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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青年人：真理是什么？
道格·巴契勒 牧师

一、彼拉多之问 ................................................................................................................ 错误!未定义书签。
二、真理是什么？ ............................................................................................................ 错误!未定义书签。
三、时间越久，错误越大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四、信念与信心不能决定真理 ........................................................................................ 错误!未定义书签。
五、可怕的文化洪流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六、圣经是真理的源头吗？ ............................................................................................ 错误!未定义书签。
七、真理使人得自由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八、真理带来真正的爱 .................................................................................................... 错误!未定义书签。
九、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十、为真理而站立 ............................................................................................................ 错误!未定义书签。
如果您正乘坐一架喷气式客机，飞越太平洋。这时机长突然在广播里，发布了一段奇怪的通知：“乘
客朋友们，下午好。我一直在和副驾驶交流，他坚持认为，我们的飞机具有潜水功能，他对此十分确信。
当然，我也很愿意尊重他的观点。因此，接下来，我们要试着将飞机冲进太平洋。再次重申，我的副驾驶
十分确信这架飞机具有潜水功能…谢谢您的关注！
”
听到如此愚蠢的通知，您还能坐得住吗？众所周知，喷气式飞机的功能，是由经过精确验证的空气动
力学原理所决定的。无视这些事实与原理，将会引发灾难性的致命后果。
然而，当论及用来指导人们的生活和人生方向的根本真理时，很多人却认为：只要内心真诚，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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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张都是正当有效的，都值得尊重并可以执行。这种用以确定真理的方法和态度，实际上无异于一场灾
难！事实上，它的灾难性后果已经多次被证实。
那么，是否只有一个绝对的真理，值得我们去相信并遵从呢？

一、彼拉多之问
耶稣在被交给罗马兵丁肆意鞭打并被钉十架之前，曾在巡抚彼拉多面前受审。这可谓是人类历史上最
引人关注的一段对话了——地上最强大之帝国的官员，质询宇宙主宰上帝之子的身份。
正当彼拉多审问耶稣时，他突然收到了妻子的紧急信件。在信中，妻子告诉他，自己刚做了一个令人
烦乱不安的梦。那个梦告诉她，耶稣是个义人。所以，她警告彼拉多说：“这义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
（太 27:19）
然而，愤怒的犹太领袖正急促的催逼着这位惴惴不安的巡抚，他们谎称耶稣煽动叛乱，应当立即被处
决。于是彼拉多将耶稣带到一旁，并问道：“
‘祢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
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
”
（约 18:37）
接着，彼拉多提出了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真理是什么呢？”
（约 18:38）显然，彼拉多满含讽刺，
且并未期待要从耶稣口中获得答案。当然，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彼拉多尖酸挖苦的态度。因为在
当时，罗马官员们似乎非常恼怒于帝国内的各种宗教、教派，以及在撒都该人、法利赛人、和文士之间的
教义之争。
最后，在暴徒的喧嚷声中，耶稣被拖走——就这样，彼拉多拒绝了那唯一能为他提供准确答案的人。
他向最重要的一位提出了最重要的问题，可悲的是，他并不想从耶稣口中得到答案。

二、真理是什么？
那么，
“真理是什么？”
（真理一词“True”可以翻译为真理、真相、事实、本质。因此，当问到“真
理是什么”时，它可以理解为：事实是什么，真相是什么？）在现今的文化中，当人们面对这一问题时，
大都会像彼拉多一样，因不晓得何为真理而苦恼甚至抓狂。因为在今日，各种各样的所谓“真理”层出不
穷。
于是，为了使这些“真理”共存，很多人便得出这样的结论：根本没有纯粹的真理，每个人都有他们
自己的真理版本。并且，面对这些不同版本，我们都当视之为正当有效。人们常常说：“或许你所认为的
真理，只是针对你个人，而我所相信的真理，也只是针对我。你认为不好的事情，我却认为是好的。所以，
根本没有什么绝对的真理。
”
在 18 至 25 岁的人群中，超过 80%的人认为，根本没有所谓的“绝对真理。
”对此，你可能会感到惊讶。
同时，或许还有很多同龄人会这样说：
“我们都为自己所处的时代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真理。”
（其实这一主张并不新鲜，早在公元五世纪，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格拉就曾主张：世界上根本 “没有
绝对的真理”。对此，亚里士多德说：“你这句话可以是对的，也可以是错的。这句话若是错了，你的论
点就不攻自破；但若是对了，那么这世界至少还有“没有绝对的真理”这项“绝对的真理”存在——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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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就推翻了你的论点。”
对于持多元主义的人而言，“没有绝对”就是他们的“绝对”，
“没有标准”就是他们的“标准”
，“没
有规范”就是他们的“规范”。然而，如果一个社会奉行“没有绝对的绝对”，再加是“没有标准的标
准”，又推崇“没有规范的规范”，其结果将会怎样？——只能是混乱、动荡与无政府状态。
）
很显然，这种思维模式本身就是错误的，并且会危及人们的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所以，明白
“何为真理“或“是否有绝对的真理”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决定自己“将要如何生活”、
“最终要成为谁”
的时候！

