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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娘和新郎 有一个负担。他们亲爱 参与他们婚礼的人。 他们知道这里有很多人不是与他们一同
去教会的人。 这都是他们的家人， 他们的同事或他们的同学。 所以他们渴望福音能被传讲。福音 简单
说就是 好消息。 这是最好的消息。
偶尔， 当我们有一对人要结婚时， 我想来思考何谓基督徒。 埃迪和卡罗尔 是基督徒。 我认为
也许我们该花几分钟来思考一下， 这指的是什么？ 这有何意义？ 因为你看到这个词现今到处被滥用。
难道你不认可这点吗？ 你可以打开电视机，看到有各种各样的人自称是基督徒。 有很多牧师出了丑
闻。他们自称是基督徒。 这个世界上有人到处打着基督徒的招牌。 但是，定义基督徒的权柄在于基督
自己。 我认为我们都认同这一点。 你知不知道耶稣教导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不是每一个自称是基督
徒的人是一个基督徒。 所以，何谓基督徒？ 什么是一个基督徒？
埃迪和卡罗尔， 你知道吗？你若问他们，“今天是一个大日子吗？” 他们会说，“是的，今天
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大日子。” 但你若问他们哪个日子更重要： 结婚，还是成为一个基督徒？ 毫无疑
问， 他们会告诉你：成为一个基督徒， 成为一个基督的跟随者。 这与做一个真基督徒紧密相连， 所以
他们才会这么回答。 今天对他们很特殊。 但当一个人找到主时，那一天更为特殊。
何谓一个基督徒？ 什么是基督徒？ 让我来告诉你。 一个基督徒 是世界上唯一为来世 做好准
备的人。 让我们来看这里。 让我来告诉你基督教与什么有关。 它与神有关。 与死亡有很多的关联。
它与罪有很多的关联。 有件事我们都需要来理解。 我们 会死。 我们会死。 这不是因为起初是如此创
造的。 神没有创造人去死。 罪的工价乃是死。（罗马书6:23） 死临到了人 是因为人犯了罪。 这不自
然。 死亡不自然。 这是一个现实： 这里有一位神。 他创造了我们。 我们会死。 我们会死的原因 是因
为我们得罪了这位神。 这个咒诅和这个死亡是我们得罪神， 我们的祖先得罪神的后果。 你知道圣经如
何教导我们吗？ 圣经教导我们： 会有一个审判日。 你知道有什么很有意思吗？ 这是一个提醒。 这里
有一位神。 你我都会死。 我们在审判日要站在神的面前。 这是真实的。
这在婚礼上很难... 当我们想来庆祝时， 似乎让爸爸站到这里来让大家开心更合适。 我们若要谈
到这些， 我们若要谈到真基督教，我们需要来看这其中的涵义。 这是这两位的意愿。他们渴望福音能
被传讲。 好消息已经向我们显明了， 有一条道路能使我们与神相遇，能预备好我们去见神。 这件事很
有意思， 绝大多数的男人不会预备好。 绝大多数的女人不会预备好。 我如此知道是因为耶稣自己所说
的话。
请听这些话。 耶稣， 神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 神道成肉身。 神来了，成为一个人居住在这
个世界。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以人的形象 踏入了这个世界。 成为罪身的形状， 他来了，住在
我们中间。 他来告诉我们一条唯一有希望的道路。 当他来到我们中间时， 他对我们说， 他说，“要
进窄门”。 换句话说， 你现在在这里的生命， 你现在所被赐予的生命和气息 只是一个缓刑期。 在这
段时间内， 神吩咐我们去进入（窄门）。 你务要进入这个地方。 这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地点。 神的
国度不在这个世界。 但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 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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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多。” 不进窄门的人要灭亡。 进入宽门，大门的人 很多。 那会引到灭亡。 耶稣这么说， “引到永
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 找着的人也少。”
这令人震惊。 因为这不是我编出来的， 这是耶稣说的。 耶稣说“少”。 让我们来看这一点。
我们会死，圣经说死后乃有审判。 这是真实的。 你可以做一个无神论者，努力去说服自己这不是真
