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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恢复圣经视角 

  

如果说当代世俗社会对宗教的某一部分还存有一丝兴趣，

那么这点兴趣肯定在于死后之生命的问题——哪怕只是为了

给探问的孩童提供答案而已。人们对于死后之生命的信心似

乎在减弱，因为在 1979 年 12 月的《现在杂志》（NOW 

Magazine）里，有一篇文章引用了一个惊人的数据：在英国

国教（Church of England）中，50%的自称为基督徒并经常去

教堂的人都不相信死后的生命！然而，按照新约所说，不相

信死后之生命的基督教，是一个荒谬的自相矛盾的事物。事

实上，对忠信之人将来复活的怀疑，促使保罗写下了最有力

的话语。他对哥林多的教会写道： 

我从前领受了又传交给你们那最要紧的，就是基督

照着圣经所记的，为我们的罪死了，又埋葬了，又照着

圣经所记的，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曾经向矶法［彼得］

显现，然后向十二使徒显现……以后也向雅各显现，再

后又向众使徒显现，最后也向我显现……我们这样传，

你们也这样信了。 

我们既然传基督从死人中复活了，你们中间怎

么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呢？倘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

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

传的就是枉然，你们的信也是枉然，我们也会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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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是替神作假见证的了，因为我们为神作过见证

说，他使基督复活了。如果死人没有复活，神也就

没有使基督复活了。因为如果死人没有复活，基督

也就没有复活。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就是徒

然，你们仍在你们的罪里。那么，在基督里睡了的

人也就灭亡了。如果我们在基督里只在今生有盼望，

就比所有人更可怜了〔林前 15:3-8, 11-19, NEB（新英

语圣经），译文取自新译本圣经〕。 

不可否认，这段经文带有一种权柄，还有一份坚定信念，

但遗憾的是，这种信念在很多当代神学作品中都是缺乏的。

对于早期基督徒来说，他们的信仰的根基，正是基督在他死

后，确实又活着向可信的见证人显现。暗示基督没有复活，

就会让基督徒的整个信仰之旅变得毫无意义。此外，含蓄地

控告使徒们在宣传一种危险的谬论，这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因为基督的复活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是由那些“在他从

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徒 10:41）所见证的，而

且它确保，基督的跟从者们也会在死后再活过来，或者是，

如果他们在基督回来时还活着，他们会完全躲过死亡。因此，

对于保罗来说，“基督教既没有基督复活的既往事实，也没有

忠信之人复活的未来事实”的说法，是极其荒谬的。所有的

新约作者都持有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念。 

在新约作者心中，对死后之生命的信念与“末后的事”

（末世论）是紧密相连的，但现在，对于“末后的事”，普通

的教堂信众却相当陌生。杰出的新约学者 J.A.T.罗宾森（J.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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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inson）说，新约的末世计划已经“被无声无息地拒绝了，

但在教会阵营中，甚至连郑重的反对之声都没有……今日，

对于当代思想而言，基督教关于末后之事的教义已经死亡了，

甚至都没有人费点力气去掩埋它”〔《末了，神》（In the End, 

God），第 27 页〕。 

这话让人震惊不已。它等于说，原信仰的本质成分已经

丢失了，而且，甚至没有人注意到它的丢失！而事实是，“末

期”的教义是使徒基督教所特有的，缺了它，使徒基督教就

面目全非了。整个新约所竭力追求的时刻，就是基督在历史

中回来，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但当代的宗教，即使有所盼

望，那也是盼望着信徒在死亡的时候立刻出现在天堂。 

当“末日”复活这个核心教义被取代，换成个人在所谓

的“居间状态”（intermediate state）1中存活的时候，新约基督

教就遭受了严重的扭曲。因为复活是基督教的主要前提。而

信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看复活举足轻重。我们在此已来

到问题的核心，而这问题，是人们对未来生命的当代观念所

造成的。圣经教师和传道人都必须认真地问一问：圣经的复

活教义，已经被我们离弃了多远？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

“你死亡时去天堂”的传统观念与复活之间，只剩下若有若

无的联系——即使用不上“完全多余”这种词来描述复活。 

这个研究的目的是要证明，新约展现了一个本质上既简

单又前后一致的、关于死后之生命的教导，而且这个教导的

背景是基督回来（基督复临）这个相关教导。按照新约，这

                                                 
1  译者注：“居间状态”是某些神学理论的一个术语，指人从死亡

到大复活这段时间内所处的“中间”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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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主题是不可能分离的，而且当读者看不到两者之间的关

系时，就必然会对早期基督教的观点产生误解。 

简单地讲，新约所给的观点与流行的传统截然不同，它

很简单：所有的死人都确确实实地死了，没有意识，“睡了”，

等待着在未来历史中特定的时刻复活。传统神学用个体末世

论 （individual eschatology） 代 替 了 新 约 的 全 体 末 世 论

（corporate eschatology），另外，它强调死亡的那一刻，从而

让复活这个新约核心教义几乎成了多余的东西。因为，如果

忠信的去世之人现在与基督“在天堂”的话，那么他们将来

从坟墓中复活会有什么意义呢？如果邪恶的死人已经在受刑

罚，那么他们将来复活受审判的意义又何在呢？新约就不必

面对这些问题。因为它只讲论一件事，即所有人都“醒来”，

复活得生命，而那种情形是，旧约及新约时代所有忠信的死

去之人，在未来的同一时刻，一起复活。新约事实上教导了

两次复活。第一次复活的只有死去的基督徒，它发生在基督

回来的时候。第二次包括所有“其余的死人”，时间是千禧年

结束的时候（启 20:1-6; 林前 15:23）。 

遗憾的是，人们读新约的时候，头脑中已经带上了完全

不同的计划，而且这种情况还在继续。人是由身体和可分离

的、有意识的灵魂2组合在一起的，这个假设未经质询就被人

                                                 
2  译者注：英文中，被人用来表示“灵魂”的词有两个，它们是

“soul”和“spirit”，但是，这两种用法都误解了这两个词在圣经中的

含义。中文和合本圣经的“灵魂”一词，有时候对应的是“soul”，有

时候对应的是“spirit”。关于这两个词的详细情况，请参阅本书下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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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地接受了，而普通读者在它的影响下，努力地将新约文

献与“已死之人在死亡的那一刻，就立即意识全存地到了天

堂或地狱”这种流行的、非圣经的观念融合在一起。然而，

令人惊讶的是——正如 J.A.T.罗宾森的正确说法——“圣经中

没有一处讲到，天堂是临死之人的目的地”（《末了，神》，第

105 页）。 

在重新捕捉基督教原本的死亡观以及“末后之事”的教

义的过程中，新约学生就能够更直接地理解众使徒的心意，

而且新约教导我们，要将他们的心意认作基督本人的心意。

基督本人的很多门徒都是保罗的同时代人，而且他可能和他

们商讨过，以核实他在这个主题上的教导。所以，即使仅仅

以此为理由，假设保罗的著作代表了正宗的基督教观点，无

疑也是唯一合理的做法。在确立新约观点的时候，重点就会

正确地重新落在基督复临（基督再临）时的复活上，而这个

视角几乎已经被传统信念给抹杀了。 

至此，我们所提出的总观点是，新约关于死人之状态以

及“末后之事”的观念，与当代的信念是完全矛盾的。为了

支持这个观点，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引用约翰·罗宾森（John 

Robinson）的书《末了，神》。某种程度上讲，这一事实还没

有传到讲道台上，更别说传到长椅上的会众那里（至少在英

国国教中如此），尽管新约神学的众作家将情况讲得非常清楚： 

                                                 
节内容：第一章中的“圣经的‘不死’观”；第二章中的“‘soul’的

圣经概念”、“关键点”，以及“圣经中的‘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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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现代人对基督教的末世论还有什么兴趣的

话，那么这兴趣也只是聚焦在死亡的事实和死亡的

时刻上。他想知道他能否安然渡过死亡，并且会以

什么形式渡过；他想知道“在另一边”等着他的是

什么，天堂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地狱这种地方等

等。但是，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这种“想当然”的看

法与整个新约图画是多么地格格不入时，我们一定

会震惊不已，然而基督教的基础应该是新约图画

（《末了，神》，第 42 页）。 

估计读者会同意，这话恰当地讲出了自己的感受。我还

记得小时候别人跟我讲述祖父的死亡的情形。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我认为祖父一定“在天堂”。我并不知道，在这个问题上，

我所接受的是流行于大众的思想，而绝不是第 1 世纪的基督教

教导。 

“然而基督教的基础应该是新约图画”，罗宾森博士这句

话的意义非同小可，因为它暗示出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传

统思想与新约教导有着天渊之别，而且所涉及的问题对于整

个基督教来说是如此重要。那么，新约的观点是什么呢？ 

因为在新约中，盼望与兴趣所围绕的中心点根

本不是死亡的那一刻，而是基督复临的那一天，或

者说是基督在他的国度的荣耀中显现的时候……新

约从头至尾，兴趣与期望的中心点一直都集中在人

子降临，然后他的国度在更新了的世界上得胜的那

一天。基督徒的思想与祷告所关注的，是主耶稣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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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有的圣徒一起统治，而不是他们自己死亡之后

的情景。这个盼望是社会性的，也是历史性的。 

但是，早在第 2 世纪时，重心就开始偏移，到中

世纪时，它已经被引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教义。在原

始基督教的思想中，个人死亡的那一刻，完全从属

于主的伟大日子以及最后的审判，然而在后来的思

想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成了死亡的那个时刻（《末

了，神》，第 42 页，第 43 页，强调部分另加）。 

值得注意的是，思想上的根本性转变所发生的时间，几

乎是记录着使徒信仰的新约文献刚刚完成的时候。到了一定

时期，这种转变已经达到了“完全不同的教义”，而转变的原

因，学者们正确地归为希腊思想的引入，这些思想对灵魂的

本质的理解，与希伯来观念，也就是圣经观念是完全对立的。

对于当代学生来说，认识到他可能在未加质疑的情况下就继

承了非圣经的希腊思想，是非常重要的事。如果他希望将自

己的信仰建立在基督与使徒身上，那么希腊思想就必须消失。

事实上，新约中有郑重的警告，让我们不要接受那些会让敬

拜成为枉然的教义，即使基督和神仍然是那种敬拜的对象： 

“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太 15:9，和合本）；“你们因为你们的传统，就废弃了神的

话”（太 15:6，新译本）。在基督回来的那一天，“许多人”都

会争辩说，他们一直以基督的名传道，但结果呢，他们会发

现，他们的工作从来都不曾被基督认可！“当那日，必有许多

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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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太 7:22, 23）。我们会问，这些令人不安的警告有没有被人们

放在心上。 

  

圣经的“不死”观 

好人在死亡的时候立刻去天堂，而坏人则去“另一个地

方”，这一流行思想的依据是希腊教义，即：人拥有一个不死

的灵魂（soul），按定义来说，它不受死亡的限制。然而，按

照圣经，人类并非生来就不会死，而且圣经在这一点上是前

后高度一致的——从创世记一直到启示录。事实上，“soul”

这个词被使用的时候等同于“有生命的生物”（living being）

或者“人”（person），他们受制于死亡。说得更确切些，人就

是一个“soul”，而不是他拥有一个“soul”。3 动物也被描述为

“souls”（“soul”的复数形式，下同），而且“souls”总体上

讲是能够死亡的（民 6:6，希伯来文原文）。下列经文作为我

们的主题的引子，会充分地证明，在希伯来思想中，“soul”

是会死亡的，而且“不死”这种本性，只有神才拥有，并非

人类生来就有： 

以西结书 18:4, 20：“犯罪的人（soul），他必死亡。” 

罗马书 2:7：“那些耐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朽的

人。”（新译本） 

                                                 
3  也可以说，人“拥有生命”或“拥有‘soul’”。但这里的“soul”

不是指一个“不会死的‘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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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书 6:15, 16：“万主之主……只有他永远不死。”

（新译本） 

提摩太后书 1:10：“基督……藉着福音将……‘不朽’彰

显出来。”（吕振中译本）4 

如 J.A.T.罗宾森所说，这种教导“在神学上很平常，但令

人震惊地是，人们对它很陌生……因为几乎人人都深信，灵

魂不死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基本信条，但事实是，它的基础

只是一些神学假设，而那些假设与圣经关于神以及人的信条

根本就是背道而驰的”（《末了，神》，第 91 页，强调部分是我

加上的）。不管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圣经对死人的状态的描

述，与它对人的本质的观点都是一致的，并且它描述时所使

用的语言，就连一个小孩子都能毫不费力地理解： 

诗篇 13:3：“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sleep the 

sleep of death，直译：睡在死亡的睡眠中）。” 

诗篇 6:5：“因为在死地（in death，直译：在死亡里）无

人记念你。” 

诗篇 146:4：“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

当日就消灭了。” 

传道书 9:5：“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 

                                                 
4 译者注：上文罗马书 2 章 7 节中的“不朽”与此处提摩太后书 1

章 10 节中的“不朽”，原文用的词都是 ἀφθαρσία。这个词的意思是：

不死亡的状态（immortality），不朽坏的状态（incorruptibility）。（参

Friberg Greek Lex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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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期的旧约思想中，复活的教义清楚地显露出来，但

它一直都是死人（不是活人！）从死亡的睡眠中复活，而且它

是末世的事件，发生在“末了”： 

但以理书 12:2：“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

得永生5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 

新约根源于旧约，它以更强的力度肯定了同一个盼望： 

约翰福音 5:28, 29：“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

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 

哥林多前书 15:22, 23：“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各

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

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 

新约关于亚当、大卫，其实还有所有旧约英雄的现在状

态的描述，与这种视角是完全一致的。 

希伯来书 11:13, 40：“这些人［旧约的信心英雄］都……

死了，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

能完全。” 

使徒行传 2 章 29 节、34 节：“大卫……死了，也埋葬

了……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彼得）。与此相比，希伯来书 4

章 14 节：“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

耶稣。” 

                                                 
5 但以理书 12 章 2 节的“永生”，字面意思是“即将到来之时代的

生命”，而这个时代则指地上的弥赛亚国度（太 5:5; 启 5:10）。新约中

的对应词——“永生”，“永远的生命”——是个术语，它应该也被翻

译为“即将到来之时代的生命”（比较注释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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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人认为，写下这些话语的人相信，那些信心英雄已

经“在天堂”得到了他们的赏赐，那么这种想法与对语句含

义的任何正常理解，都是相悖的。事实上，基督本人就曾说

过，“没有人升过天”（约 3:13）。6  根据新约，只有基督已经

被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林前 15:20）。死人现

在是“睡着的”，这是新约前后一致的信息；它是一个比喻，

最自然地（也委婉地）表示，他们现在是无意识的，安息的，

意识不到时间的流逝，等待着整个新约都向往的那个伟大时

刻，也就是死人被复活，“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被改

变”的时候（林前 15:52）。 

在将来，人从死亡的睡眠中“醒来”，只有这种复活观念

才正确地表达了新约圣经，而且这种观点的基础是但以理书

12章 2节的经典经文，在那节经文中，我们看到，它将死后的

生命状态描述为“无意识的睡眠，随之而来的是复活，或复

活得喜乐，或复活得悲哀”〔《圣徒保罗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St. Paul），D.E.H.怀特利（D.E.H. Whiteley），第 266页〕。人在

死亡时灵魂离开身体，这种希腊思想与旧约以及新约的计划

是完全矛盾的，并且它被引入基督教思想，所引发的是一团

混乱。因为，让每一个将死的基督徒在死亡时立即进入天堂

（尽管大卫都“没有升到天上”），为的只是让他在将来同他

的同伴们一起从坟墓中复活，这样一个计划能有什么意义呢？

试图将希伯来体系与希腊体系调和在一起，结果就产生了所

复活的只是身体，而灵魂则已经“活着”的思想。但这种语

                                                 
6  主耶稣这句话中的“升到天上”，也可能指获得神的智慧的奥秘，

比较申命记 30 章 1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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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很不符合圣经。圣经从未讲过身体或肉身的复活。它讲的

