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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假货

黑暗之后的光明（第九部分）

约翰一书 2:26-27

在《历史频道》的一档关于典当行的真人秀节目中，一个人带来了一把小提琴，要求

对其进行评估。根据这个人的故事，他最近买了一处房产，包括一所房子和一个旧谷仓。

在买了房产后不久，在检查谷仓时，他打开一个旧箱子，发现里面有一把小提琴，似乎有

很长时间没有人碰过了。当他掸去小提琴上面的灰尘时，他发现“斯特拉迪瓦里”

（Stradivarius）这个词清楚地刻在小提琴上。他认为，当然他也希望这把小提琴能值几

百万美元。但鉴定的结果是，这是一把毫无价值的赝品，甚至连一把二手小提琴的价钱也

不值。1

问题是市面上有太多的假乐器，其中很多都是用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Antonio
Stradivarius）的名字伪造的。就在几个月前，一名百万富翁卷入了一起涉及斯特拉迪瓦

里小提琴和大提琴的骗局中。他是世界著名的大提琴和小提琴权威，包括那些由斯特拉迪

瓦里制造的。他受到众多个人和机构的信任，在芝加哥、纽约、东京、苏黎世和维也纳都

设有办公室。他在这方面被认为是最有权威的人士。

但就在两年前，有人发现他在出售假乐器来欺骗客户。有一次，由他鉴定并卖给美国

的一个主要的爱乐乐团的 30 件乐器，后来被证明是伪造的，这几乎导致那个乐团破产。

还有一次，他以 30 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一把大提琴，后来人们发现它的价值只有 2000 美

元。

经过几十年的交易，他终于被当场抓获。但那个时候他已经从客户那里骗取了一亿多

美元，住在奥地利一座翻新过的城堡里，并成为上流社会和音乐行业的宠儿，成为了斯特

拉迪瓦里乐器鉴定的最权威人士。
2

坦白地说，没有什么计划比撒旦的计划更富有欺骗性了，每年都有更多的潜在客户被

欺骗和欺诈，而且都是以上帝的名义来行骗的。

今天，在世界各地，寻求属灵答案的宗教投资者，被各种属灵的仿制品、高仿真的冒

牌货以及数不清的空头承诺所欺骗。各种宗教产品经销商遍布全球，试图说服潜在客户相

信他们商标上的名字不是伪造的。“这是真品，它会把你和上帝连接起来；它会带你去天

堂；这是耶稣签过名的，你看，耶稣制造的。”

1 Pawn Stars, History Channel (2-7-07)
2 The Independent, April 4, 20134, “Dietmar Machold: The renowned violin dealer who duped clients with fake
Stradivar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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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二十一世纪和一世纪没有什么不同。以至于使徒会警告教会要当心那些假冒

的传道人、假冒的福音、假冒的教义和假冒的基督徒。
3

很多基督徒可能会很担心：“那我怎么分辨这个世界上属灵方面的假冒伪劣呢？我又

不是神学专家，我从来没有参加过邪教辨别课程的培训，也没学习过怎样发现属灵的欺骗

者。我需要什么样的装备才能分辨真伪呢？在属灵世界里，我怎样才能避免买到假冒的小

提琴呢？”

那就拿起约翰写的第一封信，你可以在第二章中清楚地找到答案。事实上，使徒约翰

受神的启示写这封信的原因之一，就是要告诉我们，如何使用专用的属灵设备，来检测和

辨别假冒的属灵事物。

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来看第 26 节：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也就是说，下面就是我写这封信的目的，请听好了……）是
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

