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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正常基督徒属灵的历史─ 
风、云、火、金银合金 

我刚进到主恢复里的时候还很年轻。每次我问到关于圣经的问题，弟兄

们都能给我答案，这让我感到非常惊讶。他们并没有读过神学院，怎么

会明白圣经？有一次我读以西结书，不了解其中的事物，特别是第一章。

我就问一位弟兄，是否懂得这章里所写的任何事。他回到他房间里，拿

了他所记李弟兄特会信息的笔记给我看。那份笔记的内容让我眼界大开。

只有今时代的这份职事，能将以西结书这样的解开。 
神是灵（约四 24），因着祂是灵，是抽象、奥秘、看不见、摸不着、测

不透的，所以如果没有圣经里的图画，我们就很难领会神和属灵的事。

为此，圣经用了许多表号、预表和图画，来描述并描绘属灵的事，好使

我们认识神，认识属灵的事。我们研读以西结书，需要看见这卷书里的

图画那内在、属灵的意义。我们需要在整本圣经的光中，并我们属灵经

历的光中来看这卷书。 
神的心意是要用祂所创造的万物来描绘基督之于我们的所是，所有正面

的事物都是用来说明基督，整个宇宙都是为着描绘这位基督而存在。如

果我们看见这事，就会知道这位基督是何等的丰富、深广、无限并追测

不尽。歌罗西一章十六至十七节说，“万有……都是在祂里面造的；万

有都是借着祂并为着祂造的；祂在万有之先，万有也在祂里面得以维系。”

“在祂里面”，指在基督人位的能力里；“借着祂”，指明基督是主动

的凭借，借这凭借，万有的创造才得以依次完成；“为着祂”，指明基

督是一切受造之物的归结。万有的被造乃是为着归于祂，为祂所有。宇

宙中的万有也是在祂里面得以维系，整个宇宙维系的中心乃是基督。“在

祂里面得以维系”，意指万有靠着基督作联系的中心，得以一同存在。

祂是整个宇宙的轴心，将宇宙中的一切带在一起，万有都在祂里面得以

维系。 
宇宙中一切正面的事物，都是用来描绘基督之于我们的所是。譬如，基

督是真正的日头。玛拉基四章二节说到基督是公义的日头升起；祂是真

正的日出。每天早晨我们看见日出，要知道这乃是预表基督。路加一章

七十八节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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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乃是清晨的日光。在约翰六章三十五节，主说，“我就是生命的粮。”

这乃是说到基督是我们的食物。约翰也说，祂是我们的饮水（四 14），

是我们的光（一 4，八 12），是我们的草场（十 9），是我们的住处（十

四 2~ 3，十五 4），是我们的气息（二十 22）。祂对我们乃是一切。甚

至狐狸和飞鸟也被用来描述基督。马太八章二十节说，“狐狸有洞，天

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若没有狐狸或飞鸟，基督就

不能把祂尽职的光景与狐狸有洞、飞鸟有窝的光景作比较。 
以西结一章四节带给我们本篇信息的篇题。本篇就专讲这一节。这节说，

“我观看，见暴风从北方刮来，有一朵大云，有火不断地闪烁，周围有

光辉；从其中，就是从火中所发出的，看来好像光耀的金银合金。”这

是以西结所看见的第一个异象。 
本篇信息的篇题是：正常基督徒属灵的历史。若有人想要知道自己属灵

的历史，就需要读以西结一章。这章说到正常基督徒属灵的历史，就是

要经历神作风、云、火、金银合金；也就是要经历神作吹动的风、覆庇

的云、焚烧的火和光耀的金银合金—救赎之神辉煌的彰显。 

在以西结一章四节， 
从北方刮来的暴风是神能力之灵的表号，图画 

在以西结一章四节，从北方刮来的暴风是神能力之灵的表号，图画（徒

二 2、4 上）。关于灵是气，在素质一面作我们的生命，为着我们的生活，

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我们也说过，神的灵作为风吹到我们，表明在我们

事奉和尽职时，那灵在经纶一面作我们穿上的能力。我们在这里还要看

见特别的一点，就是神的灵作为吹动的风，也将神圣的生命吹到我们里

面，使我们为罪悔改，引我们重生。没有那灵的风吹到我们身上，我们

就不可能悔改、重生。 

暴风从北方刮来，指明大能的灵从神而来 

暴风从北方刮来，指明大能的灵从神而来（诗七五 6~7 上，四八 2，参

赛十四 13~14）。 

 在北方的神总是在上面； 
按属灵说，当我们往北方去，就是上到神那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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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的神总是在上面；按属灵说，当我们往北方去，就是上到神那里

