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我看到日本发生的一系列灾难，很多媒
体从各个角度分析地壳的活动，预测未来世界环境
问题等等。至少，这些反思与讨论都是有益处的。
但是，人类文明的发展至今，按中国话说“人定胜
天”的意志力，好象已受震动。看到海啸冲洗掩埋
仙台的时刻，人不能不承认自己的脆弱和渺小。

      那些镜头，真好象是我孩子不小心将他的玩具
汽车倒进洗手间，而冲涌进下水道的样子。即便是
一个如此有忍耐力的民族，在连续的地震、海啸和
核电站泄露的冲击下，怎能不泪流满面？

   “罗生门”本来在
日文汉字写成“罗城
门”，最原始意义是
指设在“罗城（即城
的外郭）”的门，
即“京城门”之意。在公元九世纪日本皇家衰败，
内战频仍的岁月里，罗城门失于理修，颓败之后，
立刻显得荒凉阴森。而且许多无名死尸，也多被拖
到城楼丢弃。年积月久，在人们心中产生了阴森恐
怖、鬼魅聚居的印象，《平家物语》记载许多类似
的鬼谈故事。在芥川笔下，讲到一个老太婆因为生
活苦难，而在罗生门捡死人的衣物维生。这种恐怖
景象使我联想到，如今日本的地震、海啸与核辐
射，不正是一个活生生的罗生门吗——充满死亡和
恐惧之门！

      然而，圣经不仅提到毁坏之门，也提到生命之
门。耶稣在马太福音说，“引到生命的，那门窄，
那路狭，找着的人也少”（七14）。在约翰福音，
主耶稣说祂自己是好牧人，失丧的罪人乃是失迷的羊。
祂说，“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
的，必要得救，并且必要入，必要出，也必要找着草
场。”主耶稣又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
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约十10～

11）
    主耶稣是神成为人，是神而人者。主是人，有人
的生命；祂也是神，有神的生命。祂在十字架上为羊舍
命，舍了祂人的生命，为祂的羊成功救赎（约十15，17～
18），使他们能有分于祂神的生命，永远的生命。祂将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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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读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介的作品，感叹人性悲哀，还不是雨果笔下
的《悲惨世界》，或托尔斯泰的《复活》，以及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
可承受之轻》——这些人类苦难的作品里，很多抨击的方向还是外在
的、社会的；惟有龙之介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类问题的悲哀，莫过于人
性的败坏。后来，他也绝望自杀。他的作品《罗生门》和《竹林中》
1950年被黑泽明搬上银幕，而成为经典之作——电影《罗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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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羊带进祂这生命之门，享受祂这草
场作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圣
经启示这生命的复兴，要带进一
个新天新地，我们在旧造里这被
破坏，饱受灾难的人类和宇宙，
要复兴成为一个满了生命、没有
死亡、没有泪水的宇宙。在这个
宇宙里，神人合一，大自然和谐
共存，一片喜乐与安宁的景象。

      最近听到一个见证，一位基
督徒的弟弟一次出海，遇见风
暴，船被打翻，人们纷纷落海；
生死关头，他突然想起姐姐是信
主的，就大声呼求，我姐姐的主
耶稣啊，救救我吧！不久，一块
木板就浮出水面在他眼前，他因

此得救。我一时联想到海啸来临
一刻，那些惊恐的日本人民，心
里有无闪过一个念头——死亡的
恐惧一如罗生门般冷煞，一切道
理，一切学术，一切哲学统统抛
在脑外，呼求那能拯救他们的主
耶稣——祂是万国所羡慕的，除
祂以外，别无拯救。“凡呼求主名
的，就必得救！”（罗十13）

      我一直在内心默默祷告：愿
主耶稣怜悯日本人民，使他们认
识你这万国所羡慕的，死而复活
的主；得以进入你这生命之门，
享受永远生命的福乐。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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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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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十9)。

“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不信的
必被定罪。”(可十六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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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日本祷告
这是一则2010年的新闻：
      世界经济协力开发机构(OECD)近日发表的最新统计报告指出，日本的自杀者之多，已经排名全世
界第二。据日本新闻网6月30日报道，该机构对多国进行的调查显示，2008年的日本自杀者的人口比例
为10万人中有19.4人自杀，这一比例仅次于匈牙利 的19.6人，排名世界第二位。排名第三的是芬兰
(17.3人)。日本警察厅的统计显示，近5年来，日本每年的自杀者总数均超过了三万人。

