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柱石 -第八课 （上）



波斯人讲述一个故事，有关一位伟大的国王阿巴斯。他威武地
统治着波斯，却喜欢微服深入民间。有一次，他装扮成一个穷
人，走下长长一段楼梯，进入到一间阴暗潮湿的地窖。那里有
一位火夫正坐在灰烬里，照看着火炉。

国王在他身旁坐下来，并开始与他攀谈。吃饭时，火夫拿出粗
糙的黑面包和一壶水来招待他。吃喝完毕，国王就离开了。但
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去看望这位火夫，因为他心里对这个孤独的
人充满了同情。他为他提供美好的建议，而那位贫穷的火夫也
向他完全敞开心胸。火夫爱自己的这位朋友，他是那样仁慈，
充满智慧，然而也和自己一样贫穷。

最后，国王想：“我要告诉他我是谁，看看他会向我求些什
么。”于是他说：“你认为我很贫穷，但其实我是国王。”他
期待那人会向他求些高官厚禄之类的东西。但火夫却静静地坐
在那里注视着他，眼里充满了友爱与惊讶。国王就问：“你听
明白了吗？我可以使你变得富贵，我可以赐给你一座城，可以
委派你做高官。你难道什么都不想要吗?”

那人轻轻地回答说：“是的，我的国王，我听明白了。但是你
知道你为我做了什么吗?你离开皇宫，放下尊荣，来到这个阴暗
的地方，与我坐在一起，同吃粗糙的食物，关注我的快乐和忧
愁。你所给的，没有什么能比现在这一切更宝贵的了。对其他
人，你也许可以赐给他们珍贵的礼物，但对于我，你已把自己
给了我；我唯一要求的，就是你永远都不要收回你给我的这份
友谊，这份恩赐。”

课程第一部分：认识耶稣是个恩赐



上帝派耶稣到世上来，是要让我们知道他自己是什么样子。人
要认识上帝太难了。上帝只是灵，人们看不到他，也感觉不到
他，不知道他在哪。他无所不在，他是全能的，他无所不知和

希伯来书 2:14-15,18 - 因为众儿女都是血肉之躯，所以祂也
同样取了血肉之躯，为要亲身经历死亡，借此摧毁掌握死亡权
势的魔鬼，释放那些因怕死而一生做奴隶的人。祂经历过受试
炼的痛苦，所以能帮助受试炼的人。

耶稣是为了我们，才离开了天堂的圣殿！耶稣主动暂时放弃了

他天堂的身份，成为世上的公民；尽管他富有，然而为了我们，

他变成了穷人，为的是让我们能因他的贫穷而变得富有。他曾

是个人——他会累，会饿，会疲倦。他像我们一样受过所有这

些事情，只是没有犯罪，因此，成了一个好的大祭司，能怜悯

我们，理解我们的感受，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脚痛和疲惫，知道

我们人所能承

受的限度。

希伯来书4：
15—因我们
的大祭司并
非不能体恤
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凡事
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
犯罪。



耶稣理解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他爱我们，并希望帮助我们。他
应许要永远与我们同在。他是那样地爱我们，甚至为我们而痛
苦地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爱是那样的大，他甚至从不期待我们
任何人去赚得救恩，而是把它当作一件礼物赐给我们。无论我
们从前做过什么错事，犯过哪些罪，只要我们沐浴在他的爱中
，我们就会得到宽恕。我们可以获得他的祝福，他的恩慈，这
些都是他无偿提供给我们的。

罗马书8:38-39—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
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出的，是低
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
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课程第二部分: 圣经的基本知识



* 耶稣称我们是朋友

约翰福音15:14-15—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
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
雅各书2：23b—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
的朋友。
何西阿书2：23b—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他必
说，你是我的上帝。

