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心中有耶 的地方 ？稣 吗

2021 年 12 月 19 日讲道

路加福音 2：1-7

道介讲 绍
我们继续来看耶稣的降生。让我们预备好自己的心，来过今年的圣诞节。

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我们研究了马利亚的故事。

我们对她对上帝通过天使加百列发出的信息的反应感到惊讶。

马利亚和伊利沙伯以极大的信心来回应，她们非常相信神在他们生命中的工作，这让我们备受鼓舞。

今天我们要看路加福音第 2 章。

路加福音 2：1-7
1 当那些日子，凯撒亚古士督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  

2 这是居里扭作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  

3 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  

4 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  

5 要和他所聘之妻马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马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  

6 他们在那里的时候，马利亚的产期到了，  

7 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 

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 40：8：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惟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请和我一起祷告。

阿爸父，请差遣圣灵，让我们今天敞开心扉，接受你的话语。

我们不配接待你，但你知道这一点。

我们无法靠自己理解你，你知道这一点。

所以，请差遣圣灵，帮助我们今天看到耶稣。

我们奉他的名祈求。

阿们。

以下是今天讲道的要点或主旨。

大想法：你心中有耶 的地方 ？稣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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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声音团契（OVF）是一个由来自许多国家的人组成的教会。

你们中的许多人不想离开自己的祖国。

你们被迫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

你们中的一些人逃离了你们本国的危险状况。

你们中的一些人现在正在等待美国政府处理你们的移民文件。

由于政府官员的所作所为，你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感受。

有了这些想法，让我们更仔细地看看路加在 2 章 1 到 3 节中所写的内容。

1 当那些日子，凯撒亚古士督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  

2 这是居里扭作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  

3 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  

凯撒·奥古斯都是第一位罗马皇帝。

他是通过建立道路网络来扩大罗马帝国的人。

他在罗马组建了一支警察部队和消防部队。

他是一个独裁者，他的许多对手都被处决了。

他不是一个好人。

但上帝的时机总是好的。

凯撒·奥古斯都的统治开始了 200 年的“Pax Romana”或罗马和平。

因为罗马控制了如此多的领土，所以使徒们能够自由地穿越罗马帝国来分享福音。

早期基督教会广泛而迅速地发展起来，部分原因正是罗马和平。

凯撒·奥古斯都控制他的帝国的方式之一是通过税收。

要向人们征税，你必须先统计总人数。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降生时每个人都要报名登记的原因。

凯撒·奥古斯都为了统计总人数，可以强迫人们长途跋涉。

他非常强大。

他以为一切都在自己掌控之中。

但神掌管万物、万民、万事。

父神准确地选择了何时何地差遣他的儿子降生。

耶稣出生在三大洲的交汇处。

他出生在福音的信息可以比以前更容易传播的时代。

在加拉太书 4：4-5 中，保罗是这样说的：

“4 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  

5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神的儿子耶稣是在父神设定的时间降生的。

耶稣出生在摩西的律法和罗马的律法之下。

神的儿子来救赎我们，要把我们从律法之下拯救出来，好叫父神可以收养我们作祂的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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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总是在掌管一切，我的朋友们。

我希望你们记住这一点。

有时我们的计划没有成功。

有时我们的祷告没有得到我们所希望的回应。

有时，我们面前的道路会出乎意料地曲折。

箴言 16：9说：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我确信马利亚想在拿撒勒生下她的孩子。

那里是她的家，她在那里有家人和朋友。

在拿撒勒，当孩子出生时，马利亚会得到支持和帮助。

但约瑟服从了该地区罗马总督居里扭的命令。

让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就在第 4 节和第 5 节中。

4 “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  

5 要和他所聘之妻马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马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 

你可以在地图上看到拿撒勒在哪里，伯利恒在哪里。

约瑟和马利亚在她怀孕期间走了大约 90英里。

约瑟和马利亚因为政府的命令而被迫前往伯利恒。

但是，这一次，真正掌管一切的还是神。

在耶稣出生前 700 年，先知弥迦写下了这卷书。

弥迦书 5：2，4-5。
2 “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

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

4 他必起来，倚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

见尊大，直到地极。  

5 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  

弥迦说的是耶稣。

弥迦使用了一些与天使加百列在路加福音 1：32-33 中对马利亚说的关于耶稣的相同的语言。

32 “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  

33 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耶稣是和平的君王，我的朋友。

罗马和平是一种暂时的、人为的和平，而且以残暴和压迫的方式强制执行。

但是神赐给世界的平安是非常不同的。

它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出现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

