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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近期大事
一、2 月 8 日周六 9-12 点在会所有服事弟兄们成全训
练第三课，关于祷告的成全，阅读作业《教会祷告的职
事》，请圣徒们为报名的 26 位服事弟兄们彼此成全以
更好的服事召会代祷。

基督是万有的实际

首先要请你们领会，照着圣经的启示，凡我们
所看见、所摸着、所享受，一切有形体的东西，物
质的东西，都不是真的物体。它们只不过是影儿，
是那真体的象征。我们天天接触许许多多的物件：
二、2 月 14-16 日国际华语特会因 2019-nCov 病毒疫情 我们吃食物、喝水、穿衣、住房、驾车。请你们要
取消，请继续为这事多有祷告，使疫情尽快控制住。也
领会，也要记得，这些事物都不是真的。它们不过
记念神的儿女们在大陆的情形，让福音的门更敞开，有
是影儿、是象征。我们每日所吃的食物并不是真食
更多的人敞开心，听到福音而转向神。
物，只是那真食物的象征。我们所喝的水不是真水，
我们眼前的光也不是真光，只是一个象征，指明另
三、2 月 2 日晚英文区圣徒们在会所有爱宴和交通聚会，
一事物而已。那么，那个真事物是什么呢？弟兄姊
我们祷告求主在 2020 年赐下祂的祝福，复兴祂手的工
妹们，靠着神的恩典我要实在的告诉你们：那个真
作，赐我们繁增之福。圣徒一同追求了《Preaching
事物不是别的，乃是基督自己。基督是我们的真食
Gospel in the way of Life》第十章，并分享了各自为主
物，基督是我们的真水，基督是我们的真光，基督
做见证并传福音的经历，大家都很得鼓励。
是我们一切的实际。甚至我们这肉身的生命也不是
四、2 月 29 日在纽约召会 Jamaica 会所有东北众召会
真生命，它也不过是指着基督的一个象征。基督才
姊妹们一天的相调，鼓励姊妹们拼车前往参加。
是我们的真生命。你若没有基督，你就没有生命。
你说，我是活着的，在我身体里有生命！但是你必
申命记结晶读经第三篇《那地的美好-其食物》
须知道，这一个不是真生命，它不过是一个影儿指
一点开头的话
着那个真生命，就是基督自己。当我一天过一天住
在我的房子里，我就体会感觉到，这不是我的真住
我们读申明记，不光要学习摩西在里面所说神的话，更
处。有一天我对主说，主啊，这不是我的住处，这
要认识摩西这个人的所是。倪柝声弟兄在其文集第二辑
不是真的；这算不得什么。主啊，你自己是我的住
第二十四册《在神的话里面的人》里说到：“我们不但
处。是的，祂是我们的真居所。现在我要问你们一
要作一个听道的人，传递道的人，更要作一个活出道的
人。旧约申命记中的摩西，和新约哥林多后书中的保罗， 个问题，或许你从来没有想过。你可能相当清楚基
督是你的食物，基督是你的活水，基督是你的光，
是全本圣经中最能感动我的，因我从这两本书中，认识
基督是你的生命；但让我问你，你曾否领会基督就
了这两个人。摩西并不是一个凶狠的人，冷酷的颁给人
是你所居住的那块地？基督是那块地！也许你觉得
律法；他乃是全世界最谦和的人（民十二 3）。只有在
你是天天住在这地球上，住在这块地上。但是你必
申命记中，我们能看到这样的一个人。申命记，乃是一
须体会，这地球不是你的真地，连这地球也不过是
个人将神的话都消化过了，然后再说出来的话。”倪弟
兄说完就祷告：“主啊！求你救我们脱离我们的自信心， 一个指着基督的象征。基督是我们的真地。食物是
一个象征，水是一个象征，光是一个象征，我们的
和自以为是的心，使我们能学作一个战兢恐惧的人，活
生命是一个象征，这地也是一个象征。基督是我们
在你的面光中，以致生命长大，达到成熟，作一个一生
的真地。我必须告诉你们，我作了三十多年的基督