的。 但这会发生。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希伯来书9:27） 这里也许有一个结婚
之日。 他们也许会生小孩。 但你知道吗？他们的日子是预定了的。 圣经说之后 且有审判。
审判是关于什么？ 圣经说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 使徒约翰看见了说， “无论大
小”。 他们都站在那里。每一个人都在那里。 我们都必须站在基督台前， 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受审
判。 让我来告诉你， 基督徒，真基督徒，正如这两位一样， 在审判日，当人站立在神面前时， 基督徒
是世上唯一被青睐的人， 他们不会被毁灭。 这是何等特殊。 这是何等重要。
但是，这里只有一条道路。这里有一个基督教。 我们必须要站立在神的面前。 这是将会发生的
事。 案卷会展开。案卷里有什么？ 你的生命。 那其中的所有一切。 你生命中的一切。 问题在这里。
在那个案卷里若记载了任何罪， 我们得罪神的每一个罪， 神都会因那个罪而发怒。 每一个罪 都得罪了
神。 神把这看为你亲自对他所犯下的罪。 神是圣洁的。 真理是， 神是公义的。 我们的罪会得到一切
应得的惩罚。 一切应得的惩罚。 请听，当我们在神的面前站立时， 基督徒会得安宁。 这就是基督徒。
在审判日，基督徒 会有一条逃离的道路。 我们的罪不是一件小事。 神赐下了一个律法。 我们违背了
它。
你们都知道人的天性。 一个小婴孩出生了， 你需要做些什么？你需要去教导小孩做邪恶的事
吗？ 不，你不需要去教导他们做邪恶的事， 他们一出生就吝啬。 他们一出生就自私。 他们一出生就想
与其他人打架。 他们一出生就撒谎。 你甚至需要有某种教导，好让他们行事为人讲道德。 我们都喜爱
罪。 在审判日，我们若在我们的罪中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的麻烦大了。 这是做基督徒的美好之处。
在审判日， 重要的问题是， “神怎能接纳罪人？” 你知道哪一点对基督徒来说是真的？ 实际上，从罪
的角度来看，他们与别人没有区别。 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也有罪。 他们的生命中有罪。 一个罪人如何
能来到一位圣洁的神面前， 发现神不会因那些罪来惩罚他们？ 怎能如此？ 我们有唱到这些。 神要来惩
罚罪恶。 你有意识到你的罪吗？ 这将会受到惩罚。 这是件大事。 这是一个罪行。 这其中的罪恶超出
了我们的想象。 我们容易认为罪是一件小事，但这只是由于我们自己的盲目。 这是败坏。
我们若来思考， 何谓一个基督徒？ 一个基督徒有什么？ 一个基督徒有什么特别之处？ 当一个
基督徒来到神的面前时， 尽管他们和其他人一样犯了罪， 神看着他们， 然后神会邀请他们到他自己那
里来。 神会邀请他们来享受主的快乐。 完全被接纳。 怎能如此？ 因为全能神把一切的忿怒都倾泄在他
儿子的头上。 神惩罚了罪， 用尽了一切的怒气 和报应， 用尽了一切的忿怒。 是我们应得的一切， 所
有一切。 神将要来压伤…
你有意识到这是真实的吗？ 这将要发生。 我们无法逃避这些事。 要逃离这些事，你跑得不够
快。 神会抓住你。 你必站立在神的面前。 案卷会展开，你唯一的指望是什么？ 唯一的指望是基督徒的
指望。 这就是一个基督徒所拥有的。请听， 这两位不是变得有宗教信仰了。 做一个基督徒不是如此而
已。 所谓的宗教信仰不是他们所拥有的一切。 或者“他们现在去教会了。” 并非如此。
是什么让基督徒名副其实？ 做一个基督徒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这与罪息息相关， 紧密相连。
这与罪得赦免息息相关。 你说，“这是怎么发生的？” 神如何能看一个罪人，而确实 count them
perfect 称他们为完美， 义， 无可指摘， 毫无瑕疵， 圣洁？ 当他们与其他人一样罪恶时，怎能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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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因为神开了一条道路。 神提供了一个替代品。 这就是一个基督徒所拥有的。 基督徒拥有一个替代
品。 这样的人， 神忿怒的火焰球要像货运列车一样来猛击他。 基督站进来，这火焰球就打到了基督。
基督的灵魂被浇祭。 他如水被倒出来。 这压碎了他的头。 我们唱到， “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
这是些什么？ 神 责罚了他的儿子。 神用一切你我应得的报应来发怒。 然而这落到了基督的身上。
仅仅这么说不够： “难道耶稣没有为所有人而死吗？” 请听，在那日，重要的是：你是否有信