现在让我们在第 6 节和第 7 节中继续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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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他们在那里的时候，马利亚的产期到了，  

7 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

在约瑟和马利亚到达伯利恒之后的某个时候，耶稣诞生了。

路加告诉我们，“客店里没有地方”。

酒店在 2000 年前并不常见。

像伯利恒这样的小镇绝对没有我们今天所想的酒店或旅馆。

希腊语中的”客店”的意思是“客房”。

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出生在马厩，洞穴或私人住宅中。

路加只是向我们报告，那里没有理想的分娩地点。

耶稣出生在动物附近，在一个卑微的退而求其次的地点。

我们知道附近有动物，因为他被放在“马槽”里。

这就是它可能看起来的样子。

这些是用于喂养牛，驴和羊。

我的朋友们，你们的救主不是出生在城堡里，也不是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的家中。

他拣选约瑟作为他地上的父亲，这样他就会出生在一个不重要的小镇。

耶稣拣选了一个普通的木匠作为他在地上的父亲，所以他会出生在一个借来的房间里，躺在驴吃食物用的碗

里。

地球上没有其他宗教会这样崇拜上帝。

他们永远不会想象出这样的事情。

这是我们知道这是真的的一个原因。

因为没有人会编造这样一个故事，要用他们的主和救主的诞生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君王耶稣不是出生在宫殿或首都。

他出生在一个小镇上借来的地方。

马利亚被迫离开她拿撒勒的家乡，她原本可以在那里生下孩子，身边有家人和朋友环绕。

在伯利恒马利亚也被剥夺了在正式客房生产的机会。

你们中的许多人来自重视热情好客的文化。

你在家里很慷慨，很高兴接待客人。

当您期待访客时，您如何准备您的房屋？

你打扫房子吗？

当然了。

我们知道如何打扫房屋。

我可以问你一个更难的问题吗？

你有没有试过清洁你的心？

你的心是否足够干净，可以欢迎耶稣作为客人？

保罗这样祷告：以弗所书 3：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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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藉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17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基督要在我们心中安家，我的朋友。

但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罪的污垢。

我们都有一个我们无法解决的罪的问题。

我们不能把它洗掉。

但这里有个好消息。

耶稣是我们的客人，他也为他自己的到来预备客房。

圣诞节期间，我将和家人一起开车 19 个小时前往佛罗里达。

我们将在酒店度过一晚，中途休息一下。

想象一下，如果你到达一家酒店，酒店经理给了你一个吸尘器和一个水桶。

他告诉你，在你呆在房间里之前，你需要先打扫你的酒店房间。

那太疯狂了，对吧？

但这就是耶稣所做的，预备我们的心，好让他留在那里。

他不要求我们在他来到我们面前之前洁净我们的心。

耶稣知道我们心灵的真相。

那里充满了罪恶和黑暗，但他充满了恩典和光明。

在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并活在我们心中之前，我们必须先被洗净。

这是只有他能为我们做的事。

圣诞节的好消息是，耶稣来到地上，过了我们从未有过的完美生活。

他为我们的失败和罪而死，祂将自己当做祭物献上。

这是个非常好的消息。

但许多人拒绝这个好消息。

因为他们不相信他们心中关于罪的问题的坏消息。

曾经有 10 年的时间，我一直是个无神论者，不想听到任何人告诉我罪的问题。

但我知道这是真的。

我知道我有坏习惯，我无法停止。

我知道我充满了骄傲和欲望，我非常努力地向周围的每个人隐藏。

但神知道。

神以他的仁慈预备了我的心，向我显明了我的罪。

他还向我展示了宇宙中最强大的清洁力量。

这就是耶稣的宝血，他是唯一一个曾经活在世上的完美的人。

他的血是唯一能洁净你内心的东西，可以预备好你的内心让神来住在你里面。

朋友们，你们明白吗？

你是否接受了坏消息，并通过欢迎耶稣来到你的心中而接受了福音的好消息？

你心里有地方给他吗？

我要读一读查尔斯·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的一长段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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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英国伦敦 150 年前的一名牧师。

听听查尔斯·司布真牧师这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皇帝的宫殿和国王的大厅是否为这位君王出身的陌生人耶稣提供了避难所？