只是死人的复活。正如前文所展示的，圣经特别说到，大卫

本人，他整个人，没有在天堂，而且死人——并非只是他们

的身体——睡在坟墓里，等待着复活〔比较：英语单词

“cemetery”（墓地）源自希腊语 koimeterion，“睡眠的地方”〕。

新约宣讲的是死亡之人的复活，不是死亡之身体的复活！“大

部分让教会备受困扰的扭曲和纷争，”一位前约克（York）主

任牧师说道，“都是因为基督教团契中的各宗派或派别坚持使

用新约中所没有的词而产生的”〔奈杰尔·特纳（Nigel Turner）

在《基督教用词》（Christian Words）中引述，第 viii 页〕。 

忠信之人将来复活，以及基督复临时还活着的忠信之人

转变，这是新约盼望，而对它的最完整的描述，在帖撒罗尼

迦前书 4 章 13-18 节： 

弟兄们，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你们不知

道，免得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一样。我

们若信耶稣死了，又复活了，照样，也应该相信那

些靠着耶稣已经睡了的人，神必定把他们和耶稣一

同带来。我们现在照着主的话告诉你们：我们这些

活着存留到主再来的人，绝不能在那些睡了的人以

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那时，有发令的声音，

有天使长的呼声，还有神的号声，那些在基督里死

了的人必先复活；然后，我们还活着存留的人，必

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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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要和主常常同在。所以，你们应该用这些话

彼此劝慰（英文引自 NEB，中文引自新译本）。 

从这段经文来看，很清楚，保罗希望帖撒罗尼迦人明白，

与那些在基督复临时还活着的人相比，已经死亡的人并非处

于不利地位。但是，假设保罗相信死了的人已经“无比幸福

地”与基督同在的话，这种论述就一点都说不通。事实上，

在哥林多前书 15 章，他论辩到，除非有将来的复活，否则那

些已死的基督徒就已经灭亡了。若说除了复活之外，已死的

人其实已经获得了不死之身，或者是有意识地存在于一种居

间状态中，那么保罗的说法就是错谬的。保罗的观点是，只

有末日的复活才能赐下不死的生命。 

这些是概括性的描述，接下来，我们要带着它们去深入

研究旧约对人的本质的定义，并特别研究旧约对单词“soul”

（灵魂）和“spirit”（灵，灵魂）的使用。这样就能保证我们

后面研究新约的时候，持守住那些与希伯来思想世界相一致

的定义，而不是从希腊柏拉图体系引入的异族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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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圣经关于人的信条  

人本质上的自我存在于“灵魂”（“spirit”或“soul”）中，

而“灵魂”暂时居住在肉身中，这种概念已经根深蒂固。在

我们邀请读者研究圣经关于人的信条时，我们有必要着重地

指出，这种概念的根扎得有多深。死亡会被看作是有意识的

灵魂转移到另一个领域。对于小孩子的问题“我们死亡时会

发生什么事？”，父母得到的典型指南是，将死亡描述成“搬

家”，搬到一个新地点，或者是描述成甩掉身体这个累赘，这

样，真正的人就能够逃脱；而墓地会被看作衣帽间，我们的

临时外衣就在那里被扔掉。 

“人死亡时会发生什么事？”，一个 6 岁的小孩在《答孩

子问》（Questions Children Ask）中问道。这本书的作者是杰柔

米·休斯（Jeremie Hughes），她是英国国教一位教区牧师的妻

子。书中建议父母这样回答：“当我们死亡时，我们将我们的

身体留下，因为它们现在对我们来说没有用处了。我们要带

走真正重要的东西，就是真正的你和我……我们真正的自己

去天堂”（第 47 页）。然而书中没有给出任何解释来证明，这

种答案何以是耶稣和使徒们所教导的。 

  

柏拉图障碍 

尽管这种语言与新约的一段经文有些相像之处（林后 5:1-

8），但它与柏拉图哲学语言更是惊人地相似；事实上，它源

自于圣经作者思想以外的对人的定义。我们都熟悉“身体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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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相结合”这种表达，它通常被认为是反映了正宗的基督

教死亡观，即灵魂和身体是相分离的。但是这种思想的源头

是什么呢？对圣经的研究表明，圣经作者根本不知道灵魂在

离开身体后，还单独地、有意识地存在着。在流行的布道中，

单词“soul”和“spirit”常常是可以互换的，都指人不会死的

那部分，它携带着没有身体但仍然完全有意识的、真正的人。

但新约讲到死亡的时候并没有混淆“soul”和“spirit”。它也

没有暗示，人没有身体的时候还能继续有意识地存在着。总

体来说，在新约中，“soul”和“spirit”保持着旧约给它们所

定的含义（尽管新约中的“spirit”与“圣灵”所赐的更高的

生命有着更紧密的联系）。 

灵魂作为真正的人在人死后继续存活的柏拉图观念，持

续地妨碍着人们对真正的基督教人观的理解。此外，希腊概

念严重干扰了耶稣以及所有忠信之人复活这一圣经核心教义。

这个事实已经被神学领域的众作家清清楚楚地声明了，而且

他们还在这么做，但是他们的抗议似乎无人理会。我们坚持

遵循关于人，尤其关于死亡的传统思考方式，这让我们几乎

不可能以开放的心态研究这个主题。但是，要找到耶稣与使

徒们所持的观点，我们就必须放下那些被圣经后希腊思想所

成功灌输的假设，并重新看待圣经关于人的原信条。 

杰出的瑞士神学家奥斯卡·卡尔曼（Oscar Cullmann）讲

到了“将灵魂不死的希腊信仰归于原始基督教的普遍错误”

〔《灵魂不死还是死人复活？》（Immortality of the Soul or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第 6 页〕。他讲到，灵魂不死是一

个被广泛接受了的概念，但它是“对基督教最大的误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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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隐瞒这一事实，或者重新解释基督教信仰以掩盖它，

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应该非常坦诚地讨论这个问题”（同上，

第 15页）。对于这些评论，我们完全同意。美国神学家 G.E.兰

德（G.E. Ladd）说，要明白圣经对不死生命的盼望，我们就

必须先明白圣经的人观。这种概念，他说，“与希腊思想的人

观有着鲜明的对比。在关于人的希腊概念中，最有影响力的

一个源自于柏拉图思想，而且它常常强烈地影响着基督教神

学。它就是，人是由身体和灵魂组成的二元体。灵魂是不死

的，而‘得救’指的是人死亡时灵魂飞走，逃脱这个可感知

世界的重负，并在永恒真实的世界中找到满足”。兰德博士指

出，与这种死亡观截然不同的是，“保罗从未想过，在身体的

得救之外，还有灵魂的得救……人的‘soul’和‘spirit’都没

有被看作是人体里不死的、能躲过死亡的那一部分。圣经中，

单词‘soul’实际上与人称代词是同义的。圣经中没有不死的

灵魂在人死后还存在的思想”〔《我信耶稣的复活》（I Believe in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第 45 页，强调部分是我加上的〕。 

对于希腊哲学对基督教信仰所产生的深远影响，G.A.F.奈

特（G.A.F. Knight）在他的书《律法与恩典》（Law and Grace）

（第 78 页，第 19 页）中也做了描述： 

今天，很多人，甚至是相信的人，一点儿都不

理解他们的信仰的基础……不知不觉地，他们依靠

希腊哲学来理解他们所生活的世界，而不是依靠神

的话！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在基督徒当中盛行的、灵

魂不死的信念。很多信徒对这个世界感到绝望；他

们对世界中的任何意义都不再抱有希望，因为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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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的，似乎是苦难与挫折。因此，他们为他

们的灵魂寻找一种脱离肉体负担的途径，他们希望

进入“灵的世界”；就如他们所称的，在那个地方，

他们的灵魂会找到一种他们在肉体中无法找到的福

乐……旧约毫无疑问就是早期教会的圣经，而它根

本没有单词来表示“soul”的现代（或古代希腊）概

念。我们没有权利将这个现代单词强加到圣徒保罗

的希腊单词 psyche 上，因为他使用这个词的时候，

他所表达的不是柏拉图使用它时的含义，而是以赛

亚以及耶稣使用时的含义……到此为止，有一件事

我们能够确定，那就是：灵魂不死这个流行的信条，

不可能追溯到圣经教导（强调部分是我加上的）。 

在葬礼上，我们不断地听说，“逝者的灵魂”已经“在天

堂”了，然而令人惊讶的事实是，这些安慰人的信息所加强

的，是希腊哲学的核心教义，而这教义，如实地讲，根本不

能被称为基督教教义！ 

  

“soul”的圣经概念 

现在我们来研究“soul”的圣经概念。我们对这个词的理

解，会决定我们对人死亡时的状态的理解。 

圣经人类学的基础在创世记 2 章 7 节：“耶和华神用地上

的尘土造成人形，把生气吹进他的鼻孔里，那人就成了有生

命的活人（a living soul），名叫亚当。”（新译本）因此，人的

创造被描述为两个阶段。已经成形的身体，尽管还没有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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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是“人”——用地上的尘土而造成的人。我们强调，那

所造之物虽然还没有生命力，但他仍然是人，是第一个亚当7，

正如保罗所说的，他“出于地，乃属土”（林前 15:47）。当生

命的气息被吹入那人的鼻孔，他就成了一个有生命的“soul”

（nephesh）。在这里，我们遇见了极为重要的希伯来单词

nephesh——“soul”——它被用来描述人，即“有生命的

‘soul’”。但是我们必须马上指出，在创世记 1 章 20 节、21

节、24节以及 30节中，nephesh已经指动物。英语译本的翻译

家们掩盖了这一事实，从而对我们产生了不良影响。他们明

显地受制于“soul”肯定指“不死的灵魂”，且只属于人这种

概念，以致于他们不愿意揭露出，“soul”是人类和动物都有

的共性。在创世记 1 章 20 节，我们看到“活物，有生命的

‘soul’”（nephesh）。在 21 节，“各种能活动的、有生命的

‘soul’［nephesh］”。在 24节，“地上要生出有生命的‘soul’

［nephesh］来，各从其类”；在 30 节，“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

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soul’［nephesh］”。  

  

关键点 

我们在此所确立的关键点是，人和动物都不是二元受造

之物，由一个身体和一个可分离的，并能继续存在的灵魂组

成。人和动物都是“souls”，即被注入神的生命气息而有了生

命的、有意识的生命体。作为有生命的“souls”，他们也可以

                                                 
7  译者注：希伯来文中，“人”和“亚当”是同一个词：ָאָדם（读作

a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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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描述为“拥有‘souls’”，正如在英语中，我们描述人和动

物时会说，他们是有意识的生命（conscious beings），也会说

他们拥有有意识的生命（having conscious being）。希伯来词

nephesh，即 soul，或者它的希腊语对应词 psuche，在旧约中

有 23 次被用于动物，在新约中有 1 次（启 16:3）。在每一处，

“soul”都与生气/活力（animation）、生命（life）的概念紧密

关联。因此，在利未记 17 章 11 节中，“活物的生命［nephesh］

是在血中”，直译就是，“活物的‘soul’是在血中”。 

从这个对“soul”的希伯来概念的研究中，显露出一个重

要的事实，即：“不死”从来不曾与它挂钩。人是照着神的形

像造的，这一点让他在智力与道德辨别力上远远高出动物；

但是他与动物世界所共有的性质让他也免不了死亡，因为

“人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诗 49:12），“人怎样死，兽也怎

样死……人不能强于兽……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

（传 3:19, 20）。传道书的作者重复了神对亚当所说的话：“你

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因此，当我们发现希伯来人自然

而然地讲到死了的“soul”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感到惊讶了。

“犯罪的‘soul’必死亡”（结 18:4, 20）。“人被死了的人

［nephesh］（即人的尸体）玷污”（利 21:11）。在此，我们得

出了关于“soul”（nephesh）的最有用的定义，这个定义能够

稳妥地应用在从创世记到启示录中的大量经文上。因为当

nephesh 和它的希腊语对应词 psuche 应用于人的时候，它们就

被简单地译作“人”（person）。圣经的“soul”从本质上来说，

就是“个人”（individual），可以是活着的人（living soul），也

可以是死了的人（dead soul）。为了证实圣经语言的这一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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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我们引用杰出的英国学者奈杰尔·特纳的话，他是

《基督教用词》（T&T Clark 出版社）的作者。他论述了希伯

来语 nephesh 的新约希腊语对应词： 

我们必须承认，圣经希腊语 psuche的意思是“肉

身的生命”……随着这个定义……在圣经希腊语中，

出现了“人”这个意思……人的生命，他的意愿、情

感，特别是作为“自身”（self）的人。如果一个人得

到了全世界，却丧失了他的 psuche（soul），那么这就

意味着，他丧失的是他自己——不是他的一部分。当

教会增添了约 3000 个 psuchai（psuche 的复数形式）

的时候（徒 2:41），增添的是整个人。当惧怕临到每

个 psuche 的时候，它是临到了每个人（徒 2:43）。每

个 psuche 都应当顺服政府（罗 13:1）。而且新约从头

到尾都是这样的用法（徒 3:23; 罗 2:9; 16:4; 林前 15:45; 

彼前 3:20; 彼后 2:14; 启 16:3）。 

在这些经文上，我们应该再加上启示录 20 章 4 节，这节

经文讲到了那些被斩首之人的“souls”。这里的“souls”，并

非如人们常常误解的那样，指“没有了身体的灵魂”，它指的

就是那些被斩首的人。在启示录 20 章 4 节，作者看到他们被

复活，与基督一同统治一千年。“Psuche（soul）在圣经希腊

语中，表示人所特有的东西，即自身（self）……它是指特性

鲜 明 的 个 体 （personality）， 是 我 们 常 常 所 说 的 自 我

（ego）……着重点在整个的自身上……马利亚的 psuche 就是

马利亚的人类个体……耶稣想让我疲惫的整个个体，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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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的我在他那里得安息（太 11:29）。耶稣将他自身（psuche）

奉献给了羊”（《基督教用词》，第 418-420 页）。在此，这话让

我们想起旧约的预言：他会将他的“soul”（nephesh）——他

自身——倾倒，以致于死。 

奈杰尔·特纳温和地警告，中世纪和现代基督徒错误地

使用了单词“soul”，以为它指的是我们里面可分离的一种机

能。他指出，这个新定义源自于异教的希腊，并非希伯来旧

约。特纳博士这样说：“基督徒常常和柏拉图一样，认为

‘soul’好像是被囚禁在身体里；基督徒说，它在人死亡的时

候飞到神那里去，正如他们说，耶稣在死亡的时候给出了他

的 pneuma（spirit）”（《基督教用词》，第 421 页）。特纳博士在

结束时引用了诺曼·斯奈司（Norman Snaith）的话〔《解释：

圣经与神学杂志》（Interpretation: A Journal of Bible and 

Theology）1，1947，第 324 页〕：“圣经中没有任何地方暗示，

不死的灵魂在人死后还继续存活。”  

单词“soul”应该像柏拉图所理解的那样，指人不死的那

一部分，在人死亡时摆脱其肉体的家，这是以前的定论；而

当我们带着它去理解圣经的时候，就会产生根本性的混乱。

很多人都不知道，杰出的学者们一直在抗议那些对“soul”的

含义所做的、没有什么根据的假设，而这些假设仍然在让这

个词的圣经基督教定义失去意义。埃德温·弗鲁姆（Edwin 

Froom）在其两卷本的《我们先祖的条件主义信仰》（The 

Conditionalist Faith of Our Fathers）〔R&H 出版协会（Review 

and Herald），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中，对这一主题的大量

资料进行了核对，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引用一流的希伯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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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弗兰兹·德里茨希（Franz Delitzsch）（1830-1890）的话：

“整个圣经中，没有任何东西暗示人天生的不死特性。从圣

经观点来看，‘soul’能够被杀死；它会死亡。”杰出的美国圣

公会信徒 J.D.麦康奈尔（J.D. McConnell）博士写道：“在早期

的基督徒中，那些希腊人将柏拉图的‘灵魂不灭’的概念带

到新的宗教信仰之中，并且希腊势力在早期教会中获得了支

配地位。灵魂天生不死的柏拉图信条被接受了。这个概念从

一开始就受到了抵制，因为它颠覆了基督教的根本存在方式”