三、时间越久，错误越大
倘若你要从德克萨斯州与墨西哥的边界，向北极直线飞行，在起飞时如果偏离一度，那么在终点，你
会偏离目的地数百公里。
在较短的距离内，精确性不会显得那么重要。例如，你试图将棒球投进仓库的大门，如果距目标仅有
3 米，这并不难。你或许并未投中目标，但也不会偏离太远。然而，如果你在距离仓库大门 30 米的房子里，
透过敞开的窗户向仓库大门内投掷棒球，难度就会成倍增加，而此时的精确度便显得至关重要。
亚里士多德说过：
“在真理上，最初的丝毫的偏差，在日后将会导致数以千倍的差别。
”中国也有句古
话叫作：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真理与生活也是如此。倘若你对真理的认识有偏差，那么在短期内，可能
不会令你为此付上多大代价。但是久而久之，这一小小的偏差，终会在你的人生中酿成大错。并且时间越
久，错误就越大。因此，相信有绝对的真理极其重要，而明白“何为真理”，则会决定你能否成功的达成
人生的目标。

四、信念与信心不能决定真理
有人说：
“你信什么，什么就是真的。
”这可能会挑起争端，因为人们的观点各不相同，但很多人的确
是这么想的。例如：
你问某个人：
“圣经是真实的吗？”
他们可能会回答：
“是的，它是真实的。”
你再问：
“为什么它是真实的？”
他会说：
“因为我相信它是真实的！
”
难道我们的信念，以及对上帝信心的大小，能够影响甚至决定圣经的真实性吗？不！当然不能。如果
圣经是真理，那么惟独是因为它本身就是真理，而不是因为你我有什么样的信念或信心。不论你来自何方，
有何背景，对任何人而言，真理都是一样的。
印度教的神和基督教的上帝，不可能都是宇宙的主宰和创造主，不论这些教派的信徒多么诚挚，也不
管他们如何努力试着和睦相处，他们之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人们的真诚，决不能影响并决定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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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使你对之再怎么真诚，也绝不能使错误的变为正确。
一次，我驾车沿着加州的 40 号州际公路驶往德克萨斯。像很多男人一样，我并不想体验这次旅程，
只想尽快结束，于是我连夜赶路。半夜时分，我停在路边加油。重新上路之后，我感觉自己做得很不错，
很快会到达目的地。但几分钟之后，我开始注意到路边一些熟悉的地形和建筑。当看到下一个公路指示牌
时，上面并没有写着“东行 40 号州际公路”，而是“西行 40 号州际公路”。——此时的我，至少已经南辕
北辙了二十英里。但在大约 18 英里左右的时候，我还感觉有十足的把握，坚信自己正在驶往目的地，并
且很快会抵达。可是，我的这份错误的真诚与确信，永远不会将我带到德克萨斯，相反，它只能令我离目
的地更加遥远！
这便是为什么持有“因为我真诚地相信某件事，所以即使我错了，也能进入天国。
”之观点的危险所
在。
请容我做进一步的解释：在某些领域，真诚的确可靠。有时上帝不会计较我们的蒙昧无知（参阅徒 17:30
节：
“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监察。”
）祂有丰盛的怜悯，不要因为生活中的某一次跌倒而胆战心
惊，唯恐遭致上帝恒久的刑罚。上帝不会因为你在某一点上真诚地犯了错，而禁止你进入天国。

