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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水源头
第 2897 号

1876 年 7 月 6 日都市会幕教堂周四晚间证道

约翰福音 4:11

“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

这是一个合情合理而又重要的问题。愿圣灵施恩，帮助我们能

正确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主跟这个妇人在井边谈话的大目标，不是

让她信服自己雄辩的能力，因为祂跟她说话，就像是人跟小孩子说

一般。许多证道结构煞费苦心，显然是为了展现传道人自己的能力。

但是，如果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真正的传道人之王，我们就不

会殚精竭力，我们会得到更好的效果，无需煞费苦心，只要讲出活

生生的真理，尽可能简单地讲出救恩的原委。

耶稣基督跟这个妇人谈话的唯一目标，就是领她得救。这也是

我讲道、写作的目标。还没有重生得救的朋友，如果你们赞同我的

这一目标，并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传道人向我的灵魂讲话，叫

我可以寻见基督”，那么天上的天使都会为罪人悔改归向主而喜乐。

我们救主为了得着这个妇人归向自己，付出的努力完全成功了。

祂正中目标，祂射中了靶心。祂只向这个妇人讲了一场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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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算不上一场证道，只是简短地跟她谈了一下，妇人就领受了活

生生的道！看哪！你们有些人从敬虔的父母、热切的牧师、教师或

者其他基督徒朋友那里，听到了许多充满感情的话。但是，目前为

止，他们还没有像拿撒勒的耶稣这一次这么成功。你听过许多讲道

——你都说不出听了多少——有些讲道对你产生了一些效果。但是，

到目前为止，你还没有被圣灵的剑杀死，也没有被赐生命的耶稣基

督唤醒。我盼望，主马上要做之前没有做的工，并且，随着你的责

任因为屡屡徒然听福音而累积，我认为你该更热切地向神祷告：“主

啊，愿这一次的讲道有效地对我说话！像你呼召撒玛利亚妇人那样

召我。当传道人讲话，我听你的道传讲出来时，求你施恩，向我的

灵魂启示耶稣，叫祂可以对我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祂。’”如果你

从心里这样祷告，我相信你会得到回应，同样，如同我已经说过的，

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你喜乐（路 15:10）。我们主目的在于，

通过直白地教导这个妇人，把真理加诸于她的良心，来让她重生得

救。让我们看看，如果我们也这么做，信靠膏我们主的那位圣灵，

是否会产生跟叙加井边同样的结果。

首先，我要讲解妇人发问之前的教导，这教导引发了她的问题；

然后，我要回答这个问题；最后，我要由此得出一些推论。

一、认识救主

首先，是什么让这个妇人问我们救主：“你从哪里得活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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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基督告诉她，如果她认识祂，她会求祂，祂也会赐给她活

水。这口井是雅各井，他们都在井边，可以看到井里，里面有水，

但是叙加的井不是“活水”的井。你很可能知道，这里译为“活水”

的词，指的是从泉源涌流而出的水。但是，叙加的井并不是这种井。

水是地表水，从临近的山上流下来的，地上的水，不是泉水。耶稣

基督看来是用这一事实来进行讲解：“井里的水是流进去，然后又打

出来的。但是，如果你求我，我会赐给你涌流的活水——充满生命

的水，跟井里的水很不一样，是从深处涌出的。”你们知道，这两种

水有什么不同。之前，我已经用威尼斯总督府院子里的两口井来举

例说明了。一口井有铜边，人们用小罐拴绳子打水，绳子把铜边磨

出了凹槽，井水是由泉眼涌出的，非常宝贵，因为是活泉的水。另

一口井，看起来跟我说过的那一口很像，一点儿都没有磨损。很少

有人从里面打水。原因是，井里灌满的是运进城里的水，是不流动

的死水，根本不是“活水”。耶稣基督跟妇人的谈话里，就用了这样

的例证：“你来这里打的井水，仅仅是流进雅各井的雨水罢了；但是，

如果你求我，我就会赐你好得多的水，有生命的水，这水对于你会

成为生命，在你里面会成为直涌到永生的井。”