〔《不朽坏之生命的演变》（The Evolution of Immortality），

1901〕。最近，卡农·高治（Canon Goudge）谴责了希腊思想

在基督教中的影响，他说，当希腊思想和罗马思想开始主宰

教会的时候，就“发生了一场灾难，而且教会从未从其中恢

复过来，无论是在教义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犹太人的

圣召”（The Calling of the Jews），《犹太教与基督教论集》

（Collected Essays on Judaism and Christianity），希尔斯出版社

（Shears and Sons），1939〕。 

  

圣经中的“spirit” 

现在我们来看圣经用词“spirit”。从创世记 2 章 7 节我们

知道，给用尘土造成人形的人吹入生命的气息，这人就成了

一个活着的人，一个有生命的人。很清楚，生命的气息赐下

了那至关重要的生命力，它让那人成了活着的人或“soul”，

而不是死的人或“soul”。生命的气息（ruach，即 spirit）是人

和动物所共有的，正如我们从创世记 7 章 14-15 节中所看到的；

在那节经文中，“百兽，各从其类；一切牲畜，各从其类；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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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一切禽鸟，各从其类，都进入方

舟。凡有血肉、有生命的气息（the breath of life）的活物，都

一对一对地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 

“气息”（breath）这个词在这里表示的是重要的希伯来

词 ruach。在同一章的 22节，凡有血肉的生命的毁灭是这样被

概括的：“所有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传道书 3 章 19-20

节简单明了地描述了人和动物的共同命运：“因为世人遭遇的，

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

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一处，都是

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这位作者还说，死亡时，人和动

物的“spirit”（ruach）都要归回到赐下它的神那里（传 3:20; 

12:7）。诗篇作者所持的观点相同。受造的生物总体来说有着

相同的结局，因为“神收回它们的气息［ruach］，它们就死亡，

归回尘土”（诗 104:29）。对于圣经作者来说，人类脆弱的本

质在于，人死亡时，他的气息（ruach）会离开他，而他会归

回尘土，而且“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诗 146:4）；因

为神“若……将灵和气收归自己，凡有血气的就必一同死亡，

世人必仍归尘土”（伯 34:14, 15）。 

旧约的 ruach 是给予受造者生命的、看不见的生命力。它

是维持大脑和神经系统之机能的驱动能量。当 ruach 被收回，

离开身体时，受造者就死亡，神的能力就回到赐下它的神那

里。而受造者则进入毫无意识的死亡状态，因为 ruach，也就

是使他能感知到自己的存在的源头，已经被拿走了。“spirit”

这个圣经用词，和“soul”一样，不包含除了身体之外，能意

识到自我存在的、真正的个体。这一点，再强调都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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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rit”是产生生命的生命力。在新约，“spirit”确实开始表

示圣灵所赐之更高神圣生命的处所。正如奈杰尔·特纳所说，

pneuma 和形容词 pneumatikos 的含义中，有一层是指我们本性

中属灵的那一面。“但是，要在这些句子中辨识圣徒保罗是在

指信徒自己的 pneuma，还是在指圣灵，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基督教用词》，第 427 页）。即使如此，pneuma 在雅各书 2

章 26 节中还是使用了它原本的含义，即生命力：“身体没有

‘spirit’是死的。”因此，死亡在两处新约经文中被描述为交

出“spirit”，是合理的。耶稣说：“父啊，我将我的‘spirit’

交在你手里”（路 23:46）。在使徒行传 7章 59节、60节中，司

提反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spirit’！……说了这话，就睡

了。”8 

我们必须小心，不要将“spirit”的希腊概念读进这些经

文之中，认为这里的“spirit”指真正的人，但作为一个脱离

了身体的“spirit”而意识全存地存在着。这样做就是跳入了

完全不同的希腊哲学世界中。我们现在触到了所谈论主题的

最核心之处。圣经观点是司提反睡了；他没有在其他地方继

续活着。司提反仍然被认作是死了的人；就如同耶稣，当神

那赐生命的“spirit”被收回，被交出时，他整个人死了；而

且他是带着盼望，即后来复活的那一刻重新获得“spirit”的

盼望而交出它的。在复活时，死人从坟墓中起来，而在坟墓

里，他就一直睡在尘埃中，直到他醒来的那一刻（但:12:2）。

                                                 
8 或者说，司提反在引用诗篇 31篇 5节，在那里，大卫在快要死的

时候说：“我将我的‘spirit’交在你手里。”司提反会在复活的时候与

忠信之人一起被复活（林前 15: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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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地，拉撒路已经睡了——这里的完成时态清楚地表明，

他不仅睡了，而且保持着睡眠状态，直到他复活；再者，既

然“耶稣说：‘拉撒路死了’”，那么拉撒路就是死了，而且保

持着死亡状态，直到他被唤出坟墓，被复活（约 11:11, 14, 43, 

44）。 

我们必须强调，“spirit”的离开，并不意味着此人本身意

识完全清醒地离开了，去了另一个地方。倘若读者读圣经时

以为这就是它的含义，那么他们就直接将希腊概念——灵魂

是一个能够在人死后继续存活的、有意识的实体——读进了

圣经之中。但是，将这个外来的希腊概念，这个与希伯来思

想不相容的概念读进圣经，就是将两个相反的思想世界混合

在一起。结果就只能是混乱，继而使众使徒和我们之间的交

流中断；因为当我们将我们自己的传统假设带进圣经记载，

并且给“soul”和“spirit”这两个关键的单词使用上我们自己

的希腊定义时，我们就树立起一个最有效的、理解圣经的障

碍。我们还否定了圣经对死亡的事实的坚定主张，而至于耶

稣，我们就否定了他为我们的罪而做出的真正的死亡。因为

我们一直都相信，人在死亡后还作为有意识的、脱离了身体

的“spirit”而活着，所以我们就认为，新约作者们想要在 2节

经文中——2 节据说“spirit”回到神那里去的经文中——向我

们传递那种概念。而且即使圣经中完全没有内容指一个人在

死后以一个脱离了身体的“spirit”存在着，我们仍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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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休。9 估计当我们知道，新约中只有一处经文讲到了与死亡

相关的、脱离了身体的状态，并且它指保罗连想都不愿意想

的状态时，我们一定会震惊不已！他说，我们渴望穿上新的

形体，“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不愿意赤身”

（林后 5:3, 4, 参 NET 中译本）。我们的学者们以这段经文为基

础，指出“脱离身体的灵魂这个概念，是令希伯来思想反感

的”〔艾伦·理查森（Alan Richardson），《新约神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New Testament Theology），第 196 页，强调部

分另加〕，他们是对的。然而那正是我们所想象的死人的状态，

不但如此，我们还让真正的盼望——整个人由死到生地复活

——落得毫无意义。妨碍复活这一核心教义的任何东西，都

必须极为严肃地对待，因为它们威胁到了圣经对我们的未来

的观点。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坚持，圣经的重点在于，

基督回来时，所有忠信之人一起复活。忠信之人满怀盼望所

等候的，正是那件大事；与此同时，忠信的已逝之人则安息

在他们的坟墓里（但 12:13）。  

                                                 
9 希伯来书 12 章 23 节说，整个教会都被登记在天上，其中包括所

有被成全的人的“spirits”（“spirit”的复数形式，下同）。它并不是说，

死人在复活之前就作为脱离身体的“spirits”在天上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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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死人的所在之地与状态 

  

如果说英语译本对“nephesh”或“soul”前后不一的翻

译掩盖了动物和人都有“soul”的事实，那么把两个完全不同

的圣经用词不加区别地都翻译成“hell”（地狱），引发的则是

更严重的混乱。10 这两个词，一个描述的是所有死人的所在之

地，另一个则指恶人将来的受刑罚之所，即“地狱的火”。在

旧约中，希伯来词“sheol”（希腊语对应词为“hades”）被翻

译成“地狱”（hell），“坟墓”（grave），“坑”（the pit）；它指

所有人死亡时去的地方，包括义人以及不义的人。这个地方

被描述为“在地底下”；因为当可拉、大坍、亚比兰受谴责要

死时，“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

人丁、财物都吞下去。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

地坠落‘sheol’，地口在他们上头照旧合闭”（民 16:31-33）。

毫无疑问，根据旧约，所有的“souls”，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都在死亡时被置于“sheol”（hades），即死人的世界。诗篇作

者问道：“有哪一个人能长活不死，能救自己的性命（soul）

脱离‘sheol’的权势呢？”（诗 89:48，新译本）。大卫讲到基

督时，也表达了这个事实；他说，他的“soul”——他自身—

                                                 
10  第三个单词“Tartaros”也被翻译成“地狱”，这让情况乱上加

乱。“Tartaros”，或者更确切地说，从它派生出来的动词形式，只出

现在彼得后书 2 章 4 节，而且它描述的是囚禁堕落天使的地方，不

是囚禁人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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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撇弃于阴间（希伯来语为“sheol”，希腊语为

“hades”）”（诗 16:10; 徒 2:27, 31, 吕振中译本）。雅各听到约

瑟不在了，拒绝受安慰，并说：“我必悲哀着下‘sheol’到我

儿子那里”（创 37:35）。在以赛亚书５章 14节，先知说“sheol”

扩张自己，接收下到它那里的死人。以赛亚书 14 章 11 节中巴

比伦王的威势，以及 15节中王自己，都被带下“sheol”。躺在

各自坟墓中的还有其他君王（18 节）。11 同一段经文讲到“尸

体”（19 节），“埋葬”（20 节），整个图画证实了我们在整个圣

经所发现的，那就是：“sheol”（hades）是死人的世界——我

们将其描述为“死人之地”（gravedom）或许更为准确。有趣

的是，启示录 20 章 13 节证实了这一点；在那里，海里的死人

明显地与“hades”即坟墓里的死人不同。 

 

死亡的睡眠 

在圣经中，死人在“sheol/hades”中的状态始终都被描述

为睡眠的状态。“Sheol”不是一个受痛苦的地方，因为它既包

含恶人，也包含忠信之人。希伯来词“shachav”（睡）一遍遍

地出现在死了的人“与他列祖同睡”（王上 2:10 等等）这个熟

悉的表达中，也就是说，他加入了他那些已经在睡眠中的祖

先的行列。这个短语最有说服力，从它我们得知，死人安息

在无意识之中，但它与我们讲论死亡的那些流行语，如“走

了”或者“回家了”，真是太不相同了。圣经没有任何暗示，

                                                 
11  经文以诗的手法描述“sheol”里的众君王向已被毁灭的巴比伦

王说话，而巴比伦王则下铺的是虫，上盖的是蛆（赛 14: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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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真正的人不是睡了，而是作为灵魂在其他地方完完全全地

活着！从诗篇 6 章 5 节我们发现，“在死地无人记念神”；从传

道书 9 章 5 节我们又发现，死人“毫无所知”。诗篇 13 篇 3 节

讲到死亡的睡眠，而诗篇 146 篇 4 节非常清楚地描述了死亡的

过程：“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因为“死人不能赞美

耶和华，下到寂静中的也都不能”（诗 115:17）。但以理盼望着

末日的复活，他还看到死人从他们在尘土中的睡眠里醒来。

那个景象并非死人刚入睡，就立即成了有意识的、离开了的

灵魂，而且那些灵魂会在复活的时候与他们的身体再结合。

这种概念不可能被强加到圣经记载里，因为但以理书 12 章 2

节为我们清楚无疑地描述了复活：复活，是那些睡在尘土里

的人重新有了生命。他们待在尘土里，直到他们显现，然后

参与即将到来之时代的生命。12  

约伯记 14 章 10-15 节教导了完全相同的真理。约伯在思

考复活的景象：“但人死亡而消灭，他气绝，竟在何处呢？海

中的水绝尽，江河消散干涸。人也是如此，躺下不再起来，

等到天没有了，仍不得复醒，也不得从睡中唤醒。惟愿你把

我藏在阴间，存于隐密处，等你的忿怒过去；愿你为我定了

日期记念我。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我只要在我一切争战的

日子，等我被释放的时候来到（“被释放”或作“改变”）。你

呼叫，我便回答；你手所作的，你必羡慕。” 

  

                                                 
12 同脚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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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撒路的复活 

在新约中，圣经以大得多的力度强调了复活，但与此同

时，它也强调了复活之前的睡眠状态。在马太福音 27 章 52 节，

我们读到，“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也就是说，圣

徒从死亡的睡眠中醒来。我们曾简要地提过约翰福音 11 章 11

节，在那处经文的拉撒路的故事中，主亲自以最清楚的方式

给我们讲了死亡的“机制”。耶稣完全知道拉撒路死了，但他

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约翰说，耶稣

“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但他的门徒们以为他的话指自然的

睡眠。因此，耶稣就对他们明明白白地说：“拉撒路死了。”

接下来的著名经文描述了主如何将一个死人唤出坟墓：“那死

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给这段精彩的经文强加上一个不

相容的概念，即拉撒路作为离开了的灵魂已经在另一个地方

意识全存地待了 4 天，无疑是一种曲解。希伯来的死亡概念很

简单，就是生命停止，意识中止；而希腊的二元论体系否认

死亡的事实，认为真正的人作为脱离了身体的灵魂还活着；

这两者是有着天壤之别的。相似地，使徒行传 7 章 60 节也必

须保留下来，以抵挡传统的侵袭，因为传统常常让我们将人

称代词与真正的人分割开来！经文说，司提反将他的“spirit”

交给神，然后他就睡了。大卫的死被描述得一清二楚，因为

“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

（徒 2:29）。“他睡了，”保罗说，“归到他祖宗［他们自己还

未得着所应许的赏赐——来 11:13, 39］那里，已见朽坏”（徒 

13:36）。“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徒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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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家们坚决认为，大卫确实去了天堂，但去的不是身

体，而是灵魂；对于他们的这些说法，我们在此必须提出异

议。这种解释就相当于直接否认了使徒们的声明。其他一致

使用“睡”来描述死亡之状态的经文还有：彼得后书 3 章 4 节：

“从列祖睡了以来”；帖撒罗尼迦前书 4 章 13 节：“死了的基

督徒是睡着的”；哥林多前书 7 章 39 节：“丈夫活着的时候，

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直译：“如果他睡了”］，妻子

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在哥林多前书 11 章 30 节中，教会

的很多成员都“睡着”（它用的是现在时态，这一点很重要），

也就是说，“死了”。在哥林多前书 15 章 6 节，见过主的那些

人中，有一些已经睡了。在哥林多前书 15 章 18 节，保罗声明，

将来的复活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没有了它，那些已经死了

（睡了）的人就已经灭亡了。这种主张其实是一个有力的证

据，证明保罗心里没有“他们已经是活着的”想法！ 

 

丁道尔的抗议 

我们的结论必然是，旧约和新约死去的人都是死的，并

无差别，都在等待复活时的生命。事实上，这种主张是唯一

一个与“恶人将来复活受审判”的概念相一致的。因为，如

果说已死的恶人实际上会在将来受审判的话，那么他们现在

就受刑罚的意义能是什么呢？这就等于是先罚再判。同样地，

义人现在就意识全存地处在极乐之中的概念，否定了整个新

约对将来复活的坚持，而不死的生命是只有将来的复活才能

赐下的。正是这一重要因素让威廉·丁道尔（William Tyndale）

提出抗议。他〔在他之前是威克里夫（Wycliffe）〕是我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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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之观点的坚定支持者。他抗议道：“你们［罗马天主教］

把离开的灵魂（soul）放到天堂、地狱，还有炼狱，这种做法

毁坏了基督以及保罗证明复活时的论据。真正的信仰支持复

活，而我们受告诫要分分秒秒都寻求的，就是复活。异教的

哲学家们否认复活，并且说灵魂永远活着。而教皇将基督属

灵的信条与哲学家们属肉体的信条结合在一起；这两者背道

而驰，所以它们无法统一，这正如灵（spirit）和肉体无法在

基督徒里无法统一一样。因为带着属肉体思想的教皇支持异

教信条，所以他为了确立它而毁坏圣经……另外，如果灵魂

在天堂的话，那么请告诉我，他们的情形为什么不像天使那

样好？而复活为的又是什么呢？”〔《答托马斯·摩尔爵士的

对话》（An Answer to Sir Thomas More’s Dialogue），第 4 卷，第

2章，第 180页，第 181页〕。将希腊的死亡观读进圣经是危险

的，而针对这个危险，许多不同的神学阵营都发出了相同的

警告。福音派学者 G.E.兰德讲到了“我们死时去天堂”这个

人们普遍所持的教义。他说：“虽然这种想法很流行，但它更

多的是希腊思想的表达，而非圣经神学的表达”〔《末后的世

代》（The Last Times），第 29 页〕。我们的愿望便是，这个事实

能够被人广泛所知，这样，已经从希腊哲学吸收来的传统就

会被拒绝，而圣经教导被接受。 

  

