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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来自于帕特里克。他说， 我是失丧的人。四个月前我浏览了你的网页， 就深信圣经是真实

的。 从那时起，我一直在读圣经，似乎没有任何进展。 我起初的祷告似乎很真诚， 现在我有祷告，有

求基督来拯救我， 似乎我的心现在刚硬了，以至于我的祷告极度虚弱。 我尽量对神诚实， 但我似乎无

法突破瓶颈。 这也许是因为我仍会向着罪跑。 但我不确定该如何跑向基督。请帮助我。

  该如何跑向基督？ 这是他的问题：我该如何跑向基督？ 四个月前，他开始意识到他是失丧的

人。 顺便说一句，就因为你意识到了你是失丧的人， 不代表情况会有好转。 很多人意识到了他们是失

丧的人， 他们还是没能进入荣耀。 但是，他想寻求帮助。

  在你自己的头脑中思考一下， 若有人问你这个问题：我该如何跑向基督？ 我该如何跑向基督？

这不是一个罕见的问题。 这似乎像是 一个普遍的问题。你遇到一些人，他们到了筋疲力尽的地步。 他

们到了一个地步，他们会尽可能去与人谈话。 他们似乎很痛苦。 他们似乎在寻找些什么。他们会去继

续问，再继续问。 他们希望有人会来告诉他们一些新的道理。 一些他们没有听过的。我该如何跑向基

督？ 我该如何跑向基督？ 你若思考... 请思考圣经里的邀请。 圣经是否有对你详细描述 该如何跑向基

督？ 还是圣经只是说：跑！ 去！ 来！ 喝！

  请听圣经里的一些邀请。 马太福音11:28，这节经文是耳熟能详的，但请听基督的话： 凡劳苦

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正是如此。基督说：到我这里来。 他没有说怎么

来， 以这种方式：你去走这条路，然后你去走那条路，我就在那里。 基督是针对我们的心说要我们「

来」，对吗？ 基督没有告诉我们脚该去行走的方向。

  「来」。我们若在此思考， 基督在哪里？ 他离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近。这不是我们在圣经里找到

的真理吗？ 他离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近。他就在这里。 罪人不可能走到一个基督不在的地方。 你若在阴

间下榻，他在那里。 你若到海极居住，他在那里。 你若爬到最高的山峰，他在那里。 难道「来」这个

字真的是指一个动作吗？ 「来」难道是指一个地理位置吗？他在那里， 我们要从这里走到那里。 现

在的「来」这个字是指什么？它有什么涵义？ 「到我这里来。」可是他已经在这里了。 所以，这是什

么意思呢？ 这与距离无关，这与行走无关。 当耶稣活在世上时，我若要去找他，我若要去他的所在之

地， 可能要像瞎子巴底买一样，为了引起耶稣的注意，要去大声喊。 耶稣曾经有一个地理位置，但今

非昔比。 现在的「来」不再是指任何物质上的事。 这与我们形体的姿态也无关。 这不是指你一定要

跪在地上，做出一个祷告的姿态才行。 （不是说这个姿态不好。） 这个字不是指任何身体的动作或行

走。 现在的「来」指的是什么？

  你要去的某人已经在这里了。 这里讲的是一个人的心。 请听耶稣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

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你该怎么来？从属灵的层面看，你该如何来？ 当问题不在物质的

层面时，当这与我的腿，我的脚， 运动和行走无关时，我该如何在属里跑向基督？ 因为很显然，这是

问题的关键。 我们讲的是如何得救；这就是帕特里克提出的问题， 对吗？他说，“我是失丧的人。” 

他意识到他是失丧的人。他意识到圣经是真实的。 但他知道他还缺乏些什么。 他说，“我不确定该如

1

http://illbehonest.com/chinese


何跑向基督。” 甚至这个「来」字，或「跑」字， 或「喝」字，我们该怎么定义？ 这都是物质上的比

喻，但我们知道这全是属灵的事物。

  所以我们该如何从属灵的层面「来」？ 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永恒的安宁依赖于这个答案。 这

