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张成 

你会留意到每隔几年清明节和复活

节总是会重叠在一起，今年（2021 年）

两个节日能够重叠在一起，我觉得也挺

好的。我们不需要排斥清明节，因为清

明节也有它存在的意义。清明节的意义

是什么呢？有人说是为了记念长辈。说

实话，记念也没用，人已经死了，你怎

么记念呢？在有生之年不好好地孝敬父

母，等他们死后你再干什么都是毫无意

义的。当然扫墓还是应该的，这是一种

怀念和尊重。但烧香祭拜是毫无意义的，

因为他们已经死了。孝敬父母是生前该

做的事，不是死后。生前你不孝敬他们，

死后你更不会在乎他们。难怪今天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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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节就成了吃喝玩乐的假期，变得毫无

意义。 

人人都有一死 

清明节有它存在的意义，它逼着我

们去思想、面对死亡。如果人人都要死，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今生呢？我觉得清

明节应该起到这种反思的作用。死去的

人已经死了，已经无法逆转这个事实，

关键是活着的人应该如何面对死亡、面

对今生？我们来看一节很有意思的经文，

希伯来书 9章 27节：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

有审判。 

很短的一句话，这里说“按着定命，”

就是按照神的定律，人人都有一死，死

后且有审判。“人人都有一死”——这

正是清明节要提醒我们的。清明节就是

要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要死。世人无法

接受“人人都有一死”的事实，所以古

人尝试以木乃伊的方式保存尸体，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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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朝一日能够复活；或者寻找长生不老

药，能够永远不死；或者尝试宗教修行，

希望死后能够进入极乐世界。 

今天我们不来这一套，我们采用高

科技的方法来抗衡死亡？有的人尝试输

入年青人的血，把整个身体的血重新换

一遍，希望用这种方法能够寻回生命活

力。但这一套

是行不通的，

这是有钱人干

的事。还有就

是希望透过基

因学能够找到人衰老的基因，然后尝试

改变它；改变了基因，那么人就永不衰

老了。有的人尝试“冰冻人”技术，就

是在人一断气就赶紧把他速冻，然后放

在一个罐子里，头朝下，泡在液体里。

为什么要速冻他呢？好让他的细胞在没

完全死掉之前把他保存住，等到有朝一

日，医学发达了，可以让死人复活。不

要觉得好笑，这是真的，今天已经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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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了，只是我们这些穷人就别考虑了。 

人很抗拒死亡，我们不能接受“人

人都有一死”的事实。这是人无法改变

的定律，只要你是人，你就要死，无论

是人子耶稣，还是基督徒，我们都要死。

神为我们的年日设了一个上限，好像诗

人所说的：人一生是七十岁，强壮的可

以活到八十岁。既然知道生命是有限的，

我们如何看待、使用今生至关重要。这

是你要好好去思想的。 

如果没有第二句“死后且有审判”，

那么我们就可以不负责任地生活，就像

哥林多前书 15章说的：我们就吃喝快乐

吧，反正只有今生，就尽情放纵自己。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死不是万事的终结，

死后且有审判。这句话很有意思。既然

死后有审判，这就意味着死人都要复活，

不然神审判谁呢？如果人死如灯灭，就

没有审判可言了。 

但圣经告诉我们，死后有审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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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每个人死后都要复活，因为我

们都要面对神的审判。如何看待今生至

关重要，因为神要我们为今生交账。如

果你有长寿，却

不懂得善用今生，

这是一个咒诅。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的长寿只会让

你积攒更多罪孽。

到审判那一天，你是肯定通不过的。你

不但为自己积攒很多罪孽，周边的人都

要承担你作恶的后果。所以不要追求长

寿，因为不懂得善用今生，长寿就成了

祸患。义人不希望长寿，因为义人有复

活的盼望。好好想一想，我觉得圣经的

话是很有意思的。 

今天我们要想一想耶稣复活的含义。

当然在谈耶稣的复活之前，我们要谈一

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耶稣为什么要死？

很多人认为耶稣要死，是因为神要他死，

仿佛是神逼他死，他不得不死。是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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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事吗？是因为神逼他死，所以他没

