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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陈崇桂(１８８４－１９６３)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教会领袖和基督教文字工作者,他曾写作了大量关于基督信仰与圣经诠

释的文章.陈崇桂坚信圣经的权威与绝对无误,并且主张圣经的教训应该被应用于社会和国家之中.本文主要研究陈

崇桂如何在不同时期,藉由圣经诠释表达其社会思想.在三十年代前期,陈崇桂写作了圣经的逐章灵修注释,他将圣经

中的以色列政治和人物故事与中国社会相联系,以阐发其社会改造思想.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主张以时事代入圣经文

本的方法,来控诉侵略,寻求安慰.而在五十年代,他以对«腓利门书»的细心研读来表达自己的教会与政治立场.陈崇

桂将「不变」的圣经思想应用于「万变」的社会和政治处境中,以回应时代和社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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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是‘不变’的真理,它绝对无误,其中所讲述的教义字句都不可更改”.对于这一观点,活跃

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教会领袖、基督教文字工作者陈崇桂坚信不疑.但是,人类的历史、国家的

政治和社会环境则是复杂多变、风云诡谲的,对此,想必在满清、民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中

颠沛浮沉八十载的陈崇桂更加深有体会.陈崇桂坚持基要主义的圣经观,强调圣经权威,热爱读经解

经.他不仅出版了«圣经总论»一书介绍圣经的主要内容,还写作了数千余篇释经文章.不同于很多

基要派“不问世事”,陈崇桂对社会问题、国家命运甚是关心,这明显地反映在他的释经之中.陈崇桂

生逢一个变迁的时代,这种“变”与基要主义者所坚持的圣经权威的“不变”之间,就不免产生巨大的张

力.本文正是试图研究陈崇桂如何通过圣经诠释来表达其社会和国家思想,以及社会处境的变化如

何影响他对于圣经的解释.

一、圣经的不变性

陈崇桂坚持圣经完全出自上帝启示、绝对无误,是基督教的绝对权威,这是始终没有改变的.他

宣称:“我信圣经的内容,是神的道,全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我信圣经是宗教信仰的和人生

行为完全的无上的准则和权威.我信圣经最初的原稿本,是绝对正确,没有错误的.”〔２〕陈相信,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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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无误,而且前后连贯,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圣经新旧约六十六卷,是统一的整个的,是始终一贯

的,是前后相连的.”〔３〕这种统一性体现在圣经主题的统一、教导思想的统一以及内容前后衔接的完

整性上.陈写到他自己正是因为经历了圣经话语的神圣性和感动力,所以才完全归信基督,同时他也

批评自由派神学的圣经立场.他不仅确信圣经的权威,也对圣经饱含热爱,他曾回忆道:“这二十余年

来,每日有一个最大的快乐,即是研究圣经和讲关于圣经的书,而且愈读愈爱.”〔４〕圣经的真实性,对
于陈来说,正是体现在一种不变性.他认为圣经成书上千年而流传至今,虽经各种诋毁批判,但圣经

从未改变,而这“只有一个解释,就是圣经是神的书,内容是神的话,是神感动人的,因为是神的书,人
就不能毁灭”〔５〕.

不仅如此,陈崇桂相信,圣经是一本“活”的书,它能够赐人以生命.“圣经真是生命之道,圣经的

话真是有生命的,是活的.”〔６〕所谓“活的”,就体现在圣经不是抽象的知识学问,而是引导人认识基

督,跟随基督的途径.“基督教就是基督,圣经就是启示基督.读圣经,就是追求知道,而认识耶稣基

督.”〔７〕圣经可以解答人生的各种难题疑问,“圣经如镜照人的面,那镜却是神的眼睛圣经是宝

剑,活神拿在手中剖开刺入人的心内.”〔８〕所以,陈非常重视解经的应用,圣经诠释绝对不是为了学术

研究,而是为了教导信徒认识基督.只有真实的践行,才能够明白圣经.正如他写道,读经“最不可少

的,还是一个立志遵行的心,因为基督的真理,是行才知,不行则不知,行多少才算知多少”〔９〕.对于

陈来说,圣经作为上帝所启示出的“不变的真理”,应该并且也可以被应用在“万变”的人生境遇与时代

处境之中.
这种应用首先体现在个人“修身”之上.虽然陈崇桂强调圣经的绝对权威,但他并非一个极端的

圣经主义者,反之,我们可以清晰看出他对于儒家文化的欣赏与认同.陈崇桂特别写道:“我是自幼发

蒙读书,将«马太福音»和«论语»«孟子»是同时读的,同样读的.”〔１０〕他虽强调圣经具有最高的启示地

位,其他民族的经典同样也能传递上帝所启示的真理.“神既然藉埃及王尼哥说话,为何不能藉中国

的孔子老子,希腊国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印度国的释迦牟尼对我们说话呢? 凡与神的启示相合

