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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国是属于小孩子的 
马太福音 19章 13-15节/马可福音 10章 13-16节 

 

我们要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 19章 13-15节，但会看平行经文马可福音 10章 13-16
节，因为马可的记载比较全面、详细。 

13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14耶稣看见

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

正是这样的人。15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

能进去。”16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可 10:13-16） 

在马太福音 18 章 1-5 节，我们已经看见主耶稣强调说：要想进神的国，就必须变
成小孩子的样式。而此处主耶稣再次强调了这一点。主耶稣每每重复一样教导，就表

明他认为这一教导非常重要，他希望我们能够明白。我们不会再重复一遍之前谈论过

的马太福音 18章的内容，我只想花一点时间谈谈这句话——“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
样的人”。马太福音 18 章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
而这里说，“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换言之，除非你成为小孩子，否则根本

进不了天国。 

主耶稣关注的是门徒的心态 

天国是给小孩子或者像小孩子的人的，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探讨这个问题之前，

我想请大家留意：你查考主耶稣的教导就会发现，在进入天国的问题上，主耶稣更强

调我们的态度或者进天国的条件，而不是神的工作。这一点真奇怪，主耶稣很少提及

神的工作；即使提及神的救恩工作，也只是寥寥几语。而今天的教会恰恰相反，大讲

特讲神的作为，几乎只字不提人需要做什么。主耶稣的讲道是相反的，他甚少提及神

的作为，仿佛在说：神要做的部分，神自然会做；而你必须要尽自己的本分。不必担

心神那部分，神会成就救恩的工作，而且神的作为奇妙无比！但除非你成为那种配得

救恩的人，否则救恩于你无益。 

我们爱谈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死以及基督所做的（这固然不错），却甚少提及我

们如何才能承受永生，或者我们必须做什么，才能从基督的救赎工作中受益。我希望

你们留意：主耶稣甚少提及他自己的拯救工作。他的确提过他会去耶路撒冷，会受很

多苦，甚至丧命，但并未解释原因，连门徒们都困惑不解。然而他不断指示门徒，告

诉他们必须做什么、必须成为什么样的人，才能进入天国。 

主耶稣经常谈及天国以及进天国，这段经文又是一个例子。主耶稣抓住每个机会，

甚至借用祝福小孩子的例子，再次教导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看看上下文

就知道，这番话是对门徒说的，不是非基督徒。他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跟着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这番

教导乍一看意思很明显，可是若刨根问底，恐怕就不容易了。要想明白主耶稣这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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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必须问这些问题：谁是会得救的人呢？小孩子是指什么样的人

呢？他在谈哪一种小孩子呢？ 

这里的小孩子指的是谁呢？ 

主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但小孩子有不同的年龄段，至少从 1岁到 12岁
都可以说是小孩子，是 12岁的、10岁的、9岁的，还是 1岁的呢？这些小孩子是完全
不同的，到底我们谈的是哪种小孩子呢？主耶稣是不是说，让所有的小孩子，从 1 岁
到 12岁的，都到我这里来呢？这样说当然没问题，可是如果要我成为小孩子，那么问
题就来了。我是要成为 12 岁的小孩子呢，还是 10 岁的，还是 1 岁的呢？不同年龄的
小孩子有很多不同之处。众所周知，1 岁孩子跟 3 岁孩子不同，5 岁孩子跟 12 岁孩子
不同。各种年龄段的孩子太不相同了，我要做哪一种小孩子呢？ 

所幸的是，神并没有让我们无从知晓，所以我们有对观福音，三本福音书互为补

充。翻到平行经文路加福音 18 章，原来答案就在那里。路加福音 18 章 15 节说，“有
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17 节就正是马可福音那番话：“我实在告
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这里的小孩子显然是指婴孩。 

人将自己的孩子抱到耶稣面前，是因为视耶稣为大先知，觉得神人会带有更多神

的祝福，带孩子来是希望从耶稣那儿得到祝福。显然这里的孩子是指婴孩，希腊文婴

孩这个字也用来指未出生的孩子，比如伊利莎白听见马利亚的声音，所怀的胎就在腹

里跳动（路 1:41）。这个字也用来指基督徒，在彼得前书 2章 2节，彼得说：你们“要
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所以“小孩子”也可以指未断奶的婴

