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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义人奔入，便得安稳。」箴言 18:10 

 

在你手中的这册小书，乃是克林顿 N 霍华德弟兄在纽约州的华盛顿市特会上分享

的经历。他曾经经历了一次令生命改变的事件，使他开始从新认识他的主、他的神—

—耶稣基督的名号。 



2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祂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祂升为至高，又赐给祂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父神。」 

腓立比书 2:5-11 

 

 

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超乎大天使加百列——他常站在神的面前，曾奉差遣从天

上来到地上，宣告世人的救主降生的消息。 

 

这名超乎大天使米迦勒，他曾因那大红龙——名叫撒但，又叫魔鬼——觊觎神的

宝座而把他逐出天上。 

 

这名超乎启示录中曾吹响神末了的七号的七个天使。 

 

这名超乎十二天使，他们立于新耶路撒冷圣城的十二个城门上。这城中有神的荣

耀，有碧玉的墙垣、珍珠的城门、精金的街道，永远住在其中的子民，他们的名字

「写在羔羊生命册上…他们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 

 

这名超乎耶和华的使者，就是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撒母耳、大卫、

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等等显现的耶和华的使者。 

 

这名超乎所有的天使！。 

 

「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有的天使，
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発？」「又指着哪一个说：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

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 
 
「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 
 

(参见希伯来书 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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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珠！？ 
 

 

我有幸作为世界和平委员会的主席参加了限制军备会议的开幕仪式，这个会议是

由刚刚上台没几个月的美国总统哈定提议召开的，地点就在华盛顿。 

 

在各国的代表当中，有一位高级专员很是有个性、引人注目。在冠盖云集的场合，

他的言谈举止、衣着外貌、包括个性，都十分引人注目。 

 

当其他人都脱下帽子的时候，这个高个子专员并不摘帽。总统的牧师在领大家祷

告的时候，所有人都恭立，唯独他依旧坐着。美国总统致欢迎辞的时候，所有人都脱

帽肃立，而独独这位代表着过亿人口的高个子专员却稳坐不动。他的裹头巾是自己国

家民族的宗教习惯，白色裹头巾紧紧缠住头部，然后在头顶盘得高高的，就像一个小

小的金字塔顶在他轮廓分明、肤色黝黑、气质高贵的头上。 

 

他脖子上挂着一串珠子，他正在虔诚地用手指将珠子一颗颗地从右边拨到左边，

如此周而复始地数着。你要是明白了这种东方饰物的重要性，就会了解他的神秘举止。 

 

他是印度的专员，一个来自神秘地区的贵族王子，他是个穆斯林。他在那里静静

地坐着，手弄念珠，口中念念有词。他的举动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于是我决心要弄个

清楚。 

 

一位官员将我引见给他，然后我就单刀直入地问他：「在下能否一问，阁下脖子上

这一串绳子究竟代表什么含义？」 

 

「绳子？」他说，「这不是什么绳子。」他把珠子拢在一边，显出金色的丝线。「那

是联系我灵魂和安拉真主的纽带。」 

 

「哦，那么珠子呢？」我又问道。 

 

「什么珠子？」他回答到。「哦，那不是什么珠子，那是宝石——荣耀的宝石；喜

乐的珠宝，天堂的珍珠！这是本人的念珠。」他继续说道，「金线一共串了 99 个宝石和

珍珠，代表真主安拉的 99 个名号，就是我所信宗教的经典——古兰经中的独一神。」

他接着说道：「我知道你是基督徒，所以我向你发出挑战，和我的念珠比比！我的安拉

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和他的交流，比你和你的基督更多更美。咱们来比比，宝石对宝

石、珍珠对珍珠。一一比较，看谁更认识自己的神之全名。」 

 

我当然不能比过他！我无法接受这样一个从远邦来的挑战。我在基督教家庭长大，

在家庭祭坛里常蒙主的教诲，每天唱锡安的圣歌、每天读圣经；然而，我却不能接受

他的挑战。我们往他生活的那个地方派遣宣教士，然而，他和他的真主安拉的交流，

却比我们和主基督更深刻。他用他的宗教经典中能够找到的所有名字来称呼他的神。 

 

他可以说：「我的念珠，我爱我的念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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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线串成的荣耀宝石 
 

我下定决心，我也要有一个自己的念珠串，就是只有神能够看见的，信心的珠串，

不必形式上的人能够看见。我开始一个个地写下心中记住的主的各种名号，尽管我竭

尽全力，写下的名字却是寥寥可数，完全没有那个穆斯林朋友所谓天堂的珍珠的数目。

根本比不上那人的 99 个。 

 

