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赛亚书55:6–9
6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7恶⼈当离弃⾃⼰的道路；不义
的⼈当除掉⾃⼰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上帝，因为上帝
必⼴⾏赦免。8耶和华说：我的意念⾮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同你们的道路。9天怎
样⾼过地，照样，我的道路⾼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过你们的意念。

腓⽴⽐书1:12–14,19–30
12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兴旺，13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
全军和其余的⼈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14并且那在主⾥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
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上帝的道，⽆所惧怕。
19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20照着我
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论是⽣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
上照常显⼤。21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22但我在⾁身活着，若成就我⼯
夫的果⼦，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23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
是好得⽆⽐的。24然⽽，我在⾁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25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
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进⼜喜乐，26叫你们在
基督耶稣⾥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去，就越发加增。
27只要你们⾏事为⼈与基督的福⾳相称，叫我或来⻅你们，或不在你们那⾥，可以听⻅
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个⼼志，站⽴得稳，为所信的福⾳⻬⼼努⼒。28凡事不怕
敌⼈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上帝。29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
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30你们的争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现在所听⻅
的⼀样。

⻢太福⾳20:1–16
1“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进他的葡萄园做⼯，2和⼯⼈讲定⼀天⼀钱银⼦，就打发
他们进葡萄园去。3约在⺒初出去，看⻅市上还有闲站的⼈，4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
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5约在午正和申初⼜出去，也是这
样⾏。6约在⾣初出去，看⻅还有⼈站在那⾥，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闲
站呢？』7他们说：『因为没有⼈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8到了晚
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都来，给他们⼯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9约
在⾣初雇的⼈来了，各⼈得了⼀钱银⼦。10及⾄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
知也是各得⼀钱。11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12『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
了⼀⼩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样吗？』13家主回答其中的⼀⼈说：『朋友，我不亏负
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钱银⼦吗？14拿你的⾛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样，这是我
愿意的。15我的东⻄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吗？因为我作好⼈，你就红了眼吗？』16这
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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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嫉恨的重要性
⻢太福⾳20:11-12
这群雇⼯得了（⼯钱，之后），（才）就（⽴刻）埋怨家主说：12
『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
⼀样吗？』
家主即使依照具有法律意义的约定，即使公平地发放⾮常平均的⼯
资，罪⼈们也因为⾃⼰的狭隘的眼界，把家主的公平理解为不公
平，并⽣出嫉恨。
我们观察到他们不仅嫉恨家主，也嫉恨和他们⼀样的穷⼈！这些恶
⼈却说得很正义！他们奉平均主义、公平和公义之名，意欲打压此
刻就站在他们身边，今天和他们⼀起流汗⼯作，在葡萄园内欢喜快
乐的朋友们！
不要⼩看这些恶⼈埋怨家主的思想。这思想很容易衍⽣出对富⼈的
仇恨的⼤旗。这种平均主义和公平、公义的旗帜很有迷惑⼒，在⺠
众中很有市场！君不⻅，古今中外多少农⺠起义揭竿⽽⽴的就是这
⾯“替天⾏道”的“为苍⽣，为黎⺠百姓谋福利”的⼤旗吗！⽆产阶级
翻身作主⼈其实不是⻢克思的发明，⽽是⾃古以来⼀直都有的。
⼈们常说：“资本主义是建筑在贪婪的基础之上”，那么，⻢克思的
空想社会主义呢？我以为是建⽴在嫉恨的基础之上：对有产阶级的
嫉恨。所以，⽆产阶级专政⼀直都在国内⾰命，他们总是嫉恨⼈⺠
中的⼀群⼈。贪婪⿎励竞争。嫉恨却⿎励平均，扼杀竞争。但是，
⽆论如何，贪婪和嫉恨都是罪恶。
这样看来，今天讲论的嫉恨就显得很重要了。

