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希望 

 

  在圣经约翰福音 11:21,“主阿! 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这是马大在她兄弟

死的时候,对耶稣所说的.这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在成千上万的人中,当死亡夺走他们所

爱的人时,所经历的心碎与遗憾的感受.同时也会有很多的想法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 

如果我们这样做或那样做的话.....,或如果我们把他送到不同的医生那儿的话....,又

如果去旅行时,发生意外死亡,我们一定会说,我们所喜爱的人,如果这次不出去旅行的

话,就不会发生这种不幸了.以马大这件事来说,她认为,要是耶稣当时在身边的话,她的

兄弟也不致于死了.所以她就以此来责备耶稣. 

  

在当时与马大有相同看法的人,也都有此想法,或者他们一直认为主耶稣对他们喜爱

之人的死有所责任,或许他能使他们避免这种悲剧的产生,所以他们存有疑问,为什么? 

总而言之,在人们的想象中,他们一定曾经做过一些让上帝不高兴的事,或许一个人的死

亡,是一种为他所做的错事,所应得的惩罚. 

  

或者他们还害怕的想,若是在最后真的难避免一死的结局,那么什么是在死后所需付

出的条件? 是否死后所受的苦比死时还难过? 这种无稽之谈引起很多的困扰,经常有人

说,当人死后,还能回家来探望亲人,这无法证实的答案,远超越坟墓之外的问题.是否我

们还能再见到所爱的亲人? 是否现在他们过得愉快? 是否我们有一天也会加入他们的

行列? 由于人的死亡,引起我们的悲恸,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渴望从这些迷惑困扰的问题

中,得到一个明确的回答,而这个答案却在上帝的话语中找到. 

  

为什么人最终难免一死? 大部分的人都愿意相信这是自然的定律,人从出生,成长到

老,最终就是死亡.但是成千上万的人,还未经过老化的阶段就已去世,因此这不是一个

很圆满的答案.死是冷酷无情的,也是不偏袒任何人,对人来说,不管对年轻或年老,圣者

或罪人,都要受到这种打击,也不管对一个幼儿或年长者的去世,它的打击都是一样的悲

痛.我们从来对死亡没有做任何的准备,纵使几千年来,人类面对死亡恶魔的经验并不陌

生,但我们还是不习惯它的到访.它总是在一个不受欢迎,令人异想不到的时刻到来.事

实上并没有自然死亡这一回事,对死亡来说,是件令人觉得极不自然,并且也是人们所不

想要的. 



  

在圣经上的解说,人类最初的死亡是因为有罪,这个罪并不是指你个人犯下的罪而被

定死,而是指最原始的罪,根据耶稣使徒的解释,是我们第一对祖先所犯下的罪.经由他

们而来“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罗马书

5:12).沿袭祖先的遗传,我们每个人都有死的因子存在,当死亡临到我们的时候,请记清

楚,它能增进我们对这个悲剧的经验,来了解死并不是我们因缺乏对上帝的兴趣或疏忽

于照顾所引起的.死也不是一种特殊的惩罚,不管是对已经过世的人,或是还存活的亲友

们,我们所喜爱的人去世,是因为亚当的罪,我们每个人必死,除此之外,我们也得到上帝

最美好应许的话语,那就是“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

活”.(哥林多前书 15:22) 

  

安宁地睡着了 

  

让我们回到伯大尼城的时代,耶稣及他所喜爱的那家人— 马利亚,马大和拉撒路.我

们可以从中傀集到非常有开导及鼓励性的想法,那就是耶稣是这家人的特殊朋友,而他

们也得知这种关系,所以当拉撒路病危之时,只要求助于耶稣,他就会尽快地赶来帮忙.

当时耶稣去到的所在地,离伯大尼城有一段距离;于是这对姐妹就差人去见耶稣说:“主

啊! 你所爱的人病了”.(约翰福音 11:3) 

  

当耶稣得知这个消息时,他并无作任何的表示,直到两天之后,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着了,我去叫醒他”.(约翰福音 11:11) 他的门徒们听了这话都

很惊讶,他们也都听说拉撒路病的很严重,或许耶稣接到的讯息是这样吧! 但是他们总

是不了解,既然拉撒路只是睡着了而已,为何他们的主人要去叫醒他呢? 他们却以为耶

稣是判断错误了.所以就对耶稣说:“主啊! 他若睡着了,就必好了”.他们想这一定是

个大误会,与其要去叫醒一个病入高肓的病人醒来,倒不如让他继续睡着休息要来的好

些. 

