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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柔的人有福了！ 

马太福音 5:5 

周慧贤牧师信息 

 

一宗争夺遗产的故事 

多年前，在某城市的一个富有家庭里发生了一宗争夺遗产的故事。当那位父亲病重垂

死（但还没死）的时候，家庭里就发生了争夺遗产的故事。你们知道是谁跟谁争吗？那是

母亲跟四个孩子争！他们闹到法庭去，几方面都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那位可怜的父亲病

重在床看到这种情况，他的心情的痛苦可想而知。这件争夺遗产的事件轰动了整个城市，

每天各大报章都详细报导事情的发展。那时我和陈牧师正在澳大利亚一家教会侍奉，我们

每天忙得不可开交，我没有特别注意这件争产案的发展,我只是听人家复述。后来当那位

父亲去世后，法庭判定每一方面都得到一部分遗产。 

 

从这一事件可见世人渴慕钱财到何等地步！你们可能也听过这一类关于家人争夺遗产

的故事。但我们基督徒不用争夺这些钱财，将来天父要把地土赐给我们。天父所赐的地土

要比世上的钱财好多了！ 

 

温柔的人有福了！ 

 

马太福音 5:5 5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主耶稣这句话与世上的事情是完全相反。在上述我所讲的那个故事里，母亲与四个孩

子争夺遗产，每一个人都声势汹汹地攻击别人，这个指责那个，那人大骂这人…因为哪一

个人表现稍弱一点就别想争得一点遗产。在这世上，温柔的人连一口饭都挣不到；即使让

他们承受了什么地土，恐怕到头来都被别人夺去。谁若想在世上成功的话就要敢做敢为，

能言善辩，敏捷灵巧。但神的想法与人的想法是完全不同的，他爱那些温柔的人，他们必

承受地土。 

 

“温柔”的意义 

很多圣经里的词语的意义与词典的意义是大不相同的，所以我们不能翻词典来找出

“温柔”一词的意义。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圣经来解释圣经，意思就是查考那些有“温柔”

两字的经文，然后从上下文来断定“温柔”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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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5:5的“温柔”一词的希腊原文是“πραΰς ”（praǘs） 。现在我们查考在圣

经里有“πραΰς ”（praǘs）一词的经文。 

 

诗篇37:1-11 1 （大卫的诗。）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

妒。 2 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 3 你当倚靠雅伟而行善，住在地

上，以他的信实为粮； 4 又要以雅伟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5 当将你的

事交托雅伟，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 6 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

正午。 7 你当默然倚靠雅伟，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

不平。 8 当止住怒气，离弃忿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 9 因为作恶的必被剪

除；惟有等候雅伟的必承受地土。 10 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察他的住

处也要归于无有。 11 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  

 

上述这首诗描写两种不同的人：“恶人”与“谦卑”的人。你说：“这首诗描写的是

“谦卑”的人，而不是“温柔”的人啊！”但翻译为“谦卑”一词的希腊原文是

“πραΰς ”（praǘs），与马太福音5:5的“温柔”一词的希腊原文是同一个字，只不过有

时候就翻译为“温柔”，有时候又翻译为“谦卑”而已。 

 

根据上述的经文，恶人用自己的途径做事，他们设立恶谋危害别人，从而达到自己的

利益（参考第7节）。而“谦卑”（或“温柔”）的人却倚靠雅伟神（第3节），以雅伟神

为乐（第4节），将他的事交托雅伟神（第5节），他耐性等候神（第7节），他不随自己

的途径做事，他也不会心怀不平，以致作恶（第8节）。不用多久雅伟神就要剪除恶人，

恶人要归于无有，而“谦卑”（或“温柔”）的人却承受雅伟神所赐的地土。 

 

民书记12:1-15 1 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

谤他，说：2“难道雅伟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雅伟听见了。 3 摩

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 4 雅伟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

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 5 雅伟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

门口，召亚伦和米利暗，二人就出来了。 6 雅伟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

有先知，我─雅伟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 7 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

样；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 8 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

见我的形像。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 9 雅伟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

去。 10 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暗长了大痲疯，有雪那样白，亚伦一看米利

暗长了大痲疯， 11 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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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身上。 
12
 求你不要使她像那出母腹、肉已半烂的死胎。” 

13 
于是摩西哀求雅伟

说：“神啊，求你医治她！” 14 雅伟对摩西说：“她父亲若吐唾沫在她脸上，她岂不

蒙羞七天吗？现在要把她在营外关锁七天，然后才可以领她进来。” 15 于是米利暗关

锁在营外七天。百姓没有行路，直等到把米利暗领进来。 

 