妇人明白了这话，尽管一开始并没有明白其属灵含义。这个比

喻的属灵含义是耶稣基督本身有恩典，要赐给罪人，赐给向祂求恩

典的人。因为祂对妇人说：“你必早求祂，祂也必早给了你活水。”（约

4:10）主耶稣基督里，有深深的恩典之泉，一直在祂里面涌流。“因

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祂里面居住。”（西 1:19）一切的丰盛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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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住在祂里面。神赐圣灵给祂，是没有限量的（约 3:34）。在基督里，

绝不缺恩典的供应。祂里面，永远有丰盛的恩典，甚至几乎可以说

是过剩的恩典，涌流而出。祂要赐给的，就是这恩典。祂有这恩典，

不是给自己，因为祂不需要。祂本质就是全能，永受颂赞的，祂与

父神和圣灵同等，永远同在，本身无需恩典。祂所有的，是要赐给

人。祂来到这个世界，要开启向饥渴的灵魂分派恩典的渠道。

人们求，祂就把恩典都赐下——给求的人全能的恩典。人类的

功德无权要求这样的恩典，为着获得这样的恩典，也无需任何地上

的仪式。祂的施恩，概括起来就是这句话：“你必早求……祂也必早

给了你活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神”（雅 1:5）。

若有人缺乏赦免之恩，那就这样求吧。若有人缺乏任何对于他的洁

净、幸福、当下的生命或将来的生命所必需的东西，这些东西都在

基督里，求祂就可以得着。“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

岂不也把万物和祂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罗 8:32）

经文给你们没有重生得救之人的教导是，如果你得救，那么必

定是神的恩典。这恩典在耶稣基督里。这恩典加给耶稣基督，不是

因为祂自己需要，而是要让祂分发出去。祂确实分发出去了，凡向

祂祈求这恩典的人，都从祂领受到了。“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

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太 7:8）这恩典你领受了，

就会一直在你里面。这恩典不像你喝的普通的水，会喝完，而是会

活在你里面，成为活水的源泉，在你里面会有永远流淌的生命泉，

无论冬夏都不停歇，带着荣耀，让你明白，永生就是耶稣赐给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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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曾就此对父神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

基督，这就是永生。”（约 17:3）

二、妇人的问题

第二，我要回答这个妇人问基督的问题。

她问的是：“‘你从哪里得活水呢？’你如何获得水呢？如果你

有活水，你是怎么得来的？活水不在这口井里，即使在，你也没有

东西打水，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在属灵的意义上，这

个问题多么重大！主耶稣，我们听到你有丰盛的恩典，藏在你里面，

而你白白地将其赐给求你的人。但你从哪里得来的呢？你怎么就有

这恩典呢？这恩典通过什么方式藏在你里面的？“你从哪里得活水

呢？”我在问这个问题，此时我要请求每一个还没有重生得救，却

渴望与神和平的人，对自己说：“我现在要听听，基督如何能拯救。

我现在要弄明白，为什么祂是赐恩给罪人的。”亲爱的朋友，也许，

在你听道的时候，可以在基督里看见自己之前从未见过的某些东西，

信心几乎不知不觉地在你的灵魂里发芽。在你离开这个地方之前，

你可能就能够说：“我无法充分解释这个大奥秘，但我对主耶稣基督

的认识足以让我相信祂。我只能相信祂，因为我明白了祂如何有拯

救的大能。”

“你从哪里得活水呢？”第一个答案是，祂本性里就有。耶稣

基督能拯救，因为祂有神性。“在神，凡事都能。”（太 19:26）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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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就是神，所以在祂万事都能。“神就是爱”（约壹 4:8），耶稣基

