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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与十字架（一）  2020_10_3 
 

00:00-00:30 

欢迎每一位已经上线的同学，你们都好啊！感谢主，哈利路亚！

昨天没有机会、没有时间上线的，特别欢迎你们！你们也许可以补

听录音。 

感谢主！因为我以往也是这样，周末这两天，我都是照着圣灵

的带领讲同样一个题目。可是，内容常常是不一样的，我不是重复

的，因为我也不会重复，圣灵也没有带领我重复。每一次我讲同样

的题目，祂总是会给我有一些新的亮光、新的领受。感谢主，像今

天早上，所领受的和昨天早上的又不一样，虽然我们还是要讲，因

为这一个月，都要不断地讲《圣灵与十字架》。赞美主!  

我们先来预备我们的心，还是要靠近主，我们要知道：你连上

了祂，祂就是生命的源头——祂是叫我们的灵魂苏醒的；祂是叫我

们的灵魂更新的；祂是照明我们心中眼睛的；祂是开通我们耳朵的；

我们跟祂连上了，我们就活了；因为祂是生命。 

为什么圣经说：“远离祢的必要死亡；”这是诗篇七十三篇那里

说的：“亲近祢的，都是有益处的；远离祢的必要死亡。”（参诗 73：

27-28）意思就是说：你跟生命脱节了，当然那就是死路一条了。可

是，圣经所说的“死”，跟我们人所领会的“死”常常是不一样的。

人领会的“死”，难免就是：断了气了，进了棺材了，下了坟墓

了……这是人对“死”的领会。但圣经里面所说的“死”，就是与

主断绝了；你没有跟生命的主连上，就是死。有的时候，我们有些

负面的思想、消极的思想，还有一些负面的话语……那都是死亡的，

都是把我们带到死亡的。我们也可以总的一句话来说：凡是叫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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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耶稣的，凡是叫我们跟主脱节的，不管是什么，要记得，从圣

经的角度来说，那就是死亡！ 

圣经的根据在哪里呢？一开始你读《创世纪》，第二章马上就说，

神就跟夏娃和亚当说：“这个园子里头的树你都可以吃，惟独那个善

恶知识树，你不能够吃，你吃的日子就要死，或者说，你吃的时候，

就要死。”（参创 2：16-17） 

什么叫做“善恶知识树”？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那个是非，什

么时候我们落到是非里面，那就没有生命了。你可以注意，我相信，

在线上的弟兄姐妹，大概都有这样的经历，你什么时候落在谁是谁

非？谁错谁对？什么时候你落在这个境况里头，你要记得：你里面

就没有生命了，就跟主脱节了。这就是神所说的：你吃这个善恶知

识树的果子，吃的日子、吃的时候必定死，那就没有生命。 

怎么样才有生命呢？凡是与主的连结，凡是与主的连结！我们

要是讲到《圣灵与十字架》的话，就是仰望主的十字架。十字架是

我们的拯救，也是我们的医治，也是我们在苦难中得安慰、得力量

的一个宝贝。我们对十字架的认识，是渐渐的，也是随着我们灵命

的增长，还有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所受的试炼，圣灵带领我们能

够经历到十字架，也就是主耶稣所钉在上面的十字架。我们说圣灵

跟十字架是分不开的，要记得，主耶稣跟十字架也是分不开的。 

为什么我们要讲十字架？或者说，圣经里保罗特别要讲的多，

讲十字架讲的最多的就是保罗，为什么呢？因为十字架是把我们带

到主面前，十字架能让我们想到主的爱——祂何等地爱我们，为我

们亲身挂在十字架上。 

我今天早上突然就想起，我第一次领会十字架，是在我大约 20

岁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信耶稣刚刚两年吧，头一两年。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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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我不懂得，也不认识耶稣，反正知道说受了洗了，我就是基督徒

