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二章 

完全与属灵洞察力 

 

不积跬步，无以千里 
奥林匹克运动会是追求完全的竞赛，不关注完全的人休

想获得奖牌，遑论金牌。通常只是毫厘之差，就决定了不同

的奖牌。而金牌得主只有一人，往往仅以一点点优势险胜。

但恰恰是这一点点，结果就完全不同。而这藉以夺冠的一点

点优势，是长年坚苦卓绝、全力以赴投入训练的结果。运动

员不惜刻苦训练，一心要得到世上的奖牌，为什么基督徒却

不知道要这样刻苦训练，才能得到永恒的奖牌呢？使徒保罗

是怎么说的呢？ 
24 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
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25 凡较力争
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
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26 所以，我奔跑，不
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27 我是攻克
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
弃绝了。（林前 9:24-27） 

米开朗基罗注重完全，他的雕塑细腻、逼真，令人震撼。

我在罗马欣赏过他的摩西雕像，其表情、体态、手臂，处处

流露出了摩西的个性，太传神了！ 

有人观察到，米开朗基罗在创作时，整整一个月只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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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打磨一下，那里削掉一点儿。在这位旁观者看来，这些都

是微不足道的。米开朗基罗往往花上很长时间雕琢一处，然

后退后打量一番；接着雕琢另一处，再退后打量一番。 

整整一个月，米开朗基罗都是在忙着修修这儿、修修那

儿，加上一根头发，加上几根细胡须。若不近看，根本看不

到这些细微变化。那人问米开朗基罗：“你这样岂不是浪费

时间？整整一个月你什么都没做，只是这里修一下、那里修

一下，退后看看，然后再修一下，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 

这位天才明白完全的价值，他答道：“正是这些你称作

微不足道的小事，才成就了完全。而完全可不是微不足道。”

真有眼光！ 

金牌与银牌之间往往仅是毫厘之差。正是这一点点优势，

才成就了完全。生与死也是瞬间之事，就那一秒你避过了危

险，幸免于车祸。 

神的创造显明神是完全的 
我们的神是完全的，不妨看看他的创造手艺。前几天我

家浴室飞进来一只飞蛾，这个小生命让我赞叹不已。我喊妻

子过来：“看看这只有趣的飞蛾！”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看

过飞蛾。像大部分飞蛾一样，它有一对三角形翅膀，跟超音

速飞机差不多。早在人类想到三角翼飞机之前，早在物理学

家、工程师着手设计之前，神就已经精心创造出了毫不起眼

的飞蛾。流线型身体、三角形翅膀，完全符合空气动力学。 

我简直对这只飞蛾着了迷，忘记了自己本来是要到浴室

拿东西的。我对妻子说：“看它的翅膀！”两个翅膀尖上各有

一道黑边，黑边内是一些浅色、复杂的弧形图案，其中一个

弧形横跨了整个翅膀。一只毫不起眼、无人问津的飞蛾身上，

竟然有这么多复杂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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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神在这只卑微的飞蛾身上精雕细琢的时候，他想到了

每一个细枝末节。神的创造没有一样是随随便便、马马虎虎

的，不妨用显微镜或者望远镜去观察，就会知道。神设计的

每一样都是完全的，让人叹为观止。 

飞蛾头顶突出来的部分是两只翎毛般的触角，从两边伸

展开来，看上去像个王冠。神竟然给这只卑微的飞蛾戴上了

王冠，正跟它的精美外衣相配！这对翎毛般的触角设计得太

精致了，深深吸引了我。 

米开朗基罗的杰作已经令我钦佩不已；但我的神、我的

王的创作，更令我叹为观止。 

妻子还观察到一点：“再来看它的翅膀！像王的披风，

从肩膀垂落到地上！”我凑近了一看，惊呼道：“真像王的披

风！” 

完全是由“小事”构成的 
我的神、我的王真了不起，“完全”是他的基准，他也

要求我们出类拔萃。我们是不是以为，我们软弱无力、平平

庸庸的基督徒生命，神就已经心满意足？是不是以为神不在

意我们每天如何生活？像言语伤人、举止傲慢、目中无人、

自我中心、思想不洁等等这些所谓的小事，难道神会视而不

见？你要是以为神不在意这些，不妨去仔细观察一只飞蛾、

贝壳，或者野地的一草一花。然后再深思细想：那一天我们

都站在神面前的时候，他会忽略这些小事吗？ 

细微的小东西，就构成了生命。什么是身体？岂不是微

小细胞的合成体吗？每一样物质实体，都是由极小的原子、

分子组成的。人的一生是由秒组成的，六十秒即一分钟。一

秒钟，你几乎来不及说出一个字。但一秒、一秒地加起来，

就是你的一生。在神眼中，没有什么是小事。一粒原子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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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秒钟，微不足道吗？ 

