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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讲   恩典大于公平——雇工的比喻 
 

集中精力心思 focus 在耶稣身上，这是一个旅程，生命的旅程我们一起走，等于是

我们一起跟着耶稣走一下。他短短的三年多传道生涯，到底说了哪些话？到底做了哪些

事？有哪些遭遇？我们跟他走一趟，我们就冲着耶稣来的。就是其他的东西先放一放，耶

稣是不是这样？是。那我应该怎么样？这就好了，这就连上了，生命就连上了。其他的都

不管，张三怎么样？李四怎么样？影响是什么？什么都别考虑，就是耶稣啊，我是冲着你

来，跟着你走。 

这一课的标题是：恩典大于公平。用的故事呢，就是耶稣那个雇工到葡萄园里来工

作的那个故事。耶稣的言行，一桩桩一件件，已经从不同侧面向我们展示了神的本性，不

仅展示了神的本性就是爱，而且还展示了神的本性的内容，是怎样的爱，展示了恩典的丰

富、独特和奇异。 

恩典的内涵我们前面已经谈了一些：恩典无条件，恩典已在先，恩典不定罪，恩典

赦免罪，恩典胜过罪，恩典救人命，恩典顾念人，恩典接纳本相，恩典斩断咒诅，恩典一

反常态，等等。 

后面我们还有一些要谈，那这一章我们要谈的是什么呢？就是按照人间的公平来

说，恩典是不公平的；按照人间的情理来说，恩典是不合情理的。 

为了让人们理解这一点，耶稣特意讲了一个比喻，我把这个比喻简述如下，就是：

一个主人一清早就雇了一些人到葡萄园做工，讲定一钱银子的工钱。那么上午、中午、下

午，直到傍晚，一直雇人进来。到了收工的时候，他从最晚进来的人开始，分别付给每个

人同样的一钱银子。那最早进来的人就抱怨啦，说：“我们辛苦挨热一整天，那后来的只

做了一个小时，你竟给我们一样的工钱吗？”主人回答：“朋友，我并没有亏负你，你与

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你的跟那后来的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

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了好人，你就红了眼吗？看来在那后的将要在

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太 20：1-26） 

 
 

第一节  恩典叫公平露出尾巴 

 
好，我讲第一层意思，这个故事的第一层意思，恩典叫公平露出尾巴。 

公平在我们这个人间是天经地义的呀，不容置疑的了，而且好像还是崇高的，是一

种美德。不管是经济学、法律学和道德学，都有一些公认的前提，就像公理一样不可推

翻。 

比如，第一，劳有所得，不劳不得，这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公平的原则，甚至我们说

这是老天爷的公平原则。不劳而获是不道德的，是不公平的，是不合法的，也是不合理

的，这是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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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中国古人讲叫天道酬勤，天经

