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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吩咐磐石好饮于那灵这生命的水， 

以及挖井好让那灵这生命的水 

在我们里面自由地涌流 

本篇信息的主题是喝和涌流。我们不只要喝，还要涌流。

不涌流的人，必定喝得不好。我们越喝，就越会有负担和心愿，

要把生命的水涌流出去。与“喝”和“涌流”相呼应的，是“吩咐”和

“挖”这两个辞。在喝的事上，我们要吩咐磐石，好饮于那灵这生

命的水；在涌流的事上，我们要挖。诗歌二〇一首说到我们要

挖井，让那灵这生命的水，在我们里面自由地涌流。 

本篇信息的纲要首先给我们看见磐石，然后是水，接着说

到摩西在民数记二十章的失败，他没有按着神的经纶行动，错

误地击打磐石两下（11）。我们还要交通到喝活水的路，以及

让活水涌流的秘诀。关于挖井，其中一个秘诀就是歌唱。二十

一章告诉我们，百姓挖井的时候，他们也向井歌唱（17）。 

出埃及十七章第一次说到以色列人因着没有水而向神争闹

（1~2）。耶和华吩咐摩西在何烈的磐石那里击打磐石，就必有

水从磐石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

这样行了。摩西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又叫米利巴；这是因在

那里有争闹和试探（6~7）。 

四十年之久，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绕圈子，直到那一代都

死了，新的一代兴起来。但是在民数记二十章，当他们干渴的

时候，他们所作的竟然和他们的上一代一样，就是向摩西争闹。

这一次，耶和华叫摩西拿着杖，和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

吩咐磐石发出水来，使水从磐石中流出来，给会众和他们的牲

畜喝。摩西不需要再击打磐石，只要吩咐即可（2~8）。摩西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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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极其谦和（十二 3）；此时他已经快一百二十岁，理应比四十

年前更加成熟，但他竟然作了一件让人无法置信的事。他没有

照耶和华所说的吩咐磐石，反而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这些背叛

的人听我说，我们要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么？”（二十

10）摩西在这里向以色列人发怒，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11）。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

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

去。”（12）我们可能认为是以色列人不信神，但这里神却说是

摩西和亚伦不信神，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神为圣。尊神为圣，

就是彰显神，使祂成为圣别的。摩西没有尊神为圣，就是使祂

成为凡俗的。在二十七章，神再次提及此事：“因为你们在寻的

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话，没有在涌水之处，

在会众眼前尊我为圣。”（14）为这缘故，摩西失去了进入神所

应许之美地的权利。这该使我们考量，一个领头人的态度，在

主眼中是何等严肃的一件事。 

在二十一章，以色列人到了比珥，那里有一口井，“从前耶

和华对摩西说，招聚百姓，我好给他们水喝，说的就是这井。”

（16）神愿意给百姓水喝。当百姓争闹抱怨的时候，神的心意

是什么呢？就是要给他们水喝。在比珥，百姓没有争闹，乃是

向井歌唱，这井是众首领和民中的尊贵人，用权杖用扶杖所挖

所掘的（17~18）。出埃及记十七章和民数记二十至二十一章都

给我们看见，以色列首领的态度非常重要，关系到百姓在喝水

的事上会有怎样的经历。 

林前十二章十三节说，“因为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或希利尼

人，是为奴的或自主的，都已经在一位灵里受浸，成了一个身

体，且都得以喝一位灵。”这里所喝的水预表一位灵。在约翰四

章十节，主对那位撒玛利亚妇人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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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请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祂，祂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这里“求祂”，就是吩咐磐石。我们都要到主那里对祂说，“请给

