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美国大片《2012》带来的世界末
日担忧如同影片里的超级海啸般席卷全球；海
地地震、智利地震接踵而来， “地球密码”或
“末日代码”（512 112 227）” 一图在网上盛
传。在批驳“地球密码”牵强附会之余，人们
不禁要问，到底世界末日担忧是杞人忧天呢，
还是真有其事会发生？我们将通过回答十个热
点问题来解答您的疑问。

热点问题一：地球还能撑多久？

      今天在地上生活的大部分人，一方面享受着丰
富的物质供应，另一方面却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
人类还能在地球上生存多久？众所周知，人类的生
存和发展离不开大自然，如土壤、空气和水。然而
飞速发展的物质文明造成对自然界的掠夺，使人类
赖以生存的资源迅速减少。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变
得越来越紧张，越来越脆弱。 

      罗马俱乐部(the Club of Rome,1968)是一个由世

 界上百余名学者组成的组织，旨在探讨人
类的困境与未来。该组织成立后发表的第
一份研究报告，题为《增长的极限》
（The Limits to Growth,1972），系以整个
世界为对象，研究了人口、工业发展、污
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五种因素之间的
变动与联系。报告指出：“如果世界人口、 

工业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以现在的趋势发展
下去，这个行星的增长极限将在今后一百年中发
生。” 

      二十世纪、特别是二战以来，人类对自然资源
的消耗成倍增长，从而造成可取用资源的迅速耗
减，诸多物种濒临灭绝，能源生产下降，淡水资源
不足，森林资源持续赤字，水土流失加剧，气候变
化异常，各类灾害频发。人类所面临的已是一个满
目疮痍、不堪重负的星球。 

      以物种为例，野生生物赖以生存的环境 多半因
着人为的因素而发生变化。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化，
在世界范围内，生物物种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
失，估计每年有数千种动植物灭绝。据有关资料介
绍，到二〇一〇年，中国将有3,000至4,000种植物处
于濒危之中。由于物种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
关系，若是一种植物遭到灭绝，就会有10种至30种
依附于该植物的其他生物随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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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如，随着工业科技的现代化发展，人们生
产了大量类激素化合物。各种化学药品如杀
虫剂、除草剂的广泛使用，导致许多生
物发生异常变异。通过日常各种媒体
的报导，人们不难发现许多畸形的动
物，并看见污染所导致的疾病，如
瘟疫、禽流感等。 

      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掘，超越
了地球的承载限度和环境的自净能
力。一些专家学者指出，“土壤侵
蚀、地球基本生物系统的退化和不可
再生资源的枯竭，目前正在威胁着每个
国家的安全。”正如一位作家所言：当我
们面对精美包装的饮料，却没有了洁净的水；
走进现代化的厨房，却思虑着蔬菜上的农药；安装
了空调，却不再有清新的空气⋯⋯这就是人类目前生
存光景的真实写照。 

热点问题二：什么时候我们将用完石油？

      按照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04
统计，我们自1965 年以来已经使用了大约 8600 亿

桶石油，而已探明的储量还剩 11480 亿桶。全球
能源研究中心估计，我们每年要使用大约 
290 亿桶石油（每天 7900 万桶）。如果
我们保持这样的用量，那么已知的石油
储量只能维持 40 年左右。

      美国地质调查局 (USGS) 估计
至少还有 1 万亿桶可开采石油有待
发掘。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按
照我们现在的用量，还能供我们消
耗 73 年。

      OPEC 预计，到 2010 年，世界需
求将提高到每天 9000 万桶石油，而到 

2020 年将达到 1.07 亿桶。如果按照这样的速
度，我们的石油资源很快就会枯竭。

      自 1960 年成立 OPEC 以来，很多 OPEC 成员
都限制其石油生产的水平，以保持价格上涨。不久
以后，石油的全球需求将超过已经足够快速的全球
石油产出能力。USGS 将此称为“滚雪球（The Big 
Rollover），这将导致石油价格迅速上涨。 

