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启示录 9

1.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

坑的钥匙赐给他。

2.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无底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

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坑的烟昏暗了。

3.有蝗虫从烟中出来，到了地上，有能力赐给它们，好像地

上的蝎子有能力一样。

4.并且吩咐它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

树木，惟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

5.有命令赐给它们，不许蝗虫杀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

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螫人的痛苦一样。

6.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决不得死；愿意死，死却逃避他

们。

7.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的像冠冕，仿

佛是金的；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

8.它们有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

9.它们有胸甲，好像铁甲；它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

奔跑上阵的声音。

灵义
整章内容

对新教教会中那些因确认与仁分离之信，以及唯信称义、得

救而被视为有学问和智慧之人的生命状态的审查和显示

（1-12 节论述了这些人）。对新教教会中那些没有这样的学

问和智慧，但却陷入唯信，并随心所欲地生活之人的审查和

显示（13-19 节）。最后论述了新教教会中那些除了信就是

人藉以得救的全部，其它的都不行之外，什么也不知道的人

(20-21 节)。

各节内容

第 1 节.“第五位天使吹号”表审查并显示新教教会中那些

因确认与仁分离之信，以及唯信称义、得救而被视为有学问



和智慧之人的生命状态(419 节)。“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

到地上”表属灵的神性真理从天上流入存在于他们当中的教

会，并审查和显示(420 节)。“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表

打开他们的地狱(421 节)。

第 2 节.“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无底坑里往上冒，好像

大火炉的烟”表从他们的邪恶之爱涌出的属世人欲望的虚假

(422 节)。“日头和天空，都因这坑的烟昏暗了”表真理之

光由此变得幽暗(423 节)。

第 3 节.“有蝗虫从烟中出来，到了地上”表最末端或最表

层部位中的虚假从这些欲望涌出来，就是盛行在那些已变得

感官化，通过感官及其谬论来看待并判断一切事物之人当中

的那类虚假(424 节)。“有能力赐给它们，好像地上的蝎子

有能力一样”表说服人们相信他们的虚假是真理的能力(425

节)。

第 4 节.“并且吩咐它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

并一切树木，惟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表主的圣治

或天命规定，除了诸如没有处于仁，因而没有处于信的那类

人外，他们不能夺走其他任何人的任何信之真理与良善，以

及对它们的任何情感和领悟(426 节)。

第 5 节.“有命令赐给它们，不许蝗虫杀死他们，只叫他们

受痛苦五个月”表他们也不能夺走这些人理解并意愿真理与

良善的官能，只能短时间内造成精神麻痹(427 节)。“这痛

苦就像蝎子螫人的痛苦一样”表这是由于他们的说服力(428

节)。

第 6 节.“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决不得死；愿意死，死

却逃避他们”表他们渴望在信的事务上关闭认知或理解力，

封住意愿，以这种方式使属灵的光和生命被熄灭，然而这是

不可能做到的(429 节)。

第 7 节.“蝗虫的形状”表那些确认与仁分离之信的人的表

现和形像(430 节)。“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表因为他们

能推理，所以他们在自己看来就像是通过对来自圣言的真理

的理解来作战(431 节)。“头上戴的像冠冕，仿佛是金的”



表他们在自己看来像是胜利者(432 节)。“脸面好像男人的

脸面”表他们在自己看来像是有智慧的(433 节)。

第 8 节.“它们有头发像女人的头发”表他们在自己看来像

是处于对真理的情感(434 节)。“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表对

他们来说，感官事物，也就是属世人生命的最末端看似有能

力掌管一切事物(435 节)。

第 9 节.“它们有胸甲，好像铁甲”表他们藉以作战并得胜

的出于谬论的论据，在他们看来如此强大，以至于不可能被

驳倒(436 节)。“它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

的声音”表他们的推理仿佛源自教义的真理，而这些出于圣

言的教义真理都得到了充分理解，他们必为此而激战(437

节)。

诠 释
419.启 9:1.“第五位天使吹号”表审查并显示新教教会中那

些因确认与仁分离之信，以及唯信称义、得救而被视为有学

问和智慧之人的生命状态。这一节直到第十二节论述的是这

些人，这一点从以灵义来理解的细节明显看出来。“吹号”