在基督⾥，蒙上帝怜爱的上帝的⼉⼥们，我亲爱的教会家⾥的弟兄
姐妹们，你们知道唯有耶稣基督可以解决罪，也知道祂是怎么解决
罪和贫困的。
让我们从今天的福⾳⾥得到启示，知道如何靠着上帝祂丰富的恩典
解决罪⼈的嫉恨之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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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富⼈的嫉恨
当然富⼈和我们⼀样也是罪⼈，他们不⾃觉地在贪婪的罪恶的驱使
下，很⾃觉地使⽤⾃⼰掌握的丰富的资源，为⾃⼰谋求更多的福
利，盘剥更多的穷⼈。所以，富⼈容易引起穷⼈的嫉恨。⾃古以来
都有仇富的情结。
在圣经⾥，“富⼈”这个名词甚⾄是“罪⼈”的代名词，直接说：你们
富⾜的⼈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路6:24) 在拉撒路的
那个⽐喻⾥，⽆名的财主去了地狱。⽽乞丐拉撒路去了天堂。
财主们，如果你脊梁冒冷汗，那么，我感谢上帝，因为这冷汗是上
帝帮助你悔改的证据。
其实，在世间，许多穷⼈对财富的贪婪绝不亚于富⼈。历史不断重
复地告诉我们同⼀个故事：许多穷⼈夺取权⼒之后，就成了富⼈，
可能⽐上⼀个富⼈更暴虐⽆道。这些都证明：贪婪可以夺⼈⼼智，
以致于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所以，不只是富⼈的脊梁需要冒
冷汗，所有贪财的⼈都应该悔改。
同理，我们也证明了：嫉恨富⼈，打倒富⼈的⾎腥⾰命不是解决贫
富差距的⽅法。历史不断重演⼀⼩部分得权的⼯⼈或者农⺠报复性
地成为了巨产阶级，⼤多数的穷⼈依然贫穷。
感谢上帝！上帝的话语告诉我们：不可杀⼈！也告诉我们：唯有上
帝是罪恶的克星。
嫉恨并不能解释【解决并释放】穷⼈对富⼈的仇恨。只有上帝借着
祂的话语和圣灵才能！
只有虔诚的教会⽣活才能同时更新富⼈和穷⼈，脱离贪婪和嫉恨罪
恶的捆绑。
在基督教会【天国】⾥有许多有钱的家族。譬如：主耶稣常去约翰
⻢可的家就是富户，之后，常作⻔徒们的聚会所。后来，⻢可跟随
着巴拉巴和保罗传道，之后，⼜跟随彼得。“⻢可福⾳”也被叫作“彼
得福⾳”。⻢可主教在埃及亚历⼭⼤城传教， 终也在那⾥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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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嫉恨如⽕
我们刚刚讨论了对富⼈的嫉恨，下⾯我们谈谈圣经描写情爱的嫉
妒。
上帝毫不忌讳，直接启示我们说：祂⾃⼰是嫉妒的上帝！中⽂圣经
在翻译的时候，稍微解释了⼀下，把“嫉妒”翻成“忌邪”——忌恨邪
恶假神的意思。
出埃及记34:14：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忌邪的上帝，名为
忌邪者。
当古以⾊列⼈在前往迦南地（现在以⾊列国）的时候，上帝警告他
们：要谨慎，不可与当地的居⺠联合，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
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偶。
上帝是把古以⾊列⼈视为⾃⼰的妻⼦，所以，上帝嫉妒⾃⼰的妻⼦
移情别恋去爱其他的假神。于是，嫉妒和爱情联系起来了。所以，
忌邪的上帝，嫉妒的上帝，是指上帝会嫉妒⾃⼰的⼦⺠信奉其他假
神，把其他的神当作⾃⼰的丈夫。
《箴⾔》（6:34）也描述了因爱⽽⽣的嫉妒：当丈夫知道⾃⼰戴了
绿帽⼦时，“嫉恨成了烈怒，报仇的时候决不留情。” （嫉恨的丈夫
会发烈怒，并毫不留情地报仇。）
因为这因爱⽽⽣的嫉妒如⽕，《箴⾔》（26:21)⼜说：好争竞的⼈
煽惑争端，就如余⽕加炭，⽕上加柴⼀样。
摩⻄告诫古以⾊列⼈说：“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乃是烈⽕，是忌
邪的上帝。（申4:24）” 如果我们离弃上帝转⽽相信其他的假神
时，就会引⽕烧身，为⾃⼰创造了⼀个爆发这嫉妒烈怒之⽕的上
帝！
⽕是很难控制的。⼈如果有了嫉妒他⼈的⼼思，这嫉妒的⽕在他⾥
⾯不受控制地焚烧着，整个⼈就⽴刻不好了。所以，我们要⼩⼼嫉
妒的罪，不要让这⾃⼰嫉妒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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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嫉恨的危害
4.1 杀⼈！
我们刚刚谈到发现妻⼦偷情的丈夫会因为嫉恨，毫不留情地报仇。
祭司和⽂⼠们也是因为嫉妒⽽萌⽣了杀耶稣的⼼。
约瑟的哥哥们就是因为嫉妒⾃⼰的⽗亲偏爱约瑟，⽽⽣出杀害约瑟
的⼼思，结果⼀⽣都活在这个巨⼤的且⽆法挽回的愧疚之中。（失
去了与上帝的良好关系，以致于当他们遭到⼀点不顺利时，他们的
良⼼就⽴刻怀疑这是上帝在追讨他们残害约瑟的罪。这深切的悔恨
也残害着他们的⼀⽣。这些痛苦都是嫉妒⽽来的。）

