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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成 

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呢？可以简单

用两节经文来总结，路加福音 1章 78-79

节： 
78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

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79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

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这两节经文很好地总结了圣诞节的

意义，“清晨的日光”就是耶稣，圣经

是用一幅形象的图画让我们明白耶稣是

神差来的，像清晨的日光临到我们，做

什么呢？就是要带领我们走在平安的路

上。所以圣诞节是跟平安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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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

就像大海。风平浪静、阳光明媚的时候，

大海是挺吸引人的，大家都想出海畅游；

一旦乌云密布，狂风巨浪来袭时，大海

可以把你搞到船毁人亡。所以海是变幻

无常的，这正是这个世界的特征。这个

世界是无常善变的，你活的日子越久，

就越深有体会。 

就拿新冠疫情为例，疫情之前武汉

繁荣昌盛、欣欣向荣，大家都忙着又买

又卖，又吃又喝，房地产飞黄腾达；疫

情一来就打乱了所有人的计划。再比如

说，几年前，

中国人到外

国旅游很受

欢迎，但你没

想到，突然间

政治上变化，你发现西方突然跟中国敌

对了，现在中国人在外国已经不是那么

受欢迎了。比如说，一年前培优是最好

的生意，很多培优机构发展得很快，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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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从来没想过，在很短时间内全部都关

门大吉了。 

再比如，如果你在几年前因为多生

一胎被罚了，看到最近出台的多胎政策，

你会觉得很委屈，因为现在多生一胎，

不但不罚而且还有奖励！这个世界真的

是变幻无常，到底我该如何做选择？可

能再过几年，不生育的或者生一胎的，

都会被罚款。可能不是用罚款的形式，

比如说，你生一胎或者不生育的，就得

不到很多的福利；生二胎、三胎的就会

得到很多的补贴和福利。这其实是在变

相地罚你。以前是犯法的，现在却得到

奖励，这就是世界的特点：变幻无常。 

世界是变幻无常的，这就导致今天

的人压力重重。很多精神问题，如抑郁

症，都是因为外在和内在压力造成的。

世界的变化无常导致我们心里很不安稳，

整天忧心忡忡，长时间的焦虑就会导致

精神问题，而精神问题就会导致人际关

系问题。你精神一紧张，对人的态度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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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了，虽然你不想这样，但没办法，

因为内心很不安，自然就会对人不友善。

比如早上你开开

心心地去上班，

工作很不顺利，

被老板骂了，心

情就不好。回到

家看到室友很开心，你的情绪更不好了，

你的情绪就会令他们也无法开心。 

外在环境变化、人的变化会影响我

们的内心，我们内心的波动也会影响我

们跟周边人的关系。你的朋友在影响你，

你的家人也在影响你，而你也在影响他

们。这种动荡越来越厉害，所以今天我

们很难有平安。我们非常渴慕平安，因

为内心的安稳很重要，内心有安稳，我

们才能应对这种外在的变幻无常（环境

的变化、人的无常）。 

神知道我们没有平安，也找不到平

安的路，所以他差清晨的日光来引领我

们走平安的道路。为什么我们找不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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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的路呢？圣经给了我们解释，我们看

罗马书 3章 13-18 节： 
13
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

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

虺蛇的毒气，14满口是咒骂苦

毒；
15
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

跑，
16
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

暴虐的事；17平安的路，他们

未曾知道；18他们眼中不怕神。 

圣经说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意

思是他们不知道平安的路，为什么呢？

18 节给了我们答案：因为他们眼中不怕

神。他们不怕神，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宗

教信仰。世界上有宗教信仰的人多得很，

但不一定有平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

目中无神。你可以信佛教，可以信基督

教，可以信天主教，信伊斯兰教，随便

你信什么，只要你心中不敬畏神，你不

可能有平安。你甚至会比无神论的人更

糟，至少无神论的人不自欺，他们不信

神所以任意妄为，有什么后果他们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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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你信教信神，但你心里不怕神，言