的,凡是真理皆是出于神.”〔１１〕在释经中,他也常将圣经文本与«四书»中的君子境界相类比对照,使之

更好地被国人理解.举例来说,陈在解释«列王记上»第三章中,他写道:“大学有这么一句话,物有本

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主耶稣亦说过: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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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了.”〔１２〕在解释«申命记»三十二章摩西的诗时,他写道约瑟的事迹:“神搅动约瑟的巢窝,让他被

弟兄所卖,被主母所诬,受羞辱,坐监狱,使他学而时习之,以致成为埃及国的救主.如同孟子说:‘故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曾益其所不

能.’”〔１３〕类似很多的例子,都可以体现出儒家哲学对于陈崇桂思想的影响.
进而,陈崇桂强调以圣经来看待社会和国家,实践“治国平天下”.他曾犀利地写道:“宗教若限于

个人则成为酸味抑郁有病,若与爱国及实际生活则出到露天,健壮活泼有力.”〔１４〕陈相信,一个人若有

虔诚纯正的信仰,效法基督,便能建立基督化的家庭.这样的家庭推而广之,便可以建造一个正直公

义的社会,一个文明公义的国家,一个和平友爱的世界.因此,在陈的文章中,圣经对人的启发和教

导,不仅限于个人,也是家庭生活的指南,改造社会和救国的“良方”,以及迎合时代的思想资源.因

此,陈崇桂释经的旨趣,正与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１５〕不谋而合,这种“内圣外王”的模式,
也是陈社会理想中保持不变的框架.

接下来,我们将详细来看陈崇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写作的释经文章,如何反映出其社会思想;
或者说,他如何将圣经诠释与时代处境和社会议题相结合.

二、释经默想“治国”

１９３３年到１９３６年,陈崇桂将自己写作的圣经逐章注释文章刊发在«布道杂志»的「灵修日新」版
块.陈的«灵修日新»与贾玉铭«圣经要义»虽然都是全本圣经的逐章解经,但二者最不同的是,贾注重

对圣经文本、结构、神学信息完整的诠释,而陈则是笼统概括某章大意或挑选一两节经文解释,更重在

阐发它对现实生活的启发与应用,他将其称为一种“灵修”、“默想”的解经方式.
陈崇桂对于政局十分关注,他曾担任过冯玉祥的随军牧师,对有基督教背景的政要人物都寄予厚

望,也对社会福音倡导者如贺川丰彦、艾迪等极为推崇.而这一时期,外有日本占领东三省,内有国共

内战,中国社会矛盾尖锐复杂.陈藉由灵修解经,阐发了很多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响应.在解释«以
西结书»四十二章中“区分圣地与俗地”这句话时,陈便提出,社会福音精神应该与基要主义的信仰立

场相结合.他先批判基要派说:“自以为虔诚精神的人,忽略人事,放弃人的本份,甚至出家出世.”〔１６〕

他也批判社会福音派的自由神学立场:“宣传社会福音,以社会服务为口号的人,不祷告,不礼拜,甚至

不信有神.”〔１７〕因此,基督徒应该既重视个人虔诚的信仰,又要在社会中积极服务.具体来说,他将圣

经与现实相关联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以色列与中国

圣经旧约包含着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律法以及先知的预言.很多自由派神学家认为旧约不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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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崇桂也非常“齐家”.在三十年代初期,«布道杂志»增加了“基督化家庭”版块,特别强调信徒应当带领家人一同信仰基

督,建立“相爱和睦、敬虔圣洁”的基督化的家庭.正如他写道:“基督化家庭是我们中国教会今日最大的需要,许多基督徒的神和信仰,
还是在礼拜堂,没有搬到家庭来.”陈崇桂 CHNEN Chonggui,“把礼拜堂的基督教搬到家庭里来 Balibaitangdejidujiaobandao
jiatinglilai”[MovetheChurchWorshipintotheFamily],in«布道杂志»Budaozazhi[Evangelism],No．２,(１９３４),６９．