去。我们在聚会中，要求主让从北方来的风吹到我们身上。诗篇七十五

篇六至七节说，“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

定：祂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高举不是从东，不是从西，也不是

从南而来，乃是从神而来。这含示神是从北而来。一切属神的事物，都

是从北而来。 
四十八篇二节说，“在北面的锡安山，是大君王的城，居高华美，为全

地所喜悦。”北面的锡安山是大君王的城，所以锡安山是在北面。恢复

本圣经这节的第一注说，“锡安，大卫王的城（撒下五 7），是耶路撒

冷城的中心，就是那作神在地上居所的殿建造的所在（诗九 11，七四 2，
七六 2 下，一三五 21，赛八 18）。耶路撒冷内的锡安，预表作属天耶路

撒冷的召会里的团体得胜者，就是得成全并成熟的神人（来十二 22，启

十四 1~5）。锡安作为圣城耶路撒冷的高峰和美丽（诗四八 2，五十 2），

预表得胜者是召会的高峰、中心、拔高、加强、丰富、美丽和实际（四

八 2、11~12，二十 2，五三 6 上，八七 2）。”我们需要祷告，求主使

我们成为今天锡安的一部分，锡安乃是圣殿建造的所在。 
以赛亚十四章十二节说到，路西弗（指撒但）从天坠落。十三节指出，

他曾想叫神下宝座，他心里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

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路西弗想坐在北

方的极处，那是神所坐之处。 

 暴风从北方刮来，意思是它从神而来；这启示神的居所是一切属灵事
物的源头 

暴风从北方刮来，意思是它从神而来；这启示神的居所是一切属灵事物

的源头。 

 在以西结一章四节，风表征圣灵吹在我们身上， 
眷顾我们，叫我们得着神的生命 

在以西结一章四节，风表征圣灵吹在我们身上，眷顾我们，叫我们得着

神的生命。当那灵吹在我们身上，不只使我们外面穿上神的能力，也使

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没有那灵来吹，我们里面就没有神的生命。 

 约翰二十章那灵的吹气是为着生命， 
行传二章那灵的吹风是为着神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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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二十章那灵的吹气是为着生命，行传二章那灵的吹风是为着神的行

动。 

 那灵素质的一面是为着生活，由气所象征； 
那灵经纶的一面是为着职事，由刮过的暴风所象征 

那灵素质的一面是为着生活，由气所象征；那灵经纶的一面是为着职事，

由刮过的暴风所象征（约二十 22，徒二 2、4 上）。 

我们属灵的经历总是开始于属灵的暴风 

我们属灵的经历总是开始于属灵的暴风。我们该为此赞美主。青年弟兄

姊妹只要来参加全时间训练，属灵的暴风就会翻转你们整个人。神要你

来，你说不；神又要你来，你还是说不；至终你来了，你整个人就被翻

转。有一位弟兄来参加训练时，定意只受训一期，后来却参加了第二期。

于是他定意只参加两期，却参加了第三期。他又定意只参加三期，最后

他参加了第四期，如今他已全时间事奉了！这就是从北方刮来的暴风，

没有人能抵挡这样的暴风。 

神的眷临开始于神的风吹在我们这人身上 

神的眷临开始于神的风吹在我们这人身上（约三 8，徒二 2）。 

那灵作为吹动的风，把神带给我们，使我们重生 

那灵作为吹动的风，把神带给我们，使我们重生（约三 8、6）。约翰三

章六节说，“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从那灵生的，就是灵。”八节说，

“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

从那灵生的，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这些从神的灵生的人就像风一样，

人可以认出，却无法理解；虽无法理解，仍是一个事实，一个实际。 

在我们属灵生命每次转弯时， 
从北方刮来的暴风都吹在我们身上 

在我们属灵生命每次转弯时，从北方刮来的暴风都吹在我们身上。我们

一经历了圣灵的风，就使我们有属灵的转弯。有些圣徒第一次经历北方

的风吹到他们身上，就使他们转弯到俄国去；那的确是一场暴风。李弟

兄曾要我们几位弟兄在当年一月去俄国四十天，我们真是经历北方来的

暴风吹到我们身上。那时，有许多训练学员在一月最寒冷的时候去到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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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让当地的人非常感动。明年一月也有人要去德国；那也是风从北方