五、可怕的文化洪流
但问题是，这一对真理的误解，会导致你在未来的路上跌得更惨。有人以为：“上帝在乎的是：我是
否诚挚地相信。
”这样想的人，乃是行在危险之途。圣经说：
“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箴
14:12）这正是圣经对“相对真理论”的警戒。圣经还说：
“因为人所尊贵的，是上帝看为可憎恶的。”
（路
16:15）人因无知识而灭亡。
（何 4:6）
那些心存邪念之人——包括撒但在内——迫不及待的要利用相对真理论。他们是伪造真理的高手。我
们还应认识到，传播“伪真理”的最佳工具，就是文化。
在引人走向永远灭亡的战役中，难道还有比用文化传播更有效的方法吗？问题不是“撒但能否使用流
行的文化来传递他的信息？”而是“他为何使用流行的文化来传播他的信息？”这些文化之所以盛行，乃
是因为它通过多种渠道——电影、电视、广播、互联网、手机以及社交媒体——被人们广为接触。
在影视剧中，我们总能看到一些正义与邪恶对决的剧情。虽然在剧中，好人常常战胜了恶人，但这并
不代表观看这些影片是有益的。基督徒不能因为某个电影总的主题是善与恶的较量，就认为它是健康的节
目，尤其是当电影的其它剧情中充斥着欺骗、色情和暴力时。
此类真假参半的事物极其危险，尤其是当你接受了错误的那部分时。在世俗的影片中，或许掺杂了一
些真理的原则。有人曾说，你总能在垃圾箱里找到一些维生素。如果你从厨房取出一个垃圾桶，倒出里面
的垃圾，进行加工（消毒或再次加热等处理）
，你可能会发现一些有营养价值的东西。但是有谁会愿意从
垃圾箱里获取维生素呢？
可是，当下却有很多基督徒抱有此种观念，因为他们认为真理是相对的。他们辩解说：“一切都是相
对的”，
“你需要考虑当时的情形。”或许某位基督教领袖宣称，基督告诉你可以观看某部电影，听某种音
乐，因为在这些毫无意义的歌词中掺杂着“积极的思想”，但那并不代表上帝也赞成我们去观看暴力或听
歌手们低吟关于性和催情的内容。我们绝不能依照某个和他人一样受着文化辖制之人的主张，来断定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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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近期的调查表明，绝大多数青年基督徒认为，情侣可以未婚同居，这是当下流行文化传递给他
们的信息。难道这意味着上帝也是此种观点吗？不！圣经中关于性和婚姻的绝对真理，是毋庸置疑的。

六、圣经是真理的源头吗？
等等，我跑得太快了，得按下倒带按钮。你现在明白为何“绝对的真理”尤为重要了吧！但为什么道
格·巴契勒相信圣经是真理的源头呢？
你听过下面的对话吗？
“你要相信圣经。
”
“为什么？”
“你信就是了！不要问为什么，只要信。
”
如果你像我一样，听到这样的回答，或许会有些生气。对于第一次听到福音的人，这种回答的确是站
不住脚。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用证据和逻辑，来衡量是非真假，正因此，我才相信上帝的话是绝对的真
理。上帝之所以希望我们相信圣经是真理，是因为它在里面提供了证据。
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我并不想去相信圣经。某种意义上，如果没有圣经摆在面前，我可以肆无忌惮
地随己意而行，且内心不受任何谴责——我可以酗酒、抽烟、说脏话、偷窃。（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会没
有负罪感，上帝的圣灵其实会在每个人心里运行做工）最初，我对属灵事物的任何兴趣，往往都是基于可
以从中有所得、有所图。就如有一次我到印度教的克利什那神庙吟唱，为的只是能讨到一顿免费的午餐。
但问题是，我在圣经中发现了大量关于生命的证据。那绝非模棱两可的旁证，而是具体、可靠的证据，
它们表明圣经是可信的。
还有，圣经中的预言，也为我提供了证明圣经精确无误的最佳证据。上帝藉着众先知，在圣经中记下
这些奇妙的预言，而且它们最终都以惊人的准确性一一应验了。
例如，约在公元前 538 年，先知但以理曾发出预言：在波斯王下达最后一道重建耶路撒冷（当时的耶
路撒冷还是一片废墟）的谕旨之后，再过 483 年，基督便要作为以色列人的弥赛亚，开始祂在地上工作。
（但 19:24-27）
查考历史可知，波斯王最后一次出令重建圣城的时间是公元前 457 年。从这年算起，483 年之后，恰
是公元 27 年，而就在这一年，耶稣受洗并开始了祂在地上的传道救灵服务。
在预言发出的数百年之后，它得以清晰精准地应验。看到这些，你会意识到，那位从起初看明末后的
上帝，也必晓得何为“绝对的真理“。我没有太多时间来一一详述，但圣经中还有数百个预言也都准确地
应 验 了 ， 包 括 耶 稣 的 降 生 、 生 平 、 受 难 、 以 及 复 活 ， 这 绝 非 巧 合 。（ 更 多 证 据 请 访 问
http://qimiaozhenxiang.com/vdetail.aspx?id=17)
我也考虑过圣经能够经久不衰的本质所在。许多国家至今仍以圣经中的十诫作为立法的依据。耶稣也
是人类历史中被提及最多的人物。当然，耶稣称圣经就是真理，因此这值得我慎重考虑。（约 17:17）
5 / 8