陈崇 桂 CHEN Chonggui,“以 西 结 书 四 十 二 章 Yixijieshusishierzhang”[Ezekiel４２],in«布 道 杂 志»Budaozazhi
[Evangelism],No．１,(１９３６),７１．

同上Ibid．,第７１页．



国学与西学 国际学刊 第１８期,２０２０年６月

以色列民族的宗教神话,没有太大价值.而基要派解经者则往往从“属灵意义”角度来看待以色列的

历史,即认为它主要是“预表”基督和教会与信仰的灵性指导,正如贾玉铭写道:“当看以色列人之史

事,实足表显神整个救恩的计划;亦适足映照我们的灵程.”〔１８〕而陈崇桂则不然,他在解读旧约历史书

和先知书的时候,往往将其与中国相关联.以色列人饱受外辱,内战不息,在陈眼中,这都与中国极为

相似.以色列的苦难来自于背弃上帝之约所受的刑罚,所以陈也相信,中国的内忧外患同样是因为人

民对上帝的拒绝和不断“犯罪”.
举例来说,«士师记»记载了以色列人定居迦南地之后,由于背弃上帝而导致社会混乱,并反复被

外族奴役.陈崇桂认为,它所讲述的也是中国人的故事.«士师记»第九章讲到亚比米勒残杀同族而

成为以色列人的王,而后被一个妇人杀害.陈崇桂首先重述了这个故事的梗概,他写道:

从前是藉外国的侵略压迫,刑罚他们,此次是本国内乱,弟兄骨肉相残杀.亚比米勒

雇了些匪徒杀死他弟兄七十个人;就像我们中国,今日有人受了雇请,暗杀政治的敌人

(亚比米勒)想用武力统一全国,结果杀了许多同胞,毁灭了许多城邑.读圣经读到这

里,觉得不是古书,乃是新闻了.这就是我们中华民国二十多年来常有的现象啊! 武力统

一,某省独立,打倒某某,某某又主张以武力统一,结果也是古今相同,杀死了许多同胞,毁
灭了许多地方,制造了许多孤儿寡妇弄得农村破产,民不聊生.〔１９〕

在文末陈写道:

国中有内乱,国人自相残杀,也是神的刑罚和报应.一百多年来神给我们中国听福音

的机会,就全体说,我们拒绝真理,不肯悔改,归向真神;近年来更加顽梗悖逆,公然毁谤

神,提倡打倒基督教,打倒道德〔２０〕

在此文中,陈崇桂首先用一种政治化的语句重述了亚比米勒的故事,比如“外国侵略”、“内乱”、
“武力统一全国”、“打倒”、“骨肉相残”,这些词语表明了作者对这一故事的重构,使之不是旧事,而是

现实.其后,陈崇桂藉由这个被重构的“政治故事”,批判眼下的内乱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伤害.进

而,他解释中国内乱的原因与以色列一样,根本在于宗教上离弃上帝、拒绝福音,而遭到上帝的刑罚.
陈还顺便批判了“非基督教运动”的“顽梗悖逆”.在«士师记»第十章,陈崇桂继续用类似的方法讲述

以色列遭遇“帝国主义的侵害压迫”的故事.〔２１〕 以色列人与中国人所遭受的外辱,也是因为他们(或
我们)在宗教上离弃上帝.

陈崇桂类似的解经还有很多,他以一种故事重述的方式,将以色列历史与中国现实结合起来,试
图透过以色列人在历史上的兴衰,来寻求中国今日面临种种苦难和混乱的根本原因.

(二)上帝与世界

陈崇桂不仅关注中国社会,也对于世界局势非常关心,他同样努力在圣经中寻求上帝对于列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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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意.我们以他对旧约«以西结书»的诠释为例.«以西结书»是先知以西结对以色列和当时的其他国

家发出的预言.
一方面,陈崇桂将«以西结书»记载列国的罪恶都指向现代国家的纷争和弊病.«以西结书»二十

七章先知预告推罗国将来的衰败,陈便将推罗联系当下,指出现代国家“在邻国制造灾难,即如赤化邻

国人民,鼓起邻国内乱,藉以扩张本国的权力.”〔２２〕这里所指的显然是苏联.«以西结书»二十八章继

续记载了关于推罗的预言,值得一提的是,在传统解经中,这一章是关于“撒旦的由来”的著名篇章.
陈崇桂也提及了这一点,但是他对于神秘性的“灵界”解释并无太大兴趣,而是着力描述人类的罪恶.
他指出,圣经中的列国“演出种种悲惨残忍的行为”,直到今天亦是如此.另一方面,他也反复要表明,
无论列强如何有权有势,上帝仍旧是历史的主宰.他写道:“如今世界的强权,英国美国德国法国苏俄