刮来，吹在他们身上，使他们在属灵的生命上有转弯。为什么那些圣徒

要去德国？因为在那里有神的行动，并且有从北方刮来的暴风吹在他们

身上，使他们在属灵的生命上有了转弯。 
这暴风就是神自己吹在我们身上， 

将暴风带进我们的生活、召会和工作里，使我们不满意， 
而关心我们属灵的情形，并使我们在属灵生活上有转弯 

这暴风就是神自己吹在我们身上，将暴风带进我们的生活、召会和工作

里，使我们不满意，而关心我们属灵的情形，并使我们在属灵生活上有

转弯。 
当风吹在我们身上，我们对自己属灵的光景就无法满意； 

反而，我们感觉不安，而关心自己的情形 

当风吹在我们身上，我们对自己属灵的光景就无法满意；反而，我们感

觉不安，而关心自己的情形。我可以见证，在这次训练一开始时，我坐

在会中就感觉自己是何等的蒙主怜悯，竟能与这班最尊贵的人坐在一起。

我对自己属灵的光景感到不满意，希望能有一个新鲜的转变。所以我们

不要不冷不热，而要祷告，求主拯救我们脱离不冷不热。在启示录三章

十六至十七节，主责备老底嘉说，“你既如温水，也不热也不冷，我就

要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因为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

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不冷不热，

自以为富足，一样都不缺，这乃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状况，我们千万不要

落入这样的光景中。 
当我刚进入召会生活时，我非常兴奋、热切地爱主。从前是我的妻子为

我祷告，希望我能得救；后来则是我为她祷告，希望她能过召会生活。

因为我妻子正好要去达拉斯读护理研究所，所以我也到那边北部一个很

有名的神学院访问，参加他们的主日学。但我却觉得那场聚会非常枯燥，

因为他们都在读一些考古学的东西。我问坐在我旁边的弟兄说，“你知

道你里面有人的灵么？你知道你的灵是耶和华的灯，主进到你里面，就

会点亮你里面的灯么？”他很惊讶地问我：“你是读哪间神学院？”聚

会之后，我们到一个人的家中聚会，看到一群青年人，我就很想与他们

有交通，但他们对于主似乎不感兴趣。那时，我很天真，不太了解自己

为什么这样兴奋。有位姊妹对我说，“不要担心。你作基督徒几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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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冷静下来了。”我回答说，“我希望永远不要冷静下来。”我一直

没有冷下来，是因为经历了以西结书中的四活物；四活物中间有火，他

们的样子如同烧着的火炭，如同火把的样子（一 13）。由此可见，他们

乃是在彼此焚烧。这也是我们在聚会中所应当作的，我们要有火彼此焚

烧，这火就是神自己。 

照着召会的历史看，历代神的灵像大风一样吹动， 
使人为罪悔改，相信主耶稣而得重生， 

舍弃世界跟随主，并且心里迫切、灵里焚烧来事奉主 

照着召会的历史看，历代神的灵像大风一样吹动，使人为罪悔改，相信

主耶稣而得重生，舍弃世界跟随主，并且心里迫切、灵里焚烧来事奉主。

在以西结书生命读经第三篇，说到一些见证，让我们看见神的灵如何像

暴风吹到人身上，使人悔改，得重生，甚至舍弃世界跟随主，心里迫切、

灵里焚烧来事奉主。 
“一位曾是某政党有力人士的有为青年，在悔改的时候经历这种从北方

吹来的风。有一天，他到偶像庙里，在供桌上看见一本圣经。他走上前

去，念了几节。忽然，圣灵吹在他身上，他就知罪自责。那灵的风继续

吹在他身上，他就开始为他的罪悔改，并且彻底认罪，跪下痛哭，甚至

在地板上打滚。他借着从北方来的大风吹动而得救了。 
“神的眷临总是开始于神的风吹在我们这人身上。你得救的时候没有经

历暴风，就是神的灵的吹动么？可能你是个年轻的学生，不顾别的，只

顾上学、读书、玩乐。然后有一天，暴风临到你。暴风吹在你身上，把

你翻转过来。这使你思想人生的意义，开始问自己是从哪里来，要往哪

里去。这是暴风吹动的结果。我信每个得救的人在悔改的时候，都经历

过这样的暴风。”（三四页） 
我大学毕业后，就到休士顿一间大的石油公司工作。这是一份好工作，

我每天坐电梯到第二十层楼上班，下班后再坐电梯下来，然后回家吃晚

饭、睡觉。隔天又去上班，每天都作同样的事。但我想到，我可能要作

这样的工作三十五至四十年，然后被放到棺材里，我的一生就这样结束

了；这是什么生活？作这些工作又有什么意义？这就是一阵风吹在我身

上。后来，我在洗衣店拿到一张福音单张，读了单张上的信息，背面有

一个祷告，我就照着祷告。于是我在洗衣服的时候，我自己也被基督的

血洗净，被神的灵洗净了。然后，我整个人就翻转了。我巴不得能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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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把福音单张放在洗衣店里的人，我要拥抱他，感谢他把福音单张留

