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釋放壓⼒

 謝謝，魯德爾弟兄。我很⾼興地知道我在福⾳上得了⼀個
兒⼦。[⼀個弟兄説了某事—編註。] 是的。哦，很好。那

太好了。是的，我確實很看重魯德爾弟兄。我—我相信保羅曾
有⼀個兒⼦，叫提摩太。保羅稱他為福⾳的兒⼦。
2 我不肯定，這位是我們以前稱呼福洛絲·福特的那位嗎？[福
洛絲姐妹説：“是的。”—編註。] 天啊！福洛絲，我……有很⻑
⼀段時間了。是的，確實是。我記得我是孩⼦的時候，她兄弟
勞埃德和我常在⼀起玩耍。她經常烤⼤蛋糕，你知道，我們上
去那裡，吃到幾乎要吐了。
3 我記得有⼀次，他們請我上去，勞埃德請我。我們……福
洛絲烤了蛋糕。那時她還只是孩⼦。她烤了⼀個⼤蛋糕，我—
我們吃到再也吃不下了。我想：“呐，我要整夜跟勞埃德留在⼀
起了。”你知道，天開始⿊了，那時我—我决定我必須要回家。
於是我—我動身，跑在路上，怕得要死，竭⼒要趕回家。
4 我—我還記得她⽗親。我猜你媽媽還活着。哦，那很好。
從那時起，時間的⻑河流逝過了很多的⽇⼦。是的。現在我們
俩都是中年⼈了，是爺爺奶奶了。瞧，但是有⼀⽚⼟地，在那
裡我們永不會變⽼。瞧？福洛絲，我太⾼興地知道你正在仰望
那⽚⼟地，你肯定能找到它。
5 吉姆，吉姆他怎麽樣？他還……是的，我記得那個。吉姆，
那是她丈夫。我對他記得很清楚。我認識他的幾個孩⼦。當他
們結婚，孩⼦正在⻑⼤的那個時候，我就已經在事⼯場上了。
你知道，我們彼此逐漸失去了聨絡。
6 我偶爾會看⾒勞埃德弟兄，在街上就衝着他⼤喊。他們曾
經為我做過很多頓飯。我……像真正的弟兄姐妹。
7 呐，我很⾼興看到魯德爾弟兄的第⼀把⽕是在這個地⽅，
動⼿把⼀個旅館變成了神的家。那⾮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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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當然，你知道，有時候如果你能預⾒什麽事，你知道，那—
那會使事情更好⼀些。所以我們能預⾒這個孩⼦有某種特質。
他很害羞。他爸爸和我以前常在⼀起⼯作。我知道他爸爸是
個積極進取、⾮常能幹的⼈，所以那孩⼦怎麽能没有那種個性
呢？我知道他有⼀個可愛的媽媽。他⽣得正確，所以你瞧，在
他裡⾯⼀定有某些好的東西。他⼼裡有那個渴望，想要事奉
神！當深淵向深淵呼喚時，就必有⼀個深淵響應那個呼喚。我
⾮常⾼興看到魯德爾弟兄正在前進。
9 這群極好的⼈在這裡。今晚能上到這裡來向這群在這裡寄
居的聖徒講道，對我來説是個極⼤的榮幸。我們不是……這
不是我們的住處，你們知道。我們是寄居的。是的。我們不是
在家裡。
10 我記得，魯德爾姐妹，你是怎麽跟他⼀起來，坐在那裡。
他總是低着頭。你有極⼤的信⼼。他們確實有信⼼。她相信
他—他應該傳講這福⾳。所以有個那麽好的妻⼦，還有爸爸、
媽媽和所有的⼈都在為他禱告，⼀定會有什麽事發⽣的，魯
德爾弟兄。所以這就是了。魯德爾弟兄，我祈求這只是你的⼀
個—⼀個⽴⾜點，讓你在這裡能為了福⾳的榮耀跳到最⾼處。
11 我知道魯德爾弟兄、姐妹和⾺克斯今晚會對此感到很⾼興。
我多想看到⽐利·保羅站在講台上。我希望活到那⼀天能看⾒約
瑟站在講台上。那就太好了。
12 我們將孩⼦從年幼撫養到青少年所遇到的那些勞苦愁
煩，到時就不算什麽了。回頭看到你⽗親的⽩髪等等。你記
住，你的⼀些—是你所犯的⼀些錯誤讓那些⽩髪出現在那裡。
是—是的。
13 哦，來這裡真是很好。我只是有⼀點沙啞。我⼀直在講道。
昨天吉恩·⾼德弟兄和我出去⼀趟，下去那裡。⿂在咬鈎。所—
所以我們過得很愉快，來遲了。我們當時站在⽔裡，有⼀點點
感冒，但我相信你們會忍耐我的。
14 呐，我們就要動身去參加夏季聚會，⼤約九⼗天的聚會。
預計⼋⽉底或九⽉初回來。我們現在就要去了。這—這個禮
拜我在密歇根州格林灣開始，星期天下午回到芝加哥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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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個⼤會。我要在威斯康星州格林灣的基督徒商⼈會的
發起⼤會上演講。然後從那裡到芝加哥。星期⼀我要在芝加
哥參加⼀場—⼀場⼤會，是為約瑟·波兹弟兄舉⾏的宣教集會。
然後回到家裡，再去到北卡羅來納州南派恩斯，接着下去南
卡羅來納州。再去洛杉磯市南⾨的⺟⽜宫。那場聚會是由四
⼗來個⼀神論派的教會主辦的。這是⼀神論派第⼀次主辦我
的聚會。
15 然後上—上去加利福尼亞，經過俄勒岡州，進⼊加拿⼤。從
那裡到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然後在這個秋季回來，約瑟·波兹
弟兄要去肯尼亞、坦噶尼喀、烏爾班、⾮洲和南⾮，去安排晚
些時候在秋天的聚會。
16 呐，要説我有帶領去這些地⽅的任何⼀個，我還没有。但
我感到應該在某個地⽅撒種，為神的國做我所能做的。
17 現在，讓我們再次低頭禱告幾句。不是因為我們没有被代
禱過，乃是我想求主幫助我在這裡給你們供應⼀些話。
18 我們的天⽗，我們現在奉主耶穌的名來就近你的施恩座，
他給了我們許可，邀請我們來，並且當我們就近的時候，我們
會得着我們所求的。我們絶不求站在你的審判中。但我們要站
在施恩座前，這樣我們就能得着憐憫，承認我們錯了。在我們
裡⾯毫無可靠的。但是主啊，我們獻上⾃⼰。我們不能奉獻什
麽，只有我們主耶穌的禱告和邀請，他這樣説：“那聽我話、⼜
信差我來者的，就有永⽣，不⾄於定罪，是已經出死⼊⽣了。”
我們相信那個。他告訴我們來奉他的名求什麽，都必得着。我
們相信那個。
19 在我們信⼼的根基上，我們來求你祝福這個教會和我們
和譪的弟兄魯德爾弟兄和他的家庭，以及在這裡所代表的所
有家庭。
20 當我看下去時，⾒到莫⾥斯太太今晚在這裡，就想到了過
去的⽇⼦。神啊，正如我對她説的，時間的⻑河已經流逝過了
許多，經歴了許多危險、困苦、網羅。主啊，你已經領我們經
歴了它們，我們信靠你，我們要靠你走到道路的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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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祝福這個地⽅。主啊，把你的名⽴在這裡，給他們你命定
給這個地⽅的最好的東西。願邪惡，正如⼀位弟兄今晚在這
裡禱告的，這個年輕⼈祈求你除去⼀切的障礙。主啊，求你應
允。垂聽他的禱告。
22 醫治我們中間的病⼈。把救恩給那些饑渴慕義的魂。主啊，
現在將你這無⽤的僕⼈的聲⾳和—和努⼒分别為聖。祝福你的
道，願它不徒然返回。但願如此，願它成就它所定的⽬的。願
聖靈今晚拿神的東西來⿎勵我們的⼼，從最⼤的到最小的。我
們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23 呐，今早我講了很⻑時間。我對講道的事不是懂得太多。
我只是在教導⼀堂主⽇學課程。有⼀天我教導了六個小時。今
晚不會那麽糟糕了，我肯定。
24 但我這裡有⼀個小小的主題，我想讀⼀些經⽂，因為我知
道他的道不會落空。我的話可能會。我的話可能會落空。我要
竭⼒使我的話與他的道⼀致，拿他的道；⽤我的話圍繞他的道
構造⼀個上下⽂，讓我們可以⽤作⼀個主題。
25 今晚我想讀两個地⽅。我想讀《箴⾔》 章 節作為⼀處。
另⼀處，我想讀《以賽亞書》 : 。現在，看《箴⾔》 : 。

