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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是教导我们宽恕 
张成 牧师 

 

 

很高兴能与大家一起纪念主耶稣的诞生，虽然圣经没有具

体告诉我们他是哪一天诞生的，但

我觉得怀着一颗崇敬之心来纪念、

宣扬他的诞生也是非常必要的。因

为神藉着耶稣的诞生，给我们带来

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好消息，而我们

也必须借着不同的方法（包括圣

诞）将这个好消息传给世人。 

人处黑暗时，神差基督来 

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听到人们苦诉说：“唉！家家都有本

难念的经啊！有些话不能对别人说，只能咽在自己肚子里”。

但问题是，为什么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呢？这是不是我们自

己的选择，使得这本经越来越难念呢？其实人是有出路的，希

望大家通过今年的圣诞节日，心里能够找到这条出路和盼望。 

主耶稣的诞生究竟有何意义？我们看路加福音 2 章 10-11
节： 



 

 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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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

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这是天使向世人宣告的一个大喜的消息：神为世人预备的

救主在大卫的城里（伯利恒）诞生了，这位救主就是耶稣基督。

我有理由揣测：你听了之后觉得和你没有多大的关系。倘若我

再问：你需要救主吗？大部分人心里会想：我需要在困难的时

候有人相助，未必需要人来救我；我希望天上的神能帮助我解

决学习上的问题、或工作上的难题、或家庭方面的困难，如此

等等。是的，我们人在世上的确面临很多的困苦，需要有人给

予一定的帮助，但是你有没有意识到自己需要一位“救主”呢？

这正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现实情况是，很多人不

觉得或根本没意识到需要被人拯救。 

神差耶稣基督来救我们，到底怎么救呢？我们看一节经

文，这节经文总结了耶稣诞生的意义，马太福音 1 章 21 节： 

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

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

恶里救出来。 

这节经文已经具体地告诉我们，神

要藉着耶稣基督施行拯救，将我们从罪

恶里拯救出来。你说人非圣贤、孰能无

过？的确我们都犯了罪，但是罪真有那

么严重，以至于神需要花这么大的代价来施行拯救吗？ 

今天传福音，很多人会告诉你：“信什么教都没关系，宗

教都是劝导人向善的”。意思是说：所有的宗教都是教导人怎



 

 3

样行善做好人。对此很多基督徒一时也不知该怎样作答，因为

这种说法确实有一定的道理，无论是道教、佛教、伊斯兰教、

基督教等宗教都是教导人行善的。其实，当一个人这样想或这

么说的时候，就意味着他（她）还不明白自己的问题，他们以

为：人的确有很多问题，但只要通过一些宗教教育就能自我改

善或改变。这样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 

圣经没有否定宗教都是引导人向善，但是事实证明，宗教

根本不能改变我们。我以一个数据为证，根据维基百科的资料，

全球大概每七个人当中有一个是无神论者，就是说每七个人当

中有六个是相信有神或者是有宗教信仰的。那么，按照宗教都

是劝导人向善这个理论得出结果的话，今天的世界应该变得非

常美好，但当今国际局势的动荡不安和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是

有目共睹的，每天新闻里都有详尽的报道。而且很多战争、冲

突都是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发起的。可见，单单信仰宗教根本

帮不了、也救不了你。人类问题的根（罪）不是宗教教育或好

公民教育能够解决得了的。 

曾经发生过一个不可思议的案例：有一位年薪 55 万的新

加坡顶尖律师，出差去香港时，在入住的酒店里偷了其他住客

的手机、笔记本等价值约一千多元新币的东西。东窗事发后，

不仅名誉扫地，也毁了他的一生。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什么原因

呢？是他缺乏道德教育吗？你能解释吗？唯一的解释是：可能

他精神有问题，或患有其它疾病导致他做出这种不可理喻的

事。 

严格地说，我们人都有病：譬如你脾气不好，是一种病；

你“性放纵”、没有节制，是一种病；你有暴力倾向，经常跟

人打架，是一种病；酗酒、嗜赌、吸毒等都是一种病。种种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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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都是因为一个人不正常。但问题的

