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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详述清教徒牧者如何处理灵命的荒凉和忧郁 

身为牧者的清教徒 

一 灵命荒凉和忧郁的境况 

1.不能感受到神的同在 

2.缺乏恩典同在的力量 

3.不愿得着眼前的安慰 

4.缺少确据，对将来恐惧 

二 造成灵命荒凉和忧郁的原因 

1.圣灵 

（1）出于主权 

（2）让我们知道我们要依靠他 

（3）促进我们里面基督徒的恩典 

（a）信心，(b)谦卑,(c)确信,(d)祷告,(e)敬畏神 

（4）削弱罪，预防罪 

（5）惩治大大显明的罪 

(a)不尽责任,(b) 得罪所蒙的光照,(c)很久之前的罪,(d)虚假的信心

和骄傲,(e)让圣灵担忧 

（6）保守我们与他相近 

（7）好使我们可以帮助别人 

2．我们自己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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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神忧郁 

（2）不受圣经控制的虚假思想 

（3）不受圣经控制的人的感情 

3．撒但 

（1）是他做的 

（2）他为什么这样做 

（3）他是怎样做的 

(a)利用属肉体的思想（在看待圣经，神，罪和恩典方面）,(b)利用

良心的罪疚感,(c) 利用人的感情 

（4）他是在什么时候做的 

三 如何医治灵命的荒凉和忧郁 

一些安慰的基本原则，一些指引： 

（1）飞奔到神面前 

（2）信靠神 

（a）信靠他的儿子,(b) 信靠他的护理,(c) 信靠他的应许,(d)其余

皆不信靠,(e)如何这般信靠 

（3）正确看待知罪 

(a)过度为罪忧伤的时候,(b) 过度为罪忧伤的原因 ,(c) 恢复到一

种正确、平衡的为罪忧伤的原则,(d)保持这样的指引 

(4)在这一切事上尽自己的本分 

(a) 努力赞美神，多于努力求解脱, (b)为神过去成就的事赞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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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做好自己“首先要做的事”，(d)不能做你想做的事，就做你能做

的事 

  



来源:古旧福音 https://old-gospel.net/ 

6 

 

身为牧者的清教徒 

尽管这句话听起来可能很是得罪人，但对于十六十七世纪英格兰

的清教徒来说，教牧工作绝非好像我们今天大多数情况下的那样，成

了一种轻松不定的事情。 清教徒并不把牧养探访当作是一种普通，

或者有利于社交的事情，而是把它看作是一件神圣和真正的工作。大

部分的清教徒牧者采用四种方法行使他的牧养职能，就是进行要理问

答训练，辅导人，安慰人，和他的会众一起进行特别的个人敬拜。 

在进行要理问答训练方面，牧师和（或者）他的助手轮流探访属

于他的教会的每一个家庭，采用广为人采纳，针对教义和实践神学所

作的问答方式，对他牧养的会众成员进行考察。会众可以从书本或者

小册子上学习到要理问答，或者从讲坛上熟悉的教导“吸收” 要理

问答。也许这种工作方法最佳，最出名的例子就是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在基德明斯特（Kidderminster）教区所作的事奉了。巴克斯特

在其所著的《改革的牧者》一书中具体阐述了清教徒要理问答训练的

理论和实践做法。巴克斯特总是强调，在英格兰各处，只要有清教徒

的影响，这都是和人正确使用这种方法密切相关的。在这本书的前言

中，巴克斯特举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例子，表明他感到当前这种工作

是很有必要： 

我每天不得不感叹。我们很多的会众是多么可悲地一无所知。依

我看，这些人是在这十年或十二年间努力听我讲道，而我是尽力讲得

清清楚楚！有一些人不知道三位一体中的每一位都是神，不知道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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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神也是人，或者他是带着他的人性往天上去了，或者很多类似这些

