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祷告：主耶稣，我们在天上的父，整个宇宙都是藉着您的圣言造的，宇

宙万物是代表您国度的舞台；凡良善的东西，无论天上飞的，还是地上

爬的，无不是您的良善与真理在世上的鲜活呈现。主啊，您如此深爱着

我们，用活生生的言语向我们诉说您对我们的爱，我们却因着堕落看也

看不明白，听也听不懂。主啊，您怜悯我们，为拯救我们，重新将万物

的奥秘揭示给我们！这是您赐给世人最为珍贵的无价之宝，是我们所要

积攒的天上财宝，值得我们抛弃一切来追求；凡得着的，都是蒙福的。

求主将这天上的财宝铭刻在我们心上！阿们！ 

关于代表和对应 

我们在史公著作中经常看见代表和对应两个词，可能有些人对它们理

解不够清晰，但这两个概念极其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再学习一下这两个

概念，以下内容摘自《属天的奥秘》，括号里的内容或加注里的一些内

容是我个人的理解，大家如果觉得有和史公著作不符的地方，请以史公

著作为准。 

AC2987.很少有人知道何为代表和对应。人若不知道灵界的存在，并且

灵界不同于自然界，也不可能知道它们。因为属灵事物与属世事物之间

存在对应，属灵事物在属世事物中的表现就是代表。它们被称作对应，

是因为它们相对应，被称作代表，是因为它们进行代表。 

2988.要获得对代表和对应的某种概念，只要想想属于心智，也就是属

于思维和意愿的事物就可以了。这些事物通常从脸上闪耀出来，因为它

们就显现在表情中；尤其是情感，内在情感从眼睛并在眼睛里面就能看

出来。当脸上的部位和心智的部位行如一体时，就说它们相对应，并且

就是对应；脸上的表情进行代表，并且就是代表。肢体语言所表达的一

切， 以及肌肉所产生的一切动作也是这种情形。因为众所周知，所有

这些都是人的思维和意愿的表达。身体的举止动作本身就代表了心智



的事物，并且就是代表。它们相一致时，就是对应。 

注：个人理解，当我们里表一致时，我们脸上的表情就是心智的反映，

脸可以说是心智的“形像代言人”，比如快乐、悲伤，高兴、愤怒等，

都能从脸上，尤其眼睛流露出来。 

AC8249:史公被天使告知，脸是为了描绘人所思所愿的事而形成的；这

也是为何脸被称为心灵的描绘者和标志；还因为在上古时代，或最初的

时代，人们是敞开而又真诚的；没有人想过或愿意去思考任何事，除了

他愿意从脸上闪耀出来的事之外。因此，人心智中的情感和思维观念也

能得到生动而充分的传达。 

AC8247.木星人对脸就有很正确的观念，他们认为脸就是心智所取的形

式。他们从不伪装，也就是说，从来不说与他们的所想不同的话，所以

不控制自己的脸，而是任它自由表达。而那些从小就学习伪装的人则不

然。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的脸从内在被控制，以防止他们所想的任何东

西从中闪耀出来。表面上看，它不允许自由表达，而是预备被赋予表达

的自由，或照狡猾的命令收回。这一事实通过检查嘴唇的纤维可以看出

来；因为那里有多种折叠和缠结在一起的系列纤维。这些纤维被造不只

是为了咀嚼和说话，还为了表达低层心智中的观念。 

个人理解，从上面这些话可以看出，当一个人说一套，想一套时，其实

已经滥用脸这个部位，失对了与灵界真正的对应关系。所以我觉得要想

重生，首先要做一个真诚的人，不伪装，让脸自由表达自己的情感、思

维。 

2988.人们也许知道，诸如表情所呈现出来的这类形像在心智当中并不



存在，它们纯粹是在那里成形的情感（也就是说，脸上的表情不在心智

中，只是心智中的情感利用面部肌肉来表现它自己，是情感为自己所取

的一种形式，例如眉开眼笑就是心智中快乐的情感在脸上为自己所取

的形式，以表达它自己）。 

人们或许还知道，诸如身体举止所呈现出的这类行为在心智当中也不

存在，而是思维在那里进行设定（也就是说，是心智中的思维利用身体

做出各种动作以表达它自己。例如，有人想伸手抓住某种东西，当这样

思想的时候，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手就会伸出来抓住这个东西）。 

属于心智的事物是属灵的，而属于身体的事物是属世的。由此明显可知，