督就是神，所以祂也是爱。神拥有万事万物，基督就是神，所以祂

拥有万事万物，白白地分赐给人。拿撒勒的耶稣坐在叙加的井边，

一开始，在那个妇人看来，祂只是个普通的犹太人，她很吃惊，祂

作为犹太人，竟然跟她，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说话。但是，隐藏

在马利亚的儿子这一身份之后的，是道成肉身的神，住在人中间。

噢，想到那位来救赎你的主，不仅仅是人，也是永受颂赞、在万有

之上的神，真是荣耀！如果一个人告诉我，他要把世界扛在肩上，

我不会相信他有能力背起这样的重负，即便他跟参孙一样强壮。但

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不仅背负了这个世界，而且整个宇宙在祂手

上，因为一切能力都丰盛地住在祂里面（西 1:19）。如果有谁说，要

背负整个世界的罪，那么相比他打算像阿特拉斯一样
①
，背负这个世

界，我也觉得后者要可信得多。但是，耶稣不坚持自己与神同等的

地位，反倒取了仆人的样式，而我们众人的罪孽都落在祂身上。这

样，我能理解祂如何能够背负如此重担，因为祂立了地的柱子（诗

75:3），铺张穹苍（耶 10:12）。当我们想到耶稣是神，那么就没有什

么对祂是不可能的。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林前 15:56），但对制定并

持守律法的祂来说，这样的权势不算大。死的毒钩，就是罪（林前

15:56），定然不能摧毁，甚至不能抵挡祂的全能，因为祂掌管着死亡

和地狱的钥匙（启 1:18）。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把灵魂交给人或者天

使看守，那就犯了致命的错误。如果天上全部天使要集结起来拯救

①
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得罪了宙斯，被罚用双肩支撑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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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灵魂，让我来作他们要救的那个灵魂，那么我不会跟他们有什

么瓜葛。除了神之外，没有谁能救罪人，而耶稣“以大能施行拯救”

（赛 63:1），因为祂既是神也是人。灵魂的盼望可以永远建立在这一

基础之上。如果中保的确是“从真神出来的真神”
①
——祂的确就是

——那么我们就知道祂从哪里有这活水，我们可以满有把握地来到

祂这里，知道凡靠着祂来到神面前的，祂都能拯救到底。

对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问题，另一个回答是，基督因神的目的

和命定，有这活水。神的计划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耶稣基

督，受命为所有选民作恩典的宝藏。在永恒之中的会议室里，定下

了神子要在时候到了之时来到世界，取我们的性情，背负我们的罪。

在永恒里的目的，就是要把祂分别出来做这件事。在传讲福音时，

主的这一定旨就宣扬给了人类。耶和华神设立自己的儿子耶稣为人

的罪作挽回祭。神授权祂作救主，祂按神的命定来到世间，要把恩

典的祝福加给我们。当外国大使来到我国，都会带着凭证，证明他

得到了自己所代表的政权认可；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到人中间，也带

着凭证，证明神在创世之先就命定祂来这样服侍，祂履行自己的使

命时会得到神的扶持，直到时候满足。完成中保的工作后，祂就把

国交与父神，神会成为一切的一切（林前 15:24）。现在，祂作为至

高者命定的中保，要把恩典的祝福分派出来，这就是经文所说的活

水。

①
出自《尼西亚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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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而言，这真理甜蜜得无法想象，因为，当我把救我的事交

托给耶稣基督，我就欢欣地知道，祂不是外行的救主，不是凭自己

的主意和意愿而来。看哪，是父神亲自差祂来。祂是弥赛亚，奉差

遣而来，是受膏者，神的基督。神必定接受祂的儿子，因为祂差祂

来到世间，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如果我把耶稣的血带给神，作为我

罪的赎价，祂必然接受，因为祂自己命定通过耶稣的血来跟祂和好。

有福的救主啊，如果我藏身在你里面，那么无人能把我从你那里夺

去，我也不会被赶走，因为神差你来作逃城，我可怜的灵魂可以逃

到里面，获得保护和荫蔽。神命定耶稣“作君王、作救主，将悔改

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徒 5:31）。撒玛利亚妇人的问题是：

“你从哪里得活水呢？”在我看来，这两条回答十分重要——其一，

祂自己本来有神性；其二，祂是永恒的父神命定并扶持的中保。

还有第三点，主耶稣可以进一步回答这个妇人——祂领受了圣

灵的恩膏。祂在约旦河受洗的那日，圣灵如鸽子降在祂身上，并住

在祂身上。祂真的可以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祂用膏膏我，叫

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

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路

4:18-19）①
圣灵膏祂将活水分派给人。祂是神的基督，神的受膏者。

这两个宝贵的头衔常常放在一起：耶稣基督，受膏的救主。二者既

描述了祂的职分，又讲明了祂担当此项职分的资格。看哪，耶稣基

督有圣灵丰丰富富地住在祂里面，祂来到世间，被赋予了作为中保

①
根据原文所引英译本直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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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一切属天恩赐，所以可以去履行主在古时命定祂做的工。神