又是怎么说的？以赛亚书55:1， 一切干渴的都当来。你注意到了吗？当耶稣在 马太福音11:28说「到

我这里来」时，耶稣在做什么？ 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你

看，他在这里讲的是某一类人。 这些人是劳苦担重担的人。他们有一个重担。 他们在做工。这些人很

劳苦。 耶稣没有具体说这些人为何而劳苦。 但要记住，耶稣是一位救主。他把人从罪中拯救出来。 这

些人在罪中感到疲乏。这些人为了努力拯救自己而精疲力竭。 这些人为努力清洁自己的生命而精疲力

尽。 这些人为了靠自己的力量来达到神的标准而劳苦； 他们夜以继日地做工。 劳苦与这紧密相连：做

工。 这些人简直是劳苦不堪。 耶稣说，“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你们要做的工，我已经完

成了。”

  在以赛亚书：一切干渴的都当来。 请注意这些经文的描述。 在这些经文中，他在对特定的人

说话。 这些人的心存在某种问题。再次强调， 我们讲的是属灵现实，不是物质上的。 一切干渴的都

当来。不是为了水。 凡劳苦的人，凡担重担的人。不是指肉体上的劳苦。 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

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 他在对干渴和贫穷的人讲话。 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 

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

  在约翰福音6:37是什么样的邀请？ 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 约翰福音7:37是怎么说的？

节期的末日， 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马太福音11:28：「

来」。 以赛亚书55:1：「来」， 又再次说，「来」。 约翰福音6:37，到我这里来。 约翰福音7:37：

「来」。 启示录22:17：圣灵和新妇都说来。 这里不是基督在说，这里是圣灵和教会在说：来！ 听见

的人也该说来！ 口渴的人也当来！ 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这些邀请听上去很相似，不用银

钱！ 你可以不用银钱来买。他在对贫穷的人说， 他在反复对口渴的人说。 口渴是一种渴望。为某种东

西感到饥饿， 为某种东西感到口渴，对某种东西有一种欲望。 这是人内心的某种需要。他们有需要；

他们在寻求安息。 他们在寻求有什么能使他们不再做工。 他们的灵魂有一个渴望。 他们渴望某样东

西。他们想丢掉那个重担。 他们没有银钱可以来买， 但他们知道他们需要些什么。 这里的邀请是：白

白的来！

  这里是怎么说的？约翰福音4:10。 耶稣和井旁的那个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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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新字。「来」字 没有出现在

这节经文中，而是「求」字。 你该怎么来？ 我们该怎么来？我们从心中来，我们在灵里来， 我们求。

你来到主面前是靠求。

  这是怎么说的？ 以赛亚书55:7，“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 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 归向

耶和华。”这里用的是「归」字。 有时在圣经中，我们会有「转」字。 意思是悔改，到主那里来。 离

弃他自己罪恶的道路，他不义的意念，到主那里来。 好让主来怜恤他。你要来到我们的神这里。 再次

重复，我们讲的不是物质上的现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

  这里是怎么说的？以赛亚书55:6， “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这里有两个新词：「寻找」和「求告」。 我们找到了「来」字； 我们找到了「归」字； 我们找到了「

求」字； 我们找到了「寻找」这个词； 我们找到了「求告」这个词。 你该如何寻找？你在看哪里？ 你

寻求主是靠求，靠求告。 “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2



  现在请和我一起思考。 你要求告。 你要求什么？ 你该如何求？当你能被拯救时，你该怎样接近

主？ 这不要求我们去使用任何特定的词语， 好像一些特定的词语，或一些特定的话 能变魔术似的，用

了就能接近主。 单单到主那里来就足够了。

  我希望你们都能来思考这一点，因为这是关键。 你去想想那个罪人，他们在跑。“我该如何跑

向基督？ 我该怎样跑向基督？” 他很近。当趁耶和华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你要去求告，他很近。就是

这样。 你如何接近神？你要去呼唤神。 你要去呼求神。你要去求。

  现在请听。在罗马书第十章，请翻到那里。 我认为这里触到了很多人对此百思不得其解的核心

原因。 “你说的跑向基督是指什么？我该怎么做？” 你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吗？ （从表面来看，至少

