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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像天父 
一样完全 

张成 

 

信仰就是生活 

基督徒经常将信仰和生活分开。比如

早上起来就会安分守己地读经、祷告，但

一回到单位，开始一天的忙碌生活，就忘

了自己是属神的人；行事为人、言谈举止

就随大流，跟非基督徒没有二致。我们需

要谨记自己的身份，生活就是我们信仰的

流露，在众人面前一览无遗。一旦信仰和

生活脱节，我们就会羞辱神，成了别人的

绊脚石，无法带领人认识神。 

信仰不只是星期天的事，即便你结束

了周日聚会的敬拜，依然要继续活出这份

信仰的生活。我们需要靠着神把信仰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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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生活结合在一起。信仰就是生活，神的

能力能帮助你将信仰的实质在生活中体现

出来，否则你所相信的就是一套毫无意义

的宗教理论。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每当你和别人谈

论信仰时，就等于是把自己摆在桌面上让

人观看，告知对方：我就

是这个信仰的产品，你可

以检查和验货，看看我所

说的和你所见到的是否一

致？如果不一致，你尽管

掩耳不听；如果一致，请

你一定要认真想一想。 

神的旨意是要我们追求完全 

我在上次的分享中和大家谈到了“完

全”这一话题，神始终不渝地鼓励我们要

不断地追求完全，这也是神向他每一个儿

女的旨意。同时我也说到，追求完全是必

须的，这关系到我们属灵生命的存亡。一

旦我们藐视神的命令，不追求完全，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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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灵死亡的开始。 

那么，怎样才能朝着这个“完全”的

方向不断地往前行？就是要把信仰与生活

紧密地结合起来。正如当你把自己摆在桌

上让人验货的时候，希望不只是外表有一

个完美的包装，里面更要有实质性的内涵。 

神的儿女当承担的责任 

基督徒会以自己是

“神的儿女”、“天父的

儿女”引以为荣。因为这

个称号让你觉得自己是与

众不同的，有一种无形的

优越感，因为我爸爸是“天上的神”！ 

我们很多时候关注的尽都是表面的东

西，却不明白“作神儿女”的实质意义。

比如，作为神的儿女，很多基督徒关注的

是如何从神那里得到各种好处；但很少人

会思想，作为儿女需要承担什么义务？天

父有没有给我们什么使命要我们承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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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基督徒若不明白作为神儿女应有

的义务，就会滥用“神儿女”的身份，就

如多年前发生的“我爸是李刚”的事件。 

其实我们无需笑话别人，因为这种情

形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我觉得遗憾的

一点是：这个年轻人既然知道爸爸是公安

局长，就应该珍惜自己的身份，安分守己

地生活，让别人看到公安局长的儿子应有

的素质。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如果他活出作为

公安局长儿子应有的素质，就会让老百姓

对公安部门刮目相看。当公安局有好声誉

的时候，政府也会有面子。但是，当这个

年轻人不懂得珍惜自己的特殊身份，滥用

了这一身份时，他就犯了无法挽回的错误。

不但羞辱了他的父亲，也羞辱了公安局，

更羞辱了政府。老百姓一提到这一丑闻就

会恨得咬牙切齿。 

当你看到这一新闻时，有否想过：作

为神的儿女，我又该如何在世上代表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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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说你是“神的儿女”时，别人会怎样

看待你信的这位神呢？ 

我们看看主耶稣的一句话，马太福音

5章 48节： 

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

完全一样。 

我发现圣经里的一些话一旦熟悉之后，

就会失去了那份震撼力。如果你把它当作

从未念过的经文来读，是否会觉得这句话

很震撼：我竟然能够像天父那样“完全”！

这有可能吗？ 

记得上次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时，有

些人分享到自己不喜欢做完全人。为什么

呢？因为我们都假设“像天父一样完全”

是不实际，也不可能的。但主耶稣这里明

明说：你们不但要追求完全，而且要像天

父那样完全。难道耶稣说的话是不着边际

的吗？ 

也许当你再次听到有关“完全”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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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时，又增加了一份压力，更甚者还要

