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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拿收获 
 

浪子回头的先知（第六部分） 

约拿书 3:4-10 

 

引言 

最近《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刊登了一篇头条文章，题目是《认罪让人

东山再起》，文章开头就指出：“罪还是老样子，但是认罪却在经历一次复兴。”文章接

着列举出当前逐渐开始流行的几种认罪方式。 

比如网上认罪。在一些网站，人们可以匿名地承认自己的罪，而别人则可以浏览所有

的认罪内容。在科罗拉多州的斯普林斯（Colorado Springs），人们去西塔多百货店

（Citadel Mall）购物的时候就可以认罪。穿着棕色长袍的天主教修士们会在那里聆听人

们的告解。这样一来，他们可以一边购物，一边喝着焦糖拿铁咖啡，顺道过去认个罪，然

后如释重负地回到家里，开始新的一天。 

文章继续说：北美第二大的路德宗教会去年以投票的方式，决定恢复向牧师进行个人

认罪的做法。1 

我还读到一些有创意的做法。如果人们觉得亲自认罪太尴尬，那么可以向一家公司支

付一点点费用，然后就可以给该公司的某个员工打电话，承认他们希望承认的罪。还有一

家公司接受雇佣，替别人认罪；如果有人打算向其他人道歉，这家公司也可以代劳。 

坦率讲，我们这个世界有很多人满心愧疚，对自己所犯的罪感到厌恶！ 

我还读过一个故事。有个人去看心理医生，说：“大夫，我做了很多坏事，良心很不

安。”心理医生问他：“那么，你希望自己以后少犯罪吗？”那人说：“不是的。我只是

希望让自己的良心不要那么敏感。” 

我还发现一个网站。人们可以在那里匿名写出自己的罪，希望缓解自己良心的愧疚。

任何人都可以逐字逐句地阅读人们正在面对的各种罪，比如没有泄漏的外遇、秘密的堕

胎、隐秘的计划、不可告人的性病、没有被发现的偷窃行为、人际关系背后的丑恶动机等

等。我只读了很少几段，就觉得很伤心了，不能再继续读下去了。 

那些人在离开这个网站的时候，良心并没有如释重负，罪也没有得到赦免。真正的认

罪不可能通过网络或者电话来完成。我们也不可能花钱请人代为认罪。实际上，真实的认

罪不可能成为我们个人的秘密。我们需要向耶稣基督认罪，而不是向世界上的某个神父告

解，因为耶稣才是唯一的大祭司。提摩太前书 2:5写得很清楚： 

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1 “Confession Makes a Comeback,”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 21,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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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避主耶稣就是逃避真正的认罪，这样做不会得到真正的赦免，因为唯有耶稣基督才

能让人得到永远的赦免。在以弗所书 1:7-8，使徒保罗写道： 

我们藉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
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 

如果我们希望看到真正的赦免，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敞开心扉、承认自己的罪，接受

犯罪的后果，那么圣经中有一处经文是最好的描述，也是我们不太可能翻到的。你认为这

段经文在哪里呢？那就是约拿书。你没想到吧？ 

 

约拿的讲道及其果效 

约拿已经开始在尼尼微传讲神的话语了。在和合本中文圣经里，他的讲道只有十二个

字。在释经讲道课程里，我们称之为“中心思想”。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拿书第三章，这

里记录了约拿所讲的道。约拿书 3:4说： 

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 

现在我们很有把握：约拿花了一些时间和人们谈论又真又活的神，因为我们在第 5 节

读到： 

尼尼微人信服神…… 

尼尼微人需要对以色列的神有所了解，才能够放弃鱼神大衮，转而信靠这位在天上的

又真又活的神。
2
经文说：尼尼微人信服神。“信服”这个词来自于希伯来语的动词“证

实”或者“支持”。这个动词的时态告诉我们：他们认为约拿所说的是真的。3 

这个信息再简单不过了。另外，尼尼微人相信的是神，而不是约拿。真正的信仰是相

信神，而不是信靠传达信息的人。神让这些尼尼微人脱离黑暗，进入祂奇妙的光明之中。 

司布真（Charles Haddon Spurgeon）是过去几个世纪的英语国家中最杰出的传道人之

一，他也是在听了一篇简单的信息之后得救的。那时他还很年轻，去一间循道宗的教堂听

道。他以前听过那位牧师讲的道。不过，他当天迟到了，发现牧师不在场，而是一位来访

的讲员。事实上，没人知道牧师去了哪里，结果，在一段冷场的时间之后，其中一位平信

徒终于站起来讲道了。司布真后来回忆了这件事的始末。 

那个人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勉强会读书写字罢了。他所讲的经文是以赛亚书 45:22： 

