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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四骑士像是可怕的疾病、死亡和战争一样，幽灵般地显现在约翰面前，
那时正值公元 1 世纪末。四骑士的传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谁又能为我们揭示出他
们存在的意义？谁知道他们将于何时、何地打马而来，以怎样的姿态，又有着怎
样的理由？是否他们只是老传教士约翰想像中的一场噩梦？又或者他们是一个
真实的预言，即将在我们这一辈应验？你会看到耶稣是如何为我们揭示《启示录》
中这四位神秘骑士的真正意义，这定会让你惊叹不已。



第一章
启示者耶稣

“耶稣的启示，是神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给他的众仆人。”
--------《启示录》1：1

《启示录》中的前五个字透露了该书的两大关键点：耶稣基督是启示者；这
本书是一本启示录。忽略了这两大关键点，人们就会把“启示录”一词的意义理
解为：由放逐在拔摩岛上气愤难平的传教士老约翰杜撰出来的隐秘又不为人知的
秘密档案，这与其本义截然相反。

原因很明显：人们没有遵循《圣经》的原义！翻开你手里的《圣经》，看看
《启示录》标题下的那段题字。大多文本上都写着“神圣的圣约翰启示录”。那些
文字是后人加上去的！神的语言直接明了，不同于人的语言。如果人连标题都能
写错的话，就难怪他们会搞不懂文中的意义！正因为圣经学者们都存在这种困惑，
所以大部分的基督徒都认为 apocalypse 一词——希腊语“启示录”的意思——指
的是隐秘，晦暗，神秘的关于命运的信息。事实上，“启示录”就是字典上的解
释“揭露的行为；将先前所未知的事物揭示给其他人知。”

关于这本《启示录》，将真理“揭示”给“其他人”中的“其他人”是“他
的仆从”（《启示录》1 章 1 节），而有能力揭示真理的人是耶稣基督。

“谁才配……?”

对《圣经》的注释多如牛毛。《启示录》一书洋洋洒洒百万字，记录了 19
世纪以来人们的所思所想。一部分人的解释是正确的，但这并不重要。在《启示
录》5 章 2 节中，一位“力天使奋力高喊”出了问题的关键。他问道，“谁才配
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谁才有这个权利？

答案是：“无论在天堂，或是人间，抑或地狱，没有人能展开，观看那书卷”
（《启示录》5 章 3 节）。如果这本书是人类不能理解的，那么它又怎能被“揭示”？
“看呐，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
(第 5 节)。耶稣基督是唯一“配”解释《启示录》一书的人。“配得的是羔羊”(第
12 节)。

可是耶稣是在哪里将《启示录》一书的意义揭示出来的呢——尤其是象征
着书中七印的前四印的“四骑士”? 《圣经》是如何自圆其说的呢？

对于类似的预言，由于耶稣是启示者，我们就必须依照他自己的说法——
称为“福音”。因为这是对未来的预言（“……必要快成的事”），我们就要参考福
音中的预言——对未来的预测。

橄榄山预言是耶稣基督说过的最长，最关键的预言。传教士约翰自己也在
那儿——在 60 年前耶路撒冷附近的橄榄山上——就在耶稣为他的仆从指示他的
第二次到来和人类统治的终结的时候。这也是《启示录》一书的时代背景。



马太福音第 24 章描述了未来前景的一系列事件。《启示录》一书是对相同
事件的拓展。很明显，这是耶稣自己的启示录，是他自己的语言。

时代背景

在《启示录》6 章 1-8 节中，约翰看到了四骑士，他们是简明易懂的橄榄山
预言的符号再现。唯一的不同只限于应验的差异。马太福音第 24 章中首次记录
了公元 70 年在耶路撒冷及其左近发生的关于战乱，饥荒和瘟疫等预言的“具体”
应验。（见 Flavius Josephus, 《犹太战争》，这里详细描述了第一则预言的应验）。

约翰所见到的四骑士在 20 年后再次现身，那时，当地的犹太战争已经结束，
耶路撒冷覆灭了，圣殿也被毁了。他们的出现不再意味着任何过去曾经应验的预
言，也不表示现在的任何情况，而是标志着未来将要发生的一系列具体事件，它
们不属于马太福音第 24 章中提到过的任何一种具体的应验形式。

《启示录》一书从上下文能看出这些大事是要在未来发生的。约翰在《启
示录》9 章 16 节中谈到了 2 亿人的军队。很明显，在耶稣和传教士约翰的时代，
地球上存在着很多男人、女人和小孩。全世界的人口直到 1850 年才冲破了 10
亿大关。除非地球上有 10 亿人，才可能出现预言中所说的 2 亿人的军队。