有选择吗？如果你仔细看路加福音 23

章，你看到什么呢？整章都是关乎邪恶，

是人的邪恶或者邪恶的人把耶稣害死。 

耶稣历尽了人世间的邪恶 

你可以说耶稣的死显明了人有多邪

恶。在短短的十八个小时内，你可以说

耶稣品尝了人世间所有的邪恶。你所经

历过的恶他都品尝过了。比如说，在逾

越节晚上，他就品尝到了被门徒出卖的

痛苦。门徒们都信誓旦旦地承诺不会离

弃他，但在压力底下，他们都否认或离

弃了耶稣。他经历到被人出卖，也经历

到被他全心全意所爱的人离弃。可能你

也经历到了这样的事。就以婚姻关系为

例，结婚时海誓山盟，但没多久就离婚

了。我们是言而无信的人，面对压力我

们就不守承诺，面对诱惑就离弃配偶，

这就是邪恶。不要藐视这些门徒，我们

都是这样的人。你也不要寄望于人，人

是不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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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还经历了什么邪恶呢？耶稣要

面对不公义的审判。如果你把四本福音

书相比较的话，就会发现，犹太人是出

于嫉妒要把耶稣害死，也就是说还没有

审判之前，他们已经把他定了死罪。审

判只是走流程，这是不公义的审判。然

后，犹太人跟彼拉多之间有一个邪恶的

较劲。我说邪恶，因为两方都是邪恶的。

彼拉多是一个恶人，他知道犹太人是因

为嫉恨耶稣才

把他送过来的，

要借他的手杀

死耶稣。彼拉

多是一个精明

的政客，他洞悉到犹太人的阴谋，所以

他死活都不肯判耶稣死刑。 

彼拉多也想了很多方法要释放耶稣。

首先，他把耶稣交给希律审判（路

23:6-7）。希律是加利利的省长，就是

害死施洗约翰的那个；想要杀死婴孩耶

稣的大希律就是他的父亲。他也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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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因为过节的缘故来到了耶路撒

冷。所以彼拉多就把耶稣交给希律，看

看他怎么说？希律最后把耶稣送了回来。

说耶稣是个疯子，不用判刑，放了他算

了。彼拉多就跟犹太人说，希律判耶稣

无罪，可以释放（路 23:13-16）。犹太

人当然不肯，非要判处耶稣死刑。人因

为嫉恨可以变得非常邪恶。我不知道你

心里面有没有恨过一些人？比如说有人

指出你的不是，你心里就会不高兴，甚

至会生发出怨恨，想置对方于死地。你

要小心，你的内心已经被邪恶占据。为

什么这么难饶恕人呢？因为你已经被邪

恶控制，身不由己了。 

罗马人会在逾越节给犹太人特赦一

个犯人，以示友好。于是彼拉多又想了

一个办法，他把一个穷凶恶极的囚犯（巴

拉巴）带了出来，这是个惯犯，是个强

盗，并且是杀人犯。彼拉多将巴拉巴和

耶稣摆在犹太人面前，说：“很快就是

逾越节了，我按常规要为你们释放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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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人，你们选哪一个？是耶稣还是巴拉

巴？”（太 27:15-18）。他以为用这个

方法迫使犹太人放过耶稣，因为选巴拉

巴等于放虎归山，后患无穷。所以明智

的选择当然是选耶稣。谁知道犹太人异

口同声高呼“释放巴拉巴！”他们已经

决定要处死耶稣（路 23:18-21；约

18:38-40）。 

彼拉多又想了什么办法呢？他就把

耶稣鞭打了一番，把他打得血肉模糊，

然后再带出来。因为他知道犹太人嫉恨

耶稣，所以他希望借着鞭打耶稣，来消

他们的气，希望他们会改变主意，放过

耶稣。但是犹太人依然不依不饶（约

19:1-7）。 

彼拉多最后来了一个杀手锏：发毒

誓。彼拉多知道

这些犹太人都

是宗教狂热者，

他们最怕发毒

誓。他拿了一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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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出来，自己洗手说，这事与我无关，

