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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题：异象和启示 

第十九篇 使徒彼得（之十） 

人子降临在祂的国里 

（未经讲者审阅，仅供复习使用） 

『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

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马太福音十七 1-2 

六天－根据我们所是的度量 

这六天，就是你的数字，根据你的所

是，根据你向着主的心，根据你向着主的奉

献，神在你身上，来做祂的工作，所以有的

人六天，很久，爱主爱了一辈子，也不能到

17章，有的人他爱主几年，他就可以摸到，

从 16章开始摸到 17章，有的人说我的确认

识基督，我的确可以去，做见证，我所信的

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活神的儿子，但是他不

长，他不长，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六天老过

不去，老不过去，所以你注意圣经是很有意

思，他说过了六天，意思就是过了你人那个

度量，在你度量里，你该学的学了，在你的

度量里，你该得的得了，在你的度量里，你

该赢得的赢得了，在你的度量里，你该成长

的成长了。然后主就会把你带到山上去。 

耶稣在山上变了形象 

主内在所是的显出与见证 

祂把他们带到山上去以后，就在他们面

前变了形象，变了什么样呢？脸面明亮如日

头，衣裳洁白如光，这不好讲，特别这衣裳

不好讲，因为他怎么变，穿的衣服还是那个

衣服，怎么连衣服都变了，懂不懂？连衣服

都变成洁白如光。换句话说，他这个改变不

是脸的改变，而是他显出的改变，他见证的

改变。 

他本来是谁呢？拿撒勒人耶稣，他本来

是谁呢？人所藐视的耶稣，他本来是谁呢？

卑微的耶稣。但是现在，在变化山上，彼

得、雅各、约翰在那里，上了山了祂就在他

们面前变了形象。这个变了形象，就是从荣

耀到荣耀，就是主耶稣内在所是的显出。换

句话说，祂把祂的真我，祂把祂的所是，祂

把祂的属天，祂把祂神圣的所是，祂把祂的

荣耀，祂把祂的美丽，祂把祂所有那个奇妙

的一切啊都显出来了，这一显出来以后，祂

整个的脸就成为发光如同日头，变了形象。 

脸面明亮如日头－神圣所是的显出 

这个变不是那种四川人那个变，四川那

个变脸不是有名的吗？我们主耶稣不是四川

人，他不变脸，但是他里面有无限的丰富，

有神圣的所是，神圣的生命在祂里面，神圣

的属性在祂里面，神圣属性联着的美德在他

里面，神圣的大能在祂里面，神圣的超越在

祂里面，祂把祂完全穿在身上，完全不给人

看。给人看见的，只是一个卑微的，平凡的

拿撒勒人耶稣。 

但是在山上的时候，祂就变化了，把里

面所有的素质，完全显现出来，这一下，你

就发觉，哇祂是这样荣耀的一位！像什么

呢，像日头一样，说祂的脸面，明亮如日

头。还好不是日头，如果是日头，那么近，

全地球那个时刻，就完全烧光了，祂就是像

日头这样，你有感觉，哇，光明啊，光彩

啊，那光明的极端一定是荣耀啊，一定是可

赞赏啊！一定是可尊崇啊！那时候祂在他们

面前，把祂内在的所是，显了出来了。 

衣裳洁白如光－神圣见证的显出 

这显出来以后，脸面明亮如日头，就连

祂的衣服，因着祂的显现也产生了改变，所

以祂的衣服，洁白如光，这什么意思呢？就

告诉你，祂不仅把祂的内在的是所是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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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祂也把祂神圣的见证显出来，衣服是联

