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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舊令人驚艷的魯益師

	

在
魯益師那年代，我的確還在牛津大學（我是1944年入學

的），但我從未接觸過他。他按時出席、主持蘇格拉底俱樂

部（The	Socratic	Club）。這個俱樂部每週聚集一次，討論

科學、哲學與當代文化如何與基督教產生關聯。不過，身為初信者，

我認定自己更需要的是聖經教導，而非護教學，所以我略過了這個俱

樂部。我最靠近魯益師的那一次，是聽他關於牛津神學家理察．胡克

（Richard	Hooker）的演說，當時魯益師被指派撰寫《牛津大學英國文

學史》（Oxford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其中一冊，就是他喜歡戲

稱為Oh-Hell（喔．地獄）的那個系列。他以洪亮的標準英國腔（你

絕對猜想不到他是愛爾蘭人）演講，當他說到好笑的部份（他經常如

此），就會像個舞台諧星般暫停片刻等待笑聲。大家都說他是牛津大學

最棒的講員，我敢說沒錯，但那時候他實在不屬於我的世界。

然而，我從他獲益匪淺，對他感激不盡。

首先，在1942至43年間，當我自以為是個基督徒、卻還不知

道身為基督徒代表什麼的時候，花了一年來體認那句俗話：「心扉大

開，垃圾湧來」，但《地獄來鴻》以及後來集結

成《返璞歸真》的三本小冊子，把我帶入對神、

人和耶穌基督的主流基督信仰，以致如今我能走

在信仰的路途上。雖然整體來說，我並不是因此

歸信。

第二，在 1945年，我剛信主的時候，輔

導我的那位學生借我一本《天路回歸》（The	

Pilgrim's	Regress）。這本書不但讓我認識到西方知

作者    ▌  巴刻（J. I. Packer）    譯者   ▌  王湘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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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出生於十一月的魯益師，如今仍深受福音派信徒愛戴。

他的著作為我們天馬行空的想法帶來現成捷徑，為我們的宗教

渴望帶來令人折服的言語，同時也為我們孱弱的想像力帶來對

神的視野。在下文中，巴刻解釋為什麼這位明顯具有非福音派

基礎的人士，可以成為當代福音派的阿奎那、奧古斯丁和伊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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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界1932年的景況，以及其後十三年看似沒多大改變的現況，同時也帶給我前所未有的深刻喜