在那里。所以，我们实在应该要到处撒福音单张，也许有人看到，就会

拿起来读，并因此得救。有一个见证说到一个人捡起一张被丢掉的福音

单张，拿来塞住鞋子的破洞；后来他回家拿出那张单张，读了之后竟然

得救了。这是真实的故事。 
李常受弟兄在以西结书生命读经也说到：“我不能忘记我在得救那天所

经历的暴风。那时我是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满了雄心；我努力读书，

追求世界的知识，要得着美好的前途。但有一天，我听说有一个布道会，

就决定去参加。在那个聚会中，当我听到很强的福音信息时，暴风就吹

到我身上，将我翻转过来。 
“暴风不但在我们悔改的时候从北方临到我们，在我们得救以后亦然。

无论我们年轻或年长，我们都会经历到暴风。例如，在召会生活里，我

们中间有些人从前是传教士或基督教工人。有一天，暴风从北方临到他

们，将他们的一切翻转过来。这使他们迫切寻求主，至终进入召会生活。 
“事实上，在我们属灵生命每次转弯时，暴风都吹在我们身上。这暴风

就是神自己吹在我们身上，将暴风带进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和我们

的召会里。……每次的暴风都值得回忆。每次的暴风都成了喜乐的回忆。

我信我们在永世里，要回忆我们所经历过的暴风。 
“每当神眷临我们，复兴我们，祂的灵就像一阵大风吹在我们身上。我

们需要这样经历那灵—越多越好，越厉害越好。我有很深的渴望，在这

些日子里，神的灵要像大风一样强烈地吹在我们身上。”（三四至三五

页） 

每次的暴风都值得回忆；每次的暴风都成了喜乐的回忆；每当神眷临我
们，复兴我们， 

祂的灵就像一阵大风吹在我们身上 

每次的暴风都值得回忆；每次的暴风都成了喜乐的回忆；每当神眷临我

们，复兴我们，祂的灵就像一阵大风吹在我们身上。这风会带进覆罩的

云。 

以西结一章四节里的云是神遮盖祂百姓的表号 
以西结一章四节里的云是神遮盖祂百姓的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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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在这里表征神作为那灵与祂的百姓同住， 
遮盖他们，为要照顾他们，向他们施恩； 

圣灵临到我们并摸着我们的时候，就像风一样； 
圣灵停留在我们这里、覆庇我们的时候，就像云一样 

云在这里表征神作为那灵与祂的百姓同住，遮盖他们，为要照顾他们，

向他们施恩；圣灵临到我们并摸着我们的时候，就像风一样；圣灵停留

在我们这里、覆庇我们的时候，就像云一样。 

风的吹动将神的同在， 
以属天、覆罩、覆庇之云的形态带给我们 

风的吹动将神的同在，以属天、覆罩、覆庇之云的形态带给我们（出十

四 20、24，十九 9 上，二四 15~18，四十 34~38，民十 34，林前十 1~2）。

出埃及十四章二十节说，“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之间有云柱，一边黑暗，

一边发光；终夜双方不得相近。”这云柱成为以色列人的保护，保护他

们不至于黑暗。二十四节又说，“到了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

向埃及人的营观看，使埃及人的营混乱了。”然后，在十九章九节：“耶

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二十四章十五至十八节说，

“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在西乃山上；云彩遮盖

山六天，第七天祂从云中呼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

人眼前，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了山，在山上四十昼

四十夜。”四十章三十四至三十五节也说到：“当时，云彩遮盖会幕，

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

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民数记十章三十四节说，“他们拔营往前

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林前十章一至二节，保罗说，

“因为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

海中经过；都在云里，也在海里，受浸归了摩西。”这里摩西表征基督，

云表征灵，海表征水。我们都是在灵里受浸，也在水里受浸，归于基督。 

云一点不差就是覆罩的神； 
神作为风临到，但祂作为云停留 

云一点不差就是覆罩的神；神作为风临到，但祂作为云停留（参创一 2，
申三二 10~13）。创世记一章二节说，“神的灵覆罩在水面上。”这是

为着产生生命。申命记三十二章十至十一节说，“耶和华在旷野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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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盘旋，展翅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盘