  

但是他们不了解耶稣的意思,“耶稣这话是指着他的死说的,门徒们却以为是说照常

的睡了”.(约翰福音 11:13)“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约翰书 

11:14) 这里,我们从耶稣自己亲口说出最有趣的事:在对死的同时,又有所安慰的一点.



死好像是睡着了,这意思是那些死亡的人们,都得到休息了,直等到基督的王国来临时,

才把他们从睡眠中唤醒.到目前为止,根据圣经内的举例说明,“睡着了”这词可以帮助

我们对死亡的意思能有更贴切的了解. 

  

对“睡着”的解释,主要有两个不同构成的特性: 一个就是睡着了,而没有任何意识,

对他周围所发生的事,没有任何的反应.他们没有悲伤,没有快乐,也没有忧愁,更没有恐

惧,甚至也感觉不到口渴和饥饿.仔细想想,在经节内的叙述:“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

了的人,毫无所知”.(传道书 9:5) 

  

另一个睡着的特性,我们认为它也是一个意味死的例证,但它是可以预期到再次的醒

来.像一位母亲,想哄她的小宝宝上床睡觉,轻柔地唱着催眠曲,直到她的小宝贝闭上眼

睛睡觉.而这时它的小脑筋已进入到一切空白的境界,小宝宝现在已没有意识了.母亲即

以无声、轻步的走出房门,她的心里也充满快乐,因为她知道,明天早上她又可以听到孩

子开心、纯真的笑语.在此没有眼泪,没有心痛,也没有孤单、寂莫的感觉,因为小孩只

不过是睡着了,等明早他一醒来,欢乐声又会弥漫整个家. 

  

关于一位年轻女孩的死,耶稣说:“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这里再次的事件与

拉撒路一样,耶稣认定死只不过是睡着了.因为从上帝通过基督对生命预备的角度来说,

当新天新地来临的那天,那些死亡安眠的人也必会醒来,那时也是基督主权统治的王朝.

很快地黎明也会到来.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着了,我去叫醒

他”.(约翰福音 11:11)耶稣打算去叫醒已死的拉撒路,当他行使了他的大能之后,将会

让拉撒路的两位姊妹,及所有喜爱他的人,都能得到他再次复活的喜悦. 

  

再次复活 

  

之后,耶稣对他的门徒宣布了他的意图,去了伯大尼,来到他的朋友马大及马利亚的

家.当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并且轻声地责备他,为何当他的兄弟还活着的

时候不回来呢? 于是耶稣对她声明了一件不寻常的事.耶稣说: “妳兄弟必然复

活”.(约翰福音书 11:23)自此经过几个世纪以来,这些言语仍然不断地被重复的陈述



下来,也给了成千上万的悲掉者一个很大的安慰; 他们已经能接受且相信这种奇妙的真

言,有一天将会实现. 

  

在圣经里,对已经死去的人,带来一个很大的希望 — 他们将再次复活,但是我们应

该不要把“再次”这个忽略掉了.耶稣并未对马大说:“不要哭泣,妳的兄弟并未真正的

死了”.他确实是已经死了! 耶稣很痛心地对他的门徒说:“拉撒路死了”.而我们能确

定的是,耶稣并没有在他与马大之间的对话中反驳这个事实.所以耶稣安慰马大的讯息

是:她的兄弟将会再次复活,他虽然死了,但也必恢复他的生命. 

  

在耶稣出生的几个世纪之前,先知乔布就在探询 —“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乔

布记 14:14).乔布以正确的态度来探询这个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 如果人死,是否他

真正的死了? 或者当身体死后,人还有些活着的东西存留着.乔布晓得死是真实的,是一

个残酷、悲惨的事实.他知道,死是罪的惩罚,因为整个人类都有罪,都会死亡.乔布要知

道：是否人死后仍能恢复生命? 他将会再复活过来吗? 耶稣解答了乔布、马大及所有

愿意接受他那绝对真实话语的人—“你兄弟必然复活”. 

  

对马大来说,在将来死而复活,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因为她相信在圣经旧约中,上帝

承诺要成就这个愿望.先知乔布在询问“人若死了,岂能再复活?” 之后找到这个答案,

这也关系到他自已的希望 — 说到:“在我一切争战的日子里,等我被释放的时候来到,

你呼叫我便回答,你手所做的,你必羡慕.”(乔布记 14:14,15). 

