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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成 

复活是新约圣经的一个重要教导，希望大

家不要听多了，就不把它当回事。仔细读圣

经，就会留意到，因耶稣的复活，复活就成了

新约圣经经常提及的话题。我们看约翰福音 5

章 28-29 节，借着这两节经文思想复活这一重

要题目： 

28
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希奇。时候要

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

声音，就出来：
29
行善的复活得生，

作恶的复活定罪。 

这里谈的是将来肉身的复活，因为说到“时

候要到”，是将来的事。留意耶稣一开始就说：

“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希奇”，为什么要强调“希

奇”呢？“希奇”是一种反应，觉得不可思议。为

什么觉得不可思议呢？我们很熟悉这段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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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的时候却很希奇，禁不住想“这是真的吗？”。

这就是希奇，是持怀疑的态度。 

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死人将来都要复活

面对审判。结局只有两种：行善的复活得生，

作恶的复活定罪。 

我们对复活的态度至关重要。你对复活的

态度决定了你对今生的态度，也决定了你的为

人。如果相信复活，就会认真看待今生，在今

生好好地播善种。如果不相信复活，就会不负

责任地生活。相信与否，就决定了你会如何看

待今生，也决定了你将来的结局。 

不是所有事情都能靠眼见为凭 

你会问：我怎么知道将来的复活与审判是

真的呢？这是我们最关注的问题。圣经告诉我

们，藉着耶稣的复活，神已经向我们证明这是

真的。但是，我怎么知道耶稣复活了呢？我没

有看见，你见过吗？坦白说，我没有见过复活

的耶稣。但有人告诉我，她在异象中看见耶稣

穿着白衣，跟她说话。我相信这个姐妹没有骗

我，有些人真的见过，经历过。 

但大多数没有亲眼见过。是不是没有亲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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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过，就证明这一切都是不真实的呢？没有亲

眼见过，凭什么相信呢？我只能告诉你，我相

信耶稣和圣经的话，所以我相信将来会有复活

和审判。从过往的经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

可以验证圣经的话。耶稣的话是我们可以亲身

体验的。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来示范这一

点。 

这是关乎一位名叫塞麦尔维斯（Ignaz 

Philipp Semmelweis，1818-1865）的匈牙利医

生的故事。1840 年，他开始

在维也纳总医院的第一产科诊

所工作。当时有很多产妇因为

产褥热而死亡。产褥热的症状

是高烧不退，导致产妇和婴儿

死亡。 

这家医院有两个产科诊所，塞麦尔维斯医

生留意到一个怪现象，就是这两个诊所的死亡

率不一样，而且很一致。第一个诊所死亡率高

达 18%，第二个诊所死亡率为 2.7%。他就很纳

闷，同样的设备、环境、操作，为什么死亡率

不一样？他觉得应该是事出有因，是可以改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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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他的同事兼好友解剖产妇尸体

时，不慎划伤了手，患败血症死亡。他留意到

同事的死亡症状跟产褥热有很多相似之处。他

开始怀疑，会不会是在解剖尸体的时候，产妇

身上的某种毒入侵到同事的身体里而导致死

亡。会不会是同一种毒，导致同样的死亡症

状？ 

那时人类还没有发现细菌的存在，所以没

有传染病的概念。当时的医生都是裸手做手

术，裸手接生。塞麦尔维斯医生就建议他所在

的诊所的医生，接生或手术之前，都要洗手，

保持干净。自从接生前洗干净手这一举措开始

后，他所在的诊所的死亡率下降到 1%。很明

显，这一方法是凑效的。他得出一个结论：死

亡率这么高是跟医护人员有关。 

到了 1850 年，他在维也纳的一个医师公会

提出他的观察和建议。当时所有的医生都极力

反对，主张一切要以眼见为凭。他们认为塞麦

尔维斯的言论毫无依据，纯属假设、猜测和想

象。反对他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如果接受这一

结论，就是默认这是医生的失误。所以同行无

法接受，群起而攻之。他就被迫离开了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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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后，没有医院肯聘用他。他后来变