日本等,不过是舞台上的主角.我们万不可忘记的,神并没有退位,不但世界各国,无论古今,都在他

掌握之中.”〔２３〕

(三)革心与革命

陈崇桂从圣经阐发的社会思想,不仅仅是上文提到的社会批判,也包含对社会改造途径的思索.
陈虽然主张以基督信仰和耶稣人格改造社会,但他认为若是只有外在的改造和服务,而没有个人的道

德信仰为支撑,是舍本逐末的.因此,他提出,若要“革命”,必须先要“革心,即一个人要先重生得救,
有了耶稣的人格,才能“治国平天下”.而这些思想便藉着他对圣经人物故事的诠释表达出来.很多

基要派释经者都非常擅长并热衷于讲述圣经人物的“故事”和对今日的教导,但他们往往集中于这些

人物的灵性或道德品格,如王明道写得最多的文章是«从某某所得的教训».而陈崇桂则将这些人物

与社会改造和革命的思想相联系起来,使得他对圣经人物事迹的解读有一种不同的视野.
举例来说,«士师记»记载了参孙的故事,参孙是以色列人的士师、政治领袖,在讲到参孙的失败

时,陈便将其与中国的社会改造问题联系在一起.他写道:

一个人若要救国,若要服务社会,必须用个人道德,个人信仰为根基.民国二十多年

来,如同有人说:好话说完了,坏事做尽了.弄得外交丧地,内政民不聊生;根本的原因,就
是因一般自命救国,为社会服务的人,个人的信仰消失,个人的道德破产,个人的行为像参

孙,怎么能做出像摩西的事业来:现在有人发起新生活运动,也是看出这个关键来,但是要

求神开我国领袖的眼睛,使知道唯有主耶稣赐人新生命,才能有新生活.〔２４〕

在这里,陈藉由参孙的故事,尖锐地批判很多社会服务运动往往都只注重外表,而不注重个人信

仰、品性和道德;并提出以信仰改造国家的思想.最后他也含蓄地对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表示了赞

誉和期待.
再举一例,«路加福音»十九章讲述了财主撒该悔改的故事.通常人们都从个人认罪悔改的角度

解读这个故事,但是,陈则从“耶稣愿意住在拉撒路家”引申到基督信仰所带来家庭的变革.他写道:
“我们的家庭须要主耶稣这样变化,我们的社会须要主耶稣这样改良,我们的政府须要主耶稣这样革

新若是一个团体,一个社会有信心有胆量,实行耶稣的原则,那个社会和国家必定起革命,而且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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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革命是从革心做起.”〔２５〕这也正是陈心中所向往的,从个人以信仰而“修身”,到效法基督而“齐家”,
进而以耶稣人格“治国平天下”的模式.

陈崇桂的社会改造思想,以儒家政治伦理为框架,既吸取了基要派注重个人信仰纯正、灵性生命

提升的重要性,又结合了社会福音派对社会改造、人格救国的理想.更重要的是,他将这种思想经由

圣经而阐发出来.陈崇桂从民族的角度去看待圣经中所记载的以色列的历史,他们的兴衰荣辱、内忧

外困,从而使得读者从这些原本陌生的异族历史中获得对民族命运的共鸣和思索.他所追问的,不再

只是某个信徒,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可以从圣经中读到什么.陈崇桂的释经显然存在很多问题,如圣

经中以色列历史是在其神学语境之下的宗教史,不应直接应用于中国处境.但是他的诠释拓展了基

要派释经的视野,“修正基要主义的偏狭性,试图开出一条符合基要信仰的社会改革之路.”〔２６〕

三、读经寻求“救国”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的爆发使得关心国家命运的陈崇桂非常震惊和愤怒.在当年«布道杂志»第
十、十一期起,他写作了大量关于“国难”的文章,其“灵修日新”版块也被改为“国难中的灵修”.在随

后的数年中,«布道杂志»始终积极关注抗战局势,这在基要派的刊物中是甚为罕见的.在这一时期,
陈仍旧将圣经与中国的现实处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２７〕