主的名是堅固台；義⼈奔⼊便得安全。
26 在《以賽亞書》 章第 、 節。

看哪，必有⼀王憑公義統治；必有⾸領藉公平掌權。
必有⼀⼈像避⾵所和避暴⾬的隱密處，⼜像河流在乾
旱之地，像⼤磐⽯的影⼦在疲乏之地。

27 現在，我想⽤這個作為題⽬，作為我的主題，釋……“釋放
壓⼒。”這是個古怪的題⽬，“釋放壓⼒。”我挑選這個，是因
為在去到聚會之前，我總是要努⼒禱告，想要尋求主。不是要
站在或多或少的會衆⾯前，從⼀個到⼀百萬，不是要站在那裡
為了被⼈看⾒或被⼈聽⾒，乃是要做⼀件事來榮耀我的主，所
以，看到⼈們的需要。
28 我來這裡不是為了要被⼈聽⾒，因為我没有什麽好聽的，
糟糕的嗓⾳，⼀個没有受過教育的⼈。我總是跑題，從《創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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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到《啓⽰錄》跳來跳去。我—我不是⼀個—⼀個—⼀個有口
才的演講者，但是我愛主。只有我先愛主的⼦⺠，我—我才能
愛基督。瞧？我必須愛他的⼦⺠。所以如果我愛他的⼦⺠，我
就愛他了。
29 然後，我想像他⼀樣。我想讓—想讓我的⽬標跟他的⽬標
⼀致；就是⼀直努⼒做好的事情，幫助⼈。
30 看到我們所⽣活的這個時代，知道這個教會有⼀個很好的
牧師……
31 呐，我這麽説不是要奉承，我是從⼼底裡説的。如果我説
的跟⼼裡的不同，我—我就是⼀個偽君⼦。我—我相信這個教
會有⼀個站在真理上的牧師，無論什麽東西出現或消失。我
相信這個。那是我對我—我兒⼦的信任。我—我相信那個。而
且我……他是相當勇敢的。你……我相信他是個可敬、聖潔的
⼈，從神那裡差來，有⼀個給這個末世的事⼯。他跟我傳講同
⼀部分的道；是從《創世記》到《啓⽰錄》，完全照着聖經所寫
的⽅式去講。我喜歡那樣。决不妥恊，完全持守住神的道，我
喜歡那樣。
32 但我在思想，⼀個那樣的⼈，儘管是個年輕⼈，要我走到
他的講台後，我可以講什麽來幫助他的會衆呢？因為那是他
要我上來的原因。他是個牧者，他看守他的⽺。此時他可能想
要稍微改變⼀下，那可能會對他的會衆有⼀些幫助。他闗⼼你
們。他闗⼼你們的福祉。⽩天和⿊夜，他隨時要去任何地⽅，
盡他所能幫助做些什麽事。瞧，那—那是神真正的僕⼈。
33 當他説，他説他煩擾了我，或打擾了我，或糾纏了我或什
麽的。他没有那麽做。當他不斷地邀請時，那讓我更加愛他，
因為我愛那個，他對我信任。這表明了如果我認為我會傷害
他的⽺，他是不會帶我到他們⾯前的。决不。没有牧者會那麽
做。因為他認為我會做正確的事。那是……他……當他請我來
時，那是他給我的極⼤的榮幸。我喜歡他的—他的動機，就是
“⼀直堅持，直到事情發⽣”。那是個—是個有信⼼的⼈，我喜
歡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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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所以我想：“我要對這群會衆講什麽呢？”我想：“瞧，他們
可能在⼀切事上都得到了正確的訓練，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
今天⼈們身上有⼀個壓⼒。那個壓⼒没有限制或宗派的界線。
它没有年齡的界線。它不偏待⼈。它在年輕⼈和⽼⼈身上，在
好⼈和壞⼈身上。在每個⼈身上都有壓⼒。
35 我們正⽣活在⼀個神經質的時代，神經緊張。每個⼈都拼
命地跑到這裡，⼜去那裡，到處亂撞。這個時代就是這樣。我
知道這個教會要受它的折磨，正如到處都被它折磨⼀樣。伯蘭
罕堂受它的折磨，到處，整個世界。
36 這是⼀個壓⼒的時代。快點，快點，快點，快點；趕快
和等候。⼀小時開九⼗英⾥，回家吃晚飯，等了两個小時飯
才做好了。是的。就—就是這個時候。在那樣的匆忙和快速
中，就使你陷⼊了神經緊張。⽼婆説⼀點相反的話，你就想
⼤發脾氣。⽼公説⼀件事，你就猛跺脚，告訴他進房間裡去。
瞧？“瞧，⽼公，我跟你不想説什麽話。從那裡出去。”
37 “⽼婆，哦，我太緊張了。”瞧？為什麽？到底怎麽了
啦？瞧？
38 所有這些凑到⼀塊，這個緊張就積聚起來，它的結果就是
做錯事，舉⽌失常。是的。呐，它會使窮⼈那樣舉⽌。它會使
中産階級那樣舉⽌。它會使富⼈那樣舉⽌。它會使壞⼈那樣舉
⽌。它會使很好的⼈那樣舉⽌。它會使好⼈這樣舉⽌。因為那
是緊張、壓⼒在積聚。必須要在某處發洩出來。瞧？如果你不
發洩，就會炸鍋的。
39 呐，我們看到這個。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不斷積聚。如果
你在⼯作，你對⽼板説話：“哦，某某某！”如果你對小孩説
話：“過來這裡！”
“媽媽！我……”瞧？
就是這樣。它在積聚。哦！天啊！瞧？你覺得⾃⼰將要…

…頭都快掉了。我知道的。我每天都要對付它，所以我—我知
道它是怎麽回事。它在積聚。我……
40 我想到這件事，那是闗於幾天前的⼀個晚上。我在某個醫
院裡。我們的牧師，我以為他病了；他只是累壞了。他趕來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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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趕來趕去，趕來趕去，趕來趕去，直到精疲⼒竭了。⼀些
⼈説，打電話來，他們打電話到辦公室，問我可否代他探訪。
哦，我已經花了⼀整天的時間在忙着處理從不同地⽅來的傳道
⼈的事情。我説：“好的。”哦，我去代他探訪。
41 我去到某個醫院。他們把⼀個⼥⼈的名字和—和她所在的
房間號給了我。我去到這個房間。我走向這個⼥⼠。那是—那
是在接受探訪的時間前⼤約⼗五到⼆⼗分鐘。所以我走過去，
告訴那⼥⼠我是個傳道⼈，想要⾒某某⼥⼠。她看着我的臉。
她正在做事。她先轉過身，説：“你有什麽事？”
我説：“我想知道某某⼥⼠在這個病房的哪裡。”
她説：“我不知道。”
我説：“哦，有⼈給了我⼀個號碼，某個地⽅，我想我應該