行举止比不信的人更可怕；这就是自欺。

圣经告诉我们，不怕神的人是不会有真

平安的，他们也没有办法把平安带给别

人。 

留意前面谈到的都是不怕神的特征。

什么特征呢？这里说到喉咙、舌头、嘴

唇、满口。这些都是跟嘴有关系的。你

有没有意识到很多人际关系问题都是言

语造成的。我们习惯了用舌头攻击人，

用舌头挑拨离间。这里说到满心苦毒，

我们里面若有苦毒，就会透过言语溢流

出来。我们诡诈，表里不一，说一套，

心里想的是另外一套。我们不高兴的时

候，就随意咒骂人，所以圣经形容我们

如同坟墓（没有生命的人），我们不能

带给人生命。 

15节说到“杀人流血”，舌头怎么

杀人流血呢？圣经是不是夸大其词了？

你是如何对待你不喜欢的人呢？你毁谤

他、抹黑他、诬告他。圣经称这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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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格谋杀”，是最恶毒的报复方法。

比如说，有一天你看到我在街上跟一位

女士谈话，然后你回来就跟人说，张老

师好像跟那个女人关系不寻常。你这样

说是因为你不喜欢我，所以就找一些似

是而非的“证据”来抹黑我。当你不喜

欢一个人，你

就会找很多理

由来抹黑他，

可能是你的同

事，可能是你

的同学。这种毁谤、抹黑、诬告在网络

上司空见惯，我们很随意就在网上评论

别人。你要小心，做这种事的人是不会

有平安的。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呢？因为我们

不怕神。我们心里没有平安，自然就会

制造出很多混乱。言由心生，恶毒的言

语是出自内心的苦毒，里面有苦毒自然

会流出苦和毒的水。常听人说自己是“刀

子嘴，豆腐心”，没有“刀子嘴，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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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这回事。豆腐心自然会说温柔的话，

刀子嘴就显明我们的内心有问题了。你

内心有毒，要赶紧去治疗。圣经说，好

人因为内心善良，流露出来的言语必然

是良善的；恶人因为内心苦毒，流露出

来的言语都是恶毒的。言由心生，这是

千真万确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怕

神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不要以为你可以

随心所欲，畅所欲言，想说什么就说什

么。你以为这是自由，其实你是在伤害

人，你是在制造不平安，害人最终也害

己。 

我上中学的时候，学校有一种很不

好的风气，就是同学喜欢彼此挖苦。你

挖苦我，我也挖苦你，说侮辱人的话，

说脏话是家常便饭。而且南方的脏话是

很糟糕的，把别人的妈妈也扯进去，如

果你是广东人就知道我的意思，真的是

不堪入耳。我们还喜欢按人的体型、样

貌给人起外号，嘲笑人，也被人取笑，

真是不亦乐乎。大家觉得这是开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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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直到我上了大学，我开始意识到我

的问题：我总是喜欢挖苦别人，拿别人

的失败、软弱当笑柄谈论。自从开始学

习圣经后，神的话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

我发现我内心有病，因为我改不了这个

恶习，我开始害怕了。我不想别人拿我

做笑柄，但为什么我又如此待别人呢？

我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我改不了。但是

感谢神，当我愿意来到神面前学习敬畏

他时，我发现神给我能力能够改过。现

在在言语上我很小心，我会考虑到我说

的每句话都能够鼓励别人，而不是伤害、

羞辱别人。 

不怕神就是这个世界所有问题的根

源。不管你持什么宗教、政治立场，都

是一样的。无神论说得很白，就是不相

信有神，所以不需要害怕神，也不需要

谈良知。既然没有神，谈什么良知呢？

想要什么，就不择手段去得到吧，反正

没有末世审判，也没有地狱，怕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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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呢？有些民主国家认为他们是

信神的。但信神不一定就敬畏神，很多

有宗教信仰的人，心里根本就不怕神。

什么是民主？民主就是群众说了算，群

众就是神，神是虚拟的，群众心里根本

没有神，“自由“成了放纵情欲的借口。

很多西方人不肯戴口罩就是这个原因，

他们关注的是自己，你不能限制他的自

由。不怕神的人，只关注自己，他不会

考虑别人。这就是不怕神的特征。 

如果你想要平安，就必须敬畏神。

怎样敬畏神呢？就是要按神的原则生活，

行事为人。如果你敬畏神，神就会借着

你的良心跟你说话，你会敏感到神在你

良心里的提醒。今天的世界强调的是唯

物论，我们已经不敏感属灵的事，我们

的良知也麻木了。但你的良知不能麻木，

要让神苏醒你的良心。 

耶稣来就是要教导我们神的旨意，

按神的旨意生活就是平安的路。总结耶

稣一生的教导就四个字：爱人如己。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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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用他的一生言传身教，让我们明白什

