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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成牧师 

我们很快又进入了新的一年。过年是一

件严肃的事，如果希望新的一年过得好，就

得反思去年是怎么过的。如果去年过得不好，

就得反思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懒散、

任性、放纵导致一年白白过去，一事无成？

知道问题的根源，就得赶紧改过，这样才能

确保新的一年不会重蹈覆辙。不懂得反思或

反省，新的一年不可能会好，只会变本加厉，

变得更糟。 

如果去年过得很顺心、得意，我们也得

放慢步伐想一想，这种“成功”有意义吗？

很多人的生活非常忙碌，生活显得很充实，

因为没有时间闲着。这种忙忙碌碌的生活有

意义吗？不要以为忙碌，有成就就是有意义，

不一定。所以我说过年是件很严肃的事。我

也想跟大家严肃地去思想这个问题，新的一

年我们该怎么生活。求神借着他的话指教我

们，引导我们走正确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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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向神求智慧的心 

我们今天要看诗篇 90 篇。诗篇 90 篇是

一篇很好的诗篇，里面的内容太多了，我们

今天只能谈一个重点。我们先看 12 节：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写这篇诗篇的人据说是摩西。摩西在这

里说到“求你”，就是求神，“指教我们怎样

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你懂得数算自己的日子吗？既熟悉但又很陌

生的话。熟悉的意思是，这是我们经常说的

话。比如说，我们常常教导小朋友要爱惜光

阴。爱惜光阴就是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也

常常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这些都是大家很熟悉的话，但你相信吗？你

跟小朋友说的时候，你心里真的是这么想的

吗？我告诉你，大部分人都不是这么想的。

今天我们干什么呢？我们选择用光阴来换金

子。 

什么是光阴呢？光阴就

是时间，就是你的生命。你

活着才有时间，时间对死人

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光

阴比金子宝贵，失去了生命，

有金子又有何用呢？今天所

有人都是选择用光阴来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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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子。然后我们教小朋友另外一套，小朋友

看着你，他也不相信你说的那一套，他也跟

着你的脚踪走，成了为金子而丢失生命的人。

你不知道活着为何，你的儿子更不知道活着

为何。丢了光阴就等于丢了生命的一切所有。

我们今天忙着追求金子，为了金子丢了家庭，

丢了友情，丢了健康，甚至丢了人应有的基

本美德。我们变得不诚实、狡猾、冷漠。所

有这些不好的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攒

越多；好的东西，好的美德随着年龄增长，

越来越少。我们的下一代看着我们，我们怎

么教他们呢？我们不懂得数算自己的日子，

所以我们也没有资格教育他们。 

圣经提醒我们，要懂得数算自己的日子，

这才是真智慧。为什么摩西会这样求神呢？

“求你指教”是求教的意思，希伯来原文的

意思就是“让我们晓得”。所以今天我会经常

用一个词，就是“知道”或者“晓得”。因为

有很多事情我们不晓得，我们必须让神的话

来指教我们，好让我们晓得。为什么摩西会

这样求呢？到底摩西领悟了什么，以致他会

这样求？ 

生命有尽头 

我们看诗篇 90 篇 10 节：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
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矜夸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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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
如飞而去。 

这里说到，“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

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熟悉吗？熟悉，

大家都懂。如果能活到七十岁，已经不错了，

如果你稍微强壮一点，可以活到八十岁。再

多真的没意思，你只是处于“还没死”的状

态，没有任何活着的质量。所以不要求长寿，

要求活得有意义。那这里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摩西领悟了什么呢？他领悟到原来自己的年

日是有上限的。你知道吗？你当然知道，但

你不晓得——这些道理没进到你心里。 

穷人的生活很节约，因为钱不够。钱不

够的人要算一算口袋有多少钱，然后再想想

该怎么花。这就是节约，要规划如何用钱，

因为钱有限。如果你知道自己的年日有限，

你会怎么生活呢？好好想一想这个简单的问

题。不要假设你懂了，其实你什么都不晓得。

连摩西这样的伟人都要求神指教他，可见他

也意识到自己的无知。数

算自己的日子就是认识到

自己的年日是有限的，不

能再糊里糊涂，漫无目标

地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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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转瞬即逝 

摩西还体会了什么呢？我们继续看诗篇

90 篇 5-6 节： 

5 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
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6 早晨发芽生
长，晚上割下枯干。 