  

末日 

  

在预言中,所担心的事,是在耶稣降生时,希律告示要谋杀这孩子的命运.上帝告诉正

在哭泣的母亲,就像在预言中提及到拉结一样 —“你禁止声音,不要哭泣,禁止眼目不

要流泪,因你所做之工,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归回.”上帝又说:“你未后必有指望,

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杰里迈亚书 31:16,17). 

  

马大或许已经知道这个奇妙的应许,确实的相信,不管年轻和年老者,死后将会再复

生.除此之外,耶稣经常探访他们,及她听到从耶稣亲口说出这些关于生命的奇妙话语,



激起她的信心与希望.所以耶稣对她说:“你的兄弟将会再复活”.她回答说:“我知道,

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约翰福音 11:24).是的,她知道所有死的人将会再

“复活”— 他们将会从死亡的睡眠中被唤醒,因为她知道,这是上帝对所有人类的计划

与安排. 

  

马大所说的“末日”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上帝为了拯救所有在罪恶及死亡中的人类,

所做的弥补计划.而此计划划分成几个阶段.在圣经中被称为“日子”,是指最后阶段的

时间.“这些日子”分成不同的复兴计划来达成圆满的成就.这“末日”在上帝的计划

中是千年的期间,是在基督统治王朝的千年. 

  

事实上,这段时间的“日子”,比照人类先前六千年的经验,是有非常特殊意义的.而

这六千年,即是在圣经章节中所提及的黑暗期,像征着悲哀的夜晚和死亡.关于罪恶的黑

夜及苦难,紧接着,是欢乐早晨的来临.在诗篇中写到:“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

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诗篇 30:5). 

  

虽然戴维谈到上帝的“怒气”,我们不会想到上帝是在报复或是因我们受苦难而使

他感到喜悦.他的怒气不是表示因人的邪恶而要短暂或永久地在地狱的火炼中受剧烈的

痛苦.在新约中告诉我们“ 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

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罗马书 1:18).又说:“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

众人也都要复活.”(哥林多前书 15:22). 

  

上帝的最爱是生命,在诗篇中可以应证.(诗篇 30:5).在此,以上帝的最爱与他的怒气

相比较,当我们人类的第一对祖先跨越上帝的律法时,他取回人类生命中的恩赐,没有上

帝的恩赐,生命就无法继续生存.而这个判决也就自动地沿袭下来.“你本是尘土,仍要

归于尘土”.(创世记 3:19)从那时起,生命开始走向死亡. 

  

自此人类就有死亡,当上帝取回人类生命中的阳光,黑暗就取代了.黑暗的浓雾是如

此地稠密,以致于使人们感觉到疼痛及苦难,随之带来的是死亡的过程.这个“黑夜”在

人类的生活经验中,它实在是“罪”有应得的结果,但是死亡并不是持续永久的! 虽然

是个冗长和沈闷的黑夜,但是清晨即将来临,而且也会随着上帝喜悦的应许一起降临;这



个喜悦是没有界线的.那时再也没有死亡的牺牲者,那些已过世的人,将接受上帝所发出

的大能力量而再次复活. 

  

所以当耶稣对马大说:“你的兄弟必再复活”,在马大的脑海里,很自然地联想到那

充满喜悦的奇妙画面,这即是当新天新地来临时,所有人类的生命将受到上帝的祝福,因

此她回答说:“我知道,他将会在末日时再次复活”.耶稣并没有否认马大所说的事实.

的确,它是一点也不受怀疑的,因耶稣在自己的家乡— 伯大尼所传的道,就是关于那些

已死亡安眠的人能再次醒来.这个希望照亮马大的心中.确实如此,耶稣证实她的信心说: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约翰书 11:25,26). 

  

主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意思是说 — 在将来的那一天,当死者再次复活

时,亚当也会再次活现,同时整个世界,将通过耶稣为分界的频道,来达成这个成就.“基

督的真光,照亮一切在世上的人”.(约翰福音 9,8:12,9:5).在基督统治的王朝里,所带

来的是健康的生命,它就像先知所描写的 — “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

能”. (玛拉基书 4:2). 

  

耶稣基督 

  

“你信这话吗?”耶稣反问马大.“你相信吗?”当末日时,上帝的慈恩降临到所有人

类,基督就是那位能让其成就达成圆满,让死者能再次复活的人.马大回答说:“主啊! 

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约翰书 11:26,27)自从人

犯了罪导致死亡,上帝已经应许派遣一位拯救者,这个应许是上帝对埃布尔兰及他的后

裔,就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而得福.(创世记 12:1-3,22:18).圣徒保罗解释说:“耶

稣就是应许的种子”. 而马大也知道,因为基督,地上的万族,能得到祝福,也因他,人们

才能得到拯救,再次复活. 

