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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里知道有神 
张成 牧师 

 

 

我喜欢跟年轻人探讨圣经，因为对

我来说圣经真是太奇妙了，但我不喜欢

勉强人相信。我们不能勉强人相信自己

所信的。有些东西必须透过探讨，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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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问题提出来，你有什么不同的观点，

包括反对的观点都可以提出来，因为我

是过来人，我也是透过很多辩论、思考、

反思，慢慢才开始明白圣经的一些道理。

我以前也是不信神的，在家里我是第一

个基督徒，家人都是拜佛的。所以我第

一次接触圣经时的感受应该跟你们是一

样的。所以我鼓励年轻人多点提问，你

遇到基督徒时，多给

他一些难题。如果圣

经说的话是真实的，

你难不倒圣经，如果

这些话不是真实的，

那很容易被人问两

下就问垮了。 

今天我也想跟大家探讨一段圣经的

话，就是罗马书 1 章 19-2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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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你是一个细心的人，会留意

每一个字。19 节说：关乎神的事情，人

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

已经给他们显明。也就是说：凡是关乎

神的事，人能知道的，神已经向他显明

了，这是第一点。第二句说到：自从造

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神的能

力和神的性情——是明明可知道的，虽

然眼睛看不到，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

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简单来说，圣

经想说的是：人应该知道有神，没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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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理由或借口说自己不知道是否有神。 

如果现在我们在法庭，我是控方律

师，代表神指控你：你没有理由说不知

道有神，该知道的神已经让你知道了，

所以你无可推诿。那么作为反方你会如

何回答？既然指控，就需要证据。19 节

有提出证据吗？这里说关于神的事已经

显明在你的心里。是“你的心里”，不是

你旁边的人的心里，这是第一个证据。

第二个证据是什么呢？20 节说：藉着所

造之物，藉着大自然，你就可以晓得。

圣经举了两个证据，当然你可以反对。

圣经说：已经向你的内心显明。如果你

反对，那么你能否从心里诚实地说：我

真的不知道，我心里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从有人

类历史以来，有一样人始终摆脱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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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宗教，无论是先进国家，还是共产

主义国家。我们国家用了至少四十年的

时间教育无神论，这四十年中国是完全

封闭、与外界隔离的，可以说没有任何

宗教能影响中国人的思想，这四十年中

国人只有一种思想：马克思主义、无神

论。新的一代基本是在这种基础上长大

的。可是一改革开放，你发现中国政府

也不得不推广佛教，为什么呢？因为不

推广佛教，政府担心人民要么趋向伊斯

兰教、要么趋向基督教，而这两种宗教

都带有政治色彩，因此政府宁可选择佛

教。 

现在政府已经意识到人民摆脱不了

宗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不管

是最先进的国家，还是最落后的国家都

摆脱不了宗教？落后国家我们可以说他

们没有教育，没有思想，所以才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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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北美、欧洲，也同样除不掉宗教的

色彩，这是为什么？ 

还有一点很奇妙的是，有人跟我说：

宗教都是一样的，殊途同归，不管是佛

教、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教，都是导人

向善的。为什么呢？能不能说其实是发

自人的本能，即使我跟你没有见过面，

我跟你是不同种族，从来没有交往过，

但是我定下的一些道德规范跟你的却差

不了多少，这一点非常奇妙。 

如果你仔细去思想一下人类历史，

就会发觉人摆脱不了宗教，宗教的内容

的确大同小异，都是导人向善的。因为

人的本能知道有些事不应该做，有些事

好像是上天要你去做的。即使你现在什

么都不信，但到临死时，即便不信你也

会担心：我这一生做了很多亏心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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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会否有报应？人总有一种本能，摆脱

不了宗教。如果没有这种本能，就不会

被宗教吸引。 

所以这里说到：人当晓得的事，神

已经显明在我们心里了。这里的“心”

指良心，人有一个特殊的功能：有良心。

我敢说这是每个人真实的经历，你的良

心跟理性往往是不一致的，你的理性很

想做一些事，心里会觉得不安，觉得不

能做。画片里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图画：

一边是魔鬼跟

人说话，另一

边是天使跟人

说话，其实是

反映人里面的

思想斗争，是

很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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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只是想让你看看圣经是怎么

