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len G. White Writings

12/26/13, 11:37 AM

言之灵再三忠告了 村生活的好 。各种

尤

乱的

兆， 暴的集 使重申离开城市的呼召

得

适宜。 于每一个有思想的基督复 安息日会信徒来 ，城市因其交通
、人口稠密、各种
惑和越来越多的 工冲突， 在不能 基督徒家庭提供一个有益健康的 境。 {CL 4.1}
年来，藉着广泛 表的

言中关于

些要点的忠告，成千上万的基督复

安息日信徒在

居

家 境和他 与社会
的关系方面一直蒙受了指 。因 危机迫近的征兆指出了危 的阴 性，
以及 在我 面前的斗争的激烈性，所以似乎[ 今]更适宜于以 种形式重新 表 个忠告，以便引
起每一位教友的关注。 {CL 4.2}
并且，就

与通
母

代而言，不

当重述 期出版的比

熟悉的忠告，而且 当通

常

表在《

》或写 在上帝的圣工中 有重 之工人 的 信或勉言使 些 更
有力。
她著作托管人关于倘若“从我的手稿中
出版”的指示是完全一致的，因 如她所

含着“主

祂的子民

我的指示。”文中各段都

做与
，它 包

出了写作年代或第一次出版的年代。 {CL 4.3}

本小册中提出的
呼吁要求我 做出明确的行 ，但也
警告了自以 是的迁居。我 愿
意大家特别注意第七部分：“受上帝的天意指 ”中的警告， 表在24-28 。 本小册 在被置于
教会

──

袖

作出回 的境地， 袖 深信

著托管委

在已

到了重申“出离城市”

个呼召的 候了。 {CL 4.4}

会出版 {CL 4.5}

第一部分 离开城市的呼召
城市的危
很少有人意 到 当尽可能地 避一切与宗教生活有害之事的重要性。在
人
到以灵性的 展 第一。{CL 5.1} {CL 5.1}

境之

，很少有

父母 把家庭聚居城市之中，因 他 以 城市
易于 生。孩子 不在学校之 ，无所事
事，便接受了街 巷尾的教育。从不良的交游上，他 得了 非作歹及放 的
。父母 虽 到
一切，但若想要 正，便要付出 牲 代价，因此他 仍旧留居
， 至于撒但完全控制了他
的儿女。{CL 5.2} {CL 5.2}
最好是

牲一切世俗的考

因素，免得你 奉命养育的宝 儿女的灵命蒙受危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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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

当受教知道如何去 付；但你 的

离开

的城市， 找一些僻静的地方，使孩子

的行径。──

言卷5，232, 233。(1882) {CL 5.4} {CL 5.4}

，及

任却是

当

断每一不良的影响，打破每一

脱每一束 ，以便能十分自由，坦白，衷心地把自己及家庭奉托
尽量免受

上帝。{CL 5.3} {CL 5.3}

探的

，并

教育他

成

有用的人。以西 先知列 所多 人犯罪 亡的原因是：“心 气傲，粮食 足，大享安逸，并没
有扶助困苦和 乏人的手。”凡欲逃避所多 人之命 者，就必
离那引起上帝降 于 罪 城市

住在城市不是上帝的 划
世界上的一切大城，愈来愈 成 罪

比皆是。犯罪作 的潮流，接 膨 不已。
有强暴的
。{CL 5.5} {CL 5.5}

聚之所了。淫声 色，肉欲的引
人、 劫、自

城市的生活是虚假而造作的。好些求

的厚欲、作

城市

的引

、以及种种莫可名状的罪

的甜情、喧

的兴

浮躁的追慕，以及人海潮涌般的忙乱，都使人的思想 离人生的真旨。它
。 种 惑，在青年人身上，有几乎不可抵抗的 力。{CL 6.1} {CL 6.1}
技游

任抛在

于青年和孩童一种最危 最

的

所，

后，把

了千万的人，

留作正用的金

种

霍在

面前；将有

多人家必 要搬到

，每天都

、虚荣 尚的
正在敞开万

恋和奢

的门

，就是快 的追求。休假的日子很多；

和种种

兴的空气，足使青年人志倒神迷。把人生正
上面。{CL 6.2} {CL 6.2}

由于托拉斯的活 ，工会的 工等事的 果，城市的生活情形就越来越

我

，和堕落的陷阱，比

去住。{CL 6.3} {CL 6.3}

了。 重的困

的

正在

城市的 境，往往 于身体的健康是有害的。那
的空气，不清洁的水，不安全的食物，黑暗
塞的房屋，以及随 疾病 染的危 ，都不 是城市的一部分害 而已。{CL 6.4} {CL 6.4}
上帝的旨意，不要人 在城市之中，扎在狭小的巷子里面。祂初造人 ，把我 的始祖安置在和
美 的景色中， 种自然的景色，也是祂 在所要我 享受的。我 的生活愈与上帝的初旨相
近，我 的身体、思想和心灵就愈容易到健全活 的地步。──服 真 ，363-365。(1905) {CL
6.5} {CL 6.5}

一种拖延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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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上，两点以后我就无法入睡了。夜
分我在与人商 。我在 求某些家庭，使他 得到
上帝所指定的 法的益 ，逃离城市以便拯救他 的儿女。有些人在拖延，没有做出任何决定性的
努力。{CL 6.6} {CL 6.6}

施恩的天使曾拉着 得和他妻子女儿

的手催促他

。要是

得象主所希望他做的那

赶

命，他的妻子就不会 成一根 柱了。 得有太多拖延的精神了。 但愿我 不要象他一

从

。那警告

得离开所多 的同一个声音也吩咐我 ：“ 要从他 中 出来，与他 分别，不要沾不洁 的
物。”那些 从 个警告的人必
一个避 所。但愿每个人都 自己十分清醒，并 法拯救自己的
家庭。但愿人人

工作装 自己。上帝必会一点一点地 明我

听上帝藉使徒保

帝在你
邪

心里

下一步要做什么。{CL 6.7} {CL 6.7}

出的声音：“当恐惧 兢作成你 得救的工夫。因

行， 要成就祂的美意。”

得以不情愿和

你 立志行事，都是上

的脚步踏上了平原。他已

的工人 合，以致看不出自己的危 ，直到他的妻子立在平原上，永
与通 , 1900.12.11{CL 7.1} {CL 7.1}

成了一根

那么久与

柱。──

城市要受到上帝的 判
候已近，大城市将要遭遇上帝的 判。 不多

建筑物是何其壮
之内，就必成

何其

固，或是有多少的防火

墟。{CL 7.2} {CL 7.2}

世上不敬虔的城市，必要被

候， 些城市必 生可怕的震 。不

，若是

上帝一触及之， 在数分

的 帚所清除。从今日落在

上帝正是把那将要 到全地的 患 示 我

。──

其中的

或数小

大建筑物及大部分城市的灾

言卷七, 82, 83。(1902) {CL 7.3} {CL 7.3}

上，

警告被忽 的 果
我受命要宣布 信息：城市充 了罪 ，罪孽非常沉重，将被地震、火灾、洪水所
都将受到警告，有一位上帝要展示其作 上帝的权威。祂看不 的力量要造成
、荒
亡。人所 聚的 富都必 于无有。……{CL 7.4} {CL 7.4}