旋”也就是“覆罩”，这也是为了带进生命。 

我们可能感觉神的恩典和荣耀在我们身上， 
像天篷一样遮盖我们 

我们可能感觉神的恩典和荣耀在我们身上，像天篷一样遮盖我们（林后

十二 9，赛四 5~6）。这可见于林后十二章九节，在那里保罗说，“祂对

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极其喜欢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以赛亚四章五

节则说，“荣耀必成为罩盖，遮覆一切。”在复兴的时候，基督要成为

荣耀，作遮覆的罩盖；这样的罩盖是保护的盖，遮覆以色列人的一切。 

因着神作为云停留， 
祂就遮盖、覆庇并覆罩我们，使我们享受祂的同在； 
这样，祂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产生出属祂的东西 

因着神作为云停留，祂就遮盖、覆庇并覆罩我们，使我们享受祂的同在；

这样，祂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产生出属祂的东西。没有什么比享受神

的同在更好。所以我们要让神停留在我们这里，祂就如云遮盖、覆庇并

覆罩我们，我们就享受神的同在。 

云也表征神对祂百姓的照顾，并祂向着他们的恩宠； 
在祂恩典的眷顾里，神临到我们像云一样，照顾我们， 

我们施恩；神吹在我们身上之后，我们就觉得祂在覆庇并眷
顾我们；我们能觉得祂的同在和祂的眷顾 

云也表征神对祂百姓的照顾，并祂向着他们的恩宠；在祂恩典的眷顾里，

神临到我们像云一样，照顾我们，向我们施恩；神吹在我们身上之后，

我们就觉得祂在覆庇并眷顾我们；我们能觉得祂的同在和祂的眷顾（箴

十六 15）。箴言十六章十五节说，“王的脸光使人有生命，王的恩宠好

像春雨的云。”这里的王就是主；王的脸光就是王的笑脸，而王的恩宠

好像春雨的云。 

风同着云，指明神与祂子民之间 
有重大的属灵事故即将发生 

风同着云，指明神与祂子民之间有重大的属灵事故即将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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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以西结一章四节，风带进云，而云里有火 
按照以西结一章四节，风带进云，而云里有火。这是正常基督徒属灵的

历史。我们不只为罪悔改，信主而得重生，我们在每日的基督徒生活中

也需要不断重复这个循环。 

以西结所看见的火，表征神焚烧、圣别的能力 

以西结所看见的火，表征神焚烧、圣别的能力（申四 24，来十二 29）。

申命记四章二十四节和希伯来十二章二十九节都告诉我们，神乃是烈火。 

云中有火，意思是我们被那灵覆荫时，就蒙祂光照 

云中有火，意思是我们被那灵覆荫时，就蒙祂光照（出四十 38）。 

在以西结一章四节，火象征神行动里 
炼净、纯净、圣别并推动的焚烧能力； 

每当神来眷顾我们，祂圣别的火就来烧毁我们里面 
一切与祂圣别性情、性质不配的事物 

在以西结一章四节，火象征神行动里炼净、纯净、圣别并推动的焚烧能

力；每当神来眷顾我们，祂圣别的火就来烧毁我们里面一切与祂圣别性

情、性质不配的事物。因此，在我们里面这焚烧的能力，将我们炼净、

纯净、圣别，并推动我们进入神的行动。 

圣灵的火越在我们里面焚烧， 
我们就越被炼净、蒙光照； 

只有合于神的圣别的，才经得起祂圣别的火； 
凡与神的圣别不合的，都必须烧去 

圣灵的火越在我们里面焚烧，我们就越被炼净、蒙光照；只有合于神的

圣别的，才经得起祂圣别的火；凡与神的圣别不合的，都必须烧去（来

十二 29）。赞美主，我们有风、云，还有焚烧的火。 

这火将烧去神以外的一切，因为唯有神能通过这个焚烧；我们都需要被
焚烧而变化 

这火将烧去神以外的一切，因为唯有神能通过这个焚烧；我们都需要被

焚烧而变化（参启二一 18~20）。不要怕这火，这火乃是神的同在，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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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己。我们需要祷告：“主，焚烧我，求你借着焚烧来变化我。”启