5 节说到“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

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他们”是

指人，摩西说他们“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

下枯干”，他领悟了什么呢？他领悟到生命的

无常。10 节他说，人若健康可以活到七八十

岁。但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即使在健康、平

安的条件下生命还是有限的。生命是无常的，

不是你决定想活到八十岁就八十岁。生命是

无常的，这点我们必须晓得。摩西领悟到了

这一点，所以他时间有紧迫感。他说生命如

同草，早上长起来，下午就被人割掉当材烧。

摩西形容生命如同睡一觉，转瞬即逝。 

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他的弟弟在外国患

了新冠肺炎，被送进了医院抢救。抢救不成

功，医院只好通知家人。但通知家人也没用，

因为他们不能进去

看他。没过多久他

弟弟就去世了。这

个弟兄很难过，因

为他弟弟还不到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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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岁。这就是我说的生命无常。你不要以为

你能进入 2022 年是理所当然的，不是的，你

要懂得感恩每一天。生命如草，如睡一觉，

这提醒我们生命转眼就过去了，要懂得珍爱

生命，珍惜彼此。你不要假设，今天跟某某

人吵了架，以后有机会见面时还可以和解。

不一定，可能他不在了，可能你不在了，机

会再也没有了。这就是生命的无常，我见得

太多了。 

我们要懂得珍惜今天，不要借贷明天。

今天大家都流行网贷，除了网贷借钱以外，

我们也习惯借贷明天。“借贷明天”的意思是，

每个人都以为有明天，所以很多事情就押后，

该做的事，今天不做，明天才做。这就是在

假设我还有明天，这就是借贷明天的心理。

你没把生命无常当一回事，你以为有用不完

的明天，所以完全不在乎今天。所以不要新

年立志，你干嘛要新年立志？干嘛不今天就

改过呢？为什么不从上个月开始改过呢？ 

今年毁了，没关系，我还有明年，明年

可以重新开始，这就是借贷明天的心态。今

天挥霍掉，明天可以重启，怕什么呢？所以

我们总是毁了昨天，糟蹋今天，然后期盼明

天会更好。我告诉你，明天不会更好，只会

更糟，因为你不懂得数算、珍惜你的日子。

好好想一想，圣经的话真的是非常真实、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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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教导我们如何过好每一天。 

我们都要死 

摩西还领悟了什么呢？我们看诗篇 90

篇 3 节： 

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
归回。” 

这也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其实今天说

的都是小道理，没有新鲜的事。这句话想说

什么呢？简单来说，神说，你和我都要死。

这个大家都懂，也都知道，对吧？有没有想

过，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呢？按照这句话，人

活着就是等候归回尘土。也就是说，人活着

其实就是在等死。你想通了，就是这么一回

事。等死的过程中，还伴随着很多劳苦愁烦。

前面不是说到我们

这一生就是劳苦愁

烦。我们活着就是

为了等死，等死的

过程中还要面对许

多劳苦愁烦（10 节）。 

到底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呢？你有没有想

过这个问题呢？摩西承认他的一生没有什么

可矜夸的。面对死亡，人人平等，所以无需

嫉妒有钱人，不要羡慕他们，他们不知道自

己在忙什么。在神面前人人平等，最终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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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局是一样的（都要死）。听起来很悲观，

但我不觉得悲观，因为死亡逼我们面对现实，

逼我们思想生命的意义。但我们都不愿意面

对，所以很多人面对死亡时是惊慌失措的。

我发现有些年龄大的人，听到自己患了绝症，

也会措手不及，仿佛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死。

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的。如果你不认识神我

不怪你，但如果你是一个认识神，明白神旨

意的人，你不应该是这样的表现。你应该懂

得数算自己的日子，懂得如何预备自己面对

死亡。基督徒应该有一个积极，有盼望的生

命观。我们没有遗憾，没有恐惧，因为我们

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死亡是有益处的，它迫

使我们思想生命的意义，懂得去数算我们的

日子。 

摩西惧怕神的愤怒 

摩西还领悟到一点，这一点大家可能比

较陌生了。我们看诗篇 90 篇 7-9 节和 11-12

节： 

7 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忿
怒而惊惶。8 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
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
9 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
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 
11 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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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敬畏晓得你的忿怒呢？12 求你指
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
们得着智慧的心。 

经文的“你”是指神。11 节说，“谁晓

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

你的忿怒呢？”最后一句可以这样理解：“谁

因敬畏你而晓得你的忿怒呢？”留意“晓得”

这个词。摩西有了这些领悟后，他就求神指

教他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我用红色凸显了几个字，都是跟“神的

怒气”有关的。摩西连续五次提到神的忿怒。

为什么他突然感受到神的忿怒呢？第 8 节告

诉我们，因为他认识到自己的罪孽，自己隐

藏的恶，神都看见了。那么摩西怕什么呢？

摩西害怕将来他没有办法面对神的审判。 

死亡不可怕，你没预备好面对死亡才可

怕。摩西懂得害怕，而害怕迫使他向神求。

摩西晓得今生是神给我们的考试，生命是有

试用期的。我们知道工作有试用期，你有没

有想过今生其实是神给你的试用期呢？我们

说“信耶稣得永生”，得永生不是理所当然的，

惟有懂得善用今生的人才配得永生。摩西心

生敬畏，他谦卑寻求神的指教，求神给他们

（神的子民）有智慧的心，懂得数算自己的

日子，可以通过今生的试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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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面前安静聆听 

