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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成牧师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耶稣的诞生日期，因为不

想我们庆祝耶稣的生日。明白耶稣诞生的意

义，以及他的诞生跟我们的关系，才是神要

我们关注的。我们今天要尝试明白耶稣的诞

生跟我们有何切身关系。我们看路加福音 2

章 25-27节： 

25 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
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
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26他得了圣灵的
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
的基督。27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
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
法的规矩办理。 

这里说到耶稣的父母抱着婴孩耶稣到圣殿，

但没有具体说要按律法办什么规矩。有两个

可能性，一个是马利亚生产后（利 12:4-6）

需要行洁净礼，所以我们可以假设婴孩耶稣

当时已经有一个多月大了；另一个是行献头

胎礼（出 22:29）。犹太人有个律法，头生的

婴孩必须献给神。把头生的献给神，是提醒

父母这个孩子是属于神的，是神交托他们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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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所以，他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教养

孩子，必须按照神的法则教养他们。唯有这

样，孩子长大后才能成为一个正直、善良、

有福的人。若想把孩子教育好，父母也必须

敬畏神，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这对为人父

母的是很重要的提醒。 

当耶稣的父母来殿里行

礼时，一个名叫西面

（“西面”跟“西门”是

同样的希伯来名字）的

老人家就来到他们跟前。

西面因为有圣灵的感动，

似乎知道他要寻找的对像是谁，就迎面走来，

伸手把孩子抱了过来。我们继续看 28-33节： 

28 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29“主
阿，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
世，30 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
31 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32 是照亮
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
33 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希奇。 

神要借西面再次提醒耶稣的父母，神有重任

要交给这个孩子，他们必须好好养育他，配

合神的旨意教养他。因为他是神为万民所预

备的光，要照亮外邦人。外邦人就是非以色

列人，包括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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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面向耶稣的父母宣告说，耶稣是万民的光。

你读这番话时，会否觉得像天方夜谭？圣经

的话是可以验证的。如果仔细读耶稣的生平，

就会发现他的结局很悲惨。他被自己的学生

出卖，被犹太人弃绝，被罗马人钉死在十字

架上。你可以说，耶稣的一生是以身败名裂、

众叛亲离、惨死在十字

架上为结局的。这是历

史事实，但心清的人就

会留意到当中的不寻常。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成为

全世界家喻户晓的人物

呢？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他不像释迦牟尼很受人尊崇，也不像穆罕默

德用刀枪征服万民。这些人是靠政治力量、

群众的支持成为伟人的。但被人出卖、弃绝、

杀死的耶稣，怎么可能成为世界级的伟人呢？

你能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吗？ 

你要好好思想这个问题。圣经是神的话，是

真理，真理是不怕被验证的。圣经已经预先

告诉我们，耶稣会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因

为这是神的作为。神借着西面预先告诉耶稣

的父母，这是神为万民预备的孩子，长大后

他要成为外邦人的光！你相信吗？这些话不

是人可以随便说的。你可以随便夸口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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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将来要成为万民的光，但能否兑现是有

目共睹的。好好思想我说的这番话，希望神

能开你的眼睛，让你看到神迹。神迹就在你

眼前，但你不想看，因为你不想见光。 

耶稣的诞生是神的作为，两千年前已经说的

一清二楚。耶稣是神给万民的光，这意味着

万民需要光，因为万民是被黑暗笼罩着。我

说的不是外在的黑暗，我们这里没有黑暗，

到处都有灯光。圣经说的黑暗是指人心里的

黑暗：自私、仇恨、贪婪、不诚实……。人

的内心充满了很多见不得光的意念，如果把

自己的心敞开让人阅读，真是无地自容。我

们表面是正人君子，里面却是充满污秽、邪

恶的意念。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神要

借着耶稣救我们脱离黑暗。 

我们看约翰福音 12章 46节： 

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
在黑暗里。 

耶稣宣称自己是世上的光，不是出于狂傲，

而是因为清楚自己活在世上的意义。他非常

清楚神给他的任务和使命。所以他说，我就

是来到世上的光，这是神给我的使命。他以

言传身教的方式传讲神的话，靠着神活出灿

烂的生命，照亮了我们。他的仇敌不能在他

身上找到任何把柄控告他，他的生命如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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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全世界，直到今天。 

