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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犹太人会在下月加入为一个特
别不幸日子的哀悼中。根据犹太传
统，圣殿被毁日——埃波月第九
日——耶路撒冷第一圣殿及第二圣
殿被毁的日子。虔诚的犹太人会禁
食一整天，或在某些传统里，仅仅
吃一个撒上灰烬的白煮蛋。禁止穿
皮衣皮鞋。
圣殿曾矗立的地方现在被穆斯林控
制着，仍是世界上最有争议的一块
地产。极端分子宣传关于以色列占

灾难与分享
领圣殿山意图的虚假谣言，不断煽
动年轻人去砍杀犹太公民来向安拉
证明自己的忠诚。因此埃波的九日
标志着犹太人不能磨灭的以及还在
发生的与圣殿有关的不幸。
这些都是不应该发生的。圣殿本应
是犹太人盼望的象征，带着与上帝
我们的创造者分享的承诺，正如摩
西在他先知的祈祷中说：
“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
业的山上。耶和华阿、就是你为
自己所造的住处。主阿、就是你
手所建立的圣所。（出埃及记 十
五:17）”

在这个先见实现的几百年前，大卫
王渴望着建造圣殿。他甚至把财产
都搬到了莫里亚山
上——亚伯拉罕奉献以撒之处——
从一个叫阿珥楠的男人手里。但上
帝不准大卫建造祂的殿。祂任命所
罗门，大卫的儿子，去建造它。
当圣殿建成，人民的对上帝赞美的
呼声高涨，摩西的先知在荣耀下成
真。上帝住到了祂的圣堂里。
“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
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
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
殿。列王记上 八:10,11”

圣殿本就从未打算成为一个不朽
的建筑。它是渴望上帝降临的人
们盼望的象征，但只有一人，大
祭司，允许真的进到至圣所。耶
稣，神的化身，当祂行在地上时
让普通人也能接近上帝了——祂
在离开之前对祂的门徒们许下了
惊人的承诺。

