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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013讲·3章 31-35 节 

神按照我们的为人待我们 

昊敏 

 
31 不可嫉妒强暴的人，也

不可选择他所行的路，32 因为

乖僻人为雅伟所憎恶，正直

人为他所亲密。33 雅伟咒诅恶

人的家庭，赐福与义人的居

所。34 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35 智慧人必

承受尊荣。愚昧人高升也成

为羞辱。（箴 3:31-35） 

这段经文中有对立的两种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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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人，乖僻人，恶人，好讥诮的人，

愚昧人；正直人，义人，谦卑人，智

慧人。我们不要很快下结论说：我就

是正直人，谦卑人，智慧人。事实往

往恰恰相反。那些强暴人、乖僻人、

恶人、好讥诮人的人、愚昧人，他们

也许并不认为自己就是强暴人、乖僻

人、恶人、好讥诮人的人、愚昧人，

反而觉得自己是正直人、义人、谦卑

人、智慧人！ 

我见过一些人，明明他干了一些

事情伤害了别人，居然还忿忿不平地

抱怨说：“别人伤害了我，现在真是世

风日下！” 

留意这几句话：“正直人为他所亲

密”，“赐福与义人的居所”，“赐恩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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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卑的人”。我想我们需要诚实地扪心

自问：我们跟神的关系亲密吗？我们

经历到神的祝福和恩典了吗？如果答

案是否定的，那么可能我们并不是正

直人、义人、谦卑人。 

强暴人以行动和口攻击人 

什么是

强暴人呢？

顾名思义，

就是攻击人

的。动手攻

击当然是最

明显的了，但我们也会用口攻击，所

谓“君子动口，小人动手”，“口诛笔

伐”。强暴人是口出恶言、谎言的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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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箴 10:11）。 

箴言这里说“不可嫉妒强暴的

人”，你会嫉妒强暴的人吗？没人敢欺

负一个强人，他什么好处都不缺，自

己都能争取过来。坦白说，我们心里

会有一丝嫉妒、羡慕。 

乖僻人颠倒黑白 

乖僻人是什么人呢？“乖僻”，中

文辞典的解释是性情乖张偏执。乖僻

人是不听从神的话、不顺服神的人。

神指出了正道，他偏偏朝相反的方向

走，非常悖逆（参看箴 2:15）。 

具体来说，乖僻人是如何悖逆的

呢？我们会不会已经悖逆了呢？看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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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3章 32 节的上下文，乖僻人是跟正

直人相对的，就是弯曲、不正直。举

个例子：你请一个人喝蜂蜜，可是他

偏偏说是苦的。你不禁想：这人的味

觉真是不正常！ 

来到属灵的事物也是一样。比如

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为奴，受尽逼

迫，整天呼求神。神怜悯、拯救了他

们，让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然而离

开埃及之后，他们却向摩西大发怨言，

说：你领我们出来，就是想在旷野杀

死我们（参看出 16:2-3，12-14）。他

们看问题已经完全不正常了，真的是

颠倒黑白。这就是乖僻。 

我们又如何呢？看圣经最大的自

欺就是，总觉得圣经的话是在说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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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所罗门写给他儿子的，那是保罗

写给哥林多教会的，这是主耶稣责备

彼得的……

保罗说，其

实圣经记载

这一切都是

为了让我们

引以为鉴，

汲取教训，不至于走他们的失败之路。

所以看圣经最重要的是，要用圣经的

话对照自己，应用在自己身上。 

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在想法上也

完全不正常，颠倒黑白？最简单的测

试方法是：你是不是常常抱怨的？有

些人是直接抱怨神：为什么这样，为

什么那样？为什么让我经历困难？为

什么我的工作这么辛苦？为什么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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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不幸的事？为什么我找不到对

象？ 

有些人不敢抱怨神，却抱怨人。

殊不知抱怨人最终就是在抱怨神，因

为所有人都是神造的，你就是在对神

不满。还有一种现象是，抱怨教会领

导。要知道，这在神眼中是非常严重

的事。当初以色列人在旷野冲摩西发

怨言，摩西是怎么说的呢？摩西说：

我们算什么？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

呢？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

是向雅伟发的（参看民 16:7-8）。要小

心，你埋怨、攻击神的仆人，就是在

攻击神。但我发现，很多人都缺乏敬

畏神的心，动不动就埋怨、攻击神的

仆人：你讲错了，你怎么这样做事？

神不是这样的，圣经不是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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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的子民最会用神的话攻击

