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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课 

综 合 分 析 

——将各部分组合起来 

圣灵明确地向每位圣经作者启示了写作目的。写作目的决定

了四件事：（1）作品所使用的措辞（你用词语来表达自己要说的

话）；（2）材料的组织结构（你怎样安排它们）；（3）什么文学样

式最好？（你所采用的写作风格）；（4）作品所要传达的基调和情

感。 

本课将对措辞、组织结构、文学样式和基调作详细的解释。

为能更清楚地说明这些特性，我们把它们分别开来，逐个地加以

讨论，尽管在实际应用中它们是相互重叠的。比如，你在第五课

所学到的创作手法在本课中将被看作是“结构”。 

课文大纲 

措辞 
文学结构 
文学基调 
文学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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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中的情节发展 

课文目标 

学完本课后，你应该能够： 

 给文学“措辞”和“结构”下定义，并解释它们对理解圣经

的重要性。 
 将文学“基调”和“样式”与圣经的感性和理性内容联系起

来。 
 通过理解“文学作品中的情节发展”，帮助你在属灵事件中经

历灵里的长进。 

学习内容 

1. 在学习本课之前，花时间复习第五课。 
2. 阅读本课的卷首语、大纲、目标。 
3. 学习对你还较陌生的关键词。 
4. 学习课文进程，并完成习题。 
5. 完成课后的自测题，并检查答案。 

关键词 

种类 要旨 
按年代顺序排列的 常规 
关键 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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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尽  

课文进程 

措辞 

目的 1.  给“措辞”下定义，并解释它们对圣经学习的重要性。 

文学措辞只不过是被用在特定上下文中的一些词语。圣经中

的所有词语都很重要，但它们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却不完全一样。

有些词（如“的”，“和”，“一个”等）是常规词，把句子连贯起

来是它们的显著功能。还有些词非常重要则是因为：了解它们的

含义对正确解释圣经至关重要。这类词应该为你起到标志．．的作用，

告诉你它需要你特别的关注。 
什么词应该作为标志呢？任何你不明白的词都需要你特别的．．．．．．．．．．．．．．．

钻研．．。学习的时候，你应该准备好笔和笔记本，随时记下不明白

的词，并通过查字典或别的什么方法尽力弄懂它们的意思。 
关键词．．．、事物的名称．．．．．、行为．．、说明性的文字．．．．．．，对理解圣经都

至关重要，所以对这些词你要特别留意。关键词并不总是这几种

词语中最长的一种！正如你马上就会看到的一样，有时这类重要

词语也很短，因为它们要很简洁地表现出行为、情绪的变化或思

想的转变。 
具有深刻内涵．．．．．．的词语需要你对其加以特别的钻研。比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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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福音 9：2 中，耶稣发生了怎样的“改变”？这个“改变”就

需要你对它作进一步的查考。但是对于这种查考，要视情况而定。

不是每个词都需要进行特别查考。 
另外，对有些词而言，不管它们只有字面上的意思，还是另

有象征性的含义，你都要给予它们相当的重视。记住，字面含义．．．．
是指词汇所具有的普通含义；象征含义．．．．涉及到词的象征性用法，

是一个词代表其它事物时的含义。 

1 阅读创世纪 2：16 节和罗马书 11：24 节。注意每段经文中“树”

的用法，哪节经文中的“树”具有象征性含义？ 

即使你不懂语法或词性，你也能学会识别关键词。基督教的

教义是通过多种多样的词汇确立和表达出来的。人名、地名、物

名都是重要的名词。表现行为的是很重要的动词。说明了“多快”、

“多大”等等意思的描述性文字是关键词。你在前面课程中学到

过的六个要素（谁、什么、什么时间、什么地方、怎么样、为什

么）将帮助找到这些关键词。对评论．．、忠告．．、警告．．、推理．．、目的．．、

证据．．和结果．．要加以注意，找到表达这些内容的词语，并把它们写

下来。它们常常是理解经文的关键所在。 
还有一类不属于常规的词。因为它们表明了句子之间的关系，

我们称之为连接词．．．。首先，我们来看看标志时间的连接词，它们

说明了事件发生的时间。这里，我们列举了其中的一些实例：“以

后”、“正当”、“以前”、“现在”、“然后”、“直到”、“当⋯⋯的时

候”。你可能还会想到其它一些此类词，但是这些词应该能够迅速

引起你的注意。比如，如果你看到“然后⋯但是⋯现在”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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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型，那么很明显，它表明了某种变化的发生，这时，你应该从

中寻找情节的发展（你将在本课学到几种类型的情节发展）。其次，

关于方位和地理的连接词主要是以“在⋯地方”为标志的。 

2 阅读以下经文，用连接词填空。 

经文 连接词所标

志的内容： 
措辞 

a) 马可福音 1：9 时间 ………………. 

b) 马可福音 1：14 时间 …..................... 

c) 马可福音 1：28 地点 ...……............... 