4.2 嫉妒破坏我们的⼈际关系
我们已经看到在葡萄园⼯作的雇⼯因为嫉妒，⽽不惜破坏⾃⼰和同
事的关系，也要埋怨家主，所以，也破坏了⾃⼰和家主的关系，以
致于家主对这些嫉恨的红眼病⼈说：“拿你的⾛吧！” 下⼀次，家主
再去⽇雇市场时，估计会尽量躲避这些充满嫉恨的雇⼯了！

4.3 雇⽤关系借着嫉妒破坏⼀切⼈际关系
本来夫妻之间就是不分彼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中
⾁的夫妻联合成⼀体的关系。只要你成功地说服丈夫或者妻⼦家庭
关系是雇⽤关系，再没有什么⽅法更有效地败坏⼀个家庭的了。所
以，夫妻之间不能有分开的账户，分开的房产。
资本家和⼯⼈之间的关系也要变成股份关系，让⼯⼈有理由说服⾃
⼰是公司的⼀份⼦。

4.4 甚⾄破坏⼈和上帝的关系！
教会⾥如果也是以雇⽤关系来定义牧师和会众的关系，那么，这个
教会关系就不会好。 糟糕的是影响基督徒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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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福⾳故事⾥，我们留意到家主催促这些埋怨家主和嫉恨同事
的红眼病赶快⾛。

五、造成嫉恨的原因
4.1 嫉妒的⼈和上帝的关系错了
嫉恨之所以破坏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是因为嫉恨的⼈和上帝的关系
本来就不正确！嫉恨的⼈把上帝当成他的⽼板，他的主，所以，他
和上帝的关系是雇⽤关系！不是家⼈关系！
这样的雇⼯来⼯作是为了⼯钱，绝不是为了⼯作。这样的雇⼯来到
上帝的家也是为了上帝的恩惠，那么，他⼀定不能专注在⼯作之
上。如果⼀个⼈⼯作是为了钱，那么，他⼀定不能好好⼯作，也就
不配得那些⼯钱。所以，主耶稣说：“雇⼯不是牧⼈，⽺也不是他
⾃⼰的，他看⻅狼来，就撇下⽺逃⾛。雇⼯逃⾛，因他是雇⼯，并
不顾念⽺。(约10:12–13)”
主耶稣⾃⼰是好牧⼈，是因为⽺是属于祂⾃⼰的，所以，祂会留下
来，和狼拼命搏⽃。即使牺牲了⾃⼰，也在所不惜！
所以，⼀个会算计上帝给⾃⼰的恩典多寡，嫉妒他⼈从上帝得到更
多恩惠的⼈，就是雇⼯。他们不是上帝家中的⼉⼥。