一世低头敬拜你的人。靠主的名，阿们。”
徒，但一直到最近这些年来，我才有这一个思想，
申命记，乃是一个人将神的话都消化过，然后再说出来
基督是我的地。已往我知道基督之于我是生命、亮
的话。在这里有一个人，摩西，不是仅仅外面传讲神的
光、食物和一切，但还不知道祂是那地。在已过几
话，神的话乃是被他消化过，他也与神的话调和在一起，
年中，主曾经带领我更多的经历祂。在主还没有给
他使一个在神的话里面的人，他的所是深深的被神的话
我看见祂是我们的地之前，祂先给我看见祂是我们
摸着，对付，炼净并变化过。愿我们也能成为这样的人，
的居所。二十多年之久我天天读经，但从未注意到
带着这样的感动来研读申命记这卷神圣的书。为着第三
基督是我们的居所。然后有一天我从诗篇九十篇有
篇和第四篇信息，我们鼓励大家能首先花时间好好读完
所看见。在第一节摩西说，“主啊，你世世代代作
《包罗万有的基督》这本书，我们需要重新来认识我们
我们的居所。”
所信的这一位主基督一切的丰富，并能有份于对祂的享
受。本篇信息节录自该书第一章。

哦，那一天主开了我的眼睛，叫我看见祂就是我的居所。 活动在进行着。撒但—神的仇敌，曾经竭其所能，
在那时我对主的所是多认识了一点。但是过了两三年，
如今仍旧竭其所能来阻挠神的子民享受这一块地。
主更多的开了我的眼睛，我就看见主之于我不只是居所， 他尽所能的破坏人对基督这地的享受。请你读圣经。
并且还是地。主是我的地！哦，从那时开始，主从圣经
当初神创造了天地，为要将地给人享受；不久之后，
里给我看见了许多事情。从那时我开始明白，为何在旧
撒但就有所作为来阻挠祂。因着撒但的背叛，神必
约里主一直说到一块地。主呼召亚伯拉罕出来，告诉他， 须审判这个宇宙；而因着那次的审判，地就被淹埋
祂要把他带到某地去，就是迦南地。你可以回想看，从
在深水之下了。这就使神的计划受到了一些时候的
创世记十二章一直到旧约的末了，有多少次主一而再，
妨碍。然后神进来作工，作了一些事，就是我们已
再而三的强调说到地的事。我曾应许给你列祖的那地…
经看过的，祂从深水中恢复了地。在这被恢复的地
那地…那地。我曾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地；我曾应许给
上，产生了丰盛的生命，而后一个有神形像并受托
以撒的那地；我曾应许给雅各的那地；我曾应许给你的
有神权柄的生命就出来了。但是我们都知道，过不
多久仇敌又进来了。他诱惑了人，将神摆在一个地
那地；我要领你进入那地。一直是那地、那地、那地。
位上，不能不再一次来审判地。被恢复的地又一次
神永远计划的中心
被摆在深水之下，洪水来了把全地淹盖。按预表来
旧约的中心就是那在城里的殿。这在城里的殿乃是
说，人就从地（就是基督）的享受中被隔开了。
建造在那块地上，而这一块有殿和城建造在其上的地就
你们记得在以弗所书里“与基督无关”的那句
是旧约圣经的中心。这也是神最中心的思想。在神的思
话么？所有那些在洪水审判之下的人，就是那些与
想中就是这块地和其上的殿和城。若是我们认识圣经，
基督无关之人的预表。与地隔开，按预表来说，就
并且有从神而来的光，我们就会体会到，神永远计划的
是与基督隔开了。但是借着方舟的救赎，挪亚和他
中心，以预表说来，就是地和其上的殿和城。旧约圣经
的全家又取得权利可得着那地，并享受其上一切的
从创世记第一章开始，就一直以地为中心，一直说到一
丰富。方舟把他们带回到地的享受中。洪水把人与
些有关于地的事。
地隔离了，但是方舟将人带回地上。人又一次拥有
现在你就知道地是指着什么。地乃是一个象征，说
地，并享受地的一切丰富。但是再过不久，仇敌又
出基督是我们的一切。凡神为人类所预备的一切都集中
有所作为来破坏地的享受。因此，从撒但所诱使的
在这一块地上。人是被造来住在地上，享受神所预备的
