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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我们同在 

第八部分：耶稣 

信息 19——生命的重建；香膏与死亡 

约翰福音 11章，12 章 

介绍 

至此，约翰福音中耶稣的七处“我是”已经宣称了四处：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

是门。我是好牧人。在第 11和 12章，耶稣已经快要结束他的公开讲道了，约翰提到了第五

个“我是”。同时还行了一个重要的神迹来证明这个论述。耶稣将要说他是生命的救赎（被

神所选定战胜死亡并赐给人们永生的那位）。耶稣通过让他的好朋友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来证

明这个宣称。这个神迹可以说是耶稣所行神迹中的高潮部分，几周之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

过逾越节，受到众人的欢迎。其实，当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荣进圣城”）的时候，

拉撒路就在他的身边。人们欢呼拯救我们吧，大卫的子孙，现在就来拯救我们吧！当时的宗

教领袖对此深感不安，他们非常担心耶稣在众人中越来越高的威望，最终决定想办法处死耶

稣和他的朋友拉撒路。  

 

拉撒路的死：11：1-16 

耶稣和拉撒路以及拉撒路的两个姐姐马大和马利亚关系很好。我们看到耶稣和这姐弟三人之

间有很多接触，特别是在耶稣生命的最后几周。他们住在伯大尼，距离耶路撒冷只有两英里

远。 

马大和马利亚托人告诉耶稣拉撒路病了。耶稣回答说，拉撒路所遭受的必有其特殊的意义。 

 

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了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11：4）。 

 

耶稣在距伯大尼 20多英里以外的地方，推迟了两天才出发。（耶稣那时在约旦河边，以避免

和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发生冲突。）在此期间，拉撒路死了，并被埋葬了。当耶稣告诉他的

门徒他要前往犹大，他们都表示反对，因为法利赛人之前还想要用石头打死耶稣。但是耶稣

却告诉他们自己将要去伯大尼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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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

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

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

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11：11-15） 

 

耶稣要去将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从而实现他在三年传道中最重要的一个神迹。功利的门徒多

马则以一种讽刺的口吻表达了他的担忧： 

 

多马，又称为低士马，就对那同作门徒地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11：16） 

 

（关于多马的“多疑”或“理性”我们可以参见约翰福音 14:15 和 20:24-28。他是一位看

重常识的门徒，但如果仅用信仰的双眼，有些事情却难以看到。） 

 

马大迎接耶稣：11：17-27 

马大在耶稣接近伯大尼的时候去迎接他。在她和耶稣的对话中马大表达了自己的失望，因为

耶稣没有在得知消息后马上前来救治拉撒路。耶稣在此表达了第五个“我是”宣言。 

 

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

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 

  

“天意“也可以被定义为“神的引领和关照。”指的是神在看顾我们生活中的一切事宜；他

在掌管一切。所以哪怕有些事看上去没有道理，但它仍是神对我们的生命所定的“天

意”。对于门徒和拉撒路的姐姐们来说，拉撒路患病和他的死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耶稣

却在这件悲伤的事件后看到了神的旨意。神要借着拉撒路的死荣耀自己。使徒保罗对

于天意是这样描述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

被招的人 “（罗马书 8:28）。上帝没有应许天色长蓝，但是他却藉着各样的环境，哪怕

是不好的环境让爱主的人得益处。有人曾经说到：天意就是神从酸的柠檬中酿出甜的

柠檬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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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她说：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

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

（约翰福音 11：21-27）。 

 

马大在耶稣跟前表达了她的信心。她相信耶稣会在末日复活的时候让她的弟弟复活，但是并

不相信他会马上让他从死里复活。  

 

—————————————— 

Shirley 对马大的评述 

马大在耶稣的公共传道过程中出现了好几次。我们都知道马大非常好客。她尊重也爱戴耶稣

以及耶稣的门徒，向他们敞开心扉，只要他们在附近，马大都会邀请他们来自己的家里做客。 

马大给我很多激励。因为她努力为耶稣提供能够休息和放松的住处。为耶稣和他的十二个门

徒采购和烹饪食物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如果加上拉撒路将是 14 个成年男性。这真的不是一

简单的事。 

 

 

马大的独特之处在于她跟耶稣相处时比较放松，这一点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在路加福音 10

章我们知道耶稣和他的门徒曾经在她家里受到了马大的接待。当时马大的妹妹马利亚完全专

注于聆听耶稣，而让姐姐一个人在忙碌。马大一直忙于准备饭食，之后因为妹妹不帮忙而心

里越来越忙乱。后来她干脆打断耶稣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

请吩咐她来帮助我。” 

 

马大怀疑耶稣的动机，你不在意吗？而且她还告诉耶稣应该怎么做，吩咐她来帮助我！对她

这么直接的表述，我们肯定觉得不适应。 

  

就算是今天，朋友之间只有非常亲近才会住在对方的家里。不过我们要知道，“接待”