着见证的，在圣经上，你穿的衣服，就表明

你所是的见证，你是怎样一个人，穿这个衣

服，把你自己表明出来，表达出来，见证出

来。 

律法和先知一同显在耶稣基督的荣光里 

现在请你再往下读：『这时有摩西，以

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太十七

3）路加福音那里说到，『他们在荣光里显

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

将要成的事。』（路九 31）这事太美了，对不

对，马太福音没有讲摩西和以利亚在荣光

里，只有说主自己荣光显出来了；但是路加

福音从人性这个角度来写福音书，马太福音

说祂是王，所以祂的光显出来，荣耀显出

来。路加福音说，不，摩西也在荣光里了，

以利亚也在荣光里；他们没有荣耀，荣耀从

基督出来的，基督出来的荣耀以后，摩西也

进来了，以利亚也进来了，所以他们在荣光

里显现和主耶稣讲，要去世的事，就是他在

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 

请你再往下读：「这幅图画，就是神圣

经纶一个全面的描述，在旧约里，有律法有

先知，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说出旧约时代的

结束，律法是死的，先知所说的话在原则上

也是不能被听从的，律法是叫人知罪的，先

知原则上是显明人是不能也不会完全的跟随

神的，但是这里，这幅图画，是何等属天和

奇妙，这幅图画是主耶稣向神所爱的摩西和

以利亚显现，叫他们从外面所见的荣光，变

成他们自己显现在荣光里。」 

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啊？这图画是什么

呢？神拣选摩西，使用摩西，神所爱的摩

西，神所爱的以利亚，以利亚是没有经过死

的（王下二 12），摩西就死了，可是找不到

他的尸首（申三四 5-6），换句话说，死了，

也许还活着。这个时候，这两位，好像说一

个是绝对活着的，一个好像是活着的，从外

叫他们从外面所见的荣光，变成自己显现在

荣光里。 

摩西代表律法的要求 

这句话很难解释，意思什么呢？就著摩

西所代表的律法说，我不是告诉你吗，你要

这样；我不是告诉你吗？你要那样；我愿意

告诉你，你若这样，你若那样，你若这样，

你若那样，你就可以活下去，活的好，在神

面前，得蒙称许。 

以利亚代表先知的见证 

就著以利亚所代表的先知说，以利亚就

很凶了，为着神的国，为着神的见证，不可

以拜偶像，起来干啊！他不就把侍奉巴力的

先知的杀得个干干净净的（王上十八 17-

40）。 

杀完以后，不就逃命吗，逃命到连那个

耶洗别啊，那个王后就讲了，我明天如果这

个时候，倘若还不能叫他死，愿神重重的责

罚我（王上十九 1-2）。以利亚一听，吓得要

死，就逃了，逃到后来累了，睡觉了，天使

把他叫起来。 

以利亚讲的话很有意思，他说他们杀了

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

你看这句话厉不厉害，他们还要我的老命

啊！神回答也很有意思，我给自己留了七千

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怎么就你一个？

（王上十九 3-18） 

不过我跟你讲，这个又不同，以利亚

傻，如果我是以利亚，那我就跟神讲，你把

这七千个找来，我看看；他躲在家里不拜偶

像，谁不会啊，要把脖子伸出去，预备被砍

掉，不拜偶像，才是真的呀，你不向巴力屈

膝，躲在家里，这算什麽，这个城不好，移

到别的地方去，这算什麽。可是神也讲的有

道理，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个人，没有向巴力

屈膝的，你也不要以为只剩下你一个。 

基督乃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结 

我愿意告诉你，摩西也好，以利亚也

好，这是两个大将，神所在旧约里神所要得

着，使用的大将。因为在旧约里，只有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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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职份，就是君王，先知，还有祭司；

