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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是神吗？  
 
不知道你是否遇到过这样的人——
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是人群的焦点？某些神秘却不可言状的特质使他鹤立鸡群。这

就是两千年前的耶稣基督给人们的感觉。但绝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个性，才使得人们

都听他的话，亲眼见证了他言行的人，坚信拿撒勒人耶稣异于常人。 
 
耶稣的唯一凭证就是他自己。他从未著书立说，没有领兵打仗，不是政要人物，也

并非家财万贯，最远的活动范围就是距离自家方圆百里的地方，但他却因为大胆而

鼓动人心的言行吸引了众人。 
 
由此可知，只要是见过他，并且听过他训诫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的伟大之处。绝大

多数伟人的结局也不过是淡出人们的视野遁入历史书中，而耶稣一直都是炙手可热

的话题人物，他的争议性是成千上万的作者争相写作的主题。争议围绕着耶稣对自

己身份的宣告展开，这宣告的确同时震惊了他的追随者和反对者， 
 
也让他成为了罗马当局和犹太教高层的心腹大患。尽管他是个既无凭证又没有政治

势力的局外人，但短短三年内，凭一己之力，耶稣改变了世界，影响后世两千年且

这影响依然在继续。其他的凡人宗教领袖也都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谁都不

及这个拿撒勒人——一个木匠的儿子。 
 
耶稣基督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的？他是个伟大的凡人，还是其他？ 
 
这些是关于耶稣身份争议的核心问题。有人认为他就是一个伟大的道德导师，也有

人认为他是世界上最伟大宗教的领袖。但也有更多的人认为他超越以上二者。基督

徒相信上帝真的来过人间，而且有证据可以证实这一点。 
 
仔细检验了耶稣的生平和话之后，前剑桥教授怀疑派，C.  S.  Lewi s  
得出了一个震惊世人的结论——耶稣篡改了自己的生平。 
耶稣基督到底是何方神圣？很多人会说耶稣是个伟大的道德导师。仔细想想，我们

不禁发问：耶稣莫非仅仅是个伟大的道德导师吗？ 
 
伟大的道德导师？  
 
甚至很多其他宗教的教徒承认耶稣是个伟大的道德导师。印度领袖，圣雄甘地，高

度赞扬耶稣正直无私的生平和发人深省的话语。[ 1]  
 
同样地，犹太学者Joseph Kl ausner  写道 
“ 全世界都认同耶稣基督倡导最纯粹而高尚的道德准则，即使古代最聪明的人所立
的道德戒律和格言与之相比都相形见绌。”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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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的登山宝训被誉为是人类能发出的最高尚最极致的道德训诫。事实上，今天人

类所宣称的“ 平等的权利” 也都是耶稣训诫的结果。非基督徒历史学家Wi l l  
Dur ant说到耶稣时，说道“ 他的一生都在不懈地践行和推广“ 平等的权力” ，如果
在近代，他早就被送去西伯利亚了。‘ 他是你们中最有智慧的，让他为你们服务。
’ ——这就是所有政治智慧和理智的反转。” [ 3]  
 
很多人，像甘地一样，试图将他的道德训诫和他对自己身份的宣告分开来看，只承

认他是个推行最高道德准则的伟人。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
托马斯· 约翰逊总统也是这么做的，他引用了新约，将其中关于耶稣神性的部分去
掉，只留下耶稣关于伦理道德教育的片段。[ 4]  
约翰逊总统时刻随身携带他筛选过的新约，尊称耶稣为史上最伟大的道德导师。 
 
事实上，约翰逊总统《独立宣言》中那些令人难忘的话都是来自圣经的——
无论性别，种族或者社会地位如何，每个人在上帝眼中都无限重要，地位平等。这

著名的宣言中写道“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  
 
但有一件事情，约翰逊没有回答：如果耶稣假称自己为上帝，那他肯定算不上一个

好的道德导师。但是耶稣真的自称为神吗？在调查耶稣的宣告之前，我们需要检验

一下他仅仅是个伟大的宗教领袖的可能性。 
 
伟大的宗教领袖？  
 
意外的是，耶稣从未自称宗教领袖。他从来没有卷入任何宗教政治中，也没有推行

别有用心的教规，相反地，他几乎与所有的宗教框架格格不入。 
 
耶稣跟其他伟大的宗教领袖相比，区别立显。印度教文化出身的Ravi  Zachar i as  
研究了世界不同的宗教，发现了耶稣基督与其他主要宗教创立者的本质区别。 
 