马太福音第 24 章也指明这些预言最后将在未来应验，既不是过去也不是现
在。耶稣基督曾说过他的预言会在整个人类灭绝的时候应验（马太福音 24 章 21，
22 节）。这一时期是从人类进入核能时代开始的。就只是从 1950 年人类首先开
始使用核能，这个一点就爆的定时炸弹开始的。也就只有在核能时代，四骑士才
会认蹬翻鞍，打马而来。

对这一预言的二重性的理解是极其重要的。马太福音第 24 章中的对话意味
着 1）公元 70 年间，预言的第一次“具体”应验，2）公元 70 年直到今天的长
期现状，和 3）前方的世界末日，预言的“非具体”应验。四骑士仅指最后三则
预言的应验。他们代表着极其恶劣的状况，是“一般”战乱，饥荒，和瘟疫所不
可比拟的，他们会周期性地折磨人类。

四骑士将会把世界末日的恶劣情况推向顶峰，整个世界会被灾难吞没，从
而进入神治时代。四骑士的预言会在未来应验。他们何时会肆虐人间尚未可知，
但是世界的现状告诉我们他们会在不久的将来发动攻击，就在这一代，在你们的
有生之年。

对你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四骑士是什么人，你们如何能在他们的破
坏力下逃生。不要忽视它。请参阅前面几章中你认为重要的耶稣基督的启示。



第二章
伪耶稣

“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
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马太福音 24 章 25 节

“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的第一印，那时候，我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发出好
像雷轰的响声，说：‘来吧，看！’我看见一匹白马：那骑马的拿着弓，接受了
所赐给他的冠冕，就出发征战，胜了又要胜。”

——《启示录》6 章 1-2 节

《启示录》中的第一位骑士对于圣经评论家来说比其他三位骑士更让人困
惑也更让人恐惧。《启示录》第 6 章中解释了最后三位骑士的身份。但是第一位
骑士的身份却被多数人误解，因为学者们忽视了马太福音 24 章 4-5 节中所记载
的启示者耶稣对这个问题的阐释。

站在人文解读的角度上看，很多人先读了《启示录》第 19 章，看到了耶稣
骑着白马第二次到来时的壮观景象。但是他们却误把《启示录》第 6 章中的白马
当成了第 19 章中真正的耶稣。

这种从根本上的误读有很多体现形式。有人说《启示录》第 6 章中的白马
象征着向全世界布道福音，从而“征服”人类的思想。有人说它是为耶稣开路的
天使。有人说它是教会。有人说它象征着“利亚”， 为耶稣开路。有人说它象征
着耶稣的第二次到来，而其他人认为它是耶稣第一次到来的重现。

几乎所有的评论者都把骑在白马上的人当成是耶稣基督，或者当成是他在
人间做的事。但是耶稣自己对于白马是怎么说的呢？信不信由你，他曾经就预言
过迟早会出现这样的欺骗与误解！

骗子混了进来

耶稣基督创造了世界，他告诫人们到时会有很多伪传教士出现，误导、欺骗
大众，绝非小众。这种情况在耶稣死难并复活之后就马上出现了。传教士约翰曾
告诫过，邪恶的灵魂已经开始行动，正如他所写的一样。

耶稣的弟弟犹大曾劝告早期的基督徒“要你们继续为上帝只一次就完整地传
授给信徒们的信仰争战。因为有些不敬虔的人偷偷地混进我们中间，以曲解上帝
恩典的信息来掩饰自己腐败的行为。在很久以前，圣经已经预言他们必受惩罚。”

在一世纪，真正的基督徒就看到了伪基督徒混了进来，欺骗大众。像这样的
宗教欺骗与日俱增，直到整个世界都被欺骗，不能理解耶稣的真正信息。在世界
末日来临的一刻，你手里的《圣经》上面写道魔鬼撒旦“欺骗了整个世界”（《启
示录》12 章 9 节）。



对《启示录》第 6 章中，第一位骑士的真正象征意义的误解是这种普遍的无
神主义的体现。

“另一个耶稣”

白马确实象征着耶稣，但却是位伪耶稣。第一位骑士也确实象征着福音和教
会，但也是伪福音和伪教会——虽然都叫做耶稣基督，但事实上却是个骗局，是
假冒的。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 24 章中是这么说的。传教士约翰也在歌林多后书
第 11 章中清楚明白地解释了基督的话。

“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的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
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
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到过的”
他们可能被欺骗了。“那些人是假传教士，行事诡诈，装成基督徒的模样。这也
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成是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
也不算稀奇。他们的行为必然导致他们的结局”（歌林多后书第 11 章 3-4，13-15
节）。