没有。

在皇室成员心中，基督很少有祂的地方！

王座和皇宫很少向基督开放。

他去小屋比宫殿更多。

但也许在政府里，在政客制定法律的地方。

那里有基督的地方吗？

不，我的朋友们。

在国会或议会的代表中，留给基督的地方很小。

政党、寻求享乐的人和那些追求自己荣耀的人，将这位天国代表排除在地球代表之外。

或者在成功人士中有基督的一些地方？

伯利恒是否有一些受人尊敬的人，他们有荣誉和良好的声誉？

他们能为基督提供地方吗？

不，亲爱的朋友们，那里没有他的地方。

精美的衣服，地位和荣誉，珠宝和财富，这些东西在他们心中占据了太多的地方。

他们说他们没有地方给耶稣，也不需要他。

也许在证券交易所有他的地方吗？

或者在商店，店铺和企业中。

也许这里有基督的地方？

不，亲爱的朋友们，这里几乎没有基督的灵、生命和教义。

破产、贪婪和欺诈在商业世界中是如此之多，以至于那里没有耶稣的地方。

然后是哲学家的学校。

他们肯定会欢迎耶稣和他无限的智慧吗？

但是不，亲爱的朋友们，这不是真的。

在学院和大学里，基督的地方很小。

在深度学习领域，他很少受到欢迎。

一些智者像孩子一样在伯利恒婴儿的脚下鞠躬。

但可悲的是，许多受过教育的人对自己的知识过于高看，并为自己自己的智慧感到自豪。

他们说：“这位基督是谁，竟要我们认出他来？”

但耶稣肯定有一个地方可以去。

到耶路撒冷的长老们那里。

或者到主圣殿里的祭司和利未人那里。

在圣殿或犹太教堂里有耶稣的地方吗？

不，他在那里找不到住所。

他一生都面临的最顽固的敌人正是来自那里。

在唱着诗篇吟诵他名字的地方，在香炉烟雾上腾祷告的地方，都没有他的地方。

没有，我的朋友们。

随处可见，你会发现这位和平之君只有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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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与谦卑的人同在。

他来到悔改的心，因他的恩典而预备好成为他住所的地方。

宮殿、政府和整个世界都沒有基督的地方。

但是你有地方给他吗？

这是我们的皇家老师，你有地方给他吗？

这是神道成的肉身，你有地方给他吗？

这是耶稣，他可以赦免所有的罪，你有地方给他吗？

这是那个能把你从可怕的坑里拉出来的人，你有地方给他吗？

他是那位来到你面前，并应许永远不会离开你或离弃你的那一位。

你有空间给他吗？

你的空虚和破碎是他需要的地方。

他准备进入谦卑的心，就是那颗感觉自己不配和没有准备好的心。

你有地方给他吗，我的朋友？

耶稣有没有地方来住在你的心里，并让你重生？

我希望有。

我很感激查尔斯·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以及他这么漂亮的表达。

司布真是基督大能的使者，因为他欢迎基督进入他自己悔改的心。

我希望今天你听到圣灵对你低语：“你有地方给基督吗？

你需要从你的心里挤出什么，来为他腾出地方？

听听耶稣在启示录 3：20 所说的话。

20 “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你应该知道，当耶稣在启示录第 3 章中这样说时，他是在对老底嘉的教会说话，即现代的土耳其。

耶稣对那些已经去教会的人说：“我敲门，你们愿意让我进去吗？”

那些已经说过他们相信耶稣的人却躲在一扇锁着的门后面。

耶稣敲那扇门说：“你听见我在呼唤你吗？

你会开门吗，这样我就可以和你一起吃饭，你也可以和我一起吃饭？”

朋友们，我们都有饥饿的心。

寻求解决我们所感受到的空虚的心。

但是，地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填满那只为耶稣预留的地方。

不是金钱，权力，快乐，食物，饮料，冒险或成功。

我们不能靠自己从心里清除这些偶像。

我们没有合适的清洁设备。

只有耶稣能做到。

他愿意并预备洗净我们的心，因为他知道我们不能为自己做这件事。

你准备好欢迎他进来了吗？

也许这是你第一次迎接他。

也许这是第 100 次迎接他。

告诉耶稣，他在你心中是一个受欢迎的客人。

告诉他，你希望他不仅仅是一个临时的访客。

耶稣来到你面前，成为你的牧人，你的主，你的王，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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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你心里有他的地方吗？

现在让我们一起向他祷告。

耶稣，谢谢你，你没有坚持要我们先把自己的心清理干净，然后才来到我们面前。

谢谢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解决我们心中的罪孽。

你的宝血是唯一能洗净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的东西。

圣灵啊，请向我们每个人展示我们心中紧抓不放的事物。

请显出目前占据着那属于耶稣的地方的事物，这样我们就可以悔改并得到医治。

阿爸父，欢迎你的儿子来到这里。

感谢你差遣他成为我们的救主。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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