了，其他我都不懂。那个时候也挺爱世界的，最爱的就是看电影，

我是个影迷，周末的时候要看个两三场电影；我爱世界上的音乐、

歌曲……这样，可是，我还是去教会。 

有一天，我们有一群年轻的、都是信主的，大概有五六位，其

中包括我现在的师母（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结婚，我们是在同一个

教会里面），这群年轻人就在一个人的家里有祷告会，我们都在那里

聚会祷告。那一次的祷告会很特别，每一个人祷告，一个一个的都

在哭泣。那时候我不懂那是圣灵的感动，那是被神的爱所触摸，被

圣灵所感动，才会流泪。轮到我祷告的时候，我也情不自禁的也流

泪，也哭起来了。我为什么哭呢？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看见耶稣

挂在十字架上，好像是一幕电影，就放在我的前面，那个比电影还

要真实。让我最受感动的是：我看到主的血，从祂的手上、从祂的

脚上流下来，流在十字架上。那个时候，我就大哭，那时我不明白

是圣灵把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情景，照着我所能领受的，显示在我的

灵里面，我好像是在外面看到的。可是，我不记得了，反正那一幕

是那么真实。我就哭了，一面祷告一面哭，认罪、悔改。我就说：

“主啊，祢看，我虽然信了祢，可是我还是爱世界！”那次我就在

主面前有了一个很深的悔改，那是我第一次的悔改，但那个悔改乃

是主的十字架所带给我的。我那一次所经历的，就是看到主的爱，

祂那么的爱我，我也看到自己是这么样的一个罪人。今天早上我想

到那一幕的时候，我就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我说：“主啊”，我

知道主祂再次用祂的爱来触摸我，让我再能够更多地回想，并且能

够进入十字架的意义。 

所以我就联想到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其实昨天就想到了，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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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来得及唱，就是《靠近十架》。在我们的诗歌本里面是 207 首

（如果慧杰找到的话，不妨给我们屏幕打出来）。 

歌词： 

一、求主使我近十架，在此有一宝泉； 

    医治活水无代价，流自加略山岭。 

二、前我战兢就十架，得蒙爱怜宽恕； 

    明亮晨星的光华，在此仍将我照。 

三、哦主！当我近十架，示我以其情景； 

    在祢十架荫庇下，天天助我前行。 

四、就近十架而儆醒，时时信靠瞻仰； 

    直到被提得上升，永远见主面光。 

副歌：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夸耀， 

      等我被提到天家，仍是我的依靠。 

这首诗歌，我每一次唱的时候，它就把我带到主的面前。为什

么十字架那么宝贵呢？如果我们想到受苦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点

怕十字架。但是，如果我们想到我们的主如何在十字架上，祂的爱

如何在十字架上流露出来，祂的救恩，祂所完成的宝贵的救恩，都

在十字架上。十字架带给我们的是安慰、是医治、是能力，是把我

们带到主的面前。 

为什么作者这个题目叫做《靠近十架》？near the cross，就

是因为十字架把他带到主的面前。这个十字架，你如果多有一点默

想的话，真的很有意思，尤其在圣灵的启示和实际当中，我们不但

不怕十字架，反而会更爱十字架，会宝贵十字架。当我们这样唱的

时候或者今天我们在讲课的时候，仰望圣灵来带我们进入十字架的

真理，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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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从心里面一起来唱，真的是要靠近十字架。因为我们

的主在上面，祂从降生就在上面，如今祂还是有十字架的记号。你

要记得，今天的主虽然祂是在宝座上，可是祂还是羔羊，那个羔羊

就是一个祭物，是赎罪的，是为我们赎罪的，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

上的。所以一直到今天，十字架跟主是连在一起的。 

现在我们一起用心来唱，让圣灵来带领我们。 

唱诗《靠近十架》 

第一节我稍微要解释一下，“求主使我近十架”——英文是

Lord ,keep me near the cross，就是求主保守我一直是靠近十字

架的。在这里有一个宝贵的泉源，这个泉源也就是医治的活水。你

要知道，每一次当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你好像受了委屈了，受了

伤害了，被人亏待了，哦，亲爱的弟兄姐妹，快快来到主的十字架

跟前，这里有一个医治的宝泉。 

“无代价”——就是不需要付代价的，英文是 free，今天你买

东西很多是免费的，“free”，这个宝贵的医治者，这个活水泉乃

是可以免费来取的。从哪流出来的呢？是从我们主耶稣被钉的脚上、

手上流出来的。我就是稍微觉得需要有一点解释。 

第二节，我们一起来唱。也许再唱第一节，解释过了，我们再

唱的话可能更有一点意思。这次也许我们可以稍许快一点。 

我刚在唱的时候好像圣灵要我提醒说：今天亚洲是晚上，北美

是早上，今天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你有什么觉得伤感，受了伤了，

受了委屈了，好像无处可以去诉苦的时候，你现在就可以来到主的

面前，你现在就藉着这首诗歌，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得医治、得安

慰，重新得力。就是那么简单，但是你要有信心，要像圣经所说的：

“凡来到神面前的，必须信有神，并且信祂赏赐那寻求祂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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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11：6） 

第二节一起来。第二节，我还需要有点解释，我们不要很快的

让它过去： 

“前我战兢就十架”——以前他是恐惧战兢，以为我们的神、

耶稣来是要审判我们的，然后，他蒙了怜悯，知道十字架是说到爱，

十字架讲到神的怜悯，是讲到耶稣的宽恕。你还记得吗？主耶稣被

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祂最痛苦的时候，祂为那些钉祂的人怎么

祷告？祂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知道。”