4.2 错误理解⼯钱和恩典的意义
⼀个⼩⼥孩和妈妈谈妥了擦⼀次餐桌25分，扫⼀次地⼀块钱。于
是，吃过晚餐后，⼥⼉给了妈妈⼀张帐单：扫地⼀次⼀块，擦桌⼦
两次50分，总共1.5元。妈妈也给了⼥⼉⼀张帐单，却没有写价
钱。早餐、午餐、晚餐、学校接送、辅导功课、等等：免费。
当我们以⼯作要求上帝时，就不再把上帝当⾃⼰的⽗亲了，整个关
系就变得奇怪，⽣出许多嫉妒、纷争，弟兄姐妹们很快变成了竞争
对⼿，争夺家主的宠爱。
他们以为上帝的恩惠是⼯钱，是努⼒⼯作之后得来的收⼊！⽽不是
⽗亲⽩⽩给⼉⼥的恩典，供应⼉⼥需要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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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以为⾃⼰可以通过⾃⼰虔诚的信仰⽣活为⾃⼰赚取上帝的恩
惠。所以，当他们看到他⼈从上帝得到更多的恩惠时，他们会⾼呼
不公平，会嫉妒他⼈。

4.3 错误理解⾃⼰在基督⾥⽣命的奥秘。
4.3.1 嫉妒的⼈以为⾃⼰在为基督⼯作，靠好⾏为，靠传福⾳，靠
上教会为⾃⼰赚取⼯钱。这些⼈把⾃⼰和上帝分得很开，很清楚。
他们并不是在基督⾥⾯，基督是基督，他是他。
但是，基督徒的⽣命的奥秘是：⾃⼰的⽣命已经藏在基督⾥了。保
罗说基督在他⾥⾯活着！这就是基督和他的⽣命是不能分离的。若
离开基督，他⾃⼰的⽣命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对于基督徒⽽
⾔，为基督的⼯作就是为⾃⼰的⼯作。基督的⽺就是⾃⼰的⽺，所
以，这些⼈不再是雇⼯，⽽是基督的好牧⼈，他们即使在没有⼯钱
的情况下，甚⾄在基督没有给他⼯作的情况下，也会为主⼯作。
我也在想，如果我不再作牧师了，我会去做什么事情呢？我想我也
会继续做我喜欢做的事情：读经、祷告、传福⾳。这些事情就是我
⽣命的⼀部分。既然是⽣命的⼀部分，你还会计算上帝给了你多少
⼯钱、多少名誉、声望吗？你会嫉妒他⼈从上帝那⾥⼜得了多少好
处呢？即使不给我钱，也会做同样的⼯作。
保罗在教会没有供应他的时候，他靠着⾃⼰织帐篷赚钱养活⾃⼰，
也要继续在主⽇时去会堂讲道，证明耶稣就是基督。
4.3.2 雇⼯以为⽣命和⼯作是分开的。所以，⼯作是痛苦的，只有
下了班后，才是⽣命的开始！但是，⽼板就不同。⼯作是他的⽣
命，⼯作是他快乐⽣活着！
基督徒的⽣命的奥秘就是：活着，活在基督⾥，活出基督的样式
——柔和谦卑，去到地极，施洗，教导，使万⺠作耶稣的⻔徒。
4.3.3 ⾄于上帝的供应吗？就是你的⽗亲使万事互相效⼒，带领你
的脚步，维系你的⽣命。这是上帝供应我们⽣活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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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邪恶的世界，收⼊往往不能衡量⼯作的重要性。譬如：教育
⼯作者的收⼊往往就是远低于他们的价值。直到如今我们仍然记念
孔孟之道，但是，当年孔⼦和孟⼦的收⼊有如何呢？许多先知和使
徒写下影响世界的书籍，他们当时的收⼊⼜如何呢？
不要忘记，我们的思想许多时候是受到我们⽣活⽅式和习惯影响
的。德兰修⼥的思维就不同于象⽛塔⾥的神学家和哲学家。所以，
如果上帝给了我们艰难，就是想要⽤这艰难改变我们的⽣命，要让
我们的思想更加正确。记住：有价值的思想往往来⾃艰难困苦。所
以，不要⽤⾦钱衡量他⼈和⾃⼰的价值，更加不要因⾦钱的多寡，
⽽⼼⽣嫉妒，甚⾄加害于⼈！我们收⼊的奥秘就是⽗上帝供养我
们，并带领我们的⽣命，和我们的⼯作没有任何关系。

