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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埃德温·佩恩
他一直是一位鼓励者



故事
 
01. 最黑暗的一天
02. 谎言
03. 坟墓是空的
04. 以马忤斯的路上
05. 不要疑惑，只要信！
06. 湖边的早餐
07. 在加利利山上
08. 耶稣会再回来！



1
最黑暗的一天

天刚大亮，早晨的阳光就照醒了睡在屋顶的吉姆利和阿维拉。两
个孩子懒洋洋地躺在垫子上，享受着温暖的阳光。

阿维拉忽然说：“我好像听见舅舅在和妈妈在说话。我们下去
吧！”

“嗯，好啊！”吉姆利一边说，一边坐起身来。

两个孩子从房顶上下来，把被子和床垫都抱进了屋里。阿维拉的
母亲正和亚勒在说话。亚勒看见孩子们下来了，就帮他们把被子、床
垫都收好。

然后，亚勒脸色沉重地对两个孩子说：“耶稣，昨天夜里被公会
的人和罗马士兵抓走了，我是……”

1



“啊？耶稣被抓了，为什么呀？” 

“他们为什么要抓耶稣啊？”

两个孩子迫不及待地打断了亚勒的话。

亚勒继续说：“我也是今天早上才听说的。我听说公会的人和罗
马士兵在昨天晚上，去了橄榄山的客西马尼园，在那里抓了耶稣。他
们把耶稣先送去大祭司那里，现在已经送到了巡抚彼拉多那里。公会
的人说耶稣亵渎上帝，他们要巡抚彼拉多判耶稣死刑。”

阿维拉气愤地说：“耶稣怎么可能亵渎上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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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勒对阿维拉说：“是的。这是不可能的事。”

然后，亚勒就对两个孩子说：“我现在就出去看看，耶稣到底怎
么样了。你们两个留在家里，不要到处乱跑。”说着，亚勒就出门去
了。

阿维拉的妈妈为两个孩子做好了早餐，就招呼孩子们说：“来来
来，吃早餐吧！”

两个孩子刚吃完早餐，亚勒就急匆匆地回来了。吉姆利和阿维拉
就赶快跑到亚勒的面前，还没有等到孩子们开口。

亚勒就对孩子们和阿维拉的母亲说：“巡抚彼拉多宣判耶稣钉十
字架。”

屋里一片寂静。

终于，阿维拉抽泣地打了破沉默，“舅舅，你是说他们要把耶稣
钉在十字架上，是吗？为什么呢？”

吉姆利也伤心地说：“为什么？”

亚勒把两个伤心的孩子拉到餐桌前，和阿维拉的母亲一起坐下
来，然后说：“我刚才去到彼拉多审讯耶稣的地方，那里已经挤满了
人。彼拉多问大家，是应该释放罪犯巴拉巴，还是释放耶稣。公会的
人和他们带去的人就叫嚷着，要钉死耶稣。我觉得彼拉多是怕这么多
人起来闹事，就照他们的要求宣判了。”

阿维拉流着泪，大声地说：“什么？巴拉巴是被判了死刑的强
盗！他们要释放巴拉巴，也不释放耶稣！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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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姆利也一边哭，一边问：“那，那耶稣呢？你看到耶稣了吗，
爸爸？”

亚勒难过地说：“看到了。我看到耶稣被打得血肉模糊。他们说
是彼拉多下令罗马士兵打的。听说，彼拉多说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
鞭打以后，他就要释放耶稣。但是，公会的人一定要彼拉多把耶稣钉
十字架。”

吉姆利就哭着问：“爸爸，我们可以去看看耶稣吗？” 

亚勒痛苦地说：“那里不是你们小孩子可以去的地方。”

“他们怎么可以这样？” 阿维拉和母亲大声地痛哭着。

“爸爸！爸爸！”吉姆利哭着抱着父亲。

快到中午了，阿维拉的母亲正要准备午餐，天忽然暗了下来，亚
勒跑到窗前，说：“诶，是怎么回事啊？中午天也会黑啊！”

阿维拉的母亲叫孩子们赶忙把油灯点起来，因为屋子里几乎暗到
看不见东西。大概在下午三点钟，地开始剧烈地震动起来，远处还传
来石头崩裂的声音。

吉姆利忽然问：“是耶稣死了吗？”

阿维拉就说：“是耶和华上帝发怒了。”

过了一会儿，震动停止了，天也开始亮了起来。

这时，阿维拉的父亲哈代尔回来了。他一到家就问：“你们都好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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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维拉的母亲说：“呀，你回来了就好了。我们都好！”

阿维拉就跑到父亲的身边，说：“爸爸，你知道刚才外面天黑了
好一阵子，后来还有地震吗？”

哈代尔说：“你们知道吗，圣殿出了大事了。刚才天黑的时候，
我就正在圣殿。整个圣殿都在摇晃。忽然，有个利未人从圣所跑出来
说，分割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子从当中裂成两半。后来，有差役跑来报
告祭司长说耶稣断气了。”