属灵事物和属世事物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属灵事物在属世事物里面有

一个代表。或也可说，当属于内在人的事物在外在人中成形时，外在人

中的可见事物就是内在人的代表；而外在人中那些与内在人的事物相

一致的事物就是对应。 

注：AC5173.人的思维和意愿是属灵的，而行为和动作是属世的。人的

思维和意愿的一种努力就存在于身体的动作中。当努力停止时，动作也

就停止了；心智的整个决定就存在于努力里面；动作里面除了努力外，

没有任何真实事物。显然，行为或动作里面的这种力量或努力是属世事

物里面的属灵事物。 

由此看出属灵事物如何存在于属世事物中。 

2990.人们也知道，或能知道既存在一个灵界，也存在一个自然界。普

遍来说，灵界是灵人和天使所住的地方，自然界则是世人所住的地方。

但具体来说，每一个人都具有一灵界和一个自然界。对他来说，他的内



在人就是一个灵界，他的外在人则是一个自然界。一般来说，从灵界流

入并呈现在自然界中的事物就是代表。它们彼此越一致，就越是对应。 

注：有些人一提到灵界，总觉得离自己很远，殊不知，就情感和思维而

言，世人其实就生活在灵界。如果情感和思维是良善的，就在某个善灵

社群，如果是邪恶的，就是在某个恶灵社群。从灵界来说，所谓重生，

就是脱离恶灵社群，进入善灵社群。 

2991.属世事物代表属灵事物，它们相对应。这也可从以下事实得知：

属世事物若没有一个先于它自身的起因，决无法产生。它的起因就存在

于属灵事物中；在属灵事物没有自己起因的属世事物是不存在的。属世

形式是结果，无法作为起因显现，更无法作为起因的起因，或最初源头

显现。相反，它们照着它们所在之地的功用而接受自己的形式。然而，

结果所取的形式代表存在于起因中的事物，这些起因继而又代表那些

存在于最初源头中的事物。因此，一切属世事物皆代表那些存在于它们

所对应的属灵事物中的事物，而这些属灵事物继而又代表那些它们所

源于的属天之物中的事物。 

注：从这里可以看出，表现于外的表情和动作实际上是在属世层面看得

见的一个结果，而产生它们的起因则是在心智中肉眼看不见的情感和

思维，当然，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情感和思维的动机或所源出的爱，这

个就更内在了。这三者一个比一个内在，而且最内在的发出内在的，内

在的又发出外在的。如从动机或所源出的爱发出情感和思维，情感和思

维又发出表情和动作。表情和动作在自然界，是属世事物，而肉眼看不

见的情感和思维在灵界，是属灵事物。 



2992.史公从大量经历得知，在自然界及其三个王国中，若非代表灵界

的某种事物，也就是说，若非在灵界拥有它所对应的某种事物，即使最

小的事物也不存在。此外，以下许多其它经历也向他清楚表明了这一点：

有好几次，当他谈论人体器官，从头到胸，甚至到腹来追踪它们之间的

联系时，他上面的天使便通过这些器官所对应的属灵事物引导他的思

维，并且精准无误。他们根本不去想史公正在思考的人体器官，只思想

这些器官所对应的属灵事物。这就是天使的聪明，他们通过属灵事物了

解人体的每一个部位，甚至最隐秘的事，就是世人决无法知道的那类事。

事实上，他们完全知晓整个宇宙中的每一个事物，毫无差错。这是因为

起因和起因的初始就存在于这些属灵事物中。 

注：在此补充一些内容，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AC5175.当一个人死亡

进入来世时，他的生命就像食物那样经历循环，先是被唇温柔接受，然

后通过嘴，喉咙，食道进入胃，整个过程取决于他活在肉身时通过各种

活动所形成的品性。一开始，绝大多数灵人被温柔以待，因为他们有天

使和善灵的陪伴。这一过程以食物先是被唇温柔碰触，然后由舌来品尝

以辩明它的品质来代表。含有甜蜜、油质和酒精成分之物的软食物立刻

通过静脉被吸收，并被输送至体内血液循环；而发苦、难吃、又没有多

少营养价值的硬食物则很难被分解，于是就通过食道被送入胃，在那里

通过各种方式和强力行为被搅动和提炼。更硬、更难吃、更没有营养价

值的食物被强力送至肠道，然后进入第一个地狱所在的直肠，最终被排

泄出去，成为粪便。人死后的生命与此类似。一开始，他被保守于外在；

因为他以这些外在过着文明、道德的生活，与天使并正直灵人同在；但



外在事物从他那里被拿走后，就他的思维和情感而言，最终就他所关注