。全世界
、和死

灾 将至──最可怕、最出乎意料的灾 将要到来； 些
会接踵而至。如果人 听从上帝已
出的警告，并且如果教会愿意悔改，恢复他
上帝的效忠的 ，那么其它城市 可以
保
留。但是如果人 决定
以他 同 的方式行事 人，漠 上帝的律法， 并在人 面前
虚
，上帝就会允 他 遭受灾 ，以便 醒他 的理智。{CL 7.5} {CL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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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必不突然抛弃所有犯罪者，也不
整个国家；但祂会刑 那些将自己献 魔鬼并 他的力量
所附之人 所在的城市和地区。列国的城市将会受到 格的 置，可是它
不会遭受上帝极度的
怒，因 有些人 将脱离仇 的迷惑，愿意悔改
──布道 , 27。(1906) {CL 8.1} {CL 8.1}

正，而大多数人却在

蓄上帝忿怒大日的忿怒

上帝 判的迫近
里有我
何不 在城市中建造[居所]的原因。上帝的 判不久就会 到
158, 1902。{CL 8.2} {CL 8.2}
候已近，大城市要被一 而空，所有人都
, 29。(1910) {CL 8.3} {CL 8.3}

受到警告，得知

但愿上帝的子民意 到数千城市迫近的
, 1903.10.9。{CL 8.4} {CL 8.4}

在[那里]几乎已

大

，

些城市。──

些将要来

信,

的 判。──布道

于偶像崇拜了。──

与通

的景象

上个星期五早上，就在我睡醒之前，一幅令人 忘的 景呈 在我面前。我似乎从睡眠中醒来
了，但不是在我家里。从窗 我能看到一 可怕的大火灾。巨大的火球
落在房屋之上，又有火
箭从 些火球中向各方 射出去。所引起的火无法扑
以形容的。──布道 , 29。(1906) {CL 8.5} {CL 8.5}

， 多地方正在被

。人民的恐怖

直是

上帝 醒百姓的努力
1906年4月16日，我在加州
中，我好象是站在一个高 ，看

林
，有一个最令人 奇的景象从我面前
。在夜 的异象
多房屋都在震 ，仿佛 中的芦 一 。大大小小的房屋都倒

在地上。 多游
、 院、旅 和富 的房屋，都被震 ，塌倒在地。
了受 和受 吓之人的尖叫声。{CL 8.6} {CL 8.6}

多人死亡了，空中充

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06&start_paragraph=1003573620&finish_paragraph=1003573878&references=1

Page 4 of 26

Ellen G. White Writings

上帝所差派的

12/26/13, 11:37 AM

行

人类的天使正在作工。他

只一 手，人所建造得十分完美而自以

得

住任何
的房屋，就立刻化成瓦 。世上无 何 ，都没有一个安全之所。当 我并不 得有什
么特殊的危 ，然而在我眼前
的可怕景象， 在无法用言 来形容。真好象上帝的 容已到了
尽

，

判之日已到。{CL 9.1} {CL 9.1}

站在我旁 的天使就指示我 ：世上没有几个人能够
今世界所有的罪 ，尤其是各大城中的
罪 有任何正确的概念。他 主已指定了日子，要以忿怒 到世 ，刑 一般屡教不改， 意蔑
祂律法的人。{CL 9.2} {CL 9.2}
那

我所看

的景象， 在可怕；而天使就此事所

我的教

，尤其深刻地印在我的

海中。站

在我身 的天使 我 ：上帝至高的 治权和祂律法的神圣性，一定要向那些 固成性，不肯服从
位万王之王的人 明。上帝必要本着慈怜的心，使那些
背叛祂的人受到
，使他 或
者也会猛醒回 ， 悟自己的行径是何等罪孽深重。── 言卷九, 92, 93。(1909) {CL 9.3} {CL 9.3}

那些不必要地留在城市中的人的危
与所

我的亮光

一致，我敦促人 离开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我 各城市的邪

并且越来越明 的是：那些
1907。{CL 9.4} {CL 9.4}

留在城市中的人没必要冒着

第二部分 避免
退到

失灵命的危

越来越多，

做。──文稿, 115,

工冲突

生活的自由

候在迅速来到，那 工会的控制 力会 得极具 制性。主已 一再指示：我 的百姓
着自己的家庭 离城市， 入 村，在那里他 能自养； 因 在将来 与 的
会成 一个非常
重的
。我
在就
听从一再 我 的指示：出离城市， 入
，那里的房屋没有
地 在一起，并且在那里你 会免受仇
的干 。── 信, 5, 1904。{CL 9.5} {CL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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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党派斗争
世人已 盟要反抗万 之耶和 。 些 盟必延 下去，直到基督离开祂在施恩座前作中保的地
位，披上复仇的外袍 止。撒但的爪牙 今正在各城市之中，忙于将那班反 上帝律法的人
成
党派。不少自命
懦了。我 必

圣徒的人和那些不信者，都列身于 些党派中。上帝的百姓再也没有
提防，一刻也不能懈怠。── 言卷8, 42。(1904) {CL 10.1} {CL 10.1}

工

在前面

各种行 的 会，乃是要使从有世界以来所未曾有
信, 200, 1903。{CL 10.2} {CL 10.2}

商
上帝子民的任

弱怯

的

期

到 世界的媒介之一。──

盟与工会之 的冲突

乃在 将要来 的大事早作准

上将有 大而独占 断地位的
事 要
牢 之内。少数人要 合以 把持某种事
来，凡拒 不参加 些工会的人，就必被

，

些大事行将以令人昏暗的 力

到他

。世

成，人 要将自己 束在各种工会之中，包 在仇 的
所能 生的一切利 。各种行 的工会，将要
起
嫌疑分子。── 信, 26, 1903。 {CL 10.3} {CL 10.3}

作准
各行

的

会与属世的 盟都是 网。弟兄

啊，要避开他

，

地离开他 。不可与他

有

任何的关系。因 在不久的将来， 些 会与 盟必使本会的各机 很 在城市中 行其工作。我
的警告是：置身于城市之外。不要在城市里建任何 养院。当教 本会的人 离开城市到
去，
在那里 一小 地，作 自己和儿女 安家之所……。{CL 10.4} {CL 10.4}
我

的餐

必

在城市里；因 否 在 些餐

中的工人 就无法接触人，并教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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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里有礼拜堂。但是在城市中不久将会有 种斗争和混乱，

