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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教师及作家爱主音·罗杰斯 (Pastor Adrian 

Rogers) 向世界各地的人们介绍了耶稣基督

的爱，并以如此简单的方式传讲深奥的圣经真

理，甚至“一个5岁的孩子可以明白，而同时在

对50岁的人讲”，以此影响了无数的生命。      

值得的爱 (Love Worth Finding) 始于1987年

爱主音·罗杰斯牧师的广播事工，至今仍然

是他全面教学的唯一资源。 我们希望通过书

籍、录像和录音、数字内容及其它媒体资源，

将他简单明了的、永恒的属灵智慧与大家分

享，希望不仅以耶稣的希望来帮助非基督徒，

并同时加强和鼓励日常基督徒的信心。



爱主音·罗杰斯牧师
Pastor Adrian Rogers



本册取自于爱主音·罗杰斯牧师 
的讲道《他来临的安慰》（#1583）， 

英文版，可通过以下链接在线获取。

lwf.org /products/the-comfort-of-his-coming-1583

lwf.org /products/our-coming-king-series

值得分享的真理

跟随耶稣在马太福音28:19中留给我们的
最后指示，值得的爱 (Love Worth Finding) 

设计了值得分享的真理汇编以用于你
个人的成长，而且更重要的是，用于给你

的任务：“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爱主音·罗杰斯牧师
Pastor Adrian Rogers

神可以用你，以你所有的，于你所在
之处。他会满足你的一切需求。

https://www.lwf.org/products/the-comfort-of-his-coming-1583
https://www.lwf.org/products/our-coming-king-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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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来临的安慰

天国的王要来了！ 主耶稣基督又要来了，赞美他的名。 
我们应该像他昨天去世，今天早上复活，今天下午回来
一样地活。 我希望基督第二次来临的念头会激励你的
心，如同激励我的一样。 

我们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4:13-18，一段有着
有趣背景的经文。 帖撒罗尼迦人变得困惑不解。 耶稣
曾应许他还要来。 使徒保罗教导了这些基督徒，耶稣还
要来。 事实上，他们期待基督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回来。 

但在此期间，他们的一些亲人去世了——对于期待
基督随时召唤的信徒来说，是件令人不安的事。 因此帖
撒罗尼迦人断定，他们死去的亲人错过了耶稣的第二
次来临。 这些基督徒不明白主的第二次来临。 

第13节反映了这种绝望。 保罗写道：“论到睡了的
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
没有指望的人一样。” 睡了是圣经对基督徒死亡的用
语。 睡有醒的时候，但在耶稣里睡了的将要复活。 

帖撒罗尼迦人面对了三个如今许多人所同样面对
的问题：无知、忧伤、和绝望。 有人说的好：忧伤向后看，
忧虑向四周看，但信心向上看。 保罗要让那些向后、向
四周看的人重新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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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会 怎 样 做 ？ 以 教 导 他 们 教 会 被 提 之 荣 耀 真
理——当主耶稣基督来接属他之人的那一刻。 保罗特
别希望帖撒罗尼迦人知道，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在
被提时将从死里复活。 他们不会被留下，他们没有错过
主的再来。 

我不知道有比教会被提更得安慰的希望。 如果你
有母亲、父亲、兄弟、或姐妹去了主那里，或有孩子死于
责任年龄之前——无论是谁——将有一个天堂的大团
圆！ 

在学习帖撒罗尼迦前书4:13-18的过程中，有三个
有关被提之不可动摇的真理，我祷告圣灵会铭刻于你
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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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来临的确定性

在第14-16节中，保罗开始对困扰帖撒罗尼迦人的无
知、忧伤、和绝望作出回答：

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
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 我们现
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
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
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

由基督拯救之工而来的保证

保罗对基督来临之不可动摇的确定性给出了两大依
据。 第一是福音本身。 第14节中若这个词的字面意思
是“既然”。 既然我们相信耶稣的死与复活，我们确信当
他再来之时，他将把在基督里死了的人与他一同带来。 
我们的信心在于主的拯救之工。 

福音是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埋葬、第三天复活（哥
林多前书15:1-4）。 我们以耶稣基督的死、埋葬、和复活
得救。 我们相信耶稣确实来到这世上，确实死了，确实
埋葬了，确实从死里复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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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继 续 之 前，让 我 在 此 加 个 注 脚 。 这 就 是 福
音——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没有附加！ 基督为我们的
罪而死，我们藉着他的恩典得救，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付
清了一切。 