耶稣的死亡 

可分离的、有意识的“soul/spirit”在人死亡之后继续存

活这种传统概念，对圣经记载所造成的灾害，莫过于在耶稣

的死亡问题上的灾害。我们常常会碰到人们这样分析主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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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他的身体去了坟墓，他的灵（spirit）去了天堂，而他的

灵魂（soul）去了阴间（hades）。 

那么到这里，大家肯定会问：耶稣在哪里？然而，新约

的希伯来作者们是不会想这个问题的，因为他们在处理这个

主题的时候没有加入希腊人的假设，就是那些已经根深蒂固

地存在于我们的神学中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假设。圣经事实

就是耶稣死了。耶稣在“hades”，即坟墓里；而且我们已经看

过，“他的‘soul’”就是希伯来思想的“他本人”。在使徒行

传 2 章 27 节，彼得给出了耶稣复活的证据，他说：“你必不将

我的‘soul’撇在‘hades’，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普通

的希伯来文平行体证明，“他的‘soul’”等于“圣者”。它的

意思就是耶稣没有死在坟墓里，正如彼得接下来所做的解释。

在诗篇中，大卫预见了弥赛亚的复活；他说，他的“soul”

（他本人）没有被撇弃在“hades”，即死人的世界，而是被复

活了。拿撒勒人耶稣是个不可分割的个体，而这段描述他的

死亡与复活的话，有助于厘清彼得前书 3 章 19 节的意思，那

节经文讲到他曾经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spirits）传道。圣经

说这次传道是基督“就灵的方面说，复活”（参新译本）时完

成的。很清楚，这是描述复活之状态的语言（约 5:21：“父叫

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罗 8:11：“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

的，也必……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林前 15:22：“在

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被复活）。因此，它是在说，当

他刚刚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向灵去宣告这个胜利——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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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这些灵最容易理解为彼得后书 2 章 4 节中犯罪的天使。13 

与“灵”（spirit）相比，用来表示在洪水中得救的八个人的

“soul”（彼前 3:20），是“soul”的典型用法，指人。我们估

计，这两个词之所以混淆，是因为关于人的外来概念的引入，

这概念即：人会作为脱离了身体的灵魂在人死后继续存活。

如艾伦·理查森所说，这个概念是令希伯来思想反感的，必

须被驱除，然后我们才能按照圣经的人类学去研究圣经。 

  

关于人，我们需要正确合理的圣经信条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目的一直都是质疑广为流传的关于

人的观点：人天生不死。持这个观点的人会自然地认为，死

亡只影响人的肉身——真正的自我不会死亡：它只是乘坐另

一架飞机，转到了一种意识全存的存在状态。而我们认为，

对人类未来的这种分析在圣经中是找不到的。不死的生命是

一个礼物，会通过复活赐给会死的人类，而且圣经的盼望唯

独与不死的生命相关联。天生不死的概念是一种危险的干扰；

它干扰了圣经的复活信条，事实上，干扰的是神的整个拯救

计划。很少有人知道，在整个基督教历史上，来自各种不同

的神学阵营的专家都强烈地支持圣经对人的观点：人是一个

复杂的统一体（unity）。然而传统神学经常被奥古斯丁式柏拉

图主义那无孔不入的影响所牵制。我们认为，外来的形而上

学的入侵必须被严肃地对待。如果使徒彼得力劝我们在耶稣

                                                 
13  请参阅 E.G.塞尔温（E.G. Selwyn）在《彼得前书》（The First 

Epistle of St. Peter）中的精彩讨论，第 198 页，第 1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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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恩典与知识中成长，如果无知会让我们远离神（弗 

4:18），那么，容许灵魂不死这个被普遍相信的信念继续作为

基督教信仰的教义而存在，就肯定是不对的。J.A.T.罗宾森说：

“它的基础是一些与圣经关于人的信条完全相悖的假设。”14 

当英国国教为纪念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而发行

《为了英格兰的转变》（Towards the Conversion of England）

（1945）时，该计划说了这番话：“人类的灵魂（或意识）天

生不可摧毁，源自于希腊思想，并非源自于圣经。新约的核

心主题是永生，但永生并不是给任何人的，而是给在基督里

的信徒的，就在他们从死里复活时给他们。这个选择此时此

刻就摆在人类面前。”B.F.C.阿特金森（B.F.C. Atkinson）的话

也有助于厘清这个问题，他写道：“人和动物都是‘souls’；

他们不是由‘soul’和身体组成的二元受造物，其中‘soul’

能分离并继续存活。他们的‘soul’就是他们的整个个体，包

含他们的身体以及他们的心智能力（mental powers）。他们被

说成拥有‘soul’，意思就是，他们是有意识的生命”〔《生命

与不死》（Life and Immortality），第 2 页〕。 

人们通常会用“居间状态”来安慰丧失亲友的人，他们

不加批判地认为，它当然是符合圣经作者的末世框架的，而

且这种情形已经太久了。但是，他们会震惊地发现，根据圣

经，也根据许多权威的评注家所说，人脱离身体之后还有意

识的概念与圣经思想是格格不入的。这一点应该阻止我们继

续教导我们的孩子说，死人现在“在天上”活着，并且阻止

我们在葬礼上宣讲这样的话。一位前钦定神学教授警告我们，

                                                 
14 《末了，神》，第 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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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信仰既没有将身体与‘soul’分开，认为它们是一个

混合体的可毁灭与不可毁灭的部分，也没有将两者对立。整

个人死亡，正如整个基督死亡，而且整个人会‘在基督里’

被复活……耶稣的复活不是‘soul’逃离身体。它是一个死了

并被埋葬的人被复活”〔《基督徒的信仰》（The Belief of 

Christendom），约翰·伯纳比（John Burnaby），第189页〕。这

样的论述直击人在死亡与复活之间意识仍存的居间状态的根

本，因为它们证实，人就是单纯地死了，被埋葬了，尽管他

们仍在基督的看护之下，等待着从死里复活。 

  

其他圣经学者 

另一位杰出学者 F.F.布鲁斯（F.F. Bruce）也强调说，脱离

身体而活的观念——它是我们的居间状态概念的基础——对

于保罗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保罗显然不可能思考除复活之外的不死状态；

在他看来，个体必须有某种身体。我们关于“永远

不死的”灵魂的传统思想，是受了大量希腊-罗马思

想的影响，而且它让我们难以理解保罗的视角……

不管是哪种身体，若没有了它，就会是一种灵的赤

身或孤立（spiritual nakedness or isolation），而这种状

态是令他畏避的……他不可能想象在脱离了身体的

状态下意识全存地存在，并与他周围的环境进行交

流 〔《 德 鲁 讲 座 ： 论 不 死 》（Drew Lecture on 

Immortality），1970，第 469-4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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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事非常引人注目，那就是，在圣经中，表示脱离

身体之状态的希腊词只出现了 1 次，但在该词的上下文中，保

罗清楚地表明了他对这种状态的惊骇。然而我们显然全心地

相信这样一种为去世之人准备的死后状态。毫无疑问，在我

们内心深处，我们与保罗一样，都不愿意真正地相信没有身

体的、意识全存的存在状态；但我们的信条却似乎要求，去

世之人必须立刻受到安慰，哪怕活着的人还继续活在肉体里。

因此，最为重要的问题是，在人的本质以及他将来从死里复

活上，我们会不会正在以这种方式来不断延续一个从逻辑上

讲，无法与圣经教导相一致的传统教导？圣经给死人的安慰，

其核心不是现在脱离身体，而是未来复活得荣耀。所需要的，

是信心——信未来的那件大事一定会发生。 

复活依赖于基督再临，而坚决维持一个有损于复活的概

念，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这一点，约翰·伯纳比也略略

提到了。论到传统的居间状态，他说，“虽然这给那些正面对

死亡的人带来安慰，给那些留在他身后的人甚至更大的安慰，

但它肯定缺少了对‘末日’的单纯的盼望。它很难与复活相

结合。因为，如果我没有我的身体就能够与基督同在的话，

那么新身体的到来会有什么意义呢？”（《基督徒的信仰》，第

192 页）。正是如此。事实上，当一个人考虑到，标志着复活

的那件大事，即基督复临（基督再次降临），已经在这么多的

讲道中被可悲地忽略了的时候，他就能认识到，约翰·伯纳

比的警告是非常合理的。可是，倘若人们对那件大事的理解

真的与新约一致，将其看作死人首次意识全存地来到基督面

前的荣耀时刻，那么这样的事还有可能发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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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以圣经为基础来提出意识全存的居间状态，会出

现两大困难。第一，脱离身体而活的可能性必须从圣经以外

引入。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过的，它与新约作者的盼望格

格不入；他们寻求的是基督徒之旅的恢弘高潮——在基督到

来时整个人复活。第二，那个目标在人死亡时，也就是在基

督还没有复临以复活人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了，这种概念将

复活降成一个纯粹的附加品，附加在基督教末世计划中。结

果，复活变成事后才想到的补充之物，而基督复临，其实还

有随之而来的国度，在信徒的头脑中就没有了任何真正的意

义。这种贫乏的末世观所造成的后果，在今日的教会中是很

难被人认识到的，这一点，谁能否认呢？保罗最后给提摩太

的话并非无关痛痒，因为它包含着一个在神和主耶稣基督面

前的庄严宣告：他盼望基督的显现以及他的国度（提后 4:1）。

无可否认，那两件大事——包括死人的复活——是圣经神学

真正的关注中心。我们一定不能将关注点转到一个假设的居

间状态上。 

“你们不一定死”，正是这句话对人们关于死人的状态的

讨论造成很大的困扰，而它却是蛇的谎言。排除掉个体真正

死亡的可能性，这么一做，生与死之间鲜明的对比就模糊了。

但是在圣经中，死亡就是有意识的生命停止了。要逆转那种

可怕的状态，只有通过死人复活！任何不把复活作为信息核

心的神学，都已远离了圣经的启示。传统神学强称自己是唯

一合理的观点，这种权势就意味着，任何质疑其至尊地位的

思想都会成为不受欢迎的侵入者。对复活前意识全存的居间

状态的否定，已经被看成宗派性的一家之说，而不是主流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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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思想。15 但是，我们拒绝回应回归圣经思想的呼吁，尤其

是一个被这么多杰出的注释家——包括威克里夫、丁道尔，

以及大量其他圣经学者——所支持的呼吁，这样做对吗？

                                                 
15  从所谓的“众宗派”所做的工作中，主流“正统”能学到很多

东西，因为他们对圣经真理的关注揭示出一些定期去教堂的人的无知

与漠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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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流行神学的传统堡垒 

  

为了支持与我们所呼吁结论相反的结论，人们会引用一

连串的圣经经文。著名的一个“引证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 5

章；他们论辩说，保罗在那里将死亡描述为“离开身体与主

同住”。这一句，再加上腓立比书 1 章 21-23 节——保罗在那

里希望“离世与基督同在”——以及耶稣在十字架上对强盗

所说的话，人死亡时在天堂里意识全存的居间状态就经常被

认为是确定无疑的。而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则被认定，它只

可能证实这个结论。 

从表面来看，这些经文确实像是在支持脱离身体而活的

希腊概念。但是，如果复活就是真正地将死人复活（如新约

对它的描述），那么，（根据流行的框架）它如何也是赐给已

经活着的、离去的人一个灵性的身体（spiritual body）？这真

的是希伯来思想所讲的复活吗？当我们看到，新约描述复活

死人这一行动的动词，是用来表示“将某人从睡眠中唤醒”

的普通单词时，传统概念甚至会变得更加令人费解。唤醒已

经意识全存的、拥有福乐形象的“spirits”，这么做，能有什

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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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难题 

事实是，普通的教堂信徒并不怎么关注这个问题。他的

假设是，他一向所信的一定是以圣经为基础的。然而，让传

统教导与新约一致起来的努力会遇到严重的困难，其中最大

的一个就是，新约中明显地没有经文直接提到死人现在在天

堂与基督同在。因为新约不断地声明，耶稣已经“升到天上”，

坐在父的右边，但它没说死人也是这样。他们总是被描述为

“睡了”，描述为“睡着，直到复活的时候”；而且复活始终

都被放在未来，在基督回来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 

如果死亡与复活被安排在同一时刻，那么每个人就必须

孤立地从信徒团体复活，而这对于圣经作者来说，当然是不

可能的概念。因为所有新约作者所盼望的，是一个荣耀时刻，

而且只有一个，那就是：弥赛亚在荣耀里降临的时候，所有

的忠信之人复活。 

毫无疑问，保罗盼望得着的，是从死里复活，而复活的

时间就是末期耶稣再次显现的时候：“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

活……我只有一件事……向着标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

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

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将我们这卑

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腓 3:11-14, 

20, 21）。 

这段经文包含了保罗末世观点的三个不可或缺的成分：

复活、基督再临（主从天降临），以及从必死的状态变成不死

的状态。哥林多前书 15 章对复活的精彩解释与上面所引用的

经文完全一致，它将唤醒基督里的死人这件事放在基督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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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并且看这件大事就是“必死的”被变成“不死的”

的时候： 

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各人是按着自己

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

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

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我们既有属

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血肉之体不

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

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

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

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

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变成”原文作“穿”。下同），

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

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林前 15:22, 23, 42, 49, 50-

54）。 

  

无法调和的矛盾 

我们必然会问，这段经文与流行的概念，即已去世的人

现在已经拥有了不死的生命，如何能够一致起来。只有复活

才能赐下不死的生命，这一点确实是清清楚楚的事。而且复

活被无可置疑地放在“他来的时候”，在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

到那时，死人才被复活，也就是“被唤醒”，“活过来”。无疑，

死人必须待在坟墓里，直到他们被复活，难道这还不够清楚

吗？尽管创造新的不死的生命必然需要将“spirit”（灵）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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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身体，以产生“灵性的”人，但是，圣经没有暗示，复

活的意思是将一个已经有意识的“spirit”与其身体重新结合。

因为“spirit”不是一个与身体分开后，继续作为有意识的个

体而存在的独立体。只有在复活以后，才适合称已经转变了

的圣徒为不死的“spirits”。如果死人已经在复活前活着，那

么我们就要面对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因为圣经非常明确地

声明，死人会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活过来（23 节）。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 4 章，信徒中出现了一个疑问，疑问关

乎那些在耶稣回来之前死了的基督徒的状态。当时，保罗本

可以轻松地用这种方式消除所有的忧虑：向他们指出，在基

督里死了的人已经与基督同在，他们在死亡的那一刻就已经

胜过了死亡，得着了他们在天上的奖赏。然而众所周知，此

类的话，他一句都没说。相反，他更加坚定地说，耶稣再来

的时候，“在基督里死了的人”——那些睡了的人（14 节；比

较 帖前 5:10）——一定会被复活，并且与那些到那伟大的日

子还活着的人相聚。因此，对绝望的消除，是基督回来时被

复活这个盼望，不是死人意识全存地待在另一个地方；关于

那样的居间状态，保罗一个字都没有说。 

  

不愿意质疑传统 

我们很不愿意质疑已被人们接受的框架，所以我们就没

有严肃地对待新约学者们的评论；虽然这些学者可能不太关

心我们选择相信什么，但是他们讲得很清楚，新约作者将他

们的整个盼望都寄托在基督再临以及他再临时的复活上——

不是再临之前的复活上。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认为，除了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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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之外，离去的灵魂也是不死的，在这么做的时候，我们是