我洗手表明我是清白的。意思是说你们

敢向天发誓吗？犹太人不但发毒誓，甚

至还为自己的子孙下了一个毒咒（太

27:24-25）。他们已经定意要处死耶稣。

人一旦邪恶起来非常可怕，完全丧失了

理智。 

除了鞭打耶稣以外，还有一幕就是

兵丁羞辱耶稣。他们鞭打完耶稣后，就

给他穿上紫袍，戏弄他一番。他们还为

他弄了一个荆棘冠冕，戴在他头上（太

27:27-30）。他们就拿苇子敲他的头，

每敲一下，荆棘就会刺进头部导致流血。

他们借此来娱乐自己，这就是邪恶。 

当耶稣被钉十字架后，群众有什么

反应呢？圣经告诉我们，无论是上流人，

还是下流人（就是普通人），包括同钉

十字架的死囚，都在戏弄他。他们对他

说：“你是基督吗？你不能救自己，我

们为什么要相信你呢？你说神喜悦你，

那么为什么神不救你呢？”凡是见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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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都冷嘲热讽、幸灾乐祸。 

可能你觉得这些人太邪恶了，其实

这就是我们的写照。每当有什么意外死

了人，网上就会有人发表不合宜，甚至

幸灾乐祸的言论。我们觉得事不关己，

所以就随意评论，毫无怜悯之心。这就

是人心的冷漠。所以我说，即使是坏人

受苦，我们也不要幸灾乐祸，免得你遭

天谴。面对别人受苦，如果我们没有话

能够安慰别人，最好保持沉默，不要说

一些不当说的话，因为这是邪恶。 

面对世人的邪恶，耶稣别无选择，

只好默默地承受，甚至受死。耶稣跟门

徒可以揭竿而起，以恶制恶，但他没有

这样做，因为这不是神的旨意。耶稣是

被邪恶的人钉

死在十字架上，

他是极其痛苦，

毫无尊严地死

在十字架上。

耶稣的死显明了人的邪恶，他是因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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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邪恶而死的。如果大家都敬畏神，都

悔改，都听从他的话。他还需要死吗？

耶稣是因我们的罪孽而死的。神让他死，

允许他死，就是要我们认识到这一点。

不要谴责当时的犹太人，因为这是我们

习以为常的邪恶行为，我们既是受害者，

也是害人者。所以我们要思想一下耶稣

在十字架上的经历，但愿能唤醒我们的

良知，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悔改。 

圣经说死后有审判，为什么人都要

复活接受审判呢？因为天地间有正义，

因为神是公义的。好人和恶人不可能殊

途同归。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时，接近正

午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遍地都黑暗

了。仿佛是神在

谴责世人，这是

天地不容的邪

恶。神为什么要

让耶稣复活呢？

耶稣必须复活，因为神必须为他伸张公

义。你们杀了义人，他是神眼中最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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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神怎么能不为他伸张公义？所以

耶稣的复活，显明了神是公义的。 

或者我先解释一下圣经的复活概念。

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曾经让死人复活。这

种死人复活，只是短暂的，他们的肉身

最终还是会死的。我上网搜了一下，我

发现这种死人复活也有发生过。有些是

发生在一些农村里，有些是发生在医院

里。也就是说，不是因为农村人不懂得

判断人死了没有，所以才以为是死人复

活；即使在医院里也发生过这样的事。

比如，有一个人死了好几个小时，他又

莫名其妙地活过来了，医学上就说这是

假死。医生也解释不了，只能说他是假

死。但这是实实在在的死人复活。你上

网搜一搜，就会看到不少这样的例子。

这些人不是基督徒，他们只是讲述他们

解释不了的经历。这是第一种的死人复

活。 

圣经说的复活接受审判，是指末世

的复活。末世死人复活是为了接受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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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启示录说的，无论你是土葬、火葬、

海葬，或是被野兽吃了，将来都要起来

接受审判。基督徒非基督徒都一视同仁，

即使你化成了灰，神都要让你起来接受

审判。这是第二种的死人复活。 

复活是神给义人的盼望 

还有一种死人复活，圣经称之为“义

人的复活”（路 14:14），这个比较特

别。很明显能够通过审判的都是义人。

“义人的复活”这个词有点奇怪，意思

是说，这个人在复活之前，在神的眼中，

他已经是一个义人了。也就是说，这种

人可以坦然无惧面对审判，因为他在复

活之前已经被神接纳了。 

义人的复活就是耶稣所经历的。神

借着让义人复活来为他平反。所有在世

上的义人、跟从耶稣的人，都会经历耶

稣所经历的邪恶。你可能在世上受尽冤

屈，你是好人别人说你是坏人，就好像

耶稣，被看成是罪犯，被钉死在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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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神怎么可能视而不见呢？神必定会