一颗老鼠屎，搅坏一锅粥 
主耶稣注重细节，他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必要句句供

出来（太 12:36）。他在意我们说出口的每个字，可见多么
关心所谓的小事。我们说过多少闲话呢？可能到了审判时，

我们要供出一大堆的闲话来，结果就不是小事了。 

你有没有经历过在照相馆取照片，一看吓一跳，漂亮的

脸颊上竟然有个小斑点？仅仅一个小斑点，但因为是在脸颊

上，就毁了你的美丽形像。别人会以为你长了青春痘！小事？

你可不觉得是小事。 

如果车胎上有个针眼大的洞，肉眼根本看不见，那么你

能开多远呢？根本开不了多远。 

一句不合宜的话，就毁了整个聊天。本来聊得很好，突

然说错了一句，整个气氛就僵了。不过是件小事，但突然间

那句话就像照片上的小斑点一样，变得举足轻重。 

神是一位完全的神，不忽略小事。这样，那些犯了大罪

的——无论从什么标准衡量，都是罪大恶极，会面临什么结

果呢？ 

认识自己的不完全，才能完全倚靠神 
之所以密切关注圣经的“完全”教导，第一个原因是，

神是完全、洁净的神。洁净是另一个描绘神性情的词。 

第二个原因是，完全的教导让我们深刻觉悟到自己是不

完全、不洁净的。觉悟到自己是不完全的，又深知每一样缺

点毛病都逃不过神的眼睛，那该怎么办呢？我们就会明白：

必须完全倚靠神的恩典。时时刻刻都得专靠神，仰赖他开恩

饶恕我们的不完全之处，帮助我们内心得以完全，看顾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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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总之基督徒生命自始至终都离不开神的恩典。完全的

教导让我们彻底认识到：必须持续不断地倚靠神的恩典。 

拒绝完全就是拒绝了恩典。神若不在意完全，就不会用

恩典时刻扶持我们；我们无需恩典就能生存。然而，我们是

在侍奉一位最圣洁、最完全的神。憬悟到了这一点，就得承

认：没有了恩典，我们一刻都无法存活。 

过分强调教义，却活不出圣经教导 
强调完全的第三个原因是，我们基督徒往往强调教义，

没完没了。仿佛神更关心我们的神学理论，而不是属灵素质

和内心态度。神好像是一位神学大师或者天上的神学博士，

最在意我们的神学理论。教会一心关注教义，基督徒为教义

争论得面红耳赤。很遗憾，失去了属灵洞察力，才会如此争

斗不休。惟有活在神的光中，才能从神的视角看事情。“在

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诗 36:9）。人人都坚持己见，冲
突在所难免。 

教义固然重要，但若以为可以无视属灵生命素质，为了

教义而彼此大张挞伐，那么我们一定是出了严重问题。确实

有坚持真理、表明立场的时刻，但这并非为所欲为的挡箭牌。

无论什么情况，我们的言行举止都必须像基督。 

有些基督徒甚至毁谤他人，说各种坏话诋毁那些他们眼

中的教义敌人，而且从不核实一下这些指控是否属实。这种

人能捍卫真理吗？抑或他们以为只要目标正确，就可以不择

手段？ 

这些教义上的攻击不只是在表达不同意见，往往还隐藏

着更阴险的意念。攻击者通常暗示甚至明说：跟他意见相左

的人是“异端”，或者至少近乎异端。这人自以为有资格下

判断，自视为正统教义的代表。他坚信自己正确无误，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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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过自己太自负，缺乏谦卑。 