      去年看到这则新闻，我心情
沉重。记得七年前我参加一个名
为“Burden for 日本”的祷告小
组，为日本的年青人摆上很多的
祷告。一位年长的弟兄问我为何
对日本有负担。我回答说，上大
学时读过一些日本文学作品，知
道许多年青人都在和自杀的念头
作斗争。祷告小组的一位日本姊
妹告诉我们，在日本的地铁站有
人想不开了，就⋯⋯

      哦！日本的作家芥川龙之
介、川端康成都寻短见。芥川龙
之介去世前，枕边还放着一本
《旧约圣经》。假如可能，我多
么盼望能送给他一本日文恢复本
《新约圣书》，并且和他分享福
音。川端康成一生都在和虚无主
义作斗争，他自小父母双亡，接
着一次次参加亲戚的葬礼，在一

篇散文里自嘲乃“参加丧礼的 名
人”。死亡的阴影在川端康成一
生挥之不去。假如可能，我多么
盼望能告诉他，基督是万国的盼
望！我真想给他看看Howard 
Higashi 弟兄一家得救的见证⋯⋯

      最可怕的是村上春树，他的
小说尤其是《挪威的森林》近年
在中国似乎很畅销。《挪威的森
林》充分证明了李常受弟兄一九
七一年指出撒但毁坏人的三个策
略：淫乱、自杀和心志病态（参
见《基督是实际》第十三篇“耶
稣的人性为着属灵的争战”）。 
村上春树将小说《挪威的森
林》写成一曲青春的挽歌，但
其中掩饰不住对SDD的恐惧：自
杀（suicide）、抑郁症
（depression）和离异（divorce） 
就象幽灵，在本应阳光灿烂的青

春上空游荡。《挪威的森林》书
名取自披头士乐队的一首歌名，
全书充满六十年代的嬉皮味，书
中的淫乱观、生死观与撒但合
谋，对读者灌输淫乱、自杀的念
头，非常可怕。几年前还有消息
说村上春树有可能会得诺贝尔文
学奖，这位撒播淫乱和自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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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家若真的得奖，那评奖委员
会良心的泯灭到了何种程度！
 
     “你们要提防假申言者，他
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绵羊
的皮，里面却是贪食的
狼。” (太七15)“且有好些假申
言者要起来，迷惑许多
人。” (太二四11)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
磺火湖里，也就是兽和假申言者
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
苦，直到永永远远。”(启二十
10)
      
      那些与撒但的思想合谋的作
者，每每以“时尚”为幌子，撒
播淫乱、自杀和心志病态的念
头，在原则上也是“假申言
者”，是替魔鬼说话的人，最终
他们的命运是“被扔在硫磺火湖

里，也就是兽和假申言者所在的
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
永永远远”！
 
      我们需要为日本的福音祷
告，求主捆绑这个国家背后黑暗
的权势—日本的“魔君”及邪
灵，求主释放祂所拣选的平安之
子，得着许许多多的青年人，在
日本兴起刚强的主的见证，翻转
这个国家的属灵情形。我们也要
求主捆绑假申言者的邪恶作为，
释放更多的弟兄姊妹在网上使用
文字传扬高品的福音。阿们。

请欣赏以下视频：
 
一位爱神爱人者
▶ Vol. 1    
▶ Vol. 2
▶ Vol. 3    
▶ Vol. 4
▶ Vol. 5

去年喧嚣一时的玛雅预言，说
2012将是世界末日。但这预言又
说，会有一种关于全人类在精神
和意识方面的觉醒和转变 ：从
1992年开始，地球将会被净化，
人心也会被净化，腐败物要被剔
除被淘汰。反观当前的社会光
景，恰与它的预言相反。这些所
谓“预言”，曾被许多科学机构
（如美国太空总署NASA）斥为
无稽之谈，竟也能引起诸多的讨
论，如同日本核电厂因地震而产
生辐射，导致许多人无知的抢