为义人平反，这就是审判的意义。要么

定你有罪，要么为你平反，让你得尊荣。 

死后的审判不是每个人都能通过的，

如果你通不过，你就要面对第二次的死，

这就是永远的灭亡。所以不要相信大乘

佛教，大乘佛教说什么呢？轮回。我们

喜欢佛教，佛教给我们很多安慰，但我

告诉你这是欺骗人的。如果有轮回，地

球上的人不会越来越多，所以没有轮回

这一回事，不要再自我安慰。有钱人就

把希望寄托在轮回上，希望透过做超度

可以为自己赎罪，将来轮回时等级不会

太低，有朝一日能再轮回做人。 

大乘佛教还有一个叫地藏菩萨的，

你知道地藏菩萨是干什么的吗？地藏菩

萨是一个传说，他说只要地狱里（即使

在十八层地狱）还有人，他都要下去拯

救这个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就是他说的。多大的安慰，即使你是穷

凶恶极的人，打到十八层地狱里，你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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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希望，地藏菩萨会来救你。这是骗人

的话，圣经告诉我们，你只有一次机会，

就是今生。你要好好思想今生怎么过。

不按照神的

旨意善用今

生，就不要指

望有来生或

永生。如果你

通不过审判，

就是永远的灭亡。但愿我们经历的是义

人的复活。耶稣是义人复活的先例，神

借着他给我们有盼望，鼓励我们效法他。 

耶稣在十架上说的三句话 

我们继续往下看，什么样的人配得

义人的复活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耶稣

在十字架上的片断，看看耶稣是如何面

对各种邪恶的。我们知道耶稣在十字架

上总共只说了七句话，路加福音只记载

了三句话，今天我们只看路加福音。大

家必须明白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已经

被人家打得遍体鳞伤，他连自己的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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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都背不动，必须找人来帮他背。当他

被挂在十字架上，呼吸是有困难的，因

为每喘一口气就必须用力把自己的身体

提升起来。他每说一句话必须用尽全身

的力量才能说出来，所以路加福音这三

句话不简单。在他旁边的一个死囚还能

说话、骂人、取笑耶稣。可能一方面他

比较强壮，另外他没有经历耶稣所经历

的折腾。 

我们先来看第一句话，路加福音 23

章 33-34节： 
33
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髑髅地，就

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

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34

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

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

阄分他的衣服。 

33节说，耶稣到了一个地方，名叫

髑髅地，他们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

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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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

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这是耶稣说的第一句话。 

如果我们是耶稣，可能还盼望着最

后一刻有神迹出现，但没有神迹出现。

钉十字架已成了事实，如果是你，你会

做什么呢？你会开始怨恨人，抱怨神吗？

因为神没救你，所以你抱怨他。你怨恨

人，因为他们

伤害你。耶稣

却选择了赦免

他们。耶稣必

须先饶恕他们，

他才能够求神

赦免他们。我们可以口里说饶恕，但心

里还是愤愤不平，希望神会惩治对方。

但耶稣不但从心里饶恕他们，他还求神

赦免他们。耶稣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依

然坚持以善报恶，所以他配得义人的复

活。 

我们来看耶稣说的第二句话，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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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 23章 39-43节： 
39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

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

我们吧！”40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

“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41

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

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作过一件不好

的事。”42就说：“耶稣啊，你得国降

临的时候，求你记念我！”43耶稣对他

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

乐园里了。” 

这里说到有两个犯人，其中一个精

力还挺充沛的，在十字架上还取笑耶稣。

但另外一个的态度就全然不同，他认识

到自己的罪，所以他不敢嘲笑耶稣，反

而求耶稣记念他。耶稣就对他说：“我

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这个囚犯知道自己罪有应得，所以非常

难过。但他没办法弥补自己的罪过，因

为已经太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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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人都有一死，你要思想今生