和我们信仰息息相关的原则。是的，一些不断来参加私底下聚会的人

是极其无知；用一个钟头近距离教导他们，私下相处，他们看来是比

他们从前一辈子的功夫学习的明白更多，更能接受。 

他继续勾画出他和他的助手在进行要理问答训练时循序渐进的

方法： 

我们星期一和星期二几乎是从早上到夜晚做这个工作；除了在教

堂范围内另外一位助手用一个星期对十五或者十六个家庭进行要理

问答训练，我们还用一年时间走遍教区（进行要理问答训练），这个

教区有超过八百个家庭。 

巴克斯特回忆说，他甚至敦促共和政体时期议院的议员为每一个

教区会堂设立一位“要理问答助手”，特别专职这项工作。 

清教徒牧者的辅导工作主要是为那些受到困扰的基督徒，以及那

些还没有相信，但知罪，寻求更多了解得救之道的人解决良心上的问

题。对于第一种人，就是那些受到困扰的基督徒，人会注意到，很有

意思、很重要的是，敬虔的清教徒是多么经常在灵里受到困扰，他不

是对他正在做，正在想的事情是否合乎神的律法，就是对他教义观点

是否严谨感到不安。灵里进深，受到良好教育的人的一个不变特征就

是他们心急迫切，不容许任何他们知道的罪继续在自己的生活中不受

挑战，并渴望在其信仰思维的方方面面高举神的真理。这种对行为，

教义和灵性立场可能犯错的敏感是清教徒会众的一个特征。巴克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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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巨著《基督徒指引》是一本厚厚的关于辅导的书，讲述了几百个关

于基督徒生活的问题，使人可以洞察清教徒牧者全面深入处理这些问

题的能力。 

关于尚未归正之人知罪的问题，这是清教徒牧师和传道人刻意要

培养的一种灵性方面的经历，他们认为这样的“生产之痛”是新生的

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是真实表明了属灵生命在人心内的开始。一位清

教徒“名人”，就是科特林地方的罗伯特·博尔顿（Robert Bolton），在

一本多多论述这些问题的书中这样写道： 

这是让人从黑暗转向光明，从撒但的权势之下转向神的唯一正确

持久的方法；所有真诚委身，在他们的事奉中服事神，拯救灵魂的属

神之人，以及建造教会的工头，都是遵循这同一条道路，就是：首先，

用律法击伤，然后用福音医治。我们一定要在主面前自卑，然后才能

被举起升高（雅 4:10）。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我们在灵里是瞎眼，被虏，

贫穷的，然后我们才能真心寻求被光照，以致得救……在蒙恩之前，

人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悲惨，大声说，“我不洁净，我不洁净”，然后

洗净污秽的泉源才会打开……包扎之前，内心必要被破碎。 

我们大可以这样说，清教徒牧者对待这样的情形时，是既擅长让

人生出，并促进灵魂的痛苦，也擅长解除真基督徒灵魂的苦痛。当代

人因为忘记了清教徒传道人和牧师医治的事工，以致他们以为清教徒

讲的全是西乃山，而加略山是没有位置。例如，博尔顿本人传讲福音

的平安，就像他传讲律法的可怕一样火热有力，他使用两个极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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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原则”来辅导“正确谦卑下来”的基督徒。他说，一样是在懊

悔信徒“之外”的安慰原则，就是神的怜悯，对此他写道： 

神的怜悯就和他自己一样是无限的：我们所有的罪，在数目和本

质上都是有限。有限和无限无法相比，没有可能去作抵挡。所以，尽

管你的罪如此恶劣，如此数之不尽，然而（对于你这有一颗真正破碎

的心，渴望基督，把自己完全投入他里面，无伪地定意要有新的顺服，

为将来荣耀事奉他的人），［你的罪］在神的怜悯面前，远远无法与一

粒小小的火星被投进无边浩瀚的海洋相比，是绝不能抵挡，站立的。 

博尔顿的另外一样伟大的安慰原则是“在我们里面”的，就是渴

望蒙恩的真正愿望，对此他引用一位清教徒同仁的话说： 

我们对恩典，信心和悔改的渴慕，就是我们渴慕的这些恩典本身，

至少就神的接纳而言是这样的；他接纳我们的决心，把它当作实际行

出的事，接纳我们的心愿，把它当作行动。 

清教徒牧者安慰的工作也可以被归结为这最后一条，其最显著的

特征就是它符合圣经不加改变，实实在在如信条一般。清教徒是心灵

医生，非常熟练，不会含糊不清，全凭主观，让内心焦虑之人带着不

定的盼望去抓住不定的稻草。他们相信圣经中神的话语是全面的，足

以涵括人的各样基本情形和需要，他们对圣经很熟悉，以致可以带着

负责任的权柄，用可以得着的药膏涂抹那被揭露出来的伤口。他们也

是头脑清晰，讲求逻辑，大胆无畏，足以有条不紊把受困扰信徒的光

景陈明在他面前，安静清晰地让“病人”明白他具体受到困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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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出于何处，解决之道在哪里，就这样，人就被调转，离开次要的问