“ 所有的宗教，其实都是订立规矩，教人如何生活。不是让你转向琐罗亚斯
德，而是让你听从琐罗亚斯德的教导；不是佛陀度化你，而是圣谛指引你；

不是穆罕默德改变你，而是古兰经的美好感化你；与之不同的是，耶稣不仅

仅是教导或者传播福音，他自己就是福音。” [ 5]  
 
福音中耶稣无数次简简单单的训诫——“ 转向我” 、“ 跟随我” 或者“ 顺服我” ， 
验证了Zachar i as的观点。另外，耶稣说得很清楚，他的首要任务是赦人的罪，这
是只有上帝才有权柄做的事情。 
 
在《The Wor l d’ s  Gr eat  Rel i gi ons》一书中，Hust on Smi t h 
说道“ 世界上只出现过两个人如此震撼同时代的人，使得世人不停发问，问题也不
仅仅是“ 他是谁？” ，而是“ 他到底拥有什么样的力量？” 这两个人就是耶稣和佛
陀，然而二人截然不同。佛陀清清楚楚地告诉世人：他是人，不是神，就像是预见

到之后人们会崇拜他一样。与之不同，耶稣自称为神。[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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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们不得不问耶稣到底是如何自称的？特别是，他是否真的自称为神？ 
 
耶稣自称为神吗？  
 
到底是什么使众多学者坚信耶稣自称为神呢？作家John Pi per  
解释说耶稣自称拥有权柄，而这权柄只有上帝才有。 
 
“ 耶稣的朋友和敌人一次又一次被耶稣的言行惊呆。他时常会走在路上，与常人无
异，却忽然转身，说些令人称奇的话，比如“ 在亚伯拉罕之前，我在。” “ 人看见
了我，就是看见了父。” 在被指控亵渎神的之后，非常平静地回应：“ 但要叫你们
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对着死人，他只是简单说道“ 上前来” 或者“
起来吧” 。然后人们就会服从。对着海上的风暴，他会说：“ 停住。” 对着一块儿
饼，他会说：“ 够一千个人吃。” 立马就显现了。[ 7]  
 
但耶稣的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真的有那么大的权柄吗？耶稣仅仅是像摩西、

以利亚和丹尼尔一样的先知吗？即使浅读福音书，也知道耶稣自称绝非只是个先知

。从来没有其他先知说过跟他一样的话；也没有先知自称上帝。 
 
有人争辩说，耶稣从未明确地说过“ 我是神” 这样的话。的确如此，耶稣没有一字
一句说过“ 我是神。” 但耶稣也没明确说过“ 我是人” 或者“ 我是先知” 。人们却
深信不疑地认为他是人，他的跟随者认为他是像摩西和以利亚一样的先知。同样都

是没有亲口说过，那么耶稣是先知和是神的可能性是一样的。 
 
但事实上，耶稣对自己的宣称却与他是伟人或者先知的可能性相悖。不止一次，耶

稣称自己为上帝的儿子。U2的主唱Bono被问到是否觉得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太过牵强
，他回答道： 
 

“ 我认为完全不牵强。” 看吧，世人对基督故事的反应大致如此：他
是伟大的先知，显而易见，是个非常有故事的人，与以利亚、穆罕默

德、佛陀和孔子等众先知一样，有很多训诫。但是基督也不允许你这

么认为，他不允许人们在这个事情上含含糊糊。基督说：不，我不是

老师，不要称我老师。我也没说我是先知，我就是上帝的化身。人们

却回说：别，别，您就做个先知吧。先知，我们还是能接受的。[ 8]  
 
在检验耶稣的宣告前，我们必须明白，他是在犹太教徒信仰唯一神（一神教）的前

提下宣告的。没有任何笃信的犹太教徒会相信有两个上帝的存在。耶稣信奉一个上

帝，在祈祷中称他的天父为“ 唯一真神。” [ 9]  

 
同时，他也说到他和天父同在。当腓力求耶稣显父给他们看，耶稣对他说：“ 腓力
，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

说‘ 将父显给我们看’ 呢？” [ 10]那么问题来了，“ 耶稣在自称是创造了宇宙的希
伯来上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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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自称是亚伯拉罕和摩西的神吗？  
 