该怎么过，不要到人生最后一刻才悔不

当初。而这个囚犯就是悔不当初，他很

懊悔，但他已经太迟了。所以他唯一能

做的就是不要嘲笑耶稣，他不想再增添

自己的罪恶，他甚至还劝另一个死囚不

要再作恶。他求耶稣记念他，因为他意

识到耶稣是一个义人。耶稣在呼吸极度

困难的底下，竟然挣扎着说了一句安慰

他的话。耶稣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罪人

的怜悯，他要安慰这个哀恸的死囚，给

他盼望。真正的义人是不会自卑自怜的，

因为他的焦点是神，他关注那些软弱无

助的人。 

我们看主耶稣说的第三句话，路加

福音 23章 46 节： 

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

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

断了。 

这是耶稣的最后一句话，说完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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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断了。这句话表明他坚持相信神到底，

神是他永远的依靠。他不会因为不明白，

不会因为不公平而抱怨离弃神。义人唯

独信靠神，这就是他给我们树立的榜样。

可能将来你会遇到很多你不明白的事，

或者你认为不公平的事，甚至是非常邪

恶的事，但愿耶稣这句话可以提醒你，

你一定要信靠神，因为神是公义的。到

复活那一日，他会主持公道，你可以放

心相信他。这就是义人的盼望。义人的

复活很重要，是义人翘首以盼的日子，

所以我说义人不喜欢长寿。我们要效法

耶稣这种有始有终的信心。 

我说这番话是想提醒你们，不是每

个信徒的信心都是有始有终的，总有一

天考验会临到你，迫使你放弃信心、离

弃神，但愿耶稣这句话能够提醒你。他

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群众不断地嘲笑他

说：“你是基督，你不能救自己吗？”

耶稣不是不能救自己，只要他选择不喝

神的杯，不坚持遵行神的旨意，他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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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受苦，也不需要受死。他不是不能

救自己，他是为了救我们，才选择不救

自己。他坚持良善，好让神的旨意可以

借着他成就。他在这个邪恶泛滥的世代，

坚持为神发光，让我们看见光明和盼望。 

我说耶稣不是不能救自己，他是为

了救我们，所以选择不救自己。举一个

例子，假设大

海里有一个人

快要溺水，有

人跳下去救他，

通常跳下去的

人没想到自己的安危，他只想到对方。

你不会游泳，就不知道救人有多难，你

以为像拎小鸡一样把他拎上来就行了，

没那么简单。我记得有一次和一群朋友

租船出海畅游。我有一个朋友想学踩水，

他就叫我帮忙扶他一把，我就把手伸出

来，他双手就搭在我手掌上，然后就学

踩水。突然有一个小小的浪过来，他不

小心喝了一口水，呛了一下，突然就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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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起来，一把抓住我的手。他本身就不

太会游泳，他就往下沉，也把我往下拉。

虽然我会游泳，那时我才意识到当人一

慌张，那股力量有多大，他硬把我拉着

往下沉。我努力挣扎想浮起来，如果我

上不来，就救不了他。幸好那个船家很

有经验，他一看见水里有浪花，就赶紧

跳下水。那个人很壮，一把就把他提了

起来，然后我才脱险。那个时候我才意

识到原来救人真是不容易。 

我想说的是，这个跳下海救人的人，

他关注的不是自己的安危（否则就不会

跳下水），他关注的是别人的安危。如

果你想救自己，千万别跳下海，除非对

方是个小孩，力量没你大。只要是成年

人，你都要很小心，如果你没有足够经

验，泳技也不好，你很难救他，甚至会

成了陪葬品。耶稣为了救我们，所以他

不打算救自己。他坚持相信神，坚持以

良善来抗衡邪恶，如同明灯照耀，坚持

到最后一刻，但愿他的生命榜样能够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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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我们的良知。 

义人的生命满有光辉和能力 

我说过义人在复活前已经被神认可

了。复活的能力不是将来才能体现的，

你在今生就能体验到。也就是说，义人

的生命是有能力的。我们看看耶稣在临

死前，他的生命如何影响了三个人。我

们先看第一个人，记载在路加福音 23

章 26节和马可福音 15章 21 节： 

带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

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

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路

23:26） 

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

大和鲁孚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

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

十字架。（可 15:21） 

第一个人就是西门。路加告诉我们，

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耶路撒冷

过逾越节，刚好那一天他就偶遇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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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丁因为看到耶稣扛不动十字架，就抓