以致那些想要离开 些事的人却无法离开。我 必
──全球 会公 , 1903年4月6日。{CL 11.1} {CL 11.1}

些

作准 。

乃是所

我的亮光。

保持我 的个性
我多年来得蒙 予特别的亮光，叫我 不要将我 的工作集中在各大城市。那漫布在 些大城市
的
与 乱，以及工会与 工所造成的景况，必然大大阻 我 的工作。人 正在竭力要使从事
各行 的工作人 被 制于某些 会之下。 并非上帝的旨意，乃是出于我 无 如何都不 承
之 力的
。上帝的圣言正在
着； 人也正在将自己捆成捆，准 被火
。{CL 11.2} {CL
11.2}

我

在当用所委托的天

将 最后的警告

世人。在从事

工作

，我 要保持自己的个

性，我 不可与任何黑社会或商
会有什么 合。我 要在上帝里自由的站 ，不断仰望基督的
指示。我 所有的活 都要
要 上帝完成之工的重要性。── 言卷七, 84(1902) {CL 11.3} {CL
11.3}

无 摩西十
些工会乃是末日的兆 之一。人 在将自己捆成捆，准 被焚 。他 或 是教会教友，但他
既已隶属于 些 会，就 不可能遵守上帝的 命了；因 隶属于 些 会就意味着将全部 命
置之不 了。{CL 11.4} {CL 11.4}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 主你的上帝；又要
舍如同自己。” 些
了人的全部
。它 意味着将全人，身、心、灵都奉献于 上帝的侍奉。人怎能遵守
的 ，而同 又

自己支持那剥 其 舍之行 自由的事 呢？ 人怎能遵守
的 ，却 成剥削
苦之人当享
利益──除非在某些条件之下──否 就阻止他 作
的 体呢？── 信, 26, 1903。{CL 11.5} {CL
11.5}

已 成或将要 成的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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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自称 上帝的儿女的人，无 在何种情况之下，都不可参加 在已 成的或将来要 成的各种
工会。 是主所禁止的。 道研究 言的人 不能看明、并了解我 所面 的事 ？── 信, 201,
1902。{CL 12.1} {CL 12.1}

第三部分 一个
保守孩子

父母的呼吁

离罪 的温床

不要 任何 世的利益引 父母 忽
自己孩子的培 。只要可能，父母 的
就是要 自
己的孩子 在 村安家。孩童和青少年
受到小心地保 。他
蒙保守 离城市中罪 的温
床。要 他
于真基督徒家庭−有基督同在的家庭影响的氛 中。── 信, 268, 1906。{CL 12.2}
{CL 12.2}

在灾 泛 之前
在泛 的灾
出警告的呼声

到地上的居民之前，主呼召一切真以色列民要 此大事
：要将你 的儿女聚集在自己的家中；要召他 避开那

作准 。祂向作父母的
上帝的 命，自己行

并教人作 的人。 当尽速 离大城市。要建立教会学校。要把上帝的圣言教
作 他 所有教育的根基。── 言卷6，195。{CL 12.3} {CL 12.3}

你

的儿女，

我蒙主指示，要警告我 的教友，不要涌入城市去 自己的家属
住 。我蒙指示，要向父母
：
保守儿女在自己的家庭范 以内。──文稿, 81, 1900。{CL 12.4} {CL 12.4}

孩子 的心与安逸和舒适相
不要 孩子 再暴露于已 到了当被
和忠告， 要我 出离城市。那么，就是

之地步的城市的 探之中了。主已
我
出了警告
我 不要在城市里再做任何投 了。[孩子 的]父母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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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是如何看待自己孩子的灵命呢？你 在 自己的家人 化升天而作
？你 在
他 成
王家的成 ，天上君王的儿女 ？“人若 得全世界， 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 呢？”安逸、舒
适、方便， 可与你 儿女灵命的价 相比呢？──文稿, 76, 1905。{CL 12.5} {CL 12.5}

在幽静之 更好 致基督徒的品
在一百个家庭中，没有一个居住在城市里的家庭能 得体力、心智、或灵性上的
。在幽静之
，就是有田野、山岭、和 木的地方，更能 致信心，盼望， 心，和幸福。要 着你的儿女，
离开市里所
的一切，离开街 的
声和 流的喧 ，那 他 的心志必更 健全。你必
他 的心中更易容 受上帝圣言的真理。──文稿, 76, 1905。{CL 13.1} {CL 13.1}
将孩子

送到位于城市中的学校，那里每一方面的

父母和孩子
13.2} {CL 13.2}

来 ，建造品格的工作要困

惑都在等着吸引吸他

，使他

道德

坏，

十倍。──基督徒教育基本原理, 326，(1894)。 {CL

的避 所
但愿父母

明白：在救灵方面，

自己的儿女乃是一 重要的工作。在

事中，会
大量有益的
，会通
思 和
育，离开城市是我的信息。{CL 13.3} {CL 13.3}

肌肉

那些必

来身体的健康。 了我

要完成的

儿女的教

当上帝教 我 的始祖耕种土地并照管他 的家园 ，祂 他 的乃是真教育的方法。在罪 入
世界之后，因 不 从主的要求，要完成的耕作的工作量大大增加了，因 地由于受了咒 ， 出
了荆棘和蒺藜。但是 工作本身并不是因 罪才 下的。那 大的主 自祝福了耕种土地的工作。
{CL 13.4} {CL 13.4}

“象挪

的日子”

撒但的目的是要把男男女女 吸引到城市里， 了 到他的目的，他 明了各种新奇的事物和
活 ，以及各种各 的刺激。 今地上的城市正在 成洪水前的城市。{CL 14.1} {CL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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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持 的重担，因 我 看到基督

的

：“挪

的日子怎

，人子降

也要

怎 。” 太福音24:37。在洪水以前的日子，各种使男人和女人 健忘并犯罪的
活 都被 明
出来了。而今，1908年，撒但正在
密鼓地作工，同 状况的罪 将要流行。地正在被 坏。信
仰自由将会失去自称 基督徒之人的尊重，因 他 中 多人 属灵的事一无所知。{CL 14.2} {CL
14.2}

我
不能忽 世界的 局不久就要来到。撒但正在男男女女 的心中 行， 多人心中似乎都
充 了一种
和刺激的愿望。就象在挪 的日子一 ，各种罪 都在增 。[ 繁的]离婚和 婚成
了当代的 例。在 种 候， 求遵守上帝 命的子民
找幽静之所，离开城市。……{CL
14.3} {CL 14.3}

