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问题的根源 
马太福音 15章 10-20节 

 

 

我们是在周复一周地系统查考主耶稣的教导，并非这里找一

节经文、那里找一节经文，东拼西凑；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神

透过主耶稣所传讲的全部教导。今天来到了马太福音 15章 10-20
节： 

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听

的人未必明白，希望在查考主的话的过程中，你不单单听，

还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当时，

门徒进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能服，你知道吗？”

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

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

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

听。”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

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惟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

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

奸淫、苟合、偷盗、妄证、谤讟，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

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 

人类问题的根源是什么？整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 
主耶稣在对我们说什么呢？他要传递出什么属灵信息呢？这

段话太重要了！如果我问你人类问题的根源是什么，真不知道你

会如何回答。人类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呢？整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

呢？这可是个大问题，我们是在针对问题的根。你会不会说人的

问题是不常去教会？你如何诊断人类的问题呢？会不会说是因为



 

缺乏信心，缺乏宗教？宗教林林总总、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上个礼拜我去了美国。你知道我有个大缺点，我太太就一清

二楚。当时我去了一个小村庄，看见有一家书店，便冲了进去。

问题是无论是新书店还是旧书店，我一扎进去就出不来了，我总

是喜欢书。我发现我也有志同道合的人，就是使徒保罗，他也喜

欢书，即便在罗马坐监，他还对提摩太说：你来的时候别忘了把

那些书也带来（提后 4:13）。我去了那家书店看了一圈，特别是
看了看关乎解决世界问题的书。 

那些书提出了什么建议呢？书中说世界需要工程。世界当然

需要工程，需要更多的桥梁、公路、电器、通讯系统、电子设备。

多一些电子设备，世界就越来越好吗？并非如此。所以世界如何

才能变好呢？我非常喜欢工程，如果不是做了基督徒，如果不是

一心想成为军人（因为我觉得军事才能解决世界问题，需要一支

貔貅之师），那么我就会做工程师了。孩提时代我就喜欢发明创造，

我的发明创造笔记写满了一大本，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发明，我喜

欢发明。但问题是，世界并没有因为种种发明而变好。奇妙的是，

那时候我的好多设计、发明，今天竟然真的有了！ 

那时候我对军事科学很感兴趣，设计出了很多武器，现在竟

然真的有了这些武器！一个又一个，现代人都造了出来，派上了

用场。而当时我只是个孩子，大概十七、八岁，就已经设计出了

这些武器。我的发明、设计写满了一大本，甚至包括了今天用的

头盔，那时候我就已经设计出来了。我还设计过一种车，配有气

球式的轮胎，可以走崎岖不平的路，今天的军队里面就在用这种

车。我还设计过一种百发百中的枪，这种枪一次可以射出多发子

弹。总之那时候我就已经设计出来了各式各样的武器！而且我发

现今天的人真的在用这些武器，可见那些设计是相当实际、实用

的。 

然而世界并没有越来越好。要是我真的投身于军事，世界恐

怕会变得更糟。倘若从事了工程，想必我也会发明出来很多东西，

但世界不会因此变得越来越好。我并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这些



 