表示审查并显示教会的状态，因而审查并显示那些其宗教信

仰系唯信之人的生命状态（参看 397 节）。

420.“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表属灵的神性真理从

天上流入存在于他们当中的教会，并审查和显示。“一个星”

在此表示属灵的神性真理，因为它从属灵天堂落下（对此，

参看 387,388 节）；“地”在此表示那些处于教会内在之人当

中的教会（398 节）。属灵的神性真理是指源于属灵之爱（即

对邻之爱）的聪明；由于如今这种聪明被称作信，这种爱被

称作仁，所以“一个星”在此表示出于仁的信，确切地说，

表示出于仁之良善的信之真理。单数形式的“星”（启示录

2:28; 22:16）所表相同；因为复数形式的“星”表示对良

善与真理的认知（51 节），正因这些认知才有了聪明。从下

文明显可知，正是神性真理进行审查和显示。

421.“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表打开他们的地狱。“钥匙”

表示打开的能力，以及打开的行为（62,174,840 节）；“无



底坑”（the deep 或译深渊）表示那些自己确认唯信称义并

得救之人所在的地狱，他们全都属于新教教会。然而，此处

它表示那些在自己眼中，因而在其他许多人眼中看上去学识

渊博的人，而在天上的天使眼中，他们在涉及天堂和教会的

事上看上去缺乏理解力，因为那些确认唯信甚至直到其内层

的人关闭了其理解力的高层事物，最终导致他们再也不能在

光中看到任何属灵的真理。这是因为，确认虚假就是否认真

理。因此，他们一听到属灵真理，也就是圣言中服务于那些

属教会之人的教义和生活的真理，就会把心思执守于他们所

确认的虚假，然后要么以虚假来掩饰他们所听到的真理，要

么当作纯粹的噪音而弃绝之，要么对它哈欠连天并远离。反

应的强烈取决于他们以自己的博学为骄傲的程度，因为骄傲

与虚假如此粘结在一起，以致最终浑然一体，如同海中凝结

的泡沫。正因如此，圣言向他们隐藏，如同被七个印封住的

一本书卷。

有必要说明他们及其地狱的性质，因为我蒙恩得以亲眼目睹，

并与那里的人交谈，还看到从那里出来的蝗虫。这个坑像一

个炉窑口，看上去在南方，下面的深渊向东延伸到很远。那

里头有光，但若天上来的光可以照进去，它就变成黑暗，所

以这坑从上面被关闭了。其中有一些仿佛砖砌的拱形房屋，

它们分成了若干小房间，每小间都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有纸

张和一些书。每个人都坐在自己的桌子前，这些人在世时确

认唯信称义与得救，将仁视为纯属世道德行为，仁爱的行为

只不过是文明生活的行为，人们由此获得世上的回报；但这

些行为若为得救而做出的，他们就诅咒之，其中一些人的诅

咒还很严厉，因为这些行为含有人的理性和意愿在里面。在

这深渊里的所有人在世时都学识渊博；其中有些形而上学者

和经院学者在那里比其余的人更受推崇。我蒙恩得以与他们

交谈时，认出其中一些人。

但其实他们的命运却是这样：他们刚进来的进修，在第一排

小房间里坐下，但他们因通过摒弃仁爱行为来确认信，故离

开就离开第一排居所，进入更靠东的小房间，如此反复，直

到尽头，那里的人通过圣言确认这些信条。由于这时他们必



歪曲圣言，所以他们的小屋就消失了，他们发现自己身处旷

野，于是上面所描述的情形（153 节）就发生在他们身上。

这个深渊下面还有一个深渊，住在那里的人以同样的方式确

认唯信称义与得救，不过，他们独自在灵里时就否认神，并

发自内心嘲笑教会的神圣事物。他们在那里除了争吵、把自

己的衣服撕成碎片、爬上桌子、跺脚、互相辱骂争斗外，就

没别的事干了；由于在那里谁也不许伤害他人身体，所以他

们只好用嘴巴和拳头来威胁。这个深渊污秽肮脏，不过，此

处不论述那里的环境。

422.启 9:2.“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无底坑里往上冒，好

像大火炉的烟”表从他们的邪恶之爱涌出的属世人欲望的虚

假。

“无底坑”表示地狱，如前所述（421 节）；从那里冒上来