先問⼀下。”
她説：“哦，如果你有號碼，就去看吧。”
“謝謝。”
我下到那裡，站在病房⾨口。我説：“這裡有⼀個叫某某某

的⼥⼠嗎？”
“没有。”
瞧，我回過身去，看了看我的便箋。那正是便箋上所説的

地⽅。於是我回去，這⼥⼠正站在那裡。我説：“那是錯誤的
號碼。”
“你説她的名字叫什麽？”我説了。她説：“她不在這層樓。”
“謝謝，”我説：“那我就上樓去。”
於是我去到樓上的房間。我去到……⾸先，有⼀個醫⽣坐

在桌⼦邊，正坐在那裡撓頭。我説：“你好嗎？”他只是抬頭看
了看，⼜低下了頭。
哦，我想：“我最好不要打擾他。”
於是我繼續往前走了⼀點路，我看到⼀個⼥⼠在桌⼦邊，

⼀位護⼠。我説：“對不起。”
她説：“你有什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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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説：“這裡有⼀個名字叫某某的⼥⼠嗎？”
她説：“我不知道。”我説……她説……
我説：“有⼈給我⼀個—⼀個房間號： 或 。”我

説：“我去到那個房間，那裡没有⼈。那⼥⼠説：‘這裡没有叫
那個名字的⼈，’所以她説：‘可能是在樓上。’”
她説：“哦，那麽你就去 …… 吧。”
我説：“謝謝。”
我下去 ，我……或者是 …… 。我説：“這裡有⼀

個叫某某某的⼥⼠嗎？”
“没有。”
有⼀個⼥⼠躺在那裡，説：“她在對⾯房間，在對—對⾯的

那個房間， 。”
我説：“謝謝你，⼥⼠。”
我走過去，我説：“某某某⼥⼠在這裡嗎？”
“没有，他們把她搬出去了。她在樓下。”
我⼼想：“天啊！”
我⼜回到樓下。我—我……她……他們的確給了我房間

號。我到了樓下，我看了四周……我怕⼜去到那張桌⼦那裡。
於是我四下裡去看，想要找到那個房間號。我—我看過了，
找不到。
他們這個醫院裡分成好幾個小的側樓。來了⼀個醫⽣，⼿

裡拿着他的聽診器和背包走下來。我從未⾒過⼀個四英尺⾼、
四英尺寛的⼈，但他差不多配得上……他正從那裡走來。我
説：“晚上好，先⽣。你能告訴我某某房間號在哪裡嗎？”
他説：“往這邊上去，再從那邊出去。”
我説：“謝謝你的指教。”那是事實。他説：“往這邊上去，

再從那邊出去。”
我説：“謝謝！”我想：“我還是找不到地⽅。”

42 我回頭看，⼜有⼀個樣⼦有點親切的⼥⼠站在桌⼦邊。我
向她走過去，我説：“晚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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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説：“你好嗎？”
43 我説：“⼥⼠，我完全搞亂了。”我告訴她我的故事。我
説：“這裡什麽地⽅有⼀個⼥⼠，明天早上要做外科⼿術，她瀕
臨死亡。我是個傳道⼈，我們那裡的牧師不能來探訪，所以他
們給了我這個號碼。”
她説：“等⼀等，伯蘭罕弟兄，我找⼀下。”她……
“好，我感謝—感謝主。”
她放下⼀切，走到那裡，拿了……
“哦，”她説：“是的，伯蘭罕弟兄，她在你左邊的某某房間，

就在那裡。”
44 我説：“⾮常感謝。”我轉過身去找。
45 我想：“那就是了，發洩壓⼒。”每個⼈……這完全成了⼀
個—⼀個神經過敏的時代。每個⼈都在積聚。時間不够⽤。積
聚到⼀個地步，就會造成破壞。當⼈們呵斥對⽅，然後—然後
説了⼀些你不是有意要説的話，這就導致⼈們互相有怨恨。
46 呐，每個⼈都犯過這個。我犯了。你們也都犯了。我們在
壓⼒下會做⼀些我們在其它的時候不會做的事，所以今天⼈們
積—積聚了過度的壓⼒。我相信……在我往下講之前，我想説
説這點。我相信這是敵⼈下來擠壓。我相信那是魔⿁。
47 我們知道主的再來近了。聖經説在末世“魔⿁如同吼叫的獅
⼦，遍地游⾏”。如果它能讓你處在壓⼒下，倉促、忙亂，你就
會做出如果你坐下來好好想⼀想就不會做的决定。
48 ⼤約三年前我在⼀次打獵旅⾏中，我有⼀個印第安⼈嚮導。
我—我打獵很快。你瞧，我就是這樣，我就是那種積聚壓⼒的
⼈之⼀。
49 我—我正同這個印第安⼈打獵，我跳下⾺。⼭上有隻麋⿅，
我開始瘋狂了。⽼印第安⼈⼤約⽐我年⻑⼗歳。他跟我在後⾯
直喘氣。我説：“快點，酋⻑。快點！”
他説：“太快了！太快了！”
我想：“哦，哎呦！”我説：“快點，開始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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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他説：“太快了！”我放慢到第⼆檔。“太快了！”我改⽤慢步
走。“太快了！”哦，天啊！
我説：“酋⻑，麋⿅就在上⾯！”
他説：“它會待在那兒的。它⽣來就在那兒。”
我説：“我想那是對的。”
“它會待在那兒的；它⽣來就在那兒。”他説：“傳道⼈打獵

太快了，嚇跑了所有的獵物。”説：“要像印第安⼈那樣。走⼀
步，看九次。”
51 瞧，我不知道我得掛哪⼀檔才能到達那裡？當我向⼭上跑
時，他説：“走⼀步，看九次。在你跨出另⼀步之前，觀察九次
周圍的⼀切。”哦，天啊！但你瞧，他不匆忙。我想過這事。
52 今晚我寶貴的⽼媽媽已經在榮耀裡了；有⼈説：“為什麽你
今天不戴⽩花，表⽰你媽媽死了呢？”
53 我説：“我媽媽不是死了。我媽媽是活的。”
如果我戴红花，⼈們就會説：“我以為你媽媽去世了呢。”
所以，為了不讓他們混亂，積聚更多的壓⼒，我就不管這

⼀切了。瞧？她不是死了。她睡了。她跟基督在⼀起。
54 我們正⽣活的這個緊張、神經過敏的時代！你知道，在這
⼀切事上，醫⽣没有答案，因為他們也受它的折磨。他們没有
答案。他們不知道要做什麽。
你説：“哦，醫⽣，我—我—我的腦袋快要爆炸了。我不知

道要做什麽。我……”
“瞧，”他會説：“我也是。瞧，你什麽也做不了。”他會給

你⼀些鎮定劑。當那個藥性逐漸消失時，你就⽐起初更加緊張
了，就像⼀個醉漢再喝⼀口酒來克服他的醉意。你看到嗎？所
以你—你做不到。没有答案。他們没有答案。
55 但神有答案。那就是我們要提，要談論的，以便得到答案。
神有答案。他就是答案。基督是我們所遇到的⼀切⿇煩的答
案。現在，我們要談⼀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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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呐，在舊約，⼀個⼈有壓⼒積聚時，那就是當他做錯事的
時候。如果他流了無辜⼈的⾎，哦，那他就要逃跑。因為當他
殺了的那個⼈或他所犯的錯誤；他對那個⼈做了錯事，那個⼈
的⼀些親⼈就會尋索他，直到找到了他，那時就會殺了他。“那
是以⽛還⽛，以眼還眼。”你瞧，⼀個⼈没有地⽅可停留。
如果他是意外做了⼀件事，當然，⼈們不會相信，瞧，他