我水喝。”祂非常喜欢听见这话。这节的“求”就是吩咐，这位撒

玛利亚妇人的确这样作了，主就给她活水。要知道，神渴望给

我们水喝，祂不要我们缺水，祂不要我们干渴，也不要我们枯

干；神要我们充满活水，这是祂的心意，这是祂的负担，这也

是祂的旨意。神经过了这个伟大的过程，就是为了要成为便利

的活水，可以给我们喝。至终，这水不仅是那灵，也是整个三

一神。 

约翰七章三十七至三十九节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节：“节期

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

我这里来喝。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

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入祂的人将要受的那灵说的；

那时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主呼召人到祂这里

来喝，意即主在这里，水就在这里，人只要来喝。这乃是呼应

祂在四章十节所说的话。当我们喝祂所赐的水，这水要在我们

里面成为泉源，成为一口井，直涌入永远的生命（14）。这也

就是说，磐石变成了井。外在的磐石要成为里面的井，流出水

来的磐石要成为里面涌上水来的井，直涌入永远的生命；这永

远生命的总和，乃是圣城新耶路撒冷。 

主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七 38）这给我

们看见，当主说到喝的时候，同时也有涌流的思想，这二者绝

不能分开。因此我们什么时候喝，什么时候就有河的涌流，来

解除干渴。主在七章三十七至三十八节所说的话，是指着信入

祂的人将要受的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那灵，因为在耶稣钉死

并复活之前，耶稣尚未得着荣耀（39）。换言之，主说这话时，

人还没得喝；一直到主上到十字架受死，被神律法的权柄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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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然后复活成为赐生命的灵，我们才有路实际地来喝祂这活

水。 

十九章三十四节说，“唯有一个兵用枪扎祂的肋旁，随即有

血和水流出来。”血是为着救赎，水是为着重生，为着供应。林

前十章四节说，“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行的灵

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保罗这里所说的灵水，是出于在旷野

随行的磐石。使徒保罗在这里没有说那磐石预表基督，他乃是

说那磐石就是基督，因此那磐石是属灵的。从那磐石流出灵水；

那磐石跟随以色列人，意即以色列人到哪里，磐石就在哪里。

这磐石是便利的，以色列人可以随时一再地喝，以维持他们的

旅程和争战。 

到了圣经末了，启示录二十二章一至二节说，“天使又指给

我看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

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生产十二样果子，

每月都结出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从这一幅图画里，

我们清楚地看见，至终新耶路撒冷里这一道生命水的源头，就

是神和羔羊的宝座，或者说羔羊神的宝座；从那宝座流出一道

生命水的河。毫无疑问的，这水与神圣的权柄有关。在出埃及

记和民数记提到杖和权杖，指明这水与神的权柄、神的宝座有

关。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作食物，可以维持神的百姓。 

击打磐石是基督钉十字架清楚、 

完整且完全的图画 

击打磐石是基督钉十字架清楚、完整且完全的图画（出十

七 6）。 

在这预表里，摩西表征律法， 
杖代表律法的权能和权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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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预表里，摩西表征律法，杖代表律法的权能和权柄。 

因此，磐石被摩西的杖击打， 
表征基督在十字架上被神律法的权柄治死 

因此，磐石被摩西的杖击打，表征基督在十字架上被神律

法的权柄治死（参加二 19~20 上，三 13）。保罗对加拉太人说，

“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画在你们眼前。”（1）我们都应该

得着这一幅基督钉十字架清楚的图画。在我们眼前有一块磐石，

也有一根杖，当主受死的时候，特别是在最后的三小时，祂乃

是被神律法的权柄所击打治死。神律法的重量都压在祂身上，

击打我们的救主。律法一切的咒诅都在祂身上。当祂挂在木头

上时，祂为我们成了咒诅；借此我们就蒙了救赎。盼望这幅钉

十字架之基督的图画，能一直摆在我们眼前。 

基督作为活的灵磐石被神律法的权柄击打， 
为使生命的水能在复活里从祂流出来， 
流进祂所救赎的子民里面给他们喝 

基督作为活的灵磐石被神律法的权柄击打，为使生命的水

能在复活里从祂流出来，流进祂所救赎的子民里面给他们喝（出

十七 6，林前十 4）。当摩西击打磐石的时候，水就流出来；当

律法的权能击打主的时候，正如兵丁用枪扎主的肋旁，随即有

血和水流出来。所以诗歌第七百三十一首说到：“永久磐石为我

开，让我藏身在你怀；愿你所流血与水，解决我的双重罪：赎

我免去它永刑，救我脱离它权能。” 