“像天父完全一样”，真是让人感到头都

大了。但你有否想过：“你们要像天父完

全一样”，这是一个何等尊贵荣耀的呼召

呢！这份“完全”究竟是怎样的呢？ 

如何才能像天父那样的完全呢？ 

第一、为你的仇敌祷告 

我们看上文的解释，马太福音 5 章

44-45节： 

44
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

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45

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

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

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45 节又一次提到“你们这样就可以作

天父的儿子”，意思是说：你这样做才配

称为“天父的儿子”。做什么呢？就是要

“爱你的仇敌”。我们都不爱听这样的话，

但主耶稣在此说得一清二楚。那么要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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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具体怎样做才算是爱仇敌呢？就是要

“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吧”。这就是爱仇

敌的具体行动了——为你的仇敌祷告！ 

你是否为你的仇敌祷告过呢？估计会

有。不过我们的祷告内容会是这样的：

“神啊，

你一定要

管教、惩

罚他，让

他知道自

己所做的

事情是错

的，也让他做的事情不顺利！”当你如此

向神祷告时，你可曾想过，这是主耶稣说

的“为仇敌祷告”吗？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时常会遇到一些

不公平的待遇，心里不由自主地产生一股

怨气。但你有否想过有些人是因为无知或

心情不好才得罪了你，他们未必是故意的？

你会不会以这样的心态祷告说：“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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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也是这样待人的，如果不是因为认

识了你，我今天也会像他那样待人。这位

朋友不认识你，求你让他有机会经历到你

的怜悯，像你怜悯我一样”？ 

如果你选择饶恕对方的过错，为对方

祷告，你就是往“完全”迈出了一步，因

为你选择效法天父那样怜悯得罪他的人。

追求完全是很实在的，因为这是你每天都

要面对的选择。但很可惜，很多基督徒都

没有听从圣经的话行事。 

45 节 特 别 强 调

“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

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

也给不义的人”。我希

望你喜欢这样的天父，

因为这位慈爱的天父做

事情真是太“完全”了。

相比之下，人真的很邪

恶。如果我是神，就不会降雨给那些我认

为不好的人；日头只会普照那些我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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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所以我们的意念与神的意念真是大

相径庭，神的良善显明了我们内心的黑暗。 

你有否为自己的意念感到羞愧呢？你

自称是神的儿女，你是如何对待别人呢？

我们当拿自己的内心意念与天父的“完全”

对照一下。现在是改变我们的思想、行为

的时候了，我们当回到圣经，按照圣经的

话来生活。 

天父的“完全”深深地吸引着我，因

这是我所没有的，所以我非常向往这样的

生命。但愿天父的完全也吸引你，成为你

遵行他话语的动力。 

每当谈到“爱仇敌”，我们都会咬牙

切齿，甚至质疑主耶稣的话，认为是行不

通的。我们认为“爱仇敌”只会助长恶人

的势力，所以

我们都选择了

以恶报恶。正

因为世人都采

取以恶报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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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回敬自己的“仇敌”，时至今日社会

上的罪恶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

越来越恶。 

我们不相信圣经的话，即使作了基督

徒，我们还是会按照自己旧有的价值观为

人处世。圣经里的很多话我们都可以接受，

唯独像“爱仇敌”之类的教导，因为不切

实际。那些对我不好的人，有机会还是要

回敬对方的！你看，我们常常提说神是怜

悯的、慈悲的，但一走进现实当中就全都

忘了。 

第二、以恩慈待你的仇敌 

主耶稣在另外一处又提到这一点，虽

然内容和字眼不太一样，但精神是一致的。

在此我们需要明白，耶稣常常到不同的地

方讲道，当他在不同的地方讲同一篇信息

时，无论是内容或所选用的字眼，可能会

略有不同，但信息的精神是一样的。路加

福音 6章 35-36节就是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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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

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

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

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

恩的和作恶的。
36
你们要慈悲，

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 

36 节没有提到“完全”，却用了“慈

悲”这个词。可见天父的完全是体现在他

对人的慈悲。这也提醒我们，在高谈阔论

“伸张公义”之前，最好先反思一下我们

对人是否有慈悲。没有慈悲的“公义”就

不是神的公义了。 

这里又谈到“爱仇敌”，怎么样爱你

的仇敌呢？就是要“善待他们”。为什么

呢？因为你在天上的父是满有慈悲的，他

就是如此待敌对他的人。 

“爱仇敌”的教导是源自旧约 

其实“爱仇敌”并非新的教导。早在

旧约的出埃及记 23 章 4-5 节就举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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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实在的“爱仇敌”例子： 