（参路 23：34）那个时候，主的慈爱、怜悯、宽恕，就在耶稣的祷

告里头流露出来。 

第三行说到“明亮晨星的光华”——明亮晨星就是主耶稣祂自

己，祂就是明亮的晨星，祂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祂是明亮的晨

星，这个亮光“在此仍将我照”——祂仍然照在我们的里面，就像

我刚才开始的时候，我所提到的我的见证：我在 20 来岁的时候，第

一次看到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那个时候我不知道祂是明亮的晨

星，祂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祂就是在那里“照着我”！我说我不懂，

只知道主的爱、我受感动了，我就大哭，我也不知道怎么发表。但

是感谢主，经过那么多年，由于我灵命的增长，我才渐渐的体会十

字架的宝贵，宝贵的是因为：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这位，祂就

是明亮的晨星。 

哦，赞美主！我们再来唱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哈利路亚！ 

我们要高举十字架，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我们高举十字

架，就是高举主，高举主的救恩，高举主的爱，高举主复活的大能。

所以我们常常说：十字架乃是我们进入荣耀的道路。许多人怕十字

架，就是因为不认识十字架，不明白十字架的道理。正如保罗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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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十字架在灭亡的人身上，在不懂得、愚昧的人身上，这个十字

架好像是个愚昧；可是在我们蒙恩得救的人身上，不！这个十字架

乃是神的智慧、神的大能。（参林前 1：18） 

昨天我们读了几处的圣经，今天我们还要再读别处的圣经。昨

天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第十五章 1-2 两节，主耶稣特别讲到葡萄

树，我昨天有比较详细的解释，比较深入的如何应用在我们的生命

上面，今天就不重复了。 

今天要接着讲的多一点的是《十字架的意义》——《圣灵与十

字架》。为什么我选这个题目呢？这个书里面所写的，它的重点是十

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建造，拆毁和建造、破碎，使我们得以完整，除

去旧造，可以把基督的新造作在我们的里面。这是十字架在我们的

主观经历方面，可以说到了最后，是比较更深一层的经历。 

十字架的意义是有多方面的，由浅而深的。开始的时候，像我

刚才已经作了见证的，我所体会的就是主的爱；而且，是圣灵把我

带到实际的里面。如果没有圣灵的话，我只是在理性里面听人讲道，

“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最多就是我知道这句话，我也相

信有这么一回事，但是我不能够体会。我要能够体会，我要能够经

历，甚至于受感到一个地步要流泪的话，这个必须要有真理的圣灵

来，才能够带我们进入这个真理。 

00:30-1:00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是圣灵，因为我不认识圣灵，那时候我还没

有领受圣灵，也没有这方面的教导，刚刚才信主不到两年吧，而且

又很年轻，什么都不懂。但是经过那么多年，就觉得十字架越来越

宝贵，特别今天早上，我在想到十字架，我就觉得好宝贵！我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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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泪的，今天早上我就想到：“噢，主啊，祢那么宝贵，祢藉着十字

架让我能够认识祢，能够来到祢的面前，能够与祢连结。不但是一

个初步的爱的连结，一直到今天，这个十字架，能够使得我与祢有

更深的连结。”为什么呢？这个十字架就是保罗所说的：“身上常常

带着死——带着耶稣的死。”（参林后 4:10）要知道这个十字架，不

是人的十字架，乃是耶稣的十字架，才有力量，才能够医治，才能

够把我们带到祂的里面。 

十字架与圣灵，如果这个题目你要更深一点来体会的话，那就

是圣灵用十字架——什么是十字架？昨天我就说过了，就是所有神

所使用的人、事、物和环境，来对付我们的己、我们的老我、我们

的肉体，使我们有所改变的，那个就是圣灵所用的十字架。 

我为什么说十字架使我们与主的连结更深呢？因为十字架在消

极方面，是除去我们的肉体，除去我们的老我。我们己生命里面的

所有那些败坏的、堕落的、有罪性的，那些与耶稣基督的性情相反

的东西，圣灵来，就藉着十字架一样一样地这样除去。 

昨天我有讲到，主耶稣说：“我父是栽培的人。”翻译出来就是

说：“神的灵就是作工的，就是栽培我们、建造我们的；或者说祂是

修剪我们的，而且，祂要把他修理的干净。”换句话说：圣灵在我们

身上建造的工作、拆毁的工作，祂是要一直做的。做到什么时候呢？

做到干净了，修理干净了，那个时候就结出葡萄来了。那个葡萄是

谁呢？就是耶稣基督！主说：“我是真葡萄树。”祂用葡萄作比喻，

乃是结出祂。祂所以用葡萄，就是葡萄多，籽粒多，果粒一串一串

的。在旧约的时候，摩西打发探子到迦南地去，观察那边的光景的

时候，那里的葡萄不是一串一串手可以拿，乃是需要人抬的，可能

是又大又多。这是什么呢？这是主耶稣要说祂的丰富。所以，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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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是要我们得生命，并且要得的更丰盛。 