是好的，但解决不了世界的问题，所以我现在传起了福音。如果

工程能够解决世界问题，那么我就会第一个报名去学工程。 

电子学又怎么样？我发现电子这类东西比如收音机等等，真

让人着迷。可是电子学也不能让世界变好，因为在乎谁使用这些

东西。伟大的物理学家奥本海默（Oppenheimer）为核物理做出了
贡献，可是他为此非常沮丧。他无法原谅自己参与了制造原子弹，

尽管这并不是他发展核物理的初衷。后来他干脆洗手不干，结果

被扣上了共产主义者之类的罪名。其实他根本不是，只不过他的

良心不安。他是个核物理学家，所以造原子弹很大程度上都要归

功于他。然而这种科学贡献，并没有让世界变好。 

如果宗教可以解决问题，人为什么不信基督教？ 
我进了那家书店就找“宗教”条目的书。“宗教”这个词让世

界变好了吗？奇怪的是，我在美国居然找不到多少基督教书籍，

只找到了禅宗（Zen Buddhism）、秘宗之类的，甚至希腊的神、希
腊神话也再度流行了起来。古典文学、超觉冥想之类的比基督教

书籍更多！我不禁思忖为什么。可见人已经不再从基督教寻找解

决方案了。我告诉你：教会责无旁贷。 

责任不在世人，而在教会。为什么呢？因为除非一针见血地

诊断出问题所在，否则不可能对症下药。假如你患了胃癌，医生

却诊断为普通胃病，那么显然他开的药方就完全错了。所以诊断

正确至关重要，然后才能对症下药。当我听见教会对世人问题所

给出的解答，也就不奇怪为什么世人会远离教会了。他们说：“这

种答案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我不会怪罪他们。 

比如召开一个布道大会，说：“只要决志信基督，世界的问题

就会得到解决”。可是世人知道，这不是解决问题之道，他们并不

笨。瞎子领瞎子，两人都会掉进沟里。谁都不愿落入这般田地，

因为现在我们已经陷在沟里了，希望能够跳出来。到底问题出在

哪儿呢？如果人的问题是因为缺乏信仰，那么我们就应该开展宗

教活动，干脆举办更多的信仰复兴会，将决志相信的人记录在案。

我们应该召开大型布道会，带领更多人加入教会。 



 

法利赛人的解决之道：巩固宗教信仰！ 
法利赛人的解决之道是错误的。你知道这段经文在教导我们

什么吗？法利赛人的解决之道是，你需要巩固宗教信仰。巩固宗

教信仰就意味着讲究更多礼仪，比如洁净的礼仪，要洗手，要经

常去圣殿，经常在圣殿祷告。法利赛人的解决之道就是巩固宗教

信仰，身上佩戴更多的经文匣！你只需更多的宗教活动，甚至灵

修时间也不过是一种宗教活动。宗教能解决人类的问题吗？ 

如果这就是解决之道，那么超觉冥想有什么错？毕竟超觉冥

想也是宗教。禅宗有什么错？禅宗也是宗教。如此看来，其它宗

教有什么错？无非是不同宗教罢了。非基督徒不正是这样认为的

吗？“所有宗教都一样，都教导人要行善，要虔诚，要每个星期

天或者星期五、星期六参加聚会——在乎你信的宗教有什么要求，

总之只要参加聚会就行了。”难道星期天比星期五好吗？也许你是

这样看的，但别人却不这样看。要想得到明智的解决方案，就必

须找出问题的根源。 

廉价药方于事无补，真正需要的是内心改变 
我们需要什么呢？如果科学解决不了问题，也许我们需要更

多教育？也许需要更多心理学家去辅导人？你知道吗？今天看精

神科医生的人比找牧师的还多。我不怪责他们，惟一的不同是，

精神科医生收费，我不知道半个小时收多少钱；而牧师是免费的。

当然免费得来的，你会觉得不管用。如果精神科医生收你三十块

钱，你就觉得非常有效。牧师不收费，也许他的辅导也一文不值。

精神科医生半个小时收费三十块，这就意味着值三十块。希望是

物有所值，如果不值，你就会换医生。另一位医生收五十块，可

能看得更好！牧师一文不收，他的辅导大多也是一文不值。事实

往往的确如此，牧师的辅导一文不值，我们有何话说呢？到底问

题的症结是什么？我们是在用肤浅的方案来解决严重的问题。 

我收到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杂志，根本没时间读。我从来没

有订阅这些杂志，可是他们源源不断地寄过来，也不知道他们是



 

从哪儿找到了我的名字。只要你是牧师，就会有人给你寄杂志，

不同的机构寄不同的杂志，当然是希望你能够为他们做宣传，好

拥有更多读者。 

翻一翻这些杂志，见到的都是廉价方案。用廉价药治疗重病，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那么这段经文指出的是什么问题呢？所以我

说这段话非常重要，主耶稣是在说：“你们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宗

教信仰，而在于内心。”18节说，“惟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
的，这才污秽人。”从心里发出来的是什么呢？看一看 19节这一
大串：“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

妄证、谤讟”。报纸上每天刊登的不都是这些吗？这种事情都是从

人内心发出来的。你、我的问题是在于心，除非解决了人心，否

则我们根本解决不了人的问题。 

难怪工程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工程解决不了人心。医学也解

决不了问题，因为医学也处理不了人心。你可以做心脏移植手术，

希望可以再多活两、三个月，但这也解决不了你“属灵的心”的

问题。所以我有几个学医的朋友弃医传道了，因为知道医学解决

不了人的问题，他们希望从根本上解决人的问题。除非能够处理

人心，否则根本解决不了人的问题。 

超觉冥想能否改变人心呢？冥想很好，我不反对，超觉冥想

更好！不妨努力做些超觉冥想吧！“超觉”意思是超越地上的事，

那是天上的事，并非人类的事，而是神的事，非常好！不妨坚持

思想神的事吧。但冥想不能给你一颗新心！ 

佛教又如何呢？佛教教导人行善积德，这非常好，但也于事

无补，因为种种恶念都是人心里发出来的。而且你告诉他是他的

心发出了恶念，这也无济于事。他会说：“没错，恶念不好，应该

有善念！”说的很好，可是恶念还会冒出来！你告诉他不应该有恶

念，这是没有用的，关键是怎样才能除去恶念？即便有恶念的人

也知道自己不该有恶念。宗教只是告诉人一些他本已知道的东西，

比如不该有恶念，所以根本没有解决问题。你必须找到解决问题

之道。 



 

