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箴言系列 

 

第 16 讲 

义人的操练 
 



 

 
1

箴言 016讲·4章 20-27 节 

义人的操练 
昊敏 

 
20 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

词，侧耳听我的话语。21 都不

可 离

你 的

眼目，

要 存

记 在

你 心

中。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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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得着它的，就得了生命，

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23 你要

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或

作“你要切切保守你心”），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

出。24 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

绝乖谬的嘴。25 你的眼目要向

前正看，你的眼睛（原文作

“皮”）当向前直观。26 要修

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

的道，27 不可偏向左右，要使

你 的 脚 离 开 邪 恶 。（ 箴

4:20-27） 

我们已经看过了两条路。其实整

本箴言都在强调两条路：义人的路，

生命的路，善道； 恶人的道。你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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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人的路，要选择生命的路；不要走

恶人的道，不要走灭亡的路。我们愿

不愿意选择生命的道呢？ 

听神的话，接受指正 

那么如何选择生命的道呢？箴言

4章 20-27 节这段话就给了我们答案。

这段话一开始又说到了神话语的重

要：“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词，侧耳

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

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它的，就得

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 

这里的语言很形象：神的话好像

良药。我们也有一句俗话说：良药苦

口，忠言逆耳。为什么箴言作者一而

再、再而三地劝诫 人要听神的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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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心中呢？是

什么原因令到我们对神的话不想听、

不想看，不想放在心里呢？因为良药

苦口，忠言逆耳，我们觉得不好受。

理论上、头脑上，我们都知道“良药

苦口，忠言逆耳”，可是实际上谁喜欢

吃药呢？谁喜欢看医生、动手术呢？

我们就是受不了这个苦，不喜欢逆耳

的话，所以接受不了良药和忠言。神

的话有时候是很扎心的，我们爱听

吗？ 

如果你自以为是个愿意听从的

人，那么不妨做个小测试：你接受得

了指正吗？很多时候我们说得信誓旦

旦：请告诉我，有什么可以改进的（比

如一篇查经，或者某件事情的做法）。

可是别人如果提 出我们做的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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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我们接受得了吗？很多时候我

们问的时候，是想听表扬的话、顺耳

的话。既然如此，何必还问呢？一旦

老师或者弟兄姐妹说了真话，我们会

如何反应呢？会不会说“你误会我了，

你说错了，你怎么能这样说我”？ 

一切由心开始 

23 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

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

出。”一切都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无论

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们来看新约马太

福音的两段经文： 

18 惟独出口的，是从心里

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 19

因 为 从 心 里 发出来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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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念、凶杀、奸淫、苟合、

偷 盗 、 妄 证 、 谤讟。（ 太

15:18-19） 
34 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

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

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

说出来。35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

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

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 

（太 12:34-35） 

心里存着什么东西，一定会发出

来的。我们有一句俗话说：刀子嘴，

豆腐心。就是说，一个人说话伤人，

好像一把刀子，那是因为他不会说话，

但他心里是好的。 

圣经可不是 这么看的，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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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你心里怎样，口里一定说出来。

你的话就会反映出你的心，不可能是

口出恶言，却心地善良、温柔。 

不妨想一想，我们行事是从哪里

开始的呢？举个例子，你打人之前，

或者说你骂人之前，你的心态是怎样

的呢？其实心里早就对他有反感了，

积蓄待发；一旦有了机会，挑起了你

的不满，你立刻就会发出来。一切都

是先从心开始的。所以箴言这里说，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 

让神鉴察内心 

我们怎样保守自己的心呢？如果

有一样东西是你看为宝贵的，当然你

会保守它，把它珍 藏起来，锁在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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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可是心怎么保守呢？到底这里想

说什么呢？是不是说，你要小心别得

心脏病？要穿上防弹衣？以免心脏被

伤到？ 

这里当然不是这种意思。保守心

就是要心灵清洁，不要有以上说的那

么多恶念。所以马太福音 5 章 8节说：

“清心的人有福了”。心要清洁、纯洁，

没有杂质、恶念。 

我们经常说

“心房”，心就好

比房子。房子要

打理、保养、维

护的，否则就会

破败。最近看到

一则新闻：有一位明星竟然忘记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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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有一套别墅。这套别墅是开发商送

给她的，她完全忘记了，而且这一忘

就是十年，现在已经破败了，因为没

有人修理、维护。所以再好的房子，

如果没人修理、维护，也会破败。即

便有人居住的房子，如果不打扫，那

么一天下来就会积存很多灰尘。 

同样，我们的心需要呵护、保守，

需要常常清理。如何清理呢？我们古

人说过一句话：“吾日三省吾心”。这

句话是出自孔子的学生曾参。曾参是

个深受孔子喜爱的弟子，因为他勤奋

好学。有一次同学问曾参：你为什么

进步那么快呢？曾参就回答说：“吾日

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

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翻译成现

代文就是：“我每 天都要多次问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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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替别人办事是否尽力？与朋友交

往有没有不诚实的地方？先生教的学

业是否学好？”当然如果发现做得不

好，他的态度是立刻改正。真的很了

不起！ 

我们很多基督徒恐怕自愧不如。

我们有没有每天省察己心呢？当然不

是自己瞎琢磨，而是在神面前省察。

在诗篇 139 篇 23-24 节，诗人就是这

样在神面前省察的：“神啊，求你鉴察

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

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我们有没有每天花些时间，在神

面前省察，让神鉴察呢？这一点非常

重要，要让神向我们显明哪里做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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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是不讨他喜悦的；一旦知道后，