   
第三，你要学会去注意逻辑连接词。逻辑连接词出现的地方

涉及到事件发生的原因．．、结果．．、目的．．、对不同的事物进行的对照．．，

以及此物和彼物之间的比较．．。让我们来逐个进行学习。 
显示事件发生原因的逻辑关联词是“因为”和“由于”。如果

你看到“我这样认为是因为⋯⋯”或“我这样认为是由于⋯⋯”

这样的句型，作者是在给出理由。现在把这段内容和你前面学过

的创作手法联系起来。哪种文学手法是由结果到起因的？是起因．．

分析．．！这些词都是起因分析的信号，也是提供给经文解释的一个

线索。 
象“所以”、“于是”、“因此”、“这就是为什么”、“因而”之

类的词和事件的结果有关。你是否留意到这些词反应的关系都是

从原因到结果？哪种文学手法是从因到果的？是因果关系．．．．。当看

到“所以”、“于是”、“这就是为什么”和“为此”这些词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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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应该从中找找因果关系：一件事导致了其它事件的发生。 

3 按给出的参考经文的顺序，找到并列出在 a 项中标志原因、b
项中标志结果的连接词。 
a) 罗马书 1：11、1：26 和 1：28。 
...................................................................................................... 
b) 加拉太书 3：7，哥林多前书 8：11，9：26。 
...................................................................................................... 

与目的有关的逻辑连接词是“为了”、“以致”、“这样的话”

（或相似的短语）。 
标志对照的逻辑连接词是“虽然”、“但是”、“更多”、“更

大”、“然而”、“要不然”、“可是”、“尽管如此”、“仍然”。这里所

列出的词语并不详尽。在学习过程中，你还会看到其它一些此类

词，它们同样是标志对照关系的，只是不同于这里所列举的词。

这里的词旨在帮助你沿着这条思路继续思考下去。 
标志比较的逻辑连接词是“也”、“象”、“象这样”、“如同⋯

一样”、“与⋯一样”、“同样”、“也是这样”。这些连接词有很多种

组合。 

4 按给出的参考经文的顺序，找到并列出在 a 项中标志目的、b
项中标志对照、c 项中标志比较的连接词。 
a) 罗马书 4：16。 
...................................................................................................... 
b) 罗马书 2：10；5：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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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罗马书 11：31；1：27。 
...................................................................................................... 

经文里具体的经文措辞就取决于你所使用的圣经译本了。因

此，明白原因．．、结果．．、目的．．、对照．．、比较．．这些关系的概念．．将比记

住表达这些概念的具体措辞重要得多。本文列举措辞旨在帮助你

明白你要查找的是什么样的词。到目前为止，你已经学了“时间”

连接词、“地点”连接词和“逻辑”连接词。现在，剩下的这最后

三种连接词所标志的是事实顺序．．．．、条件．．和强调．．。 
象“和”、“首先”、“最后”、和“否则”之类的措辞就是标志

事实顺序．．．．的连接词。标志条件．．的连接词通常是“如果”、“如果...
那么”。标志强调的连接词是“确实是”、“只有”。但有时要用更

强有力的措辞，比如“宣告”可以用来代替语气较弱的“说”这

个词。 

5 按给出的参考经文的顺序，找到并列出在 a 项中标志事实序

列、b 项中标志条件、c 项中标志强调的连接词。 
a) 提摩太前书 2：1；哥林多前书 15：8 
...................................................................................................... 
b) 罗马书 2：25 
...................................................................................................... 
c) 哥林多前书 9：24；罗马书 9：27（两个） 
...................................................................................................... 

如果阅读时，你能抓住这些独特的词汇，它们将帮助你脱离

语法的束缚，并帮助你解释经文的含义。它们都是非常重要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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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当你研读圣经的时候（或读其它文章的时候），应当非常留意