关键在于，你知道这些“病”的根源

是什么吗？你是否知道，这个“病”

与“罪”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证明

这个人是被“罪”牢牢地控制住，以

致身不由己？陷于这种境况的人，势

必会做出一些自己本来不想做、不愿

意做的事情，因为他们是身不由己地去做了。遗憾的是，他（她）

没有意识到这个“身不由己”是因为自己被罪牢牢地控制住，

成了罪的奴隶。 

一生罪辖制，苦觅寻出路 

几年前，我在网上无意中发现，联合国于 1995 年定下每

年的 11 月 16 日为“国际宽容日”

(International Day for Tolerance)。意
思是鼓励不同的民族文化群体，要

彼此包容、尊重、合作。可能是联

合国发现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日趋

严重，所以制定这样一个节日，鼓

励大家多一点的接纳与宽容。然我

不是要谈这个节日，而是发现有人

在网上针对“国际宽容日”提出两个很值得大家去思考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你原谅了谁？ 

第二个问题：你希望获得谁的原谅？ 

当这个人把这两个题目抛出来的时候，引发了很多人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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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其中有一个人的分享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一个深沉的忏

悔。很明显这个分享是真切的，这人想借此机会表达自己内心

里对人的亏欠。他写道： 

57 年，在西北（天水一个小县第四小学）支教的

天津知青王老师： 

你那时有 17、18 岁吧。 

可能比这还小。 

我是你的学生（二年级）。 

你当时被打成右派。 

我无中生有给你画了幅漫画污蔑你…… 

从那时，再也没见你。 

沉沉的愧疚之心……哦，已历经 54 年。 

但愿你活着。你没去夹边沟。 

心香一瓣，遥首津城： 

王老师，能原谅你当初的学生。 

你会记起我的。我终生难忘你——王老师。 

——工程兵 

这个帖子是写给 1957 年在中国西北天水县第四小学支教

的一位天津知青王老师的。我发现发帖的人想借着这个方式表

达自己深沉的忏悔，他的忏悔让我看到人内心深处很多隐藏的

问题。 

我先讲讲这段历史吧。他在帖子中提到，希望王老师没有

被送去夹边沟。夹边沟是在什么地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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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上标注红色的地方就是夹边沟，位于甘肃省巴丹吉林

沙漠边缘。帖子提到的天水就在它的东南面。当年的夹边沟有

一个出名的劳改农场，出名在于凡是进去的人能活着出来的很

少。据说当时有三千多人被送到这个劳改农场，最后活着回来

的只有四百多人。所以这个学生后悔对这位老师所做的，希望

他没有被送到夹边沟劳改农场。 

国人在 1957 年经历了反右派运动之后，接着是四清运动

以及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别忘记，那是一个丧失理智与良

知的时代，每个人为了保住自己或者为了报私仇，就诬告、批

斗别人，甚至六亲不认地恶待自己的亲人。很多地方发生的恶

事，用惨绝人寰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人为什么会变得这么邪

恶呢？当人心里没有神、觉得不需要神，必然会落入这种可怕

的光景。在此需要说明一点，请不要以为我们比他们好，只要

你心里没有神，把你放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你也会六亲不认，

做出同样的事情，犹如这个学生会诬告、污蔑自己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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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问痛悔故，良心得知神 

回到这个学生的忏悔，有几个问题请大家去思想一下： 

第一个问题：如果你是他的老师，你会原谅这个学生吗？

我想都会说：会！看到他 54 年之久良心所受的愧疚与煎熬，

又看到他今天如此真诚的忏悔，怎么还忍心不饶恕他呢！ 

下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原谅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得罪和伤害