在他自己的思念中。） 他自己在动脑筋。他说，“我有在读圣经， 我相信圣经是真实的。”他说，“

我起初的祷告似乎很真诚。” 你看他在做什么？他在读圣经，他有相信圣经，他也有在祷告。 但是这

都没有效果，所以他说“我该做什么才能跑向基督？” 你看在他出谋献策，你可以看到他在想什么。 

“我读了圣经，我还祷告了，可什么都没有发生。” 当人到你那里来这么说时，你怎么做？ 你若到我

们这里来说这些话，有什么是我们确知是绝对真实的？

  我知道这是真实的：我知道神不是虚谎的， 我知道神在圣经中应许了他会拯救那些寻求他的罪

人。 我知道神在圣经中应许了他会拯救那些求他的罪人。 我知道神在圣经中应许了他会拯救那些求告

他的罪人。 我知道神在圣经中应许了： 你若白白的到他那里来取水喝，你会得到永生。 从圣经中，我

们得知神不是虚谎的。事实上， 很多在这间房子里的人都能见证神在圣经中的应许是真实的。 我们到

他那里来，他就拯救了我们。 我们知道：不管人说什么， 人都是虚谎的。对吗？ 不管人怎么说。 他们

若说他们在做那些神为了使他们能得救， 要求一个罪人去做的事：悔改并相信；到（基督那里）来； 

去归向（神）；去求（神）；去寻求（神）；去求告（神）。 罪人若如此做了却还没有得救，我们知

道神是真实的。

  我们知道问题不在于神。我们要十分小心， 因为我有遇到一个人在电话的另一端痛哭流涕，泣

不成声。 人会为此万念俱灰。 你是知道的，你可以与你的小孩经历这些。 你可以与你亲密的家人经历

这些。 你可以与你亲爱的人，与你知心的人经历这些。 他们泪流满面，这么对你说， “我有求告主，

但主不拯救我。” 在这个问题上，你要看守你自己的心， 免得你在神身上找错。但你要坚信： 神不是

虚谎的。

  你希望你能思考这点，因为我认为， 不对，我确信这是问题的核心。 你也许能用不同的方式来

表达。 毫无疑问，某人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其他男人或女人大概可以用不同的方

式来说。 他们可以引用不同的经文来作出同样的回答。 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核心不是唯一的答案。 这是

其中的一个表达方式，我想如此让你看到问题出在哪里。

  请注意，罗马书10:12， “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 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

一切求告他的人。” 这里用了我们谈到的词：一切「求告」他的人。 你如何在灵里走向基督？你要去

求告。你要去祷告。 这个人在祷告，他走对路了。你就是这样交流。不管是在言语上， 例如在你的房

间里有另一个人， 你可以听见他们说话，耳鼓能感受到声音； 还是一个人从心中发出一个叹息，一个

呻吟。不管怎样， 一个人的渴望若从内心或外面 被表达出来，这就是呼求，这就是求告。 但请看在这

里所发生的事。 第13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在思考这节经文，我意识到了... 我认为这里有一点经常被我们忽视。 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

救。 你知道这个应许的确定性吗？你在这其中能找到任何一个例外吗？ 这节经文每次都是百分之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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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 每次都是如此。这是一个应许。 你可以把你永恒的灵魂托付于此。 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使徒行传2:21，“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使徒行传2:21中讲的是与罗马书

10:13中讲到的同一个真理。一切人！ 两节经文都教导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就是这

样，你正要如此跑向基督。所有人！ 「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你若想知道该如何跑向基督得

救，就是这样了。一切人！

  就是这样到他那里去。 就是这样跑到基督那里得救。 但我想你在这里知道，我想你来注意这

里。 耶稣基督的名。 现在请看这里。到那时候，凡求告 主名的，就必得救。 主名。 这是否令人感兴

趣？为什么不说“凡求告主的？” 主「名」。 我知道不仅是在这两处才能找到这一类的词。

  约翰一书3:23，“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 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