示录二十一章十八至二十一节给我们看见纯金、宝石和珍珠；唯有这些

能耐得住神焚烧、炼净的火。金表征父神的神圣性情，珍珠表征子神重

生的工作，宝石表征灵神变化的工作。我们不要任何木、草、禾秸（林

前三 12），就是堕落属肉体的人天然的性情，以及未被圣灵变化的工作

与生活；这些都需要被焚烧。我们只要金、珍珠和宝石。 
这火不但烧毁我们的骄傲、邪恶和恨， 
也烧毁我们天然的谦卑、仁慈和爱 

这火不但烧毁我们的骄傲、邪恶和恨，也烧毁我们天然的谦卑、仁慈和

爱。换句话说，一切不属神的，都不能经过火。有些单身的姊妹看起来

似乎十分完美，但她们结婚并有了孩子以后，就经历她们天然的谦卑、

仁慈和爱被烧毁。天然的美德不能经过火。 
圣别的火不但焚烧我们的弱点，也焚烧我们的强处， 
包括在我们里面，我们和别人所称羡并宝贵的一切 

圣别的火不但焚烧我们的弱点，也焚烧我们的强处，包括在我们里面，

我们和别人所称羡并宝贵的一切。我们不该夸口我们所有的，我们只该

在基督耶稣里夸口（腓三 3）。凡我们暗自夸口的，以及自己所称羡并

宝贵一切出于己的东西，都要被火焚烧。 
在这圣别之火的焚烧之下，我们的“我”会垮台、熔化 

在这圣别之火的焚烧之下，我们的“我”会垮台、熔化（赛六 5，但十

4~8，启一 17 上）。当以赛亚看见主时，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

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

之耶和华。”（赛六 5）我们若真看见万军之耶和华，也必说同样的话。

约翰十二章四十一节论到这段话说，“以赛亚说这些话，是因为看见了

祂的荣耀，就指着祂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就是基督。 
在但以理十章，但以理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法精金带。祂

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闪耀发亮的铜，说

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5~6）。这些都是描述基督。但以理看见基督

的异象之后，“便浑身无力，面色死灰，毫无力气。”（8）看见在荣耀

里的基督，就叫但以理的“我”垮台、熔化。但这样的看见，也叫但以

理得着安慰、鼓励、盼望和坚定。 

我们在祂的照耀之下时，该承认我们需要祂的焚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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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祷告，求祂烧去我们的己、老旧的性情、个性、世俗， 
以及我们的态度、目标、目的、动机和存心 

我们在祂的照耀之下时，该承认我们需要祂的焚烧，然后祷告，求祂烧

去我们的己、老旧的性情、个性、世俗，以及我们的态度、目标、目的、

动机和存心（参赛六 5~7，约壹一 7、9）。我们的己、老旧的性情，特

别是个性，都需要烧毁。个性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和主的工作中是一个

大的拦阻。我们可能建造了许多，但我们的个性却拆毁我们所建造的。

我们的世俗要被焚烧，我们的态度要被焚烧，我们对弟兄姊妹错误的态

度也要被烧净。我们的目标、目的、动机和存心都要被烧毁。 
在以赛亚六章五至七节，以赛亚看见万军之耶和华之后，就说，“撒拉

弗中有一位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他

用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唇，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

罪就遮盖了。”撒拉弗表征神的圣别。从坛上拿下来的火炭，表征神救

赎的功效。他将这火炭沾了以赛亚的口，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

罪就遮盖了。”神救赎的工作那焚烧的功效，能除去他的罪。然后主说，

“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就说，“我在这里，请

差遣我。”（8）我们若要成为可差遣的，就要先被焚烧。 

我们经历烈火的焚烧，神自己就显在我们身上 

我们经历烈火的焚烧，神自己就显在我们身上（提前三 15~16，启四 3，
二一 10~11）。提前三章十五至十六节说到神在肉体里团体的显现，就

是召会。基督自己乃是神显现于肉体，是大哉敬虔的奥秘。而当我们经

历烈火的焚烧时，神就显现在我们身上。 
启示录二十一章十至十一节说，“我在灵里，天使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

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给我看。城中有神的荣耀；城

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我们在这里看见，城

的光辉好像碧玉，坐在宝座上的也像碧玉（四 3）。所以，整座新耶路

撒冷城的样子，就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位神而人者所显出来的样子。 

风的吹动、云的遮盖和火的焚烧， 
结果是光耀的金银合金—救赎之神的辉煌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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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的吹动、云的遮盖和火的焚烧，结果是光耀的金银合金—救赎之神的