要知道我们信耶稣，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们是要得生命。

为什么我们要来要耶稣？要专注耶稣？——我们要得生命，并且得

的更丰盛。什么是生命？——生命是一切，没有生命都完了；有生

命才能够讲道，做这个、做那个。 

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就受撒旦的欺骗。撒旦用什么方法

来散布死亡呢？撒旦的工作是散布死亡。神的工作，耶稣的工作，

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撒旦用什么方法来散布死亡？牠

用各种各式各样的方法。在神的儿女当中，牠用的最多的方法就是

那些消极的话、消极的思想；那些负面的话、负面的道理；还有不

和睦、各种的意见……告诉你，这些都不是生命，我们离开的越远

越好。你知道吗？我们要靠近的、我们要吃的果子是生命树的果子，

要远离善恶知识树。我们必须要这样靠着主，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生

命。 

但是，我们这个天然的人，太容易落在谁是谁非中，我对呀，

你对呀……太容易去吃善恶知识树，所以十字架必须要把我们这个

旧造、天然的、好说话、好讲理、好批评论断……把肉体的这些，

圣经说这个肉体就是罪性，“sinful nature”，就是犯罪的性情，

祂都要除去，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要修理干净。 

这也就是为什么圣灵跟十字架是不能分开的。圣灵来，是要把

耶稣带来；圣灵来，是要让我们里面的耶稣越来越多；这是积极方

面的。可是消极方面，祂必须要把我们里面的那一些拦阻耶稣的、

敌基督的、与基督是相反的那些东西，祂必须要除去。而除去的方

法，圣经就用十字架，神是用十字架这个方法。 

十字架最主要的意义就是钉死，钉死！耶稣的钉死，祂不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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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犯罪，那是因为爱我们，因为我们犯了罪，所以才给祂钉死。而

我们的钉死，是因为我们是个罪人，把我们的罪性必须要钉在十字

架上。所以，圣灵祂必须要用十字架来对付你，来对付我，对付我

们这个旧人。 

我这些年来，可以说不知道受了多少的对付。我在职场上三十

多年，换了差不多有十三四个工作，后来三十多年，一九八五年蒙

召全职服侍，在教会里头我也是这样，也是被对付，也是学习。肉

体、老我不断地被除去，不断地被除去。我在职场上所学的功课比

较多，因为神就兴起一些环境，很多人跟我过不去，跟我作对，要

打我，要杀我。不是用刀子，是用剪刀，几乎要放到我的喉咙这儿。

可以说最后一个职业，八年的功夫，那个八年可以说是最受熬炼的，

也可以说十字架在我身上作的最多的就是那八年，被剥夺的就是那

八年。 

可是，这是消极方面的。但是，正面的、积极方面的，我得着

什么呢？乃是与主更多的连结，乃是我里面的基督更多了，这就是

圣灵要做的工作。圣灵来，就是要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里面。可是，

祂如果没有把我们从我们的自己里面带出来，还有我们自己所有的

观念、所有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一些知识，或者很多那些拦阻的东

西……祂如果没有把我们从这些东西里面带出来的话，祂没办法把

我们带进基督里面。或者另一个说法：祂如果没有在我们的里面把

这些旧造、这些败坏、肉体里面那个败坏除掉的话，祂没有办法把

耶稣基督那个新造作在我们的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圣灵与

十字架。结果是什么呢？是得着耶稣基督，是得着祂自己，是得着

更丰盛的生命。 

要记得，我们信耶稣是要得生命，不是要得什么名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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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要有什么成就，不要指望从人那里要得到什么。我们要让神

来作，好让我们可以得到耶稣基督，并且得的更多、更丰盛。这是

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这也是神把圣灵赐给我们的最主要的目的。 

我们不是被圣灵充满，说了方言了，或者是有一点恩赐——说

预言、说方言、翻方言、看异象，有一点这样的恩赐，然后，我们

就跟别人说，我们就很得意这样。不是！圣灵来是要除去我们这个

老我，要把我们这个肉体钉在十字架上，要钉死！然后，我们才从

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不是我们自己，也是圣灵叫我们从死里

复活，正如耶稣从死里复活，乃是神叫祂复活，祂上十字架，乃是

靠着那个永远的灵——就是神的灵；（参来 9:14）祂从死里复活，

也是那一位永活的神——祂的灵叫祂能够活过来，灵是叫人活的。 

我们对于圣灵基本的观念，要记得：祂是一个 Life giving 

spirit，祂是一个赐生命的灵。圣灵是一个 Life giving spirit，

圣灵是赐生命的灵！ 

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就是得着主的生命，被主的生命来充满。

这个充满好像就够了？不是，多次的充满，越来越丰富！我们得生

命不是一次的，乃是得的更多，越来越多。所以，你看，我们多么

需要常常的这样被圣灵充满，而且我们多么需要十字架，我们多么

需要十字架！ 

所以今天早上，我领受的另一段经文也是在《哥林多前书》第

一章，请我们翻到第一章第 22 节:“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尼利人是

要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

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就是蒙恩、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