      随着石油价格的上涨，从小油田产出石油或使
用“提高采集率”法从旧油田提取更多石油将成为
非常经济的方式。世界上还有重油、沥青砂和沥青
的已知储量。通过这些资源产出石油虽然非常昂
贵，但是在石油价格高低不下时，它们也将成为 经
济的方式。

      天然气不会维持太长时间。BP 估计，我们自 
1980 年以来已经使用了大约 60 万亿立方米的天然
气，而储量还剩大约 176 万亿立方米。按照国际气
体工业联合会 (IGU) 统计，我们在 2000 年使用了 
2.442万亿立方米天然气。以这个使用速度，我们已
探明的储量只能维持 70 年。虽然还会勘测出更多的
储量，但是需求同样是与日俱增。IGU 预计到 2030 
年，我们将使用 4.381万亿立方米天然气。

      世界石油储藏量主要分布在中东、拉美、欧
洲、非洲、亚洲与北美。按储量大小计算，前10个
国家为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伊
朗、委 内瑞拉、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墨西哥、美国
与中国。其中沙特阿拉伯的探明储量最大，占世界
总储量的25%，可以开采90年以上。伊拉克、科威
特、阿联酋等国 则可分别开采100年以上，美国按目
前的产量计算只能开采10年。

      据美国能源部门估计，今后20年内，世界石油
还能供求平衡，但20年后就要面临缺油的局面。虽
然中东仍是世界最大的供应者，波斯湾仍将供应全
球 石油的一半或三分之二，但是沙特已经有几十年
没有发现新油田，很多旧油井已经灌水。

热点问题三：圣经里有世界末日的预言吗？

      虽然基督的再来和这时代的终结的具体时间，
圣经没有明言，但从圣经的预言，我们可以“略见
一斑”。 这个时代的结束、终结，并不是一刹那的
事。照圣经的启示，至少有七年之久，并且这七年
还要分为两个三年半。所以要了解基督的再来，我
们就必须对这时代末了的七年和其中所要发生的一
些事情有清楚的领悟。这七年在旧约的但以理书里
已经清楚地预言了，记载在但以理九章二十四至 二
十七节。这四节圣经告诉我们一个极大的奥秘。

      但以理是生活在主前五百三十年以前的一个先
知。约在主前六〇六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陷
耶路撒冷，将以色列人掳去， 但以理也在其中，当
时他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人。他爱神、敬畏
神，在神面前刻苦己心，为神的圣城和圣殿，一天
三次向神祷告感谢。就在以色列人被掳七十年 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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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他从另一个先知耶利米所写的耶利米书得
知预言，神已经预定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
满（耶二五11~12），于是但以理就披麻蒙灰向神祈
祷恳求。神就差使者对但以理说，“为你本国之民
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七。要止住罪过，除净
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
膏至圣者。你当 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
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
二个七。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街带濠都
必重新建造。过了六十二个七，那（或译：有）受
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
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争战，一直到
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七之内，他必与许多人
坚定盟约；一七之半，他必使祭祀与供献止息。那
行毁坏可憎的（或译：使地荒凉的）如飞而来，并
且有忿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或译：倾在那荒凉
之 地），直到所定的结局。”（但九24~27）
      在这个预言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分作三段的七
十个七：七个七（49年）；六十二个七（434年）；
和一个七（7年）。同 时，最后的一个七又被分作两
半：“一七之内”和“一七之半”。

热点问题四：七十个 “ 七”的预言在历史上有
                  应验吗？

      主前536年,古列王打败了巴比伦王国。在神的感 
动下，他下诏让以色列人归回，重建被尼布甲尼撒
所毁坏的圣殿。第一段的七个七，是从古列王下令
九十年后的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算起（尼二1~8，约主
前446 年）。从亚达薛西王出令重建耶路撒冷城，到
重建完成，共四十九年。其间经过了重重艰难、拦
阻、争战，以至以色列人“一手拿兵器，一手建
造”，甚至分班和衣而睡（尼四16~23）。应验
了“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街带濠都必重
新建造”的预言（但九25）。