我又查阅了克鲁登经文汇编，找到大约 50 个主的名号，我发现有一些克鲁登列出

的名号，是我没有记下的；而我记下的另外一些则克鲁登没有列出。其实无论是我自

己，还是克鲁登经文汇编，都没有尽记下主所有的名号。 

 

我在哪儿还能找到更多的名字呢？看来只有一本书——就是圣经神的话。主曾说：

「查考圣经…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寻找，就必寻见。」「祂告诉你们什么，你们
就做什么。」于是我开始查考圣经，按顺序写下每一个名号，从新约圣经中的第一卷书、

第一章、第一节找到第一个名号，一直到最后一卷书、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的最后一个

名号。我竟然得到令人惊奇的发现。我不得不在主耶稣的名前跪下。「因耶稣的名无不
屈膝，无不口称耶穌基督为主。」这是我第一次借着祂完全的名号来认识祂。 

 

新约中，耶稣基督的第一个名字乃是天使加百列从天上带下来的，就在祂肉身出

生之前，带给了谦卑的童女母亲，这记录在路加福音。Wm.E.葛雷斯东称路加福音是

前所未有的一本书，当维多利亚女王问他，他所认为的最美的一本书的最美的篇章是

什么，葛雷斯东回答到：「路加医生写的关于我们主出生的一段记载。」这段记载是路

加医生写出的，若非神亲自见证其真实性，路加断不会轻易相信童女生子的记载。这

段路加所写的记载不愧是「历代文学上的珍宝。」 

 

 

预言应验了 
 

「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
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马利亚。天
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马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
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她说：马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
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祂起名叫耶稣。」 

 

我的串珠开始了！这是我找到的第一颗珍珠，价值连城的珍珠，作为串珠上的第

一颗。「祂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这里是第二颗珍珠——「主神要把祂祖大卫
的位給祂。祂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祂的国也没有穷尽。」 

 

马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 

 

在这里我得到了念珠上的第三颗珍珠。耶稣，至高者的儿子，神的儿子，一串的

开头三颗珍珠，都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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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她去了。」
「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祂
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太 1:22、23 ） 我得到了第

四颗珍珠！ 

 

「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
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
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 

 
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第五颗），就是主基督（第六颗）。」（路

2:8-11）。至此我们总共有了七颗珍珠：耶稣，至高者的儿子，神的儿子，以马内利，

救主，主，基督——这头七个名字从天上来，比东方的星带领博士寻到耶稣的出生地

还早。 

 

当主耶稣完成了祂的事工、成就了祂的救赎，被钉十架上、埋葬、复活升天之后，

「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回到天家祂宝座那里，祂告诉约翰记下的祂最后的名字，

在启示录，圣经最后一卷书，最后一章，最后的几节里我们看到。「我是阿拉法（1），
我 是 俄 梅 戛 （ 2）； 我 是 首 先 的 （ 3）， 我是 末 后 的 （ 4） ; 我 是 初 （ 5）， 我 是 终
（6）。……我耶稣（7）」。地上的第一个名字和天上的最后一个名字都是一样的：耶稣

为始，耶稣为终。因此当我把念珠完成的时候，耶稣——最昂贵的珍珠居于开始和结

尾！ 

 

在新约圣经中，耶稣这个名字出现 700 余次：「你要给祂起名叫耶稣，因祂要将自

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你们得赎……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 
 
「祂儿子耶穌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这个大喜的信息应当让所有人都知道。「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就是福音；这就是保罗勉励提摩太传讲的道，

这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从天上赐下的头

七个名字证实了这一点。我继续查考，发现在基督降生之后的第一个名字乃是对出生

之前七个名字的确认。在马太福音第二章，约瑟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祂母亲往埃
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
我的儿子来。」有耳可听的就听吧——「我的儿子。」这里是我的第八颗珍珠。「到了一
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祂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
这是第九颗珍珠。 

 

「当下，耶穌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耶穌受了洗，
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祂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祂身上。从
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第十颗珍珠。 

 

「次日，约翰看见耶穌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这是第十一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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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穌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得烈。他先找
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这是第十二颗。 

 

这样，根据新约的启示，我们按照顺序列出我主的十二个名号：「耶穌，至高者的
儿子，神的儿子，以马内利，救主，基督，主，我的儿子，拿撒勒人，我的爱子，神
的羔羊，弥赛亚」——一共十二个！ 

 

「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
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十三颗！「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
你是以色列的王！」十四颗！ 

 

「耶穌到了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西门彼
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十五颗！ 

 

还要继续吗？巴不得能够像那希伯来女子一样，对乃缦建议去到撒玛利亚寻访先

知以利亚，好使大麻风得着医治；巴不得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能够指明我们荣耀主的各

样名号，以及所在的章节、出现的背景等等，按着顺序列出每一颗珍宝、宝石，「要叫
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祂，就可以因祂的名得生命。」你能