孩。 

婴孩是无助的，无助的人才会得救 

如果小孩子主要是指婴孩（当然并非局限为婴孩），那么我们对于如何成为小孩子

就会有一点概念，不至于无所适从。婴孩只有一个特点，就是完全无助，完全不能自

理，方方面面都要完全靠父母。 

想到这里，我开始明白，这一教导是主耶稣整个救恩教导的基要教导。主耶稣在

登山宝训一开篇就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参看路 6:20）。
现在就看见了平行之处：小孩子进天国，贫穷的人进天国。小孩子跟穷人有什么共通

点呢？都是无能、无助的，没有能力为自己做任何事。按照定义，穷人是没有地位、

没有能力的，在社会上无能为力。你必须有钱有势，才能够成事。你是穷人，就很无

助，无法保护自己。主这番教导显明了一个原则：无助、软弱的无名小卒才会承受天

国。换言之，如果你自以为了不起，有权有势、博学多才，那么你根本不是无助的，

所以天国不是你的。 

天国是给那些意识到自己要完全仰赖神恩典的人的 

天国是属于那些意识到自己属灵上无能，必须完全仰赖神的怜悯和恩典的人的。

正因为他们无能为力，所以也无法救自己或寻得永恒幸福。其实我们都无法自救，只

不过有些人自以为比别人聪明，能够靠自己的小聪明得救。这根本是在自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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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其它细节之前，我想清楚道明最基本的一点：神的国是给那些意识到自己

完全无能的人的。他们在属灵上是无能、无助的，好像婴儿一样。也许你很聪明，或

者也许你自认为很聪明，毕竟承认自己不聪明的人不多，人都希望自己智商高人一等。

正因为人自视智商高，便以为进天国没问题。不要自欺，不要愚昧，即便你智商极高，

也不能进天国。你必须意识到，在属灵上（我们是在谈属灵生命）你是完全无能的，

什么都不能自理，好像婴孩一样，所以恩典才如此重要。 

第一个问题：孩子就因为是孩子，所以才得救吗？ 

上次我们谈到了恩典的本质，从中看见：我们必须常常（不只是初信的那一刻）

依靠神的恩典；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神赐能力的恩典，好活出基督徒生命来。这就是说，

我们是完全无助的。如果不是无助的，谁还需要恩典呢？恩典有什么用呢？神的恩典

是给那些不能自助的人的。如果我们能够自助，就不需要恩典了。相信大家对这一要

点已经一清二楚。 

但即便明白了这一点，我们还没有阐释尽当中意义，还没有探讨更深入的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首先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主耶稣说天国是属于孩子的，到底主耶稣在

说什么呢？是不是说所有孩子，无论有没有信心，都会得救？显而易见，主耶稣这句

话的潜在含义可了不得，意思是说，小孩子就因为是小孩子，所以无论他有没有信心，

都会得救。信心不是关键，关键就是你是不是小孩子。 

基督教原罪论：人一出生就是罪人 

我们以为这是一段浅显易懂的经文，原来并非如此。究竟信心跟这段经文有何关

系呢？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 

拿这些问题对比今天的教导，就会给今天教会所传讲的教义带来种种问题。教会

（特别是华人教会）坚持原罪论：因为亚当的堕落，我们也都继承了他的罪。原罪的

教义宣称人生下来就是罪人。人不仅是继承了犯罪的本性，也继承了罪疚，即便你生

下来还没有犯任何罪。这就是“原罪”的基本定义。即是说，你一出生，在属灵上就

已经被判死罪了，因为你不但从亚当继承了犯罪的本性，还继承了亚当的罪疚。奥古

斯丁以及后来的教师，包括今天大多基督教派所接受的教导，都对人性抱有悲观看法，

因为都受了原罪论的影响。 

因为亚当犯了罪，所以我们都要死！你觉得公平与否无关紧要，总之神学家认为

这是神学事实：因为亚当犯了罪，所以你继承了亚当犯罪的本性，能够犯罪；不但如

此，你也继承了他的罪疚。即是说，每个新生儿，即便他从未犯罪，也得下地狱。这

是今天大多数教会的正式教导，正因如此，你必须相信耶稣，否则就会灭亡。但婴孩

怎能信耶稣呢？结果所有的婴孩都得下地狱。 

圣经没有教导原罪论 

根据主耶稣的教导，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所以不认同奥古斯丁、路德、加尔文等

有关原罪的教导。我不同意“人类都继承了亚当的罪疚”这种说法，因为无论是旧约

还是新约，我都找不到这样的教导。坦白说，我不明白奥古斯丁还有路德是怎么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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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论的。我说话很坦率，公开表明我的立场，从不也决不掩饰、装假。 

