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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了洗的异教
丹尼·克鲁斯

虽然刚刚来到这个世界，对前面会遇到什么危险还是一无所知，但幼小的新生儿只要躺在妈妈温暖的
怀里，就会倍感安全。然而此刻，他突然感到母亲非常紧张。在靠近圣地时，母亲把孩子用力地搂在怀里，
贴紧胸膛。他从未听过这么多人一起发出的轰隆声以及咏唱中传出的神秘音乐。他感到母亲的手臂开始颤
抖，眼泪混着汗水滴落在襁褓上，并弄湿了包裹他的布料。长笛和手鼓传出的狂躁声，在山谷中不断地回
响着。这时，母亲紧抱的双臂开始变软，突然，一个穿着白袍的男人，在夜空中，用他强有力的大手将男
婴举起，并放在一个坚硬发烫的金属器皿上。
因为感到不安，宝宝开始哭。他呜咽着，努力地寻找妈妈怀抱的安慰。他的眼睛还不够健全，不能专
注于他头上那个巨大铜牛的牛头。由于周围所焚烧的香熏痛了他的双眼，再加上青铜香炉的铜柄所散发出
来的热量，使他难以忍受，他从呜咽变成了嚎啕大哭。他母亲也跟着他大声哀号，但这哭声却被震耳的鼓
声，和成千上万狂舞者用脚踏地的轰隆声所淹没。突然，他被推了下去，从那人的手臂上滑落到燃烧的烈
火中。他发出痛苦的尖叫，他的母亲歇斯底里地哀鸣着，但那只是徒增了不和谐的刺耳声。众多异教徒们
在长笛和手鼓的奏鸣声中，舞蹈跳得愈加疯狂。在火焰噼啪作响声和孤独母亲凄凉的哭号声中，异教的祭
司宣布：众人所敬拜的太阳神已经悦纳了他们的供物——那个男婴。
纵观历史，人们对太阳崇拜的实践极其残忍恐怖，已遍布于世界的每个角落。巴比伦人称太阳为“沙
玛十”
；埃及人称它为“Ra”；亚述人称之为“巴力”；迦南人称其“摩洛”；波斯人称它为“密特拉”；希
腊人称之为“赫利俄斯”
，德鲁伊教称其为“Hu”
；罗马人称它为“索尔（不可战胜的太阳神）”
。随着历史
的发展，这些拜太阳的异教习俗影响了很多地区。包括亚洲的印度、日本，甚至北美洲的阿兹特克族以及
每个土著部落。对于崇拜太阳神的起源，大多数学者认为可追溯到巴比伦时期。
巴比伦王国，是洪水后由当时的英雄之首——宁录所建立。
（见创 10:8-10）那时，地上有巨人，他们
是上古时期的伟人。但随着他们的相继死去，新的种族似乎明显逊色了。毕竟宁录保留了其先祖所有的体
力与智力特征。起初，宁录只是一个猎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冒险行径，却成为了追随者们的一个
传奇。由于对他的强大战绩缺乏记载，宁录被提升到了超乎常人的地位，这种影响力在他所建立的社会中
迅速扩大。终于，人们不仅开始尊他为王，而且拜他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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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录非常傲慢，但也次于他的妻子——塞米勒米斯。塞米勒米斯以美丽绝伦和狡诈著称，并以铁腕控
制政权。她如宁录一样，同样被后人所神化。在迷信思想的驱使下，当时的人们转离敬拜独一的真神上帝，
而宁录和塞米勒米斯因着可怕的能力及美貌，则被供奉为太阳神和月亮神。
虽然对于宁录实际死亡的历史记载很模糊，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留给了塞米勒米斯一个庞大的政权和
与之相当的巨大困境。那就是，她该如何维护宁录所建立的帝国？只有一个方法，而且她对此着魔。她声
称，宁录的灵魂已上升为太阳神。她口若悬河地向人们描述，宁录已经升为他们的保护神和帮助者。每天
早晨，当他升起并在天空移动时，就给大地带来了光明和生命。晚上，他会下到地球的另一边，与地下的
恶魔和魔鬼作战，保护人类免受毁灭。有时候，战争是血腥的，黄昏时红色的天空可作此凭据。每天早晨，
百姓都要在日出前献祭，敬拜这位已故的领袖和得胜的保护者。这个计谋实在是太成功了。宁录的追随者
们自愿离弃真神上帝，也就断绝了他们先祖曾拥有的获得生命知识的惟一途径，便只能凭借感官认知去生
活。他们欣然接受了塞米勒米斯荒谬的捏造。可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已成为撒但邪恶计划中的棋子。撒但，
谎言之父，就此为后世的每个异端教派奠定了一个共同的基础。