上述的经文描写雅伟神谴责亚伟和米利暗的事件。摩西是神的忠心的仆人（第 7

节），他是世上最谦和的人（第 3节）。请留意，第 3节的“谦和”一词的希腊原文还是

“πραΰς ”（praǘs），与马太福音 5:5的“温柔”一词的希腊原文是同一个字，只不过有

时候翻译为“温柔”，有时候翻译为“谦卑”（参考诗篇 37:11），有时候又翻译为“谦

和”（参考民书记 12:3）。 

 

雅伟神选立了摩西作为以色列民族的领袖来带领他们离开埃及。以色列人出埃及后，

他们在旷野徘徊流浪四十年，没有定居下来。雅伟神带领着他们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

方，神供给他们所需的水与粮食，并一切生活所需的东西。因为他们不断地迁移，所以神

指示他们做一个大帐幕来作为献祭敬拜神的地点，这个大帐幕就称为“会幕”。每当神要

颁布命令给以色列人民，神就降临在会幕里，向摩西说话，然后摩西转告他们。当以色列

人民要迁移到一个新的地方，祭司和利未人就把会幕和会幕里所有的献祭器皿都收拾起

来。当他们来到一个新的地方时，祭司和利未人又立刻把会幕竖立起来。 

 

亚伦与米利暗是摩西的哥哥和姐姐。那天当雅伟神听到亚伦与米利暗毁谤摩西的话，

神就命令他们三个人来到会幕前。神降临在会幕前的一个云柱里，神谴责亚纶和米利暗，

而且神惩罚米利暗，使她长了大麻风。亚纶求摩西向雅伟神恳求宽恕，并医治米利暗的大

麻风。摩西就为他们向雅伟求情。 

 

这段圣经让我们看到摩西是一个怎样的人。他被自己的哥哥和姐姐批评攻击，但他毫

不怨恨他们，他还恳求雅伟神宽恕他们，并医治他的姐姐米利暗。所以上述的经文说摩西

是世上最谦和的人（参考第 3节），他完全信靠神和顺服神。 

 

有人可能会说：“难道只是软绵绵地，不管受到什么批评都不回击，那就是一个温柔

的人吗？”圣经所说的“温柔”可不是这样的！现在让我们查考另外的经文来更进一步地

了解“温柔”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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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 11:29 
29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

就必得享安息。 

 

这是主耶稣的话，他说他是“柔和谦卑”。这里的“柔和”一词的希腊原文是

“πραΰς ”（praǘs），与马太福音 5:5的“温柔”一词的希腊原文是完全一样，不过这里

是翻译为“柔和”，而马太福音 5:5是翻译为“温柔”。 

 

主耶稣是一个“柔和”的人，那么我们查考主耶稣的性格，就可以了解“柔和”（或

“温柔”）的人是怎样的。 

 

马太福音 21:12-14 10 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合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 11 众

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 12 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作买卖

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 13 对他们说：“经上记著

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 14 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

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  

 

你们是否很惊愕？为什么主耶稣要把作买卖的人都赶出去，而且还要推倒人家的桌

子？为什么主耶稣忽然动怒起来？ 

 

现在让我一步一步地解释。首先你们知道为什么神的圣殿却好像一个市场一般地有人

兑换银钱又有人做买卖呢？当时罗马帝国统治大部分的欧洲和中东各国，以色列已经沦为

罗马帝国的一个属地。罗马帝国的各个属地使用的钱币上都有罗马大帝的形象，而圣殿的

各祭司们认为罗马大帝的形象就是偶像，有偶像的钱币不能用来奉献给神。所以来圣殿敬

拜神的人要把他们的钱币兑换成一种由各祭司铸造认可的钱币，然后他们用这种特别的钱

币来奉献给神。这就是为什么圣殿里面有兑换钱币的人。 

 

当人们要献祭给神的时候，他们可以献牛、或羊、或鸽子，各按自己的能力而定。很

多犹太人从外地来耶路撒冷敬拜神，有些人是老远地从埃及，非洲各国来到。他们不能带

着牲口走路，牲口会在路上死去，最好就是带钱来耶路撒冷买一头。而且献祭的牲口要有

祭司的批准，确定这是毫无瑕疵，符合圣经的规则，那才可以用来献祭。这就是为什么有

人在圣殿里作买卖牲口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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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殿是一个祷告的地方，当人们来到圣殿的时候，他们要静下心灵来到神的面前，与

神交流。但是作买卖、讨价还价的声音却使得圣殿喧嚷吵闹。所以主耶稣责备他们使圣殿

变成一个贼窝了，他愤怒地把他们全部都赶到外面去。但请注意上述经文的 14节：“14 

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主对那些做买卖的人是何等严厉的

同时，但他对那些痛苦卑微的人还是充满了爱心怜悯。 

 

主耶稣对于那些遭受苦难的人与那些愿意悔改的罪人是非常恩慈怜悯，但对于那些利

用他们的地位权力做一些违背圣经教导的人，主严厉地谴责他们，指出他们的罪恶。 

 

从这一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圣经所说的“温柔”（或“柔和”、或“谦和”、或“谦