悅，知道我認識了神。魯益師筆下高潮迭起、引人入勝的想像力，所散發的耀眼光芒開始深深吸

引我。此書是魯益師以基督徒身分寫出的首部著作；對我來說，仍舊是他所有作品中最清新動人

的一本，比起其他作品更令我捧讀再三。

第三，由於魯益師對查理．威廉斯（Charles	Williams）推崇不已，我原先從未聽過這號人

物，於是找來1953年平裝版的《廣泛牽涉面》（Many	Dimensions）拜讀，從此成為我此生最感

動的閱讀經驗之一，但這是另一碼事了。

第四，魯益師寫過的名句，宛如把天

國的現實樣貌帶到眼前，至少對我而言是

如此。今日基督徒作家鮮少有人嘗試去寫

天國，而且幾乎無人能駕馭這主題。但理

查．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聖徒永恆

的安息》（The	Saint's	Everlasting	Rest）和本

仁約翰（John	Bunyan）的《天路歷程》（The	

Pilgrim's	Progress），使我很早就學到，將焦

點集中在天國思想的必要性，這令我萬分感激魯益師對此提供的幫助。

無論是在哪一方面獲益，受魯益師作品幫助的基督徒，不可勝數。他於1963年辭世後，作品

銷量不降反升，已經高達一年兩百萬本。根據近期一份《今日基督教》的各界讀者調查，他獲選

為眾人心中最具影響力的作者—這事別有蹊蹺，因為我和這些讀者一樣，都是以福音派基督徒

自居，但魯益師並不如此。他既沒有參加福音派聚會，也沒有和福音派組織來往。他如此寫道：

「我只是英國聖公會中一名非常平凡的平信徒，既不特別『高』，也不特別『低』，也沒有其他頭

銜。」（按：聖公會分「高」「低」教派。「高」教派保留較多天主教儀式與教義，「低」教派則較

接近福音派。）就福音派的一般標準來看，他對贖罪的觀念（悔罪原型〔archetypal	penitence〕

而非代受刑罰〔penal	 substitution〕）、論到赦罪時的疏漏（他不曾提起因信稱義）、對洗禮重生的

明顯好感、對聖經默示所採取的非無誤論（noninerrantist）看法，再加上他默認煉獄的存在，和

相信部分非信徒離世後仍能得到最終救贖，這些都可說是他的缺點。這也使得已故的福音派正

統（evangelical	orthodoxy）大師鍾馬田（Martyn	 Lloyd-Jones），不禁懷疑魯益師到底算不算是基

督徒。他的密友不是盎格魯天主教徒、就是羅馬天主教徒；他定期在「高教派」的教區教堂參加

聚會；他也作告解。事實上，他可以說是依附在聖公會思想下的「大公」（catholic）組。（有些人

〔並不是所有人〕視之為中間路線）然而，福音派熱愛他的著作，並且從中獲益良多。為什麼呢？

以當局者身分來看，下面是我的答案。

第一，魯益師是位平信徒佈道家（lay	evangelist），在信仰上屬於保守派，能為舊路線提供強

有力的辯護。他在1952年寫道：「成為基督徒以來，我想過自己能為非基督徒鄰舍提供的最好服

▌圖取自Narnia Fans（http://www.narniafans.com）



封
面
故
事

					2014	/	7、8月號			16
	

事，或許也是惟一的服事，就是辯解歷世歷代絕大多數基督徒的共同

信仰。」帶領一般大眾思考歷史性的基督教、體認其背後的優點與魅

力，自始至終都是魯益師的目標。他作品中的一貫意念是：現代人已

經停止以嚴肅的方式來思考生命和實存，轉而與世妥協，不是隨波逐

流，就是盲目信任科技；或以雅典式的浮佻終日追逐新觀念，或以懷

疑論面對過去的一切，抱持未經思考的否定態度。在魯益師看來，基

督教發言人的首要任務，就是扭轉這些現象，使眾人再度開始思考。

因此，超過三十年源源不斷出版的教育書籍、意見發表、兒童故

事、成人奇幻小說、自傳和詩作，以及文學史和文學批判作品中，魯

益師的當前目標總是去引發嚴肅思考。思考什麼？思考他曾稱為智者

的那些人所擱下的基督信仰價值觀；思考人們一旦放棄基督教傳統就

會陷入的泥淖。他絕對會同意佈道家同儕鍾馬田常說的名言：基督徒

是全天下最棒的思考者，而且他們一定得是！神展開與人對談的第一

步就是使人開始思考。

魯益師說得很明白，正如《地獄來鴻》裡那個年長魔鬼多方教導

我們的，不用大腦就會毀掉一個人，因此他勉力以各式各樣發人深省

的說服手法—像是交替使用俏皮話、爭辯、圖象、幻想、邏輯、預

言或戲劇—盡其所能來確保，在他身邊不致於冒出那種要命的思考

貧乏。他不斷去敲打讀者心靈，不是出於北愛爾蘭的牛脾氣，也不是

牛津式的愛說教，而是基於迫切的惻隱之心，因他知道，若不緊抓住

神的真理並據此真光來理解一切，其它各種行為都是至愚。

他也深信（當然是理性地相信），在反教權時代下，一位不具宗