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 

他就一直在讲这节经文，因为除此之外，他没有什么可讲的。 

他说：“亲爱的朋友们，这节经文真的很简单。经文说：‘看哪！’看一眼不会让你

觉得疼痛，也不会除掉你的愚昧，或者帮助你抬起手来。你只是需要看一眼。这么简单的

事情，甚至不需要上大学就能做到。或许你愚不可及，但你仍然能睁眼看一看。一个人不

需要腰缠万贯才有机会看一眼。谁都会看东西，甚至是一个小孩子也会。 

但是，经文接着说：‘仰望我。’你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只专注自己，但是那样看没有

什么用处。你不会从自己身上获得任何安慰。你要仰望基督。经文说：‘当仰望我’。” 

司布真的一篇传记中记载说：十分钟之后，那个平信徒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但是，

他注意到年轻的司布真坐在后排的阳台下面，没有认出他来，只是看到司布真情绪低落，

于是朝着他大声喊道：“年轻人，你看起来很悲惨。如果你不听从我所讲的经文，那么你

 
2 Warren W. Wiersbe, Be Amazed (Victor Books, 1996), p. 86. 
3 William L. Banks, Jonah: The Reluctant Prophet (Moody Press, 1966), p.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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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一直很悲惨。活的时候很落魄，死了也会很惨；但是如果你现在就听从，那么你将会得

救。年轻人呀，要仰望耶稣基督！仰望祂！仰望祂！仰望祂！” 

他的讲道就这样结束了。但是神就是借着简单的经文和简短的讲道，向司布真发出了

邀请，刺透了他的心。那一天，他单单地仰望基督，得到了拯救。他的生命也完全改变

了。 

约拿也是传讲了简单而直接的信息，邀请尼尼微人仰望以色列的神，他们仰望神，就

得救了。现在我们就知道真正认罪的证据就是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转过头来，朝着另一

个方向。在新约圣经中，“悔改”这个希腊语单词的字面意思就是“回心转意”。4 

那么，这些残忍野蛮、自高自大、拜偶像的人真的回心转意，相信亚伯拉罕、以撒和

雅各的神了吗？ 

 

真正认罪的证据： 

我们可以从经文中看到两个真正认罪的证据： 

第一，尼尼微人的认罪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个人生活。 

我们看第 5-6节： 

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
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 

从国王到平民，所有的人都脱下平时的衣服，换上了麻衣。麻衣是一种深颜色的粗糙

衣服，通常是用山羊毛或者棉布做成的。麻布则是用来编织装粮食用的麻袋。当人穿上麻

衣的时候，一般是代表谦卑和哀痛。5 

第 6节说国王坐在灰中，这进一步代表悲伤和谦卑。第 8节告诉我们：有些人给他们

的牲畜也披上麻布。这并不是说他们认为动物犯了罪或者动物也能悔改，而是通过这种方

式，表达这些人的谦卑、难过，为自己的罪而哀痛。 

第 7节还告诉我们，他们禁食，不吃东西，为了在那段时间里专心祷告，祈求神的怜

悯。或许你会想：“他们这样做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不希望受到神的审判。”好

吧。那么这是一件坏事吗？你也许会说：“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跟随神只是因为他不想

下地狱，而是要上天堂，那听起来还是很自私的。”如果这真的是全部的原因，那么你是

对的。可是，你要不要和我读一下约翰福音 3:16呢？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换句话说，神爱你，差遣祂的儿子为你而死，如果你相信祂，就不会灭亡、下地狱，

而是会进入天堂。通过约翰福音 3:16的上下文，我们看到尼哥底母这个非信徒在夜间拜

访耶稣，请教进天堂的途径。耶稣没有说：“这太自私了，所以，我不打算管你。”不是

的，祂告诉对方如何可以重生。 

靠着神的恩典，尼尼微人已经相信了神的话，并且信靠神。现在，他们希望躲避迫在

眉睫的审判。还有一点可以证明他们的真心认罪不是出于自私的动机。他们的认罪不单单

是彻底改变了个人的生活，还有其他方面。 

 