得非常落魄沮丧，还进了精神病院。他在 1865

年去世，享年 47 岁。 

两年后，人们透过显微镜，发现了细菌的

存在。医学界才意识到塞麦尔维斯的猜测是对

的，就为他平反，

把他评为“母亲们

的救星”，因着他

大力提倡洗手接

生，很多母亲都不

用死于产褥热了。

后人还树碑纪念他，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最著

名的医科大学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 

我们常常强调很多事情要眼见为凭，事实

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单靠眼见。塞麦尔维

斯的经历就证明这一点。他的观察和结论是对

的，但他无法向人证明。他看不见细菌的存

在，但是透过同事的死亡、产妇的死亡，他观

察到了一些现象。他称之为会传播的毒。透过

观察，他留意到，如果保持清洁，就可以大大

降低死亡率。他眼睛看不到，但透过观察能意

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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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这个例子，希望大家明白，不要以为

所有事情都可以眼见为凭。不要以为看不见的

就不真实，把看不见的事看作希奇。希奇就是

不当一回事的态度。 

其实不是所有科学家都认同眼见才是真实

的。宇宙很大，漆黑一片，从前的科学家都以

为黑暗是空无一物。但今天的科学家都认为，

漆黑里头是有东西的，尽管是看不见、摸不

着，也测不到。之所以如此假设，是因为如果

漆黑是空无一物的，那么宇宙是靠什么力量，

抗衡万有引力，不断向外扩展？ 

科学家都知道，我们对整个宇宙的认识是

很有限的。人类不明白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不

能单凭眼见

来判断真

像。他们认

为看似黑漆

一片、空无

一物的空间，其实是有东西的。只是现在的科

技无法测出来。科学家称这些看不见的物质为

“暗物质”（Dark Matter），它充满了整个宇

宙，就在我们这个空间里，在你的身体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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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房间里，正在穿透你的身体，但是你感觉

不到它的存在。可见，科学家不是靠看得见或

检测到，来断定暗物质的存在。 

圣经的真理是靠实践证明 

圣经的真理不能靠眼见来证明。比如，我

们无法看见神，也看不见耶稣，看不见天堂和

地狱。我们无法凭眼见来证明圣经的话，但我

们可以靠经历知道它是真实的。比如，圣经

说：神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林后

3:17）。虽然我无法看见神的灵，但当我经历

到心灵里的自由，有能力胜过罪、情欲、情

绪、自我的控制，就知道神的灵与我同在，帮

助了我。这就证明“神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

自由”这句话是真实可信的。 

又比如，圣经告诉我们，人若活在罪中不

肯悔改，死后就要面对神的审判。我们看不见

神，看不见审判，但你的良心会告诉你，天网

恢恢疏而不漏，人的恶行不会不了了之。所以

即使是在无神论国家，人们面对死亡时，都会

恐惧不安，因为一生行了太多亏欠人的事了。 

认真听圣经的话的人，就会选择悔改，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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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罪，追求圣洁。他们悔改不是因为看见审

判，而是心里认识到罪的可怕和将来的审判。

就像塞麦尔维斯那样，他认识到有一种看不见

毒在散播，就赶紧建议都要洗手。当我们良心

受到责备（不是因为眼睛看见），认识到罪的

可怕，就会选择悔改，追求做一个手洁心清的

人，因为知道这才是生命之道。很多事情无法

用眼见来证明，但你里面的良知是知道的。 

耶稣的话是可以验证的 

耶稣的话是可以验证的，为什么这么说

呢？我们看前文 24-25 节： 

24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

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

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25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

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

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 

耶稣要我们相信那位“差我来者”，就是神。

我之所以听从耶稣的话，是因为我相信神，因

为神要我们听他爱子的话。我们信心的终极对

象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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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同样适用于牧者跟信徒的关系。信徒听