盐行动，表示人类对这事的无知
与恐惧。 

      其实圣经清楚预言了时代的
终结、基督的来临和要来的国
度。当今的时局正逐步应验圣经
的预言，无一落空。 

      本文需要先澄清一个误解。
圣经里所使用的词是“世代终
结”而非“世界末日”。以英文
来说，世代终结是"consummation 
of the age"， 马太二十四章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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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末期”英文是
end，但按照希腊文，可以翻作终
极的完成，或者终结。“终极完
成”一辞的意思是有一个过程，
要达到完成或实现。当世代终
结，完成之时，公义之王基督将
来到，审判全人类，清理整个宇
宙，建立基督作王的千年国，带

一连串的天灾人祸究竟有什么警示？

最近因着地震与各种天灾频传，
部分媒体用很夸张的方式提到日
本地震，甚至用了“世界末
日”等词，而引起民众的恐
慌。“世界末日”一面使人好
奇，也使人恐惧。

是世界末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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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个全新的时代——国度
时代。而绝非像末日这词给
人的印象，完全是消极的，
似乎是一个令人害怕，没有
任何盼望的结束，完全的灭
绝与毁灭。 

      世代终结的到来，以下
这几件事将会依序或同步发
生： 

一　警讯开始—战争，地震，
饥荒，瘟疫 

      2011年还过不到四分之一，
就有新西兰、中国云南与日本三
次伤亡惨重的大地震。而“民攻
打民”、“国攻打国”的新闻，
也正在我们眼前上演。为期数年
之久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
争，如今美、英、法三国联军对
利比亚发动攻击，正是“国攻打
国”；阿富汗与伊拉克的几乎天
天爆炸事件，利比亚政府军与反
抗军，正是“民攻打民”。因着
全球暖化与天灾人祸频传，粮食
不足与民生物资价格上扬也成为
世界各国共同的问题。而瘟疫也
是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命，如SARS
病毒、H1N1、各种新流感和超级
细菌等，无不危害着人类的生
存。这一切应验了耶稣在路加福
音二十一章所说的：“你们听见
打仗和动乱的事，不要惊惶；因
为这些事必须先发生，只是末期
不会立刻就到。当时耶稣对他们
说，民要起来攻打民，国要起来
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到处必
有饥荒和瘟疫⋯⋯”但这只是警讯
的开始，末期不会立刻就到。 

二　以色列复国—开始倒数计
时

      以色列于公元前606年亡于巴
比伦帝国，圣经在其亡国约630年
之后，预言以色列要复国。在马
太福音二十四章主耶稣预言这
事：“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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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圣
经多处将以色列全家比喻作“无
花果树”。这里所提的无花果正
是以色列国的表征，如同枫叶表
征加拿大，樱花是日本的记号。
耶稣要门徒从无花果树学比方，
乃告诉我们观察以色列国的历
史，她的复国即为发嫩，收复耶
路撒冷为长叶。 

      根据人种学家与史学家的看
法，任何国家一旦亡国超过500年
绝无复国可能，必被同化或民族
特性必然消失。但圣经却在以色
列亡国超过630年后预言这事。并
且这事在以色列亡国后2500多年
后奇迹般地复国。当时联合国还
争吵不休，但公元1948年5月14日
以色列复国了，就是所谓的无花
果树发嫩。

      以色列宣布《独立宣言》建
国第二天凌晨，阿拉伯联军集约
旦、埃及、叙利亚、黎巴嫩和伊
拉克五国的正规军向刚刚建国才
一天的只有民兵的以色列进攻，
挑起第一次中东战争。很有意思
的是五个阿拉伯国家的联军竟然
在以色列的民兵面前一败涂地，
第一次中东战争以犹太人的彻底
胜利结束。1956年10月29日又爆
发了第二次中东战争。1967年6月
进行第三次中东战争（又称为六
日战争），六天时间的战争以色
列在约旦、叙利亚和埃及三个战
场上取得全面胜利，占领阿拉伯
国家近七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更令人惊奇的是：以色列士兵空
降到耶路撒冷城内，收复他们的