“引诱”这个词也可以翻译为“迷惑”或“诱惑”。假老师会试图引诱你误入歧途，

也就是引诱你来跟随他们。他们中的一些人有迷人的个性，有一些是学者，还有一些人很

老练，人脉很广。他们的追随者从芝加哥到东京再到维也纳，他们是能言善辩的演说家，

具有很强的说服力。4

约翰在本章的第 18 节已经指出他们是敌基督的。而这些敌基督者，这些反对基督的

人，他们想要给你一些东西而不是基督，想要用那些东西来取代基督。这些敌基督者，上

次在第 19 节说过，他们已经离开了教会，但他们却不愿意独自离开，为什么？因为那里

有他们的潜在客户。他们想着那个羊群。

我永远不会忘记几年前在我们教会里对一位女士说，除非她悔改、向她曾经诽谤过的

人道歉，否则她不能再和我们一起敬拜神。但她不想悔改，拒绝道歉，拒绝做正确的事

情。几周后的一天下午，她出现在教会，向接待员要教会成员的名录。那时候我们正在印

刷成员名单。就在那时，我碰巧路过，无意中听到了她的请求。我走进接待处，告诉她不

能把我们的名单给她，并且让她马上离开。

她不死心，我再次予以拒绝。于是她转过身，跺着脚走出大厅，但在此之前，她又转

过身来对我说了几句我以前从未在教会里听到过的关键词和短语，我非常确定那不是圣经

里的话。

她想接触教会的人，这样她就可以影响这些人，但这正是教会惩戒所要防止的，因为

教会惩戒能够保护会众。这些假教师想造成更大的伤害，他们在兜售伪造的福音。虽然他

们已经离开了教会，但他们仍然想保留与会众的所有联系，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影响信

徒，把他们引入歧途。5所以约翰警告教会属灵欺骗的威胁。

那么普通的基督徒应该如何处理这种威胁呢？普通的信徒怎么才能识别出那些非常狡

猾、精心伪装、让人印象深刻的属灵谎言呢？尤其是当他们拥有证明其真实性的证书时。

我有一个宝贝，挂在我教会办公室门外的墙上，是一张用黑墨水写满了字的纸。这是

查尔斯·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在十九世纪后期讲道手稿中的一张纸。这张纸注明

了日期，并附上了一份证明其真实性的证书，以及他讲道的日期和所用的经文。

3 Warren W. Wiersbe, Be Real: First John (David C Cook, 1972), p. 94
4 John Phillips, Exploring the Epistles of John (Kregel, 2003), p. 81
5 D. Edmond Hiebert, The Epistles of John (BJU Press, 1991), p.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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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这张纸对我来说更有价值的是，按照司布真的习惯，每个周一他会带着他的讲道手

稿去办公室，用一支紫色墨水笔来编辑他的手稿。紫色是他最喜欢的颜色，因为他说这会

让他想起基督的王权。只有在他用紫色笔完成所有的修改后，手稿才会被送到报社出版。

裱在我办公室门外的那张纸，就是这样的一页手稿，上面标注了几句话，还有手写的

注释，这些注释写在这张手稿的空白处，用的是紫色墨水，至今依然清晰可见。如果你愿

意，你可以去看看，我在大厅卖票。

现在谁知道呢……它可能是伪造的，可能不是真的。如果它不是真的，而你在我死后

发现它是伪造的，我也不会因此而下地狱。但如果你把福音搞错了，你理解的耶稣不对，

满足于属灵上的赝品，那你的永恒归宿就处于危险之中。

这就是为什么使徒约翰这么热心，要为信徒提供在属灵方面鉴别真假的装备。请大家

来看第 27 节：

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
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

常在我们心里的恩膏不是某种教育，也不是什么神秘的力量；而是一个位格。约翰已

经在第 20 节提到了祂：你们（每一位基督徒都）从那圣者受了恩膏。
耶稣应许内住的圣灵要来教导信徒，并要引导他们进入真理（约翰福音第十六章）。

对于早期教会来说，这仍然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在旧约中，圣灵主要降在君王和先知身上，当耶和华想要成就非凡的事时，偶尔也会

降在普通人身上。这不是永久的内驻，而是暂时的遮蔽。这就是为什么你会读到圣灵降临

在旧约中的某个人物身上，然后又离开他，就像圣灵后来离开扫罗王或参孙一样。

每个信徒都将被神的灵永久膏抹或内驻的想法是不可想象的。有一位作家写道：这是

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奢侈，没有人配得这样的恩典。门徒们的脑子一定在琢磨这到底是怎

么回事。
6

现在，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把这些经文放在一起，我们就会发现神的这第三个位格，

