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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话

本书大纲聚焦于基督复临安息日信徒自1844年至1891
年之历史的重要事件。尾注中包含不同作者自那时以
来所表达的不同观点及评论，并且用星号（*）在尾注
参考编号旁边标记出来。《晚雨回归》的大多数参考
资料可以在《怀爱伦作品全面研究版CD》中找到，此
CD还包含了《复临信徒先驱的话》——超过十七万五
千页复临先驱作者的作品。在任何复临信徒书籍中心
或是怀著托管委员会都可以获得这张CD。第18到36章
正在写作当中。若合主意，将于2015年作为卷二和卷
三出版。

因为急于在2010年全球总会会议之前印刷《晚雨回归》
卷一，必要的最终编辑没有完成。加上由两套不兼容
的电脑程序造成的种种问题，造成了许多格式错误。
虽然有这些不足，但是本书自全球总会会议以来已经
派发出6000本。第二和第三版更正了许多排印、语法、
格式上的错误，以及参考缺失和章节组织混乱的问题。
虽然进行了这些改进的工作，本书依然是由非写作、
编辑或出版专业人士协力的结果。即便如此，本书也
引起了世界各处教会成员的兴趣。现已翻译成韩语、
葡萄牙语和罗马尼亚语，而中文、法语和西班牙语的
翻译也在进行当中。我们祈求《晚雨回归》系列能够
在重新激发人们对晚雨这一题目之兴趣的事情上起到
一些作用，并且为晚雨的长久延迟给出一个可靠的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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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呼喊和晚雨
一个对今日基督复临

安息日信徒至关重要的题目
“撒旦最大的恐惧，莫过于上帝的百姓除掉所有拦阻、打
通道路，使主能将他的圣灵倾降于日渐衰弱的教会和不
知悔改的会众身上……撒旦无法阻止祝福之雨降临在上
帝的百姓身上，正如他无法关闭天上的窗户阻止雨露降
在地上一样。”1

我们对圣灵这一主题、以及他与救赎计划之关系的关注，或许应当超过
其它任何题目。我们知道圣灵被赐下“作为使人重生的能力。若没有圣灵，
基督的牺牲便归于徒然。”为什么呢？因为“人惟有倚靠第三位真神的大能大
力，才能抵挡并胜过罪恶。”2圣灵是基督本人的代表，而且“人人都能亲近。”3

“人若凭着信心领受这应许的福分，这福便会带来一连串其他恩惠。”4这个题目
是基督在地上服务时“讲论得最多的”。5

在过去的150年里，基督复临安息日信徒对圣灵这个题目给予了许多关
注。在《怀爱伦著作索引》中，有30页的引文涉及圣灵这一主题。过去的
多年当中，许多复临信徒的书籍也是关于这个题目的，这些书籍都试图更
清楚地阐明圣灵的工作以及我们对其内住的需要。

“早雨”和“晚雨”与此题目有密切联系，因为它们也“代表圣灵的工作”6 “使
徒时代圣灵的沛降乃是早雨或秋雨的开始，其结果是辉煌的。”7几天前才
全部离弃基督的门徒们，如今放胆为他作见证。早雨的结果很快就实现
了——三千人在一天之内悔改，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天下都被搅乱了”。
（使徒行传17:6）

然而，生活在世界历史结束时期的我们将会目睹圣灵能力更大的显现：
“在福音大工结束时，上帝能力的显现并不逊于福音开始宣传的时候。在
福音开始，‘早雨’沛降时所应验的预言，还要在福音结束，‘晚雨’沛降时再
次应验。”8

早雨也代表圣灵在人的悔改，以及灵性“循序渐进的”成长过程中的工作。
“使世上庄稼成熟的晚雨，代表那使教会为人子的来临作准备的属灵恩
典。”但如果早雨没有完成它的工作，“晚雨就不能使种子成为完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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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晚雨的全部重要性只有在其被置于复临信徒神学的恰当位置
时，才能显示出来。晚雨并不仅仅是信条清单中的一条，在善恶之争的
主题背景下，它与圣所洁净、末时审判和末日大事都有紧密的联系。

“大呼喊”与晚雨是紧密相关的，因为那些领受天堂之雨的人将要把上帝
最后的信息带给世界。 “是由于晚雨，就是那从主面前而来的安舒的日子，
就是第三位天使的大呼声”，使上帝的百姓能够在最糟糕的环境中“大力宣
讲真理”10这“主面前‘安舒的日子’就要来到，为要加强第三位天使的大呼
声，并预备圣徒们在最后的七大灾倾降的时期站立得住。” 11

“那要传给世界的恩典最后的信息，乃是关乎上帝慈爱品德的启示”，
12* “基督之义的信息”，13“因信称义”的信息，“确实是第三位天使的信息”
14 “这乃是上帝吩咐要传给世人的信息……要以大呼声传扬出来，并且伴
随着祂灵的大量沛降。”15“我们可以期待那一天，就是五旬节的事件以更
大能力被重演的一天。约翰说：‘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
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启示录18:1）’”16

期待这次圣灵沛降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教会成员能像五旬节那
天一样联合的盼望。然而这种联合必须首先在经历早雨的过程中产生，
之后晚雨才能沛降：

我们需要上帝的光照……祂在人心中施行改变人心的工作，将使人达到空
前的团结。因为凡效法基督的人定会彼此和谐。圣灵会使他们团结一致……

圣灵荣耀上帝，是藉着向上帝的子民彰显上帝的品格，使祂成为他们至
高爱情的对象，也藉着使祂的品格在他们身上彰显出来。他们清楚地看
明，除了上帝的义，世上决没有义，除了从上帝而来的优美，世上也没
有优美。昔日圣灵从高天沛降时，教会充满了光，但基督是那光的源头；
祂的名在每一个人口中，祂的爱充满每一个人的心。当那位有大能的天
使从天上下来，要以祂的荣光照亮全地时，情况也将会如此。[启18:1]17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为什么撒旦最害怕的就是晚雨沛降。如今正是最需
要圣灵沛降的时刻。我们都应该为经历早雨，以及预备我们为晚雨沛降
做好准备的联合亲自祷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同声一致的发出大呼喊。

联合的情况如何？

然而，看一看我们蒙爱的基督复临安息日教会的现状，就会发现我们与
“联合”相距甚远，或许我们甚至已经进入了一段摇动的时期。一方面，有
些分支团体和独立事工已经组织起来，自称是“历史性复临信徒”，同时将
有组织的安息日教会称为“巴比伦”。某些事工从当地教会分别出来，组成
小组或者家庭教会。他们不承认教会的权威，并且分流教会的十一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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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教义相关的问题——从三位一体到根据古历计算安息日，从设定基督
复临的时间到末日预言的新解释——是许多新运动的核心。18

另一方面，钟摆也摇向相反的方向：在过去二十年里，一些北美的教会
与总会分离，成为复临公理教会。虽然其中有些教会是总会建立的，但
当中有许多是因老教会分裂而产生的。这样不仅转移了教会成员和他们
在金钱上的支持，也造成了对复临信仰许多基础教义的明确放弃。许多
复临公理教会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以下符合圣经之教义的忽视——1844年
的教义，圣所的洁净，查案审判，三位天使的信息，以及其它复临信徒
特有的、与末时因信称义信息之理解紧密相关的信条。19*最近总会似乎
在为一个刚刚被公开的事实所困扰——我们的大学和学院的一些教授
（不仅仅是La Sierra大学）在宣讲进化论。20怀爱伦的角色、她的作品以
及整本圣经是否属于圣灵所默示的这些问题，不断受到一些人的质疑。21

改革派复临信徒运动杂志《今日复临信徒》，几乎每个月都在给这些问题
火上浇油。

当全世界教会成员人数迅速增加接近两千万时，北美的教会人数是相对
静止的。其原因或许是北美地区表面上的极端化——数以千计有组织教
会成员的注意力被许多种声音分散。克利福德·戈德斯坦（Clifford
Goldstein）在《余民》一书中，以形象的语言描述了存在于我们教会中
的一些可怕罪恶。22我们内部有许多问题这一结论，不需要很多调查就能
得出。联合的前景看上去比复临信徒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渺茫。许
多人认为生存的唯一希望就在于“清除一切障碍”，让上帝能够将晚雨倾降
在他“日渐衰弱的教会”身上。然而可悲的是，最有可能阻止联合的障碍之
一，就是关于晚雨和大呼喊本身的争议，特别是它们与我们复临信徒历
史的关系。现今教会里存在两种主要观点，虽然双方都宣称有怀爱伦的
支持，但他们对怀爱伦之权威和灵感的观点却不尽相同。在我们继续下
去之前，有必要简单了解一下这两种有关晚雨、大呼喊、1888年代的主要
观点，以及其它相关的神学问题。

大呼喊到来并且被接受了，
晚雨没有到来，因此也没有被拒绝 23*

在我们了解第一种主要观点时，必须认识到：持这一观点的人虽然并非
在所有细节上都达成了共识，但要点上的一致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这
种观点认为上帝在中世纪黑暗时期即将结束的时候，通过宗教改革启示
了全部的救赎计划。他们认为1844年的重要性不在于基督在天上圣所中
服侍的变化，而主要在于上帝兴起一群末时的百姓，把宗教改革的福音
和复临信徒特有的信念——诸如安息日和死人的状态一起传给世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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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临信徒在1870和1880年代受到律法主义的干扰时，上帝发出一道最宝贵
的信息作为应答。根据这种观点，“1888年的信息”仅限于1888年在明尼阿
波利斯所传讲的。没有人确切知道明尼阿波利斯信息的内容，但它可以
被总结为基本的基督教信仰。这道信息就是大呼喊的信息，就是宗教改
革所传讲的、单单律法层面的因信称义——正如“圣洁传教士”所宣讲的，
再加上复临信徒关于安息日、律法和灵魂之非永恒性的特别教导。琼斯
和瓦格纳在1888年没有完全领会这道信息，但是怀爱伦领会了，因此她
能够说我们那时候所有的是大呼喊的信息。

根据这一观点，起初在明尼阿波利斯这道信息遭到了拒绝，而主要原因
是琼斯和瓦格纳应负大部分责任的性格冲突。大多数复临信徒接受了在
1889年帐篷大会，以及1889到1891年间传道人学会和总会会议上分享的信
息。那些起初拒绝这道信息之人的悔改促成了整体的接受。因此，1888
被当作一个胜利而不是大失望。教会的工作在1901年架构改组之后蓬勃
发展，并且遍及世界。

这一观点声明怀爱伦支持琼斯和瓦格纳，但仅限于他们关于基本基督教
信仰的信息。怀爱伦与琼斯和瓦格纳之间的许多交流是为了更正他们神
学上的错误，证据就是她在明尼阿波利斯所说的话——她并不认同他们
所有的教导。虽然怀爱伦从未指明她不认同的究竟是什么，但持有这一
观点的人通过对琼斯以及瓦格纳神学观点与宗教改革福音的比较，制造
了许多例证。他们宣称怀爱伦没有在这些方面给予琼斯和瓦格纳许多更
正，是因为她从未想要成为神学问题上的权威，她只是在尝试让人们回
归圣经。

持有这一观点的人认为，琼斯所教导的主要神学错误之一，是晚雨在
1892年就开始了。他们称琼斯煽动如此观念的原因，是他相信安娜·莱
斯（Anna Rice）得到了约珥书2章中应许的预言恩赐。而怀爱伦则说，开
始的仅仅是大呼喊，而不是晚雨。因此，虽然大呼喊和晚雨是相关的，
却可以被分开。晚雨给人传扬大呼喊信息的能力。所以，大呼喊的信息
在一百多年前就开始并且被接受了，但晚雨却从未开始，部分原因是琼
斯和瓦格纳造成的教会不团结。

这种观点宣称，由于晚雨没有在1888年开始，就没有为拒绝它而悔改的
必要，只要为晚雨在不远之将来的沛降祷告就可以了。因此教会并没有
在旷野徘徊等待主的归来，而是在蓬勃发展，正如遍及世界的复临机构
和超过一千六百万信徒这一数字所证实的。虽然我们作为一个群体对主
复临的延迟要负一部分责任，但毫无疑问大部分责任是在主手中，或者
在于我们无法掌控的世界局势。



9

虽然这些关于大呼喊和晚雨观点的一部分源自1890年代那十年当中重大
事件的某些参与者，但许多此类观点是自1930年代早期开始变得更加显著
的。起初这是对A. G.丹尼尔斯（A. G. Daniells）所写《基督——我们的义》
（Christ Our Righteousness）一书的回应。而泰勒·邦奇（Taylor Bunch）的手
稿“旷野四十年的预表和实体”（Forty Years in the Wilderness in Type and Antitype）
则激起了更多回应。这份手稿把复临教会与古以色列进行了比较。D. E.罗
宾逊（D. E. Robinson），A.T.罗宾逊（A.T. Robinson）和C. 麦克雷诺德
（C. McReynolds）因为他们所看到的极端失实陈述，都在1931年初期写文
章尝试为教会辩护。 24* 1940年代也有三位为教会辩护的人——N. F.皮斯
（N. F. Pease），L. H.克里斯蒂安（L. H. Christian），和A. W.斯博尔丁
（A. W.Spalding），他们同样认为拒绝晚雨的控告是对教会的攻击。25*

在1950年，罗伯特 ·维兰德（Robert Wieland）和唐纳德·绍尔特
（Donald Short）呈递他们的“重新检验1888”（1888 Re-examined）之后，
有更多为教会辩护的书籍和文件得到了出版，作者们认为关于1888年的
事件是对教会毫无根据的攻击。许多此类书籍、文章和报告，都是由基
本认同这一观点的总会赞助的。26

1957年秋天，复临信徒领导层出版了《关于教义的问题》（QOD），作
为对福音加尔文派的沃特尔·马丁（Walter Martin，青年研究员，非基督
教异端研究“专家”，《永恒》杂志顾问编辑）和唐纳德·巴恩豪斯博士
（Donald Barnhouse，《永恒》杂志编辑）所提出问题的准官方回应。
QOD是在巴恩豪斯和马丁，与T. E.恩鲁（T. E. Unruh，东宾夕法尼亚区会
会长）、沃特尔·里德（Walter Read，总会现场工作秘书）、罗伊·艾
伦·安德森（Roy Allan Anderson，《事工》杂志编辑）之间数年的讨论
之后出版的。恩鲁、里德和安德森都在试图使复临信徒在福音派基督教
界摆脱异端的身份。27*在QOD发行之后，教会出版的大多数关于1888年
的书籍，呈现了对1888年历史、1888年信息、以及琼斯和瓦格纳在世纪之
交背道之原因的新的理解。这在1976年戴斯蒙德·福特（Desmond Ford）
于棕榈谷市发布改革教义挑战之后变的更加明显。自那时起的35年里，
大多数由教会资助的、以1888年为背景阐述大呼喊和晚雨的出版物延续
了同样的理解。28*

自1970和1980年代得到支持的“接受观点”宣称，从1890年代以来至今，
教会中的许多不团结，主要源于在紧接明尼阿波利斯之后、直接出自琼
斯和瓦格纳潜在信息的错误神学——就是他们对福音理解之基础的这种
神学，直接导致他们离开教会。根据这种观点，琼斯和瓦格纳的错误神
学在明尼阿波利斯之前或许是以种子的形式存在于他们的认识当中，刚
好直到1888年总会之后才得到完全发展。因此，怀爱伦才能够支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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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的信息”。他们宣称在琼斯和瓦格纳1889年早期帐篷大会的陈述中，
可以找到这些神学错误。四个主要异端在此列出：1）琼斯和瓦格纳对原
罪之教义的否认（此异端导致了另外三个异端）；2）基督取了亚当堕落
有罪的本性；3）因信称义包括称义和成圣，而不仅仅是律法层面的因信
称义； 4）基督复临前的最后一代会发展出完全的品格。这一观点的支持者宣称
这四个异端直接导致瓦格纳接受泛神论、琼斯参加“圣洁肉体运动”、以及如今
这同样四个异端的再现——主要由保守历史派复临信徒所带来的、怀爱
伦曾警告过的“欧米茄背道”。

现在我们要把注意力转移到关于晚雨和大呼喊、1888年代、以及其它与之
紧密相关之神学问题的第二种主要观点上。

晚雨和大呼喊来到并且被拒绝了29*

在我们了解第二种主要观点时，必须认识到持这一观点的人虽然并非在
所有细节上都达成了共识，但要点上的一致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这种
观点认为主在十六世纪通过宗教改革家们散布大光，呼召人们离开教皇
错谬的黑暗；然而这光会越照越明直到最末时。复临运动，也就是基督
复临安息日会末时余民教会的前身，被看作是要给予世界最亮之光的最
终储藏库。终结于1844年的2300年预言指出基督在天上圣所中祭司职责的
变化。查案审判不是代表得救方式的变化，而是宣告了救赎计划的高
潮——审判时刻的信息，为要预备活着的人迎接基督的归来。这一理解
建立于善恶之争的主题背景中，并且成熟于三天使信息的背景中。

根据这种观点，大失望之后十年内教会进入老底嘉状态的原因，是没有持
续接受不断发展的亮光并在其中成长。1850年代上帝通过老底嘉信息传达悔
改的呼召，而对这一呼召的忽视造成了1870和1880年代的法利赛主义。当教
会处于这样的景况中时，主为了完成他在人心中恩典的工作进而结束善恶之
争，发出了一道特别的信息。这道在1888年开始的信息就是晚雨和大呼喊的
开始。这二者虽然有区别，但却不能分开——晚雨是原因，大呼喊是果效。
晚雨带来的不仅仅是声音的加强，还有亮光的增加，这会使大呼喊的荣光照
亮整个世界，并且使上帝极大恩典的末时福音信息传遍地极。

这一观点宣称1888年的信息与当时福音派的信息是不同的。1888年因信称义
的信息与特别给予基督复临安息日信徒的圣经真理紧密相关——特别是对洁
净圣所的理解，而圣所的洁净是要预备最后一代站立在上帝面前的人，这群
人的罪被洁净，在善恶之争结束时为上帝的恩典作出最终的证明。接受这一
亮光就等同于接受晚雨，这不仅仅意味着无限的能力，也意味着通过圣灵而
来的大权威以及耶稣的亲密同在。发出大呼喊的能力取决于我们是否接受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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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而这道信息原本能够以其通过上帝之完美合一百姓显出的荣耀照亮
整个世界，这群百姓可以把福音传遍全世界。结果就是庄稼的成熟和基督迅
速的到来，完全结束罪恶和痛苦。

这一观点认为，主本着他的大怜悯，通过他的两位使者A.T.琼斯和E.J.瓦
格纳，以一道信息的形式发出亮光。虽然上帝在1880年代早期就开始在琼
斯和瓦格纳心中动工，但最宝贵的信息主要是在1888年被带给教会领袖
时开始的。我们没有明尼阿波利斯“1888年信息”的文字记录这一事实并
不是一个问题，因为相同的信息在之后几年的帐篷大会和传道人学会上
得到了更具体的宣讲，并且是在上帝所呼召、坚守岗位的怀爱伦的警醒
指导下进行的。

根据这种观点，上帝通过琼斯和瓦格纳传达的1888年的信息，是在因信
称义的背景下，对基督无与伦比之魅力的综合教导。虽然1888年的信息
有许多组成部分，但至少有四个方面与流行的福音派观点相左，这些方
面也引起了明显的争议： 30*1）由于琼斯和瓦格纳对罪与人之本性的理解是基
于善恶之争的背景，所以他们把奥古斯丁的原罪教义当作天主教会的错误
而拒绝。他们认为基督的牺牲是为了人类，使所有人从亚当犯罪的诅咒
中得自由，虽然人人都有罪恶的本性，却依然因为基督的牺牲而能够自
由选择自己的命运。2）琼斯和瓦格纳认为基督为了把人从罪当中拯救出
来，在他无罪的神性上承担了我们有罪的人性。3）他们认为因信称义不
仅仅是一个法律层面的宣告，而是包括了称义和成圣。4）他们认为救赎
的伟大计划包括上帝通过晚雨的信息在末时预备一批合适的百姓，为要
以基督的义和无罪的状态站立在圣洁的上帝面前。这最终的展示将要证
实上帝在善恶之争中反驳了撒旦的宣告，显示出他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
来的能力——不是让人在罪中得救——这一拯救是通过新约，以圣所的
最终洁净来完成的。31*

然而根据这一观点，许多当时宣称相信因信称义的领袖和平信徒没有承
认这道信息。由于他们的骄傲和固执，圣灵遭受了轻视、冷落、拒绝。
这道信息被拒绝的原因并非琼斯和瓦格纳令人讨厌的个性，而是人们对
信息本身的反对。虽然一些人后来悔改并接受了这道信息，但其他人宣
称悔改却依然反对，而另有一些人表面悔改却仅仅是同意这一信息。由
于在这关键的几年当中对晚雨的拒绝，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在这个罪恶世
界的旷野中游荡了超过一百年的时间。而使晚雨再次沛降在日趋衰弱的
教会中唯一的方法，就是领袖和平信徒都承认他们前人的罪、个人以及
教会整体的悔改、并且恢复和宣告主在一百二十多年前发出的信息。

这一观点宣称怀爱伦把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比作犹太国。正如犹太人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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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赛亚的到来，却没有在他到来时认出他一样，我们作为一群百姓期盼
晚雨的到来，却没有认出它的显现并且轻蔑的赶走了耶稣。虽然许多犹
太人依然在哭墙前倾心祷告，祈求上帝差遣长久期盼的弥赛亚，但他们
的祷告却永远不会也无法得到应答。只有他们意识到弥赛亚已经来了，
并且清楚的为他们的不信悔改，他们的祈求才能得到应答。同样，自
1888年以来，我们作为一群百姓已经为晚雨的倾降祷告了一百二十多年。
但只有我们认清并承认我们前辈的罪，包括我们多年以来的否认，上帝
才能应答我们的祷告。承认我们历史的真相能够使我们免于继续他们的
错误，并让我们对自己的不信深刻悔改。

这一观点还宣称，怀爱伦对琼斯、瓦格纳、以及通过他们所发出的最宝
贵的因信称义的信息给予了许多支持。当身为会犯错之人的琼斯和瓦格
纳出现错误时，怀爱伦力图通过具体的劝告帮助他们改正。只要他们谦
卑的听从劝告，都会从中得益。怀爱伦警告说琼斯和瓦格纳或许会被试
探所胜，但即便如此，也不证明他们的信息是错误的。因此瓦格纳的泛
神论，琼斯的苦毒以及他后来所表现的任何偏激都不是主的信息造成的，
其原因乃是1890年代后期对那道信息的偏离。需要强调的是，泛神论、圣
洁肉体运动、或其它任何极端都不是因为琼斯和瓦格纳起初的理解中存
在致命的缺陷；他们理解的改变是由于接受了貌似真理的谬误的寄生虫，
从而被试探所胜。此外，琼斯和瓦格纳的错误是在忍受了多年对真信息
的反对和拒绝之后发展出来的，而这一信息是上帝通过他们传达的。

这第二种关于大呼喊和晚雨的主要观点是自1890年代开始兴起的，起初
的发起者是一些那十年当中重大事件的参与者。然而，这一观点更加引
人注意是从1920年代开始的，源于总会会长A.G.丹尼尔斯（A. G. Daniells）
所写的《基督——我们的义》。总结了1888年以及随后将近四十年里所发
生的事件，丹尼尔斯说：“[1888年的]信息从未被接受、传讲、或是得到其
应当得到的自由发展，这道信息本应使教会得到其中所包含的不可估量
的祝福。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可以从所赐下的责备中看出。这些责备和警
告的话此时应当得到最慎重的思考……若我们都听从了1888年总会上所
传达的警告和呼吁，那该有多好！它们被传达的方式虽然看上去有些奇
怪，却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多少不确定会被除去，多少徘徊、失败和损
失会被阻止！多少亮光、祝福、胜利和进步会来到我们面前！” 32

丹尼尔斯的书发行仅仅几年之后，牧师、圣经教师、兼作家泰勒·邦奇
制作了一本名为“旷野中的四十年之预表和本体”的宣传册，他在其中表达
了关于晚雨和大呼喊类似的观点。33*在这本宣传册里，邦奇呈现了基督
复临安息日会与以色列的儿女从埃及到迦南之旅途当中的相似之处。在
妻子的帮助下，泰勒·邦奇于1930至1931学年间，在太平洋联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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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ific Union College）秋季和春季的祷告周中，用他的宣传册阐述了
这一主题。34几年之后的1937年，邦奇在巴特尔克里克的大帐篷里，使用
安息日晚祷时间，作了类似一系列的36场布道。这些讲道以书籍的形式
出版，名为《出埃及和复临运动之预表和本体》。出版的目的是为了“听
过这些讲道之人的特别需求，以及传道人和其他福音工作者的请求。”35*

邦奇的研究比丹尼尔斯更加细致。在他论述古以色列在加底斯巴尼亚的
经历时，邦奇把这段经历应用到了1888年明尼阿波利斯总会会议、会议的
余波、以及教会回到了漂流的旷野这些事情上。邦奇宣称晚雨被拒绝了，
而且1888年的问题只有在人们意识到实际发生了什么之后，才能得到解决：

因信称义的信息带着能力被传讲了超过十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明
尼阿波利斯的危机一直被摆在领袖们面前。这道信息带来了晚雨的开始。
‘试验的时期快要临到我们，因为第三位天使的大呼声已经在赦罪的救赎
主──基督之义的启示中开始了。这也是那一位以其荣耀充满全地之天
使发光的开始。’1892年11月22日《评论与通讯》

为什么晚雨没有持续降下？因为带来晚雨的信息停止了传讲。晚雨被
许多人拒绝，并且很快从复临信徒的经历中消失了，随之消失的是大呼
喊。只有带来晚雨的信息得到复兴并被接受，晚雨才能重新开始……

就在末日之前，复临信徒将要回顾他们的历史，并且在新的亮光中理解
这段历史。我们必须研究和明白古以色列的两次加底斯巴尼亚经历，并
且特别从我们前辈在1888年危机时所犯的错误中得益。我们必须承认和忏
悔我们前辈的错误，并且尽力不犯相同的错误以致继续耽延复临运动的
最终胜利。由于这些错误和它们所造成的基督复临的长久延迟，过去的历
史必须被回顾并得到研究。36

在非洲宣教多年的唐纳德·K·绍尔特（Donald K. Short）和罗伯
特·J·维兰德（Robert J. Wieland），于1950年向总会提交了他们题为“重
新检验1888”的稿件之后，或许成为了这些观点最有名的支持者。在1970
年代，他们开始通过许多书籍广泛发布他们的观点，一些是通过教会出
版社，一些是私人出版，之后还有一些是通过“1888年信息研究委员会”的
支持。37*其他人也在各种文章和书籍中支持了这些观点当中的许多。38

左右为难

我是第五代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我的曾曾祖父参加了1888年在明
尼阿波利斯举行的总会会议，后来他短暂接任了威斯康辛区会会长的职
务。主本着他的大怜悯通过琼斯和瓦格纳长老向教会传达信息，我不知
道我的曾曾祖父有没有公开拒绝这信息。但有一件事我确实知道，那就
是这五代人中的每一代，包括我这一代，都期待圣灵沛降的时刻。

在我们研究这个题目时，会因为需要决定关于我们历史的哪个观点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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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而左右为难。如果主确实开始了晚雨，而我们作为一个教会轻视并
抵挡了它，那么无论是否可能引发“制造不和”的控告，我们难道不应该为
自己和我们的教会悔改吗？否则我们不会持续重复这种拒绝吗？另一方面，
如果晚雨从未开始过，因此我们作为一个教会也从未拒绝过它，难道我们
不应该尽全力避免分散自己和别人的注意力，集中精神把传扬宗教改革的
福音这一更重要的工作进行下去吗？

在我们研究这些重要题目时，应当记得怀爱伦是许多相关历史事件的见
证人。39*因此我们必须自问一些问题。怀爱伦有没有看到1888年因信称
义的信息与当时发生的那些最终事件的紧密联系？她有没有看到对那一
信息的接受与基督复临的联系？她有没有看到晚雨和大呼喊之间的联
系？在她对当时事件的描述中，有没有把晚雨和大呼喊分开？这二者能
够独立发生吗？能够独立被接受吗？怀爱伦对1893年总会会议的看法是像
琼斯一样，把它当作“晚雨奋兴”？还是像乌利亚·史密斯（Uriah Smith）
一样，仅仅把它当作“狂热主义”和“兴奋”？晚雨真的开始过吗？它有可能
被拒绝了吗？怀爱伦关于晚雨和大呼喊的陈述，如果按照时间次序去研
究，能否给我们一些关于以上问题的洞见？我们会尝试寻找这一切问题
以及其它更多问题的答案。40*

《晚雨回归》起初只是怀爱伦关于晚雨和大呼喊之陈述的汇编——简单
却又独特。这些陈述都是怀爱伦在1840年代到她去世时的1915年之间发表
的。你会发现除了极少的例外，本书中所有这些陈述都是按照时间次序
记录的。虽然本书没有包含怀爱伦关于晚雨和大呼喊的所有陈述，但却
是一个广泛的总结。每一章都按时间顺序进行，并且讨论了相应时间段
与晚雨以及大呼喊相关的问题。应当注意的是，在写作过程当中，加入
了越来越多的背景信息以帮助回答历史事件所引发的问题，以及自这些
事件发生以来所出版的复临信徒书籍提出的问题。在讨论关于复临信徒
1888年历史的时候，背景往往遭到了忽略——至少被参与这一讨论的某
些人忽略了。因此，本书使用了一些大段的引文来确保背景的完整，这
会帮助读者亲自作出更明智的结论。

《晚雨回归》是关于这一重要题目之个人研究的结果。它基于怀爱伦、
A.T. 琼 斯 、 E.J. 瓦 格 纳 和 其 他 人 的 原 始 资 料 ， 这 样 便 是 让
让历史自己发言。作者为了确保没有任何忽略，尝试阅读了有关这一题
目的大多数印刷料。我感谢那些帮助完成此书之人的祷告和建议。虽然
我从未意图要写一本书，但这一研究一直以来都是我生命的祝福。我希
望分享的同时，这本书也能成为他人的祝福。就像大多数的书籍一样，
并非所有人都会同意其中的结论。论及至此，本书作者并非绝无错误。
这是一本未完成的书，还需要增加许多资料——不仅仅是未来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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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包括你手中所持的这些章节。这需要更多的编辑和细节上的修饰。

这一研究背后的动力，是要正确地理解我们的历史。怀爱伦1892年著名
的话告诉我们：“面对将来，我们一无所惧，除非我们忘记了主在过去的
带领和教导。” 41 她还提醒我们，以色列败落的原因就是他们忘记了自己
的历史：

以色列的儿女放弃耶和华的原因，是一代人的兴起，这一代人没有得到
关于耶稣基督在埃及施行伟大拯救的教导。他们的父辈没有向他们重述
那神圣保护的历史，这保护在以色列的儿女经过旷野的时候从未离开过
他们……父母们忽视了主特别命令他们要做的工作，也没有教导儿女上
帝对他特选百姓的意图。他们没有让儿女清楚的明白拜偶像就是罪，敬
拜别神就是放弃耶和华。若是父母们尽到了他们的责任，我们就不会拥
有关于不认识上帝那一代人的记录，他们因此被交到了掠夺者手中。42

我被指向摩西在死前所做的工作。他呼召以色列的儿女聚集，向他们
重述了过去的经历，他们的试炼，他们的失败，以及曾经给予他们的警
告。43*

但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应当记得这不是为了寻找别人的错误——无
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人——也不是为了拆毁，而是为了能够从他们的错
误中学习，不去重犯同样的错误。我们应当好好留意肯尼斯·伍德
（Kenneth Wood）的话：“当我们发现自己属灵先祖的错误时，或许会感到
苦恼和遗憾。但我们无法改变过去。我们无法改写历史。但是，我们能够从
历史中学习。我们能够预备好自己的心和家，给圣灵完全的机会使用我们。
我们如今只有摆正因信称义的信息与自己的关系，才能期待晚雨的沛降和‘工
作’的完成。” 44

这把我带到了下个要点：撒旦一如既往的要使每一次改革运动脱离轨道，
而他的手段不是制造赝品，就是兴起狂热主义。45简单看一下我们复临信
徒的历史就显明这是事实。撒旦在1888年前后都发布了赝品。他在1920年
代早期发出指向1888的赝品，却还称教会是巴比伦。1930和1940年代都是
如此。自1950年代还出现了其它形式的狂热主义，指向1888并呼召人离开
教会。撒旦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分散注意力，不让我们响应真正出于
上帝的、让我们回顾自己历史的呼召，进而得到医治。

必须阐明清楚的一点是——教会不是巴比伦！她最终会留意那“真实见
证人”的呼召，并且通过上天的医治预备好自己参加大婚筵。基督最终会
让自己的新妇成为毫无玷污和皱纹的。为什么呢？因为她将要穿上基督
无瑕的义袍。

请记住，本书不能被用来拆毁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不能被用来吸引人到
某些分支团体。它需要复临信徒的领袖、教育工作者、和感兴趣的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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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带着祷告的心去阅读和沉思，目的是为了对我们自己的历史有更好的
了解。

最后要说的是，我们在本书中已经尽力遵循了乔治·R·奈特（George R.
Knight）杰出的建议：“让怀爱伦自己发言。”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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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turn of the Latter Rain

第一章

早年

对晚雨以及大呼喊的
定义、概括和期待

1844年标志着但以理书8:14中2300年的结束——圣经里最长的时间预
言——也是伟大的基督复临夜半呼声的高潮。遗憾的是，这一年对那些
焦急等待主归来的人而言，还标志着或许是基督教会历史上最大的失望。
1844年之后，由于许多失望的信徒不断研究，主启示出更多的圣经真理，
这些真理成为了基督复临安息日教会的基础性里程碑教义。1*

在教会名称和基本架构被采用（1860-1863年）之前的这段时间里，主也
启示了关于晚雨和大呼喊的真理。1846年与怀雅各（James White）结婚
的爱伦·G·哈门（Ellen G. Harmon），被上帝选作余民教会的使者。主
通过异像和异梦启示了世界上即将发生的事情。

我们从怀爱伦最早论及圣灵之工作、晚雨和大呼喊的一些叙述开始。1845
年2月，她见到一个描绘2300日结束的异像，基督在至圣所中开始了他最后
的工作——洁净圣所。2怀爱伦看到了上帝百姓在圣所洁净工作中的角色，
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对圣灵的极大需要。她还看到撒旦尝试欺骗，并
阻碍在那里进行的工作：

我看到圣父……起来……进入幔子之内的至圣所，坐了下来。然后耶稣
从宝座上站了起来，而那些在宝座前跪拜的人大多数也和祂一同起
立……随后祂举起右手，我们便听见祂可爱的声音说：“你们在这里等候；
我现在到我父那里去承受那国度；你们要保守自己的衣服毫无玷污，过
不久我便要从婚礼回来迎接你们归我自己。” ……祂登上车辇，便被带到
了至圣所，有圣父坐在那里。在那里我看到大祭司耶稣立在圣父面
前……那些和耶稣一同站起来的人常使自己的信心达到在至圣所的祂面
前，并祈祷说：“我父啊，求祢赐给我们祢的灵。”这时耶稣便将圣灵吹在
他们身上。在祂所吹出的一口气中有亮光、能力和很多仁爱、喜乐、和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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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转过来看仍跪在宝座之前的那一群人；他们不知道耶稣已经离开了那
宝座。撒但出现在宝座旁边，企图继承上帝的工作。我看见他们仰望宝
座并祈祷说：“父啊，求祢赐给我们祢的灵。”于是撒但向他们吹出一种不
圣洁的影响力；其中有亮光和许多能力，但没有甜蜜的仁爱、喜乐、和
平。撒但的目的乃是要保持他们在迷惑之下，要他们退后并迷惑上帝的
儿女。我看到一个接一个的人离开向耶稣祷告的那群人，加入了宝座之
前的那群人，他们立刻接受了撒旦不圣洁的影响。3*

若干年后怀爱伦写到主在她少女时期向她显示的“天堂的荣耀”。那将要
照亮全地的光是直接从耶稣而来的，并且要通过他的百姓来彰显。在接
下来的几年中，怀爱伦把这光看作晚雨本身：

当我还是少女的时候，主认为将天庭的荣耀展现在我面前是合适的……我看到世界
陷于浓密的黑暗中……我……就开始看到点点亮光象星星一样遍布在这种黑暗里；
然后我看到亮光一点点增加，就这样在这遍布的道德黑暗中，都有如星的亮光在增
加着。天使说：“这些是相信主耶稣基督，并顺从基督吩咐的人。他们是世界的
光……随后我看到这些点点亮光越来越辉煌，从东照到西、从南照到北，照亮了整
个世界……

我看到光线直接来自耶稣，形成了世上这些宝贵的点点亮光。4

早在1850年，怀爱伦就受启示知道晚雨很快就要带着大能力来到，但并
非所有人都会接受它。撒旦在拦阻人们进行必要的准备：

你对主到来的估计太遥远了。我看到晚雨以夜半呼声的形式降临，并且
带有十倍的能力。5*

我看到有许多人还在忽略非常必需的准备，竟指望将来“安舒的日子”和
“晚雨”使他们有资格得以在主的日子站立得住，并存活在祂面前。哦！我
看见多少人在艰难时期中没有藏身之所啊！6

晚雨将会更加清楚的显明上帝自1844年之后所启示的里程碑式的真理。
在下面的陈述中，怀爱伦预测晚雨将会使人更好的理解安息日。明显这
种理解比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者们的理解和教导更深刻。这是从上帝宝座
而来的更大亮光：

我看到我们对于安息日的重要性只有一点点的认识与感悟，远不及我们对
它的重要性和荣耀应有的认识和了解。我看到我们现在还不明白何谓“乘驾
地的高处，并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赛58:14）。可是当安舒的日子和
春雨从主面前带着祂荣耀的权能来到之时，我们就会晓得何为受雅各的产业
养育与乘驾地的高处了。那时我们就会更加清楚的认明安息日的重要性和荣
耀。7

老底嘉状态

但是早期的复临信徒准备好接受晚雨了吗？早在1852年，怀爱伦就写下
了把复临信徒当作老底嘉的话，虽然他们当时刚刚从其它各个教会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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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
许多自称等候基督速速降临的人正在渐渐效法这个世界……他们变的冷

淡而形式化了，正像他们前不久所脱离的有名无实的各教会一样，基督
对老底嘉教会所讲的话恰能形容他们现在的情形。8

在1857年，怀爱伦为《评论与通讯》写了一篇文章，描述她最近在异象
中所见到的基督复临之前将要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对真实见证人给老底
嘉之直截见证的反对，将会在上帝的百姓中造成摇动。那些要更深刻经
历基督，并且接受老底嘉信息的人将会合一，为最终的冲突做好准备，
并且带着能力宣讲真理。这就是晚雨和大呼喊，它会使恶人愤怒，并使
他们采取措施反对上帝的百姓：

我问到我所见的震动的意义，便蒙指示得悉这震动乃是由那“为诚信真
实见证的”所传给老底嘉教会的勉言所引起的。这勉言对于领受的人必要
生效，并使他高举上帝的标准，讲述率直的真理。另一些人则不肯领受
这道直截的见证。他们要起来反抗，这就是在上帝的子民中所要引起震
动的事……

天使说：“你听！”过不久我听到一个声音，好像许多乐器一齐发出完
美的音乐，甜蜜而和谐……它似乎充满了仁慈、怜悯和高尚、圣洁的喜
乐……我就注意到我先前所见过的那一班曾经大大地被震动的人…… 这
些人已经从头到脚都穿上了军装。他们以严整的秩序行进，好像一队精兵似
的……

我所见那些身穿军装的人大力宣讲真理……那些曾受拦阻而未得听真
理的诚实人，这时殷切地持守真理了。所有对于亲眷的惧怕心理都消散
了……我问这种大变化是怎样造成的。一位天使回答说：“是由于晚雨，
就是那从主面前而来的安舒的日子，就是第三位天使的大呼声……”

我就注意到恶人或不信的人。他们都活跃起来了。上帝子民的热心和
能力已经惹动并激怒了他们……我看到人们采取了措施反对那些拥有上
帝的亮光和能力的人……9*

善恶之争的异象

在1858年3月13和14日的周末，怀雅各和怀爱伦参加了俄亥俄州拉维特
树林的聚会。周日下午，怀雅各在举行安息日聚会的校舍里主持了一场
葬礼。当他对坐满校舍听众的讲话结束时，怀爱伦受到圣灵感动站起来
作她的见证，她开始安慰送葬的人。正在讲话的时候，她被带进异像中
两个小时的时间，主通过神圣的启示向她展示了“基督与撒旦之间数世纪
以来的善恶之争。”后来怀爱伦写到此事的时候说，虽然这个主题并不是
新的，但如今她要把它写出来：



29

在拉维特树林的异象中，重复了大多数我十年前所看到关于基督和撒旦
之间历代以来的善恶之争，我受到指示要把它写下来。我见到由于撒旦
大力的拦阻，我必须与黑暗势力斗争，而同时我也必须信靠上帝，这样
天使就不会把我留在争战之中。10

在怀爱伦经历拉维特树林事件将近五个月之后，她写下了这个异像并
以书籍的形式将其出版。1858年9月初，《属灵的恩赐》卷一以《基督
和他的天使以及撒旦和他的天使之间的善恶之争》的题目出版了。11那
时怀爱伦只有三十岁，但在未来的五十多年里，这本只有219页的小书
扩展成了共有3602页、五卷组成的“历代之争”系列。只有第五卷也就是
最后一本书沿用了最初总括式的题目《善恶之争》。善恶之争这一包罗
万象的主题，后来成为所有复临信徒教义之解释的背景，其中包括晚雨
和大呼喊。1858年之前的情形就是如此，但这一主题在怀爱伦的余生当
中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1858年三月中旬一个星期日下午，发生在俄亥俄州拉维特树林的异象
非常重要。这个异像揭示了基督和他的众天使，以及撒旦和他的众天使
之间善恶之争的主题。也显示了这一争战是六千年以来持续不断并且紧
密相连的一系列事件。这个异像清晰地显明了上帝在我们这个世界历史
中的作为，因此把基督复临安息日信徒放在了一个独特的位置——一个
与世俗历史学家非常不同的位置，他们把历史事件当作人与人之间行为
的相互作用，通常看上去是偶然或自然发展的结果。换句话说，这个异
像和其它关于历代大斗争的异象产生了一种历史观。这一观念回答了许
多问题，并且以预言形式给予了良善最终战胜邪恶的保证。12

在她1858年异象之后的几年里，怀爱伦不断增加的负担就是把主显现给
她（并且在持续向她显现）有关善恶之争的内容写下来。她关于大呼喊
和晚雨的陈述也呈现了新的重要性。在她许多的陈述当中，怀爱伦把启示
录18章中以其荣耀照亮全地的光，跟晚雨和大呼喊联系起来。光会在启示
录18章中的天使之前和之后出现。这从天而来的光是要抵抗自1844年以来
各教会的堕落，帮助上帝的百姓在信息中联合，并且预备他们在大患难时
站立：

然后我看见另一位大能的天使奉命到地上来，将他的声音与第三位天使
的声音联合，要加强他信息的力量。有极大的能力和荣耀赐给那天使，
当他下降的时候，全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那在这位天使之前和之后的
光穿透了各处……这位天使……在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渐渐增强成为大呼
声的时候，来加强他最后的伟大工作……我看到一道大光照在他们身上，
他们便团结起来无畏地去宣扬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我看明，这个信息
将要以大能大力结束，远超乎半夜呼声的能力。13*

我蒙指示，看到第三位天使的信息结束的时候。上帝的能力已经降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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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身上；他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工作，并为他们所面临的考验时辰作
好了准备。他们已经领受了晚雨，就是从主面前来的“安舒的日子”，活泼
的见证复兴了。那最后的警告已经到处传开，并且已经在各地扰动并激
怒了那些不肯接受这信息的人。14

当基督身体的各肢体来到最后斗争之时，也就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他
们也要长成基督的身量，并大得他的灵。在第三天使信息变成大呼喊之
时，在有大能力大容耀结束圣工之时，上帝忠心的子民也要共享那荣耀。
晚雨要奋兴及坚强他们，好经历那大艰难的时期。他们的面上要发出那
随第三天使而来的荣光。15

1859年，怀爱伦写到老底嘉人的内心之刚硬阻碍证言在他们心中做工。
热切的悔改将要带来耶稣的同在，并且预备教会发出第三位天使的大呼
喊。16这和晚雨是一样的。但“上帝的百姓”会开始这一工作吗？在1860年
代怀爱伦多次写到教会的状况。如果人们要预备好接受晚雨和大呼喊，
那必须要有个人的工作。以下是1860年代末期持续发展的陈述：

我蒙指示，给老底嘉的证言适用于上帝现在的子民，而它之所以还没有
完成一番更大的工作，是因为他们心硬。但上帝给了这信息时间去做它
的工作。人心必须得以洁净，脱离久已把耶稣关在门外的罪……当它初
次被提出来时，曾导致人严格的省察己心。人们认了罪，各地上主的子
民都深受感动。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这信息会结束于第三位天使的大呼声。
但是当他们没能看到这有力的工作在短时期内完成时，许多人就丧失了
这信息的效应。我看到这信息不会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完成它的工作。它
原是要唤醒上帝的子民，使他们发现自己背道的状况，并引导他们热心
悔改，好使他们可以在耶稣面前蒙恩，适应第三位天使的大声喊叫……
如果那“真实见证者”的劝勉被人充分听从了，上帝原会以更大的能力为
他的子民行事……那些来到了每一点，经过了每一试炼而仍能坚立，并
不顾一切代价而得胜的人，已听从了那“真实见证者”的劝勉，就必领受晚
雨，而预备好变化升天。17

传道人和平信徒都没有为自己所生活的时期预备好，几乎所有自称相信
现代真理的人都没有预备好明白此时的预备工作……他们完全不适于领
受晚雨……撒旦正……使他们的信心如同船坏了一般，把他们紧紧系在
某种悦人的自我欺骗上。他们以为自己一切都好，其实他们完全错了。18

上帝的子民没有为第三位天使的大呼声做好准备。他们为自己有一项工
作要做，是他们不该留给上帝去为他们做的。他已把这项工作留给他们
去做。这是一项个人的工作；谁也不能替别人做。19

我蒙指示，上帝的子民若不努力尽到他们的本分，只是等候安舒的日子
来到，除去他们的过犯，纠正他们的错误；倘若他们赖此以洁净身心的
一切污秽，预备参加第三位天使之大呼声的工作，就必显出他们的亏欠
来。安舒，即上帝的能力，只能临到那班借着实行上帝所吩咐他们的工
作，自己预备妥当的人，就是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
畏上帝，得以成圣的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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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应许在1870年代没有任何改变。他依然应许要洁净男男女女一切
的污秽，为要让他们能够认出和接受晚雨，并且以大呼喊宣告第三位天
使的信息。大呼喊和晚雨就是这样帮助教会成员在品格上成长，并且预
备他们在最终的斗争中站立的：

当基督身体的各个肢体接近最终的斗争时，他们将要长成他的样式，并
且拥有匀称的品格。在第三位天使信息渐渐成为大呼喊的时候，将要有
大能力和荣耀完成结束的工作。这就是晚雨，它会复兴并且坚固上帝的
百姓，使他们能够度过先知们所指出的“雅各的患难”。与第三位天使同在
之光的荣耀将会在他们身上反照出来。上帝将要在那段危险时期保守他
的百姓。21

主不断的把出版更多关于善恶斗争内容的担子放在怀雅各和怀爱伦身
上，但那是一段非常忙碌的时期，而且撒旦也随时要造成耽延。建立教
会秩序的持续努力占用了1860年代早期不少的时间。1863年5月，“第一
次正式总会会议”在巴特尔克里克召开，它“标志着基督复临安息日信徒
组织架构的完成。”22然而这并没有结束一个不断前进之运动的成长痛。这
段时期的动荡和美国内战也占用了人们的时间和注意力。23健康改良的迫
切需要，巴特尔克里克新建立的西部健康改良协会，以及那些狂热主义
者们带来的挑战，都使怀雅各和怀爱伦精疲力竭。他们自己并非没有病
痛之人，怀雅各在1865至1873年间经历了四次中风，因此需要怀爱伦更
多的时间和注意，使她无法专注于重要的写作。24怀爱伦不仅是妻子，
也是母亲，她在1860年9月生下了他们的第四个孩子，约翰·赫伯特。三
个月后他们的小宝宝就死去了，之后在1863年12月，他们的大儿子亨利
也去世了。25

这些事例仅仅是怀雅各以及怀爱伦在为上帝末时教会劳苦工作年间所面
临试炼的一小部分。最终在1870年11月，《预言之灵》卷一出版了，它包
括了从创造到所罗门统治时期的故事。1876年，包括基督生平、教训和神
迹的卷二出版了。之后的1878年，包括基督余生直至他被钉十字架的卷三
也出版了。但怀爱伦心中最重的负担是卷四，也就是后来的《善恶之
争》。

主希望怀爱伦和怀雅各能够离开他们其它的工作，这样爱伦就能够有更
多时间用在善恶之争这一主题的写作上。在巴特尔克里克居住的雅各担
任着《评论与通讯》编辑的职务，因此他们没有时间进行写作的工作。
他们计划在1881年夏天离开，到西边的加利福尼亚州去，在那里怀爱伦能
够有更多时间写作。怀雅各心中也有一个负担，就是更完全的阐述救赎
这一题目：

我们一起在巴特尔克里克的家中度过了1881年的春天和初夏。我丈夫希
望安排他的业务，以便我们可以去太平洋沿岸专心写作。他觉得我们犯



32

了一个错误，就是在本应写作时却容许圣工的明显需要和弟兄们的恳劝
而使我们忙于积极做工传道。我丈夫渴望更充分的阐述救赎的光荣主题，
我也久已计划预备重要的书籍。我们都感到应该趁着我们的智力还未受
损的时候完成这些著作——因为这是我们欠自己也欠上帝圣工的一个本
分，要停止剧烈的战斗，把上帝展现在我们心中的宝贵真光传给我们的
百姓。26

我们原本计划把未来的这个冬天[1881年]用于写作。我丈夫说过：“我们不
要分心。我认为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在本应写作时却容许圣工的明显需
要和弟兄们的恳劝而使我们忙于积极做工传道……我明确地感受到即将到来
的危机。我们应当为将来的服务保留身体和头脑的力量。救赎的光荣主题
早就应该更完全的展示在众人面前；而我却允许自己进入园地，参加帐
篷大会，变得如此疲倦以至于无法进行写作。”27

名为“生命之路”的原图

1870年代早期的某个时候，M.G.克洛格医生（Dr. M. G. Kellogg）设计
了一幅描绘救赎计划的19*24英寸图画，并为其取得了版权。他将之命名
为“生命之路”：副标题是“从失落的乐园到重建的乐园”。从背景中伊甸园
的门开始，人类的堕落和恢复以雕刻图画寓言的形式展现出来。这幅图
附带有一本叙述性的小册子，通过《评论与通讯》出售。28怀雅各认为这
幅图“在复临传道人试图表明律法和福音之间关系的时候有很大帮助。” 29

1876年，怀雅各决定改进这幅图画，并且制作一本新的叙述性手册，印刷
两万份并通过《评论与通讯》和《时兆》出售。30但图画中的主要特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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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在图画中央巨树树枝上的十诫。虽然十字架也在画中，但它却没有律
法之树那么明显。

名为“生命之路基督”的修改图

四年之后怀雅各开始了对这幅平板图的又一次修改，占据图画中心明显
位置的十字架表明他观念当中重点的变化。1880年初他在给妻子写的信中
说：“我还有一幅新图的梗概，看哪，上帝的羔羊。这幅图在这些方面与
‘生命之路’不同：律法之树被去掉了。十字架上的基督被放大，并且放在
中心。”31 1881年1月，雅各去纽约市与托马斯摩根（Thomas Morgan）见
面，他被称为世界上最好的艺术家。雅各希望能够得到一幅“生命之路”的
钢雕刻。受到这幅新图画潜能的鼓舞，雅各接着计划出版一本与之相配
的书，更详细的叙述已经在印的救赎计划的解释。他计划将其命名为
《生命之路基督：从失落的乐园到恢复的乐园》32但“生命之路”这幅图并
不是怀雅各生命重心改变的唯一例证。

更多的传讲基督 33*

1881年2月，怀雅各表达了他希望复临传道人用更多时间展示基督的愿
望。但他们自己必须不只是拥有基督的理论；而一定要有“内住的基督”。
不背其言，雅各开始把基督作为他所有证道和与人交往的重点。这就是
更彻底思想基督的结果：

某些人的心灵对基督有一种无法言喻的渴望，作者本人即属此类。我们



34

当中有些人因为生意、工作、忧虑，而在头脑和情感当中只给了基督一
点点空间。另一些人则几乎只知道理论，他们思考律法和先知、人类的
本性和命运，以及各种信息，同时却惊人的缺乏内住的基督……

我们的传道人需要更多鼓励。他们应该更多的传讲基督，他们应该更多
地认识他——我们此生一切成功的希望，以及来生的天堂都取决于他。34

我和他[怀雅各]在科罗拉多州共度了两个夏天。在最后的几个月当中……
我和他在一起大概有8周时间；这使我能够有最好的机会透彻的了解
他……我们一起旅行时，他经常提到他所认为自己生命中所犯的错误。
我们俩祷告的时候，他会为这些错误哭泣，并祈求恩典使他成为一名真
正的基督徒。他经常私下对我说，也不断地在这个春季和夏季的证道中
讲到，他感到自己必须对他的弟兄们更温柔，对犯错的人更慈悲，他必
须培养对基督更多的爱，以及试炼中更多的忍耐……大家都会记得，过
去几个月中他无论在何处传道，主要内容都是在基督里的信心，和上帝
无限的爱。35

1881年6月底到7月，怀雅各和怀爱伦继续他们在巴特尔克里克的服侍。
怀雅各依然是《评论与通讯》的主编。他们经常去家附近的小树林祷告。
后来怀爱伦回忆起那时的情景：

在去平常祷告之处的路上，[雅各]突然停下了，他的脸非常苍白，他说：
“我的灵感受到一种深刻的庄严。我并不沮丧，但却感受到在关乎你我的
一些事情上会有某种改变。如果你死去了会怎么样？噢，这不可能！上
帝有工作要你去做。但我希望你会给自己休息的时间，可以从现在这种
衰弱的状态中恢复。这种状态持续了如此长的时间，我对其后果非常焦
虑。我感受到危险，与之伴随的是对上帝特别祝福的无可言喻的渴望，
渴望得到一种确信，就是我所有的罪都被基督之血洗净的确信。我承认
自己的过错，并且请求你原谅所有使你忧伤的言行。不能有任何东西拦
阻我们的祷告。我们之间，我们与上帝之间必须毫无阻隔。”

在那里我们彼此谦卑的承认自己的过错，之后恳切的祈求上帝的怜悯和祝
福。我丈夫在我们的祷告停止之后又跪了几分钟。他起来的时候，面容是愉
快幸福的。他赞美上帝，说自己感受到了基督之爱的保证……

之后他发出一些恳切祷告的话：“上帝啊，你在地上有一件工作要完成，
这工作如此伟大，软弱的我们就是想到都会颤抖。但若你给我们力量，
我们就会开始那交付给我们的工作，并进行下去。我们会力图让自我消
失，并且在生活中的每一言行上彰显恩典的能力。有一份庄严的委托在
我们手中。在上帝的那日我们的记录将会是什么？主啊，我要赞美你，
因为我完全属于你，你也属于我。”36

此后不久，雅各就开始感受到如果他和爱伦到西海岸去，可能会对巴特
尔克里克的工作所造成的影响。爱伦“敦促他找一块工作园地，好摆脱在
巴特尔克里克必然临到[他们]的负担。”作为回应，雅各讲述了在他们离
开之前必须注意的一些事务——必须有人尽到的一些责任。之后他动情
的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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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这工作的人在哪儿呢？会无私的关心我们的各机构，愿意支持正
义，不受他们可能要接触的任何势力所影响的人在哪儿呢？”他含泪表达
了对我们在巴特尔克里克各机构的忧虑。他说：“我的生命已献给了这些
机构的建立。离开他们似乎与死无异。它们就像是我的孩子，我不能使
我的利益与他们分开。这些机构是主的工具，要做一项特别的工作。撒
旦试图阻碍并击败主借以做救人工作的每一工具。如果那大仇敌能按照
世界的标准塑造这些机构，他就达到自己的目标了。”我最大的渴望就是
有合适的人在合适的位置。如果那些身居要职的人在道德力上软弱，在
原则上优柔寡断，倾向于把人带向世界，就有足够多的人会被他们带走。
邪恶的实力不可盛行。我宁愿死也不愿活着见到这些机构管理不当，或
转离建立这些机构的初衷。37

怀雅各去世

雅各已经下定了决心。他宁愿死也不愿活着见到自己倾倒生命和灵魂在
巴特尔克里克所建立的工作产生改变。几天之内，在与爱伦一起坐马车
去参加一次帐篷大会的时候，雅各受了寒，很快就发展成重病。到了周
末，显而易见的是除非主施行医治，不然很快他就会死去。就是在怀爱
伦坐在她将要死去的丈夫身边时，主给了她关于工作之未来的应许：

当我坐在那里，手中握着我垂死丈夫的手时，我知道上帝在行事。我坐
在他床边的时候，他处在非常的发烧状态，就在那里，如同一道清晰的
光链呈现在我面前：工人被埋葬，但工作要继续。我有工人要把握这项
工作。不要害怕；不要灰心；工作要前进。

正是在那里，我明白了我要接受这工作，负起比我之前曾负过的更重的
担子。正是在那里，我答应主要坚守我的岗位，我也努力这么做了。我
尽可能地做了上帝交给我去做的工作，明白上帝要在这工作中引进我们
还没有的一种要素。38*

上帝将要兴起其他人，在这工作中引进他们还没有的一种要素。雅各去
世之后，怀爱伦自己也濒临死亡。她复原之后，便寻求主对她生命的旨
意。在一个有趣的梦中，她得到了答案。她写作的工作是最重要的；用
笔分享上帝多年前向她所启示的，以及应当展示给众人的。她还蒙指示，
要有更多亮光的珍宝分享给上帝的百姓：

“爱伦在雅各去世之后梦到他——在我祈求主显明我的责任几天之后，
晚上我梦见自己在马车里，驾着马坐在右手边。爸爸[怀雅各]在车上，坐
在我左边。他非常苍白，但却冷静而沉着。‘为什么，爸爸？’我惊叫道，
‘真高兴你又在我的旁边了！我觉得一半的自己消失了。爸爸，我看着你去
世了；看着你被埋葬。是主怜悯我让你又回到我身边，我们像从前一样一
起做工吗？’

他看上去很悲伤。他说：‘主知道对你我最好的是什么。我的工作对我
非常宝贵。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响应了弟兄们急切的邀请，让我们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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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要的聚会。我们没有勇气拒绝……’

‘听好了，爱伦，各种请求会像以前一样出现，希望你参加重要的聚会，
就像以前一样。但要把这事摆放在上帝面前，就是最恳切的邀请也不要
应答。你的性命仿佛悬在一根线上。你必须安静的休息，避免所有令人
兴奋的事物和不愉快的忧虑。我们原本可以用手中的笔做许多事情，在
大家所需要而且我们也得到亮光的题目上，原本是可以展现给他们的，
这些亮光别人并没有得到。在你的体力恢复之后——它会恢复的，你应
当这样工作，你用笔所能成就的远超过用声音所能成就的。’

他恳切的看着我说：‘爱伦，你不会忽视这些警告吧？……我们本应当
去太平洋沿岸的，把我们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写作上。现在你会这么做
吗？等你体力恢复的时候，你会不会拿起笔来，不急不缓的写下这些我
们期待已久的东西？有重要的事是大家所需要的。要把这当作你的首要
任务。你将要不得不向一些人讲话，但是要避免那些累垮我们的责任。’

我说：‘雅各，你要一直和我一起，我们要一起做工。’他说：‘我在巴特
尔克里克待了太久。我在一年多以前就应当去加利福尼亚的。但我想帮助
巴特尔克里克的工作和各个机构。我犯了一个错误。你心地柔软，会倾向
于和我犯同样的错误。你的生命可以使用在上帝的事业上。噢！那些主原
本想要我带给大家的宝贵题目，宝贵的亮光的珍宝啊！’我醒了。但这个梦
感觉那么真实。”39

怀爱伦的身体在雅各去世之后恢复，她搬到了加州的希尔兹堡，寻求安
静的休息来再次开始她卷四《善恶之争》的工作。40* 1882年8月初，怀爱
伦在镇边的鲍威尔街买了一幢两层的房子。8月底在奥克兰的时候，她患
上了持续数周的严重疾病。在她开始恢复的时候，她请求被带到圣海伦
娜的健康疗养院去，但她的情况在那里并没有得到改善。在希尔兹堡举
行的加州帐篷大会越来越近，她要求被带回她在希尔兹堡的家。她希望
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在帐篷大会上作她的见证。她和她家人都希望在帐篷
大会的环境里，她可以经历生命和力量的更新。41

帐篷大会于1882年10月初开始，就在离她家半英里处的一个小树林里。
虽然怀爱伦非常虚弱，几乎不能下床，但第一个安息日中午她指示要在
大帐篷里预备一个地方，让她可以听到讲员说话。人们在宽阔的讲员讲
台上为她安置了一个沙发，她被抬到大帐篷里放在沙发上。旁边的人不
仅看到了她的虚弱，也看到了她死一样苍白的脸色。多年之后回忆起这
次经历，怀爱伦说不仅大帐篷满了，而且“看上去似乎整个希尔兹堡的人
都来了”。 42

这是个神迹

《时兆》的编辑J. H.瓦格纳（J. H. Waggoner）在安息日下午讲到了“信息
早期的工作及其增长、进步和当下的状态”。 43瓦格纳还展示了上帝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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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非常接近的各种兆头。他的演讲结束之后，怀爱伦转向身旁的威利和
英格斯太太（Mrs. Ings）说：“你们能不能帮我起身，让我可以站起来说
几句话？”他们扶着她走到桌前。后来她回忆道：“我在那儿站了五分钟，
想要讲话，以为那是我最后一次讲话了——我的告别信息。”她双手扶着
讲台站稳：

一瞬间我感到一股力量来到我身上，就像电击一样。这股力量穿过我的
身体直到我头上。大家说他们清楚的看到血液聚集到我的嘴唇、耳朵、
双颊和前额上。44

每一位听众似乎都定睛在她身上。镇上的一位商人蒙特罗斯先生（Mr.
Montrose）站起来大喊：“我们亲眼看见神迹了；怀夫人被医治了！”她的
声音有力了，她的语句清楚完整了，她做了一次听众们从未听过的见证。
J. H.瓦格纳在《时兆》的报告中讲述了这个故事：

她的声音和外貌产生了变化，她带着能量，清晰的做了一段时间的讲话。
之后邀请那些想要开始服侍上帝，以及那些背离已久的人来到前面，不
少人响应了这个呼召。45

当时在场的乌利亚·史密斯（Uriah Smith）在《评论与通讯》中报告道：
神奇的医治之后，“她便能像往常一样参加聚会了……并且以正常有力的
声音和清晰的思维发言六次。”46谈到这次经历，怀爱伦说：“就仿佛从死
里复活一样……希尔兹堡的人们应当把这个兆头当作真理的见证。”47这
一表面上是怀爱伦身体状况转折点的事件，为一项强有力的事工打开了
门路。论到自己两个月之久的疾病，她说自己原本以为会慢慢好转。然
而她却得到了瞬间的医治： 48

有两个月时间我不能写作；但如今我为自己能够继续写作而深深感恩。
主借着再次恢复我的健康，给了我他怜悯慈爱的额外证据。由于这次疾
病，我几乎要死去；但是主的百姓为我献上的祷告得胜了……

第一个安息日聚会时，我感觉自己必须要到场，因为在那里我可能会遇
到“大医师”……大家看到了我的虚弱，许多人说从一切迹象看来我是个快
要死的人了。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注意到我在向他们讲话时身上的变
化……我很高兴上帝的能力为我做了大工。我得以在大会时期每天做工，
有几次讲话时间超过一个半小时。我整个人都被灌输进了新的力量和活
力。一股新的情感、一种崭新而又高尚的信心掌控了我的灵魂……

在生病之前，我以为自己对上帝的应许有信心；然而我却因为自己身
上巨大的变化而感到惊奇，这远远超过我的期待。我不配上帝的爱如此
向我显现。我有理由更加恳切的赞美上帝，以更深的谦卑在他面前行走，
比之前更火热的爱他。我有更新的责任把自己的全部交给主。我必须把
他所允许照射在我身上的神圣亮光传递给其他人。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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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J.瓦格纳

一个实现了的应许

1882年希尔兹堡的帐篷大会上发生了不止一个神迹。年轻的E.J.瓦格纳
（E. J. Waggoner），J.H.瓦格纳（J. H. Waggoner）的儿子，27岁时参加了
怀爱伦得到神奇医治的帐篷大会。E.J.瓦格纳出生于1855年，她的父母都
是复临信徒。他在密歇根长大，后来毕业于巴特尔克里克学院，他也是
在那里认识了自己后来的妻子杰西默瑟尔（Jessie Moser）。之后瓦格纳
离开巴特尔克里克寻求博士学位，他于1878年在纽约布鲁克林的长岛学院
医院毕业。50*得到医学博士学位之后，瓦格纳回到巴特尔克里克疗养院
工作，直到1880年他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在那里，就在1882年希尔兹堡的
帐篷大会上，瓦格纳获得了一次非常不同寻常的经历。

那个阴暗的安息日下午，他坐的
地方和大帐篷里的大多数会众有一
点距离。乌利亚·史密斯这样描述
当时的情况：他[瓦格纳]听到怀爱
伦“以不同寻常之有力的声音和清
晰的思想”宣讲“上帝恩典的福音”。
51* 后来瓦格纳描述，他的经验就
像保罗去大马士革路上的经验那样
真实。这次经历致使他用余生研究
圣经，并且预备他向一个处于老底
嘉状态的衰落中的教会宣讲神圣恩
典的信息。明显的是，上帝履行了
他一年前给怀爱伦的应许，他正在
兴起其他工人来代替怀雅各。上帝
把同样的负担放在他们心中，就是
要展示全部圣经中的基督，并且更
完全的显明救赎计划和因信成义。
瓦格纳一生中几次写到这一经历：

我的经历中有一些事件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首先是我第一次认识到自
己的罪，圣灵责备我之后，基督为我被钉十字架显现在我眼前，就是1882
年你在希尔兹堡帐篷大会上讲话的时候。那次经验一直是我路上的一盏
灯，它指引了我所有的圣经研究，而且这灯越来越亮。52

我是在你[怀爱伦]21年前[1882年]的一次讲话中接收的这道亮光，它一
直以来都是我生命的祝福，并且只要我留意，它就会在我研究圣经时指
引我。因此我对于上帝在他的事业上特别使用你这个事实，一直有独特
的证据。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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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前，作者在一个阴沉有雨的下午坐在帐篷里，主的一位仆人在
讲论上帝恩典的福音；讲者所说的话，没有一个词或一句经文我还记得，
我甚至不清楚自己有没有听到任何一个词；但这次演讲中的一个经历成
了我生命的转折点。一道光忽然照射在我周围，帐篷看上去被点亮了，
仿佛太阳在发光；我看到基督为我被钉了十字架，对我而言那是生命中
第一次得到上帝爱我，以及基督为我献出了自己这一事实的启示。全都
是为了我。如果我能够描述自己的感觉，那这些感觉是没有类似经验的
人所无法理解的，而且对这些人解释也是没有必要的。我相信圣经是上
帝的话，是由圣徒们被圣灵感动时写下的,而且我知道这道照在我身上的
光是直接从天而来的启示；因此我知道在圣经中我能找到上帝对每个罪
人的爱的信息，并且我决心要奉献自己的余生去找到这信息，把它清晰
的向其他人显明。那一天从基督的十字架上照在我身上的光，一直以来
都是我研究圣经的向导；无论我在何处阅读那圣书，我都发现基督被描
绘为上帝的能力，要拯救每一个人。除此之外我没有其它任何发现。54

那时基督被摆在我眼前，在我面前“活活的被钉十字架”。那是希尔兹堡
帐篷大会时一个阴沉的安息日下午，我坐的地方离大帐篷里的大部分会
众有些距离。
……我唯一的记忆就是自己所看到的。有一道光忽然照在我身边，帐篷
灿烂的被照亮，光辉超过正午的太阳，我看到基督挂在十字架上，为我
被钉。就在那时，仿佛不可抗拒的洪水一般，我第一次确实的知道，上
帝爱我，基督为我而死。

上帝和我是我当时在整个宇宙中唯一能意识到的存在。那时我实际的看
到，上帝在基督里使整个世界与他和好；我就是整个世界和其中的所有
罪恶。我确定保罗去大马士革路上的经历也不比我的经历更加真实……
当时我就决心以那次启示的亮光来研究圣经，为要帮助其他人看见同样
的真理。55*

在上帝天意的安排下，这次经历不久之后，瓦格纳就遇到了A.T.琼斯
（A. T. Jones），他们一起将要把“最宝贵的信息”带给教会。上帝希望晚
雨的信息被接受之后不久，就能以大呼喊的方式传遍整个世界。

A.T.琼斯生于1850年，他与瓦格纳不同，并非成长于复临信徒的家庭。琼斯
二十岁入伍，服役十四个月之后为复临信徒的出版社工作。56

1874年8月8日，琼斯在华盛顿地区的瓦拉瓦拉受洗。有几个周的时间他“恳
切的寻求主”，而在那几天之前他得到了“罪被赦免的鲜明证据”。57 悔改和
受洗之后，他立刻加入了D·范·霍恩（D. Van Horn）的布道工作，在西
北地区建立教会。1877年琼斯与佛朗西斯·帕顿（Frances Patton）结婚，并
于次年被授职为传道人。由于无法在巴特尔克里克继续接受培训，琼斯只
能依靠自己对阅读的热爱继续接受教育。很早他就成为最有名的宗教自由
辩护人之一。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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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希尔兹堡帐篷大会几个月之
前，怀爱伦写下了具有重要意义
的、有关琼斯和瓦格纳悔改经历
的话。上帝将要选择他亲自教导
的人，而不是当时的学校所教育
出来的人：
在末世严肃的工作中，很少有大人物参
加……可是基督徒品格的纯洁光辉，也
许会在粗糙而不动人的外表之下显
明……
上帝在我们的时代有一番工作要做，但
很少人预感到。他要在我们中间兴起并
提拔一些人。他们受教多出于圣灵的恩
膏，少由于科研机构外表的训练……上
帝将显明他并不依赖有学问而妄自尊大
的人。59

怀爱伦还写到为使其工作能够有效，教会对圣灵沛降有极大需要。但
上帝百姓的情况如何呢？真实的见证人依然在发出悔改的呼召。背道已
经变成了习惯，对真正复兴的需要迫在眉睫。只有圣灵通过福音复苏的
能力才能够纠正当时的状况：

我们应当诚恳的祈求圣灵的沛降，正如门徒在五旬节那样。他们那时既
需要圣灵，我们今日就更加需要了。道德的黑暗像柩衣一般遮盖大地。
各种样式的假道、异端以及撒旦的欺骗在将人的思想导入歧途。若缺少
上帝的圣灵与权能，我们宣讲真理的努力就必归于突然。60

主并未向我们关闭天国，而是我们不断冷淡退后的行为，使我们与上帝
隔绝了……

你们愿听那诚信真实见证者的忠言，去寻求火炼的金子、白衣、和眼药
吗？金子就是信心及爱心，白衣就是基督的义，眼药就是属灵的眼光，
使你能看透撒旦的诡计而远避之，察觉罪而厌恶之，看明真理而顺从之。
61

守望者的工作总的来说太缺少上帝的圣灵和他的能力。五旬节时那位使
聚集的门徒们有奇妙表现的圣灵，现正等待要显示其能力在那站在死人
与活人之间、身为上帝使者之人的身上。像1844年运动那样强劲有效的激
动众人的能力要再度的显示出来。第三天使的信息将要发出，不是轻声
的耳语，乃是洪亮伟大的声音。62

只有福音赐人生命之感化力，才能帮助人。应当祈求圣灵的伟大活力，
挟其一切苏醒、复原、及变化之能而俱来，像一道电流般刺激麻木的心
魂，使每根神经有新生的震动，使人从死亡、属地、及情欲的情况中，

A.T.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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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原到灵性健全的状态。这样，你们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脱离世上
从情欲来的败坏；并且必在你们的心魂上返照那为你们受鞭伤而使你们
得医治之主的形象。63

上帝没有放弃他的百姓。他向怀爱伦履行了自己的应许。他在预备将要
“在这工作中引进我们还没有的一种要素”的工人。64这些工人能够“更多
的传讲基督”，使那对上帝百姓至关重要的、一位“内住之基督”的“最宝贵
信息”能够被传扬出去。这是为了能使教会和世人“可以更清楚地认识承载
我们此生一切成功的希望，以及来生天堂的那一位。”65上天已经计划好
让“圣灵的大能”快快降临到教会，并且更新那些麻木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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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尾注

1. 后来怀爱伦把这些里程碑教义总结为1844年[预言]时间的过去、接受复临的盼望、
圣所的洁净、三位天使的信息、上帝的诫命，耶稣的信心，第七日安息日，以及
恶人的非永恒性。见怀爱伦《1888年资料集》，518页。

2. 见阿瑟·L·怀特（Arthur L. White）著《怀爱伦：早年》Ellen G. White: The
Early Years,（马里兰州哈戈尔斯镇：评论与通讯出版协会，1985年），127页。
（此后皆为《早年》）

3. 怀爱伦著《早期著作》Early Writings，55、56页，1845年的异象。此叙述中的最
后一句话收录于1851年版的《E.G.怀特夫人之基督徒经验和观点传略》中，但在
1882年出版的《早期著作》中没有保留。原文可以在1846年4月6日一号广播“致分
布各处的小群余民”第7段中找到。怀爱伦在《善恶之争》中说：“但以理八章十四
节所说我们的大祭司基督来到至圣所作洁净圣所的工作……也就是基督在马太二
十五章十个童女的比喻中所说新郎来娶亲的事……在耶稣执行赎罪的伟大工作时，
凡本着信心仰望祂进行赎罪工作的人，才能领受祂为他们作中保的帮助；而那些
拒绝这使他们明白此种服务工作之亮光的人，却得不到帮助。”（426、430页，
1888年版，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4. 怀爱伦著《传道良助》Gospel Workers，378-379页，1892年版，以及《信息选粹》
卷一，76页。怀爱伦是在她少女时期，大概1840年代末见到这个异象的。

5. 怀爱伦著《斯伯丁和麦根收集的未出版的手稿》Spalding and Magan Collection of
Unpublished Manuscripts，（亚利桑那州培森市：秋叶图书，1985年），第4页，写
于1852年。《怀爱伦全部出版作品CD》1999年版引用了《斯伯丁和麦根收集》原
书中记载的叙述。但是，《怀爱伦作品全面研究版CD》2008年版在括号里加上两
个单词：“你对主到来的估计太遥远了。我看到晚雨以夜半呼声的[突然性]降临，并
且带有十倍的能力。”这一修改在A.T.琼斯1893年总会的发言中得到了证实：“另一
段从未出版过的证言说，这[上帝能力的显现]将要像[18]44年那样突然来到，并且带
有‘十倍的能力’。”（“第三位天使的信息——7号” “The Third Angel’s Message—No.
7”，《总会每日公报》，1893年2月5日，152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6. 怀爱伦著《早期著作》，71页。1851年5月14日的异象。

7. 怀爱伦致姐姐哈利叶特（Harriet），信函3号，1851年8月11日；收录于《信息
选粹》卷三，388页。

8. 怀爱伦著“致弟兄姐妹们”To Brethren and Sisters，《评论与通讯》，1852年6
月10日，21页。

9. 怀爱伦著“未来” The Future，《评论与通讯》，1857年12月31日，59页。怀爱伦
所看到的某些描述“军队”的景象，与约珥书2章中所提到的类似。要注意怀爱伦
没有把晚雨和大呼喊分开。在汇编《末时大事记》中，这一陈述被放在“晚雨将
会产生大呼喊”的题目之下（怀爱伦著《末时大事记》Last Day Events [爱达荷
州纳姆帕市：太平洋出版社，1992年]，186-187页）

10. 怀爱伦著《怀爱伦生平传略》Life Sketches of Ellen G. White（加州山景城：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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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洋出版社，1915年），162页。

11. 这段话后来与其它资料一起刊登于《早期著作》。

12. 阿瑟·L·怀特（Arthur L. White）著《怀爱伦：早年》（华盛顿特区：评论与
通讯出版协会，1985年），366页。

13.怀爱伦著《属灵的恩赐》卷一，复写重印（华盛顿特区：评论与通讯出版协会，
1945年），193-196页，写于1858年。“在……之前和之后的光”这句话也是约珥
书2:3的景象。

14. 同上，197页，写于1858年。

15. 怀爱伦著“未来”，《评论与通讯》，1862年5月27日，202页。

16. 主虽然在1859年就已经准备好结束工作，但这一事实并没有否定他在1888年通
过琼斯和瓦格纳传递信息的需要。这应当是老底嘉信息的高潮，为要使人们“得
到耶稣同在的特权。”将要以其荣耀照亮整个世界的光一直以来都是同一道信
息。

17. 怀爱伦著《证言》卷一，186-187页，写于1859年。

18. 同上，466页，写于1865年。

19. 同上，486页，写于1865年。

20. 同上，619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写于1867年。

21. 怀爱伦著“雅各和天使” Jacob and the Angel，《时兆》，1879年11月27日。

22. 阿瑟·L·怀特著《怀爱伦：进步的岁月》Ellen G. White: The Progressive Years（马
里兰州哈戈尔斯镇：评论与通讯出版协会，1986年），33页。

23. 同上，34-72页。

24. 同上，73-238页，381页。

25. 同上，70-72页；《早年》，24-31页。

26. 怀爱伦著《生平传略》Life Sketches，247页。

27. 乌利亚·史密斯著《怀雅各最后的疾病和死亡》Last Sickness and Death of James
White（密歇根州巴特尔克里克：评论与通讯出版社，1881年），54页。

28. 李罗伊·E·弗洛姆著《天命之运动》Movement of Destiny，182-183页。

29. “‘生命之路’图画历史”History of the Way of Life Pictures，怀著管委会自存文档，
未注明日期，第2页。

30. 怀雅各著“生命之路”Way of Life，《评论与通讯》，1876年12月14日，192页。
31. 怀雅各致怀爱伦，1880年3月31日，收录于“‘生命之路’图画历史”，怀著管委会自存

文档，未注明日期，第2页。
32. “‘生命之路’图画历史”第2页。死于1881年8月6日，怀雅各的愿望在他有生之年没

有达成。然而在儿子们的帮助下，怀爱伦继续完成丈夫的计划。1883年，一幅美
丽崭新的钢版画由怀爱伦取得版权，其中基督被放在救赎计划的中心（同上）。
到了1884年6月，这幅版画和随画的小册子以“丹麦语、瑞典语、德语、法语、和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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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发行。（“生命之路基督” Christ the Way of Life，《评论与通讯》，1884年6月5
日，350页。雅各·埃德森·怀特[James Edson White]在他的书《到来的王》突出使
用了此画[密歇根州巴特尔克里克：评论与通讯出版协会，1898年，56页]）

33. 之后研究的灵感和有帮助的信息来自于2010年1月与雷蒙德约瑟（Raymond Joseph）
的一次通话。

34. 怀雅各著“东方之旅”，《评论与通讯》，1881年2月8日，88页。

35. D.M.肯莱特（D. M. Canright）著“我对怀长老的纪念”My Remembrance of Elder
White，《评论与通讯》，1881年8月30日，153页。

36. 《怀氏文稿》6，1881年9月；收录于乌利亚·史密斯著《怀雅各长老最后之疾病
和死亡传略》A Sketch of the Last Sickness and Death of Elder James White，47、48
页。

37. 怀爱伦著《证言》卷一，106-107页。

38. 《怀氏文稿》9，“对新亮光的反应”Responding to New Light，1890年2月3日；
收录于《1888年资料集》，540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这一声明是怀爱伦在
数年之后，也就是1890年的传道人学会上向参与者们作出的。论及她1881年的
经历，怀爱伦把上帝做过的应许与琼斯和瓦格纳的信息直接联系在一起，而他
们的信息被许多人拒绝了。参考十三章。

39. 怀爱伦致W.C.怀特（W.C. White），信函17号，1881年9月12日，2-4页；收录
于《已发布的手稿》卷十，38-40页。

40. 《预言之灵》卷四直到1884年10月才完成。九个月之后，在1885年7月25日，怀
爱伦和她儿子W.C.怀特以及其他一些人启程去欧洲待了两年时间，并于1887年7
月返回。在欧洲宗教改革的土地上，怀爱伦再次蒙带领开始修订和补充卷四的
工作。（见：阿瑟·L·怀特著《孤独的岁月》，249、291、374页）上帝在预
备《善恶之争》这本书能够在美国和世界范围内广泛发行。1888年版的《善恶
之争》刚好在美国持续发展的星期日法案危机时出版。我们会在第三章中继续
这一故事。

41. 以下段落和部分改编自阿瑟·L·怀特著《孤独的岁月》，203-205页。

42. 怀爱伦，信函82号，1906年2月28日；收录于《上帝的女儿们：特别给女性的
信息》Daughters of God: Messages Especially for Women（马里兰州银泉市：评
论与通讯出版协会，1998年），219页。

43. J. H.瓦格纳（J. H. Waggoner），《时兆》，1882年10月26日。

44. 怀爱伦，信函82号，1906年2月28日；收录于《上帝的女儿们》，220页。

45. J. H.瓦格纳，《时兆》，1882年10月26日。

46. 乌利亚·史密斯著“加利福尼亚帐篷大会的结束”Close of the California
Campmeeting，《评论与通讯》，1882年10月31日，680页。

47. 怀爱伦，信函82号，1906年2月28日；收录于《上帝的女儿们》，220页。

48. 阿瑟·L·怀特著《孤独的岁月》，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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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怀爱伦著“我得了医治”My Health Restored，《时兆》，1882年11月2日，484页。

50. 克林顿·沃伦（Clinton Wahlen）著《埃立特·J·瓦格纳末世论选编及其与他对因
信称义之理解的关系》Selected Aspects of Ellet J. Waggoner’s Eschatology and Their
Relation to His Understanding of Righteousness by Faith，硕士论文，安德鲁大学，
1988年7月，第xiii页。克林顿说：“所有已出版资料关于E.J.瓦格纳是在贝尔维尤医
学院取得医学博士的说法都是不正确的，虽然他确实在那里拿了一堂课。”参考玻
尔W.霍华德（Pearl W. Howard）致L.E.弗洛姆（L. E. Froom），1962年1月17日，存
于马里兰州银泉市怀著管委会文档236号第1页。

51. 乌利亚·史密斯著“加利福尼亚帐篷大会的结束”，《评论与通讯》，1882年10月31
日，680页。怀爱伦在1882年10月7日得到医治，并且没有提及“阴暗的天气”（或许
是那个地区10月间的雨或雾）这一事实，使我相信瓦格纳的经历是在1881年10月14
日发生的，也就是帐篷大会的第二个安息日。

52. E. J.瓦格纳致怀爱伦，1900年10月22日，存于罗马琳达大学戴尔韦伯记念图书馆怀
著管委会分社文档236b。

53. E. J.瓦格纳致怀爱伦，1903年11月3日，同上。

54. E. J.瓦格纳著《永约》The Everlasting Covenant（国际传单协会，1900年），第V页。

55. E. J.瓦格纳著“信仰表白”Confession of Faith，1916年5月16日。乔治·R·奈特
（George R. Knight）评论这一事件时说：“泛神论是他1882年悔改经历中所得之两
个原则的延伸。”首先，“瓦格纳把他‘在圣经每处找到基督’这一渴望延伸到了‘每处
找到基督’。”其次，“他问题的根源在于他以自己1882年主观经历的‘亮光去研究圣
经’的决心，而不是以圣经来评估那次经历。”（《1888年信息简易指南》，142页）
麦尔科姆布尔（Malcolm Bull）和基斯洛克哈特（Keith Lockhart）也有相似的看法：
“成为完全的教义被诸如E.J.瓦格纳的某些教会成员宣传，这些人的经历与当代那些
参加神圣运动帐篷大会的美国人相似。瓦格纳的热情根植于他在加州希尔兹堡帐
篷大会上的一次经历。”（《寻求一座圣所：基督复临安息日主义和美国梦》
Seeking a Sanctuary: Seventh-day Adventism and the American Dream [三藩市：哈勃
与罗出版社，1989年]，77页。）有人或许会想，鉴于1882年那些奇妙的事件，以
及几年之后怀爱伦给瓦格纳的诸多认可，如今怎么会有人说这样的话？是否如一
位作者所暗示的，瓦格纳的悔改经历中有一个致命缺陷，主通过他传达的信息也
因为其基础是他那一天的经历而有了缺陷呢？

56. “阿伦佐·T·琼斯”Jones, Alonzo T.，《SDA百科全书》卷十，832页。

57. A.T.琼斯，《美国哨兵》（非教派[刊物]），1923年7月号，第3页；收录于乔
治·R·奈特著《从1888到背道》，15页。

58. 玛琳·斯坦威戈（Marlene Steinweg）著, “ A . T .琼斯：编辑，作家，传道人”A.
T. Jones: Editor, Author, Preacher，《唯恐我们忘记》Lest We Forget，1997年第四
季度，第2页。

59. 怀爱伦著《证言》卷五，80、82页，写于1882年6月20日。

60. 怀爱伦著《证言》卷五，158页，写于1882年。

61. 同上，217、233页，写于1882年。

62. 同上，252页，写于18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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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同上，267页，写于1885年。

63. 《怀氏文稿》9，“对新亮光的反应”，1890年2月3日；收录于《1888年资料
集》，540页。

64. 怀雅各著“东方之旅”，《评论与通讯》，1881年2月8日，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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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turn of the Latter Rain

第二章

晚雨和大呼喊即将到来
预备的呼召以及

防止晚雨遭到谴责的警告
1880年代，怀爱伦开始在她的陈述中更多的表达大呼喊和晚雨的急迫性。

一道真信息将要来到，并且以其荣耀照亮世界。她写到上帝的计划是要
差遣普通人进行这项伟大的工作，它所激起的“宗教兴趣”远超过16世纪的
宗教改革。这道信息不仅仅是当时福音派所传讲之道理的复兴。怀爱伦
还谈到撒旦所要发出的“伪造的大呼声”，尝试转移人们对“当代”真正信息
的注意力。对她而言，这些赝品是大呼喊就要到来“最大的证据”之一：

在末世严肃的工作中，很少有大人物参加……可是真基督徒品格的纯洁
光辉，也许会在粗糙而不动人的外表之下显明……

上帝在我们的时代有一番工作要做，但很少人预感到。他要在我们中间
兴起并提拔一些人。他们受教多出于圣灵的恩膏，少由于科学机构外表
的训练……上帝将显明他并不依赖有学问而妄自尊大的人。1

上帝正在兴起一班人发出第三位天使信息的大呼声。[引用使徒行传
20:30]撒但现在的目标是要提出新的理论，使人心转离当代真正的工作和
真实的信息。他鼓动人心对圣经做出错误的解释，发出一种伪造的大呼
声，使真信息来到时没有效力。这是一个最大的证据，证明不久就要听
到大呼声，全地都要因上帝的荣耀发光。2

那与第三位天使联合传扬其信息的另一位天使将要用他的荣耀照亮全世界。
这话预言到一种普及全球的工作和非常的能力。一八四零至一八四四年的复
临运动乃是上帝能力的光荣显现……在一些国度中引起了极大的宗教奋兴，
乃是从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以来所未曾有过的，然而在传扬第三位天使最后警
告时所发起的伟大运动却要超过这一切。这工作将要像五旬节的工作一
样……这警告要藉着成千上万之人的声音传遍全球。信徒要行神迹，医治病
人，并有异能奇事随着他们。同时撒但也要施行虚假的奇事，甚至在人面前，
叫火从天降下来。（见启13:13）这样，世上的居民就必须决定自己要站在哪
一边了。3

1885年夏天，通过E.P.丹尼尔斯（E. P.Daniels）的布道工作，加州希尔
兹堡开始奋兴起来。深刻的内心反省和悔改使上帝之灵得以奇妙的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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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造成了许多成员之间的爱与联合。一些年长的工人（J.H.瓦格纳[J.H.
Wagoner]和J.N.楼博路[J.N. Loughborough]）干预停止了这些聚会，给它
们冠以“迷惑”和“狂热主义”的名号。当时怀爱伦正在瑞典旅行，听说所
发生的事情之后，她寄出几封警告的信。

在希尔兹堡开
始的工作正是
每个教会所需
要的。是的，
撒旦总是会制
造赝品，但是
除非有所改变，
否则人们在反
对狂热主义的
时 候 ， 也 会
“谴责晚雨的
工作”：

从所写的信中我
有理由判断一种
良好的工作已经在
希尔兹堡开始。我相信

那些感觉这种工作是错误的，并且对其进行谴责的人，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

弟兄们，如今正是我们国家的每一个基督复临安息日教会需要奋兴的时候，就是搅动希尔兹
堡的这种奋兴，否则教会不会预备好接受晚雨。有一种工作必须要为各个教会成员做成。
他们将要向彼此认罪……无论何时何地开始这种工作，撒旦做工的能力也会随之而来——
嫉妒、猜忌、恶意猜测都会出现……

只要真的出现，几乎可以完全肯定的是，赝品也会出现……

我如此重视这事的原因，是因为如果我们是上帝的百姓，那么各个教会当中将会有圣灵最显
著的运动。我的弟兄们或许会起来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衡量一切，把他们的手放在上帝的工作
上并且制止它。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们的信心是有限的，心灵是罪恶的，上帝无法以大能为我们做工，因为如果他那
样做了……[我们]无法区分上帝的工作和赝品。4

我并不认同你们对希尔兹堡奋兴的处理。我并不否认有一些狂热的人参与到这工作
中。但如果你们在将来像这次一样行动，那么有一件事可以确定，晚雨到来时你们
将会谴责它的工作。因为那时你们会看到狂热主义的更多证据。

当人们对上帝的工作有所努力的时候，撒旦将会对其虎视眈眈，但是传道人是否应
该伸出手来说：不能再继续了，因为这不是上帝的工作？

J.H.瓦格纳J.N.楼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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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J.H.瓦格纳长老在这些事情上的判断没有信心……如果这是你在上帝赐下美物时
的处理方式，那奋兴将少之又少。上帝之灵到来的时候会被称作狂热主义，正如五
旬节时所发生的一样……

上帝已经拣选了人做某种特定的工作。他的脑力或许微弱，但这更显明是上帝在做
工。他的演讲或许并不动人，但这并不证明他没有一道来自上帝的信息。5*

在这段时期，总会会长G.I.巴特勒（G. I.
Butler）因为缺少经费而采取行动“限制
纽约帐篷大会的工作。”怀爱伦的反应与
她对希尔兹堡情况的反应相似。除非有
所改变，否则人会限制圣灵的工作：

决不要采取行动限制工作，除非你知道
自己是受到上帝圣灵的感动这么做的……
如果不唤起那些能帮助纽约工作之人的责
任感，他们就不会在第三位天使发出大呼
声时认出上帝的工作。当亮光发出要照亮
这地时，他们不会来帮助主，反而要约束
祂的工作以迎合他们狭隘的想法。让我告
诉你吧，主会在这最后的工作中以一种超
常的，与人的任何计划不同的方式作工。
在我们中间，总有人想控制上帝的圣工，
对采取的行动指手划脚，尽管这项工作是
在那位加入第三位天使、把信息传给世界
的天使指导之下前进的。上帝会使用表明
祂亲手在掌握缰绳的方式。工人们将因祂
要用来开展并完成祂公义之工的简单方法
而惊奇。6

需要预备

在写信警告不要拦阻圣灵做工的同时，怀爱伦也在许多信件和文章中表
达了预备接受晚雨的极大需要。正如在她的早期作品中所描述的，这包
括与基督在天上圣所中工作（但以理书8:14）相关的、心灵之殿的洁净工
作。晚雨会带来光，那些预备好并且接受光的人将要宣讲上帝的诫命和
耶稣基督的见证。这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不是以辩论传开，而是靠圣灵的
深刻工作。注意怀爱伦的几段叙述：

第三位天使飞在空中，宣扬上帝的诫命及为耶稣作见证，这乃是代表我
们的工作。天使向前飞进，并不使信息失其力量，因为约翰见到它的力
量一直增加，直到全地因它的荣耀发光……这信息不久必用大声传出，
全地要因它的荣耀发光。我们是否在预备接受上帝之灵的沛然大降呢？7

我迫切的期盼五旬节那天的事件能够以更大的能力重演。约翰说：“我

G.I.巴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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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另有一位有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将有千
万人带着能力述说上帝之道的奇妙真理。结舌的得以解开，懦怯的必坚
强起来勇敢地为真理作见证。但愿上帝帮助祂的子民洁净心灵之殿的各
样污秽，使他们与祂紧密相连，以致有份于晚雨的沛降。8

晚雨降到上帝百姓身上时，你们必须预备好马上前进，因为只有那些器
皿洁净、双手自由的人才能在晚雨到来时接受从高天而来的光，他们每
个人的声音都要宣扬上帝的诫命和耶稣基督的见证。9

主指定和差遣传道人并非单单让他们传道，因为传道只是祂工作的一小
部分，他们还要服侍，教导人不要争执，而是要成为敬虔的榜样……有
些人……把自己培养成了辩论家，而在他们看护下的教会也显现出他们
工作的特性……如此迫近的大问题将要拔除那些上帝没有指定的人，祂
将会有一个纯洁、真实、成圣的教会为晚雨做好准备。10

这种漠不关心要一年年的持续下去吗？撒旦要不断欢欣，而基督却要对
他付出无限代价救赎的仆人们失望吗？我们都在期盼晚雨倾降的时候，
充满信心的盼望更好的日子，就是教会得到高天的能力、预备好为上帝
更有效做工的日子。但晚雨永远不会振作和鼓舞那些不去使用上帝已经赐
给他们之能力的懒惰灵魂。11

加拉太书中的律法

当怀爱伦在劝勉教会领袖和成员为晚雨做准备，警告他们小心行动以防
拦阻所需要之工作的时候，一场论战在巴特尔克里克兴起了。表面上，
这场争论是关于加拉太书中的律法，但其牵涉范围不止于此。这实际上
是一场关于因信称义的论战，关于福音本身的论战。这场论战是如何开
始的？它涉及到什么？本章的剩余部分将要回答这些问题。12*

在加拉太书3:19，使徒保罗写到“添上的律法”，在24节他写到“引我们到
基督那里训蒙的师傅”。这些经文所指的是什么律法？仪文律法还是道德
律法——十条诫命？1850年代复临信徒的先驱们，包括怀雅各、J.N.安德
鲁斯（J. N. Andrews）、乌利亚·史密斯和贝约瑟（Joseph Bates）曾经
认为保罗在加拉太书3章中所指的是十条诫命。然而这种观点改变了。

当时的改正教时代主义者们着重传讲人们是生活在新约恩典的时代，他
们使用诸如加拉太书3:19和3:24来证明十诫已经全部被废掉了。这使许多
复临信徒的想法产生了变化，他们希望把加拉太书3章中的律法解释成仪
文律法来对抗此类论证。然而在1854年，J.H.瓦格纳（E.J.瓦格纳的父亲）
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名为“上帝的律法：对两约中律法的检验”。（The
Law of God: An Examination of the Testimony of Both Testaments）这本小
册子的观点是加拉太书3章中的律法只是十条诫命，而其它复临信徒对此
有异议，于是争论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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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特尔克里克举行了几天的会议，依照乌利亚·史密斯的说法，J.H.瓦
格纳的观点在这些会议中被证明是错误的。怀雅各和怀爱伦参加了这些
会议，在会议开始不久，怀爱伦就见到了关于律法问题的异象。她立即
写信给J.H.瓦格纳，让他不要继续推广他的观点。由于这个异象，怀雅各
从市场上收回了J.H.瓦格纳的书。根据乌利亚·史密斯的说法，J.H.瓦格
纳多次请求重印这本小册子，然而怀雅各的回复是“除非你修正自己对律
法的观点。” 13

希尔兹堡学院
对加拉太书中律法的争议被静置了几乎三十年的时间，直到A.T.琼斯

和E.J.瓦格纳于1880年代中期出现的时候。1883年10月1日，就是瓦格纳
有帐篷大会的经历一年之后，他在希尔兹堡学院教授圣经，以这种方式
开始分享自己新发现的信仰。学院的圣经课程是1882年4月11日开始的。
然而，他居然还有时间作奥克兰基督复临安息日教会的牧师，并且协助
他父亲在《时兆》的编辑工作。A.T.琼斯1884年来到加州，在1885秋天
减轻了瓦格纳教职上的责任，并且成为《时兆》的助理编辑14*。

除了其它职任，琼斯还作
了当地一间教会的牧师。
15* J.H.瓦格纳1886年去欧
洲时，A.T.琼斯和E.J.
瓦格纳成为了《时兆》的
主编，琼斯担任这一职务
到1889年，

瓦格纳到1891年，之后他被派往英格兰。他们两个人也都成为了《美国

时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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哨兵》的主编，瓦格纳任职到1890年，琼斯在1897年成为总会执行委员
会成员时结束了主编的职务。

虽然琼斯和瓦格纳作为《时兆》编辑一起工作，但他们的学习是分别进
行的，却得到了许多相同的结论。因此，他们在《时兆》中的文章、在
学院里的授课、以及在当地教会的讲道，其根本信息是相同的。琼斯如
此描述这种情况：

我们各自单独研究圣经、授课和传道。我们生命当中从未有一小时的
时间一起研究任何一个题目。然而我们在圣经的全部真理上达到了完全
一致的认识。举例来说：安息日瓦格纳弟兄离开奥克兰参加帐篷大会，于
是我代替他在奥克兰教会讲道。我的题目是“因信称义”。接下来的安息日
他回到奥克兰自己的教会讲道，而我在三藩市。周日早上我来到《时兆》
办公室开始工作，我对布尔曼（Bollman）弟兄说：“瓦格纳弟兄昨天讲
的什么？”他回答：“和你上个安息日讲的一样。”我问他：“他用了什么
经文？”他回答：“和你的经文一样。”我说：“他的思路是什么？他用了
什么例证？”他回答：“和你一样。” 16

1884年夏天，E.J.瓦格纳写了十篇关于律法、福音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
文章。他在1884年9月11日《时兆》中的文章特别讨论了加拉太书中的律
法，背离了公认的复临信徒的观点——加拉太书3章中的律法指的是仪文
律法。17在1884-85学年间，E.J.瓦格纳开始在希尔兹堡学院表达相同的观
点。18虽然有些人喜欢瓦格纳的文章和教导，但其他人则变得非常担心。

《评论与通讯》主编乌利亚·史密斯，以及总会会长G.I.巴特勒是对自己
的担心最直言不讳的。

1885年春天，在怀爱伦和W.C.怀特去英格兰之前，E.J.瓦格纳与W.C.怀特
讨论了他对于自己在《时兆》上的文章和在学院教导的担心。他最担心
的就是写下“与肯莱特长老有冲突的文章”。19D.M.肯莱特（D. M.
Canright）是当时最有名的、成功的辩论过许多复临信徒反对者的传道
人之一。他还写了许多书，包括1876年首次出版的《两种律法》The
Two Laws。在此书中，肯莱特对加拉太书中律法的观点是与乌利亚·史
密斯和G.I.巴特勒一样的。

瓦格纳向W.C.怀特提出的另一个担忧是关于加拉太书中律法的争议，就
是他父亲多年前曾经涉及的争议。W.C.怀特“直率的表达他认为[E.J.瓦格
纳]和《时兆》的编辑们应当教导他们所相信的真理”，即使他们的教导确

美国
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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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与肯莱特长老和其它人的作品有冲突”，但关于旧时的争议，他应该
“尽可能避免”。
W.C.怀特还建议瓦格纳发表“他在学院所阐述之题目的文章”。20* E.J.瓦格
纳采纳了他的建议，继续通过《时兆》和安息日季度学课，以及学院课
程和当地帐篷大会阐述律法和福音。

A.T.琼斯和E.J.瓦格纳的教导和文章不久就受到了批评。1886年初，G.I.
巴特勒访问了希尔兹堡学院，有人告诉他琼斯和瓦格纳“奋力的”要使“神
学学生相信”加拉太书中“加添的律法”是“诫命的道德律法”。巴特勒对此
形势表示了极度的关心，因为在他的观念里，这个问题多年前就已经解
决了。除此之外，E.J.瓦格纳的观点与怀雅各、乌利亚·史密斯、D.M.肯
莱特还有他自己的观点相冲突。在给怀爱伦的一封信中，巴特勒提醒她
数年前在这一题目上接受过亮光——“[加拉太书中的律法] 与献祭系统有
关，而与道德律无关。” 21

作为对巴特勒这封信的回馈，怀爱伦立即寄给琼斯和瓦格纳一封信，
“反对他们与‘上帝所赐给我们关于不同意见之亮光’相反的做法。” 然而
这封信却从未送达（至今也没有被找到）。因此，琼斯和瓦格纳继续发
表他们的观点。22*夏天的时候，瓦格纳甚至在《时兆》上发表了特别关
于加拉太书3章的、九部分的系列文章。在这些文章里，瓦格纳对于加
拉太书3:24中“训蒙的师傅”的观点是：“这里所指的不可能是仪文律法。”
23

阅读了瓦格纳在《时兆》上新的系列文章之后，巴特勒没有收到怀爱
伦的个人回信，于是他又寄给她一封信，反对瓦格纳的工作。依照巴特
勒的说法，瓦格纳所表达的、“四分之三信徒”所不相信的观点，正在造
成“大争论”。巴特勒在此要求怀爱伦解决这件事，他说自己“有感动要写
一篇加拉太书的简短注释”，并且暗示自己相信加拉太书3章中的律法仅
仅是仪文律法。24

1886年11月16日，巴特勒再次给怀爱伦写信，说他期待“我们《时兆》
的好弟兄”能在即将到来的总会会议上“为他们关于我们信仰某些争议的
处理方式；加拉太书中的律法，给出解释”。巴特勒确实这么做了。

1886年总会会议

会议刚刚在11月18日开始的时候，巴特勒就把自己给加拉太书的 “简短
注释”，以一本八十五页小册子的形式发给了代表们，这本手册的题目是
《加拉太书中的律法：是道德律法？还是仅属于犹太人的律法系统？》
The Law in the Book of Galatians: Is It the Moral Law, or Does It Refer to
that System of Laws Peculiarly Jewish? 虽然没有提及姓名，但这本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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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是对琼斯和瓦格纳的反驳；对他们个人、他们的“少数派”观点、以
及他们“大肆吹嘘的因信成义的教义”进行了多次抨击。25

巴特勒还把这个问题带到了总会神学委员会。他写了数篇动议，希望
“与我们大多数人所持意见”相反的观点在得到“有经验的领袖兄弟们检查
和认可”之前，禁止出版。26巴特勒所有的动议中只有一个得到委员会大
多数投票而通过。然而巴特勒在《评论与通讯》的一篇文章中报道了他
全部的动议，包括那些被否决的、谴责琼斯和瓦格纳行为的动议。27*正
如W.C.怀特后来所说的：“有些人希望瓦格纳和琼斯长老在没有发声的情
况下就受到责难。”28*

12月16日巴特勒再次给怀爱伦写信，措辞比之前更强烈。他提醒怀爱
伦自己从未收到关于加拉太书中律法问题的回复，而且教会“为这个题目
的答案已经等待了[她]许多年。”12月28日，巴特勒又给怀爱伦写信，提
及《时兆》文章的问题，用他的话说就是“与我们信仰的原则相反”。显
而易见的是，这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他心里变得非常重要。或许是
想要怀爱伦为此事发言的最终尝试，乌利亚·史密斯，《评论与通讯》
的编辑，刊登了一篇老文章，其中怀爱伦明确的说：“我们个人的见解
应当服从教会的权威。” 29*

怀爱伦回应

终于，在1887年初（被巴特勒纠缠几乎一年之后）怀爱伦再一次给琼斯
和瓦格纳写信，并且寄了一份副本给巴特勒。在信中，怀爱伦告诉他们
她从没有读过任何一方所写的关于加拉太书律法不同观点的材料。她几
次提到因为无法找到几年前自己关于这个题目所写的资料而感到沮丧。
30*她觉得自己曾经得到过关于J.H.瓦格纳观点的启示——“他关于律法的
观点是不正确的”。由于现在无法找到这份资料，她的头脑在这一问题上
并不“清晰”，而且她“无法理解这个问题”。怀爱伦表达了自己因为“两份
主要报刊之间的争辩”而非常担心。她甚至说琼斯和瓦格纳太过“自信而且
不够小心”。她还担心E.J.瓦格纳像他父亲一样“培养了”一种“对讨论和争
辩”的热爱。“特别在这个时候，一切诸如争执之类的事情都应当被抑制”，
应当寻求联合。教会报刊中的许多论述和文章是关于“有争议的题目”，它
们“就像该隐的祭物：没有基督”。怀爱伦还担心那些“不研究圣经的人”会
在没有足够学习的情况下选择一方的观点，“然而却可能不是真理”。如果
“这些事情”要在总会会议上出现，她会“拒绝参加”：

我们有一个普世性的信息要传。我们的责任是宣扬上帝的诫命和耶稣基
督的见证。目前的大工是要积极促进合一和彼此相爱……

从至圣所那里，伟大的教育工作仍在继续。上帝的天使正在与世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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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在圣所里履行职责。我们没有照应该的跟随祂进入圣所。基督与天
使在人心中工作。天上的教会与地上的教会联合起来，正在世上打那美
好的仗。我们的内心在地上必须经过洁净，与基督在天上圣所的洁净工
作保持一致。在那里我们会看得更加清楚，就像主看我们一样。我们会
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们一样。

塑造品格需要上帝的圣灵深深地感动我们的心……如果他的心灵和品格
接受上帝之灵的神圣启迪，他所得到的一点知识就会扩大百倍。如果我
们以柔和谦卑的精神寻求真理如同寻求隐藏的珍宝，如果我们教导耶稣
里的真理，就会获得百倍的能力……但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常常掺杂
着自我，所以无法得到上头来的智慧。31*

怀爱伦的信似乎使琼斯和瓦格纳感到惊讶，但却产生了正面作用。琼斯
感谢怀爱伦给他写的信，说他会“恳切的尝试从证言中获益”，并且他“真
的抱歉”自己“在可能造成分裂，或以任何形式破坏上帝事业的任何事上有
份”。他还分享了自己的看法，为加拉太书中律法的争论提供了背景信息。
琼斯从未听说过之前寄给他们的信，也不知道数年前寄给J.H.瓦格纳的证
言。他很乐意在《时兆》上发表任何怀爱伦关于这个题目的亮光，并且
清楚地表明自己没有在学院里教授这个题目，而且告诉学生他“不会尝试
去说哪种[观点]是正确的……”：

我告诉过他们要从加拉太书中寻找基督的福音，而不是讨论其中的律
法……我认为如果他们能把基督和福音放在心上，那无论律法的问题最
终如何决定，他们都可以确保自己是正确的。只要基督在他们眼前，我
就看不到他们任何偏离正道的可能。我想自己告诉过他们我认为他们在
其中既会发现两种律法，也会看到福音——因信成义——这是最关键的。
32

瓦格纳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自1885年夏天以来，他就没有在学院授课。
因此也没有向学院的学生们阐述他的观点。瓦格纳从未听说过给他父亲
的证言，也不知道怀爱伦曾经“说过关于这个题目的话”。如果他知道的
话，“情况就会不同了”。除此之外，他所教导的观点和他父亲的观点“不
同”。他感到自己是在帮助真理的推进，但如今却为自己“太急于表达可
能造成争议的观点”而哀伤。他学到了自己不会忘记的一课：

我确实非常渴望我们所有人达到心有灵犀状态的时刻能够快快到来……
我为两个出版社之间以前和现在所存在的情绪真的感到抱歉。我认为单
纯的事实是这些情绪并非由此而生，东边的人们之所以感受到这些情绪
是因为他们误会了这里的真实情况、以及这里的人的动机；但我不希望
你认为这是逃避责备。我清楚地知道一种批判的情绪已经在这里产生，
我指的正是我自己。当我如今查看这种出于最刻薄之骄傲的批判精神时，
我恨恶它，并且不想与之有任何关联。我决定自此时起，无论是公开还
是私下，我的言语都不要对上帝事业中的任何工人造成贬损。33

琼斯和瓦格纳不仅省察自己的内心并悔改，瓦格纳还实现了他所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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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不想贬损“上帝事业中的任何工人”。《加拉太书中的福音》The
Gospel in the Book of Galatians——瓦格纳对巴特勒的小册子七十一页的回
应——虽然日期是1887年2月10日，但是直到1888年总会会议才印刷出来，
而且是在怀爱伦提出公平竞争的建议之后。34*

然而G.I.巴特勒的反应却大不相同。收到给琼斯和瓦格纳信件的副本之
后，他“快乐起来”，认为怀爱伦最终站在了他和乌利亚·史密斯这边。他
希望怀爱伦能够公开表达她对加添之律法的观点，因为“加添的律法要么
是道德律，要么是仪文律法系统。”巴特勒用下面的话为自己后来的问题
埋下了伏笔：如果他的观点错误，那么他对“自己的判断”就会“没有信
心”，不会知道“圣灵的带领”，这样就会“使[他]完全不适合领导”工作的
“任何部分”。巴特勒还泄露了他对瓦格纳的真实情绪。他认为E.J.瓦格纳
继承了“他父亲的某些特质”，他说“瓦格纳的印记出现在他所有的社论
中”。35*

巴特勒宣称自己与瓦格纳在《时兆》发表文章的做法相反，他拒绝“在
《评论与通讯》发表[他自己的]关于加拉太书中律法的观点”，巴特勒忘
记了自己刚刚在3月22日那期中发表了一篇具有攻击性的文章。36* 然而
没过多久，巴特勒的快乐就变成了苦涩的失望。

回顾1886

巴特勒表达欣喜的信到达在瑞士的怀爱伦之前，主向怀爱伦展示了之
前一年各事件的真相。她不仅做了一些“印象深刻的梦”，而且还花时间
阅读了巴特勒的材料，这些材料让她感到难过。他写信给巴特勒，表明
自己数年前给J.H.瓦格纳的证言或许是为了在那个时候（1856年）突出
那个问题，而不是为了谴责他的观点。复临信徒不应该觉得自己知道“圣
经宣扬的全部真理”。如果一种观点不能得到支持，那他们就不应该“因
为骄傲而无法放弃这种观点”。怀爱伦没有警告瓦格纳服从权威们的观点，
而是说为了公平起见双方需要有均等机会：

我不希望我寄给你的信被你用来证明你的观点都是正确的，瓦格纳医生
和琼斯长老都是错误的……我认为你太尖刻了。接下来是你发表自己观
点的小册子。我认为你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是错误的，除非你也给瓦格
纳医生同样的自由……我得过几个印象深刻的梦，使我感到你没有完全
行在光中……我不想在我们当中看到法利赛人的精神。你们和瓦格纳医
生已把这件事充分地暴露在人前，以致必须光明正大地进行公开的讨
论……你们已经散发了小册，瓦格纳医生应该拥有与你们同样的机会才公
平……我认为我们必须拥有更多上帝的灵，才能逃避这末日的危险。37*

怀爱伦提到的这几个“印象深刻的梦”是通过“异象和表号”向她显示的，
“可是后来才对[她]解释……” 38*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流逝，怀爱伦的劝告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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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情况变化而调整，因为她越来越多的了解到实际发生的事情，并且明白
了她1887年在瑞士受到的启示。主明显在警告教会面临的巨大危险。要以
其荣耀照亮全地的光已经预备好被赐下，然而犹太人的精神却正在进入教
会。1888年后半年，怀爱伦分享了她得到的启示：

那次会议[1886年]在夜晚的时辰中呈现在我面前。我的向导说：“跟我
来，我将一些事指示给你看。”他领我到了一个地方，将那次会议的情
景展现在我眼前。我蒙指示看到了会议上有些传道人的态度，特别是你
[巴特勒]，我的弟兄，我可以和你一样说，那是一次糟糕的会议。

然后我的向导对我说了许多事，在我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
的话语严肃而认真。他将巴特尔克里克教会的情况展现在我面前……教
会需要“基督的能力”……我们面临着试验的时期，法利赛主义在很大程
度上占据了在上帝圣工中占据重要职务之人的心，造成了很大的弊
病……

他[之后]向瓦格纳医生伸出手，也向你巴特勒长老伸出手，大致说了以
下的话：“你们都没有掌握有关律法的全部亮光。你们的立场都不是全面
的。” 39*

在巴特尔克里克会议期间[1886年]，当审阅加拉太书律法的问题时，我
被带到一些房间，听到一些代表的非基督化言语和批评。然后听到以下
的话：“他们必须拥有耶稣里的真理，否则真理对于他们就不会是使人得
救的真理。”……当有限的人不再挡道时，上帝就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
我们中间做工。
在基督的时代，犹太人放纵高抬自我的精神，制定了严格的规条和措施，
排斥了上帝在人心中做工的所有机会……不要随从他们的脚踪。要给上
帝机会为爱祂的人行事。不要强加给他们规则和条例。他们若是顺从这
些条例，就会失去上帝的恩典，犹如基利波山没有雨露一样。40

两年以前，我还在瑞士的时候，夜间被一个声音唤醒……我似乎在巴特尔克里克会
堂里。我的向导给了我有关[1886年]会议许多事情的指示……“上帝的灵在这次会议
上没有占主导的影响。控制法利赛人的灵正进入这班一直大蒙上帝眷爱的信徒中
间……”。“即使在宣称相信第三位天使信息的人中，也很少有人明白它，然而这正
是赐给这个时代的信息。它就是现代的真理……”

我的向导说：“从上帝的律法和公义的福音中还有许多亮光要照出来。
理解了这个信息的真正性质，靠着圣灵宣扬出来，它的荣光就会照彻全
地……第三位天使信息的结束工作，必大有能力地把公义日头的光芒播
送到人生的大街小巷去……41

两年以前[1886年]耶稣在祂的圣徒身上担了忧，受了伤。上帝谴责一切
苛刻无礼及弟兄对弟兄缺乏同情之爱的事。倘若这种缺乏在我们会议的
守望者，机构的负责人身上发现，这罪就比一般未蒙托付如此重任的人
显得大多了。42

意义深远的1888年，以及明尼阿波利斯总会会议很快就要到了。通过
1886年的这些异象，主确实在尝试警告他的教会为将来的事做准备。以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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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伦在瑞士的梦为背景，她将要恳切的写出撒旦“最害怕的”事，那就是上
帝的百姓可以“清除一切障碍”，使他能够倾降晚雨。撒旦要通过在教会内
部工作努力的阻止这一祝福，但如果上帝的百姓预备好接受这一祝福，
那撒旦是无法拦阻晚雨的：

我们一切需要中最重大而迫切的需要，就是要在我们中间复兴真实的敬
虔……要获得主的福气，必须付出真诚的努力。并非上帝不肯赐福给我
们，而是我们没有准备好领受……

外仇不足惧，内敌尤可怕。对于获取力量和成功，来自教会内部的阻碍
要远远大于来自世界上的……他们放纵不信，表示疑惑，怀藏黑暗，鼓励
邪灵在他们身边出现，为撒但施行诡计大开方便之门……

撒但最害怕的，就是上帝的子民清除一切障碍，让上帝将祂的灵浇灌
软弱的教会和尚未悔改的会众。如果让撒但得逞，末日以前就不会再有
或大或小的觉醒了。但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他的权势是可以抵挡
的。只要为上帝的灵预备了道路，福惠就会临到。撒但不可能阻止福惠
倾降在上帝的子民身上，正如他不能关闭天上的窗户，使雨不降在地上
一样。只要上帝的子民愿意以谦虚痛悔的心承认和放弃自己的罪，凭着
信心要求祂的应许，恶人和恶魔就无法阻止上帝的工作，阻止祂在祂子
民的会中临格。43

在一篇1887年5月10日发表于《评论与通讯》的早期讲道中，怀爱伦表
达了类似的看法。是时候为晚雨做准备；为大呼喊做准备了：

我的兄弟姐妹们啊，让我们记得这是上帝将要做工的证据。你们除了
以色列的上帝之外不应相信任何势力。但如果你们心中有憎恨，那就不
能期待上帝会把他的福气降在你身上。没有人能够带着任何污秽之物进
入上帝的城。我们必须为晚雨做好准备。世界要被第三位天使的荣光照
亮——不是一个小角落，是整个世界。你们或许认为自己正在做的工作
毫无意义；但我告诉你们并非如此。当这道信息以大呼声传扬出去的时
候，那些听到真理的人将要涌向前线并且以大能做工。44

上帝的百姓会为晚雨做好准备吗？他们能够站立吗？我们将会在后面关
于明尼阿波利斯总会会议的章节中，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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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尾注

1. 怀爱伦著《证言》卷五，80、82页。写于1882年。
2. 怀爱伦致乌利亚·史密斯，信件20号，1884年7月27日；收录于《已发布的手稿》

卷九（华盛顿特区：怀著管委会，1990年），27页。

3. 怀爱伦著《预言之灵》卷四（密歇根州巴特尔克里克：评论与通讯出版公司，
1884年），429页，写于1878至1884年间。

4. 怀爱伦致W.C.怀特，信件35号，1885年11月17日，未出版。
5. 怀爱伦致J.N. 楼博路，J.H.瓦格纳，E.J.瓦格纳，A.T.琼斯，信件76号，1886年4

月；收录于《已发布的手稿》卷二十一，147-149页，粗体字形为原文所有。
A.T.琼斯和E.J.瓦格纳（J.H.瓦格纳的儿子）在J.H.瓦格纳手下作过《时兆》助理
编辑。怀爱伦以为E.J.瓦格纳会“自然的采取他[父亲]的观点”，因此也把E.J.瓦格
纳作为这封信的收件人。

6. 怀爱伦致G.I.巴特勒，信件5号，1885年10月31日；收录于《给传道人的证言》，
299页。

7. 怀爱伦著《证言》卷五，383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写于1886年。

8. 怀爱伦著“在瑞士的教会中间” Among the Churches of Switzerland，《评论与通
讯》，1886年7月20日，450页。

9. 《怀氏文稿》81，1886年9月21日，“晨更讲话”Morning Talk；收录于《讲道和谈
话》Sermons and Talks卷一，50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10. 怀爱伦致G.I.巴特勒和S.N.哈斯克尔（S. N. Haskell）信件55号，1886年12月8
日；《已发布的手稿》卷十二，327页。

11. 怀爱伦著“基督徒美德标准”The Standard of Christian Excellence，《时兆》，
1886年12月9日，737页。

12. 目前为止，加拉太书中的律法并非琼斯和瓦格纳最主要的担忧。这一点不能被
忽视。他们想要展示的是永远的福音，在他们的理解当中这福音包含了对加拉
太书中律法的不同视角。这成为了大多数领袖兄弟们的绊脚石，而且也是1888
年明尼阿波利斯总会会议之争议的中心。然而，根本的争议是关于因信称义的。

13. 乌利亚·史密斯致W.A.麦谷臣（W. A. McCutchen），1901年8月8日；收录于
《手稿和回忆》Manuscripts and Memories，305-306页。又见G.I.巴特勒致怀爱
伦，1888年10月1日，以及乌利亚·史密斯致怀爱伦，1890年2月17日；收录于
《手稿和回忆》，85-86页，152-157页。

14. 克林顿·沃伦著《埃立特·J·瓦格纳末世论选编及其与他对因信称义之理解
的关系》，3-4页。又见R.W.使华兹（R. W. Schwarz）著《余民的擎光者》Light
Bearers to the Remnant，185页；《SDA圣经百科全书》SDA Bible Encyclopedia，
707页；乔治·R·奈特著《从1888到背道》，22页。使华兹说琼斯是1882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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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SDA圣经百科全书》说是1885年5月,奈特说是1884年夏天。沃伦的调查
似乎是最准确的。E.J.瓦格纳的名字第一次作为“助理编辑”出现在《时兆》报
头，是在1883年5月10日,210页。

15. 乔治·奈特说琼斯作过希尔兹堡教会的牧师，而琼斯自己说是三藩市教会（奈
特，前一脚注引用之作品，22页；以及A.T.琼斯致C.E.赫尔姆斯[C. E.
Holmes],1921年5月12日；收录于《手稿和回忆》，237页）。

16. A.T.琼斯致C.E.赫尔姆斯，1921年5月12日；收录于《手稿和回忆》，347页。

17. E.J.瓦格纳著“在律法之下（续）”，《时兆》，1884年9月11日，553-554页。

18. G.I.巴特勒致怀爱伦，1888年10月1日；收录于《手稿和回忆》，90-91页。

19. W.C.怀特致丹·T·琼斯（Dan T. Jones），1890年4月8日；收录于《手稿和回忆》，
165页。

20. W.C.怀特致丹·T·琼斯，1890年4月8日，以及W.C.怀特致E.J.瓦格纳，1887年1月9日；
收录于《手稿和回忆》，166、49页。有趣的是W.C.怀特明显不知道关于加拉太
书中律法之争议的程度，也不知道E.J.瓦格纳在学院里阐述的任何内容。W.C.
怀特建议瓦格纳把他在学院阐述的内容写成文章，即使与其他人持不同意见，
也要把他所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写出来。但是当他后来被责备要为瓦格纳关
于加拉太书中律法的文章“负大部分责任”时，他能够诚实的说他“不
记得”建议瓦格纳写“任何此类的文章”（同上，49页）。

21. G.I.巴特勒致怀爱伦，1886年6月20日；收录于《手稿和回忆》，18-19页。

22. 见怀爱伦致A.T.琼斯和E.J.瓦格纳，1887年2月18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21
页，以及E.J.瓦格纳致怀爱伦，1887年4月1日；收录于《手稿和回忆》，71页。
不仅怀爱伦写的信从未被送到，她数年前写给J.H.瓦格纳的证言也找不到了，
这直到今天还是个事实。另一方面，W.C.怀特写给E.J.瓦格纳的信也没有送达。
在这封信中，W.C.怀特引用了巴特勒6月20日写给他母亲的信，说他在学院“大
力地”教导他的观点，之后W.C.怀特坦白的说“我希望我们的弟兄们能够对这个
问题给出透彻和率直的解释，并且在某些共同点上达成共识。”（W.C.怀特致
E.J.瓦格纳，1886年8月15日；收录于《手稿和回忆》，20页）参考第三章尾注
26。

23. E.J.瓦格纳著“加拉太书3章评注，9号”Comments on Galatians 3. No. 9，《时兆》，
1886年9月2日，534页。

24. G.I.巴特勒致怀爱伦，1886年8月23日；收录于《手稿和回忆》，21-23页。

25. G.I.巴特勒致怀爱伦，1886年11月16日；收录于《手稿和回忆》，30页；以及G.I.
巴特勒著《加拉太书中的律法》The Law in the Book of Galatians（密歇根州巴特
尔克里克：评论与通讯出版社，1886年），78页。

26. “总会会议记录”General Conference Proceedings，《评论与通讯》，1886年12月
14日，779页；以及《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年鉴》The Seventh-Day Adventist Year
Book，1887年（密歇根州巴特尔克里克：评论与通讯出版社，1887年），45-46
页。

27. G.I.巴特勒致怀爱伦，1886年12月16日；收录于《手稿和回忆》，42-43页。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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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琼斯和瓦格纳观点的委员会成员有S.N.哈斯科尔（S. N. Haskell），B.L.惠特尼
（B. L. Whitney），M.C.威尔考克斯（M. C.Wilcox），和E.J.瓦格纳。持反对意
见的委员会成员有：G.I.巴特勒，D.M.肯莱特，W.科沃特（W.Covert），J.H.莫
里森（J. H. Morrison），和乌利亚·史密斯。巴特勒觉得所有动议都应当通过。

28. W.C.怀特致丹·T·琼斯，1890年4月8日；收录于《手稿和回忆》，166页。W.C.怀特写
下了另一个可能导致对E.J.瓦格纳产生偏见的原因：“如今他父亲[J.H.瓦格纳]的不幸观
点会使偏见非常容易产生，并且影响公正的听讯。”（W.C.怀特致C.H.琼斯[C. H.
Jones]，1886年8月24日；收录于《手稿和回忆》，26页。）J.H.瓦格纳与一位已婚妇
女产生了不恰当的友谊，怀爱伦称之为“秘密的罪”。她在异象中看到这事并且给J.H.
瓦格纳寄了几封信，其中一封是通过G.I.巴特勒（怀爱伦致G.I.巴特勒，信件51号，
1886年8月6日；收录于《已发布的手稿》卷二十一，378-387页）。巴特勒对J.H.瓦
格纳的反应很严厉，没有“给他一个机会”，并且认定“犯错之人应当表现出多少
感情才可以被饶恕”。巴特勒撤除了J.H.瓦格纳《时兆》编辑的职务，并且取消了
刚刚指派给他去欧洲的任务。怀爱伦见到了第二个异象，“显示[J.H.瓦格纳]因为
上帝的祝福在他身上而得到恢复”，但不是依靠巴特勒的帮助“达成这一状态”的。
因为这一事件，怀爱伦“差不多下结论”认为当无人知道的严重罪恶被启示给她时，
她除了亲自为犯罪之人做工之外不会说什么。怀爱伦宣布：“现在我确信自己在
指出弟兄中错误的事情上犯了一个错误。许多人……会使用这些错误去严厉的对
待犯错之人，使之丧失归正的勇气和希望……从今往后我必须更加小心。愿上帝
原谅我所犯的错误，我不会再把灵魂交托给我的弟兄们。”（怀爱伦致G.I.巴特勒，
信件42号，1887年4月13日，以及信件16号，1887年4月21日）

29. 怀爱伦著“教会的合一”The Unity of the Church，《评论与通讯》，1887年1月25日，
49页。同一篇文章首先是在1880年2月19日的《评论与通讯》上发表的，之后在
1885年6月16日再次发表。还收录于《证言》卷四，16-20页。服从弟兄之判断这一
概念还出现在1884年写给威廉姆·L·雷蒙德（William L. Raymond）的证言中
（《证言》卷五，293页）。参考第五章尾注23。