五、弃绝嫉恨的⽅法——建⽴家庭
雇⽤关系再加上狭隘的私⼼和贪婪的野⼼注定了员⼯和⽼板之间充
满埋怨的，员⼯和员⼯之间充满嫉妒，⼀不留神就变成敌⼈。罪⼈
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不可调和。虽然，资本家是解放奴⾪的⼈，但
是，⻢克思主义者为了败坏⽼板和⼯⼈之间的关系，就把⼯⼈污名
化为“奴⾪”，教唆“奴⾪们”掘资本家的坟墓，于是世界范围内兴起
了⼀波⼜⼀波的腥⻛⾎⾬。
同理，把基督徒和上帝的关系解读为雇⽤关系，教唆基督徒们为了
得⼯钱⽽为上帝，为教会传福⾳， 终把教会这个上帝的家变成了
企业，上帝不再是我们的⽗，⼀家之主变成了葡萄园的主，所以，
我们要努⼒做⼯，满⾜⽼板的要求，才能进天国。基督徒与上帝的
关系就整个就不对了，基督徒与教会之间的关系也难调和了，甚⾄
基督徒之间的关系也变成争宠的竞争者的关系，⽕⼀般嫉妒的罪⼀
旦发⽣就是连绝对的平均主义都⽆法阻挡的。

只有正确的信⼼相信上帝的⼉⼦在⼗字架上完全地赦免了我们所有
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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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命完全代替我们，为我们付出了罪的代价和赎⾦，
我们和上帝——审判官——的关系才能完全变得不重要了！
取⽽代之的是在⼉⼦基督⾥，我们也成为了上帝的⼉⼦的关系！
主耶稣的牺牲不仅把⼈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和⽗亲之间
的关系，敬拜上帝的地⽅变成了上帝的家；
⽽且，⽗⼦关系要求并且也已经把上帝的整个家——天国——给了
上帝的⼉⼥们！
⽗⼦关系弃绝了雇⽤关系，弃绝了嫉妒的私⼼和贪婪的野⼼。
也医治了上帝⼉⼥们之间的关系。从此基督徒之间相亲相爱，彼此
顺服，彼此扶持。
这就是天国！“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进他的葡萄园做⼯。”
⼯钱就是永⽣，就是上帝⼉⼦的⽣命，
耶稣基督的牺牲把天上和地上的教会都变成了天国！

福⾳⾥的信⼼坚定了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是我们在天上的⽗！
⽗⼦关系
让我们不忧虑⼯作的所得，因为⽗亲会丰富供应⼉⼥们⼀切需要。
⽗亲⼀切的东⻄都是属于⼉⼥们免费使⽤，
⽗亲⼀切的良善都是⽢⼼愿意赐给⼉⼥们的。
修复了彼此关系，不再彼此嫉妒埋怨。
让我们⽢⼼乐意为教会，因为这教会就是天国，就是我们的家。

⼯作⼤过⼯钱；
⽣命⼤过⼯作；
但是，⽗⼦关系决定了我们的身份和⽣命，
从此，
⽣活就是⼯作，⼯作就是⽣活。
因为基督也为我，舍⼰⽣活和⼯作。
我们也为他⼈舍⼰⽣活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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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帝的关系决定了建⽴国家的基⽯：基督信仰：教导富⼈不要为
富不仁，教导穷⼈不要消磨时间在嫉恨之上，却要努⼒学习、勤劳
⼯作，但是，不论是富，是穷，都是上帝忠⼼的仆⼈，都是上帝⼿
中蒙爱的家⼈！

以耶和华为上帝的国是有福的！
以耶稣教会为国家根基的国是有福的！
因为教会就是上帝的家，就是天家天国！
天国的弟兄姐妹们的关系更新了国家和国⺠之间的关系，
更新了国⺠之间的关系，
这样的国家建⽴在基督话语的磐⽯之上，不怕⻛吹⾬淋，坚固地⽴
于世界⺠族之林，成为其他⺠族国家的祝福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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