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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全力以赴寻求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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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004讲·2章 

全力以赴寻求神 

昊敏 

 

 

今天我们继续看箴言第 2章。 

1 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

语，存记我的命令，2 侧耳听

智慧，专心求聪明，3 呼求明

哲，扬声求聪明。4 寻找它，

如寻找银子；搜求它，如搜

求隐藏的珍宝，5 你就明白敬

畏雅伟，得以认识神。6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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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伟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

都由他口而出。7 他给正直人

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

人作盾牌，8 为要保守公平人

的路，护庇虔敬人的道。9 你

也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

一切的善道。 10 智慧必入你

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11

谋略必护卫你，聪明必保守

你，12 要救你脱离恶道（“恶

道”或作“恶人的道”），脱

离说乖谬话的人。13 那等人舍

弃正直的路，行走黑暗的道，
14 欢喜作恶，喜爱恶人的乖

僻。15 在他们的道中弯曲，在

他们的路上偏僻。16 智慧要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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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脱离淫妇，就是那油嘴滑

舌的外女。17 她离弃幼年的配

偶，忘了神的盟约。18 她的家

陷入死地，她的路偏向阴间。
19 凡到她那里去的，不得转

回，也得不着生命的路。20

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

义人的路。21 正直人必在世上

居住，完全人必在地上存留。
22 惟有恶人必然剪除；奸诈的

必然拔出。 

专心求智慧 

我们来看看，透过这一章神要教

导我们什么？1-4 节出现了很多相似

的词：侧耳听，专心求，呼求，扬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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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搜求。 

这里是谁在扬声、在呼求呢？之

前我们看了 1章 20 节，那里说“智慧

在街市上呼

喊，在宽阔

处发声”。而

1-4 节这里

则是说这个

人在扬声，

在呼求。从这两处经文我们看到一幅

图画：一方面是神在呼喊，另一方面

则是我们在呼求。 

这幅图画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些

词都是一些很强烈的字眼：“扬声求；

寻找它，好像寻找银子；搜求它，如

搜求隐藏的珍宝……”，这些强烈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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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告诉我们什么？希望大家能够看到

其中的态度。 

你有没有试过专心去求过一件

事？千方百计想得到某样东西，某个

人？撇开属灵的事情不说，你仔细想

想，世上成功的人多吗？其实不多。

很多人想发财，却都只是做着发财梦，

为什么呢？ 

举个例子，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

过这个人，我是看电视新闻采访而知

道这个人的。 

他出生于 1975 年，家在江西的一

个农村。在高中二年级时，由于家境

贫穷而辍学。之后他就去到南方打工。

可是他的心里一直没有放弃他的读书

梦：他想学习英语。他是带着高中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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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去南方打工的。你现在还带着你的

高中课本吗？他在打工时继续努力学

英语。 

后来有亲戚问他：要不要去清华

的食堂做切菜工？当然薪水没有南方

的高。但他喜欢清华

大学的氛围，他想：

做不了学子，做大学

的厨师也不错。于是

他就去了清华。 

在清华他住的

地方大概只有四平

米，非常简陋。除了上班，他所有的

时间都用来学习英语，随时随地学：

看方便面包装袋和调料包上的中英文

对照，看糖纸上的英文……他没钱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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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就去买学生毕业时处理的二手书

和二手英语磁带。 

他疯狂到一个程度：朋友叫他去

吃宵夜，去散心，他不去；朋友结婚

叫他参加婚礼，他说没时间，让人家

改天。他一切的社交往来都停了，把

所有的时间用在学英语上，不介意别

人怎么看他。别人也总说他：“你一个

厨师，学什么英语？”他也不介意别

人怎么说。 

有一次他给学生打饭，一个学生

突然用英语问他菜的价钱，他也脱口

而出，用英语回答那道菜的价钱，就

这样用英语对话了起来。从此以后，

他就出名了，许多学生到他那打饭都

是用英语跟他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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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规定，在给学生卖饭之前，

厨师们先吃，吃饭时间只有 15分钟。

他就在 7 分钟内吃完饭，余下 8 分钟

便躲到食堂后面读英语。他的同事们

都说他疯狂，真是比李阳还疯狂！ 

就这样，通过自学英语 10年，他

考过了大学英语的四、六级。托福考

了 630 分。许多国内外主流媒体都采

访报道了他的事迹。他还多次受到领

导人的接见。 

他的名字叫张立勇。现在他成立

了一个“阳光立勇工作室”。他是第 29

届北京奥运会组委会国际联络处翻

译、秘书，还担任奥运会志愿者语言

培训高级讲师；被授予中国十大杰出

学习青年、2004 年中国十大年度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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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等称号…… 

