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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死亡的文化中，我们
极力想要保存生命的价
值。我们痛恨战争，但却
不得不冒着巨大的危险保卫自己。
这听起来很像是今日以色列的情
形，但我所说的也是发生在2000多
年前以色列的一个事件，一年一度
的光明节就由这事件而来。

叙利亚统治者。他和他的儿子们（
很快就以“马加比家族”著称）英
勇地与叙利亚军队作战。那是一场
旷日持久、敌我力量悬殊的恶战。
许多人英勇牺牲，但马加比家族最
终赢得了战斗，夺回了耶路撒冷和
圣殿——以色列再次免遭灭族之
灾。

主前165年，小国以色列被强大的
敌国叙利亚侵占。叙利亚的首领欲
在犹太人中间强力推行异教生活方
式。那时，极端伊斯兰教尚未出
现，但激进的异教推动却同样带有
残酷无情和破坏性的趋势。倘若叙
利亚得逞的话，犹太民族早已不复
存在。犹太宗教、文化、法律和语
言都将彻底消失于世。

得救——这个词对你来说有何意
义？在旧约和新约圣经里，Yesha（
希伯来文）和Soteria（希腊文）通
常指的是身体的得救，就如光明节
所纪念的那样。上帝在那时让犹太
民族得救，正如祂曾救我们脱离法
老和非利士人之手。

有一个名叫马提亚胡的敬畏上帝的
人，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起来抵抗

也许，对基督徒来说更为熟悉的是
个人所经历的那种得救——就是本
乎上帝恩典、藉着信靠弥赛亚耶稣
而得的拯救。这种得救意味着崭

怎样拯救生命？

新的生命、罪得赦免以及永生的应
许。耶稣 = 拯救。
在上帝使用马加比家族拯救以色列
人脱离叙利亚军队之手仅一百多年
以后，耶稣站立在圣殿中，呼吁人
来得一种别样的拯救：“我的羊听
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
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
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
们夺去。”（约翰福音10:27-28）

无疑，他们对自己能够被
使用拯救两个年轻人的生
命而心存感恩。我觉得这
两个救命的故事的确令人
难忘，但更令人难忘的是
那个祷告接受耶稣作救主
的服务生

显然，身体和灵魂的得救是不一样
的，尽管有时它们彼此关联。身体
的得救有可能以神迹的形式发生，
但总是暂时和事过境迁的；而灵魂
的得救却是最大的神迹——它永
远的保障来自于上帝无坚不摧的
大能。如果我们只从自己有限的角
度去看的话，可能就看不到这些重
要的区别。而且，若是看重身体的
得救甚于灵魂的得救，就会给我们
和我们想要分享福音的对象造成损
害。这并不是说非此即彼，而是需
要分清主次。

他拽了上来，总算救了他的命。当
然了，教授一家对布莱恩千恩万
谢，了解基督信仰的心也更加迫
切，收下了给他们的福音资料，并
一直与我们的同工保持联系。

今年早些时候，犹太人归主协会
的一队同工和志愿者在印度服事
一些到当地旅游的以色列人。（
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在服完兵役之
后就会到世界各地旅游，印度几乎
是他们所有人的旅程第一站。）团
队里的以赛亚和布莱恩遇到几个以
色列家庭，跟他们分享了自己的
得救见证，并与他们一同登山去
Kiraganga。在通往一个壮丽的瀑
布景点的陡峭山路上，布莱恩正和
一位以色列的大学教授及其十六岁
的儿子说话。突然，那小伙子一脚
踩空，眼看就要陷进一个很深的裂
隙里去了。他急忙抓住一丛灌木，
可那灌木也开始松脱。在这千钧一
发之际，布莱恩不加思索地箭步跨
出，一把抓住这年轻人，飞快地把

到医院时，已经有一群以色列人聚
在那儿，其中还有一位哈西德教派*
的拉比。我们的队员开始为那位名
叫以色列的伤员祷告，并向聚在那
儿的人们、包括那位拉比讲说自己
所信的耶稣。验血结果出来，拿俄
米的血型刚好和以色列的吻合，当
下她就输血给以色列，救了他的
命。后来，这两群人共进晚餐，我
们团队向他们分送了希伯来文新约
圣经及其它的福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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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布莱恩、以赛亚和包括拿
俄米在内的几位团队成员一起在雷
城，遇到一个心急如焚的以色列人
跳下一辆计程车，焦急地向他们求
助。原来，这个人的朋友刚刚被摩
托车撞伤，失血过多，急需输血。
不用说，全体队员立刻随他赶往医
院。

我再分享最后一个故事：以赛亚和
布莱恩好几次光顾同一家餐馆，和
那里的一位犹太人服务生熟络起
来，但还没有机会跟他分享福音。
两人不甘心就这样离开这个地方，
于是在最后一次去餐馆的时候向这
位服务生提出跟他讲讲他们所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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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
那服务生大为讶异，说自己头天晚
上刚刚看过《耶稣传》的碟片。神
的时候真是刚刚好！那服务生收下
了送他的福音资料，并说自己会好
好考虑耶稣会不会就是弥赛亚。几
周以后，以赛亚和布莱恩得知这位
服务生已经现身我们在那个地区的
外展中心，跟着那里的同工做了决
志祷告。
得救——这个词对以赛亚、布莱恩
和拿俄米有何意义？
无疑，他们对自己能够被使用拯救
两个年轻人的生命而心存感恩。我
觉得这两个救命的故事的确令人难
忘，但更令人难忘的是那个祷告接
受耶稣作救主的服务生。你会同意
吗？
犹太法典塔木德上说：“若有人
救了一人，他便被视为救了全世
界。”拯救转瞬即逝的生命尚且
如此重要，更何况救人灵魂得享永
生？
在这个光明节，我要再次为上帝拯
救他的百姓以色列脱离仇敌之手（
无论是过去的叙利亚，还是当今的
伊斯兰恐怖分子）而欢喜；但我更
想看到的是上帝的拯救藉着信靠弥
赛亚耶稣而临到以色列并全人类。
让我们迫切祷告，愿各邦各国、包
括叙利亚在内的许多犹太人在这
节庆期间及新的一年听到上帝的声
音、跟从祂而得救。
*哈西德是犹太教的一个教派，特点
是十分神秘和积极传教
David Brickner也是一位作家、演
讲家和登山爱好者，他自1996年以
来一直担任犹太人归主协会全球负
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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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一言
圣诞节感言

