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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录－－内容与意义

启示录： 末了和起初

克雷格布隆贝格博士

克雷格布隆贝格博士是科罗拉多州
利特尔顿丹佛神学院的知名新约

一、七号的审判（八6~十一19）

八章6节至十一章19节，由第二组七号的审判组成了启示录中段
重要的部分。现在我们准备进入到人类历史终结的大灾难时期，
神与撒旦之间敌对的张力在此时达到顶峰。

A. 第一至第四号

如前四印一样，前四号审判之间是极为密切的平行关系，同时也
让人回想起摩西时代攻击法老和埃及人的灾难。有意思的是，遭
受这些审判的地方只占地上的三分之一。这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至少，受影响的地区少于一半。甚至在大灾难开始的时候，世界
的大部分地区并未受到影响，而在大灾难结束之前将会越演越
烈。整个大灾难时期，所有这些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令人生畏
的审判，也只是为了领人悔改。九章20~21节更清楚点明了这一
愿望，约翰为那些经历所有的审判却仍不悔改之人哀哭。经文所
要指出的是，即使在人类历史的最后时刻，神的审判也不是纯粹
的惩罚，而是带有补救性质，希望人们悔改而不至灭亡。

B. 第五号和第六号

第五号和第六号审判，正如前面七印一样，与前四号的性质完全
不同——在这里特别描写撒旦的作为。蝗虫大军让人回想起约珥
书中的预言，这里特别指明它们是从无底坑中出来的。讽刺的
是，现在某些对启示录的解释无意识地将经文中这支超自然、
属于撒旦的蝗虫大军简单地与属肉体的人类战争划上等号。很明
显，九章中所描写的是属灵的战争。

C. 第二个插曲

十章1~11节组成了第七枝号筒吹响前的第一段插曲。约翰的异象
与先知以西结的异象极为相似，他同样被命令吃下一个又苦又甜
的小书卷。这不仅是对约翰的提醒，也是对读者的提醒，所有在
大灾难时期所发生的事包含甜和苦两种因素。至少对于神的子民
来说，公义的彰显是甜美无比的。但对于那些将要接受审判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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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却是苦涩无比。即使是神的百姓，受印被保护脱离神愤怒
的审判，也清楚表明他们并未因此豁免而无需经历不信之人和撒
旦的逼迫。

D. 两个见证人

在某些读者的眼中，十一章所描绘的异象或许是启示录里最难解
释和最复杂的。这一章以两个见证人的事工为中心。在约翰的异
象中，这两个见证人相当于旧约时代的摩西和以利亚。如果我们
认同在整个大灾难时期，仍有相当数量的神的子民活在地上——
这也是所有解经家一致同意的（唯一的区别是整个教会或是个别
信徒）——或许在这些可怕的时期中，神子民的见证人可能并不
止十一章所提到的这两个见证人。教会历史各个时期各个地方的
事实，都说明了当逼迫越大的时候，以血为见证的事迹也越多。
正如早期教父特土良的名言：“殉道者之血是教会的种子。”

从十一章开始，并其后的几章，大灾难时期被称为“三个半”，
十一章提到第一个由来。将经文所有有关叙述相加——四十二个
月、三天半、一载二载半载——正好是三年半的时间。一些解经
家将出现在这三年半记录中的所有时间相加，得出大灾难正好为
期七年的结论。但有意思的是，启示录并没有作类似的相加，事
实上， 经文第二次提到三年半时间在十二章，而上下文清楚说明
这是倒叙描写基督第一次来时的情景：古蛇撒旦准备要吞吃妇人
所生的男孩，但他受到保护，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明确指
向耶稣的出生、复活和高升。

所以，我们尚不清楚这三年半所发生的事是否依照时间顺序发
生，因为启示录从未将它们相加成七年，我们必须小心处理。特
别是明白数字七象征完全，正如七天创造世界，后来的经文中亦
不断重复这个意义，因此将大灾难时期算为三年半较为合理，作
为一个未完结的时期，神还没有对人类历史作最后的定论。事实
上，无论是三年半或是七年，都不应按照字面来理解，而应从象
征或神学方面入手。总之，经文并没有明确指出大灾难时期的长
短。十一章结束时，第七枝号筒吹响了。与解开第七印时一样，
并未发生新的审判——只有对天上的神的赞美，声音传遍整个宇
宙。