4
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

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
5
若看

见恨你人的驴压卧在重驮之下，

不可走开，务要和驴主一同抬

开重驮。 

这里说到：如

果你在郊外恰好看

到仇敌的一头驴

（或牛）走迷了，

不可佯装不见，总

要牵回来交给它的主人。如果这事真的发

生在现实生活中，我猜大部分人都不会如

此做，我们心里暗想：“昨天他对我态度

不好，神就让他丢了一只牛，真是活该！”

我们不但没有按照圣经的教导待仇敌，甚

至还假设神是在惩罚对方。 

神极其美善，但人则心胸狭隘、意念

邪恶，什么事情都往不好的方面去想：

“丢了牛，活该！让他亏钱，看他以后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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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不敢对我无理。”但我们从来就没有想

过：会不会是神给我一个机会善待那些对

我不好的人呢？ 

请细想一下，当你善待一个对你不好

的人，他还好意思与你为仇吗？他肯定会

感到很惊讶：“呦！我对他这么不好，可

我的牛走丢了，他竟然会千里迢迢地牵回

来给我！”他还好意思与你为敌吗？我相

信他是不会的。他之所以对你不好，可能

你自己也不太良善；你不良善的言行举止

也会激怒别人与你为敌。 

出埃及记 23 章 5 节又举了个例子，

说的是一头驴在重驮之下站不起来，驴主

（恨你的人）怎么扶都站不起来。圣经吩

咐我们：当你看到后，要主动走过去帮他

一把。当你看到这种情景临到你的仇敌时，

心里会否想：“活该！这个人就是坏，对

人不好、对驴也不好，管他呢！”若仔细

反省自己的心思意念，不难看见我们的心

思总是充满恶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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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让我遇到

这样的事情，会

不会是给我机会

跟仇敌和好呢？

对方未必是我想

象的那么恶，如

果我肯主动善待

对方，对方从此

就不会再以恶待

我。主耶稣告诉我们，神恩待那些忘恩和

作恶的人，这就是神的慈悲；我们若真是

神的儿女，就当以慈悲待人。 

“恩待那些忘恩和作恶的人”，是好

还是不好呢？你肯定会回答说：这是好的。

那么问题是，你有这样做吗？这就是普遍

基督徒的问题，我们相信的是一套，而做

的却是另外一套。我们自称相信圣经的话

是真理，也相信神是良善、慈悲的；但在

现实生活中我们是绝对不会如此行的，因

为我们骨子里就是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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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主耶稣说的“忘恩和作恶的人”

是谁呢？你有没有想过，你就是一个忘恩

和作恶的人？若你经历了神的慈悲，却不

愿意饶恕你的仇敌，你就是一个忘记了主

人的恩惠的恶仆人（太 18:32），最终也

不会得到神的饶恕。如果认识到自己是一

个忘恩和作恶的人，你就会恩待你的仇敌，

因为你渴慕天父的恩慈和饶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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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圣经的话很鼓舞人心，推动我

们追求像天父那样的完全。这根本不是代

价，也不是什么重担，这才是真自由。但

愿我们都向往这种生命，乐意让神陶造、

改变我们，能够活出像他那样的完全生命。 

有趣的是，有些基督徒会因“神恩待

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人”而抱怨神，甚至离

弃神。他们不信神或者埋怨神是因为恶人

没有恶报。他们觉得社会这么多恶人，他

们身体健康、应有尽有，神还赐阳光、雨

水养活他们，真是不公平！他们心里愤愤

不平，不明白神为什么没有惩罚那些对他

不好的人。他们不明白神为什么要恩待恶

人，没让他们患上绝症。长期的抱怨导致

他们的信心软弱，觉得神不真实，最终选

择离弃神。真是可悲！ 

我们的信仰和生活必须紧密地绑定在

一起，惟有这样才能经历到神的真实。若

将信仰和生活分开，信了这一套，而做出

来的是另外一套，你是无法经历、认识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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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后只会成了一个不信的人。 