么叫爱人如己。他爱那些恨他的人，他

在十字架上为

那些害他的人

求神饶恕他们，

这就是爱人如

己。不是爱那

些你爱的人或者爱你的人，而是爱那些

不爱你的人，这就是神的原则。神就是

要借着耶稣的言传身教来引领我们。 

我们看一个很短的视频，这是从腾

讯视频上下载的文革回忆录。视频中，

一个叫刘元波的人讲述了他当年看到的

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当年他负责组织批

斗一个老传道人，无论他们如何打她、

踢她、苦待她，她总是和和气气地求神

饶恕这些年轻人。无论他们如何恶待她，

她还是同样的一句话：“神啊，饶恕这

些孩子，因为他们不知道”。其实这句

话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老传道人牢

牢地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她效法耶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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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回应那些恶待她的人。面对动荡和

邪恶时，她里面依然充满良善。所以她

说出来的话也是良善的话，没有恶言相

待。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

们明白什么是真平安。这就是平安，你

不会受别人的恶影响，你能够在逆境中

持守良善，以神的良善来应万变。如果

你敬畏神，他会赐你能力，赐你这份平

安，不受邪恶的影响。你甚至有能力以

良善去影响他们。这件事在刘元波心里

留下深刻的印象，仿佛像一束光照亮了

他的良知。他没有忘记他年轻时所见到

的光明，后来

他也悔改归向

了神。如果你

里面有那份安

稳，就不会因

为环境变化，或者别人改变了，你也受

影响改变了。你也不会因为别人作恶，

你也变恶了，你会有能力持守住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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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到路加福音 1章 78-79节，

看看神是怎么待我们的？这里说“因我

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

临到我们”。新约原文是希腊文，“怜

悯的心肠”的原文是两个形容词：“怜

悯”和“慈悲”。可能翻译的人觉得两

个形容词很相似，放在一起很难翻译，

所以就把它改成“怜悯的心肠”。所以

正确的意思是：“因我们神的怜悯慈悲，

他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神

怎么待我们呢？神以怜悯慈悲待我们。

我们是处于什么状态呢？我们不怕神，

不把神放在眼里，我们藐视神。但神却

以慈悲怜悯来待我们。 

接下来还形容我们是“坐在黑暗中

死荫里的人”。什么是黑暗？黑暗代表

了罪和罪的权势。“坐在黑暗中“就是

活在罪中，被罪所辖制。什么叫活在罪

中呢？刚才已经看到，观察你的言语就

知道你是活在什么状态中。如果你言语

流出来的都是诡诈、苦毒、咒骂，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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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活在罪中，你里面是黑暗的。罪会蒙

蔽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不清楚，导致

我们善恶颠倒。我们自以为是，不听别

人的劝告；我们固执，任性，自我中心。

每个人都活在这种状态中，后果可想而

知，我们彼此伤害，彼此残杀。无论是

家庭、社会、全球，全人类都是一样的。

没有哪个民族比哪个民族优秀，因为我

们都活在黑暗中。 

“在死荫里”又是什么意思呢？我

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人活着是为了什

么？人活着其实就是为了等死。对不起，

我说得很白，但这是事实。人活着就是

为了等死。二十岁没这个感觉，三十岁

还没感觉，等你四五十岁开始看到旁边

的人离世，你就有感觉了。人活着就是

为了等死，而在等死的过程中你干什么？

你每天劳苦愁烦，直到最后一天。你不

觉得很痛苦吗？ 

神看到我们的光景，他怜悯我们。

我们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需要。我们只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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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为今生而活，所以我们变得很自私。

如果只有今生，你再不享受就没机会了。

谈什么良心、道德，有意义吗？就只有

今生，你能赢就赚了，还管他人死活。

面对死亡我们变得更自私，这就是世人

的状态。 

想一想，一个自私、任性、自以为

是的人可爱吗？当然不可爱。但神是如

何待我们呢？神用慈悲怜悯来待我们。

他做了什么呢？他叫清晨的日光来照耀

我们。这就是

耶稣诞生的意

义。耶稣就好

像清晨的日光

临到我们，给

我们光明和盼

望。留意，耶稣是清晨的日光，神不是

用正午的烈阳炙烤我们。你不喜欢一个

人，你就会想方法苦待他，让他知道你

不高兴。但神出于怜悯慈悲，没有这样

待我们。因为现在不是审判的时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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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给我们机会。清晨的日光是最温暖