摩西是带着祭司职份的。所以，他说我是律

法，我也是先知。所以主耶稣讲道的时候，

我就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结（太五 17、路二四

44、约一 45、罗十 4）。我就是真摩西，我

就是真先知，真以利亚。 

摩西曾盼望看见神荣耀的自己 

那现在啊，这个摩西和以利亚，都是看

见过神，但是摩西看见神的时候，是面对面

（出三四 29、民十二 8），中间我想隔了一

个东西，所以有一天他不是问神，神啊，你

把你的脸给我看看好不好，（出三三 18）我

读到那儿我开头真的不懂，已经面对面那么

久了，甚至你脸上都发光了，怎么还要跟神

讲，请把你的面给我看看。耶和华讲，你看

不得，你如果看了，你一定死，那现在这

样，我从你旁边走过去，然后，你可以看我

的背，我用手遮着你，然后从你旁边走过

去，然后我可以把我的背，显给你看。换句

话说，神的显出是什么？神就是荣耀，神就

是荣光，你看不起这个荣光，你不信你今天

试试看，你对着太阳多看一会，你看什么结

果，那还不是真荣光，神的荣光，是何等的

荣光。 

摩西和以利亚现今就在神儿子的荣光中 

现在，摩西在山上，突然发觉，我在荣

光里了，再看看，以利亚兄长啊，你也在这

儿，以利亚讲，摩西兄长啊，你也在这儿

啊，再一看，我们两个面对的是神，是谁，

是神啊！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荣耀的

里面，所以你现在看一个荣耀的团，在这个

荣耀的团里，有永生神，神的儿子，也有律

法，也有先知，他们从外面所见的荣光变成

什么呢？而是我们自己，也现在显在荣耀

里。 

主耶稣就是荣光，主耶稣就是神的儿

子，主耶稣就是荣光的自己！我们也见过他

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一 14）。

他就是那个荣光。现在这个荣光本来就是

他，但荣光要实化了，荣光要扩增了。怎么

扩增？他就把摩西带进来，律法是叫人死

的，但是叫人死的律法，现在在荣光里去

了；先知是叫人顺从的，但是叫人顺从的先

知，现在也进到荣光里来了。这时候你觉

得，那说不出来的荣耀的感觉，神在那里，

摩西在那里，以利亚在那里，耶稣基督在那

里，律法在那里，然后先知也在那里。他们

从外面所见的荣光，就发觉原来这个律法，

也可以在光中了，原来这个先知的说话，也

可以在光中了。 

新约恩典的时代来了 

我们接下来：「这荣光，摩西没有见

过，以利亚也没有见过，现在他们面对面看

见了神的儿子，看见了神儿子的荣光，他们

开始认识律法不再是外面的，而是里面的。

先知的讲述不再是外面的，而是里面的，这

时候，摩西和以利亚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惊

喜，他们也认识这是时代的改变，从律法时

代进到恩典时代，从外面的神成为里面的

神，从外面的律法教训和规条变成神的律

法，现在要放到圣徒们的里面，在他们的心

上，所有在旧约里圣徒们的苦苦哀求，忠诚

的跟随，生存的无望，那一种有律法，有先

知的教导，却活不出来的挣扎，打击，伤

害，现在都可以从跟随者的里面，从神所使

用的器皿们的里面有了实际，发出光来。」 

你说好不好？他们现在领会了：摩西到

那以后，碰见神的儿子了，突然发觉，原来

律法是可以有荣光的；以利亚也是一样，到

了主耶稣的光里，就发觉，原来先知，不光

是为神说话，也是可以有荣光的。为什么

呢？他们开始领会，律法是把人带到基督里

的，基督就是律法的实际。先知所讲的一

切，都是论到基督的，现在基督就在这里。

所以律法和先知都在神儿子的荣光里面了！ 

他们有这样认识以后，律法不再是外面

的，而是里面的；就像耶利米所说，『他们

各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

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

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耶三一 34）现

在，他看见一个高的东西了，律法在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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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律法在荣光里，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就