不是在“抢跑”？这么做的话，我们的步骤必然是，首先假

设在死亡与复活之间，死人处于一种意识全存的居间状态，

然后才在新约中“找到”它。然而毫无疑问，更科学的方法

应该是以开放的心开始，然后把已被普遍接受的假设与圣经

比照，进行检验。 

据说新约中有两段经文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证明保罗相

信去世的死人立刻就与基督同在。但是，在研究它们之前，

我们先指出 J.A.T.罗宾森关于哥林多前书 15章，即复活的那一

章的评论（前文引述）。他的评论表明，人们努力地让流行的

信念与保罗的教导一致起来，在这件事上，存在着一些“违

规行为”。 

这一事实应该引起我们的怀疑，因为很清楚，如果流行

的观点与圣经不一致的话，我们就应该预料到，会有证据证

明新约被做了不公正的处理。他说：“人们在葬礼上朗读哥林

多前书 15 章，这一做法强化了一个印象，即这一章讲的是死

亡的那一刻；但事实上，它围绕了两点来讲：第三日与末日。

现代人努力将保罗的语言应用在各人的复活上，这种复活被

认为是人死亡后紧接着就发生了”（《末了，神》，第 105 页）。

这些事实足以表明，这段核心经文（林前 15）没有被按照其

正确含义来使用。它被迫去支持一个不为保罗所知的概念。 

人们通常还会引用其他圣经片段以支持流行的观点，而

证据显示，这些片段也被做了相似的不当处理。J.A.T.罗宾森

说：“就算现代观点参考了圣经，那它也是向哥林多后书 5 章

1-8 节寻求支持。（“我们……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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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经文通常被解释为，我们的灵性身体等着我们死亡的那一

刻就穿上，但这种解释与哥林多前书 15 章是断然相反的”

（《末了，神》，第 106 页）。我们再来参阅约翰·罗宾森关于

“非同寻常的转变”的话：“这个转变，几乎在新约的墨汁刚

刚干透的时候就发生在基督教末世论上，而且它影响了兴趣

的中心，或者说是整个主题的支点”。他将流行的末世论观点

与整个新约图画做了对比，然后指出，“基督教应该是以新约

图画为基础的，然而我们理所当然地就接受的这种视角，与

整个新约图画真是太格格不入了。因为在新约中，盼望与兴

趣所围绕的中心点根本不是死亡的那一刻，而是基督在他国

度的荣耀里显现的时候”（《末了，神》，第 42 页）。 

 

解决问题的必不可少的钥匙 

关于死后的生命，新约事实与传统思想之间的差异复杂

又难解，而杰出新约学者的这段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把解开

它的必不可少的钥匙。事实是，流行的框架代表了新约计划

的一个“非同寻常的转变”。它与新约“太格格不入了”，而

基督教“应该”是以新约“为基础的”。唯一明智的道路就是

面对这个令人难以下咽的事实：这些观点是传统观点，不是

圣经观点。豪不夸张地说，为了找到理由来支持不为新约作

者所知的末世观点，使徒们的教导已经被做了错误的处理。

最重要的时刻，也就是基督再来并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刻，已

经被个人的死亡时刻给取代了。因此，按照新约的标准，大

众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已经无法被认作是基督教的理解，而

且这个问题对于信仰来说，还是如此核心的一个问题！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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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表明，我们非但没有承认这一点，反而不断地幻想，在

原始基督教与其后来的转变之间，应该能够达成一种令人满

意的妥协。人们不愿意打破传统。但是要寻求这种妥协，就

只有对语言做出巧妙的改变。因为新约只讲了死人的复活，

而且他们会在基督回来的时候被复活。而我们讲的却是身体

的复活——我们的信条反映了这一点——这么一来，我们就

开辟了一条道路，让这个信仰插了进来：意识全存的人以脱

离了身体的灵魂的形式，已经到了天堂，得了他的奖赏，而

他的身体单独等待着末日的复活。因此，为了努力保持住圣

经中清楚教导的未来所有人复活的某种意义，我们就坚称，

复活的只是身体，而不是真正的人！然而，有一个关键的问

题我们一直都在思考：新约是否认可身体与可分离的、意识

全存的灵魂（soul or spirit）之间的这种区别？ 

给末世论加上这种新的“扭曲”，所引发的不可避免的后

果当然就是，兴趣的中心被转移，从未来的复活转移到死亡

的那一刻，结果，它也就被转离那件在新约中与未来的复活

息息相关的大事，即基督再临以及神的国在地上建立——而

兴趣中心的这一转，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很清楚，让我们感

兴趣的，是人死后发生在意识全存的人身上的事，而不是发

生在他身体上的事。转变了的体系采纳了外来的柏拉图概念，

这些概念主要是在第 3 世纪的亚历山太城（Alexandria）被引

入的；该体系将灵魂不死这个（对于希伯来人来说的）异族

概念强加到原本的信仰上。这就为“‘离去的灵魂’在人死亡

的那一刻就处于有意识的福乐之中”留出了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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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将来复活的整个概念，就算不是全无必要，也成

了旁文剩义。对新约末世盼望的击打，再没有比这更致命的

了。 

  

对圣经的不公正处理 

努力将流行的体系读进新约书卷，需要对两三段经文做

些很不公正的处理，而这两三段经文就是最有可能被改变以

迎合传统信念的经文。因为无论如何，我们的信念都必须有

圣经章节的支持！可是，要在合理解释的原则内做到这一点

是不可能的；然而承认这一事实，又会将我们置于一个艰难

的境地，即不得不承认我们一直所信的并不属于基督教。面

对这个左右为难的窘境，“去除圣经神话成分”学派的学者们

声称，各末世体系无好坏之分。它们都是“神话”，不管它们

是在新约之内找到的，还是在新约之外找到的，在我们死后

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上，它们都没有提供从神而来的权威

声明。然而，对于那些确信保罗的观点源自（正如他所宣告

的）耶稣的灵的人来说，这种遁入不可知论的做法根本不能

令人满意；而到了这一地步，我们就别无他途，只有摒弃传

统观点，以保证保存在新约中的原基督教教导的安全。教会

历史表明，在许多派别的信徒中，总有少数认真的人选择了

这条道路，哪怕主流思想坚持着它的传统。选择使徒信仰而

非后来的传统，这个挑战摆在每一个信徒面前。 

几乎人人都认为，基督教教导死人在死亡的那一瞬间就

意识全存地与神同在；而支持这种观念的理由通常以腓立比

书 1 章 23 节为基础。在经文中，保罗发现他处在两难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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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希望继续与信徒待在一起，同时他也渴望离去与主同在。

证实既定传统的证据在哥林多后书 5 章。保罗在那里表达了

“离开身体与主同住”的愿望（林后 5:8）。如果不看这些经

文紧邻的上下文，以及更广阔的整个旧约、新约背景，它们

无疑能够被用来支持流行的观点。然而，进一步的观察会展

示出，整个做法的基础有多么地不牢靠。首先，无可否认的

是，新约处处都在竭力追求基督复临以及忠信之人复活，而

复活总是被置于那个伟大的日子，并且被认为是所有圣徒的

集体复活。保罗有一个精确又简单的复活体系：“在基督里众

人也都要复活……是那些属基督的”（林前 15:22-23）。在帖撒

罗尼迦前书 4 章，他论述了那些据说是“睡了”的基督徒的情

况，并借此安慰众信徒；其中“睡”这个词——如果他认为

他们已经意识全存地与主幸福同在的话，那么他用的真是太

特别了！还活着的基督徒不需要悲伤，因为所有人都会在将

来复活的时候重聚。然而今天，若在相似的情景中，教会受

到的安慰会是，死人已经活着与神同在了。 

事实是，与此类似的话，保罗一句也没有说，这一点只

能表明，两种体系之间是有差距的。对于当代教堂信徒来说，

将来的复活顶多只是事后才想到的补充之物，如他所认为的，

所有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事情都已经在死亡时发生了。 

  

保罗说的是什么意思？ 

那么保罗在腓立比书 1 章 23 节所说的“离世与基督同在”

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只读这一节经文，而不看哥林多前书 15

章，帖撒罗尼迦前书 4 章，以及保罗在同一封书信中后续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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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腓 3:11-21），那么我们确实可能会得到这个印象：保罗期

望死亡时立刻与基督同在。但是这与他的整个思想是矛盾的，

他的思想，正如我们所发现的，在其他经文中解释得非常详

尽。庆幸的是，这封书信后来澄清了保罗的真正目标：“我也

许可以从死人中复活……我们……切望救主，就是主耶稣基

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改变我们这卑贱的身体，和他荣

耀的身体相似”（腓 3:11, 20, 21, 新译本）。毋庸置疑，他在这

里除了基督回来时被复活以外，再不知道别的目标了。因此，

将他关于“离世与基督同在”的话理解为完全不同的志向，

是很不公平的，因为这个志向不需要复活，从而与他对末日

的渴望迥然相异。流行的信念暗示，没有复活，基督徒也能

够完全活着与基督同在。这就意味着死亡并不是真正意义上

的死亡，而是生命在另一个领域里的延续。这样的话，从死

里复活就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保罗在腓立比书 1 章 23 节

中说的“离世”，就是他通过死亡和随后的复活而与基督

同在。 16  因为对于临死之人来说，他们接下来意识清醒的那

一秒，会是复活时他们活过来的时候。离开这一生，就意味

着在基督再临时与基督同在。 

如果我们现在考虑他所说的关于“离开身体，与主同在”

的话语，我们就会发现，它所在的上下文肯定也指未来的复

活，而不是任何紧跟着死亡发生的、想象出来的居间状态，

因为它与哥林多前书 15 章（写作日期只比腓立比书早 1 年）

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一点能够从保罗的总括性声明中清

                                                 
16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４章 16 节、17 节中，保罗描述了我们如何

“与主同在”——通过基督再临时的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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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地看出来，保罗以这段声明为开场白，来描述获得“灵性

的身体”这个基督徒盼望：“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

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

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所以，我们不丧胆”（林后 

4:13, 14, 16）。这些话应该警告我们，不要努力将一些脱离复

活的未来状态的概念读进保罗随后的讨论。在哥林多后书 5 章

与哥林多前书 15 章之间，有 3 个明显的关联点，如果它们被

注意到了，那么人们就不可能坚持说，保罗在讲两个不同的

终点。两段经文的第一个共同特点是“穿上不死的生命”这

个概念。哥林多后书 5章 2节、4节：“我们在这帐棚里叹息，

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我们……并非

愿意脱下这个［即：脱离了身体］，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

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 

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 15 章 53-54 节表达了完全相同的

观点：“这必死的总要变成（“变成”原文作“穿”）不死

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第二点，两段经文都讲了主从天上（不是“在天上”）降

临，带来拯救。哥林多后书 5 章 2 节：“我们……深想得那从

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哥林多前书 15 章 47 节：“第

二个人，即基督，是从天［而来］的主。” 

第三点，必死的生命被不死的生命取代。哥林多后书 5 章

4 节：“我们……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

哥林多前书 15 章 54 节：“这必死的既变成（“变成”原文作

“穿”）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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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关联点使用了相同的语言，因而毫无疑问地排除了

“保罗头脑中有两个完全不同的事件”的任何可能性——更

别说他是写给同一群人的，而且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写的。说

哥林多后书 5 章指死亡的那一刻，指每个人在死亡时独立地获

得不死的生命，这种做法，就如 J.A.T.罗宾森所说，“与哥林

多前书 15 章是断然相反的”（《末了，神》，第 106 页）。时候

真的已到，我们需要停止让保罗自相矛盾，需要承认，在死

后之生命这个核心问题上，保罗所写的所有内容，从前至后，

都是高度连贯、高度统一的。 

  

保罗的末世论的统一性 

我们将保罗书信中的五段相关经文整理出来，将它们做

成一个复合版本，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完整地展示出保罗关

于信徒未来生命的思想的统一性。这会加强我们已经得出的

印象：他所寻求的只有一个目标——在基督复临的时候所有

的忠信之人复活。那一刻对于所有新约作者来说都是决定性

的。保罗的观点可以描绘如下（强调部分是为了让读者注意

他的思想的统一性）。保罗对未来的盼望的基本宗旨是这样的： 

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

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

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

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所以，我们

不丧胆……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

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属于即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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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之时代的。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棚若拆

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适合

［即将到来之］时代的房屋。我们在这帐棚里叹息，

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林后 

4:13-5:2）。我们……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

上降临（腓 3:20）。第二个人是从天上来的主（林前 

15:47）。我们心里叹息，等候我们的身体得赎。现在

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

了。因为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罗 

8:23, 18, 19）；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

同得荣耀（罗 8:17）。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

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西 3:4）。

我们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

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林后 5:4）。我们不是都要

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

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林前 15:51, 52）；在基督里众人

都要复活，就是在他来的时候，那些属基督的（林

前 15:22, 23）；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

的，因为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变成”原

文作“穿”）（林前 15:52-53）。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

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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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帖前 4:16, 17）。

我们坦然无惧，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林后 5:6-

8）；与你们同生同死（林后 7:3）。我情愿离世与基

督同在（腓 1:23）……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

（腓 3:11）。 

从这些经文中，我们会看出，保罗期待着在复活的时候

与基督同在，而不是在此之前。恢复圣经计划将会消除不必

要的矛盾，即那些因为我们努力将传统信念强加给圣经而造

成的矛盾。首先，复活将意指死人从死亡到生命的真正的转

变，而未来那个伟大的事件也将再次获得它在基督教思想中

的中心位置。第二，每个人将会被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个体，

而不是一个在死亡时失去其身体的灵魂。这样，希腊概念的

毒素就可以从当代基督教观念中被清除。第三，对基督回来

的热情，也就是所有新约作者所共有的热情，将会恢复其强

度。那种热切的期盼已经被传统思想极其成功地消散了，因

为传统思想强调对新约作者来说无足轻重的死亡时刻，结果，

基督教的未来观在教会信众中几乎已无人知晓。最后，我们

不需要扭曲新约的个别经文以迎合非圣经的传统。 

  

哥林多后书 5 章详解 

保罗谈论的主题是信徒复活这个前景。他一开始先给出

一个总括性声明来概括他要考虑的话题：“那叫主耶稣复活的，

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

面前”（林后 4:14）。论证接下来继续以这个核心盼望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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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不丧胆”（16 节）。然后，保罗将我们现在这身

体所经受的短暂的痛苦，与基督复临时所赐下的复活生命的

荣耀做了对比。在保罗的一个受人喜欢的主题上，明显地有

一种强调色彩：“现在这罪恶的世代”（加 1:4）对比即将到来

的弥赛亚时代（提前 4:8）。与即将到来之时代的荣耀相比，

我们现在的苦难是短暂的，微不足道的（林后 4:17）。〔英皇

钦定本圣经的“永远的”（eternal），译自希腊语 aionios，它应

该被译为“与即将到来之时代相关的”，《基督教用词》，第

455 页〕现在看得见的事物是短暂的；看不见的事物是属于即

将到来之时代的（18 节）。如果我们现在这属土的房屋（身体）

在死亡时被毁灭，我们就会有一个新的身体等着我们——这

个盼望一定会实现。新身体会适合即将到来之时代的生命

（11 节）。我们渴望基督从天降临的时候穿上它（2 节）。到那

时我们就不会赤身（即：在死亡中；比较：种在地里的种子，

期待着复活，林前 15:37）。我们不希望没有身体，而是希望

在复活的时候穿上不死的生命，到时候死亡就会被生命吞灭

（3节，4节）。圣灵是所应许之不死生命的凭据（5节）。我们

知道，只要我们还在我们现在的身体中，我们与主就是相分

离的（6 节）。我们的盼望是，离开我们在这个身体里的家，

进入我们与主同住的家（8 节）；也就是说，将我们短暂的身

体转换成基督复临时所获得的荣耀的身体；因为在基督到来

时，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显露在他的审判台前（10 节）。 

整个论证用对比来讲我们现在的状态：将我们现在的状

态与将来那时的状态对比。现在与基督复临之间的间隔期，

只有在一个人活到基督到来的情况下，才是有关系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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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态没有被保罗考虑，因为，如 F.F.布鲁斯所说的，“他不

可能想象人在一种脱离了身体的状态下意识全存地存在”