摩西谈到罪孽和隐藏的罪，这一点我们

比较陌生，不知所云。摩西会因为自己的罪

而害怕神，为什么我们对罪却毫无感觉呢？

圣经经常谈罪，大部分人会一笑置之。我们

都想不到有什么罪。我们也想不通为什么世

风日下？原因很简单，因为大家都不敏感自

己的罪，所以我们不断地在犯罪。你和我不

断地在犯罪，才导致世风日下。怎样才能够

敏感罪呢？你必须要有那份安静。你懂得安

静吗？刚才我说到摩西懂得敬畏神。敬畏神

还不够，你还要懂得安静。只有当你懂得安

静，神才会向你说话，你才能够敏感到神要

跟你说的话。当你能够敏感神，你就能够敏

感、认识罪的问题。 

我看过一个银行广告，广告中的主角叫

王老板，今年 53 岁，是银行的贷款的客户。

广告里说到，他早上五点半开始工作，一直

干到晚上十一点才休息；每天拼命地干，不

怕苦，不怕累。你看了之后，你会不会觉得

很受激励？他从早上五点半干到晚上十一点，

你有没有算过，他

还剩多少时间呢？

我说要数算自己的

日子，这其实是很

简单的数学，你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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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每天需要睡几个小时呢？假设他每天需

要睡四五个小时，你觉得他还有时间陪家人

吗？还有时间去关心别人吗？他不病倒已经

很了不起了，那里还要时间、精力去关注别

人。这就是不懂得数算自己的日子。他在不

停地消耗今天，还假设有用不完的明天，甚

至还以为这样的忙碌就是生命的意义。 

忙碌使人心灵麻木 

我刚才说到安静，为什么我们不懂得安

静呢？因为我们以忙碌为生命的意义，忙碌

导致我们的内心无法安静。也许你觉得刚才

的广告例子有点极端。但我告诉你，一点都

不极端。前一段时间网上不是谈 996 吗？996

其实就是 1086，你晚上九点钟下班，假设你

要开车一个小时回到家，也就是说回到家就

十点了。你九点钟上班，不可能九点钟出门，

你要八点钟出门。所以我说最后 996，就成

了 1086。那么你有没有算一下，你还剩多少

时间呢？我们的日子就这样消耗掉了。不要

随大流，这不是成功，也不是生命的意义。 

广告里的王老板已经 53 岁了，我不知道

他还打算干多少年。假设他干到 65 岁，长时

间在这种高压下工作，你觉得他还会健康吗？

我真的怀疑。去年 12 月，我被告知有 12 个

人去世了。有些人是我认识的，有些是朋友

的家人，当中只有三分之二是老年人。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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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为什么在一个月内会收到这么多死讯。

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现实。不要把忙碌看成

是生命的意义，免得有一天当生命走到尽头

时，你才悔不当初。 

摩西不想糊里糊涂、忙忙碌碌地度过一

生，所以他向神求智慧的心。不要假设生命

是掌握在你的手中，可以任意挥霍、忙碌，

等你想停下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王老

板是在假设生命是他来掌控，每天想干几个

小时他决定，想干到几岁才退休享受生活也

是他说了算。他错了，我告诉你，生命没有

恢复键。不要以为搞砸了，按一个键就可以

恢复如初。今天很多人未老先衰、疾病缠身，

但这些病大部分都是因为过度忙碌造成的。

即使你一生赚再多的钱，也还原不了健康。 

 

“忙”这个字也很特别，它是由“心”

和“亡”组成的。你有没有想过，忙意味着

什么呢？意味着你的心已经死了。我觉得这

个组合也挺奇怪的。是不是古人有所体会，

所以借此提醒后人不要太忙？忙碌的人有个

特征，就是肉体非常活跃，思想也很活跃。

他们思前想后、手忙脚乱、东奔西跑，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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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停不下来。 