必須逃亡。因為當他⼀做了這事，這—這個男⼈或⼥⼈，不管
是谁，他的親戚們就開始尋索他。當他們找到他，“就是以⽛還
⽛，以眼還眼”。那就是他們的⽣活⽅式。
57 所以他哪裡也不能停留。他是個逃亡者。他不知道要做什
麽，他在逃跑。
這是今天很好的預表，我想就是這個導致了那麽多的壓⼒。

我們在逃跑。那就是世⼈的問題所在，他們知道他們錯了。他
們知道主的再來近了，壓⼒正在積聚。他們在逃跑；旅館，賭
場，奢侈，罪惡，不道德的墮落，任何能⽤來發洩的東西。聽
聽電視裡骯髒的笑話，無論什麽，⽤來發洩。他們在逃跑。有
⼀件事就要發⽣。他們知道，他們正在⽤宴樂等等灌满⾃⼰直
到死去，他們在逃跑。
58 他們知道有⼀件事就要發⽣。世⼈談到它。我們知道有⼀
件事就要發⽣。這個世界可能在天亮之前就被炸掉。每個國家
都處於緊張之下。為什麽？
59 ⼀次我在⾮洲，我在觀察⼀隻綿⽺進⾷。那是⼀隻⽺羔，
哦，是⼀隻中等年齡的⽺。小傢伙正在⾮常安靜地吃草，突然
間它變得不安起來。它吃了⼀口，周圍觀看，再吃⼀口。它安
靜的時候，我在觀察它，它的樣⼦相當平靜。我想：“那裡多安
靜啊，不是嗎？看看那個小傢伙。”牧⼈，那個⼀直照看着它的
⼟著⿊⼈回畜欄去了。
60 我觀察這隻小傢伙。過了⼀會兒，它變得緊張起來。我
想：“那小傢伙出了什麽問題？”我在觀察它，當然，是藉着雙
筒望遠鏡。它變得那麽緊張。它這邊看看那邊看看。它開始咩
咩叫。它不知道要做什麽。我想：“是什麽使這小傢伙突然間變
得如此緊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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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呐，它在⼀塊小牧場上。但在背後⽼遠處，我注意到有
個東西起來⼜趴下，離它⼤約有半英⾥遠。⼀頭獅⼦藏在草
裡，悄悄潜了過來。那個小傢伙，它裡⾯有個東西積聚到了
⼀個地步，它知道某個地⽅有危險。它看不⾒它。但獅⼦聞
到了綿⽺，它現在必須快點，要在牧⼈回來之前抓到⽺，叼着
它跑掉。
62 那時，我注視着它，緊張積聚了起來。遠處這頭獅⼦正悄
悄地靠過來。雖然綿—綿⽺看不⾒獅⼦，但它裡⾯有個東西告
訴它，危險臨近了。
63 今天也是這樣，⼈們裡⾯有個東西讓他們知道某件事就要
發⽣。我們知道它。基督徒知道它。世⼈知道它。酒⿁知道。
賭徒知道。商⼈、政府、聨合國，他們所有的⼈都知道有件事
就要發⽣。那使緊張積聚起來。
64 婦⼥們，作媽媽的，烟⼀枝接着⼀枝！我看到她們去學校。
她們開⾞經過我們的巷⼦，以⾄我不得不留⼼我的孩⼦和狗。
在限速每小時⼆⼗英⾥的路段，開七⼗英⾥，婦⼥帶她們的
孩⼦上學。她們⼿裡拿着烟，伸出⾞⾨外⾯，跟她們的孩⼦爭
吵，開⾞到那裡，猛踩刹⾞，讓輪⼦或輪胎在街上划過。然後
她們⼜回來了。那天我看⾒某個神經質的⺟親過去後，⾵把四
五個小孩⼦都颳倒在路上。她要去哪裡？怎麽了？可能是某個
電視劇正在上演或將要上演，她想看。
65 但那就是緊張。必有某件事導致了它。他們過去不是那樣
做的。有件事正在臨近。死亡和毁滅已經在路上了。它不是很
遠了。有件事正在臨近。
66 呐，在舊約裡，神看到某些⿇煩是無意之中造成的。如果
你是無辜的，没有犯罪，神為你預備了⼀條路。
67 呐，如果⼀個⼈故意、有預謀地殺了⼈，他就失喪了。他
不能去到這個地⽅。但如果他是意外地殺了⼈，他不是有意要
殺⼈，那麽就有⼀座逃城。⼀座是在基列的拉末。我想是四個
地⽅，約書亞設⽴了這些逃城。
68 呐，如果⼈們意外地做了錯事，他可以去這座逃城。他不
是有意要做。他可以去逃城，去到城⾨口。守⾨的會問他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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麽來，他來的原因是什麽。然後他就要申訴他的案件。當他在
城⾨口申訴了⾃⼰的案件後，這⼈被發現是無辜的，他不是
故意殺⼈，那麽，這⼈就被領進被作為避難所的城裡。仇敵不
能抓他。
如果他撒謊，做了錯事，進⼊逃城，即使他抓住祭壇的⾓，

他的仇敵也有特權和權利把他從那壇上拖下來殺掉，是的，先
⽣，因為他是有預謀地犯罪，必須受到懲罰。
69 呐，有⼀件事隨着那個。當然那個⼈會緊張，可能你後⾯
有⼀打⼈。在某個地⽅，每塊磐⽯，每座⼭，每座樹林，那些
仇敵，有⼈正站在那裡要抓他。他緊張。但當他⼀旦進了城，
他的壓⼒就可以釋放了。他安全了。他没事了，因為那裡已為
他設⽴了⼀個預備好的地⽅。神為那個無辜的⼈預備了⼀個不
會被殺害的⽅法，而是能够免除被殺，因為他是意外殺⼈的，
呐，如果他不是有意殺⼈。
70 如果他是有意殺⼈，瞧，他—他就必須承擔後果。如果他
故意殺⼈，就不會有機會給他。
71 今天有两種⼈。請允許我這樣説。魯德爾弟兄，今天世界
上有的男⼈⼥⼈，他們真的不想做他們所做的這些事。今天世
界上有不想犯罪的男⼈和⼥⼈。我為他們感到難過。他們不想
做任何錯事，但他們做了。他們是被逼着去做。呐，有⼀個地
⽅是給那個想做正確事的⼈的。有⼀個地⽅來釋放那個壓⼒。
這是真的。但有⼀些⼈不在乎。
72 那天，⼀位弟兄，希克森從肯塔基州拉格朗基的……聨
邦監獄看守那裡給我拿了⼀張可以進去的通⾏證，去釣⿂。
我在裡⾯遇⾒了⼀個從路易斯維爾來的⿊⼈。他告訴我……我
説：“像你這樣模樣英俊、有才氣的⼈，你在這裡做什麽呢？”
73 他説：“哦，”説：“牧師，事情是這樣的。”説：“不是别⼈的
錯，是我的錯。”説：“我—我—我曾經屬於主。”他的名字叫畢
曉普 [此名字的英⽂為“Bishop”，意思是“主教”。—譯註。]。
他説：“他們叫我‘聖主教’，因為我是事奉主的。”他説：“我
和妻⼦，我們—我們有⼀個小⼥兒。”説：“⼀次我實在忍受不
了，就隨世界去了，離開了主。”説：“我有⼀個基督徒爸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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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説：“我在韓國服了四年的海外兵役，”他參加了多少戰
⾾，得了多少嘉奬等等。他説：“但在外⾯我們所做的事只是去
跳舞而已。我跟不好的⼈混在了⼀起。”
74 “⼀天两個男孩路過，説：‘畢曉普，我們想上去貴格美德，
買⼀些雜貨。你願送我們上那裡去嗎？’”
我説：“我妻⼦剛好叫我吃晚飯。我説……她叫我進去，