〔《德鲁讲座：论不死》，《苏格兰神学杂志》（Scottish Journal 

of Theology），第 24 卷，4 号，第 471 页〕。作为一个脱离了身

体的灵魂而活着，这是他避之不及的事！ 

因此，就在我们的传统框架将自身建立在人死亡时脱离

身体而活这个盼望上的时候，圣经却只对这种状态提过一次，

并且认为它是不可思议的，从而拒绝了它。我们的错误在于，

阅读“离开身体，与主同住”的时候，以为它的意思好像是

“离开身体，因而脱离身体，与主同在”。然而，如果我们看

一看保罗著作的其他内容，我们就会发现，他只期望在基督

复临的时候通过复活与主同在（帖前 4:17）。对于保罗来说，

离开身体意味着在新的身体里与主同在。“与基督同住”（8 节）

明显地指身体的状态，因为整段经文都用住所、居所，以及

帐棚来比喻身体，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论证。因此，保罗所想

的，是旧的换成新的。“在那日，我们必要像他，因为我们必

要看见他本来是怎样的”（约一 3:2，参新译本）。与基督相聚，

必须等到“那日”。 

  

腓立比书 1 章 21-23 节 

人睡了，接下来会在复活时醒来，这个框架很简单，也

只有它才合理地解释了圣经文献（关于早期教会历史的著作

充分地证实了这一点）；而当这一点被看出来时，腓立比书 1

章 21-23 节就很难被用来支持死后立即与基督同在的概念。只

要人们明白，对于那些睡在死亡里的人来说，时间的流逝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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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无关紧要，那么这几节经文所造成的任何问题都会迎刃而

解。在复活时醒来的信徒对死亡与复活之间的间隔期是没有

感知的。 

在腓立比书 1 章 21 节，保罗思考了他自己的死亡：“在我

看，死去也是赢得。”（吕振中译本）他想的自然是立刻与基

督同在。因为对于临死之人来说，他死亡时闭上眼睛，紧接

着，就是最后一次号筒的响声。他体会不到死亡与他的目标

即复活之间的间隔期（腓 3:11）。然而，我们必须和奥斯

卡·卡尔曼一样，坚定地主张，死人仍然“在时间里”（《灵

魂不死还是死人复活？》，第 49 页）；“否则，”如卡尔曼补充

的，“帖撒罗尼迦前书 4 章 13 节以及其后经文中的问题就是毫

无意义的”。虽然死人仍然“在时间里”，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意识不到从死亡到复活之间的间隔期。从这个角度来讲，

并且只有从这个角度来讲，临死的信徒才能从现在这个时代

跨入随基督复临而来的神的国。 

如果当代信徒能和保罗一样，对未来有着清晰的图画和

信心，那么他们就不会受诱惑，将一个意识全存的复活前状

态的概念读进他的著作中了。对于保罗以及早期教会来说，

在基督复临时复活得生命，是唯一的目标。他所盼望的“与

主同在”，以及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 4 章中所描述的领他来到

基督面前的事件——“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帖前 

4:17），就发生在那个时候。 

有些当代注释家知道，作为脱离身体的灵魂而活着的生

命对于保罗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就在情急之下，无视他在哥

林多前书 15 章的启示是神的启示，也不顾它是在很短时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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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才写下的，就推出一个应对之法，说在哥林多后书 5 章中，

使徒推翻了他在哥林多前书 15 章中的整个末世框架。他们提

出，在哥林多后书 5 章中，他期待死亡时获得新身体，并非基

督复临时。然而，这样的“解决之道”显示出，他们渴望不

惜一切代价地保持传统：死人意识全存地存在着，而不是在

基督复临时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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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 

以及十字架上的强盗 

  

在圣经经文中，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最能被融入流行的

教导，即刑罚与奖赏在复活之前就施予死人的教导。然而，

恶人命运已定，而他们在审判之前就要受刑罚，这种概念已

被声明是不合逻辑的。除了复活以外，圣经没有给任何人赐

下不死的生命，也没有将任何死人交付审判（约 5:28, 29; 启 

20:11-15）。G.E.兰德指出，“在这段经文［财主与拉撒路的比

喻］中，有一个教导与圣经关于居间状态——审判与赏赐在

死亡后立即发生——的整个教导是矛盾的。在其他地方，审

判总是发生在基督再临的时候”〔《末后之事》（The Last 

Things），第 34 页，强调部分是我加上的〕。 

  

非圣经的假设 

事实上，拉撒路和财主的故事可以从两个完全不同的视

角来看。一切都依赖于给这段有趣的经文加上了什么样的假

设。尽管耶稣借用了当时法利赛人的一些术语，但他并不是

真的支持法利赛人在希腊思想的影响下而信奉的非圣经资料。

我们理解这个比喻的时候，坚信——旧约让我们坚信——

“hades”不是恶人的灵魂现在受痛苦的地方，而且没有了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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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意识全存的人类灵魂，对于圣经作者来说是不可思议

的。但“hades”在将来可能会成为一个刑罚的地方（诗 9:17）。 

“有一个人……”，这开头的话让我们想起浪子的故事以

及不义管家的比喻，它们都以相同的话开头，而且这话还提

醒我们，我们读到的是一个道德故事，而不是直接讲论末世

论的语段。F.W.法勒（F.W. Farrar）说：“以一段公认的在犹太

比喻中常见的话为基础，去证明一个重要的神学信条，这是

让人难以置信的。”〔《史密斯圣经词典》（Smith’s Dictionary of 

the Bible），第 2 卷，第 1038 页〕 

G.M.格沃特金（G.M. Gwatkin）在《属灵事物的眼光》

（The Eye for Spiritual Things），第 41 页中写到了这段经文：

“我想提醒一下你们，比喻是比喻，不是不折不扣的事实。

它适合于我们的主想要教导的功课，但是我们不能理所当然

地认为，他想要教导所有他似乎在说的东西，例如，在乐园

里，我们会坐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一位希伯来语钦定讲座教

授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若是假设我们的主在这里的目标是给

出居间状态的信条，那就完全错解了这个比喻”〔C.H.莱特

（C.H. Wright）博士，《居间状态》（The Intermediate State），

第 278 页〕。 

已听从这些警告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在关于未来刑罚的

教导上，法利赛人已经彻底变革了旧约的思想，因为他们吸

收了柏拉图的哲学，而同样地，我们自己的神学也有大量内

容根源于它。有几卷次经和伪经表明，圣经的“sheol/hades”

已经变成了热闹的、脱离身体之灵魂的住处，与旧约对坟墓

的描述完全相反；旧约是这样描述坟墓的：“在那里，没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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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传 9:10），在那里，

死人下到寂静之中，“毫无所知”（传 9:5），“睡在尘埃中”

（但 12:2）。 

法利赛人将“sheol/hades”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容纳义人，

他们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另一部分容纳恶人，他们经受

“咒诅、鞭打，以及痛苦”（以诺一书 22:9-13）。路加福音中

的比喻与法利赛人的教导在语言上有着清晰的关联点。然而，

尽管这个比喻借用了法利赛人的措辞，但它根本没有明确地

声明，22-26 节中所描述的奖赏与刑罚的情形发生在复活之前。

虽然这个故事可以被解释得符合人死亡时立刻活着的柏拉图

体系，但是有一点非常值得重视，那就是，拉撒路和财主没

有被看作脱离了身体的灵（spirits）或灵魂（souls ）；相反地，

若读者心中带着圣经框架来读这个比喻（至少 19-26 节），那

它也是非常令人满意的。因此，我们不需要说，耶稣让他的

故事“迎合”法利赛人关于死后之生命的信条。事件的确切

安排无论如何都无法在一个比喻中展示出来。比喻的目的是

别的东西。关于人死后会发生什么事，圣经在别处给出了那

么多清晰的指示，既然这样，那么单单以这个故事为理解此

事的基础，就几乎是没道理的。 

  

弥赛亚的筵席 

如果我们心中带着圣经末世论来阅读的话，我们就会领

悟到，下面这两个情景有着相似之处：那个穷人被带到亚伯

拉罕的怀里；众天使在基督复临时将忠信之人招聚到神的国

中，到弥赛亚的筵席中（太 24:31; 路 14:15）——在那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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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所有的忠信之人一同坐席

（太 8:11）。这个奖赏被耶稣放在“义人复活的时候”（路 

14:14）。以这个故事为基础，提出路加现在将这个奖赏放在了

死亡的那一刻，是不明智的做法。财主被埋葬，接下来是他

“举目望见”（这有没有可能是含蓄地指复活时睁开眼睛？），

再接下来是他在火焰里受痛苦（路 16:24）。这里，它让我们

想到，“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

国里［基督复临时］，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

齿了”（路 13:28）。也许，就连 23 节也没有清楚地声明，那痛

苦是在“hades”遭受的，尽管它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因

为，引人注意的是，有些圣经，包括武加大译本（Vulgate），

将“在‘hades’”与“被埋葬”连在一起，然后从“他举目望

见……”开始了新句子（即“et sepultus est in inferno.Elevans 

autem oculos suos…”）。若是按照这种理解，经文中就没有任

何东西暗示，“hades”是一个受痛苦的地方。 

然而，即使痛苦与“hades”有关，那这也可能指火湖，

第二次的死，一个受刑罚的地方（启 20:14）。在那段经文中，

第一次的死和“hades”被扔在火湖里，那火湖就被称为第二

次的死。尽管永远的痛苦没有被谈及，但第二次的死与第一

次的死不同，它的确是一个与痛苦相关的受大惩罚的地方

（启 14:10; 20:10）。很可能耶稣暗指第二次死亡的“新

‘hades’”，即死人的新世界，它与第一次死亡的“hades”截

然不同；第一次死亡的“hades”在整个圣经中都是一个安息

且寂静的地方，好人与坏人都在那里，而且那其实也是耶稣

本人死亡时所去的地方（徒 2:31）。“当死亡与‘hades’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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扔进火湖的时候，一切死亡就被消除了（启 20:14）”，这种说

法并不是很准确，因为火湖本身就被称作第二次的死（启 

21:8），因此，死亡以新的形式存在，是一个燃烧的地方。 

  

诗歌意象？ 

当然，将死人之间的整个对话理解为诗歌意象，也是非

常合理的。这诗歌意象就类似于以赛亚书 14 章 11 节所在的那

段经文，在那里，死人对彼此讲话。没有人需要按字面意思

来理解那些“被杀的”来去走动并讲话！无论如何，我们的

比喻没有向柏拉图观点，即人作为脱离身体的灵魂继续活着

的观点做出任何妥协，即便它为了让人印象深刻而借用了法

利赛人的语言。 

最引人注目的是眼睛、手指以及舌头的动作，它们表明，

经文在此没有暗示他们作为脱离身体的“灵魂”而活着，尽

管传统神学几乎总是求助于这个故事，把它作为人死后之状

态的信条的基础。无论怎样，有人相信财主真的能够在天堂

与亚伯拉罕交流吗？完全地按字面阅读这个故事，反而证明

出很多东西！ 

在我们这时代，人们广泛使用这个比喻来教导，奖赏和

刑罚在人死后会立即执行，这种做法反映出末世图画在希腊

哲学的影响下所产生的重大转变，而这一转变早在第 2 世纪时，

就开始影响基督教教会。我们再次回到卡农·高治的名言上；

他认为，罗马与希腊思想渗入基督教教会，意味着“一场灾

难，教会从未从其中恢复过来，无论是在教义方面，还是在

实践方面”。对基督教未来观的改变，包含着一个危险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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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破坏复活与基督复临这个信条。将圣经计划中发生在

复活与基督复临后的事件“前置”，此举最终造成新约的末世

框架栋折榱崩，而神的国这个基督教信息的最核心之处也因

此遭受重重一击。现今，把未来的末世事件调换到现在的同

一倾向，又以 1914年基督复临（1914 Parousia）的形式出现在

宗派神学中，而在一些福音派圈子里，形式是灾前被提论

（pre-tribulation rapture）。17  灵魂在人死时继续活着的信条属

于同一类理论。自由派人士的倾向也是如此，他们一直认为，

神的国只是一个现在在信徒“心中的统治”，而不是按新约所

说的，主要为一个在基督复临的时候才显现的末世国度。不

管是哪种情况，复活这个核心信条都遭受了攻击（就如同保

罗那时的情况——林前 15:12; 提后 2:18），而与它一起受攻击

的，还有弥赛亚再来以建立他的国度这个信条。 

  

十字架上的强盗 

在路加福音中，有一节经文会被人拿来做证据，证明耶

稣期待他自己和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在被钉十字架的那一

天，都立即待在天堂。然而这种解释所存在的难以解决的问

                                                 
17 比较：提摩太后书 2 章 18 节。相似地，在那里也有人试图将末

世的未来转移到现在。 

译者注： 

（1）1914 年基督复临：耶和华见证人声称，基督已经在 1914 年

以不可见的形式来到。 

（2）灾前被提论：持该理论的人认为，耶稣会在大灾难之前就出

现在空中，将教会从地上提走，并与教会一同返回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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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却很少有人考虑。艾伦·理查森（Alan Richardson）提醒

人们，在理解这节经文时不要违背新约的总观点〔《新约神学

概论》（Introduction to New Testament Theology），第 346 页〕。 

E.厄尔·埃利斯（E. Earle Ellis）也警告我们，常见的解

释“不符合耶稣在其他地方的教导，也不符合新约关于人、

关于死亡的总观点”〔《新世纪圣经注释·路加福音》（New 

Century Bible Commentary on Luke），第 269 页〕。接下来，他

正确地建议我们查阅路加福音 20章 27-40节，那段经文表明，

亚伯拉罕死后的生命依赖于他将来的复活。根据我们的译本，

耶稣对那个强盗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

了。”我们真的能够把它理解成基督给那个强盗在天上提供了

一个位子吗（据说只有基督一个人到了天上，来 4:14）？—

—这个位子是在复活以外另外给他的，况且他比所有的忠信

之人，包括大卫，都要早，但在使徒行传 2 章 34 节中，大卫

“并没有升到天上”。耶稣自己真的期待着在那天就与父同在

吗？他不是对犹太人说过，“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

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太 12:40）吗？根据彼得所

引用的、关于他的死亡的预言，他待在“hades”，直到复活的

时候（徒 2:31），那么他如何能够在被钉十字架的那天就在乐

园里呢？即使在星期天，也就是他复活的那天，他都还没有

升上去见父呢（约 20:17）。18  

                                                 
18  乐园在“hades”的说法没有圣经经文的支持。把乐园的地点放

在“hades”，就意味着耶稣和那个强盗一起待在那里，但是都死了，

而且他们只在一起待了三天！在耶稣复活的时候，耶稣就将那个强盗

留在了乐园中，因为只有基督被复活了（林前 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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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持传统框架完好所做的努力，包含着一些有问题的

解释。有人提议，此处的乐园不在父那里，而是在死人的世

界中。但是圣经的乐园不在地心，而是在恢复了的伊甸园中，

生命树就在那里：“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

给他吃”（启 2:7; 22:2）。没有人会提出，生命树正生长在死人

的世界中！ 

耶稣给那个强盗的应许所引发的难题，其答案很可能在

路加福音 23 章 43 节的标点上。隔行对照直译本圣经

（Interlinear Literal Translation）的编辑乔治·R.贝里（George 

R. Berry）写道：“希腊文本中没有关于标点的权威标法。”此

处被译为“今日”的希腊语副词，在七十士译本和新约中出

现了 221 次。其中有 170 次，这个副词都跟在它所修饰的动词

之后，而且常常与庄重的声明连用；因此，在旧约中，我们

看到：“我今日吩咐你/你们”；“我今日向你/你们作见证”。这

样的例子有：申命记 6 章 6 节，8 章 11 节，10 章 13 节，11 章

8 节、17 节、23 节，13 章 8 节，19 章 9 节，27 章 4 节，31 章

2 节。因此，我们给路加福音 23 章 43 节用下面这种标点是合

情合理的：“我今日实在告诉你：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保

罗在使徒行传 20 章 26 节中使用了相似的措辞：“我今日向你

们证明……罪不在我身上（原文作“我于众人的血是洁净

的”）。”几个相对较早的抄本在路加福音 23 章 43 节中的逗号

标法确实与我们提出的标法相同。19  

                                                 
19 由威廉·米夏埃利斯（Wilhelm Michaelis）翻译，克勒纳出版社

（Kröner Verlag）出版的《新约》（Das Neue Testament）（1934）这样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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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那个强盗的请求，耶稣的回答用这种标点就非常