首先，是日期。他们致力于将一周的第一日（即周日），作为敬拜太阳神的日子（Sunday）。以此类推，
一周的其余日子分别敬拜其他较小的天体。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密特拉教后来重组了一些日子次序，但我
们现今星期的由来，依然保留了古日耳曼民族的命名法，从中可看出他们将行星当作神来敬拜：
星期日（Sunday）
，敬拜太阳(Sun)，以太阳神命名；
星期一（Monday）敬拜月亮（Moon）
，以月亮神命名；
星期二（Tuesday）
，敬拜火星，以战神蒂乌（Tiu）命名；
星期三（Wednesday）
，敬拜水星，以古代祭祀主神奥丁沃登（Woden）命名；
星期四（Thursday）
，敬拜木星，以北欧神话中的雷神托尔（Thor）命名；
星期五（Friday）
，敬拜金星，以女神弗雷亚（Freya）或弗丽嘉（Frigg）命名；
星期六（Saturday）
，敬拜土星，以罗马神话中的农神萨图尔努斯（Saturn）命名。
随着时光的流逝，异教领袖们开始为太阳崇拜添加了教义和仪式。他们宣称，如果太阳神赋予人以生
命，那么他就需要生命来加强力量，支撑其在天空的旅程。因此，成千上万的男女和孩童，被以活祭的形
式献给了太阳神。对于这种异教崇拜，上帝曾透过摩西警告说：
“你不可向耶和华你的上帝这样行，因为
他们向他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所憎嫌所恨恶的一切事，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与他们的神。”
（申
12:31）这些人被自私的宗教领袖欺骗，对自己的宗教信仰也一无所知，只是盲目遵循着魔鬼的教义。
宁录死后不久的一个春天，骄奢淫逸的塞米勒米斯被发现怀孕了。她召齐了巴比伦的文士，要他们为
她准备一篇引人注目的新闻稿，她要召开发布会。她宣称：宁录透过太阳热烈的光线，使她怀孕了。这个
让人期待的小孩就是太阳神的后裔，他将自称为神，其在地上的代理人则是塞米勒米斯。因此，塞米勒米
斯，从此变成了“神的母亲”
。这种言辞，在我们看来，显然是在亵渎上帝，但对于当时离弃真神上帝的
国家而言，此种荒谬却是家常便饭。大众的迷信行为，为撒但的骗局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使毒草丛生蔓延。
搭模斯（Tammuz）(结 8:14)，被称为“太阳神之子”的小孩，出生于 12 月 25 日。他的出生被誉为一
个伟大的奇迹。因为其出生的日子是在冬至后，日照时间慢慢延长，因此也被视为是太阳重生的预兆，受
到了人们喧声震天的欢呼颂赞。此后，12 月 25 日便作为太阳神之子的生日，成为整个国家一年一度的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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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像他所谓的父亲宁录一样，搭模斯也被认为是一位伟大的猎人。也许是因他征服一切的力量，不管怎
样，他被神话为女神伊斯塔（Ishtar）的同盟。而女神伊斯塔，是自然界中掌管一切生殖能力的生育女神，
也被视为月亮女神和天堂的女王。她是亚述人主要敬拜的女神。对于同一位生育女神，在不同的文化中，
有着不同的名字。腓尼基人称其为亚斯他录（Ashtoreth）
，希腊和罗马人称之为阿施塔特（Astarte）
（士
2:13），日耳曼人称之为厄俄斯特（Eostre），盎格鲁·撒克逊人称之为春之女神依丝翠（Eastre）
。在埃
及，伊斯特尔又名伊希斯（Isis）,是地狱之神欧西里斯（Osiris）的妻子和妹妹，且是太阳神荷鲁斯（Horus）
的母亲。今日复活节（Easter）的兔子和彩蛋，早期正是用于象征着代表生命和繁殖的伊斯塔（Ishtar）
。
春分后的第一个满月，万物复苏时，正是举办一年一度庆祝其生日的异教节日。
不幸的是，塞米勒米斯的儿子搭模斯（也称为阿多尼斯 Adonis，在古代神话中指的是“主”
）竟被野
猪獠牙所伤而英年早逝。在这里，传奇故事与时并进。有些人说，搭模斯三天后奇迹般地自我复活，也有
人说，悲痛欲绝的伊斯塔去阴间找他，使他复活。数天后，伊斯塔继承了太阳神的王位，但疏于政务和缺
