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肺炎， 
与上帝何干？！

因于偶然。然而，雅各书五章17–18节记载：“以利亚……恳切
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
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若我们也用科学去解释
此处经文的记载，终必将徒劳无功。

阿摩司书三章6节的记载更是直截了当：“城中若吹
角，百姓岂不惊恐吗？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
吗？” 同样，以赛亚书四十五章6–7节也写道：“我是耶和
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
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于是，我们惊奇地发
现，上帝是世上一切灾祸（包括事故、灾难、流行病等）的
源头。乍看之下，这样的说法让我们无比战兢。然而上帝不
止导致或允许苦难的发生（见第五部分），祂更统管万有。
上帝掌管着世上的一切大事小情。

五、 撒但是这个世界的王

自罪入了世界以后，上帝将祂的部分权力让渡给撒但,
使其成为 “这个世界的王”（约翰福音12:31, 14:30）。保罗
甚至称撒但为 “这世界的神”（哥林多后书4:4）。撒但用
这有限的权力诱惑人们，使其误入歧途、播撒仇恨、甚至发
动战争。

依照《圣经》，撒但只能在上帝限定的范围内行事（参
约伯记1:12、路加福音22:31）。且撒但与其他魔鬼都顺服耶稣
（参约翰福音14:30, 路加福音7:21）。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
受死与复活战胜了撒但；从而人得以摆脱它的辖制。同时，
《圣经》也告诉我们，上帝是一切信祂之人的避风港：“他
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上帝，是我所倚靠的”
（诗篇91:2）。

六、 人的罪性

由于上帝赐予了人自由意志，人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
情，无论善恶。历史上有不少的君主和独裁者给这个世界带
来了极为深重的苦难。

曼弗雷德·罗瑟勒（Manfred Röseler）在《你害怕病毒
吗？》 (“Fear of the virus?”) 一文中将新冠病毒与更阴险的病
毒——罪——做了对比。罪不仅给我们带来肉体的死亡，还将
我们带入永恒死亡之地——地狱。藉着《圣经》，上帝向每一
个人发出了警告（启示录21:8）。因此无论是谁，在面对永恒的
死亡时，都必将哑口无言，无话可说。

“上帝就是爱”（约翰壹书4:16）。祂想要医治每一个
人，无论你是谁。因着耶稣的受死与复活，我们有了对付罪这一
病毒的解药。因此，约翰福音三章36节这条简短有力的救赎信
息：“信（上帝之）子的人有永生”，是
对每一个人说的。请向上帝的儿子耶稣基
督坦诚你自己的不足；若你的生活中没有
祂的参与，请你现在就邀请祂进入并掌管
你的生活。这样，你便从罪这个病毒的辖
制中被治愈，并成为上帝的儿女，在天国
与上帝共享永生。请回转向耶稣基督吧！
具体做法详见：wernergitt.de/tojesus

维尔纳·吉特（Werner Gitt） 
博士，教授（已退休） 

信息科学家 

• 新冠疫情是耶稣基督即将再来的标志。耶稣预言，在祂再
来之前，世界会经历“生产之难”（意为分娩之痛，参马太
福音24:8）。

八、 上帝向我们传达了怎样的信息？

我们从新冠疫情中学到了什么？我们最先认识到的是人
的渺小与无助。尽管如今科技成就日新月异，但我们必须承
认并接受人类的局限。这次疫情影响了全世界。没有一个国
家或一个群体能够置身事外——无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它
影响了基督徒、无神论者、穆斯林、印度教徒……任何人，无
论年老年少、贫穷富有、健康疾病……无一例外。总之，这次
疫情影响了每一个人！

当上帝通过这样的方式审判全世界时，我们需要思考以
下问题：是否也存在一个普世的消息，对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有
益处呢？通过以下经节，《圣经》给出了明确无比的答案：

• “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
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以西结书18:23）。

• “他（上帝）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提摩太前书
2:4）。

• “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
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使徒行传3:19）。

七、 上帝今天依旧对我们说话

上帝不会通过掷骰子来做决定。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有其
原因，且在行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祂就提前宣布了对人的
审判，以留给人足够多的时间来悔改。“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
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阿摩司书3:7）。上帝
在挪亚时代的大洪水之前这样做了（参创世记6:7），在毁灭
索多玛和蛾摩拉之前也这样做了（参创世记十八章）。

希伯来书一章1-2节记载道：“上帝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
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
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藉着他（耶稣基督）创造诸
世界”。时至今日，上帝依旧通过祂的儿子耶稣基督向我们
每个人说话。