辉煌彰显（结一 4）。 

金银合金中，金表征神的性情，银表征救赎 

金银合金中，金表征神的性情，银表征救赎。七十士希腊文译本和拉丁

通俗译本均使用金银合金一辞。 

我们的神不仅仅是金所表征的圣者， 
祂也是银所表征的救赎的神 

我们的神不仅仅是金所表征的圣者，祂也是银所表征的救赎的神（参启

四 3）。按照启示录四章三节，坐在宝座上的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碧玉和

红宝石。碧玉是深绿色，表征神在祂丰富生命里可传输的荣耀。红宝石

是红色，表征神是救赎的神。所以，坐在宝座上的，乃是施行法理救赎

和生机拯救的神。 

按照启示录，在宝座上的一位不只是神， 
也不只是羔羊，乃是羔羊神，救赎的神 

按照启示录，在宝座上的一位不只是神，也不只是羔羊，乃是羔羊神，

救赎的神（二二 1）。 
一个宝座既为着神，也为着羔羊；这指明神和羔羊乃是一 

─祂是羔羊神，是救赎的神，是神那救赎者 

一个宝座既为着神，也为着羔羊；这指明神和羔羊乃是一—祂是羔羊神，

是救赎的神，是神那救赎者。 
是光的神在那是灯的羔羊里 

是光的神在那是灯的羔羊里（二一 23）。若没有羔羊作灯，神照耀在我

们身上就会“杀死”我们（提前六 16，诗一〇四 1~2 上，约壹一 5）。

作为灯的羔羊，以十分可爱、可接近的方式彰显作为光的神。因着神圣

的光借着救赎主照耀出来，光就变得十分可爱，我们甚至在这光中生活

行动（7）。 
以弗所五章八至九节说，“你们从前是黑暗，但如今在主里面乃是光，

行事为人就要像光的儿女（光的果子是在于一切的善、义和真实）。”

光的果子就是光的彰显。善表征父神，义表征子神，而真实表征灵神；

所以光的果子就是三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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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金银合金， 
主耶稣是那位救赎了我们，并作了我们一切的 

作为金银合金，主耶稣是那位救赎了我们，并作了我们一切的（西一 14，
二 9~10，三 4、11 下）。歌罗西二章九至十节说，“因为神格一切的丰

满，都有形有体地局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祂里面也得了丰满。”这里

的意思是我们被神圣的丰富所充满；祂救赎了我们，成了我们的一切。

所以在新人里，没有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

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三 11）。基督乃是我们

的一切。 
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公会的招牌写着：“在这里人人都是大人物。”但

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什么都不是，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属灵的事故只要与吹动的风、遮盖的云 
和炼净的火有关，其结果总是救赎之神的辉煌彰显 

属灵的事故只要与吹动的风、遮盖的云和炼净的火有关，其结果总是救

赎之神的辉煌彰显（结一 4）。这就是照耀的金银合金，救赎之神的辉

煌彰显。 

金银合金从火中显出来； 
这指明火的焚烧乃是为着金银合金的显耀 

金银合金从火中显出来；这指明火的焚烧乃是为着金银合金的显耀。 

我们经历了风、云、火之后， 
唯一存留的就是光耀的金银合金，救赎的神 

我们经历了风、云、火之后，唯一存留的就是光耀的金银合金，救赎的

神。 

我们越经过神的风、云、火， 
主就越尊贵、荣耀的显在我们身上； 

我们就觉得唯有祂是宝贵、可爱、明亮并威严的 

我们越经过神的风、云、火，主就越尊贵、荣耀的显在我们身上；我们

就觉得唯有祂是宝贵、可爱、明亮并威严的（太十七 1~8，彼后一 16~17）。
在马太十七章，主领彼得、雅各和约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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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祂的脸面发光如日头，衣服变白如光。有摩西和以利亚向他们显现，

同耶稣谈话。彼得就对主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

就在这里搭三座帐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4）
他还说话的时候，看哪，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看哪，又有声音

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祂。”（5）
换句话说，基督是真正的摩西，就是生命的律；祂也是真正的以利亚，

就是真正的膏油涂抹。八节说，“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我

们现在也应该不见一人，只见耶稣。 
彼后一章十六至十七节，彼得提到这事：“我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