的目的而言，他内在所具有的品质就显露出来；这些目的决定了等待他

的生命，或说他的生命取决于这些目的。 

个人理解：食物的分解、消化、吸收在灵界就有这样的对应，但需要注

意的是，因为人到了灵界有这样一个生命历程，所以才有世上食物分解、

消化、吸收这样一个过程，也就是说，人进入灵界如何经历这一切，食

物就如何在体内经历循环。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后者因前者而存在。

所以顺序不能反了，不能说食物有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才有了人在灵界

的这一过程，而是反过来才行。现在的世人因活得物质化、外在化，不

把物质界的东西与灵界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所以听到这样的话可能会

觉得匪夷所思，但这是真理。 

2993.植物王国中的事物也一样。凡那里所存在的任何事物，哪怕是最

小的事物，无不代表灵界的某种事物，并与之相对应，正如史公通过与

天使频繁互动所得知的那样。他还被告知全部起因，也就是说，一切属

世事物的起因皆来自属灵事物，这些起因的初始则来自属天之物。或也

可说，自然界中一切事物的起因皆源于属灵的真理，其初始皆源于属天

的良善。此外，他被告知，属世事物便以这种方式照着主国度中真理和

良善的各种不同从真理和良善发出，因而从主自己，就是一切良善与真

理的源头发出。这些事必定显得很奇怪，尤其对那些不愿，或不能允许

自己的思维上升至自然界之上，以及不知道何谓属灵事物，因此不承认

它的存在之人来说，更是如此。 

注：自然界三大王国，就是动物界、植物界和矿物界，其中的事物无不



对应属灵和属天事物，有智慧的古人熟知这一点，并且知晓对应学，所

以 TCR说到，他们在园子和树林中根据不同种类的树木进行敬拜，也在

大山小山上敬拜。园子和树林表示智慧和聪明，每种树都表示与之相关

的某种事物。例如，橄榄树表示爱之良善，葡萄树表示出自那良善的真

理，香柏树表示理性良善与真理；大山表示最高天堂，小山表示在它之

下的天堂。 

还有，当主降生时，东方智者来拜祂，就有星星在他们前头行，他们就

跟着星星走，还带来黄金、乳香和没药这三样礼物（马太福音 2:1,2等）。

在他们前头行的“星星”表示从天堂得来的知识，“黄金”表示属天良

善，“乳香”表示属灵良善，“没药”表示属世良善；一切敬拜都是从这

三种良善发出的。 

2994.只要活在肉身，人对这一切只能感受并觉察到一点点。因为他所

具有的属天和属灵事物会沉入其外在人里面的属世事物中，在那里，他

会丧失对它们的感受和觉察。此外，其外在人里面的代表和对应是这样：

它们与内在人中它们所对应并代表的事物看似不一样。因此，它们无法

进入人的意识，除非他脱去这些外在事物。一旦脱去这些事物，那具有

这种对应，也就是外在人与内在人对应的人便蒙福了。 

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人很难将自然界的东西与灵界的东西联系在一

起。比如说，雅各及其后代因代表主的教会，12 这个数字代表教会的

信之全部事物，为了代表这一点，所以雅各要生不多不少 12 个儿子。

雅各生几个孩子可以说是由这种代表决定的。再比如以色列人出埃及，

也是起因于灵界，这个我们以后再学习。 



2995.由于上古教会成员在自然界的每个事物中都看到某种属天和属

灵事物，以至于属世事物不过是有助于他们思想属灵和属天之物的物

体而已。因此，他们能与天使交谈，并且与天使同在主天国的同时，也

在主在地上的国度，就是教会中。故对他们而言，属世事物与属灵事物

结合在一起，并完全对应。然而，这些时代过后，即当邪恶与虚假开始

居于主导地位时，也就是说，黄金时代之后，铁器时代开始之时，情况

就不同了。那时对应已不复存在，所以天堂关闭了。它消失得如此彻底，

以致世人几乎不想知道是否有任何属灵事物的存在，最后甚至不知道

天堂与地狱，以及死后生命的存在。 

注：犹太教会因是教会的一个代表，而非教会，其成员，也就是犹太人

皆处于外在，所以对应学没有示给他们。初代教会，也就是使徒教会，

对应学也没有揭示给他们，因为正如 TCR 所说，初代教会的基督徒，比

如十二使徒等人，都是些极为简单的人，故灵义或说揭示灵义的对应学

无法揭示给他们。这灵义或对应学即便被揭示出来，对他们也没什么用

