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位中国守圣者的惊世传奇 
 

 
 
 

里所要公开的是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一幕。再现历史成败，预知后世因果！ 
篇文章自九月以来便迟迟未出版。） 

作者 Herman L. Hoeh 

 

我在英国伦敦这七年来一直想写这篇鲜为人知的励志故事，可是直到今天，我还是没能

找到所有记录，尽管我确信，它们一定存在。

东方书籍，将书中

所

神秘开始的地方 

我们的叙述从 13年开始，故事发生在距中国广州不远的小村子里。故事的主人公，

姑且称他为洪。 

国南部。 

时的洪只有 16 岁，已然接受了中国式高等教育。18 岁那年，在家乡父老的极力举

荐之下，他当起了村塾老师。 

五年之后，他得到了一套书，书名翻译过来是《劝世良言》。那时的他并不认为这些书

对他来说能有什么价值。 

一年之后，即 1837年，由于当时满族高官的嫉贤妒能，又对他的皇室背景心存忌惮，

所以在科举考试中，他名落孙山。他也因此积忧成疾。 

别忘了，满族人是蒙古霸主，他们夺取了中土，如今，他们又成为了共产主义者，统治

着中国。 

这
（编者按：遗憾的是这

 

感谢大英图书馆和伦敦那些卖书人，让我能够看到这些稀有而珍贵的

记录的事实公之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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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就出生在那里。为了读起来方便，我们

洪出生在一个皇室家庭，他的父母和亲戚早在满族入关之前就逃到了中

那



在养病期间，洪在梦中看到了奇异的幻象。韩山文（Theodore Hamberg）在《太平

天国起义记》中有所记载。韩山文是巴色会派来中国的传教士（一个瑞典团体）。 

女地位低于动

”。随后，他被

带到河边，以水净身。之后他被领进一座宫殿，在那里，他的五脏六腑都被挖了出来，放进

然后他得到了一把剑，一个印绶，和美果。 

么。等他完全康复之后，他开始改变自

己

后来，有一天，他的表兄李从他的书柜中发现了那套奇书《劝世良言》。书中整章整节

地摘录了《圣经》中的原文，由马礼逊（ son）翻译；书中记载了许多圣经译文

中的布道章节；和《圣经》中的一些句子。 

李把他看到的告诉了他的表 开始通读搁置了七年的几本书。他发现书中的圣

经部分恰恰能够解释他六年前梦到的幻象，这让他惊讶不已。 

探索圣经 
 

洪 。随后他读到了

版本是：“兄弟们的长子”（罗马书 8:29）.

他读到耶稣是神派到人间的救世主和使者。只有忏悔并受洗才能获得圣灵（使徒行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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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和他的表兄李随后相互洗礼。他们对上 祷， 不拜邪神，不拜偶像。洪以其自

身学识将他的皈依之心做成诗，赠予朋友，表明心迹： 

“吾侪罪恶实滔天，幸赖耶稣代赎全，勿信邪魔尊圣诫，惟从上帝力心田。” 

洪在自己的私塾中将偶像扫除之后，他和他的朋友们不得不逃到中国的中部。尽管知之

甚 ）他又当上了

 
 

拜访传教士

年传教士也在

的才能和认真的态度嫉妒不已。他们排挤他，把他赶走。

悻悻地离开了广州。 

多。他们不得

“拜上帝会”。  

的——烟或鸦

片，除特殊情况外，应戒酒，并将“安息日”定在第七天。传教士们对此很不满意，因为欧

洲的“安息日”是在周六，不在同一天。 

    洪进一步表示，耶稣并不是在星期天的早上复活的，而是“他死了三天以后”。 

    那时候，圣经预言还没有翻译成中文，所以，洪在读《旧约摩西升天记》的时候确信上

帝赐予了他的人民一部历法，也就是他唯一知道的罗马历，是由耶稣会会士传到中国来的。

因为耶稣天主会会士声称是基督教徒，以《圣经》作为他们的教义，他也因此认为他们必然

要使用上帝赐给他们的历法。所以他就采用了这一历法。可是上帝的年度节日却是根据神圣

在梦中，洪梦到自己要去见天主皇帝。他碰到了一位老妇人——那时的妇

物——妇人说，“汝污鄙若此，与同侪厮混而浊其身，何也？吾必为汝净之

了新的！

醒来后，他很震惊，却无法解释这个梦意味着什

的性情。 

洪秀全继续做了几年的私塾老师，也不再去想那个梦境。 

Dr. Mori

弟洪。洪才

 

