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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珊

我在他面前作了完全人，我也保守

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所以雅伟按我的公

义，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偿还我。

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

你以完全待他（诗18:23-25）。

诗篇18篇是许多信徒都很喜欢的诗

篇，我也不例外。刚信主时面对读书的

压力、家人反对的压力，神就借着诗篇

18篇来鼓励我，使我得胜有余。所以对

我来说，诗篇18篇非常宝贵，每每读到

它，就不禁想起一幕幕经历神的片段。

诗篇18篇比较独特，首先，小标题

阐述了这诗篇的写作背景。小标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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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伟的仆人大卫的诗，交与伶长。

当雅伟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

日子，他向雅伟念这诗的话。”

因为小标题提到神救大卫脱离仇敌

和扫罗之手，所以解经家对这诗篇写作

的时间众说纷纭。有的解经家认为这是

大卫年老时的作品――大卫回顾一生所

经历的保守和祝福而向神发出感谢。有

的解经家却认为这是大卫年轻时的作品，

每当他在危难中经历神的拯救，他便用

这诗篇来歌颂神。

诗篇18篇还有另一个独特之处：圣

经其他书卷很少重复整篇诗篇的内容，

但撒母耳记下22章几乎把诗篇18篇一字

不漏地摘录下来，可见诗篇18篇极其重

要，值得我们仔细去默想。

在许多信徒心里，每早晨读经灵修

是例行公事。不过，对我来说，圣经不

是枯燥乏味的训言，而是神写给我们的

信。我越读经，便越喜欢读经，因为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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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确实是神所默示的。虽然不同书卷是

出于不同年代的作者，但里面却包含了

贯彻新旧两约的属灵原则。

每天读经，千万不要抱着完成任务

的心态。读经的目

的是为了更深地

认识神。读的时候

要慢慢嘴嚼，反复

思想，留意频繁出

现的字眼，好归纳出一些属灵原则。这

些属灵原则能够帮助我们跟神建立更深

的关系。

诗篇18篇的主题关乎完全

举诗篇18篇为例，读完整篇，你能

找到一个属灵原则吗？当我仔细去默想

它的内容，我就看到大卫重复地提到“完

全”。

我在他面前作了完全人（诗18:23）。

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诗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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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雅伟的

话是炼净的（诗18:30）。

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诗18:33）。

只有完全的人，神才以完全待他

大卫三番五次提到完全这个词，可

见诗篇18篇的主题跟完全息息相关。这

篇的中心点，25节已经道出了贯通整篇

的原则――完全的人，神必定以完全待

他。我们对神的态度决定了我们跟他的

关系。我们以完全的态度待他，他必定

以同样的态度来回应我们。

要蒙神悦纳，就必须完全

新旧约都提到一个极其重要的原

则――要蒙悦纳，就必须完全。即使在

第一卷书，圣经已

经说明这个原则。

创世记6:9说：挪

亚是个义人，在当

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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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亚是个完全人，难怪神保护了挪亚一

家八口免受洪水的毁灭。

除了挪亚，我们在亚伯拉罕身上也

看到同样的原则。创世记17:1说：“亚

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雅伟向他显现，

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

作完全人。”早在创世记，圣经已道出

这个重要原则――要蒙悦纳，必须完全；

不完全是不会蒙悦纳的，无论是人，还

是祭牲，也是如此。完全的含义很丰富，

指正直、真诚、没有瑕疵。

以色列民对完全这个概念一点都不

陌生，因为旧约清楚地说明：献给神的

祭物都必须完全，否则不会蒙悦纳。有

残疾缺陷的祭牲都不可献给神，因为必

不蒙悦纳。利未记22:17-20说：

雅伟对摩西说：你晓谕亚伦和他子

孙，并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家中的人，

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凡献供物，无论

是所许的愿，是甘心献的，就是献给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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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作燔祭的，要将没有残疾的公牛，或

是绵羊，或是山羊献上，如此方蒙悦纳。

凡有残疾的，你们不可献上，因为这不

蒙悦纳。

不管是祭司、以色列平民百姓，还

是寄居的外邦人，要蒙悦纳，所献上的

祭牲必须没有残疾，

必须完全。瞎眼的、

残废的、长癣的祭

牲都不可献给神，

否则必不蒙悦纳。

你会否感到困惑——反正神是个灵，

根本不吃祭物，那么祭牲是完全与否又

有什么区别？为什么神的要求那么高？

其实，神不是看重我们的祭物，神是看

重我们对他的态度。那些敷衍了事、做

表面工夫、不诚实的人是不会蒙神悦纳

的。

人的心理很奇怪，常常觉得神的要

求太高，做基督徒的代价太大。扪心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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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们自己的要求不也是很高吗？买