你手中的《圣经》把撒旦的差役当成是虔诚的教徒！他们当然不会以撒旦的
形象出现。他们的形象是“光明的天使”。他们看上去像是基督回来时所乘的白
马，但是他们事实上是狡猾的伪基督徒。

约翰并不是警告我们去反对那些显而易见的伪宗教——如异教徒的万物有
灵论，东方的神秘教派，彻头彻尾的撒旦崇拜，或者怪异的半-基督崇拜——而
是让我们注意诡诈的伪教徒。伪教徒就像伪钞一样，他们试图无限接近原型，只
有专家才能辨别那细微的瑕疵。伪基督徒也是如此。他们可能看上去很神圣，很
像基督，但是他们的信条中充斥着细微的瑕疵。

《启示录》第 6 章中出现的骑在白马上面的第一位骑士就是这样的一个伪信
徒。

两匹白马的对比

如果你仔细地对比《启示录》6 章 1-2 节和《启示录》19 章 11-15 节，你
会发现这里的第一位骑士就是一个诡诈的伪信徒，一个能够愚弄大众，而又没有
“被上帝选中的人”。

首先要注意的是《启示录》19 章中回来的基督从他嘴里抽出了一把宝剑，而
不是《启示录》第六章中描述的那样，在手里拿着一把弓。这把宝剑就是《圣经》，
他说过的话。上帝的语言，用象征的手法，被称为一把“双刃剑”，（希伯来书 4
章 12 节）。耶稣的到来是用他的话使民众忏悔，而《启示录》6 章中的骑士，那
个伪教徒，却带来了另一种力量。不必理会“弓”的确切意义，因为它肯定不是
神的语言——双刃剑。

《启示录》6 章和 19 章的事件背景也证明了他们不是同一个耶稣。事实上，
从《启示录》一书的时间先后上看，这两个耶稣已不可同日而语。白马是在第一
印被揭开时出现的，是预示世界末日开始的第一件事。另外，耶稣的第二次到来
标志着世界的毁灭。是最后一个封印的最后一个部分，是在神的圣徒将统辖人间
1000 年之前。这两件事的应验相隔很多年。隔了这么久，他们不可能是同一匹
马和同一位骑士。

从马太福音 24 章中的时间顺序也能看出伪耶稣是先出现的，而耶稣的第二
次到来带来了很多指示，这是最后发生的一件事。伪宗教是在基督死后首次出现



的（甚至在公元 70 年代的战争、疾病与饥荒出现之前），后来情况不断恶化，长
达 1900 多年。但是请记住，耶稣的预言说的是两件事，一个是长期的世界伪宗
教泛滥，一个是世界末日的具体事件。

末日应验

上文所提到的长期的伪宗教泛滥会在世界末日那一刻达到顶点，即《启示录》
第 6 章中所提到的白马骑士——那个伪宗教预言者——的末日应验。在许多相互
抵触又打着基督教旗号的教派之中和许多争论不休的宗教领袖之间，会衍生出一
股强大的个人控制力与吸引力，并征服其他的各股势力。他会在不久之后——确
切时间还未可知——在世界末日的大灾难来临之前发展壮大。他象征着悲惨命运
的开始——第一位骑士。

请留意帖撒罗尼迦后书中对他的描写。“那时，那无法无天的人就要出现，
耶稣要以自己口中的气息将他杀死。但以自己来临的显现把他消灭。那人的到来，
依靠撒旦的力量，具有各种潜能，行欺骗人的奇迹异事”(帖撒罗尼迦后书 2:章
8-9 节)。

撒旦的这一强大武器会让他拥有非凡的领导能力与力量！他给世界带来缤纷
眩目的神奇，鼓动大批意志不坚定的基督徒臣服于他的淫威之下。这只“披着羊
皮的狼”在人类面前看上去很纯真，很真诚，也很公正。只有那些“被神选中的
人”——那些被神的精神指引过并且服从神的意旨的人——才能识破那些欺世盗
名的神奇力量背后的真实面目。（马太福音 24 章 24 节）。

世界末劫时期，自称是基督徒领袖的人会冠冕堂皇地为自己冠上神的名义，
以便让自己等同于神，甚至超过神！“他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神和受人膜拜的事
物；甚至坐在神殿里，自称是神”(帖撒罗尼迦后书 2 章 3-4 节)。

此后，“白马骑士”声称自己就是神，他的仆从会以他们的神，这个伪预言
者的名义，“胜了又要胜”。一连串比十字军入侵的黑暗时代还要可怕的宗教战争
将肆虐人间。这直接导致了启示录第二位骑士的降临：战争！

但是剩下的三位骑士的意义都能在世界性的伪“基督”教教义中找到。可是
很少有人能理解第一位骑士的意义——因为很少有人听从基督的指示与解释—
—但这却是理解《启示录》一书后半部分的关键。