从手上仅有的部分圣经中找到了天父，也就是他几年前所梦到的天主皇帝

基督，这位“兄弟姐妹们的长兄”。我们手中的

）。这些话让他明白了用水冲洗身体，植入新的五脏六腑的意义。

帝祈 许愿

少，他还是一边向中国中南几省逃亡，一边布道。（1845年至 1846年间

私塾老师。

 
 

1846年末，得知有位西方基督传教士住在广州后，洪也来到了这里。他在传教士罗伯

特先生那里学习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研读了圣经中的其他章节。国外的青

罗伯特先生门下学习，他们都对洪

洪

    回到了中国中南部，洪发现听他布道和受洗的村民很快达到了 2000人之

不为组织起教会，也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拜上帝教会”。简言之，他们自封为

    不断学习圣经之后，洪坚信他的会众们不应吸食——英国人贩卖给中国



历法制定的，这也是他对此百思不得其解的原因。 

    想想这样一群异教徒，他们没有完整地读过圣经，可他们却如此虔诚。而我们应该心存

感激，因为我们能拥有整部圣经，可供随时翻阅。而且请别忘了，那些接受洪受洗的人们大

多目不识丁！每个安息日都要对他们口头传授才行——传授的教义主要来自《旧约》。 
 

 
查阅《圣经》找

  “新人见面，共同走向教堂……祈祷过后，他们要经历严格的信仰考验，牧师将他们的

手放在一起，双方接受彼此之后，由牧师送上结束祝福……离婚不仅是被禁止的，而且在

行的婚礼是多么的相似！ 

吗？ 

  奴隶贸易，信

奉摩西带给以色列的神律。 

为了改变信仰，要教他们这样做： 

    “他们” 皈依 ——“必须跪在神的面前，祈求他宽恕他们的罪孽。”洪并不完全

理解以下的受洗仪式，“他们必须坚持每天祈求圣恩，让圣灵洗净他们的心灵，每顿饭都要

祈祷，守安息日，恪守神的戒律，尤其不可偶像崇拜。这样他们才能成为上帝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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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跨越

旧约摩西教义

他们所做的一切： 

  

目光投向守圣者，以期寻求对他们的保护。穷困潦倒的家庭投奔到他们这里，其中不乏一些

满清政 的压迫下逃出来的亡命之徒。洪再一次求助于《圣经》，他读到了大卫的告诫，

卫就做他们的头目”（撒

犯。这些汉族的

，但他们愿意接受洪的教导，因为他们对满

不满。 

的“耶稣和基甸的刀”（士

。 

，他们的发展

被认为是神的旨意。就好像摩西领导下的以色列人，他们接受神下派来的人的领导，将他视

为神在人间的旨意的执行者。”（呤唎一书第 211页） 

    1851年，这些叛逆者增长到上万人。他们称洪秀全为天国大王。洪试图遵照大卫和所

罗门的模式，列王记上 29：29中提到“所罗门坐他父亲大卫的位、他的国甚是坚固。” 

    新朝称为“太平”，取义“我们的君主”统治的王朝，即开天辟地者。 

    这些异教徒为守卫自己的领土首先征兵入伍。之后洪读到摩西律法中所记录的：“你出

去与仇敌争战的时候”——太平军的敌人早已将他们判为宗教和政治叛徒——“官长也要对

婚礼 

    新皈依的人数在持续不断地增加。也就要为他们主持婚礼仪式。洪通过

到了解决方法！下面描述了他们当时的婚礼仪式： 

  