説：‘寶⾙，你不要跟他們去。那些傢伙没⼀個好的。我們必須
遠離他們，再回到教會去。’”
他説：“哦，”説：“我説：‘我不願讓他們……他們想要買些

雜貨。’説：‘我想送他們上去那裡。’是的，⼜説：‘我讓他們
開我的⾞去吧。’”
“她説：‘你不要這樣做。他們會把⾞搞爛的。’説：‘送他們

上去那裡，然後就回來。’”
75 他説：“我送他們上去那裡，停在停⾞場。”説：“我正坐
在那裡等候。突然警報響了等等。這两個男孩都⼿裡拿着⼿槍
過來了。我闗上⾨。我説：‘你們不可以上⾞。’”其中⼀個⼈
⽤⼒打他的頭，把他往後猛拉，舉起槍。他説：“你不願讓我
上⾞。”
把槍頂進來，説：“如果你不想讓身上穿⼀個洞！我們會把

你丢在外⾯，開⾞走。”
76 他説：“你們無處可逃。你們會被抓住。你們两個告訴他們
這跟我無闗。我—我不想這樣。我—我就坐在這裡。我是無辜
的。”就在那時，警察抓住了他們。
77 他們為那個案件申訴。他説：“這是我第⼀次認為檢察官
是邪惡的，因為他説……”這是檢查官問的問題：“這是你的
⾞嗎？”
他説：“是的，先⽣。但是我……”

78 他説：“回答我的問題。”哦，弟兄，魔⿁有它做事的⽅法。
他説：“回答我的問題。”説：“這是你的⾞嗎？”
他説：“是的，先⽣。”
“那是你的⾞牌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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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先⽣。”
他問：“是你去停在那個停⾞場的嗎？”
他説：“哦，我告訴你……”
他問：“回答我的問題。”
他説：“是的，先⽣。”

79 他説：“這就够了。”由於這個間接證據，他們判了他⼗年，
判了另外两個男孩終身監禁。
80 呐，他説：“瞧，弟兄，我與不正當的⼈群為伍。不怪别
⼈，只怪我。”是的。他得了⼗年來釋放壓⼒。我為他禱告。伍
德弟兄和我，我們坐在⽔邊。我們拉着這男孩的⼿，在⽔邊上
為他禱告，願神給他⼀個假釋。我仍然為他禱告神這樣做。
81 那是什麽？壓⼒，無辜，⼀個⼈無辜。那⼈應該有⼀
個機會。
82 現在，如果你想做正確的事，今晚我很⾼興地告訴你，有
⼀座逃城。那就是耶穌基督。如果你不想做錯，仇敵在追趕
你，那麽，有⼀個逃脱的⽅法；那個⽅法就是耶穌基督。有⼀
個你可以去釋放壓⼒的地⽅。但如果你喜愛罪，不想要神，那
麽，仇敵就要在某個地⽅追上你。你没有……你不能來到基督
那裡，因為你不想。
83 當這⼈來到基督這個避難所那裡……在舊約裡，當⼀個⼈
進⼊那裡，⾸先，他必須是基於他⾃⼰的⾃由意志而來。你也
必須這樣來到基督那裡。
84 另外，當你在那裡時，你必須感到满⾜。你不要……你不
能天天在那裡喊着：“我想要從這裡出去。我想要從這裡出去。”
他們就會趕你出去。你必須⾃願要留下。必須是你想要留在那
座城裡。
85 當你來到基督那裡，你不能回頭去看世界。聖經説：“⼿扶
着犁轉過頭往後看的，不配犁⽥。”呐，那麽多所谓的基督徒就
是在這裡犯錯的。瞧，他們的舉⽌看起來好像他們要犁⽥，但
⼀件小事⼀出現，他們就因此而發脾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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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那天我有⼀個那⽅⾯的經歴，你們都知道。我感謝你們的
禱告。當我打獵、釣⿂、打靶等等時，我⼀直想要⼀枝威勒
⽐⼤口徑的來福槍。呐，我的⼀些朋友就會為我買。我知道
⼈們，只要我⼀提這事，他們就會很⾼興地去辦。坦⽩地説，
两、三個⼈想做這事。但我不能看他們花那麽多錢在⼀枝來福
槍上，而我知道宣教⼠脚上卻連鞋⼦都没有。我不能那樣做。
威爾遜弟兄給了⽐利·保羅⼀枝點 口徑的羅伯茨槍。我的⼀
位弟兄朋友説：“伯蘭罕弟兄，威勒⽐可以幫你鑽那枝槍，只要
你讓我為你做這事，我可以花便宜的價錢就把它搞好。”瞧，我
就讓他去做了。
87 槍拿回來後，裝⼀顆⼦彈到槍裡⾯，開始射撃，這東西就
在我⼿裡爆炸了。槍管幾乎向前直⾶了五⼗碼遠，槍機⾶到我
後⾯⽼遠處。它没有將我劈成两半，是⼀個奇跡。⼤約有五、
六噸的壓⼒那麽地接近我。
88 ⼀位醫⽣説：“我唯⼀所知道的事，就是良善的主正坐在那
裡保護他的僕⼈。”
89 呐，我所想到的事，就是從這裡來的。如果那⼀開始就是
⼀枝威勒⽐⼤口徑的槍！問題是什麽呢？那枝來福槍裡有⼀個
缺點。頂端空間鑽的孔太鬆了。那就是我們許多⼈在信主上的
問題：我們的頂端空間鑽的孔太鬆了。
90 呐，如—如果那從起初就是⼀枝威勒⽐槍，從那被澆注形成
槍管的鋼上，鑽孔造出⼀枝威勒⽐⼤口徑槍，它就不會爆炸。
但因為試圖把它轉變成某個它所不是的東西，它就爆炸了。
每個宣稱是基督徒，卻没有從新⽣正確地開始的⼈，也會

發現同樣的事，他會在某個地⽅爆炸。它上⾯有太多的壓⼒。
它承受不了。他會發現⾃⼰在某個地⽅爆炸。
91 ⼈們想要模仿某個⼈的事⼯，他並没有被呼召做這事⼯，
最終肯定要爆炸。你必須是神所委任的。
那必須是神，而不是什麽握⼿、多愁善感的故事，而是

基於基督所流的⾎和你對神藉着耶穌基督為你所做之事的信
⼼。如果不是，你就會在某個地⽅爆炸。有⼈⼀冒犯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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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你就發⽕了。瞧？瞧，那是壓⼒在不斷地積聚，很快就
會爆炸。
92 這⼈必須想留在避難所。他不能進去抱怨。他必須想留下，
不對此抱怨。在外⾯他就死了，在裡⾯他是安全的。
93 瞧，我想對這裡還不是基督徒的⼈説⼀點事。⼤約三⼗⼀
年前，我來到這座逃城。弟兄，我從未想過要出去。哦，我進
了基督裡。凡我所渴望的都在這裡。我不想出去。我天天禱
告，“哦，神啊，我在這裡太快樂了。就讓我待着。”我决不想
離開，我知道他永不會撇下我。我知道他永不會離開你。壓⼒
變⼤了，如果壓⼒⼤了，他是我們的出口。所以，我們不—不
⽤擔⼼它。
94 如果你們積聚满了壓⼒，不知道你要去哪裡，不知道死後
你會發⽣什麽事；你知道你有⼀天會死的，你必定會死；那
麽，要做的事就是來到避難所基督那裡，釋放壓⼒。⼀勞永逸
地解决它。
95 不管發⽣什麽事，基督是我們的避難所。當我們來到他那
裡，我們就可以釋放壓⼒。你可以停⽌擔⼼，“瞧，如果我死
了，我會發⽣什麽事呢？妻⼦會發⽣什麽事呢？丈夫會發⽣什
麽事呢？孩⼦們會發⽣什麽事呢？”只要來到基督那裡，釋放壓
⼒。所有的，他給我們萬有。藉着基督，萬有都是我們的，所
以只要把壓⼒釋放掉，那是你能這樣做的唯⼀途徑。
96 某個⼈可能會給你⼀百萬美元。它會積聚壓⼒。
你可能加⼊⼀個教會，它仍然會積聚壓⼒。因為衛理公會