是律法的实际，有了基督，就有律法，有了

基督，就活出律法，有了基督，就实化律

法，有了基督，就见证律法，有了基督，律

法从信耶稣基督的圣徒身上流露出来，不再

是外面，你要怎样，而是我就是这样自然的

活出，这就成了有荣耀的。先知也这样。 

所以，摩西和以利亚，有一种说不出的

惊喜，摩西绝对不是为着律法的，他颁布律

法是为着神的，现在他发觉，律法和神连起

来了，律法和神就是一位，借着耶稣基督，

所有信耶稣的人，都可以有律法的实际，先

知所见证的，先知所预言的，先知所要表达

的，现在就活活的在我们的面前。 

这个时候，摩西有一个很深的领会了，

以前我讲，再讲，甚至我讲到一个地步，我

对你们讲的，你们一定不听从（申三一 27-

29），所以我不仅有出埃及记，不仅有利未

记，还有一个申命记，意思就是讲了再讲。

现在发觉，不需要了。主耶稣来了，律法总

结在主耶稣基督了，这个律法不再是死的规

条，律法成为活的生命供应的命令了。 

这个时候，他们认识现在时代改变了，

从律法的时代，进到恩典的时代里。以前律

法是在外面的，是满了要求的；现在律法是

里面的，满了供应的。以前律法是你要这

样，现在律法在里面，你就这样活出来了。

从外面的神，以利亚看见的神，外面的神，

摩西看见的神，外面的神，现在成为里面的

神了，因为摩西和以利亚在主的荣光里的时

候，他才发觉我所有一切，都被这个荣光，

包容进去了，吸收进去了，接纳进去了。 

我今天在哪里呢？就在这个无限的基督

里，律法在基督里，先知也在基督里，所以

时代的改变了，神的律法，现在要放在圣徒

们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 

我信了耶稣第一件事就是，我是好人，

我信耶稣那一天，回到家祷告，祷告完了，

填单子，他给我一个单子，寄给我们。我

填，你相信有神吗？相信。你有罪吗？有

罪。你相信耶稣是救主吗？相信。你以后还

会犯罪吗？不会。那个不会，就是人里面要

的，就是我现在信了耶稣，怎么还可以像以

前一样。我现在信了耶稣，就应该作个好基

督徒。等我再犯罪的时候，我有说不出的懊

恼，怎么信了耶稣还会犯罪呢，怎么现在信

了耶稣，还有软弱呢，慢慢就懂了，不，他

不是一个要求，他是一个生命的供应，没有

一个坏习惯你胜得过，除非你根本没有注意

他，只注意基督，你活过了它。我不是胜过

了它，我活过了它，没有一个软弱，你胜得

过，是我活过了它。 

摩西和以色列人在律法下的痛苦与挣扎 

如果摩西，看所有以色列人守律法，就

有三种结果，一种人根本不注意，有一种人

很注意，天天盼望活的好，结果做不到。还

有一个人说，我做到了，结果就成为，法利

赛人，到处定罪别人，看别人是不义的人。

我想摩西有一种说不出的懊恼，神如果问他

说，摩西你在懊恼什么呢，他说我不敢讲，

你为什么不敢讲呢，因为你叫我做的事我做

了，那不是很好吗，可是我做了以后，我发

觉他们很痛苦，因为没有律法就没有这个痛

苦，现在律法来了，以色列人很痛苦，然后

也没有神，耶和华，搞了半天，他们照样没

有你。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但是现在，他看见，律法在在耶稣里，

耶稣就是律法的总结，所以保罗说，律法的

总结就是基督，所有信基督的啊，都得着义

了，都成为义了（罗十 4）。现在啊，我不再

是要遵守，或者不要遵守，而是我在基督里

享受到一种的自由，享受到生命的供应，因

着供应，而有的得胜，我没有胜过我的罪，

但是我不觉得罪在搅扰我了，我就发觉罪的

权势啊失去了。只要你里面的律法是活的，

外面的律法的要求就都不需要了。 

我现在不在外面敬拜神了，神住在我的

里面，今天基督在哪里，基督就在我的里

面，从外面的律法教训规条，变成神的律

法，现在要放在我的里面，写在我的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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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这时摩西就会讲，太好了，我释放了！