够看见祂的荣耀，「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
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巴不

得我能够像祂那样「祂数点星宿的数目，一一称它的名。」然而没有人能够数算得尽！ 

 

 

珠宝盒 
 

我所能做的就是把主耶稣出生到十字架这一段的名号都列出来，从荆棘冠冕到荣

耀宝座，在祂神性与慈仁的光辉中，把这些名号用不可见的黃金线串起来，用耶稣这

个名字，地上第一个、也是天上最后一个名字，作为念珠的两端。耶稣为始、耶稣为

终，在祂出生地和祂荣耀名号之间，你能够得到一连串的灿烂宝石、珠宝和天上爱子

的珍珠，你得到的是一条不可见的念珠，比其他任何念珠更好更长。荣耀的珍宝、喜

乐的宝石、天堂的珍珠，光辉夺目、全然美丽，绝对的荣耀，显明了神儿子威严的神

性。「祂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象，常用祂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祂洗净
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來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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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给了祂这些名号？ 
 

这些名字当中，没有一个是祂的母亲马利亚给的。也没有一个是少年耶稣的养父

约瑟给的。祂的名字来自祂的父——神。祂的名字是在出生之前借着先知和天使赐的，

那些人认识祂、跟从祂、相信祂、当祂在地上的时候敬拜祂，当祂回到天上的家，又

借着天上的使者，声音由宝座而出。我们在约翰福音中读到：「因为看见祂的荣耀，就
指着祂说这话。」 

 
此时，通过祂完全的名号来认识你的主，当你手持这不可见的念珠，一一数算你

的珍珠，你就会看见祂的荣耀。开始于祂的出生地，结束于神的宝座。 

 

 

304 个名字 
 

这里有 304 个名字了，然而我们还没有完成全部的！还有一个至高的名字没有列

出，缺少了这个名字，我的念珠便没法完成。我们主的名字当中最有盼望的、最被高

举的、最有预言性的名字，乃是在主降生前 700 年，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最伟大的名

字，所有预言中最宝贵的。明日世界的唯一盼望！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祂名称为
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賽 9:6） 

 

 

309 个名号 
 

309 个名字，比那位穆斯林朋友金线上的珍珠宝石足足多出 210 个！ 

 

天堂的珍珠、预言的珍珠、平安的珍珠——宣告了那位早已存在的、永恒存在的、

永不改变的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來 13:81)「惟独见那成为
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穌，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祂因着神的恩，
为人人尝了死味。」（來 2:9）「因祂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賽 53:51） 

 

 

 

 

 

克林顿 N.霍华德先生 

圣经讲员、信仰捍卫者 

前进杂志编辑 

国际改革基金会总裁 

纽约州，华盛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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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福音书局- 
 

这篇关于主名号的见证，深深影响着基督福音书局一代又一代的工人，我们感到

有必要再次出版这本《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1949 年共产党接管了中国政权并优秀的中国人民，海伦威利斯是最后一名离开中

国的基督徒传道人，当时是 1958 年。（基督福音书局也出版了她见证《经历圣经中的

勉励》。） 

 

我们敬爱的姊妹，「海伦小姐」，现在已经到主那里了。她是基督福音书局的创办

人之一，长期致力于中国的福音事工。列举主的名号给她非常大的挑战，她常常提到

收集记录主耶稣基督的名号，带给她极大的喜乐。 

 

 

她有一个半米长的金属盒子，里面排满了小卡片，上面记录着她花了无数时间搜

集的「天堂的珍珠」——主的名号。〈实际上，她总共收集了超过 400 个名号！〉 

 

当看到她奇妙的收藏时，我自己也决定要做一个名单。后来在书局同工的协助下，

我们把 365 个名号汇集在一起，做成一本日历。 

 

我们一同合作，印刷了一本每天撕下一页的日历，那年是 1982 年。 

 

多年过去了，时间并没有冲淡我们当年工作中所经历的喜乐和美好的回忆。我们

也常常希望，如何用主耶稣的宝贵名号来鼓励年轻一代的基督徒，并且让他们拥有宝

贵的祝福。 

 

想像一下，我们若是熟悉了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号，我们能建立的根基何等稳固。 

 

让我们在教会中、在家里面和其他人一同分享记忆主耶稣的名号，而不只是玩玩

游戏而已，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属灵生命持续地增长和真正的进步。 

 

艾德侯赛因，一位穆斯林教徒，在他真挚热情的自传中写到，他是如何成为一个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他详细记述了当年是如何在英国加入伊斯兰极端团体的，以

及后来的所见所闻，并且敍述了他最终又如何脱离了那个组织。我们向大家推荐侯赛

因先生的这本书，他帮助我们进入一个原教旨主义穆斯林教徒的内心世界和情感。 

 