第二，尼尼微人的认罪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公众行为。 

我们来看第 7-8节： 

 
4 W. E. Vine, 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Old and New Testament Words (Thomas Nelson, 1997), p. 952. 
5 Banks, p.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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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使人遍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
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各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
丢弃手中的强暴。”  

他们的认罪是真实的，第一个证据是个人化的改变，第二个证据则是公开的、当众

的。我们留意到，国王甚至丝毫不避讳一个事实：自己的国民都是邪恶的。他明确地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和暴力的行为。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恶劣

行径。”换句话说，“我们都悔改吧。我们回头吧。让我们洗心革面、改变自己的生活方

式吧！”大家能想到一个国王会做出这样的宣告吗？ 

几个星期前，我和家里的几个人去了伦敦，有机会参观了最近才正式开放的市中心区

域，包括丘吉尔首相（Winston Churchill）、政府要员以及相关助理的地下办公室和寝

室。在二战期间，那里是地下掩体。丘吉尔和大不列颠的智囊团在里面密切关注着战局的

变化，并且躲过了希特勒的空袭。战争结束之后，那里就被封存起来了，六十多年来一直

保持原样。黑板上还留着他们的字迹，地图上仍然标注着军力的部署；甚至打字机旁边还

放着糖果。我们还听到了丘吉尔和罗斯福的电话录音。 

有几次战事吃紧的时候，英国国王以及美国总统都呼吁全国性的祷告。尽管这听起来

很动人，可是国王和我们的总统并没有呼吁全国性的悔改。你以前听说过这种事情吗？ 

呼吁全民祷告是一回事，并且直到今天，在面临危机的时候，这种论调在政治上仍然

是正确的。不过，呼吁全国性的认罪悔改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尼尼微王宣告全国性的悔

改，大家明白这当中的意义吗？他不是仅仅要求全民祷告，而是呼吁每个人都要圣洁。他

的意思是：“大家听着。我们不要想方设法地把自己的罪恶合理化；不要否定我们的残暴

的名声，觉得别人都是这个样子。我们不要给自己的罪找借口，试图大事化小，文过饰

非。我们要认罪，并且要停下来，不再犯罪！” 

我可以告诉大家，当我听到某些领袖呼吁祷告的时候，一点也不觉得兴奋。当不好的

事情发生时，上到总统，下到新闻主播，他们都在谈论自己的祷告。这一切都给非信徒一

种良好而又敬虔的感觉，但好景不长，他们很快又回到尼尼微人的那种生活方式了。 

但是在尼尼微城里的情况并非如此。那是一次真正的认罪，那一次的悔改影响到了个

人生活以及整个群体公开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从第 9-10节看出他们的坦诚： 

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致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察看他们的行为，
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 

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真的感觉神的作为何等的奇妙！在人看来，似乎神改变了自己

的主意；但是在神的眼中，祂只是做出了回应，因为尼尼微人的心归向了祂，其实这也是

祂最初的旨意。6 

 

应用 

坦率讲，如果我们能够从尼尼微人的神奇回应中学到什么功课的话，那就是要对神恩

典的作为保持开放的心态。神的怜悯和恩典可以临到最不配的人。我怀疑在撒玛利亚或者

耶路撒冷是否会有犹太人在凭着信心为尼尼微人祷告。“不要忘记为尼尼微人祷告呀！”

尼尼微人是最不可能相信耶和华神的。然而有的时候，神的恩典会以出人意料的方式临到

那些无法预见的地方。谁会想到这种事情会发生在尼尼微呢？ 

 
6 Wiersbe, p.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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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就在这里：如果连尼尼微人都能悔改，我们就不应该拒绝为哪个人的救恩而祷

告。没有谁会像尼尼微人这样暴力、残忍、罪恶深重、敬拜偶像，然而基督仍然能够救赎

他们。 

伊万·罗伯茨（Evan Roberts ）是一位牧师，在二十世纪初威尔士（Wales）的奇妙

大复兴期间被神大大使用。最开始，他只是在威尔士自己的家里给一小群年轻人讲道。让

这些人大吃一惊的是，牧师要求他们在四个方面彻底改变生活方式： 

第一，承认所有自己知道的罪； 

第二，除掉生活中任何存在质疑的做法； 

第三，随时预备好顺服圣灵； 

第四，公开承认基督。 

在第一周结束之前，就有六个人做出回应，接受这四个挑战。他们承认自己一切私下

以及当众所犯的罪；除掉生命中一切的妥协，不再保留任何让人质疑的举动。换句话说，

他们把圣洁生活的标准提高到让自己心惊肉跳的程度。他们期待着神随时赐给他们服事的

机会。我们可以想象他们的工作观、人际关系以及品格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再者，只要有