二、第三段插曲（十二1~十三18）

最后一组审判来临之前，约翰在十二章至十四章的经文中提到了
另一段，也是最长的一段插曲。

A. “邪恶的三位一体”（Unholy Trinity）

这是所谓“撒旦的三位一体”（ satanic trinity），一个试图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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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父、圣子和圣灵职分的怪异的三重组合体。十二章1~17节出场
的是这个“邪恶三位一体”的第一位格，即9节中与撒旦等同的
大龙。它是那逼迫人的，逼迫耶稣，也逼迫生下耶稣那妇人的后
裔，后者或许是指教会，主的跟随者。最终，神的子民被保守脱
离撒旦的逼迫。虽然在这段时期，信徒被保守脱离神的愤怒，但
我们要记得他们仍旧被邪恶笼罩，不能完全脱离逼迫和痛苦——
甚至为主殉道。

B. 二兽

十三章1~10节出场的是二兽中的第一兽，它从海中上来，经文用
象征手法描述其特征是与龙相像，正如基督是父神的像。这个“
邪恶的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个，头上有一个被医好的致命伤，似
乎是对三位一体中第二位格圣子耶稣的被钉十字架和复活的拙劣
模仿——但正如约翰所说的，不过徒具外形而已，并不是说撒旦
成功地模仿了基督的受死和复活。我们常将这龙与通常所说的敌
基督划上等号。在我们学习保罗书信，特别是帖撒罗尼迦后书时
谈到过它，在犹太文学的谚语中，它是神子民的大敌，将在末日
出现。有意思的是，虽然“敌基督”一词并未出现在启示录中，
但在圣经里却只出现在约翰的书信中。在约翰的时代，假教师被
称为“好些敌基督的”（复数），预表将那要来的、更大更有权
势的敌基督（单数）。

“撒旦三位一体”的第三个成员，是十三章11节里描写的，从地
中上来的兽。此兽试图仿效圣灵。它有先知和祭祀的权柄，让不
信者敬拜第一个兽，用奇事迷惑他们，使他们跟随撒旦而不跟随
基督。在此情形下，十三章接近尾声，又出现了一个迷样的“兽
的印记”，凡没有这印记的信徒，末日时将不允许在地上任何地
方作买卖。请再次留意，这一章所用的语言及所描绘的图形，对
生活在第一世纪末的人来说，应是相当熟悉，特别在多米田的逼
迫时期，人们必须向凯撒多米田宣誓效忠，尊他为主，才能在公
众场合进行集会。商会，特别是在小亚细亚地区的商会，通常持
有某一种宗教观，若不参与其宗教活动，基督徒很难与他们进行
买卖。

为什么是六百六十六这个数字？许多人相信这是使用了犹太人中
熟知的“希伯来字母代码”（gematria）——一个将希伯来字母
与数字替换的系统。若以希伯来文拼写凯撒尼禄之名，至少有一
种拼写代换的数字总和是六百六十六。目前已知在第一世纪末，
罗马人圈子里流行着一个神秘传说：尼禄没有真正去世，总有一
天他会重出江湖，再次夺取王位。由此看来，刚才的解释似乎合
情合理。但正如天启文学中的许多其它数字一样，数字六百六十
六同样可能在启示录中有更广泛的意义，其重要性在于包含了三
位数字，正如撒旦试图模仿三位一体中的三位格，且六少于七。
因此，七百七十七才代表了三位一体的完美与神圣，后来早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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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徒文献也认同了这一点。数字六百六十六试图模仿三位一体的
数字，但那模仿之人却不可能跟又真又活的神相提并论。假如这
种解经正确，那么我们就不应臆测某一时事，仿佛可以提前知道
谁是敌基督。

三、得胜与七碗之审判（十四1~十六21）

无论如何，撇开这个“怪异三位一体”带来的可怕影响，十四章
描述了神子民的胜利。最后，十五章开始，我们准备进入二十一
个审判的最后一组，这是整本启示录中吸引了最多注意力的七个
审判。

A. 七碗

十五章1节至十六章21节的主体是七碗的审判。在最后的七灾
中，其中一部分伴随着天上的颂赞。七碗的审判与七号的审判极
为相似，让人联想起法老时代降在埃及的灾难，但这一次的灾难
不再局限于某一地区，也不止涵盖地面的三分之一。因此，七碗
不仅概括了大灾难，更指向其中最惊心动魄的部分。

B. 哈米吉多顿

十五至十六章，地上的军队在一个有名的地方集结，预备最后一
场大战。这个地方名叫哈米吉多顿，在希伯来文中是两个字，指
米吉多山，那里原有一座建在山上的城，可俯瞰耶斯列平原。在
旧约圣经中，耶斯列平原曾进行过许多场著名战役，后被引申为
沙场的代名词。我们必须再次明白，这些词语对第一世纪读者的
意义。