相爱。” 名字有什么重要性？告诉我名字代表了什么？ 一个名字有什么用？ 一个名字能做什么？ 它

能体现某个人。*人的回答* 那是什么呢？ 对了，它代表某个人。你的名字代表你。 有意思的是这个「

名」！ 这个「名」代表了基督是谁。当你想想基督的名时... 「以法律的名义来禁止。」你有听过这种

说法吗？ 「我奉王的名来报信。」 名能代表他们是谁，他们的一切，和他们所拥有的权柄。 名。 你要

求告耶稣基督的名。我认为这点真的很重要。为什么？ 因为来想想他的名。你来到福音书， 请和我在

此思考，你来到新约的福音书，这里有一位救主。 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

中间。 当他被赐予了一个名时...马太福音的开头给了我们两个名字！ 立刻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他被赐

予了两个名。你记得它们是什么吗？ 耶稣和 以马内利。两个名字都给予了我们解释。为什么？ 因为一

个名字代表那个人。 给他起名叫耶稣，意为「神拯救」。为什么？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

来。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意为「神与我们同在」。 你看一个名字包括了什么？它包括了 那人的现

实情况。它在解释那个人。

  我若求告主耶稣的名， 那么我是在求告他所是的一切。 你知道问题在哪吗？ 跑向耶稣基督完

全在于求告主耶稣基督的名； 但人不依照他的名求告他。这是问题所在。 请你在此和我一起思考，请

与我一起思考他的名。 让我们来看第一个，耶稣是他的名。 你在求告耶稣的名。你是在求告谁？ 是这

位要来拯救他百姓的神。 你知道这马上告诉了我什么吗？ 是他来做这事；不是你来做这事。 这又与之

前的那个真理共鸣，不用银钱，对吗？ 你不用带任何东西，他说，“我是救主， 我要将我的百姓从罪

恶里救出来。我的百姓不能自己 将自己从罪恶里救出来。我要将他们从罪恶里救出来。” 你记得耶稣

的话吗？ 他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换句话说：我来这个世界是为了那些

需要一位耶稣的人。 请听他的名字。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拯救自己的百姓。 那些求告耶稣之名

的人是那些没有银钱的人。 他们是有病的人。这些人需要医生。这些人空手而来。 这些人白白的来。

这些人听到这样的邀请，正如我们所听到的， “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

来。” 耶稣的名是为那些没有银钱的人提供的。 是为那些贫困和穷困潦倒的人。起耶稣这个名就是这

个缘故。

  你若求告耶稣的名， 你若真想为你的救恩自己帮点忙，你在自欺欺人， 你就没有诚实地求告

那位马太福音第一章所显明出来的耶稣。 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基督说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

来。 你若到他那里来，认为你能提供任何东西， 那么你没有呼求这位基督，你没有呼求主的名。 人

认为他们可以提供些什么？各种各样的事物。 人总想给神献点什么。“我在努力悔改。”这是什么？ 

你在努力自己拯救自己。人总想努力去自己建立信心。 “我努力去相信，我努力去悔改，我努力去做

这， 我努力去做那。”我总听到这些。 “我努力去…”那么你还没有到贫困和穷困潦倒的地步。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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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有求告主。”当你试图自己去献点什么时， 你没有在求告主。你没有！

  主的名。请来思考主的名。“我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是他们叫他耶稣的原

因，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耶稣要来拯救他们！你若想自己献上任何东西， 你就没有

诚实地求告主名。 你若自己拥有任何美善，你若试图自己去做任何事... 你若不闭上你自夸的嘴，你就

没有呼求主的名。 你看哪，呼求主名是指呼求那位救主。 是他名字所描述的那位救主。 他的名字代表

了一切。 你也来听这点，耶稣不仅会来拯救人， 天使说，耶稣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你听到帕特里克说的话吗？他说他总会回到他的罪中。 耶稣要将自己的百姓从他们的罪恶里救

出来。 你读过罗马书6:14吗？“罪必不能作你们的主。” 你读过以西结书36:25吗？耶稣要使他们弃

掉一切的偶像。 你读过罗马书6:17吗？“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心里顺服。” 你有读过这样的救赎吗？ 