处，因为他们不明白。他们的时代过后，黑暗开始笼罩整个基督教界，

先是因为许多异端邪说的蔓延，不久是因为尼西亚会议针对永恒的三

神性位格和基督的位格是马利亚之子，而非耶和华神之子所作的决议

和裁定。如今称义的信仰即源于此，该信仰教导说，要依次靠近三个神。

当今教会的每一个细节皆依赖于这个信仰，如同人体的各个部位皆依

赖于头部一样。由于他们用圣言中的一切来证明这个错误的信仰，故灵

义或对应学无法被揭示出来。否则，他们会为同样的目的而利用这层意

义，由此亵渎圣言的神圣，从而向自己完全关闭天堂，将主从教会逐出。



如今，能使人明白圣言灵义的对应学已被揭示出来。 

个人理解：现在，主为了祂的新教会的缘故，将包含灵义的对应学揭示

出来。所以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用一句很时兴的话，是危机和机遇并

存的时代，虽处于教会的末世，却得闻主为我们所揭示的珍贵宝藏，凡

遇到的人，都是蒙福的，比使徒教会的人都蒙福，也是需要极为珍惜的；

这是天上的财宝，是值得我们为之抛弃一切去追求、得着的。 

2996.以下真相在世间是极深的奥秘，但在来世却是每个灵人最清楚不

过的事：即人体内的一切事物与天上的一切事物有一种对应关系。这是

千真万确的，人体内哪怕最小的粒子也无不对应于某种属灵和属天之

物，或也可说，无不对应于天上的社群。因为天上的社群照着属灵和属

天之物的一切属和种而存在；事实上，它们以这样的秩序存在：它们一

起呈现为一个人，甚至在人的一切部位上，无论总体还是细节，无论内

在还是外在，都呈现为一个人。正因如此，整个天堂被称作大人；也正

因如此，才经常有这样说法：这个社群属于人体的这个部位，那个社群

属于人体的那个部位，等等。之所以这样描述天堂，是因为主是独一的

人，天堂就代表祂。而且，构成天堂的，是来自主的神性良善与真理。

由于天使就在天堂中，故他们被说成是在主里面。然而，地狱中人则在

这个大人之外，他们与污物，以及人体的病变物相对应。 

注：所以天堂整体上呈现为一个人，有人的各个部位，比如心肝脾肺，

而对应于这些部位的某个具体社群也呈现为一个人。以上这段文字从

体与天堂的对应关系看得一清二楚，以后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专

门学习一下这个主题。 



2997.这一点可从以下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得知：属灵人或内在人（就是

人的灵，被称作他的灵魂）与他的属世人或外在人同样有一种对应关系。

这种对应关系具有这样的性质：属于内在人的事物是属灵和属天的，而

属于外在人的事物则是属世和肉体的，这可从前面有关表情和身体动

作的说明清楚看出来。此外，就内在人而言，人就是一个小天堂，因为

他是照着主的形像被造的。 

2998.多年来，这种对应关系的存在对史公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尽管事

实上，人并不知道对应关系的存在，也不相信他与灵界有任何关联。然

而，他的一切联系皆来自灵界，没有这种联系，无论他自己还是他的任

何部位，都无法存活片刻。因为他的一切持续存在皆依赖于这种联系。

史公还得知哪些天使社群属于哪个人体的具体部位，以及它们具有何

种性质。例如，哪些社群属于心脏区域及其性质，哪些社群属于肺脏区

域及其性质，哪些社群属于肝脏区域及其性质，以及哪些社群属于诸如

眼、耳、舌等感觉器官及其性质。 

注：上面这段文字同样从人体与天堂的对应关系清楚看出来，比如属天

天使社群属于心脏区域，属灵天使的社群属于肺脏区域等等。 

2999.此外，这个受造世界的事物若与灵界的事物没有一种对应关系，

因此不以自己的方式代表主国度中的某种事物，是不可能的。一切事物

的存在和持续存在皆由此而来。人若知道这些事是这种情况，就决不会

像惯常的那样将一切事物归于自然界。 

3000.因此，宇宙万物，无论总体还是细节，皆代表主的国度，以至于

整个宇宙及其星座、各种大气和三个王国，无非是代表主在天上荣耀的



一种舞台。在动物界，不仅人类，而且每种生物，哪怕最小、最低等的，

如毛虫，都具有代表性。这些小生物在地上爬行，以植物为食；等交配

时节到来后，它们就变成蛹，并很快装上翅膀，然后展翅从地面飞到空