造的虚构无稽之事，乃是作祂威荣的亲眼见证人。因为祂从父神领受尊

贵荣耀的时候，从显赫的荣耀中，有这样的声音向祂发出：这是我的爱

子，我所喜悦的。”彼得成为那位威荣者的亲眼见证人。 

由光耀的金银合金所表征的那一位—羔羊神， 
住在我们里面，是无价的宝贝 

由光耀的金银合金所表征的那一位—羔羊神，住在我们里面，是无价的

宝贝（林后四 6~7）。在我们这瓦器里有无价的宝贝。我们这瓦器是脆

弱且没有价值的，但我们有羔羊神这无价之宝在我们里面。祂是光耀的

金银合金。我们有这宝贝在我们这瓦器里，要显明这超越的能力是属于

神，不是出于我们。 

对风、云和火的经历，使我们有可能 
得着祂这位救赎的神，在我们里面作光耀的金银合金 

对风、云和火的经历，使我们有可能得着祂这位救赎的神，在我们里面

作光耀的金银合金。 

作为在我们里面的金银合金，主是价值无比的宝贝— 
美妙、奇妙、宝贵并荣耀的宝贝 

作为在我们里面的金银合金，主是价值无比的宝贝—美妙、奇妙、宝贵

并荣耀的宝贝。 

我们越经历吹动的风、遮盖的云和炼净的火， 
就越有金银合金构成在我们里面， 

使我们成为满了三一神并彰显祂荣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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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越经历吹动的风、遮盖的云和炼净的火，就越有金银合金构成在我

们里面，使我们成为满了三一神并彰显祂荣耀的人（弗三 16~21）。以

弗所三章十六至二十一节说，父照着祂荣耀的丰富，借着祂的灵，用大

能使我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我们心里，使

我们被充满，成为神一切的丰满。至终，在召会中荣耀归与祂，直到世

世代代，永永远远。 

每个基督徒属灵的历史 
都该是风、云、火、金银合金的故事 

每个基督徒属灵的历史都该是风、云、火、金银合金的故事（结一 4）。

何等美妙，这是我们属灵的历史。这风、云、火、金银合金的故事，也

应该成为每一位基督徒属灵的历史。 

每次我们蒙主恩典， 
都与祂发生风、云、火、金银合金的属灵事故 

每次我们蒙主恩典，都与祂发生风、云、火、金银合金的属灵事故。 

在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中，我们属灵的经历 
该是风、云、火、金银合金这一个持续不断的循环； 

每次这个循环重复，就越有金银合金 
构成在我们里面并产生出来， 

使我们成为满了三一神并彰显祂荣耀的人 

在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中，我们属灵的经历该是风、云、火、金银合

金这一个持续不断的循环；每次这个循环重复，就越有金银合金构成在

我们里面并产生出来，使我们成为满了三一神并彰显祂荣耀的人。 

当我们经历吹动的风、覆庇的云、焚烧的火 
和光耀的金银合金，我们就成为神荣耀的异象 

当我们经历吹动的风、覆庇的云、焚烧的火和光耀的金银合金，我们就

成为神荣耀的异象（1、28 下，启二一 10~11）。以西结一章二十八节

说到耶和华荣耀的样式。我们不断经历风、云、火、金银合金，至终我

们就成为神荣耀的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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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个人的属灵经历中若有风、云、火和金银合金， 
那么每当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将是金银合金的异象， 

有照耀、光耀的贵重宝贝在我们里面 

我们在个人的属灵经历中若有风、云、火和金银合金，那么每当我们聚

在一起，我们将是金银合金的异象，有照耀、光耀的贵重宝贝在我们里

面。我们要成为发光照耀的基督徒，将救赎之神辉煌的彰显照耀出来。

这样，我们就将祂活出，让祂借着我们照耀出来。 

凡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经历、享受和看见， 
也就是我们对三一神的经历、享受和看见。 
祂被启示到这么非凡的地步，我们也必须经历 

并享受祂到这样的地步。然后，我们的享受就成为 
祂的见证，这活的见证就是耶稣基督现今的启示 

“凡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经历、享受和看见，也就是我们对三一神的经

历、享受和看见。祂被启示到这么非凡的地步，我们也必须经历并享受

祂到这样的地步。然后，我们的享受就成为祂的见证，这活的见证就是

耶稣基督现今的启示。首先祂被启示出来，然后我们享受祂，并成为祂

的见证，最终我们的见证成为祂现今的启示。”（神新约的经纶上册，

二六七至二六八页） 
这篇信息的篇题是根据以西结一章四节，说到正常基督徒属灵的历史—

风、云、火、金银合金。每早晨我们起床时，需要向主祷告，让祂的灵

像风一样吹到我们，让祂的灵像云一样覆罩我们，并使我们经历祂焚烧

的火，烧尽我们一切的不洁，好将金银合金更多的构成在我们里面，使

我们成为这位救赎之神的辉煌彰显。这必须成为我们正常的经历。这就

是正常基督徒属灵的历史，也是正常基督徒的召会生活。（E.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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