的圣灵仍然与祂同在，祂赐圣灵给寻求祂的人。这就是对妇人“你

从哪里得活水”这个问题的第三条回答。祂有活水，因为圣灵在祂

身上。

如果前面几条回答没有让有些人得安慰或者启发，那么还有一

条回答，可以让他们信服。在妇人发问的时候，活水本不可能赐给

她，除非是通过预支的方式。基督有这活水，是因为祂的救赎之工

完成了。祂在地上有这活水，其实是预见到自己担负的工作要完成。

由此，众多灵魂在基督为他们付上赎价之前，就去了天堂。祂的应

许和誓言担保这一伟大的行为定然完成。想想吧，神的儿子，天使

都要不停敬拜祂，祂以婴孩的样子来到人间，安睡在妇人怀里，为

要拯救我们！啊！愿我们一想到神成了肉身，就有喜乐钟声响起！

想到基督的道成肉身，难道不给失丧的人带来盼望吗？罪人难道不

能由此看到，在道成肉身的神——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赛

7:14）——里面，活水如何寻见了向他们流淌的管道？“因有一婴孩

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祂的肩头上。祂名称为

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赛 9:6）祂在世过

了三十年宁静、卑微的生活，履行了自己所处的人际关系中所有的

义务，为自己的所有百姓作成了义。当祂受洗时，祂公开表明，祂

一生在做的工作就是成就诸般的义（太 3:15）。祂在人间的所有事业，

都是为我们而活，为我们做工，祂独特生命之功德就成了所有信祂

之人的功劳。最后，祂死期到了，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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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来 9:22）。除非基督的心敞开，让活水流出，不然活水就不会

流向我们。祂必须献出生命，给许多人作赎价，不然任何人都不会

得赎。你们知道那段十分悲惨的历史。耶稣从自己设立圣餐的地方

出发，进了客西马尼园，做出了一系列痛苦的祷告，其间，祂的宝

血滴在所跪之地（路 22:44）。祂从地上起来，遇见卖祂的人，接受

残忍的背叛者的吻（路 22:47-48）。热心的门徒拔刀保护祂，祂却推

开刀（太 26:52）。祂如羔羊被牵往宰杀之地，又如羊在剪羊毛的人

手下无声（赛 53:7），在控告祂的人面前不开口。祂任人鞭打自己的

背，拔祂脸颊上的胡须，人羞辱唾弃祂，祂也不掩面（赛 50:6）。是

的，尽管祂是万有之主，却甘愿献上自己，像重罪犯一样死去，又

献出自己从未沾染罪的完美身体，被钉，十字架立起又归位时，每

块骨头都要脱臼了。祂在烈日下挂着，热得干渴无比。祂没有朋友，

也没有人来安慰他，因为即便神，在祂背负百姓的罪时，也离弃了

祂，而祂的仇敌在祂受苦时嘲笑戏弄祂。祂交出灵魂，死去，没有

一句抱怨。祂知道，赦免之恩的价钱就是祂的血，但是祂从未收回

怜悯之心。在祂能够说“成了”之前，都坚持活着。大工成了，祂

就交出自己，死去，而后，荣耀的主被葬在园里的新坟内。如果你

问：“那么，道成肉身的神，拿撒勒人耶稣，从哪里得那活水呢？”

我用三个地名回答：“客西马尼，厄巴大，各各他。”三者放在一起

——祂汗滴如大血点滴下的地方，祂受鞭打的地方，祂受死的地方

——你就能明白，为什么祂有这活水。

对妇人的问题“你从哪里得活水呢”，另一回答是，这是父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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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祂的中保之工给祂的应许。“祂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

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祂要担当他们的罪孽。”