乏经营的激情，全地都在哀痛中苦苦挣扎，民不聊生。据说，当全国举哀结束后，搭模斯变成了稳坐宝座
的新的太阳神，他的名声最终甚至超过了宁录。
每年，在伊斯塔节（复活节）前的四十天，人们都要为搭模斯的惨死及被提升为太阳神，以禁食和自
哀来纪念他的受苦和死亡。
（这就是以西结书 8:13-14 中，上帝口为所说“为搭模斯哭泣”的可憎行为。
）
这个节期的最后一天，是一周的第一日，人们会到家附近的最高的一座山上。在那里，他们会用酒和肉向
搭模斯献祭，并烧香磕头，以此来迎接日出，并高呼“我们的主复活了！”然后就开始为伊斯塔——这位
生殖女神和天堂女王举行盛大的庆典。为了这一庆祝会，人们会把小蛋糕切成十字状（即今日常见的十字
架上挂个圆圈的形状，有人说那个圆圈代表基督的荆棘冠，但在基督钉十字架之前它早已存在，那是异教
徒用之象征生育女神的符号）
，然后他们将蛋糕在阳光的烘烤下吃掉，作为仪式的一部分。在那一天，人
们会尽情狂欢，并经常以献活人为祭，作为异教庆典的最高潮。
这些古老的变态做法，在当时非常盛行，甚至连分别为圣、敬拜独一真神上帝的以色列民，也受到其
负面的影响。犹太人曾向周围的异教徒妥协，允许一个又一个异教习俗掺杂在侍奉上帝的纯粹敬拜中，到
最后，他们几乎完全随从了异教。在耶利米书 7:17-19 节，先知向我们揭示了上帝因祂子民拜偶像而心中
悲伤：
“
‘他们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你没有看见吗？孩子捡柴，父亲烧火，妇女抟面作饼，
献给天后，又向别神浇奠祭，惹我发怒。
’耶和华说：
‘他们岂是惹我发怒呢？不是自己惹祸，以致脸上惭
愧吗？’”（耶 7:17-19）
事实上，混乱，是每位敬拜上帝的子民向邪恶世界妥协的必然结果，也是当时人们留给后代的遗产。
说到这，可能我们每学习一个宗教节日，就会发现，整个基督教界仿佛起源于异教文化，这实在是令
人感到不安。但历史向我们证明，耶稣诞生于两千多年前，这一事实无可置疑。太阳之子，搭模斯的生日，
成为所谓上帝之子的生日。哀悼搭模斯的第四十天，变成了基督教的“四月斋（大斋节）”
，而搭模斯复活
的传说，自然而然的，便假借基督复活的故事而广为流传。天堂女王的蛋糕，成为十字面包，伊斯塔可耻
的生育仪式，演变为复活节的庆典。
（顺便提一下，每年的复活节没有一个固定的日子，它依然是随月亮
周期的移动而变化，落在春分第一个满月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去庆祝。）
即便是较小的异教圣日或节期，也已渗入到基督教的文化中。在秋天，百花衰败的季节，异教文化相
信，死者的灵魂会在此时出现在众人身边萦绕不回。除非有人祈求他们，并给他们以食物和住所，不然，
人们担心这些灵魂便会留下来，给他们带来不幸。换句话说，
“不给糖就捣蛋”
。正因此，在万圣节那天，
孩子们会挨家挨户的要糖果等礼物，如不遂其愿，便会恶作剧。在今天，人们之所以称之为万灵节，即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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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灵魂将出现的前一晚，通常叫作万圣节。
西方的情人节，也是起源于古罗马的牧神节。在每年早春的洁净礼上，罗马教的神父们会手持羊皮鞭，
模仿牧神，在街道上奔跑。而年轻的妇女们，则会聚集在街道两旁，祈望羊皮鞭抽在自己的头上，使她们
在来年生儿育女。未婚男女会在随后的相亲会上，通过随机选择读出名字的方式而结为情侣。羊皮鞭后来
又演变成罗马神话中爱神丘比特手中的箭。所以今天，在婚介中心安排男女见面时，会有针对性的安排双
方交换情人节卡片。
还有许多其他例子，但上述提到的内容足以说明，我们今日的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都或多或少地混
杂着异教传统。为什么会这样呢？毕竟，我们还是处于开明时代的基督教国家，不是吗？前一个问题可能
比后一个更容易回答。
基督教早期，人们生活很艰难。异教徒世界无情而强大，它试图消灭那些尊耶稣基督为救主的小教派。
但殉道者的鲜血，却是教会福音的种子。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清晰地显明，基督教必将盛行。