说的，你自己回去想想，看看到底圣经

对我们说的话是否合乎事实。 

第二点，关于神创造的一切显明了

神的能力和神的性情。我敢说：你们天

天都看到神迹，只不过你没有意识到，

你相信吗？你们喜欢看美国职业篮球赛

吧，很精彩！但是你看的时候是否留意

一些细节？比如，有的运动员在离中场

不远就跳起来投篮，然后唰地一下就投

进去了，大家拼命拍手。但是你有没有

想过这样一个问题：整个动作的难度有

多高？ 

我做一些计算，发现这个动作的难

度是挺高的。首先要躲避对手的拦阻；

跟着要向上一跳，做这个动作之前是没

有时间考虑的；跳起来后，看中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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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计算距离有多远，用的力度要多大，

怎么投。我们看球的时候觉得很精彩，

可能没有想过这个投篮动作的难度有多

大，这整个动作却是在两秒内完成的，

你不觉得奇妙吗？我觉得奇妙，每一次

看我都觉神奇。但人自己不觉得神奇。 

如果你多一点观察大自然，会发现

每一样东西都很神奇。比如我问你：蚂

蚁值多少钱？你觉得不值钱。我给你一

百万，你造一只

给我？你知道

给你一千万也

造不了。你神迹

看太多了，对你

来说这已经不

是神迹了。拿一

千万给最好的科学家，他也造不出一只

蚂蚁。不要忘记，蚂蚁不只是会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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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还会思考，有计划。所以圣经箴言叫

我们观察蚂蚁，学习智慧。蚂蚁会未雨

绸缪，大水未来以先，它们已经在预备

了。 

我们天天都在看神迹，你的眼睛就

是一个神迹。现在摄像机都很先进了，

我们都想要买最好的，现在的摄像机需

要调焦吗？不用，是自动调焦的。其实

还需要调焦，只不过你可能没有察觉到。

你很欣赏你

的相机，很赞

叹人的智慧。

想一想你的

眼睛，早上张

开眼睛，需要

调焦吗？当

然不用。幸好眼睛是不用调焦的，不然

就会有很多意外了。可是，我们不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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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什么神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相

信进化论，有了进化论，这一切都不神

奇了。 

我提出这些，只是让你去想一想，

看看圣经说的有没有道理。圣经提出两

点，第一，你当知道的关于神的事，神

已经显明在你心里，你不能说不知道有

神。你的良心多多少少会告诉你，神对

人的基本要求是什么。第二，你可以好

好地观察大自然，我觉得大城市的人很

吃亏，他们看到的都是人的东西，不懂

得欣赏大自然。因此今天我们崇拜的是

篮球运动员，觉得他们太了不起了。却

从来没有想过，是神造了人，在欣赏人

的同时，却否定了神的存在。 

我们回到 20 节，这里说：神藉着所

造之物，好让我们能晓得他，叫人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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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诿。之所以“无可推诿”是因为你具

备了知道神的一切条件。如果你不具备

这些条件，那么圣经的这句话就不合理

了。 

我认识一个捕鱼的福建朋友。他是

跟一些渔船到太平洋捕金枪鱼，每次一

出海就是两三个星期，捕到鱼之后就回

港（回港不是回家，而是停靠在一个太

平洋岛国的港口），卸货后，就停留在那

里休息一个星期，等到船上的补给完成

后再出海。平时回港的那个星期他就跟

同事去卡拉 OK，找小姐，赌钱。 

有一天他遇到一个基督徒，把他带

到教会，去了教会听了圣经的话后他非

常有感动，非常喜欢。从那以后，每一

次回港，他都会去教会。这样大概四五

次之后，有一次他看圣经，心里起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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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困惑：如果这世界有神，那么是谁造

了神？你问过这个问题吗？肯定有。其

实这是没有答案的，因为你知道谁造神

之后，你还是会问，谁造了造神的那一

位……没完没了的，再问下去也没有结

论。他有这个疑惑，就在教会里找人解

答，但没有人能回答他。 

这个问题在他心里盘旋了好几天。

有一天下午，他坐在宿舍外面又开始想

这个问题。他身旁有一本圣经，他就顺

手拿起圣经一翻，就翻到了旧约的出埃

及记 3 章 14 节。他定睛一看，就看见了

那节经文，那节经文是神向摩西介绍自

己说：“我是自有永有的”。看见之后，

他心里特别地兴奋。他跟我说：他知道

这是神给他的答案，神回答了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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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试试拿本圣经翻一千遍，看能否