要么被过分强调了，要么被大大地低估了。圣灵正是神赐给我们的装备，更确切地说，是

在信心和生命方面来装备我们的。

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受恩膏的，而不只是那些真正属灵的基督徒，

他们每周都去教会，从来不发脾气。约翰说不是只有这样的基督徒才是受恩膏，每个基督

徒其实都不例外。

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看圣灵在基督徒生活中的几个作为，我们不仅要致力于听从并

跟随圣父和圣子，也要听从并跟随圣灵。大家要知道，神的每一个位格都有其特定的职

能，都一同完美和谐地一起工作。有些职能是重叠的，而有些则是父、子或灵各自更具体

的工作。

圣灵赋予我们几项职能，使我们能有效地服事我们的三位一体神，并保护我们不受欺

骗、不被诱惑。

首先，圣灵在我们事奉的每一个方面都装备我们。

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包含很多方面，祂被称为：

 真理的灵（约翰福音 14:17）

 恩典的灵（希伯来书 10:29）

6 Charles R. Swindoll, Insights on John (Zondervan, 2010), p.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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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的灵（罗马书 8:2）

 荣耀的灵（彼得前书 4:14）

基督徒生活和事奉的每一个方面都与真理、恩典、圣洁、生命和荣耀相关联，圣经告

诉我们，神内住的灵将在改变我们的过程中指导和装备我们。真理、恩典、生命、荣耀，

这些都是神在我们心里和生命中真正的记号。圣灵不仅装备我们去服事……

第二，圣灵引导我们过圣洁的生活。

保罗提醒哥林多的信徒，他们现在是圣灵活着的殿（林前 6:19），每个信徒都有圣灵

永久居住在里面。然后保罗写信对以弗所的信徒说，要被圣灵充满（以弗所书 5:18）。

你怎么能被已经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充满呢？这是不是自相矛盾呢？不是，在以弗所书

5:18，保罗说要被圣灵充满，这里的“充满”这个词，意思是“控制”、“掌管”。你可

以这样来表达这句话：“你们要在圣灵的掌管之下。”

被圣灵充满就是被圣灵引导。

既然我们谈论的是圣灵，你就可以大可放心，如果是祂在引领你，那祂一定会引领你

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骗子的标志之一是假冒为善，他们过着叛逆的、常常是不道德的生

活。犹大书第 16 和 19 节是这样描述假教师的：

（他们）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他们是）属
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

圣灵真正的工作是引导被救赎的人过圣洁的生活。这是人的生命中有圣灵内驻的真正

记号。所以，圣灵不但装备我们去服事，引导我们过圣洁的生活，而且……

第三，圣灵激发我们真正的敬拜。

约翰在约翰一书 2:27 说：

圣灵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圣灵在凡事上教训你们。
在这段经文里，约翰是在谈假教师、那些欺骗者的问题。基于这个上下文，约翰并没

有向信徒保证，他们不需要牧师或查经学习带领者来教导我们，连使徒约翰写的这封圣灵

所默示的信，我们也要花很长时间来学习，很明显约翰就在这里教导我们。

所以约翰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别人来教导我们，使徒约翰说的是，我们里面的圣灵会

保护我们不受否认耶稣是弥赛亚的错误教导。之前在第 22 节约翰说：

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
也就是说，你如何识别说谎话的假教师呢？你就看他是不是试图诱惑你，让你离弃那

又真又活的神、道成肉身的耶稣就知道了。你会发现那些伪造的福音、伪造的宗教、伪造

的传道人、伪造的作者或教师，因为他们谈论神，却不谈论有同等神性的神的儿子主耶

稣。总之，他们不会引导你去敬拜耶稣。

在艾德蒙·希伯特（D. Edmond Hiebert）所写的注释书中，他讲了一件事来说明这个

问题。艾恩塞德（Ironside）博士是二十世纪早期穆迪教会的牧师，有一天艾恩塞德在洛

杉矶碰到一个人在街上讲道。他听了一会儿，很快就意识到讲道者实际上是在讲一个著名

的邪教所持守的关于基督的异端。这时他注意到人群的另一边有一个人正在专心致志地聆

听，时不时地还露出微笑。艾恩塞德博士突然对这个被邪教骗子误导的人感到很难过。于

是他就走到这个人旁边，当传道人讲完后，他便和这个人聊了起来，发现这个人是个基督

徒。于是艾恩塞德就问这个人：“那么，你觉得这个传道人讲得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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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回答说：“嗯，我不知道我是否能清楚地回答他所有的论点，但我知道，当他