从牧者，希望不是因为敬仰牧者的才华。信徒

之所以信任牧者，是因为信徒信任神、相信

神，并且透过神的话，看到牧者的生命符合神

的旨意，所以非常乐意听从牧者。 

同样这也是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我们看到

耶稣是一个完全遵行神旨意的神仆，所以乐意

听从、效法他。 

耶稣说：听他的话、又信差他来者的，就

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什

么时候才能经历“出死入生”？是将来吗？这里说

是“已经”，那些真正相信神，听从耶稣的人，已

经是出死入生了。 

如果你听耶稣的话，也相信差他来的神，

就有永生，不会被定

罪。不会被定罪是将

来的事，如何知道这

是真的呢？因为你现

在已经经历到出死入

生的生命，这就是将

来复活的确据。你若经历了出死入生的生命，

就会对将来的复活确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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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节说的“出死入生”跟 28-29 节说的复活

不一样。28-29 节说的是将来的复活，24-25 节

谈的出死入生是现在的事，因为耶稣强调“现在

就是了”。25 节说，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

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听见的人”指的是死人，凡

听见的人就要活了。 

问题是，如果出死入生是现在的事，你看

见很多死人复活了吗？根据福音书的记载，耶

稣在世传道的时候，所行的死人复活神迹屈指

可数。按照耶稣这番话，凡听见神儿子声音的

死人都要活了，为什么耶稣在世时没有看到很

多死人复活呢？ 

这里说的死人，指的是属灵沉睡的人。可

以用圣经的话来证实这一点。我们看以弗所书 5

章 13-14 节： 

13
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

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
14
所以主

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

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留意 14 节中的同义词，“睡”等同“死”，“醒

过来”等同“复活”。属灵沉睡是什么意思呢？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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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属灵的事没有感觉，没有反应，跟死人没

有两样。一个沉睡的人，其实跟死人没有两

样，怎么拍他，都醒不过来。 

神如何藉着耶稣唤醒我们呢？基督的光要

照亮你。神要藉着他儿子的话来唤醒我们。就

如约翰福音 5 章 24-25 节所说，要听他的话，

因为他的话能唤醒沉睡的心灵，让我们能够醒

来。醒来就意味着复活，从今以后可以活在光

明中。从这里就看得很清楚，死里复活是现在

的经历，你若有信心就能经历到。 

耶稣的神迹都是预表出死入生 

回到约翰福音 5 章 24-25 节，前文是 5 章

1-9 节医治瘫子的神迹，从这个神迹引发了后

面这段话。当时耶稣医治了一个瘫子，瘫子是

处于长期瘫痪状态，

自理都有困难，因为

力不从心。他心里所

想的，行不出来，跟

死人毫无二致。如果

没有人帮他，他就跟死人没有两样，甚至会活

活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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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大家明白，耶稣所行的神迹，背后都

有属灵寓意，都是与属灵复活有关的。所以看

了瘫子得医治的神迹，不要马上想，我身体有

病，信耶稣能得医治吗？如果瘫子都可以治

好，却不能医治我，这一切不就是假的吗？你

这么想是因为你不明白神迹背后的寓意。 

当时毕士大池旁边有很多有病、残疾的

人，为什么耶稣不把每个人都医治好，却只治

好这个瘫子呢？他医治这个瘫子，一方面是出

于怜悯，另一方面是要借着这个瘫子传达一个

重要真理。 

耶稣所行的神迹，无论是瞎子看见、瘫子

行走、死人复活，都是在预表不同程度的属灵

沉睡、垂死状态。看不见、听不见的人，就如

同那些在属灵上不能领悟真理的人。我们都深

有体会，第一次接触圣经时，百思不得其解。

解释给你听，也听不明白，跟瞎子聋子没有两

样。 

残疾人就如同那些在属灵上没有能力、身

不由己的人。他们心里所愿的善，总是无法行

出来，这正是保罗还没认识耶稣前的经历（罗

7:18-19）。贫穷人预表在属灵上一贫如洗，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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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索取，没有能力施予，生命不能给人带来