是希尼利人，基督总是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参林前 1:22-24）

你要是多一点这样来默想十字架的意义，尤其在我们主观的经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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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十字架跟我们的关系，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要认识

基督，我们就必须要认识基督的十字架，或者说我们必须要认识钉

十字架的基督。保罗他在这里传的信息，他所传的是钉十字架的基

督。 

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在我们所到的各处的教会里面，大致可

以分为两派，或者两种：一种就是追求能力恩赐、神迹奇事，这个

我们都知道，通常我们就说是灵恩的教会；另外就是追求圣经的知

识，要注重讲道，注重讲解圣经，注重圣经要熟、要可以背，注重

查经，这也是一类。这里所说的“犹太人求神迹”也可以说是代表

灵恩的教会，只是在追求能力、恩赐和神迹奇事，不是不好，那个

是次好的，是次要的。“希尼利人”是代表这种福音的教会，比较注

重知识，注重讲道的这一类的教会，也不是不好，我们需要有圣经

的知识，我们圣经的知识可以说越多越好。但是，这两者如果要是

合并起来，一个是追求圣灵的恩赐，一个是追求圣经的知识，如果

把圣灵跟圣经这样合并起来的话，那就有一个平衡。不然的话，就

偏了，只是一面。固然，你在这一面很好、很强，可是你缺少了另

外一面，就好像火车的轨道，火车你要能够开得稳，你必须要有两

条铁轨。你有一条铁轨虽然很好，很坚固，也许这个很长，但是没

有用，你没有另外一条，你怎么往前？同样的道理。 

但是，保罗他在这里所说的，他传钉十字架的基督，这里面的

含义是什么呢？就是他有中心，他也有圆轴；他有火车，他也有轨

道；他是讲的比较完全。因为他说:“惟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

内，或者又住在各人的里面。”（参西 3:11 下） 

我常说基督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你要能力，当然祂就是

能力的源头；你要恩赐，祂是赐恩者；你要知识、要智慧，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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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的知识和智慧都藏在祂的里面；你要圣灵，祂就是受膏者，祂

就是用圣灵给人施浸的那一位；你要多少，祂就给你多少；你要什

么，祂有什么。 

所以，保罗说:“我们就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参林前 1:22

上）为什么他就是讲钉十字架的基督呢？因为十字架是我们的拯救；

因为十字架是神的能力，是神的智慧；因为十字架是把我们带进荣

耀的一条道路。所以，他必须要传这个钉十字架的基督。 

“钉十字架的基督”也意味着这位进入荣耀的基督，乃是钉十

字架以后死了、复活了，祂才得着尊贵荣耀——祂升天。这个钉十

字架的基督，如果我们所跟随的、所侍奉的、所传讲的，是“钉十

字架的基督”，我们一定是进入荣耀的。但是，从哪里开始呢？从

十字架开始，是不能离开十字架的。这位得着荣耀的基督——在宝

座上的羔羊，要记得，祂是钉十字架的基督。 

“羔羊”的含义，就是祂是死在十字架上的，为我们赎罪而死

在十字架上的。你说我们怎么能够离开十字架？另外，十字架多么

宝贵！多么可爱！今天早上，好像主给我有一个特别的感受，就是

让我好像特别感觉到十字架的宝贵，甚至于我就要抱着十字架，要

去亲一亲。为什么？因为我的主在上面，我的主一直到今天在宝座

上，祂都是羔羊，祂都是被杀的羔羊。 

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你说，我们要不要十字架？当然要！我们

要不要生命？当然要！我们两样如果都要的话，我告诉你，那总结

就是基督，我们就得着基督。我们身上的十字架越多，要记得，我

们得着的基督也就越多。 

你看保罗在圣经里面，他实在是一个典型的背十字架的人，当

然他是神的仆人。他不仅是传讲钉十字架的基督，他的生命所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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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就是一个钉十字架的基督的生命。难怪他说：“我活着就是