的，仿佛给了我们一份光明、温暖、盼

望。他要借着耶稣引导我们走平安的路。

这就是神的旨意：他要我们跟从耶稣走

平安的路。 

我们再看路加福音 1章 78-79节。

请留意“坐在”这两个字。“坐在”处

于一种静态状态，就是坐在那里没动静。

这就是我们的状态，处在属灵沉睡的状

态。虽然心灵是沉睡的，但肉体却很活

跃。你的良心越麻木，你的肉体会越活

跃。你对属灵的事不敏感，不怕犯罪，

不怕得罪神。我们就是处在这种可憎的

状态。虽然我们不可爱，但神依然怜悯

我们，他要借着清晨的日光唤醒我们的

良知。我们必须起来回应神，做一个敬

畏神的人。 

我们再看下一个视频。这个视频是

挺鼓励人心的。你看到王新才年轻时有

多坚决反对基督教吗？他坚决不信，坚

决反对，甚至到一个地步，他公开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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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妈妈。这就是不怕神的后果。我

告诉你，利益当前，不怕神的人可以六

亲不认。我见到的例子太多了，特别是

有钱人的家庭，一旦父母过世，弟兄姐

妹就会因分财产翻脸成仇。无论是中国，

还是国外，都是一样的。他们争不是因

为缺乏，而是想要得到更多。利益当前，

六亲不认，人心可畏。 

我们怎样才能起来回应神呢？我们

可以向王新才学习。起初他是极力反对，

甚至公开批判自己的妈妈，跟她划清界

线。但有一句话他重复了好几遍，他说：

“我必须考虑这件事情”。他说他搞不

懂，为什么妈妈这么执着要他信神，甚

至为他禁食祷告

了二十几天。他愿

意去思想，虽然他

很抗拒，甚至后期

他还是很抗拒，他

姐姐给他看的圣

经，他都狠狠地甩到院子里去。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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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他心里其实是在思想的，尽管他想

不明白。正因为他愿意思想，神开了他

的心窍，后来他也悔改归向神了。 

神借着他妈妈的生命，好像一束光

一样触动了他的良知，迫使他去思考。

我们都是无知的人，无知的特征就是：

只要我不明白的，我就不接受。我认识

一位优秀的物理学家，他告诉我说，他

会思考一些常人认为不可能的事。当他

往这方面去思考、探索时，他就有新的

发现。一般的科学家都是照本宣科，人

家做什么，他们做什么，人家说什么，

他们就说什么。他想说的是，我们不知

道的东西太多了，不要因为你不懂就拒

绝、反对。 

我不是鼓励你什么都相信。我们不

能什么都胡乱相信，但我们必须懂得思

想。看到不明白的事，我们必须安静去

思想，特别是关乎生命的事，你更要去

思想。如果你愿意去思考，愿意虚心求

问，神会开你的心窍让你明白。正如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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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了王新才的心窍，让他能看见光明，

能够认识神。如果你虚心寻求真理，神

必然会让你明白。 

我们该如何起来回应神呢？就是愿

意去思想所听见、所看见的。如果你以

一个诚实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神会给你

看见，他也会让你明白。 

第二就是要有勇气回应神，敢于顺

从良心的提醒。如果你今天听了这些话，

心里有感触，我鼓励你要提起勇气去回

应。比如说你听到关于言语的罪恶，你

想到自己以前说了一些很不好的话，伤

害了同事或者同学。

现在你心里很愧疚，

我鼓励你要勇敢地

去向对方道歉，请

求对方原谅。你这

样做就是在回应神，

你就是站起来了。神一定会带领你走前

面的路，他会赐给你平安。你若敢放下

面子，行神看为美善的事，我保证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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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一定会经历到来自神的平安，是你

从前没有经历过的，因为这是神给你的

认可，让你知道他是真实的。 

最后鼓励大家，但愿我们下定决心

做一个选择，愿意跟着神赐的清晨日光，

就是耶稣基督，走平安的路。但愿今年

的圣诞对你来说是一个蒙福，有意义的

圣诞节。 

https://www.fydt.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