祝福。死人预表属灵上看不见，听不见，对属

灵事物没有感觉的人。 

耶稣给我们带来出死入生的好消息。出死

入生的生命是现今就可以经历到的。我们看约

翰福音 3 章 3 节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

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

国。” 

这里有说到出死入生吗？重生就是出死入

生。出死入生之后有什么改变？属灵眼睛就能

看见了。之前看不见神的国，神的国对你来说

不真实，但出死入生之后，就能看见神的国，

仿佛瞎眼的能看见。 

约翰福音 3 章 5 节再次强调了这一点：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

进神的国。” 

耶稣提到了从圣灵生才能进神的国。能进

神的国跟看见神的国有什么关系呢？看见神的

国就足够了吗？看见神的国只是第一步，若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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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行动回应神，则毫无益处。 

在医治瘫子的神迹中，耶稣叫瘫子“起来”！

这是耶稣行神迹时经常说的话（可 2:9; 路 6:8, 

17:19）。当神开了你的属灵眼睛，你就得起来

回应他。起来也意味着要有所行动，要往神指

示的方向行走，这就是进神的国的意思。神不

仅让你能看见，也让你有力量行走，有力量遵

行他的旨意。 

这是我自己的经历。我以前看不见，也听

不明白。第一次接触圣经读创世记，觉得很可

笑。我甚至把创世记等同西游记，就是瞎编的

神话故事。我自己看不明白，别人解释给我

听，我也听不明白。后来经历了出死入生之

后，圣经对我来说，不再是晦涩难懂的言语；

圣经的话变得很真实，很容易明白。 

这是神赐给我的生命和能力。我的属灵视

力好起来了，能看清楚了。我的耳朵也开窍

了，能听明白了。我现在有能力行走了，愿意

放下一切回应神，遵照神指示的方向前进。属

灵和永恒的事以前是虚无缥缈的，现在变得很

真实。这就是出死入生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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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很真实的经历，这就是出死入生，这

才是圣经所强调的神迹。肉身医治的神迹是短

暂的，都会成为过去，唯有人心的改变才有永

恒意义和价值。如果今天经历不到出死入生，

根本不用谈将来的复活，因为你毫无确据。你

的生命若没有经历出死入生的改变，将来的复

活在你看来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基督教教义。 

回到约翰福音 5 章 24-25 节，24 节说听耶

稣的话，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不至于定罪

就跟 28 节联系上了，28 节说作恶的复活要被

定罪。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将来的事。25

节的“现在”和 24 节的“已经”就告诉我们，这是

现今的经历。这是每一个委身给神的基督徒的

真实经历，你经历了耶稣所说的出死入生，你

就有将来复活的确据。 

残而不废的见证人 

希伯来书提到云彩般的见证人，这些历代

圣徒中，有很多是残而不废的见证人。他们虽

然身体有缺陷，但他们残而不废，因为他们经

历了出死入生。 

有一位名叫曹雅直的苏格兰人，他在 1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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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温州传道了 20 年，20 年后回到苏格兰，

两年后就去世了。也就是说，自从认识神之

后，他的一生就是用来服侍神。 

他年轻的时候是健全的，有一次出了意

外，一条腿被截肢了。他很沮丧，失去了生存

的动力。后来听了福

音，认识了神，生命

就改变了。当时戴德

生呼吁国人到中国宣

教，他就去面试。戴

德生就问他：你只有

一条腿，为什么要去

传道？言下之意就是，你去中国能有什么作为

呢？ 

但他的回答感动了戴德生，也感动了我。

他说：因为我看不到双脚健全的人去，所以我

必须去。戴德生起初觉得不可能，但曹雅直的

回答感动了他，他知道这是神在曹雅直生命里

的工作，所以就接纳了他。 

曹雅直虽然残疾，但靠着神，他生命比健

全的人更有目标和动力。很多人就像他说的那

样，双脚虽然健全，但却不肯回应神。神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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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这样的人。在神看来，这些双脚健全的人如