如果你仍在巴比伦城中的话，这本《启示录》告诫“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
得与她一同获罪，受她所受的灾殃”（《启示录》18 章 4 节）。不能让后面三位骑
士在第一位骑士，伪基督徒之后降临——他是战争、饥荒、瘟疫会在你的有生之
年降临人间的罪魁祸首！



第三章
兵荒马乱的世界

“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
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马太福音 24 章 6-7 节

“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看。就另有一匹马出来，
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匹马，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残杀，又有一把
大刀赐给他。”

——《启示录》6 章 3-4 节

约翰所看到的骇人事件仍在惊心动魄地继续着，耶稣随后开启了第二封印，
约翰看到了一匹红马。骑马的人能够带走人间的和平。没有了和平，就开始了战
争。显而易见，红色骑士象征着战争。

尽管《启示录》6 章 4 节中清楚明白地解释了这一点，马太福音 24 章 6-7
节中与之相似的预言又更进一步地证明了这一点。用耶稣自己的话说，第二位骑
士象征着“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但是，人类不是经常打仗么？那么耶稣到底指的是哪一场战争呢？第二位骑
士又代表着哪一场战争？是所有的战争还是某一场战争？

《圣经》回答了这些问题。
第一：很多场战争

耶稣首先预言了在人间会发生很多战争，从他的时代一直延续到人类统治结
束的那一天。“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复数形式]的风声”。

在他警告人们将要发生很多战争之后，他马上说道，“不要惊慌；因为这些
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这些战争，也因此标志着人类社会的普遍
情况。“不要太过惊慌”，这是耶稣的告诫。人类的子孙在将近 6000 年内经历了
战争与和平不断轮替的过程：发生过大大小小，国内国外的战争。

马太福音 24 章后面的诗文——天启第二位骑士——不光指局部战争。他们
代表一场具体的、极具毁灭性的战争。它是第一场也是最后一场战争：灾难性的
世界大战。

第二：世界大战

马太福音 24 章第 6 节中记录了许多战争，下面一节诗文讲道“民攻击民，
国攻击国”。这指的是世界大战，一些国家联合起来对付另一些国家。这比“打
仗和打仗的风声”的意义更甚。

全世界已经遭受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但这都不是马太福音第
24 章 22 节中所提到的毁灭全世界的核能战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
总没有一个得救的”。这指的是最后的战争，结局是将人类全部消灭，留下神来



统治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这场战争。长岛上的那枚原子弹和今天的氢弹比起来，

简直就像是在放鞭炮，每枚氢弹的威力都是原始炸弹的成百上千倍。1945 年（或
者更早些时候）不存在对世界的“过度杀伤性”，但是最近的数据显示，对世界
的过度杀伤性大约是那时的 150 倍。

人类从没有如此接近世界性的大毁灭。“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掌握毁灭人类
的能力”， 美联社在 1970 年如是说。“前人无论是在政治上或是历史上都无法给
掌握了现代能力的后人以指引”。

人类可能“总是要打仗”，但是从来没有发生过像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 24
章和《启示录》第 6 章中所预言的这么大范围的战争。如今，人类已经掌握了毁
灭自己的能力。既然人类可以使用管有武器，他们也就可以使用军用武器：核弹
头，激光，生化战剂，神经毒气，热跟踪导弹（也称作“精灵炸弹”），谁知道世
界政府机密文件中还藏着些什么“科幻”名目。

这些是启示录中第二位骑士的武器。在《启示录》第 6 章第 4 节中提到，他
有能力带走人间的和平。这指的是世界大战，不是区域战争，不是国内战争，也
不是常见的国际纠纷，如朝鲜或越南战争。而且，请注意，第二位骑士还有一把
大刀。它能够让百万人死于非命，而不像“一般”战争，只有几千人死亡。

最后，要注意的是，恐怖的第二位骑士会在何时、何地来到人间。

第三次世界大战

当第一位骑士以伪宗教的名义打马向前，“胜了又要胜”，第二位骑士——战
争——也将作为得胜的武器顷刻而至。预言把这种政治武器称为“活物”，也就
是正在欧洲大陆中心建立起来的未来十国联盟。

（圣经预言中所指的）古老的以色列十部落的后裔将成为该骑士的受害者。
这代表现今说英语的白人国家，如英联邦，美国，和西北欧的民主国家。（对于
各民族的国家身份，详见免费书籍《美国和英联邦预言》）。

直至今日，政治、军事的两极化在不断加剧——权力集团不断产生——这些
最终会导致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一连串战争。这场战争会相当激烈，破坏性极强，
最终只有神才能让它中止，人类会被彻底毁灭。