不是 失
会受到警告呢？我 再 ：要出离城市。不要
你必
入山里是一种巨大的 失， 要
找一个退 之 ，在那里你能独自与上帝同在， 悉祂的旨意和道路。……{CL 14.4} {CL 14.4}
我敦促我 的百姓要使灵性的追求成 他 一生的工作。基督就在门口了。 就是 什么我要
我 的百姓 ：当你蒙召要离开城市搬到 村居住 ，不要
是一种 失。 儿有丰富的祝
福，等待着那些想要抓住它 的人。借着目睹大自然的景色， 造主的作 ，借着研究上帝的手
迹，不知不 地你会 成同 的形像。──文稿, 85, 1908。{CL 14.5} {CL 14.5}

保 人生最佳的成效
宏壮的房屋，富 的
世上来，是要成就人 最

，以及一切安逸豪 的装置，都不是快 有 之生活的必需品。耶 到
大的事 。 祂以上帝特使的 格，来教 我 怎 生活，以求人生最佳

的成效。但是那全能的天父 祂儿子所
的 境是怎 的呢？加利利山中一 僻静的房子；一个
勤苦操 靠手 度日的家庭；一种
的生活；每日与
困苦 斗；克己、 省、忍耐和快 的
服 ；在母 旁 打开 卷勤 的光阴；青葱的山谷，晨曦暮 的逸景；大自然圣洁的陶化； 上
帝的 造和旨意的研究；以及与上帝心灵上的相通── 些便是耶 早年生活的状况和境遇。{CL
14.6} {CL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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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之人 的

生活

代最敬虔高 之人的生活 境，也大都与耶 相仿。
，和以利沙的 史。 研究后来 多最可敬地受托担任要

步、道德提高之人 的生活。{CL 15.1} {CL 15.1}

伯拉罕，雅各， 瑟，摩西，大
、其影响已 最有效地促 了社会

些人有多少都是在 村中 大的啊。他 不知道奢
何物，也不把少年的光阴用来追求宴
。有 多人更不得不与
和困苦 斗。从很小的 候，他 就学 工作； 外活 的生活，使
他 一切智能都能全面 展。他 不得不 用机智，于是就学会了抵抗困 、
障碍，并且得了
培养了勇气和毅力。他 学会了自立和自制的功 。他 没有多大机会与 友相交，所以得享一点
自然界的清福和几个良朋益友，就知足了。他 的兴致和
，都是
而有 制的。他 悉听原
的指 ， 大后，就成了 洁 强忠 的人。 起人生的 任 ，尤能把身体和 筋的精力都
用在所做的事 上；仗着活 的精神，能 能行的才智，以及抗御罪 的 毅之气，他 就成了世
界上 人群 福利的 极力量。{CL 15.2} {CL 15.2}

比 富更好
强健的身体，健全的思想，以及高尚的品格，乃是人所能 予子 最好的礼物， 比什么
都
更宝 。所以凡是明 人生成功真 的人，必定未雨
。当他 在
家庭的 候， 也必不忘
人生的最佳事 。{CL 15.3} {CL 15.3}
与其住在一 地方， 日只 人的作 ，和常常引起罪 思想的声色，以及惹人 倦的
喧
嚷，不如到能够欣 上帝作 的地方去。到那幽雅明媚的自然美景中，去求心灵的安息。在那里，
你 可以看到 野、 林、和丘陵。看到未被城市烟 模糊了的湛 的天空，呼吸到
新气息。去那里， 避城市的
和放 ，你 就能与儿女 伴，在上帝的作 中教
帝，
他 度正直有 的人生。──服 真 , 265-267。(1905){CL 16.1} {CL 16.1}

心怡神的清
他
上

极的 外生活的百般好
你最好放下一切使你困 的操心之事，到

去

一个幽静的

居之所，那里没有如此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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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青年道德的影响力。{CL 16.2} {CL 16.2}
不 ，你在
也不可能完全脱离
与困惑；但你在那里就能避免 多罪 ，并堵塞住 将制
你儿女心志的 探之洪流。他 需有可作之工和多 的 化。家中千篇一律的
情形，足以使
他 局促不安、浮躁不宁，因而日 堕落，染上当地行 不端的年 人的
，如此便 受了街
的教育。……{CL 16.3} {CL 16.3}
居 他 大有裨益； 极的 外生活，极有利于 展身心的健康。他 最好有个可 植的园
子，在那里，他 既可找到 趣，又可从事有用的 作。栽种花木有助于培养 美 和 别力，
于上帝的有益而又美 的 造物之
，足能在心意中
文雅而高 的影响力，指引它 向那位
万物之 造主与 治主。── 言卷4，136。(1876) {CL 16.4} {CL 16.4}

不要指望会有任何神迹消除

行径造成的后果

我看着 些花儿，我每次看到他 都想到伊甸园。它 是上帝之
我 的一种表 。祂使我
在 个世界上以此来略 一点伊甸的滋味。祂希望我 因祂 造的美物而快 ，并且在它 里面看
到祂所愿意 我 做的表示。 {CL 16.5} {CL 16.5}
祂希望我 住在能有空余房 的地方。祂的子民不
城市。祂希望他 把自己的家庭
市，以便他 可以更好的 永生作准 。不久他 将不得不离开城市。{CL 17.1} {CL 17.1}

出城

些城市充 了各种各 的罪 ──充 了斗殴、
和自 。撒但在其中，在人 的 坏之工中
控制着他 。在他的影响之下，他
了 害而 害，而且他 会做越来越多
的事。……{CL
17.2} {CL 17.2}
如果我

将自己置于 种

反 的影响力之下，我

能指望上帝行一个神迹消除我

的

行

径的后果 ？──不，确 不能。尽快地出离城市，并
一小 地，在那里你可以有一个园子，在
那里你的孩子 可以 看花儿生 ，并从中学得 朴 洁的功 。──全球 会公 , 1903年3月30
日。{CL 17.3} {CL 17.3}

第四部分 在

村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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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要供 我 的需要
如果把地开

了，在上帝

大地所作之指

，乃是作假

福之下，就必足供我

的需要。我

佛是失 ，便感沮 ，也不可因
延 慢，就 灰心。我
去耕种，相信大地 中 藏着丰富的 源， 忠心的人去收
冤枉她。我

生。大山和丘陵要改 ，地正如衣服
永不止息的。{CL 17.4} {CL 17.4}

不当因

些眼前的事物看来仿

当
快 ，希望，及感恩的精神
，其宝藏比金 更富足。吝 之徒

若是正当而 明地耕种，大地必献其宝物来厚惠群

旧了；但是上帝的福气，在 野

其子民

筵席，却是

重的 日已 近我 ， 多家庭十分需要从城市搬到 下去，以致真理可 到小路和大道上。
大大有 乎我 按主的 来 划，并恒心努力 行出来。多倚靠献身服 及恒心毅力，少倚靠天

才及

本学

。 上帝所

人的一切才干及本事，若不施用，就没有价

了。{CL 17.5} {CL 17.5}

我 回复到更
的生活方式，孩童及青年 必更感兴趣。在园地里作工，可将那抽象功 所引
起的疲倦生活，作一番合意的改 ，他 青年的 筋 此是不
受限制的。
于在 本功 上