“耶稣死了？”吉姆利和阿维拉不敢相信地问。

亚勒摸摸两个孩子的头，说：“这真让人没有办法相信哪！一般
人在十字架上都还能够撑上几天。不过，这样也好，至少耶稣少受了
很多的痛苦。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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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亚勒就对哈代尔说：“哈代尔，至圣所前的幔子忽然自己
裂开了，这太奇怪了！那幔子可是耶和华上帝吩咐摩西，要我们一定
要做的。这么厚的幔子怎么会自己就裂开了呢？”

阿维拉的父亲哈代尔就说：“是啊，那幔子是用蓝色、紫色、朱
红色线，和捻成的细麻织成的，上面还绣着基路伯，有十厘米那么厚
呢！我实在想不出是什么力量可以把这么厚的幔子撕成两半。”

亚勒一边想，一边说：“哈代尔，你也知道，这幔子是分开圣所
和至圣所的。至圣所是耶和华上帝所在的地方。人因为有罪，要是当
面见到耶和华上帝就会死。所以，要用幔子把至圣所隔开……”

哈代尔马上就接过来说：“那是不是表示，我们以后不用献祭，
就可以直接朝见耶和华上帝了呢？哦，这话可不能乱说。只能说，我
真的不明白啊！”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马太福音：27章45节；马可福音：15章33节；路加福音：
23章44-4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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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吉姆利和阿维拉一起床就听到了什么消息？

2 亚勒从外面带回了什么消息？

3 快到中午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4 阿维拉的父亲带回了什么消息？

5 你认为发生的这一切与耶稣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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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谎言

耶稣死了以后，有一个亚利马太的财主，名叫约瑟，祂大胆地去
见彼拉多，要求把耶稣的身体交给他去下葬。这个约瑟是犹太公会中
受尊重的成员，他暗地里是耶稣的门徒，没有公开。于是，彼拉多就
吩咐，把耶稣的身体给了约瑟。

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个园子，里面有约瑟为自己才凿成的
新坟墓。约瑟去买了麻纱，那一位曾经在夜里见耶稣的法利赛人尼哥
底姆，又带来了大约三十公斤的没药和沉香。他们两个就一起，按照
以色列人的安葬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安放在
新坟墓里。安放好以后，又把一块大石头滚过来，堵住墓门口，然后
他们就离开了。

抹大拉的马利亚、雅各和约西的母亲马利亚也跟随约瑟来到那
里。她们看见耶稣的身体怎样被安放在坟墓里，就回去为膏抹耶稣的
身体预备香料和香油膏。

这个时候，有人来到大祭司的宅院报告说：“耶稣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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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利赛人就问：“什么？死了？这么快？你确定吗？”

那个人回答说：“是的，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百夫长就说祂
死了。”

法利赛人说：“然后呢？尸体怎么处理的？”

那个人回答：“约瑟和尼哥底母把耶稣的尸体取走埋葬了，说是
巡抚答应的。”

撒都该人高兴地说：“好了。事情终于解决了。”

“还没完呢！”法利赛人不同意地说，“你们记不记得，耶稣自
己曾经说，祂死了以后三天要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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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都该人就说：“你还真相信祂说的？死人能复活？”

这时，一位长老就说：“如果祂的门徒来把祂的尸体偷走了，然
后告诉百姓说：‘祂从死里复活了。’这样的话，那后来的迷惑比先
前会更加厉害。”

撒都该人恍然大悟地说：“嗯，说得有道理。”

法利赛人就问大家：“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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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都该人回答：“那我们就要派人去守住坟墓。”

法利赛人就提议：“我们派人？我觉得还是找巡抚派兵看守最稳
妥！”

长老赞同地说：“就这么办！我们去见巡抚。”

于是，祭司长和犹太公会的人就派了人去见巡抚彼拉多，请彼拉
多派兵看守耶稣的坟墓。

彼拉多答应了，对他们说：“好吧，你们带几个士兵去，好好把
守坟墓！” 

犹太人公会的人就带着看守的士兵，到了耶稣的坟墓外面。他们
在坟墓门口的石头上加了封条，留下士兵在那里看守。

几个罗马士兵在耶稣的坟墓前，快守了三天了。他们都无聊地面
对着坟墓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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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士兵对他的同伴说：“到今天也没有看见一个人影。真
搞不懂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害怕什么？”

其他的士兵也议论纷纷地说：
“就是，都守了三天了，一个人影也看不见！”
“真让人搞不懂！”
“他们说，怕那些跟随耶稣的人把尸体偷了，假冒祂复活。唉，

巡抚大人也拿他们没办法。”
“人都已经死了，还能复活？真是的！”
“这是从来没有的事啊！谁听说过？”
“要是有人来偷尸体，我倒不怕，把他们抓去交给祭司长就行

了。不过，死人要是真的复活了，从坟墓里出来，那才真会吓死人
呢！”

忽然，地强烈的震动起来，有天使从天上下来，把封住坟墓的大
石头滚开了。然后，天使就坐在石头上面。天使的衣服洁白如雪，发
出闪电一样的光芒。看守坟墓的罗马士兵看见，个个都吓得浑身颤
抖。他们都跌跌撞撞地跑进了城里。

天亮以后，一些士兵来到祭司长那里，把发生的事情报告给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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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祭司长就问他们：“你们说祂复活了，你们看见了吗？你们确定
祂不在坟墓里？”