右

当时是没有的，没人会去想的”（出自呤唎的《太平天国》，317页）。 

    这和今天教堂中举

    这不正是证明了上帝的指引

  除了这些改变之外，洪的信徒们不再让妇女裹脚，取缔一夫多妻制，停止

    

—— 者

感恩

（出自呤唎一书， 页）。

 
     

    一开始，洪和他的信徒们并没有完全理解新约中的教义。他们主要接受了

的指导。但请注意

  这些信徒的队伍在不断壮大，他们学习圣经的消息在乡村中不胫而走，困境中的人们将

府从

“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大

母耳记上 22：2）。 

    因此洪就成了这些中国信徒的头目。洪依照摩西律法教导信徒并惩治罪

叛逆者正如大卫中所提到的一样，他们没有皈依

清皇室

    而后，洪记起他梦到的幻象中那把宝剑。他读到《圣经》中

师记 7：14，20）。他感到他对这些人负有责任，就像古以色列的士师一样

    下面是布里奇曼对事件的下一个转折点的描述：“他们的政府是神权制的



百姓宣告说：谁建造了新房屋，还没有行过奉献礼的，他可以回家去……谁惧怕胆怯，他可

行为！ 

给钱。中国大部

1860 了国际上的关

注。成千上万的人们变成了虔诚的信徒，5千万中国人在太平天国的神治统治下过上了富裕

而安定的生活。 
 

  太平军们在整个国家开展取缔偶像活动，他们也毁掉了圣母玛丽和圣人们的形象，以及

像。这一举动激怒了传教士们。他们劝说中国境内的法军改变之前与满清政府对抗的态度，

的嫉妒心大起，

看到不需要他们的传教，竟然有这么的人站到了真理一边。传教士们开始诋毁太平天国，

士们对事实的

真实报道则被销毁。那 喜欢把鸦片卖给中国人的英国商人们也开始担心此类的收入会减

。

中国人购买鸦

太平军陷入了及

利益不受侵害。

但是事实上，英国向满清政府运送武器，满清政府也用打着美国旗号的船支从国外进口武器！ 

    在这个时候，洪的信徒们在大量抄写出版《圣经》。他们一次次地向海外的白人基督徒

们发出请求，希望能为他们派更多的传教士来作指导。可是多数的传教士都拒绝前往。 

    我们——上帝的信徒——怎么能拒绝呢——他们是被神选来做这件事的，可是他们竟然

传教士们，不

 
 

请求遭到拒绝

白人基督兄弟

为的是建立我

们打仗的。如果我发动进攻，杀人害命，无异于残害

自己的手足。”（呤唎一书的第 283页） 

世界所信奉的基督教是什么样的！ 

    但是我在前面所引用的一段摘自一封长信的节录被寄送到上海的外国权力机关，其原因

如下：太平军认为英国是中立国，可是当他们一到上海，英国人就对他们开火。据《北华捷

报》的记者报道“他们（太平军）朝我们的官员挥手，请求不要开火，他们一动不动地站在

那，只是想跟我们沟通，解释他们的来意！” 

    为安全起见，太平军撤了回去，并在途中遇上了传教士米尔恩先生。为了保护他在战争

中不受伤害，他们派了一队人护送他到达上海。等米尔恩先生安全回到他的白人同胞身边之

后，英国士兵竟然在城墙上开枪射杀了这队人！ 
 

 

以回家去。”（申命记 20：1，5，8）。因此洪使得征兵成为了一种自愿的

    士兵们接受过教导，在争战途中凡是向老百姓索要的食物或是衣物都要

分地区都从满族压迫者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到 年，太平天国运动引起

耶稣传教士们的手段 
 

  