精疲力尽，
困 ，神 衰弱的儿童，是尤其有价 的。在研究自然界上，他可得到健康及快
；所得的各种印象也不易泯 ，因 从眼前所常 的 物上，都会使它 被 想起来。── 言卷
6，178, 179。(1900) {CL 18.1} {CL 18.1}

有一 地和一个舒适的家
地球受造是要奉献出它的力量；但是如果没有上帝的祝福它就什么也不能做。起初，上帝

看祂

一切所造的，并且宣布 甚好。咒
到地球乃是由于罪的 故。但是 咒
藉着加增罪 而
增加么？无知正在做着有害的工作。偷 的仆人通 他
惰的
正在加增罪 。 多人不愿意
汗流

面才得糊口，他

志愿和毅力去搜集她的

不肯耕种土地。然而大地有
宝之人的。有一

般的福惠藏在她的深

，是

那些有勇气、

地和一个舒适的家的父母就是国王和王后。{CL 18.2} {CL

18.2}

却

多

人之所以未能从地里 得相当的酬 ，乃是因

藏着要

予他 自己和家属的无上福惠呢！他

忽 ，庄稼也没有在适当的季 种植，他
327。(1894) {CL 18.3} {CL 18.3}

他

种工作

所能看到的就只是

低

之役；殊不知其中

役的烙印。他

的果园被

耕种土地只是做了表面之功。──基督徒教育原理,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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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一个地区种植水果蔬菜、蓄养家禽
在

附近有一大片空地。我 教友中住在城市有毒害空气中的某些人可以得益于 得

、

染的城市并 入

地的几

英 土地。他 可以藉着种植水果、蔬菜和蓄养家禽自养。 养院会 意向他
蛋和蔬菜。
我希望可以开始一些象
的事 。必有一个极大的祝福 到父母和孩子 ， 如果他 愿意离开邪
村的 。──

信, 63, 1904。{CL 18.4} {CL 18.4}

村生活──
如果

今

民的一个祝福

在都市中的 民，能到 村 去居住，不但他 衣食的

可以解决，且可以得到意

想不到的康健和快 。虽然，
的工作是 力的，生活是 朴的，而且一切都没有都市那 便
利。但他 离开城市及其邪 ，
，罪行，悲惨和 劣之状，得享自然界的幽静，清洁，和安
宁，乃是多么大的祝福啊。{CL 19.1} {CL 19.1}
那些住在都市之 的人，

小巷，和

石的

一根草的踏脚地也没有，年去年来，眼前只

垣街道，以及灰沙

，烟 弥漫的天空，──

田禾，幽致的山林溪泉，明洁的天空，和那清
19.2} {CL 19.2}
断

了

的空气，他

多世俗的来往和倚靠，离开社会上种种腐

来越近。上帝的

，便能愈 真切。在

那

些人如果能到

的门庭，狭窄的

去看那青葱的

将 得自己几乎象在天上了。{CL

的格言、

和兴

，他 就与自然之心越

境之中， 多人也会学得倚靠上帝。从自然的景色方

面，他 会听得主的声音 他 作心灵的
，把祂的慈 和安宁
和身体，也就不期而然地与医治人、 人生命的能力共 了。──服
19.3} {CL 19.3}

他 。他 的思想，心灵，
真 , 190-192。(1905) {CL

来自城市的家庭的
在正居住在城市里的信徒 将不得不迁到 村，好拯救他 的儿女免于
。 必注意要建立
些家庭可以从中找到工作的
。那些主持学校工作的人要──并且──
看到通
些机 建

立 种
所能成就的，以便我 的教友愿意离开城市，不必耗 大量
就可得到一个适中的
家，并能找到工作。 展 种 划是 双方的──并且──有良好的、令人鼓舞的特色。{CL 19.4} {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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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在做出开端之前，所有需要做的事都无法

着开展各种

指明。 要

事祷告，并

上帝在掌舵，祂在指

的工作。 种工作在一个地方的正确 行就是另一个地方的 物教材。在完成

工作的 程中，决不可以有任何狭隘、任何自私。 工作要被放置在一个
、明智的基 之上。
大家都当受教不 自称相信真理──因 确是真理──而要在每日的生活中例 真理。── 信, 25,
1902。{CL 19.5} {CL 19.5}

健康食品工作
在

里[阿方得尔]建立健康食品的

。

是与学校相关的

。上帝指示我：父母

可以在 种
中找到工作，并将他 的孩子送到学校。但每件要完成的事都
以最 朴的方式
完成。在任何事上都不要有
浪 。要完成殷 地工作，因 ，如果不 固地完成 工作，就会
致一种

虎的

。──澳洲 合会 告, 1899年7月28日。{CL 20.1} {CL 20.1}

第五部分

星期日法案危机作准
在我 前面的乱世

我

不可将自己置于不得不与不敬畏上帝的人

日的危机要

星期日的

迫。我

。……{CL 20.2} {CL 20.2}

体正在加强自己

的主

生

密关系之

。……

不久就必有关乎守星期

， 那些决心遵守主的安息日的人来

将自己置于可以在其完全的意

上遵守安息日

， 将意味着

命的地方。“六日要

碌”，主宣

布：“作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 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 一日你无 何工都不可做。”我
要小心，不要将自己置于使我 和我 的孩子 于守安息日之 。{CL 20.3} {CL 20.3}
如果我 遵照上帝的美意能在城市地区之外 得住
的 期要来 。──文稿, 99, 1908。{CL 20.4} {CL 20.4}

，主一定愿意要我

如此行。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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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赶快准 好
当 予君王的权柄与良善 盟 ，乃是因
的那位 在神圣的命令之下。当权柄与邪
盟
，它就是与撒但的党羽 盟，并且会作工 坏主的
。改正教界（基督教新教）已
立了一

个

安息日代替上帝的安息日，他 正在踏入教皇权的脚步。

此我看到上帝的子民有必要迁出城

市， 入
，在那里他 可以耕种土地，种植自己的作物。从而他 就可以使自己的孩子 养成
朴、健康的
。我看到有必要赶快
危机做好一切准 。── 信, 90, 1897。{CL 21.1} {CL
21.1}

第六部分 定居于机

中心

我 不是要聚居
主在我
个 代，也希望祂的子民要分散全地之上。他 不可都聚居在同一地方。耶
：“你
往普天下去， 福音 万民听。” 可福音16:15。当门徒 随从自己的 向大量留在耶路撒冷
，逼迫就蒙允