基督是生我们的磐石，并且祂这磐石是我们的拯救、 

力量、避难所、藏身之处、保护、遮盖和防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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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是生我们的磐石，并且祂这磐石是我们的拯救、力量、

避难所、藏身之处、保护、遮盖和防卫（申三二 18，撒下二二

47，诗九五 1，六二 7，九四 22，赛三二 2）。这个磐石乃是耶

和华神，就是我们亲爱的基督。我们所有的是何等的磐石。申

命记三十二章十八节说到生我们的磐石；我们都是从磐石生出

来的，为磐石所重生。撒下二十二章四十七节说，“耶和华是活

神；愿我的磐石受颂赞；愿神，那拯救我的磐石，被高举。”我

们都要如此颂赞磐石。诗篇九十五篇一节：“来啊，我们要向耶

和华欢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都当向这磐石歌唱、

欢呼。我们要从救恩的泉源，就是从救恩的磐石欢然取水，我

们要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歌唱。 

诗篇六十二篇七节说，“我的拯救和我的荣耀，都在于神；

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是在神里面。”这磐石乃是我们的

避难所。九十四篇二十二节说，“但耶和华向来作我的高台，我

的神作了我投靠的磐石。”你要躲藏在哪里作你的保护？磐石就

是我们的保护。以赛亚三十二章二节说，“必有一人像避风所，

和避暴雨的隐密处，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

乏之地。”这就是我们的神。我们当赞美祂，赞美磐石我们的神！ 

主在十字架上，从祂被扎的肋旁有血和水流出； 

血是为着我们法理的救赎，救我们脱离罪的愆尤；在复活

里生命的水是为着我们生机的拯救，救我们脱离罪的权能 

主在十字架上，从祂被扎的肋旁有血和水流出；血是为着

我们法理的救赎，救我们脱离罪的愆尤；在复活里生命的水是

为着我们生机的拯救，救我们脱离罪的权能（创二 21~22，约

十九 34，亚十三 1，诗三六 8~9，启二一 6，诗歌七三一首第一

节）。这就是诗歌七百三十一首第一节所说的：“永久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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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流血与水，解决我的双重罪。”血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愆尤，水

是为着我们的重生。所以申命记三十二章说到生我们的磐石

（18），乃是为着我们生机的拯救，救我们脱离罪的权能。我

们不仅需要脱离罪的愆尤，更需要脱离罪的权能，所以我们需

要主肋旁所流出的水。大多数的基督徒唱到“永久磐石为我开”

这首诗歌时，只注重血的救赎，却没有看见主肋旁所流出的水，

乃是为着使我们脱离罪的权能。 

撒迦利亚十三章一节说，“那日，必有一泉源为大卫家和耶

路撒冷的居民开启，洗除罪与污秽。”这里说到有泉源开启，就

是血的泉源，洗除罪与污秽。诗篇三十六篇八至九节说，“你也

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这里

说到生命的泉源，为着供应我们，作我们的享受。最后在启示

录二十一章六节，主说，“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

人喝。” 

从磐石所流出的水，乃是在复活里生命的水 

从磐石所流出的水，乃是在复活里生命的水。生命的水从

作为磐石的基督流出来。 

复活是指一个东西摆在死里又活过来； 

也是指经过死所长出的生命 

复活是指一个东西摆在死里又活过来；也是指经过死所长

出的生命。 

从被击打的磐石流出的水，是在成为肉体、人性生活 

和钉十字架这些主要的步骤成就之后，才涌流的； 

因此，出埃及十七章六节是很深奥的一节经文， 

含示基督的成为肉体、人性生活和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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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击打的磐石流出的水，是在成为肉体、人性生活和钉