单单给出好建议是没有用的，好建议向来于事无补。如果你

告诉一个病人说——“你不该生病，生病不好，要保持健康”，可

是他已经知道了生病不好，你这番话有什么用呢？他也不喜欢生

病，很难受的，所以你告诉他不该生病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你必

须处理他的病，必须给出一个解决他的问题的答案、方法。来到

这一点，一切宗教就都山穷水尽、无能为力了。如何才能根治问

题呢？ 

惟有神才能解决问题 
先来看看世界提供的解决之道。我们已经看见，世界没有解

决之道，教育、科学、哲学都解决不了问题，不能给你一颗新心。

所以如何才能解决问题呢？惟有神才能解决、处理这个问题。但

如何解决呢？ 

再来看看教会提供的解决之道。教会对你说：“你得救了吗？”

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在问愚蠢问题。如果我还不是基督徒，你问我

得救了没有，我听了真是不知所云。基督徒似乎不理会别人听不

听得懂，开门见山就问别人（以前我也是这么做的）：“你得救了

吗？”对方一脸茫然，他应该说“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然而他

回答说“没有”，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得救是什么意思。 

“得救”是怎么一回事呢？于是我就继续讲下去，讲到属灵

四大原则，现在你需要做的是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试问

他明不明白这些步骤并非单单让他相信宗教，而是牵涉到了内心

的改变？恐怕他不明白。如果真的能够帮助他明白了他内心需要

被改变，那么这些原则当然好。要确保他明白了！然而情形往往

是，那人只被告知“你必须相信耶稣”。相信耶稣如何能够改变人

心呢？你知道吗？如果你都不知道，他又如何知道呢？我真想听

听你的回答。如果有人问你——“信佛跟信耶稣有什么不同呢？

信耶稣能改变人心吗？”你会如何回答呢？一定要明白这个问题。 

人内心发出恶念，是不是因为人“性本恶”？ 
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再来深入思想一下。既然恶念、恶



 

事是从人内心发出来的，那么是不是因为人“性本恶”呢？神学

家的回答往往是肯定的，人内心发出恶念，所以人“性本恶”。我

很害怕这种不假思索就给出的答案。说人“性本恶”，这是什么意

思呢？在对症下药之前，必须准确地做出诊断。诊断结果是什么

呢？说人“性本恶”，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再问深一层：人怎么会“性本恶”呢？神学家们也有现成的

答案：“是从亚当遗传过来的。”那么亚当的“性本恶”是从哪儿

遗传过来的呢？我们又回到了起点。亚当的“性本恶”当然不是

遗传的，那么亚当生出了恶本性？亚当生出了恶本性，而其他人

都是从他遗传过来的，结果我们都遭了殃？这就是说，亚当犯罪，

我们都受了株连。我们“性本恶”不是我们的错，一切都是亚当

的错，所以神为什么还要追究我的责任呢？神应该惟亚当是问。

神造了一个“性本恶”的人，结果我受了遗传，还得受株连。要

小心这些草率的答案，我很害怕系统神学给出的这些回答。 

罪和恶本性，哪一个在先？ 
亚当犯罪，如何就生出了恶本性呢？难道他一犯罪，就生出

了恶本性？恶本性就是这样生出来的吗？这种说辞根本不是在解

答问题。犯罪和恶本性，到底哪一个在先呢？这是个典型的“先

有鸡还是先有鸡蛋”的问题。是先犯罪，然后有了恶本性，还是

先有恶本性，所以才犯了罪？奇怪的是，神学家也糊里糊涂，想

两样都坚持，但这是不可能的。要么先犯罪，就有了恶本性；要

么先有恶本性，所以才犯了罪。如果是先有恶本性，那么亚当一

定是天生“性本恶”的人。但这是不可接受的，因为神创造的一

切都是好的！如此看来，亚当一定是先犯了罪，然后才有了恶本

性。可是为什么到了我们身上，情况就颠倒了过来呢？ 

坦白说，神学界经常名誉扫地，因为思想太没有条理。要想

向世人传福音，就必须向非基督徒证明我们是言之成理。如果净

说废话，一会儿说先有恶本性，一会儿说先犯罪，一会儿又说二

者同时间发生，那么非基督徒一定会说：“看来你并不知道你在说

什么，算了，别谈了。”假如你去看病，医生下了一个糊里糊涂的



 

