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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031讲·10章 23 节 

以神为乐 
昊敏 

 

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

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箴

10:23） 

箴言很多都是平行句式，有点像

我们中国的对联，比如“白山”对“黑

水”。这里“愚妄人”对比“明哲人”，

“行恶”对比“智慧”，“戏耍”对比

“乐”。新译本翻译为：“愚昧人以行

恶为嬉戏，聪明人却以智慧为乐。”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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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中译本翻译为：“愚顽人以行恶为开

玩笑，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趣。”简单

来说，聪明人的乐趣是智慧，愚妄人

的乐趣是行恶。这里是在讲两种人，

以智慧为乐的是聪明人，以行恶为乐

的是愚妄人。 

犯罪有短暂的乐趣 
人为什么会以行恶为乐？行恶有

没有乐趣呢？圣经说过罪中之乐（参

看来 11:25），犯罪是有乐趣的，如果

没有乐趣就

没有人去行

了。你透支信

用卡而大买

特买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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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乐趣。等到还款的时候，你就开

始哭了。问题是这个乐趣要付上代价，

最终得不偿失。 

犯罪是有一定乐趣的，那些包二

奶、找小三的人，他们有没有乐趣呢？

如果没有乐趣，他们就不会去找了。

有的人不只找小三，还要再找小四、

小五、小六……事情不曝光的时候还

好，一旦曝光就完了。最近有一则官

员偷情的新闻，偷情时很开心，糟糕

的是被人偷拍了下来，放到了网上。

如果没有乐趣，他就不会去做。但最

后是丢官入狱，得不偿失。 

价值观扭曲：以恶为善 
2012 年有一则新闻，标题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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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只为过瘾”，讲的是四川宜宾市破获

了一起特殊的盗窃案。盗窃嫌疑人姓

李，刚刚 18岁。警察抓到他之后，便

调查他的犯罪动机，结果发现他家境

殷实。他父母常年在国外经商，相当

富有。他从小跟奶奶一起生活，经济

条件在当地首屈一指；但他的学习成

绩非常差，跟社会上的哥们混在一起。

奶奶没法管教他，其实爷爷奶奶带孙

子是不理想的，他们无法严格管教，

心 有 余

而 力 不

足。他结

识 的 这

些 朋 友

经 常 偷

盗，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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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去偷，有一次入室盗窃6000多元。

警察抓到他之后，发现他不是因为穷

而去偷，这点钱其实还不够他平时零

花的。他把偷来的钱都给了哥们，自

己分文不取，还觉得自己行侠仗义。 

这个孩子出了什么问题？他的价

值观扭曲了，家长不能正确教育、引

导他，他反而跟从了一些不良少年的

价值观，把犯罪当作了行侠仗义。有

什么样的价值观，就决定了做什么事。

简单来说，为什么人会以行恶为乐？

因为他的价值观扭曲了，不觉得是恶，

就像圣经说的“以善为恶，以恶为善”。 

很多人的价值观是扭曲的，还去

影响别人。比如在学校，有的学生想

作弊，希望成绩好的学生能够让他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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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一下，就劝对方说：“让我抄一下你

的试卷吧，我只要及格就行了，你大

方一点嘛！”或者在工作中，有的同事

迟到早退，却希望你帮他打卡，其实

就是弄虚作假；你要是拒绝，他反而

说你小气、苛刻。行恶的理直气壮，

拒绝行恶的却成了小气，这真是岂有

此理！ 

有时候别人影响你不要去行神眼

中看为善的事，你会不会很难拒绝，

拒绝了就觉得不好意思，好像自己做

错了事一样？比如你要来教会聚会，

来学圣经，可是你的同事需要你帮忙，

请你不要来聚会，帮他做一些工作，

你会拒绝吗？你会想：基督徒应该乐

于助人，不帮他怎么好意思？岂不是

自私？或者你在教会参与一些服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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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某个节假日回不了家，你的家人、