30. 这一事实，以及她已经寄给琼斯和瓦格纳一封信（他们从未收到）的事实，可
以解释她为何长时间没有在此题目上再次发表意见。

31. 怀爱伦致A.T.琼斯和E.J.瓦格纳，信件37号，1887年2月18日；收录于《1888资料
集》，26-31页。史蒂夫·胡尔伯格在他关于1888年信息的书中，用一整章讨论
了这封信——二十二章“塑造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之被遗忘的手稿”。自此之后，
“E.J.瓦格纳和A.T.琼斯都经历了老底嘉信息实际的应用，这为他们传达第三位天
使的信息作了准备。”为使这一经验能够为我们所用，胡尔伯格说：“这些经验对
我们极度重要……我们必须理解这道信息，并且准备好成为传达信息的人。那封
1887年2月18日的信是写给我们的。是写给你的。”（《适合2000年之1888年的信
息》，123、132页）A·李罗伊·摩尔（A. Leroy Moore）在描述加拉太书律法之
争时，认为造成争议的主要原因是琼斯和瓦格纳“违反了信徒之祭司职份的原
则。”因此，在琼斯和瓦格纳能够“以能力传讲基督我们的义”之前，他们必须“把
自我抛弃，并且亲自注目于基督和他赎罪的牺牲以使自己谦卑。”但摩尔还认为
虽然琼斯和瓦格纳悔改了，但“永久的伤害已经造成”，而且“其恶果之影响是长
远的”。“教会将要承担[琼斯和瓦格纳]造成之争议的严重后果”（《冲突中的复临
教义》，93-95页）。然而，正如怀爱伦很快所发现的，整件事情的情况远不止
巴特勒向她提及的。怀爱伦写下2月18日那封信之前与之后，争议的历史和形势，
塑造了1888年的各事件。因此，要正确理解她给琼斯和瓦格纳的信，必须知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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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在她写完信之后给她的启示、瓦格纳在1882年接受的呼召、以及琼斯在明尼阿
波利斯[会议]之前接受的呼召。上帝在预备琼斯和瓦格纳完成他们特别的使命，而
怀爱伦的信是有价值的。但上帝也掌管了怀爱伦在1886年夏天寄给琼斯和瓦格纳
的第一封信，就是那封从未送达的信，以及怀爱伦无法找到1850年代关于加拉太
书证言的这件事。我们必须记得怀爱伦本人从未再次提及她2月18日的信，她也从
没为明尼阿波利斯的反叛责怪琼斯和瓦格纳，也没有像李罗伊·摩尔所想的那样
为一直持续到如今的争执责怪他们！

32. A.T.琼斯致怀爱伦，1887年3月13日；收录于《手稿和回忆》，66-67页。

33. E.J.瓦格纳致怀爱伦，1887年4月1日；收录于《手稿和回忆》，71-72页。

34. 瓦格纳在回复中所加上的“说明笔记”表明他真心接受了怀爱伦的责备：“几乎
两年时间的延迟提供了足够的时间一次又一次的仔细回顾这个题目，并且避
免了任何激烈争执的出现……还需要提到的是这本小书的出版对象并非大众。
他只是给那些看过巴特勒长老关于加拉太书小册子的人设计的……作者惟愿
这封信能够缓解所有争论，帮助上帝的家在信仰上联合。”（E.J.瓦格纳著《加
拉太书中的福音》The Gospel in the Book of Galatians[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
1888年]，第1页）。

35. G.I.巴特勒致怀爱伦，1887年3月31日；《手稿与回忆》，68-70页。阅读A.T.琼
斯和E.J.瓦格纳写给怀爱伦的信件，并且比较一下他们的信与巴特勒的信所展
现的精神，对读者是有帮助的。

36. 同上，以及G.I.巴特勒著“‘反对我们的’律法，‘奴役之轭’，‘不好’”Laws Which
Are ‘Contrary to us,’ A ‘Yoke of Bondage,’ and ‘Not Good’，《评论与通讯》，
1887年3月22日，182-184页。有趣的是在同一期《评论与通讯》上，还刊登了
怀爱伦的“教会最大的需要”。

37. 怀爱伦致G.I.巴特勒，信件13号，1887年4月5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32-37
页。巴特勒给怀爱伦的回信充满了失望和愤怒。直到1888年总会会议他才写信
为自己过去所遭受的、超过十八个月的疾病责备怀爱伦，部分原因是她1887年4
月5日写给他本人和史密斯的信。

38. 《怀氏文稿》24， 1888年 12月， “回顾明尼阿波利斯” Looking Back at
Minneapolis；收录于《1888资料集》，223页。怀爱伦在她2月18日的信中给琼
斯和瓦格纳的劝告，必须在主于“印象深刻的梦”中，所给予之启示的背景下阅
读和理解。这封信达到了让琼斯和瓦格纳省察己心的目的，并且警告他们发表
有争议的论点让公众看到[的危害]。但在主向怀爱伦启示整件事情之后，她的
劝告立即采取了新的方向——虽然不是理想状况，但即使是公开发表不同意见，
琼斯和瓦格纳的观点现在也必须被听到。

39. 怀爱伦致G.I.巴特勒，信件21号，1888年10月14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92-
93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有些人把这一叙述当作证据，用来随意否认琼斯
和瓦格纳教导当中他们所不同意的部分，其中主要的一点就是基督的本性。
（见乔治·奈特著《1888年信息简易指南》，73、75页。）然而，从这里所展示
的背景信息可以清楚地看到，“[巴特勒和瓦格纳]都没有关于律法的全部亮光”，
因为他们都没有接受加拉太书3章所指的律法既是仪文律，又是道德律。巴特
勒和瓦格纳都把两种律法中的一种当作正确观点，怀爱伦在梦中看到的就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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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加拉太书3章中所指的是两种律法，这一点后来得到了怀爱伦的确认
（怀爱伦致乌利亚·史密斯，信件96号，1896年6月6日；《1888资料集》，
1575页）。

40. 怀爱伦致G.I.巴特勒，信件21a，1888年10月15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113-
115页。

41. 《怀氏文稿》15，1888年11月，“致聚集参加总会会议的弟兄” To Brethren
Assembled at General Conference；收录于《1888资料集》，165-166页。

42. 《怀氏文稿》21，1888年11月，“1888年痛苦的经历” Distressing Experiences of
1888；收录于《1888资料集》，179-180页。

43. 怀爱伦著“教会的大需要” The Church’s Great Need，《评论与通讯》，1887年3
月22日，177-178页。

44. 怀爱伦著“信靠上帝的重要性” Importance of Trust in God，1886年9月18日证道，
《评论与通讯》，1887年5月10日，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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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turn of the Latter Rain

第三章

我们如何站立？

量上帝的殿
并在殿中礼拜的人

生活在1880年代是件严肃的事，不单单因为当时世界上所发生的事，还
有教会——“上帝的殿”里所发生的事。1*鉴于那个时代的严肃性，怀爱伦
从欧洲写了许多封信，劝勉和警告美国的兄弟。她还把很多注意力和能
量转向了自己的文字工作。她想要完成《预言之灵》系列卷一，也就是
后来的《先祖与先知》的修订工作。然而，她的注意力很快就被转移到
《预言之灵》系列卷四，就是现在的《善恶之争》。重印这本书需要新
的铅版，处在欧洲宗教改革进程之中，那时似乎是增订的完美时机。到
她完成的时候，增订的内容超过了两百页，其中包括一些对晚雨的新叙
述：

在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圣灵的“早雨”曾沛然下降，使那宝贵的种子发芽
生长。照样，在福音结束的时候，圣灵的“晚雨”也要降下，使庄稼成熟。
[引用何西阿书6:3，约珥书2:23，使徒行传2:17,21] 在福音大工结束时，上
帝能力的显现并不逊于福音开始宣传的时候……这就是使徒彼得所仰望
的“安舒的日子”，他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在查案审
判中]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
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使徒行传3:19,20] 2*

1887年返回美国之前，怀爱伦把一份卷四的增订手稿副本寄给了琼斯和
瓦格纳，请求他们“为了修正以及整本书的缘故给予仔细的批评。”这一机
会很可能使他们对宗教自由的问题有了更多的洞见。特别是琼斯，他不
久就会发现自己被宗教自由的问题淹没，因为处理H.W.布莱尔（H. W.
Blair）议员所提出之星期日法案的责任，几乎是他独自一人承担的。不
幸的是，由于很快就爆发的围绕琼斯和瓦格纳的争议，许多人至少在一
段时间之内失去了阅读《善恶之争》的机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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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到来的1888年会议

1888年春夏发生了一些事件，将要影响10月份举行的明尼阿波利斯传
道人学会和总会会议。W.C.怀特与巴特勒长老通信讨论总会会议之前的

学会，他还“提出了四到五
项工作；其中包括教会职
员的责任，传扬信息的先
进措施，圣经教义的研究，
我们的宗教自由工作，以
及其它一两项工作”。 巴特
勒在他的一封回信中写到
将要举行的学会，“列出一
张他说自己认为将会被提
出来考虑的题目清单”。在
这些题目当中“他特别强调
了十个王国，和加拉太书
中的律法”。4

W.C.怀特6月在奥克兰东部
的山区与其他加州的传道
人，以及《时兆》和太平
洋出版社的员工见面，其
中包括琼斯和瓦格纳。他
们花了几天时间在“必需营

地”查经，有一些时间用在了十个王国和加拉太书的律法上，其中包括
1886年总会会议上散发的巴特勒的小册子，以及瓦格纳在当时还未印刷
的回应。W.C.怀特解释了瓦格纳有关自己回应的问题：

当我们的学习结束时，瓦格纳长老问我们是否应该出版他的手稿，并且在下届总会
会议分发给代表，正如巴特勒长老所做的。我们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并且鼓励他印刷
五百份。5*

由于W.C.怀特认为10月份即将到来的学会和总会会议上要讨论的题目一
事已经确定，他在“必需营地”查经时，向琼斯和瓦格纳提到了自己与巴特
勒的通信。然而当琼斯和瓦格纳到达明尼阿波利斯，准备要阐述他们的
主题时，巴特勒已经“忘记”他写给W.C.怀特的信。不久就有传言说，讨论
的主题让巴特尔克里克的人“感到惊讶”，而这些主题是被加州的人所“强
加的”。6

9月份，就在明尼阿波利斯传道人学会和总会会议之前，在加州奥克兰
举行了一次帐篷大会。与几个月之前传道人和员工共同参加的查经不同，

W.C.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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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产生了一种对琼斯和瓦格纳的尖刻的反对精神。后来W.C.怀特描述
了当时的情况：

在加州的帐篷大会上，某些人对瓦格纳和琼斯长老表现出一种非常尖刻
的精神。我认为部分是由于巴特勒长老小册子里的人身攻击，以及以前
对老瓦格纳长老的家族怨恨。在一场传道人会议中，这些弟兄关于加拉
太书问题的每一句话，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几乎都受到了批评。
然而那些反对他们教导的弟兄既不同意直接研究这个题目，也不愿意默
不作声。他们喜欢这种零碎的挑剔过程，这是我非常讨厌的。7

同一时间，怀爱伦写到了复临信徒非常需要亲自研究圣经，这不仅是为
了让他们能够知道真理，还要能够实行真理。8月5日，她寄给“将要出席
总会会议的弟兄们”一封通函。怀爱伦毫无保留的阐述了即将开始之会议
的重要性，以及教会面临的各种严重危险：

我们深深地感悟到这次大会将是你们所参加的最重要的会议。这应该是
一段恳切寻求上帝，在祂面前谦卑己心的日子。

所有自私的野心要放在一边。你们应该恳切地祈求上帝的灵降在你们身
上，犹如五旬节降在聚集的门徒身上一样……

我的弟兄们：你们是基督的军兵，要与撒但及其大军作战。你们若彼此
恶意猜测，心思由那昼夜专门在上帝面前控告他们的大控告者的能力所
控制，就会使上帝的灵忧伤。8

但是为了能够让晚雨圣灵“犹如五旬节”一样沛降，弟兄们必需合一。这
要藉着他们一起研究圣经，并且活出启示给他们的亮光才能达成：

我盼望你们将此次大会视为祈祷及彼此劝勉的绝佳机会……殷勤的研究
不会使真理损失什么。让圣经自己说话……

我蒙指示：我们当中有许多传道人抱着理所当然的态度，没有藉着缜密
地研究圣经来亲自了解他们所信的是真理还是谬论……[他们] 乐意别人为
他们查考圣经，将别人口中说出的真理当作确凿的事实……但愿人人都
排除嫉妒和恶意的猜测，且使心灵与上帝保持密切的联络……

我们的人必须亲自更加透彻地理解圣经的真理，因为他们将蒙召站在议
会之前……

赞成真理是一回事，仔细深入地研究圣经，明白真理是什么，则是另一
回事。[主已把]我们的危险……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当努力预备自己迎战
面前的试探和突发事件。如果人们忽略在生活中实践真理，藉着真理而
成圣，以致能存温柔敬畏的心说明自己心中盼望的缘由，他们就会被一
些异端和谬道所摇动，丧失灵魂……许许多多的人会失丧，因为他们没有
屈膝在上帝面前学习圣经，没有藉着恳切地向上帝祷告进入上帝的圣言，
这圣言会给他们的悟性带来亮光……

我们不要自己设立柱标，然后一切解释都围绕着既定的论点。9

上帝正在尝试预备那些要参加总会会议的人，使他们能够得到他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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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然而在这份劝勉发出一个月之后，怀爱伦落入了一种“沮丧”的状
态当中，她感觉自己“永远起不来了”。是什么导致了这次超过两周的沮
丧呢？自从她去欧洲开始，主就给了她负担，不仅仅为个人的情况，也
为了整个教会。她“感到内疚”，而且“不想活了”，因为她无法“唤醒我的
弟兄姊妹们，好让他们看明并感悟到他们因未能敞开心门领受公义日头
的明亮光线而在蒙受的巨大损失”。10她的“勇气全然丧失”，而且希望任
何人都不要为她的恢复祷告：

我在欧洲时蒙指示看到有许多罪恶进入到我们当中……我也获悉上帝给
我的见证不会被人接受……撒但在落基山脉东面作工，同时也在西边作
工，使责备与警告的信息归于无效，就如将耶稣的教训和安慰的信息归
于无效一样。那恶者决意阻挡上帝给祂子民的亮光……要是个人的见
解……受到干预，许多人就会表现出坚决顽强的抵制。这沉重的担子落
在我身上我实在承受不起。11

怀爱伦不仅担心正在进入教会的世俗商业业务，她特别担心的是“人们
彼此缺乏爱与同情”：

我夜夜醒着，为上帝的子民深感痛苦，以致汗珠从我身上滚落。一些事
以可怕的样子呈现在我面前……我看到上面记有不同的名字和品格及罪
恶。有各种各样的罪──自私、嫉妒、骄傲、猜忌、恶意的猜测、伪善和
淫荡、内心因这种嫉妒和猜忌而起的仇恨和凶杀。这些罪就列在传道人
和信徒当中。他翻了一页又一页……有一个声音说：时候到了，天上的
工作都为这世界的居民活跃起来。时候到了，要将殿和在其中礼拜的人
量一量……这就是我所看到的……此后发生了一些事，使我非常悲伤，我
就是在那里陷在重担之下的。12

主还有工作要怀爱伦去做。作为对“特别祷告”的应答，上帝恢复了她
的健康，并且要求她“不看一切的表面现象，凭着信心走出去”。“有力量
赐给”她，使她能够去参加奥克兰的帐篷大会，并在那里做她的见证。
“上帝的灵催促” 她向将要参加总会会议的弟兄“发出有力的呼吁”。她“劝
勉他们在上帝面前谦卑己心，接受祂恩典的保证，受圣灵的洗，使自己
能处于可以给予将要参加会议的人亮光……的状态”。“圣灵的力量临到
了会场”，人心受到感化，人们开始认罪。不幸的是，并非帐篷大会的
一切都顺利进行。怀爱伦并不知道与帐篷大会同时进行的传道人会议。
根据W.C.怀特的说法，琼斯和瓦格纳在这次会议上经历了“零碎的挑剔
过程”。怀爱伦也不知道加州的一位传道人W.M.希利（W.M. Healey）之
前寄给G.I.巴特勒一封信，警告他西岸的人图谋破坏信仰的陆标。后来
怀爱伦如此评论：

我绝没有想到，我发出这严肃的呼吁时，在场的一个人已经发出了一封
信，说了一些他认为是真的，而实际上是虚假的事。在我们未到以先垒
起了一座困难的墙，使人们准备好拒绝一切跨越落基山脉参加会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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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传递的信息……

撒但利用他的蛊惑力使那封信做一番使人灭亡的工作……[我]问巴特勒
长老，希利有没有给他写信。他说有。我问他可否让我看看那封信。我
想知道是什么言论造成了我们在明尼阿波尼斯遇见的情形。他说他已经
把信烧了，但在他以及其他人脑中所留下的印象是不能抹去的……13*

这就是即将开始的总会会议的背景。上帝的百姓怎样才能“在晚雨的时
候站立”？这个问题，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不仅仅在怀爱伦的心上，也在
整个天堂的心上。

1888年明尼阿波利斯

传道人学会在10月10日开始，并且持续了七天。随后就是11月4日结束
的总会会议。到会人数大概有五百之多，其中包括代表全世界两万七千
名教会成员的96位代表。14刚刚从死亡边缘被带回来的怀爱伦及时赶到参
加开幕会议。在这些会议中，怀爱伦向聚集于明尼阿波利斯刚落成的基
督复临安息日教堂的人们发言“将近二十次”。不幸的是，她的这些发言只
有十一次有现存记录。15*

在学会开幕的社论报告中，乌利亚·史密斯列举了被提出需要讨论的主
题：“从历史角度看十个王国，基督的神性，死伤的医治，因信称义，像
蛇一样灵巧的限度，和预定论。当然其它主题也会被引进。”16
不久怀爱伦就表达了这些会议的非常重要性，这是基于自她在欧洲时所

得到的启示。上帝的教会要接受晚雨，“外仇不足惧，内敌尤可怕”。撒旦
最害怕的就是上帝的百姓清除一切障碍准备接受圣灵的洗礼，而这洗礼
上帝已经预备好了。17 10月11日星期四，怀爱伦发表了晨更讲话。她“在
会议起初便觉察出有一种精神使她心情沉重”。18那些聚集的人会不会像
真正相信圣经的人一样去学习，并且接受圣灵呢？

现在我们聚集一堂。我要充分利用我们的时间……但我们错过了太多次
机会，没有认识到应从这些宝贵的机会中获益……

我们若有什么时候需要圣灵的同在，需要以圣灵的明证讲道，那就是现
在了……

倘若我们愿意，圣灵的洗就会在这次大会上降在我们身上。要搜寻真理
犹如搜寻隐藏的财宝……

让我们从会议的此时此刻开始，不要等到会开了一半。我们现在就需要
上帝的灵，现在就需要。我们需要圣灵彰显在我们的品格中。19

在以后的年月里，怀爱伦会数次论到五旬节时降在使徒身上圣灵的洗礼，
以及上帝渴望在明尼阿波利斯做同样的事。这“圣灵的洗礼”就是“晚雨”的
另一个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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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接受圣灵的洗，否则，我们决不会比基督钉死之后的门徒更适
合前往世界去作工。耶稣知道他们的缺乏，吩咐他们留在耶路撒冷，直
到他们领受了从上头来的能力。20

今日就要洁净你们的器皿，准备接受天上的甘露和晚雨的沛降，因为晚
雨必要倾降，上帝的福惠必要充满每一颗洁净了一切污秽的心灵。我们
今日的工作就是使自己的心归顺基督，为安舒的日子从主面前来到──为
圣灵的洗礼作好准备。21

我们当祈求赐予圣灵作为医治人罪病的良方。教会需要悔改。我们既为
教会的代表，为何不俯伏在施恩座前，以破碎和痛悔的心灵，恳求圣灵
从高天沛降在我们身上呢？……

基督在离开门徒之前应许他们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
着能力……

门徒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等候着……预备自己，直到圣灵之洗的来到。22

10月12日星期五晚上，“安息日开始的时候”，代表们再次聚集于明尼阿
波利斯教堂，听法恩使沃斯（Farnsworth）长老讲话。他“讲了一堂非常阴
郁的道，说到我们中间存在严重的腐败与邪恶，以及我们中间的背道者。
在这篇讲道中没有光明，没有欢乐，没有属灵的鼓励。在参加会议的代
表中间弥漫着一种消沉的情绪。”23*

10月13日安息日下午，怀爱伦得到了“鼓励的证言”。她谈论了“住在上帝
爱里的重要性”，以及“不要理睬阴暗的画面”。她衷心的呼吁：“不要讲论
世上不法与罪恶之事，而要提高你的思想，谈论你的救主。”她告诫听众：
“我们就可以做出离开罪恶的明确见证，永远不想触动那根弦。”她的讲道
使人们“非常愉快”，因为“信徒与非信徒都见证说主藉所讲的话赐福于他
们。”24*

10月14日周日和10月15日周一，怀爱伦花了一些时间回复G.I.巴特勒上
周五寄给她的一封三十九页的信。在这封信里，巴特勒提到他在过去十
八个月中因为“神经衰弱”而数次卧床。他为此责怪怀爱伦1887年4月5日
写给他的信，信中怀爱伦警告他和史密斯对待琼斯和瓦格纳的态度。如
今巴特勒觉得除非“充分的”表达自己的“感受”，不然就永远不会康复了。
他继续非常详细的向怀爱伦表达他主要的担忧，从他的角度所看到的、
自1850年代开始的加拉太书律法之争的整个历史。就他所能见到的，关
于“添上的律法”“仅仅有两种观点”；他的观点是仪文律法，而瓦格纳的
观点是十诫。他称琼斯和瓦格纳是在全国制造麻烦的“年轻的雏鸟”。他
们在“拆毁”人们对教会工作的信心，并且为放弃“信仰的老立场”打开门
路。他们的工作会使人对“证言本身”失去“信心”，“进而使人为此放弃真
理”而造成灵魂的失丧。26*

巴特勒还提到了他几周前从“一个北太平洋区会州委员会的两位重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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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那里收到的一封信，信中说如果琼斯和瓦格纳的观点继续在希尔兹堡
学院被教授的话，“他们的年轻人……就要被送到别的地方了”。巴特勒直
截了当地告诉怀爱伦：“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将会严重影响希尔兹堡学院
的发展。”27

怀爱伦把这封信看成“控告她的一些奇谈怪论”，但是她可以冷静的写道：
“这些事没有对我产生影响。我相信我的本分就是到[这里]来。”28在她的
信中，她向巴特勒陈述了上天所赐给她的、关于加拉太书律法之争历史
的立场，其中包括“糟糕的”1886年[总会]会议。怀爱伦告诉巴特勒她的向
导曾经警告过他们面前的试炼，以及会造成极大危害、“控制了”“在上帝
工作中任重要职位”之人的“法利赛主义”。她指出控制上帝工作的尝试反
而会阻碍工作：

来参加[1888年]这次会议的传道人，其精神和影响大都是要丢弃亮光
的……

……占上风的不是基督的精神……不应该有像这次会议上压迫人良心的
事情出现……

从今晚的工作中将会产生错误的想象，无情与不仁的误会，会像发酵一
样地蔓延在每一个教会，将人心关闭，抵制上帝圣灵的感动……这次会
议的影响将会延及永恒……

那些画出某条线路让亮光必须由此进入的人将得不到亮光，因为上帝会
以自己所指定的方式行事……29*

主已向我显明，居负责地位的人正直接挡在上帝对祂子民做工的道上，
因为他们认为工作的完成和福气的来临都必须按照他们所规定的方
式……

我毫不犹豫地说，有一种精神被带入了此次会议，不是寻求获得亮光，
而是挡住道路，惟恐一丝亮光从其他途径而不是你所认为合适的途径透
入人的心灵和头脑。30

怀爱伦不仅在那个周一早晨，10月15日，也就是总会会议开始两天之前
给巴特勒回信[表示担心]。她很有可能在一次对代表的讲话中再次表达了
她的担忧。31*她说到自己从欧洲返回以来所担负的“庄严的担子”；耶稣
是如何描述上帝百姓的状况，告诉她“时候到了，要将殿和在其中礼拜的
人量一量。”她可以诚实的呼喊：“我感到非常害怕参加我们的会议。”讲
话即将结束时，怀爱伦作出一个严肃的呼召：

现在是我们早该睡醒的时候，以便全心寻求主，我知道祂必被我们寻见。
我知道全天庭都可由我们支配。我们一旦全心全意爱上帝并且爱人如己，上
帝就会藉着我们做工。我们在晚雨的时候要怎样站立呢？谁期望在第一次的
复活有分呢？你们一直在心中怀存罪恶与不义的人，在那日必要失败。32*

天堂在等待要通过一道最宝贵的信息倾降晚雨，而将要接受晚雨的人们
却在不义和罪恶中沉睡，并且怀有争竞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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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上的争竞精神

怀爱伦写到了进入会议的争竞精神，造成这种精神的主要原因是一个次
要问题——关于十角的争论。1884年的时候，总会委托A.T.琼斯“写一系列
从历史角度证明预言成就的文章”。 33为此琼斯更加深入的研究但以理书，
在检查乌利亚·史密斯的《但以理和启示录》（Daniel and the Revelation）
中所写、一般复临信徒所持关于但以理书7章十个王国的观点时，他发现
有一个王国搞错了。琼斯给史密斯写了两封信，让他把历史观点的证据发
过来，并且请他查验最近发现的证据。史密斯没有给琼斯的第一封信回复，
而在他回复第二封信时，他说自己没有时间做这件事。于是琼斯在史密斯
不能评判的情况下把自己的观点在《时兆》上发表，并且在1886年10月寄
给史密斯一份副本。

乌利亚·史密斯生气的回复琼斯，说他因为琼斯已经“通过报纸广泛”
散布了他的观点，所以自己不得不通过《评论与通讯》来反击。史密斯
很害怕数千复临信徒的敌人会“立即发现”保持了四十年之教义的“改变”。
他们会宣称只要有足够时间，复临信徒就会承认自己“在所有事上都错
了”。34琼斯回复说真正的真理之战就在眼前。很快，由于星期日危机，
复临教义和信仰的“每一点”都会受到“国内最伟大之人的分析和挑战”。
因此，当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发出的时候，复临信徒需要为自己对圣经预
言的信心有“比过去四十年所传讲的更好理由”。 35

听到琼斯的观点之后，W.C.怀特在1888年夏天花了一些时间研究十角的题
目，他下结论说“琼斯长老在他的观点上比史密斯长老拥有更多历史证据。”
36然而这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当这个题目在1888年[传道人]学会上被提
出时，一种非常敌对的精神浮现出来。

就在1888年学会之前，巴特勒已经把琼斯当成一个制造麻烦的人了，因
为琼斯提出一种“与我们的百姓四十年前所接受之建立已久的信仰相反的”
解释。37在学会期间，琼斯受到了不断增加的批评和针对他的虚假控告。
10月15日星期一，这种状况在十点钟的聚会达到了高潮。史密斯宣布“完
全没有必要”检查十角的问题，因为那只会造成不好的后果。他说以前的
观点已经“经受了四十年的考验”，还说琼斯在“拆毁旧真理”。他说就自己
而言，“是不会静坐在那儿看着我们信息的基石被无情之手挪开的”。史密
斯没有到此为止；他继续虚伪的说自己“因为并不知道这个问题会出现，
而正处于不利的局面”。有些讽刺的是，他后来又说有些人“似乎提前知道，
而且带来了大量资料”。38

最终，在星期三学会结束、总会会议仪式开始之前，史密斯尝试要强行
投票来对十角的问题作一个决定。瓦格纳阻止了这次投票，他建议“在彻



72

底调查之后再作决定”。39虽然投票被阻止了，史密斯却在《评论与通讯》
的社论中宣布他的观点获得了胜利，他说：“代表们的情绪……似乎完全
站在既定的解释原则和老观点这边。这对那些推进新观点的人是否会造
成影响，仍待观察。”40史密斯没有提到代表们投票通过“大家都应当在这
一年里忠实的研究这个问题”。W.C.怀特认为史密斯的社论是谎言，并且
公开宣布“其目的就是要误导人”。41

在两年多的误传和虚假控告之后，琼斯与瓦格纳想要为自己辩护是可以
理解的。10月16日星期二，琼斯再次提出十角的题目，他“明确的”回应了
史密斯，告诉大家自己为什么带了“大量的”书籍。他说到史密斯、瓦格纳
和他之间的信件，证明这个讨论题目并非突然袭击。为了强调自己的论
点，他告诫代表们“不要为乌利亚·史密斯所宣称自己不知道的事而责备
他”。怀爱伦也参加了这场会议，意识到事情的重要性，他告诫琼斯说：
“不要这么尖锐，琼斯弟兄，不要这么尖锐。”42*

怀爱伦知道一种将要拒绝“亮光”的精神在控制着弟兄们。琼斯或瓦格纳
走错任何一步都会给弟兄们一个继续反叛的理由。琼斯的陈述与当时发
生的这个争论相比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怀爱伦从未在任何作品中提
及这次事件；1888年传道人学会也没有任何提及琼斯之陈述的书面报告。
W.C.怀特为这次会议做了笔记，他记录了琼斯关于自己从1884年以来研究
的解释，以及为什么他“带了大量资料”。但怀特没有记录[人们]所推测的
琼斯的陈述或者怀爱伦的劝诫。43*

极大的需要

在这一周结束之前，怀爱伦向聚集于明尼阿波利斯的人作了多次讲话。
她知道他们正在“丧失许多福气”，而这些福气是他们原本能够从学会上
得到的，而且这将会是“永远的损失”。他们不应当“满足于自己的义，也
不要满足于没有上帝之灵的深刻感动”：

弟兄姊妹们，我们此时最大的需要，就是要在上帝面前谦卑己心，好让
圣灵能沛降到我们身上……

愿上帝帮助我们，让圣灵彰显在我们中间。我们不应等到回家才能获
得天国的福气……那些长期从事圣工的人太过满足，以致于无法等候并
接受晚雨的沛降。44

但是如果想要被晚雨复兴，上帝的百姓需要“与他有正确的关系”。如
果抓住“怀疑和不信”，那仇敌就会“掌控”他们的思想，“以致总是造成极
大的损失。”这正是撒旦在上帝量他的圣殿时所努力在做的事情：

今天早上基督在这里，天使也在这里，他们正在量上帝的圣殿和那些在
殿中礼拜的人（启11:1）。这次会议的历史记录会带到上帝面前；因为每



73

次会议都做了记录；所表现的精神，所做的发言，所有的行为，都记载
在天庭的册上。所有这一切都忠实地记录在册子上，就如我们的容貌在
艺术家抛光的图版上再现一般。45*

怀爱伦说到“量上帝的圣殿和那些在殿中礼拜的人”。她用的词出自启示
录11章和以西结书40-42章，还有她去年夏天梦中所听到的话。46不仅个
人在被测量，教会作为一个整体也在被测量。我们必须问自己，天上在
那些严肃的会议中所记录下的是什么？上帝的百姓预备好站立了吗？

传道人学会已经结束，总会会议已经开始。它的记录会有所不同吗？我
们会在下一章中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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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尾注

1. 怀爱伦在1886年写道：“亲爱的年轻人啊，你的灯有没有剔净点亮？工作正在天
庭中进行。拔摩海岛上的约翰在异象中说：‘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
且有话说：“起来！将上帝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这严肃
的工作要在地上完成。用上帝之义的标准，就是他神圣的律法来仔细衡量你的
品格。礼拜的人要经过上帝的测量。谁能承受这样的试验呢？基督说：‘我知
道你的行为……’有多少人在藉着顺从真理洁净自己的灵魂呢？有多少人此时
此刻完全在上帝这一边呢？”（《青年导师》Youth Instructor，“警醒时刻”，
1886年8月25日，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十年之后怀爱伦再次写到上帝的圣
殿是工作的中心：“需要做许多的努力才能使工作的中心保持纯洁。需要多多呵护
才能保持机器靠着上帝的恩典得到润滑，可以运转而没有摩擦……如果撒但的势力
进入上帝的殿随心所欲地行事，准备的时间就会延长。”（怀爱伦致O.A.奥尔森，
信件83号，1896年5月22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1524、1525页，粗体字形
为作者所加。）

2. 怀爱伦著《善恶之争》（密歇根州巴特尔克里克：评论与通讯出版公司，1888
年），611页。括号里面的字“[在查案审判中]”乃是原文，它清楚地显示了晚雨
和圣所洁净之间的联系。这几个词没有在1911年版中出现。

3. W.C.怀特致C.H.琼斯，1887年5月18日。怀爱伦于1888年5月完成了她《善恶之争》
的工作。铅版很快就制作好，数千本书被印刷出来。但是这些书“死气沉沉”的待在
出版社，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关注。参考第七章，以及《晚雨回归》卷二第十八
章，计划于2012年出版。

4. W.C.怀特致丹·T·琼斯，1890年4月8日；收录于《手稿和回忆》，169页。

5. 同上，167-168页。“必需营地”是W.C.怀特给1888年6月25、26日研经的地方起
的名字。他为这些会议做的笔记收录于《手稿和回忆》414-419，429-440页。
在他1890年4月8日写给丹·琼斯的信中，W.C.怀特说这些会议是“1888年7月1日”
开始的，但这是在事情发生之后将近两年才写下的，而且他的“信件笔记”并不
在手上（同上，167、169页）。

6. 同上。

7. 同上，170页。

8. 怀爱伦致将要出席总会会议的弟兄们，信件20号，1888年8月5日；Ellen G.
White to Brethren Who Shall Assemble in General Conference, Letter 20, Aug. 5,
1888;收录于《1888资料集》，38、40、41页。

9. 同上，38-41、44页。

10. 怀爱伦1888年11月手稿21；收录于《1888资料集》，177页。

11. 怀爱伦1888年9月7日手稿2，“从事世俗的投机活动”；收录于《1888资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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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8页。怀爱伦还写到9月7日之后发生的一些事件，特别提到了9月21日。

12. 怀爱伦1888年10月手稿26，“宣读一篇文章后的讲话”；收录于《1888资料集》，
157-158页。

13. 怀爱伦1888年9月7日手稿2；收录于《1888资料集》，47-56页。手稿2的这一部
分是怀爱伦在明尼阿波利斯总会会议之后加上的附录。因为W.M.希利所写的信，
“加州阴谋”这个概念产生了。十年多以后，怀爱伦写信给W.M.希利宣布：“这些
信导致上帝的工作多年迟滞，也给我带来了极重的辛劳……这种经验已在今生和来
生留下了印记。”（信件116号，1901年8月21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1759-
1760页。）

14. 见罗杰·库恩（Roger Coon）著“明尼阿波利斯/1888：‘被遗忘的’问题”
Minneapolis/1888: The ‘Forgotten’ Issue，罗马琳达大学讲座记录，1988年10月
23-25日，怀著管委会自存文档，第7页。

15. 怀爱伦致玛丽·怀特，信件82号，1888年11月4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
182页。关于明尼阿波利斯系列事件的许多信息可以在R.D.侯泰尔（R. D.Hottel）
的日记，以及W.C.怀特在会议时所记录的笔记中找到。（《手稿和回忆》，
441-518页）克林顿·沃伦的《埃立特·J·瓦格纳末世论选编及其与他对因信
称义之理解的关系，1882-1895》，硕士论文，安德鲁大学，1988年7月，71-77
页，记载了明尼阿波利斯系列事件最简明的总结。参考保罗E.彭诺（Paul E.
Penno）著《西奈山的髑髅地：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历史上的律法和约》Calvary
at Sinai: The Law and the Covenants in Seventh-Day Adventist History，未出版的
手稿，2001年；以及罗恩·格雷比尔（Ron Graybill）著“侯泰尔长老参加总会
会议” Elder Hottel Goes to the General Conference，《服事》，1988年2月，19-21
页。

16. 乌利亚·史密斯，《评论与通讯》，1888年10月16日，648页；收录于《手稿
和回忆》，399页。

17. 怀爱伦著“教会的大需要”，《评论与通讯》，1887年3月22日，177页。

18. 怀爱伦1888年12月手稿24；收录于《1888资料集》，206页。

19. 怀爱伦1888年10月11日手稿6，“晨更讲话”；收录于《1888资料集》，69、72、
73页。

20. 怀爱伦著“如何对付有争议的教义要点”，1890年1月29日晨更讲话；发表于1890
年2月18日《评论与通讯》；收录于《1888资料集》，534页。

21. 怀爱伦著“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1891年9月5日证道，发
表于1892年3月22日《评论与通讯》；收录于《1888资料集》，959页。

22. 怀爱伦致S.N.赫斯格（S. N. Haskell），信件38号，1896年5月30日；收录于
《1888资料集》，1540、1541页。

23. 怀爱伦致玛丽·怀特，信件81号，1888年10月9日，章节日期为10月14日；收
录于《1888资料集》，68页。W.C.怀特为法恩使沃斯的讲话做了笔记，因此我
们可以了解其内容：“基督来的时候，遇的见世上有信德吗？……假先知将要兴
起。许多人的爱心要渐渐冷淡……我们当中有不义吗？……我们的百姓来到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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篷大会变得火热起来……回家之后就冷淡下去……他们更刚硬了吗？……罪恶
盛行……在（两？）年里有十三四位成员离开了我们。他们不仅离开了真理，
其中一些人还做了难以言表的恶事……方圆500英里有1000到1500位守安息日的
人，却只有300位参加了帐篷大会，对此你们感觉如何？”（“W.C.怀特在1888年
明尼阿波利斯帐篷大会作的笔记”，第2页；收录于《手稿和回忆》，472页。）

24. 怀爱伦致玛丽·怀特，信件81号，1888年10月9日，章节日期为10月14日；以
及1888年10月13日手稿7，“安息日下午的讲话”；收录于《1888资料集》，67、
68、74-84页。在“R.德威特侯泰尔的日记”里，提到了怀爱伦安息日下午的讲话，
但没有关于她发言题目的细节。（《手稿和回忆》，505页。）

25. 只有读过整封信（G.I.巴特勒致怀爱伦，1888年10月1日；收录于《手稿和回
忆》，77-118页），才能领会巴特勒积累的情绪（这致使他没有参加1888年的
会议），以及加拉太书律法之争的历史。

26. 同上，78、100、89页。巴特勒很有可能感觉这一预测是正确的，因为在1886年
总会会议上的加拉太律法争议之后，D.M.肯莱特背道了。在1882年，肯莱特修
订了他的《两种律法》（1876年首次出版），为要强调这封书信讲论的是仪文
律法这一观点，他把关于加拉太书的章节从6页扩增到了24页。瓦格纳在1885年
向W.C.怀特询问当出现不同意见时，发表社论应当采取什么方针，正是出于对
此类观点的担忧。W.C.怀特建议他们“应当教授自己所相信的真理，[即使]这与
肯莱特和其他人的某些作品有冲突”。（W.C.怀特致丹·T·琼斯，1890年4月8
日；收录于《手稿和回忆》，166页。）1886年，肯莱特的书由教会重印，并且
成为巴特勒所欢迎的武器之一。瓦格纳于1886年夏天在《时兆》上，以一篇九
部分的系列文章“加拉太书3章评注”作出回应。根据怀爱伦的说法，巴特勒鼓励
肯莱特“给[巴特尔克里克]学院的学生上课，并且在《评论与通讯》中大量发表
文章，仿佛自己是卫理公会的会督”。怀爱伦蒙启示看到肯莱特关于律法的观
点“非常混乱”，她“建议禁止出版他的书”。事实上，她说：“我会在这些书进入
到我们的百姓手中之前，把他们全部烧掉。”肯莱特和巴特勒在“神学委员会”是
盟友，他们在1886年总会会议上反对过瓦格纳。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肯莱特对
自己和巴特勒观点的怀疑巩固了他的确信——如瓦格纳所言，加拉太书的律法
真的是道德律。然而，由于肯莱特保留了巴特勒“在律法之下”的观点，他放弃
了律法的永恒性和复临教义，并成为其最主要的批评者之一。怀爱伦并不认为
这是瓦格纳的教导造成的，她将其归咎于史密斯和巴特勒。（怀爱伦致G.I.巴
特勒和乌利亚·史密斯，1887年信件13号；收录于《1888资料集》，33-34页。）

27. G.I.巴特勒致怀爱伦，1888年10月1日；收录于《手稿和回忆》，90-91页。

28. 怀爱伦致玛丽·怀特，信件81号，1888年10月9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
66页。

29. 怀爱伦致G.I.巴特勒，信件21号，1888年10月14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
86、94-95页。在《怀爱伦1888资料集》85页，怀著管委会用一整页脚注尝试降
低怀爱伦写给巴特勒的信的影响和重要性。这段脚注显示“巴特勒没有继续留在
黑暗中”，而且到1902年，他“便从这段经历中获益”。然而巴特勒在1910年的评
论却没有被提及——他说“自己永远无法从他们的特别信息中看到亮光，而且
也从未采纳过[琼斯和瓦格纳的]观点”。（A.G.丹尼尔斯致W.C.怀特，1910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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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1日；收录于《手稿和回忆》，325页。）然而无论巴特勒去世时的立场如
何，我们必须问自己，他和其他人在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上的行动在120年后的
今天，是否已经没有重大影响？参考第七章，尾注3。

30. 怀爱伦致G.I.巴特勒，信件21a号，1888年10月15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
113、116页。

31. 有证据显示怀爱伦在1888年10月手稿26号中的话，或许是10月12日星期五说的，
而不是10月15日星期一。见《1888资料集》，66页。

32. 怀爱伦1888年10月手稿26；收录于《1888资料集》，162页。数年之后，怀爱
伦毫无保留的写道：“主已兴起琼斯弟兄和瓦格纳弟兄向世人宣扬一个信息，要预
备一班人在上帝的日子站立得住。”（怀爱伦1893年手稿61；收录于《1888资料
集》，1814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33. A.T.琼斯致乌利亚·史密斯，1886年12月6日。

34. 乌利亚·史密斯致A.T.琼斯，1886年11月8日。

35. A.T.琼斯致乌利亚·史密斯，1886年12月3日。

36. W.C.怀特致丹·T·琼斯，1890年4月8日；收录于《手稿和回忆》，168页。

37. G.I.巴特勒致怀爱伦，1888年10月1日；收录于《手稿和回忆》，102页。

38. W.C.怀特，“1888年明尼阿波利斯会议笔记”，1888年10月15日，27、29页；收录于
《手稿和回忆》，420页；以及罗恩·格雷比尔著“侯泰尔长老参加总会会议”，
《服事》，1988年2月，19-21页。

39. “论一个预言” Talk of a Prophecy，明尼阿波利斯《论坛报》，1888年10月18日，
第5页；收录于《手稿和回忆》，549页。

40. 乌利亚·史密斯著“会议”The Conference，《评论与通讯》，1888年10月23日，
664页；收录于《手稿和回忆》，400页。

41. W.C.怀特致J.H.瓦格纳，1889年2月27日；收录于《手稿和回忆》，136页。

42. “1950年6月4日在马里兰州哈格斯镇与J.S.沃什伯恩的面谈”报告Interview with J.
S. Washburn, at Hagerstown, Md., June 4, 1950，已签字，采访者是罗伯
特·J·维兰德，第1页。（这句话取自原版的“面谈”，页码同存于安德鲁大学，
怀雅各图书馆，复临信徒研究中心的242号文件记录不同，这份记录名显是重
新打印的）；罗恩·格雷比尔著“侯泰尔长老参加总会会议”，《服事》，1988年2
月，19-21页。

43. “W.C.怀特在明尼阿波利斯的笔记”Notes of W. C. White Taken at Minneapolis，
1888年10月16日；收录于《手稿和回忆》，422页。不幸的是，琼斯的这句话
在过去的100多年里，被尝试用来作为他和瓦格纳在明尼阿波利斯遭到拒绝的
理由。历史记录清楚地显示，琼斯的回复是针对史密斯的陈述——史密斯是否
知道王国的题目将要在1888年会议上被讨论。然而后来琼斯和瓦格纳的批评者
们错误的把琼斯的回复对应于史密斯是否像他一样知道十个王国的身份。这种
批评或许是从A.T.罗宾逊（A. T. Robinson）开始的，他在明尼阿波利斯[会
议]42年之后（他的脑海里存有琼斯后来的苦毒和叛教的印象）写到这件事情，
说这是“证明”当时反对琼斯和瓦格纳的领袖们态度之“合理性”的“确凿实例”。
罗宾逊在没有给出背景的情况下，描述史密斯表现出他“惯常的谦卑”，而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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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以他“一贯的风格”进行回复的。之后他如此引用琼斯42年前所说的话：
“史密斯长老告诉过你们他对这件事一无所知。我知道，而且我不想任何人为
他所不知道的事责怪我。”（“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拒绝了因信称义的教义吗？”，
1931年1月30日；收录于《手稿和回忆》，336-337页。）杨·L·H·克里斯田
（Young L. H. Christian）1888年和父母参加明尼阿波利斯会议时只有17岁。将
近60年之后（很有可能受到了罗宾逊报告的影响），克里斯田写到了发生在史
密斯和琼斯之间的这件事，但不是作为目击者。他也把史密斯描述为一位“谦
卑而见多识广的人”，而琼斯是“不文雅和自负的”。根据克里斯田的说法，琼
斯确切的陈述是：“史密斯弟兄的问题是，他不知道十个王国指的是什么，同
时又为匈奴人争辩，而我知道十个王国的身份，并且能够证明自己的观点。”
克里斯田宣称怀爱伦“严厉的斥责了琼斯长老，因为他不尊敬复临运动中的一
位年长的先驱”。然而克里斯田的回忆是非常可疑的。他误以为明尼阿波利斯
会议是一场“荣耀的胜利”。他的立场与老兵传道人E.W. 法恩使沃斯（E. W.
Farnsworth）一致——后者宣称“因信称义不是新教导”，还有J.H.莫里森（J. H.
Morrison）——“一位受尊敬的传道人”，他“害怕瓦格纳医生的极端观点。”克
里斯田归罪于琼斯和瓦格纳，甚至表示怀爱伦没有支持他们（《属灵恩赐的果
实》[1947年]，229-230页）。当时不在明尼阿波利斯的A.W.斯伯丁引用罗宾逊
的话，也加上了自己的评论。乌利亚·史密斯“是个谦虚的人，不唐突，谦让”，
而琼斯“是好斗的，有时吵闹，确实让人憎恨”。（《军队的首领们》Captains
of the Host[1949年]，593页）。N.F.皮斯引用罗宾逊关于琼斯的叙述，并且下结
论说：“宣扬因信称义教义的那些人……没有总是以谨慎、机智的方法表达他
们的观点。这一不幸的情况形成了一种偏见的精神，让许多人无法看清真正的
问题。”（《单单因着信》By Faith Alone，[1962年]，131页。）A.V.奥尔森引
用了W.斯伯丁引用罗宾逊关于琼斯的话，宣称“有些人感觉一位青年发言人的
态度和语言是令人不快的”。（《穿越危机抵达胜利1888-1901》[1966年]，44
页。）R.W.使华兹（R.W. Schwarz）引用了罗宾逊的话，并且说琼斯“鲁莽的
话语”“影响了许多代表”，并且“在真正重要的神学陈述开始之前引发了争论”。
（《余民的擎光者》[1979年]，188页。）为加拿大联合学院传承戏剧团所写的
剧本随意“引用”A.T.琼斯的话：“我当然愿意评论这些角的问题。史密斯长老已
经承认他在十角的问题上不是权威。我想向你们保证我在这个题目上下了很大
的功夫，而且我可以弥补史密斯长老的无知。”（“1888年来自明尼阿波利斯的
消息”The News From Minneapolis 1888，《表演我们的过去》Playing Our Past，
[北美区会教育办公室，1989年]，126页。）但或许对A.T.琼斯最大的歪曲出自
他唯一的传记。乔治·R·奈特在[琼斯传记的]第三章引用罗宾逊的话开头，之
后宣称“如此刺耳的言语和自大的态度，为主导1888年总会会议的冲突作了准
备”。（《从1888到背道》[1987年]，35页。）对于丹尼斯·何卡玛（Dennis
Hokama）对其作品的批评，乔治·奈特的回应非常赤裸：“我必须要向何卡玛
承认自己没有清楚的表达。我尽力在证明琼斯从头到尾都是偏离正道的。这在
1888年代后期和1890年代初表现在他的严厉和缺乏基督化礼貌上。”（“黑暗中
的火光：对一篇伪装成评论文章的讲道的回应，乔治·奈特回答丹尼斯·何卡
玛” A Spark in the Dark: A Reply to a Sermonette Masquerading as a Critique,
George Knight answers Dennis Hokama，《复临信徒时事》Adventist Currents，
1988年4月，43页。）奈特在其它书中也对此事发表了类似评论（《愤怒的圣
徒》[1989年]，32、65页；《1888年信息简易指南》[1998年]，28、5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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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明确目的下所写的书，其可靠性可想而知。参加过明尼阿波利斯会议的
J.S. 沃什伯恩，也在62年后提到了这件事，但却带着公平的态度（“面谈”，前
一脚注引用之作品。）如欲了解罗宾逊1931年之叙述的更广泛背景，请参考第
四章尾注41。有趣的是，明尼阿波利斯事件仅仅八个月之后，在向她的听众谈
论关于乌利亚·史密斯最近在《评论与通讯》上的文章时，怀爱伦的评语跟人
们对琼斯的评语类似：“那么，史密斯弟兄在《评论与通讯》上的文章是什么意思
呢？”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看人行走好像树木一样。”（1889年6月19日手稿
5，“在纽约州罗姆的证道”；收录于《1888资料集》，348页。）然而我们必须
记得，怀爱伦是被上帝引领，来挽回人们对从天而来之信息的拒绝的。

44. 怀爱伦著“进步的需要”，晨更讲话，1888年10月18日，[发表于]《评论与通
讯》，1889年10月8日，625、626页；收录于《1888资料集》，117-118页。

45. 怀爱伦著“自己要有光”，晨更讲话，1888年10月19日，[发表于]《时兆》，1889
年11月11日，674页；收录于《1888资料集》，120页。数年后怀爱伦写到她作
的一个“印象深刻的梦”，其中信徒们为接受圣灵而被测量：“在纽尔卡斯会议的
第一个安息日的晚上，我仿佛在会场，提出了接受圣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们
必须先接受圣灵，然后才能充分理解基督的教训……我在梦中看见一个卫兵站在一
座重要建筑的门口，盘问每一个要进去的人：“你接受圣灵了吗？”他手中拿着一根
量绳。只有极少数人被允许进入大楼。他说：“你作为一个人的身材算不得什么。
但如果你们根据所拥有的知识，在耶稣基督里长成满足的身量，就会被邀请在羔羊
的婚筵上与基督同坐。在永恒的岁月里，你将不停地领受筵席上为你所预备的福
气。”（《评论与通讯》，1899年4月11日，“一个印象深刻的梦”，225页，粗体字形
为作者所加。）

46. 怀爱伦1888年10月手稿26；收录于《1888资料集》，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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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最宝贵的信息”
领袖弟兄们对圣灵
和前进之亮光的反应

1888年明尼阿波利斯总会会议

1888年总会会议在10月17日上午9点30分开始。给传道人学会蒙上阴影
的争论并没有为总会会议定下良好的基调。不幸的是，这仅仅是开始。

当琼斯和瓦格纳在开幕那天到达教堂时，他们注意到了门前的一块大黑
板，上面写着两种相反的观点。一个是：“动议——加拉太书中的律法是
仪文律法”——署名是J.H.莫里森。另一个是：“动议——加拉太书中的律
法是道德律法”——后面留出空白让E.J.瓦格纳签字。瓦格纳拒绝签字，说
他不是为辩论而来。此外，他认为我们并非靠律法得义——无论是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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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或仪文律，而是靠信心。1

瓦格纳在两天之前就开始了他至少九部分的系列陈述，是关于律法和基
督之义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他而言这个问题比加拉太书中所说的是什么律
法重要许多。在他进行了前六部分关于因信称义的论述之后，他确实更具
体的提到了加拉太书的问题，即便如此，他也是在因信称义的背景下讨论
这个问题的。2

明显的是，围绕1888年的争议不仅是关于加拉太书中的律法。虽然中心
问题是因信称义，以及它与其它圣经真理的关系，然而这争议还涉及到
许多其它题目，包括宗教自由、教会组织架构、教育、出版、和医药布
道的工作。接下来我们会更具体的研究琼斯和瓦格纳的一些教导，但是
在继续之前，我们最好先总结一下“1888年的信息”。

1888年的信息

首先，我们需要意识到，主藉着琼斯和瓦格纳所传达的“信息”并不局限
于1888年和明尼阿波利斯总会会议。相反，如我们将要在接下来的章节
中所看到的，这道信息不但在1888年总会会议期间得到了很大程度的阐
述，并且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一直被传讲。其次，我们需要知道虽然我们
没有琼斯和瓦格纳在明尼阿波利斯的确切发言记录，但是我们可以公平
准确的重现他们在会议之前、之中、以及之后的教导。3*

琼斯和瓦格纳都写了许多书和教会刊物文
章。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得以知道他们在
会议之前的教导，这些作品包括瓦格纳写
于1887年的《加拉太书中的福音》（The
Gospel in Galatians），这本书被发放给参
加1888年会议的代表们。我们还从他们的
作品中知道他们在会议之后的教导，这包
括瓦格纳1890年出版的《基督和他的义》
（Christ and His Righteousness），这本书
是基于杰西·F·莫瑟尔-瓦格纳（Jessie F.
Moser-Waggoner）在1888年总会会议为E.J.
瓦格纳演讲所作的速记笔记。4*

我们还有超过1800页的资料，都是怀爱伦关于明尼阿波利斯事件的通信、
手稿、和证道，这些资料都收录于共四卷的《怀爱伦1888年资料集》当中。
除此之外还有《明尼阿波利斯的手稿和回忆》——将近600页的不同与会者

杰西·瓦格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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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888年会议的信件。其中还包括教会和报纸的报告，比如《1888年总会
会议每日公报》（1888 General Conference Daily Bulletin），R.德威特侯泰
尔的日记，以及两本W.C.怀特在会议期间记录用的笔记本。5*在我们研究
琼斯和瓦格纳教导的时候，首先应当记得的，是他们单单以圣经来阐述
圣经教义。6怀爱伦肯定了他们的方法，她说：“要以圣经为我们每一教
义和讲道的标准”7，因为“唯有圣经能正确地传达上帝的旨意”。8此外，
“圣经，唯有贮藏在心中的圣经，由上帝之灵所祝福的圣经能使人归正
并保持正直。”9怀爱伦意识到圣经并非停滞的，而是一部“逐步展现的书”
10，其“荣耀的真理”“将会摆明在跟从基督的人面前”。11 这些“有关救赎
大计的圣经真理”“要不断地启明、扩大和发展，因为它是神圣的，与它
的作者一样”。12*

琼斯和瓦格纳阐述的这些圣经真理，是与独特的复临信徒[信条]陆标一
致的。怀爱伦以1888年信息为背景所确认的七个陆标是：“1844年[预言]时
间的过去……天上圣所的洁净及其与上帝地上百姓明确的关系；[还有]第
一，第二和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展开了旗帜，上面写着‘上帝的诫命和耶
稣的真道’……第四诫条安息日的亮光[和]作恶的必然灭亡。”怀爱伦表示
琼斯和瓦格纳给了这些陆标“新的动力”。13他们把这些陆标在一种不同的
背景下展示出来——就是“耶稣里的真理”。14*他们特别展示了福音——
“因信称义和基督的义”——或者耶稣的真道这一陆标。怀爱伦说，这就是
“第三位天使的信息”。15

基督复临安息日信徒已经传扬了“上帝的诫命”，但他们还没有以同等的
重视去传扬“耶稣的真道”。它被“谈论过却没有被理解”。它“被漫不经心
地疏忽了”，没有被置于上帝所期待的显著位置。16没有“耶稣的真道”，
上帝的律法就毫无能力，因为这真道的“含意过于一般人所认为的”。17因
此，明尼阿波利斯真正的问题是关于救赎计划本身的。

总会会议即将结束时，瓦格纳写到所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律法与
福音之间，在因信称义大背景下的各种关系”。18数年之后怀爱伦写下了或
许是关于1888年信息最广为人知的话。这是那道宝贵信息各个具体方面的
可靠总结：
主本着祂的大怜悯，藉着瓦格纳和琼斯长老给祂的子民送来了一道极宝贵的信息。这个信息是要
在世人面前更显著地高举救主，就是那为全世界的罪而献上的牺牲。这个信息提出了藉着相信那
位中保而称义。它邀请人们接受基督的义。这义表现在遵守上帝的全部诫命上。许多人已经看不
见耶稣了。他们需要让自己的眼睛注视这位神圣之主，祂的功劳，和祂对人类不变的爱。所有的
权柄都交在祂手里了，所以祂能厚赐百般恩赐给众人，将祂自己的义之无价恩赐给予无助的人类。
这乃是上帝吩咐要传给世人的信息。这就是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应该大声传扬出来，同时伴随着
祂圣灵的沛降。

被举起来的救主要显现……坐在宝座上，要分赐无价的立约之福……基督正在天上的法庭为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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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

虽然我们不配，但我们总要记住，有一位主能除去我们的罪并且拯救罪人……

上帝就赐给祂仆人们一道证言，提出了耶稣里的真理，就是以清楚明确的语言所表达的第三位天
使信息……

这……见证……既传律法也传福音，将两者结合为一个完美的整体……（见罗5章和约壹3:9至该
章最后）

这就是上帝所赐给他仆人的信息要在每个人的心中和头脑里所做的工作。爱上帝为至上并且
爱人如己，乃是教会永远的生命……

忽略多年来一直摆在你面前的伟大的救恩，轻视藉基督的血称义和藉圣灵洁净的能力成圣的荣耀
恩典，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惟有战惧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人的烈火。19

这道信息的中心是既有神性又有人性的“被举起来的救主”，他是拥有“不变之
爱”的，是他主动发起了拯救整个“人类家庭”的行动。他“为全世界的罪所作的
牺牲”为每一个人开了一条路，只要这牺牲不被轻蔑和忽视，人就可以“藉着相
信那位中保而称义”。那些运用这种真信心的人将要“接受基督的义”，这义“表
现在顺从上帝的全部诫命上”。这是靠着“无价的立约之福”完成的，不是旧约，
而是把律法写在心上的新约。这样人类就可以不再受罪的捆绑，因为基督在肉
体中定了罪案，而且能够“除去罪并且拯救罪人”。因此成圣实际上就是不断经
历因信称义，并且明显是因信成义的一部分。

这样，一种新的动机就取代了对惩罚的恐惧和对奖赏的盼望，因为“爱
上帝至上并且爱人如己”成为了最高动机。简言之，这就是“耶稣里的真理，
也就是第三位天使的信息”，这是圣经中因信成义的概念与天上圣所洁净
之特别真理的结合。只要一直把这个好消息铭记于心，就会发现得救比
失丧更容易。

这就是那道“要用大声传扬出来的”信息——大呼喊——“同时伴随着祂
圣灵的沛降”——晚雨。20但人们接受这道信息的情况如何呢？我们现在
转向1888年总会会议。

投票和动议

当瓦格纳在会议的第一周继续他的演讲时，偏见和反对在不断增长。10
月18日周四早晨，他阐述了“依靠对基督的信心称义”的题目。他说：“基
督里的自由一直都是免于犯罪的自由，而与基督分离去依靠一些其它称
义的方法只能带来捆绑。”瓦格纳和怀爱伦都向弟兄们呼吁：“无论老少，
要寻求上帝，放弃所有偏见和反对的精神，努力达成信仰的联合。”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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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周五，瓦格纳比较了罗马书
和加拉太书，为要显示“[保罗时代]争议
的关键在于因相信基督而称义”。他还
说：“给亚伯拉罕的约和应许就是给我
们的约和应许。”这暗示在保罗时代
动摇教会的争议再次出现了。22* 巴
特勒相信，强调福音对律法构成了威胁，
而瓦格纳相信律法主义的方式方法对律
法和福音都造成了威胁。如一位代表所
说：“问题就是‘因信成义’与‘因行为成义’
的对抗。”23

乌利亚·史密斯在当天晚些时候有机
会发言，他说：“罗马书没有涉及到加
拉太书。”他还感觉“瓦格纳的立场有危
险”。24

安息日，怀爱伦向与会者讲论如何在基督徒生命中长进。她提到人们为
生活中不胜过罪恶所提出的借口，但基督来就是为要使人自由。他的牺
牲足够带来胜利：“基督来藉着完全顺从[上帝的律法]将祂的义归给我。”
她说当人们聚会并且“真理印刻在人心时，撒但就提出困难”。她讲到基督
在世时以及以利亚时代犹太人“不信的心”。上帝的百姓一直如此“心地刚
硬”，以至于不能“被真理感化”，也“不容易受上帝的圣灵影响”。之后怀
爱伦向她面前的领袖们清楚说明了这些[历史]的适用性：

在这里我想告诉你们，上帝若赐给你们亮光，感化你们的心灵，你们却仍
像他们那样去行，这是何等可怕的事。人若不接受上帝的真理，祂就会收回
祂的圣灵……

人类在爱子里得蒙悦纳。祂用人性的长臂环抱人类，用祂神性的膀臂握住
无穷上帝的宝座。祂将天庭的一切向人类敞开了。今天门已经开了，基督在
天上的圣所中。你们的祷告能够上达于天父。基督说，我若去了，会差给你
们一位保惠师，而当我们拥有圣灵时，就拥有了一切……

我们必须凭信心和祂一同进入圣所，必须在心灵的圣所中开始工作，洁净
自身的一切污秽。25

正如怀爱伦所说，她感到“主的灵不仅降到[她]身上，而且降到大家身
上”。许多人在会后作见证说那是他们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她知道“主耶
稣亲临会场”给人们祝福，而且“上帝之灵这一次特别的显示，其目的就是
消除疑云，击退不信的浪潮，使人不再对怀姊妹以及主交给她做的工作
产生怀疑”。26*这段“振奋的时辰”将会改变当时的趋势吗？

乌利亚·史密斯



85

周日早晨怀爱伦发表了简短的献身演讲；她的题目是“选民”。她谈到上
帝呼召他的百姓所要达到的“高标准”，以及唯一能达到这标准的方法，就
是转眼不看这世界而去注目于“天上的事物”。“唯有藉着髑髅地十字架所
放射的亮光……我们……才能对奇妙的救赎题目有所理解。”谈及律法，
像瓦格纳之前所说的一样，怀爱伦指出道德律把我们引向基督：

我们的工作是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如何做到
这一点呢？藉着向世人显示我们是守诫命的子民，行事为人与上帝的律法相
符，永远不忘上帝的良善与慈爱，使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顺从祂圣言的
要求。这样我们就能做基督的代表，在我们的生活中彰显祂的品格。

“但是，”有人说，“我认为诫命是束缚的轭。”只有违犯律法的人才会认为
律法是束缚的轭。对于遵守律法的人，律法是生命，喜乐，平安与幸福。律
法是一面镜子，对照它可以看出我们品格上的瑕疵。难道我们不应感激上帝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方法，借此我们可以发现自己的缺点吗？

律法并不能拯救或赦免犯罪之人。那么律法有什么功用呢？它将悔改的罪
人带到耶稣那里。保罗说：“或在众人面前，或在各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
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上帝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徒20:20-21）
为什么他要宣讲悔改呢？因为上帝的律法被践踏了。那些违背律法的人必须
悔改。为什么他宣讲信靠基督呢？因为基督救赎罪人脱离违法的惩罚。律法
指出了治疗罪的良方──向上帝悔改并且信靠基督。你诧异撒但竟想废除上帝
的律法吗？ 27*

在下午关于教育事务的会议中，一个动议被提出，大意是：“除非是与
过去教导一致的，或者得到总会委员会批准的内容，否则就不能在我们
巴特尔克里克的学校里教授。”这个建议的提出者是那些想要阻止琼斯和
瓦格纳在总会会议上阐述他们过去所教导之教义的弟兄们，这些弟兄还
想阻止他们在未来阐述这些新观点。28* G.I.巴特勒也参与了此事，因为他
已经散布消息说：希尔兹堡学院一些学生的父母表示，如果琼斯和瓦格
纳的观点继续在学院被教授，那么他们就会把孩子送到别处。29这个提议
另有一个目的，就是要阻止琼斯把他的观点介绍给巴特尔克里克学院的
学生，因为按计划琼斯将要在年初开始在那里授课。30

怀爱伦参加了那次会议，她要求重读这一提议。之后她问是否曾经有类
似的动议被提出或是投票。没有人回答。她继续向秘书乌利亚·史密斯
询问，是否知道类似的动议曾经在任何以前的会议上被考虑过。史密斯
看上去不确定。之后怀爱伦指出“约束上帝工作的危险”。主曾经启示她这
是错误和危险的，于是她警告弟兄们“避免在此事上投票”。W.C.怀特认
为这是“为了正统的狂热”，因此他和母亲一起努力反对，最终“制止了它”。
31后来描述这一事件时，怀爱伦清楚的说明为什么这样投票是如此危险：

我说过自己是参与者，而且我不能让此动议通过，当上帝子民临近世界历
史终结的场景时，有特别亮光为他们存留。另有一位天使带着信息从天降下，
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我们无法确定这附加的亮光将如何来到。它可能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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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非常意外的方式出现，与许多人心里怀有的想法相去甚远。以出人意外的
方式将亮光传给上帝的子民，这根本就不违背上帝的作风。将我们学校里每
条道路堵住，不让学生们从此亮光得益，这样做对吗？这动议不可提倡。32

不幸的是，怀爱伦的建议并没能阻止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即使她已经
“说明这些事”，R.A.安德伍德（R. A. Underwood）依然“极力主张应该实
行决议”。33 就这样，怀爱伦的话还在他们耳中回响，投票就进行了；有
一个人双手赞成这一动议。34* 虽然动议没有通过，但是此事件显明了一
件事。仅仅在圣灵充满的安息日聚会过去一天之后，许多弟兄已经失去
了对怀爱伦和她证言的信心：“他们一看到怀姊妹没有全部同意他们的
观点，支持将要在会议上表决的提案和决议。便不理会已经得到的凭据，
就象基督在会堂里对拿撒勒人讲话时那样。”35

那天傍晚，怀爱伦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倾吐她的劝告。她讲到需要“从天
上接受新鲜的吗哪”，以及此次会议非常缺乏的“基督化的爱”。她谴责了
“玩笑戏虐的话”，以及对他们弟兄的“嘲笑”。通过启示录第5章的话，她
再次批评了早些时候要通过动议的尝试；时候已到，“藉着上帝的使者，
经卷正向世人展开”：

时候已到，藉着上帝的使者，经卷正向世人展开。我们学校的教师绝不
应该受到束缚，竟被告知只要教导迄今一直所教的。要摆脱这些限制。
上帝会赐给祂子民当讲的信息……福音应该依照上帝所赐的信息来传讲。
上帝赐祂仆人今天所讲的可能不会是二十年前的当代真理，而是上帝给
现今的信息……

上帝正将神圣宝贵、适于现代的真理宝石向人心显示。上帝使这些真理
免受错误的影响，且已将之置于合适的框架中……36*

那些未将矿井深深挖到真理矿藏中的人会看不见此次会议中所呈现宝物的
美。意志一旦固执对抗所赐的亮光，就很难制服，即便这次会议提供了有说
服力的证据。许多人接受的教育和结出的果子就是反对，质疑，批评，嘲弄。
他们不肯承认证据。人心自然的倾向是反对亮光、真理和知识的。耶稣基督
一直在所招待你们的每一间卧室里。有多少祈祷从这些房间上达于天了呢？

我们一定要记住基督是这世界的光。新的光线不断地从这众光之源发射
出来……

有一次以色列人不能战胜敌人。这是因亚干的罪。上帝宣称：“你们若不把
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书7:12）上帝今日也
是一样。若是那些自称相信真理的人怀藏污秽的罪，上帝对教会就会显出不
悦，除非教会成员都表现出憎恨罪恶，决心将之清除出教会，上帝是不会悦
纳的。上帝不喜悦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的人。若是教会容让嫉妒，恶意
猜测，说坏话等罪恶存在，那么上帝就会显出怒容。灵性的不健康状态要到
清除这些罪时才结束。在此之前，上帝无法彰显其能力来加强、提拔祂的子
民，赐给他们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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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家多么需要受圣灵的洗啊！37

虽然怀爱伦并不完全了解恶言已经发展到何种地步，她所见到的已经足够让她
开口谴责了。瓦格纳演讲时受到了许多诘问，虽然他个子不高，可人们能够清
楚地听到他的声音。然而有人讥讽地喊道：“我们看不见你。”“一些人”有明显
的“敌意”，甚至有人“看到瓦格纳靠近时把头转开”。这一切都是为了伤害琼斯
和瓦格纳，他们确实受到了伤害。38

G.I.巴特勒不断“从巴特尔克里克发来电报”，告诉弟兄们要站在陆标旁，并
且警告他们“要人们就”讨论中有争议的要点“做出一个决定”。39当怀爱伦看
到“似乎具有传染性的”反对琼斯和瓦格纳的精神时，她的心被深深刺痛了。
她和W.C.怀特“尽力设法让到会的所有传道的弟兄集中到一间空房里一起祷
告，可是只做到两三次”。怀爱伦不久就会发现，幕后甚至还有更多的事情
在发生。40*

最终，在周一清早，怀爱伦写下了一些话，“这样就不会错传”，当晚她在许
多“负责人”面前阐述了这些话，告诉他们她是“第一次听到E.J.瓦格纳长老的看
法”，而且她对上帝有说不出来的感激，因为她“知道这正是适合于当代的信
息”。“阐述他观点的整个过程中”，E.J.瓦格纳表显了“正确的精神，就是基督
化的精神”。与那些反对他教训的人不同，瓦格纳“作了坦诚的发言，没有涉
及任何个人[人身攻击]，也没有攻击或嘲笑任何人。他以一个基督徒君子应有
的仁慈礼貌的方式处理了这个问题”，而不是“争论的方式”。怀爱伦说“这一
点也为那些持相反论点的人所承认。” 41*

怀爱伦遗憾当时没有更多人在场听她讲话，因为有些人在她分享之后“开
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讲话一段时间之后，她有机会回答自己后来
写到的一些问题：

那时有人提出种种问题。“怀姊妹，你是否认为主有更多的新亮光给我
们的教会？”我说：“是的，我不仅这样认为，而且要这样宣讲。我知道我
们这班人若要在上帝预备的日子站立得住，就得有宝贵的真理向我们展
示。”

又有人问我，在瓦格纳弟兄讲述了他关于《加拉太书》中律法的观点之
后，问题是否就应到此结束。我说：“不是的，我们希望人人都了解问题
的两方面。”可是我说过会上所表显的精神是不对的……

有人说：“如果我们有关《加拉太书》的看法错了，那就不会有第三位
天使的信息，我们的立场就得抛弃，我们的信仰也就毫无价值了。我说：
“弟兄们，这正是我一直在告诉你们的事。这种言论是不对的，是言过其
实了。如果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人这样说，我就会把这事向全体聚
会的人宣布，说这话是错的，不管他们肯不肯听……在我们中间有法利
赛式的精神。它不论在哪里出现，我都要大声疾呼地反对。”

又有一位弟兄说：“或许你认为关于这个问题的另一面什么也不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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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儿子威利和我坚定地说，我们绝不会让这个问题到此为止，却希望他
们将这个问题两方面所有的论据都摆出来，因为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把
真理，把圣经的真理摆在人们面前。42

第二天清晨，10月23日星期二，召开了一次没有邀请怀爱伦和他儿子的
会议。会上有人说：“怀姐妹反对正在讨论之问题的另一面。”

参加会议的一个人很快找到W.C.怀特，并且告诉他正在发生的事情，建
议他来看一下。他到会时，“事件正在以一种消沉的方式被阐述，这使人
们非常同情那些”认为自己“被制约而没有机会发表见解的弟兄”。 W.C.怀
特“以正确的亮光”阐述了这个题目，并且代表母亲发言，她也“希望倾听
问题另一方面的全部发言”。 W.C.怀特告诉弟兄们“她在昨晚的传道人会
议上已经明确地这样说了。”43

当天上午晚些时候，爱荷华分会会长J.H.莫里森，一个擅长辩论的人，
要为问题的另一面发言。总会的弟兄们选择他来驳斥瓦格纳的观点，并
且为加拉太书中律法的传统多数派观点辩护。正当莫里森要在挤满明尼
阿波利斯教堂的“成分复杂的会众”面前发言之前，R.M.基尔戈（R. M.
Kilgore）请求发言。他“以一种明确绝对的口吻发言”，“反反复复地说他
为提出这个‘加拉太书中的律法’和‘因信成义’的问题而感到非常难过”，“并
表示因为巴特勒长老生病不能在场料理此事的时候提出这一问题而感到
非常遗憾。”“他尤其强调当巴特勒长老不能出席会议时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是一件怯懦的事，因为他是处理这问题的最佳人选。”44基尔戈宣称能够
阐述自己新观点的E.J.瓦格纳“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情况”。45后来基尔戈提
出动议要求“停止关于因信成义题目的讨论，直到巴特勒能够到场”。46*

乌利亚·史密斯紧随其后，发表了“类似的言论”，“其目的”是为他们的
立场“制造同情”。47像他未来几年中所要说的一样，史密斯宣称“我完全
同意瓦格纳弟兄四分之三的论述”48，而且如果不是后面有一些他认为是
错误的东西会出现50，他原本可以“非常”49享受瓦格纳的论述。此时，坐
在讲台上的怀爱伦站起身来，得到许可之后说：“弟兄们，这是主的工作。
他想要自己的工作因为巴特勒长老而暂停吗？主想要他的工作前进，不
为任何人暂停。”对此人们没有回应。51*

那天早上听到的话使怀爱伦感到“惊讶”和“吃惊”。“言语无法表达[她]心
中的痛苦和重担。”怀爱伦在欧洲时，复临教会“将来要经历的事”就“通过
异象和表号”被展示给她了，可是后来才给她“解释”。她意识到这些事情
正在她眼前实现。她“对这个问题一丝怀疑也没有”，因为她“知道”由琼斯
和瓦格纳阐述的“亮光已经以清晰的光线呈现……了”。但她却对一件事有
疑问：“我第一次开始思考可能我们对《加拉太书》中的律法终究没有持
正确的观点，因为真理并不需要这种精神去维护。”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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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加拉太书律法这一题目上正式投票的努力至此并未结束，而因信成
义才是根本的问题所在。怀爱伦说她和W.C.怀特“不得不警醒注意每一点，
免得通过有害于将来工作的行动和决议”。撒旦似乎有能力“在惊人的程度
上”阻碍她的工作，然而她却还说：“我一想到若是我们不在这里原会怎样
就感到战兢。”53* [总会]会议行将结束时，怀爱伦再次发言反对以投票方
式解决这个问题：

有些人希望马上作出结论，断定正在讨论之问题的正确看法。这正好迎
合B[巴特勒]长老的观点，他建议这个问题应该立时解决。但我们的思想
准备好了作这样的决定吗？我不能支持这种做法……在现有这种兴奋状态
下他们还没有准备好作可靠安全的决定。

从巴特尔克里克你们会长那儿来的信息是为了激动你们做出匆忙的决定，
采取坚决的立场；但我警告你们不可如此行。你们现在不冷静；有许多人还
不知道他们信的是什么。对任何反对的立场，对问题的各个方面未做冷静公
正的衡量就下结论是很危险的。兴奋的情感会导致鲁莽的行动……

让一个年轻人为这次会议上的一个决定作出承诺是不明智的，[因为]此
次会议的基调是敌对而非查考。54

一年之后，怀爱伦说到如果这些动议通过的话，将会对“上帝的工作”造
成的危险：“一年前[1888年]总会要采纳的许多决议要是都被接受了，就会
束缚上帝的工作。有些决议是年轻没有经验的人极力主张的，原是总会
决不应该赞成的……已经得到接受的一些决议要是没有提出来会更好，
因为那些提出这些决议的人是在黑暗里而不是在光明里……”55

在1893年的总会会议上，A.T.琼斯谈到了1888年那些严肃的事件。当时
那些宣称站在陆标旁的人进行了“三次直接尝试”，想要投票否决上帝传达
的信息。而这些尝试未能成功的原因在于，主的天使通过怀爱伦说：“不
要这么做”：

当时[明尼阿波利斯会议]有一些非常公开反对[基督之义信息]，并且举
手投票反对[这信息]的人，自那时起我就听到他们对那些公然明确的天
主教论调说“阿门”，这些论调的公开与果断程度和天主教自己的论调无
异……

这一信条无论是写出来，还是某人想要在总会会议上投票通过的想法，
都无关紧要……这里有人还记得有一次——四年前；在一个地方——明
尼阿波利斯——那时有三次直接尝试，要通过总会会议上的投票捆绑第
三位天使的信息。某人所相信的——设立成陆标，然后投票站在那陆标
旁，无论你是否知道这些陆标是什么；然后同意遵守上帝的诫命，还有
许多你要做的其它事情，以及将要被通过认为是因信称义的事情。难道
当时我们没有被告知，上帝的天使说：“不要这么做；你们不知道这意
味着什么”吗？“我没有时间告诉你们这意味着什么，但是天使说不要这
么做。”这意味着教皇权。这就是主想要告诉我们，希望我们明白的。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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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上帝使用怀爱伦几乎单枪匹马的拦阻了对他在一百多年前传达
给基督复临安息日教会之信息官方的拒绝——[无论这拒绝是]通过提议或
投票。而这正是那道“应该大声传扬出来，同时伴随着[上帝]圣灵的沛降”
的信息——大呼喊和晚雨。57

这些提议和投票没有通过以及被记录下来的唯一原因，就是怀爱伦明智
的拦阻。很明显，某些代表想要使拒绝的投票通过，虽然这些事件完全
没有被《评论与通讯》或《总会会议每日公报》所提及。58*

由于她的立场，弟兄们“不再信任怀姐妹”。她“没有全部同意他们的观
点，支持将要在会议上表决的提案和决议”。她发言反对他们“对A.T.琼斯
和E.J.瓦格纳的评价”。她宣称“是第一次听到”琼斯和瓦格纳的看法，而且
能够“全心全意地表示响应”。因为这一切，弟兄们认为她“受了影响”而且
“变了”，他们因此“不相信”她。59可悲的是，正是那些宣扬琼斯和瓦格纳
信息的人将要“破坏”对证言的“信心”60，是他们自己“使上帝之灵的见证归
于无效”。61当怀爱伦在1888年10月的那个周二意识到明尼阿波利斯状况
的时候，她打算离开，但主有更多的工作要她去做。她需要持守她的岗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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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尾注
1. 诺瓦尔·F·皮斯（Norval F. Pease）著“耶稣里的真理：1888年总会会议”The

Truth as it is in Jesus: The 1888 General Conference Session，《复临信徒传承》
Adventist Heritage，1985年春，5-6页。

2. 见：罗恩·格雷比尔著“侯泰尔长老参加总会会议”，《服事》，1988年2月，
19-21页；克林顿·沃伦著“E.J.瓦格纳在明尼阿波利斯说了什么？”What Did E. J.
Waggoner Say at Minneapolis?《复临信徒传承》，1988年冬，22-37页（此文章
节选自沃伦的硕士论文；见脚注5）；L.E.弗洛姆著《天命之运动》，243页。

3. 有人试图指出“最宝贵的信息”仅限于1888年所传达的；他们提出甚至 “对怀爱伦
而言，1888的信息就是1888年的信息，而不是1893或1895年的信息。”（乔
治·R·奈特著《1888信息简易指南》，165-166页。）罗伊·亚当斯（Roy
Adams）认为，我们没有明尼阿波利斯发言的确切文字记录这一事实，是“有关
1888信息最好的事情之一”。此外，我们“无法确定怀爱伦”对琼斯和瓦格纳“的
支持当中具体包含了什么”。（《基督的本性》，31-32页。）这些论点要给我
们的结论，就是怀爱伦的称赞仅仅是给琼斯和瓦格纳在明尼阿波利斯所作的那
些讲论，信息具体内容我们无法确定。然而事实是，我们并非没有大量的优质
证据。

4. 关于瓦格纳1888年的信息被速记下来这一说法，L.E.弗洛姆是主要的说明人，
他从杰西·F·莫瑟尔-瓦格纳收到的信中是这样说的。依据弗洛姆的说法，杰
西为E.J.瓦格纳的研究所作的速记笔记被编辑并且以书的形式印刷出来。弗洛
姆的笔记转录书籍清单包括《创造中的福音》The Gospel in Creation（1893-
1894年），以及《快乐的消息》The Glad Tidings（1900年）。（杰西·瓦格纳
致L.E.弗洛姆，1930年4月16日；收录于《天命之运动》，189，200-201页。）
然而我们必须记得，虽然瓦格纳对加拉太书、罗马书、约、基督的人性和神性、
以及因信成义根本主题的基本理解没有本质变化，到了1900年这些题目的一些细
节确实受到了他泛神论想法的影响。因此，如果说他后来的书确切的反映了他在
明尼阿波利斯所阐述的内容，是不完全正确的。我们还需要记得，弗洛姆在
《天命之运动》中的主要论点，就是要证明瓦格纳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主要题目
之一是关于基督神性的各种特质。（同上。）E.J.瓦格纳的妻子杰西·F·莫瑟尔-
瓦格纳是国际安息日学协会的通信秘书，而且她参加了1888年总会会议。除了
速记E.J.瓦格纳的讲话之外，她还在10月23日周二作了一次非正式的讲话：“如
何学习学课”How to Study the Lesson（总会会议每日公报，1888年10月24日，2-
3页；收录于《手稿和回忆》，373-374页。）

5. 对这一系列事件，以及瓦格纳在明尼阿波利斯之信息内容的最好总结，收录于
克林顿·沃伦著《埃立特·J·瓦格纳末世论选编及其与他对因信称义之理解的
关系，1882-1895》；以及保罗E.彭诺著《西奈山的髑髅地：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历史上的律法和约》。乔治·奈特说“《手稿和回忆》只包含了有关这些会议现
存文件的一小部分。”（《1888信息简易指南》，53页。）或许更多资料应当得
到发表。

6. 《怀氏文稿》9，1888年10月24日，“晨更讲话”，以及文稿22，1889年10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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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摘录”Diary Entries；收录于《1888资料集》，153、463页。

7. 怀爱伦著“致将要出席总会会议的弟兄们”，信函20号，1888年8月5日；收录于
《1888资料集》，44页。

8. 怀爱伦致G.I.巴特勒，信函21号，1888年10月14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93
页。

9. 怀爱伦致G.I.巴特勒夫妇，信函18号，1888年12月11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
194页。

10. 《怀氏文稿》16，1889年1月，“识别真理”The Discernment of Truth；收录于
《1888资料集》，259页。

11. 怀爱伦致霍华德米勒，信函5号，1889年6月2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333
页。

12. 《怀氏文稿》27，1889年9月13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434页。不幸的是，
那些反对琼斯和瓦格纳的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需要为他们所理解
的圣经真理辩护。怀爱伦看到人们“不仅对证言有误解，对圣经本身也有误解”。
这导致他们“谴责别人并且论断弟兄”。她宣称这是由进入教会的“法利赛人的精
神”造成的。（《1888资料集》，312页。）那些训练自己好辩论之人“常有欺骗
性地对待上帝话语的危险”。他们会“引用半句”“改变上帝圣言的意思”，“以迎合
自己的意见”。（《1888资料集》，167、572页。）乔治·奈特对怀爱伦呼吁更
多查经，以及她在这方面支持琼斯和瓦格纳的描述是比较准确的。（《1888信
息简易指南》，60-62页。）然而他却谴责那些接受他们基于圣经之真理的人，
宣称这是“以琼斯和瓦格纳的眼光阅读圣经”，是一个“危险的错误”。除此之外，
奈特还说，怀爱伦“支持这两位是因为他们在引导复临主义归回基督和圣经，而
不是因为他们在神学上有最终决定权，或是因为她完全认可他们的神学。（同
上，79、179页。）”我们必须认可，琼斯和瓦格纳并非毫无错误。但是如果上
帝要传达一道“最宝贵的信息”带领复临信徒归回基督和圣经，那为什么他所差
遣的使者会有怀爱伦所不认同的危险的神学问题呢？这正是120多年前反对琼
斯和瓦格纳的声音。他们反对琼斯和瓦格纳，不是因为这两人在带领复临主义
归回“基督和圣经”，他们宣称自己原本就相信这些。他们拒绝了“上帝所赐的亮
光，只因不合他们的心意”。（《1888资料集》，226页。）

13. 《怀氏文稿》13，1889年，无月份，“站在陆标旁”Standing by the Landmarks；
收录于《1888资料集》，518页。

14. 怀爱伦多次使用“耶稣里的真理”这个词来描述1888的信息。在《1888资料集》
中，这个词出现了42次。见以下示例：267、566、1120、1126、1338、1547页。

15. 《怀氏文稿》24，1888年12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211、217页。

16. 同上，217、212页。

17. 《怀氏文稿》30，1889年6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375、367页。

18. E.J.瓦格纳著“编辑回复”Editorial Correspondence，《时兆》，1888年11月2日662
页；收录于《手稿和回忆》，4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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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怀爱伦致O.A.奥尔森，信函57号，1895年5月1日；收录于《给传道人的证言》，
92-98页。

20. 同上。如欲了解关于1888信息十个真理的更多细节，见附录A。

21. 《总会会议每日公报》，1888年10月19日，第2页；收录于《手稿和回忆》，
359页。

22. 《总会会议每日公报》，1888年10月21日，第1页；收录于《手稿和回忆》，
361页。保罗彭诺准确的说：“E.J.瓦格纳因信成义的信息，是与这种对律法和诸
约的理解，有非常紧密联系的。误解、低估或是拒绝这三者的任何一个方面，
都会扭曲1888的信息。加拉太书中的律法或许永远不会成为一个陆标，但对于
理解上帝对各世代的救赎计划，却是个关键。”（《西奈山的髑髅地》，114
页。）

23. L.E.弗洛姆著《天命之运动》，255页。

24. 罗恩·格雷比尔著“侯泰尔长老参加总会会议”，《服事》，1988年2月，20页；以
及《手稿和回忆》，424页。

25. 《怀氏文稿》8，1888年10月20日，“安息日讲话”Sabbath Talk；收录于《1888资
料集》，124-125、127页。

26. 《怀氏文稿》24，1888年12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207页。怀爱伦说：
她“的心因听到安息日讲道之后的见证而快乐。这些见证没有提到讲道的人，
而是提到亮光与真理”。（文稿8a，1888年10月21日，“对传道人的讲话”；
收录于《1888资料集》，143页。）

27. 《怀氏文稿》17，1888年10月21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123-131页。类
似的评语显示怀爱伦支持瓦格纳关于“律法和福音”的阐述。关于瓦格纳九
部分系列文章的总结，见保罗·彭诺著《西奈山的髑髅地》，106-114页。

28. L.E.弗洛姆著《天命之运动》，253-254页。此动议没有被提出的部分原因，
或许是怀爱伦清楚地表达了对瓦格纳立场的支持。

29. G.I.巴特勒致怀爱伦，1888年10月1日；收录于《手稿和回忆》，91页。

30. W.C.怀特致玛丽·怀特，1888年11月24日；收录于《手稿和回忆》127页；以及
L.E.弗洛姆著《天命之运动》，253-254页。

31. 同上，以及W.C.怀特致玛丽·怀特，1888年11月3日；收录于《手稿和回忆》
123页。

32. 怀爱伦致R.A.安德伍德，信函22号，1889年1月18日；收录于《1888资料
集》，239页。

33. 同上。

34. L.E.弗洛姆著《天命之运动》， 254页。这一被提出的动议没有出现在《总会会议
每日公报》和《评论与通讯》上。因此它们不能作为决定是否有过投票的依据。
怀爱伦反对这样一个动议的原因，是因为有“许多事情”显明给她，然而她“那时
不能向到会人士阐述这些事情，因为他们没有预备好”。（《怀氏文稿》5，
1890年，“研究有害课本的结果”Results of Studying Harmful Textbooks；收录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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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发布的手稿》，卷十九，74页。）如果这一行动得以实施，那就说明在此
以前巴特尔克里克学院所教授的全部是真理，然而情况却并非如此。四年前G.I.
巴特勒本人在关于圣经受默示的“程度不同”上，就有错误的教导和情绪。他甚
至在《评论与通讯》中（1884年1月15日至6月3日）发表了一系列的十篇文章，
宣布对上帝话语的判断——“选择一些部分作为默示的，而怀疑其它部分不是默
示的。”怀爱伦蒙启示看到由此会产生的背信和怀疑，甚至证言也受到了“同样
的”待遇。（怀爱伦致R.A.安德伍德，信函22号，1889年1月18日；收录于《1888
资料集》，238-239页。）

35. 《怀氏文稿》24， 1888年12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207页。

36. 多年以来一直有人提出一种观念：1888的信息与宗教改革的信息没有不同——
就是基本的基督教。L.H.克里斯田说：“由怀夫人和其他人所教导及强调、成
为[1888年]复临信徒伟大复兴主流的因信成义是什么？就是路德、卫斯理，和
其他上帝的仆人一直以来所教导的教义。”（《属灵恩赐的果实》[1947年]，
239页。）A.W.斯伯丁评论道：“八十年代[1880年代]基督复临安息日信徒最伟
大的事件，就是他们对基督教基本教义之信心的恢复、或重述和新的觉悟。”
（《军队的首领们》[1949年]，583页。）A.L.怀特（A. L. White）宣称：“对
1888年因信成义的信息有这样的评价：它比信息先驱们所传讲的更成熟、更
发达、更实用。这种说法——即使把此信息与使徒保罗所传讲的相比较，也
是没有根据和非常不准确的。”（《对文稿“重新检验1888”的进一步评价》[总
会报告，1958年]，第2页。）N.F.皮斯宣称：“在哪里可以找到1888和其后数
年中因信成义的教义？在当时改正教会的信条里……正是那些拒绝复临信息
和上帝律法的教会，持有因信成义的教义，至少在形式上如此。”（《单单因
着信》[1962年]，138-139页。）李罗伊·弗洛姆是《关于教义的问题》的关键
人物，还是与加尔文教徒巴恩豪斯以及马丁会见的幕后推手，他说了这样的
话：“我们一直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并行的属灵运动——复临运动以外的机
构和人士——拥有相同的笼统负担和重点，而且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兴
起……其推动力明显来自同一个源头（译者注：“源头”在原文中首字母是大写，
意指“上帝”。）就时间角度而言，因信成义的中心是1888年。举例来说，著名
的不列颠基斯维克联盟（Keswick Conferences of Britain）设立的目的就是为
了“促进实际的圣洁”……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几十年中，大约有五十个
人……都笼统地强调了这一点。”（《天命之运动》[1971年]，319、320页；粗
体字形为原文所有。）戴斯蒙德·福特在这一点上坚定不移：“[问题：]有些
人断言，十九世纪的传道人E.J.瓦格纳和A.T.琼斯的神学是宗教改革神学的进
步。你同意吗？……[回答：]传道人瓦格纳和琼斯在著名的1888年明尼阿波利
斯会议上得到了最初的微光，这微光来自于照耀一世纪罗马世界、以及十六
世纪欧洲的那道光……不幸的是，他们两位都不清楚其它的要点，比如称义
和成圣之间的区别。”（澳大利亚《时兆》，1978年2月，30页。）罗伯特·布
林斯密德（Robert Brinsmead）也有同样的想法：“在我们历史的特殊阶段中，
福音曾经要奋力进入复临信徒群体。1888年就标志着这样一个阶段……瓦格纳
有称义的光要给复临信徒。但关于因信称义更好的资料，可以在他那个时代
的改正教学者当中找到。”（《被福音审判：对复临教义的评论》[1980年]，
14-15页。）大卫·麦克马洪也发出同样的声音：“E.J.瓦格纳在1886年还没有
完全恢复改正教因信称义的信息。至于保罗称义的信息他恢复的就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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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如果上帝使用了瓦格纳把福音的亮光带给教会，那么上帝所给予复临
信徒群体的亮光甚至算不上宗教改革那不完美的光。那些把瓦格纳对福音早
期的摸索，和十九世纪最好的改正教学者所提出之称义教义做比较的人，将会
感到惊奇。”（《埃立特·约瑟·瓦格纳：迷思与真相》[1979年]，63页。）乔
治·奈特在他的许多书中都推行同样的观点：“他们1888年信息的高明之处，
在于把启示录14:12的两半部分结合起来。他们不仅教导了上帝的诫命，也传
讲了圣洁传道人所传扬的信心之教义。这样，从怀爱伦的角度看来，1888信息
的重要性就不在于某种由琼斯和瓦格纳所发展的、复临信徒特有的因信称义
的信息。而在于复临教义和基督教关于救赎之基本信仰的重新联合。”
（《1888信息简易指南》[1998年]，108-19页；粗体字形为原文所有。）以上
所提到的早期作者们所持立场的主要动机，似乎是为保护教会免受“拒绝了那
道信息”的指控，而后继作者持这一立场的主要动机，似乎是想要推动加尔文
主义的改革，或是福音派的福音。但是其他人却认为1888信息不止于此：“[律
法和恩典的]意义深远的联合……是[怀爱伦]对1888年因信得救之危机的非凡贡
献。此外，她的信息清楚地显示出这道‘宝贵的信息’不仅仅是十六世纪要点的
恢复，也没有借用十九世纪卫理工会的教导……1888的要点在于，个人对因信
得救的运用和基督在至圣所里最后的工作之间，更紧密的联系……1888年的
‘基督之义的显示’仅仅是‘将要以其荣耀充满全地天使之光的开始’（启18:4）。”
（赫伯特·E·道格拉斯著《主的信使》[1998年]，197、198页。）此外，道格
拉斯反驳现代教会历史学家的主张，他说：“其它作品都不愿回顾[自1950年代
以来的]神学变化，而教会出版物和学校认为1888年总会会议的主要贡献，就
是确认复临信徒终于恢复了所谓的宗教改革者对‘因信成义’的关注。真相绝非
如此！这种思维方式无论在何处被教导或传讲，都会破坏对那次不同寻常之会
议的真正研究。除此之外，它还封锁了怀爱伦称之为‘一道最宝贵信息’的门—
—这是要预备一批人活着变化升天的信息。”（《岔路口》，[密歇根州科德沃
特：余民出版社，2008年]，85页。）对于大卫·麦克马洪宣称瓦格纳的神学不
过是要复兴宗教改革福音的尝试（如现代追随者所解释的），克林顿·沃伦这
样回应：“除此之外，那些想要追溯E.J.瓦格纳的神学，到路德这样的宗教改革
人物身上的尝试，是没有实际依据的。”（克林顿·沃伦著《埃立特·J·瓦格
纳末世论选编及其与他对因信称义之理解的关系，1882-1895》，63页。）罗伯
特·维兰德和唐纳德·绍尔特对1888的信息表达了类似观点：“因信成义自
1844年以来就‘确实是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因此其内容超过宗教改革者的教导
和当今大众教会的理解。它是一道满有恩典的信息，与复临信徒特有的天上圣
所洁净的真理是一致的，而天上圣所洁净的工作，又取决于这世上上帝百姓心
灵的完全洁净。”（“重新检验1888”[1987年]，第iv页。）怀爱伦于明尼阿波利
斯会议之前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她在最新版的《善恶之争》中说：“在路德
的时代有合乎那个时代的信息，是在那个时代显为特别重要的真理；照样，上
帝也有现代的真理要传给现代的教会……可是今日大多数的人并不比那些反对
路德的罗马教徒更欢迎真理。”（143-144页，1888年版。）使徒和十六世纪的
宗教改革者确实为1888的信息建立了根基，然而复临信息本身——传讲基督复
临和审判时刻的信息——是保罗和宗教改革者“没有传过”（同上，356页。）
的信息。复临信息不仅要传扬以前从未被传讲过的真理，上帝还定意“自从五
旬节圣灵降临的日子以来未被注意和未被看见的伟大真理，要以其本有的纯正
从上帝的道中照耀出来。”（怀爱伦著《基督徒教育原理》，473页。）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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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的信息就是由“现代真理”——保罗和改革者没有传过的，上帝甚至在“二十
年前”都没有给予的，和“被拯救的真理”——自从五旬节的日子以来未被注意和
未被看见的，所组成的信息。1888信息的这两方面都是建立于宗教改革者信息
的基础上，但却又包含更多内容。令人遗憾的事实是，那些拒绝了主通过琼斯
和瓦格纳所传达之现代真理信息的人，也在拒绝保罗和宗教改革者的教导，那
些如今尝试要把我们带回扭曲的改革福音的人也是一样。

37. 《怀氏文稿》8a，1888年10月21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133-144页。

38. L.E.弗洛姆著《天命之运动》，244、245、260页；引自F.H.韦斯特弗（F. H.
Westphal），L.E.弗洛姆，和杰西默瑟尔-瓦格纳。

39. 《怀氏文稿》13，1889年；收录于《1888资料集》，516页。

40. 《怀氏文稿》24， 1888年12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218页，粗体字形为
作者所加。G.B.斯塔尔（G. B. Starr）回忆起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一次祷告：“怀
姐妹呼召许多传道弟兄一起做特别祷告。与大家一起，怀姐妹热切的为上帝能
够祝福这次会议祷告。正祷告的时候，她突然停止了大概一分钟时间；之后说
完讲了一半的话，完成了她的祷告。当时在场听到她祷告，并且注意到中间停
顿的人，都不知道有任何特别的事情发生。但是后来W.C.怀特长老告诉我，她
[怀爱伦]花了六周时间才写出她在那六十秒钟看到的事情。上帝的灵迅速的向
她闪现了跪在她身旁那些传道弟兄的生活和工作。她看到他们在家中，身为基
督徒所表现的精神。她看到他们在宗教场合，听到他们阐述宝贵的现代真理时
的态度。”（G.B.斯塔尔著“与上帝的先见一起的五十年”Fifty Years With One of
God’s Seers，未出版的手稿，150-152页；存于马里兰州银泉市怀著管委会文档
496号。）

41. 《怀氏文稿》24，1888年12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219-222页，粗体字形
为作者所加。与怀爱伦对瓦格纳会议时行为的描述完全相反，伍德鲁·惠登
（Woodrow Whidden）调查后这样写道：“威利怀特后来（1930年，会议四十二
年之后）回忆，琼斯与瓦格纳在明尼阿波利斯聚会上的‘浮夸和自负’‘在他们这
样年轻的人身上看上去并不合适’。他的评论是记录当中最严厉的……据说有人
因为[瓦格纳的]个头矮小起哄，我们没有记录显示他在公开演讲中报复性的反
驳，或明确的表现出他可能有的、不讨人喜欢的个性。”（《E.J.瓦格纳》E. J.
Waggoner，105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这样威利关于瓦格纳行为的描述
就被用来反驳怀爱伦受灵感的话语，二者被当作同等重要。有一点惠登说的没
错，他似乎发现了反差：“怀爱伦在明尼阿波利斯会议公开讲述的，她自己对瓦
格纳行为的观察，似乎更准确的反映了他总体的行为举止。”（同上。）惠登引
文的原文作者乔治·奈特，在“个性冲突”的标题下说：“更年轻一些的人对这件事
完全没有帮助。正如W.C.怀特（一位与会者）所说：‘琼斯与瓦格纳的‘浮夸和自
负’‘在他们这样年轻的人身上看上去并不合适’’，而且造成了对他们的偏见与反
感。他注意到，琼斯特别浮夸。”（《从1888到背道》，33页。）那么面对怀爱
伦和她儿子威利怀特如此不同的观点，我们应当怎么做呢？应该把他们当成同
样的权威吗？这样说来，这条被引用的证据只有一个主要问题：威利·怀特从
未写过这样一封信。这封信是出生于1879年的D.E.罗宾逊写的，他并没有参加
明尼阿波利斯会议。1930年他在怀著管委会任职做索引工作时，给泰勒·邦奇
写了信。邦奇刚刚结束了太平洋联合学院的秋季祷告周，在那里他比较了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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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和古以色列从埃及到迦南的旅程。在这些会议的过程当中，他把以色列在
加低斯巴尼亚的经历，与复临信徒1888年的经历进行了比较。邦奇认为“基督到
来的长久延迟”是因为他在1888年遭到了拒绝，还有人们对晚雨之始的拒绝。
（《出埃及和复临运动》，107、168页。）罗宾逊对邦奇的比较感到不悦，并
且尝试要保护教会免受他所认为的无根据的攻击，在他看来这种攻击只会形成
更多分支团体。正是这一事件引发了A.T.罗宾逊（D.E.罗宾逊的父亲），以及C.
麦克雷诺德的写作回应。（《手稿和回忆》，136-142页；又见第三章尾注40。）
D.E.罗宾逊原信件的副本存于马里兰州银泉市怀著管委会371号文档。在某一时
间，罗宾逊的信被重新打印，其中显明他是作者的一段被去掉了，而A.L.怀特
（A. L. White）的名字被加了进去。后来A.L.怀特的名字被W.C.怀特的名字取
代，看上去像是A.L.怀特的手迹。这份重新打印的原稿存于331号文档，在《手
稿和回忆》333-335页中发表，并且归于W.C.怀特名下。（怀著委员会的提姆坡
利尔[Tim Poirier]证实了这些发现。）这封错误的归于W.C.怀特名下的信件，似
乎直到1981年作为《危机十三年：1888-1901》的“附录D”出现时才为人所知。
这本书是A.V.奥尔森《穿越危机抵达胜利：1888-1901》的再版，于1966年第一
次出版。但A.V.奥尔森在他的书出版三年前的1963年就去世了，当时这本书由
怀著管委会理事会赞助，时任秘书就是A.L.怀特。1981年的再版是在同样的赞
助下发行的。在附录D当中，阿瑟·怀特宣称W.C.怀特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为了
处理“某人[泰勒·邦奇]笔下和口中没有证据的猜想，而此人在那时[明尼阿波利
斯会议]才只是个三岁的孩子”。这封信的另一个目的是要应付那些“如此扭曲历
史和胡乱发表预测的人”。（《危机十三年》，331页。）从D.E.罗宾逊的原信
中被去掉的那段是第六段，这一段说：“我一直在阅读这里所存的、关于1888年
明尼阿波利斯会议的所有文稿和信件。上个安息日下午，一个偶然的机会，
W.C.怀特长老、麦克雷诺德长老、还有我的父亲聚在一起，于是我有特别的机
会听他们回忆那次会议以及以后发生的事。从我所读到的，以及他们的叙述，
我会这样重现那次会议。”虽然我们不应当认为D.E.罗宾逊，甚至A.L.怀特有任
何恶意——或许二人都是想保护教会免受他们所认为的虚假控告——但我们应
当意识到只有谎言之父能够把这张网织成今天的样子，借此扭曲1888年真正发
生的事情。本作者认为撒旦今天对我们1888年历史的恨恶，就像他当年对上帝
之期望的恨恶一样。这两位领袖确实可能受到了琼斯和瓦格纳后来背道的影响，
但这不是卑劣的记述对琼斯和瓦格纳之诽谤的理由。在后面的一章中会讨论以
上情况的更多细节。

42. 《怀氏文稿》24，1888年12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221-222页。

43. 同上。

44. 同上。

45. W.C.怀特“明尼阿波利斯的笔记”；收录于《手稿和回忆》，424页。

46. R.T.呐什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1955年6月25日，“明尼阿波利斯会议：
关于因信成义信息之阐述的问题：一份目击者的叙述” The Minneapolis
Conference: And the Issues Concerning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Message of
Righteousness by Faith: An Eyewitness Account；收录于《手稿和回忆》，
354页，此后为“目击者的叙述”。R.T.呐什后来发表这封信时似乎做了一些
改动，信是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的，题目是“1888年明尼阿波利斯总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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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份目击者报告”An Eyewitness Report of the 1888 General Conference at
Minneapolis（加州海兰：私人出版，1955年），此后为“目击者报告”。

47. 《怀氏文稿》24，1888年12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221页。

48. W.C.怀特“明尼阿波利斯的笔记”；收录于《手稿和回忆》，424页。

49. 乌利亚·史密斯致怀爱伦，1889年2月17日；收录于《手稿和回忆》，154页。

50. A.T.琼斯致赫尔姆斯弟兄，1921年5月12日；收录于《手稿和回忆》，329
页。

51. R.T.呐什著“目击者的叙述”，1955年6月25日；收录于《手稿和回忆》，354
页。怀爱伦担心巴特勒只与那些认为他的工作和他的“作风完全正确”的人
特别团结。然而他却对许多“更加可蒙悦纳”的人“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
“感到没有义务从人——那些只行人所行，讲人所讲，想人所想，实际上使自
己几乎与机器无异的人——那里领受感想和意见。”（《1888资料集》，89-90
页。）卑微和谦逊已经离开了巴特勒：“他认为他的地位给了他权柄，使他的
话万无一失。”（同上，183页。） 因此怀爱伦警告说：“我们不应该视巴特
勒长老或史密斯长老为安息日复临信徒信仰的监护人，任何人都不敢发表与他
们不同的见解。”（同上，188页。）“正是因为人们一直受到鼓励要指望一个
人为他们思考，作他们的良心，他们现在才那么没有效率，不能在他们的岗位
上为上帝作忠心的哨兵。”（同上，974页。）巴特勒感到怀爱伦看上去与此
前非常矛盾的劝告，是他疾病的原因。（又见第五章，尾注23。）这也致
使他在会议之前辞去了总会会长的职务，乌利亚·史密斯不久之后也辞去
了他总会秘书的职务。（“总会委员会备忘录”General Conference Committee
Minutes，1888年11月16日。）

52. 《怀氏文稿》24，1888年12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221-223页，粗体字形
为作者所加。

53. 怀爱伦致玛丽·怀特，信函82号，1888年11月4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
182、184页。另一个得到通过的、与怀爱伦的劝告相抵触的动议是关于游说的，
今天我们称之为推销宗教书刊[文字布道]。1888年11月1日，R.A.安德伍德提议，
一个人在“得到支持进入圣经或传道工作”之前，应当被要求“在游说领域有实际
的经验”。怀爱伦反对这样一条“绝对的规则”，虽然她反对这项提案，“它还是
通过了”。由于这项动议的通过，它被记录于《评论与通讯》1888年11月2日的
备忘录上。（《手稿和回忆》，409页；《1888资料集》，239-240页。）一年
多之后，怀爱伦依然反对这一决议：“在明尼阿波利斯通过的决议，要求年轻人
得到传道证之前参加游说，是错误的。”（总会委员会备忘录，第九场会议，
1890年7月16日。）有趣的是，虽然“实际上并没有被贯彻执行”，“相同的要求
在1988年的时候依然在方针手册上”。（罗杰·库恩，罗马琳达大学讲座记录，
1988年10月23-25日，“明尼阿波利斯/1888：‘被遗忘的’问题”，16页。）

54. 《怀氏文稿》15，1888年11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164、165、170页。
55. 《怀氏文稿》6，1889年11月4日，“1889年总会上的问题”；收录于《1888资料

集》，472页。
56. A.T.琼斯“第三位天使的信息第11讲” The Third Angel’s Message No. 11和“第三位

天使的信息第12讲” The Third Angel’s Message No. 12，《总会会议每日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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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年2月13、14日，244、265页。十四年之后，A.T.琼斯再次提及这些投票的尝
试：“1888年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时候，总会‘行政部门’尽全力要使教会承认总会的
一次投票——‘听命就能活着’，‘因行为成义’的约。”（《上帝永远的约》，[未出
版，1907年]，31页。）

57. 怀爱伦著《给传道人的证言》，91页。
58. 当代的出版物中至少有六次对任何行动或投票尝试的否认。阿瑟·怀特代表怀著

管委会受托人理事会，在一份“历史背景说明”中写道：对于在明尼阿波利斯“所
讨论的圣经问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给传道人的证言》[1962年]，第xxiv
页。）A.V.奥尔森坚决的说：“不幸的是，一些人头脑中的印象，是1888年的总
会会议正式拒绝了当时被阐述的因信成义的信息。这是个严重的误会。代表们没
有采取任何行动投票接受或拒绝这道信息。它被接受或拒绝是当时到会者个人的
决定。”（《穿越危机抵达胜利》[1966年]，36页。） N.F.皮斯重复了这一见解：
“有人认为‘教会’在1888年拒绝了因信成义。首先，在这一题目上没有任何官方行
动；更重要的是，因信基督成义是个人决定，不是团体决定。”（《救赎之信》
[1969年]，41页，粗体字形为原文所有。）L.E.弗洛姆断然表示：“在明尼阿波利
斯，代表领袖没有投票拒绝因信成义的教导。事实上，关于这个问题没有任何类
型的总会投票。”弗洛姆甚至使用了R.A.安德伍德“个人的口述言论”——正是他
在1888年会议上参与尝试要通过各种决议——来证明“没有任何支持或反对因信
成义的投票。”（《天命之运动》[1971年]，370、256页。）A.L.怀特断言：“关
于坚定立场，在所讨论的神学问题上没有官方行动。人们对因信成义的态度有不
同的反应，这是一致的见证……总会，及至整个教会在1888年拒绝了因信成义的
信息这种观念没有根据，而且是在四十年之后才形成的。”（《孤独岁月》[1984
年]，395、396页。）但是泰勒·邦奇“在四十年之后”没有说“教会”拒绝了这道信
息，他谈到的是许多领袖的拒绝对整个教会的影响：“明尼阿波利斯危机被展现
在领袖们面前的十多年里，因信成义的信息都在被带着能力传讲。这道信息带来
了晚雨的开始……为什么晚雨没有继续降下来？……它被许多人拒绝，不久就从
复临信徒的经验中消失了，随之消失的还有大呼喊……就在世界结束之前，复临
信徒会回顾他们的历史，并以一种新的亮光看待它……我们必须承认和忏悔我们
先驱的错误，务必不再重复这些错误，以至于继续推迟复临运动的最终胜利。”
（《出埃及和复临运动》[1928、1937年]，107、168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诺曼·R·古力也表达了他对明尼阿波利斯会议的观点，他说：“总会没有官方
拒绝基督和他的义的信息。”（“在历史背景下理解1888年‘运动’” The 1888
‘MOVEMENT’ Understood Within its Historical Context，[未出版论文]，1988年。）
不得不欣然承认的是，以上所有作者认为从未有“官方行动”或“投票”反对“因信成
义”，在某种技术层面上讲是正确的。换言之，没有个人或是团体领袖站起来提
议投票“反对因信成义的信息”。何况他们有什么理由去这么做呢？他们全部宣称
相信因信成义的信息！然而，许多宣称相信因信成义的人强烈不认可琼斯和瓦格
纳所阐述的信息，并且准备好通过动议、采取行动、甚或投票反对这道信息。
但是后来怀爱伦却认定那道信息实在是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因信成义的信息，大
呼喊和晚雨的信息。同样的是，我们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犹太国进行正式投票“把
弥赛亚钉十字架”。他们既渴望他的到来，为什么要那么做呢？然而他们确实拒
绝了拿撒勒的耶稣，并且把他钉了十字架，他们认为耶稣是个骗子、赝品，是对
他们宗教和国家安全的一个危险。当门徒们在五旬节的能力下传讲关于耶稣的真
理时，犹太国拒绝承认他们行动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真相。但就我们现代的历史学
家而言，李罗伊·摩尔把他们的主张放在了合适的背景之中：“教会没有官方反
对明尼阿波利斯的信息。然而一个人可以在技术层面上正确，同时又非常错



100

误……对真理的集体拒绝总是在任何投票以先，而且无论投票是否像在明尼阿波
利斯那样，因为怀爱伦的坚持和W.C.怀特的警醒受到了阻止，拒绝就是拒绝。”
（《冲突中的复临教义》[马里兰州哈格斯镇：评论与通讯出版协会] ，86页，粗
体字形为作者所加。）值得庆幸的是，乔治·奈特承认投票的尝试被阻止了：
“……巴特勒-史密斯-莫里森一派试图通过投票来建立律法和福音之间关系的教
义立场。就像琼斯后来所说的：‘1888年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时候，总会‘行政部门’
尽全力要使教会承认总会的一次投票——‘听命就能活着’，‘因行为成义’的约。’ ”
（《上帝永远的约》，31页。）这次尝试失败了，然而怀爱伦在会议结束时所说
的话却不是随便的玩笑：“威利和我不得不警醒注意每一点，免得通过有害于将
来工作的行动和决议。（怀爱伦致玛丽·怀特，1888年11月4日。）”（《1888信
息简易指南》，56页。又见54、58、139页。）然而奇怪的是，领袖弟兄们怎么
能既试图通过反对信息的投票，同时又被奈特认为他们接受了同样的信息？（同
上，119、139、147页。）更多怀爱伦关于“动议”的叙述，见《1888资料集》，
114、182、238-240、258、302、581、941、954、1186、1403、1410、1435、1583、
1584、1601、1617页。

59. 怀爱伦致W.M.希利，信函7号，1888年12月9日，以及文稿24，1888年12月；收录
于《1888资料集》，186，以及207、217、224页。

60. G.I.巴特勒致怀爱伦，1888年10月1日；收录于《手稿和回忆》，89页。
61. 《怀氏文稿》24，1888年12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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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坚守你的岗位
怀爱伦起来

为上帝的信使们辩护

1888年10月23日那个星期二的上午，在R.M.基
尔戈和乌利亚·史密斯尝试要终止所有关于加
拉太书中律法和因信称义的讨论之后，J.H.莫
里森开始了他至少七个部分的系列演讲，其开
场白与基尔戈和史密斯的类似。他主张复临信
徒“一直以来都相信并且教导‘因信称义’，而且
是自主之妇人的儿女”。他“声称这个题目”在
会议上“被过分强调了”，而且他“害怕律法或
许会失去其应有的重要地位”。1 “因为没有特
别研究过这一题目的人”在场，所以他“反对”
讨论这个主题，然
而他“乐意为真理辩
护”。2*根据A.T.琼
斯的说法，莫里森
阐述的“完全不是因
信称义”。 3

琼斯和瓦格纳都得到机会作出回应，他们当时
起身到前面，“肩并肩拿着打开的圣经”，交替阅
读主要出自罗马书和加拉太书的十六段圣经经文。

这就是他们唯一的回答，没有发表一句评论他
们就坐下了。在整个阅读的过程中，“众多到会
者全然肃静”。圣经为自己发言了。4*

R.M.基尔戈

J.H.莫里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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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在会议上至此所发生的一切，怀爱伦感到自己已经尽了一切努力去呈现主
所赐给她的亮光。她打算“静悄悄地离开会议”去堪萨斯城，那里有人邀请她带领
会议。她“害怕参加这种聚会，惟恐会受其中盛行的精神影响”，这种精神是那些
“心中充满偏见和不信”的人带来的。她“晚上……花了好几个小时祷告”。加拉太
书中律法的问题“只是一个小的问题”，“只要符合‘耶和华如此说’”，她都会说“阿
门”。5

上帝听了她的祷告，“在夜间的一个异梦或异象中”，一位身量高大，威风凛
凛的人带给她一个信息并且向她显明了上帝的旨意是要她坚守“岗位”。他提醒
怀爱伦，主在希尔兹堡医治了她的疾病，并且给她力量一路来到明尼阿波利斯，
他说：“为了这项工作主才叫你起来。”6之后那位使者“如同闪电”将许多事情
“一幕一幕的”启示给怀爱伦，其中的许多事情至少在当时是她“未蒙许可写出来
的”。7

那位使者带怀爱伦到了弟兄们所住的房间。所有这些人“都有机会通过接受
圣灵而站在真理一边，上帝藉着如此丰富之爱与怜悯的洪流差来了圣灵”。但
是“圣灵的显现被归诸于狂热”。8于是“恶天使”进入了他们的房间，“因为他们
向基督的灵关闭了心门，不愿听祂的声音。”“风凉话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
嘲笑他们的弟兄。”9

在一个房间里“有两周之久……没有献上一次有声的祷告”。10那里有“轻
浮、嘲弄、琐屑、玩笑”。所有的“猜忌、嫉妒、恶言恶语，恶意的猜测，
彼此论断，竟被认为是上帝特别赐给人的洞察力”。11他们觉得“怀姐妹变
了”12，受到了“不可靠的”琼斯和瓦格纳的影响。弟兄们说“自己并不相信
她在说她未曾与W. C.怀特、瓦格纳长老或琼斯长老对话时，说的是真
话。”“出于上帝之灵的见证被人随意评论”，然而他们“对琼斯和瓦格纳弟
兄想过并说过更坏的话”。13

那位使者清楚地告诉怀爱伦：“撒但已经弄瞎了他们的眼睛，颠倒了他
们的判断；每一个人若不悔改自己的罪，就是这种正在侮辱上帝之灵的
不圣洁的独立，就必行在黑暗中……他们不愿让上帝彰显祂的灵和祂的
能力；因为他们有一种嘲笑的精神，讨厌我的话。”因此“怀有在那次会议
上显明的那种精神的任何一群人都不会再有清晰的亮光，以看出从天上
传给他们的宝贵真理，直到他们降卑自己的骄傲并认罪……”14

那位使者告知怀爱伦，那些弟兄们是在“嘲笑上帝所兴起来要做一番特
别工作的人”。15琼斯和瓦格纳已经“向人们呈现了宝贵的亮光，但偏见和
不信、嫉妒和恶意的猜测挡住了他们的心门”。一种“撒但的精神控制了人，
有力地在那些已经向怀疑和苦毒、忿怒和仇恨敞开心门之人的心中运行”，
于是他们反对“主为当代赐给祂子民的亮光和真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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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这种局面的”撒旦的精神“并不是瞬间发生的”。它“已经运行多年”。
17那位使者告诉怀爱伦：“他们不是轻视你，而是轻视我派给我民的信使
和信息。”18她被告知弟兄们不会留意她的证言，而且相对而言，她“几乎
要独自站立”。然而却有应许给她，上帝会亲自作她的帮助者来支持她。
19

当主向怀爱伦启示明尼阿波利斯所发生之事的时候，她开始意识到背道
的程度。上帝提醒了她至少八个世界历史上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事件：
(1) “陪伴着我的向导使我知道这些正在论断弟兄之人在上帝面前的属灵立

场……猜忌、嫉妒、恶言恶语，恶意的猜测，彼此论断，竟被认为是上
帝特别赐给人的洞察力，其实它更多具有那在上帝面前昼夜控告弟兄的
大控告者精神的性质。” 20

“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担心。我曾记录了第一次反叛的过程，见过撒但的作
为。有关此事上帝向我展示了一些，难道我不应感到担心吗？”21

(2) “……我蒙指示看到了先祖与先知们的生活、品格和历史，他们曾带着来
自上帝的信息来到人们面前，而撒但则会发动某种邪恶的谣言，或引起
某种意见的分歧，或转移人们的兴趣，使他们得不到上帝要给予他们的
好处。而今在这种情况下[在明尼阿波利斯]，一种坚定、坚决、顽固的精
神占据了人心，那些曾知道上帝恩典也曾感到祂改变人心的能力在他们
心上运行的人，便受了迷惑，昏头昏脑，在那次大会上一直在一种欺骗
之下行事。”22

(3) “当我打算离开明尼阿波利斯时，主的使者站在我旁边，说：‘不要这样；
上帝在这个地方有一番工作让你做。人们正在上演可拉、大坍、亚比兰
的背叛。我已把你安置在你应有的地位，是那些不在光中的人不会承认
的；他们不会听你的见证；但我必与你同在；我的恩典和能力必扶持
你。’” 23*

(4) “我听到了就信使和信息所开的玩笑，所说的风凉话，因为那道理与他们
的真理观不同；我蒙告知，在每一个房间都有一位见证者，就如在伯沙
撒宫廷的那场夹杂着对偶像和美酒的溢美之辞的宴会上有那位见证者一
样确定。天使在那个场合在王宫的粉墙上写下了字迹；照样，有一位见
证者也在天上的案卷里写下了那些不知道自己是出于怎样精神之人的刻
薄无情的言论。” 24

(5) “犹太人怎样拒绝了世界的光，许多自称相信现代真理的人也会照样拒绝
主将要赐给祂子民的亮光。”25“我的向导说：‘这被写在册子上，当作是反
对耶稣基督的。这种精神无法与基督的灵，就是真理的圣灵和谐一致。
他们陶醉于抵抗的精神，象醉汉一样不知道是什么精神控制着他们的言
语或行为。这种罪是特别得罪上帝的。这种精神……促使犹太人结盟怀
疑、批评、窥探世界的救赎主基督……’然后我便获知，这个时候就教义
论点的立场、就何为真理作出任何决定或指望有什么公平调研的精神都
是无用的，因为人们形成了一个联盟，象犹太人一样不允许在他们已经
接受的任何论点或立场上有任何观念的改变。”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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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被卖，受审，被钉的情形也是这样，这一切都曾一幕一幕地向我显示。”27

(6) “……仇敌就会引诱我们采取一种敌对真理的立场……我们就会以……犹太人的精神，拒
绝上帝所赐的亮光……临到我们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使哥拉汛和伯赛大人遭受毁灭的致命欺
骗。”28

(7) “他们卑贱的情欲被搅动了，那是他们表现暴徒精神的一个良机……改革家们的遭遇天
天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脑海里，观点上细微的不同，就会造成狂怒的情绪……这一切
都在那次会议上盛行。”29

“怀疑与嫉妒，恶意的猜测，对正在呼吁他们的上帝之灵的抵抗，更象宗教改革者们
曾受到的待遇。”30

“当罗马教徒与坚持圣经立场为教义证据的人辩论时，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只有死刑才
能解决的问题。我能看到相似的精神珍藏在我们弟兄们的心里……”31

(8) “那天夜里主的使者站在我床边，对我说了许多事……我奉命坚守工作岗位；因为有一
种精神正在进来占据各教会，若是得到允许，就肯定会使他们与上帝隔绝，因为他们
就像[1844年的]那些教会一样确实拒绝了上帝赐给他们的亮光，就是警告的信息和他们
可以催促基督复临的亮光”32

“他们作为改革者曾出离各教派，但他们现在扮演的角色与各教会曾扮演的角色相似。
我们希望不必再有一次出离教会。”33

正在怀爱伦马上就要离开明尼阿波利斯的时候，主向她启示了所有这些事情。这些启
示使她几乎无法承受：

“在听到对我的谈论之后，我的心沉下去了……我想到了将来的危机，一种说不出来
的情绪一时之间胜过了我。‘但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
会堂里要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对他们作见证。……弟兄要把
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可13:9,
12）”34

怀爱伦数年来提及的，耶稣以圣灵沛降方式的同在被拒绝，这是个可怕
的事实。然而上帝没有放弃；希望依旧存在：“属灵的骄傲和自信会关闭
心门，以致耶稣和祂圣灵的能力不得进入。他们还会有一次机会摆脱欺
骗，并且要悔改，承认自己的罪，来就基督并且归正，祂就必医治他
们。”35虽然圣灵沛降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可能性很小，主却没有放弃他的
百姓，而怀爱伦也带着新的力量起来迎接挑战。

悔改的呼召

10月24日那个上午晚些时候，怀爱伦参加了传道人的会议。她要说一些
自己“不敢保留”的“直言无隐”的话。她意识到“属灵的黑暗” 笼罩着百姓，
他们“受从下面来的势力所鼓动”。她感叹“记录的天使将会记下怎样的历
史呢？”因为领袖弟兄们的精神已经“差不多发遍了全团”。站在弟兄们面
前时，她“心里非常痛苦”。事实上，她不得不对他们说的话使她自己比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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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更难受”。靠着基督的恩典，她“不得不奉命站在”她的弟兄面前，
“祈愿上帝开瞎了的眼”。36她“被迫明明白白地说，并将抗拒上帝之灵的
危险摆在他们面前”。37

怀爱伦提醒弟兄们没有人认过罪，因此上帝之灵依然无法临到百姓身上。
她责备了那些抱怨她的祷告和谈话“与瓦格纳医生如出一辙”，以及瓦格纳
“在操控此次会议”的人。她坚持自己在加拉太书中的律法一事上并没有明
确立场；而且她并没有就此问题与任何人谈论过；她在“研究过这个问题”
之前，无法支持任何一方的立场。她甚至表示自己丢失了多年前的手稿
是天意的安排，因为上帝的意思是要他们“查考圣经，找出经文依据”：

我们的会议已经接近尾声。没有一个人认罪，没有一个可让圣灵进入的
入口。我说的是我们在这里聚集有什么用呢？我们传道的弟兄到这儿来
只是为了将圣灵拒之于人们的心门之外吗？……

基尔戈弟兄要是与上帝更亲密地同行，就绝不会采取昨日的立场，就正
在进行的探讨发表他所说的话了。那是不容许人们[琼斯和瓦格纳]带进任
何新的亮光或提出任何新的论据，尽管一直手持圣经多年，他们[领袖弟
兄们]却没有准备好提出他们盼望的缘由，只因有一个人[巴特勒]没出席。
难道我们大家不是一直在查考这个题目吗？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担心……

当我回顾犹太民族的历史，看到他们跌倒是因为没有行在光中时，我就
蒙引导认识到我们这班人若是拒绝上帝赐给我们的亮光，将会被带到何
方。就是到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的地步。弟兄们，亮光已经临到我
们，我们要到能好好把握它的地步，上帝会将我们一个一个地领出来就
近祂。我看见了你们的危险，想警告你们……

弟兄们，我们需要耶稣里的真理。但当有任何事物介入将门关闭，使真
理之光不得透入，你们就会听到我的声音，无论从哪里发出，或从加利福
尼亚州或从欧洲，或是我所在的任何地方，因为上帝已赐我亮光，我打算
将它照出去。我看到一些本来会接受真理的宝贵生灵却转离了亮光，因为
传达真理的方式不对，因为耶稣不在其中。这是我一直劝勉你们的──我们
需要耶稣。上帝的灵没有临格在我们会场的原因何在呢？是因为在我们四
周筑起了一堵围墙。我说话果断，是因为想让你们明白自己的处境。我希
望我们的年轻人采取立场时，不是因为别人那样做，而是因为他们自己明
白什么是真理。38

怀爱伦知道圣灵正在被转离会议和百姓。正如犹太人的领袖们让百姓转
离了耶稣带来的信息，那些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人也让百姓转离了“耶稣里
的真理”。