你身体越活跃，心灵就越麻木，无法敏

感神，无法领悟属灵的事。当圣经谈论罪时，

你无法认同，因为你对罪不敏感。对罪不敏

感的人是不可能敬畏神的。你没有时间安静，

所以你敏感不到神；敏感不到神，你就以为

神不真实。却不知真正的问题是你的心已经

亡了。 

不懂得数算自己的日子，就会永无止境

地忙忙碌碌，不知道生命为何。当务之急是

苏醒你的心灵。所以我就建议你两点，第一

点就是敬畏神。刚才说到摩西懂得敬畏神，

这一点是我们必须学习的。你要调整你的心

态，用一个敬畏的心态来到神的面前，谦卑

求他指教你。 

可能圣经有很多话你听不懂，你也无法

认同，不要紧，你可以先从敬畏神开始，求

神指教你，帮助你明白。如果你想得到神的

指教、引导，你就必须有一颗安静的心。这

就是第二点。你必须给神一个空间，让他可

以跟你说话。 

比如说，你一周七天都很忙，无法来教

会；即使来了教会内心也很慌乱，无法安静。

如果你不想做一个心灵麻木的人，你就必须

腾出时间给神，放下一切搅扰你的事，专心

来到神面前亲近他。如果你的态度正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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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有敬畏，他一定会回应你的。 

晓得我们的生命有限 

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内容有点相似，就

是诗篇 39 篇 4-5 节： 

4 雅伟啊，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终，
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
长。5 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
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各人
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 

这是另外一个诗人向神的祷告，内容跟

摩西的祷文很相似。他向神求什么呢？可能

我们读了都觉得有点奇怪，他竟然求神“叫

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连这个也不懂吗？

好好想一想，你懂还是不懂？这就是我说的

“不晓得”，似懂非懂。他说“让我知道”，

言下之意他承认自己不晓得，他没有这种意

识。 

生活一忙碌起来，我们就忘了自己是血

肉之躯，是会死的；我敏感不到神，所以也

不晓得人活着的意义。前面说到“求你叫我

晓得我身之终”。简单来说就是叫我知道什么

时候会死，叫我晓得人是会死的。最后又说，

“各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他认

识到生命无常。当你觉得最稳妥的时候，可

能明天突然间一切都改变了，这就是虚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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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诗人深刻的体会。 

我希望在这新的一年，这些话能帮助你

思想生命的意义。不要随大流，天天忙忙碌

碌。给自己一些安静的时间，用心灵去感应

神，我希望你能够认识神。不要等到生命的

尽头，或者遇到什么大灾难时，我们才想起

神。 

其实神老早已经借着圣经的话跟你说话

了。但是你必须用一个敬畏、安静的心去聆

听。安静的心，就是一种愿意在神面前去反

省的心态。所以今天

我也鼓励你，如果神

的话真的触动了你的

心，你就好好效法摩

西那样向神祷告，求

神指教你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如果你以这

种谦卑、敬畏的态度来到神面前，求神借着

他的话来指教你，教导你如何数算自己的日

子，如何按照他的旨意生活；我可以肯定地

告诉你，神必然会回应你的祈求。 

晓得神才是永恒的倚靠 

我们看最后一节经文，诗篇 90 篇 1 节： 

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 

这里的“主”就是雅伟神，“居所”可以

理解为一个住的地方，这里带有“避难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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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是我们可以投靠的地方。“世世代代”

意思是永远的意思。摩西认识到惟有神才是

我们永远的避难所（居所）。诗篇 90 篇是以

这一节开始的，这是一句非常积极的话，是

经过很多反思所得出的结论。可能你读前面

我给你看的一些经文的时候，你会觉得诗篇

90 篇非常消极，作者是很悲观地在反思人生，

其实不是的。 

认识到生命的无常，生命的短暂，你投

靠什么呢？很多人选择投靠钱。有趣的是，

有钱人都选择投靠保险公司，买各式各样的

保险。为什么呢？可见钱不能给你保障，你

要转移到保险公司投保。你觉得保险公司能

给你保障吗？至少他们是无法保你不病不死，

因为保险公司也无法改变生命无常的事实。 

我们假设有了钱就可以买最好的医保，

身体出了什么状况，就去最好的医院，找最

好的医生。所以你越有钱你越慌，你想方设

法用钱来改变生命短暂、无常的事实。每个

人都心知肚明，钱不能改变这个事实。真正

的问题是我们心里没有安全感，没有真正的

倚靠。靠人、靠钱、

靠保险公司、靠三甲

医院、靠人的宗教，

这一切都是徒然的。

等生命走到尽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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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会晓得：除了神，一切的倚靠都是虚

幻的。离开了神我们是不可能找到真正的倚

靠。 

生命短暂、无常，终有一天我们都要死，

你投靠什么呢？摩西选择投靠神。这是出于

敬畏神所领悟的智慧。他终于晓得神才是我

们世世代代的避难所，是我们永远的倚靠。

所以我也借着这一节鼓励大家，但愿这 2022

年大家真的能够认识神，经历到有神同在的

平安。 

https://www.fydt.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