你想想，摩西的担子多重，颁布了律法以

后，所有犹太人，天天活在痛苦之中，旧约

的圣徒们，苦苦地哀求，忠诚地跟随。主

啊，救我，然后，神啊，我愿意忠心的爱耶

和华神，然后生存的无望。怎么还这么烂，

怎么还这么破，然后怎样呢，那一种律法的

要求，先知的教导，却因人活不出来，而带

进的挣扎，打击，伤害。因为没有律法，就

不知道何为罪（罗七 7），就没有罪的搅扰。 

外面的律法成了里面生命的律 

但是弟兄，外面的律法成了里面的生

命，这个生命是个律，这个律叫你爱主，这

个律叫你爱弟兄，这个律叫你逃避世界，这

个律叫你远离罪恶，这个律叫你爱神圣的事

物，这个律叫你爱神，也爱属于神的，爱

神，也爱出于神的，它是很自然的，不再是

外面的律法，而是神说，我进到你里面吧！

现在啊，你有一个活活的生命的律，这个

律，就叫你进到新约的时代里来了，不需要

再在外面，有律法的要求和先知的教导了。 

你再往下读：「这真是一幅属天到极点

的图画，真实的光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摩西

开始领悟，神给他的看见，嘱咐，命令，都

交集在耶稣的身上，摩西开始领悟，神藉着

他所说的，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

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

都要听从（申十八 15、徒三 22），原来不是

外面的听从，而是里面的医治，以利亚也开

始领悟，不仅是忠诚，不仅是能力，以利亚

深深的领会，所有神所赐给他的能力，到后

来也都会成为软弱，那时候他与神一致的说

话，他那合神心意的争战，现在都交集在主

耶稣神的儿子的身上。」 

摩西讲这句话的时候，主神要从你们中

间，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个先知像我

的，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他

还是摩西的观念。他知道这个，自己讲了这

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不够的，不能解决问题

的，他知道有一天神还会再兴起一个先知，

可是他的层次，他的领域，都是不同的。凡

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现在他领

会了，那个先知就是我面前的主耶稣，不是

祂说，而是祂所是的进到人的里面去，把人

带到恩典的时代里去。 

我想他们两个在荣耀里，那种喜乐的看

见，因为传扬律法的人，也是个罪人，为着

神站住的人，也是到后来不能信靠神的人，

现在发觉有一位，这位在哪里？在荣耀里，

我们也在荣耀里，突然他们发觉，整本旧

约，耶和华神四千年来，所作的工作，都交

集在主耶稣的身上。 

那我们再往下：「也许我们也可以这样

说，摩西和以利亚现在认识了一件事，原来

他们一生所仰望的，一生所跟随的，现在都

显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这时的他们

也许领悟到，所有神所使用我的，所有神藉

着我成就的，都远远不及现今显在耶稣基督

身上的千万分之一，我们曾经是在神面前绝

对有价值的，也成了以色列人所夸耀的两位

先祖，所认定的生活规范和必须，但是我们

都是旧约。现在耶稣基督在这里，新的时代

就在这里，神的儿子来了，新约的时代就来

了，从外面跟随神，要改变成里面有神，从

外面讨神喜悦，要改变为合神心意的活出，

这一切都可以说是美到极点了。」 

现在耶稣基督在这里，新约的时代就在

这里，时代改变了，不仅这样，神的儿子来

了，新约恩典的时代就来了，从外面的跟随

神，改变成里面有神，从外面讨神的喜悦，

改变成合神的心意的活出。真美。 

我很感谢神，我是在新约恩典的时代

里，现在我对那些在旧约时代的圣徒，满了

同情，他们天天活在力不从心的里面，现在

我们的力绝对从心，我们就是不使力就是

了，我们愿意怎么活，就怎么活，说实在

话，我们不乖，我讲对不对？我们不乖，主

怜悯，这是新约恩典的时代，我们有了主耶

稣基督，我们有了神的儿子，我们里面啊，

有神了，我们可以有一个合乎神心意的活

出。 

律法和先知都消失在基督的荣光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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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你再说，所有的要求都不见