基督，”（参腓 1：21）他的意思不是说他取代了基督，乃是他所活

出来的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他所活出来的生命，是一个钉十字

架的生命，正如我们的主是一个钉十字架的生命。主耶稣的十字架

不是从加略山开始，乃是在马槽里，祂降生的时候，祂就开始，那

个就是祂十字架的记号。保罗他的十字架的记号，是从他蒙召的时

候开始，主就说：“他要为我的名要受许多的苦难。”（参徒 9：16）

那个时候主就把十字架加在他的身上，但是他被圣灵充满以后，他

就知道十字架是什么意思。 

所以，刚才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22 节、《加拉太书》

第二章 20 节那里，我常常提到的，就是他说：“我已经和基督同钉

十字架。”这一节的经文，“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

你说这个保罗，你一提到保罗这个人，他说他已经和基督一同钉在

十字架了。他不仅是一个传讲钉十字架基督的人，他就是一个与基

督同钉十字架的人。他怎么样与基督同钉了？他乃是在圣灵中经历

到与主的联合。 

所以，他在讲到受洗的意义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受洗是归入

基督的死，是与祂一同埋葬，一同复活。”（参罗 6：3-4）这个就是

在《罗马书》第六章。你们受了洗的弟兄姐妹，应该再把《罗马书》

第六章再读一读——受洗的意义。我受洗的时候根本不懂，我只知

道说我要受洗，我做了一件对的事，我信耶稣就是没有错的，那时

候我只知道这一点，但是其他就不明白。所以保罗讲到就是我们受

洗的时候，第六章第 4 节：“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和祂一同埋

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



JMI   2020   秋   周六   周牧师 

 15 / 22 

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祂死的形状上与祂联合，也要在祂复活的

形状上与衪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祂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

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

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祂同活。” 

他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第一是有信心，他相信他跟主的联合，

也是联合于祂的死。第二、他有这样的经历，是真理的圣灵带他进

入了这个真理。这里他所讲的受洗归入基督的死，与主的死联合，

与主的复活联合，这是在圣灵中的经历。可是从哪开始呢？从你相

信开始。而且你被圣灵充满以后，你就可能会经历，也就是说慢慢

你就会进入经历的里面。 

也可以这么说：水洗的意义，就是与主联合的意义，这个真理，

乃是圣灵的洗，所带我们要进入的一个实际。或者说，藉着水洗，

与基督同死同复活，这个真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开始经历，成

为我们的实际呢？乃是我们从受了圣灵的洗以后才开始。圣灵就会

带领我们，圣灵就会将十字架的真理、这个实际，在耶稣身上所成

就的，要一点一点地作在我们的里面。这是需要时间的，需要年日

的。 

但是，你只要跟随圣灵，为什么跟随圣灵是那么的重要呢？跟

随圣灵是一个基本的，是一个起步，是一个入门。如果你没有跟随

圣灵的话，你只是接受一些道理，真理是明白，但是你没有进入那

个实际。要进入实际的话，必须还要受圣灵的洗。这就是为什么一

个基督徒必须要受水洗，也要受圣灵的洗。 

今天在线上，如果还有的弟兄姐妹，你还不清楚什么是圣灵的

洗，你要查考圣经，你要看我写的那本书《认识圣灵》的里面，可

以先看一点资料。以后等我的《圣灵论》出版的时候，感谢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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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主若许可，希望明年春天可以出版。这里面讲到人为什么要受圣

灵的洗？还有火的洗，然后水洗，这些我都会提到的，但是今天你

从圣经里面可以知道一点。 

我讲的是保罗他的经历，“我已经同基督同钉十字架，”他这个

经历在哪里？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从圣灵充满以后开始，自从受了

圣灵的洗而开始的。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经历与主同钉十字架？

就是要相信，要跟随圣灵。 

有时候，我们与人有问题的时候，或者有争执的时候，有意见

不和，甚至吵架的时候，这个时候当我们回到主面前，我们去安静

等候寻求的时候，圣灵就会光照我们。很奇妙的，往往祂让我们看

到我们问题的所在，就在这个时候，要记得，你就要相信主的话说：

“我们受洗的时候，是与主归入主的死了，是与主一同钉在十字架

上。”就是保罗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你什么时候

钉的？你在受洗的那一天就钉了。可是你还没有经历，什么时候进

入实际呢？乃是你跟随圣灵。这个时候圣灵光照你，给你看到：你

还是不能原谅人，你还是没有爱，你还是自以为是……这个时候你

要知道，这就是圣灵来执行这个“死”；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相信我们

已经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了；这个时候，你就（待续） 

1:00-结束  

（接上文）像保罗所说的一样，看自己是死的，或者是算自己（是

死的）。count ourselves to be dead，我们已经和基督联合了，基

督已经死在十字架，我当然和祂一起死了。但是不仅是与祂的死联

合，也与祂复活联合。基督已经活了，而今天祂活在我的里面，我

要让祂活出来；我要让祂的这种赦免、原谅，这种谦卑柔和，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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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我要让祂这个生命从我的里面来活出来。圣灵感动你就顺