中，也就是它们的天堂，在那里享受自己的快乐和自由，一起嬉戏，从

花蕊中汲取营养，产卵，从而产下后代。这时，它们便处于天堂状态，

也在自己的美丽中。谁都能看出，这些事便代表了主的国度。 

注：毛虫化茧为蝶的过程就展现人从尘世进入天堂的过程，或说人重生，

从属世人变成属灵人的过程。 

3001.生命只有一种，那就是主的生命，它流入人内，赋予人生命，无

论他是善还是恶。与那生命相对应的接受物凭神性流注而被赋予生命。

事实上，它们以看似凭自己活着的方式被复活。该对应就是生命与生命

接受者之间的一种对应。接受者如何，其生命就如何。那些有爱与仁在

里面的人便具有这种对应，因为他们适合并为自己大量接受这生命。而

那些有爱与仁的反面在里面的人就没有这种对应，因为他们没有大量

接受生命本身。因此，这些人只有生命的表象，并且其性质和他们本人

的性质是一样的。 

这一点可通过多种方式来说明。如，生命经由灵魂流入人体的运动和感

觉器官。而这些器官的性质就决定了其动作和感觉的性质。这一点同样

可通过阳光所照射的物体来说明，这光照着接受形式的性质而产生色

彩。但在灵界，由生命的流注所产生的一切变化都是属灵的，聪明智慧

的这类不同即源于此。 

3002.由此可见，一切属世形式，无论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如何代



表主国度中的属灵和属天之物。也就是说，在自然界，一切事物，无论

总体还是细节，都照着它们对应的程度和品质而具有代表性。 

3213.在灵人界，不计其数的代表会显现出来，并且几乎不间断。它们

都是属灵和属天之物的可见形式，不同于世上所出现的形式。史公通过

与灵人并天使的日常交往而得知它们的来源。它们是从天堂，以及那里

天使的观念和言谈流入的。因为天使的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产生的

言谈降至灵人那里时，会以种种方式有代表性地呈现出来。诚实善良的

灵人通过这些代表就能知道天使们彼此在谈论什么。因为这些代表内

含出自天使的某种事物，由于这类事物激发了这些灵人的情感，故甚至

连它的本质也被感知到。天使的观念和言谈无法以其它方式展现在灵

人面前，因为与灵人的观念相比，天使的观念所包含的事物是无穷无尽

的。除非它以代表的方式，因而以可视图像被赋予可见形式，并显明自

身，否则，灵人几乎不明白它所含之物中的任何事物，因为这类事物绝

大部分是难以言表的。但当这些观念通过可见形式呈现出来时，就较为

总体的事物而言，它们对灵人来说就变得可理解了。说来奇妙，所表现

出的事物哪怕最小的细节也无不在表达存在于流出这些代表的天使社

群观念中的某种属灵和属天之物。 

3214.属灵和属天之物有时以长长的序列显现，持续一两小时，并且它

们以奇迹般的秩序不断接踵而至。有些社群会出现这些代表，史公曾被

允许与它们在一起好几个月。但这些代表具有这样的性质，即照其顺序

单单讲述并描述其中一个，就得占用大量篇幅。它们非常令人愉悦，因

为意想不到的新事物不断接连到来，并且代表的这种序列会持续到正



在呈现的事物完全并完美地被展示出来为止。然后，一旦所有事物都被

完美展示出来，人就可以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审视，同时注意到每个

细节表示什么。善灵还以此方式被引入属灵和属天的概念中。 

3215.显现给灵人的代表具有难以置信地多样性。然而，它们大部分都

与存在于地上，与其三个王国中的事 

物很相似。 

3216.为更好地了解来世代表的性质，也就是说，出现在灵人界的那些

事物的性质，再举几个例子。当天使正在谈论仁与信的教义时，在相对

应的灵人社群所在的较低领域有时会看到一座或数座城的形态或模型，

城内有宫殿。这些宫殿的建筑设计如此巧妙，令人叹为观止，以至于你

会说，这里就是建筑艺术的家乡、一切灵感所在之处，更不用说各种形

状的房子了。说来奇妙，在每一座宫殿或每一间房子里面，甚至连最小

的点或最细微的可见细节都无不代表天使观念和言谈的某个方面。由

此清楚可知它们所包含的细节何等数不胜数，以及圣言中先知们所看

到的城、圣城或新耶路撒冷、圣言的预言部分所提到的城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它们表示仁与信的教义。 