      第二段是六十二个七，从耶路撒冷重建完成，
到受膏者（弥赛亚—基督）被剪除，共四百三十四
年。就在那一年的正月十四日逾越节那一天，主耶
稣被钉十字架。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前就已经告诉祂
的门徒，将来圣殿的 石头没有一块留在另一块上不
被拆毁的。果然，主后70年，罗马太子提多带领罗
马兵攻陷耶路撒冷，彻底毁灭了圣殿和圣城，应验
了“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 圣所，至终必如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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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冲没。必有争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
了。”（但九26）这样，第一段加上第二段就是六
十九个七。

      过了这连续的六十九个七（共483个犹太年）以 
后，最后一个七就断开了，其间至少经过近两千年
了。还要持续多久，圣经没有明确指出，但从基督
再来的预言看，应该是非常接近尾声了。这段间隔
的时期就是教会时代，也叫作恩典时代，又叫作奥
秘时代。这个时代是以基督两次的来临为其开端和
结束。在这个时代里，神所作的一切都是奥秘的，
例如，基督的成为肉体、钉 死、复活、成为那灵进
入信祂的人里面，将他们形成召会，作祂身体上的
肢体以建造基督的身体等等，这些都是奥秘。所
以，不仅基督是（神的）奥秘，召会是（基督的）
奥秘，连信徒都是奥秘。

热点问题五：最后一个“七“什么时候来到呢？

      圣经清楚启示，这末七的来到，是开始于敌基
督与以色列国立定七年的盟约（和平条约）。这盟
约 很大可能就是将来的“中东和平条约”。而敌基

督是从复兴的古罗马帝国—欧洲共同体—出来的，
所以，最后帮助以色列议定和平条约的，不是美
国，而是复兴的罗马帝国，很可能就是欧洲共同
体。一七之半，敌基督要毁约，止息以色列人向神
的祭祀与供献，并逼迫敬畏神的人（但九27，启十
二14〜～17）。他要在圣殿中立起他自己可憎的、有
气息并会发号施令的偶像来代替神。他要大行毁
坏，造成荒凉（太二四15），直到基督来到地上，
用祂口中的气除灭他，并用祂来临的显现 废掉他
（帖后二8，启十九19〜～20）。根据圣经的明言和启
示，末七的来到与基督的公开来临需要以下几件预
言的实现：国度的福音传遍地极，对万民作见证； 
以色列国的复兴包括得回耶路撒冷和圣殿的重建；
罗马帝国的复兴和敌基督的出现，并敌基督所带来
的大灾难，以及成熟圣徒的被提。

热点问题六：以色列复国历史符合圣经预言吗？
    

      以色列国自主前606年亡国以后，只有在主前第
二世纪有较短和局部的独立。基本来说，以色列国
从主前606年至主后1948年是不复存在的。虽然圣殿
在主耶稣行在地上时还存在，但祂却对门徒们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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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绝没有一块石
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太二四2）这预言
在主后70年，果然应验在罗马太子提多身上。这是圣
殿第二次的被毁。第一次是被巴比伦王烧毁的。
    
      关于以色列国的复兴，主耶稣对门徒们预言说，
祂第二次再来之前，以色列要复国：“你们可以从无
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 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
知道夏天近了。”（太二四32）人类历史上除了以色
列之外，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在亡国如此之久后，不但
完全保留了自己的宗教、文化，甚至连血统都基本上
保留了。在经过了两千五百年的流荡、逼迫、追杀、
唾弃（见申命记二十八章里神对他们的警告）后，在
1890年代开始了“锡安复国运动”。二十世纪两次的
世界大战，一方面犹太人大遭逼迫，另一方面神调动
世界局势（在联合国大会上，连前苏联也支持犹太人
复国）扶持犹太人复国。在不可思议的情形下，以色
列国在主后1948年5月14日，奇迹般地 出现了—无花
果树树枝发嫩了。十九年以后的1967年，以色列在面
对超过自己二十倍以上敌人的虎视眈眈下，仅在史
称“六天战争”的短时间内，取得了令人惊奇的胜
利。但“六天战争”最重要的胜利乃是耶路撒冷—圣
殿所在地，在经过了近两千年被外邦人践踏后，重新
归回以色列国！这次树枝不但发嫩了，更是开始长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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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至此，我们知道，“夏天（基督的再来）近
了”。

