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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十字架与治死 
1. 前言 

前面我们在思想《罗马书》七八两章时稍微提到，

“钉十字架”与“治死”这两个词 述的是两个截然不

同、且在时间上分开的行为。我们现在想深入地来思想

这一主题，想知道 神藉着它们要跟我们说什么。 

《圣 》总是让我们看到这一重要的事实，即憎恨

与厌恶任何形式的罪恶是一个重生之人的标志。神的话

语，一方面将我们指向主那奇妙的爱，这爱也应更多成

为我们生命的特征；另一方面它向我们显示，恨恶罪恶

是新性情的一部分。诗人说：“我却恨恶一切假道”，

这向我们显示他是多么恨恶一切敌对 神的事。这样的

历我们同样也应靠着祂的恩典去拥有。我们亲爱的主

能说：“我为祢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愿 神喜

悦，为这一事实赐给我们正确的理解力。我们应诚挚地

求主，愿祂使用这篇文章里的思想，赐给我们对“钉十

字架”与“治死”这两个行为有更好的理解。这篇阐述

可能不是特别吸引人，但是却更有必要与贴近我们的现

实生活。而这也正是《圣 》的目的。它被赐下不是为

了取悦我们，而是为了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

学义。若我们做个统计，我们可能发现使人归正的 文

有与教训相关的 文三倍之多。这一点向我们说明，我

们是多么常常需要归正。 一个信徒都应有哥林多后书

6:10 的 历：“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同样对

于已犯的罪我们也当应用这节 文。若我们不因认识了

罪而忧愁，而是轻忽罪恶并漠然走开，那么对主耶稣信

靠的仰望也不会让我们喜乐。今日信徒们所炫耀的快乐

真是很肤浅。这快乐常常出于感觉，如同主耶稣在马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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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 13:20 节的比喻中所显明的。我们亲爱的主愿我们

拥有祂的爱，祂的喜乐和祂的完全平安。这三样是灵的

果子的一部分（加 5:22），并且在登山宝训中被强调。

主耶稣不仅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

彼此相爱”（约 13:34），而且也说：“你们要常在我

的爱里”（约 15:9）。之后祂说：“这些事我已 对你

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

乐可以满足”（11 节）。此外：“我留下平安给你

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约 14:27）。圣灵从基

督那里领受一切（16:14）。因此我们读到：我的爱，

我的喜乐，我的平安。真正的喜乐则是发自内心。 

 

2. 钉十字架 

我们就先来思想“十字架”或“钉十字架”这个

词。这个词在原文中指的是一根直立的杆子，就我们从

《圣 》所知，主耶稣是死在这样的一个杆子上面。今

日基督教的“十字架”，其实是来源于异教。同样汉语

中“十字架”这个词让人以为是两根拼成十字的架子。

然而这与《圣 》不符——我们应谨慎，以免偏离《圣

》。这个从异教拿来的十字形，然后通过基督教与我

们所爱之主的钉十字架相联，应让我们伤心，神的孩子

应为这一不实的十字形来代表我们所爱之主所钉的十字

架，有一个圣洁的恨恶（约 3:14; 民 21:8,9）。 

我们亲爱的主被钉十字架，属祂的人也被视为与祂

同钉十字架。这一点我们在加拉太书 2:20 读到：“我

已 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随后读到：“现在活着的不

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

着，是因信 神的儿子而活；祂是爱我，为我舍己”。

但是我们没有同基督被留在祂钉十字架的形状上。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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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有对复活的强调：我活着，基督在我里面活

着。一方面我们与祂同钉在十字架上，另一方面我们现

在与祂相交在复活中、在生命中。主耶稣曾说：“一

（或作：这）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

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发生在复活的时候。

在祂受死之前主耶稣是独自一人。在祂复活之前，属祂

之人如同在果子中沉睡的胚芽。我们的存在与我们的团

契，在新生命从果子里发出来才有。属祂之人与祂的关

系可以这样来 述。若我们被算为蒙召属耶稣基督的

人，那么我们就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加拉太书 5:24

强调这一点：“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 把肉体连肉

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然而这封信里的这

两句话我们必须加以分别。“我已 与基督同钉十字

架”这句话是被动的，因而表达一个由 神所作的状

态，对此信徒没有作什么贡献；然而“凡属基督耶稣的

人，是已 把……同钉在十字架上了”这句话指的是信

徒方面的行为。因此期待一个没有得救之人去钉自己的

肉体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

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也要注意，这里不

是说：“他们正在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通过这句话

的时态非常肯定，这是一个基督徒在过去所作的事情。

因此去说“你要把肉体钉死”是错误的，因为《圣 》

上说：他们是已 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了。对此有一个

正确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这节 文也没有说，这仅是

一些信徒所做过的，而是说所有在基督里的人都做过

了。因此这也应是 一个重生之人的状态，它是 一个

信徒的 历。是的，我们的过去有一个历史，它叫做：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 把……同钉在十字架上