(一)“代入式”读经法

陈崇桂反思了以往基督徒在读经中对社会和国家的忽略,“我们平日读圣经,多用个人的眼光,注
重个人得救,个人灵修,这亦是要紧的,但是太少从国家的立场读圣经,追求明白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更没有用国际的眼光,研究圣经,查看神如何为‘万邦万国的主宰’.”〔２８〕他在此特别提到应该从圣经

中寻找儒家式“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他认为,基督徒不可对民族危机和同胞苦难装聋作哑,而应该从

圣经中寻找上帝对民族的旨意和安慰.他也指出,“基督教并不是一系统哲学,供几个上智的人悬想

空论.基督教乃是对于在罪恶、愚昧、痛苦之中的人类,供献生命、能力、智慧、启示、安慰、勉励.”〔２９〕

具体来说,陈崇桂提出了一种新的读经方式,以帮助人们在圣经中寻求国难中的安慰.这种方式

事实上很简单,即词汇代入.举例来说,他将圣经中的一处经文直接改写为:“我为中国必不静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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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usCheng)sTheologicalThoughtandHisTime](香港 HongKong:宣道出版社 Xuandaochubanshe[AllianceBibleSem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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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崇桂对于国家与抗战的关注,这在基要派中是比较罕见的.有学者便误认为陈是自由派.在李韦 LIWei,“抗战时期自

由派基督徒知识分子对于耶稣形象的民族主义诠释Kangzhanshiqiziyoupaijidutuzhishifenziduiyuyesuxingxiangdeminzuzhuyiquan
shi”[TheLiberalChristianIntellectualsNationalisticInterpretationofJesusImageinAntiＧJapaneseWar],in«世界宗教研究»Shijie
zongjiaoyanjiu [StudiesinWorldReligions],No．３,(２０１８),１４８Ｇ１５６一文中,多次引用陈崇桂在«布道杂志»中所写作的关于耶稣论述

爱国的文章(页１４９注释１、５,页１５０注释４),并称之为是「自由派基督徒知识分子」对耶稣爱国问题的论述,这是有误的,陈崇桂一直

是明确反对自由派神学的,坚持基要主义立场的.在该论文的注释中,作者则将引文作者注为「编辑主任」,而引文中«布道杂志»的编

辑主任正是陈崇桂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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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必不息声,直到中国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中国的救恩如明灯发亮”〔３０〕这句话原文出自«以赛

亚书»六十二章１节,在这里,陈将原文中的“以色列”改为“中国”、“耶路撒冷”改为“南京”,从而使读

者将圣经与现实相联系,唤起民族情感,寻求上帝的安慰.他也将«以赛亚书»的另外一处上帝责备以

色列和耶路撒冷的经文,改为上帝对中国人和南京政府的责备,呼吁人民要在国难中转向上帝.
陈崇桂也使用“代入式”读经法来控诉日本侵略,将圣经文本中的“侵略者”读作“日本”.在«以赛

亚书»中,亚述作为以色列的侵略者,终究也受到了上帝的审判.因此,陈将经文改写为:“中国我的百

姓啊,日本虽然用棍击打你,你却不要怕,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发的忿怒就要完毕.我的怒气要向日

本发作使他灭亡.”〔３１〕他指出,这并非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而是坚信圣经中上帝既然曾经拯救以

色列人,今天也同样要为中国人主持公义,上帝必会审判日本侵略者的暴行.
陈崇桂同时也批评欧美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陈对于国联抱有极大的希

望,相信这些“基督教国家”会主持公道.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所以,陈也将英美国家代入圣经中而

写道:今天的英国就好像圣经中的推罗,推罗经济富庶却“因资材心里高傲”.但是,“英国对于外交的

国策,也是以营业发财为主,不敢主持公道正义,他的势力能左右国际联盟,然而对于国际纷争却不敢

说公道话,不肯以实力来维持正义.”〔３２〕

陈崇桂创造了一种生动的、现实性的读经方法,从而流露出他对国家苦难的深切关怀,并积极地

从圣经中汲取力量,寻找民族的安慰和力量.可以说,这种方法是上文提到的陈崇桂从中国社会角度

理解“以色列”思想的延续,也是在特殊时代下更加直接的表达.陈也将其称为“读经”而非“解经”,后
者是一种“教导”,而前者则是倡导一种普通信徒同样可以仿效的方式.