东西，货品必须完美无瑕。要是发现到

有污点、有损坏，便立刻退货。既然我

们自己的要求都那么高，为什么却假设

神的标准比我们还要低？

要完全，就必须遵守神的道

诗篇18:21-23说：

因为我遵守了雅伟的道，未曾作恶

离开我的神。他的一切典章在我面前，

他的律例我也未曾丢弃。我在他面前作

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

没有人凭自己的努力可以成为完全。

追求完全离不开遵

守神的道。大卫之

所以能够作完全人

是因为他紧紧地遵

守神的道，保守自

己远离罪孽。当他这样行，便经历到神

的能力，使他行为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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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善待扫罗，不以恶报恶

大卫写这诗篇来赞美神，因为神救

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即使四面

受敌，他依然遵守神的道，不敢犯罪得

罪神。旧约谈到以色列民该如何处理弟

兄之间的关系，利未记19:17-18说：

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

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

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

我是雅伟。

神清楚地吩咐他的子民不可心里怀

恨、口里埋怨，更不可采取报复行动，

却要爱弟兄如己。扫罗因嫉妒而追杀大

卫，虽然大卫在隐基底洞里有机会除灭

扫罗，但大卫却没有这样做。不但如此，

他还拦阻他的随从，不容他们杀害扫罗。

撒母耳记上24:17-20说：

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

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你今日显明是

以善待我，因为雅伟将我交在你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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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却没有杀我。人若遇见仇敌，岂肯放

他平安无事地去呢？愿雅伟因你今日向

我所行的，以善报你。我也知道你必要

作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里。

扫罗用公义来形容大卫，并重复地

说大卫以善待他。如果是你，你会否抓

紧机会把扫罗除灭？一方面，扫罗因嫉

妒而追杀大卫，这已使他失去了作王的

资格。另一方面，神已弃绝扫罗，膏抹

大卫；这次扫罗自投罗网，来到隐基底

的洞里，这岂不是天赐良机让大卫把他

除掉吗？相信大多数人都会理直气壮地

把扫罗杀了。

但大卫却没有这样做。他不敢以恶

报恶，反而善待扫罗。这就是完全人的

标记。大卫不仅自己如此行，而且制止

了他的随从去杀害扫罗。这个片段不禁

使我们想到主耶稣的登山宝训。

马太福音5:44-45和48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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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

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

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

样。

大卫善待扫罗，正如神善待我们这

些忘恩和作恶的

人一样。追求完

全不是追求完美

主义，而是脚踏

实地效法天父的

心肠。天父如何恩待忘恩和作恶的人，

我们也当以同样的心肠彼此相待。

神的道是经得起检验的

诗篇18:30说：

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雅伟的

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作他们

的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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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用了一个平行句子来形容神的

道：神的道是完全的，雅伟的话是炼净

的。神的话好比从炉子炼净的银子一样，

杂质被除掉，炼出来的都是纯正的银子。

换句话说，神的话是经得起检验的。只

要按照神的话去行，就必定能够体验它

的真实。

还记得有一次跟一位姐妹聊天，她

觉得神的标准很高，是她无法达到的。

神的标准确实很高，是我们无法靠自己

的本事去达到的。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

服从他的话，愿不愿意信靠他，支取他

的能力去前行。只要我们愿意，就必定

能够证实神的话是完全、真实、行得通

的。

恶劣环境成了神培训我们的场地

既然天父恩待忘恩和作恶的人，要

效法神，我们就必须面对这种人，依靠

神的能力去善待他们。如果围绕我们的

都是属灵伟人，又怎能有机会去善待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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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难怪在属灵生命不同阶段，神让我

们遇见难以相处的人，好锻炼我们追求

完全。诗篇18:32-33说：

惟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为

完全的，他是神。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

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

大卫用了一幅很特别的图画形容自

己――神使他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

他在高处安稳。很多人没见过母鹿，也

不知道它的生态环境。但大卫是牧羊出

身的，他在放羊时肯定观察到母鹿的特

点，以致用这幅图画来形容自己。

圣经把鹿和野山羊(ibex)相提并论，

原因是因为野山羊的外貌和特征跟鹿都

很相似。我看过一套介绍野山羊的记录

片，旁述员说在以色列死海的沙漠，野

山羊选择在悬崖峭壁顶端产下宝宝，好

保护小野山羊不被野兽袭击。

虽然小野山羊在悬崖顶端非常安全，

但食物和水源却位于山崖底部。为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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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小野山羊别无选择，只好跟着母野