以恶报恶，恶上加恶 

不信神的人选择以恶报恶，以为这是

制伏恶的方法。事实证明，这样的做法只

会令人变得越来越恶，因为恶事只会挑起

人内心里更多的恶念，而恶念最终必然会

演变成恶行。 

有一次我在网上看到一则令人痛心的

新闻。这事发生在一个公路收费站。当时

很多汽车都在排队，

有一辆奔驰车想插

队，结果跟后面的

车主吵了起来。后

来经过其他人调解，

事情就平息了。可是过了收费站后，奔驰

车主因心有不甘，就紧追着之前跟他吵架

的车主。最后两辆车都停在了高速路旁，

可奔驰车主并未意料到，与他吵架的车主

还有三个同伴开着三部车在后面跟着。当

另外三部车来到后，他们就前后围着奔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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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当奔驰车主看到对方来者不善，就想

赶紧离开。此时有一个老人从一部车子下

来想看个究竟，就被匆忙倒后的奔驰车轧

死了。 

这件事情听起来很荒唐，但这类事情

却屡见不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习

惯性地选择“以恶报恶”来解决问题。人

与人之间的问题真的能够靠以恶报恶来解

决吗？我告诉你，以恶报恶只会使人变得

越来越恶，成了恶的奴隶。为了插队而闹

出人命，有必要吗？对方想要插队，那又

怎样呢？说不定对方真的有急事需要赶时

间，心情比较急？争闹的结果导致一个老

人丧命，值得吗？最终谁是赢家呢？ 

这类的事件每天都在上演，作为神儿

女的我们一定要敬畏神，不要做这种糊涂

事。我们要认真看待主耶稣的话：“你们

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方法

很简单，只要你不断地回应神的话，你就

是朝着“完全”迈进。可能你这一次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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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美，但至少你已经做了一个正确的选

择，倘若下次再做选择的时候，天父会帮

助你做得更完美。“完全”是一种至善至

美的生命，是神儿女应当具备的生命特征，

非基督徒能在你身上看到神的美善。 

以善胜恶，必结善果 

圣经的话是行得通的，你之所以觉得

行不通是因为没有认真地实践。记得很久

以前，我和妻子还有另外一个姐妹合租了

一套房子。房东是一个七十几岁的老人，

身体健康尚好，但妻子已不在了，儿子在

外地打工。房东就住在我们隔壁，两套房

子是挨着的。 

房子客厅的窗户很小，空气不流通。

白天因为没有树阴遮挡，房子是直接被太

阳暴晒。我们上午外出上班，下午五六点

钟回来，房子就热得像烤箱一样，幸好客

厅有空调。 

有一天空调坏了，我就请房东找人来



20 

 

 

维修，否则我们下午回来做饭时，就会非

常的热。房东答应了。 

可没想到的是，修空

调的事整整拖了四个月。

我们居住的地方是热带国

家，天天都是摄氏 35 度。

那么这四个月他是如何应

付我们的呢？因为舍不得

花钱修空调，他就想找一些熟人来帮忙检

修。第一个师傅检查后结论说空调不能修

了，必须更换。他不甘心就想找另一个师

傅来检查。 

隔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后（因为是免费

的，所以师傅只愿意在空闲时间过来），

第二个师傅终于出现了。他想把整个空调

拆下来检查，可他没有帮手，谁来帮他呢？

当然不能找房东，因他年纪大，所以我只

好请了半天假来帮他。这位师傅拆卸下来

详细检查后，给出的结论还是一样的。但

房东还是不甘心，他叫我再等等，他会找



21 

 

 

一个更高明的师傅来修。整件事情就这样

拖了四个月。 

我们每个月都准时交房租，可房东却

不守负责维修的承诺，我不仅在想，他是

否是故意拖延时间，逼我们自己掏钱买空

调？等候的过程中我们甚至有考虑过要搬

到别的地方住。其实背后的心理就是“以

恶报恶”，看看他能否找到像我们这么准

时交房租的住客。但是，祷告了一段时间，

心里清楚知道神不要我们搬离这个地方。 

当你遇到这等事情时，心里就会愤愤

不平。但神提醒我要善待这位房东，因为

他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于是我们就决

定按照神的话去行。还是一如既往地尊重、

善待他，平时家里做了什么好吃的，都会

拿一些过去给他。房租依然不减少、不拖

欠。四个月之后，房东终于为我们安装了

新空调。 

后来我们决定要离开这个城市。我们

租房子时是有交押金的。我们担心退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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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东会用各种理由不退还押金，因为他是