此外,陈崇桂也从对耶稣生平的再诠释中寻找国难中的安慰.１９３９年,陈在再次解释〔３３〕«路加福

音»二十三章耶稣受审的经文时饱含感情地写道:“我想今日的中国人更能同情主耶稣所受的毁谤,诬
告,主耶稣精神上的痛苦主耶稣更能同情中国人今日受异族侵略压迫,更能安慰我们精神上的痛

苦.”〔３４〕陈认为,中国人虽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耶稣也曾经历被陷害、毁谤、虐待和背叛,因此耶

稣完全能在情感与经历上认同中国人的痛苦,并与中国人一同受苦.这也与二战后莫尔特曼等神学

家提出的耶稣与人一同受苦的神义论思想不谋而合.
(二)两个时期的对比

我们以一个对比来看陈崇桂在抗战前后释经的差异,或者说社会环境的变化对陈解释同一段经

文的影响.在«布道杂志»第六卷中(１９３３年),陈曾经做过«启示录»的逐章灵修注释.１９３９－１９４０
年,陈再次在«布道杂志»中刊发了他新作的«启示录»诠释.两次释经中,陈都将«启示录»的很多内容

联系到国家与社会的话题.不同之处在于,１９３３年国内局势整体相对平稳,乐观的社会福音思想仍旧

盛行;而到了１９３９年,日本铁蹄肆虐中国,国破家亡、蜩螗沸羹.这种社会处境的变革,极大地影响了

陈崇桂对于圣经文本的解释.
陈在１９３３年解释«启示录»第六、七章时呼吁个人得救,写道:“我们唯一要紧的事,就是现在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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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个人得救的问题.”〔３５〕而当陈１９３９年再次诠释«启示录»六章时,他恳切地写道:

他们相信神是圣洁真实的,他们求神给他们伸流血的冤.神本是施行报应的神.但

是有他自己所定的时候日期,人有时候焦急地问神说,要等到几时? 圣洁真实的主啊,我

们等候你给我们中国人伸流血的冤,减少敌人的罪恶,减少我们的痛苦.〔３６〕

整体上,抗战时期陈崇桂对«启示录»的诠释,转向了对于“光明”、“正义”、“胜利”、“上帝掌权”、
“伸冤”等主题的强调.正如他写道:“启示录书的主题,就是主耶稣必得最后的胜利光明将要战

胜黑暗,真理和正义将要得最后的胜利.”〔３７〕由此,他将«启示录»中殉道者的苦难与上帝最终的伸冤,
转移到中国民众在日本侵略下所承受的深重苦难,以及人们在黑暗的现实中对终将胜利的期待和

寄托.
释经对于陈崇桂来说,既不是一项书斋中的学术工作,也不仅仅是教堂里的传道牧养,它也是为

民族寻求出路,为国难寻求安慰的重要寄托和思想源泉.可以说,他是携带圣经投身于“万变”的时代

洪流之中.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陈继续活跃于与政局紧密联系的“三自爱国运动”中.

四、研经实践“爱国”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陈崇桂积极响应政府的宗教政策,参与到批判美帝国主义的“控诉

运动”与三自革新运动(后改为三自爱国运动)之中,并成为核心领袖之一.在这一时期,陈崇桂写作

了很多带有时代和政治色彩的文章,以体现对新时代的回应.１９５５年,陈在极力劝说王明道一同加入

“三自”而被拒绝的背景下,出版了«实践的基督教»一书,以诠释新约圣经的«腓利门书»(以下简称

«门»).在民国时期,陈的释经皆是灵修类的短文,从未就圣经中某卷书进行逐字逐句详细的阐释.
但在«实践的基督教»一书中,陈则用两万多字的篇幅,来“研究”只有六七十字的«门».通过该书,我
们可以看到陈崇桂以圣经诠释来响应新时代的需要,表达对“三自爱国”的拥护.值得一提的是,他将

此书命名为“实践的”基督教,似乎着力说明基督教对于现实的参与性和服务性;事实上,他的这本书

也是一本紧密联系实际,极具“实践”目的的研经书.
(一)“奴隶”的故事

陈崇桂在１９５５年教会正处在激烈震荡的处境下选择«门»,进行前所未有的细致研究,显然是经

过精心选择的.«门»是保罗为逃跑的奴隶阿尼西母向其主人腓利门写的一封求情信.因为阿尼西母

已成为基督徒,故保罗希望腓利门能够重新接纳他.这卷书正是一个讲述“被压迫阶级”的故事,非常

契合当时的时代精神.陈写道:“数百年来,最亏缺神的荣耀,给人类带来最大损害的,就是封建主义、
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殖民主义者.他们歪曲圣经,利用保罗劝勉仆人的话来剥削人、压迫人,偏不听

