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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不是盲目的

黑暗之后的光明（第五部分）

约翰一书 2:7-11

我看到一个资料，说在美国每过二十分钟就有一个人失明。根据全国盲人联合会的统

计，现在这个国家有 2500 万成年人患有严重的视力障碍，包括完全失明。

在我敬虔的岳母去世前的好几年里，她因患糖尿病而失明。我们家里仍然保存着她生

前使用过的一个放大镜，她会把圣经举到她的面前，然后用这个放大镜来阅读圣经。

前段时间，我和妻子与一对夫妇共进午餐，那个妻子现在正在学习如何适应新的环

境，她现在实际上已经失明了，这是由于一种先天性的疾病慢慢导致的失明。前些时候我

和我们教会里的一个人交谈，他正在接受仔细的检查，因为他正面临失明的威胁。如果神

让我们选择一种身体上的残疾，我敢肯定很少有人会选择失去视力。

根据使徒约翰的信，基督徒每天所做的决定影响了他的视觉能力，这些决定要么让他

在光明中行走，要么让他把失明强加给自己，使自己走在黑暗中。在约翰一书第二章中，

在他最直击人心的一段话语中，约翰挑战我们要把阴影抛在身后。

约翰用了一个充满爱意的词，来开始他直击人心的一段话，这就是他在第 7节对我们

所有人的亲切称呼：亲爱的。这有点像家长在说：“我要揍你一顿，但这是因为我爱你的

缘故。”孩子会说：“我希望你不要那么爱我！”

约翰在第 7节一开始就使用了“亲爱的”这个词，单在这封信里，这个词他就用了六

次。你可能会把这个词与那个我们很熟悉的名词形式 agape 联系起来，这是希腊语的

“爱”，表达的是一种深切的、信实的、舍己的、长久不变的爱。

这种 agape 的爱或者舍己的爱，不是飘忽不定或短暂的爱，它不是由感觉所驱动的，

而是由意志来决定的，意志随后才结出感觉和爱的果实。在我们今天的社会缺失了这种舍

己、信实的爱，所以人们现在可以租赁一个为期一年的结婚戒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爱

情就像天气一样易变，像鞋子一样可以更换。

第一世纪与我们现在相比也没什么不一样。罗马哲学家塞内加（Seneca）生活在使徒

约翰的时代，他曾记录了罗马上流社会的妇女，用她们过去丈夫的名字来称呼她们逝去的

岁月，这些丈夫就如同季节的更替一样换来换去。

直到今天，人们都津津乐道于坠入爱河的事情，而且速度非常快，但是人们从爱河里

爬出来的速度一点儿也不慢。这就是为什么神用了一个词，表达的不是坠入爱河，而是定

意去爱或决定去爱。

圣经学者魏华伦（Warren Wiersbe）对这个词进行了注释，他说圣经中的爱说的不是

一种吸引力，而是一种决心。
1
这不是一个感觉的问题，而是一个意愿的问题。让我们感

1 Adapted from Warren W. Wiersbe, Be Real: I John (David C. Cook, 1972), p.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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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意外的是，这种舍己的爱不仅是为了我们的配偶和家庭成员，更是为了整个基督的身

体，甚至更多。

所以当约翰告诉我们所有人要彼此相爱时，他首先告诉我们他爱我们，这就不是一个

巧合了。他对我们的爱就是这种深切、忠实的爱，就表达在“亲爱的”这个词中。

约翰的年纪越来越大了，他没有变得越来越刻薄和容易发怒，反而越来越和蔼可亲

了，我相信约翰年轻时的朋友们对此会感到很意外。耶稣当年呼召他做门徒的时候，称他

为雷子，就是因为他当时的脾气很暴躁（马可福音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九章还记录了约

翰想让火从天而降，烧灭那些不接待他们的当地人：“主啊，让我们用火把他们都烧死

吧，他们是罪有应得！”后来约翰的母亲来到耶稣面前，对祂说：“我们怎么才能确保约

翰和他兄弟雅各在天国里与你并肩而坐呢？他们想成为人上人。”这就是当时的约翰，脾

气暴躁、以自我为中心、爱论断人。

现在你读了这位老使徒所写的信以后，虽然约翰依然充满激情、毫无畏惧和敢于挑

战，他让我们都明白，在这一切的背后是那种 agape 的爱，那种舍己的爱。他非常爱我

们。接着，他要告诉我们如何避免怨恨的黑暗，在爱的光明中生活。

现在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在第 7节说：

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
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