耶稣在这里呼吁我们，不要住在黑暗里。留

意这几个字“住在黑暗里”，这就是我们习以

为常的状态，我们是住在

黑暗里。长期住在黑暗里

的人会变成瞎眼，内心的

黑暗会导致我们善恶颠倒、

黑白不分、自以为是，这

就是我们的状态。 

我们看约翰福音 3章 19-20节： 

19 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
20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就光，恐怕他
的行为受责备。 

耶稣是光，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圣经预

先告诉我们，对大部分人来说，这是坏消息，

因为世人喜欢作恶，喜爱黑暗，所以他们恨

恶光。如果你有车，晚上在街上停车你会选

什么样的位置？肯定会选择停在路灯下，因

为一般小偷都怕光。罪人——那些不愿意悔

改的人也会讨厌光。 

你读耶稣的教导时，会不会心里很不安，觉

得他说的话好像是针对你说的？你不认真读

当然不会有任何感觉，但如果你用心去读，

耶稣的话肯定会刺痛你的良知。很多人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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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圣经，因为圣经的话令他们难受，他们就

用各种理由拒绝圣经的话：这是洋教、这是

迷信、太极端了、我没时间等等。可能背后

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爱真理、不爱光明。 

真正的原因惟有你自己清楚。可能神正在向

你的良心说话，希望你不要熄灭神在你心里

的感动，你要诚实，不要找各种理由弃绝神。

你要正视圣经的话，用圣经的话对照自己内

心，让神的光照明你里面的黑暗。 

很多人不愿意行在光明中，因为行在光明中

是有代价的，你会面对很多压力和考验。很

多年前，有一个从医的姐妹跟我分享，她刚

出来工作时，医院经常有红包拿。她知道那

些钱是一些药厂给他们的。因为她是基督徒，

所以她就选择不要。当她把钱退还给上级时，

医院领导会表扬她吗？适得其反，她的举动

令他们坐立不安，他们就开始软硬兼施，对

她说：“你看我们工资太少了（当时医生的工

资确实不高），这只是给员工生活上的补贴，

你就收下吧。”这个姐妹就是不肯收下。领导

来软的也不行，来硬的也不行。结果所有的

同事都看她是异类，非常防备她，担心她会

告发他们。因为他们做了亏心事，收了国家

不允许收的钱，现在有人不肯收，他们的良

心不好受，甚至想方设法要排挤这个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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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人反而成了一盏刺眼的灯，令他们难受。 

在这黑暗的世代坚持真理、行在光明中是有

代价的。大多数人会选择留在黑暗里，因为

害怕来自社会的压力和逼迫。耶稣呼吁我们

跟从他，行在光明中，不要住在黑暗里。你

有勇气弃暗投明吗？ 

光明和黑暗是福音书的重要话题。路加福音

23章记载了耶稣钉十字架，那里有句话很特

别：“那时约有午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申

初”（路 23:44）。从 12点直到下午 3点天昏

地暗，这不是日蚀，因为日蚀不可能这么长

时间。可能当

时天气骤变，

乌云密布，正

午时分天空突

然没有了阳光，

遍地都黑暗了。

神仿佛是借着这个天象责备犹太人，既然他

们选择熄灭了神的光，杀死了正直、良善、

敬虔的耶稣，神就把光撤走，让他们囚禁在

黑暗中。但愿我们不要像犹太人那样，抗拒

神给我们的光。 

我们都是住在黑暗里。长期在黑暗里使到我

们瞎眼、善恶颠倒、黑白不分、自以为是；

我们藐视善良、厌恶诚实、鄙视正直。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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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里说喜爱良善、诚实，却往往言行不一。

你在网上看到别人做坏事，就在评论区把对

方骂得狗血淋头，离开键盘，你做同样的事，

这就是言行不一。事实是，我们讨厌善良，

我们鄙视诚实。 

前几天，我在互联网上看到一则新闻，是关

乎美国一所大学发生幽灵交作业的怪事。

2020 年 11 月有一个女大学生遇到车祸去世

了。当时大学都是上网课，她死了之后，她

的作业还继续发到不同教授的邮箱，还参加

了网上考试。教授们都慌了，以为这是幽灵

事件！中国人一听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原来美国因疫情缘故兴起了一门生意，就是

全程网课代管一条龙服务。上网课学生无需

视频，教授只要看到你登录了就行了。你只

需把你的账号给网课代管公司（当然是非法

的，都是中国人经营的），交了服务费，就有

人会代你上网课，交作业，甚至考试。听说

代考试费平均是四百美元，而且是按顾客要

求的分数收费的，达不到分数不收费。网课

代管公司就是这么自信。其实这也不难，就

等于大学生帮中学生考试，小菜一碟，他们

可以收放自如，可以决定错多少题，在乎你

给多少钱。原来这门生意现在在北美很火，

都是中国人经营的，所以中国人一听就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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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外国人却惊呆了。 