通顺了。他请求过耶稣，当耶稣进入他的国度（的权能）时，

也就是他复临时，他的国度在荣耀中显现时，要记念他。主

的坚定回答不仅仅是满足了强盗的请求；他甚至在他的国度

到来之前就向他保证，他在那一天一定会被记念。他的确会

在未来国度的乐园中与耶稣同在。 

  

约翰福音 11 章 26 节 

耶稣在约翰福音 11 章 26 节中宣告，“凡信我的人必永远

不死”。他的这句话有时候会被人用来证明，死人肯定立即就

来到神的面前。但是，这样翻译的话，这个声明与它前面的

话就是矛盾的：“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另外，

在约翰福音 5 章 24 节，耶稣说，信的人会拥有即将到来之时

代的生命，20  但是这并没有将末日复活的需要排除掉：“因为

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即将到来之时代的生命，

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约 6:40）。末日复活与即将到来

之时代的生命关联在一起。复活的主题在 39 节、44 节、54 节

中像副歌一样反复出现。约翰福音 5 章 29 节清楚地教导，人

                                                 
道：“耶稣对他说：‘我今日实在告诉你，你总有一日会同我在乐园里。’

‘今日’可能属于这个句子的第 1 部分。” 

20  钦定本中“永生”一词的准确翻译是“即将到来之时代的生命”。

参巴拉特（Barratt），《约翰福音》（Gospel According to John），第 26 页，

第 179 页；文森特·泰勒（Vincent Taylor），《马可福音注释》

（Commentary on Mark），第 426 页；奈杰尔·特纳，《基督教用词》，

第 455 页及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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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复活出坟墓，拥有即将到来之时代的生命。考虑到这些经

文，我们提议，约翰福音 11 章 26 节应该按字面翻译〔赞同

A.H.麦克尼尔（A.H. McNeile）的意见，《从圣徒保罗的教导

看新约教导》（New Testament Teaching in the Light of St. Paul’

s），第 268 页〕：“凡活着又信我的人，必定永远不死”——永

远，即 eis ton aiona，在（即将到来的）那个时代中。在 8 章

35 节中也有相似的用词：“在那个时代中，奴仆不待在家里”

〔“在那个时代中”：“eis ton aiona”；钦定本圣经译为“不永

远待在”〕。21  

  

复活之前就活着吗？ 

另外还有三段圣经经文，有时候也会被人提出来，以支

持死人在复活之前就活着的观点。撒母耳记上 28 章中有一个

片段，讲的是所谓的撒母耳在他死后显现的事情。但我们有

充分的理由相信，那个灵媒在一个邪灵的帮助下，能够假冒

撒母耳出现。既然主已经拒绝使用任何合法的途径与扫罗交

流（撒上 28:6），那么，假设主会使用已被他禁止的“可憎的

事”，会通过撒母耳来对他讲话，就根本讲不通。无论如何，

扫罗什么都没看见。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一个老

人……身穿长衣”的，只有那个灵媒。整个故事看起来像是

一场骗局，而且历代志上 10 章 13 节所给的评论，从其原文来

                                                 
21  或者说，那些据说永远不死的人可能是那些到基督复临时还活

着的人。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 4 章 15 节中对这些做了清楚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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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暗示出，扫罗所求问的是他熟悉的灵，而不是他所想的

撒母耳的鬼魂。而且撒母耳不是一个脱离了身体的灵魂。 

在耶稣改变形像的时候，摩西与以利亚显现，与耶稣在

一起。这件事被描述为一个异象（太 17:9），就像约翰在启示

录中尚未实现之事件的异象，不能被看作摩西与以利亚真实

地活着的声明。可以说，他们不可能在耶稣这个初熟的果子

之前被复活，得着不死的生命，而且希伯来书的作者认为，

所有的旧约信心英雄，包括摩西和众先知，都已经死了，没

有得着所应许的奖赏（来 11:13, 39）。耶稣改变形像被彼得理

解为关于基督复临的一个异象（彼后 1:17, 18）。 

人们有时候声称，耶稣与撒都该人之间关于复活的讨论

表明，耶稣认为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在复活之前就活着！

然而，这种说法没有抓住主的教导的要领。他的目标是指出

复活的绝对必要性。既然先祖们死了（并且仍然是死的），那

就必定有未来的复活，因为神不是死人的神，而是活人的神！

（太 22: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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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Hades”与使徒信经 

 

传统概念认为，“hades”（阴间）是人死亡时，死者的灵

魂受刑罚与奖赏的地方，而我们的目的是证明这个概念不可

能源自圣经。圣经的“hades”是在新约时代之后被改变的。

当时，那些宣称信基督教的人把它变成了一个与其身体相分

离的、死去之人的灵魂所待的地方。就这样，圣经的教导淹

没在希腊人关于人类本质的概念之中。 

证实这一点的证据很有意思，它存在于给所谓的使徒信

经（Apostolic Creed）原作所添加的文字之中。根据宾厄姆

（Bingham）的《基督教教会古史》（Antiquitie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第 10卷，第 3章，第 7节所说，“与其余内容相比，

‘下到地狱（Hell）’出现在信经中的时间没有那么早，也没

有那么普遍”。信经的最初形式以精确的顺序列出了主的死亡

与复活的情况：“他被钉十字架，死亡，被埋葬；第三日他从

死里复活。”在这个阶段，信经中没有提到“下到‘hades’”。

然而我们发现，在基督死亡近 400 年之后，阿奎莱亚信经

（Aquileian Creed）中用了“他下到‘hades’”，但这个信经中

却没有“他被埋葬”这一句。皮尔森主教（Bishop Pearson）

说：“我留意到，在阿奎莱亚信经中，这一条［他下到

“hades”］第一次被表达出来，而且这个信经中没有提到基督

被埋葬；因此，他们的信仰声明是这样表述的：‘在本丢·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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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多手中被钉十字架后，他下到“hades”〔inferno（拉丁语

“infernus”的与格形式）〕’；从此处可以看出，毫无疑问，虽

然罗马信经（Roman Creed）和东方信经（Oriental Creed）中

没有这些词，但是它们在‘被埋葬’一词里表达了这些词的

意思。所以，将这些词放在信经中的最初目的，似乎只是要

表达我们的主被埋葬了，或是表达他的身体下到了坟墓里”

〔《皮尔森论信经》（Pearson on the Creed），第 5篇，强调部分

是我加上的，由 H.康斯特布尔（H. Constable）在《阴间还是

居间状态？》（Hades or Intermediate State）中引述，第 323 页

及其后〕。 

因此，罗马信经中有“被埋葬”，但是少了“下到

‘hades’”，而阿奎莱亚信经包含“下到‘hades’”，却没有

“被埋葬”。这就意味着，在那个时候，“下到‘hades’”其实

就被理解为“被埋葬在坟墓里”。然而，一种新的概念，即灵

魂作为真正的人而不受死亡影响的柏拉图概念，在教会中越

来越流行。再一次地，蛇对抗神的话，危害了教会。“你不一

定死”这个谎言，不但成了“人天生不死”的口号，而且在

关于人类本质的复杂哲学的伪装下，偷偷摸摸地被引入基督

教神学中。柏拉图取代了圣经。奥斯卡·卡尔曼有一句名言：

“哥林多前书 15章成了《斐多篇》（Phaedo）的牺牲品。”22人

睡觉的时候，仇敌悄悄地来到。 

  

                                                 
22  译者注：《斐多篇》是柏拉图的一篇对话录，其主题为灵魂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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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胜利 

居间状态的信条迎合了人天生不死的概念，然后又被人

与圣经的复活信条混合起来。圣经说，“soul”去了“hades”

（徒 2:31）；而“soul”又不会死；所以呢，“hades”就不可

能是坟墓；那么去到坟墓的必然只有身体，而活下来的“soul”

就意识全存地去了“hades”（到后来，若死亡的是义人，

“soul”就去天堂）。这样一来，信条声明就必须被调整一下，

以反映新的信仰。所以，罗马人的声明就被添加到阿奎莱亚

关于“下到‘hades’”的表述上，然后，柏拉图获得了胜利。

西奥费兰科特（Theophylact）简练的一句话就将新神学做了

总结：“你会发现，”他说，“在‘Hades’（阴间）与‘Death’

（死亡）之间有些差别；也就是说，‘Hades’装的是灵魂，

而‘Death’装的是身体。因为灵魂是不死的”〔西奥费兰科特，

在《厄舍之答》（Usher's Answers）中引述，第 8 章〕。 

将柏拉图纳入基督——不包括洗礼——所产生的影响，

在 20 世纪的神学中随处可见。我们的目标一定要确定在恢复

圣经信条上，我们要将我们的思想转离柏拉图灵魂不死的谎

言，转向死人复活的真理。这样做，我们才会停止压制末世

计划，也就是充满我们新约文献的计划。 

圣经的“hades/sheol”（阴间）指死人的世界，“在那里恶

人止息搅扰，困乏人得享安息”（伯 3:17），死人“睡在尘埃

中”（但 12:2）23，而可怕的词“地狱”（gehenna）或“有火

                                                 
23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 D.E.H.怀特利（D.E.H. Whiteley）的评论；他

说，这只可能指无意识的睡眠〔《圣徒保罗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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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狱”（gehenna of fire；和合本：地狱之火），描述了恶人将

来受刑罚的地方，或是在基督复临的时候（对于那些到那时

还活着的人来说），或是在千禧年之后，复活受审判的时候

（启 20:11-15）。只要人天生不死的信念继续存在，学圣经的

学生就很可能全身心地信这一可怕的信条：对于那些不配进

入神的国的人来说，他们会意识全存地遭受无尽的痛苦。可

以肯定，那些不会进入第一次复活的人要受无尽痛苦的概念，

所依赖的就是灵魂不灭这个非圣经信条。24  

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博士（1882-1944）是坎

特伯雷（Canterbury）的大主教，他写道：“有一件事我们可

以自信地说：‘永远的痛苦’应该被剔除。如果人们没有引入

人类灵魂天生不灭这个非圣经的希腊概念，也没有心中带着

它去阅读新约的话，那么他们从新约得出的信念应该是彻底

毁灭，而不是永远受痛苦”〔《基督徒的信仰与生活》

（Christian Faith and Life），伦敦，SCM 出版社（SCM Press），

第 81 页〕。 

 

 

 

                                                 
Paul），第 266 页〕。但是但以理书 12 章 2 节肯定是表达圣经关于死亡

与复活的教义的经典经文。 

24  撒但、兽，还有假先知必定要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启 

20:10）。耶稣讲到“soul”会在“gehenna”中被毁灭（太 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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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古今学者的证言 

  

爱任纽与殉道者游斯丁被遗忘的正统信仰 

很少有人知道，最早的第 2 世纪希腊神学家们抗议居间状

态的非圣经观点，也就是已经在我们的神学体系中如此根深

蒂固的观点。灵魂能以脱离身体的形式躲过死亡，意识全存

地待在神的面前，并代表着真正的人，只是与他的身体分离

了，这种概念被殉道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和爱任纽

（Irenaeus）认为是危险的异教而拒绝。下面的节选说明了一

切。两位作者都抵挡了来自希腊哲学的攻击，以捍卫复活这

个圣经信条。 

 

爱任纽：《驳异端书》 

“有些被认为属正统信仰的人，越过了预先安排的义人

要被升高的计划，不理睬那管教他们的方法，就是为了不毁

坏的生命他们事先接受的管教方法。因此他们就接受异端学

说。因为那些异端分子……断言他们死亡时，立即就会进入

天堂。因此，那些拒绝接受整个人复活，并竭尽所能把它从

基督的计划中消除的人，对复活的计划一无所知。因为他们

不情愿去理解它。如果这些事情正如他们所说，那么主他自

己，就是他们声称所相信的主，就没有在第三天复活，而是

在他断气的时候就直接高高地升到天上，同时把他的身体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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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上。然而事实是，有三天的时间，主待在死人所待的地

方，正如约拿在大鱼的肚腹里待了三天三夜（太 12:40）……

当大卫预言到他的时候，他说：‘你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

阴间（坟墓）。在第三天复活时，他（主）对马利亚说：‘不

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约 20:17）……那么，

这些辩称……他们内在的人离开了这里的身体，升到极高的

天上的人，怎么可能不陷入困惑之中呢？因为，就像主‘行

过死荫的幽谷’（诗 23:4）——死人的灵魂所待的地方——之

后身体复活，然后在复活后被带到天上那样，显然，他的门

徒的灵魂也……会进入看不见的地方……并且在复活前都待

在那里，等着复活。然后就和主复活一样，他们接受他们的

身体，整个人复活，是整个身体复活，他们就以这样的方式

来到神的面前。正如我们的主没有立刻飞到天堂，而是等待

他复活的时间那样……我们也应该等待我们复活的时间。 

“因此，由于某些正统信仰人士的观点来源于异端论述，

他们不但无视神的宽免，无视义人复活的奥秘，而且也无视

地上的神的国，它是‘不毁坏的’的开端；通过这个国度，

那些配得的人将逐渐适应‘有份于神的本性’”〔第 5部，第 31

章，第 32 章，《尼西亚前教父》（Ante-Nicene Fathers），伊德

曼斯出版公司（Eerdmans），第 1 卷，第 560 页，第 561 页〕。 

  

殉道者游斯丁：《与特来弗对话录》 

“因为，如果你已经结识了一些人，他们被称作基督徒，

但是不承认复活的真理，并且胆大妄为地亵渎亚伯拉罕、以

撒和雅各的神，说没有死人复活，还说他们的灵魂在他们死



第七章 古今学者的证言 

75 

的时候被带到天堂，你不要认为他们是基督徒；这就和下面

的情形一样：如果一个人正确地思考它，他就不会承认撒都

该人（Sadducees），或者杰尼斯人（Genistae）、迈里斯人

（Meristae）、 加 利 利 人 （Galileans）、 希 腊 化 的 犹 太 人

（Hellenists）、法利赛人（Pharisees）、洗礼派人（Baptists）

这些类似派别的人是犹太人；他们只不过是被称作犹太人，

如神所宣告的，他们用嘴唇敬拜神，但是心却远离他。但是

我和其他在各个方面都思想正直的基督徒都确信，死人将会

复活，在耶路撒冷一千年，即要被重建、被装饰、被扩展的

耶路撒冷，正如先知以西结、以赛亚和其他先知所预言的”

〔《与特来弗对话录》（Dialogue with Trypho），第 80 章，《尼

西亚前教父》（Ante-Nicene Fathers），第 1 卷，第 239 页〕。 

  

众学者的证言 

在我们这个时代，神学博士艾伦·理查森的论述正反映

出这些早期信仰发言人的话： 

圣经作者们坚定地守着一个信念：万物的秩序

之所以存在，要归功于神的智慧和慈爱，因此从本

质上讲它是美好的。他们不可能设想，人死后的生

命，是脱离了身体而存在的生命（“我们被遇见的时

候不至于赤身”，林后 5:3），他们设想的，是一个再

生的生命，它处于身体和灵魂密切合一的新状态之

下，如他们所知，这是一个人类的生命。因而死亡

被认为是整个人的死亡，诸如“不受死亡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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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dom from death）、不灭（imperishability）或者

不死（immortality）之类的用语，只有被用来描述永

生的（eternal）或永活的（living）神这样的词所表

达的含义时，才是合理的用法，因为‘神是独一不

死的’（提前 6:16）。人本身不拥有不死的品质，但

是，如果他要胜过死亡的毁灭性力量，他就必须接

受这种品质，把它当作“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

的礼物，然后他把死亡像一件外袍一样撇开（林前 

15:53, 54）。正是通过耶稣基督的死亡与复活，人类

的这种可能性（提后 1:10）才得以出现，人类生命

通有的特征——败坏——被切实胜过的这个盼望，

才有了确据（罗 11:7）〔《圣经神学词典》（A 

Theological Word Book of the Bible），第 111页，第 112

页，强调部分是我加上的〕。 

弗洛伊德·菲尔森（Floyd Filson）警告我们，希腊哲学

是危险的。他坚定地说，它已经渗入了我们的神学，因此，

这应该是新约所谴责的情形。 

与新约有着基本亲属关系的，不是外邦的环境，

而是犹太的传统和环境……我们经常在我们的传统

信条与神学的引导下，按照外邦概念，尤其是希腊

概念的表述来思考。我们知道，还不到第 2 世纪时，

护教士们就开始想有条有理地证明，基督教信仰在

希腊哲学里是最完善的……人们倾向于将新约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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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堆表达外邦思想的文献，但是，要谨慎地研究新

约，就必须拦阻这种倾向。与新约有着亲属关系的，

主要是，也绝对是犹太教和旧约…… 

新约总是反对外邦宗教信仰与哲学，而且通常

都带着一种直截了当的斥责。从本质上讲，它与犹

太教对异教世界的控诉是一致的〔《新约与其环境的

对比》（The New Testament Against its Environment），

第 26 页，第 27 页〕。 

在死后生命上产生的根本混淆已经充满我们的思想，而

对此，保罗·奥尔索斯（Paul Althaus）博士在他的书《马

丁·路德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Martin Luther）〔费城：福

特勒斯出版社（Fortress Press），1966，第 413 页，第 414 页〕

中，描述得非常清楚： 

早期教会的盼望集中在末日的复活上。首次唤

起死人进入永恒生命的就是这次复活（林前 15; 腓 

3:21）。这次复活发生在人身上，而不仅仅是在身体

上。保罗讲到复活时不是“身体的”复活，而是

“死人的”复活。这种对复活的理解，暗示了对死

亡的理解，就是说死亡影响的也是整个人……因此，

原本的圣经概念已经被希腊的诺斯底二元论所代替。

复活影响整个人的新约概念，已经不得不给灵魂不

死让路。末日也失去了它的意义，因为最为重要的

东西，在末日到来很久以前，灵魂就已经收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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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的紧张感已经不再强烈地指向耶稣再来的那一

日。这与新约的盼望相差甚远（强调部分是我加上

的）。 

各类圣经专家都证实了我们的结论： 

驰名的《解释者的圣经词典》（Interpreter's 

Dictionary of the Bible）：“没有圣经经文认可人死时

灵魂脱离身体这一说法”（第 1 卷，第 802 页）。 

《如何享受圣经》（How to Enjoy the Bible），E.W.