十字架这些主要的步骤成就之后，才涌流的；因此，出埃及十

七章六节是很深奥的一节经文，含示基督的成为肉体、人性生

活和受死。本节记载摩西第一次击打磐石。这被击打的磐石，

含示基督所经过的一切过程，包括祂的成为肉体，就是天上的

神成了地上的磐石，地上的一个人，也包括祂的人性生活，并

含示基督的钉十字架已经成就。 

只有在主耶稣得着荣耀以后，也就是说，在基督进入复活

以后，那灵才能给我们领受，作为给我们喝并涌流的活水 

只有在主耶稣得着荣耀以后，也就是说，在基督进入复活

以后，那灵才能给我们领受，作为给我们喝并涌流的活水（约

七 37~39，路二四 26）。按照约翰七章，在耶稣得着荣耀，就

是进入复活之后，才开始有那灵。那灵就是经过过程之三一神

的终极完成，在复活里成了生命的水，给我们这些相信的人喝。

我们都要一同来喝那灵作活水。 

实际上，生命的水，涌流的水，就是复活； 

复活就是三一神—父是源头，子是流道，灵是涌流 

实际上，生命的水，涌流的水，就是复活；复活就是三一

神—父是源头，子是流道，灵是涌流（约五 26，十一 25）。约

翰五章二十六节说，“因为父怎样在自己里面有生命，就赐给子

也照样在自己里面有生命。”在十一章二十五节子说，“我是复活，

我是生命。”这些经节告诉我们，这水的源头是父神，流道是子，

涌流是灵。这涌流的水就是复活。复活不仅仅是一个事实，更

是基督的人位，也就是我们所喝的水。当我们喝生命水，我们

就在喝复活，借此我们就能胜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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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生命水的源头是神和羔羊（救赎的神）的宝座； 
因此，生命水就是涌流出来，作我们生命的三一神 

这生命水的源头是神和羔羊（救赎的神）的宝座；因此，

生命水就是涌流出来，作我们生命的三一神（启二二 1）。这活

水就是三一神自己，在永远里从祂的宝座流出来，经过历世历

代，一直流到永远，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祂乃是我们所饮

于的那一位。 

活水的涌流开始于永远里的宝座， 

继续经过基督的成为肉体、人性生活和钉十字架，现今 

在复活里继续涌流，将神圣生命的一切丰富供应神的子民 

活水的涌流开始于永远里的宝座，继续经过基督的成为肉

体、人性生活和钉十字架（约四 10、14，十九 34），现今在复

活里继续涌流，将神圣生命的一切丰富供应神的子民（启二二

1~2）。 

在复活里生命水的涌流，乃是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 

并预备基督的新妇，二者都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 

在复活里生命水的涌流，乃是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林前

十二 13），并预备基督的新妇（启十九 7），二者都要终极完

成于新耶路撒冷（二一 9~10，参弗五 23、28~30）。 

约翰四章十四节下半启示涌流的三一神— 
父是源，子是泉，灵是涌流的川， 

结果带进永远生命的总和，就是新耶路撒冷 

约翰四章十四节下半启示涌流的三一神—父是源，子是泉，

灵是涌流的川，结果带进永远生命的总和，就是新耶路撒冷。

这不断的涌流有一个目的地，就是生命的完满—新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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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若喝这一道流，在这流里往前，就会达到同样的地方，就