靠耶稣基督 以及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 相信这是耶稣是为你所成就的。 请听，你若继续活在你的罪
中， 你只是在玩弄这个小小的宗教把戏， 那不够， 那不是这两位所做的。 基督徒在绝望中看见了：
我在我的罪中不配见这位全能神的面。 我不配走到神的面前，因为我知道我所犯的罪。 这是我所犯的
罪。 这是真的。 我是一个罪人。 为我犯下的罪，神应该使我下到地狱的最底层。
你在那日怎么办？ 你要置之不顾，去继续玩游戏吗？ 你有一个缓刑期，就是现在。 我告诉你，
在大多数人意想不到的时候，死亡就临到了。 绝大多数人认为，“我明天会去处理好这个问题。” 然
而今天却是他们的最后一天。
耶稣基督来到了这个世界，他遵守了你我无法遵守的律法， 他顺服了他的天父， 他在那个十字
架上 受苦。 他像羊羔受苦。 基本上，在那三个小时内 他无声。除了在神离弃他时，他有大声喊。 但
他无声，他像羊羔受苦。 神惩罚了他， 好让我们得自由。
耶稣说，“找着的人少。” 少。 你知道为何找着的人少吗？因为绝大多数人认为 “我够好。”
而你不够好。 你不够好。 神若那日在你的罪中找到了你，你麻烦大了。 但你若到他那里去… 圣经教导
我们：在那日，基督徒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 发出义的荣光。 这是怎能发生的？ 因为基督徒穿上
了耶稣自己的义袍。 你无法在他们的生命中看到这（义袍）。 你无法用你的肉眼看到这（义袍）。 但
这两位确实穿着基督的义袍， 所以当他们站立在神的面前时，使徒保罗说，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
呢？” 有神称他们为义了。 他们在神的法庭被宣告无罪。 谁能控他们呢？ 耶稣基督代替他们而死，
为他们的刑罚受苦， 担当了他们应得的忿怒， 喝尽了他们的地狱之杯， 所以他们能过来并站得稳，他
们被完全赦免了。 这就是一个基督徒。
你不想去滥用它的涵义。 唯独那些在审判日安息在基督里，并完全信靠基督的人。 你说，“那
好，你是怎么做的？” “这有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你以一个罪人的身份来到神的面前，借着耶稣
基督的美德， 你求神来拯救你。 你不再去与神对抗， 你投降了。 你要求他，你要求告他， 好让基督
的美德， 基督所流出的宝血， 能洗净你一切的罪。 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 这比婚礼的消息更好。
确实如此！
我会死。 你会死。 死后乃有审判。 世界上最好的消息就是 神没有按照我们应得的来除掉我
们，让我们没有指望。 他赐予了我们生命。 但要记住，这只是一个缓刑期。 神给予我们这一点时间 去
依靠基督， 去以一个罪人的身份到基督那里去， 并相信他会来拯救我们。 这是一个好消息！ 但你要先
听到坏消息，才能意识到这有多么好。 这真是好！ 阿门！
当然我们都知道一个影子是什么。 一个影子是真实的吗？ 它是真实的， 它是一个影子。一个影
子是真实的。 但是一个人的影子与那个人不同。 那个人与那个影子会有不同的体现。 在我成为基督徒
之前的那二十五年中，我不确定… 我完全没有意识到婚姻是什么。 我认为这只是一个习俗。 但婚姻不
仅如此。 它是一个影子。 你看哪，做一个基督徒还有另一件事。 除此之外， 他们将来还会有另一个婚
筵。 那个婚姻会持续到永恒。 这里的是一个影子。 这是真实的。在他们的生命中，这会很真实。 一个
影子是真实的。 但是投下影子的 是实体。 那才是最真实的。 将来会有一个婚筵。 那是羔羊的婚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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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埃迪和卡罗尔之间的婚姻， 是神所设计的， 特定的，不仅是文化习俗， 这是一幅 基督娶新妇的
图画。
所以，在我对你所讲的审判日的那一天， 一旦恶人见神之面被永远驱逐之后， 至少与神的慈
爱， 怜悯， 和恩典（永远隔离）。 在那之后，宴席就开始了。
一旦一切玷污被除尽了， 基督将会娶新妇，那里会有一个婚筵， 你我绝不要忘记：我们会在那
里。 这里的是一个影子， 所以你们应该如此看 埃迪娶他的新娘。 这要让你思考， “那日，基督会娶
他的新妇。” 耶稣会去娶他自己的教会。 耶稣会把我们带到他自己的怀抱中， 并用他的爱来覆盖我
们， 这将持续到永恒。 这里的只是一个影子。 这两位在说，“你快开始吧，哪怕只是一个影子， 我们
也想让影子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