一眼就能看到那节经文？我为什么说这

个例子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具备这个

条件，只要你愿意去寻找，神一定会帮

助你，神也会回答你心里发出的诚实的

问题。如果你真的不明白，你问神，神

会回答你。我是过来人，我知道。所以

我完全明白他的神奇经历。而且神一回

答，他的困惑就没有了。但如果是人回

答你的问题，你还会有更多的问题，这

就是经历神的不同之处。你经历过神，

知道这是神跟你说的，你不会动摇，你

会知道这不是巧

合。我举这个例

子，我觉得特别

的地方是，他是

个渔夫，没有什

么文化。认识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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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乎我们的心，关键是我们的心，不在

乎我们的理性。不是说理性不重要，最

重要的是心，再加上理性。你当知道的，

神会向你的心显明，所以你必须用心去

领会。这是第一步。 

如果你说不认识神，我只能有一个

结论，这也是圣经的结论——是你不愿

意，所以你也无法认识神。不认识神的

真正原因在于你不愿意。这个渔夫朋友

在教会听了道，他非常喜欢，他觉得这

些话刺痛了他的心，因为他以前的生活

很放荡。听了圣经的话，他觉得内疚，

他长期离开家在外捕鱼，表面是为了家

人，但是他在外面做了很多对不起家人

的事。所以听了圣经的话后，他心里很

自责。这就是良心的功用。他的良心开

始被触动，所以每一次回港他都愿意来

教会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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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继续看罗马书 1 章 21 节： 

这里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

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假设真的有

神，我们为什么要荣耀神，感谢神呢？

你会不会觉得神好像挺自我中心的？有

些人很反感，觉得神有点像暴君，不荣

耀他，不感谢他，他就会审判我们，你

有这样的感觉吗？我以前读圣经就有过

这种感觉，其实我问你的问题是我以前

想过的，我猜你们也会这么想，只是不

好意思问这么尖锐的问题。但好的问题

应该问，不要糊里糊涂地相信一些不合

理或不真实的东西，理性也是神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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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我们也要善用理性去思考问题。 

如果我反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我

们该孝敬父母吗？应该！尽管今天的社

会已经不太重视孝道，但是我们心里面

（留意：要从内心里找答案）不得不承

认，这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那么

我们该不该孝敬父母的父母呢？更应

该！继续往上推的话，辈分越大，当得

的尊敬也越大，这就是“荣耀”的意思。

我们中国人说“光宗耀祖”，什么意思？

就是对祖先的一种感谢、尊重的态度。

因为长辈给了我们这一切，所以我们活

在世上要对得起他们，不要羞辱他们。

当人家提到我们是“某某人的儿子”时，

至少让人说“这是某某人的好儿子”。这

很合理是吧？我也不希望我儿子羞辱了

我，不希望人家一提到我的孩子，就说

我不懂得教导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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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生命，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真

是来自神的，那么我们对神应该有什么

样的态度呢？岂不是应该有光宗耀祖的

态度吗？圣经要教我们一个很基本的道

理，不是大道理：你要饮水思源。你不

尊敬神，也不会孝敬父母。你可以检测

一下我这句话是否真实。一个不尊敬神

的人是不会顾及良心的，只要跟父母在

利益上起什么冲突，他会六亲不认。文

革时期，这种例子比比皆是。这是必然

的，你看社会的趋势就看到，当整个社

会越来越藐视神的时候，人也不会彼此

尊重。 

那天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标题

写着：夫妻离婚，之前借的钱需要还吗？

从法律的角度，只要你签了借条，就一

定要履行，不管是夫妻还是什么关系。

但我很纳闷，夫妻还要彼此借钱，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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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欠条，你不觉得奇怪吗？可能我们习

惯了，不觉得奇怪。妻子有妻子的账户，

丈夫有丈夫的账户，这是隐私，彼此不

知道对方有多少钱，为什么呢？以防万

一。大家都默认了，夫妻应该是这样的。

但我觉得夫妻不应该这样，如果你们彼

此都不信任，为何要结婚呢？在圣经，

夫妻的关系可以说是人的关系中最密切

的一种，没有任何一种关系比夫妻关系

更密切的了，如果夫妻彼此不能信任，

干嘛要结婚呢？ 

所以看到这则新闻我觉得奇怪。做

丈夫的缺钱，向妻子要，妻子竟然对他

说：你要打个欠条。当然也有一些特殊

的情况，比如丈夫是赌徒或吸毒的，妻

子为了他的好处，不让他觉得是理所当

然的，这也是对他的一种帮助。除了这

些特殊例子外，确实令人费解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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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夫妻关系。但随着社会的风气，我