题，离开对那仅仅是症状的东西的纠缠，去到他真正的需要，以及正

确解决他在这光景中面对问题的方法那里。对于这一切，布里奇

（William Bridge）所著的《灰心的人振作起来》提供了极佳的范例，

在本书中我们将要看到清教徒对待整个问题的彻底解决办法。 

最后，清教徒牧者与特别的家庭，或者他牧养的聚会中的一群朋

友一同进行特别的个人敬拜，这也是他牧养事奉的一个组成部分。引

人注目的是，这些主要是以在私下进行全日禁食和全日感恩的形式进

行的，例如海伍德（Oliver Heywood）详细的日记就是满载了参加这些

活动的记录。以下这个例子几乎是随机从他其中一本日记挑选出来的： 

星期五：在我妹妹家中我们度过了一天禁食和祷告的严肃会。神

奇妙帮助，有相当多的人参加。斯塔齐先生作祷告，我讲道，祷告有

四个钟头。哦，我的心是何等燃烧！ 

我在本书接下来的地方，不打算更广泛地论述清教徒的牧养工作，

而要取一个实例，详细表明他们在这方面的属灵天赋才能。再也没有

什么能比清教徒医治因各样灵命荒凉而受苦的基督徒更能充分凸显

其教牧神学的全面才能了。人认为最严重的灵性消沉，就是清教徒作

品所说的灵命荒凉，我们现在就要来看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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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灵命荒凉和忧郁的境况 

按照清教徒对这个题目的论述，灵命的荒凉尽管有很多表现形式，

却是最主要由不能感受到神在爱、恩典和能力中与信徒的同在引起的。 

这一段灵里忧郁的时期（使用清教徒常用的说法，就是“心灵的黑

夜”，“心灵的冬季”），经常被称作是“灵命荒凉”。就像我们将

要看到的那样，这种荒凉并不是说神真正离弃了选民，这个词而是形

容在人这一方的经历，就人而言，基督徒没有了对神的同在，在其中

蒙眷顾有分的“活生生”的感觉。尽管严格来说灵命荒凉是灵性忧郁

的一种特别，极端的形式，但这种经历如此普遍，这问题如此复杂，

以致在清教徒的论述中，这两个词通常是同义的。所以在本文中，“忧

郁”和“灵命荒凉”常常是互用的。 

首先要确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基督徒可能遭遇灵命的荒凉，

遭神离弃：这里是说真是一个基督徒的基督徒，而不是一位后退的基

督徒，或者一位隐藏的罪人，或者“小信”的人。古德文（Thomas 

Goodwin）写了他的名著，《在黑暗中行走的光明之子》来论述它的主

要教导：“ 那真正敬畏神，顺命于他的人，可能落在黑暗，不见光

的境况之中；他可能行经这种境况有数年之久。” 克理斯朵夫·鲁孚

（Christopher Love） 在他所著的《恩典，其实在，长进和不同的程度》

中坚持说，这种情况甚至会发生在一位坚强的基督徒身上： 

“一个有恩典力量的人，可能还会缺乏恩典的安慰。恩典的力

量……并不让人免除从魔鬼而来的试探，或者从神而来的离弃。有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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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的力量，却没有恩典的安慰和证据，这是一条不容置疑的准则。一

位光明之子可能有一段时间在黑暗中行，尽管他心中有圣灵动工的恩

典和加增的恩典，然而他却可能缺乏喜乐油，尽管他是已经得到恩典

宝贵的膏抹。” 

