。当日神

吩咐摩西将铜蛇挂在杆上举起来；到

新约时代，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举



起来。 

     十字架原先平放地面，待罗马士

兵把犯人钉牢后，才把它竖起，插在

地上。所以，耶稣说：“我要被举起

来，好像摩西把铜蛇举起来一样”（约

翰福音 3:14）。神的智慧，实在令人赞

叹，你还觉得他行事愚拙吗？其实，

无论他做任何事，背后总有一些很好

的理由，只是我们看不出来罢了。 

“瞥一眼”就医好了？ 

     中毒垂危的病人望着铜蛇，为什

么会给医好呢？答案十分简单，铜蛇

本身并没什么魔力，我们不要迷信；

其实，是神自己施行大能把人从垂死

的边缘拯救起来。 



     所以，当我们抬头仰望着挂在十

架上的耶稣，不是他的躯体拯救我们

解除罪恶的剧毒，而是神为着主耶稣

的缘故，在我们身上施行大能。所以，

主耶稣曾说：“肉体是无益的，我对

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约翰福音 6:63）。 

     一个基督徒只不过相信距今二千

年前有人为他死在十字架上，当然不

是他今天经历神的原因，而是因为永

活的神今日在他心里动工。不过，除

非我们定睛望着主耶稣，表明我们对

神有信心，否则，神什么也做不了。 

    当日，望着铜蛇的人，给神医好了；

今日，相信主耶稣的人仰望着他，就



得到永生。所以耶稣说：“摩西在旷

野怎样把铜蛇举起，人子也必照样被

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

（约翰福音 3:14-15） 

    瞥一眼就成了吗？当然不成。圣经

在选词用字方面很精确，“望着”和

“瞥一眼”完全是两回事。圣经希伯

来原文“望”，是“很专注、很集中

的凝视”的意思，但中文或英文译本

却表达不出原意。 

    当时，一定有不少的以色列人，只

是远远地瞥了一眼，没有专心一意地

凝望着标杆上的铜蛇，结果，他们都

死了。 

     很多人已经奄奄一息了，可是，



为了看得见，他们还是要辛辛苦苦地，

从营幕中爬出来，将垂低的头抬起来，

尽力集中他们的注意力，望着那条挂

得高高的铜蛇。 

    现在，圣经也是这样劝勉我们：

“专一注视耶稣，他就是我们信心的

创始者和完成者”（希伯来书 12:2）。

“专一注视”，表达了一个人全心全

意、聚精会神地留意着，而不是匆匆

地“瞥一眼”。 



    匆匆忙忙地“瞥一眼”，漫不经心

地“望一望”，我们这样是太肤浅了，

对神的信靠也太肤浅了，试问神怎么

会拯救我们呢！ 

一定要听从神的命令 

    你想经历神的能力，就要学一个很

重要的功课——顺服神；神怎样吩咐，

你就怎样实行。犯罪，是叛逆神的态

度；而听命，就是犯罪的相反。 

     以色列人要救回生命，就一定要

听从神的吩咐，不再顾虑身体上的创

伤，不再给苦痛分心。他们必须尽一

切努力，决心将目光集中在铜蛇身上。 

     因此，“望铜蛇”这行动，纯粹



是表示他们对神的顺服，虽然对他们

来说，行动本身是难以理喻的。所以，

人肯踏上顺服的一步，神的能力随即

降临到他的生命中，新约圣经中“信

心”一词，其定义就是指这一种顺服

神的态度。唯有这样，神才会借着钉

十字架的主耶稣来拯救我们。 

    神拯救人的方法，在你听来，不

是聪明，就是愚拙。你不是站在阵线



这一边，就是站在阵线另一边，因为

主耶稣将楚河汉界划得很是分明。请

问你站在哪一边？ 

    准备受洗的朋友是准备表明自己

的立场，他们将会离开敌对神的阵地，

加盟顺服神的阵线。尽管有人不全明

白浸礼的意义，他们经已决心踏上顺

服神的一步，表明自己对神的信心。 

结语 

    

     你有一个比神更好、更聪明的拯



救方案吗？如果你自己被罪缠绕、不

能自拔，又怎有资格批评神的救法愚

蠢呢？难道你不应该向他坦白承认：

“神啊，过去我一直叛逆你、怪责你，

活在罪中无法自拔。然而，我今天听

说主耶稣被举在十架上，你吩咐我注

视主耶稣，我一定照办。”这是踏上

顺服的第一步了。你好像昔日被蛇咬

伤垂危的以色列人，尽管不明白行动

本身的意义，可是，神吩咐了，他们

便顺服，然后，他们发现毒性给止住

了。 

    同样，如果你肯顺服神，罪的锁链

就会脱落，罪疚的重担也会卸下。往

日的过犯，已成过去，你开始踏进新



生，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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