山羊下山。小野山羊小心翼翼地跟着母

野山羊，边走边学，运用它独特的分趾

蹄，奔跑跳跃，跨越障碍，逃离猛兽。

在人看来，小野山羊在悬崖峭壁出

生实在不幸。那里缺水缺粮，难以生存。

但事实是只有

在这种恶劣环

境下，小野山羊

才有场地去锻

炼如何运用它

得天独厚的分趾蹄去穿梭奔跑。惟有天

天都必须上山下山，小野山羊才能学会

灵敏安稳地奔跑，才能学会如何避开野

兽的追捕。

如果你正身处恶劣的环境，天天都

要面对难以相处的人，不要垂头丧气，

反而要振作起来，抓紧机会经历神的能

力。神能够使你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

使你在高处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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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神的话去面对考验

很多基督徒认为在这个弱肉强食的

社会，爱仇敌、善待恶人这些教导不切

实际，只会使恶人变本加厉，得寸进尺。

你是否也有同感？

还记得神借着一个房东让我学习恩

慈待人的功课。这个房东是信主的，年

纪老迈，雇了用人，没有家人跟他一起。

他住一套房子，把隔壁带家具的房子租

了给我、我爱人和一位姐妹。双方签了

租约，厘定彼此的责任。我们作为租客

必须支付房租，而房东作为业主必须负

责维修电器。

那地方天气炎热，家家户户都装了

空调。一天客厅的空调坏了，我们便通

知房东来修理。房东不懂得如何修理，

于是找了朋友来检查空调。他朋友说，

空调坏了，已经无法维修，必须更换。

房东和他朋友离开后，我们又等了

一段时间，房东还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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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那地方天气酷热，蚊子又多，窗户

都安装了纱窗。

经过烈日晒了一

整天，窗户又不

透风，整个客厅

热得像烤箱一样。

我们没有办法，只好再找房东，请他尽

快把问题解决。

过了一段时间，房东又带了另一个

朋友来。这次，他的朋友把整个空调拆

下来检查，但结论还是跟上次一样：空

调必须更换，无法再修了。

房东和他朋友离开后，我们又等了

一段时间，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当时我

忿忿不平，觉得房东身为基督徒言而无

信。我们尽了租客的责任，准时支付房

租，房东却出尔反尔，拖拖拉拉，不履

行他的责任。

在空调故障的四个月里，每每下班

回家做饭，我都汗流浃背，全身湿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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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我不以为然，觉得衣服湿了是很正

常的，没想到湿衣服会造成皮肤发炎，

要几个星期才能痊愈。

一天，我爱人跟我和同住的姐妹说：

如果做了好吃的，就拿点给房东吧。我

爱人觉得，房东年纪老迈，又没有家人

跟他一起住，关心他也是应当的。

听到爱人的建议，我便安静下来，

觉得自己不该为了空调的问题耿耿于怀。

为了生活小事影响到我的心态，也影响

到我跟神的关系，

实在非常不值。房

东是不守承诺，但

这不代表说我便

可以与他为敌。于是，我按照爱人的话，

做了好吃的就拿些给房东。姐妹做了蛋

糕，也同样拿些给房东跟他一起分享。

后来，令人欣慰的是房东终于愿意

放弃旧空调，为我们更换新空调。尽管

房东耽延了四个月才把空调的问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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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值得感恩的是我们听从神的话不以恶

报恶，靠着神胜过这个考验。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的工作也告一

个段落，需要收拾东西离开那地方。房

东知道我们要迁离，便叫了我和姐妹到

他家。他拿了一个

放项链的盒子出

来，让我们随意挑

选里面的项链。这

些项链都是手工做的装饰品，是房东特

别送给我和姐妹作为纪念的。

起初租房子时我们交了一笔押金给

房东，我们已作好心理准备，房东可能

不会把押金退还。但意想不到的是房东

还是把押金全数退还给我们。不仅如此，

离开的那天，他还亲自开车送我们到机

场，跟我们道别。

因着神的教导，我们没有以恶报恶，

用自己的方法去对付房东。因着神的教

导，我们经历到以善胜恶，与邻舍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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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处的美好。离开那地方时，显然我们

是多了一个朋友，少了一个敌人。

好了，今天的分享快要结束了，我

在这里做一个总结：

①诗篇18篇道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

属灵原则：只有完全的人才会蒙神悦纳

的。

②要完全就必须遵守神的道，尤其

是效法天父的心肠去善待忘恩和作恶的

人。

③神的道是经得起检验的。即使在

恶劣的环境下，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遵

守神的道，好经历神的能力使我们越战

越勇，以善胜恶。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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