它的破坏性有多大？所有的城市会被核武器铲平，千百万人顷刻毙命。“你
们的城邑将为荒原，再没人居住”（耶利米书 4:6-7）。

会死多少人？军方专家预测一个国家会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第一次全面
核攻击。但更重要的是，早在 2500 年前，《圣经》就已经预言了和专家的预测相
同的死亡比率。

“三分之一的民众必遭瘟疫、饥荒而死：你周围的三分之一的民众必死于刀
下”（以西结书 5 章 12 节）。预言预测了第二位骑士拿到大刀的时候，以及后面
两章中的第三位骑士饥荒和第四位骑士瘟疫会令多少人死亡。

这些话惊心动魄。但是“上帝所选中的人”却不必惊慌。基督对他的忠实仆
从说过，“不要惊慌”。同样，如果人类能迷途知返——战争，不听从神的旨意，
伪宗教，虚荣，贪婪，一切能引发人类战争的因素——在造物主面前吸取惨痛的
教训，诚心忏悔，那么血红色骑士就不会来临！

但是人类却没有表示出一丁点的悔意。天启第二位骑士会让人类一尝血一样
的教训。



第四章
饥荒蔓延人间

“…多处必有饥荒…”
马太福音 24 章 7 节

“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看。我就看到一匹黑马。
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
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

——《启示录》6 章 5-6 节

正如第二位骑士来临之后，第三位骑士会马上出现一样，饥荒就跟在战争之
后。粮食被毁，土地沙化，供水污染，家畜死亡，以及军队对食物的大量需求都
会直接导致饥荒与贫困——这是战争的代价。

马太福音 24 章，基督在讨论战争一节中提到了饥荒的普遍情况。他又用了
复数形式，表示饥荒会不断出现，长达几个世纪之久，它不断增多，直到基督回
来为止。

发生过的饥荒

1）伪宗教导致 2）战争，战争导致 3）饥荒，这是人类不断经历的三部曲。
最近的一次是 1971 年 12 月发生的印度-巴基斯坦战争。宗教冲突导致政治和社
会需求的冲突，从而引发了战争。随后，饥荒与疾病一发而不可收拾（自然灾害
使当时的情况变的更糟：台风导致 500000 人丧命）。在此之前，相似的悲惨情形
也出现在比夫拉，战争引发的饥荒直接导致 100 万人死亡。

像这样由战争引发的饥荒在《旧约》申命记 28 章和利未记 26 章中都有详细
记载。以色列被警告，如果他们不遵从神的意旨（即如果他们履行伪宗教教义，
忽视神命），整个国家会被诅咒，发生战争。请参阅《新版英文圣经》利未记第
26 章：

“如果你们因这些事若仍不改正，行事与我反对，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
因你们的罪击打你们七次。我要让战争降临在你们中间，报复你们背约的仇……
当你们聚集在城市里，我就要降瘟疫在你们中间，也必将你们交到仇敌手中。我
会断绝你们的粮食，直到十个女人在一个炉子里给你们烤饼；按分量秤给你们，
你们要吃，也吃不饱。”

“你们因这一切的事若不听从我，却仍反对我，我就要发怒，并反对你们，
因你们的罪再惩罚你们七次。并且要你们吃儿子和女儿的肉”（利未记 26 章 23-28
节，新版英文圣经）。

这种对国家衰亡和烧杀抢掠的预言在历史上不断重演着，如今会再次上演！
耶稣预言大饥荒将出现的不到 40 年间，耶路撒冷的罗马战争就导致了极其严重
的饥荒，在这座所谓的“圣城”出现了人吃人的恶劣迹象（这场浩劫的详情见



Josephus 的《犹太战争》）。
中世纪以来，战争引发的粮食短缺迫使整个城市陷入了长期饥荒，随后黑死

病与其他疾病相继爆发。中世纪末期的 30 年战争（1618-1648）其间，此类情况
异常凶猛。城市被劫掠一空，毁于一旦，饥荒大范围蔓延，时有多起人吃人的实
案发生。

尽管战争引发的饥荒仍然周期性地肆虐人间(见比夫拉和印度-巴基斯坦战
争)，一种新的饥荒正威胁着 20 世纪的人类。

1970 年饥荒

除了不时发生的饥荒，人类更多要面对的是一种不同的饥荒，在他们出生之
时就已经植入了他们的生命和他们的社会。人口爆炸与土地贫瘠导致食物供应减
少这两大问题是这种饥荒的导火索。

如果你想知道世界上最最严重的一大问题，请写信给这本 64 页的彩色宣传
册《饥荒——我们能否生还？》这本手册可在书后所列的其中一个部门免费获得。
下文简要概括了人类在 20 世纪最后的 25 年里所要面对的饥荒问题。

