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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015讲·4章 10-19 节 

两条路 
昊敏 

 
10 我儿，你要听受我的言

语，就必延年益寿。11 我已指

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

正直的路。12 你行走，脚步必

不至狭窄；你奔跑，也不致

跌倒。13 要持定训诲，不可放

松，必当谨守，因为她是你

的生命。14 不可行恶人的路，

不 要 走 坏 人 的道。 15 要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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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
16 这等人若不行恶，不得睡

觉；不使人跌倒，睡卧不安。
17 因为他们以奸恶吃饼，以强

暴喝酒。18 但义人的路好像黎

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

午。19 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

己 不 知 因 什 么 跌 倒 。（ 箴

4: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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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道并且完全接受 

10 节说“我儿，你要听受我的言

语”，1 节说“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

训”，比照之下，看见两节经文强调的

侧重点不同。1节说“听”，10节说“听

受”。我们不但要听神的话，更重要的

是听了之后还要领受神的话，接受下

来。这也是主耶稣在撒种的比喻中所

教导的：“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

道，又领受，并且结实，有三十倍的，

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可 4:20） 

听了神的话，要领受、接受。很

多人喜欢听，觉得但听无妨，就是不

接受。为什么不接受呢？理由很多：

不太实际，至少不 太符合我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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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你不了解我，我不像你。 

我听过有人说：你信神当然没问

题，我跟你不一样。你家里经济条件

好，对你没那么多要求；我家穷，得

赚钱养家。 

还有人说：不要为了神的缘故辞

掉工作，否则以后找不到工作怎么

办？生活怎么办？ 

还有人是自作聪明：接受一半。

接受一半的结果是根本行不通的，于

是他就觉得神的话行不通。问题是你

只采纳一半，怎么行得通呢？ 

神会透过属灵的长辈、属灵的老

师给我们意见，我们是如何对待的

呢？是不是也只是听，却不接受，或

者只采纳一半？ 我们有好多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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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不了解我，至少不了解我的实际

情况。我要按照实际情况来采纳一半

建议，再去做。结果事情弄得一团糟，

还觉得老师没帮上忙。 

聪明人就会百分之百地接受，愚

昧人总自以为聪明，想来个折衷。但

圣 灵 不 会

跟 你 争 拗

不休的，老

师 也 不 会

硬 要 你 听

从。你硬是

找 理 由 解

释，神不会说什么，老师也不会说什

么，但你却得不到智慧，最终事情会

弄得一团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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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两条路、两种选择 

箴言 4 章 10-19 节这短短几节经

文，出现最多的是“道”、“路”这两

个字：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

你行正直的路。不可行恶人的路，不

要走坏人的道。但义人的路，好像黎

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恶人

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 

这里有两条路：智慧、正直的路；

恶人的路。其实只有两条路。世界给

我们一种感觉，我们也有一种错觉，

就是觉得可以做出很多选择，所谓“海

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其实只有两

种选择，只有两条路。很多人以为我

不追求神，但也不 得罪神，做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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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行了。他还以为可以有第三种选择：

既不认识神，又不行恶。其实是没有

选择的，你不是走在神的路上、智慧

的路上、生命的路上，就是走在恶的

路上、死亡的路上，结果是不同的。 

智慧是需要走的一条路 

智慧是什么呢？人人都想得智

慧，想一下子把智慧据为己有。但智

慧是一条路，你要走上去，并且一直

走到底。 

首先，“走”本身就是一个行动，

就是接受神的话，按照神的话去行。4

章 11 节说，“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

引导你行正直的路”。12 节就说，“你

行走，脚步必不至 狭窄；你奔跑，也



 