（赛 53:11）神的独生爱子要因着忍受的一切而得到充足的赏赐，而

祂从天父领受的一切，不是为自己，因为祂一无所需。祂领受赏赐，

是为要将其分派给悖逆的世人。诗篇的话没错：“你已经升上高天掳

掠仇敌；你为人，就是悖逆的人，领受了恩赐，叫耶和华神可以与

他们同住。”（诗 68:18）①
祂的活水就是这样来的。在黑暗中摸索的

可怜人啊，你试图信耶稣，那么这难道不该让你能够信祂吗？基督

曾在世活过、爱过、流过血、死过，现在，祂得到了应得的赏赐，

这赏赐只有通过拯救所有祂为之而死的人，才能得着。由此，既然

看到了，祂如何拥有活水，那么，就来信靠祂，以便祂将活水白白

赐给你。

对于妇人“你从哪里得活水”这个问题，还有一条回答，就是：

因为祂在荣耀里，在父神右边代求。耶稣既是神也是人，是神和人

之间的中保，永远活着，为我们代求。“凡靠着祂进到神面前的人，

祂都能拯救到底。因为祂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来 7:25）弟

兄们，如果你们能，请看着祂，复活的基督在神的右边，祂在那里，

披戴荣耀美丽的外袍，因为祂不再是献祭的祭司，祂的一次献祭，

就是献上自己，已经永远完成了。现在，祂身着大祭司的王袍，因

为祂既是王，也是祭司。祂在那里，胸牌上有我们的名字，每个名

字在神眼里都是闪闪发亮的珍宝。不管祂去哪里，祂华美外衣上的

①
根据原文所引英译本直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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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铛和石榴（出 28:33, 39:25-26）都发出在至高者听来甜美的音乐，

因为基督在父神眼里全然可爱，一直都是父神心里所亲爱的。祂在

父神右边，是作为人的伟大代表，完全蒙神悦纳，不，不止是悦纳，

而是神所亲爱的。为祂的缘故，神看在祂里面的所有人时，都怀着

无尽的爱和属天的满足。你们有些人可以明白，亲爱的儿子远去美

洲或者澳大利亚多年，是什么滋味。不久，他回家了，带着妻子。

你从未见过她，却因儿子的缘故爱她。也许，儿子也带回几个孩子。

好家伙，你的家庭增加了好多人，但是你因儿子的缘故，欢迎他们

所有人，不是吗？你肯定欢迎。在他们身上，你似乎看到了儿子的

样子。凡属他的人，都因他的缘故，在你看来很亲。同样，万福的

神带着难以言表的爱来看待基督的整个家庭，因为祂爱他们立约的

头，主，中保。永生的生命在祂里头，神赐给祂无尽的爱，祂在父

神那里为我们代祷无往不利，这就是祂活水的来源。

三、推论

现在我们来看第三点，即从这一真理得到的推论，愿圣灵特别

地帮助我们。

如果基督的活水是由此而来，那么祂仍然能够祝福人。如果祂

的恩典只是从暂时的来源领受的，那么早就耗尽了。但是，既然这

活水是祂从自己的神性、从神的目的和计划、从圣灵的恩膏、从自

己完成的工、从自己永活的能力和无尽的功德领受的，那么因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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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恩典泉源今日跟当初一样丰盈，将来也一样丰盈，所以从同样的

源泉，恩典会一直涌流。如果井是从深处富积水，而深处水位一直

不变，那么就倚靠这深处吧，井水的供应一直都不会变。所以，如

果基督汲取活水的深处不可能枯竭，那么此时此刻，活水在祂里头，

就跟一千八百年前
①
一样丰盛。

任何人如果说过“但愿我活在古时，基督在世有形有体的时候”，

那么他想起这条真理，就会得到安慰。你们不该这么说，因为你们

跟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可以从基督领受恩典。耶稣对那个可怜的堕落

之人说的话，也是对你说的：“你若知道神的恩赐……你必早求祂，

祂也必早给了你活水。”求，你就会得着，就像她求了，就领受了。

很清楚，基督耶稣里存着足够的恩典，给所有信靠祂的人。

同样清楚的是，祂无需我们的任何事物。如果祂的活水是从叙

加的井里打出的，那么祂就该借妇人的水壶，祂本该说：“女士，你

必须借给我绳子和水壶，不然，我就没法从井里打水。”但是，因为

活水只从祂而来，祂就无需任何人的水壶跟绳子。这是很重要的事。

因为你们，罪人，会坚持带着水壶和绳子来帮基督。你们想用某种

方式在主耶稣基督拯救你的大工上出力。你说：“嗯，我知道祂是救

主，但是我必须……”打住，你“必须”做什么？有人说：“我必须

做这个。”另一人说：“我必须做那个。”我要告诉你，就你的情况而

言，所需要的一切“必须”就是：你必须愿意一无所是，让基督成

①
这篇讲道传讲于 1876年；乃至今时今日，基督耶稣里的活水较 2000余年以

前，也一样充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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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万事；你必须是空的，祂必须是丰满的；你必须贫穷，祂必须富