你在读这本书的这一天——日复一日——350000 新生儿呱呱坠地，来到人
间。而最悲惨的是其中有 300000 的婴儿命中注定要在穷困潦倒中终其一生。在
同样的 24 个小时里，会有 150000 人死亡。而在这一统计数字的下方醒目地标注
着一半以上的死者是 5 岁以下的孩子。今天，10000 以上的人是饿死的（食物短
缺），大部分人则死于某种形式的营养不良（误食某种食物）。

人类每天的净增长数为 20000，相当于瑞士巴塞尔城或以色列海法市的人口
数。对于美国的读者（尤其是得克萨斯州人），我们可以把世界人口的动态形象
地表示出来，每天一个厄尔巴索城出生，一个阿马里洛城死亡，净增长是科珀斯
克里斯蒂城。

根据上述事例可知，人类的死亡速度还不够快！这是人类的悲哀。世界上
26 亿穷人的净增长率为每年 2.6%，或每年新增 6.76 亿，而 11 亿富人的增长率
只有 1.1%，或每年新增 1.21 亿。

也就是说每年要多喂 8 千万张嘴（差不多等于 4 个加拿大的人口数！），大多
数人生活在贫困国家。尽管世界的粮食产量基本能与人口数量保持一致，但是不
平衡的粮食分配在不断增加，这是这个饥肠辘辘的世界所要面临的重要问题。

虽然去年七大主要出口国的粮食产量增长了 10 个百分点，但是在贫穷的亚
洲国家，粮食产量却降低了，或仅仅维持现有水平，而南半球贫困国家（拉丁美
洲和非洲）的粮食产量增幅不大。粮食紧缺的地方不丰收，贫困国家又无力从富
国那里购买多余的粮食。

这是食物分配的困境。富人更富，穷人更穷。讽刺的是，少数的富人们还不
断占有穷困国家的土地中最肥沃的部分，而在多数穷人手里的本就贫瘠的土地却
越变越少。

当耶稣基督说“多处必有饥荒”时，他就已经预见到了这种情况。但他所指
的还远不止这些！

大饥荒

启示录第三位骑士既不象征着过去不断发生的饥荒，也不意味着现在发生的
“周期性饥荒”，而是指未来的大饥荒。宗教混战和世界大战之后，现在有国有



家的——鲸吞世上财富的少数富人们——将会因他们的欲望与掠夺而受到惩罚。
此后，在战争爆发之初，会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和英国人丧命，以西结书第

5 章第 12 节中指出另外三分之一会死于第三位和第四位骑士，饥荒与瘟疫的双
重灾难。这些预言就在我们前面。不久后，黑马骑士的到来会让美国、欧洲和英
国白人傲慢的脸上暗淡无光，让他们像多数人一样忍饥挨饿，面黄肌瘦。仅有的
这些富人也会变成穷人。

最后，大饥荒会扩散到世上的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直至人类彻底臣服于神
的脚下。善良的神用这些可怕的瘟疫让人们学会服从。这些民族与国家是自取其
辱，是他们制造了宗教和战争。人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因此人类要吸取惨痛的
教训，罪孽产生痛苦！直到人类吸取了这一教训，神就会再次让世界变得丰富多
彩，变成未来的美丽世界。

但前提是，第四位骑士必须打马而来。



第五章
丧钟：10 亿

“多出必有……瘟疫”
——马太福音第 24 章第 7 节

“当他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看。我看见一匹惨
绿色的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亡。阴府跟在他身后。有权力赐给他们，
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启示录》第 6 章 7-8 节

当第四封印被揭开，约翰看到了一匹惨绿色的马。《启示录》第 6 章第 8 节
并没有清楚地解释这匹马究竟象征着什么，但是“惨绿”这个词给了我们一个线
索。

“惨绿”一词是从希腊语“ chloros”翻译过来的。它和派生出“chlorophyll”
（一种能让带叶植物变绿的物质）一词的原词有相同词根。它在《圣经》中的意
思是，惨绿色，就是生病时那种不健康的黄绿色。

下面是 chloro 一词在各种现代《圣经》译本中的体现：“一匹惨绿色的马”
（“a pale-green horse”）（Beck 版），“一匹灰白色的马”(“an ashen horse”)（《新版
美国标准圣经》），“一匹惨白色的马”(“a horse sickly pale”)（《新版英文圣经》），
“一匹惨绿色的马”(“a horse sickly green”)（Phillips 版），“一匹惨白颜色的马”
(“a pale-colored horse”)（Weymouth 版），“一匹灰白色的马”(“an ashy pale horse”)
（《扩展圣经》），“青灰色的马”(“a livid horse”)(Rotherham 版)。