地义，这也是个公平的法则。 

那么第三个呢，先到先得，后到后得，不到不得。嘿！这也是一个自然的法则，也

是一个人间的法则，社会的法则。 

以此类推，还有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法则，比如赏善罚恶、立功赎罪等等，这些东

西都是人间公平的一些原则。 

但是，我们注意到，耶稣讲的这个故事根本不合乎这些法则，不合乎这种公平，不

合乎这种公正。那主人到了收工的时候，从最晚的进来开始，分别给每个人一样的一钱银

子。这显然违背了多劳多得，先到先得的法则。最早来的理所当然要抱怨主人了，他不抱

怨才怪。你想人家一大早就进来干活，你傍晚才进来，那主人怎么你记错了吗？ 

大家一定还记得，浪子回家的那个故事里那个大儿子，他一直在家伺候父亲，弟弟

却离家出走，挥霍放荡。 

可是当弟弟一贫如洗回家的时候，父亲不但不管教他，反而为他杀牛犊、摆宴席。

这位哥哥也是满怀委屈地抱怨，抱怨父亲。按照人间法则，哥哥的抱怨无可非议、非常正

确、合乎事实。 

我们学耶稣就要学一点：他不是按照人间的这些情理、公义来行事，他是按照神的

心意。神跟人有天壤之别。在地上的时候，你看纽约的那个高楼大厦，原来有世贸大楼，

跟小平房相差多远，那个那么崇高，那个那么低。但是你在天上往下看呢？什么都看不

见，人间的法则在人间是对的，是有效的。但问题就在于耶稣来了，耶稣来了要解决的是

什么呢？他要解决的问题是人间法则解决不了的人间难题。这一点你们注意，人间的法则

在人间都是合理的，都是对的，都是有效的，也是有益的。但是问题就是说，耶稣来要解

决的是它解决不了的问题。人间法则解决不了的问题，耶稣要来解决，比如罪的问题，比

如死的问题，他要叫人面向上帝，仰望天国，不是仰望人间，立足人间。 

所以这就出现了我们看到的这个情况。他不是按照人间的法则，而是按照天父的法

则，是超越人间的公平，有违人间的情理，突破人间的法则，是恩典的法则。 

恩典的法则是从上往下的一种法则，而人间的法则是横向比较的法则。 

你怎么着我怎么着，你多少我多少，你什么样我什么样，就这么比较的一种法则。

而这种比较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的就不是你的，你的就不是我的，对吧？是以这个界

限分明为前提的。我们学哲学的时候都学过，人间的伦理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假定每个

人都是自私的。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法则才有效，才有效。 

我们看下面这件事，耶稣太深刻了，耶稣，耶稣这些事儿，真的把我们人间那些所

谓美善的外衣，全给你扒掉，让你露出你那个丑陋的罪性的本相来。所以说我们人间的人

都犯了罪。圣经旧约有一句话吧，那就话说是：所有的义都是破烂不堪的衣裳。（参赛

64:6） 
什么叫衣裳？衣裳就是遮丑的嘛，遮你自己的。但是呢遮得又不全，就是破烂不

堪、遮不住。所以说耶稣你看，下面这个事儿：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

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作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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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路

12:13-15） 

耶稣打了一个比喻，比喻一个财主，贪婪地筹划着如何囤积财富以供将来享受，没

想到当天夜里他的灵魂就被神取走了。（路 12：16-21） 

这个人请耶稣来帮忙分家，他求的是公平公正。分家嘛，分家本身就是代表着一种

分开，而且公平地分开，公正地分开这么一个原则。但是耶稣二话不说上来就一通责备。

我第一次读到这段的时候，我就为耶稣吃惊，为他叫好，拍案叫绝。耶稣说话根本不顺着

我们的思路去说。你给他一个思路，他根本不上你的套。你正面冲他来了，他不正面迎

你，他从侧面看你，看到你后边藏的是什么东西，看见在公平公正的诉求后面，藏着一颗

自私贪婪的心。 

不光这个人，其实任何一个人，在使用公平这个概念的时候，背后都有一层意思，

任何人包括我们在内，当我们说这件事不公平，我要讨公平，你背后都藏着一层意思，什

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让我占便宜，你也别想占便宜。你既然不让我，我也不

能让你。公平跟打右脸给左脸的那个登山宝训的教导，完全是 180 度的，相反的。这个

对我们非常有意义，因为我们人生下来就生在这个社会上，生在这个世俗中，我们的天然

基因里边甚至，还没生下来的时候你就带着这种自我中心。而且我们从小从父母受的教

育，从老师受的教育，全是这种教育，公平教育。 

在神眼里，其实人类最正直的心也是弯曲的，人类最宽的眼界也是狭窄的。圣经上

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耶 17：9） 

只有耶稣知道。 约翰福音讲，他知道万人的心，他不把自己交给人。唯有耶稣，

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人心就像蛇一样，它除非不动，它只要一动就是弯的，不动就是盘

着，藏着。人心真的是这样，所以圣经才这么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就比蛇还诡诈，坏