了，摩西消失在基督里了，以利亚也消失在

基督里了，所以这个事情完了以后，他们不

是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太十七 8），

摩西也没有了，以利亚没有了，你也可以

说，他们回到天上去了，你也可以说，他们

消失在基督里了，摩西在基督里了，以利亚

也在基督里了。 

我们再往下：「摩西要说以前我怎么说

怎么吩咐，以色列百姓也不能跟随，就是连

我自己也有我的限制和软弱，」 

到后来，以色列人闹事，神就跟他说，

你就吩咐磐石裂开就好了（民二十 10-12），

他气的要命，一打，水出来了，耶和华讲你

没有尊我的名为圣。你不能进迦南，我想摩

西听见那句话，他的心脏好，感谢赞美主，

三高都不高，保证血压不高，血压如果高，

心脏如果不好，一下就死了，你不能进迦

南，一辈子就等进迦南，就算说，你没有尊

我的名为圣，小事一件，我叫石头裂开，水

出来，和我打一下水出来，有什么不同，可

是你要是在律法里，每一点都有不同。所以

这个时候，摩西懂了，连我自己啊也有我的

限制和软弱，可是我天天还要厚着脸皮告诉

别人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不可以这

样，不可以那样，要这样，要那样，你看人

活得苦不苦，不仅他苦，以色列人也苦，不

仅以色列人苦，他也苦。 

「以利亚也会说，我以前怎么起来宣

告，见证耶和华神，但是我还得逃跑，还得

让乌鸦来养活我。」你说活得有没有意思，

我是个大先知，谁养你，乌鸦，这个见证怎

么说出口，还得靠乌鸦养活我。两个人都有

一种说不出的感觉的，我告诉你，如果不是

在新约恩典的时代，每一个主的仆人，都会

告诉你，许多说不出的感觉的，在恩典时代

你懂，恩典能够在你身上运作，新约就是耶

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用血所立的约，是

这样的有功效。 

「现在，这些时代都过去了，不是外面

的，不是神奇的，不是写在石板上的，不是

神的灵临到而有的暂时的感动，他们要在主

面前欢呼，我们所有的，我们所追求的，我

们所劳苦的，我们所挣扎奋斗的，我们所执

着的，我们愿意出代价所想要得着的，现在

都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成为实际了。」

所有的重担都没有了，摩西消失了，以利亚

消失了，消失在基督里了，有了基督了，摩

西不见了，以利亚不见了，你觉得美到真

好，真美， 

「然后，摩西会看看以利亚，然后宣告

说，以利亚你怎么这么荣耀啊，竟然在荣光

里了，以利亚会看看摩西，摩西啊，你曾经

是叫许多人敬畏的，现在看看你，你也在神

儿子的光里，被荣光充满了。」 

懂不懂这个对话啊？这都是不一定是真

的，但是，你可以想象，我觉得我们还没有

看见这个图画，我绝对相信，当他们两个一

进到那个荣耀里，就是不可思议，太叫人吃

惊了，所以我有很多话来描述，摩西可能有

的内心世界，因为你完全到一个新的恩典的

时代来了，现在啊，摩西看看以利亚，什么

以利亚看看摩西，现在看看你啊，也在神儿

子的光里啊，你也被这个荣光充满了。 

神在旧约所做的一切都交集在主耶稣基督身

上 

「因为。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有了律法

的实际，在耶稣基督里也有了先知的实际，

旧约的时代过去了，新约的时代来临了，神

曾经所要的，所盼望的，在耶稣基督里都成

为实际了。」 

整个旧约四千年，神做了那么多的事，

用了那么多的人，总结在摩西和以利亚身

上，现在神就说了，我这四千年，所有的工

作，所有的带领，所有所经过的人事物，现

在通通交集在耶稣基督身上，有了耶稣基

督，整个的旧约，那个艰苦，那种争战，消

失了，因为基督的荣光带进了一个恩典的时

代。 

我们感谢神，神说，「因为在耶稣基督

里，有了律法的实际，在耶稣基督里也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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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的实际，旧约的时代过去了，新约的时

代来临了，神曾经所要的，所盼望的，在耶

稣基督里都成为实际了！ 」（韬） 

复习指引 

一、彼此问，互相答： 

1、六天预表什麽？我们经过这六天要达到

什麽？ 

2、摩西代表什麽？ 

3、以利亚代表什麽？ 

4、为什麽摩西和以利亚要显在主耶稣基督

的荣光中？ 

5、又为什麽摩西和以利亚要消失在主耶稣

基督的荣光中？ 

二、彼此分享： 

1.哪些话，最触动你？ 

2.哪些话，让你转了观念？ 

3.哪些话，可以应用在生活中？ 

4.哪些话，你蒙了光照？ 

三、诗歌： 

1. 生命诗歌 72，在荣耀里有一人 

2. 生命诗歌 81，听哪，千万声音雷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