启示者耶稣基督用最准确的字眼解释了这匹惨绿色马的意义：“……多处必
有瘟疫……”（马太福音 24 章 7 节）。瘟疫的意思是世界性的传染病——传染病
大流行！

最后一位骑士上马了

几乎要与第三位骑士齐头并进，世界性的传染性疾病紧随饥荒而来。尽管上
百万人逃过了初期的核爆炸和接踵而至的饥荒，他们还是会死于一旦。最后这位
骑士会为这四分之一的人敲响丧钟（《启示录》6 章 8 节）。世界人口达到 40 亿
（1975 年），丧钟代表 10 亿人。

导致人类全球性种族灭绝的原因是人类不顺从神的意旨。请注意申命记第 28
章中的类似预言，“……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的神的话”，造物主告诫人类，
“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直到他将你从你所占有的土地上消灭。耶和华要
用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霉烂攻击你，使你不能医治。耶和华
必用癫狂、眼瞎、心惊攻击你”（申命记 28 章 15，21，27-28 节，《扩展圣经》）。

那些是“瘟疫”应验时的具体表现！但是情况还要更糟。神进一步告诫说，
“我也要打发野地的走兽到你们中间，抢吃你们的儿女，吞灭你们的牲畜，使你



们的人数减少，道路荒凉”（利未记 26 章 22 节）。
传教士约翰最后在描述四骑士显现的时候又提到了这则《旧约》预言。人类

会被杀死，他说道，“被地上的野兽杀死”(《启示录》6 章 8 节)。这指的是动物
传播性病菌，和动物为争夺食物而攻击人类。事实上，“瘟疫”这个词是从“害
虫”一词派生出来的。

瘟疫!

人类所经历过的大规模的瘟疫都是动物传播性的，这是历史公认的事实。如
果人类缺少食物的话，动物也一样要挨饿。它们不光为掠食而攻击人类，它们自
己也变得越来越虚弱，大范围感染疾病，携带着杀伤力极强的黑死病、狂犬病等
病毒。

就算是在文明的现代西方国家，在很多大城市里，一样能找到老鼠，臭鼬、
狐狸、蝙蝠和其他携带狂犬病的动物。如果，在不久的将来，在战争和饥荒之后，
这些动物与成百上千的宠物接触，带狂犬病的动物和饥饿的畜牲就会远远超过人
类。

像这样大范围的瘟疫并没有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发生，这是因为现今的卫
生标准，医疗科学，和有序的安全措施仍能将“文明”与“野蛮”分离开来。但
问题在于传染性疾病暴发的潜在威胁仍然存在，伺机而动，一旦这些防护措施有
所疏漏，他们就会大举进犯。

比夫拉和印度-巴基斯坦战争就是现代传染性疾病来临的见证。即使是在防
护措施最先进的美国，直到 20 世纪早期，也有大约 100 个旧金山附近的美国人
死于黑死病，这发生在 1906 年的大地震和大火灾之后。

十年前（1962-1972）的美国，“只有”50 例死于黑死病的病例，但问题是
这一威胁仍然存在。

其他国家却没能坚持到这么晚才出现黑死病。战火纷飞的越南在 1970 年的
六个月间，，出现了 370 例黑死病确诊病例和 72 例霍乱。同一时期，印度和巴
基斯坦因霍乱死亡的人数高达 1500 人。

这些只是对未来瘟疫大爆发的小小警告罢了。唯一的先决条件是大饥荒和大
战要在传染病之前到来。



第六章
避祸的良方

“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但是看在神选中的人
的份上，那日子必减少了”。

——马太福音 24 章 22 节

“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
——《启示录》7 章 3，9，14 节

1945 年 8 月 6 日，9 日，从空中投下的两枚原子弹将广岛、长崎变为一片火
海，成百上千人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罹难。几天前，美国政府曾警告过日本政府，
他们会轰炸日本，可是该信息被翻译错了。如果他们得到了警告，他们就能死里
逃生——但是没有人通过这则警告预见这场灾难。那么今天，我们能不能从这次
惨痛的经历中吸取教训？

希特勒的恐怖统治导致数百万的犹太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们丧命。很多人原本
能够看清时代的征兆，死里逃生，可是他们却没有那么做。

同样地，当四骑士在不久的将来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也会有数百万的民众
惊慌失措。如果他们能够看明白《圣经》，看清楚世界的大趋势，他们就能逃生，
但他们却视而不见——出于自愿亦或无知。