的“烟”表示出自欲望的虚假；因为经上说那“烟好像大火

炉的烟”，故所表示的是源自邪恶之爱的欲望的虚假，因为

“火”表示爱（468 节）；而“地狱之火”表示邪恶的爱（494

节）。“大火炉”具有同样的含义，因为它通过火而冒烟。地

狱灵不会陷入任何物质的火，而是陷入属灵的火，也就是他

们的爱；因此，他们感觉不到其它火；关于这个主题，可参

看 1758 年于伦敦出版的《天堂与地狱》（134,566-575 节）

一书。

在灵界，一切爱被点燃时，从远处看都显为火，在地狱里显

为熊熊燃烧的火，在地狱外则显为大火冒出的烟或火炉冒出

的烟。在圣言的其它部分，从火或火炉冒出的烟还描述源自

邪恶之爱的欲望的虚假。如以下经文：

亚伯拉罕向所多玛和蛾摩拉观看，看哪，只见那地方烟气上

腾，好像烧窑的烟气。（创世记 19:28）

日落时，天幽暗，看哪，有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

块中经过。（创世记 15:17）

现今他们罪上加罪，因此，他们又像烟囱冒出的烟。（何西

阿书 13:2,3）

恶人却要灭亡，在烟中消失。（诗篇 37:20）

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火，有烟柱。（约珥书 2:30）



他们将作恶的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马太

福音 13:41,42,49,50 等）

423.“日头和天空，都因这坑的烟昏暗了”表真理之光由此

变得幽暗。

此处“日头”和“天空”表示真理之光，因为“日头”表示

爱，由此而来的“光”表示神性真理；所以，当经上说“日

头昏暗”，同时“天空”也昏暗时，它表示神性真理变得幽

暗；这是由于“都因这坑的烟”所表示的欲望的虚假。

424.启 9:3.“有蝗虫从烟中出来，到了地上”表最末端或最

表层部位中的虚假从这些欲望涌出来，就是盛行在那些已变

得感官化，通过感官及其谬论来看待并判断一切事物之人当

中的那类虚假。它们被称为最末端或最表层部位的虚假，占

据人生命的最末端或最表层之物，被称为感官的；对此，我

们稍后将予以说明。在圣言中，这些虚假由“蝗虫”来表示。

不过，要知道，它们看上去并不像在田间跳跃并糟蹋草地和

庄稼的蝗虫，倒是像矮人或侏儒；这也可从对它们的描述看

出来，如它们头戴冠冕，脸面像男人，头发像女人，牙齿像

狮子，胸甲像铁甲，有无底坑的使者作它们的王。古人也将

矮人或侏儒称为“蝗虫（或译为蚱蜢、蚂蚱）”，这一点从

以下经文可得知：

窥探迦南地的探子说，我们在那里看见亚衲族人，就是伟人，

我们在他们眼里如蚱蜢一样。（民数记 13:33）

耶和华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以赛亚

书 40:22）

由于在圣言中，诸如盛行在他们当中的最末端或最表层部位

中的虚假由“蝗虫”来表示，所以它们被称作“蝗虫”。如

那鸿书中的百姓、领袖和军长都被称为：

火必烧灭你，吞灭你如同蝻子；任你多如蝻子，任你多如蝗

虫；你的首领如蝗虫；你的军长仿佛成群的蚂蚱。（那鸿书

3:15-17）

正是由于最末端或最表层部位中的虚假吞灭教会的真理与

良善，而它们都是人与生俱来的，所以它们由吞噬原野青草

和田间菜蔬的“蝗虫”来表示。这一点从以下经文明显看出



来：

你带到田间的种子虽多，蝗虫却把它吞吃了。（申命记 28:38）

剪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蝻子来吃，蝻子剩下

的，蚂蚱来吃。（约珥书 1:4）

蝗虫、蝻子、蚂蚱、剪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约

珥书 2:25）

“埃及的蝗虫”所表相同，对此，在摩西五经中如此记着说：

摩西向埃及地伸杖，东风把把蝗虫刮了来。蝗虫上到埃及全

地；以前没有这样的蝗虫，它吃田间一切的菜蔬，后来摩西

伸杖，蝗虫就被吹入红海。（出埃及记 10:12 等）

诗篇：

把他们的土产交给蚂蚱，把他们辛苦得来的交给蝗虫。（诗

篇 78:46;105:34-35)