是新耶路撒冷。 

整个三一神都与被击打的磐石涌流出来 
给人喝的水有关联—〔父〕神站在磐石上， 
磐石就是〔子〕基督，从磐石流出来的活水 
表征可喝并涌流的灵作三一神终极的结果 

整个三一神都与被击打的磐石涌流出来给人喝的水有关联

—〔父〕神站在磐石上，磐石就是〔子〕基督，从磐石流出来

的活水表征可喝并涌流的灵作三一神终极的结果（出十七 6，林

前十 4，约七 37~39）。 

我们在复活里饮于一位灵， 
使我们成为基督身体的肢体，将我们建造 
为基督的身体，并预备我们作基督的新妇 

我们在复活里饮于一位灵，使我们成为基督身体的肢体，

将我们建造为基督的身体，并预备我们作基督的新妇（林前十

二 13，启二二 17）。盼望我们不要把这些点当作道理，乃要喝

这水并吸取这水。我们物质的身体百分之六十都是水。人若两

三周不吃东西，也许还能存活。但只要两三天不喝水，就活不

下去。我们身体的每一部分，从大脑到脚趾都需要水。水使我

们得以存活。水在我们身体里作许多的事，平衡身体的温度，

使我们可以消化食物，并除去身体里的废物。此外，关节的润

滑、大脑的细胞都需要水。身体缺水，会产生许多疾病。 

在属灵一面，我们的难处都是因为没有喝这水。在召会生

活、圣徒中间、婚姻和家庭里所有的难处，都是因为缺水。我

们需要喝水，召会生活需要更多的水。李弟兄一九八〇年代在

台湾的时候，常说到需要寻求圣灵的充满，包括里面的充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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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的充溢，就是那灵在素质一面和经纶一面的充满（徒十三

52，二 4）。 

如今在召会和圣徒中间有一种普遍的情形，就是虽然有灵，

却缺少那灵的充满，缺少耶稣基督的灵，在人里面充满到完满

的地步。众人只想要存活，认为基督徒生活只要过得下去就好，

却没有享受丰满的召会生活。召会生活应当满了“爆炸力”，涌流

生命与复活，就是涌流三一神；能够吞灭一切的死亡、难处、

困境；使人上升、超越并满了能力。时候已经到了，我们在主

的恢复里需要寻求这样的召会生活，不是神迹式的灵恩运动，

乃是那灵的丰满作我们的分。 

林前十二章十三节说，“我们……都已经在一位灵里受浸，

成了一个身体，且都得以喝一位灵。”乃是借着这样继续不断地

喝，我们才能建造基督的身体。唯有借着喝，我们才能完成神

的旨意。我们并非在干旱之地。有时主也许会容许一点干旱的

情形（参申八 15），但我们不该有长期的干旱。一直在枯干的

情形里是不正常的。我们应该是涌流的基督徒。我们该是喝的

基督徒、说话的基督徒、唱诗的基督徒（弗五 19，西三 16）、

挖掘的基督徒。愿主的恢复里出现这一道复兴的流。 

我们要从钉十字架的基督接受活水， 

只需要“拿着杖”，并“吩咐磐石” 

我们要从钉十字架的基督接受活水，只需要“拿着杖”，并“吩

咐磐石”（民二十 8）。基督这磐石已经被击打，这事已在两千

年前就作成了。 

基督既已被钉十字架，那灵也既已赐下， 
基督就不需要再被钉了，就是不需要再次击打磐石， 
使活水流出；在神的经纶里，基督只该钉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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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既已被钉十字架，那灵也既已赐下，基督就不需要再

被钉了，就是不需要再次击打磐石，使活水流出；在神的经纶

里，基督只该钉死一次（来七 27，九 26~28 上）。你相信这个

事实么？不只基督已被钉十字架，那灵也已赐下了！主复活的

那个晚上，祂向门徒吹入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约二十

19~22）五旬节那天，圣灵浇灌下来，召会就产生了（徒二 1~4、

37~47）。没有那灵就没有召会，没有那灵就没有身体，那灵乃

是身体的一切。今天我们迫切需要那灵；我们要喝，要接受那

灵，要被那灵充满，要涌流那灵。 

磐石不必再被击打，使活水流出；照样，基督也不必再被

钉十字架。不需要求主为我们再次受死，也不需要对主说，“主

啊，再次流出那灵来！”祂会说，“我已经把那灵赐给你了，你只

需要相信，只需要喝并接受。”在神的经纶里，基督只该钉死一

次。希伯来七章二十七节的钥句就是“一次永远地作成了”。基督

不需要两次受死，因为借着一次被献，祂就担当了多人的罪（九

28 上）。 

拿着杖就是在基督的死里与祂联合， 
并将基督的死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和我们的处境中 

拿着杖就是在基督的死里与祂联合，并将基督的死应用在

我们自己身上和我们的处境中。我们需要拿着这根杖，但不是

为着击打，乃是拿着杖来吩咐磐石。 

当我们与这被击打的基督联合，亦即与祂成为一， 
神圣生命作为活水就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 

当我们与这被击打的基督联合，亦即与祂成为一，神圣生

命作为活水就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出十七 6，约七 38，参歌

二 8~9、14，腓三 10）。那灵已经进到我们里面，这井已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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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在我们里面，这水已经白白地赐给我们，现在我们需要一条