我听说有个小男孩在某教会得救了，受洗之前他们
问他问题，以确定他明白他所做的。 

“孩子，你得救了吗？” 他们问。 “是的，我得救了。” 
“你是怎么得救的？” 
“嗯，” 他说：“我做了我的部分，耶稣做了他的部

分。” 
这听上去不对，因为我们知道救恩是主耶稣的工。 

因此教会领导问这孩子：“再说一遍是怎么得救的，孩
子？” 

男孩说：“我做了我的部分，耶稣做了他的部分。” 
他们让他解释一下，他回答说：“我做的是犯罪，基督做
的是拯救！” 

我喜欢！ 我们提供罪人，神在基督里提供救主，为
我们的罪而死。 

我们怎么知道基督还要来？ 因为他已经受苦、流
血、为我们而死。 他已经从死里复活。 要知道，除非耶稣
为我们再来，否则福音便不完整。 十字架没有他的加冕
是不完整的。 这就像是有东没有西，有上没有下，有黑
暗没有光明。 你若相信耶稣复活了，那么他的复活就是
你复活的标志，证明。 

在旧约中，以色列人为初熟的丰产有一盛宴。 当丰
产开始成熟时，他们会去田里割一把成熟的谷子，带去
耶路撒冷，放在祭坛上作为象征，为即将到来的丰收向
神表示感谢。 这也同时象征着一切丰收都属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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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当丰收来到时，他们再回耶路撒冷庆祝神的
丰盛。 初熟的谷子是所有将要成熟谷子的标志。 保罗在
哥林多前书15:22-23中提到了初熟的果子：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 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
都要复活。 但各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
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
属基督的。 

看到了吗？ 复活是肯定的，因为基督的复活是我们
复活的初果。 耶稣真地从坟墓里出来了吗？ 是的！ 我会
真地从坟墓里出来吗？ 是的！ 你若想知道丰收会是什么
样子，就看初熟的果子。 

这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14中论证的依据。 我
们既然相信耶稣死而复活，神也将把那些在耶稣里睡
了的人与他一同带来。 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将像主一样
地复活。 

记 住，作 为 神 计 划 的 一 部 分，基 督 让 自 己 被 致
死。 当他被放在密封的坟墓里，死亡——那恐怖的独
裁——挥舞着胜利的黑旗。 看似死亡是至高的了，一片
叹息扫过先祖的坟墓。 神儿子的尸体躺在坟墓里。 

但耶稣进到那坟墓里，不是以死亡的受害者，而是
要摧毁死亡的基地，在坟墓里点燃希望之星。 他从死里
复活。 拔去了死亡的刺。 夺了死亡的王冠，粉碎了它。 
主耶稣夺了死亡的钥匙。 他是复活的、永生的、得胜的
救主，因为他活着，我们也要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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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神更确话语而来的保证

这是基督第二次来临的历史并超自然依据。 我相信，他
的第二次来临将和他的第一次来临同样真实…而且我
相信，我的复活也将与他的一样真实！ 

我们也有神的话语为保证。 

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
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
的人之先。 (帖撒罗尼迦前书4:15)

事实是，耶稣受苦、流血、死亡、又复活了。 彼得随
此说，我们还有不可破灭的、先知更确的预言。 （见彼得
后书1:19）

这意味着我所说的并非我的猜测，而是神的话语。 
圣经的三分之一，正确地理解了，讲到基督的第二次来
临！ 旧约和新约都以耶稣再来的应许结束。 反复地，我
们藉着主的话知道，他还要来。 

我们生活在充满着所谓的先知，新纪元运动者、占
星者、巫术者、占卜者、及算命者的时代。 他们不是预言

（Prophetic），而是可悲（Pathetic）。 从没一个是100%
正确的。 有时，在撒旦的帮助下，他们可能有一个经验
猜测，但即使撒旦也不知道未来。 感谢神有那“先知更
确的预言”（彼得后书1:19前），圣经！ 

我曾听一位传道人讲第二次来临的道。 一位讥诮
者不信这蒙福的盼望，说：“你在圣经里拿不出这个。” 
传道人回击道：“你说的对。 它在里面，你拿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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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有着基于主拯救之工及神更确话语而来
的保证。 你可以信靠他来临的确定性。 但这还不是全
部。 你还可以安息在他来临的安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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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来临的安慰

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的最后说：“所以，你们当
用这些话彼此劝慰。”（第18节）有时，耶稣的第二次来
临在讲道中被用来威胁或吓唬人。 说到此，不错，如果
我们没有准备好见主的话，我们的确应该对耶稣的来
临受到威胁。 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好站在主面前的话，我
们应该害怕。 但这些经文是写来安慰的，而不是威胁或
吓唬的。 