并不是“款待”。款待好像更为正式。房子可以仅仅只提供居住功能，饮食也可以像吃

“外卖“一样简单。但恰恰是房主的暖人的接待让人们感到彼此之间很亲近，也更容易

留下共同的美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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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却用爱和温柔来回应她：“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玛丽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路加福音 10:41,42）。 

 

这件事已经不仅是关于马大是否是一位勤勉的女性了；它关于马大对耶稣的认识。耶稣希望

通过这次拜访能够教导人们更好的认识他，他不希望马大失去了和他在一起的机会，也不希

望马大因为妹妹停下来聆听耶稣教诲而责备她。显然，耶稣当时主要关心的并不是吃什么。 

 

如果我们对马大的了解仅仅限于这件事，我们可能会对她的印象不太好。但是约翰福音在记

录拉撒路被主复活的事件时，对马大有更多的描写。 

 

在约翰福音 11章的开始部分，马大在这三个姐弟中排名第一。约翰写道：“耶稣爱马大，和

他的妹子，并拉撒路”（11：3）。姐妹二人托人告诉耶稣说他们的弟弟拉撒路，“耶稣所爱的”

病了。之后他们却得到了让他们迷惑不清的信息：“他的病不至于死。”但是当他们收到这个

信息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并且埋葬了！到后来他们才理解了耶稣的更深的意思——拉撒

路的死是为了荣耀主，“为了让神的儿子得荣耀。” 

 

所以当耶稣最后接近伯大尼的时候，马大先去迎接他。他们之间亲密的对话也表现出马大的

真正的力量： 

1）她还是非常诚恳，告诉耶稣自己的失望。“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是

这一回，她也向神表达了自己的深刻的信心，哪怕自己在失望当中。“就是现在，我也知道，

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11：27） 

 

2) 耶稣再次告诉他拉撒路能够复活。马大相信“末日的复活，”这一点对于当时的绝大多数

人来说都是无法理解的。她已经不期待耶稣能够把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  

  

我很佩服马大的勇气，她居然能够那么直接的对耶稣说话！上帝知道我们内心的真正

想法，他让我们更诚恳，哪怕我们不理解，觉得不公平，我们要把我们所想的告诉他。

他会在需要的时候温柔的提醒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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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耶稣告诉马大：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并且问她：“你信这话吗？”马大一定非常诧异；

但是她的回答却是深刻的。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

（11：27）。在福音的记录中，马大是在彼得认主之后唯一一个对主如此表明自己信心的人

（马太福音 16：16）。 

 

4）马大的信心是大的。没有几个人真正的认识耶稣的神性，知道他是“经上说将要到来的

那位基督（弥撒亚）”。 

 

马大的故事教导我:对耶稣要诚恳，向他坦陈我们的感受和疑惑。他会有办法！——相信他， 

知道哪怕现如今，耶稣仍然在行神迹，哪怕在马大有生之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 

马利亚去见耶稣：11：28：35 

马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

死。”耶稣看见她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

“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11:32:36） 

 

在福音书的记录中，每次马利亚一出现，她都俯伏在耶稣脚前。这一回，当耶稣看到罪和死

亡同样发生在自己的朋友身上，耶稣动情地哭了。 

 

  

希腊人相信神的一个特质就是不易动情——缺乏人的情感。神不会在感情上和我们一

样；他不会像我们一样容易受到负面情绪的影响。而在约翰福音中耶稣却如此不同。

他也有深刻的情感，包括爱和悲伤。他因着拉撒路的死而悲伤流泪。很快，当他想到

自己的死耶稣同样非常难过（约翰福音 12：27）。虽然希腊人认为神是没有感情的，

基督徒却相信上帝是充满情感的——他能够和我们“感同身受“。在希伯来书中说耶稣

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体恤我们，所以能够替我们代求。想想看，无论你经历了什么样

的困苦，耶稣都能够体察你的情感，你对此是否深感安慰呢？（参见路加福音 19：

41；22：44；马太福音 23：37；马可福音 10：21，这些经文中都提到了耶稣丰富的

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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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11：37-44 

每个人都有同样的问题： 

“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11：37） 

耶稣为什么哭呢？为什么他之前没有让拉撒路不死呢？好像对于耶稣没有使用神迹让拉撒

路不死，人们都很失望。他们不晓得拉撒路的死是为了更大的神迹——证明耶稣可以战胜死

亡！甚至连马大也不理解耶稣的用意。当耶稣吩咐人把墓穴外的石头挪开的时候，马大是这

样说的： 

 

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

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

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11：38-41）。 

 

挪开石头是信心的行为。马大想起耶稣之前所说的，拉撒路的死是要让人们见到“神的荣耀”

（11：4和 11：40）。神的荣耀在这件事中得以彰显。 

 

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

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

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 “解开，叫他走！” （11：

41-44） 

 