怀爱伦刚刚向代表们倾吐了她的心声，J.H.莫里森就再次发表了关于加
拉太书律法的讲话。怀爱伦已经说过她在加拉太书的问题上没有明确立
场，而且她不会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她呼召大家对圣经进行更深入的研
究。可是莫里森却引用了她在会议之前写下的一些话，想要证明怀爱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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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他的观点，也就是说加拉太书三章谈论的只是仪文律法。在那些支
持这一观点的人心中，这证明他们不仅有预言之灵的支持，而且琼斯和
瓦格纳是在反对预言之灵已经确立的教义。在领袖弟兄们心中，这还证明
怀爱伦变了——因为琼斯、瓦格纳和她儿子W.C.怀特的影响。39*

莫里森引用了《使徒保罗传》里面的一些话，其中怀爱伦描述了加拉太
人是怎样以外表形式遵守仪文律法，而同时又忽视了道德律法：

这位使徒恳劝加拉太人务要离开那
将他们引到错路上的假向导，而转
回到那……信仰……他们的宗教无
非是一套仪式所编造而成的……

以徒具外表的宗教仪式代替内心与
生活的圣洁，对于一般未经重生的人
性，正像从前使徒时代一样，还是很
受欢迎的。因此假教师盛行，人们都
很热烈的听从他们欺骗的道理……在
使徒时代，他[撒旦]使犹太人高抬仪
文律法，拒绝基督；在现时代，他唆
使许多自命为基督徒的人……轻蔑道
德律法……每一个上帝忠仆的责任
就是要坚决而确定地抵挡这些歪曲
信仰的人，并要一无所惧地用真理
的道揭发他们的错谬……

他[保罗]描述了自己去耶路撒冷的旅程，为要确定外邦人是否应当受割礼并且遵守
仪文律法……

就这样，犹太教的使者们……诱使他们回去遵守仪文律法作为得救的必须。对基督
的信心以及对十条诫命的遵守却被当成次要。40

莫里森似乎确信自己已经用怀爱伦的作品证明了加拉太书第三章的问题
仅仅是关于仪文律法的；在基督死后，加拉太人只是因为坚持仪文律才
被捆绑。他提出在仪文律被废除时，道德律是否真的能被废除。他似乎
在暗示琼斯和瓦格纳的“新观点”——加拉太书三章的律法是道德律——是
对十诫的蔑视，而他像保罗一样有义务“揭露错误”。

莫里森的讲话以《使徒保罗传》68页的话作为结束，怀爱伦写到了使徒
行传15:10和加拉太书5:1中“奴仆的轭”。莫里森很可能认为自己以此对琼
斯和瓦格纳的神学盖棺定论：“这轭并不是十诫的律法，像一些反对这律
法约束权的人所主张的；彼得在这里所讲的乃指仪文律法，就是因基督
钉十字架而归于无效的。”41

怀爱伦的这些话对莫里森而言似乎是明确的证据，在未来的几天里他多
次引用这些话。而怀爱伦却没有被莫里森的演讲感动和说服。她会“听完

使徒保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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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J.W[瓦格纳]的话，却会在莫里森完成他的反证之前离开”。42就是在这
个时候怀爱伦可以诚实的说：“我第一次开始思考可能我们对加拉太书中
的律法终究没有持正确的观点。”43

总会会议结束之前，莫里森作完自己最后一次演讲之后立即回到了爱荷
华州的家，他私下告诉J.S.沃什伯恩：“他们要尝试强迫我承认自己错了，
所以我离开了。”44

10月25日周四早晨，怀爱伦再次向在场的传道人讲话，回忆前几天发生
的事情。她“谈到了史密斯和K弟兄[基尔戈]”在停止进行中之讨论的尝试
里所扮演的角色。不幸的是，她在那个早上的谈话，以及总会会议结束
之前在其它聚会中至少五次的谈话要么没有被记录下来，要么如今已经
不存在了。45

在乌利亚·史密斯发表于《评论与通讯》的报告中，可以找到在那些晨
会上发生之事的线索，虽然这些报告没有显示出当时的剧烈争战：“清晨
的献身集会是各种会议中最有趣和最重要的。怀姐妹的劝诫非常鼓舞人
心，她阐述了基督的爱以及他甘愿帮助。基督在等待着将他的灵充沛的
倾降在他的百姓身上。”46*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怀爱伦的根本主题是上
帝想要以晚雨的规模倾降圣灵。

怀爱伦在安息日再次讲话。像琼斯和瓦格纳一样，她没有“像往常一样
即兴讲话，而主要阅读了加拉太书、以弗所书、歌罗西书和其它[使徒]书
信。这明显是在反驳某些人认为‘怀姐妹受了琼斯和瓦格纳影响’的论点。
因此她只是读了圣经，这是让人无法反驳的”。即使是这样的行为，还是
被一些弟兄曲解了。有个人说：“怀女士在黑暗当中，她不是在自由的讲
话。”47另一位怀疑证言的人甚至宣称“怀姐妹不明白她自己的证言”。然而
这一切对证言的怀疑都是因为“弟兄们不同意证言”。48

深入研究的呼召

离总会会议结束仅有几天时间，怀爱伦再一次恳求弟兄们。她呼召所有
人更深入的研究上帝的话，特别是关于正在讨论中的各个主题。她再次警
告大家，特别是青年弟兄们，不要在深入研究之前作决定。她提醒听众上
帝所给她，关于那个时候教会所面临之危险的警告。“控制法利赛人的灵”
正在进到上帝的百姓之中，一种“好辩论的精神”正在取代“上帝的灵”。她
说J.H.莫里森是一个“喜欢辩论”的人。49*在提醒听众犹太人所犯的错误时，
怀爱伦恳求他们不要拒绝从天而来的亮光：

若是你们的悟性向上帝所赐的亮光关闭，上帝的灵就会担忧。

我的向导说：“从上帝的律法和公义的福音中还有许多亮光要照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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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了这个信息的真正性质，靠着圣灵宣扬出来，它的荣光就会照彻全
地……第三位天使信息的结束工作，必大有能力地把公义日头的光芒播
送到人生的大街小巷去……

撒但在人心不圣洁的成分上做工，使许多人不愿接受以上帝所指定的方
式传来的亮光……

我恳劝你们，不要关闭心门，害怕亮光照在你们身上似的。你们需要更
大的亮光……你们自己如果不看亮光，就会将门关闭；你们如此行就是
阻止亮光照在百姓身上……

我蒙指示，若是我们乐意领受的话，耶稣就会让新的亮光照耀在过去的
宝贵真理上；但我们必须以主所选定传达这些真理的方式接受之……任
何人都不要因曲解圣经而消灭圣灵的感动……任何人都不应采取一种不
正当的行径，停留在黑暗中，不愿侧耳而听，却随意批评，狡辩，并在
那些愿意坦诚花时间去听的人身上撒下怀疑的种子……

当犹太人迈出拒绝基督的第一步时，就迈出了危险的一步。后来越来越
多的证据表明拿撒勒人耶稣是弥赛亚时，他们因为太骄傲，就不肯承认
自己的错误。现今拒绝真理的人也是如此。他们不愿花时间坦诚地，藉
着恳切的祈祷去查考真理的证据，却盲目地反对他们所不明白的真理。
他们象犹太人那样，自以为拥有一切的真理，藐视那些较他们更能正确
明白何为真理的人。一切的证据他们都认为不值一根草的分量，还告诉
他人这道理是假的，后来当他们急于指责的亮光显出证据时，他们却因
太傲慢而不肯承认说，“我错了。”他们仍然抱着怀疑和不信，过于骄傲不
愿承认自己的罪。故此他们所取的行径导致的结果是他们做梦也未曾想
到的。50*

怀爱伦以预言的话语预示了不欣赏从天而来之亮光，却怀存在明尼阿波
利斯所显现之精神不可避免的后果。这亮光如果不被辨识出来，就会在
将来一直成为绊脚石：

不要允许任何人封闭使真光照在人们身上的通道。人们一旦尝试这样做，
就会消灭上帝圣灵的感动，因为圣灵在不停地运行，要藉着祂的道将更
多的新亮光赐给祂的子民……

仇敌就会引诱我们采取一种敌对真理的立场，因为它不是以一种迎合我们
的方式来到；我们就会以受骗之犹太人的精神，拒绝上帝所赐的亮光；而那
亮光就不会成为上天所要赐给我们的福气，促使我们在灵性和认识上帝的知
识上进步，反而会成为一块跌人的石头，使我们时常跌倒在其上……

除非极为恳切地寻求主，除非有一番悔改的热忱努力，黑暗就会临到人
心，而这黑暗的深度必与人们没有接受的亮光成正比。除非有更少的自
我，更多的圣灵来管束那处于最前线之人的脑与心，那与上帝敞开的天
意不符的人就必失败。他们就会对主所赐的任何亮光提出质疑和争辩，
且会厌恶基督的教训，信靠他们自己所认为的何为真理的知识。犹太人
怎样拒绝了世界的光，许多自称相信现代真理的人也会照样拒绝主将要
赐给祂子民的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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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会议中我们正在撒种，必有收成，其结果将会存到永远……

我希望无人在离开这次会议后再提起在此地传播的错误言论，或带有在
这里所表现的精神。这不是出自于基督，乃是来自于另一个源头。51

怀爱伦在加拉太书律法上的立场

怀爱伦在明尼阿波利斯最后一次被记录下来的讲话当中，还有一个重要
题目，就是她对瓦格纳当时所做之阐述的看法。在这次讲话中，她说瓦
格纳的一些说法“不符合我对此题目的见解”，而且“瓦格纳医生对有些经
文的解释我并不认可”。但在我们对这些经常被提及的陈述盖棺定论之前，
我们需要了解这些陈述的来龙去脉。怀爱伦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指的是什
么？她的话应当怎样理解？

瓦格纳医生以坦诚的方式向我们发言。他的话语中有宝贵的亮光。若是
我对他的立场没有理解错误的话，我觉得他关于《加拉太书》律法的一些
说法不符合我对此题目的见解。但真理不会因研究而损失什么。所以我为
基督的缘故恳劝你们来到活泼的圣言面前，本着祈祷和谦卑的心寻求上
帝……

我愿意拥有一颗谦卑的心，愿意像小孩子那样受教。主已乐意赐给了我
大光，我也知道祂会引导其他人的心，向他们展开祂话语的奥秘，我愿
意接受上帝赐给我的每一线亮光，哪怕是藉着祂最卑微的仆人传达的。

有一件事我敢断定。作为基督徒，你们无权对瓦格纳医生怀有仇恨，不
友善，或是任何的偏见，他已经以一个基督徒该有的坦诚直率的方式陈
述了他的观点。若是他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们应该……从上帝的话中
向他指明他错在哪里，与圣经的教训不符的地方在哪里……

瓦格纳医生对有些经文的解释我并不认可。但我相信他是以一颗完全诚
实的心看问题的，我会尊重他的感受，视他为一个基督徒君子。我没有
理由认为他在尊重上帝的事上比我们任何一位弟兄逊色，我会把他当作
一位主内弟兄。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不配受此礼遇。他诚实
地持守着一些与你我不同的圣经观点，不足以构成我们对待他像对待一
个犯罪者或是一个危险人物的理由，使他成为受不公正批评的对象……

有些人希望马上作出结论，断定正在讨论之问题的正确看法……

我知道指责瓦格纳医生的立场完全错误是很危险的。这会使仇敌称心如
愿。当医生将这个主题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看到基督的义和律法相结
合所显示的真理之美。你们许多人也许会说，这是亮光和真理。然而迄
今你们还没有在这个光中将此呈现出来。他有没有可能藉着认真虔诚地
查考圣经，在一些题旨上看到了更大的亮光呢？这与上帝在我多年的经
验中所乐于赐给我的亮光完美地谐和……

即使我们对两种律法所持的立场是正确的，真理的圣灵也不赞许你们当
中有些人处理此事的措施。与真理相伴的灵一定会表显真理的作者。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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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陈述被放在恰当的背景当中时，可以看出怀爱伦并非论及瓦格纳
关于因信称义的教导，而是关于他在加拉太书律法上的某些观点，若是我
对他的立场没有理解错误的话。怀爱伦的话不能被用来随意否认瓦格纳的
讲话中人们所不认可的任何内容。她所担心的是，人们已经在这样做了。
加拉太书第三章中的律法——加上的律法和引我们归向基督的师傅——一
直以来都是争论的主题，而怀爱伦就此事还没有表明她的立场。

无论怀爱伦过去在加拉太书律法一事上所持的观点是什么，都受到了她
在1856年所接受之亮光的影响。当时她蒙带领向就此题目演讲的J.H.瓦格
纳提出忠告。但是写给J.H.瓦格纳的证言却找不到了。而且怀爱伦也记不
得所启示给她的内容。当她在1886年从巴特勒那里首次听说琼斯和瓦格
纳在写一些关于加拉太书律法的东西，并且造成了一些争议时，怀爱伦
立即发出了关于不同意见的劝告，然而那封信却从未送达。在她1887年
初写给他们的第二封信当中，怀爱伦告诉琼斯和瓦格纳，自己多年前就
看到J.H.瓦格纳的观点“不对”。然而具体内容在她脑中却“已模糊不清了”。
53

仅仅几周之后，怀爱伦得了“几个印象深刻的梦”，于是她给巴特勒写信
道：“我深感不安，因为我怎么也想不起我曾蒙启示过两种律法的问题。
我也想不起给J.H.瓦格纳长老信中提到什么劝勉与警告。大概是劝戒他不
要在当时强调自己的观点，因为有分裂的巨大危险。”54

在1888年总会会议初期，怀爱伦和弟兄们站在一边，因为她说琼斯和瓦
格纳或许“与我们持有不同意见”。在同一封信中，她还说她的“向导”在
1887年告诉过她：“你们[巴特勒或瓦格纳]都没有掌握有关律法的全部亮光；
你们的立场都不是全面的。”55

在会议后期，怀爱伦可以诚实的说她“并没有取任何立场”，而且在“研究
过这个问题之前”也“不准备站在任何一边”。J.H.莫里森和弟兄们当时当地
就想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相信怀爱伦受琼斯和瓦格纳的影响而采取了他们
的立场，然而怀爱伦的话与他们所想的并不一样。此时怀爱伦表示那些手
稿的丢失是天意的安排，因为上帝想要弟兄们查考圣经，为自己的立场
“找出经文依据”。56

当有人尝试中止关于加拉太书的讨论时，怀爱伦宣称： “我第一次开始
思考可能我们对《加拉太书》中的律法终究没有持正确的观点，因为真
理并不需要这种精神去维护。”57就在总会会议结束几天之后，怀爱伦再
次表明她的观点“没有改变”。然而她还说：“若是我们已在此题目上拥有
真理，我们的弟兄却没有因这真理而成圣。”58

几个月之后，怀爱伦重复道她“没有不同立场”，然而她还说“亮光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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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直到我们这班人处在一种不同的属灵状况。”59怀爱伦多次清楚地
表明这个问题对她而言并非一个“负担”；这不是“陆标”级别的教义，而且
也不应当成为一个“考验性”问题。60然而，当她在1890年看到明尼阿波利
斯的精神依然在持续对抗琼斯和瓦格纳时，她大胆的向领导层宣告：“我
担心你们和你们对任何经文的解释本身已经暴露出非基督的精神。”61 “如
果接受你们对《加拉太书》律法的观念，使我在精神……上不像基
督……愿上帝救我摆脱这些观念。”62

直到1888年总会会议八年之后，怀爱伦才完全显明主给她的启示——加
拉太书第三章的律法既是道德律又是仪文律。63

这样看来，怀爱伦在1888年总会会议11月份的证道并非某些人所理解的
那样。64*她所表述有关瓦格纳教导的问题，是特别关于加拉太书律法的
问题。若是她对瓦格纳理解正确的话，就加拉太书律法的问题他们二人
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然而她还说主正在带领其他的人，“向他们展开祂
话语的奥秘”。她自己“愿意……受教”“哪怕是藉着祂最卑微的仆人”瓦格
纳和琼斯“传达的”。65

再次强调，怀爱伦所说“瓦格纳医生对有些经文的解释我并不认可”，这
句话是关于加拉太书中的律法。没过多久她就宣称“当医生将这个主题呈
现在我们面前时，我看到基督的义和律法相结合所显示的真理之美……
这与上帝在我多年的经验中所乐于赐给我的亮光完美地谐和。”她斥责了
许多弟兄，因为他们说“这是亮光和真理”，而他们自己却从未如此呈现过
真理。66*

怀爱伦在明尼阿波利斯会议最后一次有记录的信息之前几天，W.C.怀特
给他妻子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证实了怀爱伦支持瓦格纳的“许多”教
导，而弟兄们却感觉瓦格纳的教训与证言相左。他们感觉W.C.怀特推进
了瓦格纳的观点，并且误导和影响了他母亲采取了一个新的错误立场。
对于这一指控，W.C.怀特写道他可以证明是“错误的”：

母亲做了许多艰苦的工作。她之前有些气馁，因为现在是黑暗的时刻。
瓦格纳医生的许多教导与她在异象中所见到的相合，而且她也几次三番
的发言反对“法利赛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会毁掉瓦格纳医生，定他所说
的一切为错误的。于是有些人认为母亲支持瓦格纳的所有观点，他们说
[此处残缺]他的部分观点与[此处残缺]和她的证言相左。[此处残缺] 我推进
瓦格纳医生观点的努力[误]导她偏离真正的问题，并且[影响她]采取了与
她[感受]相反的立场。

我能够证明这一切都不是真的。[我]有时或许有机会[此处残缺]约拿在
许多人脑海中兴起了风暴，要[此处残缺]有需要应答的结果。我毫无疑问
并不受人欢迎，然而我并不遗憾。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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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要确定琼斯和瓦格纳的教导是否与证言矛盾，我们必须小心使用怀爱
伦、W.C.怀特，或是其他任何人的话。否则我们可能会建立一个错误的基础，
并在其上判断琼斯和瓦格纳以及主给他们的信息，这样就会不知不觉的落入
一百多年前在明尼阿波利斯反对他们那些弟兄的阵营里。话虽如此，我们必
须承认琼斯和瓦格纳并非绝无错误，然而任何人都是一样，就连怀爱伦也自
称如此。68 主确实通过琼斯和瓦格纳传达了一道最宝贵的信息，怀爱伦说过，
她愿意从这两位身上学习。69 当琼斯和瓦格纳需要被指正时，主总是通过怀
爱伦进行明确的指正。怀爱伦从未写过什么“空白支票”，可以让人用来作为
他们不想相信琼斯和瓦格纳某些教导的理由。

回顾明尼阿波利斯

1888年11月4日，星期天，明尼阿波利斯总会会议结束了。怀爱伦在前
一天的安息日作了最后一次讲话。琼斯、瓦格纳和怀爱伦去了巴特尔克
里克，其他代表们也都各自返回。明尼阿波利斯会议的结局和后果是什
么？它对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有什么持续性的影响？代表们的感受非常不
同。有些人觉得这是他们所参加过最有益处的会议之一，而有些人认为
这是最糟糕的一次会议。一些提前离开会议的人在巴特尔克里克和全国
各地散布了浓墨重彩并使人沮丧的报告。

会议结束的那天，怀爱伦回顾这次经历，带着希望期待道：“我们相信
这次会议能导致极大的益处。我们不知道未来，但我们感到耶稣在掌舵，
我们的航船必不会失事。”然而她也说：“我们曾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最艰难
最不可思议的激烈较量。”70

怀爱伦在之后的日子里继续反思她在明尼阿波利斯经历的时候，由于不
断见到弟兄们表现出一样的精神，就变得越发担心。上帝向她显明会议
上所发生之事严重性的时候，她对前景越来越感到悲痛。明尼阿波利斯
成了她生命中“最伤心的经历”。救主对弟兄们的态度以及灵性盲目的失望
程度“实在象基督在世为人时……一样”。71怀爱伦在明尼阿波利斯所遭受
的对待不仅使她自己失望，还“羞辱了上帝，并使祂的灵担忧”。72在天
上看来，他们的行为是公开的“反叛”，以及“对上帝之灵的羞辱”。

琼斯和瓦格纳也遭受了不公待遇，无论是在公开还是私下的场合。人们
“对信使和信息”吹毛求疵，同样也“使上帝的灵忧伤”。这些行为“已经记
在天上的册子中，被认为是在基督的圣徒身上对耶稣基督做的”。73

在怀爱伦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上第一次被记录的讲话中，她告诉代表们可
以期待圣灵的沛降：“倘若我们愿意，圣灵的洗就会在这次大会上降在我
们身上。”74 然而，就像在犹太人的日子那样，由于怀疑和不信，“上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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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被抵制了”。75同样在明尼阿波利斯，“上帝之灵的沛降也被……藐视
了”。76那时采取的做法“危害了上帝的灵”。77唉，“所有参加聚会的人都
有机会通过接受圣灵而站在真理一边，上帝藉着如此丰富之爱与怜悯的
洪流差来了圣灵……[然而]圣灵的显示被归诸于狂热。”78*在她或许是关
于1888年最发人深省的陈述中，怀爱伦引用了撒迦利亚书13:6，并且将其
应用在明尼阿波利斯所发生的事上：“基督在祂亲友的家中受了伤。”79*

1888年会议的影响确实会持续到永恒。但正如耶稣没有“过早地暴露犹
太人的成见和不信的后果”，他也没有暴露在明尼阿波利斯所发生之事的
后果；这些后果会随着时间被显明出来。80那次会议的历史“及其沉重的
记录已永远保存了下来”。而且“当审判启动，案卷打开的时候，将会发
现其上记载着一段许多曾参加那次会议的人不愿再见到的历史。”81

明尼阿波利斯的反叛真的有那么糟糕吗？圣灵的晚雨真的被抵挡了吗？
当时所传达的信息真的被许多人拒绝了吗？难道在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之后
不是有伟大的复兴吗？我们将会在后面的几章中研究这些问题。



114

第五章尾注

1. R.T.纳什（R. T. Nash）“目击者的陈述”，1955年6月25日；收录于《手稿和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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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怀爱伦致F.E.贝尔登夫妇，1892年11月5日，信函2a号；收录于《1888资料集》，
1068、1067页。

15.怀爱伦致弟兄们，1889年4月，信函85号；收录于《1888资料集》，279页。

16.怀爱伦致家中的孩子们，1889年5月12日，信函14号；收录于《1888资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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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怀爱伦手稿24号，1888年12月，以及怀爱伦致J.法戈，1889年5月2日，信函50号；
收录于《1888资料集》，224、297页。

18.怀爱伦致F.E.贝尔登夫妇，1889年11月5日，信函2a号；收录于《1888资料集》，
1068页。

19.怀爱伦致弟兄们，1889年4月，信函85号；收录于《1888资料集》，277页。

20.怀爱伦致家中的孩子们，1889年5月12日，信函14号；收录于《1888资料集》，
312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21.怀爱伦手稿9号，1888年10月24日，“晨更讲话”；收录于《1888资料集》，151页，
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22.怀爱伦致家中的孩子们，1889年5月12日，信函14号；收录于《1888资料集》，
309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23.怀爱伦致F.E.贝尔登夫妇，1889年11月5日，信函2a号；收录于《1888资料集》，
1068-1069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怀爱伦把领袖弟兄们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行为
比作可拉、大坍和亚比兰的反叛，是领袖们难以接受的。他们能够看到这一劝诫
可以如何适于别人，但不适于他们自己。在会议上对他们而言最难以处理的事情
之一，就是他们感觉怀爱伦变了，而且证言不再可信了。几年之前，一位在西北
部服侍的年轻传道人威廉姆·L·雷蒙德（William L. Raymond）提出了与信徒所
持信仰不同的教义性教导。教会的领导们没有欣然接受他的教导，于是他开始不
尊重他们，忽视教会的权威，无论是对当地区会的行政机构还是总会的弟兄们。
许多教会成员加入了他，以至于两位当地区会的会长感觉受到了轻视、忽略并感
到无能为力。这一情况于怀爱伦在1884年夏天参加西北帐篷大会时达到了高潮。
她和领袖弟兄们组成的委员会查验了雷蒙德的教导，而且还针对这一状况专门写
下了一篇证言。雷蒙德“在道理的每一点上……都是不对的”，然而，怀爱伦说：
“他却顽固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他的心“被苦毒、忿怒、忌恨、嫉妒和恶意的猜
测所玷污”。他使人怀疑并拒绝“领导这工作的人”，以及“上帝在过去给他百姓之证
言”的工作，“恰与可拉、大坍、亚比兰做过的相似”。这与“[撒旦]在天庭所发动的
嫉妒及猜疑的工作”是“相似的”。并且与那些“总是暗中监视他[耶稣]的行踪”的犹太
人相似。在似乎是这篇证言要旨的部分中，怀爱伦责备了雷蒙德，因为他“没有遵
循圣经的准则，与负责的弟兄商量……上帝并没有越过他的子民，而在某处单独
拣选一个人，又在另一处拣选一个，认他们为唯一配委托他真理的人。他也不赐
给某一个人以新的光亮，而与全体教友所已确认的信仰相反……我们众人唯一安
全之道，就是不领受任何新的道理，新的对经文的解释，除非先交给有经验的弟
兄们予以鉴定……他们若不接纳的话，就要依从他们的判断，因为‘谋士多，人便
安居’”。怀爱伦接着警告“上帝余民”未来的事情。撒旦要“更加决心尽力要打倒他们。
男男女女将起而自称有新的亮光或新启示，其趋势是要动摇人立在古道界碑上的信
心”。（《教会证言》卷五，289-295页。）当琼斯和瓦格纳在仅仅几年之后出现，
并提出貌似与已经建立之教义相反的观念时，巴特勒和史密斯确信他们应当依从
“有经验的弟兄”。然而当怀爱伦为琼斯和瓦格纳辩护，并且把领袖弟兄们与威廉姆
雷蒙德的反叛精神相提并论时，他们无法接受。他们觉得自己的观点绝无错误
（见第四章尾注50）。怀爱伦给雷蒙德之证言的背景非常重要。这篇证言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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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给出的，不应当在其于1889年出版在《证言》卷五当中时用在琼斯和瓦格
纳身上。巴特勒和史密斯觉得应当把这篇证言用在琼斯和瓦格纳身上，然而他们
受到了上帝的责备，没有看到其它平衡的劝告：“有人说他[路德]是受情感冲动，
操之过急；有人说他是僭越自恃，决不是受上帝的指示，而是出于骄傲自大，冒
昧从事。路德回答：‘谁都知道，每逢有人提出一个新的主张，总不免有一点骄傲
自大的嫌疑，总要被人诬告为挑拨是非之人……基督和许多殉道者是为什么而被
害的呢？因为人看他们是轻视当代哲人的智慧，因为他们提出了一些新的主张而
没有事先请教于古老的传统意见。’”（《善恶之争》1888年版，130页。）

24.怀爱伦手稿13号，1889年；收录于《1888资料集》，517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25.怀爱伦手稿15号，1888年11月，“致聚集参加总会会议的弟兄”；收录于《1888资料
集》，174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26.怀爱伦致[弟兄们]，信函85号，1889年4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278页。粗体字
形为作者所加。

27.怀爱伦致家中的孩子们，信函14号，1889年5月12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
309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28.怀爱伦手稿15号，1888年11月，“致聚集参加总会会议的弟兄”；收录于《1888资料
集》，172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29.怀爱伦致家中的孩子们，信函14号，1889年5月12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
309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30.怀爱伦手稿30号，1889年6月，“继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之后的经历”；收录于《1888
资料集》，353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31.怀爱伦手稿13号，1889年；收录于，《1888资料集》，517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
加。

32.怀爱伦致法戈弟兄，信函50号，1889年5月2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296页。
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33.怀爱伦手稿30号，1889年6月，“继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之后的经历”；收录于《1888
资料集》，356-357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怀爱伦疑问是否还会有一次像1844
年那样的“[从各个教会中]出离”。根据怀著管委会，这似乎是她所写下的此类的“唯
一已知文字”。（怀爱伦著《末时大事记》，[爱达荷州博伊西市：太平洋出版协会，
1992年]，48页。）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份手稿的传播有多广泛，但我们确知至少有
一个于明尼阿波利斯会议在场的人记得怀爱伦的担忧。F.H.韦斯特弗在大约43年之
后，记得怀爱伦“几乎对人类失去了信心，而主似乎马上就要从我们的百姓手中收
回祝福——把[因信称义的]信息带给世界的祝福，并兴起其他人来做这份工作。我
不知道她说的只是领袖们还是所有人”。但随后“怀姐妹心碎般的呼喊不要这样做，
于是主向她显明这工作不会被允许进入死亡和不信，主会亲自守望这份工作，而
且我们的运动会持续到末时，那些坚守的人会立于安全的境地”。（F.H.韦斯特弗
致W.C.怀特，1932年6月29日；怀爱伦文档189号，怀著管委会，马里兰州银泉市；
以及L.E.弗洛姆致W.C.怀特，1932年4月29日；收录于《手稿和回忆》，343页。）
遗憾的是，对韦斯特弗准确回忆的反应是否定的：“我认为韦斯特弗长老的记
忆……不准确……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任何关于上帝要转向其他人的话。我认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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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推断，而且我不敢使用它，也建议你不要使用它……我认为我们在回忆怀
姐妹所讲的话时应当非常小心。”（W.C.怀特致L.E.弗洛姆，1932年5月11日；收录
于《手稿和回忆》，344、345页。）

34.怀爱伦致家中的孩子们，信函14号，1889年5月12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
311页。

35.怀爱伦致亲爱的弟兄们，1889年4月信函85号；收录于《1888资料集》，277页。
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36.怀爱伦手稿24号，1888年12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225页。

37.怀爱伦手稿37号，未注明日期，1890年，“圣经中的亮光”；收录于《1888资料集》，
829页。

38.怀爱伦手稿9号，1888年10月24日，“晨更讲话”；收录于《1888资料集》，151-153
页。

39. J.H.莫里森在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上告诉J.S.沃什伯恩，琼斯与瓦格纳同怀爱伦一起
坐火车从加州来的时候影响了她。沃什伯恩起初的反应是：“如果她会被人劝服的
话，那就不是先知。我们不是真的有一位先知！”（“1950年6月4日在马里兰州哈格
斯镇与J.S.沃什伯恩的面谈”，第1页。）这仅仅是莫里森的话对其他人影响的例子
之一。

40.怀爱伦著《使徒保罗传》，（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太平洋出版协会，1883
年。）192-193、188页。见W.C.怀特在1888年明尼阿波利斯帐篷大会作的笔记，
1888年10月24日，63页；收录于《手稿和回忆》，425页。

41.怀爱伦著《使徒保罗传》，68页；以及《手稿和回忆》，426页。

42. “1950年6月4日在马里兰州哈格斯镇与J.S.沃什伯恩的面谈”，第1页。

43.怀爱伦手稿24号，1888年12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221页。粗体字形为作者
所加。

44. “1950年6月4日在马里兰州哈格斯镇与J.S.沃什伯恩的面谈”，第1页。

45.见“R.德威特侯泰尔的日记”，1888年10月25日至11月4日；收录于《手稿和回忆》，
508-512页。怀爱伦至少还有另一次讲话被记录下来。见尾注50。

46.乌利亚·史密斯著“出版协会，总会会议每日公报，1888年10月26日”；收录于《手
稿和回忆》，382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会议进行时由总会在当地发行的
《每日公报》的出版名称是《评论与通讯副刊》。乌利亚·史密斯是当时的编辑。
（《SDA百科全书》，卷十[马里兰州哈格斯镇：评论与通讯出版协会，1976年]，
498页。）

47. L. E.弗洛姆著《天命之运动》，250页。

48.怀爱伦手稿2号，1890年3月16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641页。

49.莫里森“研究过不信之人的作品……去在辩论中对付反对者”（《1888资料集》，
601页。）怀爱伦警告过说他会带来“纷争与争吵”，除非他得胜，否则“就会像坎莱
特长老那样丧失信心”。（168页）几天之后，怀爱伦说她看见“上帝的一位天使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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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养成了辩论习惯的人”。（141页）G.B.斯塔尔数年之后谈论了这次事件。他和
J.H.莫里森以及另外两位传道人当时在“爱荷华州奥斯卡鲁撒的帐篷里”。一位陌
生人“走进了帐篷的门”，这是他“一生中所见过最美丽的人”。他“身高超过六英
尺”，并且“脸上的表情非常友善”。他直接走向莫里森，问到关于帐篷大会和基
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仰。“起先[莫里森]以一种友善的精神回答问题，但很快就采
取了一种辩论和争议的态度……谈话这样进行了大约一小时之后，那位陌生人高
贵的起身，对[莫里森]说：‘你不是耶稣基督的传道人；你是一位争论者，先生。’
[莫里森]没有意识到他受到了恰当的责备，反而笑了起来，说：‘你无法证明这一
点。’”那位陌生人对莫里森的评语不置可否，只是重复了自己的话。就这样两次。
当G.B.斯塔尔告诉怀爱伦这件事情时，她回答说：“哎呀，斯塔尔弟兄，那是上
帝的天使……我在明尼阿波利斯会议时传达了这道信息给那位弟兄，并且告诉他
主曾经派一位天使去责备他争论式的工作方式。”（G.B.斯塔尔著“与上帝的先见
一起的五十年”，未出版的手稿，150-152页；存于马里兰州银泉市怀著管委会文档
496号。）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怀爱伦在莫里森讲话时会起身离开。也解释了
琼斯和瓦格纳所反对的是什么。

50.怀爱伦手稿15号，1888年11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163、166-167、169-170
页。怀爱伦这次在11月1日周四和11月3日安息日之间的讲话，是她在会议上最后
一次被记录的讲话。

51.同上，171-175页。

52.同上，163-165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53.怀爱伦致E. J.瓦格纳和A. T.琼斯，信函37号，1887年2月18日；收录于《1888资料
集》，21、23页。又见怀爱伦致G.I.巴特勒和乌利亚·史密斯，信函13号，1887年4
月5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32页。

54.同上，32、33页。

55.怀爱伦致G.I.巴特勒，信函21号，1888年10月14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88、
93页。

56.怀爱伦手稿9号，1888年10月24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152、153页。

57.怀爱伦手稿24号，1888年12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221页。粗体字形为作者
所加。

58.怀爱伦致W. M.希利，信函7号，1888年12月9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186、
189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59.怀爱伦致J.H.莫里森，信函49号，1889年4月4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275页。

60.怀爱伦致乌利亚·史密斯，信函59号，1890年3月8日；以及手稿55号，无日期，
1890年；以及怀爱伦致C.P.博尔曼，信函179号，1902年11月19日；收录于《1888
资料集》，604、841、1796页。

61.怀爱伦致W.C.怀特，信函83号，1890年3月13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631页。

62.怀爱伦手稿55号，无日期，1890年，“依靠人的智慧的危险”；收录于《1888资料
集》，8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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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怀爱伦致乌利亚·史密斯，信函96号，1896年6月6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
1575页。

64.怀爱伦讲话的只言片语经常被用作否认琼斯和瓦格纳在明尼阿波利斯（以及会议
之后的日子里）阐述之观点的证据，并且还被用来破坏怀爱伦所给予他们二人的
大量支持。A.V.奥尔森的观点是平衡的，他说：“可以看到瓦格纳长老研究中的一
些细节是没有得到怀爱伦认可的，但是她同意并认可了瓦格纳在会议上阐述的因
信称义的伟大主题。”（《穿越危机抵达胜利》[1966年]，55页。）但是其他人使
用这些话来否认琼斯和瓦格纳，并促进他们自己的福音观点。戴斯蒙德·福特宣称：
“瓦格纳和琼斯清晰地看到义的‘恩典’本质，但在教义其它方面他们错了，正如之
后怀爱伦的话所表明的一样。怀爱伦从未支持过瓦格纳和琼斯的全部观点。”（见
《穿越危机抵达胜利》[原文如此]，A.V.奥尔森，294页。）（“道成肉身和因信称
义的关系”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carnation and Righteousness by Faith”，帕
姆代尔市会议关于因信称义的文件[田纳西州古德莱茨维尔：杰克·D·沃克尔Jack D.
Walker著，1976年]，40页。）乔治·奈特也引用了怀爱伦谈话中的截取部分尝试证
明他的观点：“她对琼斯和瓦格纳的支持程度是一个重要问题。有些解释者把它当
做某种教义方面的空白支票。这样做是危险的，因为怀爱伦对1888年最大的关注
是基督教的经验部分，而不是教义。她不认可他们的部分是在教义上——甚至在
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上也是如此。她在1888年11月1日直率的告诉与会代表们，‘瓦格
纳医生对圣经的某些解释我并不认为是正确的。’虽然如此，她还是在没有提及瓦
格纳错在何处的情况下继续支持他的工作……然而人们还是不顾这些界限，开始
把琼斯和瓦格纳的声明当做从天而来的权威。”（《从1888到背道》[1987年]，72
页。）罗伊·阿达姆斯也有类似的话：“除此之外，我们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怀爱伦
对琼斯和瓦格纳的支持并非百分之百。‘她在1888年11月1日直率的告诉与会代表们，
‘瓦格纳医生对圣经的某些解释我并不认为是正确的。’’”（《从1888到背道》，72
页。）（《基督的本性》[1994年]，32页。）在《1888年信息简易指南》中，乔
治·奈特至少十四次通过指出怀爱伦与琼斯和瓦格纳的“不同意见”来引导他的读者怀
疑他们的信息。他的书上说怀爱伦“多次宣称她并不完全同意他们的所有教导”；“她
从未认可[他们]所有的教训……正如她对路德、米勒和史密斯作品的态度一样。”怀
爱伦“甚至没有接受他们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所有教导。”她“甚至从未认同过他们在
1888年会议上的所有神学和圣经解释。”（69、72、166、141页：又见55、73、76、
79、163、165、179、180页。）然而，基于以上相同的、孤立的、怀爱伦的话，
奈特表示“怀爱伦从未表明过她对瓦格纳的观点不认同的是哪些部分”（同上，74
页。）这样就只能猜测怀爱伦“不认同的”具体是什么了。那些推进福音派改革主义
福音的人把这一点应用于诸如原罪、基督的本性、成圣在因信称义中的角色、以
及末时完全这一类题目上。但是我们必须要全面的看待怀爱伦的话，正如她所强
调的：“当瓦格纳弟兄在明尼阿波利斯说出这些想法时，乃是我……第一次从人的
口中听到有关这个题目的清楚讲解……他们[弟兄们]看不清楚是因为他们从未象我
一样有这个题目呈现在他们面前。及至另一个人[瓦格纳]讲解这个题目时，我能全
心全意地说：阿们。”（《1888资料集》，349页。）或许我们应该让怀爱伦回答
她自己的问题：“上帝兴起了这些人来传扬真理吗？我说，是的，上帝已打发人把
真理带给我们，这真理若不是上帝派人带给我们，我们原是不会得到的。”（同上，
608页。）参加了1888年会议的R.T.纳什提供了一些证据，与奈特关于怀爱伦对琼
斯和瓦格纳教导之看法的评估完全相反。纳什直接地说：“从怀爱伦太太当时的话
语和态度可以清楚地看出，她百分之百的认同琼斯和瓦格纳长老在那次总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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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阐述的信息。”（“目击者的叙述”，第6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又见《手稿和
回忆》，355页。）我们不会否认琼斯和瓦格纳都是会犯错并且犯过错的人，而且
他们在数年之后“被试探所胜”。但我们要强调一件事情的重要性，那就是要在恰当
的背景下阅读怀爱伦在1888年总会会议上所说的话。

65.怀爱伦手稿15号，1888年11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163页。

66.同上，164-165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怀爱伦在明尼阿波利斯确实肯定了瓦格
纳的两个要点，然而这两个要点却不是基于加拉太书的：第一，十诫对那些“违犯
律法的人”是束缚的轭；第二，“律法并不能拯救或赦免犯罪之人……它将悔改的
罪人带到耶稣那里。”（手稿17号，1888年10月21日，“证道”；收录于《1888资料
集》，130页。）

67. W.C.怀特致玛丽·怀特，1888年10月27日；收录于《手稿和回忆》，120页，逐字引用。
乔治·奈特在引用了我们上面提到的怀爱伦11月证道中的两处孤立的话之后，又引用
W.C.怀特写的这封信，尝试要证实怀爱伦不认可琼斯和瓦格纳的许多教导。然而他错
误的引用了W.C.怀特的信，说：“W.C.怀特证实了他母亲的立场。他从明尼阿波利
斯给妻子写信道‘瓦格纳医生的教导中有许多是和他母亲异象中所见一致的。’这使
一些人断定‘她支持他的所有观点，而且他的所有教导都与母亲和她的证言一
致……我可以证明这是错误的。’”（《1888年信息简易指南》，74页，逐字引用。）
奈特引人相信W.C.怀特在告诉玛丽有些人认为他母亲支持琼斯和瓦格纳的所有观
点，但是他可以“证明这是错误的”。然而，是那些拥有“法利赛人精神”的弟兄们说，
瓦格纳的观点与怀爱伦的不同，不是W.C.怀特说的。是那些弟兄们说W.C.怀特影
响了他的母亲，以至于怀爱伦接受了瓦格纳的意见。对于这一说法，W.C.怀特说：
“我可以证明这是错误的。”人们为什么可以滥用、错误的引用和歪曲历史证据来尝
试证明通过琼斯和瓦格纳所传达的最宝贵的信息如今不可以被相信呢？我们要小
心不要被同样的法利赛主义精神所感染，正是这种精神尝试要“摧毁……和谴责”琼
斯与瓦格纳一百二十多年前所说的“一切”。在把怀爱伦1888年11月证道中的话分离
出来，并且错误的引用了W.C.怀特写给玛丽·怀特的信之后，奈特立即列出七处怀
爱伦与琼斯和瓦格纳理解上的不同之处，作为“例证”（同上，74-77页。）但奈特
在写到这些不同之处时，是否犯了同样的错误？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中仔细查看
这七处不同。

68.怀爱伦“向亮光敞开心门”，1890年2月6日晨更讲话，发表于《评论与通讯》，1890
年3月25日；以及手稿56号，1890年2月7日，“得自葡萄树的教训”；收录于《1888
资料集》，547、565页。

69.怀爱伦手稿15号，1888年11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163页。

70.怀爱伦致玛丽·怀特，信函82号，1888年11月4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182页。

71.怀爱伦手稿21号，1888年11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179、177页。

72.怀爱伦致R.A.安德伍德，信函3号，1889年1月26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255
页。

73.怀爱伦致孩子们，信函14号，1889年5月12日；以及怀爱伦手稿30号，1889年6月；
收录于《1888资料集》314、368、323页。

74.怀爱伦手稿6号，1888年10月11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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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怀爱伦手稿24号，1888年12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208页。

76.怀爱伦信函14号，1889年5月12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320页。

77.怀爱伦手稿30号，1889年6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360页。

78.怀爱伦致O.A.奥尔森，信函81号，1896年5月31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1565
页。这封信的特定背景是在讨论1894年会议的事情，但同样的建议也适用于明尼
阿波利斯会议。

79.怀爱伦致J.法戈，信函50号，1889年5月2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296页。这
似乎是怀爱伦第一次引用撒迦利亚书13:6。撒迦利亚书12、13章谈论的是一个洁净
和赦免的“泉源”（撒迦利亚书13:1）要为上帝的百姓打开。最终要提出的问题是：
“你两手中间是什么伤呢？”将要来到的答案是：“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
（撒迦利亚书13:6）意识到这一问题会把上帝百姓（领袖和平信徒）的注意力吸引
到他们所扎伤的那一位身上，真正的悲伤和悔改就会产生。然后，就像在五旬节
那天一样，这一预言将要成就：“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大卫的家必如……耶
和华的使者。”（怀爱伦著《使徒行述》，48页。）

80.怀爱伦著《历代愿望》，165页。

81.怀爱伦致从事传道工作的弟兄们，信函67号，1890年9月17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
7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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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三种回应

接受，赞成，或是拒绝
—后果是什么？

关于1888年总会会议最大的争论要点之一，就是上帝在一百二十多年前
所传达的信息是否被当时聚集于明尼阿波利斯的与会者们接受，并因此
而传到了整个世界。正如N.F.皮斯所言；“如果某人研究当时的记录，要
寻找[信息被]接受的证据，他能找到这样的证据。然而，那些寻找[信息
被]拒绝之证据的人，也能够找到他所寻求的。”1那么我们在面对这些表
面上彼此矛盾的证据时应该怎么做呢？明尼阿波利斯究竟是一次伟大的
胜利？还是圣灵被拒绝，并且基督的降临被延迟？老底嘉的信息如今依然
适用于我们吗？它对1888年的事情有什么意义吗？教会有没有机会在没有
反对的情况下考虑那道信息？或者信息受到了领袖弟兄们的抵制，在很
大程度上没有到达我们的百姓，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被]妨碍……传播到
世界”？2虽然这些问题将会在本书余下的部分中得到充分的研究，然而我
们会在本章中进行初步的探讨。

自1888年的经历以来，在我们当中有一种趋势，我们自认为正在接受
并且经历因信称义的信息。然而从1920年代开始，这种“接受观”受到了
一些领袖弟兄的质疑，同时也出现了不同的教会领袖和历史学家，更坚
决的通过写作来支持这种“接受论”。因此，明尼阿波利斯被描绘为一次
“荣耀的胜利”。它成了复临信徒中“一次伟大属灵复兴的开始”，而这一
复兴正是“伟大的明尼阿波利斯复兴的后果”。3它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
最伟大的事件”，“教会因为因信称义的复兴信息而兴起了。”4有人要我
们相信“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大多数工人和平信徒们接受了明尼阿波利
斯的信息并且受到了祝福”。5

正如之前所提到的，对琼斯和瓦格纳的反对更多的被归咎于他们有问
题的“个性”。6*有人告诉我们当时仅仅是“某些领袖们抵制了”因信称义的
教导7。“纠纷主要是个性冲突，不是由于教义上无法协调的不同，而是
由于自私、骄傲和硬心。”8此外还有人说：“我们感到是不同个性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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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意，而非信仰的不同造成的困难。”“一方把瓦格纳当作一个自负而自
命不凡的人，琼斯则被当做野蛮人。”有人宣称琼斯和瓦格纳是“喊着‘基
督就是一切’的改革论者……他们表明自己没有完全成圣。”他们“没有表
现出因信称义所赋予的谦卑和仁爱”。除此之外，“琼斯和瓦格纳极端的
教导直至今日依然显著。”有人宣称琼斯“具有攻击性，而且时常喧闹，
人们讨厌他是正常的”。9他是个“生硬的人，步态迟缓，姿态和手势笨
拙”。不仅如此，他“天生唐突”而且“有种奇怪的讲话方式”。10而瓦格纳则
“喜欢争竞”，并且和琼斯一起“以一种使圣灵无法感动人知罪悔改的方式，
在会议上阐述真理”。11

作为一个教会我们已经教育了我们的年轻人，使他们相信怀爱伦在这场
冲突中“没有站在任何一边”。她的“证道支持了琼斯和瓦格纳因信称义的
观点，但她却没有站在他们那一边……虽然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似乎令人
沮丧和担忧，它却成为了教会的伟大胜利……领袖们得到了一种新的经
验，教会在国内外的所有工作也得到了快速发展，这是因为人们意识到
因信称义应当得到合适的重视”。12总而言之，人们宣称“介于1888年明尼
阿波利斯和1901年两届总会之间的十三年，是……上天所安排的胜利”。
13

对于1950年代兴起的关于1888的疑问，有些人甚至趋向于宣称“本教派
作为一个整体，特别是教派的领导层，并未拒绝在1888年及其之后的日
子里所传达的因信称义的信息。”一些作者告诉我们“那些拒绝的人在九十
个[代表]当中还不到二十人——少于四分之一……而那二十个人中的大多
数承认了自己的罪，从‘拒绝者’变成了‘接受者’。” 14 虽然人们愿意承认一
开始有些人反对了信息，但提出的问题却是：“这就意味着整个教会，甚
至教会的领导层拒绝了1888年的信息吗？绝非如此。有些人拒绝了那道
信息——有声的少数。”15总而言之，有人告诉我们：“当代的记录并未显
示出教派范围的拒绝。” 16 “亮光‘受到了某些人的轻视’，并不是所有
人……直截了当的宣称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拒绝了1888年的信息是错误
的。”17

还有人保证，“整个教派在1888年接受了大呼喊的信息。”瓦格纳、琼斯
和怀爱伦“全部认为教会接受了1888年因信称义的信息”， “至少在理智层
面上”如此。有人坚持琼斯和瓦格纳“绝对没有被1888年之后的领导层拒
绝……‘[拒绝]论’的最严重错误，就是根本不存在全体或者教派性的拒绝”。
18*此外还有人宣称“当时反对信息的大多数人改变了他们的态度，并接受
了那道信息……明白在明尼阿波利斯所发生的事情很重要，因为现今有
人宣称教会当时拒绝了明尼阿波利斯的信息，并呼吁集体性的悔改……
1888年的明尼阿波利斯会议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历史的转折点。借着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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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伦所支持的瓦格纳和琼斯，教会从对福音的不完全理解中被拯救出
来。”19

在明尼阿波利斯会议过去一百二十多年以后，我们必须问自己，当时主
所传达的信息是否真正的在1888年被完全接受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是
谁接受了那道信息？那次伟大事件的参与者对此有何说法？“理智层面”接
受信息是否是真正的接受？还有，或许是最重要的问题，如果那道信息被
接受了——无论各个群体接受的人数，为什么为如今我们依然在等待主的
复临？

对信息的三种回应

人们尝试证明“接受论”时，使用最多的一句话或许是A.T.琼斯于1893年
总会会议上所说的。“琼斯在1893年宣称‘一些人接受了它；其他人完全拒
绝了它，’‘还有些人想要站在中间。’”（1893年总会会议公报185）20这句
取自琼斯证道的不完全陈述，被用来定义对1888年信息的三种回应。另
外，虽然有人认为“确认这三个群体的相对人数是不可能的”，也有人非常
确定的表示他们可以确认这几个群体的组成。有人直言不讳的公开宣布
“少于四分之一”的人真正全部拒绝了那道信息，而这些人当中的大多数在
短短几年后悔改了。这就表明只有一小部分人——大概百分之十到百分
之十五的人——在开始的时候拒绝了那道信息，而之后又悔改并成了信
息的支持者。21

还有人表示其余的弟兄，就是那些没有拒绝信息的人，要么全心的接受
了信息，要么从开始的不确定变成了大力支持者。于是他们宣称这两个
群体都可以被算作接受了当时的信息：“[怀爱伦]，她的儿子，还有琼斯
和瓦格纳都同意教会基本上接受了信息，至少在理智层面上如此。”22

人们在尝试建立对那道信息的总体反应时，还经常使用到怀爱伦的一些
话，在这些话当中怀爱伦使用“一些”这个词描述那些反对信息的人。这里
所表述的结论是相同的：拒绝或是反对信息的“一些”人仅仅代表了一小部
分。但是怀爱伦有没有澄清她的话？当时的与会者当中有没有任何人指
出这三个群体的组成？我们如今能否确实知道当时的信息有没有被完全
接受过？

首先，我们必须记得在明尼阿波利斯聚集的主要是教会的领袖们；他们
的反应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整个教派。这一点可以从G.I.巴特勒身上得到证
实，他在1888年总会会议两年之前告诉怀爱伦，琼斯和瓦格纳所阐述的
观点是“教会三分之二或者四分之三的人所不相信的观点”。在一封1888年
会议举行之前所写的长信中，巴特勒解释了原因：“大多数我们的传道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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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丹尼尔斯

兄的立场”与琼斯和瓦格纳的立场相反。23

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那些与巴特勒站在同一立场的传道弟兄们正是那
些反对琼斯和瓦格纳信息的人。参加了明尼阿波利斯会议的J.S.沃什伯恩
支持这一结论，他说：“四分之三的工人反对新亮光。”24

A.G.丹尼尔斯同意那道信息被大多数人拒绝
了：“那道信息从未被接受过，也没有被宣
讲过，或是得到它所应得的自由道路……由
于对‘在基督里称义’之信息的反对，而在领
袖当中产生的分歧和冲突，造成了非常令人
不快的反应。百姓们迷惑了，不知道该做什
么。”25同样的，参加了明尼阿波利斯会议的
R.T.纳什也持相同的观点：“许多参加了那次
会议的人都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当基督被

高举为教会和
全人类的唯一
希望时，发言
者们受到了[原

文如此]从几乎所有资深传道弟兄而来的联合一
致的反对。他们试着要制止瓦格纳和琼斯长老
的这一教导。”26

C.麦克雷诺德回忆道：“辩论和争议的精神非
常高涨……会议结束时许多人心情沉闷……对
于任何一位参加了1888年明尼阿波利斯会议，
却没有意识到主在那时传达给他百姓的信息受
到了反对和拒绝的人，我感到遗憾。”27

泰勒·G·邦奇表达了相同的看法：“据一些参加了
明尼阿波利斯会议的人说，足有三分之二的与会者
对因信称义的信息不是反对就是惧怕。”28A.T.琼斯
自己证实了那些起初在明尼阿波利斯拒绝信息之人
的存在：“我现在不能举出任何一个在当时就明确
并且公开接受了因信称义之真理的人。”29

怀爱伦确实有几次使用“有些”这个词来描述
那些主动拒绝信息的领袖群体，但她也澄清了
自己的意思。比如她在1890说：

C. C.麦克雷诺德

泰勒·G·邦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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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应该在这个题目[因信称义]上站在明光中的人，却在仇敌一方作工。”
在紧接着的下一段话当中，她阐明了自己的意思，宣称琼斯和瓦格纳的立
场被“许许多多的人认为……是错误的，他们喊着说：‘危险，狂热’，其实
并没有异端和狂热。”30

论及教会在1888年总会会议之前的状况时，怀爱伦清楚地说：“要是个
人的见解、个人的行为受到干预，许多人就会表现出坚决顽强的抵
制……许多人并没有在上帝面前摆正立场，从而能看出自己的心灵的需
要。”31

在会议期间，怀爱伦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来参加这次会议的传道人，
其精神和影响大都是要丢弃亮光的。”32她意识到“有许多传道人从来就没
有悔改”。33她坦率地告诉代表们：“根据上帝所赐给我的亮光，我可以说，
自称相信现代真理的人还没有一半彻底明白第三位天使的信息。”34

怀爱伦的话不是出于她自己对会议的评估。一位从天而来的使者告诉
过她：“即使在宣称相信第三位天使信息的人中，也很少有人明白它。”
这样她的话就和当时参加会议的人们所说的一样：“但是按着这信息的真
实意义传扬它，把它的能力介绍给人的人是多么少啊！它对许多人来说
几乎没有什么力量。”她恳劝过那些年轻的领袖们，不要在一场“盛行之
风是敌对而非查考”的会议上投票决定。35*她可以看到“猜忌、恶意的猜
测、嫉妒一直在象酵一样起作用，直到全团似乎都发起来了”。36会议刚
刚结束，她就表达了类似的想法：“记录的天使将会记下怎样的历史呢！
酵已经发起来了，差不多发遍了全团。”37

论及她的证言在明尼阿波利斯被拒绝的方式，怀爱伦再次谈到了大多数：
“我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上帝在那次大会上赐给我的立场和工作几乎被
所有的人漠视了。背叛的精神盛行。”一位天上的使者告诉她，她要“几乎
独自站立”。38后来怀爱伦在巴特尔克里克作见证时，回答是一样的：“但
那里我的弟兄们没有一个人有道德勇气站在我旁边支持我，撤消或承认
他们采取了错误的做法，错误判断了他们的弟兄也错误判断了我。”39
不仅仅是几位领袖“动摇上帝子民的信心”，而是“巴特勒长老，法恩斯沃
思长老，史密斯长老，以及其他许多人”。40因此，由于反对，怀爱伦可
以明白地说：“在一百个人中，没有一个人亲自领略这与我们今生来世福
利密切相关的圣经真理。”41

理智的认可——等同于拒绝

正如之前所说的，琼斯的话被多次使用于对1888年信息的三种回应上。
《1888年信息简易指南》表示，在确认那道信息是否被接受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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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让信息的支持者们表达自己的意见”。42这是非常好的建议。与
其我们自己来决定那些“尝试站在中间”和仅仅在“理智层面上”接受信息的
人是不是真正的“信息接受者”，不如让信息的支持者们表达自己的意见。
事实上，琼斯澄清了自己经常被误用的话——关于“理智上” 的接受者们
真正属于哪一方的话：

我知道那里的一些人接受了它；其他人完全拒绝了它……还有一些人尝
试站在中间，以那样的方式去接受；但这却不是正确的方式，弟兄们，
这不是接受它的方式。他们想要取中间的道路……他们愿意选择大多数
人最终选择的任何一边；无论多数人转向哪一边，他们都愿意选择那一
边……一切安好的时候，[他们]会说它的好话；然而当面对这种精神的凶
猛时——这种被描述为逼迫的精神——当这种精神凶猛的出现，并且抵
挡因信称义的信息时，他们没有高贵的站立在对上帝的敬畏中，面对攻
击宣称‘这是上帝的真理，我深深的相信它’，而是开始妥协，并且以一种
赔罪的方式为那些传讲此信息的人找借口。43

这道信息在四年前得到宣讲时，一直到如今，都被一些人完全接受了，
这些人因为上帝有[使人]通过审判的义而高兴……其他人完全不愿与它有
任何关系，他们完全的拒绝这道信息。还有一些人似乎站在中间。他们
没有完全接受它，也没有公开拒绝它。他们想要……随从多数。这就是
他们希望接受基督之义和上帝之义信息的方式。另一些人故意把这道信
息打了五折，并称其为上帝的义。这样，从公开自由的降服和接受，到
公开自由的拒绝，在这中间有各种各样的妥协者；那些妥协的人今晚并
没有比他们四年前能够更好的分辨什么是基督之义的信息。44

毫无疑问，琼斯认为那些尝试要“站在中间的人”都是“妥协者”，他们最
终与那些公开拒绝因信称义信息的人没什么不同。瓦格纳自己谈到“所有
人都相信了因信称义”这一声明，他在数年之后说：“我们说自己相信因信
称义。我们当然相信。唉，我们现在相信。真的吗？我们把它写了下来，
而且我们恨恶所有对我们不信的指控……[然而]如果我说自己相信主耶稣
基督，同时却做着与他所说完全相反的事情，这于我有什么益处呢？……
如果我说自己相信因信称义，同时又不让义及其果实在我的生命中显明出
来，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这是我们对因信称义这一概念的一个大问题。”
45

怀爱伦甚至以更重的语气强调，那些公开拒绝亮光的人与仅仅表示赞成
的人几乎没有区别。她在明尼阿波利斯警告过代表们：“仅仅赞同……这
个真理不能使我们得救……我们没有在基督徒的生活上进步。这将是永
远的损失。”46她也提到了结果：“……使一些人转离亮光，另一些人的属
灵成长处于停顿状态。”47她再次明白地告诉他们：“你们不进则退。”48

许多代表承认瓦格纳和琼斯所阐述的是“亮光和真理”，但他们没有在以
前的亮光中阐述。49这使怀爱伦下结论道：“自称相信现代真理，被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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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经文[马太福音7:26-27]描绘为听了基督的话却不去行的人，其数量远
远超过那些殷勤听从和遵行基督话语的人。”50 “耶稣的信心[或译：耶稣的
真道]一直被漫不经心地疏忽了……除了表示赞同有关这个题目所作的见
证以外，很少有人对它有所反应。”51

仅仅在头脑上赞同琼斯和瓦格纳阐述的信息，还造成了怀爱伦的证言
几乎被完全忽视：“我所传的信息在许多人的心中没有回应。有些人心中
起意坚决的抵抗，就象犹太人……一样。”52然而，她宣称：

……明确地反对，对我的伤害原会小一些。对上帝赐给我要传的信息缺
乏信心，实际上是显然的不信……许多人只是空空地同意真理，却没有
藉着真理成圣。他们没有在精神上表现基督。
……这种欺骗那么有效地占据了人的心思意念，以致主的利箭没能穿透
他们所披戴的自以为义的盔甲……这就是我们的救主发现最难唤醒的那
班人……在这个世代许许多多的人都是这样。53*

要明确的一点是，仅仅对真理有头脑上的赞同，如果不比公开的反对更
糟糕的话，也没有好到哪里。在这一点上还有许多证据。54*如此看来，
若我们把那些赞同琼斯和瓦格纳所阐述之信息的人算作信息的“接受者”，
不就是歪曲了在我们教会的历史上所真实发生的事吗？根据怀爱伦，那
些赞同真理的人与公开反对的人是一样的。因此，如果我们让怀爱伦亲
自说话，那这一点很清楚：大多数领袖拒绝了1888年明尼阿波利斯的信
息。55*这样的情况在之后的日子里会有多少改变呢？

在同一个早上，主向怀爱伦启示了明尼阿波利斯真正发生了什么，他
还命令她不要离开，要坚守她的岗位。怀爱伦忠实的遵守了这个命令，
她在那天早上晚些时候对领袖弟兄们宣布：“若是传道人不愿接受亮光，
我想给信徒一次机会，或许他们会接受。”56从天而来的甘露不会在信徒
们有机会接受天上的信息前被切断。这道信息传达给信徒们的时间到了，
结果怎样呢？我们将要在后面的章节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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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明尼阿波利斯总会会议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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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尾注
1. N.F.皮斯《救赎之信》，43页。

2. 怀爱伦致乌利亚·史密斯，信函96号，1896年6月6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1575
页。

3. L.H.克里斯田《属灵恩赐的果实》，219、237、245页。

4. A.W.斯伯丁《军队的领袖们》，583、602页。

5. “对手稿的进一步评估——‘重新检验1888’” “A Further Appraisal of the Manuscript
‘1888 Re-examined,’”（华盛顿特区塔科马帕克：全球总会，1958年），11页。

6. “反对主要是由于琼斯和瓦格纳的个性所造成的”这一结论，主要是基于没有参加
1888年会议的人所说的话，而且他们互相引用对方的话来支持自己。一位作者说了
一句话，另一位作者引用这句话，很快一个权威圈子就建立起来了。比如说，N.F.
皮斯在1945年讨论明尼阿波利斯的争议时，引用了A.T.罗宾逊1931年未发布的手稿“基
督复临安息日派拒绝了因信称义的教义吗？”（《手稿与回忆》，336-337页；又见第
三章尾注43）皮斯后来说“这种不幸的状况发展出一种偏见精神，在许多人心中模糊
了真正的问题。”（“1900年以前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里的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52页。）
1949年，A.W.斯伯丁不仅引用了A.T.罗宾逊的话，还说他要感谢N.F.皮斯1945年的博
士论文给他的书“几处权威的参考，以及概括性灵感”。（《军队的领袖们》，690-691、
602页。）斯伯丁说了许多关于琼斯和瓦格纳个性的事情：“那次冲突确实既有个性的
原因，也有讲道的原因。琼斯，特别是瓦格纳，都是年轻人……琼斯具有攻击性，
而且时常喧闹，人们讨厌他是正常的……许多人犹豫不决，由于之前所持的观点和
对信使的个人忿怒而心痛……保守的人们……称新教师们[琼斯和瓦格纳]是激进的、
具有颠覆性的、和无纪律的。”（同上，592、593页。）之后在1962年，皮斯发表了
他的论文，在描述琼斯和瓦格纳个性的时候，他大量引用了斯伯丁的话：“1949年作
家阿瑟W.斯伯丁出版了一本关于教派历史的书……论及琼斯和瓦格纳的时候他说：
‘琼斯是个高高的，生硬的人，步态迟缓，姿态和手势笨拙……他不仅天生唐突，而
且有种奇怪的讲话方式。’”（《单单因着信》，208、209页。）1966年，A.V.奥尔森
在一个尾注中引用斯伯丁的话，对琼斯和瓦格纳的个性进行了附加的描述：“阿
瑟·W·斯伯丁写道：‘那次冲突……既有个性的原因，也有讲道的原因。琼斯
和……瓦格纳……被不少年长的人厌恶……琼斯具有攻击性，而且时常喧闹，人们
讨厌他是正常的，因为他个性强势。’”（《从危机到胜利》，44页。）在奥尔森书
中的“附录B”里面，A.L.怀特描绘琼斯和瓦格纳个性的时候，使用了皮斯和奥尔森引
用斯伯丁同样的话：“琼斯是个高高的，生硬的人……他天生唐突……”（同上，303
页。）皮斯在他1969年出版的第二本书中，引用了奥尔森关于1888年会议的书，特
别是奥尔森所理解的会议的结果。（《救赎之信》，34-41页。）1971年，L.E.弗洛
姆引用了皮斯的论文，和他后来出版的《单单因着信》，来作为权威性的支持。
（《天命之运动》，608-610、760页。）弗洛姆还引用了斯伯丁（同上，239、260、
605页）以及奥尔森的话。他认可奥尔森“对那段特别时期准确而可靠的描述。”（同
上，67、610-612页。）大卫·P·麦克马洪在他给瓦格纳所写的传记中，数次引用皮斯、
斯伯丁、奥尔森和弗洛姆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迷思与真相》，7、9、12、
13、23、26、76、86页。）乔治·奈特在他给瓦格纳所写的传记中，引用斯伯丁的话
来描述琼斯的个性。（《从1888到背道》，16页。）罗伊·阿达姆斯在他书的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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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贬低琼斯和瓦格纳，以及他们所谓的1888年信息。他引用了乔治·奈特的《从1888
到背道》至少十二次，作为他证据的主要来源。除了乔治·奈特所复述的怀爱伦的话，
阿达姆斯在这一章中一次也没有引用怀爱伦。（《基督的本性》，29-36页。）如果
上面这些听上去很让人困惑，那就对了！这种对琼斯和瓦格纳的个性循环式的研究
会让人感兴趣吗？一句话就因为某位作者使用了它，加上其他人重复的使用就变得
准确和权威了吗？在所有这些研究当中，怀爱伦的话在哪里？她有没有宣称琼斯和
瓦格纳的个性是导致信息被拒绝的原因？

7. “对手稿的进一步评估——‘重新检验1888’”，11页。

8.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全球总会，《我们教会的故事》，247页。

9. A.W.斯伯丁，《军队的领袖们》，599、593、601、592页。

10. N. F.皮斯，《单单因着信》，208、209页。

11. 诺曼·R·古力，“在历史背景下理解1888年‘运动’”，1、2页。

12.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全球总会，《我们教会的故事》，246、247页。

13. A.V.奥尔森，《穿越危机抵达胜利1888-1901》，第7页。

14. 李罗伊·E·弗洛姆，《天命之运动》，370、369页。

15. 马乔里.刘易斯.劳埃德（MarjorieLewisLloyd），《下的太慢》TooSlowGettingOff（华盛
顿特区阿：评论与通讯[出版社]，1973年。）19页。

16. A.L.怀特，《孤独的岁月》，396页。

17. 史蒂夫·胡尔伯格，《适合2000年之1888年的信息》，22、108页。

18. 乔治·R·奈特，《1888信息简易指南》，115、147、182、148、150页。（全部粗体
字为原文所有。）对于“教派性的拒绝”这一控告，罗伯特·维兰德和唐纳德·绍尔特的
回应是：“[我们]从未宣称过‘整个教派’拒绝了晚雨的开始。[我们]仅仅引用了怀爱伦
的证据来表明领导层拒绝了它，而且‘很大程度上’将其与教会隔离，因此‘整个教派’
从未有合适的机会接受它。（对比《信息选萃》卷一，234、235页）”（“重新检验
1888”，173页。）

19. 杰哈德·范道尔，“1888年明尼阿波利斯：复临教会的一个分水岭”Minneapolis, 1888:
An Adventist Watershed,，《复临信徒的世界》Adventist World——北美区会，2010
年1月，39页。

20. 乔治·R·奈特，《1888信息简易指南》，145页。

21. 李罗伊·E·弗洛姆，《天命之运动》，369页。

22. 同上；类似已出版的陈述可见乔治·R·奈特，《1888信息简易指南》，182页；A.V.
奥尔森，《穿越危机抵达胜利》，38页；A.L.怀特，《孤独岁月》，396页。

23. G. I.巴特勒致怀爱伦，1886年8月23日，以及1888年10月1日；收录于《手稿和回
忆》，21、98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24. “1950年6月4日在马里兰州哈格斯镇与J.S.沃什伯恩的面谈”，第2页。

25. A.G.丹尼尔斯，《基督我们的义》，47、50-51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26. R.T.纳什，“目击者的叙述”，第4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又见《手稿和回忆》，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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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27. C.麦克雷诺德，“1888年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总会会议的经历”，文档189号；
收录于《手稿和回忆》，341、342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28. 泰勒·G·邦奇，《出埃及和复临运动》，90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29. A.T.琼斯致C.E.霍尔姆斯，1921年5月12日；收录于《手稿和回忆》，328页，粗体字
形为作者所加。

30. 怀爱伦致O.A.奥尔森，信函116号，1890年8月27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703页。
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31. 怀爱伦手稿2号，1888年9月7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49、50页。粗体字形为作者
所加。

32. 怀爱伦致G.I.巴特勒，信函21号，1888年10月14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86页。
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33. 怀爱伦，“晨更讲话”，1888年10月18日，《评论与通讯》1889年10月8日；收录于
《1888资料集》，117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34. 怀爱伦，“晨更讲话”，1888年10月19日，《时兆》，1889年11月11日；收录于
《1888资料集》，120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35. 怀爱伦手稿15号，1888年11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165-166、170页。粗体字
形为作者所加。从天而来之使者对我们真实状况的评价，似乎比任何人类的评价都
有更多的分量。

36. 怀爱伦致玛丽·怀特，信函82号，1888年11月4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183页。
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37. 怀爱伦手稿24号，1888年12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225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
加。

38. 怀爱伦致家中的孩子们，信函14号，1889年5月12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315、
316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39. 怀爱伦致J.法戈，信函50号，1889年5月2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297页。粗体字形
为作者所加。

40. 怀爱伦致O.A.奥尔森，信函20号，1890年10月7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717页。
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41. 怀爱伦，“纽约州罗马市的帐篷大会”Camp-Meeting at Rome, N. Y.《评论与通讯》，
1889年9月3日。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42. 乔治·R·奈特《1888信息简易指南》，145页。

43. A.T.琼斯，“第三位天使的信息——9号”，总会会议每日公报，1893年2月7日，185页。

44. A.T.琼斯，“第三位天使的信息——11号”，总会会议每日公报，1893年2月13日，
243-244页。

45. E.J.瓦格纳，“关于组织架构的谈话”Organization Talks。每日公报，1899年2月26日，
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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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怀爱伦，“晨更讲话”，1888年10月18日，《评论与通讯》1889年10月8日；收录于
《1888资料集》，117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47. 怀爱伦致G.I.巴特勒，信函21号，1888年10月14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95页。
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48. 怀爱伦手稿8号，1888年10月20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124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
加。

49. 怀爱伦手稿15号，1888年11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164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50. 怀爱伦手稿21号，1888年11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181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51. 怀爱伦手稿24号，1888年12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212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52. 怀爱伦手稿22号，“日记摘录”，1890年1月/2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579页。粗
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53. 怀爱伦致乌利亚·史密斯，信函40号，1890年12月31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
795-796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犹太人的错误是致命的错误：“在基督的时代，
人心最大的迷惑是以为仅仅承认真理就能称义。但人类一切的经验证明，单有真理
的理论知识是不能救人的……愿意认识真理的人，必须甘心接受真理所显示的一
切……人若犹豫不决、不冷不热地效忠真理，就是随从了错谬的黑暗和撒但的迷
惑。”（怀爱伦著《历代愿望》，309、312-313页。）而且真理一定要实行：“对于那些
不实行真理的人，真理就不是真理。真理只有在日常生活中被实践出来才是真理，这会
让世人看出这些人就是最终得救的那些人。”（怀爱伦，《总会会议公报》，1901年4
月3日，24页。）

54. 1882年夏天的时候，怀爱伦在加州的希尔兹堡写下了一份呼吁的证言，请求在这一
地区所有的帐篷大会上阅读它。在她的呼吁中，怀爱伦告诫教会成员要与基督有真
正的联系，不仅仅是承认：“人借着信心与基督做真实的联络，或是与他做虚伪的联
合，此中的分别是很大的。人自称信仰真理[能够使他]成为教会的信徒，但这并不
证明他与活葡萄树有生命的联络。主给我们尺度，可以把真实的门徒与自称为基督
徒而又无信心的人，分别出来。一等人是结果子的，另一等人却是不结果子的。”
（《证言》卷五，228-229页。）就在明尼阿波利斯会议的几个月之前，怀爱伦描述
了一个人的告白和真实情况之间的不同：“灵性的死亡已经降临到了那些应当表现出
生命和热心的人身上，他们本应借着对真理道路最热切的献身表显出纯洁和神圣。
自称为上帝百姓的人们的真实状况，比他们的告白更说明问题。他们的状况显明某
股势力切断了他们与永恒之磐石相连的绳索，而且他们没有海图和指南针，在大海
上飘荡。要怎么做呢？真实的见证人指出了唯一的解决之道。”（“我们如何站立？”
《评论与通讯》，1888年7月24日。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55. 很清楚的是，大多数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人拒绝了那道信息，然而我们应当记住，虽
然只有一小部分天使（三分之一）跟随撒旦反叛，但这个宇宙如今依然在承受那次
反叛的后果。

56. 怀爱伦手稿9号，“晨更讲话”，1888年10月24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152页。
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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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返回巴特尔克里克
美国国内和教会中的

宗教自由危机

明尼阿波利斯总会会议之后，随着从天而来的信息被传达给百姓，产生
了许多复兴。然而，对琼斯、瓦格纳和怀爱伦的持续反对极大地阻碍了
工作的进行，并最终阻挡了圣灵的沛降。J.H.莫里森和其他一些参加会议
的代表们提前离开，返回了巴特尔克里克，随他们而来的是“浓墨重彩”
并“使人沮丧的报告”。1他们说A.T.琼斯“是个坏脾气的人，而且似乎如果
别人不这么认为的话就会让他们伤心”。许多人相信“巴特尔克里克作者
们的‘绝无错误’教义”，这些作者包括乌利亚·史密斯、G.I.巴特勒和其他
一些人。人们也无法看到这些人在这场争论中错误的可能。2

一回到巴特尔克里克，怀爱伦就听到了许多从明尼阿波利斯带回来的报
告。这些报告引人相信“怀姐妹变了”，而且她的证言已经“在性质上改变
了”。当她在巴特尔克里克的一场会议上向众人讲话时，怀爱伦有机会说
明她的“立场，但那些本应该与[她]站在一起的人却没有一句回应……没
有一个人敢说：‘我和你在一起，怀姐妹。我愿意支持你。’”虽然会后“几
个人与[她]握手”，并且为听到“事情的真相”而感到宽慰，但“有相当多的
人紧紧抓住恶意的猜测，坚持……歪曲误传……他们似乎倾向于相信虚
假的报告。”3*离开巴特尔克里克一段时间，怀爱伦通常会在她回来的第
一个安息日到帐篷里讲话。她是受邀请这么做的，但由于[人们]感觉到她
已经改变了的“印象如此强烈”，教会的两位长老阿马登（Amadon）和西
西里弟兄（Sisley）在安息日早晨来询问她想要讲些什么。怀爱伦清楚地
知道这个问题的意图，并且责备了长老们，而且要求A.T.琼斯有机会讲
一讲“上帝赐给他的信息”：

“弟兄们，你们把那事留给主和怀姐妹吧，因为主和怀姐妹都不需要受
弟兄们指示要把什么题目带到他们面前。我在巴特尔克里克是在家
里……我们并不请求许可在帐幕礼拜堂讲道。我认为这是上帝给我的合
法岗位。但是还有琼斯弟兄，他不会有我这样的感觉，而会等待你们的
邀请。你们应该在这事上尽本分，为他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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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老们说他们觉得不能随意邀请琼斯弟兄讲道，直到与史密斯弟兄商量
好知道他会不会同意这样，因为史密斯长老比他们年长。我说：“那就立
刻做这事吧，因为时间宝贵，有一道信息要传给这班子民，上帝要求你
们为亮光开道路……”4

几乎一周之后依然没有人邀请琼斯向百姓讲话，怀爱伦询问教会的长老
们如此延迟的原因。“普雷斯考特（Prescott）弟兄、阿马登弟兄和西西里
弟兄[原文如此]就此事作了一致的见证”，说史密斯弟兄“认为最好不要请
琼斯讲道，因为他采取了强硬的立场，把国家改革的题目扯得太远了”。
史密斯觉得“琼斯表达过度，而且观点极端，他并不认为应该请他讲话”。
听到他们的回应，怀爱伦“对这种企图想关闭从天上照下来的每一线亮光
的固执努力深感愤慨”。她“作了明确的见证”大约有十五分钟，“率直而恳
切地……如[她]平生素常所做的那样”。“她非常充分的告诉了他们自己关
于那一类计划的看法”：5*

我回答说，要是史密斯弟兄采取那个立场，上帝就必定把他移出道路，
因为上帝没有给他职权去说我们自己的人应该在帐幕礼拜堂讲什么，不
应该讲什么。然而要是他保持那种立场，我们就会在城里找一个会堂，
让琼斯弟兄在那里把上帝所赐给他的话讲给人们听。6

我告诉他们在明尼阿波利斯所发生的一些事，并说明了我采取的立场，
法利赛主义已经作工，影响了巴特尔克里克这里的营地，基督复临安息
日会的各教会也受了影响……

……属灵的软弱和盲目已临到享有大光和宝贵机会与特权的子民身上。
他们作为改革者曾出离各教派，但他们现在扮演的角色与各教会[在
1844年]曾扮演的角色相似。我们希望不必再有一次出离教会。7

单单不让琼斯在帐篷里讲道似乎还不够，有人“做出安排将他拒之于校门
之外，恐怕节外生枝，与以前……所教导的内容产生冲突”。1888年4月
的时候，全球总会委员会曾经建议任命A.T.琼斯在巴特尔克里克学院授
课，8 “虽然他从东部过来要在学院里授课，但似乎没有可以给他的位
置。”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上，限制学院授课内容的动议被否决了，以乌利
亚·史密斯为首的校董会意识到“他们没有正式研究过是否让A.T.[琼斯]授
课。”于是，“他们投票决定采用U.史密斯和F.D.斯塔尔教授圣经课程。”

然而没过多久，全球总会委员会建议派F.D.斯塔尔去印第安纳州，因为
他们“非常需要一个人”。总会再次建议学院“和琼斯谈一谈”，因为他是出
于委员会的建议从东边过来的。由G.I.巴特勒、乌利亚·史密斯和W.W.普
雷斯考特（巴特尔克里克学院院长）组成的特别三人委员会“与琼斯长老
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议”——一次特别的会议。委员会坚持要琼斯“明
确保证，如果他被雇佣授课，就不能故意教授任何与董事会看法相反的
观点”。9在明尼阿波利斯失败的动议，他们现在直接强加在了琼斯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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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爱伦被这样的行为激怒了。不久之后，她问到所有这些把琼斯拦阻于
学校和帐篷之外的尝试是否是“受圣灵感动所做的事”？她回答：“这肯定
不是来自上帝的灵感，而是出自另一个源头。”这种状况使她沉思道：“能
理解或试图弄清犹太人被弃绝和外邦人蒙召之奥秘的人是多么少啊！”10

宗教自由

怀爱伦与帐篷的长老们十五分钟的谈话并非没有结果。阿马登弟兄“到
处走动，安排安息日和周日晚上的活动”，让琼斯可以在帐篷讲话。根
据W.C.怀特，琼斯讲了关于宗教自由的问题，而且“讲得很好”。一些有
名望的市民听了琼斯的讲话，其中包括格里维斯法官（Judge Graves）
和埃德尼克尔斯（Ed. Nichols），他们都“很高兴”。琼斯的讲话被印刷
在《巴特尔克里克日报》（Battle Creek Daily Journal）上，有“两千三
百份日报”被分发出去。因为由此而产生的兴趣，琼斯得以在帐篷里继
续他的演讲。在教会领袖们贬低琼斯的信息和演讲风格的同时，一份世
俗报纸却称赞了他的信息和风格。《巴特尔克里克日报》这样描述他的
第三场聚会：

参加这些讲座的听众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听得非常认真，这表现出我们
的市民对这些讲座的极大兴趣，他们称赞讲员在阐述这些题目时表现出
的能力和口才。琼斯先生在他的第三堂讲座中讲了超过两个小时，整场
讲座他的听众们都屏息凝神。12

接下来的一周，琼斯和怀爱伦一起去了密歇根州的波特维尔，那里从11
月22日到27日举行了会议。怀爱伦受到范霍恩弟兄的邀请，她乐于参加
这些会议，并且希望通过她的在场可以消除对琼斯和瓦格纳的偏见。在
“只有我们的弟兄们出席”的晨会上，怀爱伦清楚地讲到明尼阿波利斯会议：
“说明了主为祂的子民而乐于在警告和督责中赐给[她]的亮光。”她警告弟
兄们“在属灵的事上变成侏儒”的危险，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信心“放在一个
人身上”——G.I.巴特勒。人们正在通过效忠人类，而把自己和上帝分开。
怀爱伦还讲到了由于嘻嘻哈哈、开玩笑、讲笑话而包围他们的氛围。13

A.T.琼斯在波特维尔进行了三次与巴特尔克里克类似的演讲，“其中两场与我
们的国家、当时教会与政权的关系、以及必须要传达给我们百姓的第三位天
使警告的信息有关。”虽然I·D·范·霍恩向《评论与通讯》报告说当时没有“轻
浮和草率表现出来”，而且怀爱伦每天的证言“明显是由上帝之灵所讲述的，
并且增加了聚会的吸引力和能力”，14但是怀爱伦的评估却大不相同。在晚
雨的背景下，她清楚地表明他们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做法“危害了上帝的灵”，
并且“恳求他们就此止步”。她原本希望波特维尔的会议会有所不同，“但巴
特勒长老和史密斯长老的立场影响了他们，使他们没有作出任何改变，而
是仍持守原来的立场。没有认罪。蒙福的聚会结束了。许多人得到了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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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怀疑和黑暗却比之前把一些人包裹得更紧密了。软化了许多人心的从天
而来的雨露甘霖没有湿润他们的心灵。”15

怀爱伦的担心是有充分理由的。在1880年代，星期日立法和对违反星期
日法律之人的逼迫，无论在强度和范围上都在增加。但是就在这样一个
时刻，一个基督复临安息日信徒们应当对这些题目非常感兴趣的时刻，
许多人却在挑剔教义上的问题，同时忽略了重要的宗教自由问题。

在1885至1887年间，仅仅在阿肯色州就有将近二十位遵守安息日的人被
控告玷污了星期日，每个人最多被罚款五百美金。1887年，禁酒派
（ Prohibition Party）和妇女基督徒节制联会（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与国家改革协会（National Reform Association）结盟，
推行建立星期日法案作为提高美国道德水平的手段。1888年初，著名的
罗马天主教枢机主教詹姆斯·吉本斯（James Gibbons）和许多改正教徒
联合起来，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请求国会为国家星期日法案立法。这一
星期日运动在1888年5月21日达到了高潮，参议员H.W.布莱尔（H.W.
Blair）向美国参议院提交了一份法案，希望促进人们遵守“主日……作为
宗教崇拜的日子”。仅仅几天之后，布莱尔提交了一份修改美国宪法、并
且把国家公共教育系统基督化的动议。这是自1840年代复临运动建立以
来，第一个进入国会的类似法案。16

就在这些具有重大意义，并且显示了圣经预言实现之运动进行的同时，
复临教会历史上最大的争议之一在明尼阿波利斯发生了。在那里，原本
可以预备一群能够站立之百姓的“圣灵的显示被归诸于狂热。”17怀爱伦在
会议上有指向的说：“由于一些人的看法，在次要教义的每一点上不与他
们完全一致……他们就把有关国家信仰自由的重大问题……视为小事。”
18目睹明尼阿波利斯会议的争论之后，人们对琼斯和瓦格纳的反对，给怀
爱伦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因为他们两位在教会宗教自由方面的工作上都
非常活跃，对他们的偏见有可能会转移到这一重要工作上。

琼斯和瓦格纳都是《美国哨兵》（1886年教会开始发行的宗教自由月刊）
的联合编辑，而且他们二人可能是在此题目上最活跃、最精通的作家和
教师。他们也都受邀阅读怀爱伦《善恶之争》的新版本，在其1888年印
刷之前“给予仔细的批评和改正”。19*

不仅如此，琼斯在宗教自由这一题目上的证道，在[巴特尔克里克的]帐
篷里演讲时得到了“有名望之市民”的良好回应。作为第一个在美国参议院
演讲的复临信徒（1888年12月13日向教育和劳工委员会作证反对布莱尔
星期日法案），琼斯的努力一样值得称赞。虽然他基本是自学，从未有
机会作为学生接受复临信徒学校的教育，但是他向参议院所做的、维护



138

良心和宗教自由的辩护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琼斯阐述的论证与他在帐篷
里所分享的相似，但是在他被允许讲话的九十分钟里，仅仅主席一人
（参议员布莱尔）就打断了他一百六十九次。然而上帝给了他当讲的话，
这一立法随着第五十次国会会议的终结而失败了。20*

祷告周的复兴

在向美国参议院陈述仅仅两天之后，琼斯就回到了巴特尔克里克与怀爱
伦一起参加祷告周的聚会，时间是12月15日至22日。祷告周之前，怀爱
伦通过帐篷的讲台和《评论与通讯》警告“迫近的危机”。她悲叹亮光被隔
离于百姓之外“不是上帝的命令”，这亮光“正是他们所需要的现代真理”。
要预备他们面对这次危机的上帝之灵的倾降，正在受到抵挡。怀爱伦明白
上帝百姓这方面缺乏准备，而且许多人已经“为此事平静的期待了”多年。这是
“行动的时刻，而不是懒惰和属灵昏迷的时刻”：

重大的危机正在等着上帝的子民。很快我们的国家要企图强迫所有的人
遵守一周的第一日为圣日……在上帝遵守诫命的百姓当中，必须要有更
多属灵的精神以及对上帝更深刻的献身……

你们若非在宗教的生活上升到更高更圣洁的地步，就不会预备好等候我
们的主显现……既有大光给予他们，上帝就期望在他子民这一方面也要
发起相应的热心、忠诚及献身。但当真理没有被珍惜并实行的时候，就
会有相应的黑暗、不信以及盲目……

如果我们的人一直照旧表示着没精打采的态度，上帝就不能降他的灵在
他们身上。他们没有预备与他合作。他们不觉悟当前的情况，也不明白
那威胁人的危险……

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所包含的内容超过许多人所认为的。他们是如何解释
天使从天而降，并使世界被他的荣光所照亮的那段经文呢？如今我们是
没有理由不行动的……

百姓需要被唤醒，明白当今的各种危险。守望者们在沉睡。我们落后了
许多年。21*

在巴特尔克里克12月8日的一次讲道中，怀爱伦请求人们“借着在上帝面
前谦卑己心为祷告周做好准备”。她警告他们在“接近恩典时期的结束”，
而且为上帝有一份伟大的工作要做。现在是人们应当注意“天上的圣所”的
时候。她呼喊道上帝“正在为他的百姓工作”，“为使他们不被留在黑暗当
中”。他希望他们的眼睛得到膏抹，可以“区分黑暗势力和上帝之灵的工
作”。22

在为祷告周印刷的一篇文章中，怀爱伦写到即将到来的危机，并且直
白的告诉大家：“我们一直在沉睡，而且我们的灯正在熄灭……老底嘉的
信息在此时正适合上帝的百姓。他们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



139

都不缺。’”她警告弟兄们法利赛主义这种“严重的罪”已经进入到他们当中，
并且使他们感到“我们是公义的，而且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值得称颂的，
然而我们对上帝和我们的弟兄们所持的精神却离正确的精神非常遥远。”
他们抵挡了由琼斯和瓦格纳带来的信息，就是在“为一句话就定人的罪”。
23

祷告周开始时，怀爱伦尝试要唤起弟兄们的注意，让他们知道自己对琼
斯和瓦格纳真实的情感以及这二人为宗教自由所作的工作。不管他们的
声明如何，他们的行为比言语更说明问题。在《美国哨兵》中的警告没
有达到其应当达到的效果，因为领袖们没有一致推荐[这些警告]。出于这
个原因，教会“为工作的准备大大落后”，因此上帝的种种祝福“被撤回了”：

要是这些反对的势力没有行事阻碍它，原可用《哨兵》做成更多的事。
即使没有人对它说什么反对的话，但他们的行动也表明了对它漠不关
心……

《哨兵》一直是上帝用来传警报的声音之一，使人们可以听到并意识
到自己的危险，并做此时须做的工作……那真实见证者的声音已在督责
中被人听到了，却没有被人听从……

但愿上帝的每个工人都识时务并将《哨兵》置于我们的各教会之前，解
释它的内容，阐明它所含的事实和警告……不要让未圣化的感情诱导任
何一个人反抗上帝之灵的呼吁……

关于这个重要时期，上帝的道并没有沉默
不言，凡不……抵抗他的灵的人，都会明白
这事。主所赐亮光的信息已多年在我们面前
了，但一直有种种势力行事，要迂回的使主
借《哨兵》和“证言”，及其它工具传给他子
民的警告无效。不要挡住亮光。24

通过《评论与通讯》传达的这样的呼求，
以及祷告周当中的信息，开始产生效果。
怀爱伦、A.T.琼斯和J.O.科尔里斯“认真地
作工，在疗养院的晨会上演讲，在出版社
的小教堂……并在帐幕礼拜堂演讲”。琼斯
谈论了当下宗教修正案的问题，但是根据
怀爱伦，“主要的题目是因信称义，而且这
一真理如同按时的粮分给了上帝的百姓。

上帝活泼的话语在又新又宝贵的亮光中得到了阐述。”那道被给予的信
息“不仅是上帝的诫命——第三位天使信息的一部分，还有耶稣的真道，
其包含的内容比一般人所认为的要多”。于是怀爱伦能够喜乐的宣告：
“耶稣里的真理，伴随着神圣的能力，被带到了人们面前。我们有理由

J.O.科尔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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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美上帝。”25*

因信成义的信息由于是在宗教和良心自由的背景下被阐述的，因此人们意识
到它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而宗教和良心自由又是上帝政权的根基。“圣灵”启
示了这些真理“深刻的重要性”，它们是与“当下进行中的、令人惊奇的宪法宗
教修正案”有关的。这使人们对这些会议“产生了超乎寻常的兴趣，因为预言
可以明白的应用于”他们自己的时代。26信息“对听者产生了奇妙的影响。许多
与我们不同信仰的人受到了深深的感动，认为立即就应当在争取宗教自由方
面做些什么”。

怀爱伦可以坦白的宣告：“上帝差来了使者[琼斯和瓦格纳]。他们研究了圣
经，发现了何为真理，研究了那些正在应验预言之人的活动──提出……宗
教修正案。岂可不扬起声来，发出直截了当的警告，唤醒众教会知道自己的
危险吗？”她看到这样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那些与我们信仰不同的人，
因为这道信息的缘故，“会来到前线，用上帝的全副军装武装自己，高举祂
的律法，坚持耶稣的信心，维护宗教自由的事业……”27*

祷告周的会议甚至在疗养院的访客和病人当中激发起兴趣，以至于巴特
尔克里克各处举行的聚会持续了一个月的时间。关于这次经历，怀爱伦
在不久之后的写作中表达了喜乐的感受，她看到天上的光照到了百姓身
上，还有积极的结果：

许多人以认罪和痛悔的灵寻求主……那些当时几乎已经失去信心的人分辨出它的朴
素，并且得到能力可以持住上帝的种种应许……他们的信心被引到基督——我们的
义——身上……

巴特尔克里克疗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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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里进行的聚会非常有趣。
主的灵在人心上做工，完成
了悔改的宝贵工作。没有兴
奋的感觉显明出来。这工是
上帝之灵的深深感动所完成
的……一个又一个对真理和
上帝拯救之恩典一无所知的、
巴特尔克里克学院的学生支
持基督的事业，天庭中要洋
溢着怎样的喜乐啊……工人
们表达了对上帝的感激……

巴特尔克里克学院
疗养院的医院……举行了聚会……有许多人的头脑被不信之云所包围，

但是由解释圣经所得的亮光鼓舞了他们的信心，真理在一种前所未见的
亮光当中，向他们的头脑和心灵显明出来。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不信
是如何羞辱了他们的创造者……我们因为[这些聚会]不能持续更久而深感
遗憾……

出版社的工人们也举行了聚会……人们做了许多美好的见证，当我看到
那些已经进行出版工作三十年之久的人像初信者在起初的爱心中一样喜
乐时，我的心也欢快起来。他们对A.T.琼斯弟兄的证道表达了由心而发的
喜乐和感激；他们以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到了上帝的真理、良善、怜悯和
爱。他

们谦卑己心，承认了自己的罪，除掉了使自
己的灵魂与上帝分离的一切，而主也让他们
口中唱新歌，就是赞美他名的歌……噢！我
们多么渴望所有人都能进入到上帝之子的自
由当中啊！那些在聚会上尝到生命之粮的人，
还会不会厌恶这对他们的灵魂如此甘美的吗
哪呢？28

“祷告周的福气贯穿了教会。人们认了罪。那
些在十分之一和当献之供物上曾抢夺上帝的
人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作了赔偿，许多从未
感到上帝已赦免他们罪恶的人蒙了上帝赐福。
这一切宝贵的成果证明了上帝的作为。”29甚
至一些不久前还在反对上帝所差使者的人

都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罪。在一场祷告周的聚会中，W.W.普雷斯考特（W.W.
Prescott）起来作了见证。他“试着要讲话，可是情绪过于激动。站着足有五分
钟完全没有发出声音，只是哭泣。然后他说：‘我很高兴自己是一个基督徒。’
他的讲话非常明确。他的心似乎被主的灵破碎了。”30

W.W.普雷斯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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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学院院长如此痛悔，其他人也受到了影响。怀爱伦“邀请那些没有接受真
理的人，还有那些没有获得上帝接受他们之证据的人到前面来。似乎所有人都
动了起来。”那天晚上“许多人作了宝贵的见证，说主已经赦免了他们的罪，并
给了他们一颗新心。琼斯长老所讲真理的话语祝福了他们的灵魂。”31

一位参加了祷告周聚会的弟兄这样描述琼斯当时的献身工作：“A.T.琼斯弟兄
作了大部分的传道工作。我希望你们也能听到他的一些证道……我认为他的
一些证道是我到目前为止所听到过最好的。而且这些证道都是新的。他的讲
道都是原创，而且他讲道时看上去非常柔和，并且他也深深认同自己所说
的。”32难怪怀爱伦会说：“上帝……已赐给这些人（琼斯和瓦格纳）一项工作
去做，一个信息要传，就是当代的真理……这道信息所到之处都结出好果
子。”33

令上帝的灵担忧

如果本章在此结束那该有多好，但历史不允许我们这样做。虽然巴特尔
克里克的许多人接受了琼斯和瓦格纳带来的祝福，但反对也很大。怀爱
伦可以高兴地说：“最后终于给了琼斯弟兄一个机会，但为了把真理带到
人们面前的任何特权与优势而寸土必争并不令人愉快。”祷告周开始的时
候，怀爱伦“渴望听到那些以打起精神反对亮光和证据为美德的人承认上
帝之灵的运行，丢弃不信的心，来就亮光”。她知道“他们若不如此行，他
们的道路就会变得更黑暗，因为未得到承认和利用的亮光对那些拒绝领
受并行在其中的人来说，会变成黑暗。”他们越长时间不承认自己所嘲讽
的亮光，就越难以“回头并收集……亮光……在不信和拒绝亮光的道路上
迈出第一步是一件危险的事”：

虽有宝贵的真理和亮光呈现在人们面前，但人心却执拗地不接受任何福
气。他们不能因这亮光欢喜快乐，这亮光他们若接受了，原会给他们的
心灵带来自由、平安、力量、勇气和喜乐……34*上帝在作工，但那些一
直在随从自己的计谋……的人……感到要更加坚定坚决地进行抵抗。我
们要怎么称呼这种成分呢？这就是反叛，与在以色列的日子一样……

主在我们中间行事，但有些人却不接受赐福。他们虽有特权听到人最忠
心地传讲福音，也听到了上帝赐给祂的仆人们要传给他们的信息，却关
闭了心门。他们并没有……转向主，反而竭尽全力对信使和信息吹毛求
疵。他们令上帝的灵担忧……

对于在明尼阿波利斯和在巴特尔克里克显出的这一切的不信和批评，已
经宣布了一个祸患……每一步都显明上帝在作工的证据，没有改变那些
一开始就走得罪上帝的不信路线的人所表明的态度。他们既有亲自竖立
的这个屏障，就象犹太人一样，在寻求什么东西来加强他们的不信，并
且要使自己显得是对的……

弟兄们，不要挡住道路。不要介入上帝和祂的工作之间。你们自己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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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信息没有负担，就为那些对这信息有负担的人预备道路吧……

撒但正在尽最大的努力要使那些相信现代真理的人……受骗……使那些已
经接受了不受欢迎之真理的人，那些已有大光和大特权的人，拥有那种将要
遍及世界的精神。那种精神即使是最小的程度上，也是同样的原则，因为它
一旦对人的思想有了控制力，就导致必然结果……结果就与犹太人一样──
致命的心地刚硬。35

就在工作的中心巴特尔克里克，出现了对天上所发出之亮光的反对。36*
弟兄们不但没有为大呼喊和晚雨预备道路，反而干涉了上帝和上帝的工
作。那领导世俗之人通过限制良心自由之律法的精神，也活跃于基督复
临安息日教会。除非做出改变，否则结果就是致命的心地刚硬。

值得感谢的是，虽然人们在明尼阿波利斯和巴特尔克里克使上帝的灵忧
伤，但是主并没有放弃他的教会。不信、批评和抗拒流行于领袖弟兄们
当中，然而国内各处的百姓必须有机会听到最宝贵的信息。我们会在下
面几章中看到那道信息被聆听和接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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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尾注
1. W.C.怀特致O.A.奥尔森，1888年11月27日；收录于《手稿和回忆》，129页。

2. W.C.怀特致J.H.瓦格纳，1889年2月27日；收录于《手稿和回忆》，136页。

3. 怀爱伦手稿 3 0号， 1 8 8 9年 6月， “继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之后的经
历 ”；收录于《1888资料集》，354-355页。《1888资料集》当中的已发布手稿
1216号被加上了一个脚注，力图削弱怀爱伦对此事之影响的描述。读者被鼓励去
阅读A.V.奥尔森所写，《穿越危机抵达胜利：1888-1901》的一部分，而不是单
单相信怀爱伦的话。然而奥尔森的书名就说明了问题。一定要记住的是，A.V.奥
尔森死于1963年，而他的书是在三年后才出版的——由怀著管委会董事会赞助，
时任秘书是A.L.怀特。

4. 同上，355-356页。

5. 见：怀爱伦致R.A.安德伍德，信函22号，1889年1月18日，以及手稿30号，1889
年6月，以及怀爱伦致乌利亚·史密斯，信函20号，1891年1月6日；收录于《1888
资料集》，241、356、847页。又见：W.C.怀特致玛丽·怀特，1888年11月24日；
收录于《手稿和回忆》，127页。这是那些反对琼斯之人的一个完美范例，因为
他们觉得琼斯在国家改革和宗教自由问题上是个极端主义者；同时这也是怀爱
伦确凿支持[琼斯]的完美例证。如今也有人向琼斯提出类似的控告，宣称他在宗
教自由工作的所有方面都是个极端主义者。但是怀爱伦并不支持史密斯1888年
的控告，而且看上去她也不会支持如今那些误认为史密斯的所有工作都是错误
的人。

6. 怀爱伦致乌利亚·史密斯，信函20号，1891年1月6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
847、848页。

7. 怀爱伦手稿30号，1889年6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356-357页。

8. “总会委员会会议记录”“Minute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Committee”，第十五场会
议，1888年4月5日。

9. W.C.怀特致玛丽·怀特，1888年11月24日；收录于《手稿和回忆》，126-127页；
以及“巴特尔克里克学院校董会会议记录” “Battle Creek College Board Minutes”，
1888年11月22、25日。

10. 怀爱伦手稿16号，1889年1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259页。

11. W.C.怀特致玛丽·怀特，1888年11月24日；收录于《手稿和回忆》，127页。

12. 《巴特尔克里克日报》，1888年12月11日，第3页。

13. 怀爱伦手稿30号，1889年6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357-359页。

14. I·D·范·霍恩；“密歇根州会议”，《评论与通讯增刊》，1888年12月11日，780页。

15. 怀爱伦手稿30号，1889年6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3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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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关于这些事件的背景信息见：A.T.琼斯著《哨兵文库》The SentinelLibrary，1889
年9月15日；W.A.布雷克利（W.A. Blakely）著《美国国家报纸关于星期日立法的
立场》American State Papers Bearing on Sunday Legislation，（华盛顿特区：宗教自
由协会，1911年）；埃里克塞姆（Eric Syme）著《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与美国之
关系的历史》A History of SDA Church- State Re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加州山
景城：太平洋出版社，1973年）。

17. 怀爱伦致O.A.奥尔森，信函81号，1896年5月31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
1565页。

18. 怀爱伦手稿24号，1888年12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210页。

19. W.C.怀特致C.H.琼斯，1887年5月18日；收录于A.L.怀特著《孤独岁月》，438页。琼
斯或瓦格纳关于当时宗教自由方面事件的笔记，似乎被包含在1888年版《善恶之争》
的附录当中。在565页上，怀爱伦陈述道：“罗马教在各方面都有发展。”一处脚
注让读者参考附录以得到更多信息。在573页上，怀爱伦说：“现今美国的改正
教正在运动国家来支持教会的制度和习俗，这就是步罗马教的后尘。”读者再次
被指向附录以得到更多信息，其内容在1884年版的《预言之灵》卷四中可以找
到。根据怀著管委会，很有可能是琼斯或瓦格纳写的这些附录笔记。这两处笔
记在1911年版[的《善恶之争》]中都被去掉了，可能因为它们并非时事。要点在
于，1888年版的《善恶之争》正是为当时（1888年）所作的，为要使读者们警觉
当时在美国和全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怀爱伦对琼斯和瓦格纳的作品有足够的信
心，以至于她允许把他们的作品添加到[《善恶之争》的]附录中。另外，上帝当
时传达了一道最宝贵的信息来预备教会，使之能够把同样的信息分享给整个世
界，也是一个事实。遗憾的是，1888年版的《善恶之争》在《评论与通讯》的
仓库中闲置了几乎两年时间，主要是由于对信息和信使们的反对。

20. 见：《哨兵文库》，1889年9月15日。有没有可能，我们复临信徒没有意识到自
己欠了上帝的债——因为他差派A.T.琼斯来为教会辩护？还因为国家对宗教自由
事务的态度？一个人在阅读琼斯的作品之前，是无法欣赏他在宗教自由方面所
做的工作的。琼斯的许多作品主要都是由独立于有组织之教会的各个事工组织
重新印刷的。然而人们对琼斯的作品已经重新产生了兴趣。《自由》杂志最近重
印并向自己的订户寄出了琼斯在这方面的一次讲话，题目是“在美国什么是爱国
主 义 ” 。 “ NARLA （ 北 美 宗 教 自 由 协 会 The North American Religious
LibertyAssociation）每年都会颁发A.T.琼斯勋章，给一个在宗教自由方面展示了
类似琼斯所做出之最佳贡献的成员。这包括带着能力宣讲真理的意愿，将其才能
应用于实际的研究、写作、演讲和组织推进自由的活动，以及通过行动表现出对
福音之宗教自由原则的奉献。”(http://religiousliberty.info/article.php?id=11，2010年3
月10日。)

21. 怀爱伦著“迫近的危机”，《评论与通讯增刊》，1888年12月11日，第4页。在
《1888信息简易指南》中，乔治·奈特阐述了一个观念——“基督复临安息日信
徒没有忽视布莱尔法案在预言方面的重要性。”“1888年总会会议上，与会者们激
动的情绪”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复临信徒们感到……他们已经在面对世界的结束”。
因此“不难看出为什么有一些复临信徒的领袖”对琼斯和瓦格纳所阐述的东西“产
生了激烈的情绪化反应”。（32-33页）然而怀爱伦却提供了一种更加平衡的观点。
许多复临信徒理智上知道当时所发生的事情，然而守望者们却是“昏睡的”、“未

(http://religiousliberty.info/article.php?id=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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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好的”、而且“没有意识到面临的危险”。（《评论与通讯增刊》，1888年12
月11日，第4页。）

22. 怀爱伦著“大卫的祷告” David’s Prayer，1888年12月8日证道，《评论与通讯》，
1888年12月18日，786-787页。

23. 怀爱伦著“我们的义务与责任” Our Duties and Obligations，《评论与通讯》，1888
年12月18日，794-795页。

24. 怀爱伦著“《美国哨兵》及其使命” The American Sentinel and Its Mission，《评
论与通讯》，1888年12月18日，791页。

25. 怀爱伦著“巴特尔克里克教会的复兴工作” Revival Work in the Battle Creek Church,
《评论与通讯》，1889年2月12日，106-107页。琼斯和瓦格纳所阐述的“1888年的
信息”与宗教自由的题目，以及圣灵预备一批百姓在上帝的日子站立的工作，有
紧密联系。星期日法案比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接近于实施这一事实，正
是有力且引人注目的证据，表明上帝已经开始倾降晚雨——基督我们的义之信
息——也表明大呼喊就要以前所未有的能力发出。

26. 同上。

27. 怀爱伦手稿30号，1889年6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378-379页。我们一定
不要忘记，大仇敌已经通过罗马教工作了将近一千五百年的时间，不仅为了废
除上帝的律法，还为了践踏耶稣的真道（或译“耶稣的信心”），这一目的是通
过消灭良心的自由来增进的：“罗马教正足以适应这一等人的需要。她已经预
备好方法可以应付世上的两等人──几乎全世界的人都包括在内━━一等人是
想靠自己的功劳得救，另一等人是想在自己的罪中得救。罗马教权力的秘诀就
在于此。”天主教还“咒诅了‘那些主张宗教信仰与崇拜自由的人’以及‘一切主张
教会不可采用武力的人。’”（怀爱伦著《善恶之争》，572、564页。）三位天
使的信息反击了这种错误，宣告了上帝的律法和耶稣的真道，并且为所有人保
留了良心的自由，安息日就是其标记。

28. 怀爱伦著“巴特尔克里克教会的复兴工作”，《评论与通讯》，1889年2月12日，
106-107页。阿瑟·L·怀特说，原本计划在12月15日至22日进行的祷告周，实际上
“持续了一个月”。（《孤独岁月》，420页。）

29. 怀爱伦手稿30号，1889年6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367页。

30. 怀爱伦手稿25号，“日记”，1888年12月；收录于阿瑟·L·怀特著《孤独岁月》，
421页。

31. 同上。

32. 丹·T·琼斯（Dan T. Jones）致J.W.瓦特（J. W.Watt），1889年1月1日。这一对A.T.
琼斯的描述与许多当代历史学家的描述不同。又见第六章尾注6。

33. 怀爱伦手稿24号，1888年11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228页。

34. 这一描述几乎与怀爱伦在《早期著作》中的描述完全相同，她写到人们跟着基
督进了至圣所，基督说：“我父啊，求你赐给我们你的灵。”这时耶稣便将圣灵吹
在他们身上。在他所吹出的这一口气中有亮光、能力和很多仁爱、喜乐、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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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页）

35. 怀爱伦手稿30号，1889年6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366-369、378-379、
381页。

36. 在巴特尔克里克还有其它一些因素使人们没有听到并接受所阐述的信息。有人计
划了一次圣诞节的活动，涉及许多化装的小孩子。怀爱伦在12月24日的日记中表
达了她的担忧：“疗养院里有许多安排，因此很多人没参加[祷告周的聚会]。”
（手稿25号，1888年12月，未出版。）怀爱伦担心为这次活动所耗费的大量
“时间和劳动”：“当人们付出艰苦的努力准备这些表演时，应激发人最深兴趣并
吸引人注意力的聚会同时在进行，这些聚会需要所有人的参加，否则他们将会
失去主所要传达给他们的信息。”怀爱伦感受到了他们所处的预言阶段，以及
正在赐下的现代真理，她催促教师们辨别亮光，以便能够把亮光传达给孩子们：
“噢！但愿安息日学的教师们被此时之信息的灵全然充满，在他们一切的工作上
带着这一信息……要作工拯救他们[孩子们]，把他们指向耶稣，他如此爱他们以
至于为他们舍命。要向他们重复上帝亲自给他们的珍贵保证（引用出埃及记34:6-
7）。一定要直白的把耶稣介绍给孩子们，他是原谅罪的救主，在幔子内献上他
赎罪的血……告诉他们，认为能使自己变好的想法，和作出改进的承诺都是徒然
的，因为这连罪的一个污点都无法除掉。要想认识罪，并得到真正的悔改，就要
把自己按着本相交给上帝所宣布的怜悯和他所展示的慈爱。”（信函5号，1888年
12月26日；《已发布的手稿》卷十九，300-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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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turn of the Latter Rain

第八章

1889年的复兴——1
由于接受最宝贵之信息
而产生的复兴与改革

“时间宝贵，有一道信息要传给这班子民。”1这是怀爱伦在1888年12月对
质疑她的巴特尔克里克教会的长老们所说的话，有关是否允许琼斯在帐
篷里讲道。由于怀爱伦的坚持，不仅琼斯被许可在帐篷讲话，加上总会
委员会的安排（时任主席是W.C.怀特），琼斯也能够在巴特尔克里克学
院授课。

在巴特尔克里克12月份举行的祷告周会议之后，怀爱伦、A.T.琼斯和E.J.
瓦格纳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把这道宝贵的信息带到了全国各处的教会。在
接下来的春天和夏天，进行了三次传道人学习。琼斯和瓦格纳作为主要
演讲者，与怀爱伦一起在夏季剩余时间里的几次帐篷聚会中，进行了讲
话。然而这其中并非没有争战，各个区会举行了或好或坏的聚会，上帝
依然尝试要把他的圣灵倾降在他渐渐衰弱的教会上。所有这些聚会的结
果都被公布在《评论与通讯》上，只有读过它们才能完全了解发生了什
么。十月底举行的总会会议是这一年各种活动的高潮。

在我们仔细研究这些[传道人]学习和帐篷大会的时候，也需要特别注意
琼斯和瓦格纳的信息。有些当代历史学家暗示，琼斯和瓦格纳1888年的
信息自他们一离开明尼阿波利斯，就立即开始从他们所宣称的宗教改革
福音——就是如今许多福音派人士理解的福音，显著的变成罗马天主教
眼中的因信成义。2*

马萨诸塞州，南兰开斯特

在南兰开斯特举行的聚会从1月11日持续到22日，怀爱伦说：“效果很
好。”教堂里“坐满了那些来领受聚会祝福的人”。A.T.琼斯“非常诚挚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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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做工”，每天都会演讲两到三次。怀爱伦论及伴随聚会的能力时说：
“我们有曾伴随着第一和第二位天使信息的精神和能力……关于在福音中
摆在我们面前的盼望，上帝的仆人们以上帝的圣灵和大能认真地讲了道，
说明了耶稣的爱和基督的义，而且说得那么明白，以致人们用信心领会
了……这自始至终都是按时分粮！”3在这些聚会中，怀爱伦感到有负担，
她唯恐到会的人向上帝正赐予他们的“某些宝贵天光关闭心门”：

许多人似乎认为自己在能来就基督得他的救恩之前，自己先有一番大工
要做。他们似乎认为耶稣会在他们做出最后的努力时来到，帮助他们完
成毕生的工作。他们似乎难以明白基督是一位完全的救主，凡是靠着他
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4

现代真理的信息发出时，人心被融化了：“我们感到必须把基督介绍为
并非远在天边，而是近在眼前的救主……有许多人，甚至在传道人中，
都以前所未有的亮光看到那在耶稣里的真理。他们看到救主是一位赦罪
的救主，真理是使人心灵成圣的真理。”结果许多人“在律法的亮光中意识
到自己的罪”。他们意识到自己“过去一直在相信自己的义”，而如今他们
看出“这义与基督之义相比不过是污秽的衣服”。怀爱伦这样描述天庭对此
类事件的喜乐：

在聚会期间，当人们寻求更加亲近上帝时，便结出了果子与悔改的心相
称，彼此承认曾因言语或行为互相亏待……

在讲道中介绍了主给当代子民的信息……

学生和教师都大得上帝祝福。几乎每一个人内心都感受到了上帝之灵的
深刻运行。与会之人普遍见证自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经验……

我从未见过复兴的工作如此完全的进展，却不带有一点儿不适当的兴奋。
没有催促和邀请，人们没有被叫到前面，然而却严肃的意识到基督来不
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悔改……似乎我们呼吸的是天堂的空气。天使们
确实在空中盘旋……上帝眷顾了他的百姓。因为有悔改的罪人回到父身
边，天上的天使们都有喜乐。5

在最后的安息日的几场聚会中，A.T.琼斯“带着大能”在晨会上讲话。怀
爱伦“以极大的自由”在下午讲话。这对他们的心灵而言是一个“相当宝贵
的安息日”：

我们感觉自己呼吸的是天堂的空气，基督确实被所有寻求他的人找到了。
这实在是上帝之灵奇妙的倾降，向我们见证了上帝愿意为那些相信耶稣之百
姓所做的事。6

一年之后，怀爱伦在一次传道人学会上提醒弟兄们在南兰开斯特所发生的
事。她再次将其与伴随1844年之信息的能力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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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去年冬天在南兰开斯特的人知道，上帝的灵在教会和学校里运行。几
乎所有学生都被天堂的激流所冲击，人们所作活泼的见证甚至超越了1844年
大失望之前的见证。许多人在南兰开斯特学习到什么才是把自己的心交给上
帝——什么才是回转。7

这就是“上帝之灵倾降”在他百姓身上的结果——若是没有反叛，原本能
够以更大程度在明尼阿波利斯的领袖们身上产生的结果。在后来回顾南
兰开斯特以及当年其它聚会的经验时，怀爱伦回忆起与琼斯和瓦格纳同
工的特权。与当代对他们那时所作之工的描述不同，怀爱伦描述了上帝
的手是如何作工的：

我曾到处旅行，参加传讲基督之义的聚会。我认为与我的弟兄们[琼斯
和瓦格纳]并肩站立，作我关于现代信息的见证，乃是一个特权；我也看
到无论在哪里讲这信息，都伴随着上帝的能力。你不能使南兰开斯特的
人相信临到他们的不是光明的信息。人们承认了自己的罪，并将基督的
义据为己有。上帝已出手去做这项工作。8

伊利诺斯州，芝加哥

三月底，琼斯到芝加哥与怀爱伦见面，准备两个周的聚会。与兰开斯特
的聚会不同——那些人毫无困难的接受了那道美丽的信息，大多数芝加
哥聚会的与会者是传道人。“一周前聚会中曾有一次间断。但是当我们向
人们指出除去世人罪孽的上帝的羔羊时，上帝的福气就像荣耀的浪涛一
样漫过我们。”参加聚会的人们被指向“除去世人罪孽的上帝的羔羊”。人
们“感到了上帝的灵在深刻运行”，就像所有这道信息被传到的地方一样，
它“导致认罪和离弃罪孽”。9怀爱伦如此描述这些聚会：

A.T.琼斯长老忠心工作教导会众，把生命之饼掰给他们。我们感到难
过，不仅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每一个教会，而且其他每一个教会，无论
他们的信仰和教义如何，当宝贵的真理亮光得到如此清晰的阐述时，他
们竟没能拥有它。看到救恩的计划得到如此清晰简明的界定，我知道这
原会成为许多与我们信仰不同之人的盛宴……

我们一直认真而稳定地作工，要鼓励弟兄们的信心。这似乎象教小孩子独
自迈出最初的几步那么困难……圣灵一直在使男男女女的心悔悟……10

我们深为感恩，因为上帝赐福了这里的聚会……唉，要教育人们不看自己
而看耶稣和祂的义是多么困难啊……

我的心欢喜快乐，因为听到人们承认自己正在他们以前从未拥有的信心
方面获得教育……他们的心灵自由了，他们的罪赦免了，耶稣的爱在他
们心里……显明了圣灵的作为和基督的恩典在人心灵里。安息日临到我
们成了一个喜乐，一个福气。我们以感恩的心欢迎安息日，当作我们曾
享有的最好的安息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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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了上帝之灵的启迪，大家似乎学得很快……现在一天之内就能成
就之前整整一周都成就不了的工作……人人都后悔自己那么久都不知道
何为真正的信仰……自己竟不知道真正的信仰完全依赖基督的义，而不
依赖人的功劳。12

“没有狂热的爆发，却有出自天国的平安喜乐彰显出来。”在承认己
罪的人当中，有一些人曾经在明尼阿波利斯反对过那道信息。如今他
们看到“上帝的灵”在新信徒“心上深刻运行”的结果，便开始意识到他
们在总会会议上所失去的东西。就连基尔戈弟兄都看出“自己在明尼阿
波利斯犯的错误”，并因为自己的新经验而哭泣和喜悦。在一篇《评论
与通讯》上关于自己经历的文章中，他表达了对那些聚会的感激：“我
们的弟兄们极大地感激怀姐妹和琼斯长老的工作。琼斯弟兄所阐述的，
清晰并且有说服力的因信称义的真理，真的是按时所分的粮。”虽然有
这样的认罪，怀爱伦却知道本该有“多得多的人”参加“琼斯弟兄耐心的
教导了人们”的那些聚会。13*

芝加哥的聚会在四月初行将结束时，怀爱伦清楚的看到这道信息需
要在夏季的各个大型帐篷大会上得到阐述。她已经受邀在五月去堪萨
斯参加为期三周的工人聚会，和之后一个周的帐篷大会。堪萨斯的聚
会之后，她要参加宾夕法尼亚州威廉姆斯波特的帐篷大会。在一封写
给她儿子W.C.怀特的信中，她表达了自己的担心，因为自己如果在一
个地方待这么长时间，那么爱荷华州的成员们就会错过祝福，然而她
还没有受到爱荷华州领袖们的邀请。为什么呢？因为莫里森和尼古拉
弟兄“在管理那个区会，直到那里几乎没有生命没有灵魂了”：

威利啊，我为爱荷华州可怜的羊感到痛苦。他们做了什么，以致必须被
撇下不予理睬呢？牧人的罪不应该报应在羊身上。我想到那些在爱荷华
州为各教会操劳的人就心痛。难道不能安排帐篷大会，好让A.T.琼斯弟兄
能和我一起去爱荷华吗？我们不必等这些瞎眼的牧人表示他们愿意让我
们来就可以去。你知道，我告诉过你人们曾投票邀请我参加爱荷华州的
帐篷大会。如果能安排琼斯弟兄陪我去，我就会去……14*

我认为A. T.琼斯长老应该参加我们大型的帐篷聚会，给我们的人也给
外人讲解信心和基督之义的宝贵主题。在这个主题中有丰足的亮光，他
若只去参加文字布道会议，又怎么能将这亮光传给最多的人呢？你不能
指望任何一个文字布道士能象他这样讲解这个问题。15*我认为不让他参
加帐篷大会是在使各教会丧失适合现代的亮光和信息。

要让外人知道我们既传律法，也传福音。要让他们充分了解这些真理。许
多人会站在真理一边。16

堪萨斯州奥塔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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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6日，怀爱伦从巴特尔克里克启程去堪萨斯州的奥塔瓦，那里的帐篷
营地已经有工人聚会在进行当中。她想要A.T.琼斯讲话的要求已经得到批
准，但是她“第一夜看到事态的真相时”却还没有到达那里。“明尼阿波利斯
的酵从爱荷华州被带来，继续产生影响，要使A. T.琼斯长老和[她]的工作
失效。”17 “一些来聚会的弟兄已经准备好要反对琼斯长老阐述的观点。”18
是“基督和众善的仇敌”激发这些人“有备而来，要用在”总会会议上“非常
显著的那种精神影响全营”。19

“气氛是压抑的”，怀爱伦的“心脏处在很软弱的状态，使[她]难以对人们
讲话。”她“不断地向上帝祷告”，让他给她脑力、体力和灵力使她成为众
人的福气。“有些人在把警告、督责或鼓励的信息传给上帝子民……一些
有势力的人却不断在作工反对他们”，那些原本“应该因接受亮光而变得刚
强”的人，“会因拒绝亮光而变得软弱”。20

第二天，也就是5月8日星期三，怀爱伦参加了清晨的聚会，并且“作了
一个明确的见证，劝在场的人不要重蹈明尼阿波利斯的复辙，也不要象
保罗在《希伯来书》4章2节所描绘的那样”。她“劝他们在上帝面前谦卑己
心，藉着悔改和坦白抛弃自己的罪，接受上帝藉着祂所委派的仆人们传
给他们的信息”。第三天早晨，怀爱伦感到需要重述这件事并且讲的“更加
明确”。这一次她非常直截了当：

我蒙引导更直率地讲到在明尼阿波利斯举行的会议，以及我们的弟兄们
带到那次会议的精神。我觉得比较笼统地讲述人们会同意的真理，却不
让人深感扎心，是不够的。要做成的工作需要的不仅是柔和的话，因为
上帝会斥责凡带有明尼阿波利斯的那种精神和影响的事──怀疑，挑剔，
玩笑，撇开上帝之灵切身的责备，视之为虚空的妄言，揶揄、歪曲和诡
辩言辞。21

怀爱伦描述了在明尼阿波利斯发生的事情，人们是如何“受了一种欺骗，
脑中有了虚假印象”。她告诉他们“琼斯和瓦格纳向人们呈现了宝贵的亮光，
但偏见和不信、嫉妒和恶意的猜测挡住了他们的心门，以致凡出自这个来
源的东西都不能进入他们心中。”怀爱伦提到了自己当时正准备离开会议，
一位“信使”来到她身边，告诉她要坚守自己的岗位。那位信使把她带到各
个房间，并向她展示了人们所说反对她和琼斯以及瓦格纳的话。她提到这
一切是怎样“如同闪电”一样被显示给她，以及此次经历是怎样与上帝的百
姓在整个善恶之争历史中的经历相比。她讲述了法利赛人的精神是怎样进
入了教会，她在会议上的工作是怎样“几乎被所有的人漠视了”，“背叛的精
神盛行”，“他们的做法对上帝的灵是一种侮辱”。22

怀爱伦直截了当的讲话并非没有果效。堪萨斯区会会长哈尔弟兄
（Brother Hall）起身公开宣称怀爱伦所说的是真的。他“对……见证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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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坚定了，因为他“曾在她所提到的那些房间中的一间”。他犯了“绝对信
仰……传道弟兄们”的错误，仰望他们，并且相信他们的话。23*麦克雷诺
兹弟兄（Brother McReynolds）也“作见证说，怀姐妹的描述句句真实”。
他已经私下向怀爱伦认错，如今他公开认错。不幸的是，这次聚会在“能
更深入”之前不得不结束。24

怀爱伦筋疲力尽。有时她的“精神非常沮丧”，并且“会与软弱作斗争”直
到她站在众人面前得到力量讲话的时候。25那个星期四的下午她再次讲话，
到场要得祝福的人都受到了祝福，但是那些“伺机挑错的人，既用不信堵
住了心门，就认为怀姐妹讲得不是很有圣灵带领”。26自明尼阿波利斯之
后就有谣传说“怀姐妹承认，那次会议上她的一些话是有错误的，表现了
一种错误的精神。”那个早晨怀爱伦激烈的措辞也动摇了一些人对她的信
心，包括J.S.沃什伯恩。27

J.S.沃什伯恩

J.S.沃什伯恩是一位来自爱荷华州、受过圣职的牧师，年仅二十六岁。
他参加了明尼阿波利斯会议，根据他自己的叙述，他与“四分之三反对新
亮光的工人们是一边的”。他参加明尼阿波利斯会议时“带着支持加拉太书
中‘老’律法观点的偏见”，而且还“支持莫里森和巴特勒”。他感到琼斯和瓦
格纳在“破坏信仰”，然而他却“不能理解像ATJ[琼斯]这样的坏人”怎么能
那样祷告。沃什伯恩“对自己说：‘他祷告的就好像认识上帝一样。’”28

沃什伯恩和J.H.莫里森有交往。莫里森不仅在明尼阿波利斯公开反对瓦
格纳，而且还“轻视预言之灵”。当沃什伯恩和莫里森在明尼阿波利斯一起
见怀爱伦时，“她不愿提出劝告，[而且]说：‘弟兄们，我的劝告在爱荷华
州没有效果！’”后来，沃什伯恩“决定要独自去见她”，而她“简单的回答”
似乎解答了他的几分疑惑。然而J.H.莫里森却决定提前离开明尼阿波利斯
会议。他私下告诉沃什伯恩：“他们要试着迫使我承认自己错了。所以我
要离开。”29

1889年冬天，沃什伯恩在怀疑和沮丧中挣扎：“‘我们没有一位先知！[如
果]那两个人[琼斯和瓦格纳]对她造成了如此的影响，那她不可能是先
知。’他这样在心中推断。”就连他的布道会都失败了。他“失去了自己的
听众”，只给会议上的四五个人施了洗。这样他的“怀疑更加强烈了”。一
天晚上他跪在外面“绝望的祷告”。他“推断如果这些人遵守上帝的诫命，
那他们一定拥有预言之灵。但如果先知受两个年轻人影响如此之大，那
这些人是不可能有预言之灵的……他祷告说：‘若有上帝，我愿相信。’”
明尼阿波利斯之后，沃什伯恩跌落的是如此之深。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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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什伯恩碰巧和A.T.琼斯同乘一辆火车
去参加堪萨斯的聚会。虽然沃什伯恩“对
琼斯的正确性有怀疑”，而且觉得他“和
EJW[瓦格纳]一样错了”，但他对琼斯最近
在“华盛顿的胜利”——关于布莱尔星期日
法案的胜利却印象深刻。沃什伯恩本人对
法律和政治感兴趣，他“有些害怕的向琼
斯作了自我介绍，[但却]发现琼斯既友好
又宽容。”沃什伯恩“开始喜欢他，和他一
起去了[堪萨斯的]聚会，共度了一个周末，
[还]和他一起沿河散步，聊了许多事情”。
31