教職分、只在牛津教英文求溫飽的聖公會平信徒，可以提高他代基督

教發言的可信度。如同柴斯特頓	（G.	K.	Chesterton）只是一位帶有顯

著基督教觀點的記者，魯益師本人也不過是位兼任基督徒知名發言人

的大學教師。福音派基督徒正是欣賞魯益師這種「平信徒佈道家。」

第二，魯益師是很棒的老師。他的特長不在於構思新觀念，而是

從邏輯與想像上，以簡單明瞭的方式闡明舊觀念。他不用冗言，開宗

明義，直搗問題核心，同時把自己定位成通情達理、腳踏實地，而且

不說廢話的觀察員、分析者與對話夥伴。魯益師在文字上展現的資

賦，可以媲美講壇上的偉大佈道家（像是懷特腓德、司布真和葛理

翰），讓你感受到，他是在與你進行個人對話，使你反省內心—你

不得不老老實實來回應。他從不傲慢武斷，也不揚眉怒目，更不會潦

草結束，魯益師所成就的是一種非比尋常的親密教導。閱讀他半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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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作品，今日讀者會發現他在字裡行間如影隨行，文字扣人心弦，即使闔上書本，他所說的話

仍然令人神往、久久不忘。魯益師可說是一位感染力十足的老師。那麼，他的祕訣是什麼呢？

祕訣就是，在魯益師布局下，邏輯與想像相互融合，而且兩者平分秋色，各自發揮到極致。

從一方面來說，是由想像力主導布局。如同魯益師在1954年所述：

在我裡面，那個想像力豐富的人，比較早存在，醞釀也比較久，按此角度來看，要比作為宗

教作家或評論者更早。因為他的緣故，我首先嘗試（但不太成功）去當詩人。⋯⋯信主之後，同

樣是他，引我用象徵或神話手法帶出我的宗教信念，像是從《地獄來鴻》到神學化的科幻小說。

在最近這幾年裡，當然也是他，帶我寫出給兒童的納尼亞系列故事，⋯⋯因為，針對我想要述說

的，童話是最合適的體裁。

最棒的老師總是那些可以自由結合想像與邏輯的人，如此一來，從他們的天馬行空中，你取

得智慧，也從他們的邏輯析論中，得到感動。事實上，這就是最深刻的人際交流，因為大腦兩側

垂體（左腦管邏輯，右腦管想像），在收發訊息的過程中都用上了；這讓所聽到的訊息，更有深

度、更能打動人心。就此而言，耶穌的教導就是最極致的例子。既然魯益師的左、右腦都非常發

達，我們不妨這麼說，他所有的論點（包括他的

文學評論）都是例證，因為它們直接闡明生命和

行為的實質；反之，所有例證（包括小說和奇幻

文學）也都是論點，因為它們是直接闡明真理和

現實的本體。

這種想像與邏輯兼具的心智，亦可見於柴斯特頓和查理．威廉斯，在某種程度上桃樂絲．佘

貽絲（Dorothy	 L.	Sayers）也是。我針對魯益師作品的說法當然也適用在他們身上。這樣的心智

向來引人注目，一旦基督信仰和基督教人文主義的理想信念成為他們的所思所想，就像前述四位

人物的頭腦一般，總會提出令人難以駁斥的訴求，而它不會隨著文化改變而消失。具有遠見的教

訓是超越文化的，就像柏拉圖、耶穌和保羅（其他略過）的教導，其力量永不衰退。熱愛聖經

的福音派信徒，把整個信仰建立在，神透過祂的僕人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的邏輯式視覺化（logical-

visionary）教導，他們自然而然會在現代教導者身上尋找並欣賞這種交流模式。這些人一致認同，

像魯益師那樣的生花妙筆，二十世紀其他作家無人能出其右。

第三，魯益師提出的是一種整全性視野（vision	of	wholeness）—其內容合情合理、成熟完

備，包括當前的平安喜樂以及天國的最終實現—那些外表是成人、內心仍是孩童的「小孩大

人」，都會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他們在這個令人困

惑、灰心、疏離又痛苦的當前西方既定文化下成

長，而我們要帶著這個文化（或許我應該改說，這

文化要帶著我們）進入新世紀。魯益師教誨式的

釋經（參：《痛苦的奧秘》、《地獄來鴻》、《返璞歸

真》、《神蹟》、《四種愛》、《飛鴻22帖》和《詩篇

魯益師的頭腦發達到一個地步，

他所有的論點都是例證，所有例

證都是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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擷思》）與小說（參：太空三部曲、七部納尼亞、《夢幻巴士》和《裸

