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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讲 

智慧人的特征：喜爱
管教和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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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032讲·12章 1节 

智慧人的特征：喜爱

管教和责备 
昊敏 

 

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

知识；恨恶责备的，却是畜

类。（箴 12:1） 

智慧与管教、责备相关 
你想过管教、责备跟知识相关

吗？你问一个人爱不爱知识，相信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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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都会说爱；但若问他是否爱管教，

恐怕就没有多少人给出肯定回答了。

不喜欢受管教、受责备的人当然可以

学知识。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有

很多途径可以学到知识。学校的数量

越来越多，中小学、大专院校以及各

种培训班多如牛毛，人们的学历也越

来越高，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比

比皆是。但喜爱学知识的人不代表喜

爱管教和责备。 

圣经为

什 么 把 管

教、责备和

知识划成了

等号？这就

需要明白什

么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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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的知识不是我们今天的学术知

识，而是生命，是生活。学习学术知

识不需要被人管教；然而学敬畏神，

学如何做人、如何生活，就要接受管

教和责备。 

“管教”这个词在旧约一共出现

了 50 次，其中 30 次出现在了箴言，

出现次数最高。其次是耶利米书，出

现了 8 次，远远不及箴言。可见在箴

言中管教多么重要。“责备”一词在旧

约出现 28次，其中 16次出现在箴言，

也是出现次数最高的。其次是诗篇，

出现 4 次，远远落后于箴言。可见箴

言多么强调这个话题。我们都知道箴

言是智慧书，为什么智慧书如此频繁

地出现管教、责备这类词呢？可见智

慧跟管教、责备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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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人有自知之明 
这里说愚昧人恨恶管教和责备。

为什么愚昧人会恨恶管教？反观自

己，为什么我们不喜欢被管教呢？管

教是一种约束，我们不喜欢受辖制。

我们喜欢无拘无束，想做什么就做什

么。举个简单的例子，小孩子喜欢吃

巧克力，见到了就想吃。你说：“不许

吃，吃了会蛀牙！”他会高兴吗？如果

他没有能力反抗，就会表面上听你的，

因为没有办法嘛。然而趁你稍不注意，

他就会偷偷地吃。等到他有能力的时

候，他就会跟你顶嘴：“凭什么不能

吃？” 

我们本性就是不喜欢被管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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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受约束，就想无拘无束。但是为

什么智慧人喜爱管教呢？这两种人的

不同之处是什么呢？就是他意识到自

己有问题，意识到自己愚昧无知，缺

乏良善，所以乐意让神来管教他，让

神的话来约束他。 

我们怎么看自己呢？有没有自知

之明呢？我发现人一般都会高估自

己。我们对自己的评价跟别人对我们

的评价可能相差很远，更不用说神对

我们的评价了。等到那一天知道神对

我们的评价时，我们可能会大吃一惊：

“什么？我是这样的人吗？”不要奇

怪，审判那一天神对我们的评价跟我

们对自己的评价可能恰恰相反！ 

我这样说有没有圣经根据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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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看看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你说自己

是个基督徒，可能主耶稣来的时候说：

你不是基督徒。还有山羊和绵羊的比

喻，那些自以为是绵羊的，主耶稣却

说：不对，你是山羊。主耶稣责备山

羊没有做当做的一些事情，山羊们却

很委屈：我什么时候没有做？可见他

不觉得自己没有做。相反，主耶稣称

赞绵羊为他做了一些事情，绵羊却一

脸诧异：我什么时候做这些事情了？

可见他不觉得自己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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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人对自己的评价，跟主耶稣

对他们的评价完全相反！我们能掌握

其中的原则吗？你看见自己是愚昧

人，不是好人，那么在神眼中你就是

个聪明人，还不算恶人；你自以为是

智慧人，好人，那么在神眼中你就是

个愚昧人，恶人。但更多人是倾向于

高看自己，自以为聪明，也自以为善

良。平时生活中接触一些人，你发现

每个人都会说自己是好人，至少不是

坏人。如果大家都是好人，不是坏人，

为什么社会上还有那么多问题呢？犯

罪枉法的事都是谁干的呢？很多犯罪

的人真的承认自己犯了罪、是恶人

吗？ 

主耶稣曾说过：“人子来的时候，

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路 18:8）



 