圣地，就是圣殿山，就是今日
仍然残存的圣殿西墙（或哭
墙）。他们站在那里，泪流满
面却兴奋异常，因为他们重新
得回耶路撒冷了。如今犹太人
绝不会再放弃耶路撒冷。这正
是无花果树重新长叶的应验。 

三　罗马帝国复兴及敌基督
的出现—即将迈入倒数七年

      罗马帝国兴起于公元前27
年。西罗马帝国亡于公元476年，
东罗马帝国亡于公元1453年，但
圣经在公元前五百多年就预言罗
马帝国如同一个大人像的两条
腿，等到这两条腿出现了半铁半
泥的脚和十个脚趾头时，世代的
终结就临近了。而欧盟和最近在
北非发生的推翻贪污政府的事件
地区，都是座落在古罗马帝国的
版图内。

      欧盟的发展似乎正朝着这个
方向进行。几乎关心欧洲局势发
展的人都在关注1957年根
据罗马条约，成立欧洲共
同市场；1967年扩大为欧
洲共同体；1992年根据
马斯垂克条约成为欧
盟。1999欧元上市，
2004欧洲新宪出
炉，2005-2010新
宪公投，欧洲各
国决定是否接受新
宪。欧洲发展的局势正
逐步迈向经济、军事
和政治统一的国家型
态。预计不久的将
来，欧洲合众国
（United States of 
Europe）将正式运作。
整个欧洲的形势正朝着
圣经预言的方向推进。

      最近在地中海沿边发
生的北非和中东的动乱，
带来这地区的动荡不安，政
局改变，利比亚卡扎菲屠杀
百姓，欧美国家出动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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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轰炸，阻止卡扎菲的暴行。欧
美国家的轰炸利比亚，伊拉克和
阿富汗战争是国与国的争战，这
三个国家都有激烈的内战，就是
民与民的争战，这就是应验圣经
的预言：那时“民要起来攻打
民，国要起来攻打国”。而这些
事件都是为着一位强有力的领导
人（圣经称之为敌基督）的兴起
作预备。

四　敌基督出现与以色列立
约 —倒数七年

      敌基督将要从地中海周围的
国家出来，并要得到十个王的拥
护。这十个王的国正位于古代罗
马帝国的版图内，就是今日的欧
洲、中东和北非，而这地区正是
今日欧盟和近几年动荡不安的地
区。

      敌基督有看透事物的敏锐眼
光，和说夸大话反对神的口，并
且惯用双关的诈语。敌基督要与
以色列人坚定七年的盟约，允许
他们自由的敬拜。但是在七年之
半，敌基督要改变心意，抵挡
神，使祭祀和供献止息。然后敌
基督将自己的偶像立在圣殿，就
是那行毁坏的可憎之物，强迫人
去拜这像，这也就是大灾难的起
头。这超自然的大灾难要持续三
年半之久。最后敌基督要发动哈
米吉顿的战争。那是一场试图毁
灭以色列的世界大战。 

五 圣殿的重建 

      敌基督与以色列人立七年之
约，前三年半敌基督要支持以色
列人，准许他们自由敬拜神；后
三年半，敌基督要使祭祀与供献
止息，代以他自己的偶像。马太
二十四章十五节说敌基督要站
在“圣地”，这里的圣地是指圣
殿内的圣所。而“可憎之物”是
指敌基督的偶像。换句话说，偶
像要留在圣殿三年半，直到基督

来除灭他。根据这段话可以推
测，因为敌基督的和平条约，以
色列人将会重建圣殿，在那里向
神敬拜并献祭，敌基督也要在那
里立起他的像。 

      从公元七十年提多拆毁圣殿
之后，耶路撒冷就被多次夷为平
地，圣殿也就一直没有再重建。
第七世纪，伊斯兰教兴起，在原
先的圣殿山上盖了两座清真寺。
然而，1967年发生的六日战争，
以色列已经收复耶路撒冷，正积
极为重建圣殿作准备。凡建殿所
需的材料并祭祀所用的一切器
具，都已照着旧约的记载预备妥
当，只等时机来到，圣殿就要重
建。 