这个人就是一个高中没毕业的农

村小伙子，只是靠着坚持不懈的努力，

取得了现在的成就。 

我们有这种精神吗？所以在开始

时我就问大家：你有没有百折不挠、

死缠烂打地去追求过什么？其实很少

人有这种素质，所以世上成功的人并

不多。 

同样，来

到认识神的

问题上，神是

否真实，关键

在于你有没

有这样认真的态度，死缠烂打地去寻

求。就像箴言这里说的，好像寻找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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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好像搜求隐藏的珍宝一样去寻求。

如果你有这样的精神，你就能够寻求

到神。你可以问自己：你真的想认识

神吗？你有多渴慕神的话、神的公义

呢？如果你有一点点困难，就不来聚

会，这种态度你肯定寻求不到神。这

就是圣经的原则：你怎么待神，神就

怎么待你。 

再举一个例子：有一个朋友，他

还不认识神，但是他愿意参加聚会，

愿意了解圣经，学习认识神。有一天，

带领他聚会的老师就要离开他所在的

城市，没有人带领聚会了。这种情况，

你会怎么做呢？可能你会想：老师在

这儿，我就跟着学呗；老师走了，我

就自己看圣经呗，或者再找一间教会，

能这样想还算好。 



 

                                                          11

但这位朋友竟然辞掉了原本像铁

饭碗一样的工作，追随老师去到另外

一个城市。如果他是基督徒，这样做

还可以理解；但他不是基督徒，他只

是处于想认识神的阶段。其他基督徒

也觉得惊讶，还替他着急，劝他：不

要着急，不要冲动，万一寻求不到，

后悔怎么办？大家都担心他竹篮子打

水一场空。 

但他就是有这份执着。他寻求了

很多年，期间老师又换城市，他也辞

掉工作，跟着换，待遇很好的工作他

说辞就辞。大家给他取个绰号，叫“百

折不饶”。最后他终于找到了神，现在

也非常稳定地在服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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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个人很了不起。你真的

想认识神吗？

除非你像他那

样，寻求神好像

搜求隐藏的珍

宝一样。你要看

神为珍宝，以至于你不会觉得你所丢

下的是宝贝。你也不会哀叹：哎呀，

我的工作啊，我的地盘啊，我的学习

啊……如果你看这些为珍宝，你当然

不愿意失去。我们把多少心思放在寻

求神的事情上呢？我们有没有竭尽全

力去寻找神呢？ 

智慧必保守你 

我们继续看第 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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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明白敬畏雅伟，得

以认识神。 

只要寻求，就会懂得敬畏雅伟，

就会认识他。认识了神之后呢？神就

会赐给你智慧。有了智慧，智慧就会

保守你，脱离恶道，脱离说乖谬话的

人…… 

你认为神的道会保守你吗？神的

道到底是会保守你，还是会害你呢？

我们往往在听的时候很认同，但事情

真的来了的时候，却是另外一副样子

了。 

理论上我们都知道该怎么选择，

然而一旦遇到事情就不一定了。很多

时候只是事情不同，但问题的根源却

都一样。比如：你选男朋友，遇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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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的，老师却说：“他不太适合你。

不如你先搞好属灵生命，再谈婚姻

吧。” 

你 怎 么

想呢？你会

想：“好不容

易找到一个

我喜欢他、他

也喜欢我的，

等我生命搞好了，那个人也没了，这

不是害我嫁不出去吗？他属灵生命就

是搞不好嘛，不如趁现在我俩还般配，

赶紧快速结婚。”我们还是喜欢听好听

的话，希望老师说：“好，你俩结婚吧！”  

你听神的话，会发现神的话是很

扎心的。你会想：“又说我不好，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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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表扬几句。”人就是这样，你整天听

人说你不好的话，肯定烦死了。看小

孩子就知道，教育理论说一天责骂小

孩子不能超过三次。别说小孩子了，

我们也一样，喜欢安慰，不喜欢责备。 

再比如，你家里有事，父母病了。

本来你在教会是参加查经的，这时候

你希望老师说什么？我们希望老师

说：“赶快回去吧，照顾好家里。”但

是如果老师说——“不要回去了，交

给神吧！继续上课”，那么你爱听吗？

可能不但不爱听，还生气呢，觉得老

师没有爱心！ 

我们看别人都看得很清楚，所谓

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当事情换一种

形式临到我们时，你会发现我们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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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油嘴滑舌的外女的话，不喜欢神