耶稣希望离你更近。

耶稣确实很在乎你，他希望你快乐。当你孤独悲哀时，他看得到，
他也会孤独悲哀，他明白你的感受。他总是在你的身旁，等着去
做你最好的朋友。他有时也会感到孤独，因为他希望能多和你在
一起。他渴望理解你，聆听你的心声，赐给你所需的答案。你也
许会以为自己无足轻重，不理解他为什么想化时间与自己在一起，
可他并不这样看。他是你的朋友。他渴望与你交谈。他渴望听你
诉说，也渴望你倾听他的看法。他时刻在你身边，从不离开。耶
稣，你最美好的朋友，时刻在准备着帮助你，所以，不要忘了。

* 耶稣爱我们每一个人，关心我们每一个人。

路加福音12：7a—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
约翰福音10：3—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
以赛亚书43：1b—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
召你，你是属我的。

他爱我们每一个人，就像世界上再没其他人可爱。他为我们每
一个人死，就像世上没有人他可为之而死。他按着我们的名字
召唤我们，因为他在乎我们每一个人。



葡萄如何成熟

意大利天文学先驱伽利略，以其建立在哥白尼太阳中心说基础
上的天文学理论而为世人熟知。他也是第一个用望远镜研究星
空的人。
一天，有人问他，他如何能把宇宙如此庞大，而上帝又关心每
一个造物这二者协调起来。他的回答耐人寻味，尤其乍听上去
似乎并非像在回答这个问题。他说：“太阳，能让其它行星围
绕着自己运转，也能让最小的一串葡萄成熟，而且就像整个宇
宙中没有其它事情可做一样。”

* 他拉着我们的手。他把我们楼在怀里。他永远与我们
同在！

诗篇139：7-10—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
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
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
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
以赛亚书41：13—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必搀扶你的右手，对
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
以赛亚书42：6a—我耶和华凭公义召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
你......
马太福音28：20b—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只要你有耶稣在心，把你的手放在他的手里，你就永远不会独
自一人行走！你若拥有耶稣，你就时刻拥有陪伴和爱。无论你
身在何处，你都在他的手中，他将看顾你。他时刻都在你身旁。

沙滩上的脚印

一天夜里，有人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正与主并排走在海边
的沙滩上。天空中正一幕幕地闪现着他的一生。每一幕上，他
都注意到，沙滩上有两行脚印，一行是他的，一行是主的。

当他人生最后一幕出现在眼前时，他转身看了看身后的脚印。
他发现，自己人生道路上有许多时刻，只有一行脚印。他还注
意到，那都恰恰发生在他一生最难过、最悲哀的时分。

他心里非常不安，于是
就向主询问：“主啊，
你说过，只要我决意追
随你，你就会一直伴我
同行。可我发现，在我
一生最艰难的时刻，却
只有一行脚印。我不明
白为什么在我最需要你
时，你却离开了我。”

主回答道：“哦，我亲
爱的孩子，我爱你，我
永远也不会离开你。在
你遭受患难时只有一行
脚印，是因为那时我在
背着你。”



* 耶稣垂听我们的呼求并回答我们的祷告。

出埃及记22：27b—他哀求我，我就应允，因为我是有恩惠的。
撒母耳记下22：7—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上帝呼求。
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
诗篇55：17—我要晚上、早晨、晌午，哀声悲叹，他也必听我
的声音。
诗篇66：19—但神实在听见了，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
诗篇145：19—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
呼求，拯救他们。
以赛亚书65：24—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
我就垂听。

* 上主不仅垂听，还对我们说话——他是个信实的顾问。

诗篇85：8a—我要听
神耶和华所说的话，
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
赐给他的百姓，他的
圣民。
耶利米书 33:3 
- 你呼求我，我
就回应你，并且
把你不知道的伟
大、奥妙之事告
诉你。



上帝的介入而拯救了一个生命

彼得·马歇尔(曾担任美国参议院的牧师多年)年轻时，花了一
个夏天在班伯村，离苏格兰边境东南26公里的一个英国村庄工
作。一个漆黑的夜晚，他要从一个附近的村庄回班伯村，他决
定抄近路。他知道在这地区有一个很深、荒废了的石灰岩采石
场，但是他认为能避开这个危险的地点，于是他走入了荒野。
那天夜晚天上没有星星，四周伸手不见五指，而风声好像也给
人一种恐惧感。