到极处。 

但是，这不是说人间的公平诉求不可贵，很可贵，就是在人间的公平的诉求，很可

贵很重要，是很多受欺压的人的支撑。你不讲公平，不讲公平你恃强凌弱、弱肉强食，那

怎么行？法庭是干什么用的？就是讲公平的，不是说不可贵！非常可贵，而且必不可少。 

但是我只是说，耶稣在这里的意思是说，他们无法和恩典相提并论，不是一回事

儿。公平、公义、公正，这些东西在社会上都要讲，但是我问一句话，在家里讲这个吗？

父母对孩子们讲这个东西吗？所以耶稣就把天父比喻成我们家里的父亲，而旧约的时候，

人们最多的就是把上帝比喻成法官，你不听话烧死你。你做父母的在家里，你不听话也不

能烧死，不一样就不一样在这儿。 

昨天我们讨论的时候提到相对论，相对于什么来说它是好的？相对于什么来说它是

坏的？相对于什么来说它是可贵的？相对于什么来说它是可悲的？公平就是这样，在社会

上他是好的，是可贵的。但是在家里，他不是父亲的心肠。父亲的心肠是什么？儿子要

死，我可以替你死。法官能替你死吗？No！别说父亲了，母亲了，就亲兄弟姐妹之间不

也是这样吗？我弟弟如果遇到风险，我会替他承担。但是在社会上，谁的风险谁承担，对

不对？归根到底啊，人间的法则都是建立在人以自我为中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个基

石上，这是个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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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却恰恰相反，它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为自己争公平。有人打你的右脸，把左

脸也给他打，这公平吗？有人夺你的内衣，把外衣也给他，这公平吗？夺一件再送一件。

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这合乎情理吗？都不合乎！那一直耶稣这么讲的。耶稣

这么讲的，耶稣也这么行的。基督教 2000 年历史上，那些圣徒们也是这么做的。我们看

到那些圣徒们，个个都是甘愿殉道、甘愿吃亏、有理不辩、有冤不申。以德报怨这个词中

国人也讲到了，但是做到可真的不容易。以德报怨就不是公平，公平就不是以德报怨，是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叫公平。 

看金庸的武侠小说里边，就是这样。如果说追求公平据理力争算是有原则，那么只

有不求公平宁愿吃亏才算有恩典。 

这是我们在耶稣身上看到的。你想活出恩典来吗？你想让别人在你身上看见主耶稣

的恩典吗？你就不要求公平，你就宁愿吃亏。 

耶稣就是这样，他是我们恩典的源头。源头什么样，你这个瓶子装的水就应该是什

么样。 

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无罪，他却被当作罪人钉死，这公平吗？在耶稣身上你

看不到一点公平，他是有理的人，却沉默不语。那些无理的人却高声呼喊：“钉死他！钉

死他！放了巴拿巴！放了巴拿巴！”巴拿巴是杀人犯，耶稣是救人的救主！我们却呼喊着

要钉死这救人的，放了那杀人的，这叫什么公平？耶稣有大能力，但是他却柔弱如羔羊，

那些无能之辈却大开杀戒，杀这个羔羊。 

其实不正是这种不公平，这种恩典临，到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我们才得救。临到我们

这些无理的人，我们这些无能的人，我们才得救。 

同样，耶稣的灵也感动保罗，叫他对彼此告状的哥林多信徒说：你们为什么不情愿

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林前 6：7） 
保罗不讲公平的，而且教会是不讲公平，这一点很重要，教会跟社会不一样的。社

会上是动不动交给法庭，交给法律。基督徒、教会就是要情愿吃亏，情愿受欺，一切交给

主。那这样的话，很多人就说这怎么行，不合什么什么...... 就是不合。不合法律，不合情

理，什么都不合。就是合耶稣，这就是教会的力量所在。 

如果你现在，教会跟社会上是一样的通行的原则，表面上看起来解气了，而大家也

认同了，那你知道吗？你教会的力量就没了。教会就是一帮傻乎乎的人，在一起甘愿吃亏

的，甘愿舍己，无私奉献，这么一群人，看起来傻乎乎的，实际上人家佩服你。 

当然我说这话，你们在职场上，你们生活在这个社会的汪洋大海当中，你们可能心

里边不服气，你不知道社会上多险恶，你老是甘愿吃亏，甘愿吃亏，那欺负你的人一个接

一个，是不是这情况？在职场上也是这样，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那最后就大不了就上

十字架，被钉死，被吐唾沫吐在你脸上。 

以理服人还是据理力争？在这个问题上，大部分人都会说，以理服人。我不是强词

夺理，我是以理服人已经好得不能再好了。但是耶稣说，No！既不是以理服人，也不是

据理力争，而是有理让人。 

你们注意这个，是有理让人。耶稣有理，但是他却让人。他如果讲真理真道，很多

人得不到医治的，因为那些人根本不懂真理不懂真道，一出口就错误地喊什么大卫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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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耶稣就说，什么是大卫的子孙？他说大卫称他为主他是大卫的子孙？肯定喊错了嘛！