服，承认自己的错，这个时候你转向主，你相信被钉死的基督，第

三天又复活了，祂就在你的里面，我们是与祂连结、联合。这个经

历是逐渐的，不是我们一步登天，好像就没有自己了。神会用环境、

不同的环境、人、事、物，祂来在我们身上作工，这就是圣灵与十

字架的主要的意义，就是在这里。保罗他就是说：“噢！我已经和基

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参加 2:20） 

我是一九五七年，那时候我的基督徒的灵命，已经是到了瓶颈，

好像我有很多的问题无法解决。最主要的就是，我发现我的生命没

有改变，我的脾气、我的个性没有改变。当然，我就有一个疑问，

到底我信的对不对？我什么地方有了问题？我缺少了什么？那个时

候我就开始寻求，我就在我们教会里，问那些带领我们的传道人。

我们所在的教会，是不称牧师的，是没有牧师的，都是称弟兄的，

传道人我们就称“弟兄”或者是“神的工人”。我就见了人就问，把

我的难处告诉他，他们给我的解答，都没有能够解决我的问题。后

来有一天我就请假了，我没有上班，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那天跟

神好像半交涉的心态，我说：“主，祢今天如果不给我答案的话，那

就算了，我也不要侍奉祢，我还是回到世界去，我还是追求在世界

上的成就。”我一整天祷告、读经，什么感觉都没有。最后，到了傍

晚的时候，神就给了我这一句话，就是《加拉太书》第二章 20 节：

“我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

里面活着。”就是这节经文，我得到了这节经文，但是我还没有开启，

还需要圣灵的开启，我还不明白到底什么意思。字句我都懂了，我

也可以背了，但是到底精意是什么？我不懂。我再继续地追求，什



JMI   2020   秋   周六   周牧师 

 18 / 22 

么时候我才开始明白呢？直等到我被圣灵充满。 

从一九五七年我在寻求，我在问，我一直没有走出我们那个教

会，因为我们教会跟别的教会没有什么来往，我们就是唯我独尊的。

好像别的教会都不属灵，只有我们教会是对的；别的教会都不是教

会，是公会；只有我们教会是教会。这一种的环境，这种心态，唉

呀，这是要不得的。然后我们就偷偷的，我和我的师母去参加一个

圣灵充满的教会，一个灵恩的教会，就在那里被圣灵充满。 

渐渐的，我就开始领会《加拉太书》二章 20 节所说的：“我已

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开始领会的时候，我这个旧人的问题，已

经解决了：耶稣死的时候，我在祂里面和祂一起都死了，我的个性、

脾气、骄傲都死了，这是我的领会。现在圣灵来了，祂要来执行，

祂要来将与基督同钉这个真理，要落实在我的身上，我所需要的就

是要相信神的话所说的，也相信圣灵在作。 

所以，从那个时候一九六五年，我追求这个真理，我所缺少的、

我所失去的就是圣灵，就是圣灵的充满。圣经所说的圣灵的洗，我

没有；水洗十多年了，没有圣灵的洗。所以，当我那天受了圣灵的

洗以后，就开始一直到如今，我对这一节的经文，不断的进入，领

会也是越来越多。“我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就是我这个旧人

已经死了，没得可救的了，不要再希望我能够改好了，我现在需要

接受的，就是在基督里和祂同死。还有，就是要相信和祂同活，就

是祂活在我里面，我要让祂活出来；我要相信那在我里面的，比那

在世界上的更大，祂要活出来。有时候我唱诗歌——主啊，求祢从

我活出祢自己。 

我们今天最需要的就是：就我们自己而论，和基督一同死，是

在基督里面的死，我们自己死不了。有的时候我还觉得，这个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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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不了；你说死，还是活。我告诉你，圣灵已经在作了，不过是最

后的一个挣扎，只要我们与主连结的话，我们一定会有份于祂的死，

也会有份于祂的复活。神的话永远不会改变，只要我们跟随圣灵，

真理的圣灵祂会一步一步地引导我们进入这个真理，就是神的话的

里面，也就是基督的里面。 

所以，圣灵与十字架是分不开；圣灵的启示，使我们更多明白

十字架的意义。而圣灵的运作、圣灵的工作，就是把十字架的意义

和所包含的内容，祂要落实在我们的身上，要执行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只要跟随，我们只要相信，有一天在保罗身上所有的，都会成

为我们的份。我们也能够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

里面活着。” 