顏》），皆營造出人活在神（或稱馬雷迪Maleldil、或亞斯藍Aslan、或

奧露Orual）之下的景象，那是一種得蒙救贖、改頭換面與重視德性

的生命，也讓人瞥見那令人屏息的將來榮耀與永恆喜樂。毫無疑問

地，這景象會令人謙卑，因為它要破碎一切以自我為中心的自尊、所

有普羅米修斯式的英勇行為，以及各種佔有性的愛。魯益師所有基督

教作品的文本，還有其他文學作品的字裡行間，說來說去都是同一個

故事：這故事關於剛要開始腐敗、或已經腐敗的道德和理智，在某種

程度上獲得拯救；藉著這樣的得勝，多多少少已經失序的人類（就是

那些因外在不良思想與影響而腐敗的受害者）找到和睦、自信、辨別

能力、現實感、自我實踐和充滿意義的未來。福音派熱愛這樣的作

品。這樣的故事，誰能想得出來？！

我們至此來到魯益師創意身分的最深層。骨子裡他是位神話創造

者。他的牧師密友費爾（Austin	Farrer），同時也是牛津大學當時最傑

出的神學家，從魯益師的護教學裡觀察到：「我們以為自己正在聆聽

一篇論證，實際上，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種視野，一種足以令人信

服的視野。」在此，最好把神話定義成一個故事。這個故事可以呈現

出一種生命的視野，具有實際或可能的群體意義；並且，透過這故事

使我們去認同或採取它激發我們當採取的態度。魯益師熱愛在前基督

教時期那些描寫神祇的北歐和希臘神話，以及促成他回到基督教的思

想，因此他的文學作品也有類似的特性：在化身典型裡，有個時空中

真實的神話，在全地不斷流傳。這個神話是有關一位垂死與復活的神

祇，透過祂的苦難試煉，使旁人得到救贖。在主前的異教神話，以及

主後基督徒與周邊西方人的奇幻小說裡，上述故事的不同版本，在各

方面都有將人帶入「美夢」的功能，能預備心智來接受福音書所描述

的基督真實性。魯益師視其作品為此類材料更清晰明確的補充。

魯益師深知，遍及全地的神話在成為基督的論據之後，依然是對

我們的想像力有巨大吸引力的故事；這個故事給我們一種臨場感，是

超越左腦概念性知識的。他發現，如今他所知道所謂基督的真實性，

正在內心產生並滋養同類型故事—描繪發生在另一個世界的救贖故

事，無論它是在過去、現在或未來。在奇幻小說（太空三部曲、《裸

顏》和七部納尼亞）中，他成為托爾金（Tolkien）所說的「次創造

者」（sub-creator），藉由奇幻世界反映出基督論據，編織屬於自己的

美夢，好預備心靈來接受基督的真理。這些神話反映出的整全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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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這些如神一般、帶來整全的人物（尤其像是亞斯藍這隻如基督般