兄弟姐妹可能会说：“你怎么那么自

私，不回家？”或者婚姻方面，你想

找主内的弟兄姐妹，有人就会说：你

怎么还不结婚，不为社会做贡献，不

想想父母？…… 

如果我们自己心里都不知道哪些

是神眼中看为善的事，哪些是恶的事，

就会站立不住，最终为了不拒绝人而

选择拒绝神。 

今昔对比，世风日下 
先不说圣经的价值观与世界的价

值观是颠倒的，就说一说世界价值观

的今昔对比吧。比如说钱，二三十年

前，没有人敢炫富，可能很多人都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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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穷，好博得别人的同情。我们有成

语说：君子固穷，安贫乐道。 

现在却

出现了一个

流行词：炫

富。有钱了

要 向 人 炫

耀。现代人

要是没钱，

别人都瞧不起你。很多人是赤裸裸地

炫钱，把钞票堆满了床铺，拍张照片

放到网上。还有很多人间接炫富：炫

车，炫旅游，炫美食等等，总之有什

么好事都要炫耀一下。亲朋好友见面

聊天，不再问“你吃了吗”，而是“在

哪高就呢？生意怎么样？每月赚多少

钱？”你要是不说，他们会帮你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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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地猜：“四千吗？五千吗？”你都

不知道怎么回答了，似乎没钱都抬不

起头来。 

回到这个问题：人为什么会以行

恶为乐呢？是不是我们不知不觉中不

知道什么是恶，价值观颠倒了过来，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我记得小时候周围邻居谁要是离

婚了，很多人都会在背后对他指指点

点，令他抬不起头来。有人离婚，干

脆就调动城市、调动单位，因为无法

在老地方待下去。当时很多夫妻虽然

常常吵架或者冷战，但最后都不敢离

婚，害怕没面子，害怕无法在单位混

下去，只好凑合着过日子。但是现在

不同了，离婚成了家常便饭，周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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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戚朋友很多都经历过离婚，不觉得

有什么大不了的。还有很多人虽然不

离婚，却同时间包二奶，男女关系非

常混乱，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觉

得自己有本事。 

古人是“男女授受不亲”，今人是

以异性朋友多为荣。男性以女友多为

荣，女性以追求者多为傲。谈恋爱的

年龄变得越来越小，有些小学生就开

始初恋了。大学时代如果没有谈过恋

爱，人会觉得这人不够漂亮或者没有

魅力。 

总之今昔对比之下，以往我们认

为恶的事，现在大家都不觉得是恶事，

不知不觉以行恶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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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玩笑的悲剧 
最近有一则与英国皇室相关的新

闻。威廉王子的太太凯特王妃怀孕了，

这对于皇室来说可是大事。威廉王子

是英国王储查尔斯的长子，是英国王

位的第二顺位继承人，他的孩子会成

为第三顺位继承人，所以不但英国上

下都非常关注这件事，整个世界的媒

体也争相报导。 

当时凯特王妃因为怀孕初期的症

状而住进了医院，两名澳大利亚广播

电台的主持人在现场直播、报导这件

事情的时候，就说：我们不如来恶搞

一下，分别假扮女王和查尔斯来了解

一下情况。女主持人当场就打电话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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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特王妃所住的那家医院，对接线员

说：“请帮我转给凯特，我的孙媳妇。”

接线员竟然没有分辨出真伪，就把电

话转到了专门为凯特王妃服务的护士

房。护士也信以为真，如实回答了这

位“冒牌女王”的问题：凯特王妃正

在睡觉，昨夜平安无事；她刚入院时

有些脱水，我们给她补充了一些水分，

现在她情况稳定；明天九点可以探视。 

总之两个主持人配合默契，男主

持人模仿查尔斯在旁边说话，其他工

作人员也模仿女王的狗叫。他们对于

自己能够挖掘到新闻非常兴奋。但不

久医院就发觉到，原来这是个恶作剧。

而知道这是个恶作剧之后，那个接电

话的护士自杀了！可能你会很惊讶，

想必那两个主持人也觉得很惊讶。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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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开了一个玩笑，至于想不开自杀

吗？两个主持人出了什么问题？我们

来看箴言 26章 18-19 节： 

人欺凌邻舍，却说：“我

岂不是戏耍吗？”他就像疯

狂的人，抛掷火把、利箭与

杀人的兵器。（“杀人的兵器”

