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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028讲·10章 4节 

殷勤：丰盛生命的秘诀 
昊敏 

 

手懒的，要受贫穷；手

勤的，却要富足。（箴 10:4） 

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

殷勤人必得丰裕。（箴 13:4） 

从这两句话可见，贫穷的原因是

懒惰，富足的原因是殷勤。需要解释

一下，什么是富足呢？世人的概念钱

财多，身家不菲，家大业大。但这不

是圣经的概念，圣经所定义的富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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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物质层面，而是生命素质的层面，

拥有神那样的生命素质：仁爱，喜乐，

使人和睦，忍耐，节制……总之这是

一种丰盛的属灵生命。 

世上很多人物质并不贫穷，生命

却一贫如洗。具体的体现是：社会犯

罪率居高不下，人与人相处矛盾不断，

问题层出不穷。有时候常常看到这样

的新闻：成

年人因为

一点点琐

事，一言不

和就大打

出手。当然

这种事情

不只是新闻中见过，其实我们在街上

也会经常亲眼目睹。你不禁想：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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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为什么行事为人好像小孩子一

样，一点都不成熟呢？很多人的生命

实在贫穷。 

基督徒又如何呢？按理说，我们

已经得到了神赐给我们的新生命，有

了神的性情，应该是丰丰盛盛的，然

而实际上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丰盛、富

足的呢？好像这种基督徒并不多，可

能大多都是过一种贫穷的属灵生命。

原因何在呢？箴言这节经文给了我们

答案。关键是殷勤。 

我们已经讲过了懒惰，今天重点

谈殷勤。什么是殷勤呢？你觉得一个

人要怎样才算是殷勤呢？你是个殷勤

的人吗？或者你见过身边有殷勤的人

吗？你为什么说他是殷勤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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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勤行动 
箴言10章 4节有一组对比：手勤，

手懒。殷勤人是付诸行动的，他动手

去做。而懒

惰人是手懒

的，没有行

动。而箴言

13章4节说， 

懒惰人不愿

意行动，但

他会羡慕。他会羡慕说：真好啊，我

真想啊，我也要去做啊，甚至常常说

要去做。有句俗话说：有志者立长志，

无志者常立志。懒惰人经常说要去做，

甚至说明天就去做，但到时候就不做。

比如说：我真想去跑步啊，真想去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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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身体啊，或者真想旅游啊，真想学

弹琴啊，真想来听查经、讲道，看圣

经，可是…… 

我们是什么情况呢？是不是想要

做很多事情，却没有做？你不想做也

就罢了，但为什么表达想做，甚至很

想做，羡慕别人做出来的成果，自己

却没有做呢？不要总找理由，比如没

时间等等，其实说到底，我们是不是

懒惰呢？ 

殷勤计划 
殷勤筹划的，足致丰裕；

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箴

言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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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勤的人不只是手脚勤快，他在

思想、计划上也是勤快的，所以这里

说“殷勤筹划”。他做事之前会做好筹

备、计划，每一步都考虑周全。甚至

可能会发生什么意外状况，他都会事

先做好分析、考量，尽量避免意外发

生，并且想好应对之策。这样，他想

要成就的事情才不至于流产，最终能

够胜利完成。这就好比打仗，统帅必

须做好缜密的作战计划，每一步都要

想到，确保得

胜。 

说到打仗，

拿破仑是世上

公认的卓越的

军事天才，战功

赫赫。他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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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常常得胜呢？不是凭运气，看看

他的几句名言就知道了： 

伟大的统帅应该每日自问数次，

如果面前或左右出现敌人该怎么办？

他若不知所措，就是不称职的。 

在思考一次战役时，我在内心与

自己辩论，力求驳倒自己；在制订战

役方案时，我是最谨小慎微的人。我

总是扩大危险和意外，即使我看来高

兴，其实我始终极度紧张和激动。 

我永远在工作着，我思考得很多。

要说我对某事已准备就绪，足堪胜任，

那只是因为在此以前，我已反复考虑

过；即使是细枝末节，我也要千思万

想。 

从拿破仑的这些话可见，他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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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能够常常得胜，是因为他是个殷勤