了他来帮耶稣背十字架。马可就透露多

一点这个西门

是谁，他是亚历

山大和鲁孚的

父亲。如果他只

是一个路过的

人，为什么会记载得那么详细呢？如此

介绍西门，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个西门

后来跟门徒的关系很密切。保罗在罗马

书有提到鲁孚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西

门的儿子。也就是说，因为这个“倒霉”

的经历，西门可以近距离地观察耶稣的

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他的生命改变了，

他竟然相信了耶稣，成了耶稣的门徒！ 

我们再看第二个人，就是那个求耶

稣记念他的死囚。当群众和另一个死囚

都在嘲笑耶稣时，为什么这个死囚竟然

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呢？他看见

了什么呢？很明显，他跟耶稣一起钉十

字架，从头到尾他看到耶稣的整个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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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当他被钉上十字架那一刻，他竟

然向神祈求，求神赦免他们。我相信这

句话，震撼了这

个死囚的心，他

意识到这个人

的生命超级与

众不同。跟自己

对比之下，他像黑暗，耶稣像光明。他

求耶稣记念他，因为他认识到耶稣是一

个义人，神一定会记念耶稣，他相信神

会因耶稣而赦免他。 

死囚的请求也是一种悔改的表现，

因为他没希望了，没什么弥补的机会了。

他只能在最后发出这样的一个呼求，求

耶稣记念他。他相信耶稣就是他向神的

悔改。你可以说。死囚因耶稣的公义生

命，悔改归向神，生命改变了。 

我们看第三个人，记载在路加福音

23 章 46-47 节： 
46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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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

就断了。
47
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

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 

路加记载了一个百夫长，当他看到

耶稣在断气前喊着说：“父啊，我将我

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就归荣耀与神

说“这真是个义人”。其它的平行经文

就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太 27:54）。

百夫长看见了什么呢？很明显，百夫长

是在下面站岗的，他也是从头到尾观察

耶稣在十架上的言行，他看到的不是耶

稣行神迹的能力，他看见耶稣生命彰显

出来的光辉。耶

稣到最后一刻，

他依然坚定不

移地信靠神，没

有咒诅或抱怨；

他以饶恕和恩

慈对待那些伤害、羞辱他的人。耶稣的

态度震撼了百夫长。最后百夫长也相信

了，这真是神的儿子，他也因耶稣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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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 

这些人都是因耶稣的生命见证归向

了神。这就是复活的能力，这就是义人

的生命能力。如果我们的心灵真的复活

了，我们的生命应该有复活的能力，能

够胜过罪，能够以善胜恶，这是你今生

就能体验到的复活能力。这是在我们里

面的神的生命能力，这也是你将来的复

活确据。 

最后做一个总结。清明节迫使我们

正视死亡，思想生命为何？但我们不能

整天只思想死亡，又没有出路。复活节

是关乎生命，是神给我们的盼望。如果

我们相信复活，就当按照神的旨意善用

今生，做神和耶稣的见证人，引领人归

向神。 

三个建议 

我有三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要

学习感恩每一天。如果知道肉身生命是

有限的，你会如何生活呢？你还会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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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不经心、随心所欲地糟蹋生命吗？还

是说你应该珍惜有限的年日，顺服神，

做好该做的本分？ 

我说贫穷是好的，因为穷人容易满

足和感恩。记得小时候家里很穷，只要

有糖吃，有汽水喝就开心得不得了。生

活条件提高了，你会发现人越来越难快

乐、感恩。太多的物质供应和享受，令

我们越来越难以满足、快乐，贪婪、抱

怨反而成了常态。我们不懂得知足和感

恩。 

第二个建议：要善用每一天。我建

议你对旁边的人好一点，无论是你的配

偶，你的父母，还是你的孩子，因为他

们不是永远能够跟你在一起的。人的年

日是有期限的，我不知道我能活多少年，

我也不知道你能活多少年。你比我年轻，

但你不一定比我长寿，这是实话实说。

你不会永远与我同在，我也不可能永远

跟你在一起，所以要珍惜你身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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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之后，有人问那些逃出来