在埃及的神迹描述了教会的荒废；这个神迹则描述了由最末

端或最表层部位中的虚假所造成的荒废；人生命的最表层之

物在它们所依赖的内在事物被关闭时，就变成地狱的。由于

这个原因，蝗虫“被吹入红海”，而“红海”表示地狱。

由于如今很少有人知道何谓感官层，以及感官人是何性质，

并且“蝗虫”表示这些，故接下来从《属天的奥秘》摘录一

些相关内容：感官层是人心智生命的终端或末层，附着并黏

结于他的五种身体感官（5077,5767,9212,9216,9331,9730

节）。凡凭身体感官判断一切，只相信亲眼看到和亲手摸到

的，声称这些才是存在的，至于其余的，则一概拒绝的人，

就被称为“感官人”(5094,7693 节）。以天堂之光观之，其

心智的内层被关闭了，以致他丝毫看不到那里属天堂和教会

的任何真理（6564,6844-6845 节）。这种人在最表层部位思

考 ， 而 不 是 凭 任 何 属 灵 之 光 进 行 内 在 思 考

（5089,5094,6564,7693 节）。总而言之，他们处于粗糙的属

世 之 光 （ 6201,6310, 6545,

6844-6845,6612,6614,6622,6524 节）。因此，他们内在反对

属天堂和教会的事物，而外在却能声称支持它们，而且还很

热情，其程度取决于他们利用这些事而行使的权柄

（6201,6316,6844,6845,6948,6949 节）。深入确认虚假的学



识渊博者，尤其确认反对圣言真理的，比其他人更感官化

（6316 节）。感官人推理起来既尖锐又娴熟，因为他们的思

维如此接受他们的言语，以致它几乎就在其中，仿佛就在嘴

皮子上，还因为他们将一切聪明都置于唯独来自记忆的言辞

中；而且，他们当中有一些人能够巧妙地确认虚假，确认之

后便信以为真理（195,196,5700,10236 节）。但他们的推理

和确认出于感官谬论，这些谬论会迷惑和说服普通百姓

（5084,6948,6949,7693 节）。感官人比其他人更狡猾、更恶

毒（7693,10236 节）。贪婪者、奸淫者、纵乐者、骗子尤其

感官化，尽管在世人眼里他们看似并非如此（6310 节）。其

心智内层肮脏、污秽（6201 节）。他们通过这些与地狱相通

（6311 节）。地狱居民是感官化的，并且越感官化，所处的

地狱越深（4623,6311 节）。地狱灵的气场从背后与感官人联

结（6312 节）。那些只通过感官事物进行推理，因而反对教

会 纯 正 真 理 的 人 被 古 人 称 为 “ 知 识 树 的 蛇 ”