到他

身上，他

就被分散到世上有人居住的各个地方了。{CL 21.2} {CL 21.2}

多年以来，一直有警告的信息和 求

私地

苦作工。──

到我

的百姓，敦促他

言卷八, 215。(1904) {CL 21.3} {CL 21.3}

到主的

大收割 去，

灵魂无

分散到未受 警告的地区
本会各大教会的 多教友，比 地 来，是无所事事。他 如果不再群居一

理尚未 入之地去，就可作成美好的工作。
丁的移植，方能有余地以 育成 ，而不致
友就因

缺少

会有余地而

木若种得太稠密了，就不会生 茂盛。它 要
得矮小多病。 同一常例也通用于大的教会。

种工夫，以至灵性 于死亡。 他 逐

育健壮起来。{CL 21.4} {CL 21.4}

，而愿分散到各真

多病无能的了。然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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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旨意并非叫他百姓殖民聚居，或成群定居于大的社区。基督的门徒原是祂在地上的代表，

上帝期望他
遍布全国，散居于各城
村之中，好像在世上黑暗中的灯光。他
教士，藉着他 的信心和行
救主即将来 。{CL 22.1} {CL 22.1}

要成

上帝的

在有 生门路的地方
本会的平信徒能完成一种他 几乎尚未开始的工作。无 何人都不

新的地方；但何

一有了

生的门路，那已

，他

就能在好行 上将他

，而移居于

在真理上有根有基的家庭就迁入，一两家在一地，在

从事布道的事工。他
感 到一种 生灵的 ，一种
入真理。他 可以分送本会的印刷品，在家中召集聚会，

会。

属世的好

光照在人前了。──

他 工作的 担，并研究如何 他
法了解 居，邀 他 加入 些聚

言卷8，244, 245。(1904) {CL 22.2}

{CL 22.2}

不要 机 的吸引力 惑你
那些感到喜

征求意

在我 的出版社或我 在塔可

。{CL 22.3} {CL 22.3}

的

养院和学校附近定居的人，在迁居之前

那些看山景[注：山景乃是一个地名]是一个有利居住之地，因

人，我要

：指望世上别的地方吧，那些地方需要你

分派了工作。
情况

太平洋出版社将要建在那儿的

已 受托的亮光。要

上帝已

有机会将你的光照在道德黑暗之中的某个地方。{CL 22.4} {CL 22.4}

是如此，一旦有一个机 在一

建立，就有

先

多家庭愿意在它附近定居。在

每个人

溪和奥克

都是如此，并且在某种程度上， 在几乎每一个有我 的学校或 养院的地方都是如此。──基督徒教
育原理, 494, 495。(1904) {CL 22.5} {CL 22.5}

不要建立耶路撒冷集中地
我 的教友不 ……被看成好像是──集中于耶路撒冷的人。但愿他 不要想：因 我 有 多弟
兄蒙召到 里从事出版工作，所以 地方就是我
多教友 着他 的家庭聚居的地方了。并且但
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06&start_paragraph=1003573620&finish_paragraph=1003573878&reference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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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每一个与
有关的人都使自己常有准
148, 1905。{CL 23.1} {CL 23.1}
不要群集一

，犯曾在 溪犯 的

离开，如果上帝要召他去某个新地方的

。有

督徒教育原理, 495。(1904) {CL 23.2} {CL 23.2}

多多的地方需要上帝已

。──文稿,

你 的亮光。──基

留在小教会──开展新学校
可

种通

多家庭 了他 儿女教育的 故，就迁居到本会大学校之所在地，但若是他 留居在原 ，就
主作更大的服 了。他
向当地教会提倡兴 一个教会小学，以便他 范 内的孩童可得一
的基督化教育。若他 留居在那

小教会之 ，

于他 的孩童， 于他

自己，以

及 上帝的圣工，都会有极大的好 ，因 那里是需要他 之帮助的，他 无 搬到那些 大教会
所在之 ，因 那里并不需要他 ，而且那里常有 探，使人在灵性上消沉。{CL 23.3} {CL 23.3}
无 何 ，若是有几位守安息日的人，父母 就当
一个地方，合力 理日校（即无宿舍学
校、走 学校），使他 的孩童及青年可在那里受教育。他
当聘 一位基督徒教 ，象一个献
身的布道士，教育孩童，如此引 他

成

布道士。──

教 的勉言, 173, 174。(1913) {CL 23.4}

{CL 23.4}

天使 心中必起何等的感想
当此末日逐

近，而那些自称

上帝及耶

起，成群聚居，参赴各种聚会， 得若没有

多的

基督而被祂差派出去作工的人 ，竟然
道来使他

感到 足，而同 他
上竟是无所事事，我想天使
── 信, 16e, 1892。{CL 23.5} {CL 23.5}

大
人

到

的心灵受惠及使教会

在一

强， 便不会

等情景，心中会起何等的感想啊！

──但不要聚在一个中心

受到鼓励聚在 溪，并且将他 的什一和影响力奉献于建造一个 代的耶路撒冷，

随从上帝的命令。在 工作中，别的地区被剥 了他

有的

。你

要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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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在一个地方。要走出去并在什么都没有，或者差不多什么都没有做的地方建立感化中心。要打
破你
固的集中； 散拯救的光束，并将亮光照射到地上黑暗的角落。── 教牧人 的 言,
254, 255。(1895) {CL 24.1} {CL 24.1}

第七部分 受上帝天意指
当上帝开了出路
候已到，上帝若开了出路，全家就当迁离市区。

己
能力的 可，去
最适宜的地方。房舍也
──文稿, 50, 1903。{CL 24.2} {CL 24.2}

将孩子

可以小些，但周

往

去。作父母的

按自

有一片可耕种的田地。

上帝必帮助祂的子民
父母

替那能

可以在

坏循

置小屋，附 若干可耕之地，以便开辟果园，栽种各

于脉管中的生命之血的肉食。在

。上帝必帮助祂的子民在市区外

得

的住

的地方，儿女 不致

蔬菜及小水果，以代

城市生活的

坏影响所

。──医 布道, 310。(1902) {CL 24.3} {CL 24.3}

要努力打开门路
随着
弟兄姐妹

的推移，我 越来越多的子民将不得不离开城市。多年来我 一直蒙指示，就是我 的
，特别是有孩子的家庭，当离开城市的路在他 面前打开 ， 他 就 当 划
做。

多人将不得不

真地

作来打开 条路。但是在他

就
最 极地从事 教工作，无 他 的影响范
9月27日。{CL 24.4} {CL 24.4}

可能离开之前，只要他

如何有限，都 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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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 期离开城市之人的勉言和警告
[写于1893年12月22日的一封 信，回复

， 响 关于我 的百姓
{CL 25.1} {CL 25.1}

我的弟兄，你的信告 我

在就需要做。但那些

迁出

溪一位主要工作人 的一封来信，那封信告知

溪的警告，“一到两百人”正在准 “尽快地”离开。──

，有 多人深受激

要迁出 溪。

于感到要开始搬家的人，不要在一种匆促、受刺激、或 率的意

溪的忠告 ，注意不要有任何

率的行

者。]