们慢慢也接受了。可能将来你结了婚，

你也会采取这种防范措施，担心对方背

叛你，吞了你的财产。我想说的是：只

要我们不尊敬神，我们对人也不能够有

真正的关爱、尊敬。只要有利益冲突，

我们会先顾自己。 

圣经为什么要我们荣耀神，感谢神

呢？打个比方，你是个农夫，辛苦劳碌，

有了收成，卖掉收成，你发财了。这个

财是哪里来的呢？一般我们都会认为这

是自己劳力换取的。但不管是什么行业，

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所有的行业都必

须拿大自然的东西才能生产产品。你怎

么种地呢？用种子种地。种子是你造出

来的吗？你用土地播种，土地是你的

吗？水、阳光是你提供的吗？其实我们

用的都是大自然的东西。渔夫也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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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了很多鱼，卖了之后发财了。可能你

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鱼从哪里来，你只想

到这是你的本事。做建筑行业的，用的

材料从哪里来呢？不也出自大自然吗？

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这一切都是来自

大自然的，更不要说你的生命了，这么

奇妙的生命、这个神迹是从哪里来的。

你从来没有想过，你认为这是你的。你

天天都在吃神的、喝神的、用神的，攫

取神的东西拿去卖，最后你却说没有神。

你好好想一想，我不想勉强你，这就是

事实。天如果长期不下雨，你就认识到

自己的本事有多大了。 

我发现在太平洋的一些岛国，那里

的人反而非常尊重大自然。有一个岛国

的总统写了一篇文章，里面说到他小时

候第一次出海学习捕鱼，捕了很多鱼回

来。回家后他兴高采烈地告诉父亲，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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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怎么反应呢？打了他一记耳光。你

知道为什么吗？他父亲说：这么多的鱼，

你吃不完，岂不是浪费吗？他的父亲让

他拿了当天需要的，其它全扔回海里。 

这位总统一直记得这个教训，他说：

我们不能贪图超过自己所需的，因为我

们拿的都是大自然的东西。拿超过所需

的，就是偷了。虽然那里是一个落后的

地方，但不要以为当地的人都很土，他

们一点都不土，他们真的懂得尊重大自

然，知道一切都是大自然提供给他们的，

一定要对上天感恩，要知足。 

总之，你每天所用的都是神的东西。

你对神有什么表示呢？你有给他一点点

的尊敬吗？有给他版权所属，承认版权

是他的吗？没有！所以无神论教育是挺

可怕的，基本上就是一种忘恩负义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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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告诉你不用管你的良心。表面上好

像很科学、很合理，但我告诉你，这是

极其可怕的教导。

所以你发现今天

政府也意识到了

这一点，他们知道

人是不能没有良

知的，人不能饮水

不思源。 

现在我们继续往下看，看看不承认、

不荣耀、不感谢神有什么后果。21 节已

经说过了，当我们不荣耀神，也不感谢

神的时候，我们的思念会变为虚妄。“虚

妄”的原文意思是虚空。简单来说，人

的整个思念，所思所想的都是一些虚空

的东西，因为他已经失去永恒的意识。

他不懂永恒，没有永恒，所以关注的就

是今生，他只关注短暂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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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今天社会的现象，只关注现

在能赚多少钱，即使知道贪污会有后果，

他也不管，只关注现在。这就是圣经说

的虚空。你现在想不通为什么一些商人

为了一点点的利益，会做出伤天害理的

事。我告诉你，等你成为商人以后，你

自然会做同样的事，因为人在江湖，身

不由己。你当了官，你就会做当官做的

事；你成了商人，你就会做商人做的事。

人的思念会变成虚空，他只关注今生能

捞多少，因为他只有一生。如果他没有

神的意识，他就没有永恒，也不关注永

恒，所以只关注今生能捞多少，反正人

只活一次。所以贪官即便知道会死，还

是照贪不误，反正不贪也会死，只不过

在乎怎么死。 

“无知的心也会变成昏暗”，本来我

们已经是无知的，因为缺乏对神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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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我们不愿意进一步认识神，我们