一天晚上，艾德侯赛因敬爱的祖父对小艾德说，你要背诵穆斯林的唯一经典——

古兰经。艾德感到困惑，虽然他也参加古兰经学习班，也在家里和妈妈查考经文，但

从来没有人让他背诵经文。祖父说，古兰经不仅仅是一本可读的经书，要通过背诵，

熟练掌握各种语言技巧才能真正明白古兰经的诵念艺术。 

 

艾德的祖父是一个有智慧并受过良好教养的人，他默默地听着艾德背诵古兰经，

然后耐心地纠正了他的发音、语气、重音。这个年轻人从祖父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从此就更加爱上了古兰经，至终成为一个古兰经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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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德后来回忆，当时每个星期四的晚上，他都要参加祖父门徒们的聚会。这些人

聚在一起，坐在地板上，一遍遍地诵唱他们的真主安拉的名号，长达一个小时。有时

他们为了避免分神，就关了灯，在黑暗中彼此勉励集中注意力背诵真主的名号。 

 

我们当中又有谁诵念基督的名号呢？我们开始了没有？ 

 

我们手中有没有一串珠子，并非珠宝所串成的，而是主耶稣基督的名号所串成的，

好让我们认识祂、享受祂。 

 

 

 

「念珠」？？ 
 

当今世上有各种各样的念珠，有罗马天主教使用的，也有很多基督教团体也使用

念珠。在亚洲佛教和其他宗教也使用一种「排忧念珠」，挂在脖子上，或是戴在手腕上。 

 

人们认为这些东西能够对人的「精神生活」有所帮助。然而基督徒却是主张「唯

独圣经」，不主张用宗教物品来掺杂属灵事物。基督徒有一个方法实践属灵生活，就是

记忆、背诵、享受主耶稣奇妙、宝贵、大能的名号。 

 

 

名号的重要 

名号里究竟有什么？ 
 

若是走在大街上，一个陌生人唐突地问你，你的名字叫什么，你或许会迟疑片刻。

因为你已经把自己的名字当作非常私人的东西，不会轻易吐露。若没有足够的理由，

你是不会告诉别人你的名字的。实际上，在某些文化背景下，人们迷信地认为，绝不

可以让邪灵知道你的全名。一个人的名字是非常私人的东西。 

 

圣经中的名字带着特别的意义，因此在研读圣经时，找出名字背后的含义就非常

重要。通常来说，名字叫人想起一个人的性情和个性，「雅各」的意思就是「抓、排

挤」，这正是他早年生活的写照。后来神给他改名叫「以色列」，就是「神的王子」。施

洗约翰的名字是主的使者给他取的。当初，他的亲族要给他起名「撒迦利亚」，就是按

着他父亲的名字，然而他的父亲却写下「他的名字叫约翰」。我们的主降生时取名叫

「耶稣」，就是「救主」的意思。这名字是在祂降生前神借天使所启示的。 

 

穆斯林教徒在幼年时就学习了真主的 99 个名字。然而我们在圣经中却能找到神数

百个名号，这些名号都记述了神的大能和神性。当主耶稣来的时候，祂宣告自己是永

生神的儿子；圣洁三一真神位格中的一位。主耶稣的许多名号都与旧约中神的名字相

对应。基督徒相信主耶稣就是神。若是你不相信这一点，那么你就还不是基督徒。圣

经说，无论何人，只要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祂从死里复活，就必立刻得救。

(羅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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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以赛亚清楚地表明了圣父和圣子的合一。早在公元前 700 年，他就预言了弥

赛亚〔基督〕的降临，并列出了弥赛亚的名字：「祂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
在的父、和平的君！」（賽 9:61）。祂被称为「奇妙」、「策士」，就是说主耶稣乃是神的

智慧，接着他直接说明祂就是被称为「全能的神」。 

 

还有人会说，主耶稣从来没有被称为神吗？或许有人会这么说。然而不可否认，

主的确用过一个名号「我是」，这乃是神的名字，就是住在永恒中的那一位！并非「我

曾是」，而是「我是那自有永有的」，大哉「我是」！这名字表明祂的永恒属性。在天地

创造之前的永恒中间，祂就在那里——「我是」，永远是！ 

 

今日，祂仍然是「我是」，祂无处不在，就在你读这本书时，祂就在你身边。在永

恒里面，「我是」这真理永远适用，因为神是自有的神，神超越一切，永受赞美，祂住

在永恒的现在。大哉「我是」。 

 

圣经说，你若口里承认主耶稣就是你的神、你的救主、你的主，内心深处相信神

叫祂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苏约翰 

二零零八年九月 

 

 

 

 

 

 

「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 

且有纪念册在祂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祂名的人。」 

 

玛拉基书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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