了你的人呢？这个问题就不好回答了。这正是“人的问题”，
我们的内心知道什么是对的，知道什么事该做或不该做，但是

我们却没有按照我们所知道的去行。 

我们认为王老师应该大方地饶恕工程兵。但是如果这件事

是发生在你身上，你就不是那么愿意饶恕对方了，因为对方严

重地伤害了你和你的家人，你会觉得不饶恕对方是天经地义的

事。但与此同时，如果我们得罪、伤害了别人，我们就会期望

甚至要求别人一定要宽宏大量予以饶恕，不要那么小肚鸡肠地

计较。 

就是这个“忏悔”把人内心深层次的问题给暴露了出来，

让我们去思考到底你和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倘若这位王老师真的去了夹

边沟，死在那沙漠荒野，那么这

个学生又如何能够得到这份他所

希望得到的宽恕呢？没有机会

了，因为王老师已经不在人世了。 

即使这王老师不饶恕他，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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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反正事情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不饶恕也

就算了。况且“工程兵”当时才上小学二年级，估计只有 8 岁

左右。他当时这么小，应该是出于无知或被他人指使，才做出

这样的糊涂事，不饶恕也没关系吧？ 

但为什么“工程兵”却始终不能饶恕自己呢？你能回答这

个问题吗？你说他年少无知，犯错是可以理解的，王老师应该

也不会跟一个小孩斤斤计较，但为什么“工程兵”在长达 54
年的时间里却无法饶恕自己呢？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在此，

你能看到罪所带来的后果吗？罪必然会带来罪疚感，而罪疚感

能使到一个人一生瘫痪。 

“工程兵”为什么不能饶恕自己？因为神赐给我们每个人

都有一颗“良心”，正因为有良心，人才会为自己的罪不安、

内疚，这就是神的真实。如果你问我：怎么才能证明神是真实

的？那我告诉你：问你的良心吧！不要问我，你的良心会回答

你的。 

你觉得“工程兵”日常生活过得开心吗？我不觉得他活得

不开心。尽管他平时和我们一样该玩就玩、该喝就喝、该吃就

吃，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但问题是：一旦提及“宽恕”这个话

题时，就会刺痛他的良心。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

不愿意看圣经，因为圣经里的

话令人听了难受，于是就选择

不面对圣经、不来教会听这些

不愿意听的话。大多数人是如

何处理深藏在内心深处的罪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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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呢？就是想方设法用各式各样的东西麻醉自己，好忘却良心

的谴责和不安。譬如吃喝玩乐就是一种麻醉自己的方法，让你

不去想这些令良心愧疚的事情，试图忘却这一切，开心地生活。

但是神不会放过我们，正因他爱我们的缘故，他必须让你认识

到自己身陷罪的泥潭，无法自救。 

“工程兵”的例子让我们认识到“罪”不仅摧毁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也会夺走我们的自由和幸福。就如这位“工程兵”，

一旦有人提起“良心”这一话题时，他的内心就会非常难过。

当有人问起“你希望得到谁的饶恕？”这个问题时，陈年往事再

次浮现他的脑海，他惟有透过写忏悔书来安抚自己的内心。 

他内疚、压抑了 54 年，一直找不到出路，可是有什么办

法呢？我相信如果他能够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一定会很开

心，因为耶稣的诞生就是要带给我们盼望，不管你以往被什么

样的罪恶、罪疚所捆绑，他都能拯救你。神要借着耶稣来帮助、

拯救我们。那些渴望得着宽恕和自由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认

识到自己在罪中的无能、无助，认识到自己需要神的拯救。 

希望大家好好思想这个问题，

因为圣诞节跟你我息息相关，不要

让世界的热闹、喧嚣把这个重要的

信息给淹没了！每逢圣诞节，很多

人（包括基督徒）想到的就是吃喝

玩乐、送礼物、旅游，却从不给自

己机会，让自己的良心去面对神，面对罪的问题。 

每当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不会常常这样想：唉！能够

回到过去，一切重新开始就好了。其实这是一种自欺，只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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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没有神，不正视罪的问题，即使再回到过去也于事无补。