 8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好人，但人子来

的时候能找到好人吗？所以我说到那

一天不要奇怪，我们对自己的评价跟

神对我们的评价可能是相反的。 

雅伟衡量人心 
我们为什么不受教？正是因为自

以为很好，自己的意见很好，别人的

意见很蠢。即便做错了事，我们往往

也会说：我是好心！日常生活中人与

人之间有那么多摩擦、冲突、矛盾，

就是因为人总认为都是别人的错，自

己是对的。如果你跟别人发生了冲突，

你去找别人讲这件事（多数都是为了

寻求支持），他却说这件事是你错了，

那么你能接受吗？很多时候不但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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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反而会生气，说他看事情不够中

肯，是偏心。严重一点的话，可能你

会大骂他一通，说他是胳膊肘往外拐，

不帮助你（父母对儿女往往有这种要

求，夫妻之间也是如此）。轻一点的话，

你可能再也不想理

他了，开始疏远他

了。 

我们来看箴言

12章 15 节： 

愚妄人所

行的，在自己

眼 中 看 为 正

直，惟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 

愚昧人觉得自己所做的都是对

的，惟有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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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呢？因为他不

看自己行事、做决定是对的，他不认

为自己就是千真万确的，所以别人提

什么意见，他会检讨自己，看看自己

所言所行是否不合适。愚昧人却认为

自己是对的，他总是高估自己，这是

很可怕的事。 

圣经有一个例子，我们真的要引

以为诫。这是个真实的事件，记载在

民数记 16章。不妨翻开圣经，这一章

的标题是“可拉、大坍、亚比兰的背

叛”。摩西是神所立的以色列民的领

袖，他按照神的吩咐带领以色列民出

埃及，走旷野，迈向神的应许地。正

如我们很容易反叛父母、老师、领导

一样，以色列民在离开埃及、奔向应

许地的过程中，常常对摩西不满，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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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反叛。而民数记 16章记载的这次反

叛可以说是声势最浩大的一次，因为

是身为利未人的可拉（利未人即服侍

神的人）带领二百五十个首领反叛摩

西。这种反叛要比普通民众的反叛厉

害得多，号召力会更强，成功率会更

高。 

我们不会详谈细节，而是主要看

两句话，一句是可拉对摩西说的，一

句是摩西（代表神）对可拉说的： 

聚集攻击摩西、亚伦，

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

个个既是圣洁，雅伟也在他

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

超过雅伟的会众呢？”（民

16:3，可拉对摩西说的） 



 

 12 

6 可拉啊，你们要这样

行：你和你的一党要拿香炉

来。7 明日在雅伟面前，把火

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

雅伟拣选谁，谁就为圣洁。

你们这利未的子孙擅自专权

了。”（民 16:6-7，摩西对可

拉说的） 

可拉对自己的评价是圣洁的，雅

伟与他同在；对摩西的评价是擅自专

权，自高，超过雅伟的会众。有趣的

是，摩西对他的评价也是擅自专权！

到底谁对谁错？这个问题在今天来看

已经不是问题了，圣经已经给出了答

案。摩西是在代表神说话，神对可拉

的评价是“擅自专权”。最后神实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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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让地开了一道口，可拉灭亡了。 

关键就是，可拉指控摩西的问题

恰恰是可拉自己的问题！可拉看不到

自己就是擅自专权的人，是不是很可

怕？这就又回到了之前问到的这个问

题：我们怎么看自己呢？会不会高估

自己，觉得自己很好？会不会像可拉

一样去攻击神的仆人（当然是代表了

神），还觉得自己是对的，完全看不到

自己是属灵瞎眼的？这就是愚昧人。 

怎样才能知道自己的真实情况

呢？必须来到神面前，因为惟有雅伟

衡量人心。如果有人说你愚昧，某件

事做得不对，你不要马上顶嘴：“你才

愚昧呢！我没有错！”要回到神面前求

问：“神啊，我真的愚昧吗？这件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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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得是否不合适呢？”或者你觉得自