路来经历这水，来饮于这水。首先就是要与这位被击打的基督

联合，也就是与被钉十字架的基督成为一。诗歌三百五十九首

第三节：“与你合一，在十架上，在你里面我已死；我向世界已

经死了，世界向我也如此。”愿我们都留在这样的地位上；我已

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祂死的时候，我就在祂里面死了，我与

祂同死，我与祂的钉十字架合一，我与祂的死成为一。在经历

上与祂一同留于十字架，意思就是我们拒绝己、天然的生命、

魂生命以及十字架所除去的一切，并且与主同在，模成祂的死。 

雅歌二章十四节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

的隐密处，求你让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

声音甘甜，你的面貌秀美。”基督渴望看见我们这些寻求祂的人

与祂的十字架联合为一。我们需要宣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

字架，我与祂的死是一，我要留在与祂十字架的合一里。”难怪

主告诉门徒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路九 23）。我们越这样

与祂是一，就越能饮于这水，这水就更多成为我们的。当主在

十字架上渴了，也许是在一种枯干的情形里（约十九 28），但

十字架对我们而言却不是枯干之处，乃是活水涌流之处。 

吩咐磐石，就是向基督这被击打的磐石 
直接说话，求祂基于那灵已经 

赐下的这个事实，将生命的灵赐给我们 

吩咐磐石，就是向基督这被击打的磐石直接说话，求祂基

于那灵已经赐下的这个事实，将生命的灵赐给我们（参约四 10，

诗歌二〇二首）。我们中间特别是青年人，需要学习信心的功

课，不需要去感觉磐石或感觉那水，乃要宣告那灵已经赐下。

你要凭着信心宣告，要吩咐磐石，就是向基督说话。我们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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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之间可以随时有许多对话；就连我们呼求主名，也是一种的

对话，因为那磐石的名字就是主耶稣。我们可以说，“主耶稣，

我想要喝！主耶稣，谢谢你给我这样的恩赐，谢谢你把那灵赐

给我！”我们向主直接说话，就是向那被击打的磐石说话，这样

我们就能有水喝。 

我们若将基督的死应用在自己身上， 
并在信心里求基督赐给我们那灵，就必得着活的灵， 

作为生命全备的供应 

我们若将基督的死应用在自己身上，并在信心里求基督赐

给我们那灵，就必得着活的灵，作为生命全备的供应（腓一 19）。

信心很重要。你要相信，然后吩咐。你不跟着感觉走，反而借

着信心的灵来说话，就能接受生命的水。 

摩西该简单地吩咐磐石流出水来；今天我们 
若这样对付神子民的争闹，召会生活就会是荣耀的 

摩西该简单地吩咐磐石流出水来（民二十 8）；今天我们

若这样对付神子民的争闹，召会生活就会是荣耀的。召会中若

有争闹，都是因着枯干，因着缺少水。我们不需要跟争闹的人

理论，只需要拿着杖吩咐磐石，水就要流出来，消除一切问题。 

民数记二十章八节里的磐石， 

预表基督在十字架上为神所击打， 

好叫活水，就是生命的灵， 

能流出并进到我们里面；而二十一章 

十六至十八节的井预表基督在我们里面 

民数记二十章八节里的磐石，预表基督在十字架上为神所 



                                   86 
 

击打，好叫活水，就是生命的灵，能流出并进到我们里面；而

二十一章十六至十八节的井预表基督在我们里面（约四 11~12、

14）。到了民数记二十一章，外面的磐石已成为我们里面的井。 

挖井表征挖去“脏污”，就是我们心— 
良心、心思、意志和情感—中的阻碍， 

使那灵作活水能从我们里面涌上来，并涌流通畅 

挖井（18）表征挖去“脏污”，就是我们心—良心、心思、

意志和情感—中的阻碍，使那灵作活水能从我们里面涌上来，

并涌流通畅。我要向你们推荐《神的经营》这本书，这是李弟

兄在一九六四年释放的信息，其中讲到挖掘内里的各部分。直

到今天，我们还很难找到这么简洁，却切中要害、大有能力的

说话。这里的重点是：虽然井已经安置在我们里面，却仍然有

许多层的脏污阻碍了这口井，让水没有办法流出来。所以我们

的心，我们的良心、心思、意志和情感，需要挖掘干净。“挖掘”