將告訴你他們是對的，“浸信會是錯的”。浸信會説：“他們是錯
的，我們是對的。”所以，它只是積聚更多的壓⼒，因為你不知
道你正站在哪裡。
97 但如果你來到基督那裡，你就可以釋放壓⼒。因為那時⼀
切都結束了，只要安⼼。神預備了安全的地⽅，神説：“主的名
是堅固台；義⼈奔⼊便得安全。”
在⽣病的時候，當疾病臨到，醫⽣説：“我對此無能為⼒

了，”不要積聚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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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釋放壓⼒。叫你的牧師來。請他⽤油抹你，為你禱
告。“出於信⼼的祈禱要救那病⼈。”釋放壓⼒。瞧？
98 他是我們的避難所。當你在這個避難所時，你有了⼀個—
你對避難所裡的任何東西都有權利。基督是我們的避難所，你
所需要的⼀切都在他裡⾯。阿們。
在病中，不要積聚壓⼒。要釋放壓⼒。

99 你説：“哦，我—我感到奇怪，伯蘭罕弟兄。”你不要感到奇
怪，你只要釋放壓⼒。將你的情况交託給神，繼續前進，就好
像它已經結束了。不要積聚壓⼒。它會釋放壓⼒。
100“瞧，”你説：“我太憂慮了，伯蘭罕弟兄。我真不知道。”
釋放壓⼒。阿們。在逃城裡，他擔當了你的憂慮，所以你—

你不⽤憂慮。“你們要將憂慮卸給神，因為他顧念你們。”不要
為你的憂慮擔⼼。那是他的事。
101 幾年前我在⼀毛錢商店遇⾒⼀個婦⼈。她⼤約六⼗歳，看
上去⼤約三⼗歳。我説：“姐妹，你好嗎？”
102 她説：“伯蘭罕弟兄，我有两個當醫⽣的兒⼦，年紀⽐你
還⼤。”真的，她—她看上去三⼗歳還不到。她説：“事情是
這樣的。我⼤約⼗⼆歳的時候歸⼊了基督，我坐下來，思想這
事。我查考了别的宗教。但當我發現真正的那位，”她説：“我
歸⼊了基督，把我的情况、我的魂、我的⼀切都給了他。”她
説：“從那以後我從未有過擔憂。”説：“他應許要看顧我⼀
切的煩憂，”⼜説：“如果他都還不够⼤來對付它，我知道我
更不够⼤來對付它；所以我擔⼼它⼜有什麽⽤呢？”瞧？就
是那樣。
103 基督應許他要看顧你⼀切的憂慮。“你們要將憂慮卸給他。”
所以你擔⼼什麽呢？擔⼼積聚壓⼒。壓⼒會爆炸。所以，你只
要將憂慮卸給他，停⽌擔⼼。好的。
104“瞧，”你説：“我怎麽做呢？”只要信靠他的應許。他應
許過他要這樣做，甚⾄到死亡的那⼀刻，當死亡的天使進⼊房
間。“哦，伯蘭罕弟兄，我知道我會緊張。”哦，不。你是在
避難所裡。不，不。你知道你要死了；反正你必須要離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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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只要進⼊避難所，就會覺得安全。是的。只要你是在避
難所裡，你就安全了。你記住，他為你死了。他顧念你。他為
你死了。
105 呐，讓我們來看⼀看。你説：“伯蘭罕弟兄，你是説當死
亡的天使敲⾨的時候，你仍然没有積聚壓⼒嗎？”是的，⼀點
也没有。“哦，你怎麽做到哪樣的呢？”來到避難所。就是這
樣。“哦，”你説：“伯蘭罕弟兄……”
106 好，等⼀等。讓我們拿以⾊列⼈在埃及為例。有這麽⼀個
時候，神説：“我要派死亡的天使巡⾏遍地，如果⾨上没有⾎，
我就要除掉這個家庭的⻑⼦，”逾越節的那個可怕晚上。
107 呐，這是以⾊列⼈，⼀群蒙應許要往應許之地去的⼈。他
們……這是逾越節晚上。死亡天使在地上。我們聽⾒⼀聲尖叫
從街上傳來。我們往外看。两個⼜⼤⼜⿊的翅膀正飄過⼤街。
你認為以⾊列⼈都很興奮嗎？不，先⽣。
108 死亡就在⾨口了。小男孩望向窗外。他是家中的⻑⼦。他
看⾒那個⼜⼤⼜⿊的天使。他看着説：“爸爸，你愛我嗎？”
“當然，兒⼦，我愛你。”
“哦，爸爸，我是你頭⽣的嗎？”
“是的，兒⼦，你是。”
“瞧那裡，爸爸。那位天使抓住了那個小男孩。我認識他。

我跟他玩過。哦，爸爸，他朝咱家的房⼦來了。”
“但是，兒⼦，你看⾒那個⾨框上嗎？”哈利路亞！
“爸爸，他會抓住我嗎？”
“不，兒⼦。他不會抓住你。”
“為什麽？”

109“那是他的應許。‘我⼀⾒這⾎，就越過你們去。’兒⼦，回
去拿起你的玩具開始玩吧。⽤不着擔⼼。我們是在神的避難所
裡。釋放壓⼒。”
110 以⾊列⼈可以放鬆地讀聖經；當其餘的⼈尖叫積聚壓⼒時，
以⾊列⼈放鬆了。為什麽？死亡就在⾨口，那有什麽影響呢？
它不能傷害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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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所以，當死亡來到我們的⾨口，榮耀歸給神，根據神的要
求，神的⾎已被塗抹在我⼼裡的⾨楣上，那有什麽影響呢？它
不能打擾我。
112 醫⽣説你明天要死了，那⼜有什麽闗係呢？⾎在⾨框上。
無論如何你總得死。但如果那⾎塗抹了，我就有⼀個將來的復
活。阿們。
113 以⾊列⼈可以平靜，没有為⾃⼰積聚壓⼒，因為他們知道
死亡的天使不能撃殺他們。他們在⾎的遮蓋下。那是神預備
的⽅式。
114 現在注意了。你説：“我能確定那點嗎？”呐，基督徒們，這
就是了。“我能確定那點嗎？”上個星期天晚上我講了這點。
115 呐，以⾊列⼈是⼀群蒙了應許、有約的⼦⺠，他們是神的
百姓。他們被應許了⼀塊流奶與蜜之地。他們—他們從未⾒過
那地。他們没有⼀個⼈到過那裡。但他們有⼀個對它的應許。
瞧？他們從未到過那裡。他們對那地⼀無所知，但那地被應許
給了他們。他們靠着神的⼿，藉着他的先知脱離了奴役，是寄
居的，承認⾃⼰是寄居的，是客旅，要去⼀塊他們從未⾒過的
⼟地，他們没有⼀個⼈⾒過。想⼀想這點吧。
他們走到快靠邊界了。他們中間有⼀個偉⼤的戰⼠，叫約

