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稣回答他们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
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悔
改。（路五31〜～32）

      虽然暴力事件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是对
人来说，暴力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人们今天却都
还在问，“为什么暴力事件增长这么快？”人们通
常都把暴力归罪于一些外在的因素，例如：失业、
毒品、枪支⋯⋯等等。但圣经指出：暴力的原因不是
人外面的因素，而是人里面的东西。到底人里面的
什么东西导致这样的暴力呢？不光是暴力，也包括
谎言、仇恨、偷窃和其它各种的道德败坏。

      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人的暴力、谎言、仇
恨、偷窃和其它各种的道德败坏，是因为住在人里
面的罪。这不仅指出人会犯罪这个事实，更是说到
人里面有罪！因着罪的本质和它在人里面的运行，
人的本性就是有罪性的。

      在过去的许多世纪里，很多有思想的人意识到
人里面有个邪恶的东西，或者说人里面有邪恶的一
面。但是，要是没有圣经的启示，没有人会认识到
在人自己的天然生命以外，还有一个能力很强的罪
的生命住在人里面。

      这个一直在人身上彰显出来有能的罪的生命就
是撒但，神的仇敌，魔鬼的生命。这个住在人里面
的罪的生命，就是圣经里说的罪，它一直在人里面
寻找机会使人犯罪。就是这个罪（sin，罪性）在人

里面使人
犯下各种的
罪（sins，
罪行）。

      今天的专家们
没有看见这个在人
里面的罪，他们认
为“更多的工作机
会”是解决犯罪的
路。他们没有意识
到什么才是真正长期有效解决罪的方法。要真实地
看清状况并解决它，人们必须转向神的话：圣经。

      有一次，主耶稣意识到宗教的犹太人想要杀害
祂，就对他们说：“你们是行你们父所作的⋯⋯你们
是出于那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愿意行。他
从起初就是杀人的，并且不站在真理中，因为在他
里面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他自己的私有物，因
他是说谎的，也是说谎者的父。”（约八41，44）
为什么主耶稣称他们是魔鬼的儿子，并且说撒但是
他们的父亲呢？因为神的仇敌—撒但—的生命进到
人里面了！圣经在创世记第三章就启示了这个事
实。虽然很多人在那里只关注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
里的故事，但是整本圣经明确地向我们启示了撒但
向整个人类所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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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里面的是什么
 探讨中国校园血案“深层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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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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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蛇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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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美留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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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最近中国接连发生七宗校园血案。舆论认为这些
校园血案并非简单的刑事案件，而是社会疾病的反映。温家宝
总理也在五月十三日表示，不但要加强校园治安措施，同时
还要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深层次的原因。本文按照圣经的启
示，来探讨校园血案的“深层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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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两个月，中国已经发生
七宗校园血案，导致近百人伤
亡。

      这些案件强有力地证明：我
们越来越接近“地上满了强
暴”的世代了。这些强暴的事何
时才能终结呢？各方专家钻研这
个问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决
方案。

      但圣经明确地说明何时会终
结强暴的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三十七节说，“挪亚的日子怎
样，人子来临也要怎样。”要了
解挪亚的日子怎样，请读创世记
六章十一节，“⋯⋯地上满了强
暴。”同章十三节说，“⋯⋯地上
满了他们的强暴⋯⋯”这就是神使
用洪水审判挪亚同时代的世界的
情形，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因方舟
（预表今日的召会）得救；主再
来前的世界也是满了强暴。

      也许您并未杀人放火，但您
可能在心里犯了许多的罪。主耶
稣曾说，“你们听见有对古人说
的话： ‘不可杀人；凡杀人的，
难逃审判。’但是我告诉你们，
凡向弟兄动怒的，难逃审判。凡
骂弟兄拉加的，难逃议会的审
判；凡骂弟兄魔利的，难逃火坑
的火。”（太五21〜～22）约翰一

书三章十五节说，“凡恨他弟兄
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
人的，没有永远的生命住在他里
面。”

      除非您把神的儿子接受到您
心里，并接受祂作您的救主，您
似乎活着，事实上，你却是死在
罪中，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
（弗二12）。

      请您不要继续留在这种没有
指望的境地，对未来充满了恐
惧。您所需要的只是接受耶稣基
督，就是赐人生命的那美妙的人
位。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
说，“⋯⋯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
的灵。”您今天只要将你的心转
向祂并相信祂，然后请张开口呼
求祂的名，“哦，主耶稣！请进
到我里面来！” 正如圣经上坚定
的应许，“就是你若口里认耶稣
为主，心里信神叫祂从死人中复 
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信，
就得着义；口里承认，就得
救。”（罗十9〜～10）

      请您快快接受这救恩的礼
物！如此，你就能象挪亚从洪水
的审判中得救一样，从神将
对“地上满了强暴”的世界的审
判中蒙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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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创世记第三章启示的是种子，是开始。最
终，在罗马书神清楚地启示出罪住在我们里面。使
徒保罗说，“其实，不是我行出来的，乃是住在我
里面的罪行出来的。⋯⋯若我去作所不愿意的，就不
是我行出来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行出来的。⋯⋯
但我看出我肢体中另有个律， 和我心思的律交战，
借着那在我肢体中罪的律，把我掳去。 我是个苦恼
的人！谁要救我脱离那属这死的身体？”（罗七
17，20，23〜～24）