3217.当天使的讨论涉及心智的理解力部分时，就有马出现在他们之下

的灵人界，也就是与他们相对应的社群。这些马的大小、体形、颜色、

姿态和各种装饰，皆取决于天使对于理解力所持的观念。还有一个相当

深的地方，靠右一点，被称为聪明人的居所。那里也经常出现马，这是

因为那里的人在思考理解力；当讨论理解力的天使流入这些灵人的思

维时，就会有马的形像出现。史公由此明白先知们所看到的马，以及圣



言别处所提及的马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它们表示理解力的各个方面。 

3218.当天使被情感所激发，同时也在讨论这些情感时，这类事物在较

低领域的灵人当中就显现为代表性的动物种类。当讨论良善的情感时，

就会有美丽、温顺和有用的动物出现，就是诸如在犹太教会代表性的神

性敬拜中用于祭祀的那类动物，如羔羊、绵羊、小山羊、母山羊、公绵

羊、公山羊、牛犊、小公牛和公牛。无论何时，凡在动物身上所看到的

东西，都代表天使思维的某种形像，诚实善良的灵人还被允许感知该形

像。由此可见犹太教会仪式中所用的动物是什么意思，以及这些动物在

圣言中被提及时又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它们表示情感。相反，当天

使讨论邪恶的情感时，他们的讨论就由具有攻击性、凶猛而无用的动物

来代表，如老虎、熊、狼、蝎子、蛇、老鼠等等。在圣言中，这些动物

也表示这类情感。  

3219.就在天使们讨论思维、观念和流注的同时，有飞鸟出现在灵人界，

这些鸟的形体是照着他们所讨论的主题形成的。正因如此，在圣言中，

“飞鸟”表示理性概念，或构成思维的事物。有一次，几只鸟儿出现在

史公眼前，他发现一只又黑又丑，两只则又高贵又美丽。当史公看到它

们时，看哪！一些灵人猛地降到他身上，使他的神经和骨骼都震颤起来。

当时，他以为和前几次一样，是恶灵在袭击他，试图毁灭他。当震颤停

止，降到他身上的灵人不再移动时，史公便与他们交谈，询问这是怎么

回事。 

他们说，他们从一个天使社群那里掉了下来，那里正在讨论思维和流注。

他们认为构成思维的事物是从外流入的，也就是说，如表象那样通过外



在感官流入的。而他们所在的天使社群却认为它是从内流入的。他们自

己因陷入虚假而从那里掉下来。没有人把他们丢下去，因为天使不会将

任何人从他们自己那里丢下去。正是由于在他们里面居于主导地位的

虚假致使他们从那里掉下来，他们声称这才是原因。 

史公由此得知天上关于思维和流注的讨论由飞鸟来代表。那些陷入虚

假之人的讨论由又黑又丑的鸟来代表，而那些处于真理之人的讨论则

由又高贵又美丽的鸟来代表。与此同时，史公被告知，构成思维的一切

观念从内流入，而非从外流入，哪怕这些观念看似从外流入。他还被告

知，在后之物流入在先之物，或粗俗之物流入纯净之物，因而肉体流入

灵魂，是违背次序的。  

3220.天使们在讨论聪明智慧的事，以及观念和认知的同时，他们的讨

论就从他们流入相对应的灵人社群。其讨论会落入诸如出现在植物王

国中的那类事物的代表中，如流入花园、葡萄园、长有鲜花的草地的代

表中，以及流入许多远远超出人类想像的其它可爱形式中。正因如此，

构成智慧聪明的事物在圣言中被描述为乐园、葡萄园、森林和草地；并

且每当经上提及这些地方时，它们均表示这类事物。 

3221.天使的讨论有时以云及其形态、色彩、运动和变化来代表。对真

理的肯定由上升的亮云来代表，否定则由下降的乌云来代表。而对虚假

的肯定由阴云密布来代表，一致和不一致由云彩的各种汇聚和分散来

代表；后者出现在如夜晚那样的深蓝色天空中。 

3222.此外，爱及其情感由火焰来代表，这些火焰千变万化。而真理由

光以及对光的无数调和来代表。由此可见，在圣言中，“火焰”表示属



于爱的良善；“光”表示属于信的真理从何而来。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下一周我们继续讲代表和对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