但是，如果你心里有神，过去的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今天，

我们无需回到过去再重新开始，因为神能够给你一个新的开

始，关键在于你今天的选择。 

得蒙神怜恤，宽恕爱他人 

圣诞是神藉着耶稣基督向我们表达他对罪人的接纳和宽

恕，是他主动来寻找我们的，关键在于你是否愿意向他做出回

应？这一点非常重要，神的心意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从罪恶中脱

离出来，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解决人与人之间纠缠不清、没完没

了的恩怨，因为人人都活在罪里，身不由己地彼此伤害。 

下面分享自己一个真实的经历。我是家里第一个认识神并

成为基督徒的，后来妈妈也去了教会，并在若干年后受洗成为

了基督徒。妈妈年轻的时候和爸爸的关系很不好。你知道以前

的男人闲暇时间没有太多娱乐（不像我们今天有上网等诸多消

遣方式），爸爸唯一的娱乐就是和朋友一起抽烟、赌钱。我爸

不爱喝酒，却喜好赌钱，可一旦开

赌就会很长时间，甚至整个晚上。

我妈为此经常生气，觉得家里有需

要甚至发生一些意外的时候,他却只

顾自己在外面赌。正是这种天长日

久的累积，可想而知她心里对我爸

爸有多少的积怨。即使爸爸后来戒

烟、戒赌了，妈妈依然会为从前的事耿耿于怀，常常向我们提

起并教育说：你爸爸年轻的时候怎样、怎样不好，不要相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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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工作挣钱不要交给他，以免拿去赌。可见她内心里对我爸

的积怨有多深，幸好老一辈的人不会想到闹离婚，要是现代人

早就分崩离析各奔前程了。 

妈妈信主之后，有一天教会的人问我：“你妈妈是不是怨

恨你爸爸？有时候她在谈话中会流露出对你爸的怨恨。”我虽

然知道这事，却未曾想到她洗礼的时候没有为此认罪悔改。我

心里就很关注，觉得她必须彻底处理这个问题，否则神是不喜

悦的。但是因为妈妈远在加拿大，我无法跟她当面交谈。 

可未曾想到的是，有一天爸爸犯病而且很严重，那时候他

已经八十多岁（妈妈也七十多岁）了，我和妻子就赶回家看望。

当时爸爸已经昏迷、神志不清了，而且整个人骨瘦如柴，我看

到这种情况就觉得他在世的时间不多了。但未曾想到，就在我

们陪他一周的时间里病情大有好转，精神突然间好了起来，谈

话也清晰许多，这种康复的速度令人感到神奇。 

这时，神就让我想起妈妈的事，当时她在加拿大，无法跟

爸爸见面。我在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打电话给妈妈说：

“妈妈，我不知道爸爸还有多少时间，可你是一名基督徒，知

道圣经的教导和神的旨意，神要我们做一个饶恕人的人，因为

我们已经从神那里得到了饶恕。” 

妈妈不吭声，一句话都不说，我接着说：“我不知道爸爸

还有多长时间，希望你好好地考虑这个问题，趁着他现在清醒，

应该赶紧向他认错，其实你这么多年来对他的抱怨是不合理

的。” 

妈妈还是没说什么。我继续对妈妈说：“你不要现在回答

我，我想明天同样的时间打电话给你，你再回答我好吗？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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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你冲动地回答我，先回去好好地祷告神，再告诉我你的决

定。” 

我第二天晚上打电话给她： 

“妈妈，你想好了吗？” 

“我想好了。” 

“你的决定是什么？” 

“我愿意向你爸忏悔，请他原谅！” 

“那你现在在电话里跟爸爸说好吗？” 

她的回答是：“好。” 

其实此刻我心里依然很不放心，因为了解妈妈的情绪，总

觉得她对我爸的怨恨可以用深入骨髓来形容，担心她在最后一

刻还会忍不住责骂爸爸。那时爸爸头脑

清醒、耳朵灵敏，他若听到妈妈说了不

该说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但是，既然她答应了要认错，我就

必须相信她，给她机会。于是就将无线

电话放在爸爸耳旁，告诉他是妈妈打来

的。爸爸知道后很高兴，我就在旁边听

着，揣测着如果发生什么不妙的情况就把电话挪开。但令我惊

奇和感动的是，妈妈真的向爸爸认错，承认自己这么多年来对

他的情绪和怨恨都是不应该的，请求他原谅。其实爸爸也不太

明白什么“原谅不原谅”这类的话，因为中国传统的老一辈夫

妻不习惯谈这些，总之接到妈妈的电话，爸爸就非常开心。 

我非常感谢神，因为看到是神故意制造了这样一个机会，

让我妈妈去解决这个问题。更为奇妙的是，爸爸的健康竟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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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起来，康复后又活了三年。虽然妈妈的身体健康当时比爸爸