布林格（E.W. Bullinger），论哥林多后书 5 章 8 节：

“有人挑取某些单词，既不管其使用范围和上下文，

又不顾本节经文中的其他单词，就把它们组织成一

个句子，并且对‘离开身体，与主同住’加以引用，

目的是要摒弃复活的盼望（这盼望是整段经文的主

题），好似这个盼望没有必要，好似没了它也能达到

‘与主同住’一样。这种行为简直与违法犯罪相差

无几。” 

《十字路口的家庭》（Families at the Crossroads），

罗德尼·克莱普（Rodney Clapp）（第 95 页，第 97

页）：“由于跟随了希腊与中世纪基督徒的思想，我

们常常把灵魂和身体分得泾渭分明，并且强调灵魂

会在人死后单独活下来。另外，我们倾向于相信，

脱离了身体的灵魂已经逃到天堂，进入了一种更舒

服的、完全活着的生存状态。我们错误地想象，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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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徒的盼望是个人的事情，是一件分离的灵魂飞到

天堂的事情。但这没有一样是古代以色列人的想法。”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我认为，说到已

经睡在死亡中的去世之人，圣经中没有什么地方比

传道书 9 章 5 节（‘死了的人毫无所知’）更具说服力

的了。去世的人对我们的情况和状态完全不知道—

—这证明向圣徒祷告以及炼狱这种虚构之物没有根

据。” 

约 翰 · 卫 斯 理 （John Wesley）， 卫 理 公 会

（Methodist Church）的创始人，《关于拉撒路的比喻

的讲道》（Sermon on the Parable of Lazarus）：“实际

上，大家普遍认为，好人的灵魂，只要一离开身体，

就会直接进入天堂；但是这种观念在神的话语中一

点基础都没有。相反，我们的主在复活以后，对马

利亚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 

雪利·格思里（Shirley Guthrie），《基督教教义》

（Christian Doctrine），第 378 页：（格思里博士是系

统神学教授，在哥伦比亚神学院就职。他的书被誉

为“经典教材”，而我们下面这段文字就来自这本

书。） 

“我们必须讨论一个观点，它没有足够认真严

肃地对待死亡，所以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看，它的

乐观态度是错误的……因为我们要批判和拒绝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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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看法，正好有很多人相信它是基督徒对未来的盼

望的基础……我们拒绝它，不是要摧毁永生的希望，

而是要捍卫真正的圣经的基督徒盼望……我们指的

是灵魂不死的信念。这个教义不是圣经作者们自己

教导的，而是普遍存在于古代世界［异教的］希腊

宗教和东方宗教里，而基督教教会则诞生于这个氛

围中。一些最早的基督教神学家受它影响，按照它

阅读圣经，并且把它引入教会的思想中。从此以后，

它便伴随着我们。加尔文接受了它，归正教会（the 

Reformed Churches）的经典宣言，威斯敏斯特信仰

宣言（the Westminster Confession），也接受了它。根

据这个教义，我的身体会死亡，但是我自己不会真

正死亡……这样，当我死去的时候，在我身上发生

的事情就是，我不死的灵魂会逃离我必死的身体。

我的身体死亡了，但是我自己却继续活着，并且返

回到属灵的领域里，我来自那里也真正地属于那里。

如果我们遵循宗教改革的精神，追求‘唯独圣经’

为我们的信仰基础，我们就必须拒绝这种传统的、

以灵魂不死为基础的、对未来的盼望……［死亡］

并不意味着我们不死的神性的那部分已经离开，去

到另外一个地方继续活着。它意味着生命已经离开

了我们，意味着我们的生命走到了尽头，意味着我

们‘死了，没了’。根据圣经……我的灵魂就像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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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一样，有人的本性，有人的特性，生命是有限

的——是必死的。它就是我身体的生命……如果我

们的希望是寄托在我们自身内在的不死的特性上，

那我们根本就没有希望。” 

罗伯特·卡朋（Robert Capon），《审判的比喻》

（Parables of Judgment）， 伊 德 曼 斯 出 版 公 司

（Eerdmans），1989，第 71 页：“我们讨论复活与审

判这个主题时涉及的最后一个神学问题。或许，让

我们把耶稣的审判看作是盛大的辩护圣礼的最大障

碍是，我们很不幸地对灵魂不死这个观念一直念念

不忘。这条教义是一个不属于希伯来思想的哲学大

包袱，自从教会踏入了广阔的希腊思想世界之后，

我们一直没能甩掉它。它，以及它连带的‘死后

［立刻］获得生命’的概念，带给我们的几乎什么

都没有，只有麻烦：这两个概念让我们无法认真地

接受死人复活，而死人复活则是审判的唯一基础。” 

厄尔·埃利斯（Earle Ellis）教授，《新约历史中

的 基 督 与 未 来 》（Christ and the Future in New 

Testament History）〔布里尔出版社（Brill），2000〕：

“认为本质上的人［灵魂/灵（soul/spirit）］会在身体

死亡后活下来的柏拉图观点，在历史上对路加的基

督论以及他关于救赎的神学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讲到末世论，它体现了一个柏拉图化了的基督徒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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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一种脱离时间与物质的救赎。然而路加恰恰相

反，他把个人的救赎（与毁灭），放在末日时人在时

间与物质维度里的复活上面。他强调耶稣被复活成

‘肉身’，并认为他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在

理解所有‘进入荣耀的’时，他就是模板。  

“人类学二元论（anthropological dualism）进入

早期教父（Patristic）教会的思想中，我想，这主要

是随着革利免（Clement）和俄利根（Origen）制造

出来的、宏大的基督教与希腊哲学之综合体而进入

的。它埋没了早期基督徒的盼望，也就是基督回来，

死人复活［并且神的国在地上建立］的盼望。但是

它不代表新约基督教的特征，而且只有当一个人带

着在雅典打磨过的透镜阅读路加福音——就像那些

基督教教父那样——的时候，它才会出现。 

“……虽然死亡并不意味着个人完成了救赎，

但是在死亡中，人仍然在基督的主权下，在他的看

顾下……（然而）尽管死去的基督徒仍然存在于时

间中，但是他们不计算时间。就他们的个体生命而

言，他们的死亡与他们末日的复活之间的间隔期，

在他们的意识中，是一眨眼的功夫。对他们来说，

伟大的、荣耀的、基督再临的日子，只是进入未来

的一刹那而已。这段‘居间状态’，是活着的人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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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的、与死去的人相关的过程，而不是死去的人所

经历的、与活着的人或与基督相关的过程。 

“那些带着在雅典打磨过的透镜的人——基督

教传统中有无数这样的人——他们看到的是一幅截

然不同的画面。他们假定，人的一部分，即灵魂，

不受制于生命的终止（因而它不是自然世界的一个

元素），但是在身体死亡的时候，它‘被分离’进入

无形体的极乐中，或者，有种变体说法是，在死亡

的时候就产生了复活，在这种复活过程中，肉体

（physical body）转换成一个已经在里面形成的灵体

（spirit body）。［这会完全破坏哥林多前书 15 章和其

他许多地方给出的计划和时间表。］  

“尽管这样的神学理论有许多传统根源和依附，

在我看来，它们严重地错解了保罗‘历史中的救赎’

的末世论。正是因为保罗认为身体就是人，人就是

身体，所以他坚持认为这个身体会复活，同时认定

复活发生在耶稣再临的时候，到时候整个物理宇宙

要经历改容改观而得到救赎，而个人的救赎与此相

连并且是它的一部分。信徒彻底改变了的有形的身

体，将要［在耶稣再临的时候］被神大能的、有创

造能力的话从世界上唤起，正如基督彻底改变了的

有形的身体，以及创世记造人时原本无生命的身体

一样。”（第 177 页，第 1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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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 

我们认为，被普遍接受的传统与圣经教导之间的区别，

是真理与虚谎的区别，是使徒们的教导与诺斯底主义

（Gnosticism）毒药的区别。25  如此广泛传播但又如此根本性

的一个错误，必然会对信仰产生有害影响。我们已经引用的

权威资料，以及由于篇幅原因而未能尽录的其他无数资料都

表明，我们的研究所提出的观点并非一家之言，而是受到可

信赖的圣经释经者支持的观点。时候已到，将当代宗教与新

约分开的教义鸿沟实在应该受到郑重地对待。 

显然，传统的神学观点，无论它们受大众支持的时间有

多么久远，它们都未必是可靠的新约教导指南。在有些群体

中，整个神学体系（包括信马利亚是女中保，完全活跃在天

堂）都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上：死人在天堂活着。然而圣经说，

大卫从未升到天上（徒 2:34），除耶稣以外再无人升到天上

（约 3:13），还有，旧约的英雄们“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

有得着所应许的”（来 11:13）。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圣经中所

记载的第一个谎言，支持的正是人天生不死。宣称“你们不

一定死”的，是蛇，撒但，而且这话与神的宣告“你［整个

人］必定死”（创 2:17）断然相反。向马利亚和圣徒所做的祷

                                                 
25  我们应该注意，保罗在给提摩太的第一封书信中，他针对那被

错误地称为“知识”（gnosis）的东西所带来的危险，特别提出了警告：

“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

听你的人”（提前 4:16）。“你要保守所交托你的，避免世俗的空谈和冒

称是知识［gnosis］的那种反调”（提前 6:20，新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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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根本不可能与使徒们的教导协调一致，因为按照新约，

她和他们现在都是无意识的，“睡”在死亡中，等候着第一次

复活（但 12:2; 约 5:28, 29）。 

如果有人反驳说，立即在天堂的应许比耶稣再来时复活

的保证更能安慰人，那么我们的答案是，从讲道台上发出一

个不以神的话为坚实基础的安慰，是徒然的。事实上，圣经

郑重警告，审判会落在所有不按照神的话讲话的人身上（耶 

23:16-18, 21, 22）。只有通过宣讲真理，传道人才有希望救他

自己或他的听众（提前 4:16）。而且毫无疑问地，后者最终会

感谢他们的牧师，感谢他告知他们，他们需要听到的来自圣

经的信息，与他们可能想要听到的信息之间，是有差异的。 

每一个追求基督教信仰之真理的人，都有义务牢记耶稣

那令人不安的警告：按照人类传统的条条框框拜他，而不是

按照神所启示的真理拜他，那么拜他也是枉然（太 15:9），因

为想靠近神的人，必须“借着灵按真理”（约 4:24，新译本）

去做。我们必须思考思考，我们的传统有可能已经遮蔽了复

活这个基督教核心教义，其实是遮蔽了整个的圣经末世论，

包括将要在复活之后创立的神的国。因此，我们呼吁大家，

为了圣经信仰能够得以恢复，重新研究一下这个极其重要的

主题。 

鉴于公认的教会历史事实，我们的任务很清楚：清除我

们传统教导中那些外来的概念，就是那些新约时代之后不久

就被接受了的，并且不属于纯正的圣经信仰的概念： 

在旧约与新约的书页中，从头到尾，神所启示

的真理之水都是清澈的，像一条壮丽的河流流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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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神是不死的，并且正是他自愿向人类提供，并

向信徒传递出他那神性的、不可毁灭的生命。 

但是，与这条河流并行流淌的，是异教哲学的

泥流，即：关于人类灵魂、关于神性本质的哲学—

—这灵魂，这本质是永恒的，在身体之前就存在，

并在身体死后继续存活。 

使徒们去世之后，两条河流便融合起来，成了

一片问题多多的混水。一点一点地，人类哲学的猜

测就与神的教导混合在一起。 

现在，福音派神学的任务就是：将两个互不相

容的成分分开，将它们分离，清除异教成分，恢复

圣经成分的价值。因为异教成分是个篡位者，并且

已经安安稳稳地坐在传统神学的中心位置，更因为

只有圣经成分才是真的，只有它才符合神的本质，

符合神的创造之物即人的本质。26  

 

  

 

                                                 
26  阿尔弗雷德·沃谢（Alfred Vaucher），《“不死”的问题》（Le 

Problème de L’immortalité），1957，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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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言 

 

 

“我的感受是，更多控制教会共识的，仍然是灵魂不死

这个基督教外概念，而不是忠实地聆听新约见证之后形成的

任何概念”〔尼尔·Q.汉米尔顿（Neill Q. Hamilton），“末

期的末后之事”（The Last Things in the Last Decade），《解

释》（Interpretation），4 月刊，1960〕。 

 

 

“基督教的人现在正在查问，那些已被人接受的、关于

人类的本质以及人类将来的刑罚的观点，是源自于哲学和传

统，还是源自于圣经。他们开始怀疑，现行神学的大量内容

都来源于人类的哲学。他们还开始怀疑，宗教思想领域里的

人物，就是那些他们曾经认为是属基督的，是他的先知以及

他的使徒的人物，其实是属邪灵的，是属柏拉图的，以及属

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根据柏拉图建立其神学的各种各样的教父

的”〔卡农·H.康斯特布尔（Canon H. Constable），《阴间，

还是人类的居间状态？》（Hades, or the Intermediate State of 

Man），1893，第 2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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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死亡并非意味着从一种模式转

入另外一种模式，而是意味着生命真正的消灭，意味着由存

在变成不存在。基督教的所有思想家一直都在努力地逃避死

亡即生命完全消灭这一概念。凡他们成功之处，复活几乎没

有任何意义”〔波多野 精一（Seiichi Hatano），《时间与永

恒》（Time and Eternity），1949，第 214 页〕。 

 

 

“我相信，关于死亡以及死后之事的问题，教会需要重

新抓住经典的基督教答案，因为这个问题如今（在世界以及

教会中）与其说不为人信，倒不如说不为人知……早期基督

徒的声音，并非人们不信，而是它根本就没有达于其耳”

〔N.T.莱特（N.T. Wright），《惊人的盼望》（Surprised by 

Hope），哈珀公司第一出版社（HarperOne），2008，第 xii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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