的道。 

其实只要你一想认真追求神，撒

但就会想方设法拦阻你，拖你后腿。

撒但会用什么方法呢？他会利用你最

爱的、最亲近的人来拖你后腿。不是

说做了基督徒就不爱自己的父母、朋

友了。而是你要敏感到，这个时候，

是不是撒但要利用他们拖你往另外一

条路上走呢？你要用神的道保守你，

不至于被拖

走，不至于走

错路。 

我 也 遇

到过类似的

事。有一次，爸爸打电话说，妈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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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住院了，希望我立刻回家。我跟老

师商量，老师建议说：“不要回，继续

上课，交托给神。”我很难受，祷告神，

说：“神啊，既然老师这么建议，大家

都在上课，我也不能例外。但是爸爸

说妈妈病得这么严重，那我就把妈妈

交给你，如果在这关键的时候妈妈死

了，我想我一辈子良心都会不安的，

我的信心也会垮的。”当时我很诚实地

这样告诉神。神不怕诚实，所以我们

千万不要假冒为善。 

后来怎么样了呢？神保守了我的

妈妈。经过这件事，我的信心就向前

跨了一大步。因为我发现没有什么问

题是神不能解决的。妈妈到现在都活

得好好的。当时我如果真的中了撒但

的诡计而回去，可能就回不来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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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回家后父母说：“为什么一定要在那

个城市寻求神呢？哪里没有教会，何

必去那么远的地方？” 

有些弟兄姐妹回去后，就再也没

回来。可能有人离开后还会在当地找

一间教会。我不是说在别的教会不能

寻求到神，但我们的内心动机如何，

神也知道。这就是“弯曲”。 

14-15 节这里出现了“弯曲”、“乖

僻”这两个词，什么是弯曲、乖僻呢？

就是你想这样，却给出了另外的理由。 

比如，你讨厌一个人，因为你觉

得他说了某句话是在小瞧你，不尊重

你。但是你不会说你讨厌他是因为他

小瞧你。你会用别的方法跟他唱对台

戏。你会找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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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有词地去对抗他。其实追根究底，

你讨厌他是因为有一天他说话得罪了

你，让你不高兴。但是如果你这样说，

就会显得自己很小气，所以你不能直

接这样说，而是要找他的毛病，说他

怎样、怎样，所以你才讨厌他。这就

是“弯曲”。 

选择不同的教会也是同样的道

理，你可以说：“哪个教会不是神的

家？哪个牧师不是神的仆人？”这些

话都没错，问题是你的心如何？你的

动机是什么？你本来正在寻求神，却

因为自己有事走了，没有把神放在第

一位，还说哪里都是神的教会。这就

是弯曲。盼望神改变我们，不然我们

也会在神的道上弯曲。很多事情，表

面的情况和内心是不同的，但神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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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内心的动机。两个人做同样一件

事，动机不同，在神眼里也是不同的。 

《史记》里记载了这样一段历史：

赵国攻打齐国，齐国想去秦国搬救兵，

盼望秦国能快点派兵救他们。齐王派

人去游说秦国出兵，使者是怎么说的

呢？他没有说“你快出兵救齐国啊，

我们都快死了”。使者是这样说的：“我

们齐国还是挺强大的，秦国要想拉一

拉关系，就不如派兵帮帮忙，卖个人

情给齐国；你不派兵，齐国自己打了

胜仗，你就连人情都得不到了。”其实

齐国的情况已经很危急了，却硬要说

个堂而皇之的理由。这就是“弯曲”，

你明明是这个目的，却要给出另外一

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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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是雅伟神赐的，认识他是智

慧的开端。他

赐智慧的目的

不是用来给我

们炫耀，而是

为了保守我们

走公平虔敬的

路（7-8 节）。所以智慧很重要，不能

说——反正我就是愚笨的，没智慧就

没智慧吧！这方面不用谦卑。智慧会

保守我们走公平虔敬的路，但如何得

到智慧呢？除非我们去寻找，去寻求，

像搜求珍宝一样。如果我们真的努力

去寻求，就一定能寻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