      但照着预言，以色列国还没有完全准备就绪。
因为在基督回来之前，圣殿要在耶路撒冷被重新建
造，犹太人要在其中恢复敬拜 神的祭祀。并且敌基
督在最后一个七的后半要将他自己的偶像设立在圣
殿中，并要大肆迫害犹太人。所以，以色列国还没
有达到“枝繁叶茂”，还需要在古圣殿遗址上重建
圣殿。今天，一切建殿和祭祀的材料都已经预备整
齐，只等时机成熟，重建圣殿以完成预言。

热点问题七：什么是国度的福音？
    
      当门徒们问主耶稣关于时代的末期时，主耶稣
说：“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居人之地，对万民作见
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太二四 14）所以基督的
再来不仅需要国际形势的预备，以色列国的预备，
更主要的是“国度的福音”需要传遍天下，对万民
作见证。
      首先，国度的福音，包括恩典的福音（徒二十 
24），不仅把人带进神的救恩，也把人带进诸天的

国（启一9）。恩典的福音重在罪的赦免、神的救
赎、和永远的生命；国度的福音重在神属天的管治
和主的权柄。在这时代结束之前，国度的福音要传
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如启示录六章一至二节第
一印之白马所表征的。因此，这传扬乃是这时代终
结的兆头。
    
      其次，我们看到这里并没有启示福音要“传遍
天下， 每人都要信”，乃是说“传遍天下，对万民
作见证”。恩典的福音已经借着历代圣徒，用各种
渠道，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传遍了居人之地。时至
今日，仍有许多爱主 的人利用差会、出版、广播、
电视、网路等继续传播恩典的福音。与此同时，国
度的福音正借着主的恢复，快速地向全地开展，在
各地兴起爱主的人来，建造召会— 基督的身体，正
在世界各地向“万民作见证”。
    
      所以，关于国度福音的预言也正
在完成的过程中。到目前为止，国度
的福音正在六大洲传扬，基督的身体
—召会，正在得着建造。我们相信，主
耶稣基督回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就在
门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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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问题八：时代终结时会发生什么事？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和启示录里的七印、七号和
七碗都清楚地预言，在这时代终结的末后日子里，
各种天灾人祸、战争饥荒、疾病瘟疫、核武化武等
将 愈演愈烈。尤其是这时代最后三年半大灾难期间
的超自然灾害和人为的战争，是“因为那时必有大
灾难，这样的灾难，就是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
都未曾发生过，将来也绝不会发生（太二十四
21）”。在那时，“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
声；要当心，不要惊慌；因为这是必须发生的，只
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起来攻打 民，国要起来攻打
国，到处必有饥荒、地震。这些都是产难的开
始。”（太二十四6~8）“羔羊揭开第六印的时候，
我观看，大地震就发生了；日头变黑，象粗糙的黑
毛布，满月变红象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
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
挪移，好象书卷被卷起来；一切山岭海岛都被挪移
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大臣、将军、富户、壮
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身在洞穴、和山
岭的岩石中。”（启六12~15）

热点问题九：社会大众如何预备时代的终结？
    
      面对即将来临的时代的终结，社会大众不能以
恐惧或麻木待之。正确的态度是顺从福音，信入真
神。“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首。若是
从我们起首，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
局？若是义人得救尚且如此艰难，那不敬虔和犯罪
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彼前四17〜～18）要脱离
永远沉沦的可怕结局，您需要接受主耶稣所成就的
救恩。祂本是无限的神，却在二千多年前成为有限
的人，在地上过了三十三年半的为人生活，在十字
架上被钉死，流出宝血，为我们的罪付了赎价，三
日后复活，成了赐生命的灵。如今，祂就像空气一
样无所不在，只要你敞开心，敞开口，呼求祂的
名，祂就要进到你里面，与你的灵成为一灵，作你
永远的生命。