佛

支持他们的统治。 

    然后，英美传教士们——通过多年来的传教，仅仅拥有 1500名信徒——

他们

他们指控太平军不守《圣经》，否定耶稣基督，滥杀无辜。而那些正直的传教

些

少  

    别忘了，这正值鸦片战争时期——也是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通过迫使

片从而妄图统治中国的时期。 

    英国和其他国外压力迫使满清政府签订了鸦片贸易的合法条约。这使得

其尴尬的处境。英国向中国的革命者保证，他们会保持中立，只维护英国的

拒绝！当我们有机会去传播真理的时候，他们居然拒绝。而那些被我们派去的

但没能给他们带来指导，反而对这些异教徒大起质疑之声。

 
 

    太平天国也希望与英国进行贸易往来。他们派了一队人马去上海与他们的

协商。太平军的首领对上海的英，美，葡萄牙和其他国家宣称：“我来到上海

们之间的贸易商务关系；我不是来跟你

我

    不要忘了，这些中国人并不知道西方



大错特错 

督教国家所采取的行动，他痛苦地放弃了与外国人沟通的想

 

他允许他的部将为守城士兵派发武器。清兵节节败退，他们也不再受到攻击。错误地估

国帮助满清对

集的全部证明

英国首相格莱斯顿曾经说过的一样，这种行为会成为英国世世代代的污点。 

  由于外国人的阴谋得逞，清军的猛烈攻击和宗教迫害，致使这些中国的守圣者，包括洪

在内被彻底消灭。

    在那些虔诚的，得神指示的中国人死后，与他们同行的叛逆者们又开始了他们的反清运

动。他们称自己为“正 他们的反抗——义和团的反抗——旨在

抗击外国人，尤其是传教士们。但是他们却早已不记得守圣日和神的律法。 
 

为何如今社会主义能在中国盛行 
 

则的骗子，一

些

起圣经希伯来书中保尔的劝诫：“我又何必再

说 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

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伏了敌国，行了公义……争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又

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

（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希伯来书 11：32-38） 

世界不配有的人是怎样的，在捏造的太平叛乱事实中可见一斑。 

传教士和政客们因太平军的敌人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而对太平军的行为强加指责。太平军

 

感谢英国的书商和图书管理员，我才能将事实公之于众。 

的重任” 

位白人作家以

1866 伦敦出版。 

是 们永远都不能忘记的教训！ 

那样分裂开来

如何看待远在中国发生的这件事！ 

——拒绝传授他们所得到的真理。我们

伟大的教派却在行贩卖鸦片的商人行径。然而中国人，在满清政府统治的 200 年间，将圣

经视为珍宝。“当他们得到《新约》”——完整版——“之时，他们的律法已基本成形”。

（第 152页） 

    也许我们现在才意识到我们担负着将圣主天国福音传到其他国家的重任。神选中了我们

——这些少数的，罪孽深重的信徒——让我们通过收音机，电视机和报纸等媒介将光明带给

身处黑暗中的人们。 

    让我们挑起重担，证明我们有能力负起“白人的重任”！ 

 
    洪无法理解那些国外的基

法，却仍继续潜心研读《圣经》。

    

计英法两国的意图给他们带来了惨痛的教训。 

    虽然外国官方表示英国会保持中立，可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却恰恰相反。英

抗太平军，使得他们渐渐败退甚至灭亡。虽然这篇短文没有提供历史学家们搜

资料，但是正如

  

 

义之拳”——或“义和团”。

如今，我们在中国自食恶果！对于世俗的中国人，欧洲国家就好像毫无原

无是处！从那时起，圣经在中国已寸步难行。难怪社会主义能在中国盛行。每当我想到那

中国守圣者和那些无辜兄弟的厄运，我都会想

呢？若要——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

被人诋毁，就好像大卫和他的信徒所遭遇到的一样。

 

“白人

 
    这篇人类历史传奇——这本书中记录了这则鲜有人知的事迹——是由一

中文笔名，呤唎撰写的。这本书的题目是《太平天国历史史料》。 年于

  这 我  

    我们该如何领会我们所理解的圣经！当美国的教众像萨德教堂时代的枯枝

的时候，我们又该

    我们的传教士——基督教信徒，是上帝选中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