思考，思考，再思考。 圣经说，“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翰福音8:36） 这里是

怎么说的？提多书2:14，“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了自己， 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 特作自

己的子民。”他是为自己来洁净我们。

  这是另一件事， 耶稣在一处说，“你们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 就不能作我的门徒。”（路加福

音14:33） 撇下不代表你除了你的灵魂之外，变得一无所有。 撇下不代表你没有一件可以穿的衬衫，

或一条可以穿的裙子。 撇下指的是：我放下了一切。 主啊，把这一切都拿走，把罪拿走。只赐予我对

我有益的， 只给予我你知道我所能应付， 对我有益处的事物，就是那些能帮助我自守， 公义和敬虔度

日的事物。 我知道，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你说你要洁净我们，特作你的子民， 罪必不能作他们的

主。你要使他们弃掉一切的偶像。 他们不再是罪的奴仆。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记得神所立的约吗？耶和华说，他要将他的律法写在我们心上。 我们会去遵行，对吗？他会

使我们顺从他的律例。 当我们到他那里来，他是耶稣。 他被称为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

里救出来。他郑重其事。 你无法来求告他的名，却... 没有人会来辩论此事实， 关于得救这事，你若不

真诚， 这就是你没有得救的原因。对吗？ 是否有人在这里，是否有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如此认为： 你

若求告基督不真诚，他会来拯救你？ 你若不真正想得救？只是动动嘴巴，说这一类话： “我来求告

你，”或者，“我呼求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得救。” 你若只是动动嘴巴说：“主，来拯救我。主，来帮

助我！” 若只是动动嘴巴而已，你知道你并不真诚。神是不会来拯救你的。

  你要去求告主名，而且要真诚地求告主名。 他的「名」向我们表明了：他要来做一切救赎的工

作。 他不会与你分享任何救赎之工。 你若想要这样的救主，你不要去自己帮忙； 你不要去夸耀你自己

的成就； 若你想要的这种救赎：这完全在于神，完全不在于你； 你若有意识到这是你的需要； 你若因

你所有的努力而劳苦，担重担； 你看到这不能使你得救；你尽心竭力跑向基督， 你尽心竭力去制造某

种信心或某种悔改，而你因此筋疲力尽， 你现在终于到了这一步，你要来求告他的名 ———那位应许

要做一切救赎之工的神！ 这才是真诚地求告主耶稣基督的名。

  你若到了这个地步：你愿意得救， 你看见圣经一次又一次的说，“你若愿意，来！” 你若愿

意，你若有渴望。 这是向我们显明的，对吗？“你若口渴，” 它指的是一个渴望，一个意愿。 你若渴

望从你的罪中被拯救…但不要玩游戏。 他的名字是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你若

来，哪怕只有一个偶像你不愿从中得救， 你没有在真诚地求告主名。 他名为「耶稣」，因他要将你从

你所有的 罪恶里救出来。这就是他名字的意思。

  你去求告主名，就必得救。 你若依照他的名去求告他，就必得救。 这若是你想要的，你最好记

住你在和一位什么样的救主打交道。 与你打交道的救主要做一切拯救的工作。 与你打交道的救主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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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净你， 要来救赎你，要来除掉你一切的偶像，要来除掉你一切的罪， 来把罪洗净，来洁净你，除掉

一切的污秽。 他要完全把你从这一切之中拯救出来。 你需要去放弃一切，离弃一切，并把一切都献给

神， 让他来除掉在你生命中一切肮脏的，丑陋的事物。 你务要一切全献上。你若抓住任何邪恶的，任

何罪恶的， 任何你并不真正愿意去参与的事物， 你就没有在真诚地求告主名。 因为这是他名字的涵

义。

  顺便说一句，请来思考： 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这是他的另一个名字。 你在求告主名。你