使徒在第16-17节所写的，是要给我们一个当主来
临、教会被提时事件发生的概要。 在此有四个基本的事
件，应给我们带来莫大的安慰。 

他再来的壮观

显然，主耶稣是这里的核心人物。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
降临…”（第16节前）我喜欢。 不要试图将这灵性化或
解释掉。 使徒行传1:11后说了同样的话：“这离开你们
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
来。” 这是同一个耶稣，主自己。 

有人说：“耶稣的第二次来临是在你死的时候。 主
来接你的灵，你去天堂。” 这很好，但这不是主的第二次



9

来临。 其他的则说：“主的第二次来临是当你重生时，他
来住在你里面。” 这也很好，但这不是主的第二次来临。 

肯定无疑的。 耶稣会真实地、可见地回来——正如
他的第一次来临。 他的再来将是壮观的。 有一天，主将
从宝座上起来，从天堂辉煌的高处踏出，开始他的降
世。 他将与所有的圣天使一起，以父神的荣耀而来。 

我们复活的神迹

第二个应给我们带来安慰的事件是复活。 我们将从死
里复活。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
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
先复活。”（第16节）我们周围有许多基督来临的迹象，
但此时我在听他来临的声音。 

这里呼叫一词的意思是“命令”。 这不只是一个呼
叫，像有人在橄榄球赛中的呼叫。 这是一个带有权威的
呼叫。 基督会说什么我不知道，但我认为他在约翰福音
第11章，当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时已经预示了。 耶稣叫
道：“拉撒路出来！”（第43节后）

我相信主的呼叫将再次是“出来！” 所有在基督里
睡了的人将听到神儿子的声音。 救主的声音将回荡在
撒旦死的王国里，并将其崩溃。 

在救主的命令下，海将交出其起伏怀抱中死了的
人。 延绵的沙漠将交出其中死了的人。 战场将交出埋
葬于其中死了的人。 当主发出呼叫时，每一块墓地将看
似犁过的地。 

我们还将听到天使长的声音，我相信是米迦勒（见
但以理书10:13）。 为何要米迦勒？ 因为圣经把撒旦叫作
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撒旦是堕落的天使，米迦勒，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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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他的上级，将对所有的鬼魔及撒旦说：“给神的圣
徒与主空中相遇让路。” 

然后，号筒将吹响。 号筒在以色列非常重要。 主要
是为崇拜和争战而吹。 在基督再来之时，圣徒将被提到
宝座前崇拜，大灾难将在地球上开始。 这是我们复活的
神迹。 

有人可能会问：“你真地相信有奇迹般的复活吗？” 
我当然相信。 

“但是，” 这人可能会反对：“这超乎理解。” 我们此
时在这里的事实超乎理解。 我们甚至不明白出生。 神若
能从无创造我们，他能从坟墓里使什么复活！ 同一位创
造奇迹的神会使死人复活。 

约翰·菲利普 (John Phillips) 提醒我们，毛毛虫是
复活的一个写照。 那小蛴螬以树叶为食，生活在一个非
常有限的世界里。 时不时地，它抬头仰望蓝天，随后又
回到它所知的世界里，地球世界。 

一天，有一个很象死亡的东西发生在毛毛虫的生命
里。 它为自己做了一块裹尸布，一个微型棺材，爬进去
了。 裹在那块裹尸布里，就这样，向它所知的世界死去
了。 它睡着，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浑然不觉。 

然后有一天，“复活”的召唤来了。 它从那棺材里崩
出——不再是毛毛虫，而是一只荣耀闪烁的蝴蝶，明亮
如太阳，美丽如月亮。 它展翅飞向蓝天。 它是同一个生
物吗？ 是的，但它经历了一个蜕变，形态的改变。 

哥林多前书15:51-52说：

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
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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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 因号筒要响，死人要
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 

圣经还说：“[他]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
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腓立比书3:21后） 我同意诗
者所说的：“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像，就心满意足
了。”（诗篇17:15后） 我们复活时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
会像主耶稣。 我无法向你解释，但我知道我会喜欢的，
你也会的！ 

被提的奥秘

再看帖撒罗尼迦前书4:17：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
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样，我们就要和
主永远同在。 

耶稣来临时，数以百万计的圣徒还活着。 当呼叫来
临时，眨眼间他们将被改变，提到空中与主相遇。 我们
称这荣耀的事件为被提。 

被提一词在圣经里找不到，但不要让这困扰你。 三
位一体、传道、和主权的词在圣经里也找不到，但它们
都是圣经传授的教义。 

被提来自意为“抓住”或“抓走”的拉丁语。 例如，它
可以是“用力抓住”的意思，如约翰福音6:15，当众人要
抓住主耶稣让他做王时。 当被提到来时，你和我将被用
力抓住。 这力是我们的主，无论是坟墓还是地球引力都
按不住我们。 我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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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词也有将一个人从一个地方拿起放在另一个
地方的意思。 保罗在描述他“被提”到第三层天堂时用
了这个词（见哥林多后书12:2）。 被提时，我们将被带离
此地，放在另一个地方。 