耶稣持续地宣告自己的身份，使跟随者非常疑惑。如Pi per所说，耶稣大胆的声明
，“ 在亚伯拉罕之前,我在。” [ 11]他告诉马利亚以及马利亚身边的人，“ 复活在
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 12]同样地，耶稣对众人说
：“ 我是世界的光。” [ 13] “ 我是唯一的道路。” [ 14]还有，“ 我是‘ 真理’ 。”
[ 15]这些以及其他的一些话，都是以上帝的名开始——“ 我” （自我）。[ 16]  
耶稣的宣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而这个“ 我” 又有什么非比寻常的意义呢？ 
 
再次强调，我们还是要回到语境中。在希伯来圣经中，当摩西向处在燃烧的荆棘中

的上帝问他的名，上帝答道：“ 我是。” 他是在告诉摩西他是唯一的超越时间的自
有永有的神。不可思议吧，耶稣就是用这样神圣的字眼来描述自己的。问题来了—
—这是为什么呢？ 
 
自摩西时代开始，没有任何犹太教徒会自称或称别人为“ 我就是” 。结果可想而知
，耶稣的“ 我就是” 惹怒了犹太教的领袖们。比如，有一次，一些领袖跟耶稣解释
要杀他的原因：“ 因为你，一个凡人，却自称上帝。” [ 17]  
 
耶稣以上帝之名惹怒了众宗教领袖。但重要的是，旧约学者很明白他在说什么——
他宣称自己是神，是宇宙的造物主。也只有这句话最有可能引发“ 亵渎” 的罪名。
耶稣自称上帝显然是真的了，这不仅通过耶稣自己的话得以证实，也从众人的反应

中可得知。 
 
C.  S.  Lewi s最初认为上帝是个神话。但这个文学天才以他对神话的深入了解， 
判定耶稣一定是个人。并且，在Lewi s调查耶稣的证据时，他得出了进一步的结论
，耶稣是个人，但是又不同于所有其他人。Lewi s这样写道， 
 
“ 太让人震惊了，” “ 在这些犹太人中，不知道打哪儿冒出来一个男人，无
论走到哪里都宣称自己是神。” 他宣称自己赦罪，他宣称自己是自有永有的
，他还说，他会对人类进行末日审判。[ 18]  

 
 
在Lewi s看来，耶稣的宣称实在是太激进太蛊惑人心了，一般的老师或者宗教领袖
说不出这样的话来。（想要更深入了解耶稣对自己神性的宣告，还请参阅 
 
什么样的神？  
 
有些人说，耶稣只是宣称自己是神的一部分，但是所有人都是神的一部分，所有人

体内都有神性的种子这样的观点，绝非是耶稣的言行所表达的意思。这样的想法纯

粹是修正主义，只能说明这些人不了解他的训诫，不了解他所倡导的信条，也不了

解他的信徒是如何对待他的训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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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说他就是犹太人眼中的上帝，也是希伯来圣经中所描绘的上帝，但并非新时代

运动所理解的上帝。新时代运动中，无论是耶稣还是他的听众还在痴迷星球大战，

所以当他们谈到神，他们并不是在说宇宙力量。这只是用上帝的概念曲解上帝话的

糟糕的历史。 
 
Lewi s解释道： 
 

好，咱们来把这事儿说清楚。在泛神论者中，比如印度人，可能会说

他是上帝的一部分，或者体内住着一个神，但是这个人是犹太人，他

一定不是在泛指某个神。上帝，在他们的信仰中，是创造了宇宙万物

而又超越万物的存在。当你明白了这一点，你会发现这个人说的事情

很显然是人类所能说出的最令人震惊的事情。[ 19]  
 
当然了，有很多人愿意接受耶稣是个伟大的导师，但却不愿意称其为神。作为自然

神论者，我们知道托马斯· 约翰逊总统完全接受耶稣关于道德伦理的训诫，但却否
认他的神性。[ 20]  但正如我们刚刚所说的，如果耶稣不是他所宣告的， 
那么我们必须检验一下别的可能性，你会发现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他是伟大的导师

。Lewi s继续说道：“ 我只是不想任何人发表关于耶稣的蠢话：我可以接受耶稣是
伟大的道德导师，但我不承认他是上帝。这个观点绝不能说。” [ 21]  
 
在追求真相的道路上，Lewi s知道关于耶稣身份的答案只能有一个。要么他就是他
所宣称的——道成肉身的上帝，要么他是在撒谎。如果他在撒谎， 
那他怎么可能是一个伟大的道德导师呢？！他要么是有意撒谎，要么就是有妄想症