是在求告那位打算与你同在的神。 圣经里的神准备要与你在一起。不仅是把你从惩罚中救出来， 不仅

是把你从罪中救出来，不仅是把你从地狱中救出来。他说他要与你同在。 这就是以马内利的涵义。一

个名字能代表那个人。 他说：“我要进来。我要与你同行。”他不是一位你想像出来的神。 他是圣经

里的神。这是你真正想要的吗？

  我听一个有名的牧师说过，“耶稣若现在走进这里，” 他想，“耶稣会令很多人不舒服。”

为什么？ 因为耶稣的要求。 他要求你在他的道中行走。你们若遵守他的道，就是他的门徒。 路加福

音6:46，“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阿， 主阿，却不遵我的话行呢？” 你真的准备好去与那位神在一起了

吗？这是耶稣说的。 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你要在此思考。 你求告圣经里的神是否是因为你真的

想他与你同在？ 这就是基督。他是神。他是神与我们同在。 但你记得他名字的意思吗？你真的愿意这

位神与你同在吗？ 你真想这位圣洁之神与你同在吗？你想要这样的救主吗？ 还是你不想下地狱？但圣

经里的这位基督顾虑你。 他太严格了，他太严厉了，他太硬性了，他要求很多，他要求太多。 你最好

相信他要求很多。他要一切，对吗？ 他要成就一切的救赎之工！ 他要做所有救赎的工作！ 但你若不

想从你生命中一切错误的，邪恶的， 罪恶的事物中被拯救， 那你就不真诚。你若不想圣经的神与你同

在，与你同行，到你那来， 来洁净你，他的道路是圣洁的…那么你不诚实。 你没有诚实对待圣经。

  你若看到罪这个丑陋的主， 罪这个黑暗的，污秽的，肮脏的主； 然后说，“我不再想要罪了。 

我知道我自己无法解开这个捆绑，我需要某个人 来使我完全释放，我想完全从这其中被拯救。 我渴望

义。主啊，来拯救我！ 我不是来争论，我没有来讨价还价。 我不准备做任何的交涉。” 你看，这就

是依照他的名。 他是如此体现自己的。经常，罪人没有听过这些。 他们没有听过什么是依照他名的涵

义。 他们没有听过。你叫他名为耶稣。 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你

需要在此思考。 这真是你想要的吗？因为你若只是动动嘴巴说，“主，拯救我，” 你开始读圣经，而

这一切只是因为你不想去面对永恒的刑罚而已。 你不真诚。你若真诚，神立马会拯救你。 你若依照他

的名来求告他，你若依照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告他， 你必得救。你若依照他的名来求告他， 为这名所

显明的（来求告他）， 你必得救。你当如此跑向基督。 你要按照他的名求告他。你不是在玩游戏。

  有很多罪人想讨价还价。他们想来讲条件。 你认为为何圣经会一次又一次的强调说， “不要自

欺，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 不要自欺！ 你不要单单听道，而不行道。为什么 耶稣，保罗，雅各

和约翰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到？ 为什么他们要三番五次对我们说这些话？ 因为人想与神讲条件。 他们想

抓住一些东西不放。 就是那些宝贵的偶像。 他们听到耶稣能拯救，他们就想从地狱中被救出来； 但耶

稣没有说他将要把他们从地狱中里救出来。 这里说：他们叫他为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 百姓从罪里救

出来。是从他们的「罪」！

  罪才是最大的敌人，不是地狱。是罪！ 这才是你需要被拯救出来的。 你若想从罪中被拯救，这

里有一位救主能把罪人从罪中拯救出来！ 他说：我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不是健康的人，不是义

人。他没有来寻找拯救那些不需要得救的人。 他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些想要一位救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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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意识到“我需要一位救主”的人， 那些意识到他们被罪所捆绑的人； 他们出不去，他们无法打碎