多么伟大的一刻！圣殿成了以色列
朝拜的中心，她宗教情感的依靠，
她与上帝分享的证明。
圣殿矗立了近四百年。但随着时间
的推移，人们开始把信心放在建筑
而不是无上的神身上。就如同他们
以为在殿里就可以神奇地获取祂的
神力一般——即使当他们转而崇拜
偶像后。上帝警告审判会来且它确
来了，在公元前586年，以巴比伦
征服者的样子。耶路撒冷被敌人倾
覆，圣殿的美丽彻底摧毁。正如一
直以来圣殿是与上帝在灵魂层面上
的分享的象征一样，它的毁灭也是
对以色列盲目崇拜的灵魂灾难的现
实提醒。
语言无法描述它的毁灭所造成的痛
苦。以色列的内脏（kishkes）被剖
出。她对呼召及使命的觉悟曾扎根
在那个圣殿中，且深知上帝就在她
之中。没有了圣殿，就没有了上帝
降临的保证或祂宽恕的眷顾。曾经
一度是与上帝分享的地方被灾难席
卷。圣殿的毁灭和之后的流亡是能
想到的最具毁灭性的审判——但正
如上帝断定了这场审判一样，祂也
计划好了重建。
在公元前538年，波斯居鲁士王下
令，所罗巴伯以及许多以色列人从
监禁中重获自由回到了耶路撒冷。
以斯拉记描述了第二圣殿的样子。
它花了二十三年建造完成但却难以
比拟第一圣殿精致的美丽。希律王
曾尝试重现圣殿昔日的辉煌。
耶稣许多活动和祂最有争议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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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评论就发生在重建圣殿内外和周
围。例如，“耶稣回答说、你们拆
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
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么。
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
（约翰福音 二:19-21）”
你能明白耶稣要以祂身体为殿的意
思吗？在一句简短的陈述中祂便传
达出了曾在这圣堂中无比明显的上
帝的身影。但耶稣同时也做出了一
个有关第二圣殿的不详的预见，这
个预见将会证明祂所说的关于祂自
己生命及德行的话。
“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
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
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
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
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
被拆毁了。’”（马太福音 二十
四：1,2）
图密善和他的罗马军团向耶路撒冷
进军时，便实现了耶稣的预见，毁
灭了城市还血洗了圣殿。成千上万
的犹太人已经把他们的信心交给了
耶书亚。但当这场国家不幸指向拿
撒勒的耶稣的断言，更多的人意识
到祂所说的真实且信仰了祂。对他
们来说，灾难引领了分享。但我们
大多数犹太人还没有意识到，至今
仍是如此。
圣殿本就从未打算成为一个不朽的
建筑。它是渴望上帝降临的人们盼
望的象征，但只有一人，大祭司，
允许真的进到至圣所。耶稣，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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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身，当祂行在地上时让普通人也
能接近上帝了——祂在离开之前对
祂的门徒们许下了惊人的承诺。圣
父会将圣灵送来与他们同住且在他
们里面（见约翰福音 十四:15-18）
。至今为止，祂都住在你和我里面
以及所有通过耶稣与上帝和好的人
们里面。但上帝的终极承诺“寓居
于我们之中”还将要来临！
启示录中对新耶路撒冷惊艳的描
述描写出了各种奢华的景象，包括
珠宝水晶和各种不同的象征性建
筑——但约翰并未在城中见到圣
殿，“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
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祂会
降临在那——荣耀（the Shekinah
glory）——没有任何圣殿象征的包
围着的障碍。
下个月，当众多犹太人哀悼圣殿毁
灭的灾难时，我们知道弥赛亚耶稣
渴望与我们一同分享大盼望。我们
聚在王座旁，赞美祂即是圣殿的
主的时刻就要来了。那天将会是对
所有与上帝和好和通过耶稣互相和
解的人的充满无法想象快乐的一
天——我们终将完全明白真实、不
屈、不朽的分享的一天。
了 解 更 多 关 于 大 卫 • 布 里 克
纳 以 及 阅 读 他 的 写 作 ， 请 到
jewsforjesus.org/david-brick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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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真的存
在盼望吗

?

提起9/11或伊斯坦布尔机场，阿瑟港监狱，巴黎巴
塔克兰剧院以及奥斯维辛，痛苦和恐惧以及大屠杀
的画面便立刻浮现出来并令人痛彻心扉。世界正在
走下坡。当G20峰会聚焦，当国会或英国议会举行会
议解决问题，大多数有理性的人都盼望它们顺利进
行，但对能否达成实质性改变都心存疑虑。那盼望
又在哪里呢？
去年我曾伫立在安妮弗兰克在阿姆斯特丹的避难
所/家。一个经历过来自日常生活的恐惧并记录下来
且有资格在战后新世界成为一名记者的成熟少女。
她曾在日记中写到：“哪里有盼望，哪里就有生
命，盼望让我们充满新的勇气并让我们再次坚强起
来。” 盼望的确给与我们生命，而真正的盼望又更
深一层。但想到最近持续不断的恐怖袭击，我不禁
深思“世上可有虚假的盼望？”
威廉•鲁迪克在《生物伦理学》（十三卷#3-4，1999
）一篇文章《盼望与欺骗》的摘要中写道:“深信人
类的盼望具有临床治疗作用，医生们经常联合病人
家属并用委婉的诊断和预测给病人虚假的盼望，有
时甚至是明显的谎言。生物伦理学认为他们家长式
的作风严重违反了病人的自主权。”他的论文引用
现代外科学之父安布鲁瓦兹•帕雷的格言做起头，“
即使死亡就在眼前，总要给病人盼望。” (XVI)
圣经中先祖约伯的一位朋友，比勒达曾言到：“蒲
草没有泥，岂能发长。芦荻没有水，岂能生发。尚
青的时候，还没有割下，比百样的草先枯稿。凡忘
记神的人，景况也是这样；不虔敬人的指望要灭
没。他所仰赖的必折断，他所倚靠的是蜘蛛网。他
要倚靠房屋，房屋却站立不住。他的根盘绕石堆，
扎入石地。他若从本地被拔出，那地就不认识他，
说：我没有见过你。”（约伯记八：11~17）
比勒达的意思是说世上确有虚假的盼望这种东西。
如同在石花园里栽种植物的种子注定带来失望一
般。所以他说：“不虔敬人的指望要灭没” 假如我
们对个人教育、对政府、或一个新的政府候选人所
怀的盼望也被误植呢？假如我们的盼望也是虚假的
呢？我能依靠什么呢？
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失望过，我们给予厚望的人与事
都使我们失望透顶。我们盼望的破灭造成了深深的
失望，失望的痛苦让我们充满了对再次被伤害的恐