也就是说，彼此相爱的概念并不新鲜。当约翰写这封信的时候，爱神和彼此相爱的诫

命不是一个新概念，但却被人们忽略了。拉比们早就开始了他们解释摩西律法的工作。他

们仔细研究了律法书，也就是旧约圣经的前五卷书，是由摩西写的。他们查考每一条命

令、每一个诫命、每一个告诫、每一条禁令和每一项规条，从这些规则中，他们形成了许

多传统以及一长串该做和不该做的规条。

例如，他们从旧约律法中编录了 613 条戒律，他们认为这些戒律与组成人体的 613 个

组成部分相一致；他们还列出了 365 条负面戒律或禁忌，他们认为这些戒律很重要，因为

一年中的每一天都有一条禁忌。2他们很喜欢这些东西，但问题是，所有这些东西都取代

了爱。

约翰实际上是在说，你们应该记得那些伟大的诫命，它们都很古老，可以一直追溯到

申命记第六章和利未记第十九章所说的：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也

要爱人如己。你们每天早晚都要这样祷告。

在你所有的诫命清单中，你是不是忽略了这个爱的戒律？好吧，把它拿出来，掸去上

面的灰尘，这确实不是新鲜事物，可以追溯到神最初的设计。约翰写得很有道理，但爱的

诫命不是新的，而是旧的。

然而约翰在接下来的第 8节写道：

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
等一下，我还以为这不是新的命令呢。约翰在这里用的“新”这个词，并不是指时间

上的新事物，而是指其内在品质方面是新的。
3
也就是说，约翰不是在说：“看哪，这是

一个全新的东西，直到现在才出现。”不是这样。约翰实际上是在说：“看哪，这是舍己

的爱的一种全新的品质、一种全新的表达，是真正独一无二的。”

2 John Phillips, Exploring the Epistles of John (Kregel, 2003), p. 48
3 John MacArthur, 1-3 John (Moody, 2007), p.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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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紧接着在第 8节的中间部分告诉我们：

……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
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向我们展示了爱的新品质，祂希望我们在自己的舍己中来效法祂

对爱的这种表达。所以在约翰福音 13:34 耶稣对门徒说：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所以，不要让你列出的那 613 条戒律，包括 365 条负面诫命和 248 条正面诫命，妨碍

了这条最重要的命令。这么说吧，基督徒们，每天给你的生活一块新的石板，在上面写上

“爱”，然后每当你有机会的时候，就用全新的方式在生活中活出爱来。

很多人都知道电视布道家吉姆·巴克（Jim Bakker）的起起伏伏。他被判犯有金融欺

诈罪，并被判入狱好几年。几年前他从监狱获释后接受了《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杂志的采访。他说，葛培理（Billy Graham）的长子葛福临（Franklin Graham）

曾经来看过他，并告诉他，如果他出狱了，他和家人想资助他一份工作和一辆车。他说：

“我仔细考虑了一下，然后告诉葛福临：‘如果你为我这样做，会损害你的声誉……你家

人不需要我这个包袱。’”但葛福临还是坚持他的想法。巴克出狱后，葛福临一家为他支

付了住宿费和一辆车。在接下来的第一个星期天，葛培理的妻子路得（Ruth Graham）打

电话给救世军（Salvation Army）拥有的中途之家（halfway house），请求他们允许巴克

开车去他们位于北卡罗莱纳州蒙特利特（Montreat, North Carolina）的教会，和他们一起

参加敬拜活动。巴克说：“他们允许了我，当我到达教会时，我和葛福临一家坐在一起，

他们排成两排，姑姑、叔叔和堂兄妹都在那里。然后，路得走了进来，她走过过道，坐在

我旁边，这个编号为 07407-058 的囚犯旁边，告诉全世界她是我的朋友。

敬拜结束后，她邀请我去他们的森林小屋吃晚餐。在他们小屋的家里，她向我要了一

些地址，我从口袋里拿出了这个信封。在监狱里，囚犯是不允许带钱包的，所以你只能带

一个信封。她问我：‘你没有钱包吗？’我说：‘嗯，没有，这就是我的钱包。坐牢多年

之后，就会把信封当做钱包。’她就站了起来，走进另一个房间，然后回来说：‘这是葛

培理的钱包，他已经不需要它了……你拿去吧。’”4

这就是全新的、像基督一样舍己的爱。

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约翰在第 8节中的应用：

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这时候我们都会说“阿们”！

约翰接着又说：在你们也是真的……我们会说：“哦，天哪！”