六 倒数三年半—
神的日子来到 

      今天这个世界，圣经称
为“人的日子”，由人来审判一
切。到了这世代末后三年半则称
为“主的日子”，是神审判日子
的到来。今天，若有人犯罪可能
被带到警察局，再交由法官处
置，都是由人来管理。世界上发
生的许多事，包括许多不公不义
的事，或政权的更替等，神似乎
都是静默的，没有干预，似乎也
看不到审判，不禁让人怀疑神在
哪里呢？但末后三年半，这样的
情形将会有所改变。神自己要进
来审判人，要管治世界的局势，
要管治所有世上的君王元首，那
就是神的日子来到。 

七　倒数三年半—
得胜信徒被提

      “那时，两个人在田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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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二十四40~41）这
段话表示，当世人沉迷于物质的
事物，对要来的审判毫无感觉的
时候，有些清明、儆醒的信徒要

被提。对沉迷、麻木的人，这该
是基督来临与世代终结的一个兆
头。而得胜信徒被提的时间，按
照启示录三章10节，这是在‘试
炼的时候’之前。意思就是得胜
信徒在三年半的大灾难之前，要
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也就是被
提到三层天上。 

八　倒数三年半—
超自然灾难 

      最近几年，虽然发生天灾的
频率与强度都有增加的趋势，但
仍属于自然灾难的范围，还不算
是超自然的灾难。启示录预言，
到这世代末后的三年半，所发生
的将是超自然的灾难。那时，地
大震动，日头变黑像粗糙的黑毛
布，月亮变红像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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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书卷被卷起来，一
切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
（启六12〜～14） 。

九　倒数终了—
哈米吉顿战争 

      末后三年半时，最后，世上
的众军，将由三股势力所组成围
攻以色列。第一，就是东方来的
二万万马兵。第二，从北方来的
军队，是从歌革与玛各来的。而
以西结书说，歌革和玛各属于罗
斯、米设和土巴。罗施等于俄罗
斯，米设等于莫斯科，土巴等于
托波耳斯克。所以，歌革和玛各
必是指现今的俄罗斯。第三，西
方来的军队，就是从欧洲来敌基
督的军队，敌基督的用意，是要
用他的军队消灭以色列国。这三
支军队要聚集在称为哈米吉顿的
地方。哈米吉顿就是米吉多，位
于约但河西，靠近地中海，在撒
玛利亚和加利利之间。 

      以色列要被这些军队包围，
无法逃脱。就在那个当口，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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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人无路可逃时，主要像闪电一
般显现，祂的脚要踏在橄榄山

上。在此以前，大多
数以色列人并不相

信主耶稣；
但

是，
敌基督的

军队所给他们的
威胁，迫使他们悔改。当主耶稣
把脚踏在橄榄山上时，这山要裂
为两半，给那些受逼的犹太人一
条逃走的路；那时，他们就悔
改、痛哭，承认他们曾经把主钉
在十字架上。 

      最后，“那酒榨踹在城外，
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
的嚼环，远达约三百公里。”这
里的城是指耶路撒冷。三百公里
是从波斯拉到哈米吉顿的距离。
基督在哈米吉顿的争战将是踹大
酒醡，这是对世上一切邪恶势力
的审判，也是对他们致命的打
击。当这场人类地上最后一次战
争发生时，就是世代终结的时候
到了。 

十　正视这严肃的警示 

      这些是严肃的预言和警示，
是事情未发生之前，先写下来的
预言。人类历史与世界局势，必
将照此发展，而走向世代的终
结。世界上大多数谈论世界末日
的，多为短视、肤浅和无知，甚
至是虚构的。但神亲自预告了人
类的历史和将来，我们不该轻率
的面对。因为在我们想不到的时
辰，那日子就来了。 

      主耶稣在论及这些世代终结
的预言时，对信徒说，“一有这

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
你们的得赎近了。你们要小心，
恐怕因酗酒、沉醉并今生的思
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
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
子要这样临到全地面上一切居住
的人。但你们要时时儆醒，常常
祈求，使你们得胜，能逃避这一
切要发生的事。”

十一　我们该有的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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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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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和我一起呼求主的名， 
“哦，主耶稣！哦，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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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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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徒要得胜，成为初熟的果
子，需要在两方面预备：一、作
精明的童女，不但灯里有油，也
在器皿里预备油——被神的灵浸
透、充满（太二五1～13）。二、
作忠信的奴仆，把主所赐给我们
的恩赐发挥到极致，传扬福音，
喂养新人，为主赚取利润
（太二五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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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 
一  学校简介: 