足。你必须成为可怜的乞丐，祂必须成为你的恩主，成为你的一切。

这就是所需的一切。

此外，既然基督有这活水，是出于自己的神性以及我所说的其

他辉煌之事，那么此时这活水并未枯竭。既然活水是这样流进基督

里的，所以祂里面仍然丰满。无数幸福的灵魂正在天堂里，他们都

喝了这活水，但基督仍然能够再拯救成千上万的人，你的罪行无法

耗尽基督的丰满。我记得，当我因为剧烈地感受到罪而灵魂十分饥

渴时，我把自己比作河马，主曾对约伯这样说河马：“它相信自己可

以将约旦河吸进嘴里。”（伯 40:23）①
现在，如果你灵魂太渴，约旦

河的水喝光都满足不了你，那么还有亚吧拿和法珥法两条河
②
，还有

基顺河
③
，还有地中海，还有太平洋和大西洋——如果你能把宇宙间

所有美善的都喝光，却仍渴，如果你从基督领受恩典，那么祂会将

你填满，而祂却仍跟从前一样充满恩典。

有个故事，如果我没记错，有个水手到路巴克银行取钱。他要

取五十镑，所以对柜员说：“我不想刁难任何人。既然你得把五十镑

都付清，那么我现在先拿十镑，改天再来取剩下的，我可不想让你

现在就没钱了。”当然，你可以想象他们如何对这个人的天真一笑了

之——这人竟然认为，区区五十镑就会立即耗光银行的现金！这个

①
根据原文所引英译本直译。

②
流经大马士革地区的两条河，在圣经中的记载参见列王纪下 5:12。

③
发源于耶斯列谷，流经撒玛利亚山地北部，在圣经中的记载可参见士师记 4:7，

列王纪上 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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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令你们发笑，但是许多罪人就是这样对待主耶稣基督的。他们

似乎认为，从祂领受丰满、白白的赦免之恩，赦免他们一切的罪，

实在是太多的恩典，不能指望得到。他们想象，要基督立即给那么

多恩典，对祂来说太多了，一下子给不出。但是，他们不知道，主

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许多罪人，足够让蒙赎的灵魂在天堂就像星星

在天上那样多，而祂仍然有很多赦免之恩留在手里，与从前一样多。

你从常年的涌泉中汲取所需的水之后，涌泉仍然水量丰富。基督里

的活水也是一样，干渴的可怜灵魂啊，你可以尽你所需地取用。我

不会低估你的罪有多重，其实你的罪多如牛毛。但是，因为基督以

自己的身体在十字架上担负了你的罪，祂知道你罪的重量，知道相

关的一切。只要你信靠祂，你就会立刻认识到，祂将你的罪永远除

去了。

所以，我想，最后一条推论是，我们都应该取这活水，就是基

督白白赐给人的。有人说：“赞美神，我多年前就喝了。”弟兄啊，

别介意，姊妹啊，别介意，再来喝吧。要继续一而再再而三地领受

耶稣基督，不断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祂（来 12:2）。此时此

刻，不管是圣徒还是罪人，不管得救的还是没得救的，我们都去祂

那里吧。愿圣灵吸引我们，愿我们都异口同声地说：“救主啊，我把

自己交给你来拯救。我把洁净我脱离罪的事交托给你，信靠你最终

会把我毫无瑕疵地献在你荣耀的临在面前，无比喜乐。我不算什么，

我也没有什么能给你，令你看重的。我不算什么，只不过是罪孽深

重又悲惨的人，甚至我对自己罪的感受都没有达到应有的地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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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求你以爱和怜悯来看我，如果我之前从未喝过活水，那么求

你此时就赐我恩典来畅饮活水。如果我很久之前喝过，愿这活水在

我里面现在就涌出，我可以意识到其能力，让我得安慰，你得称赞

和荣耀！”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祷告，那么神会祝福你，我们都会

靠祂的恩典在天堂相见，永永远远喝这活水，为耶稣的缘故，为我

们的救恩，将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祂的圣名！阿们。

（维真 译 冬霞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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