讲道时，我内心有声音在说：“这是谎言，这是谎言，这是谎言。”
7

这就是圣灵在工作。

使徒约翰在他的福音书中告诉我们，圣灵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荣耀耶稣基督，并将祂高

举，远超过人，因祂是圣子，是神人。事实上，耶稣自己就曾对祂的门徒说，在祂升天之

后，神的灵会降下来并荣耀圣子（约翰福音 16:14）。这也包含了圣经，它不仅是活的话

语，也是基督借着祂的使徒所记录下来的书面话语。

几年前的一本畅销书基本上欺骗了许多假的属灵的人，它成了他们想要读的书，以支

持他们不相信圣经的独特性和主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这本书的书名是《与上

帝对话》（Conversations with God），销售了近 300 万本。作者说，有一天他开始写下

他与上帝的直接对话。（这本身就应该是一个警告，对吗？）

这位作者在很多场合所提到的上帝，并不完全是圣经所说的上帝，这个所谓的神基本

上适合任何宗教，这倒并不奇怪。下面我们就听听作者沃尔施（Walsch）所写的他与上

帝的一次对话吧。

上帝说：除非你不再告诉我你的真理，否则我不能告诉你我的真理。
沃尔施说：但是我关于上帝的真理是来自于你。
上帝：谁说的？
沃尔施：别人。
上帝：别人是谁？
沃尔施：当然是那些带领者、牧师、拉比、书籍、圣经。
上帝：那些都不是有权威的资料。
沃尔施：他们都没有权威吗？
上帝：没有。
沃尔施：那真理从何而来？
上帝：你要听从你自己最崇高的思想，倾听你的经历，倾听你的感受。当其中任何一

个与你老师告诉你的、或在你的书中读到的不一样时，就忘了它吧，不要把他们的话放在
心上。8

圣灵从来不会引导你说：“倾听你自己的感觉，跟着你自己的感觉走。忘了那位救主

吧，忘了那本书吧。”圣灵从来不会这样做。

根据这本书，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告诉我们，真正的福音、你可以通过祷告来交通的上

帝的真灵，会高举、荣耀圣子。荣耀这个词是 doxa，意思是正确地思考，以一种好的方

式来证实、来显明。9

假教师败坏基督的名声，而圣灵高举基督的名；骗子攻击基督的神性，而圣灵彰显基

督的荣耀；虚假的宗教会剥夺人们对基督的敬拜，而真正的信仰会促进对基督的敬拜。

所以圣灵的第三个工作，就是激发我们真正的敬拜。圣灵还有一个工作……

7 Hiebert, p. 122
8 Neale Donald Walsch, Conversations with God (Putnam, 1996) www.preachingtoday.com/illustrations/2004/july/
15454.html
9 Swindoll, p.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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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圣灵是神对天堂的应许。

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信徒说：

（神）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作凭据。（哥林多后书 1:22）

这里翻译成“凭据”的词，是一个在经济生活中与首付有关的词，就像买房子的首付

一样，我们称之为定金。中文当代译本把它翻译为“担保”，标准译本把它翻译为“预付
凭据”。

这是一个凭据、一个应许，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标志。我喜欢把它想成是订婚戒指，因