它们，因为它们是组织思路的线索。 

文学结构 

目的 2. 给文学结构下定义并解释它对于圣经学习的重要性。 

相信你正逐渐明白一件事：圣经中的所有书卷不是未经考虑、

杂乱无章地被组合到一起的。你会看到，它们构成的是一个整体，

这个整体的各个部分是以非常合理的方式组合起来的。圣经的作

者必须进行选择和组织的工作。他必须选择那些需要放在文章中

的重要素材，并以尽量清晰的方式来安排它们。约翰解释道，在

他写福音书的时候，他不得不省略很多耶稣做过的事（约翰福音

21：15）。 
你可能会迷失在经节的细节之中，尽管它们是那么重要，并

且你从未把一卷书中强有力的信息看作是整体的一部分。可是，

从一节一节的经文中找到的那些单个的真理却是与整体相关联

的。通过对其组成部分的组织、安排，整体才能获得解释。整体

和部分都是相互关联的。结构是骨骼、框架，是令整卷书达到和

谐的根本所在。 
词汇好比是搭建语言的积木，是传达意思的最小单元。对词

汇的组合就构成了短语，或部分、不完全的思想单元。继续组合

下去，就构成了一个表达完整思想的句子。 
当表达相关思想的句子连接在一起时，就形成了段落．．．．．．．．．．．．．．．．．．．．．．．。（有些

圣经译本是分段落的，这样学起来会容易一些。）在圣经学习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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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段落分析”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它的意思是，找出段落大

意，并给段落一个简要的描述性标题。概括出一卷书或一个章节

中所有段落的标题（中心思想），实际上就是为你拟订大纲列出了

所有的主要观点。然后，你再在段落中查找一些细节，为你的大

纲补充一些次要观点。现在，你要通过下面的习题练习寻找段落

的要点。 

6 阅读罗马书 12 章的每个段落，然后在参考经文旁边的空格中

写下标题。写完后，将它们与我们给出的答案作比较。（你概

括的标题可能跟答案一样好，或者更好）。 
段落 1（12：1-2）....................................................................... 
..................................................................................................…. 
段落 2（12：3-8）....................................................................... 
................................................................................................…… 
段落 3（12：9-13）.......................................................................... 
...............................................................................………............. 
段落 4（12：14-16）......................................................................... 
........................................................................................................ 
段落 5（12：17-21）.......................................................................... 
...........................................................................................……….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通过结构组织．．．．可以使作品的各个部分

彼此都相互关联。这种关系可以通过你所学过的任何一种文学手

法表达出来。但是，并非在每个段落中，你都能找到所有的文学

手法。你应该复习第五课有关文学手法的内容，直到你完全熟悉

它们为止。如果你开始明白整体是如何被组合起来的，经文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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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段落是如何与其它的段落相关联的，那么你对整体就有了新的

认识。要使自己具有结构意识．．．．．．．．．．。 

7 圈上以下正确陈述前的字母。 
a) 圣经的各卷书是思想毫无关联的一些内容的组合。 
b) 如对照、发散等文学手法与结构没有关系。 
c) 传达作者意图的最小语言单元是词汇。 

文学基调 

目的 3.  给“文学基调”下定义，并能在经文中识别它。 

文学基调．．．．显然．．是潜伏在作品字里行间中的写作口吻和情绪。

作者想要传达一个或一些什么样的情绪？这情绪或基调可能是绝

望的、感恩的、热情的、敬畏的、紧迫的、喜乐的、谦卑的、温

柔的、忿怒的、告诫的、责备的、质问的、关切的、鼓励的。人

类的所有情感都可以成为文学作品中的基调。 

8 雅各书在基调与语气上有很多变化，阅读以下段落并将每节

的基调用一个词表达出来。 
a) 雅各书 5：1…………………………………………… 
b) 雅各书 4：10………………………………………….. 
c) 雅各书 2：14………………………………………….. 

文学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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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4.  说出主要的“文学样式”，并对如何使用它们进行解释。 

文学样式．．．．是指作者为使人理解他所选用的材料而使用的作品

种类或类别。我们可以从圣经中找到所有主要的文学种类。如果

作者要表达很深的个人情感，如赞美、哀伤、喜乐、懊悔，他选

用诗歌．．的形式。如果他要向人们解释背景信息，他使用的是散文．．。

如果他想要教导一些重要的永恒真理，或要为他正在进行的议论

提供一些逻辑上的理由，那么他要使用论述文．．．。如果他要将真理

向那些愿意接受的人显示，而向另一部分人隐藏，他要使用比喻．．。

如果他想只稍稍透露一点将来的事，又不泄漏太多神的奥秘，他

使用启示．．。 
论述文．．．是以逻辑和推理的方式来阐明真理的文章，这逻辑和

推理的方式对人的才智有一定的要求。大多数使徒书信都使用了

这种体裁。耶稣在他的教训中、先知在他们的一些作品中都用到

了这种体裁。 
叙事性散文．．．．．是传记或故事。在创世记、福音书和以年代顺序．．．．．

描述事件和情况的内容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这种体裁。故事要求

有想象力和情感的投入。它们通常都包含了一些有趣的细节。在

这种文学样式中，你不应该要求从每个细节里都能挖掘出属灵教

训来。例如，使徒行传第 10 章里彼得看到异象的故事，是一个很

有价值的真理故事。但是，那些有关彼得住了谁的房子、异象出

现的日期等等的细节，都是为理解这个故事服务的，就教义而言，

它们并不很重要。 
诗歌．．是一种在整部圣经中都可以看到的文学体裁。在有的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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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版本中，所有的诗歌都以诗歌特有的排版形式被印刷出来，这