约瑟西蒙斯（Joseph Symonds）在他所著《灵命荒凉之人的实例与

解决之道》这本无价的书中认为，新约和旧约圣经都是清清楚楚教导

了这条原则。他写道： 

“这是圣徒的经历……去问问大卫，你只要一靠近他身边，就会

听到他在叹息，抽泣，痛哭，高声大喊；但他说什么，是什么令他如

此愁苦？他会告诉你，诗 22:1，‘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

我？’ ……然而……在这里大卫是基督的预表，他自己只不过是基

督愁苦的影子。大卫只不过是浅尝了基督后来更深深喝下的苦杯……

从那时起这杯就被传开去了，所以很少人是尝过生命的水，却没有也

喝过玛拉的苦水……很少人能说他们曾经找到基督，却不会说他们常

常失去他的踪影的……我倒要说，锡安忧愁的人可以发现这令人不安

的光景，是可以与恩典共存的。知道你的深水之处是可以渡过，你的

病情是可以得到医治，这真令人安慰；其他人曾经走过这艰难的道路，

现在是在天上；其他人曾经历这些风暴，然而却安全抵达了那应许之

地。” 

很多论述这个题目的清教徒作家，包括上面提到的那些人，举了

约伯（伯 13,16, 19, 31 章），亚萨（诗 77 篇）和希幔（诗 88）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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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圣经记载的圣徒灵命荒凉经历的例子，让我们知道，正如曼顿

（Thomas Manton）细致观察的那样：“基督定规这些境况是合理的，

是与恩典一致的。这是一种疾病，是跟随着王的后裔的，敬虔的人比

邪恶和属肉体之人更容易有这样的光景……那些从来没有感受过基

督的爱的人……是绝没有这样的苦难。’同样是曼顿，他勾画了这些

灵命荒凉经历的一些形式，告诉他的读者，有一种真正的离弃，也有

一种看上去的离弃；有内在的离弃，也有外在的离弃；有失去安慰的

离弃，也有失去恩典的离弃；有为管教而作的离弃，也有为教训而作

的离弃；有感觉得到，也有感觉不到的离弃；有全部的，也有部分的

离弃；有暂时的，也有永远的离弃。这些用斜体字标明的离弃是我们

目前要讨论的话题，本文是更详细论述这样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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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能感受到神恩惠的同在 

在这种经历的表现形式当中，最突出的就是不能感受神的同在。

正如古德文所说的，一个人可能会缺乏“所有神恩待他的当前可以感

受得到的见证；他看不到有一样东西，是能给他关于这一点的当前可

感受的见证. . . . . .那一般来说显明这些见证的光照，明显是从他身上

被夺去了。” 

约翰威尔斯生动描述了这种经历能给一个基督徒带来的灵命极

端荒凉： 

“这样，对于一位蒙恩的人来说，基督没有了，妻子就不算得什

么，儿女就不算得什么，房产就不算得什么，朋友就不算得什么，一

切都不算得什么。一个可怜的信徒会问，我还有什么呢？ 如果是一

无所有，那么现在他自己的感受也是一无所有了。啊，基督是他的一

切，结果基督没有了......一切都随着他没有了：平安没有了，喜乐没有

了，安慰没有了，盼望没有了，信心没有了，是的，在他心目中天堂

也没有了，此时他一切的享受，除了渣滓和狗食，垃圾和昏沉，还有

什么？” 

  



来源:古旧福音 https://old-gospe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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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缺乏恩典同在的力量 

这种忧郁的第二种表现形式就是在属灵恩典和能力方面的软弱。

薛伯斯（Richard Sibbes）如此描述这种情形： 

“他们找不到尽神圣责任时从前得到的帮助……他们发现自己

的心封闭，不能像从前更大大得着神的灵的时候那样祷告；他们发现

不能用从前的忍耐承受苦难……当我们听到神的道，不像过去那样欢

喜，受益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就来了。当他们发现来到神面前，与他

有神圣的相交，然而却感受不到从前感受的那种甜美滋味，对圣餐的

享受，他们得出结论，肯定神是掩盖了他的面。” 

正如布里奇在他所著的《灰心的人振作起来》中认为的那样，这

种忧郁让人如此灰心，人心可能“拒绝尽责，把当前应尽的责任也抛

弃了。” 布里奇是非常宽容地对待这种情况，明白这是因为人绝望，

而非故意：“一个好人，蒙恩的人，他的灰心也会到如此极端的地步，

这是有可能的。你可能会觉得奇怪，我会在那位圣人耶利米身上找到

这样的例子；然而如果你去看耶 20:7-9，你就会发现情况确实如此……

那时，他真的下定决心，不再奉神的名传道，而这是他的责任，是他

从神那里领受使命要这样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