为了正确理解并面对新冠疫情，
我们需要回转向耶稣基督。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45节写道：“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
他们能明白圣经”。因此，我们应当向《圣经》寻求答案，
圣灵会帮助我们明白耶稣的心意。这种全心接受圣灵引导的
领受方式，可以防止我们被那些自封的假先知所迷惑。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次的
新冠肺炎大流行是偶然发生的呢，还是上帝的审判呢？可以
肯定的是，认为新冠疫情与上帝无关是绝对错误的。人生在
世，我们会时刻面临上帝的作为，但很多时候，我们却并不
能完全明白上帝的心意。然而，于我而言，新冠疫情有以下
四层不容忽视的含义：

• 新冠疫情让我们知道所有受造之物都在一同叹息、劳苦且终
必朽坏（参罗马书8:21-22）。上帝已指示我们何为善：行公
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参弥迦书6:8）。

• 新冠疫情是上帝对这个不虔不敬的世界的审判。上帝在呼
召世人悔改（参启示录3:19）。

• 通过新冠疫情，上帝向我们每个人发出呼召，使我们可以在
耶稣基督里得救，以避免死后的审判（参希伯来书9:27）。 维 尔 纳 · 吉 特维 尔 纳 · 吉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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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从未有任何一种疾病能够像2019年冬季爆发的
新冠肺炎（COVID-19）那样，给全世界带来如此沉重地打击。新
冠肺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全球，使得世界范围内的社会活
动陷入了停顿。各个国家和地区就像被陆续按下了暂停键：人们
被禁足、各种活动被取消、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所有学校都停课。
足球比赛被取消，或在观众席空无一人的场地上举行。更有甚
者，教会中的敬拜也被限制了——这是在战时都未曾发生过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流通的社会，每天都有约十三万架飞
机，运送一千二百多万名乘客，穿梭于各大洲之间。如此紧密
链接的世界，突然之间陷入了停滞。这一切突如其来，其冲击
力是如此之大，影响着世上的每一个人。

无忧无虑的日常生活突然之间风起云涌，人们陷入惊慌错
愕之中。诸如我们的旅行计划、家庭庆祝等一系列活动，都必
须在短时间之内取消。包括东京奥运会、波士顿马拉松比赛和
慕尼黑啤酒节在内的诸多大型活动，也被突然取消了。目之所
及，我们的生活中只留下了“已取消”和“已关闭”两个标识。

为限制疫情扩散而采取的封城措施，使得街道上空无一
人。昔日人头攒动的名胜古迹也门可罗雀。曾经一度蓬勃发展
的世界经济和社会生活体系瘫痪了，大部分工作都转为在家办公

和线上会议。自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以来，鲜有一国的公民基本权
益，诸如自由、健康等，会像今年一样，逐步地受到限制。

柏林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 Koch Institute）所长、
微生物学家洛塔尔·维勒（Lothar H. Wieler），在2020年4月
14日的一档关于疫情危机电视节目中，表达了人们的无助程
度：“这种大流行以前从未出现过。我们束手无策。这是一种全
新的疾病”。

新冠病毒给所有国家造成了难以估
量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斯
（Gita Gopinath）说：“目前经济崩溃的规模和速度是前所未
有的”。《华盛顿邮报》2020年4月16日的头条上这样写道：“为
了抗击新冠疫情，美国投入了超过6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可能
还会增加”。德意志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也启动了有史以来最大
的一揽子援助计划。到2020年4月下旬，德意志联邦政府预计
投入约为1.3万亿美元的援助（是美国政府正常年度财政支出的
三倍）。据估计，随之而来的债务将需要几代人才能偿清。

关于这次疫情，我们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没有人能
够给出答案。因此，我们向《圣经》寻求答案。那么，上帝会
告诉我们什么呢？

一、 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

因始祖亚当犯罪堕落，“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
来的”（罗马书5:12）。自此，我们生活在一个万物终必朽坏

的世界，世上的一切均转瞬即逝。全世界共有大约两千万种
不同的毒药。其中蛇毒是相当复杂的化合物。以至于在很长
的一段时间之内，即使是最权威的化学家也无法将其人工合
成。任何无视人的堕落而试图解释世上所发生的一切苦难和
罪恶的尝试都是徒劳的，终将不可避免地以错误的结论而告
终。经过无数次地尝试，世人所妄想建立的“人间天堂”也只是
痴人说梦。因着罪，世上有了如此之多的战争、仇恨、疾病
以及死亡。当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之际，我们开始反思，
并重新意识到了这一点。