诊断，你一定会另找医生。因为你会说：“这个医生有点头脑冬烘，

我真不肯定他是否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面对问题时，我们的回答

千万不要含含糊糊、言之无物。 

犯罪是因为自我中心，这是本性，但未必是恶本性！ 
恶念是从心里发出来的。心里怎么会发出来恶念呢？如果是

因为我们“性本恶”，那么我们是如何得到这个恶本性的呢？这就

又回到了起初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会有恶念呢？真正的答案在于

为什么我们会犯罪，无需追溯到亚当或者其它什么因素上，答案

相当简单、基本：我们跟亚当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只考虑自己，

即自我中心。这是我们的本性，但未必是恶的。要知道，这个本

性是不是恶的，就在乎你怎么用它。 

试想你要是不为自己着想、不关心自己，会有什么结果呢？

这边有火，你不管不顾，把手伸进去，手被烧掉了。你说：“我不

在意自己。”不想被烧，岂不就是顾惜自己的体现吗？这当然是为

自己着想，但这种想法有什么错呢？当然没什么错。 

为自己着想未必是恶，这是自我保护，神希望你自我保护。

试想你要是完全不为自己着想，那么为什么你想“得救”呢？之

所以想得救，想救自己，岂不是因为你关心自己的福祉吗？如此

来看，自私竟然是基督教的根本！否则你为什么要做基督徒呢？

有一首诗歌说要得到平安，想要平安又是自私！我们不应该要平

安，应该要苦难，这才是无私，对不对？ 

所以为自己着想有什么错？即便我们渴望得救，岂不也是出

于自私吗？难道你想否定？如果你不为自己着想，哪会在意自己

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呢？上天堂跟下地狱有何区别呢？你不在意

自己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这才是完全无私，对不对？可是你在

意自己，不想下地狱，想上天堂。你顾惜自己，所以才想得救。 

如果你溺水了，不在意自己的生死，则为什么不溺死算了？

为什么还要大呼“救命”呢？你吵到四邻不安，干脆静静地沉下

去算了，平静地消失。你不知道邻居们正在恬然度假吗？你却这



 

样大呼小叫！你溺水时大呼救命，有没有人指责你自私呢？“这

是罪的本性！你只考虑自己，根本没想到打扰了别人平静、悠闲

的假日。为什么不沉下去算了？”现在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恶本性从何而来？ 
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神学家也糊里糊涂、无法分辨了。他们

说到了恶本性，可是你渴望得救，这是恶本性吗？难道你渴望得

救不是自私吗？如果你不自私，就根本不会得救，因为你不会在

意自己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不会在意溺不溺水、被火烧到了没

有，你一切都无所谓。你的思路清晰吗？一到神学领域，一到属

灵事情，再聪明的头脑也往往变得昏昧迟钝。 

恕我直言，有时候读系统神学，我觉得完全是一派胡言。我

根本不想读。所谓“性本恶”，为什么“性本恶”呢？因为人是自

私的。可是如果人不自私，那么他既不会下地狱，也不会上天堂，

哪里都不会去。所以所谓的“自私”，对人而言至关重要，关键就

在乎你如何运用这种自我保护的愿望，你能明白吗？这不是非常

浅显易懂吗？为什么神学家要谈恶本性呢？因为他们把保护自己

的意念跟某种恶的东西混为一谈了，结果称这种意念为恶本性。

亚当身上根本没有什么恶本性，否则的话，我们就只好说亚当有

个恶本性，所以才犯了罪。那么你就得解释为什么亚当有个恶本

性，你就得说是神创造亚当时给了他一个恶本性。如果你不想这

样说，那么你还得解释这个恶本性是从何而来的。难道这个恶本

性没有来历吗？ 

由此可见，说什么人遗传了恶本性、有原罪等等，都是思路

不清晰而得出的结论。神造人时赐给他自我保护的本能，这种本

能是中性的，无所谓好与坏，要视乎你如何用它。比如说，你缺

钱，无法生活，于是就抢劫银行，那么这种自我保护的方法就错

了。自我保护本身并不错，关键是你用什么方法自我保护。为什

么人会犯抢劫、杀人罪呢？因为他使用了错误方法保护自己！ 



 