耶稣二话不说，照样医治他。那肚量，我天哪！那才是神的肚量！我们鼠肚鸡肠，怎么说

我说错了？你这个道偏了，你偏了不少！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掌握着真理，然后呢用真理来

教训别人，来论断别人，来品评别人。但是耶稣讲的就是说，谁也没有真理，只有他是真

理。那既然只有他是真理，我们都不是真理，或者我们都不是全面的真理，都不是准确的

真理，都不是完备的真理，我们就得要谦卑嘛！ 

有两种人：一种人呢，他可以从别人的片面中，找到对他自己有益的东西。你看，

你有个片面，你也片面，你也片面，你也片面，他可以从这四个片面的人当中，各取他们

一些片面的好处，拿到自己身上以后呢，他写出一篇优秀的论文。但是呢还有一人正好相

反，我发现。我一个好朋友就这样，他很会挑刺，每个人的刺儿，他一眼就能看出来很锐

利，所以写大批判文章总是 number one，写大批判文章写得准得要命，但是对他自己没

什么益处。 

还有，比方说一事当前，你是维护自己不受伤害重要？还是不伤害别人重要？你们

回答这个问题。所谓讨公平，讨正义，讨个说道，全是我不管别人怎么怎么样，我不能受

伤害。大部分是这样，不能老受欺负啊，你不欺负人，你起码不能受欺负啊。但是你知道

一点吗，如果你不想受欺负，你不想自己受伤害，很多时候你必须伤害对方，你必须伤害

他。起码你揭露他对你的伤害，本身就暴露他的卑鄙。如果有人伤害你，你说我不伤害

他，我只是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行不行？哪里知道，你当你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的时候，你必

须伤害他，很难的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很难，但是呢，耶稣让我们做什么选择是很明确

的，就是一定要，宁愿自己受辱、受屈、受误解、受难、受逼迫、甚至受死，也不去伤害

别人。耶稣就是这么做的，他有能力的，他一点都没用这个能力保护过自己。 

讲公平还是宁愿吃亏，这个背后就隐藏着这么深的道理。讨公平表面上看，那是理

所当然，天经地义。但是宁愿吃亏，要比他更高尚得一百倍，而且是耶稣基督来的，而且

这个宁愿吃亏就是没有人理解你。 

沙漠教父，现在说起沙漠教父来了，沙漠教父当然它不全面，但是沙漠教父的品格

是无可非议的。在教会历史上，有的人是以传道闻名，有的人是以灵修闻名，有的人是以

爱人、社会公益闻名，但是沙漠教父是以他们的品格闻名。 

有一个处女怀了孕，逼问她的时候，她说是一个教父跟她怀孕了。那个教父正好还

真的去过他们村子，结果村里的人跑到沙漠里，把教父揪出来，痛打一顿不说，还逼着他

说：“既然你跟她有染，这孩子是你的，你把她跟孩子全领去吧！” 

你知道这是多大的羞辱？因为一个沙漠教父，一个独身的那种在沙漠中苦修苦行

的，带了一个私生子，带着一个女人，住在他那个斗室里去，这是终身的羞辱。但是这个

教父一句话都没说，什么都没讲，他就带着这个怀了孕的女孩子，到了沙漠里住，照样每

天灵修，每天祷告，一切如常。他从来没有责备过这个女的，他就把她当妻子来照顾着。

结果生孩子的时候难产。在这个生死关头，这个女孩说了实话，她说：“我对不起你，我

诬陷你了。”那么结果村子里的人，还有那些周围那些修行者，都很有负罪感嘛，都要来

向他道歉，他结果听说他们要来他提前先跑了，他不想见他们。你说，见的话有啥好说

的，这帮人，而且你也不能责怪他们，人就是这样。人就是这样的，你别想让人理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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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个正常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人们都理解你。如果你是以德报怨，忍

辱负重的人，人们不理解你，一定是你 Something wrong 在你身上。人们没法理解太好的

东西，你们记住这句话。但是这些话在今天仿佛人人都是受害者的这个时候，在人人为自

己讨公平的时候，很少有人能听得进去。我们就是在耶稣身上看到这件事情，就是在雇工

从早晨到傍晚，不同的付出却给他们相同的报酬。有人就抱怨，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