士兵回答说：“那个时候，地忽然震动起来，封住坟墓门口的石
头被滚开了，有发光的天使就坐在曾经封住墓门口的石头上面。我们
都吓得动弹不得，哪里敢去看呢？”

祭司长和犹太公会的长老一起商量以后，就拿了一大笔钱给兵士
们。

祭司长对士兵说：“你们要这样说：‘那些耶稣的门徒在深夜
来，趁着你们睡觉的时候，把祂的身体偷走了。’”

士兵手里拿着钱，感到为难，就说：“呃，这样啊？不可以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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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们怎么可以说，我们在看守坟墓的时候，在睡觉呢？我们不能
那么说。因为那是玩忽职守！要是巡抚大人知道了，我们会被惩罚
的！”

祭司长连忙说：“要是这话真的被巡抚听见了，有我们去跟他解
释，保证你们没有事。”

这些罗马兵听了祭司长和长老们的话，就收好钱。他们都按照祭
司长和长老们所吩咐的话，对外说。这话也就在以色列人中传开了。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马太福音：27章57-66节，28章4节，11-15节；马可福
音：15章42-47节；路加福音23章:50-56节；约翰福音：19章38-4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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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谁把耶稣安葬了？

2 祭司长和犹太公会为什么要罗马兵把守耶稣的坟墓？

3 罗马兵把守坟墓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4 罗马兵做了什么？

5 祭司长和长老们要罗马兵做什么？

15



3
坟墓是空的

有好些妇女从加利利一直跟着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其中有耶稣的
母亲马利亚、西庇太两个儿子的母亲，她就是耶稣的姨妈，还有抹大
拉的马利亚，耶稣曾经从她身上赶出了七个鬼，另外还有雅各和约西
的母亲马利亚，她是跟随耶稣的门徒革流巴的妻子。耶稣被钉十字架
的时候，她们都一直在十字架下。她们个个都悲伤欲绝。

耶稣死了以后，约瑟和尼哥底姆安葬耶稣的时候，抹大拉的马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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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和革流巴的妻子马利亚看着约瑟和尼哥底姆安葬好耶稣，就回去为
膏抹耶稣的身体预备香料和香膏。

因为第二天就是安息日了，以色列人是不能工作的。她们就彼此
约定第三天拿香膏到坟墓去，膏抹耶稣的身体。

星期天一早，天还没有亮，抹大拉的马利亚就动身往耶稣的坟墓
去。一路上，她还在发愁。

抹大拉的马利亚边走边思考着：“这么早，要是看园子的人还没
有起来，有谁能帮我把坟墓门口的大石头滚开呢？我该怎么办呢？”

她进了园子，来到耶稣的坟墓那里。她忽然看见封住坟墓门口的
大石头已经滚开了。抹大拉的马利亚慌了，她拔腿往回跑。

她一边跑，一边想：“主坟墓门口的大石头怎么会滚开了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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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有人来偷了主的身体，怎么办呢？咳呀，我得去告诉彼得、约翰
他们。” 

抹大拉的马利亚到了彼得、约翰住的地方，就一边敲门，一边轻
轻地叫：“彼得，彼得，快开门哪！”

彼得和约翰听出是抹大拉马利亚的声音，就赶紧来开了门。

抹大拉的马利亚对他们说：“主坟墓门口的大石头被滚开了。一
定是有人把主的身体从坟墓里移走了，不知道放在哪里了！”

彼得和约翰一听，就赶快出来朝坟墓跑去。

天刚亮的时候，其他的妇女们带着预备好的香料也到了耶稣的坟
墓。她们也看见墓前的石头被滚开了，于是就走进墓穴。她们没有看
见耶稣的身体，只看见一个天使坐在右边，身上穿着白色的长袍。她
们都很惊慌。

那位天使就向妇女们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要找那位被钉
十字架的耶稣。祂不在这里，祂照祂自己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
记得吗，祂在加利利的时候，向你们说过：‘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
中，钉在十字架上，在第三天复活。’你们过来看，这是曾经安放祂
的地方。你们要赶快告诉祂的门徒：祂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祂要比你
们先到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会见到祂！记住我告诉你们的话！”

妇女们这才记起耶稣以前说过的话，就非常惊讶。她们之中有人
非常高兴，急忙跑回去告诉其他的门徒。但是，有的人就半信半疑，
更有人感到害怕，她们就没有把这事情告诉任何人。

妇女们刚刚离开，彼得、约翰就来到了耶稣的坟墓前，抹大拉的
马利亚跟在后面。约翰先跑到了坟墓的门口，低头往里看。彼得也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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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彼得就一直进了坟墓，发现包裹耶稣身体的细麻布还在原来的
地方放着，而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起，是卷着的另外在一个地
方。彼得非常惊奇。

这时，约翰也进了坟墓，看见包裹身体的细麻布和裹头巾都是按
照身体的形状放在那里的，只是里面的身体不见了。他就相信耶稣一
定是复活了。于是，彼得和约翰就回他们的住处去了。而抹大拉的马
利亚仍然站在坟墓外面哭。