这不仅仅是主耶稣所行的，也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展示出来的。约翰实际上是在告诉

我们，这比我们想象的更重要；我们不仅展示了基督的爱，我们也展示了基督的光。

请注意第 8节的后半节：

……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
路加的福音书记载了耶稣基督降临的预言，祂将是来自高天上的光，如同日出之光：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
（路加福音 1:78-79）

4 “The Re-Education of Jim Bakker,” Christianity Today (12-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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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诞生标志着永恒之光的升起。黑暗仍然存在，但随着基督福音之光的传播，黑

暗将被光明所取代。对约翰来说，爱和光都属于同一个福音，也应该是每个基督徒生活的

一部分。

接下来约翰给了我们一个警告，请看第 9节：

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
有些人认为此时约翰开始对不信的人说话，因为基督徒是不可能憎恨其他人的。真是

这样吗？约翰在这里用的“恨”这个词，意思是“厌恶”，就是内心鄙视别人、视他们为

敌人的一种态度。
5

真正的基督徒有可能那样憎恨一个人吗？恐怕是这样……

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它与约翰的读者、那些亲爱的人在用词上不一致。我们再来看

看第 9节，约翰说：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
约翰没有使用一个概括性的术语来泛指所有的人，从上下文来看，他指的不是有相同

父母的亲生兄弟；约翰指的是那些通过重生而成为神家的人。
6
约翰实际上是在专门谈论

信主的人。

我们在基督里是弟兄姐妹，如果彼此厌恶、彼此恨恶、彼此鄙视，那我们实际上已经

回到了黑暗的阴影中。约翰是在说：“亲爱的，你们没有一个人属于黑暗，进入光明中来

吧，显明基督的光和基督的爱。从恨恶、不饶恕、苦毒、嫉妒以及所有属于黑暗的阴影中

走出来。”

彭柯丽（Corrie Ten Boom）和她的家人，因为在他们楼上的卧室里藏匿犹太人而被

纳粹抓了起来，并被送进了一个集中营。在彭柯丽获释和二战结束后，她前往德国的一个

教会为神的爱和饶恕去作见证。当她站在会众面前讲述她的见证时，她认出了坐在观众席

中的一个男人。在囚禁她的拉文斯布鲁克（Ravensbruck）集中营，他是最残忍的看守之

一，她的姐姐也死在那个集中营。

她说谈论神的爱和饶恕是一回事，但你自己去把它彰显出来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聚会结束时，让她不知所措的是，那个人走向前来，和其他人一起排队来见她。他的

帽子和深棕色大衣在她的记忆中挥之不去，她仍然能看到他穿着黑色大衣，戴着有骷髅和

交叉骨标志的帽子。她浑身冰凉。

轮到那个人时，他走到彭柯丽面前轻声说：“我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了。我祈求神赦

免我在你所在的集中营里所做的一切残忍的事情。我今晚也来请求你的饶恕。”

当彭柯丽在脑海中看到姐姐消瘦的脸，想到她的惨死，一只冰冷的手压在她的心上

时，她怎么能饶恕这个人呢？这位前纳粹卫兵伸出了手，那一刻就像过去了好几个世纪。

彭柯丽后来写道，内住的基督促使她作出回应，她伸出手来握住了他的手。那种温暖、超

自然的平安立刻充满了她的心，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流下，她说：“我饶恕你，我的弟兄，

我完全饶恕你。”
7

这就是约翰所说的，这就是把恨恶的阴影抛在脑后的意思。

5 Life Application Bible Commentary: 1,2 & 3 John (Tyndale House, 1998), p. 37
6 Roy L. Laurin, First John: Life at its Best (Kregel Publications, 1987), p. 62
7 Corrie ten Boom, Tramp for the Lord (Christian Literature Crusade: Revell, 1974), p. 55, adapted from John
Phillips, p. 46