我们没有继承亚当的罪疚，各人有罪是因为自己犯了罪。以西结书已经说得一清

二楚，儿子不会承担父亲的罪孽。受苦也许是因为犯罪的后果，如果你父亲是酒鬼或

者赌徒，你当然会因他的行为后果而受苦。你吃不饱，因为父亲把钱都输光了，他的

行为必定会影响你。如果他骗了人的钱，他的罪行必然会影响你，但警方不会因为他

犯罪而逮捕你。你父亲犯了罪，不是你犯的，他们不能判你有罪。你受苦是因为罪的

后果，并非因为你有罪。 

这里我们要分清界线。新约也一样，没有人会因为别人的恶行而有罪。你也许因

为别人的行为后果而受苦。一个人在街上鲁莽开车撞了你，你因为他鲁莽行动的后果

而受苦。或者有人犯了杀人罪，但你不会因对方犯罪而成了罪人。这可是两码事。 

说我们因亚当的罪而有罪，这是错误解释了圣经。比如引用哥林多前书 15章 22节：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在亚当里，人人灭亡了！

但这是罪的后果！跟“我们因为亚当的罪而有罪”完全是两码事。两句话根本风马牛

不相及，你必须自己判断你是否因为亚当的罪而有罪。如果因为亚当的罪，婴孩也都

有罪，那么主耶稣的教导就不可理喻了。天国怎能属于有罪的孩子呢？更糟的是，孩

子根本不懂什么是信心，又如何能运用信心呢！ 

奥 古 斯 丁 的 观 点 ： 
必须给婴孩施洗，免得他们因亚当的罪灭亡 

一开始我已经指出：主耶稣的教导基本意思似乎明了，但依然存在很多问题。其

实之所以有问题，是因为你坚守某种教义。奥古斯丁认为，所有婴孩都有罪，要灭亡。

如果你说这不公平，他立刻会说：不过有个解决方法，就是让婴孩受洗。这就是“婴

儿洗礼”的由来。结果教会的人争先恐后让婴孩受洗，因为你当然不愿自己的宝宝下

地狱。 

这样一来，我们便把洗礼弄成了神乎其神，似乎这水很神奇，可以洗掉你里面的

罪性和罪疚，不可思议！结果一些教会将洗礼变成了一种神奇仪式，不知怎的，几滴

水就可以除去你的罪。奥古斯丁当然也不会建议婴孩浸在水里，那就会淹死了。所以

就在头上点几滴水，不至于浸在水里淹死。坦白说，这就将荣耀的救恩变成了一场闹

剧，实在荒唐！ 

主耶稣教导说：婴孩是无罪的 

如果我们对这段经文理解正确（我请你自己作判断），那么可以说，主耶稣仿佛预

先知道了这种错误教导，所以他预先告诉我们：婴孩是无罪的。婴孩是无罪的，因为

他从未犯任何罪，他根本没有能力、意识去犯罪。 

如果你问为什么婴孩不是因信得救呢？原因是：既然婴孩没有犯罪，那么要求他

有信心和悔改是毫无意义的。我们犯罪了，所以需要悔改。罪是有意识的行为，是故

意的行动，我们或多或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人没有意识而做的事，就不能算为有罪。比如精神病人，他的举动就不算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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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即便人类法律也认可这一点。如果你说神的律法不

像人的律法，神的律法是，你没有做的事，也是你的罪，那就太荒唐了。你想接受这

种说法，当然请便。可是看看主耶稣这番教导，你能否明白呢？不妨问一个问题：为

什么婴孩不必悔改呢？答案相当简单，因为婴孩没有犯罪，不需要悔改。难道你能找

到一个更好的答案吗？主耶稣说天国是属于小孩子的。奇怪的是，那些主张婴孩都有

亚当的罪的人，似乎不重视主耶稣这番话。 

保罗说：他以前没有律法时是活着的 

在罗马书 7章 9节，保罗说，他以前没有律法时是活着的；但是诫命一来，他就死
了。这节经文耐人寻味，我想问的是，保罗什么时候没有律法呢？保罗生来就是犹太

人，在腓立比书 3 章，他说他第八天受割礼。保罗是在律法下长大的，何时没有律法
呢？你能给我答案吗？奇怪的是，圣经注释者往往在重要的问题上沉默！按照腓立比

书 3 章，保罗第八天受割礼，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属于便雅悯支派，那么他生
来就是在律法下长大的。可是在罗马书 7 章 9 节，保罗又说他以前没有律法时是活着
的；但律法一来，罪活了，他就死了。 