瞎子领瞎子，都会掉进坑里 
我不知道希特勒是否相信自己所说的，也许他有神经病，也

许他真心相信自己歪曲、变态的想法：犹太人是他和德国人的威

胁。结果为了保护自己，保护德国民族，希特勒屠杀了六百万犹

太人。我们当然不相信也不同意这种说法。如果希特勒真的相信

自己的说法，那么他就是在用错误方法保护自己！希特勒给人的

感觉是，似乎他真的相信自己所说的。 

除此之外，你还能如何理解为什么有人会为了宗教而自杀

呢？可见他们相信某些东西，只不过相信错了。主耶稣说，“若是

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太 15:14）。在圣经中，坑
是地狱的图画，如果你跟错了人，他思路不清、动机不纯，那你

就遭殃了。在今天这个世代，你必须确实知道自己在跟从谁。 

所以我经常说你也不要跟从我，而要根据神的话反复检验我

所说的是不是真理。不要因为一个人能言善辩，便听从了他。我

真害怕自己有口才，能说会道。你听见的一切一定要仔细检验，

因为你要是跟从了瞎子，就会一起掉进坑里。他下地狱，你也跟

着下地狱。 

那些跟从吉姆·琼斯（Jim Jones）1的，都跟着他掉进了坑里。

这个代价太大了，我们不可以重蹈覆辙。你要是无私，不在意自

己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当然无所谓。然而如果你自私（褒义层

面的“自私”——爱惜自己），希望得救，那么你最好看仔细了自

己是在跟从谁。小心你的脚步！靠神的恩典，一定要学习思路绝

对清晰。 

                                                        

 
 
1 这是美国一个邪教组织（人民圣殿教）的教主。1978年 11月 19日，教徒
在教主吉姆·琼斯的蒙骗或胁迫下，在圭亚那集体自杀，有的是被杀的。死

亡人数高达 913人。 



 

必须清洁，才能清晰看见属灵事物 
但旋即又有了一个问题：为什么面对属灵事物，我们的思想

就昏昧不清了呢？来到属灵事物，最聪明的人也会谈论最愚不可

及的教义。为什么呢？原因我已经讲过，现在再讲一次：惟有清

洁，才能有属灵洞见，看清属灵事物，不至瞎眼，跟着瞎子走。

要清洁！我谈的是属灵上的清洁。要知道，只要你生命中有罪，

你的属灵视觉就会模糊不清。你会老眼昏花，属灵上再也不能思

路清晰了。 

面对工程学、物理学，我们的思维非常清晰，因为在物质领

域思路清晰与否，不必倚靠属灵清洁。可是来到属灵事物，即便

你是个天才，也可能会胡言乱语。记得跟知识分子聊天的时候，

他们谈起属灵的事物完全是信口开河，简直让我瞠目结舌。我看

着他，不禁想：“这人受了这么高的教育，这么聪明，拿了这么多

学位，居然净说胡话。”你知道为什么吗？并非因为他不聪明，而

是因为他没有属灵洞见。而之所以没有属灵洞见，因为他不清洁。

这绝对是真理，不信你就试一试。 

也许你已经亲身体验过。不妨试一试让罪掌管你的生命，看

看你对属灵问题有多糊涂。你想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真理吗？只有

一个方法，就是来到神面前求问：“神啊，洁净我，让我里面清洁

吧！”你会发现，一旦神洁净了你，你的眼睛上就好像有鳞立刻掉

了下来。别忘了这就是扫罗的经历，当他悔改，亚拿尼亚为他按

手，让他接受圣灵时，他发现眼睛好像有鳞立刻掉下来。一旦认

罪悔改，受了圣灵，他的肉眼和属灵眼睛就可以看清楚了！ 

正因如此，我非常担心那些正在接受全职事奉培训的人。我

想告诉他们：不要以为你上了神学院，读了系统神学，就足以事

奉神了。我不反对人读神学，尽管买本系统神学书去读好了，看

看能不能让你信服。要是你能够明白内容大意，就已经相当不错

了。可是一旦你明白了大意，就会大吃一惊：系统神学里面竟然

有那么多无稽之谈。 



 