抹大拉的马利亚一边哭，一边壮着胆子低头往坟墓里看。她看见
了两个天使，身上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细麻布旁边坐着，一
个在头的位置，一个在脚的位置。抹大拉的马利亚吓得说不出话来。

天使就问抹大拉的马利亚说：“妇人，你为什么哭呢？”

抹大拉的马利亚回答说：“因为，因为有人把我主的身体挪走

19



了，我不知道祂被放到哪里去了。”

抹大拉的马利亚刚说完话，觉得旁边有人，就转过身来。

那个人问抹大拉的马利亚说：“妇人，你为什么哭呢？你找谁
呢？”

抹大拉的马利亚以为站在面前的是看守园子的人，就对祂
说：“先生，如果是你把祂移走了，请告诉我你把祂放到哪里去了，
我好去取祂。”

那个人亲切地叫抹大拉的马利亚说：“马利亚！”

抹大拉的马利亚一听到这声音，马上就知道说话的是谁。她欣喜
若狂地抬起头，用希伯来语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
意思。以前她都是这样称呼耶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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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大拉的马利亚就俯伏在耶稣的脚前要拜祂。

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上去见我的父。你要到我的
弟兄们那里去，告诉他们我要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是我的
上帝，也是你们的上帝。” 

于是，抹大拉的马利亚就起身去告诉门徒，说她已经看见了主耶
稣，并且告诉他们主耶稣对她说的话。

后来，那些跑去报讯的妇女们还在半路的时候，耶稣就向她们显
现。

耶稣对她们说：“愿你们平安！”

她们就惊奇地上前，抱住耶稣的脚拜祂。

耶稣对她们说：“不要害怕，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到加利利
去。在那里，他们会见到我。”

但是，妇女们把这事告门徒以后，他们完全没有办法相信，还以
为是妇女们是悲伤过度，出现幻觉，或者在胡说八道。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马太福音：28章1-10节；马可福音：16章1-11节；路加福
音24章1-12节；约翰福音：20章1-18节

21



问题

1 星期天一早，抹大拉的马利亚到坟墓那看见了什么？

2 妇女们到坟墓那看见了什么？

3 彼得和约翰到坟墓那看见了什么？

4 抹大拉的马利亚又到坟墓时遇到了谁？

5 门徒们为什么不相信妇女们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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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马忤斯的路上

耶稣复活的那天下午，门徒革流巴和妻子马利亚离开耶路撒冷去
以马忤斯。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大概十一公里。他们赶着要在天黑以
前到达。

在路上，革流巴的妻子马利亚心情沉重地对革流巴说：“还记得
我们来耶路撒冷的时候吗？我们的主骑着驴驹子进耶路撒冷……”

革流巴也面带愁容地说：“那天，那么多百姓出来迎接祂，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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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着说：‘和散那，和散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还以
为，我们的主就是救赎我们以色列人的主，祂是来救赎我们啦。唉！
可是现在，唉！”说着，革流巴低下了头。

妻子马利亚接着说：“唉，是呀，我们的主曾经多有能力啊！祂
医病、赶鬼、平静风浪，可是，却死在十字架上。祂的能力不见
了。”

革流巴就问妻子马利亚：“你不是在主的坟墓那里，听说主复活
了吗？”

马利亚回答说：“是有个穿着白色长袍的青年人在坟墓那说，主
已经复活了。但是我没有看见呀！唉！再说了，主复活了又有什么
用？门徒们都四散逃走了，公会的人又在到处抓我们。不然，我们为
什么要离开耶路撒冷呢？”

革流巴感叹地说：“是啊，我们也是没办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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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流巴和妻子马利亚正说话的时候，有一个人来到他们中间，和
他们一起走。

那个人就问他们说：“你们在谈论什么事呢？” 

他们就站住。革流巴的回答说：“你也从耶路撒冷来，难道你不
知道这几天，耶路撒冷发生的事吗？”

那个人就问：“你指的是什么事呢？”

革流巴边走边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啊！祂是个先知，在
上帝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大有能力。但是，祭司长和官府竟然
把祂抓去，判了死刑。就这样，祂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一直以来
所盼望要救赎以色列的就是祂！唉！”

革流巴非常沮丧，他停了停，继续说：“这些事从发生到今天，
已经是第三天了。你知道吗？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大清早到祂的坟墓
那里去，却找不到祂的身体。她们回来说看见了天使显现，天使说祂
复活了。我们中间还有几个人也到坟墓那里去了，他们看见的和那些
妇女们说的完全一样，但是并没有人看见祂。”

那个人就说：“你们可真无知啊！先知所说的话你们为什么会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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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难相信呢？你们心里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要这样受害，然后进入祂
的荣耀，这难道不是上帝的计划吗？”

“你说什么？我们的主死在十字架上，是上帝的计划？”

“是上帝的计划？”

革流巴和妻子马利亚一脸惊奇地看着走在他们中间的这个陌生
人。 

于是，那个人就从摩西和众先知起，把圣经所有关于耶稣的经
文，都逐一地向他们解释。告诉他们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圣经早就
预言的，那是上帝拯救祂子民的伟大计划的一部分。

说着说着，他们已经走近了以马忤斯。那个人好像还要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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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流巴和妻子马利亚就挽留他，说：“先生，太阳就要下山了，天马
上就要黑了。请到我们家里住一晚上，再走吧！”

