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福音

第八课…

逃避与渴求

从旧约到新约，以水为主题的故事或讲论比比皆是，
水之所以是那么重要的主题，
水之所以是那么重要的主题
 它是实际生活里不可缺少的条件
 水往往代表我们生命里深层的
水
表我
命
那一种的渴求、盼望、需要
约翰福音第四章 3-26 就让我们看到一个

水的故事，也是一个生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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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
09 撒马利亚的妇人对他说：

「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马利亚妇人要水喝呢？」
原来犹太人和撒马利亚人没有来往。
原来犹太人和撒马利亚人没有来往
10 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 神的恩赐，
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
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11 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
你从哪里得活水呢？
12 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
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 难道你比他还大吗？」
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
13 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14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
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15 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
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

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
6 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
在那里有雅各井 耶稣因走路困乏 就坐在井旁
那时约有午正。
7有
有一个撒马利亚的妇人来打水
个撒马利亚的妇人来打水。
耶稣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

16 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
17 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
妇人说：「我没有丈夫 」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
18 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

你这话是真的。」
真
」
19 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
20 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

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
21 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
时候将到 你们拜父 也不在这山上 也不在耶路撒冷
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22 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
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 来的。
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23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24 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25 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
他来了 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 」
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
26 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耶稣经历旅途的疲累和困乏，在中午的时候
来到撒玛利亚境内的 个井旁 坐下
来到撒玛利亚境内的一个井旁、坐下，
这个时候，一个撒玛利亚妇人
来到 个井 来打水
来到这个井、来打水，
耶稣和这个妇人随即展开一段对话。
如果稍稍明白
 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原来是没有来往的，
而且还彼此用一种非常敌视的眼光对待彼此
 不仅仅是族群的矛盾，还有性别上的张力 ─
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对话，是互不相识的，
这是匪夷所思、让人感觉非常困惑的
一个看起来很寻常的现象，内中却有
很不 样的信息 很特别的启示在里面
很不一样的信息、很特别的启示在里面。

这大概是为什么这个妇人当听到耶稣对她说：
「我有水喝 喝了的人就永远不渴」的时候
「我有水喝，喝了的人就永远不渴」的时候，
妇人马上就说：「先生，请把这水给我，
叫我
叫我不用这么远来打水。」
这么远来 水 」
 水好像遮盖了她更深生命的渴求
 水成为她逃避的原因 ─
如果能够拿到永远不渴的水，
她就不需要再打水、
不需要再面对其他的人了
这个妇人逃避什么呢？
很可能是逃避别人的闲言闲语，
她要将自己收藏起来。
我猜 许她的生命所背负的历 ，
我猜也许她的生命所背负的历史，
充满了许多大小不一的创伤、苦痛。

妇女打水也是自然不过的一个景象，
就有点像今天的主妇
每天都会到菜市场、买菜做饭一样。
可是当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对谈的时候，
看 的
看到的不仅仅是对水的关注，
是
，
 也是对生命的一种的探求、了解
 可是讽刺的，也看到人对那种渴求，
可是讽刺的， 看到 对那种渴求，
竟然有一种的逃避、躲藏，纠结在一起
中东的天气酷热
中东的天气酷热，
一般的妇女都会在清晨、傍晚，
太阳不太猛烈时 比较好打水 工作
太阳不太猛烈时，比较好打水、工作。
而这个妇人中午的时候出去打水，
她是不想见到任何人。
她是不想见到任何人

我们常以为她是道德败坏的妇人，因为她有过五个丈夫，
一个远古的妇人如果有过五个丈夫，
个远古的妇人如果有过 个丈夫
是不可能存活的…
 根据五经，一个妇人要是失德的话，
根据五经
个妇人要是失德的话
丈夫、其他的人，可以用石头把她扔死的，
一个不守妇道的妇人有五次之多，
她能经历这些的石头扔着的痛苦吗？
 远古制度，婚姻是族群与族群、
家族与家族之间的关系，
 婚姻结束，是非常的羞辱、代价非常的高
 特别是被遗弃的一方，通常又是女的
我猜想她未必在道德伦理上有什么样的缺失，
那 是为什 耶稣和 对
那就是为什么耶稣和她对谈的时候，
时 ，
从来没有用「伦理道德的角度」来和她谈话。

如果稍稍明白历史背景的话，
她很可能是五个丈夫眼中不称职的太太，
她很可能是五个丈夫眼中不称职的太太
以致一个又一个地把她弃置了。
申廿四1 人若娶妻以后，见她有甚么

不合理的事，不喜悦她，
就 以 休书交在她手中
就可以写休书交在她手中，打发她离开夫家。
发她离 夫家
在耶稣的时代，有一些犹太的老师、拉比，
，
，
还把所谓的「不合宜、不喜悦」
把它给演绎、发展，
 家务做得不好、菜烧得不好、内务整得不好、
对自己的仪容没有整理得好，
都可以说成是不合宜的事情
 那就不要说在道德上出了岔子的情况
一个女的是很容易地就被遗弃了。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背负着伤痕和历史、隐约地期盼将来，
可是对 在这 刻 她却逃避
可是对现在这一刻，她却逃避，
 她不知道她正在逃避生命里
真正的渴、真正的需要
 她以为拿到水、此刻的水，就可以逃避了，
以为拿到一些水、永远不渴的话，
就不需要面对自己的过去、此刻的生命、
就可以永远地躲藏了
更多的争取、只是更多的逃避。
对这个妇人而言，宗教信仰也是逃避的一个借口，
所
所以她跟耶稣谈话的时候、她谈上了宗教，
跟耶稣谈
时候、 谈 了宗教，
也许她认为宗教可以让她逃避
 生命里真正的需要
 生命里隐藏的那一种幽暗