5

事实上，虽然我们的日常生活远没有这个故事那么戏剧化，但你和我每天都要面对光

明与黑暗的抉择。你会选择在阴影中行走，还是在日出中前行呢？

约翰在接下来的两节经文中，要给我们提供两条永恒不变的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充满爱，会让你洞察前方的道路。

约翰在第 10 节说：

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绊跌的缘由。
住在光明中就是在光明中生活，住在像光明一样的家里。

8

你想用这种方式行走，让光照亮你前方的道路吗？约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爱正

好就像灯泡一样。你想洞察前方的路吗？那就打开爱的灯泡。你想要多亮？那就要看你用

的是什么样的灯泡！你的爱之灯里有多少瓦？这听起来我好像还停留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不过爱之灯永远不会过时。

它会有多亮呢？约翰告诉我们：你的爱越多，你脚下的前方就会越亮。所以，你不想

看到你能表达出来的爱有多缺乏，对吗？你想看看你能显明的爱有多么丰富。

爱越多，路途就越光明。越光明，在人生道路上跌跌撞撞的机会就越少。

莫法特（Moffat）把这句话翻译为“在光明中没有陷阱。”9

很多学者认为，约翰这里不仅是指避免自己跌倒，也指通过爱别人来帮助别人避免跌

倒。这两种想法约翰很可能都有。当你爱弟兄的时候，你就会避免很多陷阱，而当你爱别

人的时候，你也会帮助他们避免这些陷阱，对吧？

当你选择看到他们最好的一面，当你选择用爱来对待他们时，你也可以引导他们走向

更好的道路：更加荣耀神。

韩瑞克（Howard Hendricks）博士不久前去世了。他曾经点燃过无数人的生命。他在

达拉斯神学院教过一万多名学生，历时六十多年。我很高兴神允许我成为这些学生中的一

员。

我在网上观看了他的追思礼拜，并阅读了网上发布的传记片段。韩瑞克是在一个破碎

的家庭中长大的，他的父母在他出生后不久就分居了。他过去常说他拆散了家庭。他的祖

母努力把他抚养成人，他称自己年轻时是个捣蛋鬼。

他在费城五年级的老师曾经说过，韩瑞克是最有可能坐牢的学生。今天，这样做的老

师会被起诉，但同样是那个五年级的老师，有一次对他惹的麻烦非常恼火，她用绳子把他

绑在座位上，并用胶带封住他的嘴。

当他遇到六年级的老师时，他那饱受困扰的心从根本上开始改变了。这位老师的第一

句话就深深地影响了他。六年级开始时，当他被介绍给一个名叫诺伊（Noe）的老师时，

诺伊低头看着他说：“我听说过很多关于你的事。可我一个字也不信。”

韩瑞克后来说：“这句话改变了我的生命。”

光明从此照在他前方的道路上，救他脱离了一个又一个陷阱，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位老

师展现出的恩典和爱。

有一位作家很好地总结了这节经文，他这样写道：“爱使我们成为垫脚石，而不是绊
脚石。”

10

8 D. Edmond Hiebert, The Epistles of John (BJU Press, 1991), p. 90
9 Herschel H. Hobbs, The Epistles of John (Thomas Nelson, 1983), p. 52
10 Wiersbe, p.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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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约翰告诉我们的第一个原则是：充满爱，会让你洞察前方的道路。

第二个原则是：缺乏爱，会削弱你对前方道路的洞察力。

现在请看第 11 节：

惟独恨弟兄的（注意：这里谈论的依然是基督徒），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
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