      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说，“主所应许的，祂并不
耽延，象有些人以为祂耽延一样；其实祂乃是宽容
你们，不愿任何人遭毁坏，乃愿人人趋前悔改。”
哦，主回来的日子已经近了，祂的耽延就是你得救
的机会。朋友们，要得救！快快信主—生命脆弱，
不在你我的手中。二〇一〇年，二灵成为一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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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和我一起呼求主的名，“哦，主耶稣！哦，主
耶稣！”

热点问题十：基督徒如何预备主的再来？

      审判要从神的家起首，基督徒应当儆醒预备主
的再来。

      简单来说，当主再来时仍旧活在世上的信徒会
有三种不同的情形。首先，生命成熟的信徒会在大
灾难发生之前被主当作“宝贝” “偷走”。这就是
主再来隐秘的一面，也是主称自己再来“象贼”的
一面。祂隐秘来临的时间，无人晓得，只有天上的
父神知道。其次，大体的信徒会经过大灾难， 其中
会有许多信徒要为主殉道，而成为成熟的庄稼。在
大灾难其间，“大体的庄稼”（信徒）会在极度的
迫害和苦难中转向神，成熟起来。在大灾难结束
时，主会公开地驾着云，同着所有在大灾
难以前被提的（包括复活的和活着被提
的信徒）“成熟的庄稼”—得胜者一同
来临（巴路西亚），所有在大灾难期间
成熟的信徒都要一 起被提到空中与主相
会。因此，祂公开来临的时间是可以估
算的，并且，全地面上的人都要同时看

见祂公开的来临。所以，如果有些信徒生活在大灾
难其间，更要警惕自己，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要否
认主的名，不要弃绝主的话，不要拜任何形式的偶
像，不要封住对其他信徒的爱心。因为我们知道，
这苦难的日子只有三年半；而且，这是我们成熟并
有分于千年国度最后的机会。最后，已睡信徒中未
成熟的，和经过了大灾难仍未成熟的“庄稼”，将
无分于要来的千年国度。这些信徒要被丢在“外面
黑暗里，哀哭切齿”一千年，形同“补课”。但他
们不会失去因着信入耶稣基督所得的永远救恩，在
千年国结束后要来的新天新地里，要和历世历代所 
有神的儿女一同有分新耶路撒冷。

      信徒的预备有两面：一、在生命里作精明的童
女，在器皿（魂）里预备油，天天操练，被灵充
满；二、在事奉上作忠信精明的奴仆，替主作生
意，赚 “银子”—— 带人得救，并且按时分粮给主
的小羊。 

      主耶稣嘱咐我们信徒，在这末后的
时 代，还是要作一个正常的人，过一个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正常地工作、学
习、婚娶，但随时预备好等候基督的再
来。祂告诉我们说，“那时，两个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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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
在磨坊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
以你们要儆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哪
一天要来。但你们要知道，家主若晓得
贼在几更天要来，他就必儆醒，不容他
的房屋被人挖透。所以你们也要预备，
因为在你们想不到的时辰，人子就来了。这样，谁
是那忠信又精明的奴仆，为主人所派，管理他的家
人，按时分粮给他们？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
那奴仆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
理一切的家业。若是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
得迟，就动手打那些和他同作奴仆的，又和酒醉的
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
奴仆的主人要来，把他割断，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
同受处分；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太二四40〜～51）

      所以，我们看到得胜的信徒是在正常生活的情
况下被提的，如正在种田或正在推磨的时候被提。
但成为得胜者的前提乃是做祂“忠信又精明的奴
仆”，在神的家里—召会—兢兢业业地劳苦服事，

随时预备好等候“主人”的到来，虽然
我们并不知道祂具体回来的时间。

      所以，末后的时代和基督的再来对
没有预备的人来说是极其可怕的，但对
于信主有永远盼望的信徒来说，却是我

们积极等候的。我们应无忧无虑地正常生活工作，
向世人作美好的见证；过正常的召会生活，追求主
耶稣基督，爱主，爱召会，爱其他的信徒，爱世人
并向他们传扬福音；服从一切权柄和政权，并为执
政的和掌权的祷告，使他们能智慧地管理人民，造
福人民，并为信徒提供过教会生活的条件。

      福音朋友们，要得救！要及时！

      弟兄姊妹们，要得胜！要儆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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