人。外邦人不会引用圣经骂你。 

民数记16章记载了以色列的一次

反叛事件，为首的是可拉。留意可拉

是如何攻击摩西、亚伦的呢？可拉说：

“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

洁，雅伟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

自高，超过雅伟的会众呢？”（3 节）

可拉在责备摩西、亚伦不属灵，得罪

了神。 

而摩西又是如何回应可拉的呢？

摩西说：“明日在雅伟面前，把火盛在

炉中，把香放在其上。雅伟拣选谁，

谁就为圣洁。你们这利未的子孙擅自

专权了。”（7节） 

留意摩西也说可拉擅自专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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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孰是孰非呢？现在看圣经，我们

当然知道摩西说的对。可是想一想，

如果是发生在现在，有两批人都说对

方擅自专权，不圣洁，你能分辨出谁

对谁错吗？恐怕分辨不出。这需要属

灵的洞见，才能够分辨。可惜大部分

人没有属灵的洞见，教会一有纷争，

就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可拉明明自己不圣洁，擅自专权，

却指责神的仆人摩西犯了这个罪。这

就是乖僻人。 

恶人就是强暴人、乖僻人 

我们继续看箴言 3 章 33 节：“雅

伟咒诅恶人的家庭，赐福与义人的居

所”。恶人与义人相对，恶人就是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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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我们再来看几节相关的经文。

箴言 10 章 6 节说，“福祉临到义人的

头，强暴蒙蔽恶人的口”。还有 11节，

“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强暴蒙蔽

恶人的口”。显然，恶人跟强暴分不开，

也是出口伤人，攻击人。 

箴言 10章 27 节：“敬畏雅伟使人

日子加多，但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

恶人是不敬畏神的人。 

箴言 10章 32 节：“义人的嘴能令

人喜悦，恶人的口说乖谬的话。”所以

强暴人、恶人、乖僻人，都是同样的

一类人。箴言里讲了很多恶人，恶人

具体是什么样的，以后我们还会看到，

现在重要的是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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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箴言 3 章 33 节：“雅伟咒诅

恶人的家庭，赐福与义人的居所”。你

会不会想：神咒诅恶人也就罢了，为

什么还咒诅恶人的家庭？同样，一个

义人蒙福，为什么他住的地方（当然

就是他的家）也都蒙福呢？ 

想一想亚当

的例子，亚当犯罪

后，地也受了咒

诅，全家都被赶出

了伊甸园。是不是

就代表说有原罪

呢？如果有原罪

的话，那么也有原

义了，因为义人的

家也蒙福。在出埃及记 20章 5-6 节，

雅伟吩咐以色列民说：“不可跪拜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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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也不可侍奉它，因为我雅伟你的

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

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

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

直到千代。”神追讨罪人的罪是“直到

三四代”，向义人发慈爱却是“直到千

代”。 

我们太小看罪的影响力了。但义

的影响力会更大，胜过了罪。比如所

多玛、蛾摩拉的例子，神答应说：如

果有十个义人，神都不会灭城。我们

的成语有一以当十、十而当百，这里

是十而当万，比例非常悬殊。 

我们无论是好是坏，都会对周围

人产生影响。到底我们是影响他们认

识神，还是让他们远离了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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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傲人爱嘲笑别人 

箴言 3 章 34 节：“他讥诮那好讥

诮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好讥诮

的人”，喜欢嘲笑、讽刺别人，我们是

不是这种人呢？比较轻微一点地说，

我们是不是喜欢开别人的玩笑？开玩

笑一定要小心，否则就是在嘲笑、讽

刺别人。但你看看，开玩笑在世人看

来没什么大不了的，大家就是喜欢彼

此开玩笑，找乐趣。问题是，如果我

们跟着世人的样子行，还是神的子民

吗？ 

通常拿别人开玩笑，都是拿别人

的缺点开玩笑。你觉得没什么的，博

得大家哄堂大笑。可是被开玩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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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受到很大的伤害。或者即便他不