筹划的人。他每天无数次自问：如果

前面出现敌人怎么办？左边出现敌人

怎么办？这是未雨绸缪，而且他能够

这样问，就已经想好了如何迎敌。所

以有什么意外发生，他都不会不知所

措。 

拿破仑“总是扩大危险和意外”，

即是说，很多时候他都想好了会有什

么状况、意外发生，并且做好应对之

计，甚至做出一些布防，避免这些危

险出现，所谓防患于未然。但我们一

般人往往会说“没事、没事”，到时候

出事了就说是意外，还怨天尤人。 

“反复考虑”，即使是细枝末节，

他也要千思万想的。真的是个殷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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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拿破仑会有所成就。不殷勤筹划

的人，本来很想做成一件事，而且已

经开始去做了，但一遇到什么意外情

况，就停了下来，半途而废。比如很

多人喜欢学一门乐器，或者学一门外

语，现在这种培训班也很多，有的培

训费价钱不低。很多人花钱报了班去

学，可是先别说有没有学会，就说一

说听课情况，一个培训班往往是开到

一半，学生已经减了一半，到快结束

时，学生已经寥寥无几。那些人都是

报了名、交了钱的，本来都想好好学

一学的，可是因为各种原因——要出

差啊，家里有事了，工作忙啊等等，

最终他们放弃了本来要想做甚至正在

做的事情，半途而废。 

问题出在了哪里呢？工作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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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有事等等，这些事情是生活中不可

避免的。但你在决定报班（或者做任

何一件事）之前，必须考虑周全，预

想这些事情的发生，再进一步想到更

多、更意外的事情，然后想好应对之

计。这样，等到这些事情来临时，你

也懂得如何处理，比如有些班可以调，

有些事情可以放缓处理，总之你得专

心上课，完成学业，不至于有善始没

有善终。 

此外，如果晚上有事情，那么你

白天的工作就得做好计划，不要再增

加一些安排、活动，结果影响到晚上

的活动时间。我们很多事情最后耽误

了，没有做成，其实是因为我们考虑

不周详的结果。比如说有些人本来想

下班后参加聚会、查经，这都是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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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好的事情了，可是白天他突然多

出了一个活动，或者有个事情发生，

他以为可以花时间去做，结果没有做

完，反而耽误了晚上的事情。 

记 得 有

一次，我跟弟

兄姐妹约好

了晚上下班

后练诗歌。但

白天工作的

时候，公司提供了一个出去游玩的机

会，大家开车去另外一座城市游玩。

同事们怂恿我去。我就说：“不行，我

晚上有事情。”他们说：“没事的，我

们晚上就回来了。”我几乎都心动了，

因为要去的是一座非常好的城市，我

一直想去，却还没有机会去；现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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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坐公司的车去，完全是公司出钱游

玩。可是我仔细盘算了一下时间，就

问司机：“堵车怎么办？还能准时回来

吗？”大家就说：“这个就不知道了，

这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我们只能说

如果不堵车，就可以准时回来。”最后，

我还是放弃了这次游玩，因为我怕不

能准时回来练诗歌。当时我在的城市，

堵车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我不想这样

冒险，结果不能回来练诗歌。 

立刻，不迟延 
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

的声音，就要急速前去，因

为那时雅伟已经在你前头去

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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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5:24） 

你一听到桑林树梢上有

脚步的声音，就要赶快行动，

因为那时雅伟已经在你前面

出 去 击杀 非利 士人 的军 队

了。（撒下 5:24，新译本） 

殷勤是带有“赶快”、“急忙”的

意思（“赶快”、“急忙”，希伯来原文

是“殷勤”这个字的字根）。很多时候

我们不承认自己懒惰、不殷勤，可是

我们对待事情的态度是一个字：拖，

等一等。在生活中常常见到这种事情：

做妈妈的让孩子去倒垃圾，孩子口上

答应，但过了一、两个小时都没动，

妈妈就气了，说：“这么懒！”孩子却

不服地说：“我没有不去啊，等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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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 