的獅子），能引起敦厚之心，盼望這樣的事或許在某天能美夢成真。

這視野也會使人在神光照之下，願意接受啟示；事實上，這事已然發

生。

魯益師曾經描述，《獅子．女巫．魔衣櫥》是要回答以下問題：

「如果真的有像納尼亞那樣的異世界，而且基督選擇在那裡再度道成

肉身、受死和復活，就像他在這世界為我們所做的，那麼基督會是什

麼樣子？」納尼亞全系列都在闡明這個答案：亞斯藍的所作所為就是

在另一個世界裡，想像耶穌基督在這世界從過去到現在甚至未來的一

切作為。魯益師的最佳立傳者瑟爾（George	Sayer），在納尼亞那一

章的結尾告訴我們：「我的小繼女在讀完整套《納尼亞傳奇》之後，

放聲大哭說：『我不想繼續活在這世界，我想和亞斯藍一起生活在納

尼亞』，接下來是寥寥數字的安慰話：『寶貝，有一天你會的！』」再

也沒有比這更好的例子，來表明魯式神話（Lewisian	myth）溝通基督

信仰的力量，以納尼亞故事來培養孩子的無數信徒，都將會附和瑟爾

這話。

不僅如此。除了福音性或福音預工角色，魯式神話還具有教化

與使人成熟的作用。魯益師1943年在杜倫大學（Durham	University）

的演講，後來以《人的絕滅》（The	Abolition	of	Man）為書名（哇！）

出版，並配上不那麼尖銳的學術副標題「關於高等學校英文教學的教

育省思」，提出了預言性的深度批判（被說成長篇大論），表達他對未

來教育和文化的深刻關切。魯益師的教育理念提倡年輕人要用意象認

同法（Imaginative	 identification），以闡釋真理和價值的方式來為柏拉

圖傳統（編按：以類比與想像作為貼近真實的途徑）做鋪墊，專注在

聖經啟示上，並仿效史賓塞（Spenser）的《仙后》（Faerie	Queene）

和魯氏的類似故事。《人的絕滅》是對即將到來的潮流搖旗示警，這

潮流把教育簡化為技術的學習，使其失去人性並加以摧毀，真正的核

心就被一扯而下。（要是他能視察半世紀之後，今日的學校教育，他

將會告訴我們他所恐懼的已經一發生。）然而，他的小說就是要來

幫助真理教育、道德美學（moral	aesthetic）和靈性—換句話說，

就是承載價值觀的教育—這也是我們現在用來觀察的立足點。

在此，我們需要近距離觀察魯益師的教育哲學。其缺點是敵對任

何形式的簡化主義主觀化價值，好似這名詞所表達的，不分辨事實，

也不追求目標，只憑感覺，有時喜歡、有時不喜歡。作為一位長期



封
面
故
事

					2014	/	7、8月號			20
	

的柏拉圖主義者，如今同時也是一位基督徒，魯益師有段時間相當擔憂二十世紀哲學向主觀主義

（subjectivism）靠攏，《人的絕滅》的開頭，就是他針對一本相關主張的學校課本所提出的攻擊。

他表示，這類的主觀化會產生「沒有胸懷的人」（men	without	chests），換句話說，成人缺少了他

所謂的「情緒經由受過訓練的行為進而組成穩定的情感」—我們現在稱為道德養成和品德。

從正面來說，魯益師呼籲要堅守住道（Tao，他的用語：道代表道路）。道是基本的道德法則

（善行、家庭義務和尊重、公義、坦誠、仁慈、寬宏大量），受到一切重要宗教與所有穩定文化共

同遵行，基督徒從〈羅馬書〉頭兩章學到，這是神對人類的普遍啟示。魯益師視這法則為一個整

體，是歷久彌新、確實可行的智慧，也是古往今來保衛社會的惟一防線。因此，難怪他要斬釘截

鐵申明這項主張。論到那些自許為思想創始者，為了建構替代道德，竟不予理會某部份或全部的

道（尼采是其中一例），魯益師聲明：

我簡稱的道，或其他人所說的自然律、或傳統道德、或實踐理性的最高原理（First Principles 

of Practical Reason ）、或金科玉律（ First Platitudes ），並不是一套潛在價值觀系統中的一項，而

是所有價值判斷的惟一源頭⋯⋯ 。試圖加以駁斥，另立取而代之的新價值系統，乃是自相矛盾的

作法。⋯⋯ 那些標榜的新系統或（現在所說的）「意識型態」，都是由道本身的零星片段所組成，

從整體背景中被任意扭曲，然後在孤立狀態下，放大到不像話。然而，其所具有的正確性，仍應

單單歸功於道。如果我對父母的義務是一種迷信，那麼，我對後代的義務亦相同。⋯⋯如果追求

科學知識具有真正價值，那麼，夫妻間的忠誠亦然。新意識型態對道的反抗，就像樹幹對樹的反

抗：要是能夠反抗成功，結果將是自我摧毀。

魯益師的小說《那股邪惡的力量》（That	Hideous	Strength），描述一個稱作「正派」（n.i.c.e.）

的邪惡研究組織，接管一所英國大學，要藉科技之名接管英國。儘管對我和其他讀者來說，這是

失敗的文學手法，但在描繪反抗道德的過程及其招致的自我毀滅上，卻是一大成功—我猜想，

這才是魯益師在寫作之際惟一關注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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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以道為方向是一定要有的內在思維。魯益師援引柏拉圖