直到怀爱伦到场并且在清晨聚会讲话之
前，一切对沃什伯恩而言似乎都进行得
很顺利。怀爱伦在晨会上说：“我们不想要任何明尼阿波利斯的精神来到这
里。若是J.H.M.[莫里森]和亨利尼古拉不悔改并调转脚步的话，他们永远不
会得救的！”沃什伯恩“惊讶于她如此直率的谈论他们爱荷华州的领袖们。”
他想：“她错了！”沃什伯恩“再次心烦意乱，之前的怀疑和明尼阿波利斯的
精神一起回来了”。他决定要和怀爱伦见一面，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个问题。32

怀爱伦和蔼的回应了他，并且邀请他来访。沃什伯恩向怀爱伦倾诉了自
己的担忧。他告诉她“他过去一直相信她是一位先知，但是却被明尼阿波
利斯的事情扰乱了。”他认为乌利亚·史密斯和莫里森“是正确的”。怀爱伦
这样回应了他：“你知道为什么J.H.M[莫里森]提前离开了会议吗？”然后
她“一句不差的”告诉沃什伯恩“J.H.莫里森对[他]说的话”。“她对于莫里森
和他之间那次私密谈话的人力所不能及的了解”，令沃什伯恩感到害怕。
他意识到这位女士得到了秘密的启示：

怀爱伦告诉他自己在欧洲的那位向导，这位向导伸出手来说：“在这场
争议中双方都犯了错误。”然后怀爱伦又说“加拉太书中的律法”不是会议
的真正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因信成义！……怀爱伦说：“E.J.瓦格纳可以比
我更明白的教导因信成义。”[沃什伯恩]说：“为什么呢，怀姐妹？你是说
即使你有这么多经验，E.J.瓦格纳还能比你教的更好吗？”怀爱伦回复道：
“是的，主在这个问题上给了他特别的亮光。一直以来我都想要把它表现
的更清楚，然而我却无法向他那样明白的表现出来。但是当他在明尼阿波
利斯表明这个题目时，我就认出来了。”33*

之后沃什伯恩问怀爱伦她自己是否绝无错误。她回答：“当然不是……我
只是个软弱会犯错误的人。”这让沃什伯恩问到自己如何能相信她所写的
或所说的是“出自于主的。”对这个问题怀爱伦“没有立即回答”，她似乎等

J.S.沃什伯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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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整整五分钟”。沃什伯恩有些尴尬，但她的回答却“让他在预言之灵的问
题上再无疑问”：

“我已经有几年没有见到异象了。（她在公开场合见异象的事情在初期
的几年之后就停止了，但后来她会在晚间看到异象。）但是我从来不敢
把自己说的话或是写的东西当做证言，除非我知道圣灵在掌控我的头
脑。”34

沃什伯恩在这次与怀爱伦的谈话之后，“变了一个人，对这场运动以及
上帝通过预言之灵对此运动的带领有了确定的信心”。35*

突破终于到来

5月10日周五早晨，在奥塔瓦的帐篷营地，怀爱伦再次“在聚集的会
众面前”讲到“明尼阿波利斯和弟兄们对待主所差来传真理信息给他们
的仆人们的态度”。由于她的讲话，“几个人作见证讲了他们在明尼阿
波利斯会议上的经历。”然而她说：“我们却似乎没有突破。”

安息日早晨A.T.琼斯证道的题目是“你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
虽然他在帐篷大会期间已经作了二十次演讲，但着重点都在宗教自由
的问题上。然而在安息日的早上，他开始了一系列的演讲，都是“因
信称义的主题，许多人接受它为亮光和真理”。36琼斯向到场的数百人
阐述他们需要的是上帝的义，“除此之外，别无功效”：

然而我们必须知道，要在何处寻找它，以及如何寻找它，因为我们经常在
错误的地方寻找；举例来说，许多人在上帝的律法中寻找它，靠着遵守律
法……上帝之义在他的律法当中，但却不是通过律法显明给人的，罗马书
1:16-17，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不是在律法上……

加拉太书2:21；“义若是藉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如果我们
的义是一切，那么我们就能脱离律法了。上帝之义只能从耶稣基督而得。
我们的义是什么呢？以赛亚书64:6。我们的义都像都象污秽的衣服。我们
都犯了罪，并且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什么是罪呢？当以色列出埃及时，
他们不认识上帝……为了让他们明白自己的状况以及罪是什么……他使
用了一个意思是“未中靶心”的词……因此一个人拥有律法的义越多，他就
越糟糕——越衣衫褴褛……

基督的顺服才有功效，我们的顺服不能给我们义。那就让我们停止尝试
以自己的力量去行上帝的旨意。完全停止。永远停止。让基督的顺服来
替你做一切的事，并且得到力量可以拉弓使你击中靶心……37

虽然琼斯讲述了人所需要的义必须来自基督而不是来自律法这一事实，
但他却完全没有贬低律法或是对诫命的遵守。他清楚地说明基督以“婴儿
而不是成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自己能够面对“一个孩子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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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的一切试探并且从不”犯罪。这样，“任何一个孩子就能够站在他的位
置，靠他的力量抵挡”：

如果义是上帝的礼物，并且从福音而来，那么律法有什么作用呢？……
事实上，律法对完全的要求是全人类的希望，因为若律法能够略微忽视
一样罪，那就没有人能够从罪中得自由了，因为如此律法就不能把这样
罪显明出来，这样罪也就不能得到赦免，人只有得到赦免才能被拯救。
律法将要显明一切罪的日子就要到来，那时我们会完全的站在上帝面前，
得到永远的拯救。上帝律法的完全之处在于，它将要向我们显明自己所
有的罪，然后一位完全的救主随时准备好要把这一切的罪除掉。上帝显
明我们所有的罪，不是为了定罪，而是为了拯救我们，因此这是他爱我
们的一个记号。38

琼斯的证道是人们所不常听到的福音，怀爱伦在《评论与通讯》上记载
了她听到琼斯证道时的喜乐：

在堪萨斯的会议上，我祈求上帝摧毁仇敌的势力，让处在黑暗中的人打
开心门接受上帝将要传给他们的信息……我们良善恩惠的主竟被披上撒
但品性的色彩，呈现在人们眼前……许多人一直生活在怀疑的气氛中，
似乎不可能抓住眼前基督福音的希望……

安息日所讲述的真理对大多数会众来说都是新的。从圣经的宝库中有新
旧的东西拿出来。人们过去所不大理解和运用的真理显明了。从有关上
帝律法与福音的话语中有光照耀出来。基督是我们的义，这在那些渴慕
真理的人看来，似乎是太宝贵的亮光，简直难以接受…………主把真理
清晰地呈现……启示……惟有基督才是一切希望和救恩的源泉。“生命在
祂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我们衷心感谢主，因为我们有宝贵的亮光呈现在人们面前。我们享受着现
代真理的信息。39

然而，并非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许多人作了见证，证明他们赏识所
讲解给他们的亮光和真理。但那些已经停留在怀疑氛围中的人似乎难以
采取学习者的立场。他们会挑剔无足轻重的小论点。已经在爱荷华州区
会起作用的那种酵也在我们中间。”周日早晨，怀爱伦作了一次“清楚明
白、尖锐”的见证，论到“在明尼阿波利斯所做违反基督精神的邪恶猜测
和失实陈述”。她在讲话中责备了“怀疑和不信的罪；在每一群会众中，
撒但都有他的代理就在我们中间，他能藉着他们行事。”40*

仇敌正与那些置身于疑惑不信之中的人同工；他们不满足于只是自己
处于这种状态，还始终鼓动别人处于这种状态……根据上帝所赐给我的
亮光，只要有亮光从天而来，撒但就会对它有所挑剔。今日有些人也是
这样──他们很会吹毛求疵。他们需要亮光，却有仇敌挑拨他们就象当
初挑拨拿撒勒居民一样。尽管上帝的灵告诉他们耶稣就是受膏者……他
们还是疑惑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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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起到现在，人性没有一点进步。人性仍是人性……

现在，弟兄们，我要告诉你们，当上帝的灵进入我们中间时，它会打动
人心，使人准备接受它。但他们若不敞开心门接受它，就会立刻判断信
使和所讲的话……在明尼阿波利斯就是这种情况。

因为我很清楚那种精神就在这里，而且我们不应该给那种精神留一点地
步……我想要问你们是否满足于你们的冷淡、你们的不信、你们的退后。
你们这么做还不够吗？要是不够，魔鬼就会给你们一切你们想要的……

我们看到我们的状况一点不比犹太人好……

基督在对祂时代的人讲话时，告诉他们说，他们是闭眼不看，塞耳不
听……亮光赐给了他们，他们却不愿意接受。黑暗在他们身上，他们就
会来吹毛求疵，使人们的心思转离为他们而赐下的严肃真理。这真理如
今对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否是会有上帝丰盛的福气
停留在我们身上，愿我们意识到祂正将丰盛的亮光和荣耀倾注在我们身
上，这是我的祈祷。41

晨会之后，在心中依然惦记过去几个月所发生之事的情况下，怀爱伦开
始给她的孩子们写信。回顾“反叛流行”，而且“对上帝的灵是一种侮辱”的
明尼阿波利斯，她说起一些来到堪萨斯聚会的人带着“在明尼阿波利斯非
常显著的那种精神”。她写到A.T.琼斯安息日的证道对许多人来说是“亮光
和真理”，但对那些“已经停留在怀疑氛围中的人”却只是某些遭受“挑剔”
的对象。然后，似乎是在直接写给那些怀疑的弟兄们一样，怀爱伦问道：
“你以为天上的守望者看不见你的不信和反对吗？你以为你所说讥讽嘲笑
的话语决不会再次出现在你面前了吗？甚至上帝之灵的沛降也被你藐视
了，被你不圣洁地论断了；而当这信息临到你，你必须向上帝悔改时，
你又怎样误解和歪曲了这些话语的意思啊。”42

值得感谢的是，也有一些好消息可以分享。在怀爱伦周日早晨的讲话结
束时，“聚会有了突破”。爱荷华州的一位传道人波特弟兄（Brother Porter）
站起来发言。他没有参加明尼阿波利斯的会议，但却“在完全的黑暗中”并
带着“好斗的精神”来参加堪萨斯的聚会。现在他可以喜乐的说：“我回头了。
我看见了亮光。”曾被黑暗笼罩的每一个要点“因A.T.琼斯长老的讲解都清
晰了”。

波特发言之后，“年轻的沃什伯恩弟兄起来讲了相当长的时间。他说在
明尼阿波利斯的时候，他曾以为怀姐妹的见证不是真的，因为她说她在
加利福尼亚没有与A.T.琼斯和E.J.瓦格纳交谈过。”沃什伯恩大胆的告诉所
有在他面前的人：“我羞愧地承认这一点。我已向怀姐妹认罪，也向上帝
认了罪。我一直因此后悔。”43*其他人也站起来作了他们的见证：

安息日的工作没有白费。星期日早晨，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上帝的灵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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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众的道德和属灵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些长久处在黑暗中的人
作了宝贵的见证。有一位弟兄谈到了在他接受基督为我们的义这个好消
息之前所经历的斗争……

有一位参加传道工作的青年弟兄说，他在这次会议期间所享受的上帝福
气和慈爱，超过了他以往所有时候的总和。还有一位说，他心中所忍受
的试炼、困惑与挣扎，曾使他有了放弃一切的念头……声泪俱下地说出
了他心灵所得到的解脱与福气。每一次见证会都有许多人见证他们从所
接受的亮光中所得到的平安、慰藉和喜乐。44

当或好或坏的聚会在全国各地举行时，上帝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斗争中
尝试要把圣灵倾降在他渐渐衰弱的教会身上。许多人从这些聚会中得到
了大福气，同时其他人继续着他们固执的反叛。我们会在下一章中继续
审视这些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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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尾注

1. 怀爱伦手稿30号，1889年6月30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356页。

2. 自从《关于教义的问题》一书在1950年代出版以来，琼斯和瓦格纳“‘1888年的
信息’与福音派改革福音相同”这一观念被阐述了将近六十年。此外，还有人宣
称他们的信息在他们离开明尼阿波利斯之后，很快就变成了罗马天主教版本的
因信称义。那些人为这一改变所提出的原因出自于：他们在基督人性上的所谓
新（1888年之后）观点，他们对“原罪”教义的拒绝，他们在因信成义中把成圣
和称义包含在一起，以及他们相信末代[基督徒]的完全。这一切都被宣称为造
成“圣体运动”和“阿尔法背道”的直接原因。同样的，如今任何对琼斯和瓦格纳
所谓错误的1888之后信息的重新强调（包括以上四点），都会被称为“欧米茄背
道”。戴斯蒙德·福特，罗伯特·D·布林斯米德，大卫·P·麦克马洪，弥尔顿·R·胡
克，波特·哈洛维亚克，罗伊·阿达姆斯，伍德罗·W·惠登，乔治·R·奈特和其他
一些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宣扬过，或者正在宣扬这一观点。我们在本书余下的
部分中检查我们的历史时，会看到这些评价的证据，包括怀爱伦受灵感的观察，
可以验明他们的主张是否正确。

3. 同上，以及怀爱伦著“马萨诸塞州南兰开斯特的会议”，刊登于《评论与通讯》，
1889年3月5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371-372页，267页。

4. 怀爱伦著“马萨诸塞州南兰开斯特的会议”，刊登于《评论与通讯》，1889

年3月5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267页。

5. 同上，267-268页。

6. 怀爱伦手稿17号，“日记”，1889年1月；收录于A.L.怀特著《孤独岁月》，427
页。

7. 怀爱伦著“亲近上帝”，1890年2月5日晨更讲话，刊登于《评论与通讯》，1890
年3月4日。

8. 怀爱伦著“现代信息”，1890年2月4日晨更讲话，刊登于《评论与通讯》，1890
年3月18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545页。

9. 同上，又见A.L.怀特著《孤独岁月》，428页。

10. 怀爱伦致我亲爱的弟兄们，信函85号，1889年4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
280-283页。

11. 怀爱伦在1851年写道：“当安舒的日子和春雨从主面前带着他的荣耀权能来到之时，
我们就会……更加清楚的认明安息日的重要性和荣耀。”（怀爱伦致哈利艾特
[Harriet]姐妹，信函3号，1851年8月11日；收录于《信息选萃》卷三，388页。）这
也证明在1888年那荣耀已经开始照耀了。

12. 怀爱伦致W.C.怀特，信函1号，1889年4月7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286-
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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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同上，289-291页；又见A.L.怀特著《孤独岁月》，429页。怀爱伦描述琼斯“耐心的”
教导百姓，这再次和那些如今被贴在琼斯身上的标签大不相同。我们不会否认琼斯
有的时候确实过于严厉，但有些人把琼斯1900年以后对教会的苦毒掺杂在了1888年
到1890年代中期，这不仅使人怀疑他早期作为上帝之信使的呼召，还使人怀疑赐给
他的信息。

14. 需要注意的是，在明尼阿波利斯拒绝那道信息虽然是莫里森和尼古拉个人的罪，然
而他们身为领袖的事实使整个会议因为他们的选择受到了亏损。虽然人们“曾投票
邀请”怀爱伦参加他们的帐篷大会，但最终她因为领袖们延迟了太久的邀请而无法
参加。怀爱伦的话多么正确：“犹太国的灭亡，是由于他们被自己的统治者、祭司
和长老带离了圣经的真理。”（怀爱伦著《传道良助》，128-129页，1892年版，以
及《给传道人的证言》，109页。）我们会在后面更深度的研究这一主题。

15. 文字布道士无法像琼斯那样阐述这道信息的事实，应当让我们明白这是从上帝而来
的一道特别信息——大量的亮光——从天而来。但这不只是当时的圣洁传道士们所
教导的改革福音的重新强调，也不是我们时代许多福音派信徒所传扬的改革福音的
重新解释。又见第九章尾注5。

16. 怀爱伦致W.C.怀特，信函1号，1889年4月7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290-293页。

17. 怀爱伦致J.法戈，信函50号，1889年5月2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298页。

18. W.C.怀特致L.R.科拉迪（L. R. Conradi），1889年6月26日；收录于《手稿与回忆》，
145页。

19. 怀爱伦致孩子们，信函14号，1889年5月12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307页。又
见“堪萨斯州奥塔瓦帐篷大会”，《评论与通讯》，1889年7月23日；收录于《1888资
料集》，386页。

20. 同上，386页。

21. 怀爱伦致孩子们，信函14号，1889年5月12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307-308页。

22. 同上，308-316页。

23. 在与来自于密歇根区会的代表法戈弟兄分享堪萨斯聚会的经验时，怀爱伦提到在明
尼阿波利斯盲从人的危险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可怜的奥斯特兰德（Ostrander）弟兄
去参加了那次聚会，心理失衡，与精神病人差不多。弟兄们却那么盲目，对《加拉
太书》中的律法那么兴奋，一点没有意识到要看出他的真实状况，因为我关于奥斯
特兰德弟兄的忠告，来看望我的委员会竟然很严肃地问了我这个问题：难道他不应
该提名竞选总会会长吗？这个人离家以前在精神错乱的时候甚至在他自己的家里都
是危险的，因为他的妻子已经对我讲了这事。但这个人却得到了巴特勒长老的完全
信任，而他在虚弱的状况中，心思受了这个人的强烈影响。照巴特勒弟兄所说的，
我最好最有经验的传道弟兄们[包括奥斯特兰德]会告诉他，他们的心因怀姐妹在总
会上采取的立场而几乎要破碎了。”（怀爱伦致J.法戈，信函50号，1889年5月2日；
收录于《1888资料集》，300页。）

24. 怀爱伦致J.法戈，信函50号，1889年5月2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298-299页。

25. 怀爱伦著“堪萨斯州奥塔瓦帐篷大会”，《评论与通讯》，1889年7月23日；收录于
《1888资料集》，386页。

26. 怀爱伦致孩子们，信函14号，1889年5月12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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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怀爱伦著“没有根据的报告”，1889年5月；收录于《证言》卷五，693页，以及
《1888资料集》，327页。

28. “1950年6月4日在马里兰州哈格斯镇与J.S.沃什伯恩的面谈”，第2页、第1页。

29. 同上。

30. 同上，1、2页。

31. 同上。

32. 同上。

33. 同上，1、2页。虽然沃什伯恩与怀爱伦的这次会面是在六十一年之后的面谈中被报
告的，但是沃什伯恩回忆的准确性有几项事实的支持。他对怀爱伦在欧洲所见异象
的描述，与怀爱伦写给G.I.巴特勒私人信件中的描述相同，这封信是在沃什伯恩死
后才公布的（信函21号，1888年10月14日；《1888资料集》，93页。）沃什伯恩发
现“四分之三的人”反对亮光，这一发现在巴特勒写给怀爱伦的私人信件中得到了支
持（1886年8月23日；收录于《手稿和回忆》，21页。）沃什伯恩对堪萨斯一系列
事件的描述，包括怀爱伦5月9日星期四上午那些强势的话语、她和沃什伯恩周四下
午的会面、甚至A.T.琼斯5月11日安息日证道的题目（这次证道帮助了沃什伯恩回
转），都完全符合怀爱伦和W.C.怀特对这些事件的描述（见：《1888资料集》，
302-325页；《手稿和回忆》，138-146页。）沃什伯恩对怀爱伦给瓦格纳评语的描
述——“E.J.瓦格纳能够比我更清晰的教导因信称义……上帝在这个问题上给了他特
别的亮光……但当他在明尼阿波利斯讲出来的时候，我就认出它了。”（“面谈”，第
2页。）——得到了怀爱伦其它被记录之陈述的支持。举例来说，她于1889年6月19
日在罗马帐篷大会上所说的话（仅仅发生在她和沃什伯恩面谈几周之后）：“曾有
人问我：‘你对这些人正在传讲的这个亮光怎么看？’我近45年来传讲的就是这个亮
光──基督无比的优美。这正是我一直在设法呈现在你们面前的。当瓦格纳弟兄在
明尼阿波利斯说出这些想法时，乃是我在我自己和我丈夫之间的谈论之外，第一次
从人的口中听到有关这个题目的清楚讲解。我对自己说过，正是因为上帝已将这个
题目在异象中呈现在我面前，我才会看得这么清楚，而他们看不清楚是因为他们从
未象我一样有这个题目呈现在他们面前。及至另一个人讲解这个题目时，我能全心
全意地说：阿们！”（《1888资料集》，348页。）沃什伯恩可能没有参加这次帐篷
大会，而怀爱伦证道的文字记录直到沃什伯恩去世之后才公布。然而现代的历史学
家们却强烈的不认可怀爱伦对琼斯和瓦格纳以及他们信息的评价。对于重新出版琼
斯和瓦格纳作品的建议，N.F.皮斯这样说：“琼斯和瓦格纳所说的话并不比[怀爱伦
的]那些话好，这样说并非夸大。”（《拯救之信》，53页。）但这却产生了一个严
重的问题。为什么上帝在有一位活着的先知的时候，差遣了琼斯和瓦格纳？难道不
是他们有一道信息要传吗？为什么怀爱伦支持他们？甚至冒着自己作为上帝先知或
信使名声被破坏的危险？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有一道从天而来的信息吗？

34. “1950年6月4日在马里兰州哈格斯镇与J.S.沃什伯恩的面谈”，2-3页。

35. 同上。沃什伯恩在接下来几年中给怀爱伦写的一些信中，回忆了他在堪萨斯聚会的
经历：“我去年五月在堪萨斯州的奥塔瓦参加那里的传道人学习。A.T.琼斯长老关于
基督之义的证道，以及我和你的谈话给了我最深刻的印象。”（J.S.沃什伯恩致怀爱
伦，1890年4月17日；收录于《手稿和回忆》，174页。）“我相信，你对待我的温
和仁慈，以及回答我问题的耐心，永远的稳固了我的信心。明尼阿波利斯总会会议
之后我充满了困惑和怀疑，几乎成了无神论者，然而从琼斯弟兄因信成义[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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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的亮光，还有你的讲话——特别是我和你单独的长谈，稳固了我动摇的信心，
并且把我的信心紧紧固定在‘历代磐石’上。”（J.S.沃什伯恩致怀爱伦，1896年12月17
日，粗体字形为原文所有。）这再一次证实了沃什伯恩1950年代面谈的准确性。

36. 怀爱伦致孩子们，信函14号，1889年5月12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317页。

37. A.T.琼斯，“安息日上午证道”，1889年5月11日，刊登于1889年5月14日托皮卡《资本日
报》（Topeka Daily Capital）；收录于《1889年帐篷大会证道集》（爱达荷州圣玛丽：
LMN国际出版社，无日期。）30-31页。

38. 同上。

39. 怀爱伦著“堪萨斯州奥塔瓦帐篷大会”，刊登于《评论与通讯》，1889年7月23日；收
录于《1888资料集》，386-387页。

40. 怀爱伦致孩子们，信函14号，1889年5月12日，以及怀爱伦致J.法戈，信函50号，
1889年5月2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317、299、318页。我们在下一章中还会
看到堪萨斯聚会上的反对。

41. 怀爱伦手稿2号，“挑剔”，1889年5月12日晨更讲话；收录于《1888资料集》，302-
306页。

42. 怀爱伦致孩子们，信函14号，1889年5月12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307、314、
317、320页。

43. 同上，以及怀爱伦致J.法戈，信函50号，1889年5月2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
307、299-300页。沃什伯恩在堪萨斯聚会上回转的经历，对他的事工具有意义深远
的影响。他在1891年到英格兰担负起那里的工作，1892年E.J.瓦格纳加入了他，果
效显著。见：大卫马歇尔著“J.S.沃什伯恩：未受颂赞的英雄”J. S. Washburn: Unsung
Hero（《评论与通讯》，1989年1月26日，16-17页。）

44. 怀爱伦著“堪萨斯州奥塔瓦帐篷大会”，刊登于《评论与通讯》，1889年7月23日；收
录于《1888资料集》，3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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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1889年的复兴——2
兴起，发光，

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

1889年5月怀爱伦在堪萨斯帐篷大会上的那个周日早晨讲话之后，终于
迎来了突破。许多人见证了他们所接受到的伟大祝福以及新的经验。同
一天下午，怀爱伦参加了一场聚会，“在琼斯弟兄讲了信心之后，有许多
人自由地作了见证。每次都有六到八个人起来，他们就象饥饿的羊按时
得到了粮食一样。”在谈及那天下午发生之事的信中，怀爱伦表达了她的
喜乐和最深的渴望：“我祈求这项善工能够继续，锡安能够兴起，因为她
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她。但愿教会的每个成员都在上
帝面前自卑，并且接受能够给教会的青肿与伤口带来医治的信息。”1*怀
爱伦意识到上帝已经临到了他的百姓，并带来了可以医治他们的光，正是这
光使他们能够兴起并向世界发光。

人们对琼斯和瓦格纳所传递之信息的反应大不相同。许多人得到了极大
的祝福和他们从未有过的新的属灵经历，而另一些人却把这信息当作危
险的异端。有趣的是，人们对琼斯和瓦格纳教导的所谓异端究竟是什么
却没有统一的看法。怀爱伦的喜乐是由于她辨认出这道信息是律法与福
音结合的完整信息，具有强大的效果。2*但那些反对这道信息的人，有
的认为琼斯和瓦格纳废除了律法，支持唯信心论或是廉价恩典，而有的
感觉琼斯和瓦格纳在破坏福音，教导某种完美主义。3*

来自双方的反对

G.I.巴特勒和乌利亚·史密斯都觉得琼斯在贬低律法，他们在《评论与通
讯》中发表了对琼斯帐篷大会上证道的反驳。在5月16日的《评论与通讯》
中，巴特勒论到罗马书7、8章，并给他的文章起名为“由我们所成就的律
法之义”。琼斯在他的证道中将罪的一个方面描绘为错过靶心，但巴特勒
却强调道德律是用来“显示上帝所认为什么是正确的，凡是违背其神圣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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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都是错误的——都是罪……‘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一书3:4。”巴特
勒在文章结束时总结了他的担忧：

如果说第三位天使的信息要更正这个时代的某种教导，那最需要更正的
正是这一点——遵守上帝律法的必要性。“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
的。”启示录14:12……几乎到处都弥漫着一种情绪，这种情绪带着最令人
愉悦的伪装，并且听上去最令人信服，就是说没有必要遵守这些律法，
或者说这些律法在这个世界上无法被遵守。人们在教导一种简单的宗教
方式。“只要相信基督，你就没问题了。”内心没有被查验；良心依旧在沉
睡；几乎没有对罪的负疚感，以及对上帝律法之要求的透彻研究，没有
自我省察，没有对罪的厌恶。耶稣做了一切。这是世上最危险的异端之
一……

如今许多人自称是基督徒，宣称基督为他们完成了工作，然而这些人却
对基督的赦免之爱一无所知，因为他们从未感受过罪的恶毒，也没有彻
底的悔改过。这种工作是完全表面化的。这些人自认为藏在基督的荫庇
之下，而事实上他们却一直带着自己的罪。如此他们就把基督变成了罪
的使者……

如果我们有一天抛弃了上帝赐给我们的亮光，就是在精义和字句上遵守
上帝道德律法的义务，那我们作为一群百姓就太可悲了。4*

巴特勒面对琼斯表面上的攻击雄辩的维护了律法，然而他自己却在同时
忽视上帝仆人怀爱伦的劝告。史密斯在6月11日发表了他的反驳，题为
“我们的义”。乌利亚·史密斯比巴特勒更加尖刻，他表示现下的教导——
根据推论就是琼斯和瓦格纳的教导——正是“我们事业的苦毒反对者们”，
就是那些废除律法之人的教导。他甚至影射了怀爱伦，宣称任何“与怀特
弟兄有关的人都可以想象他要消除这种反对需要多长时间”：

在我们收到的一些来信中，人们似乎开始倾向于一种看法，认为出自我
们要遵守律法的任何尝试，不过是要使自己变得更好的一种努力，而这
是我们永远无法做到的；这是使自己变为义人的尝试，不过是用污秽的
衣服遮盖自己……我们无法确定他们想要表达多少；但对我们而言，他
们似乎在无意识的转向我们事业和工作的苦毒反对者们所持的观点，这
些人的想法都是类似的……

对它[律法]的完全顺从会产生完全的义，这也是任何人可以成义的唯一
方法……基督合上了我们与上帝之间的深渊，因为他的牺牲取消了过去
的罪……[并且]把我们带回了与律法的和谐之中……这就是我们卫理公会
的朋友们犯错误的地方……没有意识到基督为我们所做之工的全部目的
就是要把我们带回到律法，为了使律法的义能够因我们的顺从而成就在
我们身上……

我们不应该像救主手中的一堆死物，毫无作为……

但是有人问，如果某人尝试依靠自己的力量遵守律法，成就自己的义，
他能做到吗？难道他不是在用污秽的衣服遮盖自己吗？我们不知道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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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适用于什么样的人。但是我们确知，这片土地上的所有复临安息日
信徒都被教导律法是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去遵守的……我们怀疑就连法
利赛人也不会把他们的自义建立在自己对十诫的完美遵守上……

要见到天国，我们必须拥有一种义，它叫做“我们的义”，这种义来自于
与上帝律法的和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义”不可能是污秽的衣服。
5*

除了巴特勒和史密斯之外，其他一些人对堪萨斯州奥塔瓦的聚会有同样
的感受。然而在继续研究这些反对意见之前，我们需要仔细研究最有可
能引发如此之多批评的那次证道。1889年5月17日那个周五，琼斯以题为
“遵守律法”的证道完成了他的因信成义系列证道。因为无论是在1889年还
是如今，人们对琼斯的这场证道都有太多看法，所以我们把刊登于托皮
卡《资本日报》的整篇证道收录如下：6*

哥林多后书5:17。我们已经知道自己是怎样被带到基督里面的，而且这
节经文说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都是新造的。加拉太书6:15；5:6，除此之
外只有通过上帝之爱作工的信心才有功效，这信心使人成为新造的人。
罗马书5:1,2,5；约翰一书5:3——那么遵守律法是在我们成为新人之后的
事，在行善或者行义之前，我们必须被造成善人、义人；哥林多前书
7:19——这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目标。以弗所书2:8-10。我们被造就是
为了行善；并且在他里面成为新人，他的义代替我们的不义。上帝在基
督里所造的人要行的善事，是我们之前无法做到的。因此一个新人会一
直以遵守诫命为目标。

雅各书2:1,9。我们违背律法时没有基督的信心。基督来不是为了让我们
自由的违背律法，因为我们只要有一点不遵守律法，那我们的信心就毫
无功效。然而上帝接受我们的心意，并且原谅我们没有意识到的罪，但
是故意拒绝真理会使我们丧失所有的义。这解释了现今大众教会中迅速
增长的罪恶。许多年前各个教会是虔诚的——甚至在第三位天使信息开
始的时候，他们都被上帝所接受，但当他们拒绝遵从信息的要求时，就
失去了所有的义，于是他们不得不发明各种方法保留会众，诸如各种娱
乐。这就是个各教会败坏的原因。

雅各书2:14。信心若没有这些行为保持活力，就没有任何益处。上帝已
经预备了，18节，让我们用行为显明我们的信心。信心是使船停留在正
确位置工作的锚，风暴让我们离家越来越近。21、23节。亚伯拉罕在没
有行为却相信时被算为义，另一种义出现在二十五年之后，因此他不是
因行为被称义的，他相信的时候那段经文就被讲出来了，超过二十五年
之后雅各说这经文成就了。如果他拒绝献上以撒，那他之前的义就消失
了，因此他信心的顺从完全了他因信而得的义。所以我们遵守律法不是
为了成为义人，而是因为我们已经是义人。罗马书8:26显明我们甚至无法
正确的祷告，但是圣灵替我们祷告，因此我们的祷告只有通过基督的代
求和他流血的功绩才能被接受。

启示录8:3,4。这是圣所中的代求者在为我们祈求，上帝注视并接受基督所受的伤
和他的牺牲。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是完全的，因为他离开了天堂，我们的祷告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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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蒙垂听，上帝把他为我们所作的祷告算作我们的祷告。这义是如何归给我们的
呢？是不是我们有一部分义行，然后用基督的义来完全这些义行呢？不是这样的。
自始至终都是基督的义使这些行为成为其应当成为的东西。

罗马书1:16。我们现在的信心没有比刚来这里的时候更大么？我们没有比之前更
多的看到基督的义吗？我们是怎么有了更多的信心，并且更多的看到了基督的义
呢？因为我们的信心成长了，它一天天的成长。我们每天都来寻求更多的信心。
最终我们里面会有足够多的基督的本性，以至于能够足力拉弓射中靶心，那时我
们就会遵守上帝的诫命。那这难道从开始不就完全是基督的工作和他的神能吗？
我们的行为在哪里呢？哪里都没有。如果遵守诫命毫无功效，为什么我们还如此
努力尝试去做呢？只有靠着对基督的信心我们才能称自己为基督徒。只有通过与
基督合一我们才能成为基督徒，也只有借着我们里面的基督我们才能遵守诫命—
—我们这么做这么说全都是靠着对基督的信心。

当我们真正遵守上帝诫命的时候，我们就永远不会死去，因为遵守诫命就是义，
而且义和生命是不可分割的——“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那结果是什么
呢？这些人要活着变化升天。所以生命与遵守上帝诫命是一体的。如果我们现在死
了，基督的义会被归给我们，我们就会复活，但那些活到最后的人会在基督来之前
被变为无罪的，他们里面有如此多基督的本性以至于每次都“击中靶心”。他们没有
代求者却毫无瑕疵，因为基督在来这个世界之前的某个时刻要离开圣所。

有人说：“我要更好地去生活；我要试着让自己成为上帝可以接受的样子。”如
果一个孩子尝试做某些事情是为了让你高看他，但却失败了，你会说这是自私和骄
傲，没错；但如果一个孩子做某些事情单纯是为了取悦你，即使做的很笨拙，你也
会赞扬他。我们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努力取悦我们的上帝，无论做得多么笨拙，他
都乐于把基督的义赐给我们，而且整个天庭都为之喜悦。孩子帮妈妈做事情，即使
妈妈自己要从头重做这件事，她依然会让孩子继续下去，这是多么常见的事情——
妈妈因为孩子取悦她的努力而开心。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
畏他的人。

那我们就能像大卫一样说：“我的上帝啊，我乐意行你的律法。”为什么呢？因
为上帝的爱撒播在他心里。现在我来读一些取悦上帝的经文：希伯来书11:6。信心
的目的就是使上帝喜悦，因为他是如此的良善。罗马书8:8。还有哥林多后书5:14。
基督的爱吸引我们，我们是通过信心得到这种爱的。但是如果不能遵守上帝的诫命，
我们还能够爱他吗？不能。除非我们成了新人，否则这两者我们都无法做到。约翰
一书3:21-22。现在我们来读一下歌罗西书1:9-10。我们应该能够行事为人蒙他喜悦。
帖撒罗尼迦前书4:1。这就是遵守诫命的根源和动机——取悦上帝，而不是为了使我
们自己成为义人。上帝使我们成为义人，并且保持我们是义人，于是我们为了取悦
上帝而遵守诫命，因为他为我们做了如此之多。因此我们是通过基督的能力遵守诫
命，而且我们在新世界能够永生也是依靠他的能力。他的名对我们而言是什么？耶
利米说这名是“耶和华我们的义”。耶利米书23:5-6。7*

经常反对琼斯和瓦格纳的总会秘书丹·琼斯在第二年春天写信给
O.A.奥尔森，抱怨他在堪萨斯区会不得不面对一些“非常沮丧的”传道
人。“他们感觉有一些新观点出现，动摇了我们所持的旧立场，而且他
们不确定新的立场是否正确……[他们]似乎觉得因信称义的教义实际
上废除了律法。”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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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弟兄感到琼斯和瓦格纳关于因信
称义的教导废除了律法的同时，另一些
人觉得在胜过罪恶这一题目上的教导“太
夸张了”。丹·琼斯在向O.A.奥尔森报告这
些聚会时说：一些传道人“思维混乱并且
心情沮丧。这是由于他们接受了我们的
弟兄们在因信称义这一题目上夸张的教
导；他们觉得我们现在的立场是‘我们不
犯罪，一切罪
都应当完全被
除掉，如果我
们不认同这一
立场那就是没
有悔改，等

等。’”9琼斯和瓦格纳都教导：基督来到这个
世界时，在他无罪的本性上取了我们的罪性，
以我们的肉体战胜了罪，为的是让我们也能得
胜。他们的教导令某些人心烦意乱。但怀爱伦
是如何看待对他们信息的这两种回应呢？她有
没有表示琼斯和瓦格纳因为废除律法或教导完
美主义而造成了人们的困惑呢？10*

怀爱伦的回应

当乌利亚·史密斯、G.I.巴特勒、丹·琼斯以及其他一些人在责难琼斯和瓦
格纳关于因信称义方面的两种极端教导时，亲自参加了帐篷大会的怀爱伦
看到了混乱的真正原因。一段时间之后，她清楚地告诉乌利亚·史密斯“关
于基督之义和因信称义的许多糊涂思想乃是你对上帝所差的人和信息所持
立场的结果。”11在1889年帐篷大会几个月之后的一次讲话中，怀爱伦说：
“我们这班人对因信称义怀有错误观念的危险再三呈现在我面前。我多年
蒙指示看到撒但会以特别的方式作工，要在这个要点上混乱人心。”然而
她没有为此责怪琼斯和瓦格纳，却责备了那些注重阐述上帝律法的人—
—“几乎象该隐的祭物一样丧失了对耶稣基督和祂与律法的关系的认
识……许多人一直没有信心，因为对救恩怀有糊涂混乱的观念，因为传
道人以错误的方式作工以接触人心。”12

然而怀爱伦也警告了那些认为当前的信息设立了太高标准的人，这些人

丹·琼斯

O.A.奥尔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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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认为基督不可能亲自取了堕落的人性：
以色列人受到的种种考验，以及他们在基督第一次降临前的态度，曾再

三呈现在我面前，为要说明上帝的子民在基督第二次降临时所经历的处
境──仇敌如何伺机控制犹太人的思想，现今也在谋求蒙蔽上帝仆人们的
思想，使他们不能看出宝贵的真理。

基督来到世上要对付这些虚假的控告，把父显明出来。我们无法想象祂取
了我们的本性所忍受的羞辱……

犹太人曾一直盼望着弥赛亚降临，却以为祂必须带着将伴随着祂第二次
显现的全部荣耀来到。因为祂没有以一位君王的全部威仪降临，他们就
全然拒绝了祂。但他们拒绝祂还不单是因为祂没有壮观地降临，也因为
祂体现了纯洁，而他们是不洁的……在一个堕落而邪恶的世代，这样的
品格是与他们的心愿不符的，祂便受到了辱骂和藐视……

有人给我写信说，基督肯定有着与人类不一样的本性，因为祂若有与我
们一样的本性，就会在同样的试探下跌倒。如果祂没有人的本性，就不
能做我们的榜样。如果祂不与我们的性情有分，就不能遭受人所受的试
探。13*

两年之后怀爱伦重复了同样的看法。基督在面对试探时，相比人类而言
没有什么优势。然而每个接受他的人都会像他一样，靠着信心得到恩典
和能力：

我们不应把基督的顺服当作某种他由于自己的神性而特有的东西，因为他
是以人类代表的身份站在上帝面前的，他也作为人类的替代者和担保人受到
了试探。如果基督拥有一种人类所不能拥有的特别能力，撒旦就能以此大做
文章。基督的工作是要从撒旦手中夺回人类，而且他只能以他降世的身份完
成这一工作——身为一个人，像人一样被试探，献上人的顺从……

要记得基督的得胜和顺服是出于一个真正人类的。在我们的观念当中有
许多错误，因为我们对主的人性有各种错误观点。当我们把一种人类与
撒旦抗争时所无法获得的能力归于基督的人性时，我们就摧毁了基督之
人性的完整。他把自己所得的恩典和能力给与每一个靠着信心接受他的
人。基督对他父亲的顺从正是人类必须要做到的顺从。14

宾夕法尼亚州威廉姆斯波特

虽然当时洪水造成了一些困难，怀爱伦和A.T.琼斯依然从堪萨斯州来到宾
夕法尼亚州参加1889年5月5日到11日举行的帐篷大会。E.J.瓦格纳从加州来
协助他们进行这些受到人们“热切欢迎的”聚会。15*明尼阿波利斯那种不信
的精神已经来到了堪萨斯的聚会当中，然而在威廉姆斯波特，人们“似乎没
有不信的精神，也没有抵挡主传达给他们的信息”。怀爱伦几个月后在《评
论与通讯》上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这些聚会的正面结果：

出席我们会议的人不少，在清晨的聚会上，许多人渴望作见证，以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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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聚会的按时结束造成了困难……主为他的百姓作了工，他们喜乐的接
受了亮光，把它当作按时所分的粮。他们的灵魂曾渴求属灵的食物，他
们得到了供应……

当现代真理的宝贵信息由琼斯和瓦格纳弟兄传讲给众人时，他们在第三
位天使的信息中看到了新的美妙之处，而且他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人
们作见证说自己从未参加过这样的聚会，他们得到了许多知识和非常宝
贵的亮光……他们感觉自己更明白如何为基督赢得灵魂了……

在我们参加的每场聚会中，都发现许多不明白信心之简朴的人……他们
需要有人把基督放在他们面前。他们需要有人向他们阐明勇气、希望和
信心。他们求面包，岂会得到石头吗？我们当中的青年人应当说：“没人
在乎我的灵魂”吗？我们不应该把亮光给与那些在黑暗中摸索的人吗？16

在同一篇《评论与通讯》的文章中，怀爱伦更明确的解释了琼斯和瓦格
纳所分享的现代真理的信息。它就是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伟大的因信称
义的信息，与上帝的律法一起被传扬。它就是耶和华我们的义的信息：

有一些伟大的真理，长久被隐藏在谬误的垃圾之下，这些真理应当被启示给人们。许
多宣称相信第三位天使信息的人忽视了因信称义的教义。圣洁运动者在这一点上走了极
端。他们带着极大的热情教导说：“只要相信基督，并且得救；但不要去管上帝的律法。”
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如此的信心没有根基。这不是上帝在此时给他百姓的真理宝石。这
种教义误导了一些诚实的人……

上帝兴起了一些人来满足此时的需要，他们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
起声来，好象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
他们的工作不仅仅是传讲律法，还要传扬此时所需要的真理——耶和华我
们的义。17*

琼斯和瓦格纳所阐述的真理把上帝的诫命和耶稣的真道放在了合适的框
架中，结果是奇妙的。怀爱伦清楚地表明因信称义的教义已经在复临教
会中被忽视了，领袖和百姓们依靠的是一种律法主义的形式宗教。复临
信徒应当传达给世界的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不是一道因行为得救的信息。
也不是圣洁传道人所教导的，对宗教改革之因信称义教义的随意曲解。
复临信徒的信息是确实的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是律法与福音的结合—
—它涉及的范围超越了改革家们所教导的信息。它是建立在宗教改革基
础之上的因信成义的信息，然而却是在最终审判和洁净天上圣所的背景
中被教导的。18*

在1888年版的《善恶之争》中，怀爱伦写到了宗教改革，以及“路德所
清楚教导的因信称义的伟大道理”。19*但她也在同一本书中说道：“宗教
改革运动并没有像许多人所想像的一样，随路德而终止。改革运动必要
继续发展，直到世界历史的结束。路德固然有一番伟大的工作要作──
就是把上帝所赐给他的光反照给别人；然而他并没有得到所要赐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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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部真光。从那时到现今，有新的亮光继续照在《圣经》上，有新的
真理不断地提示出来。”20* “在路德的时代有合乎那个时代的信息，是在
那个时代显为特别重要的真理，”然而怀爱伦呼喊道：“上帝也有现代的
真理要传给现代的教会。”21*

在她关于威廉姆斯波特帐篷大会的文章中，怀爱伦描述了那些接受因
信成义之现代真理的人们所收到的伟大祝福，然后她把注意力转向了那
些依然在犹豫是否要接受这道信息的人。怀爱伦警告那些身在巴特尔克
里克、抵挡伟大亮光的人，告诉他们是时候在巴力和耶和华之间做选择
了：

上帝之灵正在从世人身上撤离……

约翰斯敦和威廉姆斯波特所遭受的可怕的破坏……应当引起最严肃的
思考……但我们不应当认为……[他们]比其它城市更应该受惩罚……就
在我们的各个机构当中，有一些人在反对比约翰斯敦所面对更大的亮
光……他们更要承受上帝报应之审判的愤怒……

米罗斯的诅咒要落在那些如今不上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的人身上。我
们要以以利亚的精神问：“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上帝，
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力是上帝，就当顺从巴力。”

全天庭都在注意这世界上正在进行的工作。但有一些人却没有看到现
今一项特别工作的必要性。当上帝在作工唤醒众人时，他们却在转移警
告、责备、和恳求的信息。他们的影响平复了人们的恐惧，阻止他们认
识到这个时刻的严肃性……若他们不改变道路……结局就会像那些明
目张胆敌对和背叛上帝的人一样。22

在威廉姆斯波特帐篷大会之前，怀爱伦写信给密歇根区会的传道人H.W.
米勒，她在信中说：“我们有些作领袖的弟兄……置身于亮光和百姓之
间。”怀爱伦告诉米勒她“已多次向[他]和他人讲明，有一个摇动时期会来
到”。由于人们对圣灵倾降的持续拒绝，怀爱伦可以毫不隐讳的说“我们现
在正在进入那个时期。”23*

纽约州罗姆市

帐篷大会的讲员们从威廉姆斯波特来到了纽约州，从6月11日到18日有
帐篷大会在这个州的罗姆市举行。怀爱伦“渴望基督的恩典降临到我们的
弟兄身上”。她没有失望：“上帝给了他们怜悯和鼓励的特别信息。”怀爱
伦再次辨认出信息的本质：

上帝想要他的教会兴起发光；因为上帝之光的明亮已经在现代真理的信
息中照耀在他的百姓身上。若所有人都能留意伟大教师通过自己所委托
之仆人传达给他们的信息，那我们当中就会有一场奋兴，属灵的活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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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灌注给教会。我们都应当渴慕明白耶稣里的真理……

我渴望天上的光能够照耀在参加这次会议的众人身上，使他们能够热切
地悔改自己的罪……我们对我们的天父心怀感激，因为他把希望、勇气
和信心的信息带到了我们纽约州的兄弟姐妹面前，我们也为没有更多人
到场分享所赐下的重要指导而深感遗憾……

当上帝的仆人们从他话语的府库中拿出新旧的东西时，希望就来到这些
真理老战士的心中。他们知道这道信息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并且感到这
出自于上帝……

基督亟需被人传讲为唯一的希望和拯救。当因信称义的教义在罗姆的聚
会上被阐明时，它成了许多干渴旅行者的水。基督之义被白白的归于我
们，而不是由于我们任何的功劳，这种观念似乎是宝贵的。人类与上帝
的仇敌不愿这一真理得到清楚的阐述；因为他知道如果人们完全接受这
一真理，他的能力就会被击破。如果他能控制人的思想，使怀疑、不信
和黑暗成为自称为上帝儿女之人的经验，他就能以试探战胜他们。24

照耀他们的信息正是以赛亚书60:1中所说“耶和华的荣耀”；“新旧的”真理。
若被接受，这信息就能带来“遍及”教会的“奋兴”。撒旦不想要这道信息得到
“清楚的阐述”，因为他知道“如果人们完全接受这一真理，他的能力就会被
击破。”所以他开始用“怀疑和不信”“控制人的思想”，进而“以试探战胜他
们”。25 他达成这一目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通过领袖。
在罗姆的帐篷大会期间，怀爱伦以私人信件的形式回应了史密斯6月11日

在《评论与通讯》上发表的文章。她在夜间被唤醒，并且看到史密斯的情
况非常令人沮丧：

我看到你行在一条道路上，几乎不知不觉地偏离了正路。一位高贵要人
站在我身边，说：“乌利亚.史密斯虽不在悬崖边上，但他所走的路不久就
会把他带到悬崖，他现在若不受到警告，不久就会为时太晚。现在他还
能抽身退步。他就象一个盲目人正在走进仇敌预备的网罗中却一点不感
到危险，因为对他来说，亮光正在变成黑暗，而黑暗正在变成亮光……

今天早上我读了你在《评论与通讯》上发表的文章。你写那种文章实在
无缘无故。你把琼斯长老置于一个错误的立场，正如莫里森长老、尼古
拉和你自己及其他人在明尼阿波利斯待他的一样。26*

基督与律法

琼斯和瓦格纳都在罗姆帐篷大会上讲道，与会的教会成员读了乌利
亚·史密斯6月11日在《评论与通讯》上的文章。在聚会的最后一天，怀爱
伦找机会把事情阐明。在她题为“基督与律法”的证道中，怀爱伦解释了基
督是如何向犹太人把律法的“旧亮光在新的背景中”启示出来。然而“基督
一这样做，马上就有人反对这亮光……这不是他们所教导的……他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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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督没有像他们一样把律法显得那么突出……他们看树像人一样行
走。”之后怀爱伦作了一个比较，问她的听众会如何回应天上的亮光？

上帝要为他的百姓做什么呢——不给他们新亮光吗？他说：“你们是世
上的光。”那我们就应当从上帝的宝座得到更多亮光，拥有更多亮光。我
们没有告诉大家在这里和其它地方所给予的信息是全新的亮光，然而这
信息却是被置于新背景中的旧亮光……27*

就在人子降临之前，仇敌也决心将他邪恶的阴影投射在人和救主之间，
并且多年来一直如此。为什么呢？为了让人看不清一位完全的救主已为
他付出完全的牺牲。于是他就告诉他们说，不要遵守律法了。因为人若
遵守那律法，就会与上帝的能力联合，撒但就会被击败。在遵守那律法
的时候，人就会与神能联合。人虽然被人性的软弱所困，却可以脱离世
人从情欲而来的败坏，变得与上帝的性情有分。如今这就是救赎。28*

你们若能看到基督是怎样的，看到祂是能将凡藉着祂来到上帝面前的人
都拯救到底的一位，你们就会有那种有行为的信心。然而必须先有行为
吗？不，必须先有信心。怎么才有信心呢？基督的十字架被高举在天地之
间……

“那么，”有人说：“你若不悔改，就不能蒙悦纳。”好，谁领我们悔改呢？
谁在吸引我们呢？……基督正在吸引我们。上帝的天使在这个世界上，在
人心中运行，人就被吸引到提拔他的那一位面前，而提拔他的那一位便吸
引他悔改。这不是出于他自己的行为；他除了相信，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
事可做……

使你们得胜的是你们的信心、感觉和好行为吗？是这些吗？不；“使我
们胜了……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不是在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
确实不是；而是在一直彰显基督我们的义。29

怀爱伦告诉听众有一种“自满”已经进入他们当中。她宣读了给老底嘉教
会的信息，说这道信息是“适合我们的”。然后她表明老底嘉状况的解药就
在上帝想要传达给他们的信息当中：

那么困难是什么呢？“火炼。”基督如此爱了我们，竟能经历被钉的一
切考验，并且得胜了。白衣是什么呢？是基督的义。“又买眼药擦你的眼
睛”──属灵的辨识力，好使你们能看出真正的义和自己的义。如今工作就
在这里。那位天上的商人正在上去下来经过你面前说：“要向我买。这里
有天国的货物。要向我买。”你愿意吗？要向“我”买。除了藉着耶稣基督
我们的义，天上再无其它来源我们可以由之领受自由与生命。

然后祂说：“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启3:19）。那道信息是给我
们的。我们希望在这个区会中的弟兄姐妹们把握这道信息，看明那已在
新的框架中带给我们的亮光。

上帝已向我们展现我们的力量，我们需要对此有所了解，并为有国以
来从来没有过的大艰难时期作好准备。然而我们的力量在这里：基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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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义。30

在她的讲话即将结束时，怀爱伦对史密斯在《评论与通讯》上的文章作
出了回应。她说史密斯的状况与犹太人一样，并且为琼斯、瓦格纳和她
丈夫做了辩护，对史密斯的失实陈述做出反击。怀爱伦清楚地表明她完
全支持所赐下的这道信息，而且这道信息与她自己“一直在设法呈现在”众
人面前的东西没有冲突。面对会众，怀爱伦毫无疑问的给这道信息下了
定义；他们的“光”来了：

弟兄们，不要让你们中的任何人被甩出道路。你或许会说：“那么，史
密斯弟兄在《评论与通讯》上的文章是什么意思呢？”他不知道自己在说
什么。他看人行走好像树木一样……他就把那些被置于虚伪框架中的东
西取出来，捆成捆，好像我们漠视上帝律法的要求似的，其实不是这
样。我们若不把握耶稣基督的义，就不可能尊崇耶和华的律法。

我的丈夫明白律法的这个问题，我们谈论了一夜又一夜，以致我们俩都
不想睡。这正是人们在争取的原则。他们想知道自己一到基督面前就蒙
祂悦纳了……

曾有人问我：“你对这些人正在传讲的这个亮光怎么看？”我近45年来传
讲的就是这个亮光──基督无比的优美。31*这正是我一直在设法呈现在你
们面前的。当瓦格纳弟兄在明尼阿波利斯说出这些想法时，乃是我在我
自己和我丈夫之间的谈论之外，第一次从人的口中听到有关这个题目的
清楚讲解。我对自己说过，正是因为上帝已将这个题目在异象中呈现在
我面前，我才会看得这么清楚，而他们看不清楚是因为他们从未象我一
样有这个题目呈现在他们面前。及至另一个人讲解这个题目时，我能全
心全意地说：阿们。

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要求你们兴起发光，因为你们的光已经来
到……你们此时此地已经拥有亮光，你们将要怎样行呢？……我多么渴
望见到这工作如我们可以见到的景况啊！我多么渴望见到民心激动啊！
我知道会有这事的，因为上帝在那一个恩赐中把全天庭都赐给我们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接受亮光，每一线亮光，于是我们就能成为世上的光。
32

史密斯的回应没有显出任何悔改的意思。他在《评论与通讯》中又写了
一篇题为“再论我们的义”的文章。史密斯宣称他的第一篇文章似乎“被某些
人误解了”，于是他又写了一篇文章，“希望清楚地表明自己的观点，以至
于不会有任何人误解。”然而他的立场却没有改变。他担心“高举本身没有
任何问题的信心部分……会使许多人认为[律法]无效了，而且另一部分
[顺从]毫无意义了。”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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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

几周之后怀爱伦写到了有关罗姆市帐篷大会的事情。她鼓励那些已经
“接受了”亮光的人，让他们把亮光“照在他们所处的各个教会当中”。因为
如果他们忽略了亮光的传递，自己就会“被留在黑暗当中”。她警告那些批
评这道“带有上天印证”之信息的人，说撒旦不仅想要使上帝的律法无效，
还尝试要践踏“我们把基督作为我们之义的信心”。如果这道带有上天能力
的“现代信息”没有得到赏识，“虚假的理论”就会俘获人心，基督和他的义
就会“在人们的经验中被去掉”，而撒旦就会“以他的试探战胜[他们]”：

当前因信称义的信息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它带有神圣的印证，因为它结出圣洁的果
实。一些人非常需要摆在他们面前的宝贵真理。我们担心他们得不到信息的好处。他
们……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人若在亮光面前踌躇、怀疑、批评，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撒旦会不断试
探人直到亮光显为黑暗，而许多人就会拒绝那正可以拯救他们的真理。
那些走在亮光中的人会发现它越照越明，直到日午……

一直以来义的伟大标准都是需要被高举的，然而在这样做的时候，许
多人忽略了对耶稣真道的传讲。若我们想要得到第三位天使信息的精神
和能力，就必须把律法和福音一起阐述，因为它们是一体的。从下而来
的一股势力正在搅动悖逆之子们，他们要使律法无效，同时从天而来的
力量也在人心中运行，这些人是忠心高举律法，并高举耶稣为完全之救
主的。除非上帝的百姓经历了神能，否则错误的理论和想法就会俘获人
心，许多人的经验中将失去基督和他的义，而且他们的信心也会毫无生
命的能力……若他们不热心的悔改，就会成为老底嘉人所代表的，这些
人将会从上帝的口中被吐出去……

我们当前的位置是有趣而危险的。拒绝天上亮光的危险应当促使我们警醒祷告，
以免我们当中有人存不信的恶心。当上帝的羔羊在髑髅地被钉十字架时，撒旦的
丧钟就敲响了；若真理和公义的仇敌能从人心中消除必须依靠基督之义得救的想
法，他一定会这么做的。若撒旦能成功使人把自己的行为当作有功劳的义行，他
知道自己就可以用试探战胜他们，并把他们变成自己的受害者和俘虏。34*

信息被压制了吗？

罗姆市帐篷大会之后，怀爱伦“疲乏无力的”返回了巴特尔克里克。由于
健康原因，她不得不“在一段时间内停止演讲”。35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怀
爱伦写下了“继1888年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之后的经历”。她总结了会议之后
的各个事件，包括早春时的一些复兴聚会，同时可悲的是，反对依然强
烈。怀爱伦使用以赛亚书58章的语言描述了整个宇宙对此事的兴趣，他
们在观看“有多少忠心的仆人心头牵挂众人的罪恶并且克苦己心；有多少
人在与耶稣基督同工，要修造……破口，修复……路径。”需要修复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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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安息日，还有“信心与公义之路”。36

六月下旬，怀爱伦来到密歇根州的韦克斯福德参加6月25日到7月2日举
行的另一场帐篷大会。再一次的，“主的灵显然在作工”，然而许多人拒
绝受益。7月23日，怀爱伦给“麦迪逊和霍华德米勒长老”寄了一封四十一
页长的信，这两位长老都是密歇根区会的传道人。怀爱伦责备他们和另
一些人没有辨认出圣灵的运行，而且“总是乐于质疑和挑剔”。一些人“在
明尼阿波利斯……有不幸的经验”。另一些人在他们当前的状态下就像那
些不信的探子一样“在任何议事会上都会成为一个障碍”，他们“很容易就
能看出和提出上帝的子民前进道路上显然难以逾越的障碍”。怀爱伦告诉
他们“主已经委托给我们一道满有意义的信息，其影响远及永恒。我们所
要给与百姓的信息会给他们的灵魂带来喜乐。”她告诉他们“通光的管道
不是由你来选择的。主愿意通过基督我们的义这一属天真理的香膏医治
祂大羊小羊的创伤。”他们的行为就像犹太人一样；他们正在“基督的信
使身上”拒绝基督。然而他们却“比犹太人更不可原谅；因为我们有摆在
面前犹太人的借鉴”:

我们有些弟兄现在所做的，在上帝看来是一种严重的罪，就是他们
挡在信徒和上帝原希望传给他们的信息之间。有些人象犹太人一样，正
在竭尽全力使上帝的信息无效。要让这些怀疑、质疑的人要么接受现代
真理的亮光，要么站到路外，好让别人有机会接受真理……

那些生活在基督第二次显现前夕的人，可以期待祂圣灵的沛降；但他
们若不警醒祷告，就会像基督时代的犹太人一样拒绝怜悯的信息。（上
帝若藉着我讲话，我们有些领袖就在重蹈他们的复辙。）他们若转离亮
光，就必达不到上帝对这个重要时期的崇高圣洁的要求，他们就履行不
了祂已托付他们的神圣职责。

上帝子民的品格和前景与犹太人的相似，他们因不信而没能进去。自
负、自大和属灵的骄傲使他们与上帝隔绝。37*

怀爱伦认出弟兄们正在重蹈犹太人的覆辙。许多人在望向“他们的领袖”，
并且问道：“若A.T.琼斯弟兄一直在传达给教会的信息是真的，为什么史
密斯弟兄和巴特勒弟兄没有接受呢？”那些藐视这道信息和信使的领袖弟
兄们招致了犹太人所招致的“类似的罪过”，然而怀爱伦却说：“他们的不
信并非其他人随从的理由。”在写给麦迪逊和米勒的信即将结束时，怀爱
伦发出了最后的警告和恳求：

有许多人听了给现代的信息，也看到了这信息的果效，不得不承认这
是善工，但由于恐惧，有些人会采取极端的立场，我们的队伍中也会出
现狂热盲信，他们允许自己的想象创造出许多障碍，拦阻工作的进展，
他们还把这些困难讲给了别人，详述接受那道理的危险。他们力图抵消
真理信息的影响。假使他们的这些努力取得了成功，结果会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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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要唤醒不冷不热教会的信息就会止息，那要高举基督之义的证言就会
沉寂……

上帝所派工人的品格、动机和目的已经被而且会继续被曲解……

结局就要临到我们；认为没有信息要预备好一班人在上帝预备的日子站
立得住，这难道是合理的吗？……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是要熄灭在黑暗里
呢，还是要用它的荣耀照亮全地呢？难道上帝之灵的亮光要被熄灭，教
会要被撇下，缺乏基督的恩典，就象基利波山缺乏雨露一样吗？38

怀爱伦、琼斯以及瓦格纳都在1889年10月底举行的总会会议之前参加了
其它一些帐篷大会，结果都是一样的。许多人在听到所阐述的信息时得
到了一种新的经验，然而许多身处领导位置的弟兄虽然宣称相信所阐述
的信息，却一直在反对他们所感受到的信息和信使身上的缺陷。数年之
后，A.T.琼斯总结了1889年夏天所发生的事情：

帐篷大会的时候我们三个都阐述了因信成义和宗教自由的信息：有时我
们三个人会出席同一场聚会。这使众人的态度得到了转变，大多数领袖
的态度在表面上也产生了变化。然而后者的改变仅仅是表面的：从不是
真实的，因为在总会委员会和其他人当中一直都有一种隐秘的抵抗。39*

琼斯的观察准确吗？我们会在接下来的章节中研究他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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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尾注

1. 怀爱伦致家中的孩子们，信函14号，1889年5月12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
325页。“兴起……因为她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她……”是引用
以赛亚书60章的话。《SDA圣经注释》描述这些经文是“上帝临格的标记”，正
是耶稣的临格，而这种临格将要被“带着能力表现出来，以至于整个世界都会被
真理之光照亮”。（卷四，313页，“以赛亚书60:1”）因此，这些经文被认为是
与启示录18章中的第四位天使有关联的，这位天使要在大呼喊和晚雨期间以其
荣耀照亮世界。怀爱伦有许多次把赛亚书60:1（现在时态）应用于她当时的教
会，而她在堪萨斯聚会上所写的信是首次应用。当时的教会听到了从天而来最
宝贵的信息：“那些等候新郎来临的人要对世人说：‘看啊，你们的上帝！’恩典
的最后光芒，就是那要传给世界的恩典最后的信息，乃是关乎上帝慈爱品德的
启示……‘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赛
60:1）这信息乃是给那些出去迎接新郎之人的。”（《基督比喻实训》，415、
420页。）

2. 在她著名的一句话当中——“上帝因着自己的大怜悯，通过瓦格纳和琼斯长老给
他的百姓传达了一道最宝贵的信息”——怀爱伦把这道信息描绘为“律法和福音，
二者结合成为一个完全的整体。”（《给传道人的证言》，91、94页。）她知
道“律法和福音结合在一起就会使人知罪”，而且“在任何谈论中这二者都不应当
被分开。”为什么呢？“一方是另一方的补充。基督福音里的律法若没有信心就
不能拯救犯法之人。福音没有律法就是无效和没有能力的……这二者结合——
基督的福音和上帝的律法——产生无伪的爱心和信心。”（《1888资料集》，
892、783页。）怀爱伦见证了在那些夏季聚会上接受信息之人当中所产生的这
种“无伪的爱心和信心”。

3. 耶稣受到了同样的对待。在保守主义的法利赛人看来，耶稣太过自由以致于他
们无法喜欢他，因为耶稣不够尊重律法。然而在自由主义的撒都该人看来，耶
稣因为不给罪任何借口而显得太过保守，无论这罪有多么小。虽然法利赛人和
撒都该人彼此仇恨，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更加恨耶稣，恨他所宣扬的
信息，于是他们联合起来把耶稣钉了十字架。

4. G. I.巴特勒著“我们成全的律法之义”，刊登于《评论与通讯》，1889年5月14日，
313-314页。乔治·奈特表示在这篇《评论与通讯》的文章中，“G.I.巴特勒……
还攻击了琼斯在堪萨斯州的奥塔瓦和其它地方的教导。”（《从1888到背道》，
55页。）虽然巴特勒在理论层面上有许多正确观点，怀爱伦却认为他在“以一种
错误的工作方式去接近人心”（见尾注12）。琼斯和瓦格纳都不认可奥古斯丁
原罪的观念，但他们都写过罪这个问题的不同方面，这些作品的着眼点与圣经
中约翰一书3:4定义的着眼点是不一样的。（见A·李罗伊·摩尔著《危机中的
神学》，294页；克林顿·沃伦著《埃立特·J·瓦格纳末世论选编》，10、
115页。）

5. 乌利亚·史密斯著“我们的义”，《评论与通讯》，1889年6月11日，376页。

6. 从5月5日到20日，琼斯在堪萨斯州奥塔瓦的帐篷大会上进行了三个系列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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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14堂讲座是关于宗教自由的，13堂是关于教会管理的，5堂是关于因信称
义的。之后琼斯和妻子去了威廉姆斯波特的帐篷大会。（托皮卡《资本日报》，
1889年5月22日。）《资本日报》把最后一堂证道算在了W.C.怀特头上。乔
治·奈特认为“这明显是A.T.琼斯的证道。既是他的风格，也是他因信成义证道
系列的一部分。”（《从1888到背道》，263页，脚注20。）然而，还有其它一
些需要考虑的事实。《评论与通讯》上的一份通知说“为保证报道的公正，每堂
[讲座]都会安排各个报社参加”，而且“总会已经为此特别安排了一位有能力的
[速记]记者”。（《评论与通讯》，1889年4月9日，240页。）然而伯特·哈罗维
雅克却表示，帐篷大会期间有“提供速记课程”，而且“几乎所有人都带着写字板、
铅笔，所有课堂练习的笔记、和证道与讲座的报告就是这样被记录下来的。很
明显《资本日报》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得以报导主要聚会的所有讲词。”（《从
公义到圣洁肉体：明尼阿波利斯的审判》，第九章，14页。）O.A.奥尔森确实
在那周的早些时候替换了琼斯，因为“琼斯长老需要休息”。（《资本日报》，
1889年5月17日。）有可能W.C.怀特也做了同样的事。这两位被混淆的可能性
很小，然而无论是W.C.怀特还是A.T.琼斯作的这场证道，结果都是一样的。有
可能是琼斯作的这场证道，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时会当作是他作的。

7. A.T.琼斯，“遵守诫命”，1889年5月20日托皮卡《资本日报》；收录于《1889年
帐篷大会证道集》（爱达荷州圣玛丽市：LMN国际出版社，无日期）30-31页。
要再次说明的是，这是当时刊登于托皮卡《资本日报》上琼斯的全部证道内容。
要明确的一点是这份讲词仅代表琼斯证道的一个总结，而不是一字不差地复制。
要知道速记员的转录对琼斯的证道造成了多大影响是不可能的，这些速记员当
时正在学习这项技术（见尾注6）。因此我们不应当用琼斯在这一次证道中的
话，来完全建立对他神学观念的支持或反对。

8. 丹·T·琼斯致O.A.奥尔森，1890年4月27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档案。怀爱
伦致麦迪逊和米勒长老，信函4号，1889年7月23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
388页。乔治·奈特与史密斯、巴特勒、丹·琼斯等人持同一立场，他就琼斯的证
道说了以下的话：“他对语言的使用方式无疑让他的话容易被人如此误解。毕竟，
他曾在1889年堪萨斯的聚会上发表过这样的评论：‘……我们行为的位置呢？没
有位置。’他的证道中充满了这样的话。”（《从1888到背道》，55页，逐字引
用。）奈特总结道：“复临信徒在律法和救赎之关系上误解[琼斯]，是因为‘他是
一个从未掌握基督徒节制之美德的极端主义者。’”（同上，55页。）然而奈特
只是引用了琼斯一句话的部分内容，中间使用了省略号，读者能够从这样一句
话中理解琼斯的真正意图吗？可以明确的是，当这句话被放在上下文中时，琼
斯指的是我们行为的价值：“那么我们行为的位置呢？没有位置。”奈特所去掉
的“那么”这个词本应把读者指向琼斯前面解释的话。仅仅在几句话之后，琼斯
再次解释说“我们只有借着在我们里面的基督才能遵守诫命。”我想挑战任何一
位读者去找一找琼斯在哪里的“证道中充满了这样的话”。当时责难琼斯的那些
人“总是乐于质疑和挑剔”，还会为了一个字而责难。现今也是如此。琼斯的证
道自有其价值，但让我们来简单的考虑以下四点：1.这些证道是由一些“记者”
速记下来的，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当时正在学习这项技能。这就有可能产生人为
错误和个人倾向，因为转录下来的证道很像是许多新手记者的综合作品（见尾
注6）。从转录证道的行文波动可以明显看出，这些证道并非被逐字记录下来
的；只有主要想法被记录了下来。许多挑剔琼斯的人很可能只是在《资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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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读了他的证道，而并没有在现场听他讲话。这包括了乌利亚·史密斯。四处搜
集一些只言片语来进行责难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啊。2.我们在后面会看到，
史密斯、丹·琼斯等人的许多指控都是虚假的（见尾注26）。然而老话说的不错：
“真理还没穿好裤子，谎言就已经绕行世界半圈了。”（温斯顿丘吉尔）在琼斯
时代开始的一些谎言如今依然在流传。3.琼斯和瓦格纳在处理当时盛行于教会
的律法主义时所面临的挑战，就是不使用过度的言语来阐述福音中耶稣的信心
这个方面。即使他们在这方面没有做到完美，或者人们把他们的话极端地使用，
也不应否认他们所做的奇妙工作。怀雅各写到过怀爱伦在处理健康改良问题时
所面临的类似挑战：“她强烈的呼吁人们……一些人深受感动……走向极端。之
后为了使这事业不致毁灭……她不得不出来责备这些极端主义者……然而极端
和责备的影响都很糟糕……困难在于此：她提醒那些行动迅速、热心、轻率之
人要谨慎的话，被那些行动缓慢的人当作滞后的借口。”（“预言之灵和健康改
良”，《评论与通讯》，1868年3月17日。）W.C.怀特意识到了同样的问题：“我
推断母亲想要促使后者[冷漠之人]脱离迟钝和冷漠的话，被前者[极端之人]当作
用来毒打他们弟兄的棒子；而那些要保守前者不走向极端和轻率的话，又被后
者当作他们自信和冷漠的借口。”（W.C.怀特致A.O.泰特，1895年9月2日。）4.
没有证据表明怀爱伦曾就琼斯在堪萨斯州奥托瓦所作的证道责备过他。怀爱伦
后来确实因为琼斯极端的言语劝勉过他，主要是为了帮助他避免那些因为一个
字就要吊死他的人，并保证他所传达的真正信息不被人们的困惑所掩盖。如果
怀爱伦今天还活着，她会和奈特一起攻击琼斯1889年的证道？还是会像125年
前责备琼斯的反对者一样，责备奈特呢？

9. 丹·T·琼斯致O.A.奥尔森，1890年4月21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档案。

10. 一些人觉得琼斯和瓦格纳在1889年教导的是完美主义，今天也有人赞同他们的
观点。戴斯蒙德·福特一直都是这种观点的主要支持者：“以耶稣为重点的信息
时不时的会来到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这刚好在1888年通过瓦格纳和琼斯发生了，
然而他们的信息却倾向于完美主义[尾注1]。瓦格纳和琼斯并不像路德或加尔文
那样清楚的明白因信成义……遗憾的是，瓦格纳和琼斯都很快迷失了自己的道
路，无论是道德上还是神学上。” （《为了福音的缘故》[2008年]，2、219页。）
福特还推荐了其它一些支持自己神学观点的资料：“有关瓦格纳最好的书就是大
卫·P·麦克马洪写的《埃立特·约瑟·瓦格纳：迷思与真相》……我还要强烈推
荐伍德鲁·W·惠登的《怀爱伦论救赎》。如果这本书被我们所熟知的话，那我
们主要的异端就不会存在了。”（同上，85页。）罗伯特·布林斯密德有类似的
想法：“在我们历史的特殊阶段中，福音曾经要奋力进入复临信徒群体。1888年
就标志着这样一个阶段。然而在此事上我们必须保有准确的观点。正如麦克马
洪的《埃立特·约瑟·瓦格纳：迷思与真相》所显示的一样，瓦格纳有称义的光
要给复临信徒。但关于因信称义更好的资料，可以在他那个时代的改正教学者
当中找到。”（《被福音审判：对复临教义的评论》[1980年]，14-15页。）大
卫·麦克马洪在谈论自己对瓦格纳和琼斯的看法时直言不讳：“然而[瓦格纳]在
1886年的其它一些话倾向于完美主义……多么令人失望啊！瓦格纳把我们带到
应许之地的边界，然后又带我们回到旧约的荒野。”“不幸的是，瓦格纳带着自
己在成圣上的极端观点在1889到1891年间朝着这个方向[泛神论]发展。如果他
保留了因信成义和成圣之间的区别，这些观点原本是能够避免的。”“1889到
1891年间是瓦格纳神学的转变期。虽然他一开始并没有抛弃律法层面的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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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开始接受一种‘有效’称义的概念……受罗马天主教有效称义概念的影响，瓦
格纳发展出以下这些支持性观点：基督的罪恶人性、神秘赎罪、单单因信成圣、
律法是上帝之义的完全表达。教会史和神学史都清晰的显明这些是泛神论的观
点。”（《迷思与真相》[1979年]，44-45、112-115页。）与戴斯蒙德·福特在冰
川景市聚会上见面一年之后，总会档案馆的伯特·哈罗维雅克起草了他对琼斯在
堪萨斯州奥塔瓦聚会上之表现的看法：“明显的是琼斯和瓦格纳在他们1888年的
信息中就包含了一些概念，而这些概念在后来发展成了完全的狂热和背道。这
种扭曲的一些元素在琼斯（还有瓦格纳）[在奥塔瓦的]第一场关于义的证道中
就表现出来了，而在他最后的几场证道中更加明显……琼斯和瓦格纳都强调义
是免费的礼物，然而他们似乎认为这份礼物是能够真正赋予人的义，他们似乎
还相信这种义对上帝百姓经历大患难时期是必须的，在将来的那段时间里他们
相信基督不会继续在天上的圣所里为他的百姓代求了。”“琼斯强调：‘遵守律法
是在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之后，因此我们在行善行义之前，必须被造成良善的人，
被造成义人……’琼斯似乎在说：‘我们的信心回应上帝的爱，并且激励我们渴
望遵守他的律法；上帝接受我们的渴望，并且赋予我们他的义……’这一神学观
点会发展……并且在十五年之后的活殿危机中受到怀爱伦的对质。”（“1889年
在奥塔瓦的怀爱伦和A.T.琼斯：从明尼阿波利斯的分歧之路”[未出版的手稿，
1981年]，15-16、20-22页。）然而琼斯和瓦格纳除了在谈论天主教的错误教义
之外，从未使用过“赋予”这个词。当琼斯和瓦格纳使用“归为”和“算为”这两个词
时，哈罗维雅克说他们实际的意思是“赋予”。（同上，18页。）引用了怀爱伦
在奥塔瓦发表的强力认可之后，哈罗维雅克理所当然地说：“看上去明显的是，
怀女士的反应是针对琼斯强调义是一份人所不配得的礼物，而不是琼斯神学的
这个部分：后来被圣洁肉体和活殿支持者们所误称的因信成义。”（同上，17
页。）伍德鲁·惠登在撰写瓦格纳传记的时候，从哈罗维雅克的手稿中得到了灵
感。似乎从这本书的第一页开始，就撒下了引导读者作出如上所述结论的种子：
“瓦格纳[在1888年]混淆了称义和成圣的工作吗？这些问题当然会在我们不断研
究瓦格纳神学观之发展的时候，成为首要主题之一……很明显瓦格纳认为称义
的罪人‘被造成了公义的’……但这样的说法也使相信之人的义显得有些奇
怪……他是在混合称义和成圣吗？”[韦氏词典对“混合”的定义为：“把两个不同
的文本结合为一个新文本。”]惠登继续道：“通常瓦格纳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方，
在于他使用称义（[把义]归给或者算为义）语言的方式，实际上他把许多我们
通常认为是成圣的内容包括到称义里面。这样就常常很难梳理出瓦格纳要表达
的意思。”“无疑的是，明尼阿波利斯之后的初期，最关键和最有预兆性的神学
趋势……就是瓦格纳在1889年早期对内住之基督的强调……这在后来成了瓦格
纳几乎所有错误的神学和实践道路的源头。”（《E.J.瓦格纳》，85、69-71、
199、210页。）乔治·奈特从同样的作品中得出结论，宣称琼斯“对基督化圣洁
这一概念的阐述误导了其他人”，而且他的教导“成了无罪完美主义在基督复临
安息日信徒当中流传的主要根源……举例来说，在明尼阿波利斯之后，琼斯与
1900年印第安纳州的圣洁肉体运动之间有一条比较清晰的连线……圣洁肉体的
许多观念都是琼斯在因信成义上教导的延申……至少早在1889年就开始了……”
（《从1888到背道》，56-57页。）杰夫·赖希（Jeff Reich）表示“位于华盛顿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档案馆的哈罗维雅克先生帮助了奈特博士的研究。事实上，
琼斯自18[89]年开始教导圣洁肉体的这整个说法，几乎都是从哈罗维雅克未出
版的文件中得出的。”（《评论“从1888到背道”》，[爱达荷州圣玛丽市：L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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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出版社，第10页，又见4-6页。]）以上所有这些当代作家阐述的情况有一
个很大的问题：在怀爱伦的作品当中——她亲自参加了堪萨斯州奥塔瓦帐篷大
会——我们能否找到对此种指控的支持？这些指控与怀爱伦的评估一致，还是
与那些120多年前反对这道信息之人的评估一致？与上帝所给与怀爱伦的相比，
我们对堪萨斯州所发生之事的感知是否更加准确？1889年帐篷大会的结果如何
能在今天被用来证明1888年的信息被人们所接受？而同时又被用来证明这道信
息有一个致命缺陷，以至于一方面造成了廉价恩典，另一方面造成了狂热主义
和泛神论？

11. 怀爱伦致乌利亚·史密斯，信函24号，1892年9月19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
1053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12. 怀爱伦手稿36号，“对因信称义怀有错误观念的危险”，1890年，无月份日期；
收录于《1888资料集》，810-811页。

13. 怀爱伦“如何对付有争议的教义要点”，1890年1月18日晨更讲话，出版于1890年
2月18日《评论与通讯》；收录于《1888资料集》，533页。关于此主题的更多
信息，见11章。

14. 怀爱伦手稿1号，1892年11月15日；收录于《已发布的手稿》，340-341页。

15. 瓦格纳来之前在加州是《时兆》的高级编辑。1889年4月17日瓦格纳收到一份
“拍发消息”说他的父亲J.H.瓦格纳死于瑞士巴塞尔，他死前是《时兆》法文版
的编辑。（《时兆》，1889年4月22日，256页。）仅仅几周之后，在5月20日，
瓦格纳九个月大的儿子欧内斯特尤金（Ernest Eugene）死于百日咳。瓦格纳的
离开“就在几天之前……去东部参与重要事务，因此在此生中再也无法享受与
他所爱之人面对面的快乐”。（“讣告”，《时兆》，1889年6月3日，334页。）
瓦格纳回到东部是为了看望自己刚刚从欧洲回来的母亲，参加东部的帐篷聚会，
以及在查托夸完成他“进行了数年的希伯来语课程”。（《时兆》，1889年5月
27日，320页。）瓦格纳在加州的妻子和孩子们已经失去了许多[亲人]，他们
担心瓦格纳在约翰斯敦和威廉姆斯波特的洪水中失踪了，直到收到了他的来
信——“信纸和上面的字都被水弄花了”。（玻尔瓦格纳霍华德[Pearl Waggoner
Howard]著《传略与背景》[Biographical Sketch and Background]，第4页；收
录于怀爱伦研究中心236号文档，第4页，密歇根州波利恩泉市安德鲁大学。）
瓦格纳就是在这些令人沮丧的事件当中继续向教会内外的人分享福音的好消
息，而许多听众完全不知道他所付出的代价。

16. 怀爱伦“宾夕法尼亚州威廉姆斯波特帐篷大会”，《评论与通讯》，1889年8月13
日，513-514页。

17. 怀爱伦“宾夕法尼亚州威廉姆斯波特帐篷大会”，《评论与通讯》，1889年8月13
日，513-514页。

18. 乔治·奈特数次提及怀爱伦关于威廉姆斯波特的文章，来尝试证明琼斯和瓦格纳
所阐述的信息是复临信徒独特教义和圣洁传道人之教导的结合：“[琼斯和瓦格
纳]1888年信息的精妙之处在于，他们结合了启示录14:12的两半。他们不仅教
授上帝的诫命，还传讲圣洁传道人所宣扬的信心的教义。因此，从怀爱伦的角
度而言，1888年信息的重要之处不在于琼斯和瓦格纳所发展的、复临信徒特有
的因信称义的教义，而在于伴随着基础基督教救赎信仰回归的复临教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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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称义（一种复临信徒一直无法改进的福音信仰）。”奈特继续道：“因此瓦格
纳和怀女士在以下这一点上是一致的：瓦格纳所提出的因信称义的教义，并非
是什么对称义的新理解，而是复临信徒所忽略的对称义的信仰，它与保罗、路
德、卫斯理，以及十九世纪圣洁传道人的教导一致……这二人将以上帝律法为
中心的复临信徒伟大真理，以及以耶稣内里之拯救为中心的福音基督教的伟大
真理结合起来……”几页之后，奈特说：“就本质而言，怀女士在宣称基督复临
安息日信徒终于对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有了全面的理解……也就是说，他们把复
临信徒所特有的神学理念，与圣洁传道人所教导的（如怀爱伦所言）因信称义
的伟大主题结合在了一起。（《评论与通讯》，1889年8月13日。）结果就是
从1888年开始，复临信徒终于能够完整且平衡的阐述第三位天使的信息。”
（《1888年信息简易指南》，108、110、113页，粗体字形为原文所有。）然
而怀爱伦的意思是奈特所宣称的吗？她这样澄清奈特经常引用的那些话：“圣洁
运动的信众在这一点上非常极端。他们以极大的热心教导‘只要相信基督，并得
救；不要管上帝的律法。’这不是上帝话语的教训。如此的信心没有基础。这不
是上帝在此时给他百姓的真理宝石。这种教义误导诚实之人。”（“宾夕法尼亚
州威廉姆斯波特帐篷大会”，《评论与通讯》，1889年8月13日，513-514页。）
奈特还尝试引用E.J.瓦格纳自己的话来证实他的观点——琼斯和瓦格纳信息的
一部分是圣洁传道人的教导。他引用了瓦格纳1887年在《加拉太书中的福音》
（70页）里的话，瓦格纳说自己的教导不过是“进一步接近了自保罗到路德和卫
斯理的日子以来那些伟大改革家们的信心”。（《1888年信息简易指南》，110
页。）然而瓦格纳的这些话是在为自己作辩护，因为G.I.巴特勒指责他“自夸的
因信称义的教义”不但与圣经矛盾，而且支持自由主义的圣洁运动教义，进而废
弃了复临信徒律法的教义。瓦格纳紧接着的一句话就是：“它[瓦格纳自己的教
导]进一步接近了第三位天使信息的核心。”（《加拉太书中的福音》，70页。）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一直以来被呼召要传给世界的第三位天使的信息，现在
不是，也从未曾是复临信徒律法主义（如巴特勒和史密斯所教导的）与圣洁传
道人所教导之错误因信称义的结合。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是从天上的圣所直接发
出的，基督正在里面工作，这信息不是从那些在1844年拒绝了第一、第二位天
使信息的圣洁传道人那里发出的。（见怀爱伦著《早期著作》，55-56、237、
254页。）这不是说复临信徒要传给世界的信息与宗教改革家们的信息没有联
系：事实上他们的信息是建立于那个基础之上的，然而它是上帝想要发挥出其
全部荣耀的信息，毫无长久以来的错误信仰。肯尼斯·H·伍德清楚的阐述了这一
思想：“我们认为1888年的信息是与众不同的，它所包含的远不止路德‘因信称
义’的福音。这道信息非常强调末世。它的目的是要预备一群人在基督复临时活
着变化升天。它让人注意天上的圣所，强调基督的人性，并且宣称耶稣不仅是
我们的拯救者，还是我们的榜样——他度过了信心的一生，而且向我们显示了
如何过这种生活。”（“编辑的观点”，《评论与通讯》，1976年11月18日，第2
页。）赫伯特·E·道格拉斯认同这一观点：“[怀爱伦的]信息清楚的显明这道‘最
宝贵的信息’不仅是十六世纪要点的恢复，也不是像汉娜·惠涛·史密斯
（Hannah Whitall Smith）在《基督徒喜乐生命的秘密》（The Christian’s Secret
of a Happy Life）中所说的，十九世纪卫理公会的回声。”（《主的信使》，197
页。）克林顿·沃伦支持这一观点：“E.J.瓦格纳接受宗教改革的基础原则，包括
因信称义，以及把圣经作为基督徒的最终权威，他把‘第三位天使的信息’（这
道信息当然被包含在他自己的教导里面）当作是宗教改革之后的进步。”（“E.J.



183

瓦格纳在明尼阿波利斯说了什么？”，《复临信徒传承》，1988年冬，36页.。）
奇怪的是，有作者宣称琼斯和瓦格纳得到怀爱伦之认可的信息，仅仅是复临信
徒的守律法与圣洁传道人的“信心教义”之结合，而这位作者还宣称他们1888年
的信息直接把人导向了“圣洁肉体运动”。据说许多“圣洁肉体的观念都是[琼斯
之]因信成义教导的延申……那是他早在1889年”于堪萨斯州帐篷大会上开始传
讲的。（乔治·R·奈特《从1888到背道》，57页。）有人或许会问，为什么怀爱
伦认可了琼斯在堪萨斯州聚会上的讲道，并且与那些拒绝信息的人对抗，而不
是警告大家这信息会造成圣洁肉体运动？然而，并非所有复临信徒作者都是如
此看待这道最宝贵之信息的。

19. 怀爱伦著《善恶之争》，1888年版，253页。怀爱伦后来说路德是奠定了上帝
圣殿根基的改革家之一。然而，她的作品中从未提到路德的工作代表了整个建
筑：“众善的仇敌已尽到一切的努力，来阻止上帝所分派给他建造工人的工
作……有许多足能捍卫那‘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之人兴起来……其中有许多人
像使徒一样，在自己的岗位上殉身了，但圣殿的建造仍然稳步前进……瓦典西
人，约翰·威克里夫、胡斯和耶罗姆、马丁·路德和萨文黎、克兰莫、拉提麦、
与诺克斯，许格诺教派，约翰和查利·卫斯理等，以及许多其他的人，都曾用
那必定存到永远的材料在这根基上建造。在后来的年月中，又有一些人非常慷
慨地致力于推进圣经的流传，也有一班人在各异教地区从事服务，为宣传最后
的重大信息预备这路━━这些人都曾协助建造这殿。自从使徒时代以来，历经
许多个世纪，建造上帝圣殿的工作始终没有停止。我们可以回顾过去的各世纪，
并看到那组成这殿的活石闪烁发光，穿透那谬道与迷信的黑暗。这些珍贵的宝
石将要在永恒的年日中发出更明亮的光辉，证明上帝真理的大能。”（《使徒行
述》，598-599页。）

20. 怀爱伦著《善恶之争》，1888年版，148-149页。怀爱伦还引用了清教徒朝圣者
约翰·罗宾逊（John Robinson）评价他那个时候教会的话：“‘我为目前改正教会
的状况万分痛心，他们故步自封，不肯求进。路得派的人不肯相信路得所没有讲过
的话……加尔文派则固守上帝的这个伟人所留给他们的道理，其实这个人并没有看
到一切的真理。这是一件极大的不幸；因为这些领袖虽然是照耀着当时代的亮光，
但他们并没有参透上帝全部的旨意，如果他们生在今日，他们必须归依更进一步的
亮光，正如他们从前接受当时的亮光一样。’”（《善恶之争》，291-292页。）路
德和加尔文的工作是奇妙的，然而即使他们对因信称义这一基础教义的理解也
受到了他们对原罪的误解和人意的影响：“不幸的是，路德在预定论、意志自由
以及相关教义的教导上随从了奥古斯丁而不是保罗……十六世纪中期的欧洲有
两种主要的改正教流派——路德派和加尔文派。二者都把成千上万的人从中世
纪天主教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并勇敢的为某些圣经教义辩护。然而两者也都有
明显的缺陷……在改正教中兴起了一些不愿完全跟随这两位主要改革家的人。
就连路德的好友兼同工米兰克松也坚持意志自由的观点，避免了路德关于善行
的极端看法……从这些原则中可以看到，路德与加尔文不仅在单单因信称义这
一点上没有达成共识——这一点是卫斯理所坚持的，还有一点就是卫斯理主要
的‘选择自由’的教义。”（诺瓦尔·F·皮斯著“1900年以前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里的
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17、19、22、26页。）因此上帝通过琼斯和瓦格纳传达
的最宝贵的信息虽然是建立在改革家们所挖掘的根基之上，却要逾越所有在黑
暗时期进入教会的天主教的错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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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怀爱伦著《1888资料集》，143页。“现代真理”这个词在《1888资料集》当中出
现了超过50次，许多次指的都是上帝通过琼斯和瓦格纳传达的那道信息：“上帝
赐祂仆人今天所讲的可能不会是二十年前的当代真理，而是上帝给现今的信息。
（133页。）“上帝总是乐意赐给他们一切的机会，去明白祂已赐给这些人[A.T.
琼斯和E.J.瓦格纳]一项工作去做，一个信息要传，就是当代的真理。”（228
页。）“我感到心痛，因为读了你的来信，证明你对那信息仍充满疑惑和不信，
而我知道那信息正是上帝的子民此时所需要的现代真理。”（274页。）又见120、
174、267、286、365、387、429、436、502、518、917、1710、1796页。

22. 怀爱伦著“宾夕法尼亚州威廉姆斯波特的帐篷大会”，《评论与通讯》，1889年8
月13日，513-514页。

23. 怀爱伦致H.米勒，信函5号，1889年6月2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331页。数
年之前，怀爱伦这样写道大摇动：“我问到我所见的震动的意义，便蒙指示得悉
这震动乃是由那‘为诚信真实见证的’所传给老底嘉教会的勉言所引起的。这个勉
言对于领受的人必要生效，并使他高举上帝的标准，讲述率直的真理。另一些
人则不肯领受这道直截的见证。他们要起来反抗，这就是在上帝的子民中所要
引起震动的事……我就注意到我先前所见过的那一班曾经大大地被震动的
人……我所见那些身穿军装的人大力宣讲真理……我问这种大变化是怎样造成
的。一位天使回答说：‘是由于晚雨，就是那从主面前而来的安舒的日子，就是
第三位天使的大呼声。’”（《评论与通讯》，1857年12月31日；收录于《证言》
卷一，182-183页。）1892年，怀爱伦直白的告诉乌利亚·史密斯：“信使们一直
在宣讲的信息乃是给老底嘉教会的信息……由A. T.琼斯和E. J.瓦格纳传给我们的
信息乃是上帝给老底嘉教会的信息，任何一个自称相信真理却不向他人反照天
赐亮光的人有祸了。”（《1888资料集》，1051、1052页。）

24. 怀爱伦著“纽约州罗姆市帐篷大会”，《评论与通讯》，1889年9月3日，545-546
页。

25. 同上。

26. 怀爱伦致乌利亚·史密斯，信函55号，1889年6月14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
336页。不幸的是这封信的其余部分已经不存在了。怀爱伦在9月份又给史密斯
写了一封信，说明身处领袖位置的一个人能够对其他人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在
夜间的异象中，这问题又一次显在我面前。我蒙指示看到你一直在反对上帝的
灵和圣工……我所知道是亮光和真理的，你却宣布为黑暗和谬论。你已有机会；
你也有特权接受亮光，这一直是亮光和宝贵的真理，是按时给上帝饥饿羊群的
粮食；但你却不愿承认它是亮光，是真理，是粮食。你若能阻止它传给上帝的
子民，你就会这么做……你正在重蹈那些拒绝耶稣基督之人的复辙……可怜的
受蒙骗的人会受引导认为，因为史密斯长老不接受已经临到上帝子民的亮光和
信息，所以亮光，就是正适合此时的信息，必是谬论和欺骗。”（怀爱伦致乌利
亚·史密斯，信函87号，1889年9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437-438页。1890
年初，怀爱伦再次给史密斯写了信，但那封信已经不存在了。史密斯在1890年
2月17日写了回信。他一直追溯到明尼阿波利斯总会会议，解释了自己对整件
事的观点。他觉得琼斯和瓦格纳的观点“与圣经冲突”，而且“与[怀爱伦]之前所
看到的相冲突”。史密斯宣称他们带到会议上的那些观点“几乎毁了”那场会议。
他宣称“我们都可以认同”瓦格纳关于因信成义的谈论，然而这些谈论为他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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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太书律法上错误的观点铺就了道路。史密斯宣称琼斯在说一些轻率的话；诸
如“我拥有真理，而你们最终一定会和我有一样的想法。”史密斯还被告知琼斯
和瓦格纳支持对启示录的奇怪的新解释，这些解释与复临信徒“长久以来所教导
的”是相冲突的，它撇弃了1260年的预言。史密斯还感到难过：“由于我[在《评
论与通讯》上]敢于说了一些有关这些观点警告的话，就被大众当成了胡乱猜测、
不知道自己在反对什么的人。”（乌利亚·史密斯致怀爱伦，1890年2月17日；收
录于《手稿与回忆》，152-157页。）收到史密斯的信之后，怀爱伦当天就给琼
斯写信，告诉他自己之前已经开始写一封要给他的信，是关于琼斯所说的一些
可能会“使人困惑”的话，而这封信已经“被人利用了”。怀爱伦告诉了琼斯那封
她刚收到的史密斯的来信，也告诉他信中史密斯所宣称的琼斯说的那些话。
（怀爱伦致A.T.琼斯，信函55号，1890年2月17日；未出版，信件其余部分已不
存在。）3月7日，琼斯在一封信中回复了怀爱伦（见《1888资料集》，592
页）。3月8日早上，怀爱伦就给史密斯回信。为什么呢？因为就在那天早晨，
上帝向怀爱伦启示了史密斯对其他人所造成的影响：“你拒绝了……我的证言，
正象可拉、大坍、亚比兰一样努力使那些证言无效……你已加强了诸如拉森、
波特、丹.琼斯、爱尔德里奇、莫里森、尼古拉等人的心和手，并藉着他们使许
多人行事偏僻。他们都引用你的话，公义之敌却在旁观看，沾沾自喜。”（怀爱
伦致乌利亚·史密斯，信函59号，收录于《1888资料集》，599页。）几天后，在
一次有许多弟兄参加的聚会上，琼斯和瓦格纳有机会分享他们的观点。（怀爱
伦致W.C.怀特，信函83号，1890年3月13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627页。）
从这次聚会可以看出史密斯宣称琼斯讲的那些轻率的话是一种诬告。不久怀爱
伦就在这一点上对质史密斯：“你回复了我的呼吁函，写给我一封信，控告琼斯
长老拆毁我们信仰的柱石。这是事实吗？在出版社召开的传道人会议上，当调
查这些事时，表明你对他的指控是错误的。”（怀爱伦致乌利亚·史密斯，信函73
号，1890年11月25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734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27. 有些人表示，基于怀爱伦的一些话，琼斯和瓦格纳所阐述的东西并非新亮光；
我们研究那么久以前给教会的信息真的不能得到什么。怀爱伦确实说过：“我并
不称之为新的亮光。”（《1888资料集》，140页。）“这不是新的亮光。”（211
页。）“主已向我显明，照耀在我们的人身上的亮光并不是新亮光”（463页。）
以及“这信息并非新的真理，而是保罗和基督所亲自教导的真理。”（432页。）
乔治·奈特引用了这些话，并表示“我们只有完全否认怀爱伦……直白的话语，
才能宣称1888年因信成义的观点是复临信徒所特有的。”（《1888信息简易指
南》，85-86页。）然而怀爱伦说这些话的时候是要表达这个意思吗？她有没有
澄清这些话？略略通读《怀爱伦1888资料集》就会得出答案。首先，我们需要
明白怀爱伦说以上这些话的背景，她是在回答那些像基督第一次降临时反对信
息的人，他们把这信息当作奇特的和新的。怀爱伦想要弟兄们明白这不是独立
于圣经的新真理，也不会取代教会的基础教义。然而她确实在琼斯和瓦格纳的
信息中看到了特别之处，只要我们让怀爱伦自己发言——“这信息并非新的真理，
而是保罗和基督所亲自教导的真理”——几段话之后她说：“这真理要不断地启
明、扩大和发展，因为它是神圣的，与它的作者一样。”（《1888资料集》，
432、434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怀爱伦在明尼阿波利斯回答了这个问题：
“‘你是否认为主有更多的新亮光给我们的教会？’我说：‘是的，我不仅这样认为，
而且要这样地宣讲。’”（219页。）她感到“我们期待有更大的亮光向人们显现
是完全合理的。”（279页。）琼斯和瓦格纳“呈现了宝贵的亮光”，（3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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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圣经……中有新旧的东西拿出来”，（386页。）“将真理的宝石装在新的嵌
座里”。（518页。）她问道：上帝“没有另外的真理启示给祂的子民吗？”她的
回答是肯定的：“上帝的传道人应该能从祂圣言的库房中拿出新旧的东西来。”
（510页。）上帝会撇下他的子民“没有新亮光吗？”她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
要从上帝的宝座得到更多的亮光，并且要有增强的亮光。”（341页。）怀爱伦
坚定地说：“不要以为你们已经得到一切的光线，也不要以为没有更多的亮光临
到我们的世界了。”（674页。）然而，她还说：“亮光必须藉着上帝所拣选的媒
介传给人。”（507页。）“将有更多的亮光照耀在预言的伟大真理上，使其显得
新颖光亮，因为公义太阳的光辉要照亮全世界。”（514页。）怀爱伦提醒她的
听众他们也有需要扮演的角色：“真理乃是不断进步的。我们必须在不断增加的
亮光中行走。”（547页。）那些人“既不断献身，就会看到更多的亮光，并且那
亮光必继续增加，越照越明，直到日午。”（671页。）“上帝必赐下更多的亮光。
原有的真理要重新发现，再度放进真理的框架之内。”（765页。）“基督有能力
把真理从垃圾中拿出来，赋予它们比原来更大的活力和能力，再将它们赐给世
界。”（525页。）“当人看明基督在祂救赎的工作中是真理系统的核心大真理的
时候，一道新的亮光就会照在过去将来所有的事件上。这些事件就会显出一种
新的关系，具有新的更深刻的意义。”（807页。）怀爱伦还给出了一个警告：
“历代教会的大错误乃是在了解圣经真理上达到了一定的地步就止步不前了……
[他们]说：‘我们有全备的亮光。我们不需要更多了。’……上帝的子民在这些末
后的日子不可宁要黑暗不要光明。他们要寻求亮光，要期待亮光。亮光会不断
从上帝的道照耀出来……亮光会以越来越明亮的光线继续照耀，越来越清晰地
显明那在耶稣里的真理。”（826-827页。）“有些半心半意的人自豪于在接受他
们所称之为‘新亮光’的东西上非常谨慎。但他们没能接受亮光是他们属灵的盲
目导致的……”（1077页。）怀爱伦问道：“你在制定什么计划，使新的亮光可
以传遍上帝子民的队伍呢？”（534页。）现今我们可以相信这个应许：“自五旬
节起就被忽视的伟大真理要以它们原有的纯洁从圣经中照射出来。”（《基督徒
教育原理》，473页。）《早期著作》81-83页所记载的威廉米勒的梦中，有许
多怀爱伦在这一时期所使用的比喻，她用这些比喻来描述上帝所启示的宝藏，
在阐述这些宝藏时的新框架，以及需要扫除的自私抵抗的垃圾。

28. 撒旦尝试要遮掩耶稣为拯救全人类所作牺牲的两项核心真理：第一，基督是完
全的拯救者，与他的弟兄相同。第二，基督的牺牲是完全的；因此他能够保守
你不跌到。这两项真理驳斥了几乎遍及整个世界的两个大错谬——人可以依靠
自己的功劳得救，以及人可以在罪中得救。见尾注34。

29. 怀爱伦手稿5号，“基督与律法”，1889年6月19日证道；收录于《1888资料集》，
341-345页。

30. 同上，346-347页。

31. 一些人用怀爱伦的话试着去证明上帝通过琼斯和瓦格纳传达的所有内容都已经
存在于怀爱伦的作品当中了——甚至在1888年之前——因此，我们所需要的全
部就是怀爱伦的作品。（乔治·R·奈特著《1888信息简易指南》，68-69页，108
页。）诺瓦尔·皮斯在回答为何瓦格纳和琼斯的作品不应当被重新印刷时说：
“瓦格纳和琼斯所说的一切话，都不如[怀爱伦]说的好。”（《救赎之信》[1969
年]，53页。）然而，正如克林顿·沃伦所指出的：“皮斯似乎在暗示琼斯和瓦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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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的作品没有被重印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它会致使教会领袖们在过去二十年中
[1950和1960年代]努力建立的福音派形象黯然失色。他说：‘复临主义若被正确
理解的话，其核心是福音派的。’”（《埃立特·J·瓦格纳末世论选编》，第xxiii
页。）当然，奈特、皮斯和其他许多人的另一个要点，是要降低琼斯和瓦格纳
所传达之信息的重要性。是的，怀爱伦确实在明尼阿波利斯会议期间写道：“对
于我来说，这不是新的亮光，在过去44年时间里，这光一直从天上的权威那里
照临我的身上，而且在圣灵的证言中我一直把它传给我们的信徒……这个题目
在证言中难道没有再三讲到吗？”（《1888资料集》，212、217页。）然而这些
话却被用来支持那些说“她改变了”的控告，或是她受到了琼斯和瓦格纳的影响、
支持新异端。不知为何，弟兄们从琼斯和瓦格纳的信息，与怀爱伦在过去45年中
一直所传讲的信息之间看到了不同。仅仅几天之前，怀爱伦清楚的说：“我愿意
拥有一颗谦卑的心，愿意像小孩子那样受教。主已乐意赐给了我大光，我也知
道祂会引导其他人的心，向他们展开祂话语的奥秘，我愿意接受上帝赐给我的
每一线亮光，哪怕是藉着祂最卑微的仆人传达的。”（同上，163页。）那是怀
爱伦45年来“设法呈现”的信息，而瓦格纳是第一个在公众面前清晰讲解的人—
—以至于“[怀爱伦]能全心全意地说：阿们。”（同上，348、349页。）有趣的
是，许多并不认可琼斯和瓦格纳信息重要性的人，莫名其妙的把怀爱伦在明尼
阿波利斯之后写的所有书籍当作那道信息被接受了的证据。（诺瓦尔·皮斯，前
面所引用的书，46页；乔治·奈特著《1888信息简易指南》，68-69页；L.E.弗洛
姆著《天命之运动》，444页。）我们不会质疑怀爱伦先知的职分，或者上帝
赋予她的教义方面的权威。我们也不会否认阅读怀爱伦灵感之笔写下的书籍会
得到很大祝福。如果人们凭着信心接受了当时的真理和劝告，并且行动起来，
那他们就会进入一种与基督之间的救赎关系，并进入天国。但我们也不会否认
怀爱伦亲口说过：“主已兴起琼斯弟兄和瓦格纳弟兄向世人宣扬一个信息，要预
备一班人在上帝的日子站立得住。”关于这个信息，她说：“上帝已打发人把真
理带给我们，这真理若不是上帝派人带给我们，我们原是不会得到的。上帝使
我有亮光知道何为祂的灵，所以我接受了，我不敢举手反对这些人，因为那就
会是反对耶稣基督，我们要在祂的使者身上认出祂来。”（《1888资料集》，
1814、608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无论上帝借着琼斯和瓦格纳传的是什
么，都是建立于已经打好的基础之上的，然而上天仍然把他们的信息当作大呼
喊和晚雨的开始。

32. 怀爱伦手稿5号，“基督与律法”，1889年6月19日证道；收录于《1888资料集》，
348-349页。

33. 乌利亚·史密斯著“再论我们的义”，《评论与通讯》，1889年7月2日。

34. 怀爱伦著“纽约州罗姆市帐篷大会”，《评论与通讯》，1889年9月3日，545-546
页。怀爱伦强调，当撒旦能够引人注意自己的功劳时，他就没有能力抵抗试探：
“几乎每一种虚伪的信仰，都建立在同一个原理上──就是人能依靠自己的努力
得救。”（《先祖与先知》，73页。）“靠自己的功德自救，是一切邪教的理论
基础；如今它也成了犹太教的原则。这一谬道是由撒但灌输的。不论何处，人
若信这种道理，就没有抵挡罪恶的屏障。”（《历代愿望》，35页。）“罗马教
正足以适应……世上的两等人──几乎全世界的人都包括在内━━一等人是想
靠自己的功劳得救，另一等人是想在自己的罪中得救。罗马教权力的秘诀就在
于此。”（《善恶之争》，5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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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怀爱伦手稿25号，“继续旅行和做工”，1889年，无月份；收录于A.L.怀特著
《孤独岁月》，418页。

36. 怀爱伦手稿30号，1889年6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363页。

37. 怀爱伦致麦迪逊和米勒，信函4号，1889年7月23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
388、391、392、406-407页。如果“上帝百姓的前景就像那些由于不信而不能进
入[应许之地]的犹太人”，那我们依然游荡在罪的旷野中，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
们背叛了上帝，跟随了那些“不信之探子”的脚步呢？

38. 同上，417-419，421-423页。

39. A.T.琼斯致C.E.霍尔姆斯，1921年5月12日；收录于《手稿与回忆》，329页。关
于A.T.琼斯的这句话，乔治·奈特说：“当然，有多少反对是针对因信成义，又
有多少反对是针对其它问题，比如加拉太书中的律法和琼斯的个性，是不可能
确定的……[琼斯]缺乏对自己之教导的应用。”（《1888信息简易指南》，149、
150页。）然而，这一对琼斯话语评价的可信度，必须根据其作者长久以来的
修正主义历史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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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巴力敬拜
1889年总会会议
以及合并计划

1889年的帐篷大会对与会者的生活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许多人借着琼
斯和瓦格纳所阐述的信息得到了祝福。怀爱伦在证道和信中表示大光已
经来到上帝百姓的身上，而且是时候让他们“兴起发光”了，因为世界要被
基督的荣耀照亮。在这段时间里，F.H.韦斯特弗回到了他在威斯康辛州的
家，“并且告诉教会晚雨已经开始了”。1

总会会议临近时，怀爱伦期望改变已经产生，这次会议会与明尼阿波利
斯那次截然不同。10月18日，会议在巴特尔克里克开始，并持续到11月
11日。怀爱伦在会议之初考虑这次聚集的目的时，非常渴望安息日能够
“对我们成为一个最宝贵的日子”。她知道他们正生活于“末日危险的世代
中”，她感到上帝“不会认可宗派主义或者律法主义的宗教——这种宗教
甚至盛行于那些宣称相信现代真理的人之中。基督和他的义是我们唯一
的希望。”在聚会的第一个周末，许多人“见证了自己在过去一年中所收
到的祝福，就是他们所接受并珍视的神圣亮光——因信称义”。怀爱伦因
此而宣称“主的灵在我们当中”。2

随着会议的进行，怀爱伦得到力量向所有与会者作了一个明确的见证。
她恳求上帝“使传道弟兄们蒙赋予来自天上的能力，好把严肃的信息传到
世界各地”，于是“圣灵”被赐给她。许多人作了关于去年经历的见证。所
有分享的人都感到他们的经历“比自从接受真理以来，任何之前时候的经
验都更加属灵。因信称义和基督的义必须成为我们的义，否则我们就不
可能遵守上帝的律法，这乃是每一个发言之人的见证，结果就是平安、
勇敢、喜乐与和谐。”3

10月27日星期天，怀爱伦参加了八点钟的聚会，在这场聚会上“琼斯长
老提出了因信称义的圣经证据”。之后怀爱伦向人们论到“要来就光并行
在光中，免得黑暗临到他们身上。”并非所有人都接受亮光，因此她给出
了警告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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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会对圣经的因信称义问题说长道短，挑剔质疑并且抛出反对意
见，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在挺身作黑暗的团体，阻
止上帝定意要照在祂子民身上的明亮光线。这些光线必要来到；第三位
天使的信息要以大能传出去，使全地充满它的荣耀。人是什么，竟能敌
挡上帝呢？人可以选择黑暗，可以喜爱黑暗，并被撇下被黑暗笼罩；但
信息却要以大能前进，尽管有人拒绝与它一同前进。4

第二天早上，怀爱伦“非常清楚地讲到一些人虽然参加聚会，却没有证
据表明他们在聚会中与上帝的灵和能力有分。他们似乎看不出上帝在何
处运行。”她呼吁那些“一年来一直以一种显著的方式行事与上帝反对的
人”，他们反对“特别显著的亮光”。怀爱伦警告说：“每一个人的黑暗必与
其不信和抵抗并蔑视上帝惠赐亮光的程度相称。”同一天早上晚些时候怀
爱伦参加了琼斯长老主持的聚会：

出席的人很多，他清晰明确地讲了因信称义的问题，讲得非常简明，以
致谁也不需要处在黑暗里，除非他心中定意不信，要抵抗上帝之灵的运
行。许多人得到了喂养，其他人似乎很吃惊，好像他们不知道因信称义
的真实意义似的。真理的线路确实以非常明确的方式摆列出来了。我很
高兴听到这个见证。我作了见证说明我听到的是真理，凡遵着所赐亮光
而行的人会站在主一边。5

第三天早上，怀爱伦写下了聚会至此的状况。因为看到没有听
过这道信息的人们“正在领受”，她表达了很大的喜乐。然而，他
们也生活在危险的时期：

我们正在举行非常好的会议。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上所表现的精神已荡然无
存，大家离开的时候都是和谐一致的。有许多代表出席。早上五点钟的聚会也
有许多人参加，会开得很好。我所听到的所有见证都很鼓舞人。他们说过去一
年是他们一生中最好的一年；上帝圣言所发出来的光既清晰又明亮──因信称
义，基督是我们的义。这些经历一直使人兴致勃勃……

八点钟，琼斯弟兄讲论了因信称义的题目，大家很感兴趣。人们对我们主
耶稣基督的信心和认识增强了。许多人以前从来没有机会听过这个题目。他
们正在领受，从主的筵席上得享丰盛的佳肴。发言人所作的见证一致认为，
临到我们教会的这个真光信息就是现代真理。他们在众教会中不论走到哪
里，就一定会把亮光、安慰和上帝的福气带到那里……

我们可以预料在任何时候撒但都会藉着他的代理提出惊人的新要求，上帝的
子民岂不该十分清醒，岂不该靠着大能者的力量变得刚强起来吗？岂不该靠着
上帝的智慧聪明起来吗？上帝的政权已临到一个危机，必须采取果断重大的举
措。不会再耽延太久。上帝的忿怒不会长久抑制，只要公义发言，片刻之间就
会有混乱……

要祈求圣灵的洗临到工人们身上，使他们能在一切的工作中把耶稣基督表
明出来。6

同一天早上，怀爱伦在寄给玛丽·怀特的一封信中表达了相同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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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告诉玛丽，他们的“聚会很好，似乎没有分歧”。她写到一些传道人的
见证，“亮光已在明尼阿波利斯临到他们身上”，这些传道人因此得到了
祝福。怀爱伦还提到“他们的工作在过去的一年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
功”。她告诉玛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到反对的声音。团结似乎成
为主流。”然而她还说：“有一些人显然仍持有他们在明尼阿波利斯时所
持有的立场。甚愿上帝为祂的子民大力作工，驱散乌云，让祂荣耀的阳
光进来。”7*虽然极大的祝福临到了早晨的聚会，但是“最需要这些聚会
感化的人却不在场”。反对依然强烈。8

仍持有在明尼阿波利斯时所持有立场的人之一就是乌利亚·史密斯。10
月29日的《每日公报》刊印了他安息日的证道。史密斯在证道中谈论了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历史以及未来的工作”。他提到在早期“我们的传道
人带着信息的两件伟大武器前进——上帝的诫命，和耶稣的真道。他们
传道的结果是彻底和永久的生命的改革。”史密斯断言复临信徒“没有采
用当代[改正教]复兴运动者的方法，也没有仅仅以给他们的听众尝尝蜂蜜、
看看彩虹为满足；而是在他们的工作中织入了来自西奈山的光芒，使人
的良心觉醒，从瞎了的眼睛上去掉了鳞片”。这些话都是在影射琼斯和瓦
格纳。明显的是，史密斯没有留意怀爱伦夏天给他的劝告。9

宗教自由

1889年总会会议上的其它议题也受到了怀爱伦的极大关注，包括美
国的星期日法案，以及教会在宗教自由
方面的工作。[美国国内]对星期日法案立
法的要求一直在增加，作为对此状况的
回应，教会在三年前开始，以J.H.瓦格纳
作为编辑出版《美国哨兵》。A.T.琼斯和
E.J.瓦格纳于1887年成为联合编辑。总会
还指定了一个宗教自由委员会，A.T.琼
斯任会长。这个委员会的目标是通过新
闻稿件、公众演讲、和反对星期日立法
的请愿书来提高大众对宗教自由的关注
度。它还鼓励教会成员加入宗教自由事
业，并为那些由于在星期天工作而受到
起诉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信徒提供法律援
助。10*
在1888年明尼阿波利斯的总会会议上，以及当年十二月份在巴特尔克里
克大帐篷举行的会议上，A.T.琼斯作了关于宗教自由的演讲，他在这两

巴特尔克里克大帐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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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会议上的系列讲座都被广泛传播。在那不久之后，琼斯就在参议院教
育与劳工委员会面前进行了反对布莱尔星期日议案的演讲。1889年2月
22日，琼斯再次面对参议院委员会，这次是为了证明布莱尔提出的宪法
修正案不利，这个提议要把国家的公共教育系统基督化。值得基督复临
安息日会和整个国家庆幸的是，布莱尔的两个议案在第五十一次国会会
议上都没有被通过。11*

身为请愿运动的关键人物，琼斯活跃的参加并且在1889年10月收集到了
接近五十万个签名，请求国会“不要通过任何关于遵守安息日、或主日，
以及其它任何关于宗教或教会机构的议案”。琼斯认为这次请愿活动不
仅是挫败星期日法案的尝试，也是在“传播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并警告
所有人兽像的竖立”，因为“在向人们解释这次请愿目的的同时，就是在
让他们了解第三位天使的信息。”12

虽然琼斯或许是在宗教自由方面最活跃的复临信徒传道人，可有些人却
并不感激他的热心。1889年7月，宗教自由委员会在巴特尔克里克大帐
篷被重组并扩大到了110位成员，而且被改名为国家宗教自由协会
（National Religious Liberty Association - NRLA）A.T.琼斯会长的职位被
埃尔德里奇上校（Captain Eldridge）替代——他和副会长丹·琼斯都强烈
反对琼斯和瓦格纳。琼斯和瓦格纳被安排到了NRLA的编辑委员会。

1889年总会会议上，在埃尔德里奇的领导下，NRLA形成并通过了自己的
章程，其中一些条款与1888年在明尼阿波利斯没有通过的动议类似。章
程中有两条是：“官员或成员的作品只有得到协会执行委员会认可，才能
以本协会的名义出版或传播……所有要刊登于报纸上的内容，在由秘书
发出之前，都要经过会长和编辑委员会多数成员的检查和批准，若编辑
委员会法定人数不足，则由会长和第一副会长代行编辑委员会成员的责
任。”13

NRLA的执行委员会也在关注星期日立法的问题，比如南部各州一些遵
守安息日的人由于在周日工作而受到了逼迫，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一
些弟兄“渴望总会通过一个决议，建议我们容易受到关押和罚款的守安
息日的弟兄们不要在那日[星期日]工作”。虽然有些人努力要使这一动议
立即得到接受，但它没有通过。14

怀爱伦的回应

11月4日，怀爱伦回应了那些“似乎渴望总会通过一个决议”的委员会代
表。她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这种决议不应放在这次会议面前，要他们采
取行动。”怀爱伦提醒他们，若使徒们聚在一起为圣灵的降临恳切祈祷了
十天，那么他们在敢于“就这个问题为信徒们下笔写出决议”之前，就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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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二十”天“大量恳切的祷告和圣灵的降临才会解决这些问题”。怀爱伦警
告“走极端的危险”总是会有。如果作出决议“说我们的人不在星期日工作”，
那么南方的弟兄们就会“看似与星期日法和谐”，而且“自称守安息日的人
会向一个假神卑躬屈膝，就会放弃原则直到完全丧失原则。”怀爱伦沉思
道，如果复临信徒“在七日的第一日休息以避免被拘留……这么做岂会显
明我们处在与上帝的圣律法有正当关系的立场上吗？”15*

怀爱伦看出，若动议被通过双方都有危险。她警告弟兄们“不要在人前
取代上帝。这种事已经做得够多的了。要让上帝对人心作工……要留点
事情给上帝去做……不要减轻上帝要祂的子民背负的任何担子……也不
要把重担加在祂并不希望他们背负的任何一类人身上。”怀爱伦告诉他们
“不要言传身教地骄傲自夸，显扬自己正在挑战国家的法律。不要做出任
何决议说不同州的什么人可以做什么或不可做什么。”在小心不向伪安息
日屈膝的同时，“不应给我们的仇敌合理机会控告我们违法……故意在我
们那些崇拜星期日的邻居面前，在那一天作坚决的努力去从事劳动，来
展示一种独立性。”16

在力劝弟兄们不要通过“有关守安息日之人对星期日法律义务”动议的同
时，怀爱伦还催促“上帝的子民要前所未有地作工”。在向参加总会会议
的人讲话时，怀爱伦宣告说：“有许多人很安逸，可以说是睡着了。”虽
然他们明白“实施星期日法案”的预言，但他们却“坐下来，平静地期待那
事来到，用这种想法安慰自己：‘上帝必在艰难的日子保护祂的子民。’但
我们若是不作任何努力去做祂已交给我们负责的工作，祂是不会救我们
的。”有一道信息要传给世界：

我们应当殷勤研究上帝的道，并且本着信心祈求上帝抑制黑暗的权势，因
为至今这信息只传给了相当少的人，而世界都要被它的荣光照亮。现代真理
──上帝的诫命和耶稣的真道──还没有照着所必须的得到传扬……

你们允许自己的心思转离上帝希望你们去做的工作，一直在做祂没有召
你们去做的工作，这就使撒但得意洋洋……你们忽视了主本着怜悯传给
你们为要使你们的脚转向正路的证言。你们中的一些人完全拒绝了这些
警告……

我感到我若得蒙允许再次站在你们面前，就必须有上帝同在，象摩西带
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时有上帝同在一样……我要向他们说明，他们若不
被上帝的灵充满，就不会在他们的工作中成就任何善事。他们的冷淡，
他们的不冷不热，是得罪上帝的。他们必须行在基督的光中，否则撒但
就会罩上他们的眼睛，他们就会称光为暗，称暗为光了……

亮光必须藉着上帝所拣选的媒介传给人，他们会发出警告，以致谁也不
会不知道上帝的旨意或撒但的诡计。撒但会在工作的大中心将其邪恶的
诡计发挥到极致。他会千方百计介入人与上帝之间，挡住上帝要传给祂
儿女的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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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会议中，主耶稣一直在接近我们。我感谢上帝，因为我在传道人
的祷告会中有心碎的经历……但因某种原因，最需要这些聚会感化的人
却不在场。最需要就饮于生命之泉的人，应该站在我们队伍最前线的人，
却没有领受上帝一直乐于赐给他们的能力。将来会证明没能善用这些宝
贵晨会的结果……

那些如今愿意帮助人……的人……自己必须穿上基督之义的全副军装；
因为我们决不能带领人经历一种我们所没有的经验。那些没有尝过上帝
丰富福气的人，会轻视别人领受的福气。上帝正赐给祂子民的亮光可能
会遭轻视、被拒绝、遭抵制，但如此对待亮光会使人心处于大危险中。
弟兄们，上帝正在为我们行事，我心深愿上天所赐的任何一道亮光都不
要受到冷遇。上帝给人的信息应该受到重视和珍爱。我们若不赏识天上
的亮光，它就会定我们的罪；我们的立场就会与犹太人拒绝生命和荣耀
之主时的立场相似。17*

合并的计划
会议上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出版协会的未来及其与教会的关系。10月21
日，协会副会长C.埃尔德里奇以一个呼吁结束了他的开场报告：“出版
工作的重要性在此时需要你们最热切的关注。你们应当透彻的研究协会
与教会当下的关系，并且制定能够推进整体工作的最佳计划。”埃尔德
里奇发言之后，指定了一个以E.W.法恩使沃斯为主席的提名委员会，和
一个以R.A.安德伍德为主席的决议委员会；这两个人都是琼斯和瓦格纳
的反对者。18

10月27日，总会会长O.A.奥尔森发表了关于“一些需要人们注意的重要问题”

E.W.法恩使沃斯 R.A.安德伍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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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讲话。他谈到出版工作以及对一个新组织的需要——这个组织可以“把教会
的不同机构和工作结合在一起”。他问道：“为什么我们教会的各个机构不能
由总会选出的委员会来运作呢？我们承认总会是上帝所认可、在这个世界上
最高的权威……”

“我们的出版和书籍工作是最重要的。难道这些工作不应该由一个委员会来运
作吗？……[我]们确实感到在本次会议休会之前，这个问题需要得到关注。”19

奥尔森的提议很快得到了回应，11月4日，R.A.安德伍德提出了一个动议：
“我们应当支持现今要确保各种出版工作合并的努力。”令人惊讶的是，“这一
动议没有经过讨论就被采纳，于是协会休会了。”20

在第二天的一场会议上，R.A.安德伍德就“教会各种工作的合并”作了报告。
这份报告当天就被采纳，其内容如下：

1.立即采取措施设立一个法人团体，其目的是完全控制我们所有
的出版工作，使工作由一个统一管理层来运作。

2.本协会人员组成二十一位受托人的委员会……有权力选出一位
会长来组织他们……

5.评论与通讯出版社以及太平洋出版社的负责人考虑向这个新组
织移交他们所有工作的可行性……应尽快采取措施以达成此结果。

这个新组织的目标将会是：

1.掌握所有教会出版社及其设备。

2.拥有、出版、并控制所有教会书籍、单张、以及期刊。

3.通过购买和其它手段，尽可能获得一切由我们不同出版社所发行、
及未来将要发行之教会书籍的印刷板和版权……

5.指定编辑和管理人员，整体监督各个办公室的工作。

鉴于达成此众人期待之结果所需要的时间，并为要尽力尽快的向此方向
努力，我们建议协会首先取得所有教会外语出版物和期刊的控制权……
并以掌控我们所有的出版工作为目标。

为节约时间，本委员会建议由总会在此时选出一个二十一人委员会，考
虑这个问题，并且拥有执行权……

本委员会还建议设立另一个类似的组织，来掌管我们所有的教育工作，
并持有其资产——以此使所有教育工作由一个统一管理层来运作。此外，
再设立一个组织掌管我们的健康机构。21

同一天，提名委员会报告说一个二十一人的委员会已经被选出，来“计
划出版工作的合并”。丹·琼斯当选委员会主席。接下来的几天里举行了六
次会议，安排了达成他们各种目标的计划。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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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段时间里，代表们正式提出把北美分为六个区的计划，并为每个
区的监督管理指派一位总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总会规划委员会还建议
取消独立机构——诸如安息日学协会、健康和节制协会、单张和传道协
会、以及教育协会——并在每个区会派一位秘书推进相关工作。秘书人
选也应是总会委员会成员。经过三天的讨论，代表们对此计划是否明智
产生了分歧，规划委员会要求撤销这一建议，会议投票决定将全部讨论
从记录中删除。23*

虽然这一动议失败了，但是其它在1888年没有通过的动议却得到了进展。
那些一直在尝试压制信息和信使的人对教会取得了更大的控制，因此会
影响到整个教会的方向。基于怀爱伦开始的报告，1889年总会会议被当
作是一个大转折点；但是我们也许要问：转向哪个方向？

对前路的警告

怀爱伦看到琼斯、瓦格纳和她自己所传的信息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各处
的复兴，然而她依然有忧心的理由。许多领袖弟兄仍然强烈反对。1889
年10月31日，怀爱伦“与尼古拉弟兄和莫里森弟兄的面谈并不愉快”。他
们依然没有看出自己的真实状况，也没有看出“他们在明尼阿波利斯的精
神并不是耶稣基督的精神。”他们“在凡事上都为自己的行径辩护”：

我对这次的面谈一点也不满意。上帝的羊群若是委托给这种人，就愿主
怜悯祂可怜的子民，祂草场上的羊，光照他们，拯救他们，使他们不受
这些黑暗不信之人的精神和影响所塑造。

他们离开之后，我觉得房子里好像经过了一场葬礼。我的心情象铅一样
沉重。个人的影响能对正在渴求生命之光而不知道到哪里去追求他们应
该拥有之知识的人发挥多么致命的作用啊！摆满了天上吗哪的桌子就在
他们面前，他们却不肯吃。24

这些人是工作的领袖，他们决定教会前进的方向，而他们却在转离从天
而来的亮光。会议结束之前，怀爱伦为前方的危险作出了警告，原因就
是那些为要控制工作而被迅速制定的计划，而且这是由那些反对上帝所
发信息之人指导的：

致总会会议：

亲爱的弟兄们：我已经把主指示我的事摆在你们面前，我有一个警告要传
给今天聚集在巴特尔克里克的这批人。你们处在危险之中，因为虽然你们制
定计划、设计方法、实行提议，却不会成功，而会失败。我不敢不嘱咐你们
仔细考虑所提出的每一个建议就让这次会议结束，让与会的人回家。要好好
考虑所提出的每一个计划，不要匆忙表示赞同，象我听到有些悟性被蒙蔽的
人口里所说的那样，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表示赞同的那些观点和主张是什
么性质。不要因那些看似无罪的提议而飘飘然，其实那些提议的结局是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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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丧失上帝的眷爱……

谁也不要高抬自己，设法完成自己的想法而不与上帝的子民合作，不经
他们认可。你们强硬的精神，你们的高傲言论与基督和基督的作风不
符……上帝已看到你们用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必须先具有上帝的认证，
之后才能果断行动，推进上帝的圣工……但祂藐视你们凶猛的精神，忧
愁你们的心肠刚硬……