我举这个例子是要告诉你，我们中国人真的

自以为很聪明。遗憾的是，这种自以为聪明

其实是显明了我们的愚昧无知。我们是不爱

光明的民族，所以欺骗、诡诈、不诚实在我

们的社会屡见不鲜，到处泛滥，到处开花，

甚至出口到国外去了。我们已经习惯住在黑

暗里，欺骗、不诚实已经是我们的常态，我

们以为这就是聪明。你知道有多可怕吗？只

要你有钱，你的孩子在国外不上课也可以拿

到文凭。估计上四年大学十五万美元网课托

管费就可以搞定一切。你的孩子就可以天天

不上课到处玩，最后还可以拿个文凭回来。 

这真是害人害己的“聪明”。国家的前途就在

乎教育，错误的价值观、错误的教育方式，

必定会祸国殃民。很快我们的社会就会充斥

着假教授、假专家，因为他们的文凭都是透

过不诚实的方法拿到的。如果有一天你到医

院看病，医生把你的小病治成了大病，你可

能要怀疑这是不是一个假医生。你没有资格

批评他们，因为你也像他们那样不诚实。黑

暗会使我们良心麻木，成了属灵瞎眼，但我

们还自以为聪明，这就是可怕之处。 

我们看约翰福音 8章 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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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
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
光。” 

主耶稣在这里又补充了一点，他说这光是生

命的光，这光会把你指向生命，就是指向神，

因为生命是从神而来的。言下之意，在黑暗

里意味死亡，没有生命。什么是生命？大部

分人认为生命就是活着。怎么活着才有意义

呢？必须有钱！有钱就能够开心。我们今天

对生命的理解非常肤浅，我们不明白什么是

生命，所以也不明白生命为何，我们甚至把

金钱跟生命划等号。 

美国曾经发生一件小事，却非常轰动。一个

快餐店的店员（一个怀孕六个月的女子）给

了顾客一杯饮料，那个顾客把饮料的盖子打

开，把饮料泼在她身上。这店员极其委屈地

哭了。有人拍下视

频传到网上，引起

了很多人的关注。

很多网友就开始鼓

励、安慰她。为什

么那顾客会这样待她呢？可能她下错单，但

即使她弄错了，是不是就可以把饮料泼在她

身上呢？如果同样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我

们是否也会暴跳如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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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是受欲望和情绪支配的，他们只关注

自己的需要和感受，完全无视别人的存在。

这是没有生命的特征，因为这不是生命。真

正的生命能给人带来安慰、鼓励、盼望、祝

福。这才是有生命（活着）的特征。如果你

的生命不能起到这个作用，你跟死人没有两

样，甚至比死人还糟。死人不会伤害人，你

是会伤害人的死人，你成了僵尸。谁还愿意

靠近你呢？ 

我要大家好好思想这个问题：什么是生命？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圣经里生命的意

义就如同光一样，能够给人带来盼望、温暖、

喜乐、生命。耶稣说，跟从我、跟从这光，

你就会经历来自神的起死回生的能力改变你。

这是生命的光，你不但看见光，也找到了生

命。神有起死回生的能力，他能改变你，给

你战胜黑暗的能力。 

2020年 2月初疫情高峰期，我爱人的妈妈给

我们发来语音留言，大致内容如下：“我不担

心你们，可能有神吧，所以我不需要担心你

们。你们留在那边有神的旨意，那里的人现

在水深火热，他们需要神的安慰，现在更是

时候你们要彰显神的国，去安慰他们。你们

努力做神的工作，神会保守你们的，你们不

用怕。我的心很平静，从来没有这么平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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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奇怪，相信是神的工作。神把你们留在那

里，是要你们努力工作去安慰那些人。你们

就努力工作，依靠神，早晚记得要祷告神。” 