保罗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呢？惟有一种理解：孩童时代，他不必活在律法下。因为

他还无法明白律法，还懵懂无知。犹太人 13岁才算成年，成为律法之子。13岁之前不
必守律法，还不是律法之子。到了 13岁，犹太人就会有个盛大的成人礼，那一天他成
了“律法之子”，担起了遵守律法的责任。他已经到了懂事的年龄，要为自己的行为负

责了。一旦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你就必须知道如何按照律法所规定的来行事为人，

因为律法就是教导你如何处世为人。 

保罗的话跟主耶稣的话一样：婴孩是无罪的 

保罗的话简单明了。他从小就是犹太人，但 13 岁之前他不在律法之下，不必对律
法负责，所以他是活着的。可是律法来了，他成了“律法之子”，他就死了，因为他本

能地抗拒律法，犯了罪。可见，保罗其实是在说同样的道理：婴孩是无罪的。婴孩不

必遵循律法，所以是活着的。惟有到了负责任的年龄，他若选择犯罪，就会死。这一

切都跟主的教导非常一致。主耶稣的教导是，婴孩是无罪的。 

这里我是在问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以后也会经常有人问你，非基督徒会问你：

“那些从未听过福音的孩子是否都下地狱？”今天教会的标准答案是：“是的，都下地

狱。”我真是不寒而栗，我不赞同这种答案，因为我在圣经里找不到依据。根据主耶稣

的话——“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确信婴孩是不会下地狱的。历代以来那

些夭折的婴孩会如何呢？不必担心，他们是无罪的！ 

有人会反驳说：也许我们误解了主耶稣的意思，其实他不是说小孩子可以进天国，

他说的小孩子并非真正的小孩子，而是成为小孩子的大人。可否按照这种逻辑思路来

理解呢？如果主耶稣是在说“孩子能进天国，所以你们要想进天国，就必须成为小孩

子”，那么我们就很容易明白，这样才讲得通。可是如果说主耶稣的意思是说，孩子进

不了天国，但你必须像小孩子，才能进天国，这是什么话呢？是什么逻辑呢？完全讲

不通。然而那些认为小孩子不能进天国的人，就是用这种逻辑思维提出反对意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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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人”是指什么人？ 

我们的回答不能只根据逻辑，更重要的是根据解经。“这样的人”，希腊文是

toioutos，在新约出现了 56 次。我一一查看过了这 56 次的经文，总之 toioutos 一词不
能解释为：小孩子不能进天国，只有像小孩子的人才能进天国。即是说，像这小孩子

的人都可以进天国，但这小孩不能。小孩子只是幅属灵的图画，图画本身（小孩子）

不能进天国，惟有像这幅图画的，才能进天国。 

想必你也开始看见这种逻辑太荒唐了，解经上也解不通。因为在 toioutos这个词的
用法中，找不到一例是将例子本身排除在外的。我们不能说小孩子被排除在外，只有

像小孩子的才能进天国，这样说是错的。因为 toioutos一词从来没有这种用法，其实恰
恰是包括了这个人。比如哥林多前书 16章 16节和 18节，保罗说“我劝你们顺服这样
的人”，即司提反一家。司提反是这人，也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意思是不但这人

会进天国，像他这样的人也会进天国。“这样的人”是包括了这人，但不仅仅是这人。

马太福音 18 章 5 节也是同样的情况：“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
我”。意思不是你只接待这个小孩子，而是接待这个小孩子以及像他的。 