到耶稣的心肠，就让我们不要抱怨。 

 
 

第二节  恩典会使比较失去意义 

 
下面我讲的第二层意思就是说，恩典会使任何比较失去意义。 

就像阳光一样嘛，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那你在阳光下再分好人和歹人有什么意义

呢？你所有的比较都失去意义。 

世俗的价值观呢，是把一个人的价值完全建立在人与人的比较上，你美我丑，你好

我坏，你幸福我不幸。我们的感受，我们自己的定位，好像就是取决于别人跟我们的比

较，你看这是很愚蠢的一种哲学。 

恩典不是这样，恩典不是在横向比较中存在，横向比较对恩典来说毫无意义。在宗

教眼里，人有义人和不义的人之分，但对恩典来说，它赐给一切人，不管是配得不配得。 

同样在葡萄园里边，先来的工人干的时间长付出多，后来的工人干的时间短付出

少，但是两者的工钱呢一样。要按照公认的公平观来说呢，付出得多，价值高，得到的就

应该多。但是你换个角度，如果是主人的角度，就是从慈悲的善良的这个葡萄园主的角度

来想问题，他完全不是工人的角度，不是在比较，他是按照需要。 

工人们的价值呢好像是存在于比较当中，但是主人代表恩典，他着眼的不是工人的

不同的付出，而是他们共同的需要。在他眼里每个工人出来找活干都不容易，都是为了养

家糊口。虽然有的早到，早找到了活儿，有的晚找到了活儿，但他们从家里出来都是一天

了，都应该拿一天的工钱回家。 

这是我的分析啊，这个主人是个慈悲的主人，他觉得每个人回家的时候都应该拿着

能让老婆高兴的钱回去，能养家糊口的钱回去，这是慈悲，这根本不是公平。这里起决定

作用的不是人与人的公平，而是神对人的恩典。恩典既是神对人无条件的普遍的爱，他就

使一切人与人的比较失去意义。 

你的心里要宁静，你就直接面对主就好了，不要管别人怎么面对主，不要管别人。

我就不理解这种心态，为什么老是比呢？我要比你强。强不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幸

福不幸福，对不对？你为什么不考虑自己就好了，你干什么老去看别人怎么怎么样！ 

耶稣那句话说得多好，他说：朋友，拿你的走吧，我并没有亏负你。（太 20:13）

这句话很深的含义。拿你的走吧！我的钱我愿意怎么给谁给谁。你那一份我给了你，而且

没有亏负你，拿你的走吧。这个话很重要！你们做工有早有晚，有多有少，有好有坏，但

我叫你们一样蒙恩惠得怜悯。这是我愿意的！这几个字是耶稣的原话，这是我愿意的。

（太 20:14）我愿意按我的本性，用我的丰富施恩给你们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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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中国故事，说的是师傅授课的时候，师弟看见师兄一直在闭目打盹，就忍不

住向师傅报告，师傅却责备他说，你为什么不集中你的注意力好好听课，反而去看别人

呢？我在讲中国传统故事里头有很多有意思的事。 

还有一个故事，师徒二人过河，在河边上遇见了一个妇人，师傅二话不说背起这个

妇人就过了河。徒弟看到他的师傅背着这个妇人，觉得有点不太自在，然后呢过了河上了

岸，但这个徒弟又不敢说、不敢问、不敢责备，就一直闷着头走，走了很远的路，大概走

出去一里路，他才憋不住了说：“师傅啊，我心里难受。”师傅说：“你难什么受啊！”他

说：“我总觉得你不应该碰妇人，你还背着她过河，这有失我们的体统！”师傅笑笑说：

“徒弟啊，我背她过了河就放下了，你一直背到现在。” 