当撒但用暴力来逼迫教会却招致失败时，它便采取了另一种新的策略——它要亲自进入教会，转而从
内部去破坏教会。事实也证明，这是一个相对成功的阴谋。在公元四世纪，罗马帝国向成长中的基督教会，
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并赋予其极大程度上的政治力量，意图借此来扩大自己的统治。不幸的是，宗教和世
俗力量的融合，造成了一种令人陶醉的混合体，且永远改变了那些经受过它的人们的信仰。在这种影响下，
基督的身体——教会，不再是温顺无害，而成为吞噬那喂养她的手。公元 538 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
（Justinian）宣布：由罗马教会来统治世界。从今以后，它要被称为“神圣罗马帝国”
。
在罗马教会的黑暗统治下，人们的生活民不聊生。罗马教会对权力的更大渴望，也驱使她吸收了所有
其他宗教的文化，并为己所用，于是各种异教邪说便更加明目张胆地掺入基督教的纯正道理之中，且混在
一起，令人真假难辨。在所有的异教国家中，都有这种典型特性，那就是，将他们的神说成是能征服永恒
的。在威尔·杜兰的《世界文明史》中，有这样一句话：“人的一生，每时每刻都有神在掌管着：有掌管
房屋和花园的神；有掌管饮食的神；还有掌管健康与疾病的神。”——罗马教会把这些神统统吸纳其内，
并以圣徒的名字给它们分别命名。例如，从前人们为死去的人向异教女神西布莉（Cybele）献上的祈祷，
现在摇身一变成为向圣母玛利亚的雕像祷告。偶像和护身符也被保存下来，堂而皇之地演变为虔诚的敬拜
之物和祭品，还有告解礼和赎罪券等等。更可怕的是，从前异教之国的国王被冠以是太阳神的化身，而如
今罗马教会的教皇，则宣称自己是基督在地上的代理人。
早期的基督徒曾拒绝向一切虚假教义妥协，甚至因不愿在异教祭坛上献香而欣然殉道。然而在短短几
代的时间里，道德黑暗的帷幕已将教会笼罩。因着渴望同化并征服异教，教会几乎将太阳崇拜的每一个特
征都融入到自己的敬拜仪式之中。尽管犹太人憎恶这种通过军事手段迫使大批敬拜太阳神的罗马军队加入
“信仰”
，但教会领袖们早就擅自将神圣的安息日（星期六）转移到一周的第一日（星期日）。星期日被宣
布为纪念耶稣的复活，且被定为宗教节日。对真理的狡猾歪曲，最终带来了对上帝伟大的道德律法——十
条诫命的蔑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巧妙的行为也实际地破坏了对宇宙创造主——独一真神上帝的敬拜，
也为几个世纪后出现的进化论思想及其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今天，进化论只是纯正信仰大规模倾覆中的冰山一角。事实上，从我们的衣着打扮到言行举止，无一
不渗透着异教传统。然而，若抛开这些传统的原始意义，许多习俗看上去似乎也无伤大雅。甚至有些披上
了基督教的外衣的异教习俗，看上去似乎还是好的。但问题是，对于今天的基督徒，人们当如何面对圣诞
节、复活节，又当如何对待星期日敬拜呢？既然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知道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那么，今
天的我们，是否还需要在意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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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此类问题是合理的，且值得深思。若要寻找答案，最佳的源头就是圣经。在圣经中，上帝曾严厉
地吩咐以色列人：
“那时就要谨慎，不可在他们除灭之后，随从他们的恶俗，陷入网罗，也不可访问他们
的神，说：
‘这些国民怎样事奉他们的神，我也要照样行。’你不可向耶和华你的上帝这样行。
”
（申 12:30,31）
为什么上帝的话语会如此严厉？因为祂完全不同于那些异教的神，人们得时刻留意其反复无常，且要
不断地满足它们的要求。上帝是公义、慈爱、圣洁的，祂超乎万有之上。祂所要的，乃是一种截然不同的、
更为崇高的敬拜，一种建基于祂与其子民之间的神圣关系上的敬拜。然而，太阳崇拜和偶像崇拜仪式，却
阻断了人与上帝之间的一切关系，且在人们的意识中贬低了上帝。此外，这些异教敬拜中还包含了最败坏
的行为，如献活人为祭。