工作需要做，非常需要做，并且

迁，也不要以一种今后会深深后悔的方式搬出去。……{CL 25.2} {CL 25.2}
在听从迁出

母

。若不

上搬

求上帝的智慧，就什么都不要

做，上帝
要厚
凡祈求的人，祂也不斥 人。任何一个人所要做的就是要提出忠告与 勉，
然后留下那些确信自己有 的人按照本分在神圣的指 下搬迁，敞开全心学 并 从上帝。{CL
25.3} {CL 25.3}
当我考

作
没有真

我

到就

我 的教

中有些人都需要用良好的判断使之不偏左右

的世界 来怜 信息的使者，百姓
的人必会叫人极其当心，他 会有危

他

，就感到

。因

教

什么。{CL 25.4} {CL 25.4}

有信心，会向他 求助。 些在
生活中
人以 告，却不知道那 告可能 致别人去做

勉的恩
有些人

有洞察力，有 行 勉的能力。它乃是上帝的恩

音、
和 定 ，他
去从事的路 ， 那[
条解决
告蒙了
不清楚

。当上帝的圣工需要

、声

出的 能使 于困惑与黑暗中的心思，好像阳光
一 看到适合于他
]在数周或数月的学 中已 使他 的心中充 了困惑混乱与障碍。有一

、清除障碍的路径展 在他 面前，主已

使祂的日光照射了

来，他

看到自己的祷

允，他 的道路也清楚了。但是有些人却可能 出 率的建 ──只是出离 溪就行了，并
地 明
做 他 自己或别人的灵性会 来什么促 。{CL 25.5} {CL 25.5}

慎重考 每一行
每个人都花

慎地考 ；不要像比 中的那个人，他

工建造，却不能完成。若非搬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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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仔

考

了，每件事情都权衡

了，就不

予工作。那么每个人都不要行 犹疑，但要

行搬迁。……每个人都照着其

定而 卑地信靠上帝。{CL 26.1} {CL

26.1}

也 有个别人会匆匆忙忙地做一些事，并 到一些他 全然不知的事 中。上帝没有要求
。
率直地、常常祈祷地思想，十分仔 而虔 地研究 道，以清醒的心思意念 听上帝的声音。……
明白上帝的旨意乃是一件大事。{CL 26.2} {CL 26.2}

需要明确的 划
我

在

溪的教会所 的

是，要在上帝的忠告中行

。你

需要采取行

──

多人搬出

溪

──你 也需要有关于搬出 溪后要做什么的明确 划。不要匆忙搬迁，而不知道你 要从事什么。
……一般来 ，明智而考 周道、思想 健的人，会是可靠的
， 人性有相当的洞察力，知道
如何指

并

勉人敬畏上帝。{CL 26.3} {CL 26.3}

伴随着新
我已

到教会的每个新

些教 教授圣
灵安全确 的
慎

段都伴随着危

的危
，因有人听从了一些出自

精神的

西。虽然有

教 非常有力，有效，但他 却不愿成 一个 有 用知 的人，能提供困惑的心
勉。他 不能辨 每个要施行改革的家庭必会遭遇的困惑情况。因此，人人都要

；他 若在某件事上不知道上帝的心意， 就决不要以一种
或猜想的方式
。若是他
什么都不清楚，就要承 不知道， 人完全依靠上帝。要多祷告，甚或禁食，不 任何人在黑暗

中行

，但行在光中，如同上帝在光明中一

。……{CL 26.4} {CL 26.4}

安全地行
不要在无秩序的情况下做任何事，免得因

的巨大 失与
的，就化 失

心与冲

的 演挑起不属乎上帝的

，

致

牲，使得那必
得的 利，因 缺乏冷静 制，及适当的考 和健全的原 与目
。在 件事上，要有 明的
，一切都要在那位看不 的英明 士，就是上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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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人的

西会争 上

，完成的可能是一些没有上帝印

的工作。

在，我

求每

强烈地支持信靠人的意 ，而要最 切地仰望上帝，那位明智的策士。将你全部的
服于上帝的道路和旨意。……{CL 27.1} {CL 27.1}

妄 的后果
要是有些人匆忙草率地搬出了 溪，并遭遇了挫折

于别人，

别人

，他 不会反省自己

他 施加了 力。他 把挫折与失

都 咎于那些不

莽的行

，而会加罪

咎的人。……{CL 27.2}

{CL 27.2}

在，正是 在，乃是末后日子的危 集 在我 四 的日子，我 需要智慧人作
，不是感
到有 任激起并造成混乱的人，而是能提出明智的忠告、
与安排，使每次激励都 生秩序而不
是混乱，并安息平静地

从主的

的人。但愿每个人都 在自己的真位置，按照其个别的能力，

主做些工作。……{CL 27.3} {CL 27.3}
将怎

完成呢？耶 基督已 用自己的宝血

了你 ，你

乃是祂的仆人和

，祂

：“你

要 我的 ，学我的 式：因 我是柔和 卑的：
，你 心里就必得安息。因 我的 是容
易的，我的担子是 省的。”如果每个人都以受教的精神， 着痛悔的心来到耶 面前，那么他就
于一种可以受教学 耶

并 从祂命令的心

。……{CL 27.4} {CL 27.4}

在上帝面前展开每一 划
我

在不能信心 弱；我 在一种情 低落、怠惰、 散的

度中不可能安全。每一点能力都

当利用， 当精明、 静、深刻地思想。任何人的智慧都不足以做出此 的 划和
。要以禁食
将每一 划展开在上帝面前，[并]在主耶 面前 卑己心，将你的道路交 主。确定的
乃是：祂
必指引你的路。祂在才智

源方面是无限的。以色列的圣者，按名称呼天上的万象，并且使天上的

星各在本位，祂也在个别地保守着你。……{CL 28.1} {CL 28.1}
我愿大家都能

到凡以基督

足并信靠基督的人会有何等可能的 果和可能性。与基督一同

藏在上帝里的生命永 有避 所；他能 ：“我靠着加

我力量的基督，凡事都能作。” {CL 28.2} {CL

28.2}

我把 个
留 你；因 我一直 困 所有在 溪的人的危
，唯恐他 会 率地行
，使仇 占便宜。不必
，因 如果我
卑地与上帝同行，我 就是安全的。── 信,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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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 {CL 28.3} {CL 28.3}

第八部分 我

的机

中心要

离

的地区

适于 立机 的 所
所 出的指示仍是，要出离城市。建立你 的 养院、你 的学校、和 事 都要 离人口集中
的地方。 多人 在都会 留在城市
，但不久 候要到，所有希望避免邪 声色的人都将移入
村； 因 邪 和 坏必增 到
1907。{CL 28.4} {CL 28.4}