二、 主流观念认为新冠疫情与上帝无关

如今，在众多教会的讲道中，只讲“上帝之爱”已经成
了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上帝的审判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
了。然而，《圣经》告诉我们：是上帝降下了大洪水使得无
数人丧生（参创世记六至八章）；是上帝毁灭了索多玛和蛾
摩拉（参创世记十九章）；是上帝将以色列人在天下万国中
抛来抛去（参申命记、耶利米书等）。《圣经》描述了即将
来临的大而可畏的审判（参启示录第八、十一、十六章）。
这些审判，人闻所未闻，且都是上帝造成的（参启示录8:1, 
16:1）。

难道人们真的可以像绝大多数政客和教会领袖那样，轻易
地说新冠疫情和上帝没有关系吗？通过引用“德国天主教、基督
教和东正教广为认可的说法”，德国马格德堡（Magdeburg）
天主教主教格哈德·费格（Gerhard Feige），在2020年4月16
日的《基督与世界》（„Christ und Welt“）第17期上，发表
了这样的观点：“疾病不是上帝对人的惩罚。对个人、整个社
会、各个国家、各个大洲、甚至对全人类来说，都是如此。

因为人本身是脆弱且易于患病的生物，疾病是人类与生俱来
的一部分”。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上帝连我们的头发也都
数过了（参马太福音10:30），并亲自为1025颗星星中的每一颗
命名（参诗篇147:4）。那么，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全球性事件
中，我们真的可以无视上帝的存在吗？还是我们干脆直接宣布“
上帝已死”（尼采的观点）呢？

没有什么比植根《圣经》更为急迫的了。关于干旱和洪
水，《圣经》记载道：“他（上帝）若把水阻截，水就乾涸，
他再把水放出，水就使地翻倒”（[新译本]约伯记12:15）。只
有通过《圣经》，我们才能够正确地认识新冠疫情。

三、 被遗忘的上帝

结合我们的主题，让我们来考虑这样一个事实：2019
年，仅在德国就有十万例堕胎；而这个数字还不及美国的三
分之一。依照《圣经》来看，堕胎就是谋杀。从科学的角度
来看，进化论是一个，找不到任何中间环节的，从微生物进
化到人的假设。人们想当然地用它取代了《圣经》中关于创
造的真理。人，真的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意味着什么吗？拒
不承认上帝的话语——《圣经》，实质上就是在指责上帝是
说谎的。

如今，甚嚣尘上的关于气候变化的辩论，已逐渐呈现
出取代信仰的趋势。人们越来越多地注重科学研究和社会问
题的探讨，而忽视上帝的作为。伴随着国家批准（或认可）
的同性婚姻席卷全球，人类已经完全无视上帝的诫命。与此
同时，西方社会越来越多地拒绝基督信仰，且有意地向伊斯
兰教敞开怀抱。伊斯兰教不仅全面否认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
恩，而且《古兰经》还明确地指出：不信从真主阿拉者——
包括基督徒、犹太人和无神论者——都是最为邪恶的受造之
物(参《古兰经》第98章：明证，第6节)。

因着人越来越随己意而行，渐渐地对更多的不当行
为有恃无恐。人们在做任何事情时，就好像上帝不存在一
样。或许正如战后德国诗人沃尔夫冈·博尔谢特（Wolfgang 
Borchert）所言：“我们为自己虚构了一位上帝——他不再为
任何事情负责”。

许多欧洲国家已经变得越来越不敬虔，把上帝踢出了国
门。假设我们来到欧洲任一大城市的广场上，在熙熙攘攘的
路人中随机采访：“你是否相信耶稣基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受
死，且在三天后复活的救主？你是否会愿意回转向耶稣，祈
求并顺服祂的带领？” 会有多少人坚定地回答“是”呢？调查结
果肯定会低于百分之五。

面对这一切，上帝真的会缄默不言吗？加拉太书六章7
节这样记载道：“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
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四、 新冠疫情与上帝大有关系！

结合第三部分的讨论，我们再来看一看上帝曾向所罗
门王所启示的：“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
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
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
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历代志下7:13-14）。

通过这样的经文，上帝晓谕我们：祂是一位活的上帝；
祂一直在作工，且永不停息。是祂使天闭塞不下雨，是祂使
蝗虫吃这地的出产，也是祂让瘟疫（例：埃博拉病毒、新冠
病毒等）大爆发的！因此，新冠病毒与上帝大有关系！

人们总是试图用科学去解释所有的事情：我们可能会
说瘟疫的爆发是因某些人的疏忽造成的，甚至可能会将其归

新冠肺炎， 
  与上帝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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