      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座落于美国东南中
心城市亚特兰大。由早期移民美
洲的英国循道会基督徒创立于
1836年，故原校址名为牛
津。校训名言，因为基
督教建校背景，系出自
圣经箴言十八15，“聪
明人的心得着知识”；
埃默里大学，也得名于
创校的一位循道会主教
埃默里。

      1914年，在可口可乐创始人
帮助和慷慨解囊之下，埃默里大
学正式迁至亚特兰大市区中心的
东北角，并开始建立第一个神学
院。直到 1919年，埃默里大学学
院成形完善，包括原牛津校区迁
址的法学院、医学院、商学院和
研究学院，一直持续发展成为全
美驰名的综合性大学，享有“南
方哈佛”的美誉。1966年，美国
政府将传染病控制中心(CDC) 建
立于亚特兰大，就在在埃默里大
学校址附近。这直接促进了学校
医学和健康免疫和传染病控制专
业的发展，其医学免疫专业一直
处于世界领先地位。1991年，埃
默里大学也成立了目前世界顶级
的公共健康研究院，集中发展于
世界卫生健康控制和政策研究。
因为埃默里大学一贯的开放办学
方针，一直鼓励和接受世界各国
的研究学者访问与交流，在学术
领域也持续保持全美综合大学前
20名的位置。

      因为可口可乐公司经济上的
合作与支持历史悠久（如1979年
该公司总裁将其价值1亿美元的股
票投资于该校），埃默里大学也
被戏称为“可口可乐大学”。

所在州: 乔治亚州
在校学生:11554人
建校时间:1836年
学校网址:http://www.emory.edu/

2011年美国大学本科综合排名  
第20名
2011年美国大学公共
健康学院排名 第6名
2011年美国大学法学
院排名 第30名
2011年美国大学医学
院排名 第21名
2011年美国大学护士
护理学院排名 第21名

2011年美国大学商学院排名 第23
名

      二 华人学人学者生活:

      亚特兰大，位于美东南区，
人口约为5百万左右，系许多世界
知名公司的总部，包括可口可 
乐、AT&T和达美航空公司等。因
为人口种族多元化，城市生活也
十分适合家庭居住，亚洲移民人
口比例也逐年增长。各类餐厅、
购物与旅游景点，都应有尽有。
1996年举办奥运会之后，亚特兰
大已经成为美国最具发展潜力的
大城市之一。因为乔治亚理工大
学和州立大学等学校，与埃默里
大学一样，广招中国学生与访问
学者，最近亚特兰大华语学生比
例一直直线上升。

    三  Emory 校园老生热忱      
                欢迎新生:

      我们热忱欢迎全球各地来到
Emory的莘莘学子。 异国他乡，
远离亲友；面对未知，不知所
措。其中甘苦，我们也曾经历。
于此，我们想告诉将要来到
Emory的学弟学妹们，你们其实

并不孤单。
我们愿意在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各个方面，尽力帮助新生:

1. 接机；（请尽量联络同来
Emory读书的同学，乘坐同一班
飞机）
2. 短期住宿；（请尽早联络校内
住宿，若是情况特殊，下飞机后
需要短期住宿，请尽早与我们联
络）
3. 学期初，以及日常之购物；
（您可以与我们一同外出购物）

您若是有任何其他的需要，请与
我们联络。

            四 联系方式:

联系人：Kaiji Chen; Ting Nie
电子邮件: chen.kaiji@gmail.com; 
ting.nie@gmail.com

快讯

重庆西师附
中开设了26
门选修课，
《圣经》是
其中之
一。“爱是
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爱是不嫉 妒，爱是不自
夸，不张狂⋯⋯”50名同学各有一
本黑皮圣经，听老师讲述《圣经》
故事。这是学校首次将一部宗教经
典列为一门课教学，高一年级共17
个班，报 名选修《圣经》的50人来
自15个班。(中广)

详细报导

重庆一高中将《圣经》纳入
选修课 名额供不应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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