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谁来爱他们？！ ── 怜恤人与使人和睦 
 

八福之（三）太 5:7、9 
 

引言、爱不能抽象...... 
 

太 5:7 
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9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

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 

 

我将「怜恤人」和「使人和睦」放在一起来解，并没有甚么大不了的「神学理由」，只是

好直觉，觉得较之于其它的「六福」，这两者都比较直接地提到了「爱」──怜恤人是爱

人，使人和睦是将怜恤人的意义延伸──使别人都爱（怜恤）人。 

 

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字眼」，甚至比「革命」、「爱国」、「自由」、「民主」、「环

保」和「创意」等更加得到普世一致的公认。不过，就正如一切「伟大的字眼」一样，爱

亦很容易流于理想化、概念化，以至成为「空洞无物」。基督教是一个最讲求「爱」的宗

教，不过，亦正因如此，基督教亦有可能变成最「空洞」的一种宗教，除非，我们能够讲

出真正有血有泪的爱。 

 

讲到「爱」，大家一定会想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爱之篇》吧： 

 
林前 13:4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
5
不做害羞的

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
6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7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8爱是永不止息。 

 

我们随口说说，不求甚解，大概会以为保罗在描绘着一幅夫妻恩爱、相敬如宾，或者弟兄

姊妹你推我让、一团和气的图画。但是，你只要不「抽象」，肯具体看真一点，就会发现

内里处处都是「不」、事事都要「忍」──假如对方或情况「可爱」，还用「忍」吗？但

对方或情况已经不可爱，你却还要「不」许这样「不」许那样，老实说，难受得很呀！ 

 

大家知不知道？保罗写《爱之篇》的时候，不是在修道院静修，不是在神学院研究，更不

是在预备「婚礼讲章」。他是在哥林多教会努力工作年半离开之后，后来在以弗所一带工

作，听闻哥林多教会的种种问题而带着极大的爱心、关切甚至忧虑而写的。【详细请看主

题页《铁汉柔情》】大家更加知不知道，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写完以至切实实践了这个《爱

之篇》后，他得到甚么「果报」？《哥林多后书》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惨不忍睹的事实： 

 
林后 12:15 

......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 

 

对哥林多教会的服事，大概是保罗一生之中付出最多「爱」，也最痛苦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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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不能容许稍稍的抽象；同样，八福里头的「怜恤人」和「使人和睦」的意义，我们也

不能抽象化，必要以主及众圣徒的具体生命来演绎。这样，我们就知道「怜恤人」不是泛

泛的「有爱心」、「使人和睦」不是泛泛的做「和平大使」，而是爱到有血有泪、爱到惨

不忍睹，爱到「好心没有好报」。 

 

这些人「爱人」（怜恤人），也愿别人相爱（使人和睦），但是，谁来爱他们？然而，惊

天动地的八福却告诉我们，「爱到没有好报」的人「有福」了。个中奥秘，我今天就要为

大家慢慢说个清楚。 

 

一、不被人间了解的「怜恤」 

 
太 5:7 

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爱，如果被「了解」，它自然会得到回报，得到光采，得到掌声，甚至会得到「过多」的

回报、过多的光采和过多的掌声。但是，你付出的若不过是这种「爱」，你就不要指望将

来在天国可以「有福」了。要「爱到有福」，「秘诀」就是，你的爱要不被了解。说到爱

不被了解，怎能少得摩西的一份： 

 
徒 7:22 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23「他将到四十岁，心中起

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
24
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

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
25
他以为弟兄必明白上帝是藉他的手搭救他们；

他们却不明白。
26
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

位是弟兄，为甚么彼此欺负呢？』
27
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作我们

的首领和审判官呢？
28
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 

 

摩西深爱他的骨肉同胞，又天真地「善意度人」，「以为弟兄必明白上帝是藉他的手搭救

他们」，但是「他们却不明白」，因为摩西的爱太伟大无私，不能被凡夫俗子了解。上面

提到的保罗，他对哥林多教会的爱也是因为太超然了，所以也不被了解： 

 
林后 12:13 除了我不累着你们这一件事【指不接受哥林多教会的财政资助】，你们还有

甚么事不及别的教会呢？这不公之处，求你们饶恕我吧。
14
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

你们那里去，也必不累着你们；因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儿女不该为

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
15
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难道我越

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16 罢了，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你们却有人

说，我是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
17
我所差到你们那里去的人，我借着他们一个人