这个词的另一个可能的意思是“从危险中解救”。 
当大灾难的恐怖在地球上发生时，教会将被带出这个
世界，进入一个安全的避风港。 

圣经称这为奥秘。 我们已经看了哥林多前书第15
章。 在第51节的前部分，保罗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
事告诉你们。” 他随后描述了被提的奥秘。 有人可能会
说：“这群超自然主义者。” 阿们！ 我们整个信仰就是超
自然的信仰。 

让我举个例子。 假设你取一些铜、铅、锌、铬、铁、
铂、金和银的碎末，将这些碎末撒在地里，然后让野草
在上面生长。 假设你甚至埋没了一些金属碎末。 

如果你拿一块巨大的磁铁挥过那块地，会发生什
么？ 其中一些金属碎末会跃起，必要的话直接穿破土，
吸在那块磁铁上。 哪种金属会？ 不是锌、不是铅、不是
铜、金、银、或铂。 只有铁会。 

为什么？ 因为铁与磁铁的性质相同。 这是为何有吸
引力。 朋友，当耶稣基督来临时，那些分享他性情的将
被提起。 

圣经在彼得后书1:4中说，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 你
若是从天而生，你会于天而归。 如果主耶稣基督住在你
里面，你会分享他再来的壮观、我们复活的神迹、以及
被提的奥秘。 但这还不是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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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聚的奇秒

被提还意味着与那些比我们先去的人奇秒的重聚。 帖
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的第17节说：“以后我们这活着还
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好不好？ 我们将一同被提！ 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
在担心在耶稣里死去的亲人。 保罗将这些恐惧永远平
息了。 有一天，在天空将有一个重聚，一个荣耀的团圆。 

罗伯特 G · 李博士 (Dr. Robert G. Lee)，一位有天赋
的传道人，讲述了他小时候在农场的故事，是我听过的
最感人的故事之一：

农场如此之穷。 我们甚至连伞都撑不起，更不
用说房贷了。 一天，当所有人都到镇上去的时
候，我和妈妈一起在前廊。 她坐在摇椅上织毛
衣。 我趴在前廊的地上，双手捧着脸，两脚朝
天。 看着妈妈粗糙的双手，我问她：“妈妈，你一
生中最快乐的是哪一天？” 
 我想，也许她会说，是我六尺高、黑眼睛的
爸爸向她示爱的那一天。 但她没提这个。 
 或许我想，是在花园门旁，他在月光下向她
求婚的那一刻。 但她没说这是她最快乐的一天。 
 我想，也许她会说是那天，在农场的一角，
他们成为夫妻，如此生活了50年，直到神召他
回家。 但并不是。 
 她说：
 儿子，你问了个难题。 但内战期间，日子非 
常艰苦。 所有的男人都去打仗了。 我爸爸，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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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公，去打仗了。 农场里没什么东西。 我们
靠刮薰制室的地来取盐。 从樟木取茶，从烤焦
的玉米取咖啡。 
 还是小女孩时，我就和妇女们一起下地干
活，勉强维持生计。 那是些苦日子。 然后消息
传来，你外公、我爸爸Bennett，阵亡了。 我看着
妈妈。 想知道她会说什么、做什么。 她似乎没
说什么。 她似乎没有哭。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不说话，但我的卧室离
她的很近。 到了晚上，我会听到妈妈将脸埋在
枕头里，彻夜痛哭。 第二天，她会擦干眼泪，继
续做她的事。 
 儿子，一天我在前廊，坐在妈妈身边，很像
我们今天这样。 她手里拿着一碗菜豆。 她在折
菜豆、去筋。 农舍在老河的路边，妈妈抬头望
去，见一个人沿着老河的路走来。 妈妈说：“伊
丽莎白，那人走路的样子真像你爸爸。” 
 妈妈继续折那些菜豆，过了一会儿她说：   