      保罗认识到每个人身体里都有罪的律，这个律
使人犯罪。保罗也认识到人凭自己无法从里面罪的
权势之下被释放出来。

      但保罗另有一个美妙的发现：他发现了“生命
之灵的律”！他说，“因为生命之灵的律， 在基督
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了罪与死的律。”
（罗八2）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借着“生命之灵的律”
将人从他肢体里罪的律里释放出来。

      接受祂，让生命之灵的律把你从“罪和死的
律”中释放出来吧！主耶稣，这位赐人生命的神的
儿子，就将进入你里面作你更高的律（生命之灵的
律），让你从罪的辖制中得着完全的释放！

我们是否已经接近 “ 地上满了强暴”的世代了？

 北美留学网（www.xyabc.org）
主要为从大陆要来北美读书的大学

生、研究生和交换学者提供各校信

息。请鼓励圣徒们广而告之(网络，
电邮，等等)。无论是圣徒们的子女
或福音朋友来美读书，均鼓励他们
尽早与北美各地的校园服事者联

络，以便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
助，使福音有机会临及他们。

推荐网站
北美留学网

北美留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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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对该隐杀亚伯的惩罚，只
是“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
耕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
离飘荡在地上。”（创四11-12）
杀人偿命，这判决未免太轻了
吧！ 但该隐接着说，“我的刑罚
太重，过于我所能承担的。你今
日赶逐我离开这地面，以致我不
得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
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创
四13〜～14) 这些 话似乎透露出一些
线索，让我们知道为什么该隐
说“我的刑罚太重”。

      创世记生命读经第二十四篇
说：如果你是个不活在神面前的
人，你在这地上就没有生存的地
方。地是为着那些活在神面前的
人造的。在创世记四章十四节，地
面相当于神的面。该隐说，
“你如今赶逐我离开地的面，以致
不见你面。”（直译）因此，你若
不活在神面前，你活在这地上就不
是正确的。你若不活在神面
前，你就是在强夺地。地不
是为着反对神的人造的，乃
是为着为神而活的人造的。所
以你若是在神面前没有地位，你在
地上就没有地位。因此，被赶逐离
开神的面，相当于被赶逐离开地
面。在逻辑方面说，这点也许听起
来不正确，但在属灵方面说却是准
确的。你若不在神的面前，你会深
感无处可去。你在深处会感觉，你
是个流荡者。你甚至会
说，“地上没有我容身之 
处。”但如果你是在神

的面前，到处都是天，到处都令
你喜悦。活在神面前的人，没有
一个会自杀的。只有那些失去神
的面到极点，在地上飘荡，没有
住处的人才想去自杀。我们真实
的住处乃是在神面前。

      我们这些游子（无论是海内
还是海外），若有神的面，就不
会感到我们是在流荡，反而天天
享受召会—神的家—为我们的
家。利未记二十五章十节
说，“这年必为你们的禧年，
各人要归回自己的产业，归回本
家。”我们得救并进入召会生
活，就是从卖身为奴（给罪给世
界给撒但）的地位得释放，回到
自己的产业—基督（美地）作我
们的分；并且归回本家，就是神
的家—召会。

      被赶离神的面，没有神的同
在，就是最大的惩罚。该隐先前
还有耶和华的显现和说话，此后
再也不会有了；他先前是以自己
发明的宗教来事奉神，脚踩两条
船，一脚踏知识线，一脚踏生命
线，但从此以后就再与生命无分
无关了。这就好像被判了死缓一
样，尽管表面看该隐还活着，但
死亡已经成了他的定命。

      杀人者害怕被杀，该隐失去
了安全感。到创世记四章十六
节，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创世记
生命读经二十四篇说，撒但从该
隐里面工作，提议他建造一座
城。也许撒但说，“该隐，你
害怕人杀你。为着你的生存，你
需要一座城来保护你。”因为该
隐失去了神，他就害怕。他已经
失去神作他的供应、喜乐和防
卫。在古时候，城的主要目的是
为保护。因此，该隐建筑了这样
一座城，保护他自己。该隐的后
代继续构建无神的文化。他的后

代拉麦的第一个妻子亚大，
生了雅八和犹八。雅八是牧
养牲畜之人的祖师。（创四

20）犹八发明了音乐。（创四 

21）他发明了琴和箫。犹八发明
音乐，因为在那时候人是空的。
他是在虚空里，没有甚么能满足
他。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娱乐
他，他就必须为自己发明一点娱 
乐。今天各种的娱乐，原则都是
一样。人因为没有神，所以需要
娱乐。如今美国的好莱坞及各国
的娱乐业是琴和箫的发展和收
成。拉麦的另一妻子洗拉，生了
土八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
利器的”（创四22），意思是他
是武器的发明人。他所造的武器
是为着杀人的。现代的兵工厂、
核武器就是创世记四章里的武器
的完满收成。这一切武器是为着
人的防卫。