己很聪明，觉得这件事情做得非常好，

你也要来到神面前求问：“神啊，这件

事我真的做得很好吗？”或者你跟某

人有了矛盾，不要太快下结论说是对

方的错，要安静下来，求问神：“神啊，

到底我错在哪里，求你指教我！”如果

我 们 能

够 有 这

种态度，

那 么 神

会 让 我

们 知 道

答案的。

而且你会发现，神给你的答案可能跟

你所想的完全不同。然而你若硬说是

别人的错，那么你根本听不进去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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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我们要学习以圣经为标准，用圣

经的话检查自己。比如这里说不愿意

受责备、管教的是畜类，我们第一个

反应就是觉得自己不是畜类。但我们

要停下来思想，求问神：“神啊，我是

个受教的人吗？还是说我是畜类？”

神会让你明白的。 

我们是受教的人吗？ 
没有人喜欢做畜类，但大多数人

往往不愿意受教，经不起责备和管教。

先不说责备、管教这种“重词”，就说

“提醒”吧，当别人提醒你哪里做得

不对时，你能接受吗？说到提醒，我

们会有几个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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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温柔的提醒才接受 

我们会说：我可以接受提醒，但

你要温柔一些，方法要好。虽然这比

那些完全不接受提醒的人要好多了，

但这是受教吗？如果你觉得别人不够

温柔，就不接受了吗？ 

2、善意的提醒才接受 

我们会说：出于善意的提醒，我

就接受。然而你又如何判断别人是出

于善意还是恶意呢？我们经常会觉得

别人是恶意的，他就是对我不满，才

这样说。 

3、我服的人，才接受他的提醒 

我们会说：某某人让我信服，他

提醒我，我就听；你提醒我，我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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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多少人是令你服的呢？恐怕只有

你的老师或者领导才能提醒你了，同

学、同事这些平辈人的提醒，你都很

难接受了。至于那些比你地位低的，

是你下属或者晚辈的，他们的提醒，

恐怕你就更不能接受了。 

4、外行人的提醒，很难接受 

有些事情是你擅长的，你愿意接

受别人的意见吗？比如说你不懂唱

歌，一唱歌就跑调，别人指教你，你

还可以接受；然而如果你是音乐家，

别人在音乐上给你提一些意见，你会

怎么反应呢？身为基督徒，我们又如

何对待非基督徒指正我们的一些问题

呢？我们能接受吗？还是说“你不懂

圣经，没有资格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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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逃离受管教之地 

当我们做错了事，受到了管教、

责备，我们也承认自己的确是做错了，

但我们又会如何面对这个管教呢？会

不会很想逃离这个圈子，离开这个教

会，去到一个陌生之地，人家都不知

道你做错了事？我们很爱自己的面

子。 

大卫的例子 
我不禁想到了大卫，神多次说过：

大卫是合乎他心意的人，是他喜悦的

人。神因为大卫的缘故，一直让他有

子孙坐在王位的宝座上；甚至主耶稣

基督也是大卫的子孙。为什么大卫如

此得天独厚呢？因为大卫是个喜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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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责备的人。当神差遣先知拿单来

责备他，因为他与有夫之妇通奸，又

谋杀了对方的丈夫，他能够立刻接受

责备和管

教，立刻

悔改，不

以王的身

份藐视先

知（参看

撒 下 12

章）。当他躲避儿子押沙龙的追击时，

示每出于仇恨在路上责骂他，连大卫

的属下都接受不了，想去教训示每，

大卫却接受下来，认为是神派示每来

骂他的（参看撒下 16:5-14）。 

大卫真的是一个智慧人，他喜欢

神的管教和责备，结果他就从神那里



 

 20 

得到了知识，得到了祝福。但愿我们

也像大卫一样，做个喜爱管教的智慧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