如果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像其他的妇女一样，
在清晨或是傍晚的时候去井旁打水的话，
在清晨或是傍晚的时候去井旁打水的话
你能想象到她听到什么话。
现在我们大概明白为什么这个妇人
 在很少人出去的时候打水、就是正午的时候
 为什么她听到耶稣说：「他有水给人喝、
喝了的人就永远不渴」的时候，
她的反应马上是 ─
请把这水给我，让我以后也不用来打水
我们也会明白为什么这个妇人会提出有关崇拜的问题，
毕竟 个像她这样的妇人、
毕竟一个像她这样的妇人、
曾经有的过去的历史都是伤痛的，
她还能盼望什么呢？
也许就系于信仰、宗教上的寄托。

这又岂是远古、一个边缘人士的故事呢？
今天在我们身旁，
有多少人每天是营营役役地过活，
不断地去争取、拚命地去抓拿，
可是心里面也隐隐地感觉自己是在
努力地去逃避、努力地去躲藏，
 我们似乎不知道自己真正生命的需要
 也不知道生命真正幽暗的地方
究竟我们每天所辛苦经营的
是使我们更加的渴、还是更加的饱足呢？
 当我们拿到的时候，
也不见得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
 当我们没有的时候，
当我们没有的时候
又感觉得不甘、委屈、苦毒

你知道这个故事的福音在哪里吗？
这个故事的一开始的时候
「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其实他有几条的道路可以选，可是…
约一这个真光，他要照亮这个世界。
尽管撒玛利亚在那时是犹太人看不起的族群，
可是耶稣还是要去他们当中，帮助、光照、照亮他们。
在当时的社会结构，女的是没有位子的，
更不要说 个曾经有五个丈夫的女人，
更不要说一个曾经有五个丈夫的女人，
这种人是在社会的低层、被社会遗弃的。
可是尽管是这样的 个人，
可是尽管是这样的一个人，
耶稣还是要拯救、还是要光照，
让她知道生命真正的满足是在哪里。
这是福音所在！

她能够面对自己的伤痕，是因为得到了完全的医治，
能够完完全全面对自己 因为得到满足 这是福音
能够完完全全面对自己，因为得到满足，这是福音！
这妇人以后打水一定不会在中午，一定在早上、傍晚，
别的妇女会不会还讲她的闲话、嘲笑呢？我想还是会的，
可是这个妇人一定会说：「是的，我过去是这样子，
现在我不再一样了，因为我认识了这一位主，
他已经照亮我生命幽暗的地方，
我已经得到了饱足、得到了真正的平安和喜乐。」
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在渴求什么呢？
 你渴求、努力、每天营营役役的，能够满足你吗？
还是使你更加的渴、更加的饥呢？
 所追求的是使你逃避人群、
逃避自己的历史 自己的生命
逃避自己的历史、自己的生命，
还是使你接纳自己？

四28-30 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

「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
「你们来看
有 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 切事
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
众人就出城 往耶稣那里去
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
我感觉到福音的大能…
一个妇人本来是躲藏别人，在没有人时去打水，
跟耶稣谈话以后，有一个莫大的转变 ─
 以前她是逃离别人，她跑去人群当中！
 恩典临到这个妇人身上了，她过去是躲避的，
恩典临到 个
身
，
是躲
，
现在她跑到人群当中、把自己展现出来
当她说：「有一个人把我
当她说：「有
个人把我
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出来」的时候，
定有人问她：「你有怎样的历史？」
一定有人问她：「你有怎样的历史？」
那个妇人逼得要把自己的历史讲出来。

这是很美的一个展示福音能力的故事。
到了 四章 的末后，这个妇人跑去人群当中，
的末后 这个妇人跑去人群当中
后来他们全然地信主了。
一个曾经逃避人群的人，
个曾
群
竟然把福音带到人群当中，
让别人也得到真正的饱足。
亲爱的朋友，你的历史
 使你对生命有埋怨、委屈、苦毒
 还是你欣然接纳你的生命，
因为认识了生命的主，可以有喜乐、
有勇气地面对每一天的生命呢？
命
你所追求的会不会也让别人得到饱足？
感觉到
会不会也让别人感觉到
生命的喜乐、平安和力量呢？

亲爱的主耶稣，

祷告

我们可能每天在营役、奔波，
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在逃避，
可是求主光照我们 ─
求主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
照亮我们生命中隐藏的幽暗，
给我们真正的满足，
赐给我们的生命有喜乐、平安和力量。
也能够把这种喜乐、平安和力量，
与周遭的人分享。
听我们的祷告、悦纳我们的立志，
奉你的名求 阿门。
奉你的名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