（195,196,197,6398,6399,10313 节）。此外还描述了人的感

官层和感官人（10236 节）；以及感官事物在人身上的延伸

（9731 节）。感官事物当处于末位，而不是首位；对聪慧与

聪明人来说，它们处于末位，服从于内层；而对不明智的人

来说，它们处于首位，并进行统治；这些人适合被称作感官

人（5077,5125,5128,7645 节）。如果感官事物处于末位，那

么通往理解力的路就通过它们被打开，真理便通过提炼的方

法被萃取出来（5580 节）。这些感官事物与尘世联系密切，

并允许从尘世流出的事物进入，可以说，筛选它们（9726 节）。

人通过这些感官事物与尘世相通，通过理性事物与天堂相通

（4009 节）。感官事物提供诸如服务于心智内层的那类事物

（ 5077,5081 节 ）； 有 些 感 官 事 物 服 务 于 智 识 部 分

（intellectual part），有些服务于意志部分（voluntary

part）（5077 节）。若思维不能被提升超越感官事物，人享有

的智慧极少（5089 节）。智者思想感官事物（5089,5094 节）。

当人的思维被提升超越感官事物时，他便进入更清晰的光中，

最终进入天堂之光（6183,6313,6315,9407,9730,9922 节）。

当古人知晓超越感官事物的这种提升和它们的抽象（6313



节）。人若能从感官事物退出，并被主提升进入天堂之光，

就有可能凭他的灵觉察到灵界所发生的事（4622 节）。原因

在于，进行思考的不是肉身，而是肉身里面的人的灵；人的

灵越在肉身中思考，其思维就越模糊和黑暗；而它越不在肉

身中思考，其思维就越清晰，越处于光中；不过是在属灵事

物中（4622,6614,6622 节）。认知或理解力的末端是感官知

识，意愿的末端是感官快乐（9996 节）。人与动物共享的感

官事物，和不与动物共享的感官事物之间有何区别（10236

节）。有些感官人并不邪恶，因为他们的内层没有如此被关

闭；关于他们在来世的状态（6311 节)。

425.“有能力赐给它们，好像地上的蝎子有能力一样”表说

服人们相信他们的虚假是真理的能力。“蝎子”表示致命的

说服力；“地上的蝎子”表示在涉及教会的事上的说服力，

“地”表示教会（285 节）；因为蝎子蜇了人，就是使四肢

麻痹，若不及时治疗，就会导致死亡；他们的说服力对认知

或理解力就能造成相对应的后果。在以下经文中，“蝎子”

的含义也是如此：

你们不要因他们和他们的话就害怕，他们原是悖逆的；你又

住在蝎子中间，他们面无羞耻，心里刚硬。（以西结书 2:4, 6）

耶稣对祂差遣出去的七十个人说，看哪，我已经给你们权柄

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

害你们。（路加福音 10:19）

426.启 9:4.“并且吩咐它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

物，并一切树木，惟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表主的

圣治或天命规定，除了诸如没有处于仁，因而没有处于信的

那类人外，他们不能夺走其他任何人的任何信之真理与良善，

以及对它们的任何情感和领悟。“吩咐它们说”表示主的圣

治或天命，因为这话是从天上说的；“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

各样青物”表示不能夺走任何信之真理与良善；“草”表示

信之真理，它是人里面首先生发之物（401 节）；“青物”表

示源自良善的信之活物（401 节）；“不可伤害一切树木”表

示不能夺走对真理和良善的情感和领悟；因为“树”表示在

这些事物方面的人（400 节）；“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表示



那些没有处于仁，因而处于信的人；因为“额”表示爱与仁

（347 节）；“有印记”表示知道他们并将其与其他人区分开

（345 节）。

那些确认唯信，甚至确认唯信称义与得救这个奥秘的人之所

以无法从他们，以及除了那些未处于仁之信的人外，无法从

其他任何人那里夺走任何信之真理与真理，也无法夺走对它

们的情感和领悟，是因为除了教导和传讲它们的教会显要人

物外，几乎没有人理解这些奥秘。平信徒虽然听到这些东西，

但也是左耳进、右耳出。

喜欢这些奥秘的牧师本人肯定是知道的，因为他们一成年就

花费一切天赋精力来吸收它们，后来又在随后一段时期内持

守它们，还因为他们凭此而自认学识渊博。那么，那些简单

地相信源自仁之信的平信徒在听到这些秘密后会是什么反

应吗？由此可见，唯信称义是神职人员的信仰，而非平信徒

的信仰，除了那些在生活上掉以轻心的人外。后者从前者的

奥秘中仅得到这些信息：唯信拯救人，他们不能靠自己行善，

不能成全律法，基督为他们受难，此外还有一些类似性质的

信条。

427.启 9:5.“有命令赐给它们，不许蝗虫杀死他们，只叫他

们受痛苦五个月”表按照主的圣治，他们不能夺走那些未处

于仁之信的人理解并意愿真理与良善的官能，只能短时间内

造成精神麻痹。“有命令赐给它们”表示这是按照主的圣治，

如前所述；“不许蝗虫杀死他们”表示不能夺走那些未处于

仁之信的人理解并意愿真理与良善的官能，因为一旦夺走这

种官能，人的灵性就被杀死了。“受痛苦五个月”表示短时

间内造成精神麻痹；“五”表示少许，或短时间；“受痛苦”