原文作“死亡”）。 

圣 经

这里说：人

欺凌邻舍，

却说自己

在开玩笑，

其实他就

像疯狂的

人，乱扔杀人的兵器，让人死亡。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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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主持人开玩笑，那个护士就自杀了。

可能她觉得羞愧难当，自己竟然这么

愚蠢，连这件事都无法分辨，就别活

了。当然这是个极端的例子，有些人

未必会选择自杀，然而心灵的伤害又

如何修复呢？你开玩笑弄到别人不舒

服，欺负了别人，圣经说你就是在杀

人，你就是疯狂的人。所以开玩笑要

小心！可见这两个主持人常常开玩笑，

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些他们的图片，发

现他们一向喜欢恶搞。主持人要博得

大家一笑嘛，就要捉弄一下别人，让

人捧腹大笑，观众才喜欢看，这叫有

“笑”果。 

生活中我们的确很喜欢开玩笑，

关系出现问题往往是因为开玩笑。你

拿别人开玩笑，嘲笑他的穿着、长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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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处事方法，伤害到了对方，之后

却说自己是在开玩笑，这是不是以行

恶为戏耍呢？这就是圣经说的：愚妄

人以行恶为戏耍。 

聪明人以神为乐 
“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聪明人

以智慧为乐。”重要的是做个聪明人。

相信大家都想做聪明人，但聪明人是

以智慧为乐，你不以智慧为乐，就会

以行恶为乐。如何以智慧为乐呢？什

么是智慧呢？智慧是跟认识神有关

的，“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 9:10）。

以智慧为乐，就是以神为乐： 

不但如此，我们既藉着

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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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藉着他以神为乐。（罗

5:11） 

这里说得很明确：不以恶为乐，

要以神为乐。如果从神那里找不到乐

趣，你必然会找其它的乐趣。怎样以

神为乐呢？是不是很抽象呢？我们平

时有什么乐趣呢？不同的人乐趣不

同，有人的乐趣是听歌，有人的乐趣

是购物，或者看电影、看书、开车、

旅游、健身……食物是人最基本的一

项乐趣，所以全世界各地的餐饮业都

特别发达。你想到食物的时候，特别

是你爱吃的食物，会不会流口水？前

段时间我看到一篇短文，一个武汉人

在上海上班，当时正好开通了动车，

这个人在微博上写道：“我坐上了动

车，回到了武汉，吃了一碗热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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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再坐动车回上海，真美啊！”一大

早坐了 2次动车，费钱、费时、费力，

只为了吃一碗热干面，值得吗？但对

他来说就值了，千里迢迢吃到家乡的

美味，这是他最大的乐趣，心满意足！ 

圣经也把神的话比作食物，遵行

神的旨意就是食物： 

雅伟万军之神啊，我得

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

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

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

（耶 15:16）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 是 靠神 口里 所出 的一 切

话。（太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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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

来者的旨意，作成他的工。

（约 4:34） 

什 么 是

以神为乐？

就是看神的

话，遵行神的

话，并且乐在

其中，好像吃

美食一样，津

津有味。说到

吃，有些东西我们愿意吃，却不喜欢。

比如药，我们会吃药，但谁都不喜欢

吃药，只不过为了身体的缘故，只好

吃下去，而且是捏着鼻子吃下去，最

好不要尝到味道。吃完后，赶紧再找

些好吃的，压一压药味。我们看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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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是像吃美食，还是像吃药呢？是不

是你听完讲道累坏了，回去赶紧看场

电影、逛逛街，放松一下？ 

把神的话当成药，你就会很辛苦。

你知道神的话对你好，你必须吃，但

是你不快乐，这就不是以神为乐。如

果别人没有从我们身上看到乐趣，他

们又怎能愿意跟从主呢？ 

希望我们学会以神为乐，好像食

物一样。如果只是好像吃药一样，那

么到最后可能你就不想吃了，觉得太

苦了。或者是病情有所好转，你就不

吃了。谁会永远吃药呢？难怪很多基

督徒会倒退，因为你觉得你的问题已

经得到了解决，以前犯了那么多罪，

良心受谴责，现在神赦免了，一切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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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没有病就不吃药了。但以神为

食物、以神为乐，则完全不同，你不

会厌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