我知道有一项工作必须为上帝的子民做成，否则许多人就不会准备好领
受那位天使的亮光。他从天上奉差遣而来，要因他的荣耀使全地发光。
如果你高抬自己的心到虚妄的地步，说弯曲悖谬的话，秘密怀藏从明尼
阿波利斯会议带来的苦毒的根，就不要以为你在晚雨降下的时候会成为
尊贵的器皿，领受上帝的荣耀。每一个怀藏并培养这些纷争之根和具有
非基督化精神的人，都必招致上帝的不悦。25

在信件结束时，怀爱伦预测了他们若不能在信仰上合一的结果。世界上和
教会中的各种兆头都在向他们显明耶稣渴望复临。我们如今生活在怀爱伦说
这些话的120多年以后，这些话应当使我们战惊：

我们中间有了背离上帝的事。信徒尚未发热心悔改，恢复起初的爱心，
达到回归上帝和新生的目的。背信之念侵入了我们的队伍，因为离开基
督，接受怀疑论已成时尚。许多人心中的呼声是：“我们不愿意这个人作
我们的王”（路19:14）。他们选择的乃是巴力。我们中许多人的信仰将与
背道的以色列人相似，因为他们喜爱自己的道路，离弃主的道路。真宗
教，就是圣经唯一的宗教，教导人只有藉着被钉而复活之救主的功劳才
能得蒙赦免，倡导因信上帝的儿子而得称义。这种信仰竟遭到轻视，反
对和嘲笑，被指责为导致狂热和盲信。26*要趁着改过迁善为时还不太晚
之前转回；因为你们已经得罪了上帝……我们如果没能在信仰上合而为
一，那会有什么前途呢？

当我们达到基督所祈求的合一时，撒但的爪牙所挑起的长期争执就结束
了。我们就不会见到人按照世人的规矩制定计划，因为他们没有属灵的
眼光，不能看透属灵的事……

愿我们不再向人的意见这个偶像下拜，不再作任何一种可耻私欲的奴
隶，不再把摩押和亚扪的祭物所代表的一份污秽了的供物，一个被罪玷
污了的灵魂带给主。

要以悔改代替不信和反叛。不要让这种顽梗盲目的状态持续下去，直到
对我们要象对基督传道时藐视祂恩典的各城说：“哥拉汛哪，你有祸了！
伯赛大啊，你有祸了！……27*

怀爱伦意识到教会总部正在发生什么，她警告若不做出改变，那必然
的选择就是巴力敬拜。这是拒绝上帝从天赐下之信息的直接结果——称
光为暗、称暗为光的结果。怀爱伦知道巴力敬拜远不仅是跪拜雕刻的偶
像。许多“没有看得见的神龛”的人，“对于上帝和祂的神性有了错误的
观念，并且正如古时敬拜巴力的人一样去侍奉假神”。28琼斯和瓦格纳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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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的信息是完全依靠基督之义的信息。巴力敬拜则是“在依靠基督的
义和依靠你们自己的义之间摇摆不定”。29因此巴力敬拜就是自我崇拜；
是把人的意见当作偶像的结果。怀爱伦警告那些按照世俗的方式、而非
上帝的方式组织教会的计划，将会造成巴力敬拜：“这就是在出版社的
人现在要采取的做法。”30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怀爱伦有许多话是关于1889年总会会议上所设立
之计划的。这些计划没有导向好的方向，反而合力挡在百姓和从天而来
的信息之间。她说：“那些身居负责岗位的人已使耶稣失望。他们拒绝了
宝贵的福气……他们既拒绝接受应该从上帝领受的亮光以便成为他人的
亮光和福气，因而就成了黑暗的通道。上帝的灵担忧了。”31几个月之后，
怀爱伦说上帝在1889年的总会会议上“有一个福气要给我们”，但悲哀的
是“没有人接受”。32*

传道人学会

在1889年的会议上，制定了为传道人在巴特尔克里克举办圣经学校的计
划，时间是11月6日到1890年3月25日。这次为期二十周的圣经学校应当完
全独立于巴特尔克里克学院，它始于1889年1月17日到3月28日举行的传道
人学会，A.T.琼斯是当时的主讲人。这个新计划的目的是要避免怀爱伦所
提到的“冗长的课程”——田地里亟需工人时所不必要的课程。W.W.普雷斯
考特当选校长，并且需要草拟这次集中学习的课程。他本人、乌利亚·史密斯、
A.T.琼斯和E.J.瓦格纳将会是主要讲员。

普雷斯考特宣称此次二十周的集中学习相当于两年的学习——每年有“四
门”课程。内容包括：古代史、圣经教义、国家政府、希腊文或希伯来文、
教会管理、逻辑、基督教实证、教会历史等等。33与传道人学校同时进行
的还有平信徒课程，二者的一些晨会被结合在一起。学校的日常参加人
数达到了157人，而在合并早会上的参与人数超过了300。34

传道人学会进行期间，怀爱伦仍然在巴特尔克里克，虽然她在离开加州
参加1888年总会会议时没有计划离家如此之久。怀爱伦并未被安排教授
任何课程，然而她却积极地参与其中，特别是在学会的最后两个月。其
间她还忙于参加附近教会的各种聚会。除此之外，她还准备了一些书籍
的出版，其中包括《证言》三十三号，大部分内容与明尼阿波利斯事件
有关；还有《给教会的证言》卷五，包括了《证言》三十一到三十三号。
之后她开始拓展《预言之灵》卷一，也就是后来的《先祖与先知》，还
开始写作《基督的一生》（Life of Christ），最终在1898年以《历代愿望》
为题目出版。

怀爱伦确实忙于各种工作，然而最费力的确是与那些领袖们的不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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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斗争的程度不久就加深了：因为瓦格纳在传道人学会上开始阐述基
督本性以及两约的主题。另一个危机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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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尾注
1. F.H.韦斯特弗致L.E.弗洛姆，1930年4月28日；收录于《天命之运动》，262页。
2. 怀爱伦手稿22号，“日记”，1889年10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453、454、461页。
3. 同上461页。
4. 同上463页。
5. 同上465页。
6. 怀爱伦手稿10号，“基督的优越性”，1889年10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447-448页。

怀爱伦在她10月29日的日记中也写到了此处所提及的事件。（《1888资料集》，465
页。）

7. 怀爱伦致玛丽·怀特，信函6号，1889年10月29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450页。
一些人引用了怀爱伦1889年的10号手稿，和她写给玛丽·怀特的76号信函，来试着
证明1889年各处的复兴基本上终止了对瓦格纳和琼斯长老所带来最宝贵之信息的反
对。A.V.奥尔森说：“在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上盛行的争竞精神没有在1889年巴特尔
克里克会议上出现。一种和谐的精神弥漫于各个聚会之中……1888和1889年……之
间的时间段……结出了‘义的和平果实’。”（《从危机到胜利》，62-63页。）又见
乔治·R·奈特著《从1888到背道》，66页；《1888信息简易指南》，120页。然而他
们却没有提到怀爱伦关于那些聚会的其它话语，我们在本章后面的部分将会看到这
些话。

8. 怀爱伦手稿18号，[1888年]，“关于星期日运动的讲话”,1889年12月；收录于《1888资
料集》，512页。这份手稿的第一页丢失了。虽然它被归纳为1888年手稿18号，但是
日期却是1889年12月。从手稿中怀爱伦所说的话来看，这似乎是她在1889年10月底
或11月初总会会议上向弟兄们的发言。

9. 乌利亚·史密斯著“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历史和未来”，《总会会议每日公报》，1889
年10月29日，104页。又见第九章尾注26。

10. 见埃里克·塞姆著《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与美国之关系的历史》，34-35页；A.W.斯伯
丁著《基督复临信徒的起源和历史》，卷二（华盛顿特区：评论与通讯出版协会，
1962年），254页。总会委员会所陈述的原则是：“我们相信对国家政府的支持，以
及对其权威的服从。我们不承认任何国家政府在宗教问题上立法的权力。我们相信
所有人都有按照自己良心的要求去敬拜的权利和特权。我们也相信，为使与我们一
样的国民享受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不可估量之福气，使用一切合法以及值得尊敬
的手段阻止国家政府进行宗教立法是我们的责任。”（《SDA圣经百科全书》，1198
页。）

11. 见：W.A.布雷克利著《美国国家报纸关于星期日立法的立场》（1911年），366页。
琼斯在1888年总会会议上关于宗教自由的证道最终在1889年发表，经过一些编辑之
后，使用了“国家政府与宗教，或基督教与美国宪法” Civil Government and Religion,
or Christianity and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这一题目。他向参议院委员会所作的证
言以“国家星期日法案” The National Sunday Law，以及“宗教与公共学校” Religion
and the Public Schools这两个题目发表（两篇文章都是由LMN国际出版社印刷的）。
后来参议员布莱尔这样描述琼斯：“我会一直记得并尊重这个人，因为他向委员会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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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自己的观点时，表现出很强的能力和明显的诚意。”（收录于《从1888到背道》，
76页。）

12. “给国会的请愿书，等等。”《总会会议每日公报》，1889年10月18日，第7页；A.T.
琼斯著“散发请愿书” Circulate the Petitions，《评论与通讯》，1889年3月19日，184
页。

13. “国家宗教自由协会”（National Religious Liberty Association），《总会会议每日公
报》，1889年11月5日，148页。

14. 怀爱伦手稿6号，“1889年总会上的问题”，1889年11月4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
471页。

15. 乔治·奈特嘲笑琼斯在1893年总会会议上也持类似的立场，他称之为“琼斯死板的顽
固”。奈特表示琼斯在鼓励人们不断违反星期日法案，直到获得死刑。他把这一点当
作琼斯与怀爱伦观点“相左的七个教导之一”，还表示怀爱伦“有力地反对他[琼斯]坚
决的立场”。（《从1888到背道》，83页；《1888信息简易指南》，74-75页。）琼
斯在1893年会议上的完整陈述是这样的：“因为法律要求的缘故，而向星期日法案妥
协以至于在那天停止工作并且遵守星期日的人，在他以为自己遵守安息日的同时，
却是把撒旦置于基督之上了。”（“第三位天使的信息——6号”[The Third Angel’s
Message—No. 6],《总会会议每日公报》，1893年2月4-6日，125页。）琼斯关于死
刑的陈述（就是奈特所提到的）基于启示录13:15——“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
害”——而琼斯只是表示“死刑存在于每个星期日法案当中”，虽然“一开始，并没有
明确的文字”。（同上，126页。）怀爱伦在1895年给琼斯的劝告（就是奈特所提到
的）必须在恰当的背景中去理解。1895年11月20日，怀爱伦和一些领袖弟兄们在澳
大利亚的阿马代尔进行了一场会议，“考虑我们的弟兄讨论宗教自由工作时所产生的
一些问题。近期我们的一些弟兄所持的立场表明，我们需要对指导我们工作的各项
原则有更透彻的理解。”怀爱伦很快表达了她主要的担忧：“我们的一些弟兄在关于
南方一些州有色人种工作上的立场，令我非常不安。我希望向在南方园地工作的人
表明一个观点。在有色人种当中，他们必须使用与北方工人不同的方式方法。”由于
“白人”当中的偏见，他们不应当“鼓励有色人种在周日工作”。怀爱伦说：“现今对星
期日的遵守并非[对信心的]试验”，而且首先“真理必须在众人面前得到更加完全的见
证”。她智慧的劝告是“在努力介绍真理的同时，我们必须尽可能使自己适应工作园
地，以及那些我们为之付出努力之人的状况……因此对那些在有色人种当中作工的
人而言，他们不应当像在其它地方一样放胆和公开的自由作工。”然而在她与阿马代
尔的弟兄们分享自己灵感的劝告时，怀爱伦也作出了与自己在1889年总会会议上相
同的澄清：“我关于此事所说的话不应当被理解为对那些明白真理、有经验之守安息
日者的行动指导。他们必须按照上帝对他们的带领行动。”（“访谈：关于在有色人
种当中的工作”[Interview re Work Among The Colored People]，手稿22a，1895年11月
20日；收录于《斯伯丁和麦根收集的未出版的手稿》[1985年]，19-21页。）与弟兄
们聚会的第二天，怀爱伦在给A.T.琼斯的信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亲爱的弟兄：昨
天我们读了你的信中有关在南方园地之弟兄的摘录。这是一个需要小心处理的问题。
若不是我感到自己不敢隐藏所赐给我的亮光，关于此问题我什么都不会说。”她劝告
琼斯“永远不要鼓励叛逆和反抗的精神，即使被抓进监牢……我们的方针是：不要显
明我们信仰中令人反感的特点，就是那些与众人的风俗习惯最相冲突的特点。除非
上帝给他们足够的机会来明白，我们是相信基督和基督的先存[preexistence]的。”她
提醒琼斯“我们的工作是要学习在所有讲话中去掉任何带有报复和反叛性质的东西，
还有那些反对教会以及个人的东西，因为这不是基督的道路和方法。他没有向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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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白真理的人发出严厉的责备，而是向那些上帝选择成为神圣责任保管者的人说
的，这些人被拣选并且得到了所有现世和属灵的特权，然而却没有结果子。”她劝告
琼斯“不要做任何会增加偏见的事情，而要通过让公义日头的亮光照进道德黑暗来尽
力消除偏见。”结束时，怀爱伦表达了给他写信的另一个动机：“亲爱的弟兄，我是
你的朋友，而且我愿站在与你完全和谐的立场上。我不想让那些对亮光关闭心门的
人有任何理由感到他们对你、[E.J.瓦格纳]和[W.W.]普雷斯考特弟兄的批评是正确的。
我非常希望你能在一切行动上都表现出基督般的智慧。”（信函35号，1895年11月
21日，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存于“对原则的研究——6号” A Study of Principles—No.
6，《评论与通讯》，1911年4月13日，5-6页；以及《已发布的手稿》，卷十一，33
页。）与怀爱伦形成对比的是，今天的一些人似乎在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批评琼斯
和瓦格纳，必要的是时候甚至会改写历史。

16. 怀爱伦手稿6号，1889年11月4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485-486、480、493页。
17. 怀爱伦手稿18号，[1888年]，“关于星期日运动的讲话”，1889年12月；收录于《1888

资料集》，502-512页。
18.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出版协会”，《总会会议每日公报》，1889年10月22日，35、37

页。
19. “奥尔森会长的讲话”，《总会会议每日公报》，1889年10月28日，95-96页。
20.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出版协会”，《总会会议每日公报》，1889年11月5日，148页。
21. “总会会议记录：第十八场会议”，《总会会议每日公报》，1889年11月6日，149页。
22. “出版工作合并委员会会议记录”，《总会会议每日公报》，1889年11月22日，158-

159页。S.N.哈斯克尔、W.W.普雷斯考特和J.H.凯洛格在起初的报告中被列为当选的
委员会成员。他们的名字后来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下被去掉了。在最终选出的21位成
员当中，有许多人是公开反对琼斯和瓦格纳的：乌利亚·史密斯、A.R.亨利、C.埃尔
德里奇、R.A.安德伍德、E.W.法恩斯沃茨、D.T.琼斯、R.M.基尔格、J.H.莫里森，还
有F.E.贝尔登。其它成员虽然没有那么公开的表达过对琼斯和瓦格纳的反对，但有
可能也是一样的。

23. R.W.使华兹著《余民的擎光者》（爱达荷州博伊西市：太平洋出版社，1979年），271页。
被选举出来的管理六个地区的总会委员会成员是：A.T.罗宾逊、R.M.基尔格、O.A.奥尔森、
E.W.法恩斯沃茨、E.H.盖茨和R.A.安德伍德。（“总会会议记录”，《总会会议每日公报》，
1889年11月6日，155页。）

24. 怀爱伦手稿22号，“日记”，1889年10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468页。
25. 怀爱伦致总会会议，信函24号，1889年10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439-442页。
26. 一年之后，怀爱伦见到了萨拉曼卡异象，后来她写到巴力崇拜将会成为“我们中间令

人悲伤之数目”之人的宗教。她还说：“狂热和无神论”是对那道信息的“怀疑和嫉妒”
造成的：“真正的信仰，圣经惟一的信仰──相信赦罪，基督的义和羔羊的血──已经
受到轻视和反对，嘲笑与拒绝。”（《1888资料集》，948、955页，粗体字形为作者
所加。）

27. 怀爱伦致总会会议，信函24号，1889年10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444-445页。
“巴力”就是“主”的意思。因此巴力敬拜就是对基督的一种错误概念的敬拜。耶利米
书第二和第三章提到以色列“随从巴力”，却还说“我没有犯罪”。（2:23,35）因此上
帝说：“因此甘霖停止，春（原文作晚）雨不降。你还是有娼妓之脸，不顾羞耻。”
（3:3）真实的见证人给出的是同样的评价，他说自己的百姓不知道自己赤身的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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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录3:17）在所罗门统治时代的仅仅一百年之后，以利亚在迦密山上对抗巴力
的众先知，促使百姓作出决定；像那时一样，我们在主赐给他的教会一道最宝贵的
信息一百二十年之后，也面临抉择。玛拉基告诉我们，在基督复临之前，“先知以利
亚”会来把儿女的心转向他们的父亲。（这也可以表示儿女回顾他们父辈的历史。）
怀爱伦宣布“以利亚的信息”就是1888年开始的那道信息。（《评论与通讯》，1890
年2月18日。）当基督的新娘最终能够感激他和他所做的一切时，她就能像他一样得
胜——靠着基督的信心。她不会再称他“主人”或是“巴力”——因为恐惧或仅仅在表
面上服侍他——而是称他“我夫”——因为一颗充满爱和感激的心而服侍他。（何西
阿书2:16）那时人们会说：“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启示录19:7）

28. 怀爱伦著“以利亚的灵和能力”，《评论与通讯》，1913年11月6日；收录于《先知与
君王》，177页。

29. 怀爱伦著“传光的活通道”，《评论与通讯》，1890年5月27日；收录于《1888资料
集》，673页。

30. 怀爱伦手稿40号，1890年，“萨拉曼卡的异象”，1891年3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
944页。

31. 怀爱伦手稿13号，“站在陆标旁”，1889年，无具体日期，收录于《1888资料集》，
519页。

32. 怀爱伦手稿2号，“证道”，1890年3月16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640页。有关合
并这一题目的更多信息，见“联盟与合并：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历史以及预言之灵的忠
告”（怀著管委会，资料文件，1968。）这本小册子在1983年由太平洋出版协会重
印——就在协会的未来要被决定之前。一些人想把太平洋出版协会的印刷工作合并
到评论与通讯出版协会。好在最终的决定是这些出版社要保持独立。

33. W.W.普雷斯考特著“1889至90年传道人圣经学校公告”，第8页；收录于吉尔伯特·M·瓦伦
丁（Gilbert M. Valentine）著《威廉姆·沃伦·普雷斯考特：复临安息日信徒教育家》，
1982年学位论文（密歇根州安阿伯市：密歇根大学，1997年），125页。

34. “传道人圣经学校”，《总会会议每日公报》，1889年10月18日，第6页；吉尔伯特M.
瓦伦丁著《复临主义的形成：W.W.普雷斯考特的例子》（密歇根州波利恩泉市：安德
鲁大学出版社，1992年。），50页；D.T.琼斯著“巴特尔克里克的工作”，《评论与通
讯》，1890年4月1日，205页；A.V.奥尔森著《从危机到胜利》，66-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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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基督之义
“我们因注视而改变”

基督复临安息日教会中有关基督本性的争议，虽然主要是从1950年代开
始的，但其根源可以追溯到120多年前。本章中我们会初步研究琼斯和瓦
格纳对基督本性的理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看看这个题目是否与他
们很久之前所阐述的“1888年信息”有关。琼斯和瓦格纳对基督人性的理解
与教会初期所持观点大致相同这一事实，解释了为什么那时在这一主题
上没有严重争议。然而，我们不应当假定这不是一个问题。由于琼斯和
瓦格纳在基督本性上的观点是因信称义和基督之义信息的必要组成部分，
反对他们信息的人在1888年会议之前找到了一些可以批评他们的要点，
这些批评在1890年传道人学会上变得更加猛烈。

瓦格纳在学会的一堂课上逐节阐述研究了以赛亚的预言，强调了基督的
本性和工作。1这对瓦格纳而言并非一个新题目，因为他早在1888年会议
之前就阐述过自己对基督本性的看法。正如他在加拉太书律法和两约上
的观点一样，瓦格纳对基督本性的看法（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并非无关
紧要；它们并不仅仅是供高级学术圈讨论的教义性信条。瓦格纳明白基
督的本性与“基督之义”是紧密相连的；它是因信称义之教义的基础。事实
上，对琼斯和瓦格纳而言，因信成义不过是因信称义、因信成圣、两约
以及加拉太书中律法的实际应用；而这一切都基于他们对人、罪和基督
本性的理解。这一理解，加上末时洁净圣所的真理，构成了最宝贵的信
息，也就是“确实的第三位天使的信息”。2*

基督的神性

研究琼斯和瓦格纳对基督之神性的看法之前，我们需要了解当时教会的
许多主要创始人的立场。贝约瑟和怀雅各这两位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主
要创始人，起初是基督教联结会（Christian Connexion）成员。这一教派
拒绝三位一体的教义。怀雅各曾经是联结会的授职牧师。当他和贝约瑟加
入复临运动时，他们保留了之前在基督教联结会学到的反三位一体观点。
然而持有同样观点的并不仅仅是怀雅各和贝约瑟；“其它公开反对三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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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论的重要复临信徒包括J.N.拉夫伯勒（J. N. Loughborough），R.F.科特
雷尔（R. F. Cottrell），J.N.安德鲁，以及乌利亚·史密斯。”3*他们当中的
许多人对基督[的本性]持阿里乌斯或半阿里乌斯派观点。这些观点的传统
定义如下：

阿里乌斯主义：公元四世纪兴起于亚历山大的一种教导，得名于其最主
要的代表阿里乌斯（Arius）——亚历山大长老会的一位长老。持此观点
的人否认耶稣基督在本质上（希腊文homoousios）与父相同，并且把子降
低到被造物的层级，虽然他们认为子在创世前就存在。阿里乌主义在尼
西亚会议上（公元325年）被定为谬道。

半阿里乌斯主义：半阿里乌斯派尝试在基督本性的问题上找到一个介乎
于正统观念和阿里乌斯派观念的中间点。他们拒绝阿里乌斯派所认为的基
督是被造的，并与上帝本质不同（希腊文anomoisos——不相似）的观点，
但是也不接受尼西亚信经所宣称基督“与父是同质（希腊文homoousios）”
的观点。半阿里乌斯派教导基督与父相似（希腊文homoios），或者本质
（希腊文homoousios）类似，但还是次于父。4

乌利亚·史密斯或许是阿里乌斯派观点最有名的支持者之一。比如在
1865年，他写到基督是“第一位被造的生命，他的被造远早于其它任何受
造的生命或物体”。5*虽然史密斯和其它教会创始人对神性的看法于1890
年代末期转向正统，但在那之前阿里乌斯主义依然是主要观点，瓦格纳
也是在这种熏陶中长大的。

1882年看到基督十字架的异象不久之后，瓦格纳开始明白阐述基督与上
帝之同等的重要性。他看到对基督正确的认识非常重要——不仅关乎人
对神性的理解，也关乎对救赎计划和只能通过信心得到的基督之义的理
解：

按着基督的本相持续且明智的默想祂，会把一个人转变成完全的基督徒，因
为“我们因注视而改变”……这样“高举”耶稣，特指祂被钉十字架，所包含的不仅
是史实；还意味着基督必须被所有相信祂的人“高举”为被钉的救主，祂的恩惠和
荣耀足以满足世上最大的需要；意味着祂作为“与我们同在的上帝”应当因其非常
的可爱和能力而被“高举”，祂的神性的吸引力就这样吸引所有人到祂面前。见约
12:32。6

我们在此研究的目的是要把基督放到与父同等的正确位置，这样祂拯
救的能力就能够更好的被人领会。7

怀爱伦在关于对基督神性的正确理解一事上，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在
《预言之灵》卷四（1884年），以及后来扩版的《善恶之争》（1888年版）
中，怀爱伦提到了否认基督之神性的危险，及其对救赎计划之理解的影响：

还有一个危险的异端，它否认基督的神性，说基督在降世之前是不存在
的……人若不是极端强辞夺理地曲解《圣经》，便不能接受这种谬论。
它不但要降低人们对于救赎工作的概念，而同时也要破坏人的信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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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信《圣经》是出于上帝的启示……无论何人若相信这种异端，就不
能对于基督的品德和使命，以及上帝救赎人类的大计划，有正确的认识。
8*

1884和1885年，瓦格纳在许多篇《时兆》上的文章中提及基督崇高的神
的位份。他主张基督应当得到与父相同的尊敬，并且拥有与父一样的属
性，包括在他自己里面的生命，而且他被称为“耶和华”是合宜的。既然提
到这么多瓦格纳对基督的看法，我们就来看看他的一些话：

如果只有一位良善的，也就是上帝，而且基督是良善的，那么基督一定
就是上帝。这与先知所说关于基督的话是一致的：“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
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
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赛9:6……

父与子原为一。约10:30。他们都是配得敬拜的……我们不需要解释敬
虔的奥秘，也不需要明白这个奥秘，但是基督向我们解释了他与父是怎
样为一的……这种合一，就是两个有区别的个体拥有同样的想法、同样
的意志、和同样的属性。父与子在创造这个世界时是合一的，在设计和
执行救赎计划时也是合一的。9

只有上帝是不朽的……这是单单属于上帝的特性。有人说“但基督不是
不朽的吗？我们不是也读到天使不会死吗？”是的；我们看看约翰福音
5:26基督的话：“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
有生命。”那么基督作为上帝的独生子，拥有上帝的特性，而且在他自己
里面有生命。也就是说，基督能够赐生命给别人。10

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一题目时，应当明白“耶和华”这个词既适用于父，也适用于子，虽
然这个词在不同地方所指的是二者之一，但是其中一位的作为也是另一位的作为……
从约翰福音5:23我们知道“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那么无论在何处有父所吩咐
的行为，我们知道这一行为也荣耀了子，而且对此行为的忽视既侮辱了父、也侮辱了
子。不顺从父也使基督蒙羞。11

[引用约3:16]我们从这节经文中学到什么？1.上帝对世人的爱如此深厚
以至于祂派自己的儿子来拯救他们。从以下事实中我们可以了解上帝对
祂儿子的爱：基督是天父荣耀最明亮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像”，是
“承受万有的”，父借着他创造了诸世界（来1:2,3）；而且“上帝本性一切
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西2:9）上帝既在自己所有的特
性上都是无限的，那么祂对自己儿子的爱也是无限的。因为祂把自己的
儿子赐给世人，我们就知道祂对世人的爱有多么深厚。这爱是无限的。12

瓦格纳在明尼阿波利斯把这些观念加入了他因信成义的演讲，并非一件
令人惊奇的事情。1888年会议之前，《评论与通讯》上的一篇文章把“基
督的神性”包括在“所提出要考虑的主题”当中。13瓦格纳当时对这一题目
的兴趣在不断增长，而且他也经常写到和谈论这一题目。W.C.怀特记录
了瓦格纳的一场演讲，当时瓦格纳坦率地宣称“我们相信基督的神性。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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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了天地间的万物。”14

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之后的数年当中，瓦格纳不断地宣扬基督的神性。在
《时兆》上一篇六部分的系列文章中，他就卫理公会所发行的一本关于安
息日问题的书，专门写到了基督的神性。在回应关于安息日的问题之前，
瓦格纳处理了“序言里的一句话所引发的思考。论到那些把第七日作为安
息日遵守的人……[M.C.布里格斯（Briggs）]博士说：‘他们后悔……自
己……对基督神性的否认。’”在整整六篇文章中，瓦格纳尝试表明这个想
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仅仅引用了这些文章的一部分：

然而当[M.C.布里格斯]博士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否认基督的神性时，我
们知道他有些轻率。我们自己完全相信他对此有更准确地认知；然而事
实是，这一说法被那些宣称自己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人使用了如此之多，
以至于许多人都因此而相信了这种说法；为了这些人，也为了那些如今
开始思考这一题目的人，我们要把事实摆出来。我们没有什么要支持的
理论，因此我们不会提出什么命题，而是仅仅引用上帝的话，并且按着
这些话的本意接受它：

约1:1……从这节经文我们知道基督就是上帝。即使没有其它经文，仅
仅这一节经文就足以建立基督的神性，因为“神性”这个词意味着“上帝的
本性或本质”。我们相信基督的神性，因为圣经说基督就是上帝……

希伯来书的作者论到基督相对于天使之优越性的时候，说这是因为“他
所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来1:3。基督承受的是什么名？就是
“全能的上帝”。作为上帝的独生子，他拥有这个名是正当的。15*

那么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上帝一
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基督是要让那个少年人知道，他称为夫子的这
位不仅仅是个像拉比一样的人，而是上帝。他宣称自己有绝对的良善，
因为除了上帝之外再没有良善的，基督认自己与上帝是同等的。

以此我们可以把使徒保罗的话联系起来——“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
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当乌西雅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那时我说：‘祸哉！
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
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赛6:1-5。如果我们的救主在约翰福音12:40,41
中没有亲自引用以赛亚书6章10节，并且将之应用在自己身上，我们就不
会知道这指的是谁。从这些经文中我们不仅可以证明受圣灵感动的作者
们称耶稣为上帝的神子，而且耶稣也自称是上帝。16

身为上帝之子，他一定拥有上帝的本性。“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
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约5:26。生命与不朽是被赐给上帝的忠
心跟从者的，但只有基督与父分享赐予生命的能力。他“在自己有生命”，
也就是说，他能使自己永存……

基督的神性由他接受敬拜这一事实显明出来。天使们总是拒绝接受崇拜。
但我们读到当父“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上帝的使者都要拜

about: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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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来1:6……

若基督不是上帝，这就是拜偶像了……一个被造物无论是什么身份——
是野兽、是人、还是天使，都是严格禁止受到敬拜的。只有上帝可以被
敬拜，因为基督可以被敬拜，他就是上帝。真理的圣经是如此说的……

论及父与子的完全平等，以及基督究其本质就是上帝这一事实……他与
父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因此他从本质上讲就是上帝；因此“父喜欢叫一切
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西1:19。17

我们注意到一些基督以上帝的身份做的工作，这些事情也证明了基督的
神性……

上帝之所以应当得到我们的尊崇，首先是因为他是创造主……那么由于
基督应当受所有人的尊崇，就像父要受所有人的尊崇一样，所以他也应
当被当作创造主而得到尊崇；因此，根据保罗写给罗马人的话，可见的
被造物证明基督的“永能和神性”……

西1:15-17……因为“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这句话，一些人提出
基督自己是受造之物。但这不仅是一个仓促的结论，而且直接与这节经
文本身冲突……正如启示录3:14所说，在他里面是上帝创造万物的开始。
被造之万物的初始存在于基督里面；“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
住。”西1:19。没有语言能够比歌罗西书1:15-17更加完美的显示基督的先
存性和创造能力……

因此任何人都不能说，我们高举基督就有降低我们对上帝之观念的危险。这是
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对基督的观念越高尚，那么我们对父的观念就越高尚。18

因为所有人都要尊敬子如通过尊敬父一样，所以他们不仅要把他当作创造主来
尊崇，还要把他当作律法的给予者……只有制定律法的能力才能够执行律法。我
们现在要证明律法是基督在他的义中赐下的……

基督是以色列的儿女们从埃及到迦南的领袖……在林前10:9，保罗清楚的责备那
些发怨言的人。他说：“也不要试探基督，象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因
此是基督以上帝之名带领以色列，他们是向基督发怨言。

希伯来书3:5-11也清楚地教导了同样的事情。只要仔细阅读这些经文，就能看出
圣灵警告我们不要像祖宗一样拒绝的正是基督，他们在旷野里试探他四十年……

既然基督是把古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到迦南的领袖，那么基督也就是在燃烧的荆
棘中向摩西显现的耶和华的使者，是他说：“‘我是你父亲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
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摩西蒙上脸……”出3:6-8

若有任何人因为讲话的这一位自称是“自有永有的”——耶和华——而反对这一最
自然的结论，我们只要提醒他父已经赐给子在自己有生命（约5:26），而且基督也
确认了这事，因为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约8:58）；犹太人就是因
为这句所谓亵渎的话要用石头把基督打死；先知在下面的话中再清楚不过的称他
耶和华：“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
们的义’。”耶23:5,6。

出20:1-3。这段经文指出了把以色列的儿女从埃及带出来的领袖，就是西奈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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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下律法的那位。如果有人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无法把父与子分开，我们的回
应是：这正是我们所要表达的。父与子在任何过程中都不能被分开，因为他们是
合一的。子向百姓宣告了耶和华的律法，正如他创造了万物。因此子就是神的道。
子显明父的旨意，也是他自己的旨意。19*

我们已经全面并具体的证明基督是全人类律法的给予者。因此我们必须把他当
作创造者、律法给予者、以及拯救者来崇敬他。这是之前所遗失的令人受到安慰
和鼓励的部分……

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拯救者。福音“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正是因为这一事实而拥
有了确实的保证。宇宙的伟大律法被这个小星球上的居民破坏了，而律法给予者
献出他自己来拯救这些叛逆的人……

如果律法给予者为我们献出了自己，来拯救我们脱离对他的律法的违背，那么
在他要将所有来到他面前的人都拯救到底这一事上，我们还能要求什么更明确的
保证呢？20

1890年，瓦格纳在这些文章的基础上进行了拓展，出版了《基督和他的
义》一书。就像在1889年的那些文章中一样，他在这本书的许多章节中
特别处理了基督神性的问题。瓦格纳所陈述的目标是清晰的：“我们在此
研究的目的是要把基督放到与父同等的正确位置，这样祂拯救的能力就
能够更好的被人领会。”21在此我们只摘录了几个段落：

基督被赋予了最高的特权——审判的特权。他必须得到应当属于上帝的崇
敬，因为他就是上帝。蒙爱的门徒这样做见证“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
道就是上帝。”约1:1。这里的神之道就是耶稣基督，14节显明了这一点：“道
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22

圣经中有许多处称基督为上帝。诗人说：“大能者上帝耶和华，已经发
言招呼天下，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因为上
帝是施行审判的。”诗50:1-6。可以从以下几点知道这段经文指的是基督：
1)我们知道一切审判的权柄都被赋予了子，2)我们知道基督在复临时会
差遣他的天使将他的选民从四方招聚。太24:3123

他将要以“全能的上帝”的身份到来……这些不仅仅是以赛亚的话；而是
上帝之灵所说的话……这名不是由于某些伟大成就的缘故赐给基督的，
而是本就属于他。论到基督的能力和伟大时，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远超
过天使，因为“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来1:4……基督是
父“本体的真像”。来1:3。身为自有的上帝之子，基督天生就拥有上帝的
一切属性。24

最后，我们还有使徒保罗受圣灵感动而说出的关于耶稣基督的话——
“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西1:19。居住在基督里的丰盛是什
么？我们从下一章中得到了答案，经上说“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
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西2:9。这是以下事实最完全和明确的证据：基督
天生就拥有上帝的一切属性。在我们继续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基督之
神性这一事实会更加明显。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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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1:8-10。从此我们发现父称子为上帝，而且对他说：你立了地的根基；
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父亲自如此尊敬子，我们人如何能不向他献上这
种尊敬呢？这可以作为“基督神性和他是万物之创造者这一事实”之直接证
言的结尾。26

基督是被造之物吗？在研究能够从这些真理中得到的实际教训之前，我
们必须花些时间考虑一些人真诚持有的一种观点，这些人完全不会出于
任何原因主动羞辱基督，但因为他们所持的这种观点，却实在的否认了
基督的神性。他们认为基督是被造之物，而他如今崇高的地位是上帝按
着自己的美意所赋予的。任何持这种观点的人都无法准确地理解基督的
崇高地位。

我们讨论的问题是基于对一节经文的误解——启示录3:14：……那么他
在上帝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或起始这句话，意味着万物从他里面开始；
如他亲自所说，他是阿拉法和俄梅戛，是始和终，是首先的和末后的。27

基督“在父怀里”，他本质就是上帝，而且在自己有生命。他被称为耶和华和
自有者是恰当的，耶利米书23:5,6也是这样描述他的——称他为公义的苗裔，
将要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人们要称他为耶和华——我们的义。28

或许有些读者感觉我们耗费了过多精力来阐述瓦格纳关于基督之神性的
观点，但由于一些人控告瓦格纳是阿里乌斯派而且相信“基督是被造之神”，
我们希望能使这一点绝对明确。29无需多言，瓦格纳的文章证明了一切。

怀爱伦的回应

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一年半之前，在写给琼斯和瓦格纳的一封信中，怀爱
伦表达了教会认可基督所受之屈辱的需要：人们不仅要理解基督降卑的程
度——他成了罪身的形状——还要明白他是从多么崇高的地位下来的——
创造主上帝的位置。接下来的三年里，怀爱伦多次表达了相同的思想——
在[上帝]所赐的最宝贵之信息的背景下：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要让基督的伟大谦卑充满你的心，然
后默想祂神圣的品格，祂的威严和至高者的荣耀，以及祂放下这一切，
以人性披覆祂的神性。这样，我们才能看见让天使惊讶的克己与自我牺
牲……然而在这样的外表之下，我们看见了谁呢？是神，是上帝的永恒
之子，拥有大能，拥有无限力量的资源。祂竟成了人的样式。30

基督屈尊取了人性，但人类渺小的能力由于无知而不能理解或辨识其神
性。耶稣有必要显明并维护祂的神性，因为人心完全属乎人性，不能辨
明在人性掩盖下的神性。为了使祂的教训强而有力，当某些观念妨碍祂
的效能时，祂也不得不提及祂奥秘的神性，引导他们的心进入有利于真
理改变人心之大能的思路。31

我们现在需要一种能力临到我们身上，激励我们在真道上勤奋热心。这
样，我们既受了圣灵的洗，就会有基督在我们里面成形为荣耀的盼望。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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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必表明基督是我们所信仰所热爱的神圣对象。我们就会谈论基督，我
们就会向基督祈求和祈祷关于基督的事。我们就会赞扬祂的圣名。我们就会
在人前讲述祂的奇事、祂的舍己、祂的自我牺牲、祂的受难和祂的被钉、祂
的复活和凯旋升天。这些都是福音鼓舞人心的主题，要唤醒每一个人内心的
爱与热诚。32

这个时代流行的各种教义不能正确地代表基督。我们的救主代表了天
父。祂使浓重的黑暗离开了上帝的宝座，那凶恶的阴影是撒但投下的，
要使人看不见也不认识上帝。基督显明了上帝的宝座，向世人显明天父
乃是光和爱。祂以人性披覆了自己的神性，以光的明证带来了那种爱，
叫人类能领悟它……为何不凭信把握上帝的性情呢？这是我们的特权。
在信的人凡事都能。33

在基督身上，神性与人性是结合在一起的。没有把神性降格到人性。神
性有它自己的地位。但是人性与神性联合起来，在旷野对付最猛烈的试
探……人可以变得与上帝的性情有分。任何人在经受试探和考验时，都
可以求得上天的帮助。基督已经来显示祂能力的源头，好使人决不依赖
孤立无援的人力。34

怀爱伦听到基督的信息被传扬时，喜乐无比。1890年，论及琼斯和瓦格纳所
分享之信息的核心时，怀爱伦说：“带有上帝认证的信息已传给上帝的子
民……在耶稣基督里上帝神性一切的丰盛已经美丽可爱地在我们中间宣扬。”
35一些年之后在总结主所送来的1888年信息时，怀爱伦写到这一题目正是那宝
贵信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主本着祂的大怜悯，藉着瓦格纳和琼斯长老给祂的子民送来了一道极宝
贵的信息……许多人已经看不见耶稣了。他们需要让自己的眼睛注视这
位神圣之主，祂的功劳，和祂对人类不变的爱。所有的权柄都交在祂手
里了，所以祂能厚赐百般恩赐给众人，将祂自己的义之无价恩赐给予无
助的人类。这乃是上帝吩咐要传给世人的信息。这就是第三位天使的信
息，应该大声传扬出来，同时伴随着祂圣灵的沛降。36

独生子

瓦格纳在基督神性这一事上的观点比当时教会的普遍看法超前，教会所
持有的是阿里乌斯和半阿里乌斯派观点，他表达过几次自己的想法，与
后来所使用的表达方式相比没那么超前。相对而言，怀爱伦澄清的话更
加明确。

这样的一段话出现在瓦格纳1889年刊登于《时兆》上的系列文章当中。
其它类似的话在他的《基督和他的义》中可以找到，这本书是1890年初
出版的。瓦格纳在之后的文章和书籍中再也没有使用过相同词汇重述他
对基督本性的看法：

一些人难以把基督在约14:28所说的“父是比我大的”，与基督是上帝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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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受敬拜这一观点融合起来。一些人确实认为仅仅这一节经文就足以推
翻基督的神性；但若是如此，那就证明圣经、甚至基督自己的话有矛盾。
因为如我们所见，基督的神性得到了最明确的宣告。有两个事实足以解
释在约14:28所记载的基督的话。首先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父与子在本
质上是相同的——父在时间上是首先的。而且父的更大之处在于没有起
始，而基督是有起始的。而且，这种说法由于基督所取的位置也是明显
正确的。他“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腓2:7修订版。他
“成为比天使小一点……为受死的苦”。来2:9。为了拯救人类，他只有来
到他们所处的景况当中。基督没有放弃自己的神性，但却放弃了自己的
荣耀，并且以人性遮盖了自己的神性。因此他所说“父是比我大的”，与
他自己所说，和所有写到他过去是而且现在也是上帝之人的说法是完全
一致的。37*

圣经宣称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是被生的，不是被造的。至于他何
时被生，这不是我们应当问的问题，即使有人告诉我们答案，我们的心
思也无法明白。先知弥迦这样把我们所能了解有关这个问题的一切告诉
我们：“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
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弥
5:2，页边旁注。基督从上帝、从父的怀中而出有一个时刻（约8:42；
1:18），但这一时刻在过去的永恒中是如此之遥远，以至于对有限的理解
而言这时刻是没有开始的。38

所有这些话都没有受到怀爱伦的责备。有什么责备的理由呢？按照传统
定义，瓦格纳既不是阿里乌斯派，也不是半阿里乌斯派。39*他当时所推
进的关于神性的观念已经超越了许多教会创始人的理解，而且他这样做
的时候并没有怀爱伦之后那些澄清话语的帮助。看一下当代作家们对这
一事实的承认：

因此瓦格纳是第一位有力尝试去处理对基督更大、更全面之观点的人，
因为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为使我们因信成义提供了完全的基础和保障。

瓦格纳医生的不幸之处在于，怀爱伦在此时还没有做出她对基督之永恒
先存和完全神性最有力的声明。1888年身为先驱的瓦格纳并没有怀爱伦
之后那些话语的帮助。40

基督神性的问题是1888年会议所要讨论的议题。在此次会议上……艾略
特J.瓦格纳反驳了残留在教会中最后的半阿里乌斯派论点，并且最终奠定
了建立耶稣基督完全神性的圣经基础……

他们[琼斯和瓦格纳]一起在复临教会的历史上留下了印记——通过他们
有关因信称义的演讲。对瓦格纳而言，这一主题只能通过基督学的滤镜
去理解……

那时教会的一些领袖，对基督的神性依然抱有半阿里乌斯派，或是嗣子
基督论观点；因此瓦格纳所提出的问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基督是上帝
吗？”

瓦格纳坚持基督从本质而言与上帝相同，而且在自己有生命。他的看法

about:blank
about:blank
about:blank
about:blank


213

在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上一些代表的眼中无疑是新奇的。瓦格纳在基督之神
性上的立场或许是许多代表反对他因信称义信息的部分原因。

瓦格纳在这一点上的贡献，如同他在基督之人性问题上的贡献一样关键。
弗洛姆毫无困难的认识到了这一点：“1888年身为先驱的瓦格纳并没有她
[怀爱伦]之后那些话语的帮助，不仅在基督之永恒先存这一点上，还在他
的自有、无限、[与上帝]同等、与全能上。”

怀爱伦听过瓦格纳演讲之后自己说：“在耶稣基督里上帝神性一切的丰
盛已经美丽可爱地在我们中间宣扬。”对她而言，这表明上帝在他们当中
作工。瓦格纳的解释极大程度上是怀爱伦在那时已经相信并写下之观念
的神学角度的表达。41

到了1890年春天，瓦格纳似乎比自己之前的观点更进一步，他这样说：“通过
耶稣基督，也就是亘古以来之上帝的中保与赎罪工作，他道成肉身；他在十字
架上的死使自己成为罪的牺牲和代价；他从坟墓中的复活、升天、并坐在父的
右手边为他的百姓代求。这种宗教的全部特性与价值都在于其所宣称的，一个
超自然的救人脱离罪的计划。”42*怀爱伦在八年之后写出了她著名的话：“在基
督里有生命，这生命是他自己本来就有的，不是借的，也不是派生出来的。
‘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约壹5:12）基督的神性，就是信徒得永生的保
障。”43*如今一些人在这点上完全误传了瓦格纳，多么可悲！44*

基督的人性

琼斯和瓦格纳不仅在基督的神性上高举了他，还通过展示基督为拯救人
类所降下的深度高举了他。45* 1884年，瓦格纳在《时兆》上的几篇文章
中建立了他对基督人性的观点。他这样描述基督：“自己取了人性”（来
2:16,17）；而且“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赛53:6）。为了拯救我
们，他必须来到我们所处的境地。换句话说，基督必须采取一个迷失罪人
的立场。46瓦格纳清楚地表明“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不仅在外表身体的
样式，他还像我们一样担当了罪。”47瓦格纳解释耶稣“必须将自己置于他
要拯救之人相同的境况当中”。从这个角度而言“他担当了这个世界的罪，
如同这些罪是他自己的一样。”基督所取的位置用“生在律法以下”（加4：
4）描述最为合适。瓦格纳相信基督不仅受道德律法的管制，他还自愿选
择接受律法的定罪，正如任何一个罪人“违犯律法的时候一样”。这并没有
使基督成为一个罪人，因为“他所担当的罪不是自己的，而是我们的。”48

1886年，瓦格纳在关于加拉太书的一系列文章中，再次表达了他对“律
法以下”这个词组的理解：“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律法以下’通常表示一种犯
罪、以及犯罪之后被定罪的状态。”49G.I.巴特勒在他的书《加拉太书中的
律法》里面，对瓦格纳的文章作了回应。由于巴特勒当时支持“加拉太书
4:4所指的仅仅是仪文律法”这一观点，他认为基督只让自己受仪文律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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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所以巴特勒谴责瓦格纳对“律法以下”的观点是“最荒谬的”。50* 1887
年初，瓦格纳以《加拉太书中的福音》回应了巴特勒的书。瓦格纳直接
谈到基督是“在律法以下”的时候，显示了这一点与基督人性的联系：

这些经文[加4:4，约1:1,14，腓2:5-7,来2:9]表明基督亲自取了人性，因此
他受制于死亡。他故意来到这个世界死去；因此从他在这个世界上生命的
一开始，就处于和他要死去来拯救的那些人相同的景况中。

现在读一下罗马书1:3：上帝的福音，“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
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肉体说”大卫的本性是什么？难道不是罪
恶的肉体吗？大卫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
罪。”诗51:5。不要恐慌震惊，我不是说基督是个罪人……51*

圣经当中最让人振奋的一件事，就是知道基督亲自取了人性；知道他的
祖先们按肉体说都是罪人。当我们读到基督祖先们的生活记载，并且看
到他们拥有像我们一样的软弱和情欲时，我们就知道没有任何人能够以
遗传为借口去行罪恶之事。若基督没有在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那么他
无罪的生活就无法鼓励到我们了。52*

瓦格纳在1887年写下的这一回应，直到1888年会议之前才得以出版。
1888年夏天，在奥克兰东边的山上参加退修会时，琼斯和瓦格纳“与所有
能够参与的加州传道人一起花了几天时间查经”。W.C.怀特注意到他们用
了一天时间研究“巴特勒长老对加拉太书中律法的看法，以及与此问题相
关的其它题目，最后瓦格纳朗读了一些自己所准备回应巴特勒长老的小
册子的手稿……我们查经结束时，瓦格纳长老询问我们是否应该发表这
些手稿，并在下次总会会议[1888年]上分发给代表们，就像巴特勒长老所
做的那样。我们认为这样不错，并鼓励他印刷五百份。”53

W.C.怀特记录了瓦格纳在6月26日这次聚会上的演讲。根据怀特的笔记，
瓦格纳用大部分时间处理了他和巴特勒在基督是“在律法以下”这一问题上
的不同观点。54瓦格纳正是在这一点上清楚的表达了他对基督之人性的看
法，用上面引用的话回应了巴特勒。

在1888年总会会议上，瓦格纳不仅把自己发表的回应散发给所有代表，
还谈论了基督的人性这个题目。虽然这并非他演讲的中心点，但却是他
对因信称义和基督之义理解的基础。

W.C.怀特把他在6月26日退修会上使用的笔记本带到了明尼阿波利斯总
会会议，并记录了瓦格纳10月17日关于“在律法以下”这一主题及其定义的
演讲。55瓦格纳的演讲也被他妻子速记下来，1889年初他们回到奥克兰的
家不久之后，这些笔记就成为发表在《时兆》上一系列文章的基础。这些
文章讨论了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后来被包含在他1890年出版的书中。瓦格
纳给这本书起了一个合适的名字：《基督和他的义》。56我们研究这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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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之前，需要看看怀爱伦在这一题目上说了什么。

一个被黯然忽视的题目
就在1888年总会会议之前，怀爱伦为《评论与通讯》写了一篇题为“传道
人之工”的文章，她在其中鼓励传道人避免在次要问题上公开争论，避免
“没有益处的争辩言辞”。她警告说：“一些并无真正重要性的题目……不
应提到大家面前，鼓励人公开争论，但是若有人坚持的话，也应当安安
静静地做成，不要有什么争执。”圣经的种种奥秘“直到基督”复临才能
“被完全理解”。而且由于“许多东西是人类的心智永远无法协调一致的”，
保持“一切次要不同不为人知，远远好过提到众人面前成为争论的题目”。
在“救赎、基督的迅速复临和上帝的诫命这些伟大试验人的真理”中，能
够找到“足够多的给我们思想的食粮……占用我们全部的注意了”。除此
之外，怀爱伦感到基督屈尊拯救堕落人类这一题目，是大家应当多多思
考的：

福音传道人的工作是什么？是正确的分解真理的道；不是发明一种新的
福音，而是正确分解那已经交托给他们的福音……有一些应当得到许多
注意的题目，却被黯然忽视了。我们信息的重点应当是耶稣基督的使命
和他的一生。我们应当思考基督的谦卑、克己、柔和与卑微，让那骄傲
与自私的心可以看到他们与那榜样的区别，得以降卑。要向你们的听众
展示耶稣屈尊拯救堕落的人类。向他们显示他们的中保不得不取了人类
的本性，并以之穿越他天父诅咒的黑暗和恐惧，这是由人类对父的律法
的违背造成的；救主取了人的样式。若是可以的话，尝试用人类的语言
去描述上帝之子的降卑，当你看到基督为了人类放弃了光明的宝座和与
父同有的荣耀时，不要以为你的描述已经达到了极致。他从天堂来到地
上；在这世上的时候，他作为堕落人类的中保承受了上帝的诅咒。57

在怀爱伦的作品中，确实有数十次明确说到基督成了人类的担保，他不
得不取了人类的堕落本性：“基督必须亲自披上我们的本性，为要证明撒
旦话语的错误……因此基督成了人类的代表和中保。”58 “人类的替身和中
保必须拥有人类的本性，一种与他所要代表的人类家庭的联系，而且身为
上帝的使者，他必须拥有神性，拥有与无限之主的一种联系。”59 “基督只
有穿着人性的袍子度过无罪的一生，才能作为人类的替身和中保担当堕落
世界之罪的重担。”60此外，基督以人的肉体度过的正义的生命，是人类可
以达成的：“我们必须把我们天堂的盼望单单聚焦于基督，因为他是我们
的替身和中保……人靠自己的力量所能作出最好的努力，在达成他所违背
的圣洁公义之律法的要求上，是没有价值的；然而借着对基督的信心，人
就能够获得上帝之子的义，并宣称其完全。基督在自己的人性中满足了律
法的要求……真正的信心能获得基督之义，罪人就与基督一起成了得胜
者。”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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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怀爱伦所见到的一样，基督的人性是救赎计划和人类恢复的关键。
因此，在1888年9月写给教会的信中，怀爱伦没有把基督的人性看为“并
不真正重要”，而是当作一个“被黯然忽略的”题目。62这不是个无关紧要
的问题，而是“已经交托给他们之福音”的一部分。难怪当怀爱伦在明尼阿
波利斯聚会上听到瓦格纳的讲话时，“[她]能全心全意的说：阿门。”63

之后怀爱伦明白的说：“第三位天使的大呼声已经在……基督之义的启
示中开始了。这也是那一位以其荣耀充满全地之天使发光的开始……”64
她在1895年写到有名的“藉着瓦格纳和琼斯长老……送来的极宝贵信息”时，
把他们的教导包括在对基督本性的描述中——既有他的神性，也有他的
人性：“这个信息是要在世人面前更显著地高举救主，就是那为全世界的
罪而献上的牺牲。这个信息提出了藉着相信那位中保而称义。它邀请人
们接受基督的义。这义表现在遵守上帝的全部诫命上。许多人已经看不
见耶稣了。他们需要让自己的眼睛注视这位神圣之主[译者注：“这位神圣
之主”原文可翻译为“他的神性”]。”65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愿意听瓦格纳在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上所说的话。许多
人都有借口让自己难以接受从上帝而来的信息。1888年10月20日，就在
瓦格纳关于“基督在律法之下”的演讲三天之后——瓦格纳之前正是用这一
题目阐述了基督的人性——怀爱伦向代表们谈到了“基督徒经验的进步”：

现在我们要讲的是，你们怎样才能在神性生命上长进。我们听到许多藉口，说自己
做不到这个或那个。你们说的这个或那个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在髑髅地为堕落人类
做出的牺牲不完全，没有足够的恩典和能力赐给我们以便我们除掉自己本性的缺点
和倾向，所赐给我们的不是一位完全的救主吗？还是说你们要责怪上帝呢？你们
说，那是亚当的罪。你们说，我没有犯那个罪，我对他的罪行和堕落没有责任。我
里面有这一切本性的倾向，我若行出这些本性的倾向，就不该受责备。谁该受责备
呢？是上帝吗？为什么上帝让撒但对人性有这种权柄呢？这些乃是对天上的上帝的
控告，你若想要这么做，祂就会给你一个机会，最终提出你对祂的控告。因而祂要
在把你带到祂的审判庭时提出对你的控告。

祂是怎样恳劝的呢：“我知道困扰你们的罪恶与试探。我差遣我的儿子耶稣基督
到你们世界上来，向你们显示我的力量和权能，表明我是上帝，会帮助你们摆脱
仇敌的权势，使你们有机会恢复上帝的道德形像……”

上帝接纳我们的替身基督。祂亲自取了人性，打了人性打的仗。祂与上帝联合
对抗撒但。66

怀爱伦不得不面对一种为屈服于试探而寻找理由的尝试，这是不争的事
实。她对这种态度的回应是：基督是“一位完全的救主”，他了解人性所要
面对的“一切凶恶与试探”，“并且参与了人性的各种争战”。这一真理使人
类得胜成为可能。那些弟兄们并不清楚基督是他们的替身和中保，而琼
斯和瓦格纳的信息直达问题的中心，显露了他们的无知。由于这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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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弟兄对他们的信息做出了负面的回应。人若相信“基督不可能取过人
一样的本性，否则就会屈服于试探”，那他自然会抗议瓦格纳把基督拉的
太低下。不幸的是，瓦格纳对这些抗议的最初反应让事情变得更糟。一
些人用他最初的反应作为借口，继续他们对最宝贵之信息的反对。

“基督不能犯罪”

瓦格纳从明尼阿波利斯会议回家不久之后，在《时兆》上发表的文章论
及了基督的神性和人性。他在1月21日发表的文章题目是“在肉身显现的上
帝”。在这篇文章中，瓦格纳说“任何人只要稍微想一下就能明白，如果基
督亲自取了人的样式，为要经受死亡，那他所取的一定是罪人的样式，因
为只有罪才造成死亡。”他还说：“简单的看一下大卫的祖先和后代，就会
发现基督的家族集中了人类的所有弱点。”瓦格纳承认“我们不可能明白为
什么会这样，而且去猜测原因还不如什么都不做。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接
受圣经所阐述的事实。”67*他清晰地阐明了这些事实：

除此之外，基督亲自取了肉体——并非无罪之人的肉体，而是堕落有罪
人类所服从的、有着所有软弱和罪恶倾向的肉体——这一事实从作为本文
之基础的话语上也被显明出来。他“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大卫
拥有人本性中所有的情欲……

若他在凡事上与他的弟兄相同，那么他一定忍受了他弟兄的所有软弱与
情欲。只有这样他才能帮助他们。因此他必须成为一个人，不仅是为了
死，而且还为了能同情并救助那些受到撒旦激烈试探的人——这些试探
是撒旦借着肉体的软弱所带来的……

基督要生在律法之下，是他由一个妇人所生、亲自取了亚伯拉罕的本性、
生为大卫的后裔、成为罪身之形状必然的结果。人性是罪恶的，而且上
帝的律法谴责所有的罪。并非人从一出生就直接被律法定罪，因为婴儿
不知道善恶，也没有能力行善或行恶，但人生来就有犯罪的倾向，承担
了他们祖先的罪。当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时，他受到了与其他儿女所受一
样的所有限制。68

文章结尾，瓦格纳设法解决人们因他的观点而有可能产生的担忧——他
把基督降得太低了。瓦格纳对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上发生的争执记忆犹新，
他极有可能在尝试使自己免于指控——任何说他把基督变成一个需要救
主的罪人的指控：

一些人读到这里或许会[认为]我们把基督降到了罪人的层次，是在贬低
基督的品格。恰恰相反，我们不过是在高举我们神圣救主的“神能”，他自
愿亲自屈尊到罪人的层次，为要把人类高举到他那种无暇的纯洁状态，
这种状态是他在最不利的情况下所保持的。“上帝在基督里”，因此他不能
犯罪。他的人性仅仅遮盖了他的神性，这神性足以成功的抵挡肉体的各
种罪恶情欲。基督的整个生命里充满了挣扎。众善之敌所操控的肉体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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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犯罪，然而他的神性却没有一刻怀存任何恶念，而且他的神能也没有
一刻的摇摆。在肉体中忍受了人类所能忍受的一切之后，基督回到父的
宝座，毫无瑕疵，正如他离开荣耀天庭时一样。当他躺在坟墓里，在死
的权能之下时，“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因为那住在他里面的神性不能犯罪。

有人会说：“我从此得不到任何安慰；上帝的儿子不能犯罪，但我没有这
样的能力。”为什么没有呢？若你想要就能得到。那使“自己也是被软弱所
困”的他，能够抵挡一切来自于肉体之试探的能力，也能使我们做到同样
的事。基督不能犯罪，因为他是上帝的显现。69*

这样，瓦格纳尝试使自己免于那些有关基督人性的错误控告。他推论
自己没有贬低基督，因为基督不能犯罪是由于他的神性，而同样的能力
也是人类随时可以得到的。

怀爱伦一锤定音

一年之后，通过以赛亚书向1890年在巴特尔克里克举行的传道人学院
的学生阐述基督本性这一题目的时候，瓦格纳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基督
不能犯罪，这是不可能的，等等。”70然而有可能瓦格纳再次以一种使自
己免于错误控告——他把基督拉的太低——的方式阐述了这个题目。许
多人觉得基督不可能像瓦格纳所说的拥有过像人一样的本性，也不可能
在类似的试探之下跌倒。瓦格纳对以赛亚书的阐述在一月底行将结束时，
弟兄们对他的教导又提出了批评。人们不仅对他在传道人学院的授课提
出了怀疑，还对他在安息日学课上所写的、关于两约的内容产生了疑问。
因为这一新的争端，一些弟兄离开了传道人学院，甚至不参加安息日学
课的学习。然而怀爱伦很快作出了回应。

怀爱伦对所发生的事情非常不满。她在 1月 17日给巴伦杰弟兄
（Ballenger，传道人和评论与通讯出版社雇员）和莱昂·史密斯弟兄
（Leon Smith，《评论与通讯》助理编辑，乌利亚·史密斯的儿子）寄了
一封信，警告他们所选择的道路。正确处理“不同意见”的方法有许多，但
不参加聚会并非其中之一，因为人们“亟需”一起“查考圣经”：

你们为何采取不参加研究真理要点的聚会的做法呢？……

你们所采取的立场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立场很相似，不断地批评却不肯
来就光。你们若有真理，就证明出来；你们的弟兄们若有真理，就要在
上帝面前谦卑诚实，承认它是真理。

……

在传道学院面前提出的那些理念若是错误的，你们就应象男子汉那样走
到前面，坦率地提出你们的圣经证据……不要站在你们现在的立场，作
为安息日学的领袖却抵制亮光或我所知道主正在使用之人所提出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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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看法。你们尽量使他们的话语无效，自己不来就光，象基督徒来就圣
经一样，好一起存谦卑的心查考它，不是要研究圣经以使它符合你的看
法，而是使你的看法符合圣经……
你们有犹太人的前车之鉴，知道他们如何对待凡与他们的教义观点不一致的
东西……祭司和官长打发自称正义的人去打探祂，为要从祂的话语中或祂口
中寻得话柄，好证明他们的偏见是对的……随他们的意思以他们自己的方式
解释给人，使基督显得象一个骗子，一个异端。这些犹太人不是在做上帝的
工作，而是在做众善之敌的工作。当我看到人们重蹈这个复辙时，就认清了
它，便很忧虑苦恼……

我们是基督徒还是偏执顽固的人呢？我本着敬畏上帝的心说，要查考
圣经。一部分经文的解释就全部要点来说可能不是真理，但你们要尽量
全面地看待这些要点……
你上传道人的学校会得到新的思想。你挖掘真理的矿藏会得到珍宝……71

虽然怀爱伦在她写给巴伦杰和史密斯的信中表示“一部分经文的解释就
全部要点来说可能不是真理”，但她完全支持琼斯和瓦格纳的阐述——怀
爱伦知道他们是“主正在使用之人”。72

几天之后，怀爱伦在传道人学院的一次晨更讲话中处理了同样的问题。
丹·琼斯报告说瓦格纳阐述了“基督不能犯罪的观点之后……怀姐妹在几天
之后的早晨说基督是有可能被试探所胜的，而且若不是如此，那他就不
能做我们的榜样与安慰了。”73就这样，在向聚集于巴特尔克里克的全部
会众讲话时，怀爱伦试着澄清这些问题：基督是否取了人类堕落之后的
本性？基督是否有可能犯罪？

首先，怀爱伦表达了她极大的担忧——百姓不明白他们身处何时。她的
注意力不断被转移到犹太人以及他们如何对待基督的事上：“以色列人受
到的种种考验，以及他们在基督第一次降临前的态度，曾再三呈现在我
面前，为要说明上帝的子民在基督第二次降临时所经历的处境。”她用了
几分钟的时间谈论“[基督]取了我们的本性所忍受的羞辱”，以及犹太领袖
们如何为此而步步逼迫他。她还讲到他们之所以不能接受基督，是“因为
祂没有以一位君王的全部威仪降临”，而是以一个普通人的样式来到的。
除此之外，他们“拒绝祂”，还“因为祂体现了纯洁，而他们是不洁的”。此
时怀爱伦谈到基督的本性，以及他屈服于试探之可能性的问题。瓦格纳
并没有把基督拉的太低；没有，基督俯就的甚至更低。他是有可能犯罪
的：

上帝的儿子步步受到黑暗权势的袭击。祂受洗之后，受圣灵催促到旷野
经受试炼达四十天之久。有人给我写信说，基督肯定有着与人类不一样
的本性，因为祂若有与我们一样的本性，就会在同样的试探下跌倒。[但
是，]如果祂没有人的本性，就不能做我们的榜样。如果祂不与我们的性
情有分，就不能遭受人所受的试探。如果祂不可能屈服于试探，就不能
成为我们的帮助者。基督为了我们人类，以人的身份去战斗，这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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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的事实。祂遭受试探并取得胜利，是要告诉我们：人类必须效法这
个榜样，必须变得与上帝的性情有分。

在基督身上，神性与人性是结合在一起的。神性没有降格到人性；神性
保持了它自己的地位。但是人性与神性联合起来，在旷野对付最猛烈的
试探……上帝拯救人类的计划，就是要让基督体验饥饿，贫困和人生各
方面的经验。祂用人所能够支配的力量来对付试探……任何一个男人或
女人都可以因信靠上帝而得到同样的帮助。74

对那些反对瓦格纳教导的人而言，怀爱伦的话讲的非常清楚——基督在他
无罪的本性上取了与堕落人类相同的罪恶本性。75*她的话也消除了反对瓦
格纳立场之人的一切借口，他们之所以反对瓦格纳是因为他教导基督不
能犯罪。怀爱伦的话并非对瓦格纳教导异端的责备，而是一种善意的更
正，鼓励他不需要为自己的观点抱歉——瓦格纳的看法实际上限制了上
帝差他儿子以罪身的样式降世的危险。

在接下来的晨更讲话中，怀爱伦转向了那些依然在反对信使和信息的人。
她谈到了施洗约翰——他没有被“送进先知和拉比的学校……以便他不被
他们的精神和教导所影响”。“主把信息赐给了他”，而且他“没有求问是否
可以传讲这信息”。怀爱伦引用了以赛亚书40:3-5——“当预备耶和华的
路”——并说道：“这正是要传给我们的人的信息。”然而百姓却没有准备
好：76*

我们的工作中缺乏圣灵。令我感到惊恐的，莫过于看到我们的弟兄们表
现出不和的精神……我很想逃离那种地方，免得我受那些无法坦诚查考
圣经要道的人所影响……我们需要接受圣灵的洗，否则，我们决不会比
基督钉死之后的门徒更适合前往世界去作工……每一位教师都必须先作
学生，他的眼必须被膏抹，得以看出上帝前进真理的证据。他若想把亮
光传给别人，自己的心必须先行接受公义日头的光照……

当上帝的灵降在你身上时，你在审视别人的立场时便不会再有嫉妒或猜
忌的情绪，也不会有批评和控告的精神，象撒但曾激动犹太领袖的心反对
基督一样……

犹太人设法阻止圣经预言之信息的传播，但预言必须应验。主说：“看
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
（玛4:5）有人要带着以利亚的心志和能力而来。当他出现时，人们会
说：“你太认真了，你没有以正确的方法解释圣经。让我告诉你如何讲授
你的信息吧。”……你们如果继续吹毛求疵，怀藏不和的精神，就决不会
认识真理……

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对目前讨论的道理心存偏见。他们不愿近前听，也不
愿心平气和地查考，却只是在黑暗里一味地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他们
对自己现在的状况非常满意。[引用启3:17-19]这段经文适用于那些听到信
息的声音却不肯近前听的人。你怎么知道不是主在给出祂真理的新鲜证
据，将之安放在新框架中，好预备主的道路呢？你在制定什么计划，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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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亮光可以藉着上帝子民的队伍传出去呢？你有什么证据表明上帝没
有赐亮光给祂的儿女呢？77

这次讲话鼓励了瓦格纳和琼斯，使他们继续传讲因信称义和基督之义的
信息，这信息是建立于他们对基督本性的理解上的。瓦格纳再也不会限制
基督为拯救人类而担当的风险。许多弟兄多次受到怀爱伦文章的责备之后，
依然反对那道最宝贵的信息，瓦格纳与他们不同，他欣然接受了怀爱伦的
告诫。在出版自己的书《基督和他的义》时，虽然其中包括了他1889年1月
21日在《时兆》上发表的文章，但瓦格纳在清楚的再次表达自己对基督神
人二性观点的同时，删除了“基督不能犯罪”这句话。78*这确实是一位谦卑
信使的表现。79*

然而丹·琼斯却把这次讲话当作琼斯和瓦格纳之信息不可信的证据，他
认为怀爱伦没有具体认可他们的教导。这使他下结论道“教义的问题不是
关键”，人们只要“接受因信称义的教义”就可以了。当然，对此，丹·琼斯
可以说：“我相信。”80然而怀爱伦的看法却大不相同。在接下来的章节中
我们会看到，她告诉丹·琼斯他没有行在光中，而是“行在自己火把的火焰
里”。81*

与一些当代史学家的作品内容相反，从历史纪录中应该能够清楚地看出，
基督的本性是琼斯和瓦格纳1888年信息的一部分。82*它是1888年总会会
议之前、当时、之后所阐述的因信称义的教义、以及基督之义不可或缺
的部分。基督本性的主题在他们后来的演讲中变得更加重要，部分原因
是这道信息所受到的持续反对。怀爱伦在1890年传道人学会结束的几个
月之后解释了这一点：

人们对介绍基督的义为我们惟一的盼望所表现的抵制精神已使上帝的灵
担忧，结果这种反对便导致需要更加认真明确地介绍这个问题，引起了
对这个题目更加深刻的研究，收集了大量论据，信使本人原来都不知道
这些论据是那么坚定、那么充分、那么彻底地支持因信称义和基督的义
为我们惟一指望这个题目……

许许多多的人认为他们[琼斯和瓦格纳]的立场是错误的，他们喊着说：
“危险，狂热”，其实并没有异端和狂热。83

琼斯和瓦格纳在反对声中传讲了他们的信息。这种反对在瓦格纳宣
布停止对以赛亚书的研究、并开始宣讲两约的题目时，再次达到了顶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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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尾注
1. S.A.威提尔（S. A. Wittier）致O.A.奥尔森，1890年1月22日；丹`琼斯致M.拉森，

1890年1月2日。

2. 怀爱伦著“悔改是上帝的礼物”，刊登于1890年4月1日《评论与通讯》。让·祖舍
尔说得没错：“艾略特J.瓦格纳是第一位阐述系统基督学的复临神学家，其理论
既涉及到耶稣基督的神性，也涉及到他的人性……对瓦格纳而言，[因信称义]
这个题目只有通过基督学的滤镜才能被理解。”（《体恤我们的感受》，34-35
页。）现今事实也是如此；基督的本性绝非无关紧要的问题，它与因信称义的
真理有紧密的关系。“教会……如今对基督学的理解处于一种令人遗憾的混乱状
态。其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同样的混乱出现在了因信称义的教义上。”（同上，
305页。）伍德鲁·惠登对此虽有不同看法，却认识到基督本性与因信称义之
间的密切联系。他在《怀爱伦论救赎》一书中用整整一章谈论了基督的本性，
并着重强调：“事实上，若我们要理解她[怀爱伦]的救赎教义，那就绝对必须要
考虑她的基督学。”（57页。）

3. 杰哈·范道尔，“复临信徒的三位一体教义”（马里兰州银泉市：圣经研究院，
1999年），第1页。了解怀爱伦对早期先驱们立场的看法是件有趣的事。杰
里·慕恩（Jerry Moon）总结道：“这份研究表明：(1)怀爱伦认可其他早期复临
信徒的某些反三一观点，但并非全部。(2)怀爱伦的观点确实改变了——她是在
相信三位一体教理的环境中长大的，后来开始怀疑三位一体论的某些观点，最
终形成了与传统三位一体论不同的理论。(3)怀爱伦最初的话与最后的话是基
本和谐的。即使从内部的证据来看，都没有理由怀疑她后期更加偏向三位一体
论之作品的正确性。这些作品与她对神性的不断发展之理解完全一致，而且有
证据表明它们反映了她自己的想法。在怀爱伦最早的作品中，她的观点与传统
三位一体论的某些方面不同，而且在她最后的作品中，怀爱伦依然强烈反对传
统三位一体教义的某些方面。(4)综上所述，怀爱伦后期在三位一体上的教导似
乎并非早期复临信徒所拒绝的三位一体教义。她的作品描述的是三位一体信仰
的两种相对形式，一种是她所一直反对的，另一种是她最终所认可的。”（“对
圣经中三位一体的探索：怀爱伦的三位一体论与传统教义的对比” “The Quest
for a Biblical Trinity: Ellen White’s ‘Heavenly Trio’ Compared to the Traditional
Doctrine”，《复临神学协会期刊》，17/1，2006年春，141-142页。）

4. 杰哈德·范道尔，“复临信徒的三位一体教义”，第1页。

5. 乌利亚·史密斯著《思考启示录》 Thoughts on Revelation，（密歇根州巴特尔克
里克：评论与通讯出版社，1865年。）59页。乔治·奈特在引用史密斯的话时，
错误的使用了半阿里乌斯派的定义来曲解瓦格纳的立场：“史密斯不仅否认了
圣灵的位格，而且对基督持一种半阿里乌斯派观点。比如他在1865年写道基督
是‘第一个被造的生命，其存在远远早于任何其它被造的生命或被造之物’。这
至少是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上的那些反对者们所能达成共识的一个神学要点。E.J.
瓦格纳对基督之永恒性的认识其实和史密斯一样。” p. 59. （《对身份的寻
求》，112页。）严格按照定义来说，乌利亚·史密斯是阿里乌斯派。瓦格纳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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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教导过基督是被造的生命。事实上，他在作品中写到过这一观念的错误性。

6. E. J.瓦格纳著《基督和他的义》（加州奥克兰：太平洋出版公司，1890
年。），5-6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7. 同上，19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8. 怀爱伦著《善恶之争》，1888年版，524页。怀爱伦似乎在描述一种阿里乌斯
派观点的变体。注意：“有相当多的第一日复临信徒在场。他们相信来世，不
相信基督在来到我们的世界之前就存在……有些人否认基督的神性，不肯相信
祂在创世之前就存在。”

9. E.J.瓦格纳著“一个重要的问题”，《时兆》，1884年6月19日，377页。

10. E.J.瓦格纳著“不死”，《时兆》，1884年9月4日，538页。

11. E.J.瓦格纳著“主日”，《时兆》，1884年11月27日，713页。

12. E.J.瓦格纳著“哪个是福音派？”，《时兆》，1885年11月12日，681页。

13. “总会学院”，《评论与通讯》，1888年10月16日，648页。

14. W.C.怀特，“1888年明尼阿波利斯会议记录”，1888年10月15日；收录于《手稿
与回忆》421页。

15. E.J.瓦格纳著“基督的神性”，《时兆》，1889年3月25日，182页，粗体字形为作
者所加。要完整的阅读这些文章才能完全理解瓦格纳所说的话。

16. E.J.瓦格纳著“基督的神性”，《时兆》，1889年4月1日，196页，粗体字形为作
者所加。

17. E.J.瓦格纳著“基督的神性”，《时兆》，1889年4月8日，214页，粗体字形为作
者所加。

18. E.J.瓦格纳著“基督的神性”，《时兆》，1889年4月15日，230页，粗体字形为作
者所加。

19. E.J.瓦格纳著“基督的神性”，《时兆》，1889年4月22日，247页，粗体字形为作
者所加。有趣的是，怀爱伦在《预言之灵》卷一（1870年）中没有提到基督就
是在西奈山上赐下律法的那一位，但在这卷书的修订版——《先祖与先知》
（1890年）中，也就是瓦格纳的系列文章发行一年之后，怀爱伦加上了这一概
念：“基督不但是希伯来人在旷野时的领袖——那名称为耶和华，隐在云柱
中，行在会众前的使者——他也是赐律法与以色列的主。基督在西奈山的赫赫
威荣之中，将他父十条诫命的律法传给一切百姓听。那把刻着律法的石版赐给
摩西的也就是他。”（366页。）

20. E.J.瓦格纳著“基督的神性”，《时兆》，1889年5月6日，262页，粗体字形为作
者所加。

21. E.J.瓦格纳著《基督和他的义》，19页。

22. 同上，8-9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23.同上，第10页。



224

24.同上，11-12页。

25. 同上，15-16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26. 同上，18-19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27. 同上，19-21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28. 同上，23-24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29. 见尾注44。

30. 怀爱伦致E.J.瓦格纳和A.T.琼斯，信函37号，1887年2月18日；收录于《1888资料
集》，28，29页。

31. 怀爱伦手稿16号，“识别真理”，1889年1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260页。

32. 怀爱伦手稿27号，“给传道人的勉言”，1889年9月13日；收录于《1888资料
集》，432页。

33. 怀爱伦手稿10号，“基督的优越性”，1889年10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448-
449页。

34. 怀爱伦，“晨更讲话”，1890年1月29日，刊登于1890年2月18日《评论与通讯》，
97页；收录于《1888资料集》，533页。

35. 怀爱伦著“传光的活通道”，刊登于1890年5月27日《评论与通讯》，321页；收录
于《1888资料集》，673页。

36. 怀爱伦致O.A.奥尔森，信函57号，1895年5月1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1336
页。

37. E.J.瓦格纳著“基督的神性”，刊登于1889年4月8日《时兆》，214页，粗体字形为
作者所加。其它报纸也刊登了这些文章，比如澳大利亚的《圣经回声》1889年10
月1日刊，英格兰的《现代真理》1890年12月18日刊。但瓦格纳从未在之后的文
章或书中写过这些想法。

38. E.J.瓦格纳著《基督和他的义》，21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39. 埃里克·韦伯斯特的观察是准确的：“对瓦格纳而言，基督既是神，又先于创世而
存在。但至少根据他在1889年的观点，基督并非全然永在的。此处瓦格纳显示了
与半阿里乌斯派的相似……瓦格纳对基督的神性有很高的看法。他给出圣经证据
证明基督就是上帝这一事实……瓦格纳并不认为基督是被造的，他认为基督是天
父所生的。他在被造和被生之间做出了明确区分……瓦格纳表示基督是‘上帝的
本质与本性’，而且‘他天生拥有不朽的生命，并且能够将这生命赐予其他人。’”
（《复临信徒基督论中的对立思潮》，177-179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40. 李罗伊·E.弗洛姆著《天命之运动》，296页。

41. J.R.祖舍尔著《体恤我们的感受》，34-37页。

42. E.J.瓦格纳著“政教联合的行动”，1890年3月27日《美国哨兵》，100页，粗体字
形为作者所加。埃里克·韦伯斯特引用了《快乐的消息》中一句类似的话：这“可
能是他1890年观点的一个进步”。 （《复临信徒基督论中的对立思潮》，1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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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怀爱伦著《历代愿望》，530页。怀爱伦的看法并非像乔治·奈特所宣称的，与瓦
格纳之前的观点“相反”；在1898年，她的观点仅仅是一种更超前的观点。（见乔
治·奈特著《1888年信息简易指南》，74页。）

44. 伍德鲁·惠登下了很大功夫误表瓦格纳对基督之神性的看法：“怀爱伦对琼斯和瓦
格纳的衷心支持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关键的问题似乎是这一强有力的支持是否
是对他们所有神学立场的完全支持。举例来说，怀爱伦是否支持他们认为基督是
被造之神的观点（阿里乌斯主义）？”（《怀爱伦论救赎》，90页。）”惠登将自
己的这一观点带到了福音卓越委员会（一个由罗伯特·福肯伯格于1994年设立的
委员会，他时任总会会长，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研讨因信称义的教义）：“委员
会会议从惠登博士开始，他试着迫使我[罗伯特·维兰德]承认E.J.瓦格纳是阿里乌
斯派。我说：‘我不能这么做。 ’[惠登说：]‘维兰德弟兄，大家都是这样想
的。’[维兰德说：]‘抱歉我不能认同这一点。’[惠登强势的对我说：]‘你的意思是
你是这里唯一一个认为瓦格纳不是阿里乌斯派的人？’我说：‘我无法认同这一
点。’”（罗伯特·J·维兰德著“三天使信息与共同的悔改”，1996年3月24日。）乔
治·奈特很想给瓦格纳贴上半阿里乌斯派的标签，因此也歪曲了历史：“即使在明
尼阿波利斯会议刚刚结束之后的那段时期，瓦格纳、琼斯和普雷斯考特的教导也
并非全部清明的……在《基督和他的义》（1890年）一书中，[瓦格纳]表达了对
基督半阿里乌斯派的看法，他这样写道：‘基督从上帝而出有一个时间点。’这种
教导基督不等同于上帝的半阿里乌斯主义，自1840年代开始就流行于复临神学
中。然而仅仅由于瓦格纳在1880年代末和1890年代初教导了此类观点，不代表它
们就是真理。怀爱伦和教会的大多数人在1890年代拒绝了这些观点。”（《从
1888到背道》，132-133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然而瓦格纳从未说过基督
“不等同于上帝”。大卫·麦克马洪最终也曲解了瓦格纳，他说：“瓦格纳尝试放胆
承认基督的神性。他否认基督是被造的。他说基督是上帝，既是创造者也是律法
的给予者……然而，瓦格纳在传统意义上依然是阿里乌斯派。”但为什么人们会
在基督的神性上曲解瓦格纳呢？在那些通常似乎带有嘲讽语气的评论传记中，奈
特和惠登在毁谤琼斯和瓦格纳的同时，宣扬他们自己的福特派神学。这种神学理
论宣扬福音派对基督本性的看法，而这些看法是通过《教义问题》一书和戴斯蒙
德·福特流行起来的。因此真正的问题并非有关基督的神性。奈特和惠登给瓦格
纳关于基督神性的看法造成了一种假象，然后通常会把主题转移到基督的人性
上。这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经典范例，其起源与罪一样久远。要点在于，如果瓦格
纳关乎基督神性方面的看法是阿里乌斯派——耶稣“是一位被造之神”——那么他
关乎基督人性方面的看法怎么会可信呢？这种观点只有在极度歪曲史实的情况
下，才能成立。

45. 琼斯和瓦格纳在基督人性上的观点，就是教会持有了将近100年的观点——自教
会创立直到1950年代早期。这种观点有时被称为“堕落后本性论”（postlapsarian
or post–Fall），它教导耶稣取了堕落的人类本性，就是亚当犯罪之后的本性。因
此，基督的肉体就被认为与所有人类的肉体一样，不仅在生理意义上如此，而且
遗传了犯罪的倾向——耶稣从未屈服过的倾向。虽然基督“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但圣经说他“没有犯罪”。（来4:15）这样，基督不仅“在肉体中定
了罪案”，还“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罗
8:3,4）这种教导虽然基于圣经，但与当时主流基督教的信仰是相反的(需要说明的
是一些著名的改正教神学家正在接受堕落后本性论的观点)。“堕落前本性论”认为
基督取了亚当无罪的人性；也就是亚当堕落之前的本性。基督在凡事上都受过试
探，但从内心并没有被试探，因为他没有从亚当继承任何我们犯罪的习性或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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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基督所承受的一切，无论是我们罪孽的担子和刑罚，还是种种疾病与人性的
弱点，都是替代性的。这一观点实际上出自罗马天主教的“玛利亚无原罪成胎
说”，以及主流基督教的原罪教义。它是在1950年代初通过《教义问题》一书在基
督复临信徒中得以被接受和传播的。第三种观点，有时被称为“替代基督学”
（Alternative Christology），是前两种观点的综合。这一观点是最后出现的，或许
自1980年代初开始在基督复临教会的领袖层中是最为流行的。它宣称基督仅仅遗
传了亚当的“无辜缺陷”，比如饥饿、疼痛、虚弱、忧愁和死亡。但与其他自堕落
以来出生在这个世界的败坏人类不同，耶稣没有继承任何与堕落人性相关的罪恶
倾向。因此他与堕落之前和之后的亚当都不是完全相同的。有关复临信徒对基督
之人性观点的完整历史，可以从J.R.祖舍尔的《体恤我们的感受》一书中找到
（271-274页），以上的总结也是从这本书中摘录的。如上所述，[复临教会]在
1888年相信的是“堕落后本性论”，而如今教会里的许多人对基督人性的看法是不
同的，这种改变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和《教义问题》一书。但对现今“堕落前本性
论”的盛行作出最大推动的应当是戴斯蒙德·福特和他的改革挑战——其宣扬了四
种概念（包括他对新“堕落前本性论”的支持）：“这一观点首先是由布林斯密德
与福特于1970年代早期在澳大利亚所宣扬的，后来布林斯密德所写的《现代真
理》一书成为这种观点的播种机，福特在美国大力宣传这种观点；改革挑战者的
主要论点是，因信成义的教义在基督复临教会中被混淆了，而其原因是对原罪教
义的否认。他们认为这种情况造成了三个相关异端的出现：a)福音既包括成圣也
包括称义；b)基督取了亚当的堕落本性；c)在基督复临之前‘最终的一代’必须发
展出完美的品格。”（A·李罗伊·摩尔著《危机中的神学》，23页。）一位澳大利
亚的圣公会传道人杰弗里·J.帕克斯顿在他的《复临教义的震动》中，表达了其对
福音派福音以这四个同样的观念进入复临安息日会的支持：“教会的命运及其为
基督长久推迟的复临对世界应作出的预备都基于对因信成义的正确理解，这一信
仰要求我们尽全力揭露关乎福音核心的严重混乱。对原罪教义的肯定构成了以下
三个对传统复临神学的主要挑战：1)否认完美主义，2)否认基督取了有罪的肉
体，3)将因信称义之教义严格限制于律法和客观范围内。”（29页。）在大卫·麦
克马洪的《E.J.瓦格纳：迷思与真相》（由戴斯蒙德·福特的裁决出版社出版）
中，作者挑战了瓦格纳1888年之前与之后的神学观点，其支持的也是福音派福音
的四个基本观念：“改革挑战者对当代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神学的全部四个基本控
告都[由大卫·麦克马洪]指向瓦格纳在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之后的几个月里所宣扬的
神学理论。”（由A·李罗伊·摩尔叙述,《危机中的神学》，419页。）在与朱利叶
斯·耐姆（Julius Nam，罗马琳达大学宗教系教授，《教义问题》五十周年会议协
办者）的一次谈话中，伍德鲁·惠登表达了对戴斯蒙德·福特所使之流行的同样四
个观念的支持：“但当一个人真正去思考赎罪与基督之人性的意义时，就会发现
罪主要与罪人的强烈精神错乱[原文如此]，以及我们所有人天生的堕落本性（基
督除外）有关……这两个热心群体[历史派基督复临安息日信徒，以及1888研究
委员会]错误的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完全理解赎罪的意义以及人类之罪的极端本
性……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并非怀爱伦对1888年意义之解释的一部分。这里我所特
指的是……基督的罪恶人性，一种完美主义者所强调的，似乎由一种行为主义的
罪的定义、为上帝正名的最终一代、及其对怀爱伦对琼斯和瓦格纳之支持的误
用，所支撑的论点……在我看来，他们都需要远离这些几乎没有圣经和怀爱伦作
品支持的论点……‘历史派’和‘1888研究委员会’都需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
与赎罪之意义、基督之人性的无罪、激进的人类之罪、以及单单借着信心因恩典
称义有关的问题上……再次强调，[安德烈·亚森的]有关基督之人性的错误观点，
是基于对罪之本性的错误认知。”（“进步的复临主义：重新想象复临信徒的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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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18号谈话~伍德鲁 ·惠登 ”，一次与朱利叶斯 ·耐姆的谈话 “Progressive
Adventism: Re-Imagining the Adventist Vision. Interlogue #18~Woodrow Whidden,” An
interview with Julius Nam ， 2007 年 2 月 16 日 发 布 于
http://progressiveadventism.com/2007/02/16/interlogue-18- woodrow-whidden/, 2010年4
月8日访问此网页。）对于那些认同“堕落后本性论”的人，惠登数次哀叹道：“我
惊愕于……他们对怀爱伦劝告的几乎完全无视，这些劝告是关于‘有经验之弟兄’
的权威的……我认为在这一点上，那些保守的[进步的]、相信圣经以及怀爱伦的
复临信徒能够起到帮助作用（如果‘历史派’愿意聆听他们的话），比如复临神学
协会、许多我们学术机构中的保守派[进步的]奖学金、以及全球总会的圣经研究
学院……‘历史派’和‘1888研究委员会’的人都需要对这些在学术方面‘有经验的弟
兄’怀存更深的尊敬……这是所谓‘一大部分主流保守派[进步的]’复临信徒（特别
是我们高等学府中的大部分学者、复临信徒神学协会、以及圣经研究学会），与
所谓保守‘历史派’和‘1888研究委员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信徒之间的巨大分歧……自
2006年夏天以来我就正式当选了BRICOM（圣经研究学会委员会——Biblical
Research Institute Committee）成员……这个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就是为总会领袖
们提供神学解释内容。”（同上。）虽然我们认同圣经中顺服“有经验之弟兄”的说
法，但依然要提出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概念——有关耶稣之教义的概念。就是彼得
与其他使徒向那些当时受过高等教育、受了希腊人影响、进步的撒都该人所表达
的：“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徒5:29）惠登对“有经验之弟兄”的乐观态
度有些不合适。许多人并不支持他和戴斯蒙德·福特的神学立场。这样说来，或许
仍然有必要担心。在同一次谈话当中，惠登谈到了他未来的目标：“完成这个项目
[瓦格纳的传记]之后，我的下一个目标是制作一本新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本科教科
书。圣经研究学会想要赞助这样一个项目，但还没有决定是否让我当他们的作
者。即使圣经研究学会没有选择我，我也许还是会写这样一本书。我希望能够与
一位在本科教育方面有丰富经验的同事一起完成这件事。对于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历史编纂的未来，我希望我们能不断在以下方面加深理解：我们在救恩论、赎罪
的性质、以及基督之位格上的历史观，能如何更加成熟，并且与救赎的关系更加
清晰。我希望能为编写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福特/利阿危机（Ford/Rea Crisis）
的历史尽一份力。我感到已经过去了足够的时间让我们能够更加公平的去处理这
个敏感问题。各样问题依然存在于我们当中，我认为现在我们有更清晰的立场去
澄清这些问题。”（同上。）然而关键在于，我们的教会，特别是我们的青年人，
是否真的需要当代的进步历史学家和神学家暗暗塞给他们更多的福特派神学。

46. E.J.瓦格纳著“定罪并称义”，1884年7月3日《时兆》，409页。

47. E.J.瓦格纳著“基督里的新人”，1884年7月17日《时兆》，424页。

48. E.J.瓦格纳著“律法之下”，1884年9月18日《时兆》，569页。

49. E.J.瓦格纳著“关于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八篇”，1886年8月26日《时兆》，518
页。

50. G.I.巴特勒著《加拉太书中的律法：究竟是道德律法，还是特别给与犹太人的法
律系统？》（密歇根州巴特尔克里克：评论与通讯出版社，1886年），57页。

51. 对瓦格纳而言，基督在自己无罪的本性上取了我们罪恶的本性这一事实是“最振
奋人心的事之一”。在瓦格纳看来，基督的本性不仅仅是一个教条，而是永远福
音的一部分，这福音包括了诸约的好消息，并且是在因信基督之义而称义的背景
中被理解的。不幸的是，一些独立事工组织的历史派复临信徒把基督的人性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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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福音的律法教义，于是把它变成使人沮丧，而不是令人振奋的消息。这不仅
“把许多人变成了‘堕落后本性论’的反对者”，而且还为持“新堕落前本性论”观点
的领袖弟兄们提供了反对的证据。（见：赫伯特·E.道格拉斯著《岔路口》，16、
33、85页；杰克·瑟奎拉著《世界的拯救者》，11-12页；罗伊·亚当斯著《基
督的本性》，11页。）

52. E.J.瓦格纳著《加拉太书中的福音》，60-61页。瓦格纳在他的《加拉太书中的福
音》里面引用的是希伯来书2:17—— “凡事”。乔治·奈特再次错误的引用了关于
瓦格纳的历史证据：“论及基督的人性，瓦格纳在1887年写道‘如果基督没有在所
有方面与他的弟兄相同，那么他无罪的生命对我们就没有鼓励作用了’……而怀
爱伦的方向是与之不同的。”（《1888年信息简易指南》，75页，粗体字形为原
文所有。）奈特把瓦格纳的话从“凡事”改成了“所有方面”，而且没有提到瓦格纳
引用的是希伯来书。

53. W.C.怀特致丹·T·琼斯，1890年4月8日；收录于《手稿与回忆》，167-168页。

54. A.G.丹尼尔斯致W.C.怀特，1902年4月14日；收录于《手稿与回忆》，318页。

55. W.C.怀特，“1888年明尼阿波利斯会议笔记”，1888年10月17日，以及“R.德威特·侯
泰尔的日记，1888年”，1888年10月17日；收录于《手稿与回忆》，423、506页。

56. 李罗伊·E.弗洛姆著《天命之运动》，200、201页；E.J.瓦格纳著“基督的神性”，
1889年3月25日，4月1、8、15、22日，5月6日《时兆》。

57. 怀爱伦著“传道人的工作”，1888年9月11日《评论与通讯》，578页，粗体字形为
作者所加。

58. 怀爱伦著“与背道之能力的和谐就是与上帝为敌的证据”，1894年6月18日《时
兆》，500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59. 怀爱伦著“基督里没有阶级”，1891年12月22日《评论与通讯》，785页，粗体字
形为作者所加。

60. 怀爱伦1903年手稿107号，1902年10月31日“日记”；收录于《已发布的手稿》卷
十七，29-30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61. 怀爱伦著“灵性软弱不是借口”，1890年7月1日《评论与通讯》，402页，粗体字
形为作者所加。

62. 怀爱伦著“传道人的工作”，1888年9月11日《评论与通讯》，578页。

63. 怀爱伦手稿5号，“证道”，1889年6月19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349页。

64. 怀爱伦著“末世的危险和特权”，刊登于1892年11月22日《评论与通讯》；收录于
《1888资料集》，1073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65. 怀爱伦致O.A.奥尔森，信函57号，1895年5月1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1336
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66. 怀爱伦手稿8号，“安息日讲话”，1888年10月20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
122、125页。

67. E.J.瓦格纳著“上帝在肉身显现”，1889年1月21日《时兆》，39页。怀爱伦说了同
样的话：“基督能在凡事上像我们一样受试探却不犯罪这件事，对必死的人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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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未解之谜。”（致W.L.贝克尔，信函8号，1895年2月9日；《已发布的手
稿》卷十三，19页。）

68. E.J.瓦格纳著“上帝在肉身显现”，1889年1月21日《时兆》，39页。

69. 同上，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瓦格纳所要表达的重点似乎是怀爱伦几年前所说
的：“当人依靠耶稣时，他所受的试探不可能超过自己所能承受的。”（“基督为
我们得胜”，1887年8月4日《时兆》，465页。）瓦格纳演讲时，怀爱伦还没有说
出以下的话：“许多人说，基督是不可能被试探所胜的。果真如此，他就不能处
在亚当的地位，也不能得到亚当所未曾得到的胜利了。如果我们的斗争在任何方
面比基督的斗争更为艰难，那他就不能援救我们了。其实，我们的救主取了人
性，以及人性一切的软弱。他取了人的本质，并有屈服于试探的可能。我们所经
受的考验，没有一样是他所没有经受过的。”（《历代愿望》，117页。）注意怀
爱伦所指出的要点：基督有堕落的可能这一事实是他要达到人类所处地位的必要
条件，这一点只能借着取了我们罪恶堕落的本性才能达到。

70. 丹·T·琼斯致J.H.莫里森，1890年3月17日，第4页，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档案。

71. 怀爱伦致巴伦杰和莱昂.史密斯弟兄，信函53号，1890年1月17日；收录于《1888
资料集》，528-532页。

72. 同上，530、529页。

73. 丹·T·琼斯致J.H.莫里森，1890年3月17日，第4页，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档案。

74. 怀爱伦著“如何对付有争议的教义要点”，1890年2月18日《评论与通讯》，97
页，“晨更讲话”，1890年1月29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533页。

75. 一些人曾经尝试把基督之人性的题目从“1888年的信息”，以及1880年代末和1890
年代初围绕琼斯和瓦格纳的争议中分离出来。乔治·奈特说琼斯和瓦格纳“在基督
本性上的观点并未在1890年代的复临信徒中产生任何争议。这一观点在当时是被
广泛接受的，并非什么神学问题……有关琼斯在基督本性之立场的主要争议是在
他去世之后很久才产生的……如上所述，基督的本性直到1950年代才成为复临信
徒中的分裂因素。”（《从1888到背道》，133、135、140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
加。）奈特确实承认“这并不意味着这一题目从未出现过。毕竟在瓦格纳的《加拉
太书中的福音》一书中，至少有一句关于这一主题的话。”（《1888年信息简易指
南》，153页。）伍德鲁·惠登在尝试把基督人性的主题从“1888年的信息”中分离出
来时，采取了不同的立场。他想要证明琼斯和瓦格纳在基督本性上的观点不可能
是怀爱伦所认可的1888年信息的一部分，因为他们的观点受到了“激烈的反对”。
他把琼斯和瓦格纳的观点与那些没有经受住“时间检验和神学考察”的“复临教义大
道上的无数神学错误”混为一谈。惠登强调道：“拉尔夫·拉森已经（在《成为肉身
之道》中）证明对‘堕落后本性论’的一致认可持续到1950年代中期，乔治·奈特也
证明了在1890年代中期人们对A.T.琼斯的堕落后本性论观点产生了强烈反对。
（奈特著《从1888到背道》，132-150页。）”（《怀爱伦论基督之人性》，79
页。）然而若阅读惠登所列举的书目，读者却不会发现乔治·奈特写过这样的
话。因此若要在这一问题上下结论，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历史亲自发言。关键在
于，基督本性的“堕落后”观点是琼斯和瓦格纳信息的一部分——1888年前后都是
如此，而且这一观点在当时是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然而，当琼斯和瓦格纳在
“通过基督之义因信称义”、诸约、和“最终一代品格完全”的背景下阐述这一观点
时，许多人反对了他们的教导。现今情况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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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D.H.克莱斯博士（Dr. D.H. Kress）参加了传道人学会，大概42年后他这样回忆
道：“在这样的聚会中，总是有一种把某些教导推向极端的危险。瓦格纳长老开
始教导耶稣既然是成为肉身的上帝，就不能犯罪；他是不可能犯罪的……乌利
亚·史密斯长老在教导时认为，上帝在创造人类时不知道人会犯罪；身为上帝，
他可以选择知道或不去知道。”克莱斯说怀爱伦“出现在”第二天的晨会上，她有
“一道特别的信息”。怀爱伦“首先提到在这样的聚会上我们所能通过查经和献身
所得到的各样祝福。之后提到领受错误观点的危险，又提到因信成义的教导并说
道：‘真理常常与错误非常相似。’然后她说到了让许多人感到欣喜的理论，就是
基督不可能犯罪。她说上帝在把自己的独生子赐给这个世界时冒了一些风险；基
督是有可能犯罪的。这就使祷告成为基督的必需……接下来史密斯长老的理论被
证实是错误的。”克莱斯说，怀爱伦接下来开始向那些在明尼阿波利斯“反对琼斯
和瓦格纳长老关于因信称义之教义”的人讲话。在她开始说出其中一些人的名字
时，克莱斯博士可能自己感到有罪，于是全然以为“下一个被指出罪恶的人将会
是自己”。然而因为坐在一根柱子旁边，他“设法把自己向怀爱伦藏了起来”。
（洛丽塔和丹尼尔·克莱斯[Lauretta and Daniel Kress]著《在引导之手下：克莱斯
博士夫妇的一生》[Under the Guiding Hand: Life Experiences of Doctors Kress][华
盛顿特区：学院出版社，1932年]，113-115页。）然而克莱斯博士的话并非完全
可信的。他把1891年全球总会会议上发生的事情当成了1890年传道人学会上所发
生的。

77. 怀爱伦“晨更讲话”，1890年1月29日，刊登于1890年2月18日《评论与通讯》，98
页；收录于《1888资料集》，534页。

78. E.J.瓦格纳著《基督和他的义》，24-31页。没有证据表明瓦格纳在这次传道人学
会之后说过“基督不能犯罪”。在几个月之后《时兆》上的一段简短回复中，瓦格
纳澄清了他所说有关基督没有能力犯罪的话：“基督‘没有犯罪’这一事实——他
‘无罪’的事实，虽然遭受了撒旦最凌厉的攻击，却足以证明他不能被诱惑去犯
罪。这是之前的话[基督不能犯罪]所要传达的意思。从某种意义而言，基督是可
能犯罪的，只要他愿意，因为他所取的本性是被罪辖制的本性。然而他又不可能
犯罪，因为上帝在基督里，而且是完全的在他里面……基督以自己的生命展示了
神性在人的软弱中战胜撒旦权势的能力。”（“基督，那无罪的一位”，1890年6月
9日《时兆》，342页。）这与怀爱伦一年前所写的话是一致的，她着重强调了理
解这一点对于在末时能够站立的重要性：“如果神性不和人性相结合，基督就无
从在地上进行拯救堕落人类的工作。人类有限的智力，无法理解神人两性结合的
奇妙奥秘。这是决不能解释的。人类只能惊讶而沉默，可是人却有权利与上帝的
性情有分，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亲自进入这个奥秘。上帝之爱的这一惊人展示是在
髑髅地的十字架上成就的。神性取了人性，是为什么目的呢？——是为藉着基督
的义，人类可以与上帝的性情有分。因基督而成为可能的这种神性与人性的联
合，是人的头脑无法理解的。要发生在我们世界上的奇妙的事——历代最重大的
事——也是属世的心思无法理解的；是人的科学解释不了的。天上的权势要被震
动。基督要以能力和大荣耀降临，但他的降临并不象要在他降临之前发生的事那
么神秘。人必须与上帝的性情有分才能在这个邪恶的时代站立得住，因为各种邪
恶的奥秘都在活动。惟有藉着神能与人力联合，人们才能经过这些磨炼的时期。
基督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15:5）所以必须自我少而又少，耶
稣多而又多。”（信函5号，1889年6月19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332页。）

79. 乔治·奈特把这一事件列为琼斯和瓦格纳的教导与怀爱伦不相合的七个证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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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而且这只代表了“那些不合的一部分”。 然而这件事情的全貌却没有得到叙
述。同时，读者在他的书中超过十几次被提醒：怀爱伦“不断强调她并不认可他
们的全部教导”。除此之外，“她非常不认同他们的某些说法，甚至在有关救赎的
一些方面也是如此。”（《1888年信息简易指南》，74、69、76、163页。粗体字
形为原文所有。又见55、72-74、76、79、165、166、179、180页。）看上去所
有这些激烈评论的目的都是为了最终让读者认为“琼斯和瓦格纳[在关乎基督的本
性上]发展出了一种神学，而这种神学是基于直接与怀爱伦相冲突的概念之上
的。”伍德鲁·惠登也提到了这件事，他表示正是瓦格纳在基督人性上的观点导
致他[瓦格纳]“产生了一些最奇特的神学理论”。惠登没有提及在传道人学会期间
所进行的聚会，但却说：“基督由于自己天生的神性而不能犯罪这个问题不会再
得到发展，而[瓦格纳]谈及基督住在信徒里面，使他们同样能战胜罪恶这一事
实，是他接下来的传道生涯中将会受到持续关注的因素之一。”惠登说这个论点
不仅“是理解[瓦格纳的]完美乐观主义的关键，或许还是了解他后来背道倾向的
一条线索。”（《E.J.瓦格纳》，196页。）在一处尾注中，惠登表示“《基督和他
的义》这本书……本质上是在重复同一个想法——基督能够抵挡肉体天生的软
弱，是因为上帝的能力住在他里面。”（同上，211页，尾注15。）在总结这一事
件时，惠登披露了他给瓦格纳所写传记的一个有趣要点：“毫无疑问的是，明尼
阿波利斯会议之后的初期，最重要且最有影响力的神学趋势……就是瓦格纳在
1889年初所强调的内住的基督这一概念……鉴于以上所提及的概念，这本传记剩
余部分的有效神学论题就是：瓦格纳所强调的概念以后会成为他余生几乎所有错
误的神学与人生道路的源头。”（同上，210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确实，
惠登不是用那部传记的剩余部分，而是用了几乎整部传记尝试要把复临教会1888
年的历史强加到他的“神学论题”中，这一论题已经在福音派和复临改革派中非常
流行了。（见十三章，尾注33。）然而瓦格纳确实在出版《基督和他的义》时，
去掉了他认为基督“不能犯罪”的想法。但是他保留了那些正确的概念，也是怀爱
伦亲自清楚表达的概念：“完全的神性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这就是为什么
他虽像我们一样凡事受过试探，却能从进入这个世界开始，就面对整个世界而不
被败坏所污染。我们不是也要与那种完全有份吗？难道不是只有如此，我们才能
像基督一样得胜吗？我们若不持续注目于基督的品格，就会失去许多东西。”
（手稿16号，1890年10月1日；“从力量的源头汲取能力”，1892年10月10日《时
兆》。）

80. 丹·T·琼斯致J.H.莫里森，1890年3月17日，第4页，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档案。

81. 怀爱伦手稿4号，1890年3月8日“证道”；收录于《1888资料集》，594-595页。乔
治·奈特还宣称这道信息不是“神学或教义性质的，而是态度性的”。他对这一观
点的支持都来源于丹·琼斯的信件。（《愤怒的圣徒》，93-94页。）

82. 正如在尾注75中所提到的，一些人认为琼斯和瓦格纳关于基督本性的教导不是
1888年信息的一部分。他们表示这些教导是一种错误的教义，在明尼阿波利斯会
议不久之后“得到发展”，因此不能被包含在怀爱伦所认可的真正的“1888年信息”
中。那些持这种看法的人想要宣扬1888年信息仅仅是1888年在明尼阿波利斯会议
上所传讲的信息。这样，琼斯和瓦格纳只要讲的仅仅是他们在明尼阿波利斯所传
讲的，那他们就是在传讲真正的1888年信息。除此之外，他们还认为怀爱伦对琼
斯和瓦格纳的所有支持，甚至包括1890年代末的那些支持，都仅仅适用于他们在
明尼阿波利斯所阐述的信息。但他们却说，可惜我们没有琼斯和瓦格纳在明尼阿
波利斯所传信息的文字记录，因此我们无法真正知道怀爱伦具体支持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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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就是，怀爱伦支持琼斯和瓦格纳的基础基督教教导，而不是他们关于任何复
临教会特别教义的教导。当然，“基础基督教”这个词通常被定义为福音派福音。
戴斯蒙德·福特在1970年代表达了许多这一类的想法：“糟糕的学术研究最明显的
例子之一……就是使用瓦格纳和琼斯的作品。那些作者们认为，由于怀爱伦认可
了这些弟兄们在明尼阿波利斯所强调的、关于只有基督是信徒得救之基础的话，
这就等于怀爱伦认可了他们所有的教导。这简直太荒唐了。”（读《有关因信成
义的冲突观点》有感[Observations on Conflicting Conceptions on Righteousness by
Faith]，18页，密歇根州波利恩泉市安德鲁大学复临信徒传承中心。）福特还
说：“问题自然产生了——若怀爱伦站在宗教改革的立场上，她又怎么能够支持
瓦格纳的含有天主教元素的神学呢？这要如何解释呢？1.瓦格纳的教导在明尼阿
波利斯会议时并未发展成熟。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许是由于逐渐偏重于基督在内
心的工作，瓦格纳陷入了一种泛神论，其实就是完美主义的一种变体。2.怀爱伦
所支持的瓦格纳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教导，是高举基督作为人类的唯一希望；以及
人类的功劳在有效拯救上毫无价值。”（《E.J.瓦格纳医生教义上的衰落：其与
欧米伽背道的关系》，[1970年代]，30页。）乔治·奈特在他有关1888年的作品中
都表达了这样的看法：“事实是，对怀爱伦而言，1888年信息是1888年的信息，
而不是1893年或者1895年的信息。” “他们对福音的具体解释并不重要，重要的
是福音本身。” “基督之人性这一题目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聚会上几乎没有什么位
置。怀夫人后来称赞1888年信息高举耶稣的‘神性’，（《给传道人的证言》，92
页。）但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对基督之人性讨论的称赞和提及。”（《1888年信息
简易指南》，165、79、152-153页，粗体字形为原文所有。）“这些记录当中，
没有任何一份表明基督的神性、基督的人性、或‘无罪的生活’是1888年聚会的主
要议题。那些认为这些题目是当时会议的神学中心议题之人，通常是把琼斯和瓦
格纳在因信成义教义上以后的发展放回了1888年的聚会。”（《从1888到背
道》，133、37页。）大卫·麦克马洪在他给瓦格纳写的传记中，表达了相同的看
法：“没有证据表明瓦格纳在基督人性上的教导是他1888年信息的一部分。这一
有关瓦格纳的迷思只要调查原始资料就能被打破。然而在1889-1891年间，瓦格
纳开始着重强调基督的人性……瓦格纳并未在他不幸的神学发展过程中生产新的
异端……[这]合理地造成了对因信称义的放弃，以及泛神论的发展。”（《E.J.瓦
格纳：迷思与真相》，104、108页。）伍德鲁·惠登也支持这些观点：“乔治·奈
特的观点完全正确，他说这些记录当中，没有任何一份‘表明基督的神性、基督
的人性……是1888年聚会的主要议题。’”（《怀爱伦论救赎》，89页。）罗伊·
亚当斯在他的书中也使用了同样的逻辑，他的书“引用了许多乔治·奈特对A.T.琼
斯证据充分的历史性神学评估。”所以亚当斯的结论也一样：“正如之前所说的，
琼斯和瓦格纳二人在1888年会议上的实际信息从未被记录下来。（一些复临信徒
把这当做上帝的作为——奈特说：‘这是在1888年信息上发生的最棒的事情之
一。’[《从1888到背道》，70页。]）这意味着要知道琼斯和瓦格纳真正说过什么
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无法确认怀爱伦所认可的究竟是什么。”（《基督的本
性》，32页。）作为对此类话语的回应，必须要说明怀爱伦从未使用过“1888年
信息”这个词。这个源于现代的词汇被准确地用来指出那道信息起源的总会会
议。1888年会议之后的年月中，怀爱伦从未表示过她对琼斯和瓦格纳的支持仅限
于他们在1888年会议上所阐述的内容。她也没有表示过得到详细解释之信息的任
何一部分不属于1888年的信息。与此相反，她对琼斯和瓦格纳的许多认可都提到
了“进步的真理”、“新亮光”、“增强的亮光”、“正在增强的亮光”、“全新的真
理”、“新形式”、“一个新框架”、“更多亮光”等等。（《1888资料集》，547、
463、806、219、1651、498、259、86页。）至于基督的本性，从本章中应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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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清楚地看到——正如瓦格纳在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之前和之后不久的一段时间里
所阐述的，确实是1888年信息的一部分。这是他“基础基督教”的组成部分。我们
可以为罗马天主教持有许多基础基督教信仰而感恩，比如他们相信圣经是圣灵所
默示的，相信天父上帝、耶稣基督他的儿子、圣灵，相信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
相信耶稣对人类的爱，相信认罪与原谅、因信称义、成圣、洗礼、基督复临，以
及在地狱里对罪的最终处理。他们甚至相信处女玛利亚以肉身生下了基督。然而
有人也可以合理的提出罗马天主教的“基础基督教”，与构成第三位天使信息的
“基础基督教”大不相同——这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将要以其荣耀照亮世界。我们将
会在《晚雨回归》卷二中再次研究这个题目。

83. 怀爱伦致奥尔森弟兄，信函116号，1890年8月27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
7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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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虚假的应许
在两约上的不同观点

由于深深的受到过去一年中各种事件的影响，怀爱伦于1890年初在《评
论与通讯》上发布了一些文章。她再三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到教会当时所
处的时代——赎罪日。怀爱伦已经分辨出那道通过琼斯和瓦格纳传递的
信息是律法与福音的结合。她看到他们在把因信称义与洁净圣所的伟大
真理结合在一起传讲。上帝不仅想要赦免自己百姓的罪，还要通过涂抹
来洁净他们的罪，好预备他们在他来的日子能站立得住。这种预备需要
内心的工作，一种个人与大祭司的合作，其达成需要各人完全接受照耀
在他们身上的亮光，并且把这亮光带入自己的经历当中。但若亮光被拒
绝，晚雨就会被撤回：

我们正处于赎罪日，我们要与基督在洁净圣所的工作上合作，他要把百姓
的罪从圣所中除掉。任何想要穿上婚宴礼服的人，都不要抵抗我们主的工
作。他怎样，他的跟从者在这世上也要怎样。我们必须要把我们凭着信心所
见到的，我们的大祭司在天上的圣所中正在完成的工作，展现在众人面前。
那些在耶稣天上所进行的工作上不与他同心的人……是在加入上帝与人类之
敌的队伍，引导人心离开真理与此时当做的工。1

基督正在天上的圣所中，他在那里要为百姓赎罪。他在那里把自己受伤
的肋旁和刺透的双手展示给他的父。他在那里为他地上的教会祈求。他
正在把圣所从百姓的罪中洁净出来。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的工作就
是要与基督的工作和谐。我们要借着信心与他同工，与他联合。2

基督中保的工作，救赎之伟大而又神圣的种种奥秘，没有得到自称比世
上其他所有人都拥有更先进亮光之人的研究和理解。若耶稣亲自在世的
话，他会向一大群宣称相信现代真理的人讲出他向法利赛人所讲的话：
“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最有学问的犹太文
士没有辨明基督与律法的关系；他们不明白那提供给他们的救赎……只要
我们满足于自己有限的知识，我们就无法得到真理的丰富宝藏。我们不
能理解与赎罪有关的种种事实，也不能明白上帝律法的崇高与神圣。上
帝将其真理宝藏所托之教会需要回转。我们若是蒙祝福的，就可以祝福
其他人；但我们若不将圣灵接到心中，就无法将光给予他人。3

基督正在把天上的殿从百姓的罪中洁净出来，我们必须在地上与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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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把灵魂的殿从道德污秽中洁净出来。4

百姓没有进入圣所，就是耶稣已经进入并在其中为他的儿女赎罪的地
方。我们需要圣灵才能明白现代真理；然而在各教会中都存在属灵的干
旱……

每个教会都应当有聚会，进行严肃的祷告与恳切的查经，以便知道什么
是真理。持住上帝的应许，以活泼的信心祈求上帝倾降他的圣灵。当圣
灵降在我们身上时，骨髓肥油会从上帝的话中而出……人必须在本分的
道路上不断前进，从光走向更亮的光，因为没有进步的光就成了黑暗，
成了为愤怒的大日积蓄愤怒的手段……

当各个教会成为活跃的、工作的教会时，圣灵就会按着他们真诚的祈求
被赐下……圣经会被当做从天而来的宪章……那时天上的窗户将要被打
开，晚雨要从天而降。基督的跟从者们将会在爱中联合起来……

上帝已经赐予他百姓伟大严肃真理的亮光。他已经向他们显明了救赎的
种种奥秘；若这些真理没有得到发展，上帝的眷爱就会被挪去。5

怀爱伦感受到了时间的紧迫。不幸的是，当整个天庭都在紧张的预备教
会向世界传出大呼喊时，工作中心的弟兄们却被卷入他们所认为是危险
教义的争议中。出于对洁净圣所更深刻的理解，琼斯和瓦格纳对两约也
有了与大众不同的看法。6这使许多弟兄更加担心。

1889年11月开始的，以A.T.琼斯在头两个月的学期教授圣经与历史的传
道人学会刚刚结束。在瓦格纳开始接下来三个月学期的工作，教授教会
历史与希伯来文时，争议再次爆发了。7瓦格纳一直在讲授以赛亚书，但
他决定要开始诸约的学习。他计划的改变可能是由于安息日学中诸约的题
目上所产生的问题，瓦格纳正是安息日学学课的作者。总而言之，瓦格纳
计划的改变很快就被更改了。

两约

虽然许多作品是关于发生在明尼阿波利斯总会会议上、有关加拉太书中律
法的争议，但关乎两约的争议或许更加重要。对争议的双方而言，加拉太
书中的律法与两约是紧密相连的，因此在一个问题上接受某种观点，就必
然在另一个问题上接受同样的观点。

在1886年夏天持续九周的《时兆》系列文章中，瓦格纳曾经提及诸约。巴特
勒用他的《加拉太书中的律法》一书作出了回应，造成了1886年总会会议上更
激烈的争论。瓦格纳的回应——《加拉太书中的福音》在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上
被分发。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加拉太书第三章中律法的类别，然而，表面之下的
争论却揭示出双方也都在研究诸约的问题。

瓦格纳在明尼阿波利斯演讲时，曾经提及诸约。1888年10月19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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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比了圣经使徒行传、罗马书、以及加拉太书二、三章中的经文。根据
《总会会议每日公报》的记载，“他的目的是要证明争议的真正要点是因信
基督而称义，这信心是算为我们的，正像亚伯拉罕被算为义一样。给亚伯
拉罕的约和应许，也是给我们的约和应许。”8 W.C.怀特注意到瓦格纳比较
了“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和第二个约[或作‘新约’]。它们是一样的。” 9 接下
来的周日上午，瓦格纳第八堂讲座的题目是“两约，以及它们与律法的关
系”。10 从J.H.莫里森的回应来看，瓦格纳很有可能讲到了加拉太书四章
中，萨拉和夏甲的隐喻，指出由夏甲所代表的旧约是一种靠行为得救的心
态，而这心态不仅存在于旧约时代。同样，由萨拉所代表的新约意味着单
单因信基督而得救，这个约在现今如同在旧约时代一样有效。瓦格纳总是
清楚地表明从未有过两个系统（旧约中的靠行为得救，和新约中的靠信心
得救），救赎从来都是通过对基督的信心而得到的。关键不在于时间段，
而在于内心的状况。

J.H.莫里森对瓦格纳的讲座是这样回应的：“我们一直相信‘因信称义’，
而且也一直是自由之妇人的儿女。”这明显是暗指加拉太书里那个与约有
关的隐喻。11

虽然我们没有瓦格纳在明尼阿波利斯演讲的文字记录，但我们确实知道
他在诸约上的立场。他的《好消息》一书就是基于他妻子在1888年会议上
所记录的他讲道的笔记。 12* 他还于1889年初在《圣经阅读》（Bible
Readings）和高级安息日季度学课上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而且他在1890年的
传道人学会上大量阐述了与诸约有关的内容。依据丹·琼斯的说法，这些内
容“与他在明尼阿波利斯所阐述的东西类似”。13

怀爱伦提到自己在1889年春天参加了一场“A.
T.琼斯长老……讲了两约的问题”的聚会。明
显的是当时有弟兄并不认可琼斯的观点，因
为怀爱伦说：“我无法喜悦安德伍德长老表现
的精神。他提问似乎并不是为了获得亮光，
而是要藉着提出他自己并不相信的问题来引
起混乱和困惑。”14

我们也清楚的知道G.I.巴特勒、乌利亚·史密
斯、R.C.波特，以及丹·琼斯在诸约上的立
场。这些人都不认可琼斯和瓦格纳的某些观
点，并且曾经公开如此表达过。15史密斯在
1887年写了两部有关诸约的系列文章；一部
刊登于《评论与通讯》，另一部刊登于《圣
经回声》。16他还在同一时间段出版了《两

R.C.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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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这本书。17 波特和史密斯都在1890年传道人学会上作过公开讲
话，这些讲话都被记录下来并且保存到如今。丹·琼斯在1890年初的通
信中也说了许多有关诸约的话。18*

但为何会有这么多争论呢？当时在这一题目上人们的不同观点是什
么呢？如同在前面提到的，琼斯和瓦格纳明白加拉太书中的律法是与
诸约有联系的，因此也是因信称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些反对琼斯
和瓦格纳的人几乎没有看出诸约与因信称义之间的联系。他们都宣称
相信因信称义，并且认为琼斯和瓦格纳过于强调这一主题，使用这个
“被大肆吹嘘的教义”作掩护，来推进他们有关加拉太书中律法的观
点，以及约的问题。19

意见一致的要点

首先，重要的一点是确认大家在哪些要点上存在共识。双方都相信人应
当遵守上帝的所有诫命，包括第七日的安息日，两约的文字都如此要
求。问题更多侧重于人如何遵守诫命。双方都同意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
的约，确定了直到末时救赎的条件。大家也都认为诸约是与以色列立定
的，而非外邦人。没有人说上帝在立任何一个约时犯过任何错误。双方
都相信上帝希望有一群人能够在这世界上正确的代表他，并且成为将福
音传给万国的基础。如瓦格纳所言：“然而这世界上会不会有一群人达成
品格的完美？确实会有……当主来的时候，会有一群‘在祂里面完全’的
人……第三位天使的信息要做的，就是在各人心中完成这一工作，预备
这样一群人。” 20

虽然在这些要点上有共识，然而根据双方的话，琼斯和瓦格纳的反对者
们经常怀疑他们二人是否相信自己的教导，以及他们的教义是否真的破
坏了他们自己宣称所支持的立场。许多弟兄感觉琼斯和瓦格纳教导的教
义导向了时代论者的论点——十诫已经被废除，因此星期日才是新的崇
拜日。另一方面，琼斯和瓦格纳表示那些弟兄们的教义不是建立在合理
的解经方法上，而仅仅是为了反对时代论者的立场采取的思路。情况确
实如此，我们在乌利亚·史密斯的《两约》前言部分读到：

诸约的题目现今正在成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越来越关注的主题，因为最
近它被一些反对十诫之永久性、以及最初安息日依然有效的人当做可以
被攻击的要点。在用尽所有反对安息日的理论资源，尝试推翻安息日无
效之后，他们现在宣称在诸约的教义中发现了确凿证据表明十诫已经被
更好的东西取代了……简而言之，他们的理论是这样的：十条诫命组成
了第一个，或者说旧约；这个约是有缺陷的，而且已经被废除了。21

时代论者经常引用加拉太书3:19来证明十诫是在西奈山才添上的，这



238

些诫命只在基督（子孙）来到之前有效：“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
的呢？原是为过犯添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之后他们就会
引用加拉太书3:24，作为诫命从基督的死亡开始就不再有效的最终证
据：“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
称义。”他们宣称基督徒如今是因信称义，而不是因律法称义。

老观点

对这样的教导，在乌利亚·史密斯、G.I.巴特勒和其他一些人领导下的复临
信徒教导了一种关于诸约的观点——他们认为反驳了来自基督教界所有异议
的观点。22*史密斯教导从来就只有一个计划，上帝与亚伯拉罕只立了一个
约，而这个约分两部分实行，也就是旧约和新约：“上帝在完成他给亚伯拉
罕的应许时，分了两个阶段，两个时代，他贯穿于这两个部分中的想法是一
样的。”23*第一阶段，或第一个时代是旧约，就是上帝与以色列在西奈山所
立的约。当时百姓答应要遵守十条诫命和耶和华的任何要求：“换言之，他
们承诺去达到主所提出的任何要求，无论他要求什么，都会成为百姓认可的
约的一部分。”于是上帝设立了仪文律法和圣所服侍“叫罪显多”。这是加拉
太书中所指的唯一一种律法，特别是引人到基督那里的师傅，也就是旧约的
核心与本质。24

乌利亚·史密斯引用韦氏词典给“约”这个词定义——“两方或两方以上之间
的、以书面形式记录并盖印的、商定做或不做某事的相互协议；一个合同；
契约。”因此在西奈山所立的旧约是“上帝和[以色列]之间的正式的相互协
议，其基础是彼此的承诺……百姓说：我们会遵守上帝的律法[道德律法和
仪文律法]。上帝说：那么我就会使你们成为祭司的国度……这就是他们之
间的协定或者说约。”韦氏词典对“约”这个词的第二个定义是“包含两方之间
协定条款的文书”，史密斯用这一定义来解释为什么十诫被称作约；“它们不
过是协定的基础”，但并非约本身。25*

乌利亚·史密斯认为“上帝立了这[旧]约，就需要完成三件事。”第一，“实
现对亚伯拉罕关乎那个时代的应许”。也就是亚伯拉罕“字面上的子孙”——
以色列的儿女要占领迦南的应许。第二，上帝可以有一群“能够彰显他名的
圣洁的百姓”。第三，通过“各种仪式的系统，以及把这些仪式局限于一个地
点的敬拜系统”，百姓能够被保护于“围绕他们的世上的各国”。这样，“当子
孙基督到来时，他的血统可以被犹太人毫无疑问的追溯到亚伯拉罕那里。”
史密斯教导，那些给亚伯拉罕的、关乎他称之为第一阶段的应许，是“通过
这个[旧]约，在以色列按着上帝所应许的，得到了那片土地”时“实现的”。26

乌利亚·史密斯坚持旧约的缺陷既不是由上帝，也不是由百姓造成的，而是
由于那些应许，因为它们“是上帝在当时所能作的最好的应许”。问题是旧约
“不能达成最终的目的”，因为“它没有正确的祭物，只有动物的血”。因此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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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来到世上时，仪文律法的旧约就被废除了，而新约靠着基督，也就是那
要来的子孙的牺牲被建立起来。新约补足了旧约的缺陷，因为它提供了去除
罪恶的祭物。史密斯解释了保罗在加拉太书四章中的隐喻，他表示旧约只有
在犹太人想要继续行割礼并遵守仪文律法时，才使他们“天生为奴仆”。因为
“他们不相信基督……犹太百姓，那些字面上的子孙，对应的是以实玛利；
基督，真正的子孙，对应的是以撒。”27

史密斯的大部分解释实际上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让基督教界相信旧约是
仪文律法——加拉太书唯一提到的律法——十条诫命依然有效，包括安
息日。

琼斯和瓦格纳的观点

相比之下，琼斯和瓦格纳对诸约的理解并非出于辩护的角度——尝试反
驳基督教界的错误控告——那些人宣称十诫已经被废除了。琼斯和瓦格
纳的理解是基于贯穿整部圣经的永远的福音。他们不认为两约代表的是
两个时代——旧约和新约，而代表的是内心的状况，与个人生活在哪个
时代无关。今天的人可以像那些站在西奈山下的人一样活在旧约之下。
瓦格纳教导第二个约，或新约，“在西奈山的约被立之前就有了”，而且
事实上，“第二个约从任何角度上都远远存在于第一个[旧]约之前，甚至
从亚当的时代就存在了。”在那时“救赎的计划就形成了”。28*

那个约和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同一件事。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也通过他
应许万国（“世上的所有家庭”），自己要在使人类免于咒诅之后，把全
新的整个世界交给他们。这个应许包含了永远的生命，并且使所有相信
的人成为义人，因为只有义人才能承受那片土地。这永约是“上帝在应许
之上，通过一个誓言在基督里所坚立的，加拉太书3:17……这‘使上帝决
不能说谎的、两件不更改的事’让基督的牺牲在亚伯拉罕和摩西的日子如
同在现今一样有效”。上帝以自己和自己的性命起誓，要在耶稣基督里拯
救我们。若我们相信上帝却失丧了，他就把自己的生命给我们。29