的人，他们当时第一件事想到的是做什

么？很多人的答案都大同小异：赶紧发

短信给家人，表达想念和爱意。为什么

在那一刻才想

起要说一句“我

爱你”呢？可见

平时太忙了，根

本没时间陪自

己的家人。或者

今天早上刚刚吵过架，没关系，回去再

和好吧，或者明天再和好吧。我们就是

如此糟蹋每一天。今天发脾气，明天道

歉（有些人甚至道歉也没有），没什么

大不了的，习以为常了。如果你今天心

脏病发作死了，或者对方遇到意外死了，

这就成了永远的遗憾。 

我们不必像死囚那样，在生命的最

后一刻，才为很多事情遗憾。圣经已经

教导我们该如何面对死亡，我们可以积

极预备自己，积极地生活。善用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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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你身边的人好一些，不要总是争吵、

抱怨。耶稣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时候，

他选择了说恩慈、安慰的话。这就是神

所喜悦的义人。善用你的舌头，你的言

语要有恩慈。因为不知道你的年日还有

多少。 

第三个建议：向耶稣学习，依靠神

过每一天。我们有很多钱，有很好的医

疗服务，有豪华的房子，各种保险应有

尽有，有足够的储备安度晚年。我们有

各种各样的倚靠，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这一切保障古人都没有，我觉得他们是

有福的，因为他们只能依靠神。不要以

为古人很迷信，可能正是因为知道生命

无常，他们只能选择倚靠神过每一天。

我们是没福的，因为我们有很多依靠，

神是我们最后的选项，难怪我们无法经

历到神。 

我们认识一个老弟兄，他年轻时生

活放纵，糟蹋了自己的一生。他没有结

婚，没有家庭，身体也不好。60岁那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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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识了神。认识了神之后，他的生命

完全改变了。他没有家庭、孩子，孤独

一人生活，经济条件也不好；年老时又

生了两场大病，还做了手术。在人看来

真是极度潦倒。他信了神之后，有一天

他决定辞掉工作，到养老院当义工，帮

人做饭，陪伴那些无依无靠的老人，向

他们传福音。他选择将自己交托给神，

靠自己微薄的退休金生活。 

从人的角度看，他的一生是潦倒的。

其实不是的，我觉得他自从认识神之后，

整个生命改变

了。在他自己最

无倚靠、最孤单、

最软弱的时候，

他想到的竟然

是别人的需要，

并且主动地去关心那些孤单的老人。做

义工是没有收入的，还要自己掏路费、

伙食费。他没有自卑自怜，他选择信靠

神，善用他的余生荣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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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学习依靠神过每一天。我们

的年日有限，我们一定要靠着神过好每

一天。愿我们的生命能为神发光，能够

照亮别人，给别人带来盼望。 

我们看最后一节经文，就是林前 15

章 58节：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

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工，

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

然的。 

哥林多前书 15 章的篇幅很长，这一

章谈的就是复活。最后一节保罗说：“所

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

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知

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死亡会让一切变徒然。我告诉你，我不

知道我爷爷叫什么名字，因为我爸爸从

来没提过他。我生下来的时候爷爷老早

已经不在了。你知道你爷爷叫什么名字

吗？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就是徒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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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让一切都变徒然，能记住你的可能不

超过三代，一旦你死了，没有人会记念

你的贡献。除非你有毛泽东的身量，看

到照片人们还能想起你，但能记念多久

我不知道。 

如果你是在主里的人（跟从耶稣的

人），你所做的一切善工是不会徒然的。

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公义的，你有复活

的盼望。今生你流泪撒种，来生你必然

会欢呼收成。

记得有一个

多年前认识

的朋友（后来

已没有联系）

给我发了邮件，信中提到他为什么发邮

件给我。他说他在搬家整理箱子里的书

时，发现了一张纸条写着我的邮箱。于

是他就发邮件告诉我，他已经在美国信

主了。我对这个人大概有印象，但不是

很深刻，因为认识的时间不长，当时有

机会给他传福音，但他没有什么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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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就回信，告诉他我很欣慰能收到

他的信。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联系我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觉得好像是神给

我的鼓励，告诉我在主里面的劳苦是不

会徒然的，可能当时我觉得传福音的工

作吃力不讨好。一定要切记保罗的话，

我们是有复活盼望的人，因为我们信靠

的神是公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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