的“无知”会变得更昏暗。如何昏暗呢？

继续往下看，26-27 节： 

26-27 节这番话相信大家都明白在

说什么，就是指同性恋。圣经的确是不

赞成同性恋，但圣经不是歧视同性恋者，

因为同性恋者跟其他的人一样。你犯奸

淫，跟犯同性恋一样，都是做了一些可

耻的事。圣经不是在针对某一些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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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要强调的是人的问题。为什么会有同

性恋呢？这里告诉我们，因为人选择了

放纵情欲。 

今天的社会，从淫乱等男女之间的

事，慢慢演变成同性之间的事，其实背

后是有一个原因的，就是不满足。男与

女之间的关系已经不能满足了，他们必

须寻找另类的享受。当然有些人是出于

其它心理的原因，但这里针对的是因为

不满足。今天有一些人有恋童癖，专门

去找一些未成年的妓女，看一些儿童的

色情图片等。因为正常的情欲已经满足

不了他，他要寻找另类的性刺激。 

人远离了神，他会怎么发展呢？就

会放纵情欲，愈演愈烈，到一个地步，

同性恋也会被推广。在古代，淫乱已经

是很羞耻的事了，没有人会公开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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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别说同性恋了。但是你看到随着时间

的推移，现在淫乱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你读大学，如果没有男朋友（或女朋友），

没有跟异性发生性关系，同学会看你是

“不正常”的。这种压力会令你觉得自

己是“不正常”的，在朋友面前抬不起

头。 

淫乱已经不是淫乱了，婚外情，婚

前性行为已经不再是什么问题了。对一

般人来说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是公开

的，甚至用来自我标榜。圣经预言人到

了这个地步还不满足，26-27 节告诉我

们，人会更进一步去推广同性关系，而

且是公开的。这些预言是在古代讲的，

是在预言将来，预言人类社会会如何发

展。 

圣经的话是可以验证的，在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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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乱的事都不敢公开，更何况同性恋

呢？所以圣经不是在谈论过去，而是预

言将来。这就是人偏离神之后，他的心

会昏暗到什么地步，他会做出很多自以

为聪明的事，觉得这就是自由、民主。

而且往往这些可耻的事会用一些堂皇的

理由来包装，比如：自由，开放，民主，

爱，包容……我们都会用一个好的名堂

来推广这些可耻的事。但是因为内心昏

暗了，我们也不懂得分辨，结果反对的

人反而成了没有爱心，没有包容心，不

民主，不开放……人类的道德价值观被

完全颠倒过来了。 

我们继续看 28-31 节，这一连串的

罪行我相信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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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常问神为什么不审判恶人？

神做的却恰恰相反。28 节告诉我们：神

任凭他们。神会任凭我们，这是圣经的

话。我们认为：神啊，你审判坏人，如

果你审判坏人，我就会做好人。当我们

看到神没有审判坏人，我们干嘛还要做

好人呢？岂不很吃亏？这就是我们的心

理。世上是有很多人愿意向善，但时间

一长，觉得自己总是吃亏，最后就干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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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坏人。 

圣经告诉我们：神会任凭我们。这

里一连串的罪都是今天司空见惯的，比

如彼此不尊重，彼此怨恨等。刚才我说

到六亲不认，这里也说到：违背父母、

无知、背约、无亲情、不怜悯人的，到

一个地步，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六亲不认

的人。今天的报纸有很多这样的新闻，

为了钱，家人可以翻脸。这就是我刚才

说的：不尊重神，你很难彼此尊重。因

为世界关注的就是今生的好处，能捞多

少就捞多少。一旦你踏入社会，你就知

道现实是多么残酷；如果你还是学生，

你是身在福中，至少现在还不用在社会

上去拼搏。 

我是过来人，我知道在大学期间是

最幸福的，很多东西都是纸上谈兵。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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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是很残酷的，所以你看报纸、新闻的

时候，不要笑这些人。至今为止，我从

未在论坛、博客上发表过任何言论，我

不参与任何的评论，因为我知道人在江

湖，身不由己。你在论坛上、博客上，

会看到很多人评论这个、评论那个，骂

国家、骂领导、骂百姓，我不敢发表这

种言论，如果没有神，我也会做同样的

事。因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将来你

们踏入社会，你就会明白他们为什么将

可耻的事看为是可夸的。我们看 32 节： 

圣经总是揪着我们不放，这里说：

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

的。“虽知道”，我相信你不会同意，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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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你认为你不知道。当然这里说的“知