表示造成精神麻痹，因为这就是“蝎子”所表示的（425 节）；

“像蝎子的痛苦”，如下文所述（428 节）。理解并意愿真理

的官能，或理性与自由不能从人身上被夺走，这一点在《圣

治》（73,74, 82-86, 92-99, 138-149,322 节）一书已经充

分说明。

“五个月”之所以表示少许，或短时间，是因为这就是“五”

的含义；时间，无论是小时、天、周、月，还是年，并非表



示时间，而是表示状态；而数字则确定这个状态的性质

（4,10,348,947 节）。“五”表示某种事物，以及少许，这一

点可从以下经文明显看出来：

一人叱喝，必令千人逃跑。（以赛亚书 30:17）

五个人要追赶一百人。（利未记 26:8）

耶稣说，天国好比十个童女，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

聪明的。（马太福音 25:1-2）

“十个童女”表示教会中的所有人；“五”表示其中的一部

分或一些。在以下寓言中，“十”和“五”所表相同：

交给仆人银子去做生意，一个用一锭银子赚了十锭，另一个

赚了五锭。（路加福音 19:13-20）

“十锭”表示大量，“五锭”表示少许。此外还有其它地方

（如以赛亚书 17:6; 19:18-19;马太福音 14:15-21）。

428.“这痛苦就像蝎子螫人的痛苦一样”表这是由于他们的

说服力。这一点从前面所述(427)可推知；因为“痛苦”表

示精神麻痹，这种精神麻痹就是他们的说服力给认知或理解

力所造成的，就像蝎子螫人后给身体造成的麻痹那样；“蝎

子”就表示这种说服力（425 节）。灵界就存在这种说服力，

它能夺去对真理的理解力，造成精神麻痹，因而造成心灵的

忧伤；不过，这种说服力在自然界尚不为人知。

429.启 9:6.“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决不得死；愿意死，

死却逃避他们”表那些陷入分离之信教义的人渴望在信的事

务上关闭认知或理解力，封住意愿，从而使属灵的光和生命

被熄灭；但主规定，认知或理解力不可关闭，意愿也不可封

住，免得人里面的属灵之光和生命被灭绝。“在那些日子”

表示该教会的最后状态，那时唯信的教义被普遍接纳。“人

要求死”表示他们渴望认知或理解力在信的事务上被关闭；

“决不得死”表主规定，这种事不会发生；“愿意死”表示

他们还渴望意愿在他们里面被封住；“死却逃避他们”表示

主规定，这种事也不会发生；因为这样属灵的光和生命就会

被灭绝，人的灵性就会死亡。“要求”论及认知或理解力，“愿

意”论及意愿；“死”论及这二者。这就是这些话的含义；

要不然，“人要求死，决不得死；愿意死，死却逃避他们”



会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死”不是指其它死亡，而是指属灵

的死亡；当认知或理解力从当信的事上被除去时，就会造成

属灵的死亡；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不知道自己所想所行的

是真理还是虚假，因而不知道自己是与天上的天使，还是与

地狱的魔鬼一同思想和行动。

430.启 9:7.“蝗虫的形状”表那些确认与仁分离之信的人的

表现和形像。“形状”表示他们以代表性形像的表现；“蝗虫”

表示最末端或最表层部位中的虚假（424 节）；因为虚假与那

些陷入虚假的人合而为一，所以他们也由“蝗虫”来表示。

“蝗虫”表示那些确认唯信或其虚假的人，这一点通过以下

事实向我清楚显明：陷入唯信的长老们拥抱并亲吻那些看似

蝗虫的人，还盛情邀请他们到自己家里去。因为在灵界，形

像，也就是天使和灵人的情感和思维的代表形式，看上去就

像是活的，同样也显为各种走兽、飞鸟和鱼类。

431.“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表因为他们能推理，所以他

们在自己看来就像是通过对来自圣言的真理的理解来作战。

“马”表示对圣言的理解（298 节）；“出战”表示属灵的

战争，这种战争在于推理和论证（500,586 节）；“好像”