一种程度，以致城市的每片空气似乎都被

染了。──

信, 26,

避免 探和 坏
有些人感到
市。与我 的机
作

， 什么我 的出版机关要从奥克 迁至山景。上帝一直在呼召他的子民离开城
有 系的青年 ，不 当遭受出 在大城市中的 惑和腐 的 探。山景已象是

印刷所的有利位置。──文稿, 148, 1905。 {CL 29.1} {CL 29.1}

暴 雨 期正在我 面前
弟兄
是我

次的灾

[《

与通 》的大楼被

]可以在事

上造成一次决定性的改

。我盼望我

的

会听从上帝在 法教他 学到的 个教 ，而且他 不会重建在 溪的出版社。上帝的意思
不 定位于城市；因 正有暴 雨的 期在我 面前。── 信, 2, 1903。{CL 29.2} {CL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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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在何 可以更有效率的受教
上帝已

出一个接一个的警告：我

的学校、出版社和 养院要建在城市以外，在青年人可

以“最有效地受教什么是真理”的地方。但愿没有人企 用《 言》
利益。不要使已
个主 的亮光无效。{CL 29.3} {CL 29.3}
会有人起来

悖 的事，反抗主正在

祂的仆人

要做的

建在城市里会有巨大的

。但 在是男男女女

根据因果

关系推理的 候。在城市中建立大型的
公司
太晚，太晚了──太晚了，以致不能呼召青年男
女离开 村到城市。城市中的状况愈加使得我 的同道 于留在其中。所以在城市中投 建立
机

乃是一个极大的

。──文稿, 76, 1905。{CL 29.4} {CL 29.4}

从前哨到城市作工
我

的机

，

尽可能的

立在城市地 之外。我

必 有工人在 些机

中工作， 如果

些机

建在城市中，那就意味着我 教友的家庭必 在其附近定居。但是上帝的子民定居于城市之中并
不是祂的旨意，因 那里 常有
与混乱。他 的儿女 避免 一切；因 人的整个身体会因城
市中的匆忙、 攘与嘈 而遭受 坏。主甚愿祂的子民要迁居
，在那里安家，自己栽种水果菜
蔬，同 他 的儿女也能在那里得与上帝在自然界中的作 ，有直接的接触。我所 的信息乃是：
要将你

的家迁离城市。{CL 29.5} {CL 29.5}

不 人听从或拒 ，都必
真理。城市中充
使我 的青年 离 一切玷 。{CL 30.1} {CL 30.1}

了

探。我

在 划工作的事上，

尽量

法

当从郊外的前哨去推 城市的工作。上帝的 信者 ：“城市 道不要受警告 ？要的，但不是由
上帝的子民住在其中，是由他 去
各城市，警告他 有关行将 到地上的事。”── 信, 182,
1902。{CL 30.2} {CL 30.2}

在便于
地

具有健全判断力的人 受到指派，不是到
，很便于去
城市，适合于小型的工人

城市的地方
公布他 的意 ，而是在 村地区搜
的房屋
学校，或者那里也可以提供
不知道真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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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病和心灵疲乏之人服
是

主的

。 找

离开大城市的

的地方，在那里可以确定合适的建筑，要么

，要么是靠我 百姓的捐 以合理的价格

。不要在吵

布道, 308, 309。(1909) {CL 30.3} {CL 30.3}

的城市盖造建筑。──医

来自以 和 得的教
我

既身

遵守上帝 命的子民，就必 离开城市。我 必

何

一个国家不法的事增多，就必听

象以 一

作，但却不住在其中。──布道 , 78, 79。(1899)──{CL 30.4} {CL 30.4}

，虽然在城市中从事工

。然而

得若不在那罪

有声音

警告与指示，正如所多

城听到

滔天的 坏城市中安家，就大可保守他的家属避免 多的邪

得的声音一

和他的家属在所多 城所成就的，即使他 居住离城
的地
行，但他没有象 得住在所多 一 ，居住在 各 凶暴及罪
(1903) {CL 30.5} {CL 30.5}

了。

得

，也照 可以作成。 以 与上帝同
所 染的城市中。──布道 , 79。

教会可以在城市里，但机 不要在城市里
主已再三指示我 ，我
从前哨中心到城市去作工。在 些城市里我
有敬拜的 所，作
上帝的 念物，但是出版我 的文献的机 ，医治病人的机 ，以及
工人的机 [学院]，

在城市以外。
与

个指示

出版社和

是特别重要的，以便我 的青年人
一致的是，已 在 盛 和

养院却作 前哨中心，被建在了

离

什

避城市生活的 探。{CL 31.1} {CL 31.1}
尔

并重新奉献了礼拜堂，而在

城市的地

些地区的

。别的出版社和 养院迁入

村

遵循 一 划，而且 在英国的 敦出版社和那里的培 学校就正在遵循 个 划。我
在正蒙
予机会在上帝敞开的天意中前 ，在 些和 多别的重要的中心地区里，在一个
的基 上建
立 工作来帮助我 的弟兄 ，以便使 工作 步前
(1907) {CL 31.2} {CL 31.2}

。──特别

言，B系列，第8号, 7, 8。

我 要灵巧象蛇， 良象 子，努力以低价 得
的
，并且从 些前哨中心前往城市作
工。──特别 言，B系列，第14号，7。(1902) {CL 31.3} {CL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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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 出的信息
“离开城市，离开城市!”──
邪

乃是主不断地

我的信息。地震要来；洪水要来；我

的城市里，仇 以各种方式在那里受着服侍，而上帝却往往被忘 。主希望我

灵眼光。我

必

迅速地洞悉在 些邪 的城市中

告各城， 同 要住在我
方。──

氏生活

立机 的危

能保 我 的孩子和我 自己免受

必

尾的冲突中

定居在

都有清晰的属

做出明智的

些地区那么盛行的

略, 409, 410。(1906) {CL 31.4} {CL 31.4}

第九部分 在

。我

不

划以警

染与腐化的地

急逃离

逃走的信号
一

没有

候可容上帝的子民来思念世事并 蓄

，被迫到荒僻之 避

号，照

，我

国家(

。当年耶路撒冷城被

宝在地上了。

候快到了，我

也要象早期的门徒

兵 困，乃是犹太基督徒 当逃亡的一种信

者按，作者意指美国)的越权擅定

教的安息日 法令，迫人遵守，

于

我 也是一种警告。到了那 ，我 即当离开大都市，
离开小城市，而到山 偏僻之
居。
因此 今我 不但不要在此世
豪 的居室，乃当
迁移到那更美的家 ，就是天国。我 不
花

来求自己的 足，乃当学 如何

。──

言卷5，464, 465。(1885) {CL 32.1} {CL 32.1}

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06&start_paragraph=1003573620&finish_paragraph=1003573878&references=1

Page 26 of 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