書亞。約書亞拿着……“約書亞”的意思是“耶和華救主”。
約書亞過了約旦河，去到了應許地，帶着那是⼀塊美地的證據
回來。他們帶回了⼀串葡萄，需要两個⼈扛。那完全跟神所説
的⼀模⼀樣。它流奶與蜜。那應該使他們每個⼈都歡喜。為什
麽？約書亞帶回了那塊地的證據，這是神所應許給他們的，但
⼈們對它⼀無所知。瞧？因為他們對⼀塊地有⼀個應許，正在
去的路上。
116 呐，⼀天，⼈類落⼊了陷阱，有個⼈來到了地上，名叫耶
穌基督。“耶穌”的意思是“耶和華救主”。他下到了死亡的約
旦河。他在死亡中過了約旦河，在復活節早上帶着⼀個⼈可以
在死後活着的證據復活了。哈利路亞！死亡不是結束。耶穌證
明了這點，就是⼀個⼈可以在死後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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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他站在他們⾯前，他説，在他離開前，他説：“在我⽗的家
裡有許多住處。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我去原是為
你們預備地⽅去。我要過去安排地⽅，再回來，接你們到我那
裡去；我在哪裡，叫你們也在那裡。”在復活節早上……
他死後，甚⾄⽉亮、星星和太陽也為⾃⼰感到羞愧。他死

了，甚⾄羅⾺⼠兵⽤—⽤槍扎他的⼼，⽔和⾎已經分開了。他
是死⼈中死得最慘的。他像任何⼈⼀樣去了墳墓。“他的魂去了
陰間，”如聖經説的。
但在復活節早上，他從死亡、陰間和墳墓裡回來了，

説：“我是那曾死過的，現在⼜活了，直活到永永遠遠，並且拿
着死亡和陰間的鑰匙。我是⼀個⼈。”
他們説：“他是⼀個靈。”
他説：“給我⼀塊夾⿂的三明治。”他吃了⿂和麵包。

118 他是⼀個死過的⼈，去了那地，帶着⼀個⼈可以在死後活
着的證據回來了。死亡能對我們做什麽呢？阿們。釋放壓⼒。
119 呐，不但如此，他還給我們應許。是什麽呢？他給我們得
基業的憑據。他説：“現在為要向每個信徒證明這點。你們正走
在不信之中。你們不相信神的道。你們正走在罪惡中，走在世
界上的事中。但信我的⼈有永⽣，⼀個不會死的⽣命。”
120 現在注意了，當我們領受他的靈，我們這些曾經死在過犯
罪惡之中的⼈，他給了我們新⽣，新的⽣命。他怎麽做的？
他……我們死了，被埋葬在基督裡。我們在聖靈裡起來，脱離
了世俗的事，進到了屬天的事上。今晚“我們正與基督耶穌⼀
同坐在天上”。
121 這裡有多少基督徒仍然愛世界？如果你愛世界，你就不是
基督徒。你只是⼀個表⽩基督信仰的⼈，而不是⼀個擁有者。
因為⼀個⼈⼀旦嘗過基督的滋味，他就對世界上的事死了，絶
對没有任何欲望再回到那裡⾯。
122 它做了什麽？保羅説：“我曾經活過的⽣命，我不再活了。
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活着。”為什麽？基
督將他從這個下等世俗的罪裡提升到⼀個地⽅，我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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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裡回頭看我們出來的地⽅。榮耀！回頭看我們曾經⽣活的
地⽅。現在我們活得不⼀樣了。那是什麽？那是確據：我們死
了，我們的⽣命藉着神藏在基督裡⾯，被聖靈蓋上了印，升到
了那些事上⾯。這樣，我們帶着他回來向我們證明的同⼀個證
據活着。
123 這地是榮耀的，這是預付定⾦。這是我們救恩的憑據。它
是確保合同執⾏的第⼀筆定⾦。榮耀！它確保了神的合同，“那
聽我話、⼜信差我來者的，就有永⽣，不⾄於定罪，是已經出
死⼊⽣了。”弟兄，把壓⼒釋放掉吧。是的，先⽣。阿們。你們
明⽩了嗎？[會衆説：“阿們。”—編註。]
124 瞧，正如那位偉⼤的先知以利亞，預表了基督。以利沙預
表了教會，加倍的靈臨到了這先知。⼀天，他走到約旦河，預
表了這個時代，這個政府和我們現在所有的東西；亞哈，耶洗
别等等。你們記得我有闗耶洗别的講章。注意，以利沙為了⼀
個原因跟隨以利亞。阿們。以利亞帶他到了哪裡？到約旦河，
到基列的拉末，到先知學校，然後下到約旦河。他也是這樣
帶領你的。通過稱義、成聖、死去以領受⽣命。阿們。不是向
⼀個宗派或某個信條。而是向你的靈死去，好讓你能重⽣。以
利沙……
125 以利亞打⽔，走過約旦河，以利沙跟着他。當以利沙再回
到岸上，在河的另⼀邊，他帶着加倍的靈回來。
今天我們跟隨耶穌到他的死、埋葬和浸禮……應該説是死

亡、埋葬和復活，藉着浸禮。我們相信他。我們向世界上的事
死去，承認我們什麽也不是，奉他的名受浸，藉着浸禮與他⼀
同埋葬，在復活上與他⼀同復活。我們的靈超越了⼀切屬世的
⽣活而活。我們就是在基督裡了。現在我們得到了⼀份。
126 當我們越過約旦河的死亡線回來時，我們將得到另⼀份。
我們現在有的這個身體，我們現在有的靈，有了憑據，是那個
不會死的聖靈，因為它是神的⼀部分。我們所住的這個身體…
…“吃我⾁、喝我⾎的⼈就有永⽣，在末⽇我要叫他復活。”阿
們。釋放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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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原⼦彈或其它任何東西臨到，⼜有什麽影響呢？任憑他們
做他們要做的……［磁帶空⽩—編註。］……這⼀件事，我們藉
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有了永⽣。所以，我們為什麽還要在乎世
⼈説什麽。我們為什麽要在乎壓⼒。對我們没有任何影響。為
什麽？因為我們可以釋放壓⼒。