了”。这一行为可以追溯到我们当初认识基督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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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我们在祂的慈爱中被救活的时候，那时我们接待了

主耶稣，信靠祂的工作，并且否认了自己。这包括所有

“属基督耶稣的人”。藉着这一个明显的基督徒应有的

特征，我们有一个严肃的自我察验的机会。若这样的自

我判决还没有发生，那么就与基督和祂所成就的工作还

没有任何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从中学到，神

在祂的圣徒与世人之间做了一个清楚的分别——并且到

今天 神没有将其除去。因此圣徒要与世人有别。在一

个得救之人与一个没有得救之人身上必须有一个可见的

极其清楚的区别。因此我们现在明白，在给加拉太人的

信里，在提及一个被动的状态之时也提到了一个主动的

状态（“已 与……同钉十字架”和“是已 把……钉

在十字架上”2:20; 5:24）。我们在罗马书 6:6 也读到类

似的思想：“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祂同钉十字架，使

罪身灭绝（原文作：不起作用），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

仆”。这里说：“我们知道”，不是：认为，希望或愿

望。不是说：我们的旧人将要和祂同钉十字架，而是已

和祂同钉十字架！目的是：“使罪身灭绝”，即不起

作用或者被排除在行动之外。可能这里举一个例子能帮

助理解。如果我们把一只狮子捆绑，用链子拴住，从而

使它不能自由活动，它就不能再进行自己本来的活动，

我们这里就有了一幅“同钉十字架”所 述的状态的画

面。上面的这节 文没有说，罪身归于无有了，或者被

除去了，而是罪身被钉十字架已发生，目的和目标是让

罪身不再起作用。我们要区别，已 发生的事和为此所

要达到的目标。在此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个目的。我们

不应再作罪的奴仆。如同在加拉太书第二章那样，这里

的被动之后是一个敬虔的生活作风。“我如今在肉身活

着，是因信 神的儿子而活”。旧人被同钉十字架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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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角度来说是敬虔生活的根基。 

在加拉太书 6:14，我们读到另外一个与钉十字架相

关的被动的句子。因此我们得到了不同的视角。在 一

封书信里，我们都有一个特定的视角。因信称义是《罗

马书》的特别思想。在这两封信里，水礼作为我们现在

所思想主题的一个预表都被强调。在罗马书 6:4 我们读

到：“我们藉着洗礼和祂一同埋葬，归入了死”（原文

直译）。洗礼是一个引向死亡的预表。只是埋葬是从复

活的角度来看的。在基督身上是这个顺序：生，死，埋

葬，复活。一个顺从的地上生活之后是受死，然后被埋

葬，最后是复活。但是作为信徒我们首先同祂在复活中

联合，然后是埋葬，接着是死与一个顺从的地上生活。

水礼象征着死与复活到新的生命之中。使徒在加拉太书

6:14,15 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法律赛人非常

喜欢自夸。但是对保罗来说，如果他没有值得夸口的东

西，他就不会夸口。“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

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 钉在十字架上。

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作新造的

人”。因此，不论是外邦人的世界，还是犹太人的世

界，对他来说界线也定。“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

界已 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 钉在十字架

上”这句话，对比刚刚所思想的那节 文：“凡属基督

耶稣的人，是已 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了”，又显

示了一个新的视角。我们看到基督徒的两个敌人。一个

是肉体，另一个是世界。然而“ 神快要将撒但践踏在

你们脚下”（罗 16:20）——世界，肉体与撒但。“凡

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 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

在十字架上了”。他们已 做了，从而不给肉体留丝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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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空间，邪情私欲——肉体的本质，也不例外。译