从保罗的教训———要待阿尼西母‘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３８〕而当下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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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崇桂CHENChonggui,“启示录第七章 Qishiludiqizhang”[Revelation７],in«布道杂志»Budaozazhi[Evangelism],No．
５,(１９３３),８１．

陈崇桂CHENChonggui,“要等到几时呢 Yaodengdaojishine”HowLongUntilYouJudge],in«布道杂志»Budaozazhi
[Evangelism],No．１,(１９４０),６９．

陈崇桂 CHEN Chonggui,“主耶稣得胜 Zhuyesudesheng”[TheTriumphoftheLordJesus],in«布道杂志»Budaozazhi
[Evangelism],No．１１/１２,(１９３９),５０．

陈崇桂CHENChonggui,«实践的基督教»Shijiandejidujiao [PracticalChristianity](上海Shanghai:广学会 Guangxuehui
[ChristianLiteratureSociety],１９５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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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效法阿尼西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要效法耶稣的生活,努力工作,‘不
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一切行为若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利益,那才是道德的行为.”〔３９〕

(二)“家庭化的教会”
陈崇桂从２节中“在你家的教会”,表达出对腓利门能够在家中建立教会、与家人一同服侍的大加

赞誉.他写道:“使徒时代的教会是家庭化,家庭是教会化,我以为这是最合理想的教会,也是最合理

想的家庭.腓利门的家庭作了一个模范家庭,真是基督化家庭”〔４０〕.如前文所述,在陈崇桂的释经和

神学中,始终有一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模式.即使在解放后,限于社会环境不能再提及

“基督化社会”,他的“基督化家庭”理想也没有改变.
然而,在三自运动引发教会界巨大分歧的时代背景下,陈崇桂又担心上面这种表达会造成“政治

错误”,而与那些因拒绝加入三自教会而建立的“家庭教会”划清界限.他指出,“‘家的教会’,却完全

不是现今有人进入地下工作,设立家的教会,有意的,或无意的为美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陈进而批

判“地下教会”是“危害人民的利益,被美帝国主义利用,作为侵略的工具读者切不可歪曲圣经的

教义随便滥用,因而中了美帝国主义的诡计’.〔４１〕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这里还是上文中,陈反复提

及一个重要的罪名:“歪曲圣经”.在浓厚的政治色彩下,陈还是反复以“歪曲圣经”作为重要罪名,也
或许表明了他对于圣经不变的尊崇.

(三)爱心与合一

陈崇桂认为,«门»的主题就是爱心与合一,而他反复地将保罗等人与现实中的一些人进行对比.
陈提出保罗是有爱心的人,“保罗爱耶稣,因此也爱弟兄,爱众圣徒.因此也爱他的祖国,爱他同国的

人”〔４２〕.保罗所要教导的,也是要“向众圣徒有信心”,即信徒应该效法耶稣,彼此饶恕接纳,使得教会

能够合一.而现实中的一些教会或个人则违背了这些教导.他们“骄傲自大,目中无人”,自以为纯

正,破坏教会合一.“常有人说自己的信仰纯正,是合乎圣经;说别的宗派是异端,是离经叛道,是拜巴

力的.”〔４３〕“甚至相信在天下人间只有他一个人的信仰是纯正的,别人对圣经的解释都错了以为

全国的基督徒都背弃了神的约,都去拜巴力了,只剩下他一个人.”〔４４〕

总之,这卷书教导读者,教会应该学习彼此相爱,彼此信任,彼此饶恕;并对社会有公开的好见证,
体现出基督徒的思想被改变,人格被改造,有爱祖国,爱人民的精神.反之,一切分裂教会、破坏合一

的行为都是“帝国主义的侵略策略”〔４５〕,不“合一”即不“爱国”.全书最后,陈崇桂写下祷告文:

(我们)看见原始基督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如何彼此相爱,合而为一,彼此洗脚,互相体