版权归“奇妙真相”所有 www.qimiaozhenxiang.com 转载请勿删改
（世界各地每年发行《圣经》约为 6 亿本左右。迄今为止，
《圣经》已被译成 1900 多种语言。联合国
公认圣经是对人类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一本书。
）只要在互联网上稍作查询，这些信息就一目了然。因此，
你若果真质疑圣经的可靠性，我鼓励你去认真的检索一番。我相信，你定会发现，圣经是真实的——一旦
发现这一点，你将会面对人生中最重大的抉择：否认真理，还是尽心、尽性、尽意地接受并履行真理。

七、真理使人得自由
论到真理，耶稣在约翰福音 8 章 32 节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令人好奇的
是，圣经在多大程度上赞同这种有关真理的表述呢？耶稣曾说，我们若不晓得某些真理，就无法真正的敬
拜上帝：“‘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在心灵和真理中拜祂，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祂。’
上帝是灵，所以拜祂的，必须在心灵和真理中拜祂。”（约 4:23,24 根据英文 KJV 圣经直译）
可见，对待真理的态度，在圣经中居于首要地位——所以，如果耶稣和祂的门徒们分享的信息，是谎
言而非真理，就会令人感到极其不安。圣经甚至论到，真理的至关重要，连上帝都不能说谎。因为谎言不
能释放心灵，只有真理能使你得自由。
简单意义上讲，说谎的人是将被谎言囚禁——直到你能鼓起勇气说出实情。假若你欺骗了爱人，但其
他的朋友却晓得实情，你就不得不说服他们，要么使他们像你一样说谎，要么掩盖事实真相。于此同时，
你还必须牢记自己编造的谎言。一个谎言之后，需要更多的谎言来圆谎，那是一个糟糕的、令人紧张的困
境。所以，只有讲出真相，才能使你从这种窘境中得以解脱。
但真理所能赋予人的自由远非如此。圣经中真理本身，便能使人获得自由。如今，对一些青年人而言，
“教义”一词甚至已经被视为贬义词。但纯正可靠的圣经教义，却能以多种意想不到的方式，使你获得自
由。

八、真理带来真正的爱
因为真理，所以我成为现在的我，真理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我的改变并非基于教会中信徒的言行，
而是因为耶稣的真道。
“小子们哪，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真理上。”
（约一 3:18
KJV 英文直译）真实的神学，必然带来真实的爱。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非常痛恨上帝。虽然我不会告诉陌生人自己内心的想法，但我从小就认为：
如果真有上帝，好人会升到天堂，在那里弹奏竖琴；坏人会下地狱，在那里受永无止境地烈火煎熬——我
认为这样的上帝，简直就是一个虐待狂。
我恨祂——更确切地说，我恨当时所了解所认识的那位上帝。但那只是魔鬼的谎言，因为我不知道真
理和真相，所以魔鬼用谎言束缚着我。但最终，当我明白了有关地狱的真相时，是真理释放了我，使我开
始爱上帝，甚至也开始更好的去爱他人。
（关于地狱，推荐大家阅读这篇文章，
《地狱之火——揭开被扭曲
的真相》http://www.qimiaozhenxiang.com/adetail.aspx?id=1125）
可悲的是，很多基督徒不顾圣经的真理，却欣然去相信谎言。人不应以先入为主的思想去否认事实，
那样做是不负责且不成熟的表现。一个正直的人，要勇于面对事实与真相，并竭力的去适从真理。当你看
明真理与真相，就要让真理不断的进一步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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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试图以自己的感觉来断定何为真理。生物学家赫胥黎（Huxley）曾说过：
“真相并不会因为被忽
视而不复存在。
”
还有，如果我们渴望自己的生活和人生能有好的改变，那就绝不要去相信谎言——即或你感觉很好，
因为谎言不能造就我们。接受虚谎，永远不能使我们成为更好的人。当然，你或许能通过偷窃和欺压穷人
而致富，但与此同时，他人将遭受痛苦。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就是，在真理之中彼此相爱。
彼得前书 1 章 22 节说：
“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
此切实相爱（
“从心里”有古卷作“从清洁的心”
）
。
”
（彼前 1:22）千万不要忽视这一点。约翰福音 17 章 19
节补充到：
“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约 17:19）是真理使我们成圣。
我在自己的生活中，曾无数次见证了这一原则。我见过一些烟民，尽管他们知道吸烟等于慢性自杀，
却仍然拒绝戒烟。然而，当他们听说上帝非常爱他们——这一真理的时候，就请我为他们代祷，最后他们
都戒了烟。
或许你的问题不是抽烟，但真理能使你生活中的很多领域发生巨大的变化。上帝的真理带有意想不到
的能力，而祂的灵则能激发那种能力。倘若耶稣是真理，是纯洁的，那么，你若效法耶稣，就是在追随真
理，也会变为纯洁。