“是啊，是啊，到我们家里住一晚吧！”

那个人就跟革流巴和和妻子马利亚进了他们的家。妻子马利亚赶
紧做好了简单的晚饭。革流巴和妻子马利亚请这位陌生的客人来到桌
前坐下。于是，那个人就拿起饼来，感谢了，擘开递给他们。

“啊！祢的手！主，祢是主？主啊！”他们一起叫了起来。

他们刚认出这个人就是变了形像的耶稣。他们刚认出耶稣，耶稣
就从他们的面前消失了。

革流巴和妻子马利亚彼此看看，又看看面前空着的座位，他们又
惊又喜。

妻子马利亚激动地对革流巴说：“你看到没有？祂的手上有钉
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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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流巴也激动地说：“我看到了，我看到了！祂两只手上都有钉
痕！祂就是主！”

“我们看见复活的主啦！”

“是啊，我们看见复活的主啦！”

他们两个人久久不能平静。

然后，革流巴对妻子马利亚说：“唉，怪不得祂在路上对我们说
话，给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让我的心都火热起来了。”

“是啊，主把我们心里的失望都赶走啦！”

革流巴停了停，说：“哦，马利亚，我们得赶紧回耶路撒冷，把
这个好消息告诉其他的门徒。”

妻子马利亚抬起头，看了一眼窗外，说：“天已经黑了，我们现
在就走吗？”

革流巴说：“是，我们现在就走！要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们。”

妻子马利亚点着头，说：“好！我们现在就走！”

革流巴和妻子马利亚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就马上出发，连夜往耶
路撒冷赶去。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路加福音：24章13-3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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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革流巴和妻子马利亚要去哪里？

2 他们为什么要离开耶路撒冷？

3 他们在路上遇见了谁？

4 他们是怎么认出这个人的？

5 他们认出这个人后，决定要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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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要疑惑，只要信！

安东尼和朱尼亚摸着黑，沿着耶路撒冷的一条路走着，他们是耶
稣曾经分派两个两个出去传福音的七十二个门徒中的两个。安东尼走
在前面，朱尼亚跟在后面，不断地回头四处张望。

朱尼亚说：“安东尼，这几天公会的人到处抓我们。我们要小心
一点！” 

安东尼谨慎地在前面走着，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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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尼亚跟在安东尼后面，继续说：“安东尼，人人都躲起来了。
我们能找到使徒们吗？” 

安东尼回头对朱尼亚说：“跟着我，马上就到了。”

很快，他们穿过几条街道，来到一栋小楼前。安东尼就顺着狭窄
的楼梯往上走，朱尼亚也跟着安东尼上了楼。安东尼敲了敲门，没有
反应，里面好像没有人。安东尼再用力地敲了敲门，很快门开了。开
门的人认出安东尼和朱尼亚，就说：“哦，欢迎，兄弟们！”

他们进了屋里。屋里有十位耶稣曾经挑选被称为是使徒的，还有
其他的门徒。大家正在谈论着耶稣复活的事。尽管抹大拉的马利亚和
一些妇女告诉他们，见到了复活的耶稣。但是，很多人还是半信半
疑，有的人根本没有办法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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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会儿，敲门的声音又响起来了。敲门的人是彼得。彼得进
到屋里，他非常激动，脸上还挂着泪水。

彼得一坐下，就对大家说：“我看见复活的主了。”

大家听见了都又惊讶又欢喜，于是就围坐下来，听彼得讲耶稣向
他显现的经过。

彼得的话刚刚说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来。开门的人看见前
面是革流巴和妻子马利亚，就脱口而出，说：“革流巴、马利亚，怎
么是你们哪？我们还以为你们回以马忤斯去了！”

革流巴和妻子马利亚刚刚一进门，革流巴就说：“你们知道吗，
我们见到复活的主了！”

妻子马利亚也说：“是的，是的，我们见到复活的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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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让革流巴和妻子马利亚在他们中间坐下来，然后就七嘴八舌
地问：

“你们也说见到复活的主了！”
“刚才彼得就说他见到复活的主了。”
“快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

革流巴就说：“今天下午我们决定离开耶路撒冷，回以马忤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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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路上沮丧极了。忽然有一个人和我们一起在走。我们完全没认
出祂就是主。祂问我们在谈论什么。我们就告诉祂主被钉十字架的
事。没想到，祂就把圣经中，所有关于主的经文都解释给我们听。我
们的心就火热起来。我们留祂吃晚餐。在祂祷告掰饼的时候，我们看
见祂的双手上有钉痕。”

“真的，我清清楚楚地看见祂双手都有钉痕。”妻子马利亚也激
动地插进来说，“我们一认出祂是主，祂就消失不见了。我们于是连
夜赶回来，告诉你们主已经复活了。”

大家听到了，就纷纷议论起来。可是，还是有人不相信。

他们正在议论的时候，耶稣忽然出现在他们中间，说：“愿你们
平安！”