的疯子。 
 
耶稣是否在撒谎？  
 
即使耶稣最顽固的反对派也从未叫他骗子。这个标签显然不符合耶稣高尚的伦理道

德训诫。但是如果他不是他所宣称的，那么我们就必须考虑他故意误导大众的可能

性了。 
 
历史上最有权谋的人马基雅弗利于1532年写成了史上最广为人知，最有影响力的政
治著作。在他的经典著作《王子》中，马基雅弗利将权力、成功、个人形象以及实

用凌驾于忠诚、信念和诚实之上。他主张为了达成政治目的，撒谎也是可以的。 
 
耶稣为了权力、名望和成功而捏造了一切吗？事实上，耶稣的犹太教反对者一直试

图揭露耶稣“ 骗子” 的面目，他们试图用各种刁钻的问题困住他，让他手忙脚乱，
自相矛盾。然后，耶稣自始至终从容应答，且答案始终如一。 
 
我们必须要问：是什么样的目的促使耶稣一生生活在谎言之中呢？他训诫追随者说

上帝反对谎言和虚伪，所以他不可能以此来取悦天父啊。他也不可能为了信徒的利

益而撒谎，因为不止一个信徒因拒绝否认耶稣是上帝而被杀。（更多详情，请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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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们相信耶稣是上帝吗？》）。那么只剩下两个合理的解释，但其实也都有问

题。 
 
利益论  
 
很多人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撒谎。事实上，很多人撒谎的动机是一些已知的利益。

那么捏造自己的身份能让耶稣获得什么样的利益呢？权力应该是最直接的答案了吧

。如果人们相信他是神，那他就有了无限的权力。（这也是为什么众多古代领袖，

比如凯撒大帝，宣称自己是天神下凡。） 
 
然而这种解释显然行不通，因为耶稣有意避开了所有站在权力核心的机会，与之相

反，他一直鞭挞那些滥用权力，将追求权力作为人生目标的人。而且他主动接近社

会的弱势群体，比如妓女和麻风病人，结交这些毫无社会影响力的人。这简直是太

诡异了，耶稣的言行完全与获取权力背道而驰。 
 
如果权力是耶稣的动机，那么他一定想尽一切办法避免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很

多次，他都告诉他的门徒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他的命运和使命。死在罗马的十字架上

跟权力完全不沾边啊！ 
 
死亡让一切都回到了正确的焦点上。很多人可以为了信仰而死，与之相反，却很少

有人愿意为了一个已知的谎言献出生命。耶稣的一己私欲一定会在被钉在十字架上

的那一瞬间灰飞烟灭。但直到临死前，他都不放弃宣告自己是上帝唯一的儿子。新

约学者J .  I .  Packe指出这个头衔断言了耶稣的神性。[ 22]  
 
影响力  
 
如果耶稣不是为了个人利益撒谎，那么他捏造了大胆的言论有可能是为了对后世留

下影响力。但是面对被打得稀烂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命运，想流芳百世的念头也

会立即打消吧。 
 
还有另外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只要耶稣放弃自己是上帝之子的宣告，他就能免于

被钉死。恰恰是因为自称上帝，且不愿放弃此宣告而在十字架上受难。 
如果他撒谎的动机是想增加自己的可信度和历史美誉，那么谁能解释一下，最初来

自贫穷犹太小村子的木匠之子怎么能预见自己的名字会出现在世界大事簿上呢？他

怎么能断定他的消息一定能被传颂后世？耶稣的门徒逃走了，约翰还否认了他。这

可算不上是推行宗教影响力的什么好策略。 
 
历史学家承认耶稣撒谎吗？广大学者审查耶稣的言行，试图找到他品德缺陷的证据

。然而，即使最激进的怀疑论者也被耶稣伦理道德的纯洁性所折服。 
 
据历史学家Phi l i p Schaf f称，在教会历史和世俗历史上， 
找不出任何耶稣撒谎的证据。Schaf f说道：“ 一个诡计多端的堕落的男人怎么可能

https://jesusfacts.info/ajg-apostles-jesus-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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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扮并且自始至终维护了史上最纯洁和高尚的形象，且坚守着真理和正义，这从逻

辑、常识和经验上都说不通！” [ 23]  
 
把耶稣说成是骗子好像从根本上反驳了耶稣所训诫的、践行的乃至最后为之献出生

命的一切。绝大部分的学者都不赞同这个观点。但是为了反驳耶稣，总是要有另外

一些解释的。有没有可能是耶稣不是有意撒谎，他只是有妄想症？ 
 
耶稣有妄想症吗？  
 
1952年因人道主义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奖的Al ber t  Schwei t zer  
有他自己关于耶稣的看法。Schwei t zer认为耶稣之所以自称上帝是因为精神错乱。
耶稣的宣告肯定是假的，但是他并不自知。照此推论得出，耶稣妄想自己是弥撒亚