好，但却早于爸爸去世了。后来我在想，幸好妈妈选择了听神

的话，否则错过了机会，就永远没有机会向我爸爸认错了。神

真的是怜悯人的神，他想方设法要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枷锁，帮

助我们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如果我们与神没有这层关系，

生命不愿意让他来管理，不愿意听从他的教导，人与人之间的

矛盾是无法解决的。 

你想解决与人之间的问题吗？你必须先建立好与神的关

系，而罪恰恰是破坏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若想跟神建立关

系，你就必须正视罪的问题。一个不在乎神的人，也不会在乎

良心，更不会在乎身旁的人；除非你心里有神，愿意让他来管

理你的生命，问题才有希望解决。 

生命神托管，回应主恩惠 

路加福音 2 章 10-11 节称耶稣为“救主”和“主”（英译本：

Savior and the Lord）。神差耶稣来做我们的救主，救我们什么

呢？马太福音 1 章 21 节很明确地告诉我们，是要救我们脱离

罪恶。你看到自己需要被拯救吗？除非你像“工程兵”那样，

认识到自己是活在罪恶和罪疚的枷锁下，你才会向往神的拯

救。 

这两个称谓（“主”、“救主”）告诉了我们，神不但是要藉

着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更是要透过他来管理我们，做我们生

命的主。如果他不能管理你，他也不可能救你。之所以身陷罪

的泥潭，因为我们都不听从良心，也不听从神的话，所以脱离

罪的惟一方法就是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跟从、效法他



 

 14

遵行神的旨意。 

很多人只想寻求神的帮助，却不愿意让神来管理他们的生

命。所以必须想清楚：神现在给你开了一条出路，给你一个盼

望，你会如何做选择呢？ 

我们当中也有很多像“工程兵”那样的人，以前在无知的

时候犯下了很多罪，长久活在罪的控制和阴影下，没有出路，

只能靠着吃喝玩乐来麻醉自己。很多人甚至还没意识到犯罪所

带来的后果和束缚。我希望你不要像“工程兵”那样永远活在

罪疚的束缚中，虽然已经是六十二、三岁的老人了，心里还背

负着这个沉重的罪疚枷锁。再多的钱，再多的物质享受也无法

除去他内心的自责与愧疚。 

圣诞是表明了神对我们的关爱，但愿我们以一个敞开、诚

实的心去回应神，不再逃避自己的责任和过犯，敢于来到神面

前恳求宽恕。如果你愿意敞开心扉来到他面前，真诚地向他恳

求，他肯定会回应你的。 

今天神藉着耶稣基督把这个大好的消息传给了你和我，但

愿我们都从心里去回应他，选择让神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

中做主做王，惟有这样他才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罪和罪疚的枷

锁。当你愿意让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神必然会救你脱离罪

的黑暗，行在光明中。你会经历神的能力改变你，从此生命焕

然一新。 

不要以为今天的信息是给非基督徒的，其实基督徒也需要

反思自己跟神的关系。正如我妈妈也是个基督徒，遗憾的是她

没有顺服圣经的教导，信了主后依然怨恨自己的丈夫。但神出

于怜悯给了她一个悔改的机会，她也抓住了这个机会，在神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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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悔改了。希望你听了神的话语后，也敞开心扉让神的话监察

你的心。 

神借着圣诞赐给了我们最好的礼物，

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表达了他对罪人

的宽恕和接纳。我也希冀这个圣诞节，我

们能够把这份美好的礼物送给彼此，意思

是说：既然神这么大方地接纳和饶恕了我

们，当你经历了神的宽恕后，你岂不也该

以同样的心肠待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

吗？相信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神会非常的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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