这些小故事含义真的挺深的，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样。其实末日审判就是

讲，神最后来让我们面对他。 

为什么神不喜欢人与人作横向比较？说到底，因为这是对一个真正重要的关系，就

是人与神的垂直关系的轻慢和忽略。 

进行横向比较的人，心思已经偏离神而落入旁人了，是偏离真实而落入虚妄了。 

我们也谈到法利赛人跟税吏比较，他在那一条一条地比较，指控税利的罪。其实他

哪里知道，在神眼里，他的品性早就已经不如税吏了。（路 18：10-14）在神眼里，当神

听到他那么比较，他这个人怎么怎么样！他怎么怎么样，我怎么怎么样！你说，在神眼里

怎么看这个人？已经很可怜他了，很可怜他了。 

大儿子跟小弟弟的比较也是这样，虽然大儿子的比较的内容是确实的，是合情合理

的。但是因为比较本身是错的，导致他拒绝入宴席。（路 15：28-30）他没有入宴席，他

比较的内容全是对的，但是神说你不该比较，你只看着我就好了，因为我是你们共同的父

亲。  

我到香港去，好几年以前，有一个神学院的学生，很年轻，从大陆去香港念神学

的，他非要送我去机场。我说你读神学，你的方向是什么？你将来准备做什么？他的回答

出乎我意料。他说，我就是看见教会的异端太多，我读神学的目的，是为了批判这些异

端。真的这么回答，我当时很吃一惊，我说意思就是说你是警察专业了。他认为，没有什

么比争辩、为真道而争辩重要的了。但他忘了一点，他自己是不是代表真道？是不是能掌

握真道？但他的动机很可怕，他动机就是论断论断，他说我以论断为荣，大概就是这个意

思了。 

彼得跟约翰也比较，问耶稣，这人将来如何？耶稣责备他：我若让他活到我再来的

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约 21：21-22） 

一个成熟的信仰者，不会做横向比较，不会去盯着别人，而只是一心仰望耶稣。哈

利路亚！我们其实就是在做这件事情， 

我们不要在与别人的比较中，来发现自己的价值，而要在与神的关系中，认证自己

的价值。我们的价值就取决于我们跟神的关系，而不是取决于我们与旁人的比较，这个非

常重要。有时候你跟人比较，你的效果比别人好，你就以为你就有价值，那不见得。有好

多隐藏的工作是别人看不见的，看不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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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恩典是以怜悯为基石 

 
第三层意思，恩典是以怜悯为基石的。 

耶稣说，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这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太 9：13） 

祭祀代表律法和规条。你注意，耶稣不是说我喜爱祭祀，更喜爱怜悯。耶稣是说，

我不喜爱祭祀，只喜爱怜悯。 

我们现在好多人的思维方式，喜欢中和一点，中庸一点，平衡一点，能不能说喜欢

祭祀，更喜欢怜悯呢？这不是个比较平衡吗？耶稣不是这么说，耶稣说我不喜欢祭祀，我

只喜欢怜恤。就好像现在说我们又要仪式，又要律法，同时又有恩典，不是好好吗？耶稣

说 No！我不要那个东西，我只要恩典，因为恩典是排他的，刚才我讲了，恩典就要求你

只仰望神，不仰望别的东西，不仰望自己的作为，包括祭祀这些作为，这些行为。 

圣经又说，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各 2：13）。 

同样，这里也不是说审判的时候不失他的怜悯，我听到很多讲道人这么讲，审判的

时候不失他的怜悯，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啊，很老练哪，但是神不是这么说的。神说的

是：神的怜悯胜过了审判。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他审判你的时候还怀着点怜悯，该判你二

十年，判你十年。他不判你了！因为你无罪了！你被赦免了！你被涂抹了！他都忘了，在

你的记录上没有那一笔，是这个意思。 

耶稣的一生，毋庸置疑地表明了上帝的心肠是怜悯的心肠。上帝厌恶一切拿他来恐

吓人、折磨人的律法主义。 

我们很多时候拿上帝的名来折磨人，来恐吓人。祭祀、律法、审判，神喜欢的不是

这些东西。神，决定我们命运的是他的怜悯，是他的恩典和慈爱。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如