九、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
你认为被青年人引用最多的经文是哪节？或许你会想到约翰福音 3 章 16 节，但是你错了。
（本应该是，
但却不是。
）事实上，是马太福音 7 章 1 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
为什么整整一代人都喜欢引用这节经文？因为你若质疑他们所信的，他们就会回答“不要判断我，你
信你的，我信我的！
”这是一种对经文最糟糕的滥用，试图使人不去面对真理。
但圣经告诫我们要分辨何为真理，且要仔细地分辨。圣经说：你们将来甚至要审判天使，那么，为什
么就不能判断这彼此相争的最小的事呢？（林前 6:1-3）我们不应判断人，或者说他人内心的想法。但我们
却完全可以判断何为真相、何为真理、何为是非对错。
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本不该判断任何人，因为当你断定这个人对、那个人错的时候，你往往并不是
在判断何为真相与真理，而是在判断这个人情感的真诚性。我们不能判断他人的情感是否真诚，但同时，
上帝要求我们不要做婴儿，而是“要在心灵和真理中拜祂，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祂。”（约 4:23 KJV 直译）
——上帝正在寻找那些不以某种情感上的迷信色彩来敬拜祂的人——祂希望我们敬拜祂是因为在真正的
认识祂，且相信祂就是真理。
我们也不要创造自己的真理。这不符合真理合理的定义。圣经记载，到末后，上帝将允许人相信谎言，
“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
”
（帖后 2：10-11）固此，上帝将允许他们行在自欺欺人的路上。
但愿我们彼此帮助，不要沦为此等人。
我们的工作乃是要查明何为真理，以便为此而站立，这意味着要阅读并研究圣经。我们要明白何为真
理，以便为其他寻找真理的人提供准确的答案。
保罗在使徒行传 17 章 11 节论到了庇哩亚人说：“这地方的人贤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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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思想很开明，但并非什么都接受）因为他们同时“天天考查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他们
每天要分辨听到的道理是否符合圣经。他们并未闭上眼睛，带上眼罩，而是寻求真理，拒绝活在迷雾疑云
的天真谎言中。

十、为真理而站立
或许你像我一样，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真理罗盘，正被世上的“磁铁”吸引而偏离了方向。我们往往知
道哪里是北，但我们的思想却受到了世界上各种声音之力场的影响，即使整个基督教界都在说：“这是怎
么了？我们不要对这条真理太认真。
”如果你放弃自己的态度和判断，随波逐流，结果便是淹没在虚假和
混乱之中。
反之，如果你渴望去到某个地方，并在那里寻得一个稳固的根基，达到一个关键的地步，以清楚地知
道真理，并为之站立。那么，惟有圣经，它能帮助你、满足你内心的需要：
“主耶和华啊，惟有祢是上帝，
祢的话是真实的。
”
（撒下 7:28）
这就是为什么我呼吁大家为真理而站立。上帝不仅仅希望我们坚信真理，更要为真理而站立。沙得拉，
米煞，亚伯尼歌选择遵行上帝的诫命，因为他们知道那是真理，上帝说：不可敬拜偶像！尽管众人都跪拜
那金像，但他们却立在那里，毅然不拜。
（详见 但以理书 3 章）这样做并不受大家的欢迎，这种行为或许
会导致某些 QQ 好友与他们绝交。但他们却依然坚守真理，不计后果。
在今日的世界中，像你们这个年龄的人，大多会拒绝与任何人相似。但我想让你明白，你无需为坚守
真理而道歉。我们往往努力要博得他人的认同，并试图宽容每一种愚蠢的观点，于是很多人就变得对真理
漠不关心。当然，尊重他人的自由，并宽容他们的观点并没有错。但是你无需尊重并宽容谎言，反倒应该
永远为真理而站立。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确知何为真理。你要清楚，真理并非流动的河流，或涨退不定的潮水。真
理乃是磐石，我们当乐意在其上建造。耶稣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
磐石上。
”
（太 7:24）我们信心的根基——耶稣——永不改变。真理是绝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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