史密斯和巴特勒仅仅使用了韦氏词典来定义“约”这个词，与他们不同，
瓦格纳看出“[韦氏词典的]任何一种定义都不足以囊括这个词在圣经中的
全部用法……这不过是神圣之事与人间之事无法完美对比的另一个例
子。”“关键在于明白在每种情况下它的含义是什么，而这一点圣经本身
就能帮我们轻易做到。”就这样，琼斯和瓦格纳让圣经自己定义其中的词
汇。比如，“在创世纪9:9-16的‘约’这个词，指的是上帝[向地上所有活物]
的一个应许，没有附带任何明确或隐含的条件。”30*

同样的，与亚伯拉罕所立的“永约”不是一份平等的双方所认可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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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以及亚伯拉罕信心的回应。亚伯拉罕相信
上帝，这就被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所给出的并不仅仅是理智上的认
可。他感激上帝的应许，并将其视若珍宝。他是从这个意义上遵守了与
上帝的约，因此成为一切相信之人的父（罗4:11）。“新约”，或“第二个
约”实际上就是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之所以被这样命名是因为它是
与以色列国所立的第二个约，相对旧约而言是新的。“第二个约若不是应许
给亚伯拉罕的，从中就不能得到什么福气。我们身为第二个约的一方，只
有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才能得享产业（加3:29）；所有有信心之人都是亚
伯拉罕的儿女。” 31

但第一个约又怎么解释呢？为什么上帝要与以色列立一个跟亚伯拉罕不
同的约呢？瓦格纳依据出埃及记6:2-8解释了这一点，上帝定意要将以色
列人从埃及人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以成就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当他
把以色列人带到西奈山脚下时，他提醒他们自己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以
及他是如何将他们承载于鹰的翅膀上。上帝希望百姓能够进入他与亚伯
拉罕所立的信心之约当中，但百姓在红海却没有在降吗哪的事情上相信
他，在米利巴水也是不信（诗106）。如今在西奈山，上帝再次试验他
们，指出了很久以前给亚伯拉罕的约。上帝劝告他们遵守这个约，向他
们保证守约的结果。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信心之约，以色列人只要保
持信心，就能守住这个约。上帝没有要求他们与自己另立一个约，只要
接受他的和平之约就行了。瓦格纳这样写道：“百姓的正确回答应当是‘阿
门，尽管如此，主啊，愿照你的意思在我们身上成就。’”然而百姓却自己
作了应许：“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出19:8）32*难怪上帝会
以热切的心回应“惟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
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申5:29）

瓦格纳几次表明“在第一个约中百姓应许要遵守上帝的全部诫命，为要配在他
国中有一席之地。这实际上是一个要使他们自己成义的应许；因为上帝没有
应许会帮助他们。”33* “第一个约实际就是：百姓自己应许要遵守上帝的神圣
律法，以及上帝回应百姓，若他们顺从他会产生什么结果。”再一次的，“旧
约中的各种应许实际上都是出自百姓的……第一个约是百姓应许要使自己成
圣。然而他们却做不到这一点。”34*百姓篡夺了行上帝之工的责任，表现出
自己并不感激上帝的伟大与圣洁。人只有在对上帝之义一无所知时，才会去
建立自己的义，并且不愿接受上帝的义。他们的应许毫无价值，因为他们没
有能力去成就这些应许，然而以色列却两次重复了这应许（出24:3,7）。

由于以色列的不信，上帝使用了另一个计划，他亲自降低到了百姓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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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在火、闪电与地震中降临到西奈山，以至于百姓在他宣布十诫时战战兢
兢——这一切都是他未曾在亚伯拉罕身上作过的，他是在亚伯拉罕的心中写
下了相同的十条诫命。虽然道德律“是自创世以来就有了的”，但瓦格纳认为
它是“加添的”律法，而且是要把我们引向基督的“训蒙的师傅”，就像加拉太
书3:19,24中所说的一样。35*

瓦格纳辨明“上帝的律法——被称为他的约——是他与以色列之间[旧]约的
基础。”然而瓦格纳也明确表示，十诫早在于西奈山被宣布之前就存在了，因此
十诫是“完全独立于何烈山所发生之事的”。虽然上帝希望两个约的结果相同—
—对他律法的遵守——但若这约基于人的应许那就永远不会实现。因此，给出
十条诫命的目的是要“使人的思想归向亚伯拉罕的约，也就是上帝在基督里立定
的约”。这是律法一直以来的目的：“上帝对罪人的救赎计划，无论是如今还是
在摩西时代，都是如此：律法达到个人的心，使人知罪，因此让罪人寻求自
由……这是很久以前就被提供的，但罪人却不愿听……以及靠着相信基督所过
的义的生活。”36

史密斯和巴特勒教导仪文律法就是旧约，与他们相比，瓦格纳相信“‘礼
拜的条例’并非第一个约的一部分。若那些条例确实是第一个约的组成部
分，那它们一定会在立约时被提到；但事实是没有。它们与第一个约有
关系，但并非其组成部分。这些条例不过是一种手段：百姓通过它们承
认自己被定死罪的公义，因为他们违背了自己立约要遵守的律法，也承
认了他们对新约中保的信心。”37

瓦格纳感到巴特勒的立场似乎“暗示基督第一次降临之前，人是靠着仪文
律法来接近上帝的，而在那之后他们是通过弥赛亚来接近上帝的”。瓦格纳
这样回应巴特勒的想法：“在所谓的犹太人时代，罪的赦免仅仅是象征性
的……直到真正的祭物基督被献上时，罪才得到了真正的赦免。”巴特勒还
把基督的供应局限于仪文律法之下的犹太人。38*

另一方面，瓦格纳相信“所有在约之下被赦免的过犯，都是出于第二个
约，就是基督作中保的那个约。虽然基督流血是在第一个约建立之后的数
百年，罪却是在被承认的时候就得到了赦免”，这是基于“亚伯拉罕的约，
就是上帝在基督里立定的约”，而基督是自创世以来就被杀的。“若第一个
约包含了赦免和上帝帮助的应许，那就没有另立一约的必要了。”39

瓦格纳还反对巴特勒观点的排他性：“[基督]拯救的每个人所处的景况他
全都经历过。因为只有犹太人受仪文律法的限制，你的理论会使人认为
基督来只是为了救犹太人。我很高兴合理的解释并不会让我们如此限制
救恩计划。基督为所有人而死；所有人都被上帝的律法定了罪；因此基
督也被律法定了罪。靠着上帝的恩典，基督为每个人尝了死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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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0

瓦格纳不像史密斯那样，相信由于旧约的种种应许指向的是仪文系统，
因此旧约是有缺陷的，他认为问题在于那个约的应许是百姓的承诺。以色
列轻视了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永约，经历了所有上帝为他们所做的事
情，他们依然自以为是的担负起拯救自己的责任。他们就是这样进入了一
个“天生奴役”的约，就是加拉太书四章中萨拉和夏甲的隐喻所提到的：
“这是拥有属死职事的旧约，和拥有生命之灵职事的新约之间的鲜明对
比……我们不是被引向西奈山，去相信从律法能得到义，律法只能给我们
咒诅；我们也不是被引向拥有属死职事的旧约，而是被引向锡安山，在那
里我们会在身为新约中保的基督耶稣里发现生命之灵的律法，也会发现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平安与帮助。”41*

最后，史密斯和巴特勒相信创世纪十五和十七章中给亚伯拉罕和他“后
裔”的种种应许，是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进入并得到迦南时实现的——而
瓦格纳认为给亚伯拉罕的永远的应许指的是新造的世界。这个应许只有在
他的后裔基督第二次到来，得到所应许的产业时才能最终实现。加拉太书
3:19说：“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添上的，等候那蒙
应许的子孙来到。”瓦格纳的观点是“在所指的那次降临时，后裔会继承应
许……基督还没有得着它，因为我们与他同为后嗣；当他得到应许时，亚
伯拉罕与所有因信而成为他儿女的人，都一样会得到……第19节中所指的
并不是许多应许，而是一个应许，就是在基督第二次降临时所应许的产
业，这产业是他复临之前所无法得到的。”42*

比较关于诸约的这两种观点，不难看出很容易产生紧张局面。传道人学
会变成了进步之光与遗传不信之黑暗的下一个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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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比（Tim Crosby）著“怀爱伦和加拉太书中的律法：对现代真理之动态的研
究” Ellen G. White and the Law in Galatians: A Study in the Dynamics of Present
Truth，未公开的手稿；存于马里兰州银泉市怀著管委会档案文件61a；克林顿·
沃伦著“E.J.瓦格纳在明尼阿波利斯说了什么？”1988年冬《复临信徒传承》，
22-37页。

14. 怀爱伦手稿19号，“日记”，1889年3月5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272页。

15. 乌利亚·史密斯致怀爱伦，1890年2月17日；乌利亚·史密斯致L.F.特鲁比（L.F.
Trubey），1902年2月11日；收录于《手稿与回忆》154、312页。

16. 乌利亚·史密斯著“上帝与人类的诸约” God’s Covenants with Men，1887年9月
13、20、27日，10月11、25日，11月1、20日《评论与通讯》，584、600-601、
617-618、632-633、664-665、680页；“两约” The Two Covenants，1887年11、
12月《圣经回声与时兆》，162-163、178-179页；1888年1、2、3月《圣经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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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兆》，2-3、22、34、35页。

17. 乌利亚·史密斯著《两约》 The Two Covenants（密歇根州巴特尔克里克：评论
与通讯出版社，无日期。）

18. “R.C.波特长老在传道人圣经学校的言论” Remarks of Eld. R. C. Porter at the
Ministers’ Bible School，1890年2月24日，以及“乌利亚·史密斯长老的言论，圣
经学校” Remarks of Eld. Uriah Smith, Bible School，1890年2月19日，基督复临
安息日会总会档案。丹·琼斯的评论将会贯穿本章的剩余部分。

19. E.J.瓦格纳著《加拉太书中的福音》，70页；以及A.T.琼斯致C.E.霍尔姆斯，
1921年5月12日；收录于《手稿与回忆》，65、327页。

20. E.J.瓦格纳著“真理及其重要性”，1888年12月28日《时兆》，790页。

21. 乌利亚·史密斯著《两约》，第3页。

22. 然而奇怪的是，瓦格纳公正的“控告总会的领袖们曾[含蓄的]支持[D.M.]肯莱特在
诸约上的观点”。肯莱特刚刚离开教会，而且“不再相信十诫对基督徒有约束，
并且放弃了律法、安息日、[三天使]信息、圣所、我们关于美国在预言中地位的
立场、证言、健康改良、谦卑礼……他不相信教皇更改了安息日。”（丹·T·琼斯
致G.I.巴特勒，1890年2月13日。又见阿瑟·L·怀特著《孤独岁月》，360页。）

23. R.C.波特同意史密斯。他在一次证道中至少十次说过亚伯拉罕的约既包括旧约
也包括新约：“亚伯拉罕的约是永远的约；两约不过是在不同时代完成那个计
划的手段。”他也相信旧约通过亚伯拉罕字面上的子孙（以色列），在迦南地
实现了应许；而新约则是在灵意上通过真正的子孙基督，在天上的迦南得到实
现。（R.C.波特长老在传道人圣经学校的评论，1890年2月24日，基督复临安息
日会总会档案。）

24. “乌利亚·史密斯长老的言论，圣经学校”,1890年2月19日，第5、10页，基督复
临安息日会总会档案。

25. 乌利亚·史密斯著《两约》，5-9页。史密斯的这一解释似乎并不能证明以下说
法是错误的——十诫就是旧约，因此在十字架上被废除了。

26. “乌利亚·史密斯长老的言论，圣经学校”，1890年2月19日，第15、16页，基督
复临安息日会总会档案。

27. 同上，16、22页。

28. E.J.瓦格纳著“两约”，《家庭圣经阅读》 Bible Readings for the Home Circle（密
歇根州巴特尔克里克：评论与通讯出版公司，1889年），316页。A.T.琼斯在诸
约上的观点与瓦格纳完全一致，但他在这一主题上现存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在1890
年传道人学会之后写的。虽然琼斯的作品在这一章中没有被引用，我会列出他表
达与瓦格纳类似看法的参考书目。琼斯作《评论与通讯》编辑的时候（1897-1901
年），写过每周一期、关于加拉太书的系列文章。这一系列的文章自1899年7月开
始，到1900年11月结束，一共十六个月。系列中最特别的是关于加拉太书第四章
的，持续了九周题为“两约”的文章——从1900年5月29日到7月31日。整个系列都
已经被汇编到一本书当中。（A.T.琼斯著“加拉太书研究”[亚利桑那州佩森市：
秋叶书业，1999年重印]。）在《怀爱伦作品全面研究版CD》（2008年）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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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找到这些文章，此CD在任何一家复临图书中心或怀著管委会都可以获
得。

29. E.J.瓦格纳著“高级安息日学学课：希伯来书” Sabbath-School Lessons on the
Letter to the Hebrews, for Senior Classes，1890年1月4日至3月29日。（加州奥克
兰市：太平洋出版公司，1889年），26页；以及“第20课——希伯来书9:8-14
（2月15日安息日）”，1890年2月4日《评论与通讯》，78页。

30. E.J.瓦格纳著“高级安息日学学课：希伯来书”，8-9页；以及“第15课——希伯来
书8:2-6（1月11日安息日）”，1890年1月7日《评论与通讯》，14页。1888年版
的《圣经阅读》列出了史密斯和巴特勒有关旧约的看法，他们使用韦氏词典给
这个词下定义。瓦格纳编辑1889年版《圣经阅读》时，没有去掉韦氏词典的定
义，但却在其它地方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理解是基于圣经而不是韦氏词典。重写
1889年安息日学课时，瓦格纳再次把韦氏词典的两个主要定义留在了学课中，
但他明确表示这两个定义都无法囊括这个词在圣经中的全部含义。瓦格纳在自
己的作品当中，从未使用过韦氏词典来定义“约”这个词。A.T.琼斯在他的文章
中就诸约表达了类似的想法，文章题为“穿越圣经。彩虹及其意义II” Through
the Bible. The Rainbow and Its Meaning—II，1908年9月16日《医药传道人》 The
Medical Missionary，745-747页。

31. E.J.瓦格纳著“高级安息日学学课：希伯来书”，20页；以及“第18课——希伯来
书8:6-13（2月1日安息日）”，1890年1月21日《评论与通讯》，45页。

32. E.J.瓦格纳著“给以色列的应许：应许之约”（The Promises to Israel: The
Covenant of Promise），1896年12月10日《现代真理》，789页。A.T.琼斯在他
的文章“加拉太书研究，两约，加拉太书4:21-24”（Studies in Galatians. The
Two Covenants. Gal. 4:21-24）中写到过这一题目。1900年7月10日《评论与通
讯》，441页。

33. E.J.瓦格纳著“两约”，《家庭圣经阅读》（1889年），314页。A.T.琼斯在他的
文章“加拉太书研究，两约，加拉太书4:21-24,28”中表达了类似的想法，文章刊
登于1900年7月24日《评论与通讯》，472页。

34. E.J.瓦格纳著“高级安息日学学课：希伯来书”，第9、11页；以及“第15课——希
伯来书8:2-6（1月11日安息日）”，和“第16课——希伯来书8:8-13（1月18日安
息日）”，1890年1月7日《评论与通讯》，14页。A.T.琼斯在他的文章“天主教
与基督教” Catholicism v. Christianity中表达了类似的想法，文章刊登于1895年6
月24日《圣经回声》，195页。

35. E.J.瓦格纳著《加拉太书中的福音》，24-26、43-48页。A.T.琼斯在他的文章
“加拉太书研究，加拉太书3:24,25”、“加拉太书研究，加拉太书3:24-26”中表达
了类似的想法，文章分别刊登于1900年4月17日《评论与通讯》，249页，以及
1900年4月24日《评论与通讯》，265-266页。

36. E.J.瓦格纳著“高级安息日学学课：希伯来书”，第9页；以及“第15课——希伯来
书8:2-6（1月11日安息日）”，1890年1月7日《评论与通讯》，14页；“第20
课——希伯来书9:8-14（2月15日安息日）”，1890年2月4日《评论与通讯》，
78页；“第19课——希伯来书9:1-7（2月8日安息日）”，1890年1月28日《评论
与通讯》，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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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E.J.瓦格纳著“高级安息日学学课：希伯来书”，23-24页；以及“第19课——希伯
来书9:1-7（2月8日安息日）”，1890年1月28日《评论与通讯》，61页。

38. E.J.瓦格纳著《加拉太书中的福音》，12、29页。又见G.I.巴特勒著《加拉太书
中的律法》，44页。A.T.琼斯对“不同时代”这种观点表达了与瓦格纳类似的担
忧，其文章题为“犹太人的与基督徒的” Jewish’ and Christian，刊登于1896年1月
23日《美国哨兵》，27页。

39. E.J.瓦格纳著“高级安息日学学课：希伯来书”，25-26、12、63页；以及“第20
课——希伯来书9:8-14（2月15日安息日）”，1890年2月4日《评论与通讯》，
78页； 以及“第16课——希伯来书8:8-13（1月18日安息日）”，1890年1月7日
《评论与通讯》，14页。

40. E.J.瓦格纳著《加拉太书中的福音》，63页。

41. E.J.瓦格纳著“高级安息日学学课：希伯来书”，1890年4月5日至6月28日（加州
奥克兰市：太平洋出版公司，1890年），33页；以及“第33课——希伯来书
12:18-39（6月21日安息日）”，1890年6月10日《评论与通讯》，366页。A.T.
琼斯表达了对加拉太书第四章类似的看法，其文章题为“灵意的埃及，第四部
分”（Spiritual Egypt.—N. 4），刊登于1897年3月5日《总会会议每日公报》，
27-28页；以及“两个儿子”（Two Sons），刊登于1898年2月1日《评论与通
讯》，76页；以及“加拉太书研究，加拉太书4:21-31”，刊登于1900年5月29日
《评论与通讯》，344页。

42. E.J.瓦格纳著《加拉太书中的福音》，39页。巴特勒在这一点上曲解了瓦格
纳，他表示瓦格纳曾宣称“‘子孙’还没有来到，而且只有在基督复临时才会来
到。若我们没有在我们所钟爱的《时兆》1886年7月29日号上读到这些话，作
者很难相信任何基督徒会这样想。”（G.I.巴特勒著《加拉太书中的律法》，46
页。）瓦格纳这样回应：“对于写下这些话的人，我认为他是在故意曲解；因为
这种说法可悲的歪曲了我所持有和发表的观点……确实，我过去认为，现在依
然认为加拉太书3:19中提到的子孙的来到就是基督的复临；但这并不表示基督没
有来过，或者他不是那位子孙。”（《加拉太书中的福音》，37页。）A.T.琼斯
在加拉太书3:19所说的‘子孙’这一点上，表达了与瓦格纳同样的看法，其文章题目
为“加拉太书研究，加拉太书3:19”，刊登于1900年3月13日《评论与通讯》，169
页。琼斯和瓦格纳在子孙，以及加拉太书3:19所指的律法上的立场，似乎可以给那
些教导十诫已经在十字架上被废除的福音派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福音派应当明
白，十诫如同之前一样，依然是把人引向基督的训蒙师傅，直到他复临接受自己产
业的时候。怀爱伦出版的作品中没有提及加拉太书3:19，但G.B.斯塔尔谈到了他与
怀爱伦在澳大利亚同工的经历：“我向她解释我明白[加3:19中的]律法是在西奈山宣
布，为要显明过犯的，而且我知道‘子孙’指的是耶稣，也就是蒙应许要承受新世界
的后裔，正如16-18节所说的，而且19节所说的来到指的是他复临来得到自己的产
业。怀爱伦似乎赞成这些话。”（G.B.斯塔尔著“与上帝的先见一起的五十年”，
未出版的手稿，26-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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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假陆标
领袖身上的庄严责任

1884年，评论与通讯出版社开始刊印一份
名为《圣经阅读》的月刊，其中刊登了许多
不同牧师与平民传道人的研经学习。

年底时，十二份报纸一共刊登了162堂课。
这些研经课程被编成一本书，由文字布道士
在全国各处售卖，取得了不小的成功。因
此，出版社准备了一套类似的系列学习，依
然是由不同作者写作的。这套系列学习以
《家庭圣经阅读》（Bible Readings for the
HomeCircle）为名出售。

在1888年出版的
第一版当中，
“两约”的部分里
面，二十八个问
题与答案动人地
表达了乌利亚·
史密斯和G.I.巴特勒等人的观点，其中包括
他们对旧约的定义以及两个时代的概念。1

1888年总会会议上，E.J.瓦格纳和其他一些人
受邀准备新的“圣经阅读”。瓦格纳准备了一
份有关诸约的新的“阅读”，并将其提交给了
《评论与通讯》出版董事会。有趣的是，这
份“阅读”被接受并包含在了新的1889年版
中，“在各处成千上万的人当中得到阅读”。2

新版本依然包含二十八个问题与答案，但与之
前

圣经阅读

家庭圣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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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版本不同。瓦格纳去掉了两个时代的概念，并明确表示旧约是基于百姓
“要使自己成义”的应许。3他还去掉了1888年版的结语：“当我们分饼与酒
时，我们是立下了什么誓言呢？——要忠于我们与上帝之间约的关系。”4

瓦格纳并不是反对与上帝立约，只要这个约是基于信心的新约，而不是基
于人的承诺就没有问题。

1889年春天，E.J.瓦格纳受到请求完成希伯来书的《高级安息日季度学
课》，这份学课共持续三个季度——从1889年10月到1890年6月。他的父
亲J.H.瓦格纳在1889年4月去世之前没有完成这个任务。由于最初的课程已
经丢失，而且E.J.瓦格纳在一些有关诸约的观点上与他父亲意见不同，得
到了表达自己观点的许可，他重写了其中的五六堂课。希伯来书中的许多
内容都与圣所和诸约有关，这给了瓦格纳一个机会更全面的表达他在这一
主题上的观点。

瓦格纳完成后，这些课程被匆忙的分发给不同的编辑委员会成员评论。不
幸的是，乌利亚·史密斯的名字在委员会成员名单上被意外漏掉了。为了
弥补这个错误，太平洋出版社的经理C.G.琼斯寄给史密斯一套包含了所有
更改和添加的课程。然而在课程的介绍部分看到J.H.瓦格纳的名字之后，
史密斯就认可了这些课程的发行，他没有注意到C.G.琼斯对E.J.瓦格纳在
1890年一二季度课程中所做的更改和添加的解释。这个或许是天意安排的
疏忽，给史密斯造成了很大麻烦，并且使接下来的争议变得更加激烈。5

1890年1月11日，安息日学课已经进行到了希伯来书第8章，其中保罗把新约
与基督联系在一起，还写到基督在天上圣所中的祭司职分。全国各处的教会
成员打开他们新的安息日学课时，看到的是瓦格纳在诸约上的教导。对巴特
尔克里克的许多人而言，这并不是一件让他们高兴的事。身为巴特尔克里克
大帐篷的安息日学教师，以及监管传道人学校的校董会成员的丹·琼斯为此感
到担忧。这些新课程包含了“许多在约的问题上我无法认可的内容”，丹·琼斯
看到这些课程后，就“辞去了安息日学教师的职务，并离开了[传道人]学校几
周时间”。6

其他人效法了丹·琼斯的榜样，一些人不参加瓦格纳作教师的传道人学会，另
一些人在安息日学课上提出种种反对。但这仅仅是麻烦的开始，因为瓦格纳
在1月17日星期五宣布，他要“在下周一开始约的题目”——就在传道人学会他
自己的一堂课上。丹·琼斯一听说瓦格纳的计划，立即着手阻止。7

不光彩的行动

虽然许多人从未听说过丹·琼斯，但他或许是复临教会1800年代末最有影响力
的人之一。琼斯担任过许多职务，其中包括全球总会秘书、权力很大的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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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会执行委员会成员、全球总会协会信托人、国际传单协会副会长、国家宗
教自由协会副会长及执行委员会成员、1889年总会会议上建立的二十一人委
员会主席、以及其它许多附属委员会成员。8*不幸的是，他使用自己的职权
来影响其他人反对琼斯和瓦格纳。传道人学会期间，他不断与其他教会领袖
通信来寻求对自己行动计划的支持。

丹·琼斯对瓦格纳在诸约上的观点非常担忧，以至于他后来写道：“我一直在为
这件事情担忧苦恼，它对我造成的伤害超过了半年的工作。”9要理解造成这种
状况的原因，我们需要了解当时复临教会的一些情况。全世界教会成员总数略
略超过28000人，其中将近26000人住在美国。只有207位授职牧师，和158位
“未就任的有资格牧师”或有执照的牧师，他们为遍布全国的895个教会服务。10

在这365位工人当中，大多数人在当地分会和/或总会也有职务。

由于第一所复临学院直到1875年才在巴特尔克里克建立，大多数工人并
未接受过任何正式的牧师培训。他们多数来自于“各种背景——专业人
士、商业、手工业、以及农业”，而且没有机会得到更多教育。11那些参
加了复临学院学习的人，只有很少接受了明确或实在的传道人培训。举
例来说，“没有任何一家当代的复临信徒学校提供任何系统神学课程。比
如一直到1888年，巴特尔克里克学院仅有的研经课程，就是新旧约历史
的九级与十级课程，以及乌利亚·史密斯任教的两学期长、每周两次的教
会教义讲座。学生上课全凭自愿。”

在一次改革复临教育的尝试中，巴特尔克里克学院教育部主任兼院长
W.W.普雷斯考特为传道人学会设计了一个“完全脱离学院”的计划，其特
别目的是为了让那些已经在作工的传道人得到进一步的教育。学会课程
“以基督教实证、教会历史、希腊文、希伯来文、教会管理、逻辑学、民
政学、研经学、以及圣经教义为特色”。普雷斯考特在1888年12月公开反
对琼斯和瓦格纳之后，想要给他们更多机会阐述他们心中担负的信息。
但是当“令人惊讶的157名传道人学生”出席了传道人学会时，丹·琼斯无法
抑制自己的忧虑，因为这个数字代表了全部复临信徒传道人人数的几乎
一半。无论瓦格纳在他的课上讲论什么，都很有可能对复临教会的思想
及其世界范围的工作造成显著影响。12

听说瓦格纳计划在1月20日周一上午开始教授诸约的题目之后，丹·琼斯
决定“去跟怀特兄弟和[瓦格纳]医生谈一谈这件事情”。他希望“说服他们
在这一问题上延期，至少等到普雷斯考特教授和奥尔森长老”回到学校。
丹·琼斯没有先与瓦格纳谈话，而是去找了W.C.怀特，“并告诉他[自己的]
感受”。但怀特不愿表达意见，他让琼斯自己去“跟医生谈一谈”。最后在1
月17日周五晚上，丹·琼斯去跟瓦格纳谈了将近两个小时，但瓦格纳“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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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决定要按照他的计划进行”授课“工作”。至此，琼斯的努力毫无效果。

丹·琼斯不是个轻言放弃的人，他在安息日早晨找怀爱伦谈话。据琼斯
所言，在他“把事情向她说明”，并告诉她自己“对此的感受”之后，怀爱伦
表示了“这个问题应当在被带进学校之前由领袖弟兄们研究的想法”。丹·
琼斯告诉怀爱伦他已经作了这种尝试，但是瓦格纳“不愿对自己的计划作
任何改变”。琼斯表示，怀爱伦再次建议弟兄们在周一课程开始之前与瓦
格纳见面。13

于是丹·琼斯回到瓦格纳那里，告诉他“怀姐妹说的话”。但我们有理由
怀疑琼斯究竟说了多少，因为根据他所说的，瓦格纳“毫无所动”。之后
丹·琼斯向瓦格纳说起研究的事情，对于这个提议瓦格纳“似乎完全愿
意”。瓦格纳说：“他想要这一问题的双方都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于
是琼斯开始着手安排周日晚上与乌利亚·史密斯、R.C.波特尔和其他一些
人的聚会。

周日晚上七点钟，在总会会议室开始了一场会议，众人与瓦格纳研讨约
的问题。丹·琼斯被选为会议主席，这场会议更像是一次审问，而不是研
究。“说明这次会议的目的”之后，琼斯问他们应当如何进行。史密斯“建
议从他们在约的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开始考虑”。因为丹·琼斯是这次会议的
发起者，大家决定让他说明这些不同观点：

思考了一会儿之后，我说如果要我来说明不同点的话，那最好的方式就
是使用安息日学课里的一些让我产生疑问的要点，我认为这些要点也让
在场的其他人产生了疑问。因此我从11页的注1开始，第一句话是这样
的：“要让学生们注意到，旧约的责任实际上都在百姓身上。”我告诉他们
我不能认同这句话，又问所有在场的人是否同意。史密斯弟兄说他不同
意；波特尔兄弟也持异议。我问史密斯弟兄不同意的原因。他读了申命
记26:17-19，并且问这指的是不是旧约。没有人回答；但怀特兄弟提问什
么构成一个约，我们是否应该使用韦氏词典的定义……史密斯弟兄再次
非常轻声的问道这些经文所指的是不是旧约。另一个问题被提出……那
个问题结束之后，史密斯弟兄再次问到他所读的经文是不是指旧约。之
后瓦格纳医生说他反对这种研究约的问题的方式；他说自己不知道来参
加的这次会议是要在安息日学课上吹毛求疵，他以为是要研究约的问
题，而且他不觉得以这种方式可以进行恰当的研究。他继续说自己以为
大家在约的问题上都同意他的立场。他认为《评论与通讯》出版董事会
已经认可了他的立场，因为他们接受了自己在这一题目上准备的一份“阅
读”，而且用这份“阅读”代替了《圣经阅读》第一版中的原文，把它放在
了[1889年]版当中，这本书已经被各处成千上万的人阅读。他还非常明确
地[原文如此]表示，史密斯长老事实上[通过刊印安息日学课]认可了他的
立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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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们最大的担忧就是瓦格纳对旧约的定义。然而丹·琼斯“读了学课中
另一些[他]认为有不同意见的要点”：

之后我表达了这次研讨的目的；由于瓦格纳医生宣布要在下周的课程中
开始这一题目，而以我看来在总会的学校里教授这样一个有争议的题目
是错误的……这里有不认同所教授之教义的教职员工以及管理人员。
……我不认为[瓦格纳]应当把他们所不认可的任何内容，或未与他们商讨
过的新教义带到学校里来……如果大家都认为他在学校里教导约的题目
没有问题，就像他在安息日学课中所做的那样，即使我觉得这样不合
适，也不会再多说什么。然后史密斯弟兄说他不希望这个题目在学校里
被教授。瓦格纳弟兄辩解说他来的时候得到了可以教导自己观点的承
诺，否则任何条件他都不会来；他说自己原本不想来，只是因为被人力
劝才同意的。15

此时“麦克科尼长老（Eld. McCoy）和米勒教授（Prof. Miller）都表示愿
意让医生在学校里教授约的问题，因为计划已经在安息日学校课程中公
开了。”W.C.怀特也“愿意他这么做，而且提到了他母亲说的一些话，他
理解这些话的意思是说瓦格纳这么做是对的”。对此，丹·琼斯不加掩饰地
说：“也许这样做没问题；但我不觉得这样做合适，就我个人而言，我想
把自己反对此事的意见记录在案。”16*
这次会议拖延到了午夜，“在没有任何
决议的情况下被延期”。依丹·琼斯所
言，“一切都愉快结束。没人说过一句
急躁或不友好的话，而且我也不认为
任何人有不好的感受。”瓦格纳的感受
明显不同；第二天他就递交了那门课
的辞呈。17*

瓦格纳的辞职造成了丹·琼斯没有考
虑到的一个问题——谁来给传道人学
校的学生们来上那门课呢？琼斯尝试
与W.C.怀特和瓦格纳达成“令人满意的
安排”来完成这门课程。但是琼斯说：
“我无法放弃在我看来如此公义且正确
的原则，认可”瓦格纳的观点在学校里
被教授。以丹·琼斯的态度，难怪瓦格
纳“不为所动”，拒绝教授这门课。怀
特建议请乌利亚·史密斯接手，因为“医生本来就有很多事情，而且需要更
多时间处理他的编辑工作和休息。”史密斯同意接手，于是丹·琼斯“在学生

M.B.米勒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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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做了合理的解释……他说史密斯弟兄现在接手最合适，因为瓦格纳医
生工作繁重，需要休息。”

瓦格纳结束他的第一部分课程几分钟之前，丹·琼斯和史密斯来宣布他们的通
告。后来琼斯这样描述所发生的事情：

[瓦格纳]结课之后，他说：“意外之事时有发生，有一件非常意外的事情发生在了我身上。对
我在这所学校里教授约这个题目，有些人提出了反对，这令我很惊讶，目前我不会再进行这
个题目。[丹]琼斯弟兄会向你们解释所作的改变。”这完全打乱了我所准备的简短讲话，所以
我只能说目前暂时推迟对约这个题目的讲解是最合适的。18

瓦格纳不经意间暴露了丹·琼斯有问题的处理方式。然而眼下，约这个题
目被暂停了。有些学生因为“失去了瓦格纳弟兄的教导”而非常不高兴。第
二天，一位学生给总会会长兼校董会成员O.A.奥尔森写信，表示他“希望”
在约的问题上“有一次公正的研究”。这个请求在几周之后得到了批准。同
时，对E.J.瓦格纳和A.T.琼斯的反对变得越来越激烈了。19

败坏上帝使者的名声

丹·琼斯并未在成功终止瓦格纳有关诸约的授课之后止步。在接下来的时
间当中，他不断与全国各处的其他领袖通信，向他们表达自己的偏见。从
全球总会秘书兼执行委员会成员那里收到这样的一封信，不是一件小事。
瓦格纳辞掉那门课仅仅三天之后，丹·琼斯就给密苏里州的一位教会领袖
A.W.艾力（A.W.Allee）寄了一封信，对将要在那个州举行的学会提出了
他的建议：

我认为在密苏里州举行一次学会是件很棒的事情；但我相信悄悄地计划
学会对你而言，与大肆宣传并邀请……A.T.琼斯和E.J.瓦格纳长老参加是
一样有价值的。实话实说，我对他们阐述事情的一些方式并没有多少信
心。他们强行推进所有观点，而且不愿承认他们的立场或许能接受一点
批评。他们说：“这是真理；你们只要像我们一样花这么长的时间去研
究，就会发现确实如此。”20*而且他们会嘲笑任何其他人所阐述的、与他
们自己观点有些微不同的观念。但我们更有思想深度的人——史密斯弟
兄、利特尔约翰弟兄、科里斯弟兄、盖奇弟兄和其他人——并不认可他们
在国家改革和一些神学问题上的许多立场——比如诸约、加拉太书中的律
法等等。然而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要宣扬这些观点；事实上，他们所关注
的主题几乎都是在领袖弟兄当中有分歧的主题。我不认为你应当把这种精
神带到密苏里分会去。若你能请到盖奇弟兄和法恩斯沃思弟兄，在学会上
研究圣经以及工作的计划，并且主要依靠自己挖掘真理的种种原则并将其
应用于密苏里的工作中，那会比一个从未有效过、也永远不会有效的轻飘
飘的理论更有价值。21

这就是丹·琼斯如何以一种不光彩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影响，来保证他所
谓的“一个轻飘飘的理论”不再被传播。他并非唯一公开表达自己意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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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乌利亚·史密斯感到瓦格纳暂时的辞职并不足以停止他错误理论的前
进，于是在《评论与通讯》上刊登了一份免责声明。他明确表示自己不
支持包含瓦格纳对诸约观点的安息日学课：

有许多人写信询问我们关于安息日学课当中的神学新动向，我们这样回
答：根据我们所作的[信仰]告白——圣经，唯有圣经，是我们信心和实践的
唯一准则；任何观点都应受到圣经的检测和判断。没有人需要仅仅因为某
种观点出现在安息日学课或者《评论与通讯》上，就感到一定要接受它。
这些学课并非是在总会学课协会的认可之下被分发的，而且《评论与通
讯》出版社在散发这些学课上的任何行动，都不应当被认为是代表对其全
部内容的认可；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评论与通讯》董事会决定在出版社
里建立一个学课部门，并出版相关课程，但课程内容却不为其所知。因此
我们切望所有认真的圣经学生都能够在思考和圣经的基础上，检验和接受
所有被发布的观点；若任何观点不能通过圣经的检验，那毫无顾虑与保留
的拒绝它，就是各人的特权与义务。22

乌利亚·史密斯呼吁所有人把“圣经，唯有圣经”当做他们信仰的准则。他非
常真诚的说这些话，感到圣经不但支持自己的立场，而且反驳了瓦格纳安
息日学课中的“神学新动向”。23*怀爱伦不久就对这些假定作出了回应，但
那是在瓦格纳于二月中后期有机会阐述诸约问题之后。让他阐述这一题目
的决定是在O.A.奥尔森和W.W.普雷斯考特回到巴特尔克里克之后才作出
的。同时，瓦格纳在传道人学会继续教授其它一些课程。他的根本主题一
直都是相同的——因信称义与基督之义。不幸的是，这并没有阻止已经在
酝酿之中的争议。

领袖身上的责任

怀爱伦看到传道人学会上关于诸约问题的形势愈发紧张，她担心明尼阿
波利斯的一幕会重演，于是开始参加许多聚会，“三个星期”每天发言，只
有“一两天例外”。24*如同加拉太书中律法的问题一样，约这个主题的关键
在于律法和福音是如何被结合在一起的；人类是如何得救的。对这一点若
没有清楚的了解，便会影响人全部的基督徒经验，而且会将混乱带进工作
中。

传道人应当为各个教会的贫乏状况负责，他们本应将生命之饼分给会
众。传道人学会的根本目的就是为要更好的装备传道人，使他们能够在
上帝的托付上尽责。当时教会将近一半的工人聚集在巴特尔克里克，怀
爱伦意识到，若每位工人都在学会上真正回转，并且把基督之义的信息
带出去，那将会成就多么大的事情。她还意识到撒旦正在尝试阻止这件
事情的发生：“我确信撒但看出此时关系重大，他不想放松对我们传道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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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们的把握。若是完全的胜利来到，就会有许多传道人带着具有最高价
值的经验从这次聚会出发。” 25

怀爱伦还被引领意识到若胜利没有来到的可怕结果——若弟兄们拒绝走在
那已经照耀在他们道路上的亮光中的话。

在早晨的讲话中，怀爱伦坚定地反对了盛行的精神，她甚至将自己的“见
证”与“摩西的告别致辞”中的话作比较：“‘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作见证；
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
得存活。’[申30:19]”确实，在工作中心作出的种种决定会影响未来的许多
代人。怀爱伦的日记描述了当时发生的事情：“我恳劝他们要亲自查考圣
经……在基督的日子，文士和法利赛人查考旧约圣经。但他们却把他们
所读的经文解释成支持他们的遗传……他们虽在大部分要点上有分歧，
在一点上却是联合一致的——反对基督。而今人们似乎已经联合起来要
使主所传来的信息无效……他们改变上帝圣言的意思以迎合自己的意
见……上帝跟那些曲解圣经、使之符合其先入之见的人有一场争论。”怀
爱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警告了“居于负责岗位的弟兄们不要让上帝的灵
担忧，以致……离开他们的心……不要转身离开上帝所赐的信息，像你
们在明尼阿波利斯所做的那样。”她以一颗伤痛的心问道：“他们的光既
已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他们，他们为什么不兴起发光呢？”26

2月3日，怀爱伦站在弟兄们面前请求他们接受所展现给他们的光。她知
道一直有“努力——有一种反对的势力——要把亮光挡回去，阻止上帝一
直在这里向我们强调的有关基督之义的亮光”。她可以不加掩饰地说：
“上帝一直藉着我说话，说明这是真理，弟兄们，这是你们每一个人的灵
魂都要接受的真理，否则你们的灵魂就会被撇弃在黑暗中，荒凉得如同
基利波山没有雨露一般。”上帝在给他们宝贵的机会：

现在，我要说，弟兄们哪，有一扇门开了，没有人能把它向你们关闭—
—无论是在高位的还是在低位的——都不能关闭它。但你能。你能关闭自
己的心门，以致上帝最近一年半或将近一年半所赐给你的亮光对你的生活
毫无影响和作用，也不会进入你的宗教经验中。上帝就是为此差派他的使
者的。 27

她提醒弟兄们在施洗约翰来刺激搅动他听众的心之后，基督“带着医治的香膏而
来。他带来一道信息，人若有破碎的心，种子就能落入预备好的心田。”然而
“约翰的门徒开始嫉妒基督。”同样的，她继续道：“上帝有工人。他们将工作推
进到这么远就推不动了……现在，上帝呼召另一个工人直接进来推进工作。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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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工作的那个人就相应受到限制了。他看不出自己正在从事的工作路线是不应
该从事到末时的。必须有比我们所拥有的更多的亮光和能力注入工作中。”28*

一个典型的聚会帐篷

一个实现的应许

怀爱伦继续她的讲话，她把听众带回到过去——越过了过去一年中许多
的帐篷大会，越过了1888年充满争端的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一下回到了
1881年她坐在垂死的丈夫身边时。她回忆道是在那时，上帝作了一个应
许：

这工作是要上进和前进的。上帝就这样与他的工人同工；他埋葬了工
人，但工作却依旧进展。

当我坐在那里，手中握着我垂死丈夫的手时，我知道上帝在行事。我坐
在他床边的时候，他处在非常的发烧状态，就在那里，如同一道清晰的
光链呈现在我面前：工人被埋葬，但工作要继续。我有工人要把握这项
工作。不要害怕；不要灰心；工作要前进。

正是在那里，我明白了我要接受这工作，负起比我之前曾负过的更重的
担子。正是在那里，我答应主要坚守我的岗位，我也努力这么做了。我
尽可能地做了上帝交给我去做的工作，明白上帝要在这工作中引进我们
还没有的一种要素。29*

怀爱伦毫不怀疑上帝实现了他的应许。上帝不仅在她丈夫死后的一年之内
神奇的医治了她——一个躺在床上“即将进入坟墓的人”，而且在怀爱伦
1882年秋天希尔兹堡帐篷大会发言的几天之后，就呼召了瓦格纳。30不久之
后，上帝通过呼召A.T.琼斯加入正在扩张的工作，再一次实现了他的应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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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1890年，依怀爱伦所言，他们的信息引进了“在这工作中我们还没有
的一种要素”。

谈到丈夫的去世之后，怀爱伦随即提醒她的听众，那些身处负责位置的
人是如何对待上帝应许的信息之光的。去年夏天她与上帝所选择的信使
们并肩站在一起参加的那些聚会是什么结果？

我们的年轻人看到年长的人象棍子一样站着不动，不肯动一下去接受引
进来的任何新亮光，[年轻人]就会讥笑奚落这些人[琼斯和瓦格纳]所说的
所做的象无足轻重一样。我问你们，谁对那种讥笑，那种轻视负有责任
呢？谁负责呢？正是那些介入上帝所赐的亮光和百姓之间的人，他们使
百姓得不到应该得到的亮光……

现在，弟兄们哪，我说，要为你们自己灵魂的缘故清除王的道路。你们
若已介入百姓和亮光之间，就要出来，别挡住道路，否则上帝就会把你
们清除出道路……

现在真和犹太人的日子一样。当一道信息进来时，为何领袖们的全部力量都用
来反对它，使它不能接近百姓呢？……上帝既赐给我们亮光，让它临到我们，
就不要让任何一个人把门关上，或设法关上。你自己不要关门。要敞开你的心
门，让明亮的光线照进你的心思意念中。我求你们让公义的日头进来……

上帝的恩典徒然临到这班子民要到几时呢？我为基督的缘故恳求你们，
要清除王的道路，不要轻慢上帝的灵。

我们一直旅行，去不同的聚会场所，以便我能与上帝的信使并肩而立。
我知道他们是他的使者——我知道有一道信息给他的子民。我与他们一
起发出的信息与他们正在传扬的信息完全一致。我们看到什么了呢？我
们看到有能力伴随着这信息……

我设法把它介绍给你，使你们可以看到我所看到的证据：但似乎所说的
话成了耳旁风；这样下去要到几时呢？在工作中心的人们闭关自守反对
上帝要到几时呢？31

怀爱伦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那些讥笑奚落琼斯和瓦格纳信息的年
轻人之所以这么做，是由于身处领袖位置的年长之人所作的榜样。因此
这些年长的人要承担这些嘲笑的“担子”。是的，这些年长之人各人都在
犯罪 ，但他们所犯之罪的影响在他们的范围内非常深远。怀爱伦在警告
他们不要步犹太领袖们的后尘；结果将是可怕的。32*

怀爱伦几周之后在《评论与通讯》上发布她的晨更讲话时，加上了几段
话重申自己对琼斯和瓦格纳，以及“已经介绍的这个”信息的支持。她告
诫那些站在路上的人：

你要到几时才会相信上帝之灵的见证呢？适合现代的真理何时才能进入
你们心里呢？难道你们要等着直到基督降临吗？上帝允许道路被阻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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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几时呢？我劝你们要清除王道，并且修直他的路。

我曾到处旅行，参加传讲基督之义的聚会。我认为与我的弟兄们并肩站
立，作我关于现代信息的见证，乃是一个特权；我也看到无论在哪里讲
这信息，都伴随着上帝的能力。你不能使南兰开斯特的人相信临到他们
的不是光明的信息。人们承认了自己的罪，并将基督的义据为己有。上
帝已出手去做这项工作。我们在芝加哥工作过；一周前聚会中曾有一次
间断。但是当我们向人们指出除去世人罪孽的上帝的羔羊时，上帝的福
气就象荣耀的浪涛一样漫过我们。主显出了他的荣耀，我们感到了他的
灵在深刻运行。这信息在各处都导致认罪和离弃罪孽。

……假如你们抹掉最近两年一直在作的传讲基督之义的见证，你们还能
指出谁在说出适合人们的特别亮光呢？已经介绍的这个信息应该传给每
一个自称相信真理的教会，使我们的人上到一个更高的立场……33*

每一个工人都有其地位；但上帝并不希望任何人以为除了他已经赐下的
信息不会听到别的信息了。我们需要过去的信息和新鲜的信息。34

2月5日星期三，怀爱伦再次向那些在巴特尔克里克参加聚会的人讲话。
她请求弟兄们亲近上帝、亲近彼此。她试着鼓励他们，让他们知道上帝
要用“从上帝宝座而来的亮光”来祝福他们，“使百姓能够在上帝的日子站
立的住”。各个教会由于缺乏“灵性的食物”，“几乎要死掉了”。传道人们
所要向这些教会阐述的真理，“不应当出自另一个人的头脑，而是来自你
们通过辛勤查经所接受的亮光”。怀爱伦再次以南兰开斯特的奇妙成果鼓
励听众，她就是在那里与琼斯并肩同工，分享这道信息的：

几乎每一位学生都被卷入了天上的激流，人们所作的活泼见证甚至超越
了大失望之前1844年的那些见证。许多人在南兰开斯特学到了把他们的
心交给上帝意味着什么——回转意味着什么。很多人说：“我已经宣称跟
随耶稣许多年，但我之前从不知道认识耶稣或认识天父是什么意思。从
这次经历中，我学到了作基督徒意味着什么。”……

弟兄们，有光为我们发出；有光为上帝的百姓发出，“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人们不明白的原因，是他们把自己紧紧绑在疑惑与怀
疑上。他们不培养信心。若上帝赐下光，你必须行在光中，跟从光。亮
光正在从上帝的宝座照耀出来，这是为什么呢？是为了预备一群百姓在
上帝的日子能够站立的住。35

尽管有这些事情发生，弟兄们仍然警告其他人不要参加琼斯和瓦格纳教
授的课程，有些人参加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破坏他们的演讲而提问。36怀爱
伦警告他们“不要反对那些在服侍上帝的事上表现出太多热心的人；不要
说‘你激动了；你太紧张，太积极了。’不要反对你的弟兄自己查经，否则
他们会被错谬欺骗。”她感受到警告弟兄们不要重复犹太人的错误是一件
非常紧迫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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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写作“基督的一生”[《历代愿望》]时，倾心向上帝祷告，让亮光临
到他的百姓。当我稍微看到基督之可爱时，我的心就上升到上帝那里：
“噢！将这荣耀启示给你的仆人们吧！让偏见与不信从他们心中消失。”我
所描绘的每一句话——关于基督的日子时百姓的状况，关于他们对世界
之光的态度——在其中我看到了我们自己重蹈覆辙的危险，于是我就向
上帝祈求：“请不要让你的百姓变成这样。不要让你的百姓犯这样的错
误。加增他们的信心。”……我们在世上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不信，但当不
信出现在百姓领袖们的心中时，我们的灵魂就受到了伤害。这使我们忧伤，
也使上帝的灵忧伤。37*

圣灵由于那些身处领袖位置之人的不信而忧伤离去。这些人在阻挡亮光
照到百姓身上，他们的态度在影响整个教会。

第二天早晨怀爱伦向领袖弟兄们讲话时，她想知道为什么“许许多多”人，包括
乌利亚·史密斯，没有参加这些聚会。是害怕自己“被争取过来”吗？他们躲在一
边，而且“一直在黑暗中向[琼斯和瓦格纳]开火”。怀爱伦说传道人们“应该明白
上帝的灵在哪里”，以便“明白主正在给他的子民造成的印象”。她说：这些人
正是“应该有兴趣为了自己……所受托的岗位而拥有真理的人——那些应该得
着装备以适合这些岗位的人，却根本不在这里。他们没有近前来。”这些传道
人不应当吹毛求疵，去寻找可以悬挂他们疑惑的钩子，而应当“屈膝祈祷；为
基督的缘故看到犹太人的错误和过失。”38

怀爱伦讲到她是怎样在前一天早晨带着重担醒来。由于知道人们“没有行在光
中”，她感到一种非常的责任。怀爱伦恳求弟兄们：“当你们离开这个地方时，
但愿这信息充满你们，甚至它如火闭塞在你们骨中，使你们不能静默不言。人
们确实要说：‘你们太兴奋了；你们使这个问题太重要了，你们对律法考虑得
不够；现在，你们必须更多考虑律法；不要总是谈论这种基督的义，而要增进
律法。’让律法照顾它自己吧。我们一直在律法上作工，直到我们干旱得象基
利波山没有雨露一样。让我们信靠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功劳吧。”他们会留意
这份警告吗？39

第二天早晨，怀爱伦延续了相同的思路。弟兄们正在犯一个错误——他们“认
为人绝无错误”。百姓指望“传道人会照顾他们”，仿佛他们自己没有任何个人
之工。但无论一个人的职位如何，无论他是工作中有经验的领袖，还是一个新
来的，百姓都要亲自研究圣经来发现什么是真理。百姓应当相信上帝，而不是
相信人，因为“我们没有谁是绝无错误的”。40*但人会犯错并不代表上帝不会通
过他选定的信使带给百姓更多亮光：“有能力给这班子民。我知道这一点。上
帝多年来一直在向我显明这一点，时候已经到了。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心中应该
激发活泼的信心，我们应该急切寻求更多的亮光和更多的知识。”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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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爱伦蒙召作先知，并不是为了解决所有意见的不同，告诉百姓他们必须相信
什么、不相信什么。她过去不是捷径，在诸约的争议上她也不会是捷径。早期
先驱们发现安息日和天上圣所的真理时，上帝只有在他们诚挚的研究过圣经之
后，才通过怀爱伦先知的恩赐确认了这些真理。在加拉太书中的律法和诸约的
问题上也会如此。主并没有一次就将有关争议问题的全部亮光启示出来。怀爱
伦看到对亮光的反对兴起时，把百姓指向了圣经。查经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确认
琼斯和瓦格纳所说的是不是真理，也是为了让百姓能够亲自体验那个真理。教
会已经由于单单在头脑上认可一系列教条性的真理而不冷不热，这其中包括因
信称义。除此之外，怀爱伦作为上帝先知的权威也受到了许多教会领袖的极大
质疑，因为她支持琼斯和瓦格纳，以及他们所阐述的信息。怀爱伦知道，若百
姓亲自研读圣经，他们会发现上帝确实在给他的教会倾撒祝福之雨：

你们此时在这所学校里。瓦格纳弟兄会把真理摆在你们面前。你们可能
会说他讲的是真理。但然后你们会怎么做呢？你们必须亲自查考圣经。你
们必须以谦卑的心查考圣经。你们若是充满偏见和自己的成见，你们若是
怀有自己没什么要知道的，值得知道的都已知道了的想法，就不会在这里
得到任何益处。然而你们若是象小孩子一样前来，就会想学习要教给你们
的一切东西……天上的主已引导人心对圣经进行专门研究，而当人讲解那
些经文时，他已赐给[我们]推理的能力……我能象他[讲者]一样看到证据；
我能象他一样发现证据。我能出去讲说真理，因为我知道它是真理……

我毫不怀疑地相信上帝已在正确的时间赐给琼斯和瓦格纳弟兄宝贵的真
理。我认为他们绝无错误吗？我会说他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想法都没有
问题，不会有错吗？我会这么说吗？不会，我不会说这种话。我也不会
说世上任何一个人是这样的。但我确实说上帝已赐下亮光，你们确实要
小心怎样对待它。42

在这个时候，主没有明确向怀爱伦启示琼斯和瓦格纳在诸约上的立场是
正确的。然而他明确的表示自己正在赐下亮光和宝贵的真理，虽然是通
过会犯错的人赐下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琼斯和瓦格纳是不是绝无错误
的，而在于弟兄们如何对待上帝所赐下的亮光。他们不应当在信使和信
息中寻找缺陷，而应当像寻求亮光一样去研究学习。他们不应当告诉百
姓远离聚会，而应当鼓励研究调查：

我说到这些人[传道人们]是因为他们可以知道、可以明白何为真理；他们若
是不愿听，若是愿意保持距离，就象传道人们告诉会众的，要远离，就不要去
听。现在，你们应该样样都听。他[瓦格纳]若是错了，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应
该明白……我们应该亲自查考。我们应该知道何为真理；而它既是真理，弟兄
们，在安息日学中的孩子们就需要它，他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它……那些居于负
责岗位的人，我说你们对上帝有责任，要知道这里正在进行的事……

这已使我非常悲痛忧伤，因为知道有些人心里充满了偏见。他们倾听能
捕捉到的每一句话……谁说他们[琼斯和瓦格纳]是完全的？谁这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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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声称上帝已在正确的时间赐给我们亮光。而今我们应当接受上帝的
真理——当它是来自天上的接受它……当一个要点得到证明的时候，他
们不会承认一个字。因为他们看不到亮光，却提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所以一个要点都没解决。他们不承认自己已经明白那个要点；反而提出
一整套的问题。现在，弟兄们，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是查考圣经，是象那
些想要亮光的，不是象那些想要把亮光拒之门外的。43

这就是传道人学会当时的状况，瓦格纳甚至还没有机会阐述两约的题
目。一种有利于拒绝上帝所要赐给他百姓全部亮光的环境已经形成。传
道人和教会领袖聚集在那里。虽然他们对天上亮光的接受或拒绝是个人
的选择，但结果却会影响整个教会；他们的罪将会像犹太人一样，是“通
国的罪”。 人已经成为“指向错误方向的陆标”。由于他们的罪，“整个教
会就要为此负责”。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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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尾注

1. “两约”，《家庭圣经阅读》（密歇根州巴特尔克里克：评论与通讯出版社，
1888年），214-219页。

2. 丹·T·琼斯致E.W.法恩斯沃思，1890年2月9日，第5页，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
档案。

3. E.J.瓦格纳著“两约”，《家庭圣经阅读》（1889年），312-317页。

4. “两约”，《家庭圣经阅读》（1888年），219页。

5. 罗伯特·范·奥耐姆著《艾略特·J·瓦格纳作品中的永约教义》（毕业论文，罗马琳达大
学，1985年），23页。

6. 丹·T·琼斯致E.W.法恩斯沃思，1890年2月9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档案。

7. 同上。

8. 全球总会执行委员会是真正管理教会的行政或管理部门：“执行委员会在没有总会会
议进行时的权力比较广泛。其部分责任是投票决定全球各个分区的年度拨款……制
定全球范围内工作的管理制度，向海外园地派遣布道士，并从宏观角度贯彻总会的
目标……执行委员会填补任何总会办公室、董事会或委员会的空缺；向工人颁发资
格证和许可证。”这个委员会在1888年之前都是由五个人组成，1888年扩展为七名
成员。在1889年总会上，又加上两位成员，使总人数达到了九人：“O.A.奥尔森、
S.N.哈斯克尔、W.C.怀特、D.T.琼斯、R.A.安德伍德、R.M.基尔戈尔、E.W.法恩斯
沃思、E.G.盖奇、A.R.亨利。（1889年11月6日《总会会议每日公报》，140页。）
在这九位负责教会目标、计划以及最终方向的成员当中，至少有六位公开反对琼斯
和瓦格纳，以及他们所阐述的信息。

9. 丹·T·琼斯致乔治·I·巴特勒，1890年2月13日，第10页，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
档案。

10. 1889年11月6日《总会会议每日公报》，153页。

11. “传道人”，《SDA百科全书》，第十卷，901页。

12. 吉尔伯特·M·瓦伦丁著《复临主义的形成》，49-50页。

13. 丹·T·琼斯致E.W.法恩斯沃思，1890年2月9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档案。

14. 同上。

15. 同上。

16. 同上。丹·琼斯之前刚刚说过，如果所有人认为瓦格纳可以教导[约的题目]，
他“也不会再多说什么”。或许他并不明白，就像明尼阿波利斯一样，“那次会
议的历史及其沉重的记录已永远保存了下来。当审判启动，案卷打开的时
候，将会发现其上记载着一段许多曾参加那次会议的人不愿再见到的历史。”
（怀爱伦，信函67号，1890年9月17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7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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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丹·T·琼斯致E.W.法恩斯沃思，1890年2月9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档案。
在丹·琼斯的印象里，那次会议上只有兄弟般的友善。怀爱伦则显明他的观念
是错误的：“有些人可能会说：‘我不恨我的弟兄；我没那么坏。’但他们对自己
的心知道的多么少啊。他们对弟兄有反对的情绪，或许还以为自己是为上帝发
热心；要是弟兄的想法似乎以什么方式与他们的想法相抵触，他们那些没有爱
心的情绪就表现出来了。他们就显出没有与弟兄和睦的意向，宁愿与弟兄刀戈
相见。可是弟兄或许正在把从上帝而来的信息传给众人——正是他们此时所需
要的亮光。”（怀爱伦，信函19d，1892年9月1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
1022页。）

18. 丹·T·琼斯致E.W.法恩斯沃思，1890年2月9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档案。

19. S.A.惠提尔（S. A. Whittier）致O.A.奥尔森，1890年1月22日，基督复临安息日
会总会档案。

20. 这一句据说是A.T.琼斯所讲的话，是乌利亚·史密斯散播的，它甚至被插入史密
斯写给怀爱伦的一封信中（1890年2月17日；收录于《手稿与回忆》，152
页。）于是怀爱伦给琼斯写信询问这句话。（信函55号，1890年2月17日，未
公开。）琼斯在写给怀爱伦的一封信中（此信现今已不存在）回应了这一控
告，并且有机会从他的角度说明了总会办公室里那次传道人会议的情况。（怀
爱伦致W.C.怀特，信函83号，1890年3月13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627
页。）因此怀爱伦给乌利亚·史密斯写信说他“对他[琼斯]的指控是错误的”。
（信函73号，1890年11月25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734页。）然而伤害
已经造成了。制造一个谣言比停止一个谣言容易得多。在写给乌利亚·史密斯
的一封信中，怀爱伦解释了这是怎样发生的：“你已加强了诸如拉森、波特、
丹.琼斯、爱尔德里奇、莫里森、尼古拉等人的心和手，并藉着他们使许多人行
事偏僻。他们都引用你的话，公义之敌却在旁观看，沾沾自喜。”（信函59
号，1890年3月8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599页。）

21. 丹·T·琼斯致A.W.艾力，1890年1月23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档案。

22. 乌利亚·史密斯著“编辑的话”，1890年1月28日《评论与通讯》，64页。

23. 这一点不能被忽略。反对琼斯和瓦格纳的人宣称“圣经，唯有圣经”是他们信仰
的准则。文士和法利赛人正是这样对待基督的；他们引用摩西的书来证明自己
的正确和基督的错误。但琼斯和瓦格纳带来的信息是让百姓回到圣经，并且回
到圣经中各种美丽的真理。怀爱伦支持这一做法，并且数次邀请那些反对琼斯
和瓦格纳的人回到圣经中去研究，为要使他们能够相信正在被阐述的信息。但
她对圣经深入研究的呼求并没有使她支持琼斯和瓦格纳教导的话失效——那些
出自于圣经的教导。若琼斯和瓦格纳通过深入的研究圣经所阐述的信息充满了
致命错误，那“主依着自己的大怜悯通过琼斯和瓦格纳传达了一道最宝贵的信
息”——一道包含深入研究圣经之呼召的信息，难道不是有些奇怪吗？然而，
这正是120多年前他们所受到的指控。领袖弟兄们宣称相信圣经和因信称义的
教义，他们只是不相信琼斯和瓦格纳的“神学新动向”。同样的思想如今依然存
在于那些不认同琼斯和瓦格纳观点的人当中——关于基督本性、因信成义、最
终一代、晚雨、以及诸约的观点。乔治·奈特说：“教会需要站在摩西、约翰、
保罗和其他圣经作者的角度来阅读圣经，而不是站在任何其它角度……如今一
些人希望我们站在琼斯和瓦格纳的角度来阅读圣经。这样的行为或许是最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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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错误……怀爱伦支持这两个人是因为他们在带领复临教会回归基督与圣经，
而不是因为他们在神学上有最终的话语权，或者他们的神学是她所完全认可
的。”（《1888年信息简易指南》，179页。）然而怀爱伦也警告过动摇人们对
预言之灵信心的微妙欺骗，这种欺骗正是那些反对琼斯和瓦格纳所传达之信息
的人带来的，他们宣称自己持守圣经：“仇敌已经作了他狡诈的努力，来动摇
我们的人对于证言的信心，这些谬论进来时，会声称要用圣经查验所有的立
场，但他们曲解圣经……这恰好与撒但所谋划的一样，那些一直在为使百姓不
注意上帝之灵证言的警告和责备而预备道路的人，将看到各种错误的思潮要涌
入生活中。”（怀爱伦致W.C.怀特，信函109号，1890年12月6日；收录于《1888
资料集》，739页。）

24. 怀爱伦手稿22号，1890年1月/2月，“日记”；收录于《1888资料集》，579页；
丹·T·琼斯致E.W.法恩斯沃思，1890年2月9日。怀爱伦在2月8日安息日写下了
这些话。三周之前的安息日，也就是1月18日，丹·琼斯与她谈论了自己对瓦格
纳教导诸约问题的担心。

25. 怀爱伦致威利和玛丽·怀特，信函83号，1890年3月13日；收录于《1888资料
集》，635页。

26. 怀爱伦手稿22号，1890年1月/2月，“日记”；收录于《1888资料集》，570-575
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27. 怀爱伦手稿9号，1890年2月3日，“对新亮光的反应”；收录于《1888资料
集》，537、538页。

28. 同上。539-540页。怀爱伦在这一点上的评论必须结合她后面的话来理解。她所
指的似乎甚至包括自己的丈夫所作的工作。

29. 同上。540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怀爱伦为《评论与通讯》编辑这篇证道
时，把这最后一句话改成了“他会使大量圣灵进入他的工作……”（“现代信息”，
1890年3月18日《评论与通讯》，161页；收录于《1888资料集》，545页。）

30. 怀爱伦著“我的健康恢复了”，1882年11月2日《评论与通讯》，484页；E.J.瓦
格纳致怀爱伦，1903年11月3日。见第一章。

31. 怀爱伦手稿9号，1890年2月3日，“对新亮光的反应”；收录于《1888资料
集》，540-543页。

32. “对于拒绝基督的事，以及后来的结果，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必须负责。通国
的罪恶和国家的灭亡，乃是这些宗教首领们所造成的。”（怀爱伦著《基督比
喻实训》，305页。）同样的道理现今依然正确吗？这并非一般人或分支团体
指证教会就是巴比伦的证据。但它确实显示出领袖的重大责任，也促使我们在
寻求主的道路上支持并协助那些身处领导位置的人。

33. 如今许多人责难这道怀爱伦如此推崇的信息（“已经介绍的这个信息”），这是
一个令人难过的事实。现今情况有任何不同吗？戴斯蒙德·福特说：“在著名的
1888年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上，传道人琼斯和瓦格纳有一道亮光的瞬息一现——
在第一世纪照耀了罗马世界，十六世纪照耀了欧洲，并且在基督复临之前要充
满整个世界的亮光……不幸的是，他们二人在其它要点上并不清晰，比如称义
与成圣之间的区别……[以及]基督的本性……或许这种有缺陷的神学导致瓦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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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与琼斯受到泛神论的感染。”（澳大利亚《时兆》，1978年2月，30页。）罗
伯特·布林斯密德写道：“在我们历史中的一些特殊时间段里，福音努力的要进
入复临群体。1888年就标志着这样一个时间段。然而在此我们也必须保持恰当
的立场……瓦格纳有称义的亮光要给复临群体。但与他同时期的改正教学者在
因信称义上拥有更好的资料。”（《被福音审判：对复临教义的评论》[1980
年]，14-15页。）杰弗里·J·派克斯顿下结论道：“1888年复兴的问题有两个层
面。首先，虽然瓦格纳和琼斯强调了神人[基督]的作为与死亡在使人能于审判
之日站立的不可或缺性——这是迈向宗教改革的一步，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亮
光以完全宗教改革式的‘仅靠基督’的眼光来看待这一点。”（《复临教义的震
动》[1977年]，67页。）大卫·P·麦克马洪宣称：“瓦格纳是最伟大的复临教会福音传道人
之一。但他不能与当时伟大的改正教传道人同日而语。”“在这些文章中[1889年]，瓦格纳开始
采纳一种‘有效的’称义……这一天主教原则迅速代替了改正教元素……这是个致命的错
误。”“瓦格纳在1889年2月还没有形成他的泛神论。但他的逻辑性思维以他的这
些前提为基础，带着他走向最后的终点。”“然而对瓦格纳而言，似乎一点点罗
马天主教的酵很快就将全团发起来了。如果说他1890年关于称义的文章是令人
失望的，那么他1891年总会会议上关于罗马书的讲座便是非常糟糕的……瓦格
纳在这些讲座中的称义观点完全是罗马天主教的观点。称义被理解为使信徒成
圣的一种内心工作。”（《迷思与真相》[1979年]，64、94-95、99页。）伯特·
哈罗维雅克断言道：“作者希望在本章中能够显明，1903年出现的异端神学[圣洁
肉体与泛神论]的根源，始终如一的存在于琼斯和瓦格纳的神学系统当中，因为
他们缺乏称义的公正观点。这些异端的根源在A.T.琼斯1889年5月堪萨斯州奥托
瓦帐篷大会上的演讲中可以看到。”“对那些聚会进行分析，不仅能使我们辨明
1888年信息的本质，还能使我们看到未来会发展为圣洁肉体和《活殿》背道[原
文如此]的种种元素。”（《从义到圣洁肉体：明尼阿波利斯的审判》[From
Righteousness to Holy Flesh: Judgement at Minneapolis]，[1988年]，第九章，2、41
页。）罗伊·亚当斯主张：“如我们所看到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内部的完美主义势
力起源于1888年之后A.T.琼斯和E.J.瓦格纳的教导。”（《基督的本性》[1994年]，
37页。）乔治·奈特坚持道：“举例来说，琼斯在他1889年五月堪萨斯州奥托瓦
的证道中指出，基督神性与神能的内住能最终使人遵守上帝的诫命……这一教
导……成为无罪完美主义在基督复临信徒当中被传播的主要原因——它在1890
年代产生了一些多产的分支。比如在后明尼阿波利斯时期的琼斯，与1900年印
第安纳州的圣洁肉体运动之间，就有比较明显的联系。”“圣洁肉体的狂热于
1899年在印第安纳州爆发……‘活着升天之信心’与‘战胜一切犯罪倾向的能力’
这两条关键的印第安纳教义，他早在至少1889年就开始传讲了……”（《从
1888到背道》[1987年]，56、57页。）伍德鲁·惠登在他给瓦格纳所写传记中的
“有效神学命题”，从头到尾都是要证明以上所列举的理念：“毫无疑问，后明尼阿波利
斯阶段的早期（1888年至1892年中）最重要，和对未来影响最大的神学趋向，就是瓦格
纳1889年早期对内住之基督的强调……它将会成为瓦格纳余生几乎所有错误的神学与人
生道路的源头。”“在1888年之后的年月里，开始了一种向不健康的主观主义的移
动，这种移动是难以察觉的，而且似乎从未停止过。关键的发展产生于1889年
和1892年。“公正的说，瓦格纳对内住之基督称义工作的神秘主义和主观的观
点，是否导致他进入了泛神论的迷宫呢？我们认为这是最大的可能。”（《E.J.
瓦格纳》[2008年]，210、358、363页。）李罗伊·摩尔很好的总结了以上的这
些观点，而且也让我们洞察到人们如此迫切责难真正的1888年信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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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派认为琼斯和瓦格纳，也就是公认的那道信息[1888年]的倡导者，将四种
异端插入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义[1888年之后不久]：对历史性原罪教义的拒
绝；将成圣包括在因信成义之内；宣称基督把有罪的肉体与他自己无罪的本性
连结在一起；相信[品格]完全的教义。琼斯和瓦格纳最早的印刷作品反映了以
上这些观念[作为真理而不是异端]，怀爱伦对他们不寻常的支持，需要海量的
证据来证明她在明尼阿波利斯之后马立即现了他们反映罗马天主教异端的神学
错误。明尼阿波利斯之前、之时与之后的发展否认这样的主张。”（《危机中
的神学》，294页。）

34. “现代信息”，1890年3月18日《评论与通讯》，161页；收录于《1888资料
集》，545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35. 怀爱伦著“亲近上帝”，1890年2月5日晨更讲话，1890年3月4日《评论与通
讯》，129页。

36. 怀爱伦手稿56号，1890年2月7日，“得自葡萄树的教训”，收录于《1888资料
集》，566、567页。又见怀爱伦手稿18号，1889年12月，“宗教自由”；收录于
《1888资料集》，512页；以及怀爱伦手稿10号，1890年2月6日，“谁愿意接受
天国的亮光？”，收录于《1888资料集》，549、555页。

37. 怀爱伦著“亲近上帝”，1890年2月5日晨更讲话，1890年3月4日《评论与通
讯》，129、130页。怀爱伦在写作《历代愿望》时（1890到1898年间），不断
受感看到犹太国领袖与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领袖之间的相同之处。她“超过100
次”警告我们不应当重复犹太人的错误。带着这个想法阅读《历代愿望》，不
难发现《怀爱伦1888资料集》里面的平行比较。（“怀爱伦隐藏在《历代愿
望》中的信息”，《1888年信息时事通讯》[1888 Message Newsletter]，1997年1
月-2月，3-5页。）另一件有趣的事，是怀爱伦在她作晨更讲话那一天写在日记
里的话：“我参加了清早的聚会。我们有了一次很好的见证聚会，我就作了一
个明确的见证。我多么真诚地受了上帝之灵的感动啊。我在站起来之前，一点
儿没有想到能这么清楚地讲话。但上帝的灵以能力降在我身上，我就不得不说
所赐给我的话。我不敢扣留一句证言的话。要是叫人们悔改的严肃呼召不受注
意，要是人们就此发出错误的言论，我可能会沮丧，可能会感到悲伤，但我们
不会收回一句话。我靠着一种高过人力的能力说所赐给我的话，即使我愿意，
也不能撤回一句话。主在夜间的异象中用表号赐给我指示，然后便解释它们的
意义。他把话语赐给我，我不敢不把它传给人们。基督的爱，我斗胆加上对生
灵的爱，激励着我，使我不能闭口不言。若是所说的话造成不幸，是因为那些
得到这信息的人心中没有地方容留上帝的话。”（手稿22号，1890年，“日记摘
录”，1890年2月5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578-579页。）

38. 怀爱伦手稿10号，1890年2月6日，“谁愿意接受天国的亮光？”，收录于《1888
资料集》，549、555页。

39. 同上，557页。

40. 我们必须明确的是，“我们当中没有人是绝无错误的”，包括琼斯和瓦格纳。他
们确实犯过错误，而且在他们的神学理解中也有一些不正确的观点——怀爱伦
修正过这些错误。然而，我们必须小心不要延续当时那些领袖弟兄们的悖逆—
—他们不仅拒绝怀爱伦的劝告，还总是在为他们对最宝贵信息的怀疑寻找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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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怀爱伦在1892年说：“琼斯长老或者瓦格纳长老很有可能被仇敌的试探所
胜；然而即使这样，也不能证明他们没有来自上帝的信息，或者他们所做的工
作完全错了。但是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多少人就会由于未受上帝之灵的控制而
持这种看法，落入致命的欺骗之中。他们行在自己所点的火把中，分辨不出他
们自己所点的火和上帝所赐的亮光，他们象犹太人一样行事盲目。”（怀爱伦
致乌利亚·史密斯，信函24号，1892年9月19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1044-
1045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其在原文中是对事实的陈述，不是一个提
问。）遗憾的是，琼斯和瓦格纳在1892年之后都犯了错误，他们二人在下一个
世纪初都“被仇敌的试探所胜”。如今我们所应当记住的要点是，我们不要“落
入致命的欺骗之中”，就像怀爱伦预料所要发生的那样，也不要通过我们的教
导和作品让1888年的历史适应一种新神学。见尾注33。

41. 怀爱伦手稿56号，1890年2月7日，得自葡萄树的教训”，收录于《1888资料
集》，562、564页。

42. 同上，562-567页。

43. 同上，566、567页。

44. 怀爱伦手稿 3 0号， 1 8 9 0年 3月 1 2日，以及 “要发热心，也要悔改 ”，
1 8 9 0年 1 2月 2 3日《评论与通讯》；收录于《 1 8 8 8资料集》，
9 1 6、 7 6 4页。又见尾注 3 2。读一下《怀爱伦 1 8 8 8资料集》前两
卷，就会明白情况为什么是这样（所有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百
姓 “在很大程度上仰望人，把人摆在自己面前，代替上帝 ”。（354
页。）他们在随从他们的“榜样，过于注意上帝并寻求他的忠告”。（793
页。）怀爱伦称这种“把人放在上帝应该在的位置”为“偶像崇拜”。（886页。）
弟兄们“决不能带领人经历一种我们所没有的经验”。（521页。）百姓“不会走
到比你更远的地步”。（793页。）弟兄们应当尊重上帝已经赐下的光，不仅是
为了“自己的安全，也为了上帝教会的安全”。（956页。）乌利亚·史密斯拒绝
琼斯和瓦格纳的信息时，就成了“其他许多人的绊脚石”。（733页。）他“已加
强了诸如拉森、波特、丹.琼斯、爱尔德里奇、莫里森、尼古拉等人的心和手，
并藉着他们使许多人行事偏僻”。（599页。）“已经有相当多的人完全与你[史
密斯]一起从事这种工作，他们是身居要职的人，区会的会长，传道人和工
人，你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同盟，要质疑，要批评……这些人所居的职位和那职
位给他们的影响已使许多人疑惑，他们决不会再安宁了。这些末后日子的欺骗
和迷惑会胜过他们，因为……他们已经因你给他们的榜样而坚决偏行了。”
（797页。）这些行在黑暗中“代表的人”（779页。）“不能辨认天上的亮光”，
因此“这势必影响他们思维，决策，提议和咨询的全部过程”。（727页。）“然
而”，怀爱伦说：“众所周知史密斯长老并没有站在光中……他却被安置在教师
的位置，要影响和塑造学生们的心智。”（714页。）怀爱伦意识到“工作正被
扭向错误的路线。”（888页。）“巴特勒长老，法恩斯沃思长老，史密斯长
老，以及其他许多人的立场和工作会因他们不应该说而说了的事，和应该说却
没有说的事而动摇上帝子民的信心。而这种局面——不信，偏见和法利赛主
义——正在影响着教会。”（717页。）“在巴特尔克里克表现的精神已经成为
许多教会的精神。”（746页。）因此，“在我们境内的罪人已经变得刚硬，非
常坚定地不信了。”（867页。）由于怀爱伦支持琼斯和瓦格纳——“主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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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达真理的来源”所阐述的“圣经真理”，这些身处显要位置的人就怀疑她的
职分。他们在“散布怀疑的种子，动摇各教会对证言的信心”。（677、676
页。）怀爱伦说：“我去每一个地方都听到人引用史密斯长老和巴特勒长老反
对证言。”（715页。）“那些受过责备的人坚持我们的领袖们所持有的这种怀
疑不信的立场，觉得有权说赐给他们的证言不真实。”（684页。）因此，其他
灵魂的血要“被归在那些已经被仇敌弄瞎了心眼……的人身上”。（853页。）怀爱伦
可以合理的问：“我们难道要在我们的工作中重演犹太人的历史吗？”（545
页。）“要是犹太民族的平民蒙允许接受他的信息……他们原不会拒绝耶稣。”
（906页。）然而，她说：“今日民中的领袖们采取的做法与犹太人曾采取的做
法是一样的。”（911页。）因此“上帝也不赐给他们圣灵，黑暗就笼罩了他
们，就象曾笼罩了犹太民族一样。”（718页。）虽然“那些身居负责岗位的人
已使耶稣失望……上帝的灵已经担忧”，但是“他们的悟性却那么迟钝，以致对
此一无所知。”（519、717页。）难怪怀爱伦会说，这些”令上帝不悦的“罪恶
若不得到纠正，“整个教会就要为此负责”。（7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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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令人信服的证据
不要浪费你的时间去提出
一个与瓦格纳不同的观点

“约这个题目在过去三周中给我们造成的麻烦，似乎比日常工作更使我
精疲力尽。”丹·琼斯在他1890年2月17日给E.W.法恩斯沃思的信中这样说
道。虽然瓦格纳被阻止在1月末的传道人学会上教授这一题目，但这个主
题并没有销声匿迹。当O.A.奥尔森和W.W.普雷斯考特在2月初回到巴特尔
克里克时，他们发现工作中心的状况非常糟糕。那个周结束之前，已经
安排了“要在传道人学校，以及其它愿意参与的人面前来研究约的问
题。”普雷斯考特选择要主持下周举行的会议。瓦格纳最终将“得到允许
来阐述他的观点”。但他却不能在没有反对的情况下这样做；其他人“若
愿意，也可以提出问题，或阐述他们的相反观点”。无疑许多人提出了反
对意见，因为根据丹·琼斯所言，“显然这个问题激起了全国各地之人的注
意，并且遇到了许多反对。”这些反对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丹·琼斯本
人，因为他在与国内各地的人通信时表达了反对意见。1*

2月16日星期天早上，瓦格纳开始了一场共
有十个两小时阶段的讲习会，这一会议将在
接下来的两周当中进行，其主题就是诸约。
在这十个阶段当中，瓦格纳主讲六个阶段，
乌利亚·史密斯、R.C.波特尔、和布道士兼总
会工人布尔多弟兄（Bro. Bourdeau）每人主
讲一个半阶段。依据丹·琼斯的说法，“有关
诸约的两种不同观点”被阐述，“一种观点赞
同我们的百姓过去所持有的立场，这种观点
是由史密斯长老和波特尔弟兄阐述的；而另
一方赞同瓦格纳医生所持的后期观点，这一
观点得到了布尔多弟兄的支持。”毫无疑
问，瓦格纳像他在《圣经阅读》和高级安息
日学课中那样阐述了诸约，2丹·琼斯说瓦格

D.T.布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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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的表述“与他在明尼阿波利斯所阐述的类似”。史密斯和波特尔的演讲证
实了这一点，因为他们演讲的目的就是反驳瓦格纳的教导。3*

瓦格纳在自己的第二场演讲中，比较了旧约与新约，“显明两约都有三
个客观要点：第一，义；第二，地土的继承；第三，祭司的国度。”上帝
应许要给人义，以便使人可以在被更新的世界里得到永生，并且通过这
种活泼的经验使人成为上帝品格的见证人。瓦格纳在这一点上的一些观
念引起了弟兄们的强烈反对： “直到快要结束时，才出现了史密斯长老和
其他人反对的内容……就是瓦格纳医生平行对比旧约与新约的时候。”弟
兄们强烈反对的是什么？依照丹·琼斯的说法，是因为瓦格纳说，在第一
个约，或者说旧约当中，“一切都取决于百姓的顺服；在第二个约，或者
说新约当中，上帝为百姓作一切事情。”4

由于许多弟兄提出了反对意见，并为“向所有关心这一研究的人显示完
全的公平”，W.W.普雷斯考特决定让乌利亚·史密斯作第三阶段的主讲，
来阐述传统观点。5

乌利亚·史密斯与R.C.波特尔回应

在过去超过一年的时间里，乌利亚·史密斯一直有一个负担——他为自
己所感受到的教会里发生的事情担忧，而这个教会是他协助建立的。即
使在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之前，他就感到琼斯和瓦格纳在作出一种坚决的
努力，可以说是一种共谋，要向上帝末时的百姓推广新教义。在他心
里，教会已经相信因信称义的教义。至于有关加拉太书律法和诸约的新
观念，他觉得不过是伪装成新亮光的错误的枝节问题，而且这些观念与
因信称义没有关系。对史密斯而言，更糟糕的是怀爱伦支持这些在他心
目中破坏了怀爱伦可信性的人。

史密斯从未坐下来与怀爱伦谈一谈，了解她的立场，也没有在过去的一
年里回复她的一些信件。瓦格纳被允许在传道人学会上阐述诸约的题
目，令史密斯非常不安。他曾经支持丹·琼斯禁止瓦格纳的尝试，而且在
《评论与通讯》中写了一份免责声明。6在收到怀爱伦2月16日写的另一
封信（已不存在），并听了瓦格纳两次对诸约的阐述之后，史密斯再也
无法忍受了。他急忙给怀爱伦回信，让她知道自己对整件事情的感受。
史密斯六页长的信清楚的表达了他深刻与真诚的担忧。他希望自己能与
怀爱伦有“最完全的联合”，可是他无法摆脱“一些困惑”。7

史密斯向怀爱伦保证道：“我不希望任何人在任何问题上，因为我的立场
而决定他的信念。”他提醒怀爱伦，自己不像A.T.琼斯——那个据称说过
“我拥有真理，而且你们最终一定会变成与我一样的立场”的人，他总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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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说：“检验问题，只采取你所认为满意的立场。”8*史密斯回溯到1886
年开始的一些事件，来解释他的看法。“落在我们事业上的灾难中，仅次于怀
特弟兄之死的，就是瓦格纳医生把他关于加拉太书的文章刊登在《时兆》
上。”史密斯认为，E.J.瓦格纳的观点与他父亲J.H.瓦格纳的观点是一样的，而
J.H.瓦格纳的观点在史密斯看来，是怀爱伦在1856年曾经指责过的。若史密斯
“在法庭宣誓”，他“一定会作证”说“唯一有问题的要点”，就是加拉太书中的律
法代表的是道德律法还是仪文律法。

史密斯看不出E.J.瓦格纳的观点如何超越了他父亲的观点；他也不明白
怀爱伦给J.H.瓦格纳的建议，是让他不要在那个时候公开自己的观点。出
于这个原因，史密斯感到怀爱伦变了：“当你总的来说明显支持他的[E.J.
瓦格纳]立场时……许多人都很惊讶。当他们问我这意味着什么，我对此
如何解释时，真的，怀姐妹，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即使现在也不知道该
说什么。” 9

史密斯继续道：“下一个不幸的事件，就是弟兄们在[明尼阿波利斯]会
议即将开始之前，在加州聚集，安排他们的海报计划，以及要在会议上
传讲他们在十角与加拉太书律法上观点的计划……它们[那些观点]就是
这样被引进的，而且如我所担心的一样，几乎毁了整个会议。”史密斯
感到“有人制定了一个确定的计划，要将这些教义的变化推广到我们的百
姓当中，直到这些观点被当作官方观点。”他有这样的感觉是有充分原因
的，因为“在所有帐篷大会、在各个机构、学校、传道人聚会上”，这些
观点“都被置于前方，并且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和时机被提出”：

所以你知道我无法相信它的两个原因，那就是：首先，这在我看来是与
圣经相反的；其次，与你之前所见到的也相反。我所说的并不是他[瓦格
纳]在因信称义和借着基督成义上的观点，因为这些观点是我们一直相信
的；我指的是他在加拉太书中律法上的观点，这些观点是他以其它那些
要点为前提推断出来的。

那次会议的真正问题就是加拉太书中的律法；然而瓦格纳弟兄在成义上
的前六堂论述我们都认同；若我不知道这些论述都是为他在加拉太书上
的观点——我认为错误的观点——铺就道路的话，我本应相当欣赏这些
论述的。当然，我不相信这两者之间存在必然和逻辑上的联系，然而你
知道，一个真理可以以这样一种方式、这样一个明显的理由被利用，以
至于我们本应从其所得到的满足都被破坏了……

我相信自己任何时候都愿意从任何人那里接受亮光。但对我而言，任何
被称为亮光的，都需要与圣经相符，并且基于使人信服的严密推理，这
样我才能把它当做亮光。而且当任何人阐述某些我已经知道并长久相信
的东西时，我不可能称其为新亮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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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的看法不能被忽视。他宣称相信因信称义；对他而言这不是新亮
光。他只是不认可琼斯和瓦格纳在诸约与加拉太书中律法上的观点。基于
自己对圣经的理解，以及对怀爱伦以前所见[异象]的感受，史密斯拒绝接
受他们的立场。在这两方面他都错了。史密斯不能像怀爱伦一样看出，琼
斯和瓦格纳在诸约与加拉太书律法上所阐述的内容，确实是将因信称义置
于一个“新框架”之内的“新亮光”。这“确实是第三位天使的信息”，若被人
接受，就会以其荣耀照亮世界。11

接近信的结尾时，史密斯向怀爱伦提到，别人“告诉他A.T.琼斯弟兄这
个冬天曾经在这里授课”。他听说琼斯在破坏复临信徒所熟知的预言日
期，还在支持其它那些这样做的人。史密斯告诉怀爱伦他“原本可以提到
许多其它要点，但不愿多花时间。就是这些事在搅扰我。这些是我所反
对的。”他警告怀爱伦，这些错误观点“若被传播出去，会完全破坏你的
工作，并且动摇人们对信息的信心”。然而，“因为我小心的对这些要点
其中的一些作了警告，就被人在公众面前当作在黑暗中射击的人，不知
道自己反对的是什么。我认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确实知道我在反对什
么。”12史密斯并未看出是他自己，而不是琼斯和瓦格纳，在破坏怀爱伦
的工作。几天之后，史密斯“错误的”控告了琼斯这一事实就被清楚地显
明出来。13

把信寄给怀爱伦之后，史密斯有机会公开阐述类似的观点。2月19日，
他将自己在诸约上的观点，与瓦格纳在前两次聚会上所阐述的进行了对
比。史密斯不希望“以争论的方式”阐述“任何内容”，而只想阐述“圣经所
教导的”。若他所说的某些话与瓦格纳“所阐述的观念不同”，那“仅仅是因
为在我看来，这是更好的观点，一个更好的立场”。史密斯为“在因信称
义和通过基督成义这些题目……上的一致”而感到欣慰。他“不知道基督
复临信徒在这一点上曾经、或现在、或将来，会有任何分歧。但是在诸
约的题目上，人们对一些要点和经文似乎有不同意见。”14这样，史密斯
没有看出因信称义与诸约之间的联系，而琼斯和瓦格纳将这两点联系在
一起，通过两约来看待因信称义。

通过演讲，史密斯反驳了他所认为的瓦格纳的异端观点。他宣称两约是
亚伯拉罕之约的“两个阶段，两个时代”。第一阶段实现在了亚伯拉罕实
际的后裔身上，就在他们继承应许之地时。第二个阶段将要在复活和世
界被更新时成就。史密斯把旧约理解为百姓与上帝所立的一个契约或交
易。他们应许要遵守十诫以及上帝要添加的任何条件。之后上帝加上了
仪文律法和圣所的服侍，“为要叫过犯显多”。然而可悲的是，旧约是有
缺陷的，因为“它不能最终完成上帝所要做的事”。为什么呢？因为“它没
有正确的祭物——只有牲畜的血。”基督在十字架上被牺牲之后，新约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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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订立了，其代表一个新的时代。这时百姓要进入一个像旧约一样的契
约——应许遵守上帝的诫命。在保罗时代，“旧约生而为奴”的原因是“有
些教师从耶路撒冷下去搅扰他们的心思，说他们必须受割礼。”这是保罗
在加拉太书四章的隐喻中唯一的要点。史密斯明显希望自己的解释能使
其他人相信瓦格纳的观点是错误的。15

在接下来的几天当中，瓦格纳继续了他有关诸约及其与因信成义关系的
演讲。过程中有“许多干扰”，因为人们提出各种反对与问题——单单为
了证明他立场的错误。16丹·琼斯感到瓦格纳理应受到这样的对待。“我认
为，这种看起来在瓦格纳医生和琼斯长老身上如此明显的，依靠强迫取
得优势的倾向,使他们的工作在巴特尔克里克的一些弟兄当中造成了不
满；我们也不难理解情况为何如此。”丹·琼斯确信，琼斯和瓦格纳在没有
经过那些“付出许多努力规划教义”之弟兄同意的情况下，就“在我们的教
会学校里和传道人学会上”阐述了他们的“新理论，并且把这些理论放到
安息日学课里”。这是“完全不合适的”，而且“此后安息日学课在被发往全
国各地之前，需要更加仔细和透彻的检查与批准。”17

2月24日，R.C.波特尔在一个两小时的阶段中主讲了诸约的题目。他甚
至比史密斯更加不友好——告诉传道人：“我希望能阐述一些我认为在这
一点上与真理更加和谐的东西……这在我看来，是更好的观点。”像史密
斯一样，波特尔认为“亚伯拉罕的约包括旧约与新约。”这“两约不过是不
同时代实现”上帝计划的“方法”——两个时代。波特尔重复这一点超过六
次，为要与瓦格纳的观点形成对比。对R.C.波特尔而言，旧约和新约除了
发起的时间之外，没有不同。“在每个约之下，条件必须是相同的：他们
必须是顺从[原文如此]，积极的顺从。”除此之外，波特尔还说：“主在旧
约下应许给百姓的”帮助就如他在新约下应许的帮助一样多，因为“只有
提供了使人能够守约的帮助，才能立约。”波特尔还相信给亚伯拉罕的应
许都在旧约中实现在了以色列的儿女身上；上帝“成就了所有他想要成就
的”。18

通过所有这些论证，波特尔想要确立旧约：是基于时间的；是基于上帝
和百姓共同协定的；是实现在亚伯拉罕实际后裔身上的；是在十字架上
被废除的；因此是不能在新时代进入的约。明显的是，对波特尔、史密
斯和许多其他弟兄而言，他们对瓦格纳观点最大的异议，就是他认为无
论哪个约都不代表救赎计划中的一个时代或时间段，它们代表的是人心
的状况，与时间无关。其次，瓦格纳认为旧约是基于百姓的应许，而新
约，或者说永约，是基于上帝的应许。19*

瓦格纳相信以色列没有像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一样，以信心作回应，而
是徒劳的承诺“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出19:8），显出了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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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负。因此上帝下到西奈山，在雷鸣闪电中说出了十条诫命。这从根本
而言，就是那要把他们引向基督的师傅，或者说加添的律法。那些弟兄们
无法认可这一观点，出于这个原因，他们起来反对上帝指定的信使。

在二月的最后一周里，进行了关于诸约的最终演讲。“结束时，大家对
所阐述的诸约的看法很明显分成了两派——一派赞同我们的百姓过去所
持的立场……另一派赞成瓦格纳医生所持的新观点。”虽然没有官方行
动，但是丹·琼斯暗示要制定出某种总结陈述或是决议：“所有陈述都没有
在双方之间造成不必要的界线。”丹·琼斯表示，之后约的问题“就被放下
了，学校继续日常工作”。20然而这并不代表问题解决了。几天之后，丹·
琼斯承认“对约这个题目的研究结束时，情况并没有比开始时更好。”21事
实上，丹·琼斯说：“结果弟兄们并没有更加亲密并联合起来建立上帝的事
业，反而造成了分裂的精神和感受，而且扩大了双方之间的观点差
异。”22遗憾的是，丹·琼斯自己在很大程度上要为这种“分裂精神”负责，
这种精神使许多比较年轻的传道人拒绝了瓦格纳和他所阐述的观点。

那么怀爱伦呢？她对诸约的看法是什么？她关心这个题目吗？若答案是
肯定的，为什么在瓦格纳阐述这一题目时，她保持了沉默呢？

怀爱伦表明立场

一月末二月初这段时间里，怀爱伦参加了传道人学会，“三周中每天”发
言，“只有一两天例外”。23然而奇怪的是，在研究诸约的两周里她却保持
了沉默。这种沉默的一个原因是研究本身。这些研究诸约的两小时长的课
程，很有可能取代了怀爱伦惯常发言的晨会。然而怀爱伦解释了自己沉默
的主要原因：“我一直在警醒注意，要看这些人会采取什么方针，有多少
亮光会进入他们的心。我一直在注意看着。”她希望弟兄们能自己辨认出
正在被阐述的亮光。事实上，当丹·琼斯在研究的那段时间来询问她的意
见时，怀爱伦中肯的回复道：“我不会告诉你我的意见；我的信念。要在
圣经中挖掘。深入真理的矿井，好发现何为真理。”她拒绝回答琼斯的问
题，不是由于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看法，而是想要弟兄们出于自己对圣
经的研究而接受亮光。除此之外，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怀疑怀爱伦的灵感和
权威，过早的宣布她的立场并没有什么益处。24

怀爱伦对诸约的题目，以及当时的反对并非一无所知： “虽然我一直在
保持沉默，但主夜复一夜一直在我面前显明一些个人的景况。”不久之后
她说：“我不会再闭口不言。”这是因为主“敦促”她作“见证”。26对约的研
究在二月的最后一周结束时，其它聚会开始了，“从七点半进行到九
点。”怀爱伦开始参加这些聚会，“毫无拘束的”讲话。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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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安息日早晨，怀爱伦在日记里写下了严肃的想法：“我蒙指示看
到对基督和上帝的爱几乎从我们的各教会灭绝了。而因为我们不爱上
帝，我们也就缺乏彼此相爱。”她写到人们“正在不圣洁的联盟中把自己
捆绑在一起”，作出“决议”，并且“执行与上帝的计划不符的计划”。28她
在安息日的证道中，讲了“基督荣进耶路撒冷的事，给满堂的人留下了严
肃的印象”。下午她再次发言，“坦率地讲了上帝赐给我的话”。周日她参
加了在大帐篷附属室举行的晨会，“只有很少的人参加”。然而到了周
中，房间里就坐满了传道人和巴特尔克里克的兄弟姐妹；人数增长到了
三百多。29*

整个星期怀爱伦都非常直接的向聚集在她面前的弟兄们讲话。她发现要
知道如何对待他们“强硬的精神”，是一个“难题”。30* 3月7日周五早上，
她“加入传道人聚会”时，“心灵非常痛苦”。在夜间，她的心灵“极度痛
苦”，因为主“再一次完全向我显明了在起作用的那种影响，以及它会把人
带到哪里”。她“不知道要期待什么，或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怀爱伦提
醒那一大群传道人，自己在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之后是怎样警告他们“每一
个在……心中存下那种刚硬……的人，若不承认出来，就绝不会看见一
线亮光。”31当时的情况正是如此。安息日早晨，带着主前一天向她启示
的负担，怀爱伦又给乌利亚·史密斯写了一封信。她知道史密斯对别人产
生的影响，并且不能再让他继续无视事实下去了：

前天晚上，主将许多事展现在我脑海中，清晰地显明了你在明尼阿波利
斯所发挥的影响……在最后算账的日子，你不仅不得不面对自己的行
径，也要面对你对别人的心思发挥影响的结果。你拒绝了……我的证
言，正象可拉、大坍、亚比兰一样努力使那些证言无效……

你已加强了诸如拉森、波特、丹.琼斯、爱尔德里奇、莫里森、尼古拉
等人的心和手，并藉着他们使许多人行事偏僻。他们都引用你的话，公
义之敌却在旁观看，沾沾自喜……

你在以自己的行为动摇了人们对证言的信心之后，得到了什么呢？即使
你恢复了自己的信心，又怎么能消除你已在别人心中种下的不信的印象
呢？不要这么努力地去做撒但正在做的工作。这种工作在明尼阿波利斯
已经做过了。撒但夸胜了。这种工作[也]已经在这里做了。32

在接下来的信中，怀爱伦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在约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这
不仅仅是她的个人意见，因为这是从天堂启示给她的。她将瓦格纳对诸
约的阐述称为“真光”，而史密斯的理解则是对圣经的曲解：33*

前天晚上我蒙指示看到，关于两约的证据是清晰而令人信服的。你自
己、丹.琼斯、波特弟兄和其他人正把你们的研究能力用在无谓的事上，
要就两约创作一个与瓦格纳弟兄所提出的不同的立场，你们若已接受真
光的照耀，就不会效法或重温犹太人那样的解释方式，象他们一样曲解
圣经。是什么使他们那么热心呢？他们为什么要抓住基督的话呢？奸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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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为什么跟着他，要标记他的话，以便将之重述、曲解并扭曲成他们自
己不圣洁的心思要表达的意思呢？他们就这样欺骗了百姓。他们制作虚
假的争端……

约的问题是一个清楚的问题，每一个公正无偏见的人都会接受，但我曾
被主带到他使我对此事有洞见的地步。你已转离清楚明白的亮光，因为
你害怕加拉太书中律法的问题会被接受。至于加拉太书中的律法，我没
有什么负担，也从未有过负担，并且知道史密斯弟兄、波特、[丹]琼斯任
何一个人决不会准备好领受亮光……直到你们每一个人真在上帝面前悔
改了……

我现在不会……信赖你们对圣经的认识或解释……你们若是转离一线亮
光，担心它会迫使你们接受你们不愿接受的立场，那亮光对你们来说就
会变成黑暗。34

那天上午晚些时候，E.J.瓦格纳给聚集在巴特尔克里克大帐篷的所有人“讲
了一堂非常有力的道”。怀爱伦“听到许多在场之人的反馈。他们都一致作见
证说上帝藉着他讲话了。”下午，“奥尔森长老和瓦格纳长老带领了”出版社小
教堂的“聚会”，“有一大批人出席”。怀爱伦起来讲话，“大家都知道上帝的灵
和能力在[她]身上。”她“恳切坚决地发了言”，重复了自己当天早些时候写给
乌利亚·史密斯的一些内容。35怀爱伦想要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约这个问题上
的立场，以及她是如何将其与第三位天使的信息结合起来看待的：

前天晚上临到我的亮光再一次完全向我显明了在起作用的那种影响，以及它会把
人带到哪里。弟兄们，我想要告诉你们，无论你是谁，我想要告诉你，你正在重
蹈基督时代犹太人的复辙。你有了他们的经验；但愿上帝救我们脱离他们的命
运……愿上帝怜悯你们的灵魂，因为你们需要怜悯。你们直接挡在上帝的路上。
全地要因他的荣耀发光，你们若是站在今天的立场，很快就会说上帝的灵是魔鬼
的灵了。你们现在已经以自己的行动、自己的态度说那是魔鬼的灵了……

你们为何不听向你们提出的基督的话呢？你们为什么愿意要黑暗呢？他们那么害
怕看见有另一线亮光……不要紧紧抓住史密斯弟兄。我奉主的名告诉你们，他不
在光明里。他自从在明尼阿波利斯以来一直不在光明里……你们……已经尝试在
各方面对抗上帝的灵。愿上帝怜悯你们的灵魂……

但是即使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以他全部的能力和奇事都不能摧毁人们心中的偏
见，我们又能做什么呢？……让上帝的真理进入你们心里吧；要敞开心门。现在
我在这里在上帝面前告诉你们，那约的问题，就如所已经介绍的，乃是真理。36*
它是亮光，已经以清晰的思路摆在我们面前。那些一直在抵抗亮光的人，我问你
们他们是一直在为上帝工作，还是在为魔鬼工作呢？那是天上的明光，对我们来
说意义重大。它意味着要向我们显明你们不能依赖自己的聪明和你们的批评，而
必须将你们无助的心灵投靠耶稣基督，而且惟独投靠他。愿上帝帮助你们看见。
愿上帝帮助你们明白。37

在怀爱伦诚恳的呼吁之后，“许多人作了见证，一些人认了罪；但”依据
怀爱伦所说的，“还没有完全突破，我们没有得到我渴望得到的那种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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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胜利。”周日早晨怀爱伦再次讲话，“在警告、督责和鼓励中”倾吐她的
见证。38聚会开始时她读了使徒行传中五旬节的故事。之后，她向面前的
领袖们欣然宣告：“弟兄们，这段经文所说到的福气是我们可以领受的，
当我们全心全意来到上帝面前，倒空各种偏见和这一切的怀疑不信时，
我们就可以指望得到上帝的灵。”怀爱伦提醒听众耶稣在婴儿时就在圣殿
中被献上的事。“正在供职的祭司不认识他”，但西面“认出他来，因为他
处于能看透属灵事物的状态……他认出了上帝的灵。”在她最强有力的一
次呼吁中，怀爱伦警告弟兄们，他们在现今的状况中无法辨认出圣灵的
工作，以及启示录18章所提到的第四位天使：

我们个人怎样呢？我们知道上帝的灵一直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它一次又一次
在聚会时与我们同在。我们一点不怀疑瓦格纳长老昨天讲道时主与他同在。39*我
们一点也不怀疑。我一点也不怀疑上帝的能力大量地悬在我们上方，昨天下午传
道人会议上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主里的亮光。现在，我们如果敞开心门让耶稣
进来，就会有象昨天一样的宝贵时辰。我一点也不怀疑这一点……

我们若是置身于不会认出上帝或他的使者传给我们的亮光的地步，就有得罪圣
灵的危险。于是我们就会转而去看自己能不能发现什么小事来悬挂我们的疑惑并
且开始质疑！问题是，上帝发出了真理吗？上帝兴起了这些人来传扬真理吗？我
说，是的，上帝已打发人把真理带给我们，这真理若不是上帝派人带给我们，我
们原是不会得到的。上帝使我有亮光知道何为他的灵，所以我接受了，我不敢举
手反对这些人，因为那就会是反对耶稣基督，我们要在他的使者身上认出他
来……

弟兄们，上帝希望我们与提着灯笼的人采取同样的立场；我们应该站在有亮光的
地方，在上帝已将号角吹出确定声音的地方……我们一直处在困惑中，我们一直处
在怀疑中，而众教会却要死了。但如今我们在这里读道：“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
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当这信息临到我们时，我们
若是没有处在能认出天上亮光的地步，又怎么能对这信息有所了解呢？当最隐晦的
欺骗从赞同我们的某个人发出来时，我们就会立刻接受……这正是自从明尼阿波利
斯会议以来一直在这里进行着的事。因为上帝奉他的名传来一道并不符合你们想法
的信息，所以[你们就断定]它不可能是来自上帝的信息。40

反叛的脊梁骨被打折

怀爱伦强有力的呼吁并非没有功效。许多人开始以另一种眼光看待整件
事，并且意识到他们受到了错误的影响。怀爱伦感到这是她“所遭遇最刚
硬持久的抵制”。“有些人认了罪，相当多在黑暗里的人承认自己找到了
耶稣，并在主里得了自由。”更多的自由临到了聚会，“黑暗不再是控制
性力量了。”然而怀爱伦希望“得到更多上帝的灵”，并且渴望见到“传道人
在主里自由并在他们的上帝里面欢喜快乐。”41

3月10日星期一，怀爱伦得到了更多好消息，她向儿子W.C.怀特分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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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兴得知普雷斯考特教授正在他的班上给学生们讲瓦格纳弟兄一直
在讲的教训。他在讲两约。约翰[弗洛姆]认为他讲得清楚而令人信服。自
从上个安息日我声明瓦格纳弟兄所教导的两约观是真理以后，似乎许多人
的心大得解脱。我倾向于认为普雷斯考特弟兄接受了证言，尽管我作这个
声明的时候他不在场。我当时认为是时候表明我的立场了，我很高兴主敦
促我作了那个见证。”

怀爱伦还感到她不再因无法表达自己而负有重担了：“我很自由，照着
上帝的灵所赐给我的话演讲。”她说由于这个原因，“那些拦阻的人们现
在没有能力了。”“在场的绝大多数人”现在接受她的证言。还有许多人“流
着泪承认”他们受了极大的试验，“因为他们不能有幸在没有这么多干扰
的情况下聆听瓦格纳长老的教导。”至此，“那些将黑暗笼罩在班上的人”
开始看到他们反叛的结果。42

第二天，怀爱伦再次与弟兄们分享。她告诉他们1844年的信徒们是如何
不得不对付“偏见、讥讽、嘲笑和批评”，而且“其性质与我们在这次会议
上不得不对付的相同。”因此他们有“责任——不显出各教会所表现的那
种非常不象基督的精神” ——亲自去查考圣经。“历代教会的大错误乃是
在了解圣经真理上达到了一定的地步就止步不前了……于是他们就拒绝
亮光。”然而上帝有“更大的亮光”、“更多或更强的亮光”，“要更加清晰更
加丰富地照在凡已善用上帝所赐亮光的人身上”。他们要“期待亮光……
不断从上帝的道照耀出来”，并且要“越来越清晰地显明那在耶稣里的真
理”。43

在鼓励人们更深入研究圣经的同时，怀爱伦还警告说“我们作为一班子
民确实处在大危险中……认为我们所长期持有的理念是圣经的要道，在
每一点上都是绝无错误的，并且用我们解释圣经真理的准则去衡量每一
个人。这就是我们的危险，而这将是能临到我们这班人身上的最大的不
幸。”“完全依赖领袖”的倾向，以及不去自己研究，是“罗马教”所教导
的。怀爱伦严肃恳切的警告持有这种态度的结果：

我们已在经验中看出，当主从圣所敞开的门传亮光给他的子民时，撒但
便煽动许多人的心思。然而结局还没有来到。将会有人抵抗亮光并且挤
掉那些上帝已使之成为通光管道的人……守望者们没有与上帝敞开的天
意保持同步，而那确实使天赐的信息和信使受到藐视。

将会有人从这次会议出去，自称知道真理，却给自己的心灵裹上不是天
上的织机织就的衣服。他们会带着在这里领受的那种精神。我为我们圣
工的将来感到战兢。那些没有在这个地方屈服于上帝所赐证据的人，会
与上帝正在使用的他们的弟兄对抗……他们会使这场仗很难打。这些人
会有机会明白他们一直是在与上帝的圣灵作战。有些人会信服，有些人
则会坚持自己的精神。他们不愿向自己死并让主耶稣进入他们心中。他



278

们会越来越多地上当受骗，直到看不出真理和公义。他们会在另一个灵
的领导之下，设法给工作加上一种上帝不会赞同的模式；他们还会尽力
行出撒但的属性，要控制人们的思想，从而控制上帝的事工。44

怀爱伦的晨更讲话之后，许多人作了见证和忏悔。拉森弟兄“承认他的
情绪不对”。曾经在研究约的问题时反对瓦格纳的波特尔弟兄，站着“完
全破碎了，以致有一会儿说不出话来”。他承认自己向怀爱伦和瓦格纳长
老所犯的错，并谦卑的请求他们“饶恕他”。普雷斯考特弟兄在“L.[拉森]和
P.[波特尔]弟兄认罪的时候，哭得象个孩子”。事实上，“整个房间都在哭
泣和赞美上帝，因为有他能力的显现。”那些“如此强硬骄傲的人已经开
始感到他们是在反对上帝的灵。”因此，怀爱伦可以在信中向W.C.怀特
说：“那些从别的地方进来之人的反叛的脊梁骨被打折了。”45*上帝确实
想要在一个渐渐衰弱的教会上倾降他的灵。如果所有人都能辨认出这一
点，并且认罪的话，那该有多好！

两道特别的信息

3月12日星期三下午，怀爱伦召集了一次“重要人士的会议”。意识到圣
灵正在许多人的心中作工，怀爱伦想要巴特尔克里克的重要领袖们聚在
一起，尝试消除自明尼阿波利斯以来就存在的争议。怀爱伦和E.J.瓦格纳
终于有机会回应自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之前就出现的那些虚假控告。祷告
之后，怀爱伦“说瓦格纳弟兄要讲一些事”，她“希望他们听听，这会解除
一些人心中的迷惑”。在C.H.琼斯（太平洋出版社经理兼国际安息日学协
会会长）的帮助下，瓦格纳得以“拿起安息日学的学课”，解释在引进他
有关诸约的观点时，并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手段。他解释自己受总会请
求重写缺失的两课，但在检查的时候他发现不得不重写其它的一些学
课。而这一切都是在得到安息日学协会的许可之后做的。瓦格纳清楚地
表明，在安息日学的批准过程中，每一步都是通过适当的渠道，而且是
在得到委员会成员们——包括史密斯长老——的许可之后才出版的。“大
家都有自由照着自己认为合适的发言，问任何问题。这一切的事似乎都
很令人满意。”怀爱伦感到瓦格纳“讲得很好”，“给人们心中留下了良好的
印象，而且没有人起意反对”他的话。46*

之后怀爱伦分享了她在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之前和会议时的经历，以及她
如何努力“要使信使和信息……有公平的机会”。她“直率的讲了……人们
心中存有的偏见”，以及主在那段时间里向她启示了什么。她讲到自明尼
阿波利斯以来，她的“证言”是怎样“被人使之无效”的，以及人们甚至如何
不与当事人谈话，去检验控告是否真实。怀爱伦询问史密斯怎么能那样
对待她；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最终的结果是：有一封来自加利福尼亚
州的信寄给巴特勒长老，告诉他们说已经制定好了全盘计划要挖掘加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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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书中的律法。”怀爱伦与瓦格纳“处理和解释了”这个问题；“并没有制定
任何计划。”47

这次持续了几个小时的聚会“非常成功”。怀爱伦认为“那些小题大作的
人对于结果或事实的揭露一定甚感惊奇。”虽然有这些进步，怀爱伦依然
“不再指望在上帝的能力和圣灵的感化下普遍打破人心”。这一周剩下的
时间里，她既有病又疲倦。当人们请她在安息日讲话时，她拒绝了，因
为她“没有力量”。她捎信给丹.琼斯邀请瓦格纳讲话，“有点不情愿，但他
终于受邀。”瓦格纳“讲了一堂极其宝贵的道，论给老底嘉教会的信息—
—正是人们所需要的。这对教会又是一个丰富的福气。”

下午“在出版社的小礼拜堂举行了另外一堂聚会。”虽然有病，但怀爱伦
依然参加并讲了几次话。许多人分享了他们的见证，“但是没有显然的突
破”。波特尔弟兄发了言，“但是不释放”。怀爱伦提醒他们“当主赐给我们
全教会都需要的亮光和粮食的时候，我们很可以料到众义之敌会竭尽全
力阻止那亮光以其本来属天的风范临到人。”撒旦会使用“充满怀疑不信
的人”来“阻止上帝定意要赐给他选民的亮光”。48

3月16日星期天早晨，“疲倦而且几乎灰心了”的怀爱伦冒险参加了聚
会。在聚会快要结束时，她“讲了几句很严紧的话。我把他们所做的使主
曾尽力去做之事无效的事及其原因摆在他们面前。加拉太书中的律法是
他们惟一的借口。”这次发言之后，R.C.波特尔“谦卑地流着泪，哽咽着认
了罪”。他告诉怀爱伦“你前去做劳心费力的工作时，我们必支持你。”他
会遵守自己的诺言吗？49

当天的另一场聚会上，怀爱伦继续了她的呼吁。她重复了许多同样的警
告。除非作出真正的忏悔，否则“每一个采取与在明尼阿波利斯同样立场
的人，都会陷入最黑暗的疑惑不信中。”这会使他们“置身于上帝没有后
备力量去感动他们的地步。他箭袋中的每一支箭都射尽了。”在怀爱伦参
加的每次聚会中，她都“感到有一种疑惑不信的压力”。她可以到那些“从
未听过真理的人中间，他们的心比一直在真理里……的人更容易受感
动。”怀爱伦宣告：当上帝“照他已显示的彰显他的能力时，不信就几乎
等于得罪圣灵了”：

若有人需要挣脱，就是当时那些在明尼阿波利斯采取错误立场的人了……

但愿没有一个人带着黑暗从这里出去，因为他无论何往都必成为一团黑
暗。他到处散播黑暗的种子。他带着所有这样的种子，开始撒种，颠覆
人们对上帝希望他子民得到之真理的信任……

我知道他有一个福气要给我们。他在明尼阿波利斯就有那个福气，他在
这次总会[1889年]也有那个福气要给我们。可是却没有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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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事超过了自从我最初开始工作以来在我一切的经验中所见过的任
何事。拥有亮光和证据的上帝子民竟站在了上帝不愿将他的福气降在他
们身上之处。[昨天]在礼拜堂里，上帝的能力早就准备好要降在我们身
上。我有一会儿感到我好像能直接看进荣耀里了；但这里的精神把它赶
走了……

有一位弟兄以为怀姐妹不明白她自己的证言。这是在明尼阿波利斯听来
的。为什么呢？因为弟兄们不同意证言。好了，有些事我明白。我明白
到足以承认上帝的灵并且听从那位牧人的声音。我就明白这么多。50

在写给乌利亚·史密斯的一封信中，怀爱伦确认了她之前的话。在“安息
日……小教堂召开的……会议”上，“主的灵亲近了我们。基督敲门要进
来，但没有地方给他，门没有开，而他那么近的荣光就收回了。”51就这
样，正如在1888和1889年总会会议上所发生的，圣灵的沛降被拒绝了。

怀爱伦想“知道为何仇敌对人心有这种能力，象在这里一样”。她想知道
为什么弟兄们“一直站在这里提问，即将放弃证言”。她请求领袖弟兄们
能够“再次聚会……若有什么东西能清除出道路，愿上帝帮助我们这么
做！”52由于A.T.琼斯身处田纳西州无法参加第一次特别聚会，怀爱伦希
望他有机会回应“已经产生的所有异议”。她想“把这些障碍清出道路，并
让那些谈论过这些事的人把它们埋葬，若有可能，就决不让它们死灰复
燃。”53*

3月19日星期三，举行了第二次特别聚会。A.T.琼斯“很清楚但很温和地
讲到了他们信任传闻而没有本着弟兄之爱把问题带到当事人面前”。在之
前的传道人会议期间，乌利亚·史密斯回复了怀爱伦的“呼吁函，写给[她]
一封信，控告琼斯长老拆毁我们信仰的柱石”。A.T.琼斯的解释显明乌利
亚·史密斯“对他的指控是错误的”。54丹·琼斯“惊讶于见到一些看上去难以
解释的事情，在作了一些解释之后就无影无踪了。外面的一些关于[A.T.]
琼斯长老在学校里所教授之内容的报告，据说是基于不容置疑的证据，
全都消失的无影无踪了。这些报告证明是完全虚假的。”55不幸的是，乌
利亚·史密斯没有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也没有尝试去消除他散播的虚假
传言；给某个人造谣比收回谣言要容易得多。

之后怀爱伦尽了最大努力率直的向弟兄们讲话。那天晚些时候，她在给儿
子的信中写道：“威利，我讲了话，就象他们以前从未听我讲过一样。我
再次回顾了在明尼阿波利斯和此后发生的事。”她宣称这次聚会“是[她]参
加过最严肃的一次”。怀爱伦“清楚明白地对史密斯长老讲了话”，告诉他
虽然“弟兄们对于主让[她]去做的工作不怎么了解，要是受了试探，原不怎
么奇怪，但史密斯长老是不可原谅的。”她“有理由期待弟兄们行事象明智
的人，权衡证据、信任证据，而不是转身离开真理的亮光和事实，听信道
听途说和推想出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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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次聚会以及所给出的解释，怀爱伦可以宣告说：“整个气氛都改
变了。”许多人顺服了，意识到他们的反对是多么愚蠢。突破终于来到
了，学会的最后一周确实展现出一种不同的精神。56

精疲力竭的怀爱伦在学会的最后一个周末离开了巴特尔克里克。“最后
一次讲话”之后，她感到自己的“责任已尽”。她“在教会里或在聚会上对
[她]的传道弟兄们没什么要讲的了”。57怀爱伦回加州之前要去芝加哥和科
罗拉多，她希望学会最后几天产生的进步能够持续下去。不幸的是，这
个希望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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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尾注

1. 丹·T·琼斯致E.W.法恩斯沃思，1890年2月14及1[7]日，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基督复
临安息日会总会档案。其它关于诸约的详细叙述，见：保罗·E·彭诺著《西奈山的髑
髅地》，特别是12至17章；克林顿·沃伦著《埃立特·J·瓦格纳末世论选编及其与他对
因信称义之理解的关系》，1882-1895年，107-111，162-177页；罗伯特·范·奥耐姆著
《艾略特·J·瓦格纳作品中的永约教义》。

2. E.J.瓦格纳著“两约”，《家庭圣经阅读》（1889年）；《高级安息日学课——希伯来
书》，1890年1月4日至3月29日。又见第十二章。

3. 丹·琼斯致S.N.哈斯克尔，1890年[3月]，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档案。现在我们没有
瓦格纳在1890年传道人学会上演讲的抄本。但乌利亚·史密斯和R.C.波特尔的讲话被
记录下来的事实，使人相信瓦格纳的讲话也可能被记录了。即便没有瓦格纳演讲的抄
本，从其它可得的资料中也可以清楚地了解他在诸约上的观点，以及弟兄们不认可他
的哪些看法。

4. 丹·T·琼斯致E.W.法恩斯沃思，1890年2月1[7]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档案。

5. 丹·T·琼斯致R.A.安德伍德，1890年2月1[7]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档案。

6. 乌利亚·史密斯著“编辑的话”，1890年1月28日《评论与通讯》，64页。

7. 乌利亚·史密斯致怀爱伦，1890年2月17日；收录于《手稿与回忆》156页。

8. 史密斯感到自己允许其他人自由选择立场，而他感到琼斯在用鲁莽的话强迫宣扬他
“错误的”观点。怀爱伦之后证明琼斯从未说过那句鲁莽的话，史密斯的想象是错误
的。见尾注54、55，以及第十三章尾注20。

9. 同上，152-155页。

10. 同上，154-157页。

11. 怀爱伦著“悔改是上帝的礼物”，1890年4月1日《评论与通讯》，193页。

12. 乌利亚·史密斯致怀爱伦，1890年2月17日；收录于《手稿与回忆》，156-157页。

13. 怀爱伦致W.C.怀特，信函83号，1890年3月13日，以及怀爱伦致乌利亚·史密斯，信函
73号，1890年11月25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627、734页。又见尾注8。

14. “乌利亚·史密斯长老的言论，圣经学校”，1890年2月19日，1、2页。基督复临安息日
会总会档案。

15. 同上，5、10、15、18、 21页。

16. 怀爱伦致W.C.怀特，信函30号，1890年3月10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624页。

17. 丹·琼斯致C.H.琼斯，1890年[2月]，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档案。

18. “R.C.波特尔长老在传道人圣经学校的讲话”，1890年2月24日，1、6、5、4、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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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档案。

19. 一百二十多年前用来反对琼斯的和瓦格纳的论点如今正在被重复使用。见：肯·勒布
伦著《两个约还是一个约？》 Two Covenants or One?（未出版的手稿，无日期。）；
圣经研究学会致肯·勒布伦，1988年3月15日。

20. 丹·琼斯致S.N.哈斯克尔，1890年[3月]，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
会档案。

21. 丹·琼斯致R.M.基尔戈，1890年3月16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档案。

22. 丹·琼斯致J.D.派格（J.D. Pegg），1890年3月17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档案。

23. 怀爱伦手稿22号，“日记摘录”，1890年2月8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579页。

24. 怀爱伦手稿4号，“证道”，1890年3月8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597页。

25. 同上。

26. 怀爱伦致W.C.怀特，信函30号，1890年3月10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623页。

27. 丹·T·琼斯致R.A.安德伍德，1890年3月14日，以及丹·T·琼斯致R.M.基尔戈，1890年3
月16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档案。

28. 怀爱伦手稿22号，“日记摘录”，1890年3月1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580-581页。

29. 怀爱伦致W.C.怀特，信函80号，1890年3月7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590-592
页。丹·琼斯在《评论与通讯》上报告奥尔森长老“主持”了怀爱伦“作见证”的那些晨
会。“那些聚会的好消息传了出去，许多人从巴特尔克里克教会、办公室、学院和疗
养院赶来参加聚会，以至于大帐篷东边能容纳300人的附属室每天早晨都超员。”
（丹·T·琼斯著“巴特尔克里克的工作” The Work in Battle Creek，1890年4月1日《评论
与通讯》，204-205页。又见：O.A.奥尔森著“传道人学校”[The Ministers’ School]，
1890年4月1日《评论与通讯》，200-201页；以及丹·T·琼斯致R.A.安德伍德，1890年3
月4日。）

30. 怀爱伦致W.C.怀特，信函80号，1890年3月7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591页。这
一周早些时候，怀爱伦“在很率直地讲一个例证时，看到[马太]拉森咧大嘴笑”。她问
了他两遍“有那种表现的原因。他最终说那是因为他赏识那个例证。”怀爱伦回应道：
“‘很好，如果它适合你，你就接受它，我希望大家都会这样做。’”几天后怀爱伦收到
了拉森的一封信，他要她“在众人面前给他正名，因为[怀爱伦]尖锐地责备了他——
就是说，承认[她]冤枉了他。”拉森是爱荷华州的一名传道人，一位把“光明变成黑暗”
的好辩者。怀爱伦说自己害怕他，因为他对她的话“加以错误的解释”。（《1888资料
集》，591、594页。）他持续的仇恨琼斯与瓦格纳，以及他们所教导的诸约的信息。
（A.G.丹尼尔斯致W.C.怀特，1902年4月14日；收录于《手稿与回忆》，320页。）
怀爱伦死后，拉森写了一本小册子，反对琼斯与瓦格纳，以及瓦格纳在《好消息》
（1900年）中阐述的有关诸约的立场。拉森习惯性地使用了怀爱伦的作品，对它们
“加以错误的解释”，尝试证明琼斯和瓦格纳的立场是错误的。（《加拉太书中的律
法：是道德律法吗？》[无页码，1919年]；E.A.琼斯致R.L.奥多姆[R.L. Odom]，1961
年1月5日。）

31. 怀爱伦手稿4号，“证道”，1890年3月8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5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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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怀爱伦致乌利亚·史密斯，信函59号，1890年3月8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599、604-
605页。

33. 这一点不应被忽视。琼斯和瓦格纳鼓励人们去研究圣经，并发现他们当时所阐述的真
理。怀爱伦不仅支持他们对圣经的强调，还支持从圣经所阐述的真理。琼斯和瓦格纳
遭到反对不是因为他们从圣经阐述真理，而是因为他们所阐述的内容与弟兄们的想法
不同。对琼斯和瓦格纳信息的同样的反对今天依然存在：“我们必须一直记得上帝
1888年的代言人是从圣经中得到他们的信息的。关键在于不要定睛于琼斯和瓦格纳的
话，而是要定睛于耶稣和使徒们的话。琼斯和瓦格纳的信息中掺杂了错误，但圣经一
直是一位安全的向导。”（乔治·R·奈特著《从1888到背道》，69页，粗体字形为原文
所有。）虽然我们不会质疑圣经是一位安全的向导，但琼斯和瓦格纳所传达的信息也
确实是出于圣经的。怀爱伦支持那道信息。那些当时和如今拒绝它的人，宣称他们的
信息与圣经不符。又见第十三章尾注23。

34. 怀爱伦致乌利亚·史密斯，信函59号，1890年3月8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604-605
页。

35. 怀爱伦致W.C.怀特，信函82号，1890年3月9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617页。