惧。背负着这种恐惧，让我们难以向以往一样自由
勇敢的与人交往。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
绳。”
约伯说没有神的盼望终将破灭。他指得是这种排除
神为了我们自身满足而依赖于外人外物的盼望。这
种盼望常破灭，因为它要求外人做力所不逮的事。
这也正是我们为什么要和上帝建立关系的答案。相
反的，不使人失望的真盼望首要以上帝为中心，因
为无人能像上帝一样的信实。唯有主能完全依靠，
唯有主不负世人。
当盼望建立在我们对某个人的所知时最真实。当建
立在不现实的期望时最危险，因为那会把我们放入
另一个失败的陷阱中。
这也是这幅图如此深入我心的原因。
图中有一人立于池水之上，伸手去救淹溺之人。
这幅图的灵感来自马太福音十四章的真实故事。
在那章里，耶稣被见到水面上走，彼得环顾四周，
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
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
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哇！这是多么让人
激动狂喜并充满荣耀的事！但感受到风，彼得害怕
了，将要沉下去。便大喊着说：“主啊，救我！”
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哪，为
什么疑惑呢？”
圣经中说的很清楚，主想要与世人建立关系，不仅
是对从没听过主的人，或在祷告之间便由罪成圣的
人。他想要与我们这些与他同行数十载的人建立关
系。但我们都负了主。我们的脚还在那水下的淤泥
里行着。主的臂膀没有短到不能救世人。（以赛亚
书五十九：2 ）我们的罪使我们与主隔绝，但主的
臂膀却在我们身陷囹圄时伸向我们。“盼望不至于
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
心里。”（罗马书五：5）
这篇文章献给信徒和非信徒们，献给刚信主和长久
以来坚定跟随主的朋友们。盼望不至于羞耻，感谢
归给神！

各地简讯

苏珊娜•温妮斯自纽约报道：
“帕姆是自飓风桑迪（2012）以来我和我丈夫斯图尔特一直服事的一名犹太女性。我们也认识了她的丈夫，我们
四个会花晚上的时间来讨论圣经。帕姆认为“人们”需要耶稣，但她没意识到她需要祂。最近，利亚，帕姆的一
位好友（也是犹太人），正处于危机当中。帕姆告诉她，“你得见见苏珊娜。她能帮你。”我们安排好了访问，
那是充满有关圣经、耶稣以及为什么拉比不接受耶稣的问题的有意义的两小时。在某一刻帕姆加入进来说：“
如果拉比们愿意读一读以赛亚书 五十三，他们就会明白谁是耶稣了”然后她便安静下来。过后我问她，“是什
么阻挡你接受耶稣呢？”帕姆回答说，“我不知道，我只是喜欢学习。”我提醒帕姆我们一起在耶利米书 二十
九:13中读到的一节：“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我鞭策帕姆去全心全意寻找上帝。她说她会
的，而且她会祈求上帝向她展示祂自己。”