屋里的人都惊慌害怕起来，他们以为看见的是鬼魂。因为，房间
的门是从里面上了门闩的。耶稣是怎么进来的呢？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害怕呢？你们为什么疑惑呢？你们
看我的手，看我的脚，就知道真的是我了。你们摸摸我看，魂魄是没
有骨头，也没有肉的。你们看，我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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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说完，就把手和脚伸出来，给他们看。

他们都高兴极了，这实在是太奇妙了，让人难以置信。

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吗？”他们就给了耶稣
一块烤鱼。耶稣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

后来，使徒们就把这件事告诉了那天没有在场的多马。

多马就说：“除非我亲眼看见祂手上的钉痕，用我的手摸那个钉
痕，又用我的手摸祂肋旁的枪伤，要不然，我决对不会相信。”

过了八天，使徒们又在屋里聚集，多马也和他们在一起。房间的
门也都上了门闩。耶稣又忽然出现，站在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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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然后，耶稣就转过身来，对多马说：“伸手过来，摸我手上的钉
痕吧！伸手过来，摸我肋旁吧！不要疑惑，只要信！”

多马立刻就说：“我的主！我的上帝！”

耶稣对他说：“你因为看见我才信，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是
多么有福啊！”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路加福音：24章33-49节；约翰福音：20章24-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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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谁来到门徒聚集的地方，告诉他们看见复活的主了？

2 耶稣怎么来到门徒聚集的地方？

3 门徒们看见耶稣的反应是什么？

4 多马听说和看见复活的耶稣有什么反应？

5 你对听说和看见的事会有什么不同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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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湖边的早餐

逾越节过后，巡抚彼拉多离开了耶路撒冷，回到了凯撒利亚海边
自己的宫殿。这一天，彼拉多正在享受着海边的阳光，他的妻子来找
他，对他说：“哦，亲爱的，我刚刚听到一个消息。有人说那个被钉
十字架的先知，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你听说了吗？”

“嗯，还没有离开耶路撒冷，我就听说了。人死了还能复活，我
可不相信。不过这件事与我无关，我早就想放了祂了，是祭司长和犹
太公会的人一定要钉祂十字架的。不管怎么样，事情已经过去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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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再向我提起祂了！”

巡抚彼拉多认为，事情已经过去了，一切都恢复了正常。的确，
逾越节过了以后，耶路撒冷又恢复了往常的样子。很多人家开始收拾
和整理逾越节出租的房子。阿黛尔和邻居亚比该都在屋顶上，隔着低
矮的屋顶墙一边聊天，一边收拾着因为出租房子而暂时堆在那里的东
西。

阿黛尔对她的邻居亚比该说：“诶呀，我们真的很喜欢今年逾越
节来我们家住的的客人，他们人真的很好。我们已经邀请他们五旬节
也来我们家住的。”

“哎呦，你们倒好。我们可不希望住在我们家的那三个人再回
来。哎呀，真是谢天谢地，他们终于走了！” 亚比该停下手中的活
儿，继续对阿黛尔说，“唉，他们其实也没做什么不好的事，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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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不断地在争吵，吵这吵那。你想想看，在你忙这忙那的时候，身
边还有人不断地吵吵吵，你怎么受得了啊！”

“他们在吵什么呀？”

“哎呀，不就是吵那个，那个被钉十字架的人是不是先知，该不
该抓祂。哎呦，真是的！我告诉你啊，我丈夫说啊，那个人可能会引
起骚乱的。如果发生骚乱，罗马人可能会以平息骚乱为借口，来杀我
们的。啊，不过，幸好，祂死了。总算是天下太平了。”

“可是，你没有听说吗？人们都说祂从死里复活了，坟墓是空
的。还有人去看过的呢！”

“死人复活？哎呀，别信这话，没这回事儿。”

“嗯，我总觉得啊，这事情没那么简单，好像还没有结束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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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曾经对使徒们说：“我复活以后，要在
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

耶稣复活以后，也对那些跑去报信的妇女们说：“不要害怕，去
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到加利利去。在那里，他们会见到我。”

逾越节过了以后，使徒们就离开耶路撒冷去加利利。他们来到了
加利利湖畔，彼得的家乡伯赛大。

一天的黄昏，彼得、雅各、约翰、拿但业、多马和其他的两个使
徒，沿着加利利湖岸边走着。晚上打鱼的渔船也都离开了岸边，使入
了湖里。彼得的旧船就在岸边，船底还压着一张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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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对其他的使徒说：“我要去打些鱼。”

大家就说：“我们和你一起去。”

于是，他们帮彼得把船拖到水边，一起都跳上了船。他们把船划
离岸边，彼得就把渔网撒了出去。夜幕很快地降临了，繁星闪烁，平
静的湖面上偶尔泛起一阵阵涟漪。船上除了彼得以外，雅各和约翰也
都是打渔的。但是，他们一整夜什么也没打到。

早晨，太阳出来了，彼得就说：“天亮了，我们回去吧！” 

他们就把船往岸边划。

忽然，有人站在岸边对他们说：“朋友，你们打到鱼没有？”

他们就回答：“没有。”

站在岸上的那个人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可以打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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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他们就把渔网撒在船的右边，果然就网到了很多鱼。因为鱼太
多，他们竟然拉不上来。

约翰从船上望过去，就对彼得说：“是主！”