所以我们必须问：“难道纪念耶稣的诞生和复活有什么不对吗？”当然不是。对每个真正的基督徒，
耶稣的诞生与复活都充满了深刻意义。问题在于，这些日期，我们根本无法从圣经和历史记载中找到依据。
并且，圣经中也未吩咐人们要遵守一年中的这些日子。相反，上帝以祂无限的智慧，希望我们在一年中的
每一天都能牢记耶稣的诞生与复活，每一天当然也就包括了 12 月 25 日（圣诞节）和复活节。
基于此点，很显然，无论是圣诞节还是复活节，都不具有任何属灵意义。这些日子的选择，完全是基
于异教徒的考虑，被人为地融入了基督教的信仰。人们已经不可能简单地忽视这些节日，因为它们已变成
我们文化中的重要节日，虽然如此，但我们绝不应视这些日子为圣，因为它们根本不具备任何基于圣经的
属灵意义。值得我们庆幸的是，这些源于异教的日子，尚没有取代或废除上帝律法的任何部分。
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应当如何对待星期日敬拜呢？那不是一个合理的记念耶稣复活的
日子吗？不！这是撒但惯用的伎俩。持守星期天，就中狐狸和鸽子一同溜进鸡窝，也许鸽子不是母鸡也无
妨，但如果狐狸留下来，就会摧毁整个鸡窝。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在罗马书第六章，圣经告诉我们，基督的被钉和复活对于基督徒的属灵意义，它
绝未指示人们去守星期日以纪念基督的复活，而是预表着洗礼和随后“新生的样式”。（罗 6:4）而最严重
的问题是，星期日敬拜，乃是异教信仰中直接反对上帝权威的残留之一。圣经从没有说，我们可随意挑选
一日来作为敬拜上帝的“圣日”。相反，上帝特别赐福与第七日（星期六），并定为“圣日”，这是我们
所都不能漠视的。
安息日乃是对上帝创造之工的一个神圣纪念，是将上帝与所有假神分别出来的证据。上帝一直吩咐祂
的子民，要将世俗与神圣区别开来，要分别为圣。而撒但，则不断地试图模糊圣俗之别。其最终目的，乃
是要使罪为正，使义为俗。撒但成功了吗？希望你看看现今的基督教，就会答案自明了。
在圣经中，你找不到任何一处经文，提到要我们将神圣的安息日（星期六）更改为第一日（星期日）
。
基督降世的福音也不曾废除上帝的任何律法。只有那些受了撒但迷惑的人，才会去修改圣安息日。只有将
这一不法的改变，隐藏在大量的异教仪式中，又使无数尚未悔改的异教徒“受洗”加入基督教，才能让人
们以为，自己是在敬拜上帝。事实上，撒但早已成功地混入了整个基督教，并破坏了上帝神圣的律法。
《浸信会手册》的作者，爱德华·希斯克思博士（Dr. Edward T. Hiscox）曾在一群牧师面前坦率地
承认：
“守安息日为圣的诫命，过去有，现在仍有，但那个安息日不是星期天。我热切地寻找资料，并已研
究多年。因为我想知道，圣经在哪里可以找到，有关安息日变更为星期日的记载或凭据。最终我发现，它
不在新约圣经之中，那里绝没有。并且，在整本圣经中，也没有任何经文，能证明安息日已经从第七日转
到了七日的第一日。当然，我很清楚，在基督教的早期历史中，人们便已经开始遵守星期日了……但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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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它明确地烙刻着异教习俗的印记，且命以太阳神的名字。是背道的罗马教廷，藉着强制和遗赠，将
之作为一种神圣遗产，传给了基督教新教！
”
（爱德华·希斯克思博士于 1893 年 11 月 13 日 在纽约教牧大
会上宣读的论文）
在五光十色的各样习俗中，隐藏着众多异教信仰的毒蛇。撒但清楚地知道，惟有罪能将我们与耶稣基
督的永恒之乐隔绝。为此，它精心地设下网罗。那么，我们会不会中了撒但的圈套呢？请让我们像大卫王
一样向上帝献上祷告：
“求祢赐我悟性，我便遵守祢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求祢叫我遵行祢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
”
（诗 119:3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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