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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来看看新城教理问答的问题7。

我将阅读问题，然后我们一起阅读答案。

Q7： 上帝的律法要求什么？

个⼈的，完美的，永久的服从;我们尽⼼、尽性、尽意、尽⼒地爱神;爱⼈如⼰。

上帝禁⽌的永远不应该做，上帝命令的事情永远都应该去做。

下周我们将开始学习十诫，并更多地谈论上帝禁止什么以及上帝命令我们做什么。 今天，我们将专注于爱

神和我们的邻舍。 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文阅读。

马可福音 12：28-34 

28 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

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 

29 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30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31 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 



32 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 

33 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 

34 耶稣见他回答得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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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一起祷告。

阿爸父，求祢差遣圣灵，在我讲道时赐给我智慧和真理。 请让我们敞开心扉，接受你的真理，这样我们就

可以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上荣耀你。 我们奉我们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在他的一生中，耶稣与教导宗教律法的老师有过很多对话，比如第28节中的文士。 像这样的祭司、牧师和

宗教领袖是蒙神呼召的领袖，他们既服侍神，又服侍人。 他们既有纵向也有横向的关系连接。 宗教领袖应

该与上帝保持健康的纵向关系，过良心清洁的圣洁生活。 这种与上帝的纵向关系使他们能够在横向上成为

上帝的子民有效的教师和中保。

但是，2000年前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往往在横向上与百姓脱节。

为什么？ 因为他们已远离了神的心。 他们很清楚神冷酷的律法，却不知道神温暖的心。 当我们与神的心

脱节时，我们也将与我们的邻舍脱节。 我很高兴今天的文本中的这个人与一些冷酷无情的宗教领袖有所不

同。 耶稣在第34节中赞美了这个人。

“34 耶稣见他回答得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

你怎么知道你离神的国度很远，还是离它很近？ 你怎么知道你是否真的爱神？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回答的问

题。 你有没有注意到今天经文中关于单数和复数单词的一些东西？ 在第28节中，教导宗教律法的这位老师

问耶稣：““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 他想知道哪一条诫命最重要。 耶稣给了他一个答案吗？ 没

有。 在第31节中，耶稣说：“第二点同样重要：‘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

耶稣说这两个命令（复数）是最重要的命令（单数）。 耶稣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个答案似乎是最重要

的，你不觉得吗？ 难道最重要的不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爱神吗？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想：你能看到我的信仰吗？ 我能看到你的信仰吗？ 不，我们看不见邻舍的心里和头脑里

在想什么。 然而，有没有办法衡量我有多爱神呢？ 有。 上帝给了我们一个衡量标准来衡量我们对上帝的

爱。 你知道那个仪表是什么吗？ 就是对邻舍的爱。



我们之前读过这段经文。 先知以赛亚批评那些通过宗教仪式，比如禁食，表达对上帝的爱的人。 但那爱是

假的，空的。

以赛亚书 58：4-7，9

4 你们禁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禁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 

5 这样禁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

你这可称为禁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 

6 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轭上的索，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轭吗？ 

7 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飘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

掩藏吗？ 

9 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

神通过以赛亚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爱和信心是空洞的，它们就不是真实的。 上帝可以看穿空洞的宗教活

动。 上帝可以看到我们的杯子外面是干净的，但里面是肮脏的。

请和我一起想象一下这个故事。 汤姆与苏珊结婚。 在她的生日和情人节，汤姆都给她买花。 他每个月带

她出去吃一次晚饭，并进行一次特别的旅行。 汤姆几乎每天都对苏珊说“我爱你”。 汤姆娶了苏珊，但汤

姆还有另外两个女朋友。 汤姆还为玛丽和詹妮弗买花。 他带玛丽和詹妮弗去吃饭，并进行特别的旅行。

你觉得苏珊对此有何感想？ 当汤姆说“我爱你”时，苏珊相信汤姆吗？ 不，她不相信他。 也许如果汤姆

每天都说：“苏珊，我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爱你！ 那么你认为她会相信他吗？ 不，她不会。 为什

么？ 因为汤姆的行为与他关于爱的言语不符。 他说一套，做一套。

请和我一起看看耶稣所说的这两条诫命。 看看“爱”这个词。 这些句子中的爱是什么样的词？ 它是主

语、名词、动词还是形容词？ 这是一个动词，对吧？ 耶稣用爱作为句子的动词或行动词。 这一点很重

要。 我们常常把爱当成一种感觉，事实也的确如此。 但是我们的感情来来去去。 我们的感受不会保持不

变。 有时我们的心对我们撒谎。

先知耶利米这样写道：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耶利米书17：9）

我们的心欺骗着我们。 我们的内心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做危险和不健康的事情而不用顾及后果。 电影和当

今世界的一个共同主题是“跟随你的心”。 这是不好的建议。 没有圣灵，我的心就迷失了。 我不能相信

我的心会引导我做出正确的决定。 我们的感受是不可靠的，因为它们很容易改变。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2022年六周的时间了。 许多人在1月1日对自己做出承诺。 他们想减肥或锻炼。 也许你

决定每天早上上班或上学前跑步。 六周前，你对这个计划感到非常投入也非常乐观。 但是今天，当外面很

冷，你的床感觉很舒服的时候，你还有多大动力去黑暗中跑步？



我们的感受不够一致，不足以激励我们去做困难的事情。 这是如此多的婚姻以离婚告终的原因之一。 人们

结婚是因为他们对对方有爱的感觉。 但是，当你们开始生活在一起时，生活会变得艰难。 你们经历了金钱

问题和工作的压力。 如果上帝赐你们孩子，他们是一种喜乐 - 但也有很多工作要做。 丈夫和妻子可以争

吵和争战的事情太多了。 你一开始感受到的爱的感觉可以淹没在日常生活的压力和工作中。

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我再问你一次：在耶稣所说的两条诫命中，爱是什么样的词？ 爱是一个动词。 爱是