强调教义过于生命素质，就酿成了这种悲剧。那恶者欺

骗了教会，结果教会以为神看重的是正确教义，不在乎生命

好坏。当我们摆正跟神之间的关系，而好生命就是这关系的

体现，那么神必会引导我们遵循正确教义。 

不要自以为跟神关系很好，自己的基督徒生命也没问题。

愿神救我们脱离这种自欺的想法。如果落入这种自欺，就会

觉得攻击那些持不同教义的人是天经地义。主耶稣曾教导门

徒说：要先处理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再指出别人眼中的刺

（太 7:3）。他就是在警告这种盲目自大者。 

圣经非常看重洁净或完全，因为这关系到了生命。当耶

稣教导我们要像天父一样（太 5:48），他并不是在阐释一套
“完全神学”，而是命令我们要成为新人，活出新生命的素

质，就是像神那样完全、圣洁、怜悯。耶稣的关注点不是某

些抽象的神学概念，而是实际的完全，这完全从日常生活中

就可以看见。实际的完全非常重要，掌握不到这一点，最终

就会以教义的名义相互攻击，毁坏教会，羞辱神。因为没有

了实际的完全，我们就成了“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彼后
1:9）。 

当我们学习与神亲密同行，他就会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真

理（约 16:13，诗 25:5），知晓正确教义。不与他同行，我
们辨识真理的能力就会减弱，这样怎能分清真假教义呢？我

们正处于假教义泛滥的时代，所以当务之急是活在他的光里，

能够分辨真假。 

正确教义是为了指引我们正确地生活。活在不义之中的

人，他要正确教义有什么用呢？只能让他在受审的日子罪加

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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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历挑选牧师 
我收到很多基督教机构以及神学院的刊物，刊物上偶尔

有征聘牧师的广告。有时候我会读一读应聘条件。当然最重

要的就是学历，这无疑是首要条件。接下来是教义立场。再

下来就是年龄、婚姻状况等等。通常是要求结了婚的，年龄

在三十到四十五岁之间。三十岁以下太年轻，缺乏经验；而

过了四十五岁的，很快就得“夕阳西下”。 

广告上通常只字不提属灵生命素质。偶尔见到一个例外，

上面写着“我们寻找一位敬虔的属灵人”，我不禁精神一振，

倍受鼓励。真想拜访那间教会，见识那里的人。 

通常是强调教义立场和学历，焦点不再是实际生命，而

是理论知识。对教会的将来而言，这种做法非常危险。一个

不属灵的教会领导，无法建立起一个属灵上身强体健的教会。

这样看来，教会的前景非常黯淡。 

跟现在的惯例恰恰相反，圣经按立牧师、监督以及教会

领导，看重的是属灵素质，不是教义。提摩太前书 3章 1-7
节列出了一大串的资质，从中可见保罗（其实是来自神）遴
选工人的条件。 

我们当代基督徒会以为保罗这样教导提摩太：“首先要

看看人选的教育程度。”大多数招聘牧师的广告，至少要求

具备大学学位。保罗本人学识渊博，却只字未提人选的学历

条件，遑论强调了。 

更令人惊讶的是，保罗甚至只字未提教义！那么他提了

什么条件呢？他概述如下： 
1“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
是可信的。2 作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作一个
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



 8 

善于教导，3 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
争竞、不贪财。（提前 3:1-3） 

最重要的是属灵素质，即他的人品和行事为人。值得注

意的是，保罗虽然提到了要善于教导（提前 3:2），即沟通、
表达能力，却从未提及教义。接下来提摩太前书 3 章 8-13
节这段话，谈的是如何选择执事，也是强调属灵及实际生命

素质。 

我们也许争辩说：保罗料想提摩太会选择一个坚持正确

教义的人，所以才没有提及教义。这种推想有些牵强，因为

首先，这只是一种猜测而已，没有实据。其次，为什么保罗

不假设提摩太自然会查看这人的属灵素质，不必提醒他呢？

保罗详细叮嘱要具备哪些属灵素质，可见他没有假设提摩太

自然就会根据属灵素质而择人。既然这方面都没有假设，为

什么另一方面就可以假设呢？ 

选择教会领导，使徒最看重的是属灵素质。这是一个不

争的事实，所以他才会这样千叮万嘱。 

属灵完全的人才能分辨真教义 
是不是要转向另一个极端，轻视教义呢？断乎不可，教

义当然重要。 

那么为什么圣经最看重属灵素质呢？原因很简单：惟有

在神面前内心完全、洁净，才能分辨教义，知道真伪与善恶。

心不正，就无法明白他话语的属灵内涵。这一点可以从经历

中得到证实。远离神的人也可以读圣经，但他无法明白当中

的属灵要旨。我们若犯罪，同时又想读圣经，就会发现我们

内心听不进去神的话，无动于衷。罪蒙蔽了我们的心与眼。

内心在神面前不完全，就无法分辨真理。要追求清心以及公

义的生命，好确保神的灵能够向我们启示什么是真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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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谬论。 