言

语是有能力的。上帝用言语从混
沌中建立秩序，祂用言语创造宇
宙。若是没有言语，我们对于神
是谁、祂有什么想法、我们为何存在等问题
都将毫无概念。
言语带出意义、揭示真理，扩展我们的思
维、展现更多的可能。言语不但让我们得以
传递信息，更使我们可以传递心声。
言语也可以被有意歪曲利用。人用言语欺骗
和毁坏，也用它闭塞人的思想，使我们与神
分离、彼此疏远。
然而，有一言语是不可歪曲的，祂的能力也
不容误用。约翰福音如此描述这言语：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约翰福音1：1）
这言语就是我们敬拜和庆祝的对象，那全是
因为：“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
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
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1
：14)
神屈尊成为我们的样子，好叫我们可以变得
更像祂的形象......这是何等的奇妙！
没有什么比道成肉身更有诗意、而又更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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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了。俗话说千言万语赶不上一幅图画，但
上帝之言却远胜过千万幅图画。
这言（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相
信谁也不会真的以为祂是在十二月25日降世
的，因为在祂降生的那时那地是没有十二月
这样一个月份的。就算有，也没有任何线索
表明祂的生日是哪一天。
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许多人在这时节对道
成肉身加以特别关注并分享由此而来的喜
乐。在一个言语常被歪曲、删减或断章取义
的时代，道成肉身却是宇宙中最精确、最不
可毁坏之道。远在一切现代交流手段出现之
前，神仅用一言便极其准确地把祂的信息传
达出来！
道成肉身本是庆祝这节日的原因，但要找到
写有尊荣祂的话的贺卡却越来越难了。多年
来，我们印制了许多诗歌散文来表述耶稣降
生对我们的意义，或许您也已经找到一些。
（当然，在我们的书店里也有售。）
在这圣诞季节，当千千万万的人寻找喜乐之
际，愿上帝帮助我们每一位将祂的光发出，
因为那喜乐唯在祂——成为肉身之道的里面
才能找到。祝您圣诞快乐！

亚太区主任 Bob
Mendelsohn 的感谢信
首

先，我谨代表悉尼总部向澳洲-亚洲的朋友们
致平安！
写此信的时候，我正坐在我们新的书店里，看到街对
面已经变成地面上一个大坑的书店旧址，感觉恍如隔
世——多少人来人往，多少的宣教和门徒训练！神曾
以各种方式带给我们同工、义工、捐款人及各样的机
会。感谢神伟大
的工作和祂对全
人类的大爱。
这一年，我们不
仅给书店搬了
家，我还访问了
莫斯科、都柏
林、多米尼加共
和国、美国的几
个城市、以及澳
大利亚全境。无
论是在飞机上，
还是在飞机降落
之处，所到之地，处处遇到想要更多了解上帝的犹太
人。有的人起初讶异于竟然有犹太人信耶稣，但越多
跟他们交谈，我们就越看到上帝打开人的眼目。
我还记得莫斯科的那帮年轻人、来自以色列的老拉
比、悉尼北部的高尔夫球手、光顾我们书店的法国旅
行者、以及过去一年里我们与之分享福音的成百上千
人。真巴不得你们能够与我同行！请继续祷告，求神
在十二月及2015年带来更多这样的机会。

有的捐款人会通过电邮收到此信，而有的则会收到信
件。人们纷纷购买印在后页上或书店里的各种资料和
商品，在圣诞节和一年之中别的节期赠送亲朋好友。
我们对此感到欣喜，并且会将所赚到的钱全数用于宣
教事工，期望2015年能够支持更多的同工。
这就是我心中的负担——我们需要更多的同工，也要
继续支持已有的同工。您在这岁末年初或任何时候的
捐赠都将帮助我们继续把福音“先传给犹太人，也
传给外邦人”。就在今天，我们与一位三天前刚搬来
悉尼的泰国人、三周前搬来的一位意大利妇女和一位
30年前从摩洛哥搬来的犹太人都有很好的谈话。我送
他们圣经，跟他们分享福音，神被大大尊荣。但我们
需要有更多的人。耶稣说：“庄稼已经发白…收割的
工人还少…所以你们要祷告…”请您也和我们一同祷
告，好吗？
请让我们知道可以怎样帮助您与人分享耶稣。
您可以把认识的犹太人亲友同事的名字和地址发
给我们，我们会寄上印有见证和邀请的信函，以
及ISSUES杂志，并努力帮助他们认清耶稣到底是
谁，这是我们的使命。让我们齐心协力一同来尊
崇祂的名，好吗？
能够服事澳大利亚、新加坡、新西兰以及全世界
的犹太人，这是何等的喜乐！感谢您，亲爱的朋
友，您的代祷和支持使我们得以在新的一年继续
朝着主所定的目标迈进。
祝圣诞快乐！
亚太区主任Bob Mendelsoh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