說：「人類這種動物不會在一開始就作出正確回應。遇到確實是令人

愉悅、討人喜歡、讓人作嘔或使人憎惡的事物時，他們必須被訓練去

感受愉悅、喜歡、反感或憎恨。」的確如此，但是要怎麼做？至少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透過故事來模仿正確的回應：詩作如史賓塞的《仙

后》，一直深受魯益師喜愛（他曾表示，十二到十六歲必讀），小說像

是喬治．麥克唐納（George	MacDonald）的作品，神話則像是《納

尼亞傳奇》。多麗絲．邁爾（Doris	Myers	）強調，《納尼亞》與《仙

后》間多少有些自覺的對應，在帶著基督教色彩道的架構下，以人一

生中的特殊德行為模範。邁爾肯定「《納尼亞傳奇》的說教性在於道

德與美感教育⋯⋯，以預防孩童長大後沒有胸懷」之餘，接著評論每

一部《納尼亞》，「呈現出某種特殊德行或一組德行，讀者透過參與這

部傳說的藝術之旅，進而愛上這作品。」在熱愛的故事影響下，孩子

們將會自然而然理解這道。

詳細來看：在納尼亞的第一部《獅子．女巫．魔衣櫥》裡，魯益

師是藉由情感上對勇氣、榮譽與無限仁慈的肯定，以及對懦弱和背叛

的否定，試圖「強化胸懷。」在第二部《賈思潘王子》裡，他強調的

是懂得自制之下的喜樂、禮貌、公義、適當服從和追求秩序。第三部

《黎明行者號》裡那個變成巨龍又變回原貌的「缺少胸懷的男孩」尤

斯塔斯（Eustace），在個人情操（能言鼠老脾氣）和公共責任（賈思

潘船長）的生動形象烘托下，書的結尾告訴我們，當尤斯塔斯變回原

貌後，他已經有所不同—「你再也認不出他是同一位男孩了。」（這

景象當然是指基督徒的歸信而言。）第四和第五部，《銀椅》與《奇

幻馬和傳說》教導的是，在接近長大成人的時候要能掌管自己的思想

和感情。第六部《魔法師的外甥》是要引發讀者厭棄那些抗拒生命的

知識以及悖道的能力。第七部《最後的戰役》則極力主張，要勇敢面

對失去和死亡。

於是，魯益師的納尼亞就連結上他在《人的絕滅》中，企圖把教

育召回道的根基。這份企圖被人忽略，以至於現在我們親嚐苦果。學

校裏的主觀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如其所願讓年輕人體會到內在孤立

和絕望，大學教育是場悲劇。（如果你不知道我所指為何，去聽聽那

些流行音樂，它們會告訴你。）然而，魯益師在他故事中想呈現的那

種整全、成熟、理智、誠實、謙遜和仁愛的生命，透過文字編撰，期

望得到真正實踐，這對於引人歸信和塑造個性，仍然大有功效，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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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多數納尼亞迷可以作證。而且，福音派信徒對這樣的功效大為激