背叛族类中，神呼召了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告
一切。凡有关于人的都集中在这地上，而这地乃是基督
诉他要带他到一地去。
的预表。神所为我们预备的一切都集中在基督里面。
现在你能领会，神的工作一直就是要恢复地。
以后你就看见，神如何带领祂的子民进入那应许之
而仇敌的工作一直是阻挠、破坏、妨碍，使地陷于
地，以及祂的子民如何住在那里，享受其上一切的丰富。 混乱。现在主再一次把祂所拣选的人带到那地。但
享受的结果，城和殿就出来了。城和殿乃是享受这地的
是，你们记得，没有过太久，连这一被拣选的人也
结果。什么是城和殿呢？城乃是神的权柄，神国度的中
渐渐的飘流到埃及地去了。是的，主又一次把他带
心，而殿乃是神的家，神居所的中心。神的国和神的家
回到这一块地上。而后他的子孙全都离开这地，下
都是享受地而有的结果。当神的子民享受地到某一个程
到埃及。然后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主再一次把祂
度时，就产生了神的权柄和神的同在，或者换一个说法， 所有的子民从埃及地带上来，回到这一块地。又过
产生了神的国和神的家。我们若是拥有基督这一块地，
了一段时间，仇敌又采取行动，差遣迦勒底人，就
并且享受祂一切的丰富，到了某一个程度，就有东西出
是巴比伦的军队，来破坏那地，把百姓掳掠去了。
来，这东西就是教会与神的国度，就是殿在城里。
又过了七十年，主再一次把他们带回到这一块地上。
现在你可以把这些全都应用到旧约和新约圣经上。
让我告诉你，这就是旧约的历史。到底主有几
在原则上，旧约里所记载的一切事和新约里的完全一样， 次恢复地呢？至少五次或六次。主创造了地，但是
毫无差别。旧约和新约所启示神的心意乃是要基督作我
仇敌把它破坏了。主进来恢复，但仇敌又以别的来
们的地。我们有一块地，可以享受基督一切的丰富。神
反抗。主又有行动来恢复，但仇敌又来反对。哦，
把这地赐给我们了。等到享受祂的丰富到一个地步，就
这里就是争执！这里就是争战！请你们想想，旧约
有些东西产生出来—神的国和神的家，就是教会与神的
里所记载的这些争战，到底是什么目的？他们是为
国度。这就是神永远计划的中心思想。
着什么目的而争战的？你必须看见，这些争战都是
集中在这块地上。仇敌来攻击这地，霸占这地；然
为着地的争战
后神就有行动为祂的子民争战，而恢复这地。在旧
你若仔细读圣经，你就要看见有一个非常严肃和重大的
约里所有的争战都是关系到这一块地。

我们经历基督的度量

有一些已经从埃及出来了，从世界被拯救出来了，
但他们仍然在旷野飘流。他们享受基督多了一点，
这一块地是什么呢？千万不可忘记，这地就是包罗
他们享受祂作每日的吗哪。他们夸口说，他们享受
万有的基督。不只是基督，乃是包罗万有的基督。假使
基督作食物，他们真是饱足。但是弟兄姊妹们，这
我问你有没有基督，你会回答说，哦，赞美主，我有祂，
就够了么？我想当我们遇见那些享受基督作他们每
我有基督！但是我要问你，到底你是有怎样的一位基督？
日吗哪的人，我们是非常的欢喜。我们说，哦，赞
我怕在你的经历中，你只有一位小小的基督，一位贫穷
美主，这里有一些弟兄姊妹，真是天天享受基督作
的基督，而不是一位包罗万有的基督。
他们的吗哪！但是我们必须体会，这还远赶不上神
我告诉你们一个真实地故事。我得救后不久，读圣
的目的。神的目的不是仅仅使我们享受一点基督，
经受到引导说，逾越节的羊羔是基督的预表，当我晓得
神乃是要基督成为我们包罗万有的一位。请看这一
这个时，我真的赞美主。我说，主啊，我赞美你，你就
节圣经：“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在祂
是那羊羔，你就是那只为着我的羊羔！但我要请你们将
里面行走。”（西二 6，另译）祂是一个领域，一个
羊羔和地来比较一下。在一只小小的羊羔和一大块的地