我如此详细地分析，是要让你明白精确的重要性。头脑清晰、力求准确、精益求

精，这非常重要。也许你觉得没必要如此仔细剖析，可是有人会在意仔细推敲，所以

我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无论是逻辑上还是解经上，我都力求精确无误，才敢于得出

结论说：天国是小孩子的，也是那些像小孩子的。这是结论，我们不能说天国不属于

小孩子，只属于像小孩子的，这在解经上根本不通。 

也许我们会提出另一个反对观点：这里说的能进天国的小孩子，也许并非任何小

孩子，也许他们是信徒、门徒的孩子。主耶稣抱起的小孩子可能就是信徒的孩子。更

确切说，带着婴儿来求耶稣祝福的，一定是某种程度相信耶稣的，对不对？如果你根

本不相信耶稣，也不会带着孩子来求耶稣祝福。至少你相信耶稣是先知，能够将神的

祝福给予你的孩子，否则你不会带孩子来。所以显然，这些孩子的父母某种程度上是

相信耶稣的。 

那些人的确某种程度上相信耶稣，但远非得救的信心。耶稣问门徒：“人说我是

谁？”门徒答道：有人说是以利亚——以色列最大的先知！如果不是最大的，至少也

是以色列的一位先知。但相信耶稣是伟大的拉比、大先知，这并非得救的信心。非基

督徒、穆斯林也相信耶稣是先知，但这不是得救的信心。得救的信心是承认耶稣是弥

赛亚，是王，并要让他完全掌管你的一生。所以即便那些孩子的父母的确某种程度相

信基督，但根本谈不上是得救的信心。因为很多以色列民相信耶稣是大先知，他们蜂

拥而来，把病人带到耶稣面前，让耶稣触摸，好得到医治。但这不是得救的信心，所

以这种观点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父母必须成为小孩子，才能进入天国 

此外，这种看法还是没有排除一个事实：无论父母是否某种程度相信耶稣，但小

孩子本身并没有信心。况且马太福音 18章 2节并未提及孩子父母的身份，只是说主耶
稣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至少这小孩子的父母是谁，圣经只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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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显然父母是谁并不重要，整件事的关键是，耶稣是在对父母、对门徒说：你们必

须成为小孩子。换言之，耶稣并不是在说：小孩子能进天国是因为父母有信心。恰恰

相反，耶稣是在说：你们做父母的、做门徒的必须成为小孩子，才能进天国。除非你

成为小孩子，否则你的信心救不了你，这才是关键。一切都一清二楚，没有什么余地

让人加以反驳。 

这就又回到了起初的问题，我们必须问：成为小孩子究竟是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答案会出乎意料，更不用说让人觉得有些丢脸了。主耶稣是在说：你必须成为无助的

人，像个无助的婴孩！我们最不喜欢的就是无助之感。你不禁想：我读了这么多年书，

进大学深造，不就是要摆脱无助，可以独立，成为世上了不起的人吗？现在你却对我

说，必须成为一个无助的人？ 

谈到孩子的无助，我们可以再细分为五点，好明白如何应用。 

1）无助表达出了婴孩的单纯 

首先，无助表达出了婴孩的单纯。所谓单纯，意思是没有世故，没有复杂的动机，

而是动机单纯。婴孩不会有不良、复杂的动机，我们有这种单纯吗？ 

这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成为基督徒是出于非常不纯洁的动机。我告诉你，你的

动机神看得一清二楚。为什么你要做基督徒呢？可能是为了找个好女友，找个人生伴

侣。找伴侣是好事，没什么问题，可是如果你做基督徒的动机就是因为你觉得基督徒

女孩儿会是个贤妻，那么你的动机就不单纯了。你的信心和对神的委身就会因不单纯

的动机变得污秽了。你并非无助的，你来教会就是想自助。 

参加全职服侍神也可能是出于不纯净动机，也许觉得这是最安稳无忧的工作。所

以服侍神也可能动机不纯，各人知道自己的动机。 

2）小孩儿对父母有绝对的信任 

第二点是，大人给孩子什么，孩子就收下，未必完全明白这样东西的含义，可能

根本不明白。今天很多人这样说：我要把所有问题弄得明明白白，才做基督徒。看来

要么你非常勇敢，要么非常愚蠢，或许二者兼备。你说等到完全明白了神的事情，完

全弄懂了一切问题，才做基督徒，那么你可能就做不成基督徒了。因为问题是无穷无

尽的，更糟糕的是，你把做基督徒变成了一种理性认知，这就大错特错了。 

知识本身无可厚非，探究各种问题没什么错，其实我们就是在探究问题。我不小

看推理、逻辑等等，但将这些奉为圭臬，视为终极标准，那么你还不明白基督教。之

所以做基督徒，是由衷回应神的爱，而不是用尽余生来分析神的爱。我说你要么非常

勇敢，要么非常愚蠢，因为我不明白你怎能将爱分析尽了。爱是要经历的，做基督徒

是心志的问题，是回应神对我们的爱。我不是坐在那儿看着基督的十字架，说：“等到

我明白了罪的全部后果，明白了为什么神要这样爱我，我就会做基督徒。现在我还不

明白为什么他这样爱我。” 

