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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

「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 我去叫醒他 」
「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
12 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
13 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
14 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
15 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

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
16 多马，又称为低土马，就对那同作门徒的说：
「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 」
「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
17 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
18 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
19 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马利亚，要为她们的兄弟安慰她们。
20 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马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
21 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
22 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 神求甚么， 神也必赐给你。」
23 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
耶稣说 「你兄弟必然复活 」

01 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

就是马利亚和她姊姊马大的村庄。
02 这马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
患病的拉撒路是她的兄弟。
03 她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
她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 说
「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
04 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 神的荣耀，
叫 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05 耶稣素来爱马大和她妹子并拉撒路。
06 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
07 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
08 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近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
门徒说 「拉比 犹太人近来要拿石头打你 你还往那里去吗？」
09 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
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至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
10 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

24 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
25 耶稣对她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耶稣对她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26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
27 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
是 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
28 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地叫她妹子马利亚，说：
「夫子来了，叫你。」
29 马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
马利亚听见了 就急忙起来 到耶稣那里去
30 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
31 那些同马利亚在家里安慰她的犹太人，
见她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她，以为她要往坟墓那里去哭。
32 马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
「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
33 耶稣看见她哭，并看见与她同来的犹太人也哭，
就心里悲叹 又甚忧愁
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

如果你是传道人，你的会友经历丧亲之痛，
你希望会友的反应像马利亚 还是像马大呢
你希望会友的反应像马利亚、还是像马大呢？
多年前，我有一位团契姊妹的父亲突然去世，
出殡的晚上我去殡仪馆安慰她、还有她的家人，
这个姊妹就抓着我的手臂一直在哭、话都说不出来，
我只能拍拍她的肩膀说：「不要哭、不要难过。」
后来我想，如果这位姊妹对亲人离世的反应
好像马大，那会多好，意思就是说 ─
我看到她时，她马上站起来，说：「孙先生，谢谢你来，
父亲前天突然在家里晕倒，送到医院已经来不及了。
他现在在天父的怀里，我们很好、没事，
因为我知道他有永生，他已经在天父的怀里。」
如果我的朋友能够像马大这样的回应
如果我的朋友能够像马大这样的回应，
说「我知道」，那会是多好。

刚刚那段经文有两个人回应耶稣的探访，
 一个是「我知道、我知道」的马大
个是「我知道 我知道」的马大
 另一个就是她的妹妹马利亚，
回应时没有讲「我知道」
有 「我 道」
当然不是说马利亚一无所知，而是在此时此刻，
知道能够托住、能够盛载的，实在是非常有限，
有
 应该卸下的是她的知道，承认自己是无能、无助，
在这个苦痛中，经历倚靠神的怜悯、神的同在
 这是因为情感、关系，而建立的信心，
而不是一种理智的信心
我们需要从理智而来的信心，也需要
由关系、能够有感情建立的体会、信心。
我
我们必得容得下这一种的不知道、悲恸，
得容得
种
、 恸，
才能体会生命的连结、唤醒那退缩的信心。

后来我再仔细地思想 ─
我的姊妹 有
我的姊妹，有必要什么都知道吗？
什 都 道吗
也许在这一刻她最需要的，不是理性的知道，
而是在信心里仰仗、等候，主的怜悯、主的安慰呢！
 一个什么都知道的人，还能相信吗？
 一个所有事情都有答案的人，有必要相信吗？
我就想到，作为一个传道人我自己，
我就想到，作为
个传道人我自己，
我需要凡事都知道吗？
我应该、我能够知道 切吗？
我应该、我能够知道一切吗？
假装自己知道吗？
还是在那一刻
还是在那
刻，我只能在信心里面
我只能在信心里面
祈求主怜悯，
使得我能够有怜悯的心 有智慧的心
使得我能够有怜悯的心、有智慧的心，
与我的会友、团契的姊妹同行呢？

我们现在身处的世代，可以说是资讯泛滥的世代，
「不知道」是不可思议 不能接受的
「不知道」是不可思议、不能接受的，
几乎可以说我们什么都应该有答案，
 不管遇到什么问题，搜寻一下就马上知道了
管 到
道
 但这些知道，是不是真的能够带来答案呢？
有很多所谓的知道、答案，都是扭曲的赝品，
知道 答案
曲
不仅仅不能帮助、建立我们，
还可能带来更大的破坏、更大的伤害
这些所谓知道的答案，
恐怕只会止息我们对生命的渴望和敬畏 ─
你什么都知道，你还要相信什么呢？
于是我们就把信心的种子给扼杀了！
你能够接受有所不知吗？能够接受
在生命、体会中，有些事情你没有答案、不知道的吗？

作为父母的能够完全知道、明白我们的子女吗？
还是因为承认我们的 知道
还是因为承认我们的不知道、不了解，谦卑下来
了解 谦卑 来
和儿女对话，彼此地建立、彼此的帮助呢？
你对配偶是完全知道 完全了解吗
你对配偶是完全知道、完全了解吗？
我在神学院毕业以后结婚，师母跟我是同学，都觉得
自己很成熟、彼此了解对方、对自己有很好的把握，
可是结婚一个月就出了问题 ─
 有一天师母削了马蹄放在一盘水里，
我说：好有心、削得好美，我不好意思吃，
她那么辛苦地弄、我就不敢吃了
 到了晚上感觉到我们之间有一些的困难，
原来师母是为了我去削马蹄的，希望我要吃这些食物
我以为很了解、知道她，
这个以为的知道，反而成为我们之间几乎的一个误解。