同死人。愿意被神带领的人，即使是残疾的，

神也能让他活起来，给他能力成就神的旨意。

这就是复活的大能。 

另一位是中国人，是个女士，名叫杏林子

（1942-2003）。之所以叫

杏林子，是因为她出生于

宝鸡市的杏林镇杏林村。

为了纪念她的出生地，就

取笔名为杏林子。她的原

名叫刘侠。 

她 12 岁时患上了罕见的类风湿关节炎。发

病时，手脚肿痛，行动很不方便。上完小学六

年级就没办法上学了，被迫在家里自修。她曾

经写过一本书叫《玫瑰有刺》，她形容这病痛

是她的一根刺，使她身心饱受煎熬，让她很沮

丧，感觉活着没有意义。 

16 岁时，她相信了基督，心灵有了寄托，

生命变得积极乐观。这根刺不再是一根消极的

刺，反而激发她写作，激发她写了很多励志的

文章。她后来成了作家，她的著作鼓励了许许

多多的人。她能认同那些受苦的人，因为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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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经历过极大的苦楚。 

她不但写作，还创办了伊甸基金会，关心

那些弱势群体，特别是残疾人。她鼓励他们，

帮助他们积极面对生活。她每次演讲都得坐在

轮椅上分享，严重的时候，只有手指能动。她

的身体有残缺，但她残而不废，因为她经历了

出死入生的大能。靠着神的能力，现在能够帮

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第三个例子就是蔡苏娟（1890-1984）。蔡

苏娟的父亲是清朝

末年江苏省大官，

很有钱。她有 24

个兄弟姐妹，她排

行第十八。她 16

岁时为了信主，被家人极力反对，但她无惧家

人反对，坚信基督，并且开始参与传道。 

40 岁时她患了疟疾。当时正处二战期间，

没能得到及时治疗，导致病情严重，眼睛极度

畏光。从那时开始，她必须长期住在幽暗的房

间里，不能外出，因为眼睛受不了光。 

她没有就这件事问神为什么，她只求神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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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告诉她接下来该怎么生活。到了 59 岁，就

是 1949 年，那个年代，传道人已经不能自由传

道，她只好跟着老师去了美国。可能你以为，

她从此就躲在幽暗的房间里安享晚年，因为在

完全陌生的美国她能做什么呢？ 

奇妙的是，蔡苏娟去了美国后，神仿佛为

她开拓了一片新的传福音土地，让她服事更多

的民族。她开始在她的暗室里接见有需要的

人。很多人遇到人生困难时，都写信向她求

教，她就用书信回答他们的问题，借此鼓励、

安慰他们。 

她还写了一本书叫《暗室之后》，“后”是

“皇后”的意思。原版是英文的，有人看了后，很

受感动，就把书翻译成其它语言，最后被翻译

成三十多种语言。 

神赐给她一个更宽阔的版图，让她祝福更

多的民族。她肉身的眼睛是有问题的，是个有

缺陷的人，但她残而不废，因为神出死入生的

能力在她生命里面运行。 

基督徒是出死入生的活人 

我想借着这些云彩般的见证人告诉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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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说的话是真实的。那些听见神儿子的话的

人，只要肯回应神，都能经历出死入生。每一

个真心相信基督的人，都能经历属灵的复活，

得到神赐的新生命。关键是，我们当如何使用

神给我们的生命呢？ 

结束前，我们看路加福音 9 章 59-60 节： 

59
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

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

父亲。”
60
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

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

道。” 

这个人的请求合情合理，埋葬父亲是天经

地义的事，还有什么比这个重要的呢？但耶稣

的回答非常无情，令人难以下咽。听了上述的

解说后，你能明白耶稣为什么如此回答了吗？ 

耶稣这里说的死人，有两层含义。第一层

含义是真正死了的人，需要埋葬的死人；另外

一层含义就是没有回应神或者不肯回应神的

人，圣经称这些人为死人。在神看来，他们如

同死人，怎么呼唤都不肯醒来。既然他们不肯

回应神，不肯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耶稣说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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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人的事，就让他们做吧。 