谅今天教会中有个别拦阻福音的,反而自以为是保卫圣道;亵渎圣灵的人,反而自以

为是最属灵的求圣灵给我们新的亮光,叫我们知道,承认有彼此相爱的信心,才是纯

正信仰父啊,洁净你的圣殿,复兴你的教会,团结你的儿女们,以致我们身上将活神显

给人看,以致人在教堂里得见我们得复活的主耶稣.这样才能荣耀神而为人民服务.〔４６〕

一方面,从陈崇桂的言论中,我们看到在他此时的思想中,“相爱合一”的重要性是压倒一切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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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正信仰的标志,而不再以是否符合圣经来判定“纯正”与否.另一方面,从他批判美帝“歪曲圣经”,
批判不加入三自运动者“认为别人对圣经的解释都错了”、自以为“保卫圣道”,又反映出在陈崇桂心

中,圣经仍旧分量甚重.在陈这里,美帝之错在歪曲圣经,异己者们之错在“自以为解经纯正”;并且他

以解释«门»来发此批判,似乎也是为了说明,自己在这一时期的选择乃是符合圣经根据,而非违背其

圣经信念.诠释这卷书,最直接的社会意义就在于:对教外,表明基督教并不违背社会主义思想,而是

一个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为人民服务的宗教;对教内,巧妙地从“相爱合一”角度为“三自运动”确立圣

经根据,批评不加入“三自”的教会,以实践爱国.

五、结论

在民国时期,可以大体上说,基要派重视圣经而不关心社会,社会福音派关心社会而不看重圣经.
然而,从对陈崇桂的研究,我们看到一个特例.在他身上,坚持圣经权威的“不变”,与对于民族国家命

运的关切和对政治的投入,从而导致其圣经诠释之“变”,二者是共存的.应该肯定的是,陈崇桂的圣

经诠释是有其价值的.如陈所说,圣经本身应是“活的”,释经不应该是抽象而冷漠的.读者在自身处

境下解读圣经时所做出的反省与叹息,都应该是圣经诠释中的重要部分.特别对于中国人来说,如何

能够让异域舶来的圣经跨越复杂的文化、语言、历史鸿沟,而对中国社会处境言说,在这一方面,陈崇

桂做出了重要的尝试.陈试图将圣经的精神和原则,从信徒个人与教会的应用推广至社会和国家.
我们无需多花笔墨讨论他的“家国同构”的社会改造模式的不切实际之处,但是,他探索了一条基要主

义圣经立场和社会福音思想的结合路线.“在心态上,陈突破了基要主义的限制,没有否定基督徒对

国家社会的责任与关怀,但是在具体的内容方面,事实上陈崇桂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社会重建方

案.其社会关怀的最大特色,主要是心态上的突破而不是内容上的创新.”〔４７〕

再者,今日的读者很容易认为陈崇桂的“代入式”读经法是肤浅和简陋的.对此,陈自己已经做出

了响应.陈崇桂在“七七事变”后提出要以中华民族的眼光来读圣经时,援引了卡尔巴特的故事.
巴特在荷兰一个神学院讲学时被其他学者批评,他反驳说这些学者们坐在书斋安枕无忧,“我是住在

德国,处在忧患逼迫之中读圣经.”〔４８〕陈进而声明:“本期«布道杂志»是中国基督徒在国难之中,从中

国国家立场读圣经而写出来的.”〔４９〕因此,我们不能无视他的特殊处境而对他以一种“何不食肉糜”的
态度求全责备.更重要的是,他提醒我们圣经诠释与释经者人生和社会处境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

者往往可以轻易判定诠释水平的优劣,却或许需要以一种对历史的同理心才能对诠释研究有更深刻

的体会.陈在三自运动期间对于圣经的解读,同样是在深处剧烈的教会变革漩涡之中做出的,其中也

包含了复杂的政治抉择..
圣经的诠释离不开对处境的关注、对现实的反思,否则就会沦为死板的训诂而失去生命力,或成

为基要主义者的“孤芳自赏”.但是,通过研究陈崇桂在不同时代下解经中得出的社会方面的结论,也
给予我们以反思.圣经诠释者过于关注社会和环境,过于渴望使用圣经去迎合现实的浪潮,是否总是

有益;而在文本诠释中,过于强调读者的世界和回应是否会走向“作者已死”、文本可以任意解释的极

端.那么,作为白纸黑字的文本,圣经的「不变」与人类现实生活的「万变」之间的张力如何平衡,圣经

如何对现实处境言说,引导个人与社会响应挑战、直面抉择,今天仍旧是摆在每一个诠释者面前的

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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