的另一个辞就是“对付”，但我很喜欢这幅挖掘的图画。我们里面

有很多脏污需要挖掘出来；神不替我们挖，我们要自己挖。 

我们需要到主面前去被“挖除”，使我们里面的 
活水自由涌流；我们里面有许多“脏污”需要挖除 

我们需要到主面前去被“挖除”，使我们里面的活水自由涌

流；我们里面有许多“脏污”需要挖除。水没有难处，难处在于脏

污，需要我们去挖除。 

我们必须挖去我们心里主所定罪的许多事物； 

心里纯净、单单追求主自己的弟兄姊妹并不多 

我们必须挖去我们心里主所定罪的许多事物；心里纯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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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单追求主自己的弟兄姊妹并不多（太五 8）。这里是讲到我们

的心：“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我们需要挖掘我

们的心，直到我们成为清心的人。 

许多人一面追求主和主的道路；另一面还在追求主以外的

其他事物。我们需要检核自己的光景，我们需要到主面前去看

我们的心如何。我们爱主、追求主的时候，可能心是复杂的；

我们的目的和目标不是那样纯净；我们不知道我们心里有多少

目标，如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职业、我们的学业、我们对自己

前途的关切。我们都需要到主面前去“挖掘”这些事。 

倘若我们要经历里面那灵自由地涌流， 

就必须对付并纯净我们的良心 

倘若我们要经历里面那灵自由地涌流，就必须对付并纯净

我们的良心（来九 14，十 22，提前一 5、19，彼前三 16、21，

约壹一 7）。就连我们这些在召会生活中多年的人，我们的良心

都有可能很久没有挖掘了。所以我们的良心不是全然无亏、清

洁的。这也成了另一层脏污，阻碍那灵在我们里面自由地涌流。 

当我们不肯作主所要求的事时，这就成了我们良心里的控

告；这些控告就是需要挖去的污秽。我们必须在灵里一再地就

近主，在祂面前被挖掘；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必须把所有的

污秽全挖去。这挖掘不是借着内顾自己，也不是借着人的努力，

乃是需要圣灵的帮助。无亏的良心，意思就是良心没有什么亏

欠或控告（徒二四 16）。 

我们必须挖去我们心思中的污秽； 

主要借着我们心思的更新而变化我们 

我们必须挖去我们心思中的污秽；主要借着我们心思的更

新而变化我们（罗十二 2，弗四 23，罗八 6，林后十 4~5）。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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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得重生的人对流行的观念和世人没有两样；他们的穿着模仿