36. 在第二天给W.C.怀特的一封信中，怀爱伦说她“昨天”已经告诉弟兄们“我所相信的关
于两约的立场在我的卷一（《先祖与先知》）里。如果那就是瓦格纳医生的立场，他
就拥有真理。”（同上，617页。）这引发了一个有趣的问题。《预言之灵》卷一起初
是在1870年出版的，但其中没有提到旧约和新约之间的区别。1886年，怀爱伦开始了
扩展卷一的工作，将其调整为“适合大众阅读”。（阿瑟·L·怀特著《孤独岁月》，435
页。）然而在1887年初，怀爱伦的注意力转向了卷四，也就是1888年出版的《善恶之
争》。直到1889年总会会议之后，她才重新开始修订卷一的工作，传道人学会期间也
没有停止。在公开表达自己对瓦格纳关于诸约观点支持的四天之后，怀爱伦在给W.C.
怀特的信中简明地写道：“我想卷一中的修改会很好。”（信函83号，1890年3月13
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635页。）6月21日，她写信给O.A.奥尔森说：“卷一在
因缺乏更正而经过漫长的耽延之后，快要完全出来了。”（信函115号；收录于《1888
资料集》，680页。）《评论与通讯》直到8月26日才宣布题为《先祖与先知》的新版
已经到货。修订版中的许多修改之一，就是十一页长，题为“律法与诸约”的一章，其
中对诸约的阐述与瓦格纳的阐述一样。这导致许多人质疑新版本，一位弟兄甚至问怀
爱伦其中的一句话是“由灵感之灵指示的，还是研究所启发的结果？”（E.P.德克斯特
[E.P. Dexter]致怀爱伦，1891年3月11日，粗体字型为作者所加。）问题就是，怀爱伦
是何时加上了有关诸约的观点？是在听到瓦格纳对这一题目的阐述，并且于1890年3
月6日得到上帝的确认之后吗？这与上帝早年使用她建立陆标时的方式相同（见赫伯
特·E·道格拉斯著《主的信使》，评论与通讯出版社，1998年，156-158页。）下面是
怀爱伦在诸约上观点的总结，取材于《先祖与先知》第三十二章——“律法与诸约”：
“《圣经》中曾提出两种律法，一种是永久不变的，一种是临时暂定的，照样，约也
有两种。恩典的约乃是起初……在伊甸园与人订立的……上帝在以下的应许中，与亚
伯拉罕重立这约：‘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创世纪22:18。这应许是指着基督
说的。亚伯拉罕明白这一点，（见加拉太书3:8; 16）他也相信基督赦免了他的罪，而
且那使他得称为义的，就是这信心……耶和华向他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
裔坚立我的约，作永远的约，是要作你和你后裔的上帝。’创世纪17:7……这约虽然
向亚当订立，而又向亚伯拉罕重申，但是非到基督受死就不能生效。自从上帝第一
次发出救赎的消息以来，这约就因了上帝的应许而成立；人也曾因着信而接受了它；
但是它必须经过基督坚定之后，才能称为新约。上帝的律法是这约的基础，因为这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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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非是使世人重新与上帝旨意和谐的一种办法，使他们能以遵守上帝的律法。另外一
个约──经上称为‘旧’约──是上帝与以色列人在西乃山所立，并在当时用牺牲的血来
坚定的。但亚伯拉罕的约是用基督的血来坚定的，所以称为‘第二个’约，或‘新’约，
因为坚定这约所流的血，是在为坚定第一个约所流的血以后。这新约在亚伯拉罕的日
子就已经成立，因那时是以上帝的应许和他所起的誓为证的，──‘借着两件不更改的
事，上帝决不能说谎。’希伯来书6:18。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亚伯拉罕的约包括
了救赎的应许，那么为什么又在西乃山另立别的约呢？──以色列民在埃及为奴，大
都丧失了对上帝的认识，也不明白他和亚伯拉罕所立之约的原则。上帝拯救他们从埃
及出来，是要向他们显明他的能力和慈怜，使他们可以敬爱他，信靠他。他引领他们
到了红海，──那时他们被埃及人追赶，似乎无法逃脱──使他们可以认明自己全然无
路可走，而必须依靠上帝的帮助；然后他才为他们施行拯救。这样，他们就充满了敬
爱和感谢上帝的心，并相信惟有他的能力能帮助他们。他既已经拯救他们脱离世俗的
奴役，所以现在就把他们收为自己的仆人。但是，还有更大的真理要铭刻在他们心
上。他们居住在拜偶像和败坏的风俗之中，对上帝的圣洁未曾认识清楚；他们内心的
罪恶又极重，无力顺从上帝的律法；他们自己怎样需要一位救主，这一切都必须学
习……百姓不明白自己内心的罪恶，也不知道自己没有基督就不可能遵守上帝的律
法，竟贸然与上帝立约。他们既觉得自己能建立自己的义，所以就公然说：‘耶和华
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出埃及记24:7……但仅仅过了几周，就破坏了自己与上
帝所立的约，在雕刻的偶像之前跪拜。他们不能希望借着自己所破坏了的约得到上帝
的恩眷；如今，他们既看出自己的罪孽深重和需要赦免，就使自己觉得需要亚伯拉罕
立约所显示和献祭制度所预表的救主。如今借着信和爱，他们就与那拯救他们脱离罪
恶捆绑的上帝坚定了盟约。这时，他们才可以赏识到新约的福。‘旧约’的条件乃是顺
命者生：‘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以西结书20:11；利未记18:5；‘不坚守遵行这律
法言语的，必受咒诅。’申命记27:26。‘新约’则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这应许包括
赦罪，上帝恩典的更新人心，并使之与上帝律法的原则相符。‘耶和华说：那日子以
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
上……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记念他们的罪恶。’耶利米书31:33-34。圣灵要把那
刻在石版上的律法刻在人的心版上。我们不是要建立自己的义，乃是要接受基督的
义。他的血要为我们赎罪。他的顺从要当作我们的顺从被悦纳。于是那被圣灵更新的
心必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借着基督的恩典，我们便能顺从那写在我们心版上的上
帝的律法了。我们有了基督的灵，就必照主所行的去行。基督曾借着先知论到自己
说：‘我的上帝啊，我乐意照祢的旨意行。祢的律法在我心里。’诗篇40:8……使徒保
罗清楚地说明，在新约之下信心与律法之间的关系。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
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和。’‘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
是坚固律法。’‘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不能使人称义，因为人在罪恶
的本性中，不能遵守律法──‘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作了赎罪
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
上。’罗马书5:1; 3:31; 8:3-4。”（《先祖与先知》，370-373页，粗体字形为原文所
有。）

37. 怀爱伦手稿4号，“证道”，1890年3月8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593-597页。

38. 怀爱伦致W.C.怀特，信函82号，1890年3月9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617页。

39. 圣灵在那次聚会上的显现在许多人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G.B.斯塔尔、路德·
沃伦、D.H.克莱斯博士和约翰·E·弗洛姆博士都记得当时的情况：怀爱伦“宣告那天早
晨瓦格纳弟兄阐述‘真理的信息’时，上帝的一位天使就站在他身旁。”（被李罗伊·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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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姆引用于《天命之运动》，263页。）克莱斯博士记得“瓦格纳”演讲时“失控痛
哭。在场的怀姐妹在他坐下后讲了一些话。她这样起头说：‘瓦格纳长老讲话时，圣
灵就在他身上。’之后怀爱伦讲了她的信息……停留在我们身上的灵是无法描述的。”
（丹尼尔·H·克莱斯著《在引导之手下》，113页。）

40. 怀爱伦手稿2号，“证道”，1890年3月9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606-609页，粗体
字形为作者所加。

41. 怀爱伦致W.A.科尔克德（W.A. Colcord），信函60号，1890年3月10日，以及怀爱伦
致W.C.怀特，信函30号，1890年3月10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620、622页。

42. 怀爱伦致W.C.怀特，信函30号，1890年3月10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623-624页。

43. 怀爱伦手稿37号，“圣经中的亮光”，1890年，无具体日期；收录于《1888资料集》，
830、826-827页。

44. 同上，830-831页。

45. 怀爱伦致W.C.怀特，信函30号，1890年3月10日，章节日期为3月11日；收录于
《1888资料集》，625-626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我们一定不能曲解怀爱伦的
话。她看到“那些从别的地方进来之人的”反叛的脊梁骨被打折了。反对不再垄断整个
传道人学会，但这绝没有终止对琼斯和瓦格纳的反对。我们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将会看
到，许多认罪的人，包括拉森和波特尔，再次反对亮光。许多忏悔是关于怀爱伦证言
的确实性的。以色列为在迦南边境悖逆上帝而认罪，但他们的内心并没有改变。同
样，传道人学会上的许多人承认他们犯了错，但并未放弃他们悖逆的道路。现代历史
学家的趋势，是引用怀爱伦“反叛的脊梁骨被打折”的话，来证明对那道信息的反对很
快就停止了：“读者一定会看出，在明尼阿波利斯会议的几个月，或几年之内，大部
分反对因信成义之亮光的人悔改了他们的错行，并且选择了真理与正义。”（A.V.奥
尔森著《从危机到胜利，》71、104-112页。）乔治·奈特说：“所谓的加州阴谋消除
之后，怀爱伦开始思考新的工作与计划。3月19日，O.A.奥尔森……推测，由于阴谋
论的脊梁骨已被打折，怀爱伦不久就会启航去[澳大利亚]。”（《愤怒的圣徒》，92
页。又见：乔治·R·奈特著《从1888到背道》，52页，以及A.L.怀特著《孤独岁
月》，456页。）然而历史所记录的是一个不同且更准确的观点，我们在后面的章节
中会看到。在此我们用A.T.琼斯的话来总结，他说：“众人的态度得到了转变，大多
数领袖的态度在表面上也产生了变化。然而后者的改变仅仅是表面的：从不是真实
的，因为在总会委员会和其他人当中一直都有一种隐秘的抵抗。”（A.T.琼斯致C.E.
赫尔姆斯，1921年5月12日；收录于《手稿与回忆》，329页。）

46. 怀爱伦致W.C.怀特，信函83号，1890年3月13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627-628
页。又见：丹·T·琼斯致R.A.安德伍德，1890年3月21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档
案。W.C.怀特向O.A.奥尔森报告说：“作为委员会成员”，他记得“我们于去年[1889
年]7月在苹果树下检查瓦格纳医生添加的学课时，有三份抄本。我记得听到瓦格纳医
生与琼斯太太计划把第一份抄本寄到奥克兰去，另一份交给史密斯长老……后来我得
知这件事完成了……在我与课程作者和委员会的所有联系当中，我没有看到任何不通
过史密斯长老和他同事最完全的检查，就把课程送到印刷厂的倾向或明显愿望。”
（W.C.怀特致O.A.奥尔森，1890年3月17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档案。）这可信
地反驳了乔治·奈特的断言，他说若琼斯和瓦格纳谦卑的向年长者们提交了自己看法
的话，明尼阿波利斯的事情就不会发生。（见《从1888到背道》，74页；《1888信息
简易指南》，176-178页。）与之相反，琼斯和瓦格纳的个性，以及他们所谓的不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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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行为，都不是人们拒绝[信息]的原因。见第四章，尾注41。

47. 怀爱伦致W.C.怀特，信函83号，1890年3月13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627-628页。

48. 同上，章节日期为3月16日，628-631页。

49. 同上，章节日期为3月16日，631、633页。

50. 怀爱伦手稿2号，1890年，章节日期为3月16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613-616
页。

51. 怀爱伦致乌利亚·史密斯，信函73号，1890年11月25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734
页。

52. 怀爱伦手稿2号，“证道”，1890年3月9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615页。

53. 怀爱伦致W.C.怀特，信函83号，1890年3月13日，章节日期为3月17日；收录于
《1888资料集》，634页。琼斯为一位基督复临安息日信徒R.M.金（R.M. King）——
他在田纳西州被指控违反星期日法案——辩护之后，于3月17日或18日返回了巴特尔
克里克。更多相关信息见：埃里克·塞姆著《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与美国之关系的历
史》，36、37页。A.T.琼斯著《“正当法律程序”和天赐之不认同教义的权力》 “Due
Process of Law” and the Divine Right to Dissent（纽约：国家宗教自由协会，1892
年。）这是琼斯对金的案件的回顾。

54. 怀爱伦致乌利亚·史密斯，信函73号，1890年11月25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734
页。

55. 丹·T·琼斯致E.W.法恩斯沃思，1890年3月21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档案。

56. 怀爱伦致W.C.怀特，信函84号，1890年3月19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642-643页。

57. 怀爱伦致J.S.沃什伯恩，信函36a，1890年9月18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7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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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站在陆标旁
“加拉太书中的律法是他们唯一的借口”

1890年传道人学会后半部分三个周的工作，使怀爱伦精疲力竭。在这之
后，她回到了加州。之前怀爱伦每天讲话，只有一两次例外，而且“有时
候一天要讲两次”。她的劳苦没有白费，因为那些聚会上的氛围产生了很
大改变。这种改变产生的主要原因，就是那两场有巴特尔克里克重要领
袖们参加的特别聚会。A.T.琼斯和E.J.瓦格纳终于有机会解释他们那方面
的情况，并且回应所有那些自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虚假
指控。这给许多反对他们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人认了罪。很
多人再次看到证言的确实性，并且采取了支持证言的立场。1*

丹·琼斯感到“若没有参加这两次特别聚会就离开了巴特尔克里克，将会
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他现在觉得自己像“一个变了的人”。当有人问到
为什么这些聚会没有早一些进行时，怀爱伦“解释说，他们的感想和心态
具有那种使我们不能感动他们的性质，因为他们有耳，却充耳不闻；他
们有心，却刚硬而不受感动。”2*尽管如此，怀爱伦可以说：“感谢上
帝，胜利已经来到。”3 “那些从别的地方进来之人反叛的脊梁骨已经被打
折了。”4上帝没有抛弃他的百姓。

感恩的人不止怀爱伦一个：“奥尔森弟兄非常高兴，感到大得解脱，几乎
不知所措了。瓦格纳弟兄很感恩。”5这是非常令人振奋的，因为几天前
O.A.奥尔森还为事工可怜的状况而忧伤：“我为我们的事工感到悲伤。从
一个普遍的角度来看，我们没有为即将到来的危机做好准备。”奥尔森意
识到，除非上帝“以更大的能力”来到，并准予“特别的祝福和特别的支
持，我们就会错过许多机会”。6他可以看到“上帝的预备正在以一种前所
未有的方式打开，而同时仇敌似乎在以报复的态度作工。” 7

如今奥尔森可以证实传道人学会上所产生的进步，因此他在《评论与通
讯》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圣经学校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怀姐妹的劳作……
这些是特别的时期，会被在场的人长久地记住。怀姐妹享受了很大的自
由，而且有几次上帝的能力极大的显现出来……我们为上帝的祝福，以
及现今的努力而产生的成功感恩。”8丹·琼斯支持奥尔森的看法，他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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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的《评论与通讯》上发表了一篇类似的文章：
怀姐妹参加了许多聚会，而且带着能力自由的讲了她的证言。[聚会上]

所作的解释消除了存在于一些与学校有关之人心中的束缚，一种柔和的
精神产生了……大家都得到了很大的益处，许多过去在工作中已经冷淡
和形式化的人接收到了在上帝之事上的经验，以至于得到了新的勇气和
对未来的希望。在学校最后一天的晨会上几乎所有人都讲了话，他们一
致的见证是自己从学校和彼此之间的联系上得到了很大的益处，而且他
们能够带着比以往更多的勇气以及对成功的更大希望回到他们的工作园
地。9

学会结束之前，怀爱伦“确信撒但看出此时关系重大，他不想放松对我
们传道弟兄们的把握。若是完全的胜利来到，就会有许多传道人带着具
有最高价值的经验从这次聚会出发。”10实际上最终的胜利似乎确实来到
了，如果历史没有向另一个方向行进的话，我们不能下除此以外的结
论。但就像在1889年的复兴和总会会议上所发生的一样，1890年的传道
人学会最终没有成为伟大的胜利。仅仅几周之后，怀爱伦就面临经济和
健康上的困难，并且心情沮丧，证言也再次受到许多领袖弟兄的质疑。
要了解情况为什么变成这样，我们必须再次诚挚的研究一下丹·琼斯，以
及他在1890年传道人学会期间和不久之后在加拉太书中的律法和诸约上
的立场。11*为此我们在本章中会触及一些前一章已经提到的内容。

不恰当的缺席

丹·琼斯在传道人学会上的诸约演讲期间询问怀爱伦的意见时，她坦白的
回答：“我不会告诉你我的意见，我的信念。要在圣经中挖掘。”12然而几天
之后，怀爱伦确实给出了她的意见——既写了出来，也在公众面前讲了出来。
不幸的是，丹·琼斯无法到场。3月2日星期天，他从巴特尔克里克去了田纳西州，
在到那时为止最重要的一场星期日法案的官司中，协助为R.M.金辩护，直到大概八
天之后，也就是3月10日星期一才回到巴特尔克里克。13*

因此丹·琼斯错过了一整个周的晨会，而在这些晨会上，怀爱伦非常直接
的向弟兄们讲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怀爱伦在安息日早晨非常清楚的说出
以下话语时，丹·琼斯并不在场：“现在我在这里在上帝面前告诉你们，那约
的问题，就如[瓦格纳]所已经介绍的，乃是真理。它是亮光，已经以清晰的
思路摆在我们面前。那些一直在抵抗亮光的人，我问你们他们是一直在为
上帝工作，还是在为魔鬼工作呢？”14丹·琼斯有可能没有收到怀爱伦那个安
息日早晨写给乌利亚·史密斯的信的抄本，她在信中特别强调说：“前天晚上
我蒙指示看到，关于两约的证据是清晰而令人信服的。你自己、丹.琼斯、
波特弟兄和其他人正把你们的研究能力用在无谓的事上，要就两约创作一
个与瓦格纳弟兄所提出的不同的立场……约的问题是一个清楚的问题，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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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公正无偏见的人都会接受。” 15丹·琼斯还错过了接下来周日的晨会，怀
爱伦在会上问到场的人：“上帝兴起了这些人[琼斯和瓦格纳]来传扬真理
吗？我说，是的，上帝已打发人把真理带给我们，这真理若不是上帝派人
带给我们，我们原是不会得到的。”16

很明显丹·琼斯回到巴特尔克里克时非常惊讶。周一早晨，就是他回去的
那天，怀爱伦在给W.C.怀特的信中说：“我很高兴得知普雷斯考特教授正
在他的班上给学生们讲瓦格纳弟兄一直在讲的教训。他在讲两约……自
从上个安息日我声明瓦格纳弟兄所教导的两约观是真理以后，似乎许多
人的心大得解脱。”17很快丹·琼斯就得知怀爱伦“完全支持瓦格纳医生在
约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这可没有给他的心带来任何解脱。18

周四早晨，丹·琼斯参加了自己一个多周以来的第一次晨会。怀爱伦、
O.A.奥尔森、E.J.瓦格纳和普雷斯考特讲话时，“房间里满了人”。许多人
在此认了罪，其中包括R.C.波特尔。虽然波特尔“不能清楚看到有关两约
的全部要点”，但他“承认错待了[怀爱伦]和瓦格纳长老”。由于这些忏
悔，“整个房间都在哭泣和赞美上帝，因为有他能力的显现。”难怪怀爱
伦可以宣告说：“那些从别的地方进来之人反叛的脊梁骨已经被打折
了。”这一定给丹·琼斯留下了印象，因为他“始终将头低垂在座位上。一
次也没抬起来，直到聚会结束。”19

3月12日星期三，怀爱伦招聚了两场特别聚会的第一场，邀请了在巴特
尔克里克全部的重要教会领袖，包括丹·琼斯。怀爱伦和E.J.瓦格纳首次可
以回应那些自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之前就流传的虚假控告。所有这些控告
的基础是什么呢？“最终的结果是：有一封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信寄给巴
特勒长老，告诉他们说已经制定好了全盘计划要挖掘加拉太书中的律
法。” [怀爱伦和E.J.瓦格纳]“处理和解释了这个问题，说明并没有制定任
何计划。”虽然这场五个小时的聚会产生了许多好的影响，但怀爱伦所希
望的“在上帝的能力和圣灵的感化下普遍打破人心”这件事并未发生。20

怀爱伦捎话让丹·琼斯邀请瓦格纳在安息日讲话，“似乎有点不情愿，但
[瓦格纳]终于受邀，并且讲了一堂极其宝贵的道。”下午的聚会在办公室
的小礼拜堂进行，“主的灵亲近了我们。基督敲门要进来，但没有地方给
他，门没有开，而他那么近的荣光就收回了。”有人认了罪，但并不像怀
爱伦期待的“清晰而中肯”。丹·琼斯在这次聚会上讲到了他严重的受到“要
放弃证言”的试探。怀爱伦沉思道“要这些人的自我死去”是多么的困难。
21

最后，在3月16日周日早晨，“疲倦而且灰心”的怀爱伦冒险参加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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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并讲了几句“很严紧的话”。她“把他们所做的使主曾尽力去做之事无
效的事及其原因摆在他们面前。加拉太书中的律法是他们惟一的借口。”
怀爱伦没有浪费时间，直接讲到了他们拒绝接受亮光的根本原因：

我问道：“为什么你们更珍爱自己对加拉太书中律法的解释，更热心在这
一点上维护你们的想法，而不承认上帝之灵的作为呢？像你们对加拉太书
中律法的解读一样，你们一直在用自己的天平衡量每一个宝贵的天赐证
言。关于上帝的真理和能力，什么都不能临到你们，除非它带有你们的印
记，带有你们所珍爱的、已经偶像化的关于加拉太书律法的想法。

如果不把你们对加拉太书中律法的看法强加于上帝圣灵证言之上，你们
就看上帝圣灵的证言,上帝圣灵的果子是无足轻重的。我害怕你们，以及你
们对任何经文的解释本身暴露出的非基督的精神，这些解释使我付出许多
不必要的劳苦……你们要谨慎敬畏上帝，以免犯罪得罪圣灵……我要说，
如果你们对加拉太书中律法的看法，和你们所结的果子，具有我在明尼阿
波利斯和从那时起直到现在所看到的那种性质，我就祈祷能尽量远离你们
对圣经的认识和理解……你们的所作所为就是对自己理论最佳的驳斥。

现在，弟兄们，关于加拉太书中的律法，我没有什么要说的，没有什么
负担。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与你们带入你们信仰中的精神相比是次要的。
你们的精神与犹太人对于耶稣基督的工作和使命所表现出的精神是一样
的。”22

领袖弟兄们之所以拒绝前进的亮光，是因为他们感到这亮光与他们在加拉
太书中律法上“偏爱的理论”相左。他们必须放弃旧观点来接受上帝仁慈的
通过琼斯和瓦格纳传达的信息。许多人所表现出的精神，正是他们对圣经
理解错误的最大证据。怀爱伦更进一步的阐述了这一点。他们在加拉太书
中律法上的理论，非但不是陆标之一，反倒成为了巴力崇拜：

基督的福音，他的教训，他的教导，在那些自称相信真理之人的经验和
讲道中几乎没有什么地位。任何受宠的理论，任何人的想法，却成了极
其重要的，如万有都必须向其俯首的偶像那么神圣。关于加拉太书中律
法的理论，情况就是这样。任何东西成了嗜好以致篡取了基督的地位，
任何想法受到尊崇以致于任何亮光或证据都不能在心中找到立足之地，
就表现为偶像的形式，什么都要牺牲给它了。加拉太书中的律法并不是，
也从未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些称它为一个古老陆标的人简直不
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它从来不是一个古老的陆标，也决不会成为古老的
陆标……

我要说，藉着上帝赐给我的话，那些如此坚定地站着捍卫自己关于加拉
太书中律法的立场的人，需要省察己心，好像用一盏点着的明灯查看一
样，看看是怎样的精神促动了他们。我要与保罗一同说：“谁又迷惑了你
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加3:1；5:7）他们显出了何等邪恶的固执
和顽梗啊！我对加拉太书中的律法一点也不担心，但我却担心我们作领
导的弟兄们，他们不该重蹈覆辙，抵抗上帝之灵的亮光和明白的证言，
拒绝一切，好把他们自以为的想法和自己所喜爱的理论偶像化。因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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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所怀的态度和所表显的精神，我不得不说……愿上帝救我摆脱你们对
加拉太书律法的观念。23

现今我们明白怀爱伦所要让弟兄们理解的，如同当时他们要明白一样重
要。怀爱伦超过十几次的提到当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加拉太书中律法的观
点，将其称为“你们的想法”、“你们的理解”、“你们的解释”、“你们的理
论”和“你们的观点”，他们执着于这种观点仿佛它是信仰的一个陆标，永
远不能以另一种方式被理解。他们为了保有自己“喜爱的理论”，甚至愿
意牺牲圣灵的沛降。

他们“非基督化的精神”和“邪恶的固执”让怀爱伦想要离他们的“理解和
解释”越远越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怀爱伦说她“对加拉太书中律法”他
们的解释“一点也不担心”、“没有负担”。与他们所表现的精神相比，它不
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没那么重要”。她自己不会因为他们所珍爱的
关于加拉太书中律法的观点，而拒绝在约的问题上的清晰亮光。24

怀爱伦绝不是表示那条教义无关紧要，而她唯一关心的就是弟兄们在意
见不同时彼此友善相待。与此相反，她被明白的指示瓦格纳在诸约上的
观点是真理，而且她不像许多弟兄一样，会为了不放弃关于加拉太书中
律法的普遍观点而拒绝真理。这一点在她仅仅一周之前写给史密斯的信
中非常清楚：“约的问题是一个清楚的问题，每一个公正无偏见的人都会
接受，但我曾被主带到他使我对此事有见识的地步。你已转离清楚明白
的亮光，因为你害怕加拉太书中律法的问题会被接受。至于加拉太书中
的律法，我没有什么负担，也从未有过负担。”25

怀爱伦对加拉太书中的律法没有负担，并不代表她在否认一个清楚的启
示。她在明尼阿波利斯说过，“若是我对他的立场没有理解错误的话”，
瓦格纳“关于加拉太书律法的”的观点“不符合我对此题目曾经的见解。”然
而她“愿意像小孩子那样受教”，因为真理“不会因研究而损失什么”。26怀
爱伦说琼斯和瓦格纳或许“与我们持有不同意见”，就是把自己包含在弟
兄们当中。27在会议快要结束时，她“第一次”开始思考“可能我们对加拉
太书中的律法终究没有持正确的观点，因为真理并不需要这种精神去维
护。”28怀爱伦确信“若是我们已拥有这题目上的真理，那我们的弟兄们在
因其成圣的事上失败了。”29

如上所述，在1890年传道人学会时，怀爱伦没有认可普遍观点，反而
数次称之为“你们的观点”。不到一年之后，她可以说“因在加拉太书律法
的争论上采取了错误的立场而承受了悲惨的损失。许多人还没充分明白
这个问题就采取了错误的立场。”30几年之后怀爱伦强调了这一思想，并
且明确的支持琼斯和瓦格纳的立场，她这样说：“‘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
傅……’在这节经文中[加3:24]，圣灵藉使徒所说的主要是道德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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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尼阿波利斯反对主藉着瓦格纳和琼斯弟兄所传达的信息，其主要原
因是不愿意放弃先入之见，接受这个真理。撒但藉着掀起这种反对的精
神，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阻止了我们信徒获得上帝所渴望赐给他们的圣
灵特别的能力……本应以其荣耀普照全地的亮光受到了抵制。” 31在回
顾1890年传道人学会之后发生的事情时，这一切都不能忘记，否则我们
也许会对当时所阐述的诸约的伟大真理抱有错误的假设。

思想斗争

通过研究丹·琼斯在传道人学会期间以及之后的信件，我们可以看出他
与他同事们经历的个人挣扎。明显的是他们不认可琼斯和瓦格纳在加拉
太书中律法与诸约上的观点——这二者是紧密相关的。他们宣称相信因
信称义，但感觉琼斯和瓦格纳的观点破坏了安息日、律法、和第三位天
使的信息。当怀爱伦强烈支持琼斯和瓦格纳以及他们的观点时，证言受
到了质疑；也许她变了。然而放弃证言的试探只带来了黑暗与沮丧，因
为证言是与第三位天使的信息相连的，放弃证言意味着“放弃一切”。32不
难看出在这样的思想状态中，有些东西不得不放弃；有些东西必须被放
到一边。

3月14日，在“两场特别聚会”的第一场之后，丹·琼斯写下了自己对至此
形势的理解。他在给堪萨斯州自养布道士D.T.舍尔曼（D.T.Shireman）的
信中，讲到了自己在巴特尔克里克的经历，丹·琼斯透露了他自己正在经
历的一些内心挣扎：“我曾被带领看到相信外表的危险，也在试着使事情
按照我所认为正确的方式去发展……当从上帝而来的亮光照进我们的
心，并显明促使我们行动的真正动机与目的时，那种景象绝不令人感到
鼓舞。”33* 在同一天写给R.A.安德伍德的信中，琼斯分享了更多自己关于
那次聚会的个人想法：

从目前我所听到的来看，[W.C.]怀特、瓦格纳和琼斯弟兄似乎并未事先
计划从太平洋海岸来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上向弟兄们介绍他们的观点，而
且他们后来也没有尝试进行这样的计划。怀姐妹对瓦格纳医生的支持更
加有力了，但还没有明确表示自己对他在两约方面教义要点之解释的态
度。她说自己蒙指示看到瓦格纳在约的问题上有亮光，但并不知道那亮
光是什么。至少我现在是这么理解的。34*

丹·琼斯在挣扎是否接受怀爱伦蒙启示对瓦格纳在诸约上观点的支持。在
不承认瓦格纳的立场是真理的情况下，他如何能理解自己在“两场特别会
议”中的一场上所听到的话，以及怀爱伦在他缺席时在学会所说的话呢？丹·
琼斯在第二天早上分享了自己怀疑证言的巨大挣扎，这是可以理解的。他
质疑怀爱伦如何能够真正支持瓦格纳的观点。很明显，怀爱伦所说自己在
“每次聚会”中都感受到的“不信的压力”，也成了丹·琼斯经历的一部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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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这种压力会驱散上帝想要降在他身上的能力。35

之后，在周日早上怀爱伦说明[人们]拒绝的根本原因时——“他们对加拉
太书中律法的解释”——丹·琼斯在自己脑海里勾画了证据，这些证据使他能
够“有所承认”，并且“采取立场支持证言了”。不幸的是，丹·琼斯的承认并
非因为他接受了琼斯和瓦格纳教导的真理，而是由于他经过思想斗争接受
了怀爱伦的先知身份，但同时却拒绝了天堂的认可。他内心的挣扎一定很
剧烈，因为怀爱伦说他发言时“看起来好像病了一阵”。36当天下午丹·琼斯
告诉R.M.基尔戈尔发生了什么：

对约这个问题的研究在结束时的状况并不比开始时更令人满意……有段
时间人们以为[怀爱伦]完全支持瓦格纳医生在约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而且
我从田纳西州回来时所听到的也是如此……但后来的发展显明情况并非
如此。现在看来在这件事上教义要点[不]是真正的问题。她所反对的仅仅
是人们显示出来的那种精神，而瓦格纳医生没有这种精神。怀姐妹和瓦
格纳医生都说教义要点并非问题的关键。这就解除了一直在我心里的真
正问题。我之前以为没有经过教会同意就介绍新教义才是问题的关键。
但我若在这件事上错了，那我愿意被更正。我一直以为怀姐妹的意思不
是说瓦格纳医生在约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从教义角度而言是正确的；因为
他的立场错误实在太明显，以至于我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怀爱伦会无保
留的赞同……就我个人而言，我愿意完全放下这个问题，如果其他人也
愿意这样做的话，我要把思想和劳力用在真理的推进上……或许双方若
愿意比过去更尊重彼此，那将来在引进任何教义要点时，就会比过去有
更多商讨。37

丹·琼斯起初确信怀爱伦对瓦格纳在诸约上观点的支持真的是上帝敦促
的，而这种确信现在被一个更讨人喜欢的看法代替了。接下来的日子
里，丹·琼斯向其他许多无法参加传道人聚会的领袖分享了他新的理解。
他分享的越多，他的观点就发展的越多，而在他心里就越确信教义不是
问题，只有态度才是问题。然而有趣的是丹·琼斯的态度并没有改变；他
依然不允许A.T.琼斯和E.J.瓦格纳自由持有与他自己不同的观点。不久，
他就开始表现出与自己在尝试证明他们观点错误时一样的态度。3月17日
星期一，丹·琼斯至少寄出了两封信：

今年冬季我们这里真是多事之秋，特别是自你来这儿之后，我指的是把两
约[的问题]带进传道人学校的事情……结果没有把弟兄们聚集联合来推进上
帝的事业，而是产生了分裂的精神和情绪……怀姐妹……说她所担忧的并不
是我们相信什么；并不是说我们所有人都要在诸约、加拉太书的律法，或者
任何一个教义要点上持相同观点；关键在于我们都要有基督的精神，并且联
合一致建立和推进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在我看来她的立场明显是正确的，而
且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约的问题或者加拉太书的律法，它一样有力的适用于
其它方面……我曾经非常确信瓦格纳医生和其他一些人在实现某些计划和意
图，而且在这些计划和意图背后有某种动机；但现在看来我在这两点上都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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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看上去有些奇怪。所有流传的证据都似乎在证明这些事情是真的；虽
然如此，它们却被证实是假的。这让我意识到我们不能依赖于间接证据。38

今年冬天，在把约的问题引进传道人圣经学校一事上我们有很大的争
论。我反对这件事。它造成了不小的搅扰……我愿意承认在反对这件事
情时，并没有一直按着我应当做的去避免个人情绪的介入……有一段时
间似乎怀姐妹会完全支持瓦格纳医生在约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这给我造
成了很大困惑；因为在我看来他的立场明显是错误的。但后来据说教义
完全不是问题的关键。怀姐妹和瓦格纳医生说他们不在乎我们在加拉太
书的律法或者诸约上相信什么；他们想要见到的是我们都能接受因信称
义的教义，我们都能从中得益并且将其教导他人。我完全认同这一点。
我相信因信称义的教义，而且我也愿意让步承认它在过去没有得到与其
重要性对等的注意……这些聚会还显明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从加州来
的弟兄们没有安排计划要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学院里教授他们奇特的观
点……我曾经以为在加拉太书中的律法和两约问题上的教义要点非常重
要。我也曾认为这些弟兄们是有计划的向人们展示他们的观点——这是
通过学院、工人聚会、和圣经学校一步一步达成的。现在若这不是真
的，那我过去就是在一个错误之下劳力，而且不得不承认我在这些事情
上犯了错。39

在每封信中，丹·琼斯都在他改变的意见中表达了更多的确信。现在他
断定琼斯和瓦格纳“奇特的观点”并不重要，只有因信称义——所有人都
认可的——在弟兄们联合起来共同工作的同时被接受才是重要的。丹·琼
斯找到一个保留自己旧观点、个人经历、以及对证言信心的方法，而同
时拒绝他如此鄙视的进步的亮光。他以权威的身份写信，然而却歪曲了
聚会上所说的话，甚至不实的说瓦格纳已经“放弃了‘旧约中的应许都是出
于百姓’的立场”。40*丹·琼斯愿意承认自己过去没有正确的精神，但似乎
在用他的真诚为此辩护。虽然他因为那些解释而得到释放，感觉自己成
了一个全新的人，但是他似乎仍然质疑那些解释的真实性。

第二天早晨给W.C.怀特写信时，丹·琼斯采取了更缓和的态度。他感到
W.C.怀特在“利用母亲来使[他的]工作有影响和能力”，为此他责怪W.C.怀
特。他承认自己在对待那些“特别推进加拉太书中的律法，约的问题等等
之人”时，“没有避免所有情绪的介入”。现在请求怀特的“原谅”。有关瓦
格纳安息日学课的事情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处理，虽然他承认“事
情并没有达到我所期望的程度”。之后丹·琼斯分享了他对那些解释的看
法：

过去我以为一些教义要点……是问题的关键，而且某些人的目的……是
要引进这些教义并使其成为教会的信仰。我以为自己在理论上所认同
的，而且也是我们所有领袖弟兄们所认同的因信称义的教义仅仅是个幌
子，用来引入其它那些更容易受批评的东西[加拉太书中的律法和诸约]；
通过将这二者联系在一起——其中之一没有人会反对[因信称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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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百姓就会接受他们无法（完全）认可的内容，而不是拒绝那些会引起
反对的内容。41*你母亲和瓦格纳医生都说教义要点完全不是问题所在，
关键是我们的百姓在反对这些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我完全认同那
种精神不是基督的精神……你母亲和瓦格纳医生心里想要做的，不是引进
这些问题并将它们灌输给所有人，而是要引进因信称义的教义和基督的精
神，并且尝试让众人转向上帝。这一点我全心的认可。42*

我们应当记得，怀爱伦在1889年春天对J.S.沃什伯恩说过的话；在明尼阿波利
斯的真正根本问题是“因信成义”，而不是加拉太书中的律法。43 琼斯和瓦格纳
不是要推进什么抽象的教义，而是要分享因信成义的信息。刚好这道最宝贵的
信息——由于它是琼斯和瓦格纳在加拉太书中的律法和诸约上观点的缩影——
与领袖弟兄们的想法不同。这样，加拉太书中的律法和诸约就成了弟兄们拒绝
真正的“确实是第三位天使信息”的绊脚石。在1889年总会会议上，怀爱伦说
“巴力”会成为许多“轻视，反对和嘲笑”因信称义这“唯一真宗教”之人的信仰。44

琼斯和瓦格纳确实没有事先计划要推进他们的观点，而且因信称义是他们真正
的负担。但是丹·琼斯误解了这一解释，认为自己只要有正确的精神就可以拒
绝他们从天而来的信息。毕竟，他已经“在理论上”相信因信称义。
在3月19日第二次“特别聚会”之后——怀爱伦西行之前参加的最后一次聚会—
—丹·琼斯觉得自己改变了。在这次聚会上，A.T.琼斯能够回应有关他教导的四
散流言。许多人在他作解释之后承认了错误，一种新的氛围似乎产生了。不幸
的是，在这次会议之后的日子里，丹·琼斯对整个状况的评估变得更加不准
确，而又更加确信自己的观察是正确的。在每封信中他都更明确的表示，虽然
自己的精神或许不对，甚至“出了洋相”，但是他在制止瓦格纳讲课的事上没有
错误。45事实上，他感到瓦格纳才是真正应当受责备的人：

教义要点，或是圣经的解释上没有让步，只有在表现出来的精神以及工
作方式上人们承认了错误……我没有看出自己让瓦格纳医生推迟学校里
约的问题的课程，直到奥尔森长老和普雷斯考特教授回来有什么错误。
从奥尔森长老对我所说的话来看，我认为他们并不认为我在这件事上有
错。但是当[瓦格纳]医生拒绝这样做时，情况就变得复杂了，这为人们对
他工作的怀疑开了路，而怀疑也确实产生了。46

丹·琼斯与其他人交流有关琼斯和瓦格纳以及他们的观点时，变得越来
越不具有支持性。结束了田纳西州八天的旅程回来之后，他害怕怀爱伦
“完全支持瓦格纳医生的立场”。几天之内，丹·琼斯表示怀爱伦仅仅蒙启
示看到瓦格纳有“亮光……但并未蒙启示看到那亮光是什么”。之后他写
到没有试探，“大家在诸约上都持有同样的观点。”后来他说“教义不是关
键问题”。再后来又说人们对瓦格纳的观点“没有让步”。47丹·琼斯最终断
定怀爱伦“并未支持过瓦格纳医生的立场”，也没有预期这么做。

丹·琼斯对瓦格纳观点的描述也呈类似趋向。他起先只是将其称为“他们
的观点”，不久就变成“他们奇特的观点”。后来又称之为明显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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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虽然瓦格纳或许不应该为安息日学课的印刷负责，但学课委员会确
实应该“拒绝”那些课程。

1890年3月21日，就是怀爱伦与其他领袖们参加的第二场特别会议两天
之后，丹·琼斯给R.M.基尔戈尔和R.A.安德伍德写信，严重扭曲了怀爱伦
所说的话：

怀姐妹说她并没有支持瓦格纳医生在加拉太书中律法上的立场，而且
预期短时间内不会这么做；她的心思完全不在这件事情上。他们说自己
在乎的并非教义要点的问题；所有人都可以相信自己所愿意相信的；但
他们想要看到更多基督的精神……我们当然都能够支持这一点，也确实
这么做了。48

他们没有要求我们在诸约或者加拉太书中律法的教义要点上作出任何
让步；与此相反，他们说教义并非问题所在；他们并不在乎我们相信什
么：他们认为错误并想要改正的，是人们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怀姐
妹说她并没有支持过瓦格纳医生在加拉太书中的律法，或是约的问题上
的立场，而且也没有预期会这么做；她的心思并不在这个方向上……瓦
格纳医生解释了安息日学课是如何准备的……而且在出版之前提交给了
学课委员会检查。若这是真的，我不认为他应当为课程所包含的什么内
容而受责备……当然这完全不意味着他在课程里教导的内容是正确的；
然而人们应当写下他们所相信的东西，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解释圣经。学
课委员会应当发现瓦格纳的错误，那些课程应当被拒绝或驳回。但当那
些学课通过委员会并且由安息日学协会出版时，在我看来，学课委员会
与学课作者对这些学课所包含的神学内涵是要负同等责任的。49

不到一周之后，丹·琼斯清楚地表明自己对教义的理解没有改变，但他对那两
次“特别会议”上的解释的信心开始减退。他曾经愿意承认自己判断琼斯和瓦格
纳的动机是犯了错误，但他感到不去做出引人判断的行为是他们的义务：

或许我们过去所持的一些观念是错误的……我认为除了接受那些解释，
并按照它们去行动之外，别无其它能做的事……我在加拉太书中的律法
和约的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我的心在一些弟兄的动机和计划的
事情上得到了解脱，这使我很高兴。……让我们盼望将来我们的弟兄不
会再做出引人对其计划和目的下不公判断的行为。50

仅仅几天之后，丹·琼斯又开始质疑证言的有效性。在写给R.C.波特尔的
一封信中，他表达了对乌利亚·史密斯的同情，因为史密斯无法“理解为什
么……怀姐妹在一个时间明确反对某件事，就像她数年前对[J.H.]瓦格纳长
老在加拉太书中律法上的观点所做的一样，之后却又调转方向去支持同一
件事，而这件事只不过稍微改变了一下形式。”对此，丹·琼斯承认自己在
“尝试尽可能的不去思考它”。”51

乌利亚·史密斯明显也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仅仅几周之前他写给怀爱
伦的信似乎也传到了丹·琼斯手中。史密斯仍然在加强其他人的“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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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这是怀爱伦曾经警告过的事情。52在紧接下来的一周出版的《评论
与通讯》上，史密斯亲自显明，即使知道了传道人学会上明白的发言，
他自己的观点也没有改变。53*

丹·琼斯依然在继续自己的螺旋，他不仅暗示自己对琼斯和瓦格纳证词诚
实性的怀疑，而且还希望他们已经从他的计划中获益良多。就在几天之
前，他还喜悦地说“所有人都可以相信自己所愿意相信的”。现在却不愿意
延伸同样的好意了：

我知道，要根据一年半以来围绕此事的间接证据来下结论，说那些在明
尼阿波利斯发生的事情完全都是无意做出的，有一些困难。但如果瓦格
纳医生说他来这里时没有任何计划，而且琼斯弟兄说了同样的话，并且
怀姐妹也证实他们的话，那我们除了接受其为事实之外，还能做什么
呢？……你也许认为我们引起了一些小麻烦，之后上了别人的当，然后
被完全掌控了。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认为我们赢得了过去所坚持的每
一要点，而且对方也愿意接受小小的失望；若他们学到了我们计划想要
他们学到的东西，我也愿意如此。现在我确信瓦格纳医生在把他奇特的
观点介绍给大家之前，一定会非常小心，并且首先会让领袖弟兄们详细
检查；而且我认为领袖弟兄们也会比过去更加认真的查验这些奇特的观
点。54

结果是黑暗
“你们若是转离一线亮光，担心它会迫使你们接受你们不愿接受的立

场，那亮光对你们来说就会变成黑暗……我所说的事是我知道的。”55对
乌利亚·史密斯拒绝他所不愿接受的约的问题上的“真光”，怀爱伦在写给
他的信中这样说。同一年里，怀爱伦多次警告这样的黑暗，并为其存在
于教会中而悲哀。56*

丹·琼斯1890年传道人学会之后的经历，是怀爱伦预后准确的最大证
据。他几乎误解了怀爱伦在学会最后一周所说的每一个要点。怀爱伦明
确的支持了瓦格纳在诸约上的观点，警告弟兄们他们自己在加拉太书律
法上的观点正在阻碍许多人接受亮光。她本人并未在观点的事上被使
用，因为这件事没有阻碍她接受进步的亮光。丹·琼斯将其解释为怀爱伦
没有支持琼斯和瓦格纳，以及所有人可以随意相信自己所愿意相信之内
容的证据。怀爱伦曾经说过，弟兄们表现出来的精神应当比他们宠爱的
理论引起更大重视。对此，丹·琼斯表示教义不是重点，只有人的精神才
是。然而最终他只容许自己的观点。

怀爱伦曾说没有什么有组织的计划要推进加拉太书中的律法和诸约的问
题，真正的信息是因信称义。丹·琼斯把这些话曲解为单单对因信称义的
认可。而因信称义是他本就拥护的，所以不需要接受琼斯和瓦格纳的信
息。丹·琼斯所支持的东西与大公运动的理念相似——在共同理解下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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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交，放下不同，然而却逼迫那些与其观点不同的人。

怀爱伦辨认出一条更好的道路：“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上帝在光明
中，就彼此相交……”但若你们“行在你们的火焰里……你们必躺在悲惨
之中。”57*

当上帝“敦促”怀爱伦在那个决定性的安息日早晨站在弟兄们面前，并采
取她在约的问题上的“立场”时，她是“完全自由的……称光为光，称暗为
暗”。然而怀爱伦数次警告弟兄们，若他们“转离一线亮光……那亮光对
你们而言就变成了黑暗”。这个预言成真了。58*

长久期待的胜利因为1890年的传道人学会到来了吗？悲哀的事实是，情
况变得更加糟糕了。不仅有很多人拒绝从天而来的亮光，还有许多人被
告知怀爱伦并不支持那道亮光。不幸的是，超过120年之后，1890年传道
人学会却被当做一个伟大的转折点。59*但或许更让人悲伤的是，许多丹·
琼斯自己的火焰现今依然在不受控制的燃烧。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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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尾注

1. 怀爱伦致W.C.怀特，信函84号，1890年3月19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
643页。有关诸约这一题目更详细的叙述，见第十四章尾注1。

2. 同上，642-643页。在给W.C.怀特的一封信中，奥尔森说“丹·T·琼斯弟兄感到自
己变了一个人，我为此感到高兴。然而他在认错上一直有些迟缓。”（O.A.奥
尔森致W.C.怀特，1890年3月20日，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总会档案。）从以后的证据来看，丹·琼斯“变了一个人”的评价完全是他自己的
想法——怀爱伦这样说：“丹·琼斯弟兄说，要是没有这两次特别聚会[3月12日
和19日]并作出明确的解释就离开巴特尔克里克，会很可悲。他改变了。”
（《1888资料集》，643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3. 怀爱伦致W.A.科尔克德，信函60号，1890年3月10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
620页。

4. 怀爱伦致W.C.怀特，信函30号，1890年3月10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625

页。

5. 同上，626页。

6. O.A.奥尔森致G.C.坦尼（G.C. Tenney），1890年3与20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总会档案。

7. O.A.奥尔森致C.H.琼斯，1890年[3月]，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档案。

8. O.A.奥尔森著“传道人学校”，1890年4月4日《评论与通讯》，201页。

9. 丹·T·琼斯著“巴特尔克里克的工作”，1890年4月4日，204-205页。

10. 怀爱伦致W.C.怀特，信函83号，1890年3月13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635
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11. 为了能够更清楚的研究丹·琼斯在琼斯和瓦格纳、加拉太书中的律法、以及诸约
问题上所经历的挣扎，及其对教会的最终影响，我们会包含一些之前章节中出
现过的内容。

12. 怀爱伦手稿4号，“证道”，1890年3月8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596页，粗
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13. 丹·T·琼斯致E.W.法恩斯沃思，1890年3月21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档案；
以及怀爱伦致W.C.怀特，信函30号，1890年3月10日；收录于《1888资料
集》，623页。R.M.金是由于违反星期日法案被捕的许多基督复临安息日信徒
之一。他在田纳西州最高法院1890年3月6日案件的总结，见：威廉姆·A·布雷
克利著《美国国家报纸关于星期日立法的立场》（1911年），676-694页。

14. 怀爱伦手稿4号，“证道”，1890年3月8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596页。

15. 怀爱伦致乌利亚·史密斯，信函59号，1890年3月8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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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4页。

16. 怀爱伦手稿2号，“证道”，1890年3月9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608页。

17. 怀爱伦致W.C.怀特，信函30号，1890年3月10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623
页。

18. 丹·琼斯致R.M.基尔戈尔，1890年3月16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档案。

19. 怀爱伦致W.C.怀特，信函30号，1890年3月10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625-
626页。

20. 怀爱伦致W.C.怀特，信函83号，1890年3月13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627-629
页。

21. 同上，629页；以及怀爱伦致乌利亚·史密斯，信函73号，1890年11月25日；收
录于《1888资料集》，734页。

22. 怀爱伦致W.C.怀特，信函83号，1890年3月13-16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631-
632页。

23. 怀爱伦手稿55号，1890年[3月16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841页。

24. 例证见：《1888资料集》，631、842、632、700、702、841、273、631、841、
632、220页。

25. 怀爱伦致乌利亚·史密斯，信函59号，1890年3月8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
604页。

26. 怀爱伦手稿15号，“致聚集参加总会会议的弟兄”，1888年11月；收录于《1888
资料集》，163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27. 怀爱伦致G.I.巴特勒，信函21号，1888年10月14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88
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28. 怀爱伦手稿24号，“回顾明尼阿波利斯”，1888年12月；收录于《1888资料
集》，221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29. 怀爱伦致W.M.希利，信函7号，1888年12月9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189
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30. 怀爱伦手稿21号，“日记”，1891年2月27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894页，
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31. 怀爱伦致乌利亚·史密斯，信函96号，1896年6月6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
1575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32. 怀爱伦致W.C.怀特，信函83号，1890年3月13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629
页。

33. 丹·T·琼斯致D.T.舍尔曼，1890年3月14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档案。有关
那“两场特别会议”的更多细节，见第十三章。

34. 丹·T·琼斯致R.A.安德伍德，1890年3月14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档案：
（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丹·琼斯相信怀爱伦蒙启示知道瓦格纳拥有亮光，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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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她不知道那亮光是什么。如今那些尝试要处理怀爱伦[对琼斯和瓦格纳]
的认可，但又拒绝琼斯和瓦格纳教导中不符合福音改革派福音的人，也是这样
认为。见第四章尾注3。

35. 怀爱伦手稿2号，“证道”，1890年3月9日，以及手稿2号，1890年3月16日；收
录于《1888资料集》，611、641页。

36. 怀爱伦致W.C.怀特，信函83号，1890年3月13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633
页。

37. 丹·T·琼斯致R.M.基尔戈尔，1890年3月16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档案。

38. 丹·T·琼斯致J.D.派格，1890年3月17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档案。

39. 丹·T·琼斯致J.H.莫里森，1890年3月16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档案。

40. 同上。旧约的应许全部是由百姓承诺的这一立场，是丹·琼斯和其他人与瓦格
纳争论的要点之一。（丹·T·琼斯致E.W.法恩斯沃思，1890年2月9、18日。）
这也是怀爱伦所说的，丹·琼斯与其他人在浪费他们的研究能力所想要驳斥的
立场。（《1888资料集》，604页。）还是怀爱伦在她的新书《先祖与先知》
中所采取的立场。（372页。又见第十四章尾注36。）O.A.奥尔森在第二天写
给R.A.安德伍德的信与丹·琼斯的评估矛盾。他承认“明显我们误解了一些事”，
而且“在约的问题上有一些我们不了解的东西……怀姐妹的话非常具有指向性”。
（O.A.奥尔森致R.A.安德伍德，1890年3月18日。）其它证据表明瓦格纳没有
改变自己的观点。仅仅在传道人学会几个月之后，《评论与通讯》办公室就取
消了太平洋出版社一千本新书的订单，因为书中包括瓦格纳的观点——“应许
都是百姓承诺的”。（丹·T·琼斯致R.C.波特尔，1890年6月2日。）瓦格纳在后
来的每一部主要作品中，都阐述了同样的观点。（《现代真理》，1896年12月
10日，788页；《永远的福音》[1900年]，327页；《好消息》[1900年]，71、
100页。）读者可以仔细比较怀爱伦3月16日的证道和丹·琼斯在之后的日子里
对这篇证道的理解。琼斯不仅误解了她说的话，还开始编造一些她从未说过的
话。

41. 乌利亚·史密斯持有类似的观点：“那次会议[1888年]的真正问题就是加拉太书
中的律法；然而瓦格纳弟兄在成义上的前六堂论述我们都认同；若我不知道这
些论述都是为他在加拉太书上的观点——我认为错误的观点——铺就道路的
话，我本应相当欣赏这些论述的。当然，我不相信这两者之间存在必然和逻辑
上的联系，然而你知道，一个真理可以以这样一种方式、这样一个明显的理由
被利用，以至于我们本应从其所得到的满足都被破坏了。”（乌利亚·史密斯致
怀爱伦，1890年2月17日；收录于《手稿与回忆》，154页。）A.T.琼斯后来写
到这一致命的态度：“在那次……会议上，巴特尔克里克的一位领袖在瓦格纳弟兄
的一次研经之后向一群人所说的话，预示了会议的走向。他说：‘若这就是全部，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说阿门。但之后还有一些东西。而这些是引领我们到之后那些
东西去的。若我们对这些内容说了阿门，那就不得不对之后的内容也说阿门，这
样我们就中计了。’就这样，他们因为害怕之后的内容，就不愿对他们知道是真理
的东西说阿门，而之后的内容他们无论如何也是不会认同的——实际上之后的内
容没有出现，因为根本没有，于是他们否认了自己的心告诉他们是真理的东西；
由于对抗自己想象的东西，他们就坚决的反对自己知道本应认同的东西。”（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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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斯致C.E.赫尔姆斯，1921年5月12日；《手稿与回忆》，329页。）

42. 丹·T·琼斯致W.C.怀特，1890年3月18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档案。在六个
月之内，丹·琼斯就处于一种“灵性贫瘠”的状态，并且愿意承认因信称义的教义
或许并没有如他所想的那样被人接受：“我们都相信它，并且宣称完全认可
它；但如你所言，我们没有同情那些特别向百姓阐述这一主题的人，而见到饥
饿的百姓们在它被阐述给他们时那样的渴慕，对我们来说这几乎是一种羞辱。
我愿意承认自己在这件事上的感受是错误的。”（丹·T·琼斯致E.W.法恩斯沃思，
1890年9月19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档案。）

43. “1950年6月4日在马里兰州哈格斯镇与J.S.沃什伯恩的面谈”报告，第2页。

44. 怀爱伦致总会会议，信函24号，1889年10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444
页。

45. 怀爱伦致W.C.怀特，信函84号，1890年3月19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643
页。

46. 丹·T·琼斯致E.W.法恩斯沃思，1890年3月21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档案。

47. 丹·琼斯这些话的参考资料在本章以上部分已经列举出来。

48. 丹·T·琼斯致R.M.基尔戈尔，1890年3月21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档案，粗
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49. 丹·T·琼斯致R.A.安德伍德，1890年3月21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档案，粗
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50. 丹·T·琼斯致G.I.巴特勒，1890年3月27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档案。

51. 丹·T·琼斯致R.C.波特尔，1890年4月1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档案。

52. 乌利亚·史密斯致怀爱伦，1890年2月17日；收录于《手稿与回忆》，152-157
页；以及怀爱伦致乌利亚·史密斯，信函59号，1890年3月8日；收录于《1888资
料集》，599页。

53. 乌利亚·史密斯著“约柜和律法”（The Ark and the Law），1890年4月8日《评论
与通讯》，216页。只要读一下史密斯的整篇文章就能发现，他所相信的因信
称义与琼斯和瓦格纳阐述的“最宝贵的信息”是不同的：“上帝在通过耶稣基督接
近人类并带给他们祝福时，必须首先提出自己的律法，也就是他旨意的文字记
录，这律法是所有恩惠的必要条件；对那些不愿献上自己的心，并尝试去顺从
上帝的个人、家庭或国家，他还能赐给他们，或是应许赐给他们什么祝福呢？
（恶人在今生所收到的种种祝福并不影响这一规则；因为这些祝福不过是给予
这世上为数不多之义人的。）因此立约时，这一条件必须首先出现，事实正是
如此；‘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出19:5）当百姓同意这一点
时，上帝才能合理的进入这个约。而这个约的外在表现……必须包括其内
容……包括百姓按照道德行动计划遵守上帝律法的应许，以及其它上帝认为合
适的公民和仪文规则。”（同上。）相对于史密斯，怀爱伦表达了上帝对全人
类活跃的爱：“连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也要归功于基督的死。我们吃的饭是他
舍身得来的。我们喝的水是他流血换来的。每个人，不论是圣徒或罪人，在吃
饭的时候，都是靠基督的身体和宝血而得滋养。每一餐饭食，都带有髑髅地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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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架的印鉴。”（《历代愿望》，660页。）

54. 丹·T·琼斯致G.I.巴特勒，1890年4月14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档案。

55. 怀爱伦致乌利亚·史密斯，信函59号，1890年3月8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
605页。

56. 怀爱伦在明尼阿波利斯之后的年月里多次重复了这一主题：“我之所以在明尼
阿波利斯有这样的感受，是因为我看到每一个采取与在明尼阿波利斯同样立场
的人，都会陷入最黑暗的疑惑不信中。” （《1888资料集》，610页。）“那
些……与一年多以来临到我们的信息……相反的人并没有作工的精神，却在陷
入黑暗里。”（同上，633页。）“欧文弟兄说整个区会的灵性都处于低潮。”
（同上，678页。）“过去的几年一直有人努力要蒙蔽人的眼睛，使以色列看不
出自己的缺点，上帝也不赐给他们圣灵，黑暗就笼罩了他们，就象曾笼罩了犹
太民族一样。”（同上，718页。）“我蒙指示：那些被仇敌弄瞎眼睛……的
人，处在危险之中。因为他们不能辨认天上的亮光，容易接受虚谎……上帝赐
给他们的证据，对他们不起作用。他们因拣选黑暗，不拣选光明，而致盲目。
于是他们发明一些他们称之为光的东西来指引自己的步伐，上帝则称之为他们
自己所点的火把。”（同上，727页。）“仇敌已经作了他狡诈的努力，来动摇
我们的人对于证言的信心，这些谬论进来时，会声称要用圣经查验所有立场，
但他们曲解圣经……这恰好与撒但所谋划的一样，那些一直在为使百姓不注意
上帝之灵证言的警告和责备而预备道路的人，将看到各种错误的思潮要涌入生
活中。”（同上，739页。）

57. 怀爱伦致乌利亚·史密斯，信函25b，1892年8月30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
1008页。怀爱伦多次提到这种由于拒绝亮光而产生的“火把”：“在第三位天使发
出大呼声的时候，那些已在任何程度上被仇敌弄瞎眼睛……的人，会……容易
接受虚谎……他们拒绝亮光之后，便会发明一些他们称之为光的东西来指引自
己的步伐，上帝则称之为‘他们自己所点的火把’。”（《1888资料集》，1079
页。）“我们若是忽略行走在所赐的亮光之中，这光对我们就会成为黑暗，黑
暗的程度与我们没有善用的亮光与特权成正比。”（同上，143页。）“当我回
顾犹太民族的历史，看到他们跌倒是因为没有行在光中时，我就蒙引导认识到
我们这班人若是拒绝上帝赐给我们的亮光，将会被带到何方。”（同上，152
页。）“主不会原谅那些在我们的日子自称相信真理却拒绝亮光的人，正如他
不原谅犹太人拒绝主所指定的代表传给他们的亮光一样。在我们这个时代，拒
绝行在光中总是使人留在黑暗里。”（同上，301页。）“唉，在已有大光临到
身居要职之人的地方，竟是最难讲道的地方，因为他们虽然蒙了光照，却宁要
黑暗不要光明……他们心眼盲目的程度与照在他们身上的大光一样大。我们还
不知道这种顽梗的不信结局将会怎样。”（同上，710页。）“许多人不会信
服，因为他们不想认罪。人心因为骄傲和顽梗而抵制和拒绝来自天上的哪怕一
线亮光，第二次拒绝亮光就会更容易。人们就这样养成了拒绝亮光的习惯。”
（同上，895页。）

58. 怀爱伦致W.C.怀特，信函82号，1890年3月9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617
页。怀爱伦多次重复了这些想法：“我要向他们说明，他们若不被上帝的灵充
满，就不会在他们的工作中成就任何善事……他们必须行在基督的光中，否则
撒但就会罩上他们的眼睛，他们就会称光为暗，称暗为光了。”（同上，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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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撒但起来反对[耶稣]，因为他自从堕落以来岂不是一直在致力于使光明
看似黑暗，使黑暗看似光明吗？在基督设法将真理按它与人们得救的正确关系
摆在人前时，撒但却藉着犹太领袖们作工，唆使他们仇恨世界的救赎主。他们
定意竭尽全力阻止他给百姓留下印象。”（同上，533页。）“那些拥有上帝看
为适于赐给他们的一切证据，看明上帝的灵与能力与我同在，可是却转身离开
这一切，去行在他们自己所点火把亮光中，已显出惊人盲目的人，对于属上帝
的事缺乏领悟和认识，他们既抵抗亮光和证据，宁要黑暗不要光明，实际上就
是在说：‘我们不要上帝的道路，而要我们自己的道路。’”（同上，649页。）
“‘怀姐妹的证言不再可靠了。’……这些人已经撒下了种子，结果必随之而来。
现在各教会已有一块绊脚石安放在脚前，是不容易移除的，那些一直作这事的
人若不看出和认识到他们已在哪里使上帝的灵担忧，并且承认自己的错误，他
们心灵周围的黑暗就必越来越浓。他们就会心眼盲目，称光为暗，称暗为光，
以真理为谬论，以谬论为真理，当亮光来到时，他们就会看不出来，且敌对
它。”（同上，704页。）

59. 我们都希望1891年是一次完全的胜利，但在一百二十多年之后写到此事，我们或
许会想，这种乐观主义是否推迟了我们对老底嘉信息的接受。A.V.奥尔森说：“斗
争是长久而激烈的。胜利并非在一天或是一个月之内得到的。不，甚至一年都不
行！……众生灵的仇敌不顾一切的破坏复临运动，但是感谢上帝，他失败了。借
着上帝之灵在人心上大能的作工，仇敌被击败了。”（《从危机到胜利：1888-
1901》，113页。）李罗伊·弗洛姆说：“坚持认为怀女士早期所说的，‘一些’在
1888年拒绝那道信息的人没有改变，既不准确，也不诚实……接受的比例确实
变大了。尝试坚持认为领袖们，甚至大多数人……拒绝了那道信息实在是虚伪
的……更不要说他们在之后的岁月里不顾一切的保持了那种态度。这种说法与
无可争辩的史实相抵触。”（《天命之运动》，369-370页。）乔治·奈特断言
道：“[怀爱伦]的那些解释成为了后明尼阿波利斯冲突的重大转折点……从那时
起，争议的激烈程度就大幅降低了，然而有关加拉太书中律法的争战，以及对琼
斯、瓦格纳和怀女士的敌意依然在一部分教会领袖的心中酝酿。”（《愤怒的圣
徒》，93页。）

60. 乔治·奈特在1888事件上的许多主要立场似乎都来自丹·琼斯，这些立场贯穿于
他在这一题目上所写的书中。奈特说：“在之后的一次聚会中，怀爱伦处理了
紧抓教义不放的问题。丹·琼斯说：‘她说她所担心的并不是我们相信什么；我
们不需要在诸约和加拉太书中的律法上全都持同样观点，在任何其它教义要点
上都是如此；但我们都应当有基督的精神，并且联合起来建立并推进第三位天
使的信息。’[丹·T·琼斯致J.D.派格，1890年3月17日。]当我们意识到一周之前
怀爱伦曾公开告诉传道人们——包括丹·琼斯——她蒙启示看到瓦格纳在诸约上
持有真理时，这段引文就有了更多的含义……在立场如此明确的情况下，她对
他们态度的担忧依然超过了他们是否接受她和瓦格纳神学立场的担忧。这一事
实令丹·琼斯非常惊讶，并且使他愿意和解。第二天……丹·琼斯给W.C.怀特写
信。他在信中再次强调了明尼阿波利斯冲突的本质。[丹·T·琼斯致W.C.怀特，
1890年3月18日。]”奈特还说，依照丹·琼斯的说法“[怀爱伦的]那些解释成为了
后明尼阿波利斯冲突的重大转折点……造成1890年3月之突破的激烈思想交
换，生动说明了怀女士所提出的要点——明尼阿波利斯的真正危机不是神学或
教义上的，而是态度上的……加州阴谋论上的突破降低了明尼阿波利斯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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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意……一个结果就是人们对怀爱伦恢复了信心。”（《愤怒的圣徒》，93-94
页。）奈特在他给A.T.琼斯所写的传记中，也阐述了相同的概念：“怀爱伦所看
到的信息，并不关乎教义。我们并没有看到她担心加拉太书中的律法、诸约或
三位一体论。我们也没有看到她详细解释基督的神人二性或无罪的生活，并将
其作为信息的关键因素。她甚至都没有纠缠于因信成义的问题。她特别的兴趣
在耶稣基督身上。”（《从1888到背道》，69、52页。）有人或许会问，为什
么怀爱伦暗示丹·琼斯那时在“为魔鬼工作”，（《1888资料集》，596页。）而
乔治·奈特却把他的话当作权威来引用？然而奈特却因为信息的“源头”“不是怀
爱伦而是G.B.斯塔尔”（《1888信息简易指南》，112页。），就完全拒绝了
G.B.斯塔尔的话——“怀姐妹说我们自明尼阿波利斯会议开始，就处在了晚雨时
代。”（1893年《全球总会会议公报》，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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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关于救赎的混乱理念
“我经常被指向十童女的比喻”

即使在无线通讯出现之前的时代，消息传播的也很快。1890年传道人学
会结束之后，来自全国各处的与会者回到自己的家乡，继续他们的工
作。虽然《评论与通讯》上刊登了光鲜的报告，但许多人从与会者本人
的汇报中感受到一切并不顺利。因为“家人生病”而没能参加那些聚会的
J.S.沃什伯恩，是一位对教会状况深感担忧的传道人。他曾在一年之前堪
萨斯州奥托瓦帐篷大会的复兴中得到过丰盛的祝福，而且依然生活在那
祝福之下。随着从巴特尔克里克不断传来的报告，他开始“认为这从某种
程度上又是一次‘明尼阿波利斯’。”为了知道事情的真相，并且询问上帝
具体想要为他的百姓做什么，沃什伯恩给怀爱伦寄了一封信：

亲爱的怀姐妹……去年五月我参加了堪萨斯州奥托瓦的学会，A.T.琼斯
长老在基督之义上的证道，以及我与你的谈话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
象。自那时起我就一直在思考……世界结束之前在我们的百姓当中会有
一种关乎真正圣洁的特别工作要完成。我曾经想过，由于对赝品圣洁的
恐惧，[我们]已经错过了上帝许多特别的祝福，因而没有经历真正的圣
洁……在我看来，似乎上帝正在我们头顶持住一个伟大的祝福，而在赐
予我们这个祝福之前，他在等着我们预备好。 这个祝福就是真正的圣
洁，而当我们尽到自己的义务并使用自己的特权时，我们的工作就会以
“大呼喊”的方式进行。这是事实还是一个错误呢？……我对这一题旨上的
亮光望眼欲穿。有给我们的亮光吗？虽然我以前从未意识到，但如今在
我看来我们似乎正处于启示录3:14-17所说的状况当中，而我们在明尼阿
波利斯以及其它地方和时间的经验表明我们不知道这件事。而且基督也
在劝我们买金子和白衣，并用眼药擦我们的眼睛。情况确实如此
吗？……若你能从繁忙的事务和负担中抽出时间回答这些问题，我将不
胜感激。1

虽然怀爱伦由于传道人学会和大量工作的压力而精疲力竭，但她仍然抽
出时间回复了沃什伯恩的信。2*读他的信对怀爱伦而言是一件快乐的事
情，“因为圣灵在堪萨斯州聚会上在你心中所做的工至今都没有失去其功
效，这给了我很大的满足。”沃什伯恩曾经收到过“基督之义的一瞥”，“其
他和他一样的人在与那些不欣赏这一神圣真理的人接触时就失去了这一
福气”，而沃什伯恩并没有。怀爱伦邀请沃什伯恩：若他“得蒙站在公义的
日头之前”，那他就不应当“将所吸收的明亮光束隐藏起来”，而应当“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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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的光”。之后，怀爱伦不断地倾诉她对自己所爱之教会的担忧：
当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按其正当方式得到传讲时，会伴随能力，而且它会

成为持久的影响……我经常被指向十童女的比喻，她们当中五个是聪明
的，五个是愚拙的。这个比喻一直以来都在应验，将来也会字字应验，
因为它特别适用于此时……

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仇敌借着他们作工，使上帝要照耀人心并点亮头
脑的光黯淡下去。有一些人曾接受基督之义的宝贵亮光，但他们却并不
按照这亮光行事；他们是愚拙的童女。

……撒旦使用那些宣称相信真理，但其亮光已经变成黑暗的人，他把他
们当做传递其谬误和黑暗的媒介。他们宁愿选择黑暗而不选择光明，羞
辱了上帝，因此他们确实是愚拙的童女。

……那些藐视赐给他们的神圣恩赐之人——就是要使他们成为天堂居民
的恩赐——将会成为愚拙的童女……

愚拙童女所代表的教会的状态，也被称为老底嘉……自明尼阿波利斯会
议以来，我前所未有的见到了老底嘉教会的状态。我听到上帝对那些自
感满足之人的责备，他们不知道自己灵性的贫乏……像犹太人一样，许
多人唯恐看见，就闭上了自己的眼睛；然而如今还有一个更大的危
险……正如基督在世时一样……3*

凡认识到自己需要向上帝悔罪，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会有悔罪之心，
忏悔自己对主圣灵的抗拒。他们会承认自己拒绝上天慨然赐予他们亮光
的罪，并放弃使圣灵担忧和侮辱圣灵的罪。4

1888年新版的《善恶之争》包括了提及十童女比喻的几章，还有这个比喻在
1844年午夜呼声时的应验——“新郎来了”。1844年夏天，“聪明的童女和愚拙
的童女所代表的两等人……显明出来了。”聪明的童女“已经领受了上帝的恩
典，就是那使人重生，并光照他们的圣灵的能力，惟独这灵能使圣经成为脚
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大失望之后，那些拥有天堂之油的人通过热切的研究，
发现基督已经开始了他在至圣所——婚礼进行的地方——的工作，于是他们
“同他一起进去了”。5*

就在1888年总会会议之前，怀爱伦在一个梦里得知“时候到了，要将殿和在其
中礼拜的人量一量”；整个天庭都活跃起来。6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之后，怀爱伦
一次又一次的尝试帮助弟兄们明白，上帝正在预备一群百姓能以在他“从婚姻
的筵席上”（路12:36）回来的那天站立得住。上帝正在最终赎罪的工作上寻求
他们的协助，而且他发出一道“最宝贵的信息”“邀请百姓接受基督之义，其外在
表现就是对上帝全部诫命的遵守”。7上帝渴望赐下天堂之油，它不仅是“圣灵
的象征”，还是“基督之义。它代表品格。”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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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悲的是，这道信息受到了藐视和拒绝。难怪怀爱伦会说十童女的比喻已
经，并且将要字字应验，因为它特别适用于那个时期。9*那些“藐视神圣恩
典”的人，那些“宣称相信真理，但其亮光已经变为黑暗”的人，还有那些“接
受了基督之义的宝贵亮光，却……没有按照这亮光行事”的人，都像“愚拙的
童女”一样。他们要为老底嘉状态的形成负责。10*

怀爱伦警告沃什伯恩，撒旦在借着有关救赎的虚假理念引入混乱。甚至连“真理
的福音”都在被“污染”：

我们是聪明的童女吗？还是必需要被归入愚拙童女的行列？……许多人
所认可的基督的宗教，是由真理与谬误掺杂的观念和理论组成的。一些
人在尝试变得足够好而得救……苦修、肉体的禁欲、不断地认罪，却没
有真诚的悔改；禁食、节期、外表的遵守，却不伴随着真正的献身——
这一切都没有任何价值。基督的牺牲足够了……无法欣赏基督的奉献，
对人有一种败坏性的影响……它使我们接受关乎救赎的错误而危险的理
论，而这为了我们的救赎是付出了无限代价的。11

各教会软弱多病且将要死亡的原因，乃是仇敌已将各种使人灰心的影
响施加在战兢的人身上。他设法让他们看不见耶稣是安慰者，是督责、
警告、劝诫他们的那一位，他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赛
30:21）……撒但藉着置身于人心和救主之间，已经取得了最大的成功。12

同样的混乱

在救赎上的冲突观点及其所产生的混乱对怀爱伦而言并不新鲜。瓦格纳
在1890年传道人学会初期被阻止阐述诸约的题目不久之后，怀爱伦就意
识到明尼阿波利斯的情节要重演了。正如加拉太书中律法的问题一样，
约这个题目真正的中心问题在于人类是怎样得救的。怀爱伦开始参加许
多聚会，三周当中天天发言而只有一两次例外。13

琼斯和瓦格纳是在教导某种异端吗？人在自己的救赎上没有要做的吗？
怀爱伦在许多天的晨更讲话中谈到了这个重要的问题。她争分夺秒的直击
问题的中心——得救的条件是什么？

有人会问，怎么回事？我们领受救恩还靠条件吗？我们决不靠条件来到
基督面前。如果我们来到基督面前了，那么条件是什么呢？条件是藉着
活泼的信心我们才能完整完全地把握一位被钉而复活之救主宝血的功
劳。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就是在行公义的行为。但是当上帝呼召我们世
界中的罪人并且邀请他时，是没有条件的；他是被基督的邀请所吸引，
而不是“现在你必须回应才能来到上帝面前。”罪人来了，他来了并且看
到基督被高举在髑髅地的十字架上，这是上帝印在他脑海中的，便有一
种爱超过了他所能想象到过的任何东西。然后怎么样呢？……于是便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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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悔改；然后怎么样呢？信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能向罪人表示赦
免……

魔鬼一年以来一直在作工，要使人们忘却这些概念——全部忘却。要
努力工作才能改变他们旧有的看法；他们以为必须倚靠自己的义和自己
的行为，不断地看自己，而不将基督的义据为己有并带入自己的生活和
品格中。14

是的，人在自己的救赎上有需要做的事情。他不应当拒绝髑髅地十字架吸引
人的邀请。通过注视他会得到改变，而通过活泼的信心他就“完整完全地”把
握住耶稣基督的功劳。人不应当在自己的义当中寻找功劳，而应当注目于基
督的功劳。

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怀爱伦写下了她的1890年36号手稿。这份手稿极有可能
是基于她在传道人学会期间，向聚集在巴特尔克里克的传道人们所作的晨更
讲话。由于意识到大部分“奉派前去作工的”工人自己“既不明白救恩的计划也
不了解何为真正的悔改归正；实际上，他们需要悔改”，怀爱伦感到心痛。传
道人们需要“受启迪”，并且“更加特别地仔细研究解释真悔改的题目”。问题
在于“未悔改的人竟站在台上讲道”。他们在尝试阐述“他们自己的心从未……
经历”的真理。然而，当上帝发出一道包含上天能力的信息，要医治教牧人员
可怜的状况时，弟兄们却以“琐碎”的话回应，而且“口无遮拦地说到”琼斯和
瓦格纳的“真实想法”。怀爱伦在想到那些身处“撒旦魔咒”之下的人时，“只能
哭泣”。15*

怀爱伦警告那些身处“困惑的迷雾”之中的人，要留意真实见证人的劝告：“他
们需要由火炼的金子所象征的上帝神圣的爱，需要基督纯洁品格的白衣，也
需要天上的眼药，好使他们惊讶地看到受造者的功劳在赚取永生的工价上是
毫无价值的。”教牧人员的整体状态正在阻止教会完成这一任务：

我们这班人对因信称义怀有错误观念的危险再三呈现在我面前。我多年
蒙指示看到撒但会以特别的方式作工，要在这个要点上混乱人心。上帝
的律法已得到大量的研究并向会众讲解。人们几乎象该隐的祭物一样丧
失了对耶稣基督和他与律法的关系的认识。我蒙指示看到许多人一直没
有信心，因为对救恩怀有糊涂混乱的观念，因为传道人以错误的方式作
工以接触人心。多年来一直催促我心的要点是归于人的基督的义……

那需要更加认真地仔细研究、更加经常地重述、更加坚定地确立在众人
心中的要点，莫过于堕落的人类不可能靠自己最好的行为获得任何功劳
了。惟有藉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才能得救……

要把这个问题讲得简单明了：我们不可能靠着受造之物的功劳在上帝面
前有什么地位或得到上帝的恩赐……此处人们有机会把谬误接受为真
理。若有什么人能靠着自己能做的什么承受救恩，那么他就与以苦行赎
罪的天主教徒站在同一立场了。于是救恩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了债务，可
以象得工价一样赚取了。人既无法靠自己的任何好行为来配得救恩，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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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救必是完全出于恩典，由人作为罪人来接受，因为他接受和信靠耶
稣……一旦解决了堕落人类决不能靠自己好行为的功劳为自己获得永生
的问题，这一切的争议就都结束了……

人类可能进行探讨，极力提倡受造者的功劳，每一个人都在争取最高的
权力。但他们却完全不知道，他们是在原则和品格上误表在耶稣里的真
理……

我问道：我怎样才能如实地阐述这个问题呢？主耶稣在把他的义赠送给
人时，赐给人一切的能力、一切的恩典、一切的悔意，一切的意愿，一
切的赦罪。他要人用活泼的信心来领受他的义。活泼的信心也是上帝的
恩赐。如果你要收集人里面一切良善的、圣洁的、高贵的、可爱的东
西，然后将之介绍给上帝的天使，作为在拯救人类灵魂的工作或功劳中
起作用的东西，你的提议就会遭到拒绝，被视为叛逆。16

要使世界得到基督的荣耀和他的义的光照，那些想要分享信息的人必须首先
拥有经验性的知识。然而，怀爱伦却说：“我们……听到的许多关于人悔改的
话并不是真理。”琼斯和瓦格纳所阐述的信息并不是造成麻烦的原因，因为“坚
固的信心不会把任何一个人引入狂热盲信，也不会使人行事象那懒惰的仆
人。正是撒但迷惑人的能力诱导他们去看自己而不是看耶稣”：

人们受教以为一个人若是悔改就必蒙赦免，以为悔改乃是进入天国的门
路；以为悔改一定有价值为他买来赦罪。人自己能悔改吗？那就象人不
能自赦己罪一样……

关于因信称义，有把信心当功劳的危险。其实当你接受基督的义为白白
的恩赐时，你就因基督的救赎而白白地称义……是他赐给人悟性，感动
人心，首先吸引人心去看髑髅地十字架上的基督。信心是把理智的能力
交给上帝，放下自己的意见与意愿归于上帝，且以基督为进入天国的惟
一门户。

何时人认识到他们无法靠自己行为的功劳赚取义，并且坚定地仰望和全
然依赖耶稣基督为他们惟一的指望，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自我那么少的耶
稣了。心灵和身体都被罪污秽，内心也与上帝疏远，可是许多人却在靠
自己有限的力量苦斗，要用好行为得救。他们以为耶稣会做一部分拯救
的事；其余的得他们自己做。他们需要凭信看到基督的义为自己今生来
世惟一的指望。17

传道人学会不久之后，怀爱伦在《评论与通讯》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详
细阐述了这些观念。许多人“对悔改的本质持有错误的观念”。他们认为
一个人“若不预先悔改，决不能来就基督，以为悔改能预备人得到赦罪”。
只有那些“有真正忧愁痛悔的心”之人，“才会觉得需要救主。但罪人岂是
一定要等到悔改之后，才可以到耶稣面前来吗？悔改是要在救主和罪人
之间成为一种障碍吗？”悔改如同赦罪一样，也是一种恩赐。是基督在
“不停地吸引人归向自己，而撒旦也在勤奋的以任何一种能够想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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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转离他们的救主”。这正是撒旦对那将要以其荣耀照亮世界的信息所
做的事情：

我们有些弟兄表示担心我们在因信称义这个题目上讲的太多了，但我
祷告并盼望，谁也不要在这上面庸人自扰；因为照着圣经讲述这个题目
毫无危险……我们的一些弟兄没有在接受上帝关乎这一题目的信息。他
们所担心的，似乎是有没有传道人转离他们以前教导传统教义的方式。
我们问到，现在不是新亮光临到上帝百姓，使他们拥有更诚挚热心的时
候吗 ？……[撒旦]已经把他自己的阴影投在了我们和我们的上帝中间，
使我们看不到上帝的真正品格……

有几个人写信给我，询问因信称义的信息是否就是第三位天使的信
息，我回答说：“它确实是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先知说：“此后，我看见
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启18:1）
亮光、荣耀和能力会伴随着第三位天使的信息，而且无论这信息由圣灵
传到何处，都会使人知罪。我们的百姓要如何知道这光何时临到上帝的
百姓呢？迄今为止，我们确实没有见过此处所描述的亮光。上帝有光要
给他的百姓，任何愿意接受它的人都会看出不冷不热的罪恶；他们会留
意真实见证人的劝告。18

琼斯和瓦格纳所阐述的因信称义的信息“确实是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它
要伴随着“亮光、荣耀和能力”从启示录18章的天使那里被发出，而且其
荣耀会照亮世界。但弟兄们若一直处在一种“不冷不热的状态”中，那他
们如何才能辨认出这道光呢？他们的状态使他们无法看到“此处所描述的
亮光”。因此，怀爱伦之前严肃的说：“但我确实知道，我们的各教会因
缺少教导因信基督而成义的主题和相关真理而快要死了。” 19

律法与福音结合

弟兄们对琼斯和瓦格纳的教导最大的担忧之一，就是道德律受到了破坏，进而
废除了安息日、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以及教会存在的根本原因。然而怀爱伦非
常确定，琼斯和瓦格纳不是在废除律法，而是把律法和福音结合在了一起，若
这种结合能得到理解的话，就会“以其荣耀照亮世界”。20*她多次提到这一关键
的结合，并且说它是教会内外一切混乱与极端的答案。在之前提到的怀爱伦手
稿36号中，她论到了这个重要问题。“人没有献身、虔诚和成圣”，不是因为琼
斯和瓦格纳的教导，而是“因为拒绝耶稣基督我们的义”：

虽有一等人曲解因信称义的道理，疏于遵从上帝的道中所规定的条件—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约14:15）——但那些自称相信和
顺从上帝诫命却置身反对宝贵亮光立场的人，也犯了同样大的错误。这
亮光是从髑髅地的十字架反射出来的，对他们来说是新的。第一等人不
看上帝律法中对于凡遵行他道之人来说奇妙的事。另一等人却在琐事上
吹毛求疵，忽视更重的事、仁慈怜悯和上帝的爱……

在一方面，宗教家们一般把律法和福音分开，而我们却在另一方面，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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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从另一个立场做了同样的事。我们没有在人前高举基督的义和他伟大
的救赎计划的丰富意义。我们遗漏了基督和他无比的爱，引进了许多理
论和推理，讲了好辩的道。21

1890年5月27日，怀爱伦在她《评论与通讯》上的文章中写下了类似的
话。“基督与律法的关系只得到了模糊的理解。”弟兄们“不讲因信称义”。
然而怀爱伦还说：“一旦显明了基督与律法的真正关系，在这个重要问题
上存在的误解就会消除。律法与福音如此糅合在一起，以致若不将这两个
题目完全一致地结合起来，就无法传讲那在耶稣里的真理。律法是隐藏了
的基督的福音；耶稣的福音则正好是界定了的律法，表明其意义深远的原
则。”22

这些想法不仅被分享给了大众，怀爱伦后来也在自己的日记中思考了
它们的重要性：“律法与福音是携手而行的。一个乃是另一个的补充。律
法若离开对基督福音的信心，就无法拯救违犯律法的人。福音若离开律
法，则是无效无能的。律法与福音是一个完美的整体……这两者结合起
来，产生爱心和无伪的信心。”23

在1891年总会会议开始之前的一篇日记中，怀爱伦再次强调了这些要
点。有人“担心有把因信称义的主题讲得太过火，而把律法讲得不够的危
险”。然而她本人却“看不到惊慌的缘由”，只要这一题目“不是基于人的意
见和想法，而是基于清楚明白的‘耶和华如此说’”：

众人已经议论纷纷，大意是说我们的帐篷大会讲了律法、律法、律法，
却没有讲耶稣。虽然严格来说这种说法并不真实，但我们的人岂没有什
么理由这么说吗？……我们有许多传道人只是说教，以辩论的方式提出
问题，很少提到救赎主的拯救之能……为什么他没有被当作永生之饼介
绍给人呢？——因为他并没有住在许多自认为有责任传讲律法之人的心
里……

要向人传扬圣经中所显示的律法与福音，因为律法与福音相结合，会使
人知罪。上帝的律法在定人的罪时，也向人指出福音，显明耶稣基
督……在每一次讲道中都不要将它们分开……

许多人一直在教导上帝律法的约束性要求，却没能看到那已废者的结
局。他们没有看见耶稣基督是律法的荣耀……我们的许多弟兄姐妹看不
出上帝律法的奇妙……

许多人的信仰很象一根冰柱——冷冰冰……他们无法触动别人的心，因
为他们自己的心并没有洋溢着从基督的心流出的幸福的爱……他们详述
严厉的责任，好像它是一位用铁仗辖制人的主人——一位严厉、刻板、
全能的主人——缺乏基督甜美的、融化人心的爱与温柔的同情。还有一
些人走向了相反的极端，把宗教情绪放在首位，在特别的场合表现极度
的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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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所犯的错误，就是试图非常详尽地弄清称义和成圣之间的区别。
24*他们在给这两个术语下定义的时候加入了自己的见解和推测。为什么要去
追求圣经关于因信称义重大问题的论述以外的细节呢？为什么要去编制出精细
的条目，好象人得救在于完全符合你们对这个问题的见解呢？……你们有以世
界为一个原子，以原子为一个世界的危险。25

仅仅几周之后，怀爱伦就向总会以及那些“纵情于怀疑不信”、拒绝上帝传达
之信息的人讲话：“当我们提到上帝的恩典，提到耶稣和他的爱，提到救主是
能保护我们脱离罪，并能将凡来到他面前的人都拯救到底的一位时，许多人
就会说：‘哎呀，我担心你在走向圣洁肉体主义者前往之地。我担心你在追随
救世军。’弟兄们，你们不必担心圣经明白的教训……不要让任何男人或女
人，任何议会或党派导使你去压制上帝已允许从天上照下来的关于上帝诫命
和耶稣见证的宝贵亮光。” 26*

将律法与福音分离总是会造成极端和错误教义。那些“宗教主义者”，或是“圣
洁肉体主义者”，或是时代主义者们就把律法从福音中分离了，他们没有辨认
出“上帝律法的奇妙”。然而他们对福音的理解也是不正确的。他们“以极大的
热情”宣称“‘只要相信基督，得拯救；不需要上帝的律法’”，而且以同样的热
情宣告他们是“圣洁”和“无罪”的。27许多复临信徒，“在另一方面，几乎从另
一个立场做了同样的事”。他们没有看到“基督的义和他伟大的救赎计划的”全
部意义。他们也没有理解律法的广大；否则他们就不会“以为自己的功劳相当有价
值”。28两种极端都对真正的圣洁持有错误的观念。

由琼斯和瓦格纳传达的“最宝贵的信息”不是两个错误极端的结合，而是律法
与福音结合的真理：“从上帝的律法和公义的福音中还有许多亮光要照出来。
理解了这个信息的真正性质，靠着圣灵宣扬出来，它的荣光就会照彻全
地。”29那些转离这道信息的人的观点通常是自相矛盾的；一些人说它是完美
主义，另一些人说它是反律法主义。然而，真正的信息是对律法和福音，以
及二者结合起来的大能更清晰的理解。这是一道完全的信息，它会被由爱而
必然产生的活泼的真信心抓住。这道信息既不会导致自由主义或律法主义，
也不会导致反律法主义或完美主义。

错怪

怀爱伦说得很清楚，混乱进入教会的原因是人们拒绝了从天而来的祝
福。然而其他人却没有这么确定。沃什伯恩写信给怀爱伦，询问所发生
之事的那个周，丹·琼斯正在参加堪萨斯城的一个传道人学会，那里在前
一年进行复兴聚会的奥托瓦北边大概六十英里。丹·琼斯发现“这个州一些
最好的传道人”正处在“怀疑之中并变得沮丧”。他把这种沮丧归结于“他们
所接受的，我们的弟兄们[琼斯和瓦格纳]在因信称义上所教导的夸张观
念”。 弟兄们“认为我们现在的立场是：我们应当不犯罪，一切罪恶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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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完全除去”。30

奇怪的是，不仅有一些人不明白由爱而产生行为之信心的真正结果，还
有一些人“不知为什么认为因信称义的教义实际上废除了律法”。当然，
丹·琼斯说他“解释了我们在称义上的实际立场”，而且他的话是科弗特弟
兄和法恩斯沃思长老所认可的，这使弟兄们感觉“好多了”。31几天之后向
R.C.波特尔报告时，丹·琼斯分享了更多自己的担忧，以及他感到谁应该
负责：

有一个传闻——我并不知道它的可信度有多高——说怀姐妹在一道证言
里反对了史密斯弟兄和巴特勒弟兄，这使上校[埃尔德里奇]受到了搅扰。
我希望这仅仅是个传闻，也希望约的问题以及明尼阿波利斯的事情能够
消停下来，直到淡出人们的视线。

据我所知，各处的园地里产生了许多沮丧情绪，特别是在传道人身上
（或许在平信徒弟兄们身上也传播的很广泛，但我们还没有机会确认这一
点。）这些沮丧来自于安息日学课，还有过去那些有关约的问题，以及加
拉太书中律法的讨论。我们一些最好的传道人似乎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了，
他们都混乱了……人们之所以沮丧是因为新教义正在进入，而我们的百姓
正在对古老的陆标产生怀疑，于是他们出去作工时便不知道应该传讲什
么……在放弃过去已经接受的教义并接受新教义的同时，他们并不确定
我们现在所持守的在将来是否会被放弃，并被新的理论所替代。我发现
约的问题和因信称义的题目在各处被传讲时，所产生的搅扰并没有任何减
退，反而有所增加，并且产生了令人反感的性质，直到他们将其视作比它
本身更糟糕的东西。我多么希望我们的领袖弟兄们能够聚集起来解决所有
这些问题，而不把它们带到大众面前，使园地各处的弟兄们感到沮丧，并
且使他们在上帝所交给他们的工作上变的软弱。32

丹·琼斯并不希望弟兄们能够悔改，而是希望证言会保持沉默。他希望
他们能聚在一起解决这个问题，却没有意识到若大家敞开心门愿意接受证
据的话，巴特尔克里克的那两场特别会议本应可以达成这个目的。丹·琼
斯清楚地看到园地各处的种种问题，但他自己的火把所造成的黑暗使他看
不到真正的原因。他感到第二季度的安息日学课（作者是J.H.瓦格纳）与
他们在冬季使用过的学课（作者是E.J.瓦格纳）有“明显差异”：“现在的学
课[作者是J.H.瓦格纳]充满了希望、信心和勇气。我非常欣赏它们，而且
知道其中包含我们各处百姓的粮。然而在我看来，其它学课[作者是E.J.瓦
格纳]没有与其相同的特性是一件多么不幸的事情……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所得到的是善与恶的混合，通常情况下恶是占主导地位的。我已经确认，
即使在我们基督复临安息日信徒当中，也必需留意使徒的劝告：‘要凡事
查验；善美的要持守。’……不能经受试验的，就应当被拒绝。”33

夏末，丹·琼斯愿意向E.W.法恩斯沃思承认，虽然大家都宣称相信因信称
义，但事实上许多人在反对它。他也老实的承认，在见到那么多饥饿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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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受一道他们从未完全听说或理解的特别信息之后，妒忌的感觉油然而
生：

我也花了很多时间思考这件事，而且我所动用的脑力像你一样多。我一
遍又一遍的思考，并且确认那些并不完全支持因信称义上观点的人所持
的立场，并非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全然相信，而是反对。我知道没有一
个人会说自己不相信因信称义。我们都相信这一点，而且宣称完全认可
它；但如你所言，我们没有同情那些特别向百姓阐述这一主题的人，而
见到饥饿的百姓们在它被阐述给他们时那样的渴慕，对我们来说这几乎
是一种羞辱。我愿意承认自己在这件事上的感受是错误的。34

然而丹·琼斯几乎在认错的同时，就开始为自己的感受和行为寻找借口。他“还
没有准备好说”自己在约的问题上做“错了，而瓦格纳医生做对了”：“对那些推
进称义主题和其它一些问题的人所做的，我批评最多的就是他们做这些事的精
神。我无法相信那是以基督的精神做出来的。一直以来我对这种精神的反对都
要多过事情本身。但……或许我们对作工之人以及方式的注意多过了工作本
身。”35

没有异端，没有狂热！

许多反对琼斯和瓦格纳信息的人在他们反对的原因上游移不定。有时信
息的内容是他们反对的焦点，而有时信使的精神又成了他们反对的原因。
怀爱伦回应了这两种反对。1890年传道人学会不久之后，怀爱伦在《评论
与通讯》上的一篇文章中揭露了那些反对者的想法。许多人由于感到无法
接受所阐述的真理的信息，就去寻找信使身上的缺点来作他们怀疑的借
口。怀爱伦对此给出了她最强有力的警告之一；大呼喊不会得到理解，晚
雨会被称作虚假的亮光：

不要象你们许多人所做的那样，显然在依靠基督的义和依靠你们自己的
义之间摇摆不定。有些人心中已经受了欺骗，直到他们以为自己的功劳
相当有价值……

人人都要作出决定，声明自己完全支持上帝或完全支持巴力。上帝已传
给他子民真理和公义的证言，他们蒙召要高举耶稣，称扬他的义。上帝
所差传信的人不过是人，但他们所传的信息具有怎样的性质呢？你们竟
敢因为上帝没有征询你们会偏爱什么，就转离或轻视警告吗？上帝呼召
会发言、会大声喊叫不可止息的人。上帝已兴起他的信使去做他适合当
代的工作。有些人已经转离基督之义的信息，去批评人和他们的不完
全，因为他们没有以完全优美文雅、令人满意的方式讲真理的信息。他
们太热心、太认真、说得太肯定了，而那会给许多疲倦受压迫的心灵带
来医治、生命和安慰的信息，却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了相应的排斥……
基督已记下对他仆人们所说的一切冷酷无情、骄傲、嘲笑的话，如同对
他自己说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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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拒绝行在第三位天使信息渐强之荣耀中的人，不会理解第三位天使
的信息，他们将称那要以其荣耀照亮全地的光为假光。拒绝真理的人将
不会做成原可做成的工作，因为他们不信。我们恳劝你们反对真理亮光
的人，不要挡在上帝子民的道路上……带有上帝认证的信息已传给上帝
的子民……我们知道上帝已在我们中间行事……不要以为你们已经得到一
切的光线，也不要以为没有更多的亮光临到我们的世界了。36

就在三个月之后，怀爱伦再次澄清了造成教会混乱的原因——不是信息
或者信使的精神，而是那些抵挡者的精神：

人们对介绍基督的义为我们惟一的盼望所表现的抵制精神已使上帝的灵
担忧，结果这种反对便导致需要更加认真明确地介绍这个问题，引起了
对这个题目更加深刻的研究，收集了大量论据，信使本人原来都不知道
这些论据是那么坚定、那么充分、那么彻底地支持因信称义和基督的义
为我们惟一指望这个题目……

使我心中非常悲伤的是，见到那些应该……将号角吹出确定声音……好
预备一班人在主的日子站立得住的人，却处在黑暗中，象岗哨一样站着
挡住道路，他们造成的混乱会引起混乱和误解。撒但看出这正是他作出
打击的时候。狂热盲信和各种谬论会风行，应该站在光中的人们……他
们的声音……却用到了反面，反对出于上帝的东西……许许多多的人认
为他们[琼斯和瓦格纳]的立场是错误的，他们喊着说：“危险，狂热，”其
实并没有异端和狂热……

现在各教会已有一块绊脚石安放在脚前，是不容易移除的，那些一直作
这事的人若不看出和认识到他们已在哪里使上帝的灵担忧，并且承认自
己的错误，他们心灵周围的黑暗就必越来越浓。他们就会心眼盲目，称
光为暗，称暗为光，以真理为谬论，以谬论为真理，当亮光来到时，他
们就会看不出来，且会敌对它。37

在1888年印刷的《善恶之争》中，怀爱伦描述了进入各个拒绝第一和第
二位天使信息的改正教会的黑暗。这里给出了一个清楚的警告：“凡落在
国家、教会或个人身上的属灵黑暗，决不是因为上帝任意收回祂恩典的
福惠，乃是因为人们疏忽了或是拒绝了上帝所赐的亮光……哪一个教会
若拒绝或轻忽上帝的真理，哪一个教会就必被黑暗所笼罩；她的信心和
爱心必要变为冷淡， 其内部必发生离间和纷争的事。教友必要专注世
俗，而罪人则越发顽梗不化。”38

1890年间落在许多基督复临安息日信徒身上的黑暗，既不是琼斯和瓦格
纳所传的信息造成的，也不是他们无礼的精神造成的，而是冷落轻视天
赐真理的直接结果。不仅有“离间和纷争”进入了工作，我们在下一章中
将会看到，世俗的方针也偷偷潜入，模糊了要给与世界的异象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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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尾注
1. J.S.沃什伯恩致怀爱伦，1890年4月17日；收录于《手稿与回忆》，174页。

2. 不幸的是，沃什伯恩没有收到怀爱伦的回复。六月初，沃什伯恩在他母亲去
世之后处于一种非常“沮丧的状态”。J.H.德尔兰德（J.H.Durland）称沃什伯恩
“说他感觉想要放弃一切……他毫无拘束地讲到区会的领袖传道人们对证言的
负面影响。”值得庆幸的是，在德尔兰德与沃什伯恩共度了“将近半天”的时间
之后，“他开始看到亮光而且……喜乐的回到帐篷。”（J.H.德尔兰德致O.A.奥
尔森，1890年6月2日。）最终，在九月份，沃什伯恩给怀爱伦写了第二封
信。她当天就作出了回复，解释所发生的事情：“报刊上的文章[1890年8月
19、26日《评论与通讯》]原是回复你的来信的，我将它发表在《评论与通
讯》上之前许久，就已经把它作为私人信函写出来了；我把它读给几位弟兄
听的时候，他们就敦促我把它发表在报刊上，好叫别人也因之受益，我同意
了。”怀爱伦同意这么做 ，但是“期间的耽搁[她]解释不了”，因为原本“要迅
速将那封信的内容付印”。不仅沃什伯恩没有收到信，而且那封信直到1890年
8月19日和26日才刊登在《评论与通讯》上，这是在怀爱伦写下那封信四个月
之后。（怀爱伦致J.S.沃什伯恩，信函36a，1890年9月18日；收录于《1888资
料集》，708页。）

3. 怀爱伦著“基督的义”，1890年8月19日《评论与通讯》，497页。1890年8月19
日《评论与通讯》上文章的开场白清楚的表明这原本是一封回应沃什伯恩问
题的个人信件。1890年8月26日的总结篇没有包含这一信息，但整封信只有这
篇文章里的内容被包含在《怀爱伦1888资料集》695-696页。

4. 怀爱伦著“基督的义（总结）”，1890年8月26日《评论与通讯》，513页；收
录于《1888资料集》，695-696页。

5. 怀爱伦著《善恶之争》，427页，1888年版，又见391-432页。

6. 怀爱伦手稿26号，1888年10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157页。

7. 怀爱伦著《给传道人的证言》，92页。

8. 怀爱伦著《基督比喻实训》，407页；《给传道人的证言》，234页。

9. 这是怀爱伦最后一次受感知道这个比喻正在应验：“我们看到自称信主的人将由
那十个童女表现出来，其中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我担心这是主所看到
的那些……没准备好的平均状况……那些自从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以来有特权……
听到上帝的使者……讲道的人……已接到邀请：‘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路
14:17）……那些提出各种借口不响应邀请的人，已经损失了许多。亮光一直照
耀在因信称义和基督归给我们的义上。”（怀爱伦致J.E.怀特，信函86号，1895
年9月26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1455-1456页。）

10. 这再次反驳了“1888年的信息因为许多人‘理论上’相信或赞成而被接受了”的看
法。（见第六章）解药是什么？“由A.T.琼斯和E.J.瓦格纳传给我们的信息乃是上
帝给老底嘉教会的信息，任何一个自称相信真理却不向他人反照天赐亮光的人有
祸了。”（怀爱伦致乌利亚·史密斯，信函24号，1892年9月19日；收录于《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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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集》，1052页。）

11. 怀爱伦著“基督的义”，1890年8月19日《评论与通讯》，497页。

12. 怀爱伦著“基督的义（总结）”，1890年8月26日《评论与通讯》，513页；收录于
《1888资料集》，696页。

13. 怀爱伦手稿22号，“日记摘录”，1890年2月8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579
页；以及丹·琼斯致E.W.法恩斯沃思，1890年2月9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档
案。

14. 怀爱伦手稿9号，1890年2月3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537、542页。

15. 怀爱伦手稿36号，1890年，无具体日期；收录于《1888资料集》，811、821-822
页。（同样的文稿也出现在《信心与行为》，15-28页。然而段落次序却与
《1888资料集》当中的文稿不同，因此侧重略不相同。）可悲的是，巴特勒、史
密斯、丹·琼斯和其他人所传扬的神学概念被反映在由怀雅各首先在1876年委托
人制作的“生命之路”钢版画上。他们为了高举被践踏的律法，就将其置于他们神
学的中心位置——图画中心巨大的“律法之树”——他们将焦点从基督身上转移，
就无意中使信徒对律法的完全遵守成为不可能。第二版基于怀雅各修改的“生命
之路”图画，恰当的阐明了上帝通过琼斯和瓦格纳的信息要带入工作的元素——
生命之路基督。见第一章40、41页，以及尾注32。

16. 同上，810-816页。

17. 同上，810-816页。

18. 怀爱伦著“悔改是上帝的礼物”，1890年4月1日《评论与通讯》，193-194页。

19. 怀爱伦1890年2月6日“晨更讲话”，刊登于1890年3月25日《评论与通讯》；收录
于《1888资料集》，548页。

20. 怀爱伦手稿15号，1888年11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166页。史蒂夫·胡尔伯
格在他的《适合2000年之1888年的信息》中着重讨论了1888年信息的这个方面，
提出了许多有趣和有帮助的洞见。（17-25，28-105页。）然而必须要记住的
是，这个方面并非那道信息的全部，其本身也不足以解释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以及
之后所发生的事情。

21. 怀爱伦手稿36号，1890年，无具体日期；收录于《1888资料集》，822页，以及
《信心与行为》，15-16页。

22. 怀爱伦著“传光的活通道”，1890年5月27日《评论与通讯》；收录于《1888资料
集》，674页。

23. 怀爱伦手稿53号，“日记摘录”，1890年12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783
页。

24. 怀爱伦日记中这段话的来龙去脉必须以整篇日记为基础去理解。她写到的是那些
担心“有把因信称义的主题讲得太过火”的人；那些“只是说教”并且给人“辩论的”
证道的人；那些把福音从律法中分开的人；那些“在加拉太书律法的争论上采取
了错误立场”的人。怀爱伦是在这一背景下说：“许多人所犯的错误，就是试图非
常详尽地弄清……区别。”乔治·奈特说这一段的意思是怀爱伦认为“‘从神学角度
理解因信成义非常重要’这一立场并不正确……在怀爱伦看来，1888年的信息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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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教义性的。”（《从1888到背道》，69页。）然而怀爱伦在整篇日记中都表达
了相反的意思。律法与福音的结合，才是所有因将这两个伟大真理分离而产生之
错误观念的解药。“若正确理解”，这就是那道要以其荣耀照亮世界的信息。
（《1888资料集》，166页。）

25. 怀爱伦手稿21号，1891年2月27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890-898页。

26. 怀爱伦著“我们现在的危险”，1891年3月24日晚上的讲话，1891年4月13日《全球
总会会议每日公报》；收录于《1888资料集》，904页。长期传教士、编辑以及
行政官W.A.斯派瑟（W. A. Spicer）分享的一些经验，可以帮助理解怀爱伦关于
随从救世军的评论：“从明尼阿波利斯发出的呼召声传了出去，传到了所有我们
有工人的地方。我们在英格兰听到了这声音，那是当时[1888年]我所在的地
方……那是让人传讲自古以来唯一福音的呼召。然而不知为何，弟兄们——好弟
兄们——似乎在这呼召的路上跌倒了。我从欧洲回来的路上，第一次遇到一位老
平信徒朋友和工人时，他对我说：‘啊，在这儿你会迷糊的。现在全是救世军，
你会发现荣耀的哈利路亚。’但在欧洲尝试为基督得人的这些年，让我学会了不
要害怕说出在基督之救赎里的喜乐。”（“1888年的总会会议——祝福与试炼”，
1944年3月9日《评论与通讯》，6、7页。）

27. 怀爱伦著《信心与行为》，15-16页；“宾夕法尼亚州威廉姆斯波特的帐篷大
会”，1889年8月13日《评论与通讯》，514页；“听与做”，1885年3月7日，《证
道与讲话》卷一，18页。

28. 怀爱伦著《信心与行为》，15-16页；“传光的活通道”，1890年5月27日《评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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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宗教自由
“不要开始走上引向
宗教裁判所的道路”

若丹·琼斯对待瓦格纳安息日学课的态度看上去是严厉的，那他对A.T.琼
斯宗教自由的工作更是如此。1887年，全球总会指定了一个宗教自由委
员会帮助指导这一重要工作，A.T.琼斯被选为会长。随着设立星期日法案
的立法尝试不断增加，宣传宗教自由的需求变得更加紧迫。在E.J.瓦格纳
的请求下，全球总会指定A.T.琼斯作为代表向参议院进行陈述，反对布莱
尔法案。11889年7月，国家宗教自由协会（NRLA）取代了宗教自由委员
会；埃尔德里奇上校取代A.T.琼斯成为会长，丹·琼斯成了副会长。《美
国哨兵》是教会官方的宗教自由报纸，但是与国家宗教自由协会并没有
官方联系。A.T.琼斯和E.J.瓦格纳都是《哨兵》的编辑，这份报纸在1889
年的发行量超过了二十六万份，并且在警告美国公民即将到来的星期日
法案危机一事上扮演了重要角色。2

由于琼斯和瓦格纳自1889年起就在
东部待了很长时间，C.P.波尔曼成
了《哨兵》在加州本地的管理编
辑。虽然《哨兵》成就众多，但并
非所有人都欣赏波尔曼和编辑们的
工作。
早在1888年12月，怀爱伦就宣告说
《哨兵》是“符合上帝旨意的，发出
警告的声音之一，使人们能够听见
并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去做此时所
需要做的工作”。然而，她忧伤道：
“若不是[教会内部的]反对势力一直
在做工拦阻……使警告失效，《哨
兵》原本可以成就更多。”3 参议员亨利·W·布莱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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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89年总会会议上，刚形成的国家宗教自由协会通过了会对《哨兵》的
工作造成更多阻碍的内部章程。虽然《哨兵》并非正式处于国家宗教自由
协会的管理之下，但协会的许多工作人员，包括丹·琼斯和埃尔德里奇上
校，想要对其内容取得完全控制。4

A.T.琼斯曾两次向美国参议院教育与劳工委员会陈述，反对布莱尔法案，
他在宗教自由方面的工作非常成功，然而丹·琼斯和其他许多人并不欣赏他
们所感受到的琼斯的“放肆的立场”。这一切在1890年初达到了紧要关头，大
概也是最新的星期日立法要在国会被提出的时间。

在一月底写给A.W.艾力的信中，丹·琼斯建议不要邀请琼斯和瓦格纳—
—“反国家改革的领军人物——参加在密苏里州举行的学会”。丹·琼斯“对
他们阐述事情的一些方式并没有多少信心。他们强行推进所有观点，而
且不愿承认他们的立场或许能接受一点批评。”丹·琼斯还勉强承认“我们
当中考虑更周到的人——史密斯弟兄、利特尔约翰弟兄、科里斯弟兄、
盖奇弟兄和其他人——不同意他们在国家改革上的许多立场，以及一些
神学问题。”出于这个原因，他感到艾力“不会想要把那种精神”和那些“从
未有效过、也永远不会在任何地方有效的轻飘飘的理论”“带到密苏里分
会去”。5丹·琼斯在传道人学会期间向其他人表达了相似的感受。

他告诉太平洋出版社经理C.H.琼斯，“我认为这种看起来在瓦格纳医生
和琼斯长老身上如此明显的，依靠强迫取得优势的倾向,使他们的工作在

巴特尔克里克的一些弟兄当中造成了不
满；我们也不难理解情况为何如此。”6*

1890年初，弟兄们决定将《哨兵》搬回太
平洋出版社在纽约市的分社。这使《哨
兵》与宗教自由工作的中心更加靠近，也
更方便A.T.琼斯对其运作的监督。《哨
兵》的本地管理编辑C.P.波尔曼从旧金山去
纽约的路上在巴特尔克里克停了几天。他
希望能与国家宗教自由协会会长埃尔德里
奇上校讨论有关“《哨兵》与国家宗教自由
协会之间关系”的问题。由于埃尔德里奇不
在，副会长丹·琼斯回应了波尔曼的询问。
他“直接向他谈到了《哨兵》及其放纵的立
场和不必要的特性；明白的告诉波尔曼C.H.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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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丹·琼斯]不相信这份报纸”。后来A.T.琼斯，W.C.怀特和其他一些
人被叫来“再次讨论这件事”。丹·琼斯分享了自己的观点，告诉他们“除
非报纸的基调改变，否则我会反对将其与国家宗教自由协会以任何方式
联系起来。”虽然“没作任何承诺”，但是丹·琼斯勉强承认报纸在搬到纽
约三个月之后有“相当大的改进”。然而他并未完全满意，并且继续“私人
通信”，尝试使这份报纸有更多改进：“他们称之为逻辑推理的一些对细
节的纠缠是荒谬的，不应该刊登在这样一份报纸上。”7

然而W.C.怀特的想法却与之不同。写信告诉A.T.琼斯他刚刚收到下一
期《哨兵》的“校稿”，怀特不加掩饰地说：“我们正在尽可能的增加
《哨兵》的传播。”

虽然他也感到这份报纸自搬到纽约之后，在“尖锐的批评和难懂的话”
上有改进，但他对报纸的感受与丹·琼斯不同：“我请求你尽自己所
能，尽早为我们提供现今工作所需之数量的报纸。”8

当时身在巴特尔克里克的怀爱伦没有对《哨兵》发表任何评论，然
而不久她就要发声了。1890年底，她再次明确表达了自己对A.T.琼
斯在宗教自由工作上的强烈支持，而这一工作正是通过《哨兵》来
完成的。虽然琼斯和瓦格纳不过是有人类弱点的人，但怀爱伦还是
数次警告弟兄们，不要从他们身上寻找毛病来为自己拒绝当前的信
息找理由：“不要抓住每一个异议，无论它多么小，不要尽量夸大
它，也不要留下来以备将来使用。没人说过我们会发现任何人的研
究是完美的。”9她严厉的警告那些不信的弟兄们：“现在，我希望你
们小心，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小心自己所采取的立场，你们把自己笼
罩在疑云中，是否因为看到了不完全之处，看到了一句话或发生了
一件小事，你们便据此论断他们。你们要看到上帝正在与他们一起
做什么。你们要看到上帝是否在与他们同工，然后要承认他们身上
彰显出来的上帝的灵。你们若是选择拒绝，就会行犹太人所行
的。”10

成就说明一切

1890年1月6日，肯塔基州代表W.C.P.布雷肯里奇提出了一项法案，意图
在哥伦比亚特区范围内“阻止任何人被迫在星期天劳作”。基督复临安息
日信徒认为这项法案具有欺骗性，因为没有任何人被迫在星期天劳作。
其实际目的是为了强迫人在星期天休息。这项法案似乎是通过宗教立法
形成完全的星期日法案的第一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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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一场广为人知的星期日法案会议上，人们情绪高昂。
国家星期日法案提倡者威尔伯 ·F·克拉夫茨教士（Reverend Wilber F.
Crafts），非常批判性的谈到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信徒，他说他们在激烈反对
这项包含“宽容条款”的法案。第二位演讲者指责复临信徒是“一群心胸狭隘
而偏执之人的无关紧要的教派”，说他们加入了无神论者、世俗主义者和社
会主义者来反对这项法案。第三位演讲者“由于阿伦佐·琼斯对反对这项法
案所做出的努力”而开始“对他进行个人攻击”。这种情绪状态持续了法案的
整场首次听证会。12

最终在1890年2月18日，众议院委员会举行了一次关于布雷肯里奇法案的
听证会。A.T.琼斯和另外两名基督复临安息日信徒在委员会面前陈述反对
这项法案。琼斯不仅非常有力的质疑了此项法案的合宪法性，还使用了
克拉夫茨教士自己一本书当中的论据证明并不需要这一立法。“听证会之
后，国会委员会的成员们握住”A.T.琼斯和其他复临信徒“代表的手……并
为他们立场的坚定祝贺他们，而星期日法案的支持者们则‘偷偷溜走了’”。
众议院委员会明显认为此事属于宗教范畴，违反了第一修正案，布雷肯
里奇法案就这样被否决了。13

A.T.琼斯在听证会之后返回巴特尔克里克，在1890年3月20日早晨传道
人的灵修会上讲话。O.A.奥尔森说“上帝的安排如何走在我们前面真是非
常有趣。”主“引导了这件事”，让某些人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合适的地
方，而且“各样事情都恰好处在合适的位置”，显明这是上帝的带领：

琼斯弟兄还说，当他在最后一次听证会上向众议院委员会发言时，从未
意识到上帝竟然以这样的程度赐下祝福。他说自己要讲的话似乎被写在
墙上，或是悬在他面前的空中；而且不仅他们自己感到得了祝福，所有
在场的人都感激并且意识到上帝的能力以最非凡的方式显现了。这一切
都是令人鼓舞的迹象。14*

丹·琼斯说“听到[A.T.琼斯的]陈述以及上帝之灵在那里如何为他们作工
令人印象非常深刻。”“在他的演讲过程中”，有时“单词和句子似乎就像写
在他眼前一样，而他仿佛是在朗读举在面前的大字。”上帝确实为这份工
作选择了合适的人，并且以自己的灵祝福了他。15*

但即使有这一切上帝使用A.T.琼斯成就伟大工作的证据，丹·琼斯就像一个
违背自己意愿被说服的人一样，依然保持了之前的看法。他刚刚报告了
A.T.琼斯在华盛顿的神助经历，接着就开始抱怨琼斯和瓦格纳引进加拉太
书中的律法和约的问题所造成的“非常糟糕的状况”。16

怀爱伦有理由因弟兄们对待琼斯和瓦格纳的态度而烦恼。由于转脸不看
“上帝与他们同工”的一切证据，而且不“承认他们身上彰显出来的上帝的
灵”，弟兄们就是在“行犹太人所行的”。17怀爱伦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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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先祖与先知》中的话：“世人最侮辱上帝的事，莫过于轻视并拒绝上
帝所用以拯救他们的方法。”18

然而怀爱伦所担忧的远不止那些领袖弟兄们。她还担心“青年人”，他们正
在“注视传道人们研究圣经的精神；他们是否愿意受教，并且足够谦卑能以
接受证据，并从上帝拣选差派的使者那里接受亮光。”这使她发出警告说：
“青年人应当亲自研究圣经……犹太国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他们被自己的统
治者、祭司和长老转离了圣经的真理。若他们留意了耶稣的教导，并且亲
自查考圣经的话，就不会灭亡了。”19怀爱伦在《时兆》上的文章中强调了
这一要点：

若上帝按自己的计划启示亮光，许多人就不会尊重或理解它；他们会嘲
笑上帝的信使是将自己置于那些更适合教导的人之上。天主教的权威们
首先嘲笑了改革家，而当他们没有消灭研究的精神时，就把改革家们投
入监狱……我们应当非常小心，以免开始走上引向宗教裁判所的道路。
上帝的真理是不断进步的；它总是向上的，从有力变的更有力，从亮光
变成更大的亮光。我们有许多理由相信上帝会赐给我们更多真理，因为
还有更大的工作要完成……由于我们的传道人和平信徒认为我们已经拥
有了作为一群百姓所必需的一切真理，所以我们失去了很多；然而这样
的想法是错误的，它与撒旦的欺骗相和谐；因为真理会不断地展开。

我们应当极度小心，避免嘲笑上帝派给他百姓的信使和信息，以及对
其漠不关心，因为这就是侮辱上帝的灵，这样做就是因为我们的心与上
帝不合而拒绝了亮光。20

1890-1891年传道人学会

1890年仲夏，在巴特尔克里克举行第二次传道人学会的计划已经安排
好。课程会在10月31日星期五开始，持续十六周的时间，于1891年2月27
日星期五结束，在那几天之后就是总会会议。O.A.奥尔森和W.C.怀特与
A.T.琼斯讨论了再次在学会与E.J.瓦格纳一起授课的事情。C.H.琼斯听说这
些计划时，说他“有些惊讶”，因为琼斯和瓦格纳“的神学被如此严厉的批
评之后”竟然还会“被选择来在此类学会上授课”。除此之外，身为太平洋
出版社的经理，他想“知道一些更确定的东西”，因为计划“对他们影响很
大”。C.H.琼斯说瓦格纳所做的工作“只有很少人能像他做的一样好。他不
仅主管《时兆》，还是《年轻人的藏书室》（Young People’s Library）编
辑委员会的主席，而这本身就是一份很重要的出版物。而且因为在这里居
住了很久，他熟悉我们所有部门的工作，这使他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有优
势。”无论计划如何，“都应该有人立即与瓦格纳医生沟通。我们不能期待
他可以随时抽身并离开家。”21

当怀爱伦听说瓦格纳要“被叫到东部参加传道人学会，并且在那里授课”



326

时，她十分难过：“我希望瓦格纳弟兄能……作教师，并且认为那就是他
的岗位，但愿你能看见这里可怜的事态！”怀爱伦已经能将加州的状况称
为“确实可悲的”。在太平洋沿岸“几乎找不到一个很有感化力的人”。 “当
A.T.琼斯去了东部，瓦格纳医生和查理.琼斯也去了的时候，一次离开的人太多
了。”22然而怀爱伦还说不要派R.A.安德伍德填补职位。要是他“仍在反对状
态，对 A.T.琼斯和E.J.瓦格纳有敌对的情绪，就要把他留在东部；不要让他
有广泛的范围去传播广布猜忌、嫉妒和反叛的种子。”23

到了9月份，丹·琼斯更加看好即将开始的学会：“传道人学校似乎会有
不少人参加。有普雷斯考特作校长和主要教师之一，还有史密斯长老也
来作主要教师，再加上瓦格纳医生的能量与热情，我认为这次学会对所
有参加者都会有真正的价值。”丹·琼斯接受琼斯和瓦格纳成为学会教师的
原因之一，或许是因为他自己“灵性贫瘠”的感受。他感到自上次传道人
学会以来，由于各种事情爆发的方式，他一直“在灵性上倒退”。然而他
依然没有“准备好说”他“错了，而瓦格纳医生对了”。但是丹·琼斯在认识
到圣灵作工的方面足够诚实：“A.T.琼斯弟兄前天在他去太平洋沿岸的中途
短暂的访问了我们。他充满了热情和能量。所有与他谈话或听他说话的人
都会感受到他的诚挚，并且感受到上帝的灵与他同在。”24

传道人学会开始时，大约有六十位传道人到场，而且“还有更多人要
来”。W.W.普雷斯考特，E.J.瓦格纳，和W.A.科尔克德是主要讲师，其他
讲师还有乌利亚·史密斯等人。开幕周末之后，许多人感觉聚会的起头不
错：“仿佛我们从去年春天结束的时候又开始了。”人们非常期待这些聚
会“不仅能增进我们的圣经知识，加强我们的学习能力，还能使我们在属
灵经验上更进一步。”25由于丹·琼斯担心去年的事情会重演，普雷斯考特
同意给瓦格纳“分派”教学范围，而不允许他自由挑选。普雷斯考特会亲
自教授加拉太书这一敏感课程。26而怀爱伦却担心乌利亚·史密斯在学会
上授课：

在众所周知史密斯长老并没有站在光中，并没有按照上帝的命令作工的
时候，他却被安置在教师的位置，要影响和塑造学生们的心智。他在撒
播不信的种子，那些种子必在一些人心中发芽生长结出果实……

我认为巴特勒长老，法恩斯沃思长老，史密斯长老，以及其他许多人的
立场和工作会因他们不应该说而说了的事，和应该说却没有说的事而动
摇上帝子民的信心。而这种局面——不信，偏见和法利赛主义——正在
影响着教会……在伴随着所赐信息的圣灵果子的显现中，他们有能赐给
他们的一切证据，但他们却闭眼不看，惟恐看见，并且硬着心肠，惟恐
感受到。上帝的灵已经担忧，他们的悟性却那么迟钝，以致对此一无所
知……

到处都做了松垮的工作，过去的几年一直有人努力要蒙蔽人的眼睛，使
以色列看不出自己的缺点，上帝也不赐给他们圣灵，黑暗就笼罩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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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象曾笼罩了犹太民族一样。27

怀爱伦的担忧显明是正当的。当G.I.巴特勒听说W.W.普雷斯考特在教导瓦格纳
在加拉太书上的“荒谬立场”时，他厌恶的回应道：“伟大的斯考特啊，已经到
了这些东西要被灌输给我们的青年人的地步了吗？”28然而大多数参加学会的传
道人所感受到的却与之不同，他们从学习中受益，而且喜爱所提供的实地工
作。这似乎总结了传道人学会的整体状况。那些参加聚会的人收到了很大的祝
福，而那些没有参加的人只发现了值得批评的东西。

到了11月底，有“将近一百人”在参加学会，而且“还有更多人要来”。人们对聚
会的反馈依然非常正面：“人们展现出极大的兴趣。教师和学生们都非常享受
上帝之灵……我们渴望见到各处的百姓都能从救赎之井的更深处就饮。”29

就连E.J.瓦格纳也在参加学会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向怀爱伦作出了正面报告：
“他很高兴，因为会上弥漫的气氛与去年在传道学院里的气氛完全不同了。”怀
爱伦可以“为这个见证感谢主”。30传道人学会结束之后，O.A.奥尔森向总会汇
报说“这次学会所成就的善工是我们无法估量的。上帝极大地赐下了祝福。”31

再一次的，若这是此次聚会的全部报告，那就好了，然而历史并不撒谎——如
果我们让它发言的话。

虽然对已得到的祝福感恩，但怀爱伦依然非常担心教牧人员的整体状
况。有些参加了聚会的人在提出“充满怀疑”的意见和问题。讲了“大量没
什么真才实学的东西，在可靠的原则上却没有什么长进”。32除此之外，
一些与工作有关联的弟兄不愿“参加聚会”，而且为正在被教授的内容担
忧。33 在传道人学会的闭幕会议上，怀爱伦讲了“[她]心中印象深刻的
事”：

我提到一些没有参加传道学院也没有出席学校的全部查经班之人所表示
的担心，担心有把因信称义的主题总的来说讲得过火，而把律法讲得不
够的危险。根据我有幸参加过的聚会来判断，我看不到惊慌的缘由；因
此我感到蒙召要说，这种担心是那些没有听过所讲的一切宝贵教训之人
所怀有的，所以他们得出这种结论是不可靠的……

当来自公义日头的宝贵光线已经照在我们的道路上时，有些人敞开心门
欢迎了天赐的亮光进入心房……有些人则需要上帝的恩膏来提高他们属
灵的眼力，才能辨别真理的亮光和谬论的黑暗。他们因为盲目，已经丧
失了原会对他们来说比金银更宝贵的经验。我担心有些人无法挽回他们
已有的损失了。34

再次被攻击

怀爱伦在传道人学会期间还有其它的担忧，她非常热切要解决的担
忧。自1890年11月起，她有数次对出版工作产生很大负担的经历，明确
指向《美国哨兵》。1890年10月8日，怀爱伦与W.C.怀特，还有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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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兼护士萨拉·麦克恩特福尔（Sara McEnterfer）一起离开巴特尔克里
克将近三个月时间，去东部各州旅行和作工。怀爱伦计划参加新英格兰
区会、大西洋区会、弗吉尼亚区会和宾夕法尼亚州的重要会议。几周的
工作之后，怀爱伦在10月31日周四晚上到达了纽约州萨拉曼卡，由于在
寒冷的冬季气候中旅行，她得了严重的头伤风。到周末结束时，她病的
非常严重，而且精疲力尽，以至于萨拉·麦克恩特福尔催促她回巴特尔克
里克的家，并在疗养院接受治疗。经历了11月3日周一漫长而艰难的一
天之后，怀爱伦疲惫、软弱、困惑的回到了她的客房。她想要休息、祷
告，并决定是要继续原来的计划还是回到巴特尔克里克。35*

就在回到巴特尔克里克的当天，“国家宗教自由协会第二届年会于下午5
点在大帐篷召开，会议的主席是协会会长C.埃尔德里奇。”二十六位委员
会成员听取了秘书W.H.麦基（W.H.McKee）对协会去年工作的报告。所
有反对布雷肯里奇法案的工作、克拉夫茨教士的影响、为田纳西州金先
生的辩护、以及反星期天法案请愿书的推
广都有详细描述。报告包含了国家宗教自
由协会去年发行的所有材料。超过四百万
页的小册子和福音单张、一万份手册、三
万份空白请愿书，以及其它各种材料得到
了传播。仔细阅读这份报告就会发现，虽
然《美国哨兵》在1889年12月份发行了三
万份，但次年的发行量只多出了一万份。
据说有一次，国家宗教自由协会没有“时间
订购某一期的《美国哨兵》”，于是他们
“制作了”自己的报纸发行。然而国家宗教
自由协会没有使用《哨兵》还有其它一些
原因；它很大程度上采取了一种“宗派”立
场。36

丹·琼斯由于认为《哨兵》里有“尖刻的苛评”，所以在这一年早些时候鼓动起
人们对它的反对。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担心这份报纸对基督复临安息日信徒的特
别教义写得太过直接。这种担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1890年，许多国家宗教自
由协会的领袖发现有很多机会向大群世俗和非基督徒听众阐述自己所拥护的宗
教自由原则。他们认为这些机会可以得到更好的利用，以便清晰的阐述宗教自
由的种种原则，特别是在将这些原则与圣经关于安息日之神圣和基督再来之临
近的教导分开的情况下。37

其它非基督教团体曾经施压给国家宗教自由协会的执行委员会，让他
们使用“未献身之人，甚至异教徒”参与其反对星期日立法的工作，为要

萨拉·麦克恩特弗尔



329

得到更广泛的影响。38国家宗教自由协会里的许多人感到，这是他们为
要成就更伟大的工作而应当行进的方向。39*事实上，国家宗教自由协会
会长C.埃尔德里奇在11月3日他的讲话中向协会报告说“国家宗教自由协会
的建立是有智慧的，因为以协会的名义，其成员能够为宗教自由所做的
事情，远超以任何宗派的名义；”也就是，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名义。
40

然而A.T.琼斯完全不同意。虽然他是国家宗教自由协会执行委员会的成
员，但却无法参加这次年会，因此也不能表达他的理解。41*然而他的立
场是毫无疑问的。在1891年总会会议上，琼斯曾经公开说过自己“愿意
承担责任”，因为他不会在《哨兵》上随便刊登任何“符合宗教自由利
益”的讲话。他知道“宗教自由问题所包含的远不止‘单单谈论宗教自
由’”：

此时的世界上，除了在第三位天使的信息里面之外，没有真正的宗教自
由……若我们想要知道宗教自由的真正原则——正确的理解它们，并且
一直持守它们——那么我们必须从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中得到它们；我们
必须按照上帝将它们赐给此时这个世界的方式得到这些原则，并将其置
于合适的位置……