今天，当我们说到“当拿破仑遭遇滑铁卢”时，我们指的是某人
在某次最终或决定性的战役中败北，即使这场战役是比喻性的，
我们也可以说某人“遭遇他的滑铁卢之战”。同样的，“哈米吉
多顿”在第一世纪人的口中也是如此，因此我们不必假设当地上
的军队准备打这场浩大的最终战役时，真的集结在米吉多山脚下
的耶斯列平原。而且，这个词常使人联想到，这是一场支持神与
对抗神两方的巨大战役。有意思的是，“哈米吉多顿”只在启示
录中出现过，而且经文并未描述战争的实况，仅叙述了战役的准
备。我们下几章将再次回来讨论这一话题中，有关“哈米吉多
顿”不常被人所注意的地方。

四、巴比伦的倾倒（十七1~十八24）

在此之前，十七章和十八章描述了大灾难尚未开展之前最后的插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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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巴比伦的描述

十七章所描述的是一座邪恶大城的倾倒，这座大城象征着末日之
时，一个被比喻为“巴比伦”的帝国，或是七座山丘所在的城
市——即第一世纪罗马的知名称谓。我们需要再次注意，避免将
天启文学使用的字句按照字面来理解。若我们注意彼得前书所提
及的，在约翰那个时代，巴比伦并不是一座城市，也不是一个帝
国。当然，罗马是一座城市。但将巴比伦和罗马比做末日的邪恶
大国，不是基于地理原因，而是神学理由。正如在旧约时代，以
色列人对压制他们的巴比伦深感畏惧，而活在新约时代的信徒
亦对罗马帝国心存余悸，同样，在末日也将有一邪恶大国被兴
起——如启示录十七章所描写的，其特征是在政治和宗教上亵渎
神。

十七章描述的主要人物是一个大淫妇，正如旧约圣经常常将信仰
的不忠描述为奸淫或淫乱。地上各国君王与这淫妇行淫。显而易
见，这末日帝国在信仰和政治上亵渎神，并大大逼迫神的百姓。
当我们明白这帝国的特征乃是如此明显，所以人类历史上的许多
大国都没有特别的被基督化。我們也要再次注意，启示录的目的
并不在于事先给我们提供人類歷史末日到来时的事件的详细资
料。

B. 巴比伦的哀歌

无论如何，十八章进一步描述了邪恶的末日帝国的另一特征，从
上下文来看，这种文学体裁被称为哀歌，是诗篇和旧约先知书中
广为人知的一种体裁。那些站在远处观望的人，详尽且意味深长
地陈述了他们的哀悼，最后的灾难预示着这末日霸权的毁灭。而
他们着重哀悼的，是帝国数不尽的财富归于无有。

情况同样与第一世纪的罗马相符。罗马依靠归顺它的人民国家的
进口和出口维系经济。十八章描述的无人再购买的货物清单，仿
佛从附属国运抵罗马的各类奢华用品，最终交付到掌控帝国经济
命脉的帝王、朝臣，及他们在罗马帝国境内尊贵客人的手中。但
这清单上亦包括了百姓生活的一般活动：如作乐、嫁娶，以及罗
马帝国所极力维护的庞大的奴隶买卖。但我们也留意到这个异象
同时包括了过去和未来，在我们考量末日时期逼迫神子民的帝国
时，必须将此社会经济衡量包括在考虑之中。

若我们当中的任何人，希望知道二十一世纪瞬息万变的生活与启
示录有何关系的话，我们不要将眼光只停留在庞大的军事机器，
也不一定要找出任何位于中东地区或现代罗马的国家，如梵蒂冈
城，或是过去曾逼迫大公教会的国家；相反，我们要看的是那些
掌管全球社会经济的国家——他们压榨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使
其向经济富庶的国家大量出口货物，但所赚之资仅够糊口、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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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很不幸地，总的来说符合这一条件的正是西欧与北美，许
多跨国公司和垄断贸易一步步地将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逼入绝
境。

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指责他们，因为或许其他人过去也曾有错
误的认知。但这确实是一个发人深省的提醒，我们这些占据了世
界大部分财富的人或许是最应当反省的，特别是当我们对待财富
的态度不能被基督信仰从根本上更新的时候。谁也不希望被判有
罪，成为反对基督的国家。