机会，他们就会告诉别人自己是基督徒，是基督耶稣的人。当然，他们也会借此邀请人相

信基督。 

第二个星期结束的时候，伊万·罗伯茨带领唱诗班开始在威尔士南部巡回布道。不到

一年的时间，有十万人真心地归向耶稣基督并加入教会。 

我现在给大家念一段关于威尔士大复兴的描述： 

当人们承认自己的罪，祈求神的灵来掌管的时候，他们承认自己所能想到的一切罪

行，并且进行弥补，这是真实悔改的另一个证据。然而，却给威尔士海岸的船坞带来了意

料之外的麻烦。 

在那之前的许多年里，工人们常常会顺手牵羊地偷走各种物品：大到手推车，小到锤

子。可是，当他们想要与神和好的时候，就开始归还这些物品。结果，威尔士的船坞很快

就被堆满了，以至于几家船坞不得不贴出通知，让人们不要再这样做。 

其中的一则通知写道：如果你受到神的带领，要归还偷窃的物品，那么，你需要知

道：公司已经原谅了你，并且希望你自行保管那些物品。 

这些人的内心和生活方式确实发生了彻底的改变！甚至世人都不知道该如何应付人们

生命中的觉醒。 

 

当我们开始查考约拿书这一章的时候，我曾经提到：它也是另一个改变的答案，那就

是一心传讲神的话语，从而让人们委身于神的心意。 

第一，承认所有已知的罪； 

第二，提高自己对圣洁生活的标准，不要作任何引起人们质疑的事情； 

第三，保持警醒，准备好随时顺服神，去做祂要让我们做的事情，不管那件事情多么

平淡； 

第四，在自己生活的圈子里承认基督。 

弟兄姊妹们，这种做法或许会在本世纪带来大的复兴。我知道，当我们坚持这样的个

人以及公开的生活方式，就一定会在我们自己的内心带来大的复兴。 

另外，我们从圣经历史知道，约拿的那一代尼尼微人追求神。他们的复兴不是只有区

区一个星期，而是一种真实的复兴，是有根有基的！然而遗憾的是，他们的子孙后来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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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偶像，约拿的讲道过了一百年之后，神最终对尼尼微施行了审判。不过，约拿那一代的

尼尼微人以及他们的儿女都相信了神！他们真心地认罪悔改，并且跟随神。 

总有一天，我们会在天堂见到他们。 

今天，亚述地区仍然有基督徒，他们的家谱可以一直追溯到古代的尼尼微。他们的信

仰开始于神对尼尼微的怜悯和默示，也就是神差遣约拿给他们的祖先传道、使他们悔改的

那个时候。7这是很有趣的事情。 

还有，我们要与尼尼微人一样。他们迷失在罪里，面对神即将来临的审判既无望又无

助；但是他们相信了神。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他们个人以及公开的生活方式。这也证明神

的恩典丰丰富富地浇灌在他们这些真正相信的人身上，就像我们真正认罪的时候临到我们

一样。然而，我们不可以到此为止…… 

• 我们要继续承认自己已经知道的罪。我们并不需要向神父告解，而是直接向我们

的天父认罪； 

• 我们要避免一切引起质疑的行为，不要让这些东西扰乱头脑，妨碍我们和基督的

相交； 

• 要持续地顺服圣灵——不管任务多么困难或者单调，都要对圣灵的工作和旨意保

持开放的心态； 

• 要把握耶稣基督所赐的每一次机会，当众为祂作见证。 

 

到目前为止，尼尼微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实际上，还有一个人对神有所保留，那就是

约拿！其他人都已经向神敞开自己的心，但是约拿的心仍然是封闭的。所以，我们满有恩

典的神在使用约拿传讲了祂的话语之后，将会开始解决约拿内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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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James Bruckner, The NIV Application Bible: Jonah (Zondervan, 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