为送的人购买它要花费很大的代价，而且通过它向接受的人所表达的信息很重要。大家应

该还记得你向妻子求婚的那一天的场景，如果你不记得了，你只需要点点头，假装还记得

就行了。

我是很传统的那种人，我向女朋友求婚的时候就想带上这枚戒指，这样当她答应的时

候，我就可以把戒指戴在她的手指上了。那枚戒指是我对即将举行婚礼的承诺。它告诉全

世界，虽然婚礼可能还没有举行，但她实际上是我的。我们彼此都向对方担保，那枚戒指

向所有人传达了一个信息，那就是她已经有主了。那枚戒指向她证实了，我说话算数，我

爱她，想要娶她。

根据我的记忆，当她答应了我、把戒指戴在手指上时，乌云散开了，太阳出现了，我

听到天使在一起高唱哈利路亚。你们也都是这样的，对吧？点头就可以了。

弟兄姊妹们，圣灵已经赐给我们，因为天父爱我们，而圣子要向我们显明，祂是天父

永远的爱子。祂已经这样显明，我们也接受了，圣灵就是我们的担保，是我们象征性的凭

据。我们不但告诉世人，我们属于那位将要降临的新郎，而且每天也在提醒我们，我们正

走向羔羊的婚宴，作为基督永远的新娘，享受与祂面对面的永恒荣耀。圣灵是新郎给我们

的保证，是定金、担保、凭据，是婚戒，将来有一天祂要来接我们到祂父家里去。

另外，约翰在这里写道：“圣灵教导我们所有的事，实际上祂要为我们翻译我们需要

确认的、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请大家注意第 27 节的中间部分，圣灵所教导的是真
的，不是假的。也就是说，祂把基督的真理翻译到我们心里去。

肯特·休斯（Kent Hughes）在他对这节经文的注释中，讲述了为什么确定你的翻译

者是谁非常重要。他写道，乔治·罗德里格斯（Jorge Rodriguez）是一名来自墨西哥的银

行抢劫犯，他在本世纪末沿着德克萨斯州边境作案。他一直非常成功，以至于德州骑警专

门派了一支队伍，去美墨边境的格兰德河（Rio Grande）抓捕他。

一天下午晚些时候，一名特别骑警看到乔治滑过河，他一路跟踪他回到他藏身的地

方。他看到乔治先是和镇上的人混在一起，然后去他最喜欢的酒吧放松。这个骑警就溜进

酒吧，想对乔治先发制人。他手里拿着枪，说：“我知道你是谁，乔治·罗德里格斯，我

来逮捕你，要追回你从德州银行偷来的所有钱。除非你告诉我这些钱在哪里，否则我现在

就有权开枪打死你。”

但是有一个问题：乔治不会说英语，而德州骑警又不懂西班牙语，他们无法进行语言

交流。就在这个时候，有个一直站在附近的村民自告奋勇地说：“我会说两种语言。你想

让我当翻译吗？”骑警很感谢他，冲他点了点头。于是那个村民就把骑警的话翻译给乔治

听。乔治知道自己被捕了，骑警的枪已经扣上了扳机，对准了他的头。乔治回答说：“告

诉骑警我一分钱都没花。请告诉他，到镇子里的那口井边，面朝北，数五块石头，他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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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一块松动的石头。把那个石头挪开，就会看到所有的钱都在那块石头后面的袋子里。

请赶快告诉他，让他饶了我一命。”

这位很有心眼的翻译，脸上带着非常严肃的表情转向骑警，用近乎完美的英语说：

“乔治·罗德里格斯真是个勇敢的人。他说他死也不告诉你。”
10

使徒约翰说，圣灵会担当翻译的角色，来向我们解释耶稣到底是谁。祂不会对你撒

谎，一句谎言都不会有。事实上，祂比我们任何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所

以约翰在这节经文的结尾写道：“你们……住在主里面。”约翰不是说让我们努力与主保

持关联、保持得到救恩的状态；事实上，这里的动词“住”用的是现在时态的陈述语气，

意思是“你们确实住在祂里面”。

你们确实是！那就住在祂里面！也就是说，不要忽视祂，别忘了祂，不要一天都不和

祂说话；要依靠祂，要好好与祂交通，听祂的话，对祂的警告和鼓励要格外留意。

这就是圣灵所要完成的几个工作。第一，圣灵要装备我们去服事；第二，圣灵要引导

我们过圣洁的生活；第三，圣灵激发我们进行真正的敬拜；第四，圣灵是神对我们天堂的

应许，祂是神给我们的定金、担保、凭据，祂是我们的婚戒，让我们确切地知道，我们是

基督的新娘，将来要享受与祂面对面的永恒荣耀。

圣灵是神赐给我们的装备，帮助我们鉴别出仿造的小提琴、假冒的属灵事物，帮助我

们去荣耀基督，因为祂是神的儿子、是永生的主，是将来的那位新郎，是一切信主之人的

救主，是将来要统治全地的大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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