马大说她知道，可是刚刚那个经文发现 ─
 她讲完马上就走，没有再跟耶稣有对谈
她讲完马上就走 没有再跟耶稣有对谈
 马利亚没有说她知道，只在耶稣的面前哭
这 个故事发生在耶稣爱的 个家庭
这一个故事发生在耶稣爱的一个家庭，
跟耶稣有非常亲密的关系…
5 耶稣素来爱马大和她妹子并拉撒路。

耶稣所爱的人也有所不知，如果与耶稣那么
耶稣所爱的人也有所不知
如果与耶稣那么
亲密的家庭还会有这样的情况，何况你跟我呢？
在我们的生活 信仰的道路当中
在我们的生活、信仰的道路当中，
不知道、不明白就是生命的现实，
 不需要假装、不需要埋怨
 在没有办法知道的处境中，我们得学习相信，
在相信的过程中，会慢慢地知道 ─真知道！

这一个小小的插曲让我学会一个功课 ─
不因为我是一个传道人、二十几、三十岁、
因为我是 个传道人
十
十岁
读过很多的神学，不因为我的太太
也是一个传道人、成熟的基督徒，
是 个传道
成熟 基督
 我们必然可以彼此了解、彼此沟通的，
不见得是我们可以完全知道
 我们还是要谦卑地下来，
把生命敞开、彼此地对谈
你愿意接受你有所不知吗？
 当学习接受不知道的时候，
就会学习另一个功课 ─ 信心的功课
 我们学习在行动当中来实践 ─
实践信心，
在信心里面，我们会越来越真知道

2001/06/02 突然收到哥哥的电话，

「父亲已经离开了！」
「
亲 经离 了 」
我赶到医院去，大姊跟我说：
「
「宝玲，父亲已经不在，回天家了。」
在
家
那时我从美国读完博士、已经在神学院教书，
教了有七年之久、每天都在讲圣经，
可是就在我的父亲离开我们的那一天，
我突然间没有办法面对这个事实 ─
 我所学的一切、一切的知道，关于
圣经的、神学的、心理学的…，我是知道，
可是没能托住那一刻生命中的那一种落差
 在那个时候，我们只能够谦卑下来，
求 帮助我 、托 我 ， 我 知
求主帮助我们、托住我们，让我们知道
生命真正的根源、稳当是在哪里

约翰福音再一次提醒我们 ─ 耶稣是生命的主，
我们继续读下去 拉撒路果然是
我们继续读下去，拉撒路果然是从死里复生了，
里复生了
可是拉撒路总有一天要死去。
所以我刚刚说「复生」 没用「复活」这字眼
所以我刚刚说「复生」、没用「复活」这字眼，
 复活只有耶稣、这一位神的儿子
 拉撒路只是复生，再一次有了生命，不是永远的，
复
有一天他还是会倒下来、生命最后的结束
耶稣就是要借着这样一个经历，
让马大、马利亚知道 ─
 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它的限制、
许多的不知道、不能完全的理解
 最重要的是 ─ 我们知道生命的主宰是谁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如果你在这样的处境当中，
希望你能够在主面前谦卑下来 ─
倾倒一切的感情、一切的声音、
一切的渴望、甚至一切的埋怨，
甚
怨
把你的知道放下来，让主触摸你、拥抱你、
让主牵着你的手，走过这一段艰难的道路。
记得主给我们的应许 ─
不仅仅是向马大和马利亚家说的，
也是向我们说的…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愿复活的大能在你、我的生命当中，
常常成为力量和勇气。

耶稣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
 尽管有更多的不了解、不知道，
尽管有更多的不了解 不知道
这也是我们生命的现实、很真实的限制，
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突破这些限制
有 何 个
突破
制
 如果知道生命的主就是复活、就是生命，
我们相信 ─ 因为相信他，能够走过最艰困的道路、
走过死荫的幽谷，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们，
他的同在赐给我们力量、帮助
希望你能够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看得到 ─
就是主很爱的家庭、很爱的弟兄姊妹，
 还是必然经历生命中的现实、包括死亡，
命
不完全知道生命的奥秘、不见得有所有的答案
 他们能够做的，就是在主的面前谦卑下来，
他们能够做的，就是在 的面前谦卑下来，
也许哭、也许难过，把自己完全地倾倒下来

亲爱的主耶稣，

祷告

生命实在不能由我们的知道所能够托住，
有许多的日子，我们很困惑，
当这些日子来临的时候，
帮助我们学会相信。
当我们看不清、摸不透的时候，
让我们紧紧地跟随你、听你的声音、
回想你的应许，帮助我们再一次地体会 ─
你就是复活、你就是生命，
信你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而这种能力在我们每 位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
而这种能力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
每天的赐能、加力，让我们有勇气地过每一天的活。
奉主的名求，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