      我们看见人类第一个文
化，无神的文化，所发明的
四样东西：城为着生存，牧养牲
畜为着谋生，音乐为着娱乐，以
及武器为着防卫。这四项也是现
代人类文化主要的方面。因着人
失去了神，这些都一一出现了。
无神的文化在创世记四章开始发
展，且要继续发展，直到在大巴
比伦达到极峰，并被了结。

      在创世记四章的谱系中没有
提及该隐和他的后代的年龄；创
世记五章一切提到的人都列明了
年龄。因为四章的谱系乃是失丧
者的谱系。而创世记五章里的人
都是得救的，因此，那个谱系是
得救者的谱系。得救的人行在神
的路上，结果他们的年日在神眼
中都算得数。相反的，失丧的人
在神眼中是了了的，他们的年日
在神面前不算数。

      该隐和他的后代作了不少事
情，但因为与生命（就是神自
己）无分无关，在神眼中一点价
值也没有，最终的分是火湖。他
们就是再长寿，活六千年又怎
样，还是世上最可怜的人。求主
保守我们一直在生命线上享受
神，有神的面和我们同在。

该隐与无神文化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杀人者的

命运
      我们的神，一切的创造都
是以生命为中心。我们人若能
享受这生命作我们的中心，我
们就是最幸福的人。我们从该
隐的反面事例可以看出，一个
从生命线叉出去的人，是多么
的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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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蛇哀君， 自小到大，
从不咬人。一日傍晚，哀君至
田间觅食，听见农夫惊呼： 
“ 啊！毒蛇！”哀君思想自
己平生行径，深觉委屈，忍不
住开口说：“我不是毒蛇！我
从来没有咬过人！”农夫听见
哀君开口说话，更觉惊骇，逃
走前抛下一句话：“不管你咬
不咬人，你生来就是一条毒
蛇！”暮色苍苍的田野，哀君
陷入沉思⋯⋯

    许多人听到圣经上说我们
是“罪人”时，第一反应就
是“我又不杀人放火，怎么会是
罪人？” 这是把圣经里“罪”
（sin）的概念等同于法律上
的“犯罪”（crime）；或把“罪
性”（sin）与“罪行”（sins）
混为一谈。

    也有些有道德修养的人会
说：“我从来没有犯奸淫，怎么
会是罪人？”按照新约圣经主耶
稣设立的标准，“你们听见有话
说，‘不可奸淫。’ 但是我告诉
你们，凡看妇女，有意贪恋她
的，心 里已经与她犯奸淫
了。”（太五27~28）

    我们再看这些辩解的逻辑，
竟然与毒蛇哀君的辩解一模一
样。

      孰不知我们是罪人，乃是因
为我们是亚当的后裔。我们生来
就是罪人。“借着一人的悖逆，
多人构 成了罪人，照样，借着一
人的顺 从，多人也要构成义的
了。（For just as through the 
disobedience of one man the 
many were constituted sinners, so 
also through the obedience of the 
One the many will be constituted 

righteous.）”（罗五19）“多人
构 成了罪人”在英文中是“the 
many were constituted 
sinners”，也就是多人成了“构
成的罪人”（constituted 
sinners）。我们是“构成的罪
人”，乃是因为我们里面的构
成。圣经恢复本的注解写得非常
精辟：

      “我们是罪人或是义的，不
是在于行为，乃是在于里面的构
成。亚当的堕落，使他接受了一 
种非神创造的元素，就是撒但的
性情，成为堕落之人构成的元素
和主要的成 分，使所有的人构成
了罪人。今天，不是因为我们犯
罪，所以是罪人，乃是因为我们
是罪人， 所以犯罪。不论我们是
好是坏，在亚当里我们都已经构
成了罪人。这是 由于我们里面的
元素，不是在于我们外面的行
为。

      相对的，基督将我们构成义
的。当祂这活神进到我们里面作
恩典，我们就构成义的。祂成为
我们里面构成的元素和成分，就
将我们从罪人变化为神的儿子。
只有祂能完成这样重构的工
作。”
     
      亲爱的朋友们，要脱离毒蛇
哀君的悲哀，我们没有别的路，
只有接受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
让祂成为我们里面构成的元素和
成分，才能使我们成为神的儿
女。正如圣经上所说的，“凡接 
受祂的，就是信入祂名的人，祂
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
女。” （约一12）
   
      请您和我一 起来祷告：
“哦，主耶稣！哦，主耶稣！我
是一个罪人，谢谢您在十字架上

为我的罪流了宝血，救赎了我。
我今来就你，我今来接受你作我
的救主，作我的生命，我将自己
奉献给你，因为你用宝血买了
我。我要一生一世跟随你。以上
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的。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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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文苑
毒蛇的悲哀

请为下列“神今日的行
动”切切代祷： 

一、请为学者福音服事者在国殇
节特会前后访问北美东南区各召
会及散居圣徒祷告。

二、请为更多的学人学者参加
5/28〜～5/31在佛罗里达州
Jacksonville市举行的国殇节特会
祷告。

三、为回国学者学人的成全祷
告。

四、为网路福音、为产生大量网
上福音祭司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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