奥古斯丁诊断错误，开错了药方 
“原罪”就是一个例子。根据奥古斯丁的观点，亚当犯了罪，

所以我们都有了“原罪”，都要下地狱。奥古斯丁如此聪明的人，

居然给出了什么建议呢？我真是难以置信！我们正好在查考这段

经文，所以我不禁思忖奥古斯丁是否读过这段经文。奥古斯丁的

解决方案是，要想脱离原罪，就得受洗。这真是难以置信，而婴

儿受洗就是由此而来的。他说除非你立刻让婴儿受洗，否则所有

婴儿都会下地狱。这种说法居然出自奥古斯丁这位大人物之口，

他那么博学聪慧，应该有一些高论吧？很抱歉这样说奥古斯丁—

—这位我尊敬、爱戴的作者。我读了他的书，非常赞赏；但在这

一点上，他是大错特错了。而教会跟从了奥古斯丁的教导，开始

为婴儿洗礼，为什么呢？为了避免他们下地狱。婴儿下地狱？主

耶稣这样说过吗？当然没有！但奥古斯这样说了，所以教会大多

都跟从了奥古斯丁。 

这是下错了诊断，因而也就下错了药！诊断结论是原罪，人

遗传了罪性。奥古斯丁有没有问这个罪性是从哪儿来的？当然问

了，是从亚当来的！可是为什么他不问亚当是从哪儿得到罪性的？

细想一想，如果你说亚当是因为犯了罪，所以有了罪性，那么你

只会惹起一个更麻烦的问题。犯了一样罪，怎会生出一个罪性呢？

一个举动就生成了本性？你如何回答这个也许是哲学范畴的问题

呢？怎么解释这种因果关系呢？二者是什么关系呢？哪个是因、

哪个是果呢？前面的问题还没有解答，现在又得解答下一个问题。

所以我对参加全职事奉培训的人说，培训内容不能单单注重圣经

知识。学习事奉不在于在神学院学上多少年，而在于清洁的心！

清心是得到属灵洞见的关键，能够让你的属灵眼光敏锐，分辨出

真正的问题所在。 

祷告：“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你能够看事情一清二楚，并不是因为你聪明，而是因为你是

清洁的。不妨试一试，来到神面前求他洁净你的心，好像大卫所

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诗 51:10，这节经文非常重



 

要，要记住）。我不能造一颗清洁的心，但神能够在我里面造一颗

清洁的心。一旦你求神为你造一颗清洁的心，你的属灵洞察力就

会非常清晰！可以分辨一切！ 

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2章 15节对哥林多人说的话：“属灵
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属灵人看透万事，今

天有属灵人吗？愿神在这个世代兴起属灵人！这才是我们最需要

的。我们不需要更多神学院，神学院毕业生每年成百上千，可是

我还没见到有谁为教会生命做过多大贡献（很抱歉我实话实说）。

我们需要的是清心！这听起来不太像高深的道理，可是我们需要

的不是高深的道理，而是清洁的心，因为人的问题在于心（如果

我们诊断正确的话）。无论你是否读了神学，是你的心发出了恶念、

谋杀、奸淫等等一切不洁的东西。 

为什么呢？因为人滥用了自我保护，完全用错了。为什么会

这样呢？因为只要神不是你生命的中心，你的生命就会偏离正轨，

走入歧途。这就是亚当的问题，如果他意识到自我保护——或者

用传福音术语来说，就是“得救”——是完全并且惟独倚靠神，

就不至犯罪了。人要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就不至于谋杀、抢夺、

淫乱，不至于冒出恶念来。 

亚当不应该以为可以绕开神而得到智慧，这是他犯的错。亚

当、夏娃渴望聪明，这没什么不对。渴望聪明何错之有？聪明对

于自我保护至关重要。但夏娃走错了途径，她没有把神放在中心，

而是想避开神。你要是也这么做，就会有麻烦了。所以要明白，

自我保护没什么错，问题是你采取什么方法自我保护。要么走神

的途径，要么走其它途径。途径、方法林林总总，可是我恳请你

明白：清心才是关键！ 

查考“污秽”一词 
这段经文内容非常丰富，彻底讲解需要好长时间，我们不妨

先看一下“污秽”一词。马太福音 15章 18节说，“惟独出口的，
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这里我们需要问两个问题：首

先，“污秽”是什么意思呢？ 



 