突然间，他听到有人大声说：“彼得！”而这声音听来很紧急。
他停了下来。“是的，是谁？你想要做什么？”

他再听了几秒钟，但是只有风的声音。他认为一定是听错了，
便继续走了几步。然后他再次听到了那声音，声音更紧急了：
“彼得！”

这次，他完全停下来，努力地探视四周的黑暗，突然间他因跌
倒而跪下。他伸出手想抓住什么，但是四周什么也没有。他便
谨慎地在半圆内摸索，竟发现他就在荒废的石灰岩采石场的边
缘上。只要再往前一步，他可能就会坠落身亡！

彼得·马歇尔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声音。他内心对那声音来自哪
里从没有怀疑过。

* 他担起我们的重担

尼西米记4:20b-我们的上帝必为我们争战。
以赛亚书41:17—困苦穷乏人寻求水却没有，他们因口渴，舌头
干燥。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我以色列的上帝必不离弃他们。
马太福音11:28-30—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



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
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 他安慰我们

以赛亚30:19b—你不再哭泣。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
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

诗篇119:50—这话将我救活了；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

以赛亚书66:13a—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

* 他赐给我们力量。我们可以依靠他的帮助

出埃及记15:2—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
救。这是我的上帝，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上帝，我要尊崇
他。

撒母耳记下22:33—上帝是我坚固的保障，他引导完全人行他的
路。

诗篇28:7a—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倚靠他，
就得帮助。

诗篇37:39—但义人得救是由于耶和华；他在患难时做他们的营
寨。

以赛亚书25:4—你是贫穷人的避难所，是困苦之人患难中的避
难所，你是避风港，是酷暑中的阴凉处。

以赛亚书40:31—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
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 在耶稣里我们找到平安

诗篇29:11—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
给他的百姓。

以赛亚书26:3—坚心倚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
靠你。

约翰福音14:27—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腓立比书4:7—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
你们的心怀意念。

* 他照顾我们的需求

约翰福音14:13-14—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
因儿子得荣耀。

腓立比书4:19—我的上帝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
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马太福音6:33—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
你们了。

哥林多后书12:9-10—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我的
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
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
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
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
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
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
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 他希望我们快乐

历代志下9:7—你的群臣，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
慧的话，是有福的！

尼西米记8:10b—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

约翰福音10:10b—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约翰福音16:24—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
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诗篇144:1—遇见这光景的百姓便为有福。有耶和华为他们的上
帝，这百姓便为有福。

诗篇19:8a—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

路加福音10:20b—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

约翰福音15:11—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
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 他给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

彼得前书5：7—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因为他顾念你
们。

无论我们的问题是什么，耶稣都有答案。如果你将你的生命放
进他手中，他便会照顾和帮助你处理你的任何问题！——他能
帮助你克服它，为你将问题简化，并成为你所需要的支持、安
慰和朋友。耶稣关心你，他非常爱你，他明白、理解你正在经
历的痛苦。他的话语说他会照顾你，你可以把你的重担卸给他。
如果你把问题交给耶稣，他就会照顾你，他会给你所需要的安
慰和解决办法。



当然，我们得救的那一
刻，上主不会立刻与自
动地消除我们的每个问
题，得救也不意味着你
不再有任何问题，但是
上主会帮助解决我们的
问题，并使它们比较容
易去解决与忍受，而他
也确实会解除一些问题，
使我们完全地脱离其困
扰。然而，有些其它的
问题上主知道对我们有
益，他会帮助我们处理
这些问题，并给我们恩
典、耐心和爱去承受它
们。

* 他让万事互相效力，让我们得益处

罗马书8：28—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上主爱我们，他会为了我们的益处而解决我们生命中的情形，即
使我们不能总是轻易地认出那些事情对我们“有益”。