或“相似”表示表现，如前所述（430 节）。

432.“头上戴的像冠冕，仿佛是金的”表他们在自己看来像

是胜利者。头上戴的仿佛金子的“冠冕”表示胜利的标志，

因为从前的国王在战争中都戴着金冠冕（300 节）；经上说

他们看上去“像马”，也就是骑在马上预备战斗（431 节），

接下来又说他们有“男人的脸面”；并且他们确信他们不可

能被征服。

433.“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表他们在自己看来像是有智慧

的。在圣言中，“男人”表示智慧和聪明人（243 节）；他

的“脸面”表示智慧和聪明；正因如此，“脸面好像男人的

脸面”表示他们在自己看来像是有智慧的。他们也被称为有

智慧、学识、博学的，尽管他们就在灯中无油的愚拙童女之

列（马太福音 25:1-3）。“油”表示爱与仁；那些听到主的

话，也就是读了圣言却不遵行的人就在“愚蠢的人”之列（马

太福音 7:26）。



434.启 9:8.“它们有头发像女人的头发”表他们在自己看来

像是处于对真理的情感。在圣言中，“男人”表示对真理的

理解；“女人”表示对真理的情感，因为男人生来就是认知

或理解力，女人生来就是情感（关于这个主题，可参看《婚

姻之爱》）。在圣言中，“头发”表示人生命的末端，也就是

感官层（参看 424 节）。这感官层给他们一种表象，以为自

己处于对真理的情感，而事实上，他们处于对虚假的情感；

因为他们视这虚假为真理。“女人”表示对真理的情感，这

一点从圣言中许多经文明显看出来；正因如此，教会被称为

“妻子”、“女人”、“女儿”和“童女”，并且教会之所以成

为教会，靠的就是对真理的爱慕或情感；因为对真理的理解

就出自这种爱慕或情感。

在以下经文中，教会被称为“女人”（或译为女子、妇人）：

有两个女子，是一母所生，她们在埃及行邪淫，阿荷拉就是

撒玛利亚，阿荷利巴就是耶路撒冷。（以西结书 23:2-4）

耶和华召你，如召在灵里被离弃、忧伤的妇人，就是幼年的

妇人。（以赛亚书 54:6-7）

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人护卫男人。（耶利米

书 31:21,22）

“身披日头、被龙逼迫的妇人”（启示录 12:1, 13）表示新

教会，也就是新耶路撒冷。在许多经文中，“女人”（或译为

女子、妇人）表示对真理的情感，教会凭此而成为教会，如

以下经文：

你们将我民中的妇人从安乐家中赶出。（弥迦书 2:9）

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女的独在一处。（撒迦利亚书 12:11-13）

安逸的妇女啊，你们要起来，听我的言语！（以赛亚书 32:9）

你们为何作这恶，使你们的男人、妇女都剪除？（耶利米书

44:7）

我要打碎男人和女人。（耶利米书 51:22）

在此和别处，“男人”和“女人”在属灵之义上分别表示对

真理的理解和对真理的情感。

435.“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表对他们来说，感官事物，也就

是属世人生命的最末端看似有能力掌管一切事物。 “牙齿”



表示属世人生命的最末端，也就是所谓的感官事物（对此，

参看 424 节）。感官事物分为两类，一类属于意愿，另一类

属于认知或理解力；意愿的感官事物由“女人的头发”来表

示（434 节）；认知或理解力的感官事物由“牙齿”来表示；

后者，或也可说，通过确认而陷入虚假的感官人觉得自己有

能力掌管一切事物，以致他们不可能被征服；因此，表示感

官事物的“蝗虫的牙齿”像“狮子的牙齿”，因为“狮子”

表示能力（241 节）。“牙齿”表示人生命的末端，也就是

所谓的感官事物，这些感官事物若脱离心智的内层，就会陷

入纯粹的虚假，并向真理施暴，甚至摧毁它们。这一点从以

下经文明显看出来：

我的灵魂，我躺卧在狮子中间，他们的牙齿是枪、箭。（诗

篇 57:4）

神啊，求你敲碎他们口中的牙，求你敲掉少壮狮子的大牙。

（诗篇 58:6）

有一民族上来侵犯我的地，很强盛，它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

它有母狮的大牙。（约珥书 1:6）

耶和华啊，你敲碎了不敬者的牙齿。（诗篇 3:7）

兽从海中上来，甚是可怕，极其强壮，有大铁牙，吞吃嚼碎。

（但以理书 7:3,7）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祂没有把我们当猎物交给他们的牙齿。