其次，为什么出口的、从心里发出来的污秽人呢？他放在心

里，就不污秽了吗？我一言不发，是不是就不污秽了呢？换言之，

要想不污秽，干脆就往嘴上贴一大块胶布，因为这里说，出口的、

从里面发出来的才污秽人。出口的岂不是说出来的话吗？所以我

只要闭口不言就行了。这种方法真有趣，原来只消一大块胶布，

就可以解决不洁的问题了。果真有效？某种程度来说也不无果效。 

首先来看看“污秽”一词。其实这个词的希腊原文并非贬义

词，基本意思是共同、平常、普通。希腊原文是 koinos，来自另
一个褒义词 koinōnos，意思是相交，共享某样东西。所以“污秽”
一词，原文意思是平常、普通，这有什么错呢？当中有什么属灵

功课呢？我已经说过，身为基督徒，普普通通就是罪了。 

基督徒的崇高呼召：成为圣洁！ 
基督徒不可以平庸无奇。以色列民不可以普普通通，而要出

类拔萃。神的子民要在世上出类拔萃！你是平平庸庸，还是出类

拔萃呢？如果你平平庸庸，那么你就没有活出基督徒应有的生命。

我们蒙召做基督徒是要成为圣洁，这是个崇高的呼召。成为圣洁

就是要在世上出类拔萃。神希望每个基督徒都出类拔萃，而且他

开诚布公地讲了出来，他对以色列民说：我希望你们与众不同，

你们不可平平庸庸、普普通通，不可沾染污秽。 

看一看利未记 11章，沾染污秽是什么意思呢？沾染污秽就是
碰了不洁净的东西。即是说，如果你没有跟世界一刀两断，那么

你就跟世人一样。而你跟世人一样，当然不能出类拔萃，你是平

常人，跟其他人一样。这不正是教会的情形吗？今天教会沾染了

污秽，不圣洁，平平庸庸。教会甚至还告诉我们不必成为圣洁，

我传讲圣洁是救恩的要素，却惹来一大群牧师的责难。但我绝不

会道歉，因为这就是神在旧约对他子民的要求，更何况在新约了。 

利未记 11章整章谈的是洁净，不可沾染污秽。结尾部分两次
提到“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利 11:44-45）。为什
么神吩咐以色列民要洁净？因为他希望以色列民成为圣洁。圣经

中“污秽”的反义词是圣洁，比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 4章 7节，



 

保罗说：“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

洁。”神希望我们洁净、圣洁，为什么呢？好让我们鹤立鸡群！我

们可以在世上与众不同，列王纪上 8章 60节清楚道明了这一点，
那里所罗门说：“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惟独雅伟是神，并无别神。” 

以色列民要成为公义、圣洁的民，好让世人认识神，这就是

列王纪上 8章 60节的意思。紧接着的 61节还在说同样的话题，
就是要成为圣洁，成为完全，要完全委身。时间关系，我就不一

一举例了。总之圣经不断出现这种对比：平常与圣洁。神希望有

一群人能够超拔出众，成为世上的光，因为神已经给了他们一颗

清洁的心，他们的心已经被改变了。这些是超凡出众的人！但愿

神让这间教会超凡出众，因为这就是神呼召我们的目的，要出类

拔萃，不要平平庸庸，不要沾染污秽。 

让人沾染污秽的是言行，因为这会影响到别人 
下来看看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出口的会污秽我们呢？闭口不

言，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我内心不洁，可是只要一言不发，

我就不是污秽的了！你怎么看呢？神学家会怎么看呢？你是不是

污秽的呢？是不是说，因为你的本性不洁净，无论你开口与否，

你的本性就是不洁净，所以你还是污秽的？但这不是圣经的答案。

圣经说，是出来的（并非里面的）东西污秽了你。根据系统神学，

无论你开口与否，你都是污秽的。但主耶稣说，你说出来的话才

会污秽你，耐人寻味！为什么说出来的话才会污秽你呢？ 

回到起初的诊断，我们根据主耶稣的教导（他诊断出了世人

问题的根源）做出了诊断：人类的问题不是没有足够的科学、教

育、宗教，宗教数不胜数，法利赛人比比皆是；问题是在于心，

我们的心不清洁。 

心不清洁有什么大不了的呢？难道只是因为神不喜欢见到我

们心不清洁吗？为什么心不清洁成了世界的问题呢？试想你的心

不清洁，另一个人的心也不清洁，这有什么问题呢？问题就是，

你说出来的话会怎么样呢？别人听得见，结果影响到了别人。换

言之，污秽人就是影响到了人。我不知道你能否明白这里的属灵



 