 
8

不至跌倒”。神以及神的仆人指教、引

导你，问题是你愿不愿意走呢？ 

很多人是不动的，静等着天上掉

馅饼，静等着神安排事情给他，让他

经历神，结果一事无成，也经历不到

神，他对神的信心也就越来越弱，冷

淡下来。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

每天早晨醒来，都要求问神：“神啊，

今天你想让我做什么？我可以为你做

什么呢？有什么我可以服侍你的

呢？”你就好像一辆车，已经开动了

引擎，挂好了档，随时让神来开动。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无论去到哪里，

都会有果子，都能帮助到别人，你所

做的工都会蒙福。 

“你行走，脚步必不至狭窄；你



 

 
9

奔跑，也不至跌倒”（箴 4:12），你不

但行走，还要奔跑。我们是怎么走这

条路的呢？如

果没有跌倒就

算不错了。很多

时候我们只是

在爬，根本不是

在行走，更遑论

跑了。 

奇怪的是，

我们在行善方面动作很慢，不着急、

不着慌的；往恶的道上走就非常快。

好不容易在属灵上有了一点点进步，

可是一旦退步，就一泻千里，一发不

可收拾。 

神的子民在智慧这条路上连滚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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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不紧不慢；可是在另一条路上的

人都在奔跑着：“他们的脚奔跑行恶，

他们急速流人的血”（箴 1:16），“图谋

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箴 6:18）。 

希望到现在为止大家已经明白：

恶与善、智慧与愚昧不是表面做事那

么简单，而是一条路，你不在神的道

上，就是在恶的道上。在世界的道上、

在恶的道上，世人是奔跑得挺快的，

毫不迟延。正如主耶稣所说，今世之

子比光明之子更聪明（参看路 16:8）。

比如在火车上，有时候火车一停，就

会冲上来一些小贩，不厌其烦地兜售

商品，嗓子都喊哑了。在菜市场上，

有些人用一些骗术骗人，也特别不厌

其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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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但殷勤行恶，引人入歧途 

4 章 16-17 节说，“这等人若不行

恶，不得睡觉；不使人跌倒，睡卧不

安。因为他们以奸恶吃饼，以强暴喝

酒。” 竟然还有这种人，你会不会觉

得不可思议？看看使徒行传 23 章

12-13 节：“到了天亮，犹太人同谋起

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

这样同心起誓的有四十多人。”这群人

行恶是多么

勤快！ 

撒 但 是

很勤快的，使

徒彼得说，撒

但如同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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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启示录 12

章 12 节说，“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

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忿

忿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什么意思

呢？魔鬼知道自己时候不多了，赶紧

在地上搞破坏。如果我们基督徒有他

们一半的热情、主动，就不至于闲懒

不结果子了。 

我看见很多基督徒以及慕道朋友

刚一开始想要信靠神，或对神发热心，

撒但就开始工作了，可是他们根本敏

感不到。比如某人想要追求神，就突

然有了一个学习的机会，或者有了一

份好工作，或者突然有人开始追求他，

他就忙着学习、忙着工作、忙着结婚

去了，把追求神的事抛诸脑后。他们

看不到这是撒但 的方法，撒但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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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刻都在想办法绊倒我们，不让我们

追求神。可是我们看不见，还以为没

什么的：学习的机会是好的；工作也

是好的，可以帮助人；这个人也很好，

我可以向对方传福音，我们都信神多

好啊…… 

好与坏不是表面那么简单，问题

是这些是从神而来，还是从撒但而

来？这些在引导你往哪条路上走？你

是走在神的道上，还是被撒但引导去

了另一条路上？保罗说，撒但会扮成

光明的天使，什么意思呢？即他会让

你所遇见的人、事、物都是好的，表

面看都有很好的理由，而这就是迷惑

之处。可是我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只看

人、物本身是不是好，不想背后是从

哪里来的，结果就 接受了。总之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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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14-17 节可见，你在走这条智慧之