。 
 
Lewi s很小心地思忖了这个可能性。他的结论是如果耶稣的宣告是假的，那耶稣肯
定是疯子。他觉得自称上帝的人不可能是伟大的道德导师。"他要么是疯了——
跟说自己是朵蘑菇的精神病人差不多，要么就是来自地狱的恶魔。” [ 24]  
 
多数研究耶稣的人都认同他理智至极。尽管自己的人生充满了不道德和个人怀疑，

臭名昭著的法国哲学家Jean- Jacques  Rousseau（公元1712– 1778年） 
承认耶稣超群的人品和思想，说道：“ 柏拉图口中所虚构的那个无比高尚的人就是
基督嘛。如果苏格拉底的生与死定义了一个哲学家，那么耶稣的生与死就定义了上

帝。” [ 25]  
 
Bono断言，耶稣绝不可能是个疯子。 
 

“ 所以只剩下两个选择了——上帝之子或者精神病患者。 
我们说的可是查尔斯· 曼森（美国“ 20世纪杀人狂魔” ）一样的精神
病患者，这可不是开玩笑。一想到全球超过一半的国家和地区的文明

史都由一个精神病患者改写，甚至乾坤颠倒，我就觉得这个想法太扯

了。” [ 26]  
 
到底耶稣是个骗子、神经病，还是上帝之子？约翰逊总统是对的吗？耶稣只是个“
道德导师” 但不是神？但有趣的是，不管是信奉者还是敌人，从未有人认为他仅仅
是个道德导师。认识耶稣的人对他有三种主要的态度：仇恨，恐惧和崇拜。 
 
耶稣基督的宣告迫使我们选择。正如Lewi s所说，我们不能仅仅把耶稣看成是一个
伟大的宗教领袖或者一个伟大的道德导师。这个先前的怀疑派一直在逼迫我们做个

选择，他说道， 
 

“ 你必须选一个：要么他是上帝之子，要么他是个疯子，甚至更糟糕。
你可以当他是傻子不理会他，也可以把他看成是恶魔把他大卸十八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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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对他俯首称臣，唤他主和上帝。但别再假惺惺地说什么伟大的人类

导师之类的废话了。他没有让我们选，也从来不打算听我们的。” [ 27]  
 
在《纯粹的基督教》一书中，Lewi s探索了所有关于耶稣身份的可能性，最终他下
定结论：耶稣就是他口中声称的上帝之子。经过小心翼翼地求证耶稣的生平事迹，

这个伟大的文学天才放弃了无神论，而变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世纪大命题——“ 耶稣基督到底是何方神圣？” Bono、Lewi s  
以及不计其数的学者最终都承认上帝道成肉身来到了地球。但如果这是真的，那么

我们会想他现在应该也还活着。这也正是他的信徒们所坚信的。 
 
耶稣真的死而复生吗？  
 
耶稣基督的目击者亲口承认并且坚信耶稣在被钉死在十字架后又实实在在复活的事

迹。如果他们所说是假，那就意味着基督教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如果是真的，这

样的一个奇迹将证实所有耶稣基督关于神、他自身、以及我们的话。 
 
但我们只能凭信念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吗？是否能找到确实的历史证据呢？一些怀

疑派为了证明复活事迹不是真的，开始向历史记录取证。那么他们到底发现了什么

呢？ 
 

耶稣说过人类死后的世界吗？  

如果耶稣死而复生，那么他一定了解死后的世界。耶稣关于生命的意义和人类的未

来又是怎么说的呢？有多少方法可以触达上帝？信仰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吗？神

奇的答案尽在《为什么要信耶稣？》！ 
点击此处查阅《为什么要信耶稣？》，了解耶稣关于死后的世界说过些什么。 

耶稣能帮助人找到生命的意义吗？  

耶稣能够回答下面关于人生的重大命题吗？ 我是谁？ 我为什么来到世界上？ 
我将去到哪里？耶稣已经说过了关于人世间的生活和意义，在通过上帝的检验之前

，没有人有资格怀疑上帝是冷漠和无能的。本文《为什么是耶稣》，探讨了耶稣来

到人世的缘由，以及他此行对于人类的意义。 

点击此处  查阅《上帝如何赋予生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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