彼得一听见是主，就马上把一件外衣披在身上，跳进水里，朝岸
边游去。其余的使徒划着船，把鱼网拖了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
那里有一堆炭火生在那里，炭火上有鱼，还有饼。使徒中没有一个人
敢问那个人“你是谁？”因为他们知道祂就是主耶稣。

耶稣对他们说：“把你们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

彼得就上了船，把网拉上岸。网里面满了大鱼，一共有一百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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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虽然有这么多的鱼在网里，渔网居然没有破。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来吃早饭吧！”就把饼递给他们，又把鱼
递给他们。

大家就围着炭火，吃着耶稣为他们预备的早餐。这是耶稣从死里
复活以后，第三次向使徒们显现。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约翰福音：21章1-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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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逾越节过后，耶路撒冷的人们还在谈论什么？

2 使徒们为什么要离开耶路撒冷去加利利？

3 清早，谁在对船上的彼得和其他几个使徒说话？

4 这人要他们做什么？然后发生了什么？

5 你认为为什么彼得要穿上衣服跳进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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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加利利山上

使徒们在加利利湖边，围着炭火，吃耶稣为他们预备的早餐。耶
稣把彼得带到一边，问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
深吗？”

彼得愣住了。彼得知道，耶稣是问，他可不可以用上帝那种无条
件、不求回报的，牺牲的爱，来爱祂。

这时，彼得耳边想起他在大祭司宅院里曾经三次不认主。
“我不是。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我根本不认识那个人！”
“我，我不认识你所说的那个人！如果我不是说的实话，上帝会

惩罚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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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知道自己不配说，自己可以用上帝那种无条件的，不求回报
的，牺牲的爱，来爱耶稣。

彼得只有羞愧地说：“主啊，是的，祢知道我是爱祢的。”

彼得在这里所用的“爱”这个词，是指朋友之间最高尚的爱。

耶稣对彼得说：“你喂养我的小羊。”

耶稣第二次又对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

耶稣仍然是用无条件，不求回报的，牺牲的上帝之爱问彼得。

彼得仍然羞愧地，用朋友之间最高尚的爱来回答耶稣说：“主
啊，是的，祢知道我是爱祢的。”

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

最后，耶稣第三次问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

这一次，耶稣就用了和彼得一样的，是指朋友间最高尚的爱这个
词。

因为耶稣一连三次问：你爱我吗？彼得就忧愁起来，对耶稣
说：“主啊，祢是无所不知的，祢知道我爱祢。”

耶稣仍然说：“你喂养我的羊。”

彼得曾经三次不认耶稣，耶稣就三次问彼得是不是爱祂。耶稣知
道彼得心中的忧伤和顾虑，所以耶稣也三次地对彼得说，你牧养我的
羊。耶稣这样说，是希望彼得能够尽快地走出以前失败的阴影，因为
前面有重要的工作等着他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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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耶稣对彼得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轻的时候，
可以自己束上腰带，往来你愿意去的地方；但是到了年老的时候，你
要伸出手，别人要把你绑着，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

耶稣这样说，是告诉彼得，他将来会怎样用死来荣耀上帝。

说了这话，耶稣就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 

彼得转过身来，看见约翰跟在旁边，于是，就问耶稣说：“主
啊，这个人将来会怎么样呢？”

耶稣对他说：“如果我要他活到我再来的时候，跟你有什么关系
呢？你只管跟从我吧！”

耶稣的十一个使徒，都照着主耶稣的约定，上了耶稣吩咐要去的
那座山。他们是彼得、雅各、约翰、安得烈、拿但业、腓力、马太、
多马、达太、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奋锐党的西门，他们在山顶坐下
来等候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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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山顶上，他们可以看到加利利全境。眼前的加利利湖像一颗
蓝色的宝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迦百农的房屋变得很小，但可以清
楚地看见，那位罗马百夫长帮助建造的会堂。他们还可以看见伯赛
大。耶稣在那里治好了一个瞎眼的人，和一个聋哑人。在远处，还依
稀可以看见一大片野地。在那里，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五
千人。再往南那一片的地方，耶稣在那里用七个饼，几条小鱼，喂饱
了四千人。

忽然间，耶稣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就俯伏拜祂。

耶稣对这十一位使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
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
洗。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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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说，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祂了。还记得撒但曾经试探耶
稣，要耶稣向牠下拜，牠就把世上一切的权柄和荣华富贵赐给耶稣。
耶稣当时就拒绝了撒旦的引诱，选择遵行上帝的旨意，作为“上帝的
羔羊”死在十字架上，除去世人的罪。耶稣就从上帝的手里领受了赏
赐，那就是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

现在，耶稣吩咐使徒们去使天下的万民都来作耶稣的门徒，奉
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让他们遵守耶稣所吩咐的一切教
导。使徒们去执行耶稣所吩咐的命令的保障，就是耶稣自己，就是复
活又领受了天上地下一切权柄的主耶稣。耶稣要和他们同在，直到世
界的末了。

这个应许不但是给当时的十一位使徒，也是给每一位遵行上帝旨
意的人的。主耶稣要与祂的门徒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约翰福音：21章15-23节；马太福音：28章16-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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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当耶稣问彼得时，彼得想起了什么？