注意这里的措辞。这里没有说“拉撒路出来。”而是说“那个死人就出来了！”这个神迹重点

不在于是谁从墓穴中走出来，而是在一个死了四天的死人从墓穴中出来了。耶稣又一次证实

了“我是”的论断。“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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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谋杀害耶稣:11:45-57 

宗教领袖们看到耶稣行了这么多的神迹，他们聚集起来决定杀害耶稣。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

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

（11:47,48,53）。 

 

耶稣知道他们的目的，就和他的门徒退到旷野。他要等到犹太人的逾越节和众人一起进入

耶路撒冷。犹太领袖也定意要杀害拉撒路，这样耶稣所行神迹的证据就没有了。 

 

马利亚为耶稣涂抹香膏：12:1-11 

逾越节的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

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马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哪哒

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

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

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她吧！她是为

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12：1-8） 

 

———————— 

Shirley 对马利亚的评述 

马利亚是马大和拉撒路的姐妹。她在耶稣的生命中也有重要的作用。她在福音书的记录中

出现了三次，并且每一次都是俯伏在耶稣脚前。 （注意：这个马利亚不是那个在加利利所

遇到的“有罪的女人”。那个女人在法利赛人西蒙家里，因为耶稣的爱和赦免，用眼泪给耶

稣涂抹香膏--路加福音 7：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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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是当耶稣到她们家，马利亚坐在耶稣脚前聆听教诲（路加福音 10：39）。第二次是

拉撒路死后，马大带她去迎接耶稣。她俯伏在耶稣脚前哭泣（约翰福音 11：32）。正是因

为马利亚的哭泣使得耶稣也为拉撒路的死而动容哭泣。马利亚和马大一样，都因为耶稣没

有及时救治拉撒路而充满失望。“主啊，你若早些来，我兄弟必不至死。”耶稣告诉马大

（和马利亚）“我不是跟你们说了么？只要信，就必得见神的荣耀？”姐妹二人实实在在的

相信。他们对耶稣的信心成就了这次令人难以置信的神迹。 

 

但是第三次马利亚的出现却决定了她在永生里有份。这次还是发生在她们家，在逾越节和

耶稣死去的六天前。马大还是在伺候耶稣、十二位门徒跟拉撒路（这次没有怨言）。马利亚

来跪在耶稣脚前，拿出一瓶极贵的香膏（香水）。她把膏到在耶稣脚上（马太和马可还提到

倾倒在耶稣头上）。她为耶稣抹膏的时候专心致志。她把自己的头发解开，充满爱意的涂抹

耶稣的双脚。约翰还特别提到，整个房间都充满了香膏的香气。 

 

可悲的是犹大居然批评马利亚的行为是浪费。其他门徒也一同严厉的指责马利亚（马可福

音 14：5）。 

耶稣马上为她辩护，让门徒“随她吧！”耶稣告诉他们马利亚这么做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安

葬之日做的。而且他还承诺在以后无论何时门徒去传讲福音，都要纪念她为自己所做的

（马可福音 14：9）。 

 

附记：马大和马利亚的对比：马大是外向的；马利亚内向。马大通过伺候来表明她的爱；

马利亚通过沉思。马大的很多话被记录下来；马利亚却没有多少话。两姊妹都非常爱耶

稣；只是爱的方式不一样。 

单身也被祝福！这姐弟三人都没有成家；所以他们可以以独特的方式跟随耶稣和他的门

徒。参考哥林多前书 7:32-35,保罗对于单身者的表述，他认为单身的人更能够自由地服侍

耶稣。 

  

女人们，如果男人轻视你们或者指责你们的时候，请记住马利亚的故事，耶稣在为她申辩。

我们知道耶稣真的很理解女性。马大和马利亚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与耶稣有过交集的女

性。她们的故事激励我们，要像她们一样去追随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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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总结不断增加的冲突：12：9-11 

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但不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

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

耶稣（12:9-11）。  

 

由于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很多人都被吸引来关注耶稣和拉撒路。 注意，逾越节就要

开始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来到耶路撒冷。这些人也许都听说了耶稣。现在他们离耶稣那

么近，很想亲自看看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也许就在耶稣荣进圣城的时候热情欢迎耶稣的

人群当中。 

 

问题讨论 

1. 在拉撒路患病还未死去的时候，耶稣没有出现，这让马大和马利亚非常失望。目前在

你的生活中，是否有什么事让你也觉得对神的工作感到“失望”呢？ 

 

2. 耶稣说明，在这些事件背后（他推迟来救拉撒路）还有更大的旨意要实现：荣耀神。

在你过去的经历中是否有什么事让你当时觉得失望，但事后却发现是荣耀神呢？ 

 

3. 马大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性格特点是什么？你跟她有什么相似之处吗？ 

 

4. 马利亚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性格特点是什么？你跟她有什么相似之处吗？ 

 

5. 是否有人因为你相信耶稣而批评过你；认为你对神的爱太过度了？事情的经过是怎样

的？你是如何回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