种排版使得诗歌如同诗篇一样容易辩认。 
关于希伯来诗歌，你已经学过一些内容了。它是很个人化和

情感化的。它没有韵脚。每两行或两个诗节之间都以某种形式的

对仗形式相关联。要么第二行重复第一行的思想内容，要么在第

二行增添新的内容对第一行进行补充，要么第二行与第一行进行

对比。 
为了给人以更深的印象，诗歌使用了大量的象征性语言。在

圣经诗篇里我们常可看到四种象征性语言（或修辞格）： 

1. 明喻．．。通过使用“象”、“如同”这样的词，将两件事物作比

较。如“他要象一棵树。”（诗篇 1：3） 

2. 暗喻．．。不使用“象”、“如”这一类的标志性词汇，对两件事

物作比较。“以法莲是护卫我头的。”（诗篇 108：8） 

3. 夸张．．。对事物结果的夸大，甚至超越情理的夸大。如“像是

死了许久的人一样。”（诗篇 143：3） 

4. 拟人．．。详细解释对那些没有生命的事物说话。“沧海啊，你为

何奔逃？”（诗篇 114：5） 
对研修圣经的人而言，理解象征性语言至关重要。在约翰福

音 6：51-52 中，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犹太人从字面上来理

解这话的意思，所以他们被触怒了。除非你仔细研究并作清楚的

解释，否则你也会犯同样的错误！ 

9 用论述文．．．、诗歌．．、记．叙．文．这三个词来完成下列各句，一次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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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用一个。 
a) 要求投入强烈情感的文学形式是__________________。 
b) _____________是要以逻辑和推理的方式来阐明真理。 
c) 有关事件或人物的故事被称为____________________。 

10 将修辞法（左边）与引用的经文（右边）配搭起来。 
...a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诗篇 23：1） 
...b “因神的大力，我的外衣污秽不堪，

又如里衣的领子将我缠住。”（约伯记

30：18） 
...c “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

逃脱。”（诗篇 124：7） 
...d “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诗

篇 148：3） 

1） 明喻 
2） 暗喻 
3） 夸张 
4） 拟人 

比喻．．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学形式，它被称为比喻式或比喻式

记叙文。你已经在前面的课文中对它们进行了学习。如果要确保

你明白它们与记叙文之间的区别，你需要复习第四课关于比喻的

章节，那么现在就开始做吧。 
戏剧文学．．．．或戏剧性记叙文．．．．．．需要感情的投入，从这一点上看，

它与诗歌是相通的。它使故事变得很个性化，在这种类型的故事

中，人物说话时常常使用第一人称。故事中的人物如果确实生活

在故事所叙述的情景中，他们之间进行交流时都应该使用同样的

措辞。戏剧文学中常有一些非常生动的描写，它总能唤起你的想

象力。约伯记就是这样一卷书。读它就好象在读一部戏剧。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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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歌也是通过戏剧形式来表现的。所以，当你看到圣经某些部分

中，人们相互对白使用第一人称时，你要告诉自己：“这是戏剧。”

或“这是戏剧性记叙文。” 
启示．．是这里要讲的最后一种文学样式。启示的意思是“揭开”

或“揭示”。它也许是最难理解的一种文学样式。在第四课学习预

言和象征的时候，有关它几个方面的问题，你已有所了解。启示

文学由预言和象征构成。它含有丰富的修辞格、象征、预表和对

异象的描述。启示录是这种写作样式的典型实例。 
以下是一个简单的表格，根据你在本课学到的各种文学样式，

它给出了经文的实例。这些文学样式之间有一些重叠，但我们已

经说明了每一段所使用的文学样式，你只要在阅读之前记住它，

就会从中获益。 

文学样式列表 

样式                          实例 

议论文 马太福音 5：17-48 

记叙文 使徒行传 16：16-38 

诗歌 耶利米书 9：21-22 

比喻 路加福音 14：16-24 

戏剧 约伯记 32：5-14 

启示 以西结书 1 章 

文学作品中的情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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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5.  指出“文学情节发展”的种类，并说出它们的共同点。 