一种行动，它是一种选择。 這就是為什麼耶穌可以在其他地方說「愛你的敵人」。 他不要求我们对敌人和

那些迫害我们的人有爱的感觉。 这将是非常困难的。 相反，耶稣告诉我们要用行动来爱我们的敌人。

我们无法靠自己这样去爱。 爱我们自己的家人已经够难的了。 但是爱我们的敌人需要我们所没有的特殊力

量。 请和我一起看约翰一书4：9-12，20。

“9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藉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 

10 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 

11 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12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 

20 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

第20节完美地解释了这两条诫命之间的联系。 如果我们连亲眼所见的人都不爱，我们真的能声称爱我们看

不见的神吗？ 老实说，耶稣的命令“爱人如己”对我来说非常困难。 因为我非常爱自己！ 我们都知道。

刚果的Yombe人有一句谚语，“Dia lobula”，意思是“给你的邻居已经在你嘴里的面包”。 从我的盈余中

给别人并不困难。 但是给别人我需要的食物或钱似乎是不可能的。 但让我告诉你们，朋友们，耶稣命令我

们爱人甚至比这更多。

在他死的前一天晚上，耶稣在约翰福音13：34-35中对他的门徒说了这句话。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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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这里的标准不是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 耶稣在第34节中说了什么？ “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

怎样相爱。” 耶稣的期望比黄金法则更深刻，更不可能。 黄金法则说：“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你也要

怎样对待别人。” 相反，耶稣对我们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必须爱别人胜过爱你

自己。 你必须献上我给你的那种牺牲的、以他人为中心的、救赎的爱。

当你在道德上无能为力，在你悖逆的过犯中死去时，耶稣爱了你。 当你还是他的敌人时，耶稣就爱了你。

他爱像我们这样的叛逆者，甚至足以为我们而死。 这就是福音，它是唯一能帮助我们爱他人的力量。 耶稣



心甘情愿地献出生命来拯救你，因为他爱你。 我知道我每周都会这么说，但我们需要每周都听到！ 我需要

每天被提醒。

我喜欢把这两条诫命之间的联系想象成一块弯管通心粉。 你认得这块意大利面吗？ 它是经常用于制作通心

粉和奶酪的那种。 这很好吃。 我想如果你记得这个意大利面的形状，你会记得这两条诫命之间的联系。

看看意大利面是如何在顶部留开口的？ 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头脑和内心接受从上头而来的上帝的爱和真

理。 这样，他的爱就可以流经我们，流到其他人身上。 如果我们对从底部出来的其他人没有爱，那是因为

没有任何东西进入我们生命的顶部。

想想基督赐给你我多少爱。 他为我们多少罪而死？ 他回应了我们多少次祷告？ 在天堂里有多少祝福在等

着我们？ 如果耶稣给了我如此丰盛的爱，为什么我有时拒绝向我的邻舍敞开我的心和手呢？

朋友们，我想让你们记住这一点。 今天经文中的两条诫命是相互联系的。 它们必须以正确的顺序出现。

我们首先被邀请与上帝建立一种强大、充满爱心的、纵向的关系。 耶稣为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而死。 在那

之后，作为他的孩子，我们把我们所得到的那种爱分发给别人。 如果不爱我们周围的人，那就是证明我们

与上帝的纵向关系存在问题。

这篇讲道即将结束，让我给你们讲一个关于中国农民的真实故事，这位农民已经成了一个基督徒。 他的田

地在山的一边，是用田坝筑的梯田。 田坝可以留住土壤和水。 这位基督徒农民通过把水运上山来浇灌他的

田地。 每天上上下下下很多趟。 这位农民有一个邻居比较懒惰，他的田地比这位基督徒的田地更低。 晚

上，那个懒惰的邻居经常在堤坝上开一个洞。 他把水排到自己的田地里，省去了上下山的麻烦。

你会怎么做？ 你会去敲邻居的门吗？ 你会对他大喊大叫，告诉他不要再偷你的水吗？ 让我告诉你这个基

督徒农民做了什么。 之后他不仅为他的田地，也为邻居的田地运水！ 在看了两个星期之后，邻居对这种谦

卑的爱感到非常惊讶，于是他也成为了基督徒。

我的朋友们，当我们向他人献上牺牲、慷慨和激进的爱时，我们是在指向耶稣。 因为那种爱不可能来自我

们。 当我们好好地爱我们的邻舍时，我们就是在彰显国度的品格。 我们正在向世界提供证据，证明有一种

超自然的爱在激励着我们。

是的，很难像基督爱我们那样爱我们的邻舍。 当很多爱在横向上流向别人时，你需要在纵向上重新被耶稣

的爱充满。 当我们感到精疲力竭时，我们必须跑回活水耶稣那里，他会更新我们。 在這個過程中，耶穌教

導我們要像他愛我們一樣去愛別人。 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

现在让我们一起祷告： 耶稣，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你爱了我们。 我们曾经是你们的敌人。 我们想在罪

中独处。 但你倾注了你的爱和鲜血来拯救我们。 你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真正的爱。 现在，请把我们当作

你爱的器皿。 求祢帮助我们奉祢的名爱我们的邻舍，使世人知道祢是神的羔羊。 父啊，求你这样做，好叫



我们得益处，并叫你得荣耀。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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