果照宗教家耸人听闻的恐吓，我们末日早来临了。我这么讲末日不会拖到现在，拖了两千

年还不来，早就该来了。所以啊，我们常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么呢，我们更不能

以人之心度神之腹。关于神的度量到底有多大，我们没法揣测，没法测量，只能以耶稣为

准。 

我信耶稣信了这么二三十年，我真的你说到底说来说去，道理千条万绪，怎么说也

很难说全。但是我就认准了一点，以耶稣为准。你想来想去你说以什么为准？以解经为

准，你也得解到耶稣这儿，这不解到耶稣这儿，那个圣经的内容太多了。圣经是给他作见

证的。你说以大自然为准，大自然人们看出来的什么都有，很多人眼睛没开，灵眼不开，

他看不出什么的。各种宗教对上帝都有各种猜测，各种描述。那怎么办？我是接触过各种

宗教，也接触过世俗的哲学，那最后我看准了只有耶稣，以他为准，最简单！ 

耶稣何等怜悯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轻忽了神的怜悯，我们是靠神的怜悯活着，早

晚有一天我们会发现，神的怜悯是我们存活的唯一根据。早早晚晚所有爱辩论的人，爱抱

怨的人，都要像约伯一样用手捂口，除了感恩，无话可说。 

活的日子越久，我们越发现我们的可怜。等到临死之前的那几秒钟，彻底的可怜，

彻底的谦卑，连爱因斯坦都说，哦，这神真公平啊，连我也得死！如果我们对阳光照在街

头那个 homeless 无家可归的人身上，你不觉得稀奇的话，那么我们对耶稣无条件的爱也

不要惊奇。耶稣无条件的爱，就跟阳光照在那个无家可归的人身上一样，我们也就是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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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归的人。在家里边就是这样，在家里边强壮的孩子，软弱的孩子，小孩子大孩子都被

爱。但是那些生病的、残疾的、柔弱的、失败的孩子更多地被爱。 

 这是一条恩典的法则：后来的倒先得。就说，那个工人说，主啊！你给我们一样

多的工钱也罢了，你为什么还从后来的先给啊？你知道为什么从后来的先给，如果是先来

的先给，给了一钱银子拿了就走了，你们知道吧？他就看不到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也

不会抱怨，他的那个贪婪的心、比较的心就不会暴露出来。这样反过来，耶稣是反过来先

给后来的，让先来的眼睁睁的看着后来的拿了一钱，他心里想我应该至少三钱，是不是这

么想？结果中间来的也是一钱，这事怪了！我不至于吧！没想到也是给他一钱！就是把你

的妒嫉心、比较心，把你的丑陋，把你的罪像给你暴露出来，就跟耶稣叫那个撒玛利亚女

人说：“去！把你丈夫叫来！”一模一样！ 

恩典对人说：我临到你们不是按你们的能力，不是按你们的付出，不是按你们的好

坏和成败。总而言之，不是按你们而是按我！按我的本性，按我的怜悯！ 

保罗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

说， 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意的，也

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罗 9：14-16）保罗说得真好！ 

最后让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神不是以怜悯为怀，以恩典为本，而是按照人间的法

则，也在人与人之间作比较讲公平，那么结果会怎么样？比方说，他只跟无罪的人交朋

友，那我们还活得了吗？或者说，他只给圣洁的人供应阳光和雨水，你不圣洁不给你阳

光，你不公义不给你雨水，那我们谁活得了？那地球上有几个人能存活？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反思一下，宗教内部为什么不断产生论争、苦毒，甚至残酷，因

为我们很多时候已经不是以恩典和怜悯为底色了。不错呀在这个宗教里头，有道德、有律

法、有公平、有公义、有审判、有圣洁、有舍己，甚至也有恩典和怜悯，它只是恩典和怜

悯不再起决定作用，这一点很可怕。 

神的本性被冲淡、被混杂、被稀释。结果那个真正的本性，神就是爱已经被淹没

了，不再起决定作用。 

在我们的心里不是也是这样吗？常常是什么呢？常常是不是怜悯向审判夸胜，而是

审判向怜悯夸胜。 

 
祷告 

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谢谢你，你不是按照公平来对待我们，你是按照你的

恩慈和怜悯来对待我们！ 

父啊！我也感谢你的美意、你的善心、你的心肠何等的柔软，你让我们彼此也要这

样，你怎么样爱我们让我们也要彼此相爱，这样的话我们的心才会宁静，世界才会和平！ 

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的恩典、恩惠、恩慈、怜悯也与我们同

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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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讨论题 

a. 从雇工的比喻中如何理解公平的本质？ 

b. 探讨人与人比较的本质。如何理解恩典大于公平？ 

c. 反思你有否早到的雇工的心态，你当如何改变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