剩下的百万人会看到宗教欺诈、战争、饥荒、和瘟疫的征兆，但是他们却不
知道到哪里避祸。防空洞？藏到深山老林里？教会？储备食物?逃到南美洲，瑞
士，或者南海去？

都不行，在核战争时期，人类躲到哪都是徒劳的。唯一能帮助人类躲避地上
灾祸的方法就是向伟大的万物之主求助——神！

看在被选中人的份上

耶稣基督允诺过会保护他所选中的人。他允诺他们会在大屠杀席卷这个无知
世界的时候获救。这才是人们生存的唯一希望——神的干预。

索性，神不止拯救这些“被选中的人”，还会“看在被选中人的份上”，保护
上百万人。神会在第四位骑士将人类从地上彻底消灭之前制止他。看在被选中人
的份上，人类会得救，会走进未来的美好世界。

基督对这些被选中的人说过，“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
意把国赐给你们”(路加福音 12 章 32 节)。他也曾允诺，这位“被选中的人”会
一直留在人间。末劫时期的幸存民众会以见证者的身份向全世界布道《耶稣的福
音》（马太福音 24 章 14 节）。

你需要找到那本圣书是在哪里宣讲！为何？因为拥有那本书的一部分就等于
拥有了安全的保障。其他人可能会在严酷的考验和痛苦的折磨之后生还，但是通



向“被选定的人”的道路是安全而可靠的。
被选中的人是那些被召唤，被选定的人，他们幡然悔悟，抛却尘俗，诚心归

道。他们被选为耶稣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歌林多前书 12 章 13 节），去做他做的
一切事。

在末劫时期，“被选中的人”做神做的事，耶稣基督说道，“我知道你的一切，
看，我已经在你前面开了一个门”(《启示录》3 章 8 节) 。这扇门指的是向人们
敞开的布道福音的渠道（歌林多后书 2 章 12 节）。今天，大众媒体，广播，电视，
报纸印刷和个人传道都是传播的途径。

“谁也不能关闭它，我知道你能力虽小，却遵守了我的话，没有否认我的名
（《启示录》3 章 8 节）”。被选中的人不会被伪教义所迷惑，也不会在人类的重
压下保持沉默——他们永远都不会否认耶稣的名或他的教义！

作为忠诚的褒奖，基督将这则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赐予那些忠诚不二的人们，
那些将神的事远远放在私欲之前的人们。他说过，“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
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护你免去你的试炼”（《启示录》3 章 10 节）。

之后，在《启示录》一书中，用整整一章的篇幅介绍了末劫时期神对教会，
被选中的人的悉心呵护。教会象征女人，神的未婚妻。“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
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
二载，半载”（《启示录》12 章 14 节）。

这则末日预言谈到了如何“躲避”四骑士带来的可怕的战争和深重的苦难，
以及在他们苏醒之后将会发生的一系列灾难。31/2 年里，撒旦（蛇）和战火纷飞
的世界都伤不到他们。神允诺会赐予他们一个精神与肉体的避难所。

谁是“被选中的人”？

被选中的人是末劫时期神的教会，和神要做的事。根据神的释义，“其余的
儿女……那守神诫命，为耶稣见证”（启示录 12 章 17 节）。“圣徒的忍耐就在此。
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启示录》14 章 12 节）。

被选中的人要遵守神的十大戒律！他们在一切事上都要服从神的意旨，他们
爱耶稣，相信耶稣。不要相信伪基督教徒，他们把自己扮成是神“选中的人”，
却不遵守神的十大戒律。一些人承认这十大戒律，却又不遵守《圣经》的其他律
条。

不要把打着基督旗号的教会与听从耶稣指令的教会相提并论。不要轻信那些
暴露在天启第一位骑士铁蹄下的基督教主流。相反，应该研究耶稣基督曾说过的
话，学习《圣经》中真正的教义（很多时候这和人们对神的一贯想法恰恰相反），
要找到虔心遵守神的所有戒律的人们。

信不信由你，这样的人是存在的！“被选中的人”此时此刻就在我们中间，
做着神要做的事。避祸的良方近在咫尺！

私人劝诫

如果你愿意顺从神的意旨——而且想在未来获得神的庇护——这是个好消
息。全世界神的教会在美国各个地区以及世界的其他地区都安排了牧师，他们会
为你提供私人帮助，回答你的问题，并指引你避祸的方法。

如果你想找一位资深又虔诚的神的仆从来为你解答圣经中的问题，那么请给



我们写信，让我们知道吧。
当然，他们不会不请自来。但是如果你主观上想私下约见他们的话，他们就

会应邀前来。他们真诚地期望能够帮助你，为你服务。
如果你并不想私下接见他们，那么请写信来，我们会给你更多文献，为你指

明圣经中能让上帝满意的生活方式，它会保护你，躲避天启四骑士带来的灾祸！
对于那些选择不顺从神明的人，这些骑士不只会出现在想象里，还会出现在现实
中。选择一种活法吧！写信来吧，寄到本书 43 页上的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