在情节发展．．．．背后所隐藏的意思是变化．．。当你研读一段经文时，

你是在其中寻找变化！在一段经文之内，有哪些事情可能会发生

变化？如果把焦点放在一个人的身上，叙述他从一个人生舞台到

另一个人生舞台的历程，或者从他的一生到他子孙后代的一生，

那么这是传记型情节发展．．．．．．．。如果故事发展是由事件到事件，那么，

这是历史型情节发展．．．．．．．。如果根据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首先、而

后、第三、等等）对故事进行陈述，那么，这是时间顺序型情节．．．．．．．
进展．．。在阐述真理的教导篇章中，你能看到教义型情节发展．．．．．．．。如

果就事情的发生地点而言，各事件之间是有关联的，那这就是地．
理型情节发展．．．．．．。思想或观点的转变本身可能成为一段经文章节的

基础，那这就是意识形态型情节进展．．．．．．．．．。有时，你能看到一个主题

发生了完全的改变，那么，这种急剧的变化就被称为主题型情节．．．．．
发展．．。 

情节发展事实上是一种模式，作者用它来扩展一段经文的主

题。这种模式可能用在一段或几段经文段落中，也可能整卷书都

采用这种模式。情节可能向着高潮发展，但这并不是必然的。如

果情节发展的类型特征不很明显，把一系列事件的第一件与最后

一件作比较，如果这两件事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就可以帮助你

认出它的类型来。当然，区别这些类型的主要手段还是要寻找它

们的各种变化．．。 

11 创世记 12-50 章，从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生活的

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哪种情节发展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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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出埃及记里以色列人从埃及向迦南地进发为中心的故事记载

中，我们可以看到哪种情节发展类型？ 
……………………………………………………………………….. 

13 在罗马书中，保罗对基督教教义进行了逻辑上的论证，从中

我们可以看到哪种情节发展类型？ 
……………………………………………………………………….. 

对文学作品情节发展．．．．．．．．的理解将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属灵．．长进，

这对灵命的成长非常必要。变化．．也是属灵长进的要旨：“⋯⋯就变

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 3：
18）。让我们顺服圣灵，使他能够把我们变得更象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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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测题 

1 从“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中找到并列出常规词或词

语。 
…………………………………………………………………………
…………………………………………………………………….. 

2. 连接词虽然小却非常重要，他们是相互关系的标志。以下的

哪个词是标志时间的？ 
a) 如果 
b) 在⋯⋯以后 
c) 在那里 
d) 实际上 

3. 以下哪个是对事件发生的原因进行标志的逻辑连接词？ 
a) 这就是为什么⋯⋯ 
b) 这样的话 
c) 大得多 
d) 因为 

4. 以下的哪个逻辑连接词是标志对照的？ 
a) 但是 
b) 以同样的方式 
c) 因为 

5. 使整卷书和谐统一的框架或基本布局是 
a) 措辞 
b) 结构 



 

 138

c) 基调 
6. 以下的哪个词能最恰当地描述基调？ 

a) 扩展 
b) 对照 
c) 语气 

7. 以下的哪种类型的作品是以逻辑和推理的方式进行教导的？ 
a) 论述文 
b) 叙事性散文 
c) 诗歌 

8. 以下的哪种类型的作品是描述启示录的？ 
a) 比喻 
b) 戏剧 
c) 启示 

9. “舌头就是火”（雅各书 3：6）。这是哪种文学样式的例子？ 
a) 明喻 
b) 暗喻 
c) 拟人 
d) 夸张 

10. 以下能最恰当地描述情节进展的词是 
a) 基调 
b) 变化 
c) 戏剧 

11. 创世纪中有关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生活的记载，展

示了哪种情节进展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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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传记型 
b) 历史型 
c) 意识形态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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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答案 

7  c) 
1  罗马书 11：24 
8  a）绝望的 

b）谦卑的 
c）关切的 

2  a）那时 
b）以后 
c）四方 

9  a）诗歌 
b）论述文 
c）叙事散文 

3  a）因为、因此、既然 
b）所以、因此、所以 

10  a 2）暗喻；b 3）夸张 
c 1）明喻；d 4）拟人 

4  a）因此 
b）却；更加倍地 
c）也；也是如此 

11  传记型 
5  a）第一，末了 

b）若 
c）只有；喊着说，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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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历史型 
6  1 “献上你自己。” 

2 “虚心地使用恩赐。” 
3 “以基督徒的态度生活。” 
4 “过关心他人的生活。” 
5 “与众人和睦相处。” 

13  意识形态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