  

虽然在马大的时代,世界已经超过四千年了,她自己的兄弟已死,然而她晓得,如果上

帝应许,通过基督,人类就得以蒙恩受福,那些死亡安眠的人也将被唤醒;她也相信耶稣

就是那位在末日能让人类再次复活的弥撒亚. 



  

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约翰福音 11:25)

对所有相信死而复活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确定无疑的承诺.这个主旨,对有信心的马大来

说,拉撒路的死,不是他缺乏对基督的信心或忠诚.拉撒路相信基督,但他还是死了.事实

上,自古迄今,所有相信者还是会走向死亡之路.但基督有自信地对马大和我们说明,死

亡不是终点.“他虽然死了”,“他将会复活”,这是说他将来还会活过来. 

  

然而,就像耶稣基督把窗帘拉开,使那不明确 —“最后的日子”带给我们一线署光,

我们更感激上帝充满对人类无限的爱,和为我们生命所做的安排.他说:“凡活着信我的

人,必永远不死”.(约翰书 11:26)这个章节告诉我们,并不是真的发生在这个现时的时

代.因为自古至今,所有人类至终都会死.在将来人类的生命,将会从死亡的睡眠中醒来,

但在那时的新天新地将会与现今的不同.在那新天新地里有“正义的太阳”,漫长的黑

夜,罪与死亡都将会消失,而带给人类的将会是明亮的生命.在那新天新地里,只要是相

信基督,将永远不会死,人们将得到永生. 

  

义人和不义的人 

  

  

谁将会在“最后的日子”中还活着的呢? 几千年来,所有深信永生的人们,将会得到

上帝的祝福.那时所有人类也将从死亡的睡眠中苏醒过来.这是上帝的计划.保罗说：

“死人无论善恶(义人和不义的人) 都要复活”. (使徒行传 24:15)还有基督也说明：

“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

来”.(约翰福音 5:28,29)在 29 节中,为了鼓舞人们的想法,被翻译者把它的主要意义

给歪曲了.或许翻译者读成:“那些行善的复活得永生,作恶的复活要定罪”. (约翰福

音 5:29)而正确的翻译应是:“那些行善的复活得永生,作恶的复活要审判 

(judgment)”.(约翰福音 5:29) 

  

那么说: 那些行善者,将来可“复活”,就是罗马书第 2:7 所说的“凡恒心行善,寻

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这是一个最有价值的报酬证明.他

们复活后将与基督一起来统治那新天新地的王朝.在加拉太书第 3:27-29 节提到“你们



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

许承受产业的了”,“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约翰一书 3:2)我们必要像他,跟他一

起分享天堂的荣耀.“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启示录 2:10)甚

至可以“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分”.(彼得后书 1:4) 

  

但是这些复活者,将与基督共同来统治新王朝,比较成千上万的死者,必竟是少数者,

基督证实的说明,那少数者为“小群体”,“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

把国赐给你们”.(路加福音 12:32)绝大部分死的人,都是没有做到好的标准点,这类人,

他们的死也是因罪而死.根据人类的标准,大部分人都在道德之上,可算是个好公民和好

邻居,但他们没有跟随主的脚步,因此在上帝的面前,基督的宝血没有认定他们是个标准

的义人. 

  

虽然如此,上帝还是爱他们,且派遣他的儿子为他们而死,这样他们也有机会得到永

生.每个永续的生命,都是通过耶稣基督而获得的,但的确也仅限于最基本的信仰,而大

部分的人类,有的根本没有听说过耶稣基督,有些人听说过,但也很少人能真正清楚的了

解,他来到这个世上的真正目的.已经有许多关系到基督和基督教义的争执理论.对大部

分平实的人民来说,是非常混淆的,就此,人们从没有把基督教义当严肃的态度来看待,

虽然他们没有特意的作些不好的事,但他们也没有作些“ 好事 ”来跟随基督的脚步. 

  

这些千千万万的人,都会从死亡的睡眠中醒来.保罗说: 这个苏醒是被“拯救”,也

是上帝的意愿.他解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提摩太前书 2:4-6),那时,这

伟大的真道,每个人都将会非常清楚,且没有任何误解来了解基督为了我们所有人类而

牺牲自己的原因.“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

下人的罪”.(约翰一书 2:2) 

  

那时耶稣基督对马大说:“凡活着的人”,是指那些从死亡睡眠中醒来的人,“在最

后的日子里复活的,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必永远不死”.(约翰书 11:26)这将是一个对世

人考验的时期,这时,人们将要面对“永生”或“死亡”的大抉择.(使徒行传 17:31).