原则。跟系统神学的定义恰恰相反，罪并非你里面的东西，与别

人无关。不是这样，罪的邪恶在于它影响到了别人，你的所言所

行影响到了别人。神担心的是你如何影响到了别人，你能明白这

一点吗？恐怕很难明白。因为我们以为可以我行我素，不干别人

的事。可是我们的行为就是干涉到了每一个人！我做什么就干涉

到了你，因为没有人是独立活着的，我是我弟兄的守望者。你的

生命总会影响到别人，要么因为犯了罪，要么因为疏忽大意，无

意中犯了罪。 

神按照我们的行为（对别人的影响）审判我们 
你的弟兄饥寒交迫，你没有出手相助，主耶稣就会拿你是问。

“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作客旅，你

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

你们不来看顾我。”你说：“这不关我事，他没东西吃是他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这是你的问题！ 

所以我感谢神，你们在关心难民的需要，知道这样做就是在

成就神的旨意。我们责无旁贷！没有人可以我行我素，神会根据

我们对别人的影响而审判我们。你知道吗？神不会因为你内心隐

而未现的罪而审判你，神会根据你一生对别人的影响而审判你。

这种思想真是太新颖、独特了！但这是圣经的教导。 

难怪圣经说神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审判我们。我们受审不是按

照我们的身份，而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就是从你里面流露出来的

行为。如果你能够按捺住里面的东西，未尝不是解决之道；但你

根本做不到，因为只要是树，就会结果子，好树结好果子，坏树

结坏果子。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了出来。神会按照你一生

给人带来的正、负面影响来审判你。 

我们蒙召要与众不同，要成为世上的光！ 
为什么神希望以色列民，希望你、我与众不同呢？现在你明

白了吗？因为一旦我被神改变，成为与众不同的人，就一定会给

别人带来正面、积极的影响，这一点是肯定的。一个人的生命是



 

如何影响别人的呢？大家都知道停电是什么滋味，只能在黑暗中

摸索，正常生活完全乱了套，不能吃饭、不能学习，根本看不见

桌上的东西。没有光，什么事都不能做。我们要成为世上的光，

我们的生命要正面地影响到别人。这是个崇高的呼召，一个精彩

的挑战！ 

所以我想再次提醒那些参加全职事奉培训的人：一旦出去事

奉主，你会做什么呢？我要求过你们组织大型布道会吗？从来没

有。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解决问题之道，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在教会年深日久的人已经见识过了，布道会解决不了问题。真正

归向主的人很少，百分之八十五、九十的人都离开了，只有少数

人还会继续追求主。即使没有大型布道会，这少数人只要看见了

你的光，也会归向主的。你在世上的使命是要与众不同，而不是

组织各种布道会。要出类拔萃！ 

众人看见我们超凡的生命，他们的生命就会改变 
众人只要看见这种超凡的生命，他们的生命就会改变。耶稣

出来传道有没有组织过大型布道会呢？没有，可是因为他的生命

如此超凡拔俗，众人都被深深吸引住了，蜂拥而来。不是因为他

创办了什么大型机构，而是他的生命吸引了他们。不要走廉价、

容易之路。你不可能比神聪明，不要“改善”神的方法，不要耍

小聪明，要按照神的方式行事。神没有叫我们组织各种宗教活动，

他只是要求我们活出与众不同的生命，在世上做他的子民。如何

才能与众不同呢？这就又回到了这个答案：清心！如何才能清心

呢？让神在你里面造一颗清洁的心！ 

绕了一圈，现在又回到了起点。我们探讨了人类最根本的问

题，也是你生命最根本的问题。希望你明白了这篇信息。正如我

一开始就说，听道不等于明白。我不知道你是否明白了。如果你

明白了，就会知道现在最关键的是让神为你造一颗清洁的心，远

离一切恶行，让神洁净你。结果会如何呢？你就会成为神亲手栽

种的树。马太福音 15章 13节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
种的，必要拔出来。”其次，你就会有清晰的属灵视觉，不至于像



 

瞎子跟从瞎子，你会看得一清二楚！你的生命会与众不同。当你

在自己生命中解决了人的根本问题，就能够出去解决周围人的问

题，因为你已经明白人的问题所在。 

既知道问题、又知道答案，何等美好！我们身为基督徒，真

是得天独厚。我体会到这是一种福气，也是一份责任。我看得出

每个人的问题，也知道解决之道，因为耶稣告诉了我。我试过，

知道行得通！医生也没有我这么幸运，医生知道很多疾病，可是

大多都不知道如何医治。他可以缓解一下症状，但不能治愈。你

却知道问题，也有解决之道。我想对参加全职事奉培训的人说：

你是得天独厚的，你知道人的问题，也知道解决之道。不过你一

定要活出这种生命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