介意，但这讨神喜悦吗？ 

喜欢拿别人开玩笑的人，通常眼

光都很犀利，能观察到对方的缺点，

一针见血。你拿别人开玩笑，言外之

意就是你比别人好。你笑那人真胖，

意思是你苗条。 

仔细看看这节经文，讥诮的人与

谦卑的人是相互对比的。讥诮的人是

骄傲的人，认为自己比别人好。箴言

21 章 24 节说，“心骄气傲的人，名叫

亵慢，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亵

慢”就是“讥诮的人”，两个词是在翻

译同一个希伯来文。 

拿别人开玩笑还算是轻微的表

现，当然病根都一样，就是骄傲。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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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严重的表现是，你会讥诮敬畏神的

人。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历——信了

主后，家人、朋

友都开始嘲笑

你，说你神经有

问题了，好好的

怎么迷上了宗

教？你不要觉

得委曲，觉得这

些人太糟糕，太不敬畏神，竟然这样

嘲笑我。其实我们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属肉体的人总是嘲笑、讽刺属灵的人。 

如果我们不属灵，听见属灵人，

弟兄姐妹或老师讲真理，讲圣经中神

的要求，比如委身，要尽心尽力爱神，

要侍奉神，那么我们就会抗拒。然后

会怎么做呢？就是讥诮、嘲讽：难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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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你是属灵人？神的话不是这个意

思，你怎么这么极端？真是疯了，有

毛病！ 

如果你经历过这种遭遇，那么你

就有福了。因为这就是在为义受逼迫，

先知们都是经历过同样的遭遇。可是

我们要小心，要扪心自问：可能我们

不是为义受逼

迫的人，而是

逼迫人的人。 

比如使徒

保罗，使徒行

传 26 章记载

说，保罗在法

庭上向审判官传福音，审判官却大声

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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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反叫你癫狂了！”（徒 26:24） 

还有主耶稣的例子， 马可福章 3

章 20-22 节记载说： 

 20 耶稣进了一个屋子，

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

顾不得吃。21 耶稣的亲属听

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

他们说他癫狂了。22 从耶路撒

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

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

着鬼王赶鬼。” 

耶稣专心侍奉神到一个地步，饭

也顾不得吃。别人却说他疯了。家人

觉得很尴尬，就跑来拉住他。为什么

要拉住他呢？是想拦阻他，别这样侍

奉神。别忘了，以色列民是神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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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家人都是信神的，可是他们也觉

得耶稣这样做有些过分了。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是被以色列

民（神的子民）讥诮：你是神的儿子，

从十字架

上下来吧！

他救了别

人，救不了

自己。 

今天，我们属肉体的人也会讽刺

属灵人：你信主，去传道，成了这个

样子？你什么都没有，有什么好见

证？这样做太极端了。或者是说：你

还不是照样面对这个困难、那个困

难？让神救你吧！ 

这样冷嘲热讽还不够，接下来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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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还说主耶稣什么呢？说他是被别

西卜附着的，就是被鬼附的，是通邪

灵的。真正的属灵人被人骂成是通邪

灵的。如果你有这种经历，那么你就

跟主耶稣一样，与他一同受苦，也与

他一同得荣耀。但要小心，也许我们

恰恰是讥诮、讽刺属灵人的人。 

这些人都是愚昧人 

箴言 3 章 35 节，“智慧人必承受

尊荣。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来到

了这里，希望我们不要太自信，觉得

自己就是智慧人，恐怕我们是愚昧人。

上述那几种人——强暴人，乖僻人，

恶人，好讥诮的人——就是愚昧人。

智慧人是不做这些事的。最终智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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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得到尊荣，而愚昧人得到的是羞耻。 

这尊荣、羞耻是谁给的呢？是神。

神会将尊荣、荣耀赐给智慧人，将羞

耻留给愚昧人。所以，惟独寻求神所

赐的荣耀是多么重要，这就是主耶稣

说的：我只求从神而来的荣耀，别人

怎么看我，如何讽刺我、辱骂我，都

并不重要，我只在意神怎么看我，要

让神来荣耀我。 

总结来说，我们从箴言 3章 31-35

节这几节经文看见：你怎么待神，神

就怎么待你。这里当然没有说你如何

待神，然而你如何待神，就体现在你

如何待人，如何待邻舍、待弟兄姐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