（诗篇 124:6）

由于感官人看不见在自己光中的任何真理，对一切事都推理

和争论事情是否如此；还由于地狱中的这些争论在外面听上

去就像磨牙声，其本身乃是真理和虚假的冲突，故明显可知

“磨牙”（马太福音 8:12; 13:42, 50; 22:13; 24:51; 25:30;

路加福音 13:28）是什么意思；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知道“咬

牙切齿”（约伯记 16:9;诗篇 35:15-16; 37:12; 112:10;弥

迦书 3:5;耶利米哀歌 2:16）是什么意思。

:9.“它们有胸甲，好像铁甲”表他们藉以作战并得胜的出

于谬论的论据，在他们看来如此强大，以至于不可能被驳倒。

“胸甲”表示防卫，因为它们护胸；在此表示对虚假的防卫，

这种防卫通过出于谬论的论据来实现，虚假原则因这种防卫



而得到捍卫。因为从虚假原则所流出的，无非是虚假。即使

真理是先进的，它们也只是从表面或肤浅的角度、因而从感

官的角度被看待，结果就被歪曲了，并且在这类人身上变成

了谬论。“胸甲”之所以具有这种含义，是因为在圣言中，“战

争”表示属灵的战争，因此战争武器表示与此类战争有关的

各种事物；如耶利米书：

你们马兵套好马鞍，骑上马，顶盔站立，磨枪贯甲。（耶利

米书 46:4）

以赛亚书：

祂以公义为铠甲，以拯救为头盔。（以赛亚书 59:17）

诗篇：

你要投靠在祂的翅膀底下，祂的真理必是你大小的盾牌。（诗

篇 91:4 等；以西结书 23:24; 38:4; 39:9;那鸿书 2:3;诗篇

5:12; 35:2-3）。

“它们的胸甲好像铁甲”表示他们的论据在他们看来如此强

大，以至于不可能被驳倒；“铁”因其刚硬而表示强大。

437.“它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表

他们的推理仿佛源自教义的真理，而这些出于圣言的教义真

理都得到了充分理解，他们必为此而激战。“翅膀的声音”

表示推理，因为“飞”表示领悟和教导（245,415 节）；“车”

表示教义，稍后就会看到；“马”表示对圣言的理解（298

节）；“许多马”表示充分理解；显然，“奔跑上阵”表示

战斗的激情。“车”表示教义，这一点从以下经文明显看出

来：

神的车辇累万盈千，主在他们当中。（诗篇 68:17）

耶和华用云彩为车辇，藉着风的翅膀而行。（诗篇 104:2,3）

耶和华啊，你乘在马上，你的车是得胜的车。（哈巴谷书 3:8）

看哪，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祂的车辇像旋风。（以赛亚书

66:15）

你们必在我席上饱吃马匹和战车；我必显我的荣耀在列族中。

（以西结书 39:20,21）；

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撒迦利亚书

9:10）



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倾覆战车和乘在其中的。（哈该书 2:22）

你去设立守望的，使他将所看见的述说；他看见战车和一对

马兵，以及骆驼车和人的车，他就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

了！（以赛亚书 21:6-7, 9）

由于“以利亚”和“以利沙”代表主的圣言，因而表示取自

圣言的教义，所有先知也是（8 节），所以他们被称为“以色

列的战车和它的马兵”，因同样的缘故，以利亚被看到因火

车而被接往天上去了，并且以利沙的少年人看见火车和火马

围绕以利沙（列王纪下 2:11-12; 6:17; 13:14）。此外，其

它地方也出现“车或战车”

（如以赛亚书 31:1; 37:24; 66:20;耶利米书 17:25; 22:4;

46:2-3, 8-9; 50:37-38; 51:20-21;以西结书 26:7-8, 10-11;

但以理书 11:40;那鸿书 3:1-3;约珥书 2:1-5;撒迦利亚书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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