这里的“恨弟兄”约翰使用了现在时态的分词，描述的是持续的、表示一种特性的态

度。”
11
这种人的特征就是心中充满了怨恨。约翰说，这样的人选择生活在阴影中，他们

关掉了灯，走在黑暗的道路上。约翰甚至补充说，他的眼睛是瞎的，这是一个动词，记录

了仇恨在这个人的心中造成的使人什么也看不见的影响。12

这就像我岳母糖尿病的那种侵蚀的影响，会慢慢使她失去视力。约翰警告说，当一个

基督徒让怨恨侵蚀他的心时，他可能以为自己很有智慧，但实际上他正在慢慢失去他的属

灵洞察力，他前方的道路也变得越来越黑暗、越来越危险。怨恨给心灵的窗户罩上了窗

帘，这扇窗户本可以从神那里获得洞察力。

魏华伦也同样勇敢、富有挑战性地总结了这一节经文，他说当一个信徒不爱弟兄时会

发生什么呢？他的生活缺乏洞察力，他认为自己比别人看得更清楚，但他实际上是被自己

怨恨的灵的黑暗所蒙蔽。这类人会在小组查经和教会聚会上制造麻烦，他认为自己是他们

当中的属灵巨人，但实际上他只是一个属灵婴儿，对属灵智慧知之甚少。
13

这是约翰的警告，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爱不是盲目，恨使人眼瞎。

爱让人看得清楚，恨却会让人戴上眼罩，什么也看不见。爱使人看见，爱打开了心灵

的眼睛，它拉开了灵魂之窗的窗帘，把阴影抛在身后。所以要选择去爱，你就会洞察自己

前方的道路，还有那些和你一样需要神的智慧和鼓励的人的道路。

在众多对韩瑞克生平和工作的称赞中，我读到了查克·施温道（Chuck Swindoll）的

高度评价，他深受达拉斯神学院院长韩瑞克的影响。他写道，在我几乎完成神学教育（达

拉斯大学四年的紧张学习）之后，辛西娅（Cynthia）和我几乎可以肯定，我们未出生的

孩子不会看到子宫外的世界。那些年经济和个人的压力让我们喘不过气来，所以如果因此

而失去孩子也不会有那么痛苦了。

我需要一个可以倾诉的朋友，需要一个真正关心我的人。因此有天晚上，在图书馆学

习到关门后，我想我会找到一位教授，他会认真听我诉说。我走到了教学楼，敲了一扇

门，但是没有人开门。我沿着走廊往前走了几步，敲了敲门，还是没有人回应。我看见另

一扇门下面有灯光，所以我就敲了那扇门。

过了一会儿，一位我认识多年的教授打开了他的门。他盯着我，说：“哦，查克，你

有什么事吗？”我站在那里，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我从他的声音里听出来，他不想和

我说话。我说：“我打扰你了吗？”“是啊，你打搅我了。你有什么事？”我说：“没

事，我什么事也没有。”“好吧。”他说着，就关上了门。

第二天早上，我还在试图从错综复杂的情绪中走出来，从抑郁和对失去孩子甚至可能

失去妻子的恐惧中站起来。这时，我遇到了韩瑞克教授，他已经听到了这个消息。他走到

11 Hiebert, p. 91
12 Ibid, p. 92
13 Adapted from Wiersbe, p.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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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面前，用双臂抱住我说：“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他倾听着，感同身受，告诉我他们

几年前的流产以及他和他妻子是如何从那场悲剧中恢复过来的。从那天起，我想学习他所

知道的一切，因为我知道他那么在乎我。他接着说，人们不会在意你知道多少，直到他们

知道你有多么关心他们。
14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还没有完全掌握希腊语法，如果我们还没有背下他这

封神所默示的书信，如果最近几周我们错过了一两次聚会，使徒约翰不会为此而警告我们

会失去属灵地位的危险；相反，他把这一切都归结为爱的灯。你的爱之灯亮吗？

在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聚会时，我来用几个问题来描述一下使徒约翰的主要想法：

 如果你对别人怀有怨恨的心，你会陷入什么样的危险陷阱呢？

 你周围有没有人会因为你很在乎他们，而使他们受到极大的鼓励呢？

 有谁可以通过你的洞察力，来帮助他们重新在光明的道路上站稳脚跟？

 今天神要你无私地服事谁呢？

 神要你再一次忠心地委身于什么？

 今天神要你去爱谁？

本讲稿是根据斯蒂芬·戴维（Stephen Davey）2013 年 3 月 10 日讲道稿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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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Adapted from Charles R. Swindoll, Insights on Luke (Zondervan, 2012), p. 2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