五、天上地下的得胜（十九1~二十5）

十九章开始，我们终于与天上之凯歌汇合。

A. 基督的再来

在 一 串 “ 哈 利 路 亚 ” 的 赞 美 之 后 ， 是 有 关 羔 羊 之 婚 宴 的 讲
论——“神的大宴席”效法并平衡了羔羊的宴席，天空的飞鸟来
吃尽了那可怖的末日帝国中堕落君王和长官的肉——最后是关于
基督再来的描写，其高峰指向十六章在哈米吉多顿准备的大战。
但出人意料的是十九章根本没有涉及到任何关于战争的事。在邪
恶力量作出任何反击、造成任何伤亡之前，基督再来了。祂以胜
利者的姿态，在天军簇拥下，骑着白马而来，击败毁灭祂所有的
敌人。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任何血肉之躯所发动的战争，不管是
否出于基督徒的一般推测，都不可能是哈米吉多顿之战。相反
的，在任何类似的大战开始之前，耶稣已经再来，人类历史走向
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个终局。在那个时侯，任何武力都已被征服。
十九章最后几节经文描述了“邪恶三位一体”中的前二者：第一
只兽和第二只兽被击败。

B. 撒旦被捆绑、释放、扔进火湖

直到二十章1~3节才讲到撒旦被捆绑。从文学的角度来说，不应认
为十九章最后和二十章开头之间有任何时间上的间隔。假如以上
解释是正确的，那么无千禧年派的解释则可以被排除，因他们认
为二十章是倒叙基督第一次降临之时，撒旦被暂时捆绑。假如以
上解释是正确的，我们应将二十章视为基督再来后展开的人类历
史新的篇章、黄金盛世，至少在最后的时刻来临之前，邪恶将被
完全制约。

然后撒旦将会从监牢里被释放，利用它最后的机会迷惑地上四方
的列国（那些此时尚未跟随耶稣的人），地上的人将会有最后一
次选择的机会；但可悲的是，即是在那些亲身经历过基督掌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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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国度的人中，还是有人选择背叛神和基督。但是，最后的决
战被坚决镇压了。撒旦和它的随从被判定有罪；撒旦也被扔到火
湖里，在那里他们必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随后，白色大宝座
的审判结束了启示录二十章，生命册展开、死亡也交出死人，永
恒的命运将交付给每一个人——或是天堂、或是地狱。但对于信
徒来说，他们不必为这一刻胆战心惊，因为他们早已得到救恩的
确据。

六、新天新地（二十一1~二十二21）

二十一章和二十二章描述了在千禧年和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后，存
到永恒的新天新地。对于所有读者来说，这幅天堂乐园的美景能
激起盼望、振奋人心。相比起许多基督徒心中对未来生活的想
象，这里的描述似乎更为朴实。天堂并不是我们童话故事或幻想
中的那样，而是新天新地与新城的异象——从天上降临的耶路撒
冷——组成了新地的中心，基督徒在其中欢喜快乐；这也提醒所
有来自各国各族的基督徒，他们将同享那从起初就应许存留给以
色列的福气。

出人意料的是，新天新地与我们的始祖所居住的伊甸园有明显的
区别，不是在鸟语花香、静谧怡人的大自然中，而是置身于一个
新的城市——在我们的过去的生活中，城市往往与恶劣的犯罪联
系在一起，因為墮落的人類都推在彼此靠近。但这个城市是完美
无暇、是神的新创造，其中再也没有任何的罪、痛苦和眼泪；我
们再次记得，神对祂子民的旨意并非要他们与世隔绝地生活，而
是成为一个被救赎的整体。这个新天新地也不再需要圣殿，因为
神和基督与祂的子民同在，不仅实现了圣殿所有的功能，也满足
了赎罪的需要。

启示录到此结束，同样也是整本新约以及整本圣经的结束。结尾
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警告，特别警告那些增删圣经的人——他们将
在地狱里度过永恒。不要简单地认为有一天所有人都会得救，那
些从未接受耶稣作为他们主和救主的人，不管给他们多少次选择
的机会，终有一天将与他们所作的决定一起，永远与神、与所有
美好的福分隔离。

七、结语

我们衷心地希望您能够完成整个系列，如果您从未公开承认相信
耶稣基督，希望您能慎重考虑圣经最后一卷对人的警告，并且从
心里接受耶稣基督，成为祂的门徒并跟随祂。或许本系列课程的
大部分学生尚未公开承认他们的信仰，我们鼓励您继续坚持，并
且记下我们在新约概论中已查考的基督徒生活的各种不同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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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充满各种挣扎，但我们能从困难中得胜。的确，启示录的关
键就在于信徒乃是“得胜者”，虽然在基督里的人已经有得胜的
应许，但唯有那些真正忍耐到底的人能得着这个应许。所以，我
们永远也不要放松警戒，不断倚靠圣灵的大能，直到荣耀完全的
那一天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