当基督应许他们将会从死里回来,他描写到 “krisis”这个字 (英文是 crisis)“危



机”,这是指考验的时刻.那时如果人们皈依上帝和基督,成为义人,他们将不会再次死

亡.除了相信真理,才能得“永生”.(约翰书 6:51) 

  

你相信这话吗? 

  

当基督对马大解说这个未来生命的奇妙希望.基督询问马大说:“你信这话吗?”这

是今天我们大家在内心中所在寻求的问题.如果我们对上帝的应许,能发挥真正的信心,

再多的苦难和悲伤,将会从我们的心中移除.当死亡带走了我们深爱的人,如果我们能相

信上帝为我们所作的一切,我们也就知道,他们不会永远地离开我们,他们将会从死亡中

苏醒,愉快地归来.基督对他的门徒说,关于拉撒路:“我要去那儿从睡梦中把他唤醒”.

当基督再来,他第二次降临时,将会唤醒所有在死亡睡眠中的人,他的牺牲是要换取那永

远被遗忘在死亡安宁中的那些人们的苏醒. 

  

它会是真实的吗? 

  

关于复活的希望,有许多被误解了.对人们来说,很多人发现,很难领悟到这个真实性

的意思,但是应该没有不清楚它的关连性,就是耶稣基督给了我们非常明确的例证方式,

那就是上帝的应许将会成就.我们有拉撒路的例证,主对马大解说这复活的伟大真理及

在“最后的日子”里,从那死里复活的,只要相信主耶稣基督,他们将得永生.耶稣到拉

撒路的坟地去,使用神圣的能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基督对拉撒路说:“出来!”,这章节

告诉我们“那死人就出来.”(约翰福音 11:43,44).然后基督又指示,把他裹在身上的

布解开,好让他活动自由,而他的家人及亲友们都悲喜交加,拉撒路又回到族群中,就像

他未死之前一样.他不是幽灵,也不是鬼魂,更不需要翻桌、击境,发出大声响来晓喻大

家,他也在其中,因为他已经自己亲身回到他们之间了.就因拉撒路已经死了,而现今他

又复活,这让他的姐妹及亲友们欣喜万分. 

  

在这,我们有一个实际且可以了解的例证,就是说 — 我们所有的人类,当一听到基

督的声音,他们都会从死亡的坟墓中醒过来.当拉撒路听到神圣权威的声音,就从死里复

活,这种喜悦的情景,浮现在你的脑海里千万遍,然后你将了解到上帝的旨意,是要应许

世界上所有的家族能蒙受祝福,对此,我们能有一些程度上的理解.这个最终目标是要证



明在那个夜晚,天使所带来的讯息 — 就是耶稣基督将要降临到这个世界.基督降生的

喜讯,如他们的描述—“大喜的讯息是关乎万民,因今天在戴维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路加福音 2:10,11) 

  

你是否因为你亲人的死亡而心碎呢? 这是一个非常难过的经历,给还存活在世的人,

一个恐惧虚无的回忆,但鼓起勇气来,这个分离不是永久的.在上帝的计划中,欢喜的明

天即将来临.在那重聚的荣耀时刻里,你将会再次见到你的亲人.总之,最重要的是,我们

要更具有信心,相信上帝的应许及神圣的能力,他能使这些应许做的更美好.如果你能专

心一致,以喜悦的心,来告诉其他人,有关这个“希望”,不但能鼓舞你的心,同时也能够

让你继续走过黑夜,等待喜悦的来临.那就是 — 你确定早晨将会到来. 

  

王国的预映 

  

闭上你的眼睛一会儿,忘掉罪得胜所带来的悲惨和苦难,堕落和忧患.来感触一下你

心中所想象的那辉煌完美的世界,在没有罪的干扰之下,没有苦难,也没有不仁慈的思想,

世界是和谐、安宁的完美社会形态,爱洋溢在每个人的心里,且在其他人的心中也领受

到相同的感应,这种仁善的举动,能行在每个人的行为中,将不再有疼痛,也不再有腐败

的现象,甚至没有恐惧这回事.想想这些画面,比较一下,你从来未曾见过人类健康、美

丽的形像,知道完美人类将会是绝伦美丽动人的.有纯净的内在及心智,和完美的道德伦

理,闪耀明亮的面容.这一切将受赞美,这也将是这世界的社会.我们相信,当一切复活的

工作都成就时,“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

痛”.(启示录 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