賞。

這就領我們來到魯益師福音熱忱的第四項要素：亦即，他的力量

不僅是傳達屬天善行，也傳達神的實存（the	reality	of	God），天國的

實體就存在於滿有神的神聖同在。

魯益師的這種力量源自他本身生動的經歷。從童年起，他就知道

所謂「喜樂」那種刻骨銘心的感受；更確切地說，是深刻的愉悅盼

望，也是甜蜜渴望（Sweet	Desire，按魯氏所說），世上沒有其他事物

能夠滿足。事實上，那出自神的召喚，要去尋求享受神和天國。為使

我們身歷其境、感同身受，魯益師描述的方式是經過盤算的（就像其

他作家一樣，他能計算成效）。奧古斯丁說得沒錯，神為自己創造出

人類，惟有在祂裡面我們的心才能得到滿足，此生先行預嚐，將來完

整品味。魯益師在意識到甜蜜渴望其實是最終帶他來到基督的脫困之

道後（在自傳《意外的驚喜》Surprised	by	 Joy中已詳述），力促我們

定要同意，這事在我們身上同樣會發生。「如果我們仔細估量福音所

承諾的回報，其應許之豐厚，其性質之驚人，那麼，看起來我們的主

將會發現，我們其實渴望過低而非過高。我們是三心二意的生物。

當我們被施予無盡喜樂時，一面還在吃喝慾望和雄心抱負中虛擲光

陰⋯⋯我們實在太容易被取悅。」我們絕對不能容許任何事物，帶領

自己偏離甜蜜渴望的途徑。

魯益師傳達上帝和天國本體的力量，來自他妙極了的生動修辭。

修辭—也就是出色運用言辭的藝術—是魯益師家族的特色。魯益

師本身是散文詩人，他駕馭短句的精湛技巧，就像本仁約翰一樣，使

他能夠以無法抵抗的熱情，把無以言狀的事物訴諸我們的想像力。

因此，在《黎明行者號》中，一陣微風為三個孩子帶來「一種氣

味和聲響，那是音樂聲。愛德蒙和尤斯塔斯事後再也不曾談起。露西

只會說：『那聲音令人心碎』。『為什麼？』我接著問，『聽起來很悲傷

嗎？』『悲傷？才不是呢！』露西說」。

「那艘船上無人懷疑，他們的視野越過世界末日，直視亞斯藍的

國度。」

以下是《最後的戰役》結尾：

「有一場真實的火車事故，」亞斯藍輕聲說道，「導致你的父母還

有你們全部—按你們在幻境（Shadowlands）的說法—身亡。學

期終了；假期展開。夢境結束；清晨到來。」



封
面
故
事

					2014	/	7、8月號			23
	

當祂正說話的時候，祂在他們眼中看來已經不再像隻獅子，但在他們身上將要發生的事，是

如此壯麗偉大，以致我難以下筆⋯⋯，我們不妨說，他們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他們在

這世界的生活和在納尼亞的冒險，只是書的扉頁。如今他們終於進入這偉大故事的第一章，世上

還未曾有人讀過，也永遠不會有結尾，而且此書的每一章都比前一章更加精采。

這類作品的傑出特質很難用言語來表達。

見識與活力、知識與妙語、想像力與精密分析在他身上的結合，使得魯益師成為永恆福音引

人注目的傳達者。把納尼亞故事中的亞斯藍與聖經和魯氏教學書籍中永活的基督（當然！）作一

匹配，他對基督的介紹顯得再直率不過。「我們被教導，基督是為我們而死，祂的死洗淨我們的

罪，並且藉著死勝過死亡本身。這就是準則。這就是基督教信仰。這就是所要相信的。」接著，

在此信仰基礎上，再加上相信祂已復活，如今活著，因此親自與我們同在（也就是說，無處不

在，意味著祂就在這裡），我們必須「穿戴」，或按魯益師突出的說法，「打扮成」基督—換句話

說，把我們自己全然交給基督，如此一來祂才能「成形在我們裡面」，從此以後我們在祂裡面享受

神家中兒女的地位和特質，或再次引用魯益師的深入說法，作個「小基督」（little	Christs）。「神看

待你，宛如你是一個小基督；基督站在你身旁，使你與祂成為一體。」正是如此。

不僅限於福音派，所有基督徒都應該一起來為魯益師慶祝百年誕辰，「那位才華洋溢、默默聖

潔，又有點邋遢的牛津大學教授」，派崔克（James	Patrick）曾經如此形容他。魯益師是一位以基

督為中心，持守偉大傳統的主流基督徒，在他離開一世代之後，他的地位似乎要比生前來得更重

要，他的基督教著作如今被視為具有經典地位。

但願我們能從魯益師非凡且神奇的頭腦學習！我猜迄今還沒有任何人對他完全了解。	 ✤

（本文錄自《今日基督教》雜誌〔Christianity Today〕，1998年9月，已申請版權。）

見識與活力、知識與妙語、想像力

與精密分析在他身上的結合，使得

魯益師成為永恆福音引人注目的傳

達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