同样，

有时候妻

子叫丈夫

帮忙买瓶

醋，丈夫也

会说：“好，

等一下去！”可这一等又是一、两个小

时。做妻子的就嫌丈夫懒，丈夫也是

同样的话：“我没说不去啊，等一下嘛！

我做完了手头工作去嘛！” 

有些事情明明我们知道是必须去

做的，要么是上司交待的任务，要么

是某些当尽的义务，但我们会说：等

一等，不急，等我有空了再去做。然

而“拖”、“耽延”就是与殷勤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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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勤就是快速去做，急忙去做，不要

拖。拖的结果是，最后可能就忘记了

该做什么，或者是因为最后已经没有

了时间，你就急匆匆地去做，结果做

出来的质量不好。 

更何况，有些事情是有时间限制

的，你一拖，恐怕就再也做不成了。

比如战场上，时间非常重要，错过了

时间，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或者收割

季节，错过了收割季节，也就无法收

割了。如果神感动我们去做什么事，

我们拖延，可能最后你就失去了感

动…… 

做多一点的态度 
5 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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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殷勤。有了信心，又要

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

加上知识；6 有了知识，又要

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

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

加上虔敬；7 有了虔敬，又要

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

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

心。8 你们若充充足足地有这

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

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

懒不结果子了。9 人若没有这

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

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

得了洁净。10 所以弟兄们，应

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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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

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11

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地

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

督永远的国。（彼后 1:5-11） 

留意这里两次强调“殷勤”，而且

是说“分外地殷勤”、“更加殷勤”；还

有“丰丰富富”一词，即富足。这些

字眼和箴言10章 4节所表达的是一样

的意思。殷勤人必定成为属灵上富足

的人，有丰盛的属灵生命，充充足足

有神的美丽性情。 

从这段话可以看见，什么是殷勤

呢？就是要更多，做更多，有了这个

还不够。就是这种多要、多做一点的

心态，可以说是“贪”了。我们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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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什么是贪，就是想要更多，永远不

知足，有多少钱都不够。圣经警告我

们不要贪，贪财是万恶之根，要知足。

但在属灵的层面，我们就是要有这种

不知足，多要一点、多做一点的心态：

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

又要加上知识…… 

殷勤的人是不会停下来的，他不

觉得自己很好了，不觉得自己已经做

得够多的了，他会永远做下去，精益

求精，追求更多。 

记得有一次我去重庆渣子洞参

观。渣子洞是当年国民党关押政治犯

的监狱，现在保留了下来，供人缅怀

那些死去的先烈。因为是监狱的缘故，

相当阴森，没人会喜欢那个氛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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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快快地走了出来。然而在监狱墙

壁上的一排标语引起了我的注意。标

语是当年的守卫士兵留下来的，写的

是：“长官看不到想不到听不到做不到

的，我们要替长官看到想到听到做

到。”这当然是一句口号，但表达出了

殷勤的特点：就是做更多；不只是做

自己分内之事，甚至要做超乎自己本

分的事。 

世人都懂得这个道理，更何况基

督徒呢？圣经教导我们要做殷勤的

人。如果做一件事，就要做到十成，

做到尽善尽美；做完了一件事，再找

下一件事做，而不是差不多就行了，

做这些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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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就会明白主耶稣的一些话

了：人打你左脸，右脸也转过来；人

拿你里衣，外衣也拿去；人逼你强走

一里，走两里。其实就是做到尽善尽

美，做更多，超乎你的本分，甚至超

乎别人对你

的要求。还有

十个童女的

比喻，五个聪

明的就会预

备更多，做更

多。五个愚拙

的计算得刚

刚好，多拿一点都不愿意，因为累、

麻烦，结果她们未能见到新郎。我们

是哪一种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