2 耶稣问了彼得几次？为什么？

3 耶稣说彼得将来会怎样？

4 耶稣在山上对十一位使徒说了什么？

5 听了耶稣对使徒的吩咐，你认为你应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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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耶稣会再回来！

耶稣复活以后，不断地向门徒显现。在复活当天的黎明，向抹大
拉的马利亚和众妇女显现。后来向彼得显现，傍晚向去以马忏斯的两
个门徒显现。晚上又向十位使徒和门徒显现，八天之后向包括多马的
十一位使徒显现。然后在加利利海边向七位使徒显现，在加利利一座
山上向十一位使徒显现，还向五百位门徒显现和向雅各显现，一共四
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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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的显现向门徒证实，祂的的确确复活了。于是，四散的门徒
又聚集到祂身边。耶稣在显现的时候，向门徒讲述上帝国度的道理，
坚固他们的信心，让他们接受重要的使命。

现在，耶稣和众门徒都回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在一起吃饭的时
候，耶稣就责备他们既缺少信心又顽固。就是那些在祂复活以后亲眼
见到祂显现的人，告诉他们自己复活了，但是他们也不愿意相信。

耶稣就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明白圣经。耶稣对他们说：“这些
话，我从前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对你们说过了。那就是：摩西的
律法、先知书和诗篇上所记，关于我的一切，都必应验。”

耶稣继续对他们说：“按照圣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第三
天要从死里复活。你们要奉祂的名，去传讲悔改和赦罪的道理，从耶
路撒冷开始，一直传到世界各地。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把我
父应许的圣灵赐给你们。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领受了圣灵的能
力。”

耶稣又嘱咐他们：“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的应许，
就是你们听我讲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再过几天，你们要受圣灵的
洗。”

这个时候，朱尼亚就对安东尼说：“主要求我们到处传扬祂的事
迹呢！”

安东尼回答说：“你知道吗，主的要求很高啊！光是在耶路撒冷
和犹太全地，要传扬祂的事迹已经很不容易了。公会的那些人还在到
处抓我们呢！”

朱尼亚一边挠着头，一边说：“不过，这件事我还是不明白。主
不是要来复兴我们以色列国吗？怎么又要我们传到世界各地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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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就说：“是啊，怎么会这样呢？诶，朱尼亚，我忽然想
起，主曾经对我们说过的一句话。我当时完全不明白，现在觉得好像
有点道理。”

朱尼亚凑近安东尼问：“哦，是哪一句话啊？”

安东尼回答：“有一次，主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捨
命……”

朱尼亚说：“哦，对对对，我记得。好牧人为羊捨弃生命。主就
是这样做的啊！祂已经为我们舍过命，又复活了！”

安东尼马上说：“我不是说这一句，是后边儿那一句。”

朱尼亚就问：“是哪一句呀？” 

安东尼说：“接着，主又说，我还有别的羊，是不属于这个羊圈
的，我必须把他们领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同
属一个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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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尼亚有点疑惑：“不属这羊圈的羊？”

安东尼解释说：“你想想啊，主说的不属于这个羊圈的羊，可能
祂就是指的世界各地愿意跟随主的人。”

朱尼亚皱着眉头说：“那太难了！就说有撒玛利亚人吧，我们跟
他们根本就没来往，怎么传哪？还要传到地极，这怎么做呀？” 

安东尼回答说：“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主说，圣灵降临在我们身
上，我们就一定能够得着能力。有了圣灵的能力，我们就可以把主的
事迹传到世界各地去了。”

有的门徒听到耶稣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在城里等候领受圣灵
的能力，他们就问耶稣说：“主啊，祢要在这个时候使以色列复国
吗？”

耶稣再一次告诉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间或日
期，你们不必知道。可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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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向所有的人传
福音。信而受洗的人必定得救，那不信的人必被定罪。信的人有行这
些神迹的能力：他们会奉我的名赶鬼；用手拿蛇；喝了有毒的东西也
不受伤害；按手在病人的身上，病人的病就好了。”

然后，耶稣领着众门徒出了耶路撒冷城，上了橄榄山。耶稣举手
为门徒们祝福。就在祝福的时候，耶稣就在他们面前升上天，有一朵
云彩把祂接去，直到云彩遮住了祂。门徒就看不见祂了。

门徒们还在望着天上的时候，忽然听见有声音说：“加利利人
哪！”

门徒们四下观看，看见有两个人穿着白衣的人站在旁边，对他们
说：“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位被接升天离开你们的耶稣，你们
看见祂怎样往天上去，祂也要怎样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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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徒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实在太美好了！他们就下了橄榄
山，欢欢喜喜地回到耶路撒冷，在所住的楼上聚集祷告。他们的心充
满了赞美和感谢！

是的，耶稣还要再回来，还要来作王，审判全地，建立上帝完美
的国度，直到永远！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哥林多前书：15章6节；路加福音：24章45-53节；使徒行
传：1章1-13节

57



问题

1 你记得耶稣复活后向哪些人显现过？

2 耶稣复活后为什么向这些人显现？

3 耶稣再一次强调要门徒们做什么？

4 耶稣祝福门徒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5 耶稣去了哪里？祂将来要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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