范围，使我们行走在其中。祂不仅是一点食物或水，
之间，你简直无法作比较！羊羔是什么？你应该说那是
乃是一个范围，是我们能行走在其上的一块地。我
基督。但我要告诉你们，那是一位小的基督，那不是神
们必须在祂里面行走，祂是我们的地，祂是我们的
为着祂子民预备的目标。神从来没有对他们说，好了，
土地，祂是我们的国度，我们是行走在祂里面。
只要你们有羊羔就够了。不。实际上神告诉他们，祂所
我相信这幅图画是非常的清楚。在埃及是羊羔，
以给他们羊羔，乃是为着要领他们进入那地。逾越节的
在旷野是吗哪，而在以色列百姓前面的是迦南地。
羊羔乃是为着地。你有没有基督？是的，你有基督。但
那是目标，那地是神的目标。我们必须进入，那是
你有什么样的基督？一只羊羔呢，或是一块地？在逾越
我们的分。那是神所赐给我们包罗万有的礼物。我
节那一天，在埃及所有以色列的百姓都有羊羔，但我很
们必须去获得那地。那地是我们的，但我们必须去
遗憾的说，只有很少人进入那地。只有很少人获得了那
享受它。
块地。
在这些日子中，我们说了许多关于教会和基督
当我得救一两年之后，我就受到教导知道，以色列
身体的彰显。但是你我必须体会，如果我们不能获
人在旷野所享受的吗哪也是基督的一个预表。我当时非
得基督作包罗万有的一位，并且经历祂，教会的实
常喜乐。我说，主，你是我的食物；你对于我不只是羊
际是绝不会有的。你我必须体会，我们已经生根在
羔，并且还是我每日的吗哪。但是我要问你们，吗哪是
基督里，像一棵植物生根在土壤中一样。我们必须
不是神的目的、神的目标呢？神把祂的百姓从埃及救出
获得基督作我们的一切，不仅是在话语上或道理上，
来，是为着叫他们在旷野享受吗哪么？不！那地才是目
乃是在实行的实际中。土壤如何是植物的一切，基
的，那地才是目标！你享受基督作地么？我很怀疑，我
督也如何是我们的一切。我们必须体会这件事，我
敢说连你自己也怀疑。你们可以说你们享受基督作逾越
们必须经历基督到这个地步。你和我已经生了根，
节的羊羔，也享受主作每日的吗哪，但你们很少人真能
但我们没有领会这事实，我们没有获得这事实。
说，你们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作地。
歌罗西书告诉我们，我们既然生了根，我们就
神的话在歌罗西二章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生根在基
在祂里面与众人同被建造。我们若是没有生根于基
督里。现在请你们想想看，我们若是生根在基督里，那
督里的经历，我们如何能与别人同被建造呢？就是
么基督对于我们是什么呢？对，基督就是地，基督就是
为这缘故，在神的子民中，教会的建造几乎等于零。
土壤。一棵植物或一棵树乃是生根在土壤里，在地里。
当以色列百姓尚在旷野飘流的时候，怎能有一个殿
同样的，我们已经生根在基督里。我怕你从来没有体会
和一座城呢？他们既然没有占取那地，殿和城是不
到，基督对于你就是土壤，就是那一块地。你是生根在
可能有的。怎样才能有教会真正的建造呢？怎样才
基督这一块地里的一棵小植物。我必须承认，在五六年
能有基督身体真实地彰显呢？只有借着认识并经历
前我从未有过这个思想。我查读圣经，花许多时间在歌
基督作我们的一切。弟兄姊妹们，愿主开我们的眼
罗西这卷书里。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但从未得过这个光。
睛。
我从来不知道基督就是土壤，就是我的地。乃是一直到
最近几年，我的眼睛才被开启。
我深深觉得，神的儿女大部分仍然留在埃及，他们
只经历过逾越节；他们只接受主作羊羔。他们曾被羊羔
所救赎，但他们尚未从世界里被拯救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