这下面还有半句也很重要，你要记住，整个这一节他说：“并且

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祂是爱我，为我舍己。”

我今天早上想到主的爱，非常受感动。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我们虽

然死，我说的死，是己生命的死、老我的死，不是我们肉身的死。

我们这个肉身还活着。肉身活着是怎样呢？他说：“是因为信靠神的

儿子，”他的活不是凭自己，乃是凭着信心，就是信靠这位从死里复

活的主，也就是他所传讲的钉十字架的基督。 

所以当哥林多的教会发生分门结党的时候，在那里说：“我是属

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矶法的，”（参林前 1：12）那就

是他们还在跟人，不知道基督是救主、是一切。所以保罗就跟他们

说：“我就是传这个钉十字架的基督。” 

他还有一句话，他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

基督并祂钉十字架。”他说：“我已经定意了，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

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参林前 2：2）为什么呢？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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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知道，你们之所以这样分门结党、分门别类，就是你们需要的

就是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我就是这样，所以当我只知道耶稣基督

并祂钉十字架的时候，我的问题都解决了，我那个旧人的问题都解

决了；我只有耶稣基督，我这个人已经结束了。 

他不是还有一句话吗？他说：“这个十字架，就我而论的话，这

个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着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

你看这个十字架跟他的连结，也可以说保罗身上的记号就是十字架。

就好像今天很多教堂外面的十字架，那是外面，是给一般世人所知

道的十字架，就是代表基督教，是最普通、给不信的人。可是，我

们宝贵的是保罗他所传的、他所活的里面的十字架，就是耶稣基督

的十字架，就是你和我所需要的。你看多么宝贵！你还怕十字架吗？

哦，你要靠近十字架，你要来亲十字架，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死在

上面，又为我们复活，如今祂在宝座上，祂仍然是神的羔羊，还是

带着十字架的记号。但愿你我身上一直有十字架的记号！我不知道

谁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不背十字架，我们就会成为别

人的十字架。”我们身上如果有十字架的记号，我们就流露主的生命，

还有主的爱，是最重要的。 

好吧，最后我们有几分钟，我们有一点安静，让这些话能够落

实在我们的里面。 

唱诗：引我亲近、亲近我恩主，到主受死宝架前； 

      引我亲近、亲近，更亲近恩主，到主流宝血身边。 

这个英文的副歌： 

主啊，吸引我更近更近，亲爱的主， 

更近到十字架，就是祢流血的身边； 

吸引我更近更近，我的恩主，到祢流宝血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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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我们谢谢祢，祢为了要把祢的爱、还有祢的一切，要给

我们，祢所付的代价是何等的大！就是祢为我们亲身挂在十字架上，

担当了我们的罪，洗净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在神面前可以称义，使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来亲近祢，并且藉着祢所给我们的

圣灵能够与祢联合，祢能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祢的里面。 

哦，主啊，这是何等奇妙的救恩！圣灵啊，求祢今天向我们每

一位同学、每一位弟兄和姐妹来启示十字架的奥秘，来启示为我们

受死、又为我们复活的基督，叫我们能够更深的明白十字架的意义、

十字架的宝贵、十字架的真理，以至于我们愿意更靠近，更靠近。

主祢来吸引我们，是的，主啊，今天早上祢就在吸引我们众人，我

们愿意更多靠近祢——流宝血受死的主——祢的身边。 

亲爱的主，常常提醒我们祢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远远超过我

们在地上所经历的任何的苦难。主啊，用祢的十字架来做医治的工

作、做安慰的工作、来做鼓励的工作；也要来做拆毁和建造的工作，

让我们可以真实经历从十字架而进入到荣耀这一条的道路。谢谢主！

祢带我们走上内在生活的道路，就是一条经由十字架而进入荣耀的

道路。 

哦主，我感谢赞美祢！主啊，愿祢今天通过这一堂的课程，祢

使我们每一位弟兄和姐妹与祢有更深的连结，对十字架能够有更多

的认识，也能有更深的经历，好让我们越来越能够像祢，能够正如

祢所说的：祢喝的杯我们也要喝，祢走的道路我们也要走，祢进入

的荣耀我们也要跟祢一同进入。哦，赞美主！感谢主！谢谢主！ 

主啊，让祢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越过越成为一个实际，我们如

果信和基督一同死，我们就必信与基督一同复活。但愿祢复活的生

命，还有死的生命、复活的生命，能够在我们每一位同学的身上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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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能够彰显出来，好叫祢得着荣耀。谢谢主，今天给我们的话语，

给我们的带领，我们就要感谢赞美，把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祢！奉

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 

好吧，我们就此说再见啦。在亚洲的，祝你们晚安，明天有一

个美好的聚集，无论在线上还是在实体，北美的弟兄姐妹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