那些出死入生的人该做什么呢？活人必须

做活人该做的事，活人不要做死人做的事，因

为死人只能做这些事，你不是死人。希望你好

好思想这番话。 

我们从前都是死人，不敏感神，所以我们

活在罪中。有一个朋友分享说，她的孩子不爱

学习，她很想帮助孩子积极学习。但每一次帮

助孩子学习时，她很容易就情绪失控，最后不

但没有在学习上帮到孩子，还给孩子留下很多

阴影和伤害。过程中，她跟女儿的关系越搞就

越僵，也把自己搞得很累。她感觉自己就像是

个活死人，想努力做一个好母亲，却总是力不

从心、身不由己。她想做的好事总是没有能力

做好。 

我们从前都是死人，不敏感神，被各种欲

望、情绪控制，活在罪中。我们不明白神的旨

意，也不遵行神的旨意，都是按自己的意思行

事为人。死人只有今生的盼望，在一个属灵的

死人看来，今生的事至关重要，因为他只有今

生。你是活人，应该明白今生是短暂的，你不

是为今生而活，神有更重要的使命，等候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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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 

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回答这个人？因为耶稣

在呼召这人跟从他传扬神国的道。这人听见神

儿子的呼召，神藉着耶稣把他叫醒了，呼召他

出死入生做活人。活人当做活人的事，就是传

递生命的道。这是个义不容辞的使命，如果拖

延不回应，后果很严重。所以耶稣直截了当地

告诉他，你现在是个活人，神已经叫醒了你，

你当去做活人当做的事，因为这是死人做不了

的。 

神藉着他的儿子，叫醒了我们，叫我们出

死入生。我们不要成了神无法带领的活死人。

出死入生的人，就能做活人当做的事，因为他

生命里有神生命的大能。这是我的经历，神开

了我的眼睛后，我就起来，跟从神的儿子往前

走。我里面有股能力在推动着我。 

蔡淑娟不理会父母反对，坚持信耶稣基

督，这是不孝敬父母吗？蔡苏娟带领了她家里

55 个亲人悔改归向神，包括抽鸦片的母亲。她

给家人带来莫大的祝福，这是给父母最好的孝

敬。这是只有活人才有能力做的事，死人只能

按照死人的方法关心死人，最终都要死。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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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神的旨意关心死人，他们才能够得生命，

才能出死入生。 

不要做四肢健全的死人，我们必须支取神

的恩典，活出出死入生的生命。若想活出神赐

的新生命，就必须不断地回应神。正如耶稣所

说的，你必须起

来。如果瘫子不

相信，就不会起

来，即便他得到

了能力，他依然

还是躺在地上。

但是瘫子相信耶稣的话，所以他站了起来，他

经历到了神的大能。 

我们的身体健康条件，远比刚才举例的几

个见证人好很多，即便有些人身体比较弱，都

比他们强多了。神给我们健康的身体，如果不

好好使用，最后也会疾病缠身。你觉得自己很

忙，所以不去运动；太累了也不打算去运动；

身体虚弱也不想运动。我们有很多理由只想宅

在家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肉身生命必须按

照肉身生命的规律来使用，若违背肉身生命的

定律，只想偷懒不干活，或者拼命工作不肯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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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你的身体很快就会出问题。 

属灵生命也是同理。神赐给你新生命，你

若不肯起来回应神，就与死人无异，最终还是

要被定罪。很多基督徒只顾念今生，只懂得为

今生劳碌。他们以为赚很多钱，将来就可以安

枕无忧，即使患了大病，可以找最好的医院治

疗；年老动不了的时候，可以住最好的疗养

院，不用担心没人照顾。他们只懂得为今生拼

搏、计划，在属灵上却如同属灵瘫子，神的旨

意无法借着他们成就。 

希望透过今天的信息，你能明白属灵生命

的原则。你必须按属灵的定律来回应神，才能

经历出死入生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