锁链， 他们想从这一切之中被拯救出来。不是其中一部分。 他们不想谈条件，他们不想讨价还价。 他

们需要一位救主来把他们从这所有的一切之中拯救出来！这一切！ 他们里面任何不干净的，任何丑陋

的，任何被玷污的， 任何乌黑的，任何肮脏的，任何污秽的，任何罪恶的， 任何不讨神喜悦的事物。

他们需要一位救主使他们从中得救。 他们想与圣经里的基督在一起。 他们想神与他们同在。他们渴望

如此。 他们想耶稣来与他们在一起，把他们从一切的罪中拯救出来。 他们渴望基督来。 他们愿意离弃

一切使他们无法与神亲近的事物。

  神与我们同在。不是某个想要仿制品的人。 每个人都想要一位救主。 每个人都想要一位这样的

救主：能救他们出地狱， 又允许他们继续犯罪。 每个人都想要这样的救主。所以你猜怎么着？ 魔鬼过

来，你猜世界上那一切错误的宗教怎么说？ “我们有办法让你进天堂，又让你保留你的偶像。” 这就

是圣经重复说“不要自欺”的原因了； 因为这是一个天大的骗局。 你可以求告主，你可以寻求去跑向

主， 你可以做你所有的那些把戏， 你可以孜孜不怠。 你可以寻求来，你可以继续寻找，你可以求，你

可以祷告， 你可以读圣经，你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 通常这些人给一个人打电话，然后他们又给 另一

个人打电话；他们会给一个人写信， 然后他们又去另一个人那里，之后再去问另外一个人。 有人给我

打了一次又一次的电话。 詹姆斯刚刚还在告诉我，某人给他打了20个电话。 我经常看到这种情况。 有

人给我打了电话，我问了他们，他们有给其他人打过电话。 他们已经与詹姆斯有过20次的谈话了。他

们给保罗华许打了电话， 他们做了这些事，他们又做了那些事。 他们三番五次打电话来。而他们是在

做什么？ 他们是在寻找什么？我来告诉你， 他们问了再问，还是没有得救。为什么？ 他们在寻找某种

新的道理。“告诉我一些新的道理。” 他们真的想你去告诉他们，他们能如何逃避地狱，又能继续犯

罪， 然后能突然在他们的灵魂中获得平安， 在他们的良心中获得安宁。可是这没有发生。 你可以告诉

他们其他所有人对他们说过的同样的话。 你已经告诉他们20次了， 詹姆斯已经告诉他们20次了， 其

他所有人已经告诉他们20次了。 但他们不想要圣经里的这位救主。 因为圣经里的这位救主应许说， “

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你若想要这位救主，你必得救！他的名字代表了他是谁。

  你去思考他的名字有什么涵义。你去思考他名字的意思。 你去思考他的名字表达了什么。 我们

拥有一位什么样的救主。 你直接在圣经中找到， 我上个星期四在圣母湖大学还遇到了这种事。 这里的

这个税吏，请思考， 他连举目望天也不敢。 这个法利赛人在自言自语。 你可以听见，这个人给我打电

话： “我有努力去悔改！我有努力去相信！” 你知道这听上去有多么像路加福音十八章里的那个法利

赛人吗？ “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 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 这正是我的意思。他不需要一位

救主。 他自己做得很好，他努力去自己救自己。 这里的这个税吏。他连举目望天也不敢。 他远远地站

着。为什么？ 他知道他被玷污了。 他知道：我两手空空，无法献上任何东西。 我需要一位救主让我能

在穷困潦倒的境况中来。 气量计显示是空的。 我一无所有。我连烟雾都没有，我空空如也。 我需要一

位救主能把我从我一切的罪中拯救出来。 我不想抓住任何东西。这些会使我失去生命， 这些在玷污我

的灵魂。 我知道神恨恶这些事，我在神的眼中是肮脏的。 我需要从这一切之中被洗干净。 我想神与

我同在。 在我灵魂深处，我知道神离我很远。我不配与他亲近。 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倒算为义

了。 这个人成功跑到了基督那里。

  另外这个人又如何？ 这人是一个强盗。他被钉在十字架上。 他剩余的小时屈指可数。 他生命的

每一分钟都在流失。 他与基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 他意识到了， 我的生命是一个堕落的生命。 我所

受的是我该得的。 我是一个囚犯。我不是一个好人，我是一个囚犯。 主啊，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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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念我。 耶稣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你看，他需要一位救主。 他需要一位救主能把他从他一