道”是指良心的功能，正如刚才我说到，

当你做一些你知道不该做的事，心里面

会有一种害怕。这就是为什么黑社会的

人（特别是在南方，福建广东一带）特

别迷信，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良心不

安。在香港有个有趣的现象，黑社会拜

“神”，而香港警察也拜，黑道白道都拜。

黑社会的人已经够恶了，为什么还拜

“神”呢？因为他良心不安，希望用钱

来弥补良心的亏欠。 

所以圣经说：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

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我告诉你为什么

这些迷信的东西永远不能根绝，就是因

为我们良心不安。很多人临终前会吩咐

家人帮他做一些善事，帮他弥补一下身

前的过失，因为他良心不安，总觉得亏

欠了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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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最后一句话：然而他们不但自

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为什么呢？

当你初次做一些你不该做的事时，你会

用一些隐藏的方法做，不敢让人知道。

比如十年前你同居，你不敢四处张扬。

但是当你发现人多了，就壮胆了，好像

这是时髦、这是潮流了。所以心里面你

当然是希望有人能认同你所做的，好安

抚你的良心。今天如果你要做一些你知

道不该做的事，通常想到什么呢？你会

想：哎，别人都这样做，我也做吧！好

像这个念头一来，自己的胆子就大了，

就可以坦然了。所以犯罪的人有一个倾

向，希望别人跟他一起做。当然有不同

的程度，如果你违背良心时间长了，你

的良心就会麻木不仁，这一点点的感觉

最终也会消失。当你的良心已经麻木不

仁，你就会很坦然地鼓吹别人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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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回到罗马书1章19节——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

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有关

神的事情。每个人知道的程度都不一样，

有人知道的多一点，有人知道的少一点。

这也跟后天的教育有关，有人可能知道

一点点，如果父母没有好好教育他，反

而给他灌输无神论思想，就会埋没了他

对神的意识和知道。因此，面对审判时，

神对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他会按照

你知道的多少来看你有没有按照所知道

的去行。比如你心里感觉到淫乱是不对

的，你会否不理会良知的声音一意孤行

呢？到了审判的那一天，你不能对神说：

我不知道淫乱是罪。所以圣经说我们是

“无可推诿”的。 

简单来说，神会按照我们所知道的

来审判我们，你有没有按照你心里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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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去行呢？可能你心想：那么我为何

还要读圣经呢？少知道一点岂不更有利

吗？其实答案很简单，每一样事情都在

考验我们的为人。如果你是一个喜爱良

善的人，岂不很想知道更多关于良善的

事吗？如果有良善的事摆在你面前，你

却不想知道，这证明什么呢？岂不是证

明你已经选择了恶吗？其实这个选择是

证明了你的为人，你真正的品格。 

今天看的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摆在

我们面前有两个选择，你会选择光宗耀

祖——就是做一个荣耀神、感谢神的人，

还是选择做一个不认神的人？这两种生

命将会有很

不 同 的 结

局。摆在我

们面前的有

两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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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鼓励你们趁着年轻，当追求认识神，

做一个敬畏神的人。年轻有一个好处：

你的心还是相对单纯，向往真善美，良

心还是敏感的；等你踏入江湖，你就会

失去这一切，你会变得复杂，不再像现

在这么坦然、自由，因为这个社会就像

洪水猛兽，像个漩涡会把你吸到里头。 

我喜欢跟年轻人探讨生命、生活、

圣经，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过来的，我

是在大学时接触圣经的，圣经改变了我

一生，给了我很大的益处。因为以前我

只看重一样事情：钱。如果你问我人生

最重要的三件事是什么？就是：钱，钱，

钱！我觉得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就能

随心所欲。我看事情很肤浅，以为钱是

万能的，可以买幸福、买健康、买朋友。

长大以后我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幸好

我有圣经的话引导我，纠正了我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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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错误。所以我也希望能够鼓励你们，

虽然你们现在还不认识神（不认识神就

谈不上相信神），但我希望你们会跟着心

里的感觉走，你当知道的，神已经向你

的心显明了。只要你保持对神的开放、

诚实，神会继续带领你认识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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