“伊丽莎白，我声明这人看起来真的像你爸
爸。” 我对妈妈说：“妈妈，爸爸死了。 我希望我
们能让他回来，但我们不能，你不必这样打扰
自己。” 
 但过了一会儿，她跳了起来，把豆子抛在
空中，说：“那是你爸爸！ 那是你爸爸！” 她提起
裙子，穿过院子，往老河的路上跑去，扑进那手
臂——不是一双手臂——而是她丈夫唯一的手
臂。 他的一条手臂被截了，袖子别了起来。 他
用另一条手臂环抱她，他们亲吻、拥抱、欢笑、
哭泣、亲吻、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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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尽我两只小脚所能跑的速度穿过院子，
抱住我爸爸的膝，将手伸进那只空空的衣袖，
摸到了那怪怪的小胳膊。 我声明，我相信我一
生最快乐的一天，是我爸爸从战场回来的那
天。 
 我妈妈最快乐的时刻，与见到耶稣的面和
他被钉的手——那打开恩典之门直到我们站在
荣耀之门的手相比，只不过是小小的喜悦。 将
有何等的团圆啊！ 我们将一同与主相遇，我们
将歌唱、起舞、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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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来临的挑战

这是被提这段经文中我要你看的第三个真理。 是第17
节中的一小个短语“与主相遇”。 你是曾想过与主相遇？ 
想到与主相遇对你是否是一挑战？ 

保罗在此所讲的不是随便的相遇。 这是个用于与
归国使节见面的词。 这是个技术用词，讲的是带着随行
人员去迎接一位回归的权贵人士。 

耶稣是王，我们将与他相遇，因为他还要来。 我们
是他的使者。 不久的一天，我们要向他交待我们的一
生。 耶稣的第二次来临对于我们应是何等的挑战啊！ 

你准备好耶稣基督的再来了吗？ 你准备好被提了
吗？ 你得救了吗？ 作为一名基督徒，你是否有准备说      

“主耶稣，我爱了你，我侍奉了你，我见证了你，我忠于
了你”？ 

当他来临时，我不希望他在我银行帐户里发现他
的十一奉献。 我不希望他在我柜子里发现酒，或在我客
厅里发现色情。 我不希望他在我心里发现恨，发现我
冷漠。 我要为耶稣火热。 我很快就要见到他了——你也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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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福音8:38说：

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
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
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 

你为耶稣感到羞愧吗？ 你有没有认他为主，跟随他
接受信徒的洗礼，并成为他教会的一员？ 这些都是很好
的问题。 圣经说：“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罗马书
9:33后）

耶稣即将回来、我们将与他相遇的事实，对所有属
他的人都应是一挑战。 我们可以信靠耶稣来临的确定
性。 我们可以安息在他来临的安慰中。 耶稣要回来接
属他的人！  



结束的恳请

朋友，你把生命交给主了吗？ 你是否确信，如果你现在
死了，你会直接去天堂？ 若是没有，请让我以神的话语
为权威告诉你，怎样可以得救。

承认你的罪

首先，你必须认识到并承认你是罪人。 圣经说：“没有
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3:10） “因为世人都犯了
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3:23） 罪是对神的冒犯，
会受到严重的惩罚。 “罪的工价乃是死（和神的爱与怜
悯之永恒的分离)； 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
稣里，乃是永生。” （罗马书6:23）

放弃自我努力

其次，你必须放弃任何努力来救自己。 我们若能救自
己，耶稣的死便没有必要！ 即使“信仰宗教”也无法让你
进天堂。 圣经说：“他便救了我们； 并不是因我们自己
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神的）怜悯。”（提多书3:5） 得救
是藉着神的恩典，“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
弗所书2:8-9）



承认基督的付出

第三，你必须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你的罪而死。 
“惟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

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5:8）这意味着他替你
死。 你的罪债已由耶稣基督“洗净我们一切罪”（约翰一
书1:7后）的血付清了。

接受基督作你的救主

第 四，你 必 须 唯 独 信 靠 耶 稣 基 督 救 你 。 “ 当 信 主 
耶稣，你必得救。”（使徒行传16:31） 救恩是神所赐的礼
物！ “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罗马书6:23）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
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使徒行传
4:12）

真诚地从心里做这简单的祷告：

亲爱的神，我知道我是罪人。 我知道你爱我，想
要救我。 我知道我无法救自己。 耶稣，我相信你
是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付清我的罪而死。 我
相信神让你从死里复活。 我现悔改我的罪，凭着
信心，接受你作我个人的救主。 赦免我的罪，救
我，主耶稣。 以你的名祷告。 阿们。

如果你今天做了这个祷告，请以手册背面的地址与
我们联系让我们知道。 然后找一所附近敬基督、相信圣
经的教会。 找到教会的牧师，告诉他神为你所做的。 他
会与你同欢喜，我们也一样！



爱主音·罗杰斯牧师
Pastor Adrian Rogers

将人们指向圣经
然后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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