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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马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
12 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
就见两个天使 穿着白衣 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

一个在头，一个在脚。
13 天使对她说：「妇人，你为甚么哭？」
天使对她说 「妇人，你为甚么哭？」
她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那里。」
14 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
15 耶稣问她说：「妇人，为甚么哭？你找谁呢？」
马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
请告诉我 你把他放在哪里 我便去取他 」
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
16 耶稣说：「马利亚。」马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
「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
17 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
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
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 神，也是你们的 神。」
18 抹大拉的马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
她又将主对她说的这话告诉他们。
她又将主对她说的这话告诉他们

01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

抹大拉的马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
02 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
就跑来见西门 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 对他们说

「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
03 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
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 往坟墓那里去
04 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
05 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
低头往里看 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 只是没有进去
06 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
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
07 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
是另在 处卷着。
是另在一处卷着。
08 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
09 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
10 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

在看整个叙事的发展，基本上是
围绕抹大拉的马利亚而发展 ─
第一个出场、也是最后一个谢幕的。
显然在复活的清晨 七日的头 日
显然在复活的清晨、七日的头一日，
马利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可是当读这段经文，这样一个重要的位子
放给一位女子，会不会担子重了一点呢？
 古时候女人是没有地位的，
她们讲的话没有人把它当一回事
 甚至在法庭，女人的见证是不成立的
这样背景去读这段经文，就觉得挺奇怪的 ─
在那么重要的场合、耶稣复活，
那
那么重要的人物、竟然是一个女的，
要
、竟 是 个女的，
这是一个文化的角度。

马利亚本人也不见得非常地有说服力…
第 次马利亚开口的时候
第一次马利亚开口的时候
2 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
对他们说 「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
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
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
当然她去坟墓的时候是看到坟墓是挪开的
当然她去坟墓的时候是看到坟墓是挪开的，
空的坟墓不必然对她来讲是耶稣复活，
她以为有人把耶稣的身体拿走。
有
身 拿
像这样一个女的你觉得可以委以重任吗？
第二次开口以前，她看见了两个天使，
可是不知道是天使，
13 天使对她说：「妇人，你为甚么哭？」
她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
我不知道放在那里。」

还有一个可能，马利亚一直在哭，
泪水使她看不清楚眼前的耶稣吗？
水使她看 清楚眼前的耶稣吗
这个叙事有一个很大的转折 ─
16 耶稣呼唤马利亚的名字…，
耶稣呼唤马利亚的名字
这一叫，马利亚彷佛忽然间地认得出耶稣了，
马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
「拉波尼！」（拉波尼就是老师的意思。）
约十我要按着我羊的名字把它们呼唤出来，

我的羊会认得我的声音。
这段经文是不是呼应着在第一个清晨，
 当马利亚还在泪水、苦痛当中，
当马利亚还在泪水 苦痛当中
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认不出来
 在这个时候，听到耶稣呼唤她的名字，
在这个时候 听到耶稣呼唤她的名字
成为她生命的一个转折点呢？

在第三次的时候
14 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
却不知道是耶稣。
你觉得有趣吗 ─
她看见了空坟墓、不知道这是复活，
她看见了天使、不知道是天使，
她看见了耶稣、认不出耶稣，
15 耶稣问她说：「妇人，为甚么哭？你找谁呢？」
马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
「先生 若是你把他移了去
「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
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
为什么她转过身来看耶稣，竟然认不出来呢？
1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
很可能因为黑的缘故，她看不到耶稣。

谈到名字，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名字常常代表父母亲的期望 先祖辈的遗传或是期望
名字常常代表父母亲的期望、先祖辈的遗传或是期望。
圣经里面的人物许多都是在经历转折的时候，
他们改名字的…
他们改名字的
 旧约有一个叫亚伯兰的，本来是高位者，
当上帝跟他立约的时候，
帝
就改名叫亚伯拉罕 ─ 万国之父，
那是跟神立约以后，生命完全不同的一个境界


以色列人的祖宗雅各，意思就是抓住，
用好的、不好的方法，
使诈、使计，不外是要抓住。
可是当他跟神相遇的时候，神说：
爱
你要改名叫以色列 ─ 你是神所爱的，
就不需要使诈、不需要抓住了

马利亚是很普通的名字，新约圣经就遇到很多的马利亚，
抹大拉的马利 是其中的 个 耶稣叫了她的名字
抹大拉的马利亚是其中的一个，耶稣叫了她的名字。
经文就到了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17 耶稣说：「不要摸我。」
很多的解经家有很多的解释 ─
 因为复活的主身体还在痛吗？
 可能是男女有别、马利亚要冷静一点
可是耶稣接着讲这句话，我想才是真正的原因，
「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
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
耶稣在这里所讲的就是马利亚必须放手，
 把她一度认识老师的观念、的经验，放下来
 眼前的不是拉波尼、不是我的老师，
眼前的不是拉波尼 不是我的老师
是我的神、我的主，马利亚必须学会放下来

我也学会了相信跟看见，没有必然的关系，
马利亚看见什么？
马利亚看见什么
看见了空坟墓、以为有人拿去耶稣的身体，
看
看见了天使不知道天使，
使
道 使
看见了耶稣以为是园丁，
看见不一定能够导致相信。
信
事实上我们每天都看见很多的事情 ─
看到支离破碎、扭曲的世界，
看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你会相信什么呢？
如果说看见跟相信有关系的话，
 那一定要心里的看见、信心的看见
 一定要用我们的耳朵听到主呼唤我们
我们才能够看见真正 所创造的世界，
我们才能够看见真正主所创造的世界，
一个应该讨他喜悦的世界。

无论如何，马利亚就是第一个见证耶稣复活的人！
这段经文仔细地读、仔细地聆听的时候，
我学会了一个人的见证
跟他的社会的地位没有关系、
跟他的性别没有关系、
跟他有没有才干、有没有能力没有关系。
如果有人非常有地位、有聪明智慧
能够为主作见证的，我们非常感恩
 主也能够使用很弱小、甚至边缘的人像马利亚，
主能够使用一些很卑微的子粒，
让这些子粒结出更多的果子来。


林后四7a 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

说明这极大的恩典、恩惠，不是出于我们。

在这第一个清晨，我学会了必须要放下自己的坚持。
马利亚紧紧地拉着耶稣 耶稣说「不要摸我」
马利亚紧紧地拉着耶稣，耶稣说「不要摸我」，
 马利亚坚持的是她以为的那一个的老师，
她必须要学会放弃她那一种「以为」的坚持
学会 弃
种「以为」
持
 我想信心就是要把自己的抓稳那个拳头放开，
听主要呼唤我们的声音、看主要我们看的
也许只有把我们那种纠结、重担放下来，
我们才能够听到主呼唤我们。
无论你是谁，你还是可以见证主的，
无论你看见什么，你需要让主告诉你 ─
在信心里面如何地真正地看见。
你也需要学习抹大拉的马利亚，放下纠结、重担，
我
我们就可以经历复活的主向我们呼唤，
可
复
向我们呼唤，
我们也能够听到他的声音。

亲爱的主耶稣，

祷告

我们就好像在这个坟墓的面前，
求主开我们的眼睛、
能够看见你已经复活，
使得我们真的相信，
并且因为听见你的声音，
就像马利亚一样勇敢地见证主
就像马利亚
样勇敢地见证主 ─
可以勇敢地向别人说「我们已经看见了主」。
求主帮助我们 在我们的处境当中
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处境当中
能够放下自己的纠结、舍下自己一切的恐惧，
紧紧地跟随你。
紧紧地跟随你
垂听我们的祷告和立志，
奉你的名求，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