我们很惊讶收到她的留言。刚才读到神感动

西面跟马利亚和约瑟说话，你会不会觉得不

可思议？我们知道是神感动了我岳母说了这

番话。她说：“我的心很平静，从来没有这么

平静过”，神赐她心里有平安，感动她给我们

留言鼓励我们。这就是生命。一旦你行在光

明中，神就能够感动、带领你。你就成了一

个活人，开始有生命能力，能够去安慰、鼓

励有需要的人。 

我岳母就像其他老人家那样，容易为很多事

情忧虑。每次打电话回去，她通常都会问什

么时候回来，告诉我们她想我们……。疫情

爆发时，我们打电话回去时，都是轻描淡写

地告诉她，情况不是报道的那么严重，叫她

不要担心。其实她从新闻里都了解得一清二

楚。她那一天的表现极其不寻常，但我们知

道，这是神感动她，借着她来鼓励我们，向

我们显明神的旨意。神借着她鼓励我们不要

怕，只管留在原地。 

这就是新生命的能力。你不会因为疫情、困

境、死亡而丧胆。你关注不再是自己，而是

其他人的需要以及神的旨意。疫情中也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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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鼓励人心的例子，很多志愿者选择离开

家人去照顾有

需要的人。我

相信这也是神

在人心里的感

动和工作。 

我们要留心耶稣的话。他在邀请我们跟从他，

不要住在黑暗里。他要我们得着生命的光和

能力，能够做一个真正的活人，能够鼓励、

安慰有需要的人。 

我们看约翰福音 12章 35节： 

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
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
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
处去。” 

“不知道往何处去”，就是我们的写照。你的

生命有意义吗？我们今天的生存意义就是忙

碌追求金钱，仿佛越忙碌生命就越有意义，

钱越多就越有成就感。有一天，我在电梯里

看到一则银行广告。广告的主角是一个服装

店的王老板，他每天早上 5:30开始工作，一

直干到晚上 11 点才下班。他说为了赚钱，

他不怕苦，不怕累，每天拼命地干。 

我看了很恼火，因为不知道这银行想借这广

告传达什么信息。这是成功的典范吗？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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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这个人已经 53 岁了，每天从清晨干到

午夜，估计他连陪家人的时间都没有，更别

说关心其他人了。这么劳累忙碌究竟是为了

什么呢？ 

可能正是因为生命没意义，我们就必须不断

地忙，借此来充实自己。忙碌有个好处，让

你没有时间安静思想生命的意义。忙碌可以

获取金钱回报，钱可以攒起来，怎么用，以

后再说。但盲目的忙碌不是生存的意义。如

果你连时间都不能拨出来给别人、帮助人、

鼓励人，那么你活着还有意义吗？如果你突

然离世了，你这一生成就了什么呢？ 

很多人为幸福拼搏，但在拼搏过程中，他们

却丢了幸福。忙碌影响了他们的情绪和健康，

脾气不好导致关系破

裂，长期的忙碌丢失

了健康。等你拼搏了

几十年后，还剩下什

么呢？可能就一无所有了。很多人在拼搏过

程中丢了家庭，连家庭也保不住，还有什么

幸福可言？这就是黑暗，你活在黑暗中不知

道自己往何处去。光的一个功能就是使你能

看见，能找到生命方向。 

我的岳母自从信了主之后，生命有了一个全

新的意义，所以才能说出这番不寻常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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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感动她鼓励我们去关心有需要的人。这才

是一个正常的生命，她成了光明之子，神的

光可以透过她去鼓励有需要的人。 

我们看约翰福音 12章 35-36节： 

35 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
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
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
何处去。36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
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 

主耶稣两次强调“趁着有光”，这四个字很重

要。你的内心是否被黑暗笼罩？是否充满苦

毒、怨恨、诡诈、自私呢？如果你住在黑暗

里，随着年龄的增长，内心累积的恶只会越

来越多，你跟人的关系只会越来越糟。你是

不是处在这种状态中呢？ 

今天神借着耶稣呼召你，他要你跟从耶稣行

走在光明中，做光明之子。这就是圣诞节的

意义。神要赐你一个光明的生命，帮助你活

出清洁、坦然、良善；让你的生命变得有意

义，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今天如果神感动你离开黑暗，选择光明，你

要果断地做选择。神在开启你的心眼，让你

在这一刻可以看见光，当趁着还有光，要赶

紧回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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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 
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诗 36:9) 

https://www.fydt.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