现今这世代。许多得重生的人用钱的方式和世人还是差不多；

一直等到他们更爱主，让主更有地位在他们里面作工，他们才

在花钱的方式上有变化。许多在大学读书的青年弟兄对学业和

学位的看法，和其他属世的青年人没有两样；他们的心思若得

着更新，他们不会放弃学业，但他们会从主的观点来估量他们

的学业。我们的心思已经被我们一天过一天所有的许多幻想蒙

蔽了；那些成堆的污秽就是那许多的思想、幻想和梦想，这些

都必须挖去，活水才能自由涌流。 

我们必须挖去我们意志里的污秽； 

完全绝对顺从主的人并不多 

我们必须挖去我们意志里的污秽；完全绝对顺从主的人并

不多。多少时候我们并不服从神主宰的安排（参腓四 11~13）。

有时候，我们自以为相当服从主了，但是祂把我们摆在某些环

境里的时候，就把我们暴露出来了。在祂的主宰下，许多经历

和环境不过是要把我们暴露在光中，叫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志是

多顽固。意志必须完全服从，不仅服从，而且要与神的意志合

拍；然后，我们所作的每一个决定就会是基督的彰显（路二二

42，雅四 7，腓二 13）。 

我们挖去意志里的污秽以后，就需要对付我们的情感 

我们挖去意志里的污秽以后，就需要对付我们的情感。当

我们感情用事时，我们就被己所霸占了；我们受了情感的控制

和捆绑。摩西就是受他的情感捆绑而意气用事。我们的爱好必

须受主的管制，我们也必须时时准备按着主的喜悦来运用我们

的情感（太十 37~39，腓一 8）。我们都必须学习照着主的喜悦

和喜乐来对付我们的情感；我们必须学习，凡我们所恨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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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所喜欢的、所不喜欢的，都必须得着主的许可连同祂的

喜乐。倘若我们的情感受主并祂的喜悦、喜乐所管理，我们的

情感就会被灵浸透并变化。 

我们要忘掉“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职业、 

“我们的”前途和“我们的”环境； 

只要寻求主的同在，求祂将我们带进光中，然后 

顺从祂的光除去心、良心、心思、意志和情感里的污秽 

我们要忘掉“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职业、“我们的”前途和

“我们的”环境；只要寻求主的同在，求祂将我们带进光中，然后

顺从祂的光除去心、良心、心思、意志和情感里的污秽（赛二 5，

路十一 34~36，约壹一 5、7、9）。众首领和民中的尊贵人是

用权杖和扶杖来挖掘。权杖表征主的权柄，扶杖是为着引导（诗

二三 4）。所以我们挖除脏污，不是靠内顾自己，也不是照自己

的方式，乃是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以及神圣的光照；这

样的挖掘才有果效。 

唯有借着私下祷告亲近主的时间，才能完成挖掘的工作； 

我们必须更多花时间亲近主， 

并且按着祂在里面的引导来祷告 

唯有借着私下祷告亲近主的时间，才能完成挖掘的工作；

我们必须更多花时间亲近主，并且按着祂在里面的引导来祷告。

虽然在团体一面我们也能有一些挖掘，但挖掘主要是借着我们

私下祷告亲近主。 

我们越把污秽挖除，我们就越活，刚强而得胜， 

活水在我们里面自由涌流，使我们在生命里长大， 

为着基督身体的建造—我们需要唱祷诗歌二〇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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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越把污秽挖除，我们就越活，刚强而得胜，活水在我

们里面自由涌流，使我们在生命里长大，为着基督身体的建造

—我们需要唱祷诗歌二〇一首。我们若是认真对待长大成熟这

件事，就绝不能跳过挖掘这过程。我大学的时候就接受了这样

的交通，那段时间我没有一天不挖掘。主常在聚会过后光照我，

灵也劝服我，使我一遍又一遍的挖。许多圣徒都有这样的操练，

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许我们正在吃午饭，里面就有一个感觉

要挖掘。借着这些挖掘，在我们心的各部分，就是我们的良心、

心思、情感、意志里的脏污，就一点一点被除去。结果就是涌

流的河，从众肢体涌流出来，带进基督身体的建造。 

末了，我们要注意两个重要的点。第一，在民数记二十章

里摩西的失败。他没有尊神为圣，反而违背神的话。李弟兄在

民数记生命读经里特别说到，事奉神的人不该对神的子民生气。

摩西被那些硬着颈项争闹的以色列人激怒，生气到一个地步，

没有尊神为圣。他被怒气充满，而违背神的话。不论神子民的

光景如何，我们都不该对他们生气，或到神那里控诉他们的不

是，因为神的心不是这样。虽然百姓为水争闹，但因水是必需

品，所以神没有动怒；祂的心乃是要把祂自己分赐到祂的百姓

里面，给他们水喝。我们在对待神子民的时候，绝不该在肉体

里发怒；他们不是你的子民，乃是神的子民。 

第二，二十一章十八节说，“这井是众首领和民中的尊贵人，

用权杖用扶杖所挖所掘的。”众首领和民中的尊贵人带头挖掘。

如果我们自己不挖，就不要叫别人挖；我们自己不到主面前去

对付，就不能要求别人去对付。我们必须作榜样。我们带头挖

掘，其他人很快会跟随。（M.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