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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真实、让人伤痛，

这是马大 马利 任何 个曾经这是马大、马利亚、任何一个曾经

在医院里、在坟墓面前站立的人，

都能够深深体会的伤痛都能够深深体会的伤痛。

就在这个伤痛的现实里，也有很珍贵的一面，比方：

 我们能够永远拥有的，大概不会珍惜

 我们不能够永远拥有的，应该会非常地珍惜，

像身边的父母、配偶、子女、朋友、弟兄姊妹，

我们都知道这些生命有一天要离我们而去，

明白这一点，我们应该非常珍惜

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非常珍惜他们的生命珍 命

这一种对生命的珍惜、对生命的体会，

就是约翰福音所讲「永生」的部分意义就是约翰福音所讲「永生」的部分意义。

因为我们认识到生命就是创造主的恩赐，

这是 体会 经历的生命这是可以体会、经历的生命，

不作遐想、不言懊悔，只是凝视、

珍惜 在我 身 命珍惜此间在我们身边的生命，

如果能够这样珍惜，

「永生」在某个角度已经实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如果瞥见恩典，而对生命有非常的拥抱、珍惜，

已经是从黑暗入奇妙光明、出死入生了

虽然因为福音的缘故，能够品尝永生的味道，

可是就好像拉撒路一样 ─
虽然从死里复活，还是最后要到坟墓里去

今天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

让我们再来想一想我 再来想 想

「永生」究竟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

约翰福音十一38 - 44

38 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
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

39 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
那死人的姊姊马大对他说：

「主啊 他现在必是臭了 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 」「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
40 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

你若信 就必看见 神的荣耀吗？」你若信，就必看见 神的荣耀吗？」
41 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

「父啊 我感谢你 因为你已经听我「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
42 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

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
43 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
44 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

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



拉撒路是从坟墓里面出来了，

永生在此刻好像已经实现了永生在此刻好像已经实现了

 可是没有完全，因为拉撒路

总有 是 到 墓 去总有一天还是要回到坟墓里面去的

我们在信主的经历当中，尝过恩典给我们的好处 ─
 生命得到了莫大的恩惠

 从黑暗进入奇妙光明、是死而复生的

可是也体会在实际的生活当中，

无论如何珍惜、努力，生命还是要过去的。

尽管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跟从者、神的儿女，

肉身还是要过去、还是会衰败的

 无论多么地努力，

生命当中还是免不了泪水、苦痛

跟 约翰福音十一章 有挺密切关系的一段旧约经文 ─
以西结书卅七章11-14

11 主对我说 「人子啊 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11 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
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

我们的指望失去了 我们灭绝净尽了 』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净尽了。』
12 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的民哪 我必开你们的坟墓『我的民哪，我必开你们的坟墓，
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

我的民哪 我开你们的坟墓13 我的民哪，我开你们的坟墓，
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你们就要活了14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
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

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

以西结书卅七章 是以色列在 1948 立国的宣言，

覆灭了接近 千年 就好像拉撒路 坟墓出来 样覆灭了接近二千年，就好像拉撒路从坟墓出来一样，

以色列民族也从历史的坟墓里面走出来。

可是中东 直以来的局势都是那么的血腥可是中东一直以来的局势都是那么的血腥，

究竟以西结书对犹太人、我们今天、

甚至对整个世界有什么意义呢？

1948/5/15 七十五万巴勒斯坦人
随着以色列立国失去家园，直到今天，

上百万的巴勒斯坦人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

以色列人曾经饱经被掳掠、遭放逐的痛苦
讽刺的是，曾在这地居住的巴勒斯坦人

被极端的以色列人撵出去，悲剧再重演，

这一次的苦痛是在其他人身上，这 次的苦痛是在其他人身 ，

不在以色列人的身上

我们来看教会的历史，不免也会看到

基督的身体 就是教会 何尝 是支离破碎呢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何尝不是支离破碎呢？

二千年的教会历史，

歌 史片 多 可歌可泣的历史片段当然很多

 纠结、腐败痛苦的片段，也真的不少，

一点也不比教会以外的处境来得少

读新约，会看到保罗所写的教会，

每一个都有她自己的问题、困难

所以我们说 ─
约翰福音所讲的永生、我们信仰里所讲的永生，

不仅仅是这一生的体会，

无论个人或是群体经历了

如何的恩典、如何的力量，典、 力量，

都是没有完全的一种生命。



永生，是已经发生的、已然的现实，

可是这不是永生的全部可是这不是永生的全部，

 无论是个人的人际的关系、

教会 整 整个 界 展教会的整体、整个世界的发展，

都有许许多多的创伤、痛苦

真实地 永此生虽然是真实地体会永生，

还没有完全体会永生的应许、永生的恩典

林前十五19 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
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永生不仅仅是我们这几十年的光景，

也不仅仅是几百年、

几千年人类历史的光景，

我们必须要等候、仰望一个永远的生命！

耶稣的话不仅有象征的意义，也有非常实质的应许 ─
我们必须相信 个永远的生命我们必须相信一个永远的生命，

 超过我们今天所能够体会、品尝、经历的生命

耶稣所说的永生 必须要由突破耶稣所说的永生，必须要由突破
裹尸布和坟墓的耶稣基督来代表，

复就是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所代表，

是永远的生命、将来的生命

启廿一4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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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这个生命是还没有来临、未然、将来的、not yet，
 我们已经品尝了永生的已然，不是永生的全部
 我们必须渴望、等候、永生的未然，