牡蛎

一支牡蛎在海底打开它的贝壳，让海水流经它的身体。当海水涌
进来时，它用鳃捡起食物、送进胃里。忽然，附近一条大鱼扭动
尾巴，搅起了海底一团砂泥。砂！噢！那只牡蛎多么讨厌砂啊！
当砂粒掉进牡蛎的贝壳里时，它是那么粗糙，让牡蛎觉得非常难



受，又十分烦恼，因此它赶快用力合上贝壳。但已经太迟了，
一颗粗硬的砂已掉进壳里，躺在牡蛎肉与壳之间的隙缝里。

啊，那粒砂是多么困扰牡蛎啊！但上帝赐给它用来覆盖贝壳内
部的一些分泌腺，马上分泌出一种可爱、柔滑而闪亮的东西，
来覆盖那粒令它感到难受的砂。多年来那个牡蛎把更多的分泌
物加盖在那粒细砂上，直到最后，它成了一颗贵重、美丽而富
有光华的珍珠。

有时候，我们
的问题就有点
像那粒砂一样，
它烦扰我们，
使我们想∶为
什么我们会有
问题呢？它们
真使人难受和
不便。但是如
果我们让上帝
帮助我们的话，
上帝会借着他
的恩典，利用
我们的问题和
弱点，而做出
一件奇事来。
正如塞翁失马、
焉知非福一样，
不久上主就把
我们生命中粗
糙的砂，变成
力量与能力的
宝贵珍珠。



救了生命的火灾

在一个隆冬的早晨，一队渔船离开了纽芬兰东岸的一个港口。
下午时分，风暴骤起。待夜幕降临时，船队却无法在黑暗中找
到回港的航线。

整个夜晚，渔民的妻子们、母亲们、孩子们和爱人们在那被狂
风席卷的沙滩上走来走去。他们拧握着双手、向上帝呼唤着，
求他去拯救她们迷路的心上人。一波未静，一波又起，渔村里
的一间茅屋失了火。因为村里的男人们都出海去了，妇女们对
此真可谓是无能为力。

次日的黎明，所有的渔船竟安然无恙地返回了港口。人们为此
喜出望外，兴高采烈。但是，在那个因为失火而烧毁了茅屋的
妇人的脸上，却充满了绝望的神色。当她的丈夫走上岸时，她
迎上前说∶“亲爱的，这下我们可完了！我们的家产全部被火
烧毁了。”

但是出乎她所料，
她的丈夫大声地
对她说道∶“感
谢上帝送来的那
场烈火！正是那
间燃烧的茅屋所
释放出来的火光，
才使得我们的船
队找到了回港的
方向！”



* 借着耶稣我们得到宽恕

诗篇103:8-12—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
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
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有何等的高，
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
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

诗篇86:5—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
赐给凡求告你的人。

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
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
极其广大！

以弗所书1:7—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约翰一书1:9—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约翰一书2:12—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
主名得了赦免。

* 他的爱永不改变，也永不止息

马太福音28：20b—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以赛亚书 54:10 - 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
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会更改。这是怜悯你的耶和华
说的。

玛拉基书3：6a—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

希伯来书13：5b—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
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我爱你，不错，就是你
来自耶稣的爱

我爱你，就像你是世上的唯一。我的爱现在正向你伸出手。我
的爱，我的宽恕，我的怜悯全都在这里，只要你愿意接受。

我爱你本来的样子。我从不计算你的错误，失败和缺点。我只
看到美善和别人看不到的可能。

我看到了你的每一滴泪水。我听到了你的每一声哭泣。我感觉
得到你的每一丝烦恼，每一个担心，每一个负担和每一个渴望。

希伯来书13：8—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赞美上帝！他始终是信实的，总是可信赖的，总是在那里，总

是在解决每一个问题，总是在满足每一个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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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了解你的一
切——所需要
的一切和所缺
乏的一切。我
可以一眼看见
你的内心最深
处及其中的一
切，我深深地
爱着你。我就
在你的身旁，
我永远都不会
撇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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