卑”）并不单单是软绵绵地，不说话，不发怒，不嫉妒而已。主耶稣也发怒，但请注意，

主耶稣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发怒。主发怒是因为人们犯罪玷污了神的圣名，污秽了神的圣

殿，主发怒是因为圣殿的掌权者误导民众，引致他们犯罪（例如：容许商人在圣殿里做买

卖，兑换银钱）。所以主把所有作买卖的人全都驱逐出去，他要洁净圣殿，高举神的圣洁

与公义。但对于自己个人的事情，主却从来不发怒；主的敌人要设计谋害他，主也不担忧

烦恼。当主被捕的时候，一个大祭司的仆人被主的门徒砍下一个耳朵，主还伸手医治那个

仆人(路加福音 22:49-51 49 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

以？” 50 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 51 耶稣说：“到了

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 。)当主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主还

为他的敌人祷告（路加福音 23:34 34 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

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另外我们也看到摩西为米利暗祷告恳求神

医治她，虽然她曾经毁谤他。 

 

现在我们把以上查考的所有经文总结起来。圣经里所说的温柔的人是一个完全信靠神

的人，他把一切事情都交托给神，他安静地在神面前等候指示，他绝不会按自己的意愿行

事；因为他完全信靠神，所以他不因恶人的阴谋而心怀不平；他也不因别人的批评攻击而

发怒，因为他确信神看到一切，神掌管一切，神必报应；所以他可以爱他的敌人，甚至为

他的敌人祷告。但另一方面，一个温柔的人却从不与罪恶妥协，面对罪恶时他绝不退后，

他谴责人们的罪恶，他高举神的公义圣洁。 

 

“承受地土”是什么意思？ 

你是否想成为一个温柔的人呢？很多人会说这样的人肯定不能在社会里有成功的事

业，出人头地。世人若想事业成功就要与别人拼，设计谋拿下他的对手，想办法讨好上



温柔的人有福了！ 
 

6 
 

级，要聪明快捷…而那些温柔的人只懂得寻求神的旨意与顺服神，这样的人又怎能发财

呢？ 

 

但是在上述经文马太福音 5:5里，主耶稣却说温柔的人要承受地土！ 

 

“承受地土”是什么意思？我们基督徒是神的儿女，整个宇宙都是属于神的，我们可

以承受神的产业。将来主耶稣重回世上时，主要扫清一切罪恶，把神的王权在地上建立起

来。雅伟神要赐给主耶稣权柄掌管整个地球，而那些对主忠诚的人要与主一起掌管这个地

球。 

 

提摩太后书 2:11-12 11 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 12 我

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  

 

这段经文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主耶稣基督在两千年前死去，

我们又怎能与他同死呢？这里所说不是身体的死亡，而是向罪恶死去。当主耶稣被钉死在

十字架时，主向罪恶死去: 

 

罗马书 6:10 10 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著。  

 

当我们认罪悔改，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托给雅伟神，让他掌管我们的生命，接受洗

礼，那么神就让我们向罪恶死去，这就是与基督同死的意思。接着神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

生命，在新生命里，我们与主同活。这就是提摩太后书 2:11所说的“我们若与基督同

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要坚持对主忠诚，顺服雅伟神的话，那么将来当主耶稣重回世

上，我们要与主一同作王；但我们若不认他，他也不认我们（上述经文提摩太后书

2:12），意思就是我们失去救恩。 

 

但“承受地土”又是怎么一回事？当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时，他会把地土赐给我们！ 

 

路加福音 19:15-19 15 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

意赚了多少。 16 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 17 主人

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 18 第二

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 19 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

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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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比喻，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来给门徒讲解关于将来的事。当主重回世上时，各

个忠心的仆人都会得到赏赐，他们所得的赏赐是根据工作成绩而定。雅伟神赐给每一个基

督徒一些恩赐，好用来侍奉他。一个仆人用主人所赐的一锭银子去做生意，赚了十锭。这

是比喻作一个基督徒为神工作，达到很好的结果，主耶稣就赐给他有权柄管十座城。另一

个仆人赚了五锭银子，这是比喻作一个基督徒为神工作，也达到不错的结果，主就给他有

权柄管五座城。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我们若完全顺服雅伟神，遵照神的旨意过生活，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会有美好的结

果。我们工作越努力，结果就越好。三十多年前我在多伦多教会刚开始侍奉神的时候，我

只能做很微小的工作。但无论什么工作，我都全心全意地做；渐渐主把越来越重要的工作

交给我。我们走每一步，主耶稣都与我们同行，我们做每一件事，主都在旁边帮助鼓励我

们。这是最大的福泽。 

 

你是否愿意做一个温柔的人？我很渴望成为圣经里的那种温柔（或“柔和”、“谦

和”）的人。我常祷告恳求神改变我成为像主耶稣那样的温柔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