你以为我们都非常配得神的爱吗？我们不明白神为什么爱我们。我打量一下自己，

不明白哪里可爱。如果我打算头脑上明白这种爱，分析他爱我的原因，那么我就会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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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了。这样探究下去，我看不见会有什么进展。我的问题就是，既然神爱我，我要不

要回应他的爱呢？这是决定的问题，不是分析的问题，小孩子非常明白。你爱小孩子，

他就会接受，不会说——“等一等，等我完全分析明白了你爱我的动机、本质和特点，

我才接受你的爱。” 

3）小孩儿不受自尊心的影响 

第三点是，孩子接受帮助时不会想到自尊心的问题，因为他是无助的，他不会因

为收到礼物而觉得丢脸。我们成人却非常复杂，你给某人一件礼物，他会说：“不要，

你更有需要，我真的不需要，你自己留着吧。”他因为你给他礼物而觉得难为情。结果

你好难过，不禁想：“既然你觉得收我的礼物很丢脸，为什么我要这么麻烦给你礼物

呢？” 

或者你正好手头拮据，有人知道了，便给你 50块钱。你说：“我不需要，谁说我需
要钱呢？”为什么你这样说呢？因为你觉得没面子，你觉得他待你好像乞丐。教会中

经常有这种事，你想帮助某人，对方却觉得接受你的帮助很丢脸，所以把钱退回给你。

值得感恩的是他们并不贪财，但也有不妥之处。有时候我们也得学习谦虚接受别人的

爱心帮助。 

我跟你们分享过，记得第一次讲完道，教会给了我一些钱，当时我说：“这是为什

么？”他们说：“给你的交通费。”我说：“我不用坐公交车，我从学院走路来的。”那

位可怜的教会财政尽力解释给我听，说这是教会的常规。可是传福音收钱，我觉得非

常难为情。我的同学对我说：“相比于付出，有时候需要极大的谦卑才能领受别人的爱

心。”我幡然醒悟，原来是我的自尊心在作怪，人送我礼物，我觉得丢脸，不禁想：

“你当我是乞丐吗？”这就是我们的想法，但小孩子不会，他是无助的，他没有自尊

心，不会因收礼物而觉得丢脸。 

4）小孩儿不懂得虚伪 

无助的孩子不虚伪。成人有个问题是，年龄越大越虚伪，总是装模作样。他说

“不”，你真不知道他的意思到底是“不”还是“是”，是“现在不”，还是“永远不”，

还是其它什么限定条件。这就是所谓的“客气”，你真不知道到底他是什么意思。我们

都很虚伪，明明想要某样东西，偏偏说不想要。你得说上三、四次“不”，最后说

“好”。但首先得说“不”，然后才能说“是”。否则的话，你的欲望就表现得太露骨了。

所以我们只好装假。但神的国是给那些真诚的人的，他们不装腔作势，是真我本色。

跟孩子相处多轻松啊，因为你知道他说的是真话，不必猜测。 

5）无助的小孩儿会欢喜地接受 

最后一点是，孩子因为是无助的，所以接受时欢天喜地！这一点很重要，给予孩

子的时候，见到他高兴的样子，你就会非常开心。你留意到了吗？你给孩子一块糖，

可能只值一毛钱，可是孩子一下子乐开了花，仿佛得到的是一颗钻石！给成人礼物，

你就不会这么开心了。要是他不客气的话，就会说：“这是什么？为什么浪费钱买这种

垃圾？”要是他客气，会说：“谢谢！”可是没有喜乐，心想：“他从哪里拣来的这东

西？”给这种人礼物，你一点都不开心，索然无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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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秘诀：无助！ 

根据主耶稣的教导，成为无助的人就是得能力的秘诀。神的国属于无助的人，属

于穷人。使徒保罗深谙此道，他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林后

12:10）。掌握了这个原则，就掌握了主耶稣救恩教导的核心。简而言之，要想得救，
就必须甘愿成为无助的，成为无名小卒，甘愿对神说：“神啊，我知道自己是无名小卒，

属灵上我不能自助，请你帮助我，我需要依赖你的恩典，因为没有你的恩典，我不能

活。”你是小孩子吗？你甘愿成为小孩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