路的时候，总有人要拉你往恶路上走，

将你引入歧途。所以不要以为你踏上

了这条路，就万无一失，一下子就能

走到底了。当中有很多迷惑，我们必

须小心，不要被引入歧途。 

防备落入歧途的方法：躲避 

怎样防备，不至于被引入歧途

呢？留意 15节说“要躲避，不可经过，

要转身而去。”要躲避！保罗嘱咐提摩

太要逃避少年的私欲（提后 2:22），就

是躲开。你知道有什么不好，有什么

是自己的软弱，就要躲开。比如，年

轻人在情欲方面软弱，那就要躲避，

不要看相关的杂 志、电影。现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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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这类东西很多，有些人整天流连，

渐渐就越陷越深，不能自拔，最后离

开了神。 

不但要躲避这些明显的试探，还

要躲避不明显的试探。基督徒常常会

遇到与外邦人结婚的试探，就是因为

不躲避试探。如果你是姐妹，那么跟

不信的男孩子接触时就要小心了，其

实需要刻意不去跟不信的男孩子接

触。但我看见很多姐妹不在意：没事，

同学、同事嘛，交换一下电话号码，

QQ 一下，出去吃顿饭，更何况还有其

他人在场，没什么的。结果慢慢就堕

入了爱河，谈起了恋爱，最后结婚。

她们就是因为一开始不刻意去躲避，

结果掉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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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论断人，如果你是个爱批

评的人，那么最好不要看一些批评的

节目，也不要跟一些爱批评的人一起

去批评人，你要躲避。现在网上、电

视上很多都是批评人的文章、节目。

批评，人人都会，问题是有什么益处

呢？为什么拿别人当笑谈呢？这是不

讨神喜悦的。另外，你对某人有意见，

而另一人对那人也有意见，你就会喜

欢跟他在一起，至少你们有一个共通

点：一起数落你们所讨厌的人，觉得

好痛快，好开心。这也是不好的，要

躲避，不去跟人谈这些，因为这样做

只会越来越恶。 

提摩太前书 6 章 20 节说：“提摩

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

俗的虚谈和那敌 真道、似是而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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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还要躲避世俗的虚谈，躲避敌

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很多人花了

很多时间学

圣经，但就是

不能认识真

神，因为他们

总是爱研究

似是而非的

学问，还专门

喜欢找那些人聊。聪明人知道跟谁谈

圣经，要找属灵人，找属灵的老师。 

奔跑在生命之路上 

所以首先逃避，但这毕竟是消极

的方法，积极方面应该如何做，才不

至 于 误 入 歧 途 呢？其实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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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是在生命的路上奔跑起来，则根

本没有机会驻足，就不可能被敌人拉

去另一条路上。一个快速在动的目标，

枪是很难打得中的。一个不动的靶子，

当然打得中，甚至可以百发百中。 

所以前面已经说过，我们基督徒

如果像那些作恶的人那么勤快，像撒

但那么勤快，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

了。其实这是使徒彼得的话。彼得后

书 1章 5-8 节说： 

5 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

外地殷勤。有了信心，又要

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

加上知识；6 有了知识，又要

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

加上忍耐；有 了忍耐，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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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虔敬；7 有了虔敬，又要

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

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

心。8 你们若充充足足地有这

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

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

懒不结果子了。 

相信了还不足够，但很多人只满

足于相信：我信了，我是基督徒了，

最多按时来教会就行了。这样的人会

问题不断，因为太闲懒了。信了之后，

我们必须追求德行、知识、节制、忍

耐、虔敬，这些都是新生命的素质。 

有了这些好素质之后，还要追求

爱弟兄的心。你有没有爱弟兄呢？你

有没有花时间关 心弟兄呢？哪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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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电话，问候一下？ 

有了爱弟兄的心，就要追求爱众

人的心。怎么爱众人呢？最大的爱莫

过于把永生

给他们，这是

最好的。我们

有没有花时

间、花心思去

传福音呢？

这就是奔跑

的意思。恶人

的脚奔跑行恶，我们是奔跑传福音，

所以圣经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

们的脚踪何等佳美！”（罗 1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