作“邪情”的一词在希腊文原文中指的是“情感”，然

而它并不包括属 神的愿望，而是从肉体中生发的感觉

与欲望。我们永远不要爱惜亚玛力人上好的东西（撒上

15:9,15）。 

同样在加拉太书第六章，我们读到世界被钉十字

架。这告诉我，世界对我来说成了渣滓，反之亦然。谁

被挂在十字架上，谁就不受他的敌人敬重。在东方国

家，以前奴隶是被挂在木头上的，这在当时是最为羞耻

的刑罚。从属灵角度去看的话，这意味着：一个美丽

的、高尚的世界因着被钉十字架，对来我说就如同一个

奴隶，被定了死罪，挂在木头上。“世界”这个词也可

以指“妆饰”或“装饰”。在这方面我们应想到，因为

如果这样翻译的话，这句话是说：“因这十字架，就我

而论，妆饰（或装饰）已 钉在十字架上；就妆饰（或

装饰）而论，我已 钉在十字架上”。显然这样的译法

意味着对于一个信徒来说，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的

一切属世的美丽的与高尚的东西，应被视为渣滓。信徒

在世是寄居的，因此他既不能住在豪华的宫殿，也不能

身着奢侈的服饰。我们思想这一主题，为要对我们的现

实生活有用。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如果没有活出上

述的见证，他的声称就会令人质疑。但是去论断他不是

我们的事，因为主自己知道，谁是属祂的。然而我们的

责任是，应该知道，一个基督徒应是怎样的以及不应是

怎样的。在承认一个人是基督徒时，我们必须极为谨

慎，因为上述的思想向我们说的非常清楚，神的孩子应

显明什么，以及对此如何识别：“凡属基督耶稣的人，

是已 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那么，一个信徒怎能再任由他的肉体呢？我们在加拉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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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5:25 接着读到：“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

灵行事”。我们承认，我们的肉体对属灵的事没有任何

用处，在洗礼中象征性地将其埋葬，如同我们靠着圣灵

得生那样，我们也想如此行事。若旧的生命改变了，那

么旧的行事也应改变。凡属基督并把肉体同钉在十字架

上的人，不能再顺着肉体行事，因为他们不再有权这样

去做。与世界一模一样，对于一个 神的孩子来说，不

应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一个 神的孩子不应再是属肉

体或者体贴肉体的人。若是这样的话，那么他就是把以

前所拆毁的，重新建造（加 2:18）。神已 作了分别，

并且祂的话：“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

轭”（林后 6:14）应触及我们的心。信徒应和一个在基

督之外的人不同，也应与他之前所处的状态不同。钉十

字架发生在过去，不能再重复。然而，如前文所述，钉

十字架还不是死。肉体还活着，即便被钉在十字架上它

的活动受到了限制。但是钉十字架的目的与目标是死。

尽管这是两个不同的视角，但却紧密地相互联系。无

疑，圣灵选择这个画面，来给我们一个教训。在钉十字

架时，常常是钉住被判死刑之人的手和脚。这样被钉的

人或许还能移动一下，但是 一次移动都会给他带来很

多痛苦。同样被钉的肉体仍能活动，但是它的活动自由

与效力受到了限制。如同罪犯那样，它被定罪，藐视与

弃绝。肉体是罪的中心，因此 上说：“所以，不要容

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罗 6:12）。一个被定罪，

被挂的奴隶不能作你们的王！这里还有一个思想：当你

们初到基督那里时，你们定了你们肉体的罪。难道你们

没有做吗？那么你们为何到基督那里呢？若可以让肉体

改良，就改良它；但是若它不能改良，那么就当信靠主

耶稣基督。因此这里我们有一个信心生活的开始，有一

(c) 2019 heshallcome.com All Rights Reserved



- 24 - 

 

个对在属肉体里面有什么好的东西的完全否定。所以对

待肉体无有他法，唯有将其完全定罪，钉在十字架上。

从那时起它就被定为有罪，挂在十字架上，等待它藉着

死的得赎。 

 