一个非常在意钱的人。此时我们已经做了

最坏的打算，倘若他不愿意退还押金，我

们也不去争，就留给他吧。 

当我告诉他我们决定要离开时，他流

露出一份恋恋不舍，并做了一些很奇怪事

情。首先他对我说，如果我离开前有什么

事需要办的，他可以开车送我到不同地方

办事。因为他有车，我们没有。 

接下来在我们临走前，他叫我爱人和

另一个姐妹到他家里，然后拿出一个类似

八宝箱的小盒子，

里面有很多手工项

链。虽然不是金链，

却看得出都是用很

精湛的手工工艺制

作的精品。他让我爱人和另一个姐妹随意

挑选她们喜欢的项链留作纪念。我们猜测

这是他妻子留下的项链。 

当时我被他这一举动深深地感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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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出他很珍惜与我们的关系。最后他还

把押金全数退还给我们。我们离开的那一

天，他还亲自开车送我们到机场。 

通过这件事，我认识到圣经的话非常

宝贵。我感谢神提醒我要以善待恶，不要

总觉得别人是恶的。我发现圣经的话是行

得通的。假如我按照自己的方法待他，最

终只会失去这个朋友。但我选择了听从神

的话，经历到神在我们中间的工作，房东

和我们的关系反而加深了。 

我想借这个真实的例子鼓励大家，

“完全”是一种至善至美的生命，这是神

住在我们里面所流露出来的生命；只有这

样一种生命才可以感染到别人，把人吸引

到神的面前。 

“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 

我们看圣经的教导和提醒，以弗所书

4 章 31-32 节： 

31
一切苦毒、恼恨、忿怒、嚷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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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谤，并一切的恶毒（或作“阴

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
32
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

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

了你们一样。 

“正如”这两个字的原文是“像”的

意思。“像”是提醒我们当效法神。神如

何待我们，我们也当如此待其他人。我们

当如何效法神呢？就是要“以恩慈相待，

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神是借着基督

饶恕了我们，所以我们也当成为神的恩慈

的管道，饶恕得罪了我们的人。 

在你还没有认识神之前，你是一个忘

恩和作恶的人，内心充满苦毒、恼恨、忿

怒、嚷闹、毁谤、恶毒（31 节）。可因着

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你有幸可以成为神

的儿女。你当为此感谢神，因为你品尝到

了神的恩慈，你当以神的恩慈待别人。不

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忘却了神的恩惠。 

“像天父”真有那么难吗？保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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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一切的苦毒、恼恨、忿怒、嚷闹、毁

谤并一切的恶毒都从你们中间除掉。你觉

得很困难吗？为什么要保留这些邪恶的性

情，不追求神要赐给我们的美善生命呢？ 

追求像天父那样完全就是信仰的体现 

我反复强调“信仰和生活是不可分开

的”，你每天所面对的每一件事，都是在

考验你如何做选择，你也必须做出正确的

选择。每当有不好的意念临到时，就要赶

紧拒绝，一定要立志听从神的话。这样做

就是朝“完全”一步步迈进了。 

保罗鼓励我们要

“以恩慈相待、存怜

悯的心、彼此饶恕”，

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

关系！如果我们常常记念天父对我们的恩

慈，我们也会乐意恩待其他人。基督徒若

如此以恩慈相待，教会就成了天上人间。 

为什么要强调饶恕呢？因为我们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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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需要别人经常包容、饶恕我们。那

么要问：一群不完全的人怎么可能和谐共

处呢？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彼此以恶报恶、

相互拆毁；要么按照圣经的话，靠着神彼

此包容、接纳。 

神已经藉着基督为我们树立了“完全”

的榜样，这是神的灵在基督里成就的工作，

为此神的灵也会在你的心里做同样的工作。

每个基督徒都经历过神的灵在我们心里的

提醒和带领，正如神的灵提醒我要恩待我

的年长房东。但关键在于你是否愿意听从？

如果你愿意顺从的话，神的灵一定会带领、

帮助你，透过你的行为显明神的恩慈与怜

悯。 

今天，我是继续上次谈及的“完全”

的话题来鼓励大家，因为这是天父向他每

一位儿女的旨意。神的灵也在每个基督徒

心里工作，鼓励我们追求完全。如果你在

每一天生活中，面对选择的时候都愿意听

从神的带领，你就是一步一步地朝着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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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 

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是跟随、

效法基督的人。基督如何在神面前做一个

完全人，我们作为门徒的也要如此效法他

的榜样。既然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

显明的旨意，我们就一起朝着这个美好的

方向努力奔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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