我们就赶紧悔改，处理掉。永远保持

内心清洁，没有罪。 

大卫之所以能够讨神喜悦，就是

这个秘诀。而且大卫即便犯了罪，他

也不躲避神，依然去寻求神的饶恕和

帮助。在诗篇 51 篇 10 节，大卫这样

说道：“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心不要刚硬 

此外我们还要小心的是，不要让

自己的心刚硬。世上最硬的，恐怕莫

过于人的心。如果这个人不想改变，

那么其他人怎么劝说都无济于事。从

出埃及记的记载 可见，埃及法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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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非常硬，纵然经历了那么多神迹奇

事，他还是不愿意听从神的话，不愿

意放走以色列

民。结果他灭

亡了。圣经说，

“人屡次受责

罚，仍然硬着

颈项，他必顷

刻败坏，无法

可 治 ”（ 箴

29:1）。法老恰

恰应验了这句话，他不但自己败坏了，

也让埃及全国陷入灾难。 

神也责备以色列人心硬。在旧约，

神称以色列民是硬着颈项的百姓。诗

篇 95 篇 8 节说：“你们不可硬着心，

像当日在米利巴， 就是在旷野的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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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在罗马书 11 章 25 节，使徒保罗

说：“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 

我们要从历史上学到教训，永远

不要那么肯定地相信自己的判断，总

要谦卑地来到神面前，求他怜悯，求

他给我们一颗肉心，温柔的心，不要

刚硬。 

还有一点要小心的是，我们很多

时候虽然心里刚硬，不接受一些事物

或者人，可是我们往往辩护说：我软

弱，良心软弱。良心软弱跟心里刚硬

是完全不同的，不要以这个为借口。

其实我们这样做就是在以“软弱”为

武器。奇怪的是，这些自称“软弱”

的人，当他批评、挑剔起别人来的时

候，一点都不软 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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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具体学习是，在一些似乎

我们十分有理的事情上，我们也不要

太肯定。比如我们跟人有了矛盾，通

常我们一下子就会认为是对方的错。

但不要这么快肯定，其实即便主要是

对方的错，他也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

错。所以我们一定要心软下来，想想

自己有什么学习的，有什么地方做错

了。哪怕我们只有百分之一的错，也

要反省、改正。 

奇 怪 的

是，当你有这

种 态 度 的 时

候，神会让你

看见公平、客

观的图画，可

能你会发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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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才是错的成分多的人。渐渐地，你

靠着神拿掉自己眼中的梁木，这样你

也能够帮助别人去掉他眼中的刺，你

会成为别人的帮助，真奇妙！  

言语上造就人 

继续看 24 节：“你要除掉邪僻的

口，弃绝乖谬的嘴”。什么是邪僻的口、

乖谬的嘴呢？邪僻、乖谬就是与正直、

完全、纯正相反的。“邪僻的口，乖谬

的嘴”，意思是说出来的都是不正确的

话，不好的话。 

我们有没有注意到自己口里说出

来的话，往往是信口开河？我们常常

听到人说废话，但废话也就罢了，只

要不伤害人。可是 很多时候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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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对人产生了影响，而且是坏的影响，

是在挑拨离间，我们有没有注意到

呢？ 

我就听过至少两个类似的例子。

有一对夫妻，妻子得了病，需要住院

动手术。丈夫有一天可能有些事情，

不能早一点来探望，有一个病友便对

这个妻子说：“你丈夫不来看你？你要

当心啊，他可能花心。”病友这样说话，

岂不是挑拨离间吗？还好，这对夫妻

是基督徒，两个人都很敬畏神，不受

这些乖谬话的影响。然而还有一对夫

妻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最终两个人

离婚了。 

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说出的话，

会不会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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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是在搬弄是非？有句成语说得好：

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言语非常重要，

我们的言语要造就人，要对人有益处。 

向前看：不抱怨，不比较 

25 节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

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眼睛要向前

看。我们总是喜欢向后看，就会报怨，

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以色列人在旷野

的时候总是向后看，怀念以往在埃及

的日子，就开始抱怨。我们也一样，

比如说，一出了什么事情，我们就会

想这是谁的责任：“你怎么刚才没做

好？要是当初不这样、那样，不就好

了？”这些都是向后看。 

我们还喜欢 向旁边看，就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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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别人这样做，我为什么不可以？

我们很容易受周围人影响。最近我看

到一则小短文，总结出了“现代生活

的压力定律”： 

薪水的压力来自于：前

同事、老同学、前女友的现

男友、现女友的前男友、现

女友闺蜜的男友以及父母朋

友的子女。 

人总是爱比较，而比较之下，问

题就来了，压力也来了。世人不喜欢

有压力，却偏偏自找压力，因为免不

了比较。 

走神的路也是一样，不要与旁人

比较。如果你看定了这是正路，为什

么还去比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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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走，不走捷径 

继续看 26-27 节：“要修平你脚下

的路，坚定你

一切的道，不

可偏向左右，

要使你的脚

离开邪恶。”

意思是说，要

坚定地向前

走，不要一会

儿走这里、一会儿走那里，变来变去。

要走正路，不要想着抄近道，走捷径。 

为什么我们会偏向左右，误入歧

途呢？其实很多 时候是想走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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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另外一条路很快就可以达到目

的。这就好像运动员训练一样，有时

候想偷偷懒，抄些近道，可以少跑一

些路。当然如果让教练发现了，就会

加倍罚跑了。 

现代人总想找捷径，你看一看广

告就知道了，什么都是速成的：“两天

让你记四千个单词”，“一周让你口语

更顺溜”……我们总想少费力气、少

费时间，一下子就得到成果。可是“台

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没有时间的

投入，没有刻苦的练习，最终我们会

一事无成，也做不了基督徒，走不了

义人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