［磁帶空⽩—編註。］
那憐憫的露珠晶瑩閃亮；
⽇⽇夜夜照在我們……［磁帶空⽩—編註。］
耶穌是世界的光。

128 現在讓我們低頭，舉起⼿。
我們⾏在光中，美麗的光中，
那憐憫的露珠晶瑩閃亮；
⽇⽇夜夜照在我們周圍，
耶穌是世界的光。

129 我們的天⽗，撒但戰敗了。只要忍耐。不要積聚壓⼒。站
在這裡傳講“釋放壓⼒”，撒但以為它可以將我趕下講台，讓我
離開這個祭壇呼召。不，主啊。我⼼裡有東西在燃燒，説：“這
裡有⼈。有⼈在尋求那塊磐⽯。”⽗啊，我為這得勝而感謝你。
當最後那個⼈走向祭壇時，燈就亮了。撒但看⾒它失敗了，所
以它最好認輸。
130 今晚這裡站着恩典的數⽬，五個寶貴的魂。五，J-e-s-u-s，
f-a-i-t-h，恩典，g-r-a-c-e。哦，神啊，你是神。你從未失敗。
你永遠是對的。
131 我在看，站在邊上的，是威爾遜姐妹的⼥兒。我能記起那
個小⼥孩。我記得你呼召她的時候。我記得很多年前在新市場
的那個晚上。在那裡的那個晚上，主啊，我記得。
132 站在她旁邊是⼀位⼥⼠，從紐約下來與我們⼀起寄居。
133 這裡站着⼀個年輕男⼦和年輕⼥⼦，就在這個轉折點，當
世⼈在外⾯跳各種不道德的舞蹈，舉⽌失常，他們過來尋求那
塊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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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在祭壇的盡頭站着⼀個年輕⼈，他的⼿舉起來了，他—他
想要找到那磐⽯。耶穌，你是那塊磐⽯。你這樣説：“無論在哪
裡，有两三個⼈奉我的名聚會，那裡就有我在他們中間。”那塊
磐⽯就在這裡。
135 ⽗啊，它似乎⾮常奇怪，⾮常簡單。你使事情如此簡單，
叫我們不會弄錯。因為他們從座位上站起來了，接受了邀請，
撒但試圖阻⽌他們這樣做，它試圖付出⼀切的努⼒來阻⽌，但
它失敗了。現在，作為你的僕⼈，我要按⼿在他們身上，宣告
你的祝福。神啊，願祝福伴隨着。因為他們真誠、誠實地跟隨
聖靈的帶領，我也⼀樣。
136 現在，我祈求我姐妹的魂永不滅亡，藉着耶穌基督的名應
允她⼼裡對永⽣的渴望。
137 我按⼿在我姐妹身上，知道許多試驗困擾她。我知道她為
她親愛的兒⼦禱告。我知道孩⼦的⽗親，今晚當他遞上那⼀點
⼗⼀奉獻時，涙⽔沿着他的臉頰流下來。今早我們禱告，將這
男孩交託給主神。這位⺟親和⽗親愛這孩⼦。神啊，他們想要
⼀個地⽅，讓他們能在那裡釋放壓⼒，並知道⼀切都没事了。
⽗啊，我們將這事交託給你。你會應允的。我們毫不懼怕。⽗
啊，此時就把那個確據給她，我藉着耶穌的名求。
138 ⽗啊，這個年輕男⼦和年輕⼥⼦⼀起來，所以我按⼿在他
們身上。他們來釋放壓⼒。像這樣的⼀對夫婦，俊美温雅的
年輕⼈，我們知道若是魔⿁能利⽤他們的話，他們就是魔⿁
很好的誘餌。但他們被搶出來，像⽕把⼀樣。他們來了，因
為他們想要找到那個避難所。他們想要到達能釋放壓⼒的地
⽅，釋放壓⼒，在神⾯前安靜⾃⼰，知道他就是神。⽗啊，我
祈求你此時就給他們那個有福的確據。願每⼀個小污垢此時都
被打掉。
139 主啊，這個年輕⼈，他舉⼿站着，最後的這個。他⼀站起
來往上走，燈就亮了。那是你所要的數⽬，那是你的呼召。“凡
⽗所給我的⼈就必來。”我們要做的唯⼀的事就是握住神的道，
⽗所預定得⽣命的⼈必跟隨。現在他來了。主啊，他想要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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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縫隙，讓他能坐下來休息⼀下。神啊，我祈求你此時就把
他帶到那個縫隙上。
140 願每⼀個束缚都被打破。願⼀切，願⼀切攪擾這些⼈的障
礙都被打破，願它此時就從他們身上掉落；願那個小東西，小
脾氣，不管是小的什麽，小衝動，那個小掛慮，那個疑惑，那
個困擾的罪。主啊，作為他們的弟兄和你的僕⼈，我站在活⼈
和死⼈之間為他們祈求。神啊，我認領他們的魂。我認領他們
順從祭壇呼召的得勝。我們知道撒但試圖阻⽌它。但我們認
領他們；作為你的僕⼈，我現在認領。我把他們作為耶穌基督
恩典的戰利品，作為今晚聖靈同在的戰利品獻給他，他在艱難
的情况下呼召了他們，領他們到磐⽯那裡。願他們現在釋放壓
⼒，知道耶穌這樣説了，“若不是我呼召了他，就没有能到我這
裡來的。凡到我這裡來的，我必給他們永⽣，在末⽇叫他們復
活。”主啊，這就解决了。我現在把他們獻給你，奉耶穌基督的
名。阿們。
141 當你們站在那裡時，願神祝福你們。當你們回到座位上，
去吧，知道你所渴慕的⼀切，每個困擾的罪，錯誤的⼀切，都
在寶⾎的遮蓋下。它了結了。你相信嗎？你相信嗎？你相信
嗎，弟兄？你相信嗎，姐妹？你相信嗎？那麽，不—不是它將
要成就，而是已經成就了。是的。這是過去式。
142 神祝福你們，你現在擁有⼀⽣最好的事和永⽣。你們已經
爬到了罪的上⾯。罪在你脚下。我站在這裡告訴你們錯誤的
東西，有什麽好處呢？在路的盡頭，我將被認為是⼀個騙⼦。
瞧？你們領受了永⽣，因為你們相信主耶穌基督。現在，放下
⼀切的罪，脱去⼀切的束缚，⾃由地去。釋放壓⼒。你是個基
督徒。你被提到了罪的上⾯，你得到了永恒救恩的憑據，因為
基督接受了你。
143 呐，他不是説過，“若不是我⽗吸引⼈，就没有能到我這裡
來的。凡到我這裡來的，我必給他永⽣，在末⽇叫他復活”嗎？
[在祭壇上的五位説:“阿們。”—編註。]那麽，這就解决了。阿
們。⼀切都結束了。願神祝福你們，給你們恩慈。
你們那邊的⼈愛他嗎？[會衆説：“阿們。”—編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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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他，我愛他，
因為他先愛我，
為我付出救恩贖價，
在各各他。

144 多少⼈感到壓⼒都離開了？[會衆説：“阿們。”—編註。]
我已將靈魂錨在安息港灣，
我將不再航⾏於狂暴海中。
暴⾵⾬會席捲怒吼的深淵，
但在基督裡我有永遠平安。

145 説到查爾斯·衛斯理的故事，有⼀天他去到海邊靜修，他有
⼀個簡陋的小屋。他正在查考。主帶領他去到那裡。他正在查
考，哦，神在啓發他寫⼀⾸歌。他不能—他找不到任何東西來
作為開始。他⼀開始某樣東西，靈感就會離開他。所以他出去
沿着海岸走，傾聽海浪聲，認為他可以在海浪的拍打聲中找到
⼀些靈感。突然⼀場暴⾵⾬臨到了。
没有任何事是偶然發⽣的。⼀切都是神所命定的。無論發

⽣什麽，萬事都互相效⼒，為了⼈的益處。
146 他開始走向他的小屋。當他走的時候，⾵開始颳了。他
想：“哦，在我到達那裡之前，我要從這海—海岸上被颳走了。”
他拉緊⼤⾐，開始跑，有個東西⾶進了他的懐中。他低頭⼀
看，是⼀隻小⿇雀來尋求避難。他就把⿇雀藏在懐裡，直到
暴⾵⾬過去，太陽出來。他把這小傢伙放在指頭上，讓它⾶走
了。它⼀⾶走，靈感就臨到了他。

萬古磐⽯為我開，
讓我藏身在你懐。

147 哦，我喜歡那個！萬古磐⽯，疲乏之地的磐⽯，暴⾵⾬時
的避難所。瞧？疲乏之地的磐⽯，把我藏在你裡⾯。把我藏起
來吧，哦，萬古磐⽯為我開。我們今天如此喜愛的那些詩歌等
等的偉⼤、有靈感的作者！
你説：“那些詩歌是被聖靈感動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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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耶穌在地上時提過它們，他説：“《詩篇》上不是記着，⼤衛
説某某事嗎？”它們肯定是被聖靈感動的。就像講道或别的事⼀
樣，是被聖靈感動的。
149 我太⾼興我有⼀個避難所。我没有别的避難所。是的。

我⼼所望别無根基，
只有救主流⾎公義。
當我魂周圍⼀切漸失，
他仍是我盼望安慰。
⽴在基督磐⽯堅固，
其餘根基全是沙⼟，不管它是什麽。

150 神祝福你們。現在請你們的牧師上來，魯德爾弟兄。很抱
歉撒但把那些燈闗掉了，但神最終取得了勝利。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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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瑪利安·伯蘭罕弟兄的這篇信息，原稿是 年 ⽉ ⽇星期⽇晚上，在美國
印第安納州傑弗遜維爾的福⾳堂以英⽂傳講的。英⽂信息是摘⾃錄⾳帶，未做任何增
删改動，印刷成書⾯信息。這篇中⽂翻譯是由神之聲錄⾳機構印刷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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