怨恨弟兄姐妹会严重损害你分辨教义的能力，这一点你

自己就可以验证。如果你怨恨教会里的某某人，你就会发现

自己的属灵思维很迟钝。内心在神面前不完全、不清洁，你

就会丧失分辨真假的能力。 

保罗具有从神而来的智慧，他知道不必嘱咐提摩太教义

事宜。看谁内心对神诚实，忠心地与神同行，他必定有敏锐

的属灵洞察力（参看约 7:17，林前 2:15）。然而，一旦犯罪
或者内心隐藏罪孽，对神不完全，他的属灵洞见和感知也会

渐渐褪去。这是可以经历到的事实。 

清心才能明白神的话 
有一次跟一位牧师探讨问题，我对他说，圣经从未说亚

当堕落后失去了神的形像。我旋即发现某种神学理论已经在

他里面根深蒂固（我刚信主时也是这样），阻碍他明白圣经
在这方面的教导。问题并非不愿意明白真理，也不是敌对、

争辩的心态。他真想明白这个问题，但显然他连基本的属灵

事情都困惑不解。 

我发现，给他看更多的圣经证据也帮不了他。我已经列

出了大量的真凭实据，新旧约都明确说人依然有神的形像，

完好无损。但这位牧师就是无法领悟，因为这跟他一向所接

受的教义——神的形像在人身上已经遭到毁坏——大相径

庭。我初信主时也是受了这种教导，所以我非常理解他。但

除了教义外，会不会是他生命中有什么东西在阻碍他明白圣

经呢？ 

我没有再谈更多证据，而是问他：“亲爱的弟兄，你的

心在神面前如何？你对他的委身如何？我们还是先放下这

些教义问题，回到根基吧。谈一谈我们跟神的关系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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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就能够在爱里互相帮助。不是指责、批评，

而是反思我们对神、我们的王的态度是否出错，以至于无法

明白他的真理。 

最根本的问题是：我心底对神的态度正确吗？惟有坦诚

面对这个问题，神的恩典和能力才会洁净我们内心。这样，

我们的眼睛就会看见真理，属灵视野不再被罪遮挡。 

我们是凭爱心帮助那些敌对真理的人，不是驳倒他们。

神关注的是内心，所以我们由“心”入手。若是在神面前有

一颗正直的心，恩慈的神就会除去我们内心的昏聩，不至于

看不见某些真理。互相帮助真好，但首先必须让神处理我们

内心。 

你看了神的话却无法明白，不要立刻翻查解经书，也不

要问人，而是问神：“神啊，我里面有什么拦阻吗？”有时

候你能够从别人那里得到帮助，但最终还是内心的问题。让

神解决我们内心的问题，这样，他就会将他的真理启示给我

们。 

清心（完全）的人就有属灵洞见 
愿神在我们内心大大动工，并且赐给我们属灵洞见。很

多人对我说：“我看不到基督的宝贵。保罗这种伟人为了得

到基督，将万事当作有损的，我却无法认同。”腓立比书 3
章 15节告诉我们，保罗流露出的是完全人的态度：“所以我
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从上下文可见，“这

样的心”是指追求基督，并且为了得到他，看一切都是有损

的。 

若不是看见了基督的荣美和宝贵，谁能这样做呢？读了

圣经一段话，就像腓立比书 3章，却不知所云，那么问题不
是不懂希腊文或者缺乏解经技巧，而是无法领悟保罗的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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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基督为无价之宝。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是不是听一篇讲

论基督荣美、完全的布道，或许可以点燃我们的心火？可能

有一点点帮助。然而如果你的心在神面前不正，这一切就只

是动听的言词，好像音乐一样飘过耳际，没有沉至内心。 

而靠神的恩典，内心得到洁净，摆正了跟神的关系，我

们的属灵视力就会清晰起来。你不妨试一试。以前看不见的，

现在却一目了然。 

保罗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林
后 3:18）。可能你觉得这句话难以理解，你挠挠头说：“但
我看不见主的荣光。”保罗说“敞着脸”，我们的脸若还是被

帕子遮住，当然无法看见主的荣光。 

早前的一章讲过，这帕子就是肉体。关键问题是，内心

是否还在受肉体辖制。帕子越厚，就越是在“按着肉体”而

活，视野也越发模糊，无法看见主的荣光。看不见主的荣光，

神的火又怎能在我们内心点燃呢？除非像保罗那样，渐渐看

见属灵事物，我们才能被点燃。 

继续任由肉体的帕子遮住脸，这帕子就会阻挡我们经历

主。内心清洁，帕子除去，我们才能看见他的荣光。而惟有

在基督里，并且靠神的恩典，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或智慧，才

能废去帕子（林后 3:14）。 

这样，还会有什么教义让我们困惑不解呢？圣经最看重

我们是怎样的人。解决了这个问题，教义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太 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