3. 治死 

在思想了“钉十字架”之后，现在我们来思想“治

死”这个词。对此我们受到了劝勉。《圣 》对这两个

行为做了分别，因此我们也必须对其分别。治死是继续

钉十字架所开始的事情。 上不是说：“凡属基督耶稣

的人，已治死了肉体”。而是告诫我们，我们现在的责

任是去治死它。钉十字架是在过去。治死却是我们当下

的任务。希腊文原文为此使用了两个特别的词，一个我

们在罗马书 8:13 找到：“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

死；若靠着圣灵治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我们由

此看到，肉体还没有死，它还活着，因为已死的，不能

再被治死。藉此我们应认识到，一个信徒的生活是一个

不断争战的生活。然而基督所成就的工作是胜利的保

证，神圣灵的工作为此赐下能力。“因为情欲和圣灵相

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

做所愿意做的”（加 5:17）。肉体的欲望要被治死，从

而使它不能得到满足。肉体还试图去活动或自作主张，

这些行动我们必须察觉并将其治死。在这方面我们的不

足是多么大啊。圣灵告诫我们：将治死持续下去！现在

我们被告知原因：“因为凡被 神的灵引导的，都是 神

的儿子”（罗 8:14）。在此之前我们读到，被圣灵引导

的这一状态，见证了我们不再处于律法之下。这里我们

现在另有一个见证，即靠着圣灵的引导，使治死身体的

恶行得以发生。我们因此学到，我们在地上不应过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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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的生活，而应过一个争战的生活。一个信徒的生命

不仅结果子，而且在消极的方面要去治死它。对《圣

》的不全面理解误导了很多人。这两个视角我们一定

要注意。今日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你的肉体已被治死

了；或说：你和你的肉体脱离关系了。这样的说法我们

在《圣 》里面找不到。因为它对我们说：你所钉十字

架的身体，要治死它的行为。有些行为，只需我们去做

一次，而其它的行为需要我们继续去做。比如说，一个

信徒在真正的相信之后，只受一次洗。然而洗礼所阐明

的意义需要常常被活出，这意味着天天受死。 

另外一个为治死所使用的词我们在歌罗西书 3:5 读

到。罗马书第八章说的是现在以及对这一行为继续的请

求。歌罗西书 3:5 说的是过去已 开始，并且现在要立

即去做的事：“所以，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之

后使徒列举了一系列的罪，并说：“因这些事，神的忿

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

也曾这样行过”。现在你们是活在灵里，因此也要靠着

圣灵而行！弃绝一切与这一状态相悖的事！接着又提到

了一系列的恶行：“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 脱去旧

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

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这是说：你们已 脱去旧人

和旧人的行为，所以要相应地行事。要立即治死你们的

处在危险中的地上的肢体！为什么呢？因为信徒要思念

上面的事。我们在《圣 》中所读到的最令人悲伤的

写可能是，关于那些只是嘴巴上相信之人的状态：他们

“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一个信徒不应再思念地上的

事，因为 上说：就世界而论，你们已 钉在十字架上

了。所以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并且操练你们去思

念上面的事！还有一处 文告诫我们：“也不要将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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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 从死里复活的人，

将自己献给 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 神”（罗

6:13）。要治死地上的肢体，为了属天的领域操练肢

体。治死就这样成了钉十字架的结果，或者是对钉十字

架作为已发生事实的确认。治死是 一个信徒天天的任

务。一个得救之人不能再 以前那样生活，因为他已把

肉体钉在十字架上，只要他在地上活着，他就要想到这

一点。我们要把这一劝勉铭记在心：“这样，你们向罪

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

活的”（罗 6:11）。我们唯有靠着对身体恶行持续不断

的治死，才能实现它。它是一场 神命定给我们的战

争。不论是一个在基督里的“少年”，还是一个在基督

里“父老”都要去打这场仗。无疑，没有哪一个真正得

救的人能说，他不需要去打这场仗；因为这样的话，他

的肉体必须是死的，如我们前面所述，《圣 》没有对

我们这么说。我们不能再作罪的奴隶，不能再活在罪

中，因为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得胜，即便我们不去治死被

钉在十字架的肉体，而是去治死它的行为。在荣耀里，

我们不再有这样的争战，因为那时被钉十字架的肉体不

复存在。那时不再有对罪的争战，也不再会想到罪。 

 

4. 总结 

我们最后来做个总结：过去，我们从罪恶的刑罚中

获得了自由。现在，我们要在圣灵的大能下脱离罪恶的

权势。将来，我们会免受一切罪恶，因为那时罪将不复

存在。这一切的根基是 神的恩典。高潮将是荣耀。神

在信徒的天路历程中处处赐下恩典。初信时的恩典，当

今更多的恩典，最后祂的恩典会超过一切。一个更胜一

个，让祂得着称赞。神是那赐诸般恩典的 神！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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