鲍勃•门德森自悉尼报道：
“麦克九十二岁了，住在悉
尼。他最近被一些信徒督促
去发现真正的弥撒亚耶书亚。
经历过犹太大屠杀的他很固
执，当我们定期谈话时，他
看起来真的在听。请祈祷他
的眼睛睁开来看一看耶书亚
的雄伟。
在七月的时候我也去了以色
列。我也有机会同许多不清
楚他们救主的犹太人谈话。
请为同我深刻分享的乔纳
森，马奥尔，尤金以及丹祈

祷。以及一组八个专心听我
的故事并在之后与我用问题
和答案详细互动的俄罗斯犹
太非信徒。他们住在斯德洛
（Sderot），就在加沙地带几
英里外。感谢为每一个这些
亲爱的灵魂祈祷。”

供犹太人参考，
一点问与答：
问：我听说犹太人做礼拜的
地方有三种不同的说法：犹
太教堂（synagogue）, 会堂
（Temple） 以及 shul， 我
该说那个词？

答：正统派和一些其他犹
太人会说犹太教堂（synagogue），奇怪的是这是一
个意思是“集会的屋子”的
希腊词汇（在希伯来语里是
beit knesset）。 “Shul”
是犹太教堂（synagogue）的
依地语说法，但是从德语“
学校”一词衍生出来的。
自由派犹太人把去教堂做礼
拜说成“去会堂（“going
to Temple）”。这对一些更
传统的犹太人来说可能会有

些不快。因为从根本上说，
其暗示犹太教堂已经取代了
会堂（Temple）说法。不过
许多用“会堂（Temple）”
这个词的人仅仅是因为他们
自小就被教育这么说。
如果你想问一个犹太人关于
他们做礼拜的地方（不是“
教堂（church）”）而你对
他们特殊的犹太背景所知
不多的话，你最好还是用
Synagogue这个广泛使用的
说法。

旅程

大卫•利布曼，
传教士，华盛顿

当你听到在世界所有地方当中，印度是与以色列人谈论有关弥赛亚的佳音的最好的
地方之一时，你会感到吃惊吗？每年有成千上万名以色列年轻人在服完兵役后去印
度各地旅行。是时候摆脱一些在以色列的生活压力了。村庄现在都会迎合以色列旅
行者——在这些村庄悠闲地散散步，你就会发现一个接一个的标志都不是印地语，
而是希伯来语。你会看见饭店提供以色列的食物像胡姆斯酱和法拉费，你也会不时
地听到有印度商人说希伯来语。
放松的环境，对新观念和经历的包容，以及大把的时间去思考及讨论这些造就发展
友谊和讨论属灵的事的机会的想法和经历。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归主协会向印度一
个每年夏天都会充满了以色列徒步旅行者的叫做喜马偕尔邦的地方派出一队犹太年
轻人的原因。我们叫这个短期项目Massah（旅程）。每年，我们的小队都被探寻和
分享我们在耶书亚（耶稣）之中的盼望的机会祝福着。
同时，我们也想探索在一年之中其他时间以色列背包客在印度旅行的地方。在去年
一月，我们一行四人的小队旅行到了孟买西南边出了阿拉伯海岸的一个叫果阿的小
邦。就像在北方一样，我们同样受到了同许多以色列人点燃友情及分享我们在耶书
亚之中的信仰的机会的鼓舞。
我想请你仅特别地为我们在果阿中能够一同分享的许多人之中的一个祈祷。在一
个叫Arambol的嬉皮小村时我们遇到了一个女人，埃莉诺。埃莉诺在大学主修艺术
历史，她为她的毕业设计学习了一幅有关拉撒路寓言的画（the parable of Lazarus）。
通过这项毕业设计，她学到了很多有关耶稣的知识，并且对基督教义很感兴趣。但
她从没想过她可以追随祂，她以前从没遇见到信仰祂的犹太人。谈了一会儿过后，
让我惊喜的是，她转过身说：“我想这可能真的会是我的道路。”我完全同意她！
请为埃莉诺祈祷，祈祷上帝会继续为她揭示那条道路。
同时也请为今年在印度北部Massah小队即将结束的最后几周祈祷。
犹太人归主协会/瑞秋•弗里德兰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