切的罪恶中拯救出来。 他需要一位救主来拯救他。 他想要基督这样的救主，他想与基督在一起。 基督

说，“你会与我同在。 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我告诉你： 耶稣基督没有单单来拯救一些人。 他来拯

救的人需要一位像他这样的救主。

  你知道我们制作的DVD吗？ 在那个剪辑的中间， 保罗华许谈到了十字架。我不记得那个剪辑叫

什么， 但那是我特别喜欢的。 在他结束时，他说：你们中间也许有人在问，“我能得救吗？” 然后他

说，我不知道，要看情况。 你知道，问题是 要两手空空来才能得救。两手空空无代价，惟靠救主十字

架。 这是得救最简单的方式。 然而你若立志要手上带着东西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你能得救吗？我能跑向基督吗？ 你能。他免费邀请你来。 你若以这位救主的身份来接待他。 去

以他的方式来得救。 你若无法献上任何东西，这是件绝对荣耀的事。 但是人在他们的骄傲中不愿意这

样得救。 为什么？找着的人少。 因为绝大多数人不是在穷困之中来。 因为这意味着要在谦卑和痛悔之

中来。 当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过来说“我没有什么能献上”时， 这是一个谦卑的姿态。 你看，人充满

了骄傲。 绝大多数人会错过天堂，因为他们 腰弯得不够低。 这听上去都像是某种努力。 绝大多数人不

会陷入一无所有的坑里， 然后倒在基督的怀抱中。 他们想去献点什么，他们想去提供些什么。 他们想

来插手，来搀和。但要去单单倒在十字架下，成为无名小卒， 好让基督成为一切，好让基督做那位完

美的救主， 好让基督来做一切救赎的工作。我们要两手空空来到他那里。 需要他。 需要他！ 基督只会

拯救那些需要他的人。 这是耶稣说的。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 他来

拯救那些需要他的人。 问题在这里： 这里有些人说， “我有努力跑向基督，但他不来拯救我。”这就

是原因所在。 “我努力到基督那里去，但不来拯救我。”这正是这个问题。 一直都是这个问题：他们

没有依照主名的涵义来求告主。 你若求告主名，这意味着你要依照主名的涵义来求告主， 为他名字所

指的一切。

  你来看基督的名字， 你就能看到基督是一位什么样的救主。 这位救主不会分享荣耀。他是救

主。 这意味着你不是救主，他是救主。 他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意味着你是失丧的人。 你是失

丧的人。你不知道怎么回家。你在外面的旷野中 流离失所。你就是失丧的人。 你是一个失丧的人，在

彷徨四顾； 你是一个穷困的人，在寻找黑暗中的星星。 你需要帮助。你需要一切的帮助。 看哪，他的

呼唤声穿越了年代。 那些耳能听的人说， 太好了！这正是我所寻求的救主。 基督说：来，我让你来白

白取水喝。 你可以在灵里跑过去，紧紧抓住他。你就求， 主啊，来帮助我。那么他会立刻来帮助你。 

他若不来，只有一个解释。 错在你身上。你没有真正依照他的身份到他那里来。 你没有依照他的身份

来寻求他。你没有依照他的名来求告他。 你没有依照他的身份来跑向他。 你想要一位不同的救主。你

想要另一位基督。 你可以嘴巴发出声音，求告耶稣或基督的名。 但你的渴望若不是那名的涵义，你不

真诚。 你在寻求另一位救主，而不是神赐给这个世界的救主。 神为失丧的人赐予了一位救主。 为担重

担的人，为负重担的人，为有病的人， 为没有钱银的人，为贫困的人，为穷困潦倒的人， 为那些像税

吏一样的人（赐予了一位救主）， 这些人唯一能做的只是捶着胸说， 神阿，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这

人回家去，倒算为义了。 正是如此。 当你遇到一些人，他们看上去已经为此筋疲力尽了， 他们因还没

得救会泪流满面； 你需要十分清楚基督是一位什么样的救主，他的名字有什么涵义， 求告主名意味着

什么。 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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