有一些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之外的人，他们对宗教自由之原则有一定的理
解；但他们的理解并不够深入。而第三位天使信息的目的，就是向世上
的每一个人展示宗教自由的种种原则……如果没有第三位天使的信息，
那我们当中的每一位都会支持宗教立法。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因为我们
正是那种若没有圣灵的祝福和影响，就会做这种事情的人。42

A.T.琼斯的立场招致了人们对他的批评，在1890年12月7日协会的最后一次会议
上，这种批评达到了高潮。在这次会议上，选举了下一年的新官员。不在场的
A.T.琼斯被移出了执行委员会，同时C.埃尔德里奇、丹·琼斯、W.A.科尔克德和
A.F.巴伦杰都获得连任。A.T.琼斯和E.J.瓦格纳都再次被安排在编辑委员会中，
但却通过了限制他们权力的一些决议。43*在1889年总会会议上，协会投票要
“建立一个宣扬自己原则，并宣传和塑造自己工作的发声器官”。44到那时为
止，《美国哨兵》一直是教会宗教自由方面的“发声器官”。现在通过了决议
决定 “协会印刷品的发行要通过国际福音小册协会（ International Tract
Society）进行，而且[国家宗教自由协会]要保证给福音小册协会提供足够数量
的印刷品。”虽然《美国哨兵》是这些印刷品的一部分，但协会投票决定“国
家宗教自由协会的当地工作计划由《家园传教士》（Home Missionary）的宗
教自由部负责刊发。”《家园传教士》是在巴特尔克里克出版的一份期刊。

协会还投票决定，“通过其执行委员会”——A.T.琼斯不在其中任职，而不是
通过其编辑委员会——A.T.琼斯和E.J.瓦格纳都在其中任职，“每周提供给”
《美国哨兵》“足量引人关注和精心编辑的资料，来满足这份刊物三个专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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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明显的是，协会在有计划地控制或逐步停止《哨兵》作为其宗教自由
方面的“发声器官”。在另一个反映了下一年计划的决议中，协会投票要求其
成员“与其它基督教社团紧密联系，共同发行印刷品、举行月度会议、进行他
们在宗教自由方面的一切努力”。45*虽然这些计划并非在每个方面都有缺陷，
但大危险就在前方。

萨拉曼卡异象

回到1890年11月3日晚上——国家宗教自由协会第二次年会在巴特尔克
里克举行的日子——在纽约州的萨拉曼卡，疲惫、虚弱、迷茫的怀爱伦
跪在床边祷告。她是应该继续自己的旅行，并尝试完成演讲约定，还是
应该回到巴特尔克里克呢？

请求的话还没有出口，她感到房间里充满了玫瑰的香气。抬头寻找香气
的来源，她看到房间被柔和的银光所淹没。她的疼痛和疲惫瞬间消失
了。心里的茫然和沮丧也不见了。希望、安慰和平安充满了她的心。在
失去对周围事物的意识之后，她在异象中见到许多与世界各处事业之进
展有关的事情，以及种种对事工有助或有碍的状况。在展示给她的景象
当中，有一些显示了巴特尔克里克当下的状况。这些启示都是以一种详
尽和惊人的方式被展示在她面前的。46

11月4日周二上午，当W.C.怀特和A.T.罗宾逊
（A.T. Robinson）来找怀爱伦看她作了什么决
定时，他们发现她已经打扮好而且身体健康。
她告诉了他们自己前一晚的经历，以及整个晚
上所感受到的平安与喜乐。她无法入睡，但却
不是因为疾病，而是因为她的心充满了喜悦与
快乐。现在她要继续自己在东部的工作。怀爱
伦开始告诉儿子和A.T.罗宾逊自己在夜间被启
示的内容：“在异象中我似乎身在巴特尔克里
克，天上的使者吩咐我说：‘跟着我。’”她犹豫
了一下，因为景象从她眼前消失了；她无法回
想起来。和那两个人去拜访了一段时间之后，

怀爱伦再次试着要告诉他们自己蒙启示见到的有关巴特尔克里克工作的
内容，但就像之前一样，她记不起来。47

在11月4日的日记中，怀爱伦写了短短的几句话：“我很想能够写出昨晚
所启示给我的东西。是主……”48她的句子没写完，或许是要过一段时间
再完成。几天之后，天上的一位使者再次造访了她，并带她去看在巴特
尔克里克发生的事情。她无法当面告诉其他人的内容，却能够写在自己

A.T.罗宾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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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记里：

夜间我一直在与上帝交通。我被我的向导带到了巴特尔克里克的议事
会议当中，而且我有一道信息要传给你们，无论你们是否会听，无论你
们是会接受它还是会拒绝它。大家必须知道他们不是在按着上帝的意思
行事。他们把基督留在了他们的会议之外。领袖们对工作的塑造会使许
多灵魂失丧……许多人从国外来到这里，认为出版真理刊物的巴特尔克
里克近乎天堂。然而当他们听到上帝的信息在这里被轻蔑的提说，当他
们听到上帝的使者被一些领袖嘲笑，会感到多么的失望啊！49

九天之后，在国家宗教自由协会年会报告刊登于《评论与通讯》之前，怀
爱伦在日记中再次写下了更多她在异象中所蒙启示的细节。世界上的人在
引诱复临信徒软化我们的信息；压制其与众不同的特征：

他们说：“为什么你们在自己的教导中把安息日显得那么突出呢？这对
我们而言似乎一直是一种强迫；你们若不在这一点上着墨如此之多，我
们就会与你们相和谐；不要在《哨兵》中提到安息日，这样我们就会用
我们的影响力来支持它。”在我们的一些工人当中，有一种采取这一方针
的倾向。

我蒙指示要警告你们，这种具有欺骗性的情绪得到了接纳，一种虚假的
谦虚和谨慎，一种隐瞒我们信仰宣告的倾向。在夜间，所展示给我的东
西给我造成了极大的困扰。我似乎到了那些讨论这些主题的议事会议当
中，有支持让步的书面文件被展示出来。弟兄们，我们应当允许世界来
塑造上帝让我们传给他们的信息吗？……

我们应当为了策略的缘故，而背叛神圣的委托吗？若这世界处于
错误和欺骗之中，违背上帝的律法，难道我们没有责任向他们展示
他们的罪恶与危险吗？我们必须传扬第三位天使的信息。

《哨兵》的意义何在？不是为了作锡安城墙上守望者的声音，发
出危险的信号吗？我们不应畏缩，也不应因为说出真理而请求世界
的原谅：我们应当藐视躲藏……要清楚的明白，基督复临安息日信
徒不能妥协。在你们的意见和信念上不能有一丝动摇的表现；世人
有权知道应从我们这里期待什么，而……若我们有一点不表态的表
现，他们就会认为我们是不诚实的。50

回到巴特尔克里克的几天之前，怀爱伦在日记里写下了这些话：“夜间我
的心思一直处于痛苦当中。我身在巴特尔克里克的一场会议中，听到了许
多建议，也看到一个不属于上帝的灵的显现。他们唇枪舌战。我的心非常
伤痛。”51怀爱伦在12月30日回到巴特尔克里克，她很快就参与到传道人
学会最后几周的活动中。在回去之后的某个时间，怀爱伦填补了1890年
11月21日自己日记的空白：52*

我在夜间身处一些议事会议当中，在这些会议里我听到有影响之人重复
所说的话，大意是如果《美国哨兵》在其专栏中去掉“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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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词，并且完全不提及安息日，那么这世上的伟人就会资助它。它会
普及起来，并且成就伟大的工作。这些人看不出我们为何不能通过与不
信者和未公开表示信仰之人联合，来使《美国哨兵》做成大工。我看到
他们满面红光，并且开始设计使《哨兵》大为流行的方针。

这种方针是一系列错误行动的第一步。《美国哨兵》所提倡的种种原
则，是对安息日之拥护的总和与实质。而当人们开始讨论改变这些原则
时，他们是在做一种原本不应该他们去做的工作。像乌撒一样，他们在
试着去稳定约柜，而这是属于上帝的事情，是在他的特别监管之下。我
的向导对这些会议中的人说：“你们当中有谁从这事业一开始就对它感到
有负担，而且在艰难的条件下接受了责任呢？谁在这工作存续的年月里
担负了它的重担呢？谁实行了克己和自我牺牲呢？主为他忠诚的仆人们
留了位置，人们听到了他们的警告声。上帝在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参与
之前就使自己的工作前进，他能够并且将会为你们所要压制的真理找到
一个位置。《美国哨兵》一直在刊印现代真理。要小心你们所行的。‘’若
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53

怀爱伦见到的议事会议不止一个；她“身处一些议事会议当中”。明显的
是，在国家宗教自由协会年会上所发生的事情，比《评论与通讯》上报告
的要多。怀爱伦的向导天使向那些批评上帝“忠诚的仆人”之人提出了那样
尖锐的问题。E.J.瓦格纳和A.T.琼斯在宗教自由的工作“存续的年月里担负
了它的重担”。他们“实行了克己和自我牺牲”，而丹·琼斯和其他人只是在
嘲笑他们的工作。怀爱伦的向导没有说一句责备琼斯和瓦格纳的话，但却
坦白地说上帝会为《美国哨兵》所刊印过的“真理”找到一个位置。

几天之后，怀爱伦在日记中写下了更多她蒙启示看到的内容。她“身在
巴特尔克里克的一场议事会议上，其中有传道人和《评论与通讯》办公室
的负责人。会议上的情绪以及人们所要急切采取的不那么柔和的精神，使
我充满了惊讶、恐惧与悲痛……他们要采取貌似智慧，实则是撒旦所煽动
的计划。”54难怪她对所发生之事有沉重的负担。

1891年总会会议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全球总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1891年3月5日在密歇根州
巴特尔克里克的大帐篷召开。102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代表了二十九个分
会和四个传道园地。会议开始时，怀爱伦受邀在每天早上五点半向工人
们讲话。她还被安排在3月7日第一个安息日下午两点半开始的聚会上讲
话。怀爱伦站在四千名同工与信徒面前时，她的心被当时的严肃性所折
服。所有会议之前几个月里刻印在她思想中的东西似乎都产生了新的意
义。她的讲话是对基督复临安息日信徒的一个强有力的呼召——要他们
不断谈论自己信仰的与众不同之处。之后她概括地说：

“在纽约州的萨拉曼卡，有重要的东西被启示给我。在夜间的一个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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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似乎身在巴特尔克里克，天上的使者对我吩咐道：‘跟着我。’”她
犹豫了一下；景象消失了。她无法回想起来。她继续讲到我们必须要不
断谈论我们信仰的特别之处。之后她说：“我必须告诉你们在萨拉曼卡赐
给我的异象；因为在那个异象中有重要的事情被启示给我。在异象中我
似乎身在巴特尔克里克。我被带到了《评论与通讯》办公室，天上的使
者吩咐我说：‘跟着我。’”她又犹豫了；景象从她那里消失了。她继续自
己的证道，并在那个下午第三次尝试要讲述那个异象，但她没有被允许
这么做。最终她说：“关于此事，我之后没什么要说的了。”她的证道持续
了大概一个小时。会议结束了。大家都注意到她无法回忆起那个异象。55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在大帐篷的东附属室举行了一场传道人的聚会。怀爱
伦参加了聚会，并且呼召人们作出更深的献身。在这场特别会议结束时，
O.A.奥尔森长老问她是否愿意参加早晨的传道人聚会。她回复道自己已经
尽了责任，并且要把担子留给他。于是计划奥尔森和普雷斯考特主持聚
会。56

3月7日那个安息日傍晚日落之后，怀爱伦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在《评论
与通讯》办公室礼拜堂举行了一场特别的非公开会议。大约有三四十人
参加，大部分是国家宗教自由协会的人，还有一些人来自太平洋出版
社——《美国哨兵》的出版公司。会议由国家宗教自由协会副会长丹·琼
斯带领。他以一种非常强有力的方式陈述协会不能继续以《美国哨兵》
作为其发声器官，除非《哨兵》改变其对我们教会观点的一些所谓“比较
令人反感之特点”的态度。A.T.琼斯作出了回应，他说只要自己与这份报纸
的编辑工作有任何关系，就不会有这样的改变。会议采取了一种对立双方激
烈讨论的方式。此时有人锁上了门，提议直到这个问题得到解决，门才能打
开。

会议进行的某一时刻，国家宗教自由协会执行委员会成员A.F.巴伦
杰举着最近一期的《哨兵》站了起来，指出应当被删除的一些文章。
57* A.T.琼斯和C.P.鲍曼（C. P. Bowman）一直在报纸上刊登有关安息日
问题，基督复临，以及这二者与宗教自由之关系的专题文章。许多国家
宗教自由协会的人强烈不同意这样做，他们感到这些文章太“强势”。他
们以圣经为由，不想《哨兵》中有任何宗派性内容，而希望这份报纸能
提倡公民和宗教自由的广泛原则，并小心的避免任何教会附属关系。
他们认为这份报纸得到了政府和教会中有影响力之人的阅读和认可，
而现在若因为强势宣扬第七日的安息日和世界末日而冒犯了他们的感
受，那就是在自毁《美国哨兵》和国家宗教自由协会的利益。

这场会议在明显的僵局中持续了几个小时——国家宗教自由协会方面坚持太平
洋出版社同意从报纸的专栏中去掉那些强势的文章，以及“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和“安息日”这些词汇，否则他们不会再将其作为协会的发声器官。这意味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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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报纸的死亡。最终，在快到周日早晨三点的时
候，进行了一次投票。58*大多数人投票放弃《哨
兵》，并且创立另一份报纸作为宗教自由协会的发
声器官。于是门锁被打开，人们回到自己的房间去
睡觉，此时距五点三十分的晨会只有短短几小时的
时间。59

不难想象A.T.琼斯走进早晨清冷的空气中，向自己
的房间行进时的感受。他为之如此努力奋斗的真正
的宗教自由事业，似乎注定要失败了。那些本应支
持他的人却藐视和讥笑他勤奋的工作。人们只能猜
想那个清晨他作了什么样的祷告。他在参加那次五
点三十分晨会之前的晚上有没有睡觉？既不打盹也

不睡觉的上帝完全知道所发生的事情。他了解世人所处的种种非常时
刻。他知道晚雨的时间到了，也是时候以他所发出的信息带着他的荣耀
照亮世界了。

几乎在那场会议结束的同时，一位天使就蒙差遣唤醒怀爱伦；是时候让
她分享四个月之前她在萨拉曼卡所见的异象了。起了床，怀爱伦从书桌里
取出了记录她所见异象的日记。那些场景再次清晰的进入她的脑海，她更
加详细的写下了之前自己多次无法分享的内容。

几小时之后，W.C.怀特和两位弟兄在去参加晨会的路上经过了怀爱伦的
住处，他们注意到她的灯是亮的。知道母亲并未计划参加晨会，W.C.怀特
进去询问她是否还好。他看见她在忙着写作。她告诉他上帝的天使在大约
三点钟时唤醒了她，并且吩咐她参加传道人的聚会，讲述一些她在萨拉曼
卡被启示的事情。她说自己很快起了床，并写作了大约两个小时。60*

传道人聚会上，开会祷告刚刚结束，怀爱伦就夹着一沓手稿进来了。奥
尔森长老明显很惊讶，他说：“怀姐妹，我们见到你很高兴。今早你有信息
要给我们吗？”她边走向前台边答复道：“我确实有。”之后她从前一天停止
的地方开始。她告诉弟兄们自己是怎样在当天早晨被唤醒，并受到敦促来
分享自己四个月前在萨拉曼卡蒙启示所看到的。她讲述了怎样看到她自己
“在向一群聚在一起似乎是总会的人传达信息”：61

我受上帝的灵感动要说许多事，要作极其恳切的呼吁，因为真理催促着
我，有大危险摆在那些在工作中心的人面前……言辞要很恳切。“说我要赐
给你的话，阻止他们做会使上帝离开出版社且会牺牲必须保持的纯净圣洁原
则的事。”……

A.F.巴伦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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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事被展现在我面前。那曾因耶路撒冷不知悔改——因他们的不悔悟，
他们对上帝和他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的无知——而流泪的眼睛，正关注着在
巴特尔克里克的工作大中心……

你们的俏皮话和尖锐的批评是依照异教徒的作风，令魔鬼喜悦却令主不
悦。上帝的灵没有在你们的议事会中掌权。你们对信使和他们所带来的信息
作了虚假陈述。你们怎么敢这么做呢？……不可信任凡做这种事之人的判
断，不可重视他们的建议或决定……控告工人和上帝正在使用之人的工作，
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圣徒身上控告他…… 在明尼阿波利斯所流行的偏见和各
种意见绝没有消失。那里撒下的种子在一些人的心里正要发芽成长，结出类
似的成果，因为根还在。顶部虽然砍了下来，根部却未铲除，仍会结出不圣
洁的果子，毒害与你们接触之人对上帝所差来之信息和使者的知觉，蒙蔽他
们的悟性。62*

那些批评A.T.琼斯在《哨兵》上工作之人的判断是错误的。他们当中的
许多人在1890年传道人学会上悔改过，但是他们的悔改并不真诚；只有
“顶部”被砍了下来，留下了根部再次发芽生长。接下来，怀爱伦具体讲
到了她所看到的一场会议：

我曾在异象中出席你们的一次议事会。有一位站起来，很恳切果断地举起
一份报纸。我能清楚地读到标题——《美国哨兵》。有人批评其中发表的文
章。说这个必须砍掉，那个必须改掉。说出了激烈的言辞，盛行着一种强硬
的不象基督的精神。我的向导给了我话语，要讲给在场那些敏于控告的人。
我要大体说明所赐的督责：在议事会中有一种纷争的精神。主并没有主持他
们的议事会，他们的心思意念不在上帝之灵的支配性影响之下。让我们信仰
的仇敌们提出和实施你们正在形成的计划吧……为了你们自己的安全，也为
了上帝教会的安全，主所赐的亮光应该得到尊重……

你们需要为自己的脚修平道路，免得走差路……我知道必须为人们做成
一项工作，否则许多人不会接受天使的亮光，这位天使从天而来，要使全地
因他的荣耀发光。你们既然一直在自高自大偏向虚妄，说乖张的话，私下
怀有你们带到明尼阿波利斯的毒根，就是你们从那时到现在一直在小心培养
和浇灌的毒根，就不要以为春雨来到的时候你们就会成为尊贵的器皿，接受
恩雨沛降——就是上帝的荣耀。63

怀爱伦接着告诉弟兄们她看到《哨兵》得到了广泛的阅读和喜爱。它聚
集了那些当受真理全部亮光之人的信心。这些文章非但不会减少订阅者
的数量，反而会增加报纸的发行量和需求。怀爱伦严肃的问道：“我们的
人现在要从《哨兵》中砍掉安息日的信息吗？要听从世俗之人的建议，
阻止《哨兵》把这最重要的真理带给世界吗？”64在她长时间的讲话中，
怀爱伦几次提到以色列以及导致上帝审判的悖逆。她特别提到了以利亚
的经历——他所承受的试炼和他所传达的信息。怀爱伦不仅明确的将其
与自己的经历比较，还与琼斯和瓦格纳的经历进行了对比，他们通过
《哨兵》所作的宗教自由方面的工作受到了非常的诽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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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基督徒若存完全谦卑的心与主同行，世人就说他狭隘、固执、排
外。他若很热心，世人就称他是狂热分子。他若用笔墨和声音明确地传
讲真理，并且本着以利亚的心志能力出去宣讲主的大日，世人就说他容
易兴奋；说他除了他所相信的，什么都谴责。无论基督徒蒙恩成为怎样
的人，世人都不理解……

我们来看看以利亚的情况吧……王控告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
是你吗”（王上18:17）？……他因以色列已败坏了自己的信仰，不再效忠
上帝而背叛神圣的托付了吗？他说柔和的话取悦王，使王安定下来并寻
求王的恩宠了吗？……不会！以利亚是一个宣扬真理的人，就是那种时
势需要的真理……以利亚的回答是：“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
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力”（王上18:18）。这就
是在出版社的人现在要采取的做法……我有一个警告要给在总会上聚集
在这个堂里的这个团体。我们的机构有这样的危险：所制定的计划和行
事的方式方法意味着失败而不是成功……

已经有人离开上帝，却还没有人发热心，悔改，恢复到起初的爱心……
巴力会成为我们中间许多人的目标和宗教信仰，其数目令人悲伤，因为
他们选择自己的道路而不是上帝的道路。真正的信仰，圣经惟一的信
仰——相信赦罪，基督的义和羔羊的血——不仅已经受到轻视和反对，
嘲笑与批评，而且引起了怀疑和嫉妒，导致狂热和无神论。65

通常在早晨六点三十分结束的传道人晨会，持续到了午前。怀爱伦结束
朗读和讲话之后就坐了下来，整个房间都被沉默所笼罩。许多没有参加
前一晚会议的人满心困惑。奥尔森长老非常茫然，因为他完全不知道前
一晚会议的事情。66他很惊讶，而怀爱伦所阐述的事情看上去是那么不合
理，以至于他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最终沉默被A.F.巴伦杰的哭着的
说话声打破了。他举起这一期的《美国哨兵》，指着头版文章说：“‘我参
加了昨晚的会议，我就是那个评论报纸上文章的人。’”“‘这就是怀姐妹所
说的关于安息日的文章，是我说这样强势的文章不应该出现在《哨兵》
上的。’”67巴伦杰继续承认他的错误：““我很遗憾的说自己曾经在错误的
一边，但我要借此机会把自己放在正确的一边。””68

第一次见到这一期《哨兵》的怀爱伦——就是她在梦中所看到的那一
期——坐在那里显得很困惑。她转向巴伦杰弟兄，惊奇的喊道：“昨晚！
那场会议是昨晚？”一个接一个的，前一晚参加会议的人都站起来承认他
们所做的事。就连那些为《哨兵》辩护的人都作了感恩的见证。C.H.琼
斯说怀爱伦对会议所有细节的描述都是正确的。他还为来到的亮光而感
恩，因为情况已经变得很糟糕。在晨会上的某个时刻，昨晚带头要毁掉
《哨兵》的丹·琼斯站起来承认：“怀姐妹，我以为自己是正确的。现在我
知道自己错了。”目睹《哨兵》遭受表面失败的A.T.琼斯谦卑忘我的回
应：“‘无论如何，你现在是正确的。’”69*圣灵强有力的显现出来，一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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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精神进入了聚会。

由于晨会之前事件发生的次序，怀爱伦之后说“‘有人告诉她了’不可能被
当作解释的缘由。没有人有机会在夜间的会议和我所参加的晨会之间见
到我或者与我讲话。”70因此，不但上帝的事业在一段时间内免于一个严
重的错误，这一经历还为许多人提供了无懈可击的证据，证明预言之灵
的可靠与真实：

这个异象的叙述给参加那次晨会的大批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传道人留下了
深刻而严肃的印象。当他们听到那些由于在议事会议上做错而受到责备
之人承认怀女士所说关于他们的事情一点没有错误时，他们看到神圣灵
感的印记被盖在了那个异象和证言上。那次会议的能力与庄严所留在与
会者心中的印象不会迅速被遗忘。71

然而，正是这件向许多人毫无疑问的证明怀爱伦是被上帝感动和带领的
事情，也显示出他们无法逃避她无处不在而又权威的证言。三周之内，
外国布道董事会就投票派怀爱伦与她的工人们和W.C.怀特一起去澳大利
亚。72*数年之后，怀爱伦清楚的表明上帝并未在他们离开美国这件事情上
有份。然而工作中心的强大势力非常想要他们离开。正如往常的情况一
样，上帝没有强行插手，而是允许了他的百姓选择自己的道路：

主并不在我们离开美国的决议之中。他没有向我启示他的旨意是要我离
开巴特尔克里克。上帝没有这样计划，但他让你们随心所欲。主原希望
W.C.怀特、他的母亲及她的工人留在美国。工作的中心很需要我们。如
果你的属灵眼目看明真实的情形，你是决不会同意所采取的行动的。但
是上帝深悉人心。让我们离开的意愿是如此强大，所以上帝就允许这样
的事情发生了。那些厌倦了证言的人，再没有带来证言的人在他们眼前
了。我们从巴特尔克里克离开，好让那些认为自己的道路比主的道路更
高明之人自行其事。

结果摆在你面前。当时你如果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我们是不会离开的。
主会藉着其他方式以及在巴特尔克里克工作大中心所发挥的强大影响为
澳大利亚作工。我们应该肩并肩站立，营造一种我们所有的区会都能感
受得到的健康气氛。主并没有计划此事。我没有得到离开美国的任何亮
光。但当上帝给我显示了这件事的真相时，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起，因为
我知道没有人能够看出问题所在。当我们离开时，许多人感到解脱了，
但你不大这么认为。主不高兴了，因为是他将我们安置在巴特尔克里克
运转机器的轮子旁边。

……如此重大的责任需要上帝的不断指导，以便正确地推进。但是人们
并不认为这样的指导是必要的。巴特尔克里克的人应当认识到他们当时
让我们离开，是出于人的计划，而不是主的计划。73

1891年总会会议的一个月之后，《评论与通讯》重印了一篇怀爱伦在
1887年9月工人会议上的证道。她意义深刻的话如今依然切中要害：“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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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要降在上帝的百姓身上。一位大能的天使要从天而降，而整个世界都
要被他的荣耀所照亮。我们预备好参加第三位天使荣耀的工作了吗？我
们的器皿预备好接受上天的甘露了吗？我们心中有污秽和罪恶吗？若是
如此，让我们洁净灵魂的殿，并为晚雨的降临做好准备。那要从主面前
而来的安舒永远不会进入充满不洁的心。愿上帝帮助我们向自己死，以
便基督，那荣耀的盼望，能在我们心里形成。” 74我们将在《晚雨回归》
卷二中继续我们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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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

卷二的章节题目
清单在本章尾注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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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尾注

1. E.J.瓦格纳著“第十一天的情况” Eleventh Day’s Proceedings，1888年11月13日
《评论与通讯》，712页；收录于《手稿与回忆》，408页。

2. 见：埃里克·塞姆著《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与美国之关系的历史》，20-35页；“公
共事务与宗教自由部”，《SDA百科全书》，卷十，1158-1164页。

3. 怀爱伦著“《美国哨兵》及其使命” The ‘American Sentinel’ and its Mission，
1888年12月18日《评论与通讯》，791页。

4. “国家宗教自由协会” National Religious Liberty Association，1889年11月5日
《总会会议每日公报》，148页。

5. 丹·T·琼斯致A.W.艾力，1890年1月23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档案。

6. 丹·T·琼斯致C.H.琼斯，1890年[2月]，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档案。我们在此重
复了十三章中的信息，是为了能给琼斯和瓦格纳在宗教自由的工作上所受到的
反对一个更全面的背景。

7. 丹·T·琼斯致J.H.莫里森，1890年3月17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档案。

8. W.C.怀特致A.T.琼斯，1890年2月14日。

9. 怀爱伦1890年2月6日“晨更讲话”，刊登于1890年3月25日《评论与通讯》；收
录于《1888资料集》，548页。

10. 怀爱伦手稿2号，“证道”，1890年3月9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608-609
页。

11. 埃里克·塞姆著《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与美国之关系的历史》，35页。

12. 同上，35-36页。

13. 埃里克·塞姆著《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与美国之关系的历史》，34-36页；威廉
姆·A·布雷克利著《美国国家报纸关于星期日立法的立场》（1911年），367-
370页；J.O.科尔里斯著“星期日休息法案听证会” The Hearing on the Sunday
Rest Bill，1890年2月25日《评论与通讯》，124-125页，以及“国家宗教自由协
会第二次年会 ” The Second Annual Session of the National Religious Liberty
Association，1890年12月16日《评论与通讯》，779页；A.T.琼斯著“布雷肯里
奇星期日法案的论证” Arguments on the Breckinridge SundayBill，1890年4月《哨兵图
书馆》，28号。

14. O.A.奥尔森致G.C.坦尼，1890年3月20日，副本是从乔治·R·奈特的个人收藏中
收到的。A.T.琼斯向议会委员会所作的演讲收录于1890年4月份的《哨兵图书
馆》，25-51页。这份期刊是由太平洋出版社在1889至1894年间每半个月或每个季
度发行的、一系列有关宗教自由问题的小册子。1891年5月刊用126页列出了当时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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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州和领地的全部星期日法案。这些如今都是宝贵的重印资料。

15. 斯坦福·爱德华兹（Sanford Edwards）这样说：“A.T.琼斯：一位有边远地区居
民特征的，高大而笨拙的人；自我教育，有男高音般的声音，美妙的语言天
赋，在历史与圣经方面的出色学者。作为一名公众演说家，他在那个时代自
己的教派中无人能及。他能够整章的引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希伯来书和启
示录，并让你对圣经的美妙产生新的视界。在一场证道结束时，他全篇引用
了那首动人的赞美诗‘上帝的仁慈是宽广的’。那是我所听过最美妙的朗诵。听
众（1500名）受到了非常深刻的感动，以至于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他们在起身
认罪并重新献身。而且不是集体行动，是个人行动。上帝在当时大大地通过
琼斯讲话。（斯坦福 ·P·S·爱德华兹致艾米特 ·K·范德维尔 [Sanford P. S.
Edwards to Emmett K. Vande Vere]， 1956年 4月 27日，引用于《窗户》
Windows [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南方出版协会，1975年]，209-210页。）

16. 丹·T·琼斯致R·A·安德伍德，1890年3月21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档案。

17. 怀爱伦手稿2号，“证道”，1890年3月9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609页。

18. 怀爱伦著《先祖与先知》，402页。

19. 怀爱伦著《传道良助》，128-129页，1893年版，取自1890年之前的作品。

20. 怀爱伦著“公正的研究对理解真理是必须的 Candid Investigation Necessary to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Truth，1890年5月26日《时兆》，305-306页。

21. C.H.琼斯致O.A.奥尔森，1890年8月13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档案。

22. 怀爱伦致O.A.奥尔森，信函46号，1890年5月8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
645-648页。

23. 怀爱伦致W.C.怀特，信函103号，1890年8月19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
688页。

24. 丹·T·琼斯致E.W.法恩斯沃思，1890年9月19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档案。

25. O.A.奥尔森著“传道人学校开幕” The Opening of the Minister’s School，1890年
11月4日《评论与通讯》，688页；又见：“祷告周” The Week of Prayer 1890年
12月2日《评论与通讯》，745-746页。

26. 吉尔伯特·M·瓦伦丁著《威廉姆 ·沃伦·普雷斯考特：复临安息日信徒教育
家》，127页。普雷斯考特实际上只教授了前三章，之后让瓦格纳教授了其余
部分。丹·T·琼斯致R.C.波特尔，1890年10月23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档
案。

27. 怀爱伦致O.A.奥尔森，信函20号，1890年10月7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
714-716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28. G.I.巴特勒致丹·琼斯，1891年2月16日；收录于吉尔伯特·M·瓦伦丁著《威廉姆·
沃伦·普雷斯考特：复临安息日信徒教育家》，127页。

29. O.A.奥尔森著“祷告周”，1890年12月2日《评论与通讯》，746页。

30. 怀爱伦手稿40号，“日记摘录”，1891年1月13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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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6页。

31. O.A.奥尔森著“传道人学校”，1891年3月6日《总会会议每日公报》，第4页。

32. 怀爱伦手稿40号，“日记摘录”，1891年1月14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
879页。

33. 怀爱伦手稿40号，“萨拉曼卡的异象”，1891年3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
929页。

34. 怀爱伦手稿21号，1891年2月27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890、895页。

35. 有关怀爱伦的旅行以及萨拉曼卡经历的更多细节，记录在罗伯特·W·奥尔森所
写的“已发布的手稿1033号，萨拉曼卡异象和1890年的日记（The Salamanca
Vision and the 1890 Diary）”，怀著管委会档案文件，1983年；A.L.怀特写于
T.H.杰米森（T.H. Jemison）著《你们当中的一位先知》 A Prophet Among You
（加州山景城：太平洋出版社，1955年），471-480页；A.L.怀特著《孤独岁
月》，463-483页；C.C.克里斯勒（C.C. Crisler）写于《怀爱伦生平传略》，
309-318页。在怀爱伦去世之后完成的1915年版《生平传略》的序言中，有以
下的话：“从255页的第四十二章开始，她一生的故事由C.C.克里斯勒续写。克
里斯勒在她儿子W.C.怀特与D.E.罗宾逊的协助下，完成了这本传略。”（第6
页。）

36. “国家宗教自由协会第二次年会”，1890年12月16日《评论与通讯》，779-780
页。

37. C.C.克里斯勒写于怀爱伦著《生平传略》，312页。

38. “总会会议记录”，1891年3月22日《全球总会会议每日公报》，192页。

39. 在1891年总会会议上，丹·琼斯否认情况如此。但这与其它所有证据都是矛盾
的，包括怀爱伦的证言。（同上。）

40. “国家宗教自由协会第二次年会”，1890年12月16日《评论与通讯》，780页。

41. “编者按”，1890年12月23日《评论与通讯》，800页。琼斯当时在加州，而且
会在12月份去东海岸之前经过巴特尔克里克。

42. A.T.琼斯著“宗教自由”，1891年3月15日《全球总会会议每日公报》，105页。

43. 成为一个具体委员会的成员有时只是一个象征。E.J.瓦格纳和A.T.琼斯在1889和
1891年总会会议上都被选为总会书籍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还有另外十一
名成员。（1889年《总会会议每日公报》，124页；1891年《总会会议每日公
报》，219页。）1891年9月，E.J.瓦格纳给O.A.奥尔森写信，没有表达个人的
抱怨，而是表达了对[真理]事业的担忧。他读到一份报告，其中说“书籍委员
会”在未经他知情的情况下，投票决定让评论与通讯出版社出版了G.I.巴特勒关
于有色人种的书。然而瓦格纳说：“作为书籍委员会的成员，我想要看一看原
稿。”他感到“这本书很可能像其它任何的书一样需要检查。如果它没有经过三
人委员会的检查就被批准了，我确定一定会造成不满……当然每位成员都有权
检查任何通过正当渠道来到委员会这里的稿件。”（E.J.瓦格纳致O.A.奥尔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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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年9月15日。）只有十三人当中的三个人为这本书投票，明显的是琼斯和
瓦格纳不在其中。就像巴特勒的书没有经过琼斯和瓦格纳的任何检查就被批
准一样，琼斯和瓦格纳的一些稿件也在没有经过委员会任何检查的情况下被
投票否定了。（见O.A.泰特[O.A. Tait]致W.C.怀特,1895年10月7日；收录于
《手稿与回忆》，294页。）

44. “国家宗教自由协会”，1889年11月5日《全球总会会议每日公报》，148页。

45. “国家宗教自由协会第二次年会”，1890年12月16日《评论与通讯》，781页。
有趣的是W.C.怀特被选举为协会的计划与未来劳工委员会成员，而且他的名字
出现在《评论与通讯》上，表明支持所有这些在11月3日和7日通过的决议。然
而他没有参加过这些在巴特尔克里克举行的会议，因为他和母亲一起在纽约州
萨拉曼卡。

46. C.C.克里斯勒写于怀爱伦著《生平传略》，310页，粗体字形为作者所加。

47. A.L.怀特写于T.H.杰米森著《你们当中的一位先知》，474页。

48. 怀爱伦手稿44号，“日记”，1890年11月4日；收录于“已发布的手稿1033号，萨
拉曼卡异象和1890年的日记”，20页。

49. 怀爱伦手稿6号，1890年11月25日；收录于“已发布的手稿1033号，萨拉曼卡异
象和1890年的日记”，31-32页。

50. 怀爱伦手稿16号，1890年12月4日；收录于“已发布的手稿1033号，萨拉曼卡异
象和1890年的日记”，37页。

51. 怀爱伦手稿53号，1890年12月25日；收录于“已发布的手稿1033号，萨拉曼卡
异象和1890年的日记”，52页。

52. 看上去明显的一点是，怀爱伦1890年的手稿29和44号中的评论是在回到巴特尔
克里克之后写的。见：罗伯特·W·奥尔森写于“已发布的手稿1033号，萨拉曼卡
异象和1890年的日记”，58页。奥尔森表示怀爱伦的评论“似乎包括了两个，而
不是一个夜间的异象”。

53. 怀爱伦手稿29号，1890年；收录于“已发布的手稿1033号，萨拉曼卡异象和
1890年的日记”，59-60页。

54. 怀爱伦手稿44号，“日记”，1890年11月4日；收录于“已发布的手稿1033号，萨
拉曼卡异象和1890年的日记”，61页。

55. A.L.怀特写于T.H.杰米森著《你们当中的一位先知》，476页。

56. 本章剩余部分的细节，除非特别注明，都搜集于罗伯特·W·奥尔森编纂的“已发
布的手稿1033号，萨拉曼卡异象和1890年的日记”；C.C.克里斯勒写于怀爱伦著
《生平传略》，309-318页；A.L.怀特写于T.H.杰米森著《你们当中的一位先
知》，471-480页；A.L.怀特著《孤独岁月》，463-483页。

57. 1891年3月5日刊的《哨兵》头版文章是A.T.琼斯所写的“圣经对安息日的教导
是什么？”（What Does the Bible Teach about the Sabbath?）这篇文章与其它
许多A.T.琼斯所写的文章相似，而这些文章在过去一年也受到了丹·琼斯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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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批评。这篇文章用克拉夫茨先生——最著名的星期天法案拥护者——自己
的作品证明安息日的本质是宗教性的，而非民事性的。于是A.T.琼斯下结论
道：“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公民政府能够有权利与”安息日“有任何关系”。而
且美国安息日联盟“知道他们对一个‘公民’安息日的请求是一个欺骗”。（第1
页。）

58. O.A.奥尔森著“萨拉曼卡的异象”，1914年8月19日；收录于“已发布的手稿1033
号，萨拉曼卡异象和1890年的日记”，77页。C.埃尔德里奇说：“我们在那个房
间待到三点钟”，之后进行了投票，然后开了门。（同上。）见尾注60。

59. 支持文献见尾注56。

60. C.C.克里斯勒写于怀爱伦著《生平传略》，315页。W.C.怀特发现怀爱伦“在忙
着写作。之后她告诉他上帝的一位天使大约在三点钟唤醒了她。”见尾注58。
上帝准时吗？

61. 同上，315-316页。

62. 怀爱伦手稿40号，1890年；收录于《1888资料集》，917、941-942页。怀著管
委会前董事罗伯特·奥尔森表示，怀爱伦日记中的这份手稿40号中，至少有一部
分是在1891年3月8日星期天早晨写的。毫无疑问，她在星期天的晨会上朗读了
这份手稿。（“已发布的手稿1033号，萨拉曼卡异象和1890年的日记”，63
页。）

63. 同上，942-943, 946页。

64. 怀爱伦手稿59号，1905年5月20日；收录于“已发布的手稿1033号，萨拉曼卡异
象和1890年的日记”，69页。

65. 怀爱伦手稿40号，1890年；收录于《1888资料集》，928、944-945、948页。

66. 这件事证明O.A.奥尔森并不知道人们对琼斯和瓦格纳表示出的深深苦毒与仇
恨，而它只是许多证明此事之事件中的一件。就是这样的事情最终使怀爱伦呼
喊道：“奥尔森长老就像亚伦所作的那样。”（《1888资料集》，1608页。）

67. O.A.约翰森（O.A. Johnson）致W.C.怀特，“六位目击者的见证”，1922年5月19
日，以及E.K.斯蒂尔（E.K. Steele）致A.L.怀特，“萨拉曼卡的异象”，1946年8
月11日；收录于 “已发布的手稿1033号，萨拉曼卡异象和1890年的日记”，85、
83页。

68. C.C.克里斯勒写于怀爱伦著《生平传略》，317页。

69. A.T.罗宾逊著“与怀姐妹工作有关的个人经历” Personal Experiences in Connection with
thework of SisterWhite，写于1906年之前；收录于“已发布的手稿1033号，萨拉曼卡
异象和1890年的日记”，75页。A.T.罗宾逊的这一目击者的叙述，与许多当代对A.T.
琼斯的描写大不相同。要知道怀爱伦以及她的天上的使者在1890至1891年间的这场
对抗中，从未说过一句责备A.T.琼斯和《哨兵》的话，他们也没有支持丹·琼斯和
他的伙伴们。然而乔治·奈特不仅在这场对抗中支持丹·琼斯，还用了整整两章
文字尝试要把A.T.琼斯在他宗教自由方面的“各种立场”上描绘为“好斗的”、“野
蛮的”、“激进的”和“极端的”。奈特说琼斯“一贯持一种教条主义[不现实的理论



345

家，狂热的，武断的]的极端态度。他的头脑没有太多灵活理解的能力。”他“吸
收了明尼阿波利斯的精神”——一个他认为“不可能克服”的问题。（《从1888到
背道》，75-88，117-131页。）读了奈特在写完琼斯的传记之后公开说过的
话，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要花这么大的精力去败坏琼斯的名誉：“我一定在有
效沟通上失败了。我是在尽自己的全力来证明琼斯从头至尾都是偏离正道的。
在1880年代末和1890年代初，这一点是通过他的严厉与缺乏基督化的礼貌显示
出来的……他对语言的极端使用似乎将某些人引向了圣洁肉体的那种兴奋，他
在宗教自由几乎每个方面的极端……等等。我想要表达的是，即使怀爱伦支持
他，但贯穿琼斯的整个‘英雄’阶段，他都被严重的品格缺陷所困扰。”（黑暗中
的火光：对一篇伪装成评论文章的讲道的回应，乔治·奈特回答丹尼斯·何卡
玛”，1988年4月《复临信徒时事》，43页。）然而不仅怀爱伦的认可表明琼斯
有一道信息要传，那位天上的向导说：“《美国哨兵》一直在刊印现代真
理。”）（怀爱伦手稿29号，1890年；收录于 “已发布的手稿1033号，萨拉曼卡
异象和1890年的日记”，60页。）

70. 怀爱伦手稿59号，1905年5月20日；收录于 “已发布的手稿1033号，萨拉曼卡异
象和1890年的日记”，70页。

71. O.A.约翰森致W.C.怀特，“六位目击者的见证”，1922年5月19日；收录于 “已
发布的手稿1033号，萨拉曼卡异象和1890年的日记”，86页。

72. “外国布道董事会会议记录”，1891年4月13日《全球总会会议每日公报》，256
页。全球总会会议由3月5日持续到3月25日，还有一些会议是在闭幕十天之后
进行的。（同上，252页。）怀爱伦分享萨拉曼卡异象的晨会是在1891年3月8
日星期天举行的。

73. 怀爱伦致O.A.奥尔森，信函127号，1896年12月1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
1622-1624页。

74. 怀爱伦著“我们要做什么才能作上帝的工？” What Shall We do that We Might
Work the Works of God，1890年4月21日《评论与通讯》，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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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雨回归
卷二即将到来：

第十八章
不受尊敬的先知
“主不在我们离开美国的决议之中”

第十九章
兴起，发光
“光正在照耀！”

第二十章
1893年总会会议
“之前主在向百姓倾降他的灵”

第二十一章
虚假的大呼喊
“若你教导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是巴比伦，那你就错了。”

第二十二章
之后的黑暗
他们说：“圣灵的工作是狂热主义”

第二十三章
安娜·莱斯：晚雨开始的最大证据
“如今我对他们比之前更有信心”

第二十四章
1895年阿马代尔
“全人类的拯救者”——因为“他与他的弟兄相同”

第二十五章
持续的拒绝
“他们说……这不是从天而来的晚雨”

第二十六章
1901：原本可以怎样
“我们也许不得不留在这里……许多年”



347

第二十七章
E.J.瓦格纳怎么样了？
“要行在我指出的路当中”

第二十八章
A.T.琼斯怎么样了？
“让你的意愿顺从圣灵的带领”

第二十九章
基督我们的义
“从未被接受，也未被传扬的信息”

第三十章
如同埃及对迦南
“若是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第三十一章
伟大的辩护
“我们是圣灵的殿”

第三十二章
让我们重新检验1888
“若你们知道……”

第三十三章
让我们质疑我们的教义
“背了实意的敬虔外貌”

第三十四章
冻住的棕榈树
得出合乎逻辑之结论的“问题”

第三十五章
1988：让我们庆祝？
如果我们重写我们的历史：不同次序的书

第三十六章
唯一的“真实见证人
启示录中……悔改的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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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美诗，歌词大意在后面）

Come! Buy Gold!

After all He’s done for you and me,
Why are we afraid to be His Bride?
Won’t we let Him come inside?
He’s knocking at the door.

We’re “rich” we say, “we don’t need more,
In need of nothing at all!”

We grieved Him before; will He bear it once more,
Will His heart break again?

Come! Buy gold, refined by fire,
Garments, whiter than snow,

Eyesalve, for your eyes that you may see
That you may see your need!

One hundred years ago, He came knocking at our door,
But we wouldn’t let Him in.

We were too proud to admit our sin,
We grieved and disappointed Him.

Repent! Look on Him whom you have pierced,
Mourn for Him, weep bitterly.

It was your sins that wounded Him,
Yet these things He still offers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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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e! Buy gold, refined by fire, Garments, whiter
than snow,

Eyesalve for your eyes that you may see
That you may see your need!

A fountain will be opened to cleanse every soul,
Come! Quench your thirst.

Those whom I love I rebuke and chasten, Be zealous,
repent.

Whoever hears My voice and opens the door,
With him I will come in and dine!

He who overcomes will I Grant to sit
on My throne.

Just as I overcame
And sat on My Father’s throne!

The whole earth will be lightened with Thy Glory,
Nations will come to Thy light!

Your sons and your daughters will come from afar,
The harvest will be ripe!

Come! Buy gold refined by fire, Garments, whiter
than snow,

Eyesalve for your eyes that you may see
That you may see your need.

（切丽·达菲尔德[Cherie Duffield]作词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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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词大意：

来！买金子吧！

他已为你我做了这一切，
为何我们依然害怕作他的新娘？

我们不会让他进来吗？
他正在敲门。

我们说我们是“富足的，我们不需要什么了，
什么都不需要！”

我们曾使他忧伤；他还会再忍受吗？
他还会再心碎吗？

来！买金子吧，火炼的金子，
衣服，比雪还白，

眼药，使你们的眼睛能够看见——
使你们能看见你们的需要！

一百年之前，他来敲我们的门，
但我们不让他进来。

我们如此骄傲而不承认我们的罪，
我们使他忧伤，使他失望。

悔改吧！看看你们所刺透的他，
为他忧伤，痛痛哭泣。
是你们的罪伤了他，

而他依然赐给你们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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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买金子吧，火炼的金子，
衣服，比雪还白，

眼药，使你们的眼睛能够看见——
使你们能看见你们的需要！

有一源泉将要被打开，
洗净每一灵魂，

来！平息你的干渴。
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

要发热心，悔改吧。
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和他进去一同坐席！

得胜的，我要赐他坐在
我的宝座上。
就如我得了胜，

且坐在我父的宝座上！

全地都要被你的荣耀照亮，
各国要来就你的光！

你的儿女将从远方来到，
庄稼将要成熟！

来！买金子吧，火炼的金子，
衣服，比雪还白，

眼药，使你们的眼睛能够看见——
使你们能看见你们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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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1888年信息的核心

主在120多年前发出了1888年的信息，对这道信息美妙之处的最佳描述
是怀爱伦1895年所说的话，收录于《给传道人的证言》中：

主本着他的大怜悯，藉着瓦格纳和琼斯长老给他的子民送来了一道极
宝贵的信息。这个信息是要在世人面前更显著地高举救主，就是那为全
世界的罪而献上的牺牲。这个信息提出了藉着相信那位中保而称义。它
邀请人们接受基督的义。这义表现在遵守上帝的全部诫命上。许多人已
经看不见耶稣了。他们需要让自己的眼睛注视这位神圣之主，他的功
劳，和他对人类不变的爱。所有的权柄都交在他手里了，所以他能厚赐
百般恩赐给众人，将他自己的义之无价恩赐给予无助的人类。这乃是上
帝吩咐要传给世人的信息。这就是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应该大声传扬出
来，同时伴随着他圣灵的沛降。

被举起来的救主要显现……坐在宝座上，要分赐无价的立约之福……
基督正在天上的法庭为教会辩护……

虽然我们不配，但我们总要记住，有一位主能除去我们的罪并且拯救
罪人……

上帝就赐给他仆人们一道证言，提出了耶稣里的真理，就是以清楚明
确的语言所表达的第三位天使的信息……

这……见证……既传律法也传福音，将两者结合为一个完美的整体（见
罗5章和约壹3:9至该章最后）。这些宝贵的经文会给每一个敞开心门接受
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就是上帝所计划的，他赐给他仆人的信息要在每个人的头脑和心中
所做的工作。爱上帝为至上并且爱人如己，乃是教会永远的生命……

忽略多年来一直摆在你面前的伟大的救恩，轻视藉基督的血称义和藉
圣灵洁净的能力成圣的荣耀恩典，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惟有战惧等
候审判和那烧灭人的烈火。

我恳求你们现在就谦卑下来，不再顽梗抵抗亮光和证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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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中至少有十个伟大的福音真理，1888年的信息之所以是“极宝贵
的”就是因为这些真理。我们在此简略的看一下这十个真理：

(1)正如之前所说的，琼斯和瓦格纳阐述了“耶稣里的”真理。每个真理
都来自于对耶稣的身份，以及他来这个世界所要成就之事的正确理解。
这包括对基督为拯救人类而付出之牺牲的更深刻的理解——他的高贵身
份以及他俯就的程度。许多复临信徒先驱有阿里乌斯派的背景，他们认
为基督是被造之物，或者认为他有一个开始。乌利亚·史密斯甚至在1865
年写到基督是“第一个被造的”。2然而琼斯和瓦格纳高举了基督的神性。
他们认为基督是“自有的”，“在他自己有生命”，“本性就拥有神性的一切
特质”。瓦格纳在1888年总会会议上明确的宣告：“我们相信基督的神
性。他就是上帝。”3

论到通过琼斯和瓦格纳传达的信息，怀爱伦呼喊道：“有上天印证的信
息被传给了上帝的百姓……在耶稣基督里面神性的完全已经美丽而可爱
的被展现在我们当中，要吸引所有没有因偏见而关闭心门的人。”4在她
著名的关于那道“极宝贵信息”的话中，怀爱伦这样说：“这个信息是要在
世人面前更显著地高举救主……他们需要让自己的眼睛注视这位神圣之
主，他的功劳。”5然而在高举基督时，琼斯和瓦格纳并未走向另一个极
端——教导父、子、圣灵是“完全相同的”，只不过在救赎计划中扮演了
三个角色。除了极少数例外情况，他们相信并始终如一的教导了神性的
真理，这真理与圣经及怀爱伦是和谐一致的。

与他们对基督神性之理解紧密相关的，是他们对基督之人性的理解。
基督一路来到我们所处的位置，自己取了“罪身的形状”。他在自己无罪
的本性上取了我们有罪的人性，然而却没有犯罪。在琼斯和瓦格纳看
来，基督“曾处于与他赴死要拯救之人类相同的状况……我并非在暗示基
督是个罪人……若基督没有在凡事上与他的弟兄相同，那么他无罪的生
命就无法鼓励到我们了。”6

怀爱伦认为这是“把基督介绍为并非远在天边，而是近在眼前的救主”。7它
是“要在世人面前更显著地高举救主”，8既显示在他的神性上，也显示在
他的人性上，而这是之前没有做到的。9这是“神居住在人里面，上帝在人
性里的显示——这是上帝给我们世界的礼物……上帝成了肉身——上帝
在我们被试验和试探的本性里。”10并非所有人都喜欢这种教导。有人写
信给怀爱伦说“基督肯定有着与人类不一样的本性，因为他若有与我们一样
的本性，就会在同样的试探下跌倒。”她回复道：“如果他没有人的本性，就
不能做我们的榜样……他……不能遭受人所受的试探……就不能成为我们的
帮助者。”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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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样上帝在救赎中采取了主动，并且不断地采取主动。他是寻找自
己迷羊的好牧人，即使他的羊没有寻找他。他在不断的吸引所有人悔
改。上帝的无私之爱与人的爱不同，因为他的爱是不变的——不基于什
么条件——寻求他仇敌的益处。瓦格纳写道“上帝并不等到罪人渴望赦免
之后，才作出努力去拯救他们。”12 “他不仅呼召我们，还吸引我们。若不
是他的吸引，没有人能来到他那里，因此基督被举起来吸引万人归向上
帝。”13

琼斯说“上帝对人性的心意直到我们得了荣耀坐在他右手边时才算实
现……他来呼召我们就是为此，让我们走向他引领我们要去的地方……天
上的牧人正在这里引领我们。”14

怀爱伦在描述信息的这部分时这样说：“它邀请众人接受基督之义……
他们需要将自己的眼目转向他……对人类家庭不变的爱。”15 “基督却在这
迷羊的比喻中教人明白救恩的临到，并不是由于我们寻求上帝，乃是由
于上帝来寻找我们。”16 “除了那些被天父之爱吸引的人，不会有人愿意到
基督面前来。但上帝是在吸引所有人都来归向他，惟有那拒绝他的引导
的人，才不肯到基督这里来。”17

(3) 基督如此俯就与人类同在，就成了第二个亚当，并且为全人类成
就了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的成就是与人类选择无关的。他不是自创世
之初就被提供给世人的，而是被给予世人的。他替每个人承受了第二次
的死亡，这就满足了公义的要求，给出了无罪的判决。人类在他里面被
接受了。就这样，基督确实的拯救世界免于过早的毁灭，并选定所有人
都能得到永远的救赎。他已经把生命给了所有人，而且彰显了永远的生
命。他也给了每个人一份信心。

琼斯说：“他选择了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他在创世之前就在基督里
选择了人类，预定接受人类成为儿女，并让他们在蒙爱的那位里面被接
受。”18

就像瓦格纳所说的：“这份信心被赐给了每一个人，就像基督把自
己给了每个人一样。你问，那什么能阻止人得救呢？答案是没有任何东
西，除非人不保留这份信心。如果所有人都愿保留上帝赐给他们的一
切，那全人类都会得救。”“这事没有例外。正如所有人都被定了罪，所
有人也都被称为义。基督为每个人尝了死味。”19

怀爱伦描述他们信息的这一部分“是要在世人面前更显著地高举救
主，就是那为全世界的罪而献上的牺牲……（见罗马书5章以及约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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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3:9至这一章结尾。）”20如此，基督的死实际上在人没有选择的情况
下，为每个人做了一些事情——现世的和永恒的事情，然而只有积极坚
定回应的人才能实现或体验这份伟大礼物的全部价值。基督的十字架并
没有夺走人类的选择，而是给了他们一个选择。是基督的十字架吸引每
个人作出回应：“你要如何使用我已经赐给你的这份礼物？”每个人永远
的命运都取决于这个回应，这个选择。“整个宇宙中只有两种人——一
种人相信基督，而且他们的信心使他们遵守上帝的诫命；另一种人不相
信基督，而且是不顺从的。”21 “一直以来都有两种人，也一直将会有两
种人……相信耶稣的人，和拒绝他的人……并拒绝相信真理的人。”22

“这样每个人都要被自己的口定罪或赦罪，而上帝的义将要显为公
正。”23

(4)因此上帝不会强迫任何人进入天堂。他为人类选择的自由付出了代
价。罪人只有持续地抵挡他的爱才会失丧。瓦格纳清楚的说明了这一
点：“上帝为每个人实现了救赎，并把它赐给了人类，但大多数人藐视并
抛弃了它。审判会揭示这一事实：完全的救赎被赐给了每个人，而那些
失丧之人故意抛弃了他们与生俱来所拥有的东西。”24 “上帝在每个人的灵
魂中种下了一些对与错的知识，以及一些对善的自然渴望；无论何时一
个人把自己完全交给罪，他所做的不过是抵抗了圣灵的努力。”25 “他的死
为所有人赢得了赦免与生命。除了人自己邪恶的意愿之外，没有任何东
西能够阻止他得救。人只有将自己置于上帝的手之外，才会失丧。”26

琼斯认可这一点：“上帝所有的恩惠都是白白赐给每个人的，带给所有
人救赎……即使他清楚人可能会拒绝，但依然付出了一切。”27 “主不会强
迫任何人接受它……任何一个选择义而不选择罪，选择生而不选择死的
人，都不会经历第二次的死亡。”28

怀爱伦在这期间这样写道：“罪人也未尝不可抵制救主的爱，拒绝基督
的吸引，但他若不反抗，就必被吸引到耶稣面前。”29 “救恩的福惠是赐给
每一个人的。藉着福音在基督里所应许的福，若不是人自己不想要，就
没有什么能拦阻人来分享的。”30论到那道“极宝贵的信息”时，她明确地
说：“我恳求你们现在就谦卑下来，不再顽梗抵抗亮光和证据。”31 “耶稣
为全世界而死，然而由于顽梗的不信，人就拒绝按照神圣的样式被塑
造。”32 “基督为所有人作出了充足的牺牲！基督既已献上了自己，就满
足了公义的要求……那些拒绝生命之礼的人将来不会有借口[引用约
3:16]。”33 “上帝的愤怒显在人身上，不仅因为他们所犯的罪，也因为人
选择继续处于抵抗的状态。”34 因为基督已经为每个人的罪付出了代价，
所以任何人最终能被定罪的唯一原因，就是持续的不信及其所造成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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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避免的悖逆——拒绝感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达成的拯救，以及他身为
大祭司提供给我们的，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罪恶的赎罪。罪从这个意义上
讲，就是对他恩典持续的抵抗（或者说罪是对他恩典持续抵抗的结
果），这种抵抗总是会导致对律法的违背。

(5) 唯一另一种可能的回应是信心的回应；真正的生发仁爱的信心。
但这不仅仅是一种对教义性真理的头脑上的认可，而是意识到上帝对人
类之爱（无私之爱）的高深。“当你对救赎的代价有一种感激时，就可
以说自己相信耶稣了。”35通过注视十字架，人类就看见了律法和福音—
—公义和怜悯——完美的融合。被破坏之律法——上帝品格的文字描
述——所要求的牺牲之巨大，将心紧紧抓住。将我们带向基督的不仅是
律法的文字，还有显示在生命与恢复中的律法的精义。“他的仁爱必激
起……反应。他们的生活必向周围的人说明有上帝的圣灵在管辖他
们。”我们对这伟大牺牲的理解有多深——“从上天垂下拯救我们之链子
的长度”，就对上帝神圣律法之要求的理解有多深。36 “上帝牵着我们信
心的手，使它紧紧握住基督的神性，使我们的品格能达到完全。”37我们
的愿望将会是得到那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得到的完全之义。

因此因信称义不仅仅是感激和接受一种律法层面的无罪宣告；它改变
人心。罪人如今接受了赎罪，就是与上帝和好。由于真正与上帝和好，
但又不遵守他神圣的律法是不可能的，因此真正的因信称义会使信徒遵
守上帝的全部律法。“在这里我们看到天父的爱，他竟为堕落的人类舍
了他的儿子，好使人能遵守耶和华的律法。如今耶稣站在我们的世界
中，他的神性披着人性，而人必须披上基督的义。然后他才能靠着基督
的义，无罪地站在上帝面前。”38

瓦格纳这样表达：“我们是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的；但基督是救我
们脱离罪，而不是在罪中救我们。”39 “对上帝诫命的遵守和耶稣的信心
是紧密相连的，对此我们有最确切的证据。没有人能在不相信耶稣的情
况下遵守诫命，而真正相信耶稣的人也必因被破坏之律法的要求，以及
拥有在耶稣里面完全的律法之义的愿望而得到这信心……而且只有顺从
圣灵感动，并来到基督面前的人，才能遵守律法。”40 “上帝赐给一个人的
义，并非这个人相信某些信条的奖赏；福音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真信
心的唯一对象就是基督，它将基督的生命带进心中；因此它一定会产生
义。”41

琼斯说过相同的话：“信心是‘上帝所赐的’（弗2:8）；圣经清楚的说它
被分给了每个人[引用罗12:3]。这份‘上帝所分给各人’的信心是上帝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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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赋予‘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的资本；每个人都被期待要利用这一资本—
—培养它——拯救自己的灵魂。”42 “你想要像耶稣一样吗？那就接受他
如此完全和慷慨地赐下的恩典吧。要按着他所分的大小接受这信心，不
是按着你认为自己应得的大小。把自己交给它……它会让你变得像耶稣
一样。”43

怀爱伦描述过那道“极宝贵信息”的这一部分，她说：“这个信息提出了
藉着相信那位中保而称义。它邀请人们接受基督的义。这义表现在遵守
上帝的全部诫命上。”44 “内心需要天上贵宾的临格，就是基督住在心灵
里。我们要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要因信住在我们里面。”45 “要让基督
那神圣的生命住在你们里面，并借着你们彰显那自天而生的爱，这爱足
以在无望之人的身上激发希望，并将属天的平安带给那被罪恶击打的心
灵。”46

(6) 这奇妙的工作是通过新约成就的，主实际上通过这约将他的律法
写在相信之人的心中。顺从被爱慕，而罪被恨恶。旧约和新约主要的区
别不在于时间，而在于条件。亚伯拉罕的信心使他能够生活在新约之
下，而现今许多的基督徒却生活在旧约之下。新约是上帝要把他的律法
写在我们心中的单方面的应许，他还要在基督里把永远的救赎作为白白
的礼物赐给我们。旧约是百姓要忠诚和顺从的虚空承诺，它生出来的是
奴役。（加4:24）因此在新约之下，救赎来自于相信上帝能使我们顺从
的应许，而不是来自于我们向他作出的承诺，这种承诺是我们无法遵守
的。这新约的真理是1888年信息不可或缺的一个元素，也是加拉太书中
律法争议的核心。

瓦格纳这样陈述它：“这两约现今都存在。两约的区别不在于时间，而
在于条件……因此西奈山的约使所有遵守它的人成为‘律法之下’的奴
隶，而从上而来的约给予自由，不是违背律法的自由，而是顺从律法的
自由……两约之间的区别可以这样简略的叙述：在西奈山的约中我们自
己要面对律法，而在从上而来的约中我们在基督里有律法。”47

琼斯的观点是一样的：“第一个约[旧约]基于百姓的承诺，依靠的单单
是百姓的努力。第二个约[新约]单单由上帝的应许构成，依靠的是上帝
的能力和工作。”48

怀爱伦支持琼斯和瓦格纳对诸约的这种观点，并且宣告了同样的好消
息：“所有的权柄都交在他手里了，所以他能厚赐百般恩赐给众人，将
他自己的义之无价恩赐给予无助的人类……被举起来的救主要显现……
坐在宝座上，要分赐无价的立约之福。”49 “‘旧约’的条件乃是顺命者
生……‘新约’则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这应许包括赦罪，上帝恩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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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人心，并使之与上帝律法的原则相符。”50 “你的应许，与所立的志
向，都象沙做的绳索。你不能管束自己的心思意念和感情，又因知道自
己的失信与背约，便更怀疑自己的虔诚，觉得上帝不能悦纳你……你所
应明白的，就是真实的志愿力。”51

(7) 我们的救主“在肉体中定了”堕落人类的“罪案”，并且为人类胜过了
罪，这一事实显明了上帝诸应许的有效性。这意味着上帝已经宣布了罪
为不合法的。在十字架的光芒之中，魔鬼无法强迫任何人犯罪。因着基
督的缘故，任何人都没有理由继续生活在罪的可怕“统治”之下。义是通
过信心达成的；罪是由不信造成的。若一个人有“耶稣的信心”（启
14:12；中文和合本翻译为“耶稣的真道”），那罪恶的沉溺就无法紧紧抓
住这人。

瓦格纳这样说：“按着圣经所吩咐的这样去做，不断地、明智地按着基督
的本相去思想他，会把一个人变成完全的基督徒。”52琼斯也讲的清楚：
“[基督]已经成就并献上了一条路，借着这条路，世界上每一个相信的人
都能在他里面度过圣洁、无害、无玷污、且与罪人分离的一生，并因此
与他一起高过高天……基督在这个世界上以人类的肉体达成了它，就借
此成就并献上了一条路，借着这条路，世界上每一个相信的人都能达成
它。”53

怀爱伦支持琼斯和瓦格纳的这一教导：“上帝在肉身显现是为了在肉体
中定罪的案……没有人可以说自己在罪和撒旦的奴役下毫无希望。基督
已经担当了人类的责任……他证明相信的人能够通过他归给人的义遵守
上帝的诫命。”54论到那道极宝贵的信息，她说道：“基督宝血的功效要清
新有力的呈现在人面前，好使他们的信心把握其功劳……虽然我们不
配，但我们总要记住，有一位主能除去我们的罪并且拯救罪人……那些
领受这信息的人就大蒙祝福，因为他们看见了那公义日头的明亮光线，
在他们心中就迸发了生命和盼望。”55

(8) 因此，结束罪恶与忧伤的渴望不是出于自私的动机。在世界结束
之前的最后几年里，一种比过去各时代盛行于教会的更高尚的动机将要
实现。会有人关心基督将要得到的报偿和安息，就是罪恶最终的杜绝。
这种新的动机超越了失丧的恐惧或蒙拯救得赏赐的希望；顺从受到了喜
爱。这种更高尚的动机在圣经的高潮中被象征出来——基督的新妇让自
己做好准备。这是信徒们真正感激上帝向全人类所显示的爱（无私之
爱）的时候发生的。这驱使他们为上帝而活，而“羔羊婚娶的时候”终于
可以到了。（启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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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格纳这样描述上帝品格的最终证实：“上帝现在被撒旦控告为不公义
和冷漠的，甚至是残忍的。成千上万的人附和这一控告。然而审判将会
宣告上帝的义。他的品格，还有人类的品格，都在受到审判。在审判
中，上帝和人自创造开始所作出的每一行为，都会被所有人全方位的看
到。而当一切都被完全展现出来时，上帝将会被宣告没有错误，甚至连
他的仇敌也会这样说。”56

琼斯如此写到这一最终的无私经历：“耶稣来的时候，是要把他的百姓
带到自己那里。是要向他自己呈现他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
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是要见到他自己完全的被反映在他所
有的圣徒身上。而在他这样到来之前，他的百姓必须处于那样的状
况……这种完全的状态，这种每个信徒里面耶稣形象的完全发展——这
就是上帝的奥秘的成就，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这种
圆满是在圣所的洁净中成就的。”57

怀爱伦经常在她的作品中表达这一主题：“基督的门徒跟从他，不是因
为惧怕刑罚，也不是因为希望永久的赏赐，而是看到了救主一生经历中
所显明的无比大爱，从伯利恒的马槽、到髑髅地的十字架，人一看见
他，就被他吸引，心灵被他感化而驯服。人一看见他，爱就在心中苏
醒。他们一听见他的声音，就跟从他。”58 “基督正在热切地等待着要看
到他自己的形像出现在他的教会中。当基督的圣德完全重现在他子民身
上的时候，他就必降临，承认他们是属于他自己的。每位基督徒有权利
不单要仰望━━而且要催促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复临。”59 “很少有人想到
我们的创造主因罪而受的痛苦。天庭全体都因基督的苦楚而感到痛苦；
但这痛苦并非始于他的成为人身，也不是在那时完结的。十字架乃向我
们麻木的知觉启示，自从有罪以来上帝心中所有的痛苦。”60对那道“极
宝贵的信息”，她写道：“这就是上帝所计划的，他赐给他仆人的信息要
在每个人的头脑和心中所做的工作。爱上帝为至上并且爱人如己，那是
教会永远的生命。”61

(9) 1888年的信息之所以特别宝贵，是因为它将真正的因信称义的圣经
真理，与天上圣所洁净的独特圣经概念结合在一起。这是真正的因信成
义。这一工作与上帝在世上之百姓内心的完全洁净是紧密相连的，任何
人只要愿意得着这种洁净，大祭司就能在这个人心中成就。这是世人等
待着要发现的圣经真理。它“确实是第三位天使的信息”62，其核心是基督
自1844年以来在至圣所进行的工作。63启示录14和18章中“永远的福音”最
终的、完全的发展所表现出来的荣耀，将要照亮全地，而1888年的信息
构成了这亮光不可或缺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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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格纳在1888年总会会议之后不久，就这样描述这一观点：“但世界上
会不会出现一群达到品格完全的人呢？确实会[引用番3:13]。主来的时候
会有一群‘在他里面完全’的人，他们所拥有的不是自己的义，而是上帝的
完全之义，这义是由耶稣基督的信心而来的。第三位天使信息的工作，
就是要在个人心中完成这一工作，并且预备这样一群人。因此，这道信
息不是一堆枯干的理论，而是活生生的、实际的现实。”64 数年之后瓦格
纳依然写到这一非常重要的信息：“任何一个阅读圣经的人，都无法怀疑
上帝在天上有一个圣所，而且基督是其中的祭司……因此圣所的洁净—
—圣经中所陈述的正在主来临之前的工作——是与上帝世上百姓完全得
洁净，以及预备他们在主来时变化升天的工作同步进行的。”65

琼斯同样急切地写道：“上帝一直以来传给我们的这一称义的特别信
息，是要预备我们在主来的时候得荣耀。在这一点上，上帝给了我们他
所能给出的最有力的证据，表明主就要来了。”66数年之后他强调了同样的
事情：“即使我传讲在个人生命中终止罪过；即使我传讲在个人生命中除净
罪恶、赎尽罪孽，并引进永义；但我若不将其与圣所和圣所的洁净一起传
讲，那就不是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圣所若不洁净，那大日就不会到来。罪
过若不在你我的生命中终止；罪恶若不在你我的生命中除净；所犯的罪孽
若不赎尽；圣所就不会洁净；而到了那时，噢，到了那时，永义将要被引
进，代替一切，保守我们在义的道路上稳步前行。”67

怀爱伦在谈及1844年所发生的事情时，显明了第三位天使信息与圣所
洁净之间的联系：“那些弃绝了第一道信息的人就不能受益于第二道信
息，他们也没能受益于那半夜的呼声，原来那呼声的作用乃是要预备他
们借着信心进入天上圣所的至圣所的。他们既弃绝了先前的二道信息，
就在那指明进入至圣所之路的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中看不到亮光。”68她在
1888年看到基督依然在圣所中力图为自己的复临预备一群百姓。琼斯和
瓦格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蒙差遣传达一道信息：“现在基督在天上的圣所
中。他在做什么呢？在为我们赎罪，从圣所中清除百姓的罪。我们必须
凭信心和他一同进入圣所……第三位天使信息的结束工作，必大有能力
地把公义日头的光芒播送到人生的大街小巷去……”69她在1890年写了几
篇关于这道信息与圣所洁净之间关系的文章：“我们正处在赎罪日当中，
而且我们要与基督同工，他正在把百姓的罪从圣所中洁净。任何想要穿
上婚宴礼服的人，都不要抵抗我们的主在圣所中的工作。”70论及那道“极
宝贵的信息”时，她写道：“基督正在天上的法庭为教会辩护……当大祭
司将热血洒在施恩坐上时……照样，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并恳求基督
赎罪宝血的功效时，我们的祷告也必……上升到天庭……上帝就赐给他
仆人们一道证言，提出了耶稣里的真理，就是以清楚明确的语言所表达
的第三位天使的信息。”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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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因为基督已经为每个人的罪付上了代价，而且在不断地吸引人悔
改，任何人最终被定罪的唯一原因就是持续的不信，拒绝感激基督在十字
架上使之成为可能的，以及他作为大祭司所进行的救赎。因此，若一个人
明白并且相信救赎的福音是多么的美好，那事实上得救要比失丧更容易。
基督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而抗拒他就是通向毁灭的艰难向
下的道路。亮光比黑暗更强，恩典比罪恶更强，而当心被完全交给基督
时，圣灵比肉体更强。然而抗拒圣灵的感动不信福音就是“用脚踢刺”。那
些拒绝相信的人会更容易随从他们自己行恶的自然倾向。真正的福音揭露
出这种不信，并导致一种有效的悔改，这种悔改使相信的人为基督复临作
准备——若人愿意单单选择基督的话。任何困难都是由于不相信福音造成
的，不相信“上帝牵着我们信心的手，使它紧紧握住基督的神性，使我们
的品格能达到完全。”72我们尽全力握住基督的手，也不会比他握住我们的
手更紧。

琼斯如此描述这一点：“当恩典作王时，行善比行恶更容易。这就是对
比[罗5:21]……因此在恩典的统治之下行善比行恶更容易，就像在罪恶
的统治之下行恶比行善更容易一样真实。”73 “从罪中被拯救出来当然基
于恩典的能力大过罪的能力……因为人生来就受到一种能力的束缚——
罪的能力——这种能力在其作王时是绝对的。只要这种能力在作王，那
么人要行他所知道且愿意行的善不是困难的，而是不可能的。但若让一
种更强的能力得到王权，那么服从这一更强能力的意愿，难道不是像之
前服从另一种能力的意愿一样容易吗？”74

瓦格纳同意道：“许多人认为他们不可能相信。这是严重的错误。信心
就像呼吸一样简单和自然。它是全人类所共有的，而且每个人所得的份
都是相等的。只有人用骄傲在自己周围建起一道屏障时（诗73:6），他
们才难以相信……问题在于，上帝给了每个人多少信心？……他所给与
的信心是耶稣的信心。耶稣的信心是在耶稣本人里被赐下的，而基督是
被完全的赐给了每个人。”75 “我们不需要试着去改进圣经，说上帝的恩慈
趋向于领人悔改。圣经说它确实领人悔改……但并非所有人都悔改。为什
么呢？因为他们藐视上帝丰富的恩慈、宽容和忍耐，并且放弃主慈悲的带
领。然而任何一个不抵抗主的人，一定会被带向悔改与拯救。”76

怀爱伦表达了同样的想法：“五十年来我担当了基督的轭，我能够作证
他的轭是容易的，而且他的担子是轻省的。除了我把基督的轭放在一
旁，制作出自己的轭之外，我没有遭遇任何困难。”77 “要以清晰和充满
希望的话语告诉众人，他们如何可以逃脱耻辱的传承，也就是我们应得
的份。但为了基督的缘故，不要向他们阐述会使他们灰心的观念，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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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使通往天堂之路看似非常困难的观念。”78 “但是那条引到生命的路
却是小的，门也是窄的。你若对于任何容易缠累的罪恋恋不舍，就必发
现那条路过于狭窄而无法走入……然而千万不要就此断定那向上的小路
是难行的，而向下的大道则是易走的。那引到死亡的道路，沿途都有痛
苦和刑罚，也有忧愁和失望，还有劝人不要前进的警告。上帝的慈爱已
使疏忽任性的人不易毁灭自己。”79 “我们尽全力握住基督的手，也不会
比他握住我们的手更紧。”80

论及那些正在拒绝那道“极宝贵信息”之人，她警告道：“你若拒绝基督
所委派的使者，就是拒绝基督。忽略多年来一直摆在你面前的伟大的救
恩，轻视藉基督的血称义和藉圣灵洁净的能力成圣的荣耀恩典，赎罪的
祭就再也没有了，唯有战惧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人的烈火。”81

当然，1888年的信息还有其它一些层面影响了教会未来数年的工作，比
如宗教自由、教育、医疗工作、和健康改良；但那道信息的核心，正如
怀爱伦所认识到的，就是因信成义。许多其它出版的书籍更明确地讨论
了以上所提到的那道信息的各个层面。我们将在《晚雨回归》卷二中更
具体地研究那道信息的这些层面。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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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尾注
1. 怀爱伦致O.A.奥尔森，信函57号，1895年5月1日；收录于《1888资料集》，1336-

1342页，以及《给传道人的证言》，92-98页。
2. 乌利亚·史密斯著《思考启示录》（密歇根州巴特尔克里克：评论与通讯出版社，

1865年。）59页。

3. “W.C.怀特在明尼阿波利斯的笔记”，1888年10月16日；收录于《手稿与回忆》，421
页。

4. 怀爱伦著“亮光的活通道”，1890年5月27日《评论与通讯》，321页。

5. 怀爱伦著《给传道人的证言》，91-92页。

6. E.J.瓦格纳著《加拉太书中的福音》，60-61页。

7. 怀爱伦著《1888资料集》，267页。

8. 怀爱伦著《给传道人的证言》，91页。

9. 怀爱伦著《1888资料集》，1076页。

10. 怀爱伦信函77号，1895年11月14日，未出版。

11. 怀爱伦著《1888资料集》，533页。

12. E.J.瓦格纳著“敌基督的灵。六号。”，1888年1月27日《时兆》，56页。

13. E.J.瓦格纳著《瓦格纳解释罗马书》 Waggoner on Romans，140页。
14. A.T.琼斯著“第三位天使的信息——19”，1895年2月27日《全球总会每日公报》，366

页。

15. 怀爱伦著《给传道人的证言》，92页。

16. 怀爱伦著《基督比喻实训》，189页。

17. 怀爱伦著《历代愿望》，387页。

18. A.T.琼斯著“第三位天使的信息——17”，1895年2月26日《全球总会每日公报》，
401页。

19. E.J.瓦格纳著《瓦格纳解释罗马书》，69、101页。

20. 怀爱伦著《给传道人的证言》，91、94页。

21. 怀爱伦著“相信主耶稣基督” Believe on the Lord Jesus Christ，1896年6月23日《评论
与通讯》，386页。

22. 怀爱伦著“决不可为和平的缘故牺牲原则” Principle Never to be Sacrificed for Peace，
1894年7月24日《评论与通讯》，465页。

23. 怀爱伦“旅行笔记” Notes of Travel，1884年11月4日《评论与通讯》，690页。

24. E.J.瓦格纳著《好消息》，14页。

25. E.J.瓦格纳著“基督是力量的唯一源头”，1888年11月30日《时兆》，726页。

26. E.J.瓦格纳著《瓦格纳解释罗马书》，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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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A.T.琼斯著“白白给所有人的无限恩典” Boundless Grace Free to All，1894年4月17日《评论与
通讯》，248页。

28. A.T.琼斯著“第三位天使的信息——14”，1895年2月21日《全球总会每日公报》，
269页。

29. 怀爱伦著《喜乐的源泉》，27页。

30. 怀爱伦著《历代愿望》，403页。

31. 怀爱伦著《给传道人的证言》，98页。

32. 怀爱伦著“八福” The Beatitudes，1892年5月30日《时兆》，455页。

33. 怀爱伦著“在基督里被选中”（Chosen in Christ），1893年1月2日《时兆》，134页。

34. 怀爱伦著《给传道人的证言》，74页。

35. 怀爱伦著“我们如何站立？”，1888年7月24日《评论与通讯》，466页。

36. 怀爱伦手稿8a，“给传道人的建议” Counsel to Ministers，1888年10月21日；收录于《1888
资料集》，131页。

37. 怀爱伦著《历代愿望》，123页。

38. 怀爱伦手稿5号，“基督和律法” Christ and the Law，1889年6月19日；收录于《1888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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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E.J.瓦格纳著“增加已定义的立场”（Add Position Defined），1888年6月15日《时兆》，
358页。

40. E.J.瓦格纳著“真理及其重要性”（Truth and Its Importance），1888年12月28日《时兆》，
790页。

41. E.J.瓦格纳著《瓦格纳解释罗马书》，74页。

42. A.T.琼斯著“社论”，1899年1月10日《评论与通讯》，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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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A.T.琼斯著《通向基督化完全的神圣之路》 The Consecrated Way to Christian Per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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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怀爱伦著“上帝的工作”，1896年1月16日《时兆》，37页。

55. 怀爱伦著《给传道人的证言》，92-95页。

56. E.J.瓦格纳著“对异议的回答” Objections Answered，1894年8月16日《现代真理》，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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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怀爱伦著《历代愿望》，480页。

59. 怀爱伦著《基督比喻实训》，69页。

60. 怀爱伦著《教育论》，263页。

61. 怀爱伦著《给传道人的证言》，95页。

62. 怀爱伦著“悔改是上帝的礼物”，1890年4月1日《评论与通讯》，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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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日《全球总会会议每日公报》，43页。

68. 怀爱伦著《属灵的恩赐》卷一，171页。

69. 怀爱伦手稿8号，“基督徒经验的进步”，1888年10月20日，以及手稿15号，“呼吁更加
深入地研究上帝的话”，1888年11月；收录于《1888资料集》，127、166页。

70. 怀爱伦著“完全献身的需要”，1890年1月21日《评论与通讯》，34页。

71. 怀爱伦著《给传道人的证言》，92-93页。

72. 怀爱伦著《历代愿望》，123页。

73. A.T.琼斯著“证道：基督化的完全” The Sermon. Christian Perfection，1889年7月25日《评论
与通讯》，471页。

74. A.T.著“将是恩典还是罪恶？” Shall It Be Grace or Sin?，1896年9月1日《评论与通讯》，
557页。

75. E.J.瓦格纳著《瓦格纳解释罗马书》，179页。

76. E.J.瓦格纳著《瓦格纳解释罗马书》，42页。

77. 怀爱伦著“基督的轭是轻省的”（Christ’s Yoke is Easy），1889年7月8日《时兆》，402
页。

78. 怀爱伦信函15a，1890年；收录于《信息选粹》卷一，182页。

79. 怀爱伦著《福山宝训》，139页。

80. 怀爱伦手稿20号，“日记”，1891年12月28日，第7页，未出版。

81. 怀爱伦著《给传道人的证言》，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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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1888》，ii-iii页。虽然如此，作者承担本章中文字改动和措辞的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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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全人类的拯救者

在过去几年中一个引发了许多讨论的主题，就是基督的牺牲及其在过去
和如今所成就的事情。通常，争论的焦点聚集于罗马书5章，尤其是18
节。基督的死为全人类成就了什么？1895年，怀爱伦写下了她著名的、
关于“通过‘瓦格纳和琼斯长老’传给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极宝贵的信息’”
的话。她将其描述为要被传给世界的信息，而且这信息要“伴随着他圣灵
的沛降”。几段话之后，依然是论及这道信息，怀爱伦宣告：“它既传律
法也传福音，将两者结合为一个完美的整体。（见罗5章和约壹3:9至该章
最后）这些宝贵的经文会给每个敞开心门接受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1

在收录于《给传道人的证言》中，怀爱伦1895年5月1日所陈述的话之
前，瓦格纳、琼斯和普雷斯考特都就罗马书5章讲过道也写过文章。2这章
经文代表了福音的核心——亚当的罪对全人类作了什么，以及基督的牺牲
为全人类作了什么。约翰壹书3章是关于实际敬虔的一章——行动中所体
现的爱，遵守律法——表现在爱自己的弟兄上。根据怀爱伦所说的，这两
段经文将律法和福音阐述为一个完美结合的整体。上帝说了他会将这些经
文印刻在每个敞开心门接受它们的人心中。

罗马书5章有两个方面：亚当的罪和基督的牺牲为全人类所作的、不涉
及我们选择的部分；以及亚当的罪和基督的牺牲所作的、需要我们选择
的部分。因此，罗马书5章中的种种真理没有废掉因信称义——它们解释
了因信称义的基础。基督的死实际上为每个人成就了一些事情——既有
现世的，也有永恒的，但是这一伟大礼物的完全只有在人作出积极回应
时才能得到全部的实现或体验。基督的十字架吸引每个人作出回应：“你
要用我给你的礼物作什么？”每个人永恒的命运都取决于这一回应。不幸
的是，“大部分人藐视”他们与生俱来的永生的权利，“并将其抛弃”。3

正如亚当的罪给全人类带来了“定罪的判决”，4 “照样”在他的十字架上，
第二个亚当——基督，给“全人类”带来了一个“无罪的判决”。（罗5:12-
18，新英文圣经[NEB]）这是已经被赐给众人的、暂时的，或者全体性的
“称义得生命”。（罗5:18，钦定本圣经[KJV]）这样，人生来就免于亚当的
定罪，并且得到了选择的能力。

然而“福音的实质就是康复”，被拯救脱离罪恶，而不是在罪恶中得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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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基督与撒旦之间大斗争的背景下，人才能开始了解意识到救赎计
划的庞大。当人被带到髑髅地的牺牲面前时，他才开始“认识到救赎的价
值……明白它的代价”。6真正的信心来自于一颗“感激救赎之代价”的心。7

将意愿交于基督而产生的因信称义，不仅是对过去所犯之罪律法层面的
赦免，还包括律法被写在心上，因此罪人能够并且愿意停止犯罪。这就
是因信称义的目的，然而若不是基督从创世之初就干预并为罪人偿清了
债务（亚当和我们的债务），这目的就永远无法达成。因此完全的因信
称义和因信成圣组成了真正的因信成义。

圣经通篇阐述了救赎计划的两个方面，最清楚的描绘是在罗马书5章；
给所有人的“称义得生命”的恩典，以及给所有相信之人的因信称义的恩
典。对这两个方面的描述也遍及怀爱伦的作品，然而粗心的观察与不平
衡的观点会导致神学上的错误。救赎的一方面不会废除另一方面，然而
若这两方面被分开，就会产生危险。基督为全人类作出的全体性牺牲，
若被曲解或是单独阐述，就会造成廉价的恩典。然而曲解罪人所需要通
过信心作出的回应，或是在不提及上帝已经为全人类所作之事的情况下
单单阐述这种回应，就会导致缺乏对上帝和人类真爱的律法主义。这两
种问题都会造成不冷不热的老底嘉教会。直到我们看到并将上帝的爱理
解为（判决为）“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林后5:14）的爱时，
我们才会被“激励”爱上帝至上并爱邻舍如同自己。

下面是怀爱伦的一些话，她使用不同措辞描述了基督所成就的事，或者
说他对全人类意味着什么。8*将这些话汇编到一起的目的，是要展示怀
爱伦在救赎的这一方面说过的一些话。同时，汇编这些陈述并不是要废
除她论及人的回应的那些话。

举例而言，从一个全体性的角度来讲，怀爱伦明白的说：“人类在爱子里
得蒙悦纳。”9但是在其它地方怀爱伦阐述了有关人的回应的平衡性叙述：
“那些作基督之工的人在爱子里得蒙悦纳。”10这两种叙述都是默示的和真
实的；我们不需要丢弃任何一种。“正如为我们所献的祭是完备的，照样，
我们得脱离罪恶的玷污也是要完备的。”11

怀爱伦多次在同一陈述中包括了救赎计划的这两个方面：“基督已经为
所有人付出了充足的牺牲！基督既已献上他自己，就满足了公义的要
求……”这是全体性的那一面，然而怀爱伦继续道：“而‘我们若忽略这么
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 ’那些拒绝这一生命恩赐的人将会毫无借
口……[引用约3:16]。”12她如此将两个方面一起优美的阐述。另一个例
子：“耶稣已经为我们付出了救赎的代价。救赎是我们的[全人类的]；然
而我们在这世上是处于恩典时期，要看看我们是否会证明自己配得永远
的生命。” 13再举一个例子：“上帝之子承受了罪的刑罚，使世人与自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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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那无罪的成了赎罪祭……”然而怀爱伦继续道：“为让堕落的、罪恶
的人类，通过悔改与认罪，可以得到赦免。”14我们再次看到救赎计划的
两个方面在此一起得到阐述。怀爱伦在其它地方仅提到了这两方面的其
中之一，但任何此类的陈述，无论是单独出现或是汇编形式，都不应被
用来反驳或曲解完全的救赎计划。

我鼓励读者查阅以下的陈述，并领会救赎计划这些互补的方面是如何在
一起得到清晰阐述的。由于我们通常只期待并看到一个方面——因信称
义，人的回应——因此我在下面仅列出了她描述全体性方面的一些陈
述——因信称义的基础——为要引起对这方面更多的注意。

“他挽回了亚当可耻的堕落，并拯救了世界。”15

“世界的拯救者为人类成为了罪。”16

“他为整个世界付出了赎价。”17

“犹太人从所献的祭中看到基督流血拯救世人的表号。”18

“世界的救赎主对人类灵魂价值的估算，是与他为之在髑髅地付出的代价
相等的。”19

“献祭敬拜的整个计划，是预表救主受死，来救赎世界。”20

“撒旦知道基督已经为整个世界付出了救赎的代价，而他决意要从基督手
中抢夺他所能影响的每一个灵魂。”21

“他是全人类的创造主。众人都因创造而同属于一个家庭，更因救赎而
合成一体。”22

“他签了人类的赦罪书。”23

“人类的中保基督以不间断的行动进行工作。”24

“‘何用这样枉费呢？’这句愤愤不平的话，使基督想起永世以来所付出的
最大牺牲就是献上他自己作为赎回一个失丧的世界所付的代价。”25

“在基督的十字架上，救主为堕落的种族赎了罪。”26

“基督，伟大的实体，既是世人之罪的……祭物也是大祭司。”27

“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之前，就有充足的证据表明上帝对人类的爱。然
而将基督赐给一个如此不配的种族，就无可争议的显示了上帝的
爱。”28



369

“即便面对人性中最粗砺、最艰难的情况，我们也应当培养自己真实的基
督徒礼貌和温柔的同情……这些人仍是上帝施恩的对象，在祂眼中看为
宝贵。”29

“是的，基督为世人的生命献出了他的生命。”30

“这样，基督付出自己使人类得以存在。”31

“上帝之子一方面用他人性的膀臂环抱整个人类家庭，同时用他神性的膀臂握
住无穷者的宝座。”32

“基督不仅用迷羊来代表一个罪人，也用来代表一个背叛上帝和已经被
罪恶败坏了的世界……这个小小的堕落世界━━这只迷失的羊━━在他
看来，却较那九十九只没有走离羊圈的更为宝贵。全天庭所敬爱的元帅
基督为了拯救这一个失丧的世界，竟降低他崇高的身份，舍去了他与父
所共有的尊荣。”33

“藉着为人类而死，耶稣将人类的道德价值提升到了与上帝同等。”34

“通过基督的胜利，人类的道德价值被提升了，不是由于人所作的任何事
情，而是由于上帝的独生子为他们所作出的伟大工作。”35

“作为人类的替身和中保，基督在人性中通过上帝的能力，将人类置于了优势
地位。”36

“人类在爱子里得蒙悦纳。”37

“当救主在垂死的痛苦中喊出‘成了’的时候，他就使世人重新蒙上帝的喜
爱。”38

“那些宣称是亚伯拉罕后裔的人曾经尝试要数点以色列人，仿佛永生的恩典只
属于蒙拣选的少数。他们想要救赎的益处只限于他们自己的国家。但上帝已
经将我们每一个人置于神圣恩典之下。”39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有多少人读过这句话，而没有让他们的心受
其重要真理的感动！许多人认为这句话与人类无关；但它对他们中的每一个
都具有最重要的意义。耶稣是以人类代表的身份被天庭接纳的。即使我们犯
罪而又软弱，却没有被当作毫无价值的而被抛弃；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悦
纳。”40

“基督的宗教能提拔那接受它的人，使其思想与行动达到更高的水准；同时也
叫人明白全人类都是上帝之爱的目标，是他爱子的牺牲所赎回的。”41

“每一个祝福，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属灵的，都是以他的血的代价来到我们这里
的。”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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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人都是用这无限代价买来的……上帝……买来了每一个人的意
志、爱情、心智与灵魂。所有的人━━无论是信徒或非信徒，都是上帝
的财产。”43

“耶稣已经为我们的救赎付出了代价。救赎属于我们。”44

“上帝之子承受了罪的刑罚，使世人与自己和好。”45

“他的使命是高举父的律法并使其受人尊敬，他用自己的生命付出了律法
被违背的代价，证明律法的要求是正当的。这样，他就使上帝与人类和
好。”46

“基督来没有承认自己的罪；然而身为罪人的替身，罪责就被归在他身
上。他来不是为自己悔改；而是代表罪人。”47

“他品格的完全被赐给了人类。基督自己承担了律法的诅咒。”48

“基督代表人类采取了悔改、回转和信心的必要步骤之后，就到约翰那里
要在约旦河受他的洗。”49

“他宣称自己是有罪之人类家庭的辩护者。”50

“基督将由罪产生的不可估量的罪责堆积在一起，是为了取消它们，他将
这巨大的责任聚集到自己将死的灵魂上，将全世界的罪放在自己身上。”51

“他必须担负堕落人类的罪愆。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必须归在这无罪者的身
上。”52

“当全世界都被定罪时，基督自己承担了罪人的罪愆；他替违背律法的人
承受了上帝的愤怒，遭受了罪的刑罚，他赎回了罪人。”53

“基督亲自承受了那违背上帝律法之罪人身上的诅咒，于是就为堕落的种
族成了罪。基督站在人类家庭之首的位置作他们的代表。他已将世人的罪
放在了自己身上。他以罪身的样式在肉体中定了罪案。”54

“称义的反面是定罪。”55

“公义所要求的，不只是赦罪，还要执行死刑。上帝赐下他的独生子，满
足了这两方面的要求。基督替人受死，既担当了刑罚，又提供了赦免。”56

“他是人类的中保，也是上帝的使者——为人作中保是要用他的义为人类
满足律法的要求，代表上帝是要向堕落的人类彰显他的品格。”57

“基督在他的人性中满足了律法的要求。”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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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尾注
1. 怀爱伦著《给传道人的证言》，91、94页。

2. 我们会在未来出版的卷二第24章中更全面的研究这一题目。

3. E.J.瓦格纳著《好消息》，14页。

4. 怀爱伦有关亚当的罪对所有人类造成之影响的叙述，见：1874年2月24日
《评论与通讯》；《已发布的手稿》卷九，229页；《预言之灵》卷四，
49-50页；《善恶之争》，180页；《已发布的手稿》卷九，236页；《属
灵的恩赐》卷三，46页；《斯伯丁和麦根收集的未出版的手稿》，146
页；1897年4月1日《青年导师》。

5. 怀爱伦著《历代愿望》，824页。

6. 怀爱伦著《给教会的证言》卷二，200页。

7. 怀爱伦，1888年7月24日《评论与通讯》。

8. 我汇编了一本未经编辑的、超过160页的怀爱伦的话，救赎计划的这两方
面都包括在内。

以下所有参考文献都出自怀爱伦：
9. 《1888资料集》，124页。

10. 1895年9月19日《时兆》。

11. 《证言》卷八，312页。

12. 1893年1月2日《时兆》。

13. 1886年11月26日《时兆》。

14. 《已发布的手稿》卷十一，365页。

15. 1898年6月2日，《青年导师》。

16. 1874年9月18日《评论与通讯》。

17. 1897年7月1日《家园传教士。》

18. 《信息选粹》卷一106-107页。

19. 1894年1月8日《圣经回声》。

20. 《历代愿望》，165页。

21. 1896年5月19日《评论与通讯》。

22. 《基督比喻实训》，3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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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服务真诠》89页。

24. 1901年3月5日《评论与通讯》。

25. 《历代愿望》565页。

26. 1902年12月17日《时兆》。

27. 1892年9月19日《时兆》。

28. 1894年2月5日《时兆》。

29. 《证言》卷三，422页。

30. 1900年5月1日《评论与通讯》。

31. 《信息选粹》卷一，251页。

32. 1895年7月29日《青年导师》。

33. 《基督比喻实训》，190页。

34. 《笔记本传单》NotebookLeaflets卷一82页。

35. 1893年12月1日《圣经回声》。

36. 1894年4月24日《评论与通讯》。

37. 《1888资料集》，124页。

38. 1900年2月14日《时兆》。

39. 1897年8月5日《青年导师》。

40. 1890年7月28日《时兆》。

41. 1891年8月17日《时兆》。

42. 1896年11月24日《评论与通讯》。

43. 《基督比喻实训》，326页。

44. 1897年11月4日《青年导师》。

45. 《已发布的手稿》卷十一，365页。

46. 1887年8月25日《时兆》。

47. 1873年1月21日《评论与通讯》。

48. 《已发布的手稿》卷六，233页。

49. 1901年《全球总会会议每日公报》36页。

50. 《已发布的手稿》卷十七， 213页。

51. 1891年8月17日《时兆》。

52. 《历代愿望》，6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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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1891年9月1日《评论与通讯》。

54. 1875年5月6日《评论与通讯》。

55. 《1888资料集》，899页。

56. 《信息选粹》卷一，339-340页。

57. 《信息选粹》卷一，257页。

58. 《信心与行为》，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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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晚雨回归
出版社的出版物……

第三位天使的信息；
1893年和1897年

怀爱伦这样描述A.T.琼斯在1893年和1897
年总会会议上所作的证道：“我蒙指示要
使用刊印于1893年和1897年《总会会议公
报》上的你的证道……我蒙启示看到许多
人会受益于这些文章……它们是圣灵所设
计的。”在这些证道中你自己会看到基督
和他的义被高举。

第三位天使的信息；1895年

就在1895年总会会议于4月结束之后，怀爱
伦在当年5月写下了以下的话：“主本着他
的大怜悯，藉着瓦格纳和琼斯长老给他的
子民送来了一道极宝贵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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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约

怀爱伦向那些在诸约问题上反对琼斯和瓦
格纳的人写道：“前天晚上我蒙指示看
到，关于两约的证据是清晰而令人信服
的。你自己……和其他人正把你们的研究
能力用在无谓的事上，要就两约创作一个
与瓦格纳弟兄所提出的不同的立场……”

怀爱伦与大呼喊

自己读一读怀爱伦如何论及1888年临到
我们的信息，以及她所说关于那些信使
们的话。它会使你的心蒙福，并使你更
加相信上帝在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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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

“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
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
家中所受的伤。’（撒加利亚书3:16）
一些人准确的将这句话解释为基督在
犹太国手上所受的伤。然而，少有人
知道怀爱伦也把撒加利亚的描述应用
于耶稣在1888年以及之后的争议中所
受到的对待上。由赫伯特·E·道格拉斯
作序。

晚雨回归出版社所出版的书籍可以从以下销售者处获得：

亚马逊书店（Amazon Books）: www.amazon.com

擎光者事工（Light Bearers Ministry）: www.lbm.org

猎户座出版（Orion Publishing）: www.orion-publishing.org

好消息出版社（Glad Tidings Publishers）:www.gtpublishers.org

教导服务（Teach Services）: www.teachservices.com

或联系你本地的复临信徒书籍中心： 1-800-765-6955

批量订单，问题或意见，请联系：(866) 546-6469
或电邮至 returnofthelatterrain@gmail.com

http://www.amazon.com/
http://www.lbm.org/
http://www.orion-publishing.org/
http://www.gtpublishers.org/
http://www.teachservices.com/
mailto:returnofthelatterrain@gmail.com
mailto:eturnofthelatterrai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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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生活在1880年代是件严肃的事，不单单因为当时世界上所发生的事，还有教会——“上帝的殿”里所发生的事
	由于W.C.怀特认为10月份即将到来的学会和总会会议上要讨论的题目一事已经确定，他在“必需营地”查经
	但是为了能够让晚雨圣灵“犹如五旬节”一样沛降，弟兄们必需合一。这要藉着他们一起研究圣经，并且活出启示
	上帝正在尝试预备那些要参加总会会议的人，使他们能够得到他的大祝福。然而在这份劝勉发出一个月之后，怀爱
	怀爱伦不仅担心正在进入教会的世俗商业业务，她特别担心的是“人们彼此缺乏爱与同情”：
	主还有工作要怀爱伦去做。作为对“特别祷告”的应答，上帝恢复了她的健康，并且要求她“不看一切的表面现象
	在以后的年月里，怀爱伦会数次论到五旬节时降在使徒身上圣灵的洗礼，以及上帝渴望在明尼阿波利斯做同样的事
	10月12日星期五晚上，“安息日开始的时候”，代表们再次聚集于明尼阿波利斯教堂，听法恩使沃斯（Far
	10月13日安息日下午，怀爱伦得到了“鼓励的证言”。她谈论了“住在上帝爱里的重要性”，以及“不要理睬
	10月14日周日和10月15日周一，怀爱伦花了一些时间回复G.I.巴特勒上周五寄给她的一封三十九页的
	巴特勒还提到了他几周前从“一个北太平洋区会州委员会的两位重要成员”那里收到的一封信，信中说如果琼斯和
	怀爱伦不仅在那个周一早晨，10月15日，也就是总会会议开始两天之前给巴特勒回信[表示担心]。她很有可
	天堂在等待要通过一道最宝贵的信息倾降晚雨，而将要接受晚雨的人们却在不义和罪恶中沉睡，并且怀有争竞的精
	怀爱伦说到“量上帝的圣殿和那些在殿中礼拜的人”。她用的词出自启示录11章和以西结书40-42章，还有

	第四章
	1888年总会会议在10月17日上午9点30分开始。给传道人学会蒙上阴影的争论并没有为总会会议定下良
	正如怀爱伦所说，她感到“主的灵不仅降到[她]身上，而且降到大家身上”。许多人在会后作见证说那是他们一
	在下午关于教育事务的会议中，一个动议被提出，大意是：“除非是与过去教导一致的，或者得到总会委员会批准
	怀爱伦参加了那次会议，她要求重读这一提议。之后她问是否曾经有类似的动议被提出或是投票。没有人回答。她
	第二天清晨，10月23日星期二，召开了一次没有邀请怀爱伦和他儿子的会议。会上有人说：“怀姐妹反对正在
	参加会议的一个人很快找到W.C.怀特，并且告诉他正在发生的事情，建议他来看一下。他到会时，“事件正
	一年之后，怀爱伦说到如果这些动议通过的话，将会对“上帝的工作”造成的危险：“一年前[1888年]总会
	在1893年的总会会议上，A.T.琼斯谈到了1888年那些严肃的事件。当时那些宣称站在陆标旁的人进行
	就这样，上帝使用怀爱伦几乎单枪匹马的拦阻了对他在一百多年前传达给基督复临安息日教会之信息官方的拒绝—

	第五章
	怀爱伦数年来提及的，耶稣以圣灵沛降方式的同在被拒绝，这是个可怕的事实。然而上帝没有放弃；希望依旧存在
	怀爱伦知道圣灵正在被转离会议和百姓。正如犹太人的领袖们让百姓转离了耶稣带来的信息，那些在明尼阿波利斯
	怀爱伦在明尼阿波利斯最后一次被记录下来的讲话当中，还有一个重要题目，就是她对瓦格纳当时所做之阐述的看
	当这些陈述被放在恰当的背景当中时，可以看出怀爱伦并非论及瓦格纳关于因信称义的教导，而是关于他在加拉太

	第六章
	关于1888年总会会议最大的争论要点之一，就是上帝在一百二十多年前所传达的信息是否被当时聚集于明尼阿
	在明尼阿波利斯会议过去一百二十多年以后，我们必须问自己，当时主所传达的信息是否真正的在1888年被完
	C.麦克雷诺德回忆道：“辩论和争议的精神非常高涨……会议结束时许多人心情沉闷……对于任何一位参加了
	泰勒·G·邦奇表达了相同的看法：“据一些参加了明尼阿波利斯会议的人说，足有三分之二的与会者对因信称
	仅仅在头脑上赞同琼斯和瓦格纳阐述的信息，还造成了怀爱伦的证言几乎被完全忽视：“我所传的信息在许多人的
	要明确的一点是，仅仅对真理有头脑上的赞同，如果不比公开的反对更糟糕的话，也没有好到哪里。在这一点上还

	第七章
	第八章
	“时间宝贵，有一道信息要传给这班子民。”1这是怀爱伦在1888年12月对质疑她的巴特尔克里克教会的长
	现代真理的信息发出时，人心被融化了：“我们感到必须把基督介绍为并非远在天边，而是近在眼前的救主……有
	在最后的安息日的几场聚会中，A.T.琼斯“带着大能”在晨会上讲话。怀爱伦“以极大的自由”在下午讲话
	一年之后，怀爱伦在一次传道人学会上提醒弟兄们在南兰开斯特所发生的事。她再次将其与伴随1844年之信息
	这就是“上帝之灵倾降”在他百姓身上的结果——若是没有反叛，原本能够以更大程度在明尼阿波利斯的领袖们身
	三月底，琼斯到芝加哥与怀爱伦见面，准备两个周的聚会。与兰开斯特的聚会不同——那些人毫无困难的接受了那
	堪萨斯州奥塔瓦
	5月6日，怀爱伦从巴特尔克里克启程去堪萨斯州的奥塔瓦，那里的帐篷营地已经有工人聚会在进行当中。她想要
	怀爱伦描述了在明尼阿波利斯发生的事情，人们是如何“受了一种欺骗，脑中有了虚假印象”。她告诉他们“琼斯
	之后沃什伯恩问怀爱伦她自己是否绝无错误。她回答：“当然不是……我只是个软弱会犯错误的人。”这让沃什伯
	虽然琼斯讲述了人所需要的义必须来自基督而不是来自律法这一事实，但他却完全没有贬低律法或是对诫命的遵守
	琼斯的证道是人们所不常听到的福音，怀爱伦在《评论与通讯》上记载了她听到琼斯证道时的喜乐：
	然而，并非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许多人作了见证，证明他们赏识所讲解给他们的亮光和真理。但那些已经停
	晨会之后，在心中依然惦记过去几个月所发生之事的情况下，怀爱伦开始给她的孩子们写信。回顾“反叛流行”，
	当或好或坏的聚会在全国各地举行时，上帝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斗争中尝试要把圣灵倾降在他渐渐衰弱的教会身上。


	第九章
	1889年5月怀爱伦在堪萨斯帐篷大会上的那个周日早晨讲话之后，终于迎来了突破。许多人见证了他们所接受
	人们对琼斯和瓦格纳所传递之信息的反应大不相同。许多人得到了极大的祝福和他们从未有过的新的属灵经历，而
	巴特勒面对琼斯表面上的攻击雄辩的维护了律法，然而他自己却在同时忽视上帝仆人怀爱伦的劝告。史密斯在6月
	除了巴特勒和史密斯之外，其他一些人对堪萨斯州奥塔瓦的聚会有同样的感受。然而在继续研究这些反对意见之前
	有人说：“我要更好地去生活；我要试着让自己成为上帝可以接受的样子。”如果一个孩子尝试做某些事情是为了
	那我们就能像大卫一样说：“我的上帝啊，我乐意行你的律法。”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爱撒播在他心里。现在我
	经常反对琼斯和瓦格纳的总会秘书丹·琼斯在第二年春天写信给O.A.奥尔森，抱怨他在堪萨斯区会不得不面

	在一些弟兄感到琼斯和瓦格纳关于因信称义的教导废除了律法的同时，另一些人觉得在胜过罪恶这一题目上的教
	犯罪，一切罪都应当完全被除掉，如果我们不认同这一立场那就是没有悔改，等
	等。’”9 琼斯和瓦格纳都教导：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时，在他无罪的本性上取了我们的罪性，以我们的肉体战胜
	怀爱伦的回应
	两年之后怀爱伦重复了同样的看法。基督在面对试探时，相比人类而言没有什么优势。然而每个接受他的人都会像
	在同一篇《评论与通讯》的文章中，怀爱伦更明确的解释了琼斯和瓦格纳所分享的现代真理的信息。它就是第三位
	有一些伟大的真理，长久被隐藏在谬误的垃圾之下，这些真理应当被启示给人们。许多宣称相信第三位天使信息的

	琼斯和瓦格纳所阐述的真理把上帝的诫命和耶稣的真道放在了合适的框架中，结果是奇妙的。怀爱伦清楚地表明因
	在威廉姆斯波特帐篷大会之前，怀爱伦写信给密歇根区会的传道人H.W.米勒，她在信中说：“我们有些作领袖
	琼斯和瓦格纳都在罗姆帐篷大会上讲道，与会的教会成员读了乌利亚·史密斯6月11日在《评论与通讯》上的文
	怀爱伦告诉听众有一种“自满”已经进入他们当中。她宣读了给老底嘉教会的信息，说这道信息是“适合我们的”
	在她的讲话即将结束时，怀爱伦对史密斯在《评论与通讯》上的文章作出了回应。她说史密斯的状况与犹太人一
	信息被压制了吗？
	罗姆市帐篷大会之后，怀爱伦“疲乏无力的”返回了巴特尔克里克。由于健康原因，她不得不“在一段时间内停止
	怀爱伦认出弟兄们正在重蹈犹太人的覆辙。许多人在望向“他们的领袖”，并且问道：“若A.T.琼斯弟兄一直
	怀爱伦、琼斯以及瓦格纳都在1889年10月底举行的总会会议之前参加了其它一些帐篷大会，结果都是一样的
	琼斯的观察准确吗？我们会在接下来的章节中研究他的说法。


	第十章
	第十一章
	基督复临安息日教会中有关基督本性的争议，虽然主要是从1950年代开始的，但其根源可以追溯到120多年
	乌利亚·史密斯或许是阿里乌斯派观点最有名的支持者之一。比如在1865年，他写到基督是“第一位被造的生
	1882年看到基督十字架的异象不久之后，瓦格纳开始明白阐述基督与上帝之同等的重要性。他看到对基督正确
	怀爱伦在关于对基督神性的正确理解一事上，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在《预言之灵》卷四（1884年），以及后
	1884和1885年，瓦格纳在许多篇《时兆》上的文章中提及基督崇高的神的位份。他主张基督应当得到与父
	瓦格纳在明尼阿波利斯把这些观念加入了他因信成义的演讲，并非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1888年会议之前，《
	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之后的数年当中，瓦格纳不断地宣扬基督的神性。在《时兆》上一篇六部分的系列文章中，他就
	1890年，瓦格纳在这些文章的基础上进行了拓展，出版了《基督和他的义》一书。就像在1889年的那些文
	基督“在父怀里”，他本质就是上帝，而且在自己有生命。他被称为耶和华和自有者是恰当的，耶利米书23:5

	怀爱伦听到基督的信息被传扬时，喜乐无比。1890年，论及琼斯和瓦格纳所分享之信息的核心时，怀爱伦说
	瓦格纳在基督神性这一事上的观点比当时教会的普遍看法超前，教会所持有的是阿里乌斯和半阿里乌斯派观点，他
	这样的一段话出现在瓦格纳1889年刊登于《时兆》上的系列文章当中。其它类似的话在他的《基督和他的义》
	所有这些话都没有受到怀爱伦的责备。有什么责备的理由呢？按照传统定义，瓦格纳既不是阿里乌斯派，也不是半
	瓦格纳在1887年写下的这一回应，直到1888年会议之前才得以出版。1888年夏天，在奥克兰东边的山
	W.C.怀特记录了瓦格纳在6月26日这次聚会上的演讲。根据怀特的笔记，瓦格纳用大部分时间处理了他和
	在1888年总会会议上，瓦格纳不仅把自己发表的回应散发给所有代表，还谈论了基督的人性这个题目。虽然这
	W.C.怀特把他在6月26日退修会上使用的笔记本带到了明尼阿波利斯总会会议，并记录了瓦格纳10月17
	在怀爱伦的作品中，确实有数十次明确说到基督成了人类的担保，他不得不取了人类的堕落本性：“基督必须亲自
	文章结尾，瓦格纳设法解决人们因他的观点而有可能产生的担忧——他把基督降得太低了。瓦格纳对明尼阿波利斯
	虽然怀爱伦在她写给巴伦杰和史密斯的信中表示“一部分经文的解释就全部要点来说可能不是真理”，但她完全
	对那些反对瓦格纳教导的人而言，怀爱伦的话讲的非常清楚——基督在他无罪的本性上取了与堕落人类相同的罪恶
	琼斯和瓦格纳在反对声中传讲了他们的信息。这种反对在瓦格纳宣布停止对以赛亚书的研究、并开始宣讲两约的题

	第十二章
	由于深深的受到过去一年中各种事件的影响，怀爱伦于1890年初在《评论与通讯》上发布了一些文章。她再三
	怀爱伦感受到了时间的紧迫。不幸的是，当整个天庭都在紧张的预备教会向世界传出大呼喊时，工作中心的弟兄们
	1889年11月开始的，以A.T.琼斯在头两个月的学期教授圣经与历史的传道人学会刚刚结束。在瓦格纳开
	时代论者经常引用加拉太书3:19来证明十诫是在西奈山才添上的，这些诫命只在基督（子孙）来到之前有效：
	对这样的教导，在乌利亚·史密斯、G.I.巴特勒和其他一些人领导下的复临信徒教导了一种关于诸约的观点
	乌利亚·史密斯引用韦氏词典给“约”这个词定义——“两方或两方以上之间的、以书面形式记录并盖印的、商定
	乌利亚·史密斯认为“上帝立了这[旧]约，就需要完成三件事。”第一，“实现对亚伯拉罕关乎那个时代的应许
	乌利亚·史密斯坚持旧约的缺陷既不是由上帝，也不是由百姓造成的，而是由于那些应许，因为它们“是上帝在当
	史密斯和巴特勒教导仪文律法就是旧约，与他们相比，瓦格纳相信“‘礼拜的条例’并非第一个约的一部分。若那

	第十三章
	1890年1月11日，安息日学课已经进行到了希伯来书第8章，其中保罗把新约与基督联系在一起，还写到
	其他人效法了丹·琼斯的榜样，一些人不参加瓦格纳作教师的传道人学会，另一些人在安息日学课上提出种种反对
	弟兄们最大的担忧就是瓦格纳对旧约的定义。然而丹·琼斯“读了学课中另一些[他]认为有不同意见的要点”：
	此时“麦克科尼长老（Eld. McCoy）和米勒教授（Prof. Miller）都表示愿意让医生在
	瓦格纳不经意间暴露了丹·琼斯有问题的处理方式。然而眼下，约这个题目被暂停了。有些学生因为“失去了瓦格
	这就是丹·琼斯如何以一种不光彩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影响，来保证他所谓的“一个轻飘飘的理论”不再被传播。
	怀爱伦继续她的讲话，她把听众带回到过去——越过了过去一年中许多的帐篷大会，越过了1888年充满争端的
	怀爱伦毫不怀疑上帝实现了他的应许。上帝不仅在她丈夫死后的一年之内神奇的医治了她——一个躺在床上“即
	怀爱伦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那些讥笑奚落琼斯和瓦格纳信息的年轻人之所以这么做，是由于身处领袖位置的年
	2月5日星期三，怀爱伦再次向那些在巴特尔克里克参加聚会的人讲话。她请求弟兄们亲近上帝、亲近彼此。她
	尽管有这些事情发生，弟兄们仍然警告其他人不要参加琼斯和瓦格纳教授的课程，有些人参加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破
	圣灵由于那些身处领袖位置之人的不信而忧伤离去。这些人在阻挡亮光照到百姓身上，他们的态度在影响整个教会
	在这个时候，主没有明确向怀爱伦启示琼斯和瓦格纳在诸约上的立场是正确的。然而他明确的表示自己正在赐下亮
	这就是传道人学会当时的状况，瓦格纳甚至还没有机会阐述两约的题目。一种有利于拒绝上帝所要赐给他百姓全部

	第十四章
	“约这个题目在过去三周中给我们造成的麻烦，似乎比日常工作更使我精疲力尽。”丹·琼斯在他1890年2月
	史密斯的看法不能被忽视。他宣称相信因信称义；对他而言这不是新亮光。他只是不认可琼斯和瓦格纳在诸约与
	在接下来的信中，怀爱伦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在约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这不仅仅是她的个人意见，因为这是从天堂启
	那天上午晚些时候，E.J.瓦格纳给聚集在巴特尔克里克大帐篷的所有人“讲了一堂非常有力的道”。怀爱伦
	在怀爱伦诚恳的呼吁之后，“许多人作了见证，一些人认了罪；但”依据怀爱伦所说的，“还没有完全突破，我们
	怀爱伦强有力的呼吁并非没有功效。许多人开始以另一种眼光看待整件事，并且意识到他们受到了错误的影响。怀
	怀爱伦的晨更讲话之后，许多人作了见证和忏悔。拉森弟兄“承认他的情绪不对”。曾经在研究约的问题时反对瓦
	在写给乌利亚·史密斯的一封信中，怀爱伦确认了她之前的话。在“安息日……小教堂召开的……会议”上，“

	第十五章
	1890年传道人学会后半部分三个周的工作，使怀爱伦精疲力竭。在这之后，她回到了加州。之前怀爱伦每天讲
	学会结束之前，怀爱伦“确信撒但看出此时关系重大，他不想放松对我们传道弟兄们的把握。若是完全的胜利来到
	现今我们明白怀爱伦所要让弟兄们理解的，如同当时他们要明白一样重要。怀爱伦超过十几次的提到当时人们普遍
	他们“非基督化的精神”和“邪恶的固执”让怀爱伦想要离他们的“理解和解释”越远越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怀爱伦绝不是表示那条教义无关紧要，而她唯一关心的就是弟兄们在意见不同时彼此友善相待。与此相反，她被明
	怀爱伦对加拉太书中的律法没有负担，并不代表她在否认一个清楚的启示。她在明尼阿波利斯说过，“若是我对他
	如上所述，在1890年传道人学会时，怀爱伦没有认可普遍观点，反而数次称之为“你们的观点”。不到一年之
	丹·琼斯在挣扎是否接受怀爱伦蒙启示对瓦格纳在诸约上观点的支持。在不承认瓦格纳的立场是真理的情况下，他
	之后，在周日早上怀爱伦说明[人们]拒绝的根本原因时——“他们对加拉太书中律法的解释”——丹·琼斯在自
	在每封信中，丹·琼斯都在他改变的意见中表达了更多的确信。现在他断定琼斯和瓦格纳“奇特的观点”并不重要
	丹·琼斯与其他人交流有关琼斯和瓦格纳以及他们的观点时，变得越来越不具有支持性。结束了田纳西州八天的旅
	仅仅几天之后，丹·琼斯又开始质疑证言的有效性。在写给R.C.波特尔的一封信中，他表达了对乌利亚·史密
	“你们若是转离一线亮光，担心它会迫使你们接受你们不愿接受的立场，那亮光对你们来说就会变成黑暗……我所
	丹·琼斯1890年传道人学会之后的经历，是怀爱伦预后准确的最大证据。他几乎误解了怀爱伦在学会最后一周
	怀爱伦曾说没有什么有组织的计划要推进加拉太书中的律法和诸约的问题，真正的信息是因信称义。丹·琼斯把这
	怀爱伦辨认出一条更好的道路：“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上帝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但若你们“行在你们
	当上帝“敦促”怀爱伦在那个决定性的安息日早晨站在弟兄们面前，并采取她在约的问题上的“立场”时，她是“
	长久期待的胜利因为1890年的传道人学会到来了吗？悲哀的事实是，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了。不仅有很多人拒绝

	第十六章
	即使在无线通讯出现之前的时代，消息传播的也很快。1890年传道人学会结束之后，来自全国各处的与会者回
	虽然怀爱伦由于传道人学会和大量工作的压力而精疲力竭，但她仍然抽出时间回复了沃什伯恩的信。2* 读他的
	1888年新版的《善恶之争》包括了提及十童女比喻的几章，还有这个比喻在1844年午夜呼声时的应验—
	就在1888年总会会议之前，怀爱伦在一个梦里得知“时候到了，要将殿和在其中礼拜的人量一量”；整个天庭
	但可悲的是，这道信息受到了藐视和拒绝。难怪怀爱伦会说十童女的比喻已经，并且将要字字应验，因为它特别适
	在救赎上的冲突观点及其所产生的混乱对怀爱伦而言并不新鲜。瓦格纳在1890年传道人学会初期被阻止阐述诸
	是的，人在自己的救赎上有需要做的事情。他不应当拒绝髑髅地十字架吸引人的邀请。通过注视他会得到改变，
	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怀爱伦写下了她的1890年36号手稿。这份手稿极有可能是基于她在传道人学会期间，向
	传道人学会不久之后，怀爱伦在《评论与通讯》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详细阐述了这些观念。许多人“对悔改的本质
	琼斯和瓦格纳所阐述的因信称义的信息“确实是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它要伴随着“亮光、荣耀和能力”从启示录
	弟兄们对琼斯和瓦格纳的教导最大的担忧之一，就是道德律受到了破坏，进而废除了安息日、第三位天使的信息
	1890年5月27日，怀爱伦在她《评论与通讯》上的文章中写下了类似的话。“基督与律法的关系只得到了模
	这些想法不仅被分享给了大众，怀爱伦后来也在自己的日记中思考了它们的重要性：“律法与福音是携手而行的
	在1891年总会会议开始之前的一篇日记中，怀爱伦再次强调了这些要点。有人“担心有把因信称义的主题讲得
	仅仅几周之后，怀爱伦就向总会以及那些“纵情于怀疑不信”、拒绝上帝传达之信息的人讲话：“当我们提到上
	将律法与福音分离总是会造成极端和错误教义。那些“宗教主义者”，或是“圣洁肉体主义者”，或是时代主义者
	由琼斯和瓦格纳传达的“最宝贵的信息”不是两个错误极端的结合，而是律法与福音结合的真理：“从上帝的律法
	丹·琼斯并不希望弟兄们能够悔改，而是希望证言会保持沉默。他希望他们能聚在一起解决这个问题，却没有意
	就在三个月之后，怀爱伦再次澄清了造成教会混乱的原因——不是信息或者信使的精神，而是那些抵挡者的精神：

	第十七章
	若丹·琼斯对待瓦格纳安息日学课的态度看上去是严厉的，那他对A.T.琼斯宗教自由的工作更是如此。18
	丹·琼斯说“听到[A.T.琼斯的]陈述以及上帝之灵在那里如何为他们作工令人印象非常深刻。”“在他的演
	1890年仲夏，在巴特尔克里克举行第二次传道人学会的计划已经安排好。课程会在10月31日星期五开始，
	怀爱伦的担忧显明是正当的。当G.I.巴特勒听说W.W.普雷斯考特在教导瓦格纳在加拉太书上的“荒谬立
	到了11月底，有“将近一百人”在参加学会，而且“还有更多人要来”。人们对聚会的反馈依然非常正面：“人
	就连E.J.瓦格纳也在参加学会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向怀爱伦作出了正面报告：“他很高兴，因为会上弥漫的气
	再次被攻击
	怀爱伦在传道人学会期间还有其它的担忧，她非常热切要解决的担忧。自1890年11月起，她有数次对出版工
	A.T.琼斯的立场招致了人们对他的批评，在1890年12月7日协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这种批评达到了
	协会还投票决定，“通过其执行委员会”——A.T.琼斯不在其中任职，而不是通过其编辑委员会——A.T.
	11月4日周二上午，当W.C.怀特和A.T.罗宾逊（A.T. Robinson）来找怀爱伦看她作
	怀爱伦再次试着要告诉他们自己蒙启示见到的有关巴特尔克里克工作的内容 ，但就像之前一样，她记不起来。4
	在11月4日的日记中，怀爱伦写了短短的几句话：“我很想能够写出昨晚所启示给我的东西。是主……”48她
	九天之后，在国家宗教自由协会年会报告刊登于《评论与通讯》之前，怀爱伦在日记中再次写下了更多她在异象中
	回到巴特尔克里克的几天之前，怀爱伦在日记里写下了这些话：“夜间我的心思一直处于痛苦当中。我身在巴特尔
	怀爱伦见到的议事会议不止一个；她“身处一些议事会议当中”。明显的是，在国家宗教自由协会年会上所发生
	几天之后，怀爱伦在日记中写下了更多她蒙启示看到的内容。她“身在巴特尔克里克的一场议事会议上，其中有传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在大帐篷的东附属室举行了一场传道人的聚会。怀爱伦参加了聚会，并且呼召人们作出更深的
	那些批评A.T.琼斯在《哨兵》上工作之人的判断是错误的。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1890年传道人学会上悔
	怀爱伦接着告诉弟兄们她看到《哨兵》得到了广泛的阅读和喜爱。它聚集了那些当受真理全部亮光之人的信心。这
	通常在早晨六点三十分结束的传道人晨会，持续到了午前。怀爱伦结束朗读和讲话之后就坐了下来，整个房间都
	然而，正是这件向许多人毫无疑问的证明怀爱伦是被上帝感动和带领的事情，也显示出他们无法逃避她无处不在而
	1891年总会会议的一个月之后，《评论与通讯》重印了一篇怀爱伦在1887年9月工人会议上的证道。她
	不受尊敬的先知



	附录A
	这些话中至少有十个伟大的福音真理，1888年的信息之所以是“极宝贵的”就是因为这些真理。我们在此简

	附录B
	在过去几年中一个引发了许多讨论的主题，就是基督的牺牲及其在过去和如今所成就的事情。通常，争论的焦点聚
	“犹太人从所献的祭中看到基督流血拯救世人的表号。”18
	“世界的救赎主对人类灵魂价值的估算，是与他为之在髑髅地付出的代价相等的。”19
	“撒旦知道基督已经为整个世界付出了救赎的代价，而他决意要从基督手中抢夺他所能影响的每一个灵魂。”21
	“‘何用这样枉费呢？’这句愤愤不平的话，使基督想起永世以来所付出的最大牺牲就是献上他自己作为赎回一个
	“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之前，就有充足的证据表明上帝对人类的爱。然而将基督赐给一个如此不配的种族，就无可争
	“上帝之子一方面用他人性的膀臂环抱整个人类家庭，同时用他神性的膀臂握住无穷者的宝座。”32
	“通过基督的胜利，人类的道德价值被提升了，不是由于人所作的任何事情，而是由于上帝的独生子为他们所作出
	“所有的人都是用这无限代价买来的……上帝……买来了每一个人的意志、爱情、心智与灵魂。所有的人━━无论
	“他的使命是高举父的律法并使其受人尊敬，他用自己的生命付出了律法被违背的代价，证明律法的要求是正当的
	“他品格的完全被赐给了人类。基督自己承担了律法的诅咒。”48
	“基督代表人类采取了悔改、回转和信心的必要步骤之后，就到约翰那里要在约旦河受他的洗。”49
	“他宣称自己是有罪之人类家庭的辩护者。”50
	“基督将由罪产生的不可估量的罪责堆积在一起，是为了取消它们，他将这巨大的责任聚集到自己将死的灵魂上，
	“他必须担负堕落人类的罪愆。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必须归在这无罪者的身上。”52
	“当全世界都被定罪时，基督自己承担了罪人的罪愆；他替违背律法的人承受了上帝的愤怒，遭受了罪的刑罚，他
	“基督亲自承受了那违背上帝律法之罪人身上的诅咒，于是就为堕落的种族成了罪。基督站在人类家庭之首的位置
	“称义的反面是定罪。”55
	“公义所要求的，不只是赦罪，还要执行死刑。上帝赐下他的独生子，满足了这两方面的要求。基督替人受死，既
	“他是人类的中保，也是上帝的使者——为人作中保是要用他的义为人类满足律法的要求，代表上帝是要向堕落的
	“基督在他的人性中满足了律法的要求。”58
	2.我们会在未来出版的卷二第24章中更全面的研究这一题目。
	8.我汇编了一本未经编辑的、超过160页的怀爱伦的话，救赎计划的这两方面都包括在内。
	怀爱伦向那些在诸约问题上反对琼斯和瓦格纳的人写道：“前天晚上我蒙指示看到，关于两约的证据是清晰而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