一个 not yet 的永生的一面

这是一个永远的生命，至于是怎么一回事呢？

没有 个人说得很清楚没有一个人说得很清楚…
保罗在 林前十五 花了很多笔墨来形容这个身体，

只能说是 个荣耀的身体只能说是一个荣耀的身体，

 耶稣基督复活、有一天我们都要从死里复活

 都要享受我们今天还没有完全体会的、

永生真正的意义

约壹三2a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
将来如何，还未显明；

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

无论保罗、约翰，都是非常渴望、等候，无论保罗、约翰，都是非常渴望、等候，

也坚信这永远、将来、复活的生命。

可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得清楚 我们只能因为可是没有 个人可以说得清楚，我们只能因为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相信、等候、盼望。

约十一25-26 耶稣对马大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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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

我想我们都会说「相信」。

可是在已然、未然的张力当中，

 有许多的现实

使得我们觉得很沮丧、很困苦

 眼前的苦痛、困难，掩盖了我们

对永生的的盼望、对永生的凭据

然而神借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来提醒我们，

他的荣耀、他的能力他的荣耀、他的能力
是在人想不到的情况下彰显出来的，

在我们看来是软弱、苦痛当中，在我们看来是软弱、苦痛当中，

却是神大能的彰显！



约十二24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看起来是很无奈的结局，却是衍生出

更多更多的荣耀、更多更多的能力！

神常常借着一些很微小的、看起来没有能力、神常常借着 些很微小的、看起来没有能力、

很无奈、很痛苦的人，来激励我们 ─
 提醒我们永生是真实的，永生的盼望是不能 提醒我们永生是真实的，永生的盼望是不能

被所有的痛苦、所有的限制所夺去的

我们为着这一些微小的肢体来感谢神我们为着这 些微小的肢体来感谢神，

 是他们让我们体会什么叫盼望

 让我们体会怎么样在苦痛当中 让我们体会怎么样在苦痛当中

依然能够坚持保罗所说的 ─
没有一个事情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没有一个事情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个爱在基督耶稣里的

一位日本的基督徒水野源三，生于 1946 年，

九岁时染上了赤痢 导致全身瘫痪 唯九岁时染上了赤痢、导致全身瘫痪，唯一

可表达的就是眼睛，有耳可听、不能说话。

患病 年 出「我想死」源三患病后三年，用尽能力说出「我想死」，

可以想象悲伤如何地笼罩这个家庭。

可是神的恩典临到这个家庭，

福音借着肌肉萎缩、行动不便，

但坚毅、不离不弃的宫尾隆邦牧师临到水野一家，

因为「约九3 是要在孩子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得到安慰，源三、还有他的父母，先后都信了主，

整个家庭挣破了黑暗沮丧的坟墓，

相互扶持地走向光明和温暖。

某天 源三到诊所复诊 医生说：「如果你某天，源三到诊所复诊，医生说：「如果你

听懂我的话，眨一眨眼睛。」源三马上眨了眼睛…

母亲对源三的反应非常的兴奋，

回家就马上写了 张日文的五十音表 当母亲指到回家就马上写了一张日文的五十音表，当母亲指到

他想要表达的文字、他就眨了一下眼，

字 字 句 来如此一字、两字、一句、一段地记录下来。

在母子心灵的默契之下，

1975 距离开始眨眼创作的二十二年，

出了第一本的诗集【我的恩典够你用】，

接着那一年，母亲就去世了。

他在诗集里面表达对母亲的谢意：
做我的手、做我的脚，悲伤痛苦总与我同担的母亲，

「要让原三先去天国，我才去」，
总是这么说的母亲得先走了，真对不起，

─ 初春的早晨蒙召去了天国的母亲。

一个瘫痪的身体，盛载的是喜悦，这不是永生、是什么？

还有一首诗表达出永生的力量…
苹果结实的秋天身体瘫痪了苹果结实的秋天身体瘫痪了。
波斯菊绽放的时刻、初闻耶稣的话语，

翻读 经在蟋蟀鸣叫的夜翻读圣经在蟋蟀鸣叫的夜，
救赎的喜悦无法成眠的夜。

 无法成眠不是纠结、痛苦、埋怨、瘫痪，

是因为救赎的喜悦！

除了复活的能力、还会是什么，

使得这样一个朋友、这样一个家庭

有如此的力量呢？

谢谢神，借着这些微小的子粒、微小的肢体，谢谢神，借着这些微小的子粒、微小的肢体，

来提醒我们 ─
永生是真实地在我们当中永生是真实地在我们当中，

无论我们的环境多么的艰困。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亲爱的主，你是复活的主，

生命在你、复活在你。生命在你、复活在你。
我们不仅仅是品尝了恩典的能力和美，
我们也等候全然得赎的日子我们也等候全然得赎的日子，

所以在我们困倦的日子、软弱的日子，
求主继续帮助我们求主继续帮助我们。

谢谢你借着很多的看起来微弱的肢体，
提醒我们福音的能力 我们感谢你提醒我们福音的能力，我们感谢你，
也祈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提醒。

听我们的祷告和立志听我们的祷告和立志

奉你的名求，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