占过你们的便宜吗？
18
我劝了提多到你们那里去，又差那位兄弟与他同去。提多占

过你们的便宜吗？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心灵吗？不同是一个脚踪吗？ 

 

保罗过去在哥林多教会服事，不收分文，最可能的原因，是哥林多是个「财大粗气」、「样

样讲钱」的商业大埠，保罗不想人们以为他来传道事奉是为「求财」，于是不收分文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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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白，但是「他们却不明白」。到后来，保罗派人来为耶路撒冷的穷人筹款，他们竟然又

「不明白」，甚至有人诬蔑保罗当初不收钱是行「诡诈，（想）用心计牢笼」他们，即是

想「放长线钓大鱼」云云。小人之心，一至于此。 

 

说到「爱到没有好报」，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耶和米。耶利米忠心为上帝发言，好心发出警

告叫以色列人出去「投降」巴比伦，好可以「减低伤亡」，但换来的「果报」却是： 

 
耶 20:1 

祭司音麦的儿子巴施户珥作耶和华殿的总管，听见耶利米预言这些事，
2
他就打

先知耶利米，用耶和华殿里便雅悯高门内的枷，将他枷在那里。 

 

先知表面上负面的「爱的信息」，完全不被同胞了解： 

 
8
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

成了我的凌辱、讥刺。...... 

 

先知痛不欲生，以至于「哀求一死」： 

 
14
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愿我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

15
给我父亲报信说「你得了儿

子」，使我父亲甚欢喜的，愿那人受咒诅。
16
愿那人像耶和华所倾覆而不后悔的城

邑；愿他早晨听见哀声，晌午听见吶喊；
17
因他在我未出胎的时候不杀我，使我母

亲成了我的坟墓，胎就时常重大。
18
我为何出胎见劳碌愁苦，使我的年日因羞愧消

灭呢？ 

 

摩西、保罗、耶利米，都是圣经中「爱到没有好报」的经典人物。当然，这一切经典的终

极标准，是主耶稣。祂的爱，终其一生，甚至到现在，甚至在教会，都不被了解。我们只

要不抽象化地讲「爱」，具体看主的「际遇」，就会知道祂的爱根本不被人间了解，直到

如今。譬如说到「主耶稣爱小孩」，我们就会虚构出一幅老老少少乐也融融，主耶稣坐在

树下面，小朋友围成一圈，门徒等大人则微笑着站在旁边的图画。事实当然不是这样： 

 
路 18:15 

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 

 

我们抽象地想当然的爱心行为，门徒「却不明白」，以为这是浪费时间，会妨碍大人们做

正经事。不止于此，接着： 

 
路 18:35

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
36
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

是甚么事。
37
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

38
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

啊，可怜我吧！」
39
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 

 

主耶稣怜恤弱小这种爱心行为也一样不被人们了解，以为那些瞎子乱喊是「碍事」。事实

上，只要大家不抽象，就会知道一天到晚都在「讲爱心」的教会也是如此，就是我们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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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许多的「正经事」，以至总有很多很多堂皇的理由「使走」或「随意安置」任何我们

以为「不相干」或者「碍事」的人，譬如「最无生产力」的穷人。 

 

主耶稣怜恤小孩子、怜恤讨饭的瞎子，这些爱心行为，在其它人，特别是满脑子都是「为

上帝做大事」那类所谓「宗教人士」的心里，根本是不被了解的。不过，主耶稣更不被了

解的爱心行为还在下文： 

 
路 19:1 

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
2
有一个人名叫撒该，作税吏长，是个财主。

3
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

4
就跑到前

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
5
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

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6
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

耶稣。
7
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 

 

我们今天，「事过境迁」，又「事不关己」，于是，看到主耶稣如此「爱小孩」、「爱弱

者（瞎子）」、还「爱罪人（撒该）」，就大赞主耶稣如何大有爱心，又是我们学习爱心

的榜样云云。言下之意，是主耶稣如果今天在我们当中做同样的爱心举动，又或我们当天

在那样的场合，一定不会像「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抱孩子来的）人」，也不会像「在前

头走的人就责备他（瞎子），不许他作声」，更不会像「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

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我们的信究竟有几「抽象」，这样就一望而知！ 

 

连主耶稣这样「显浅」的爱心表现，我们也不是真的了解，哪么，祂在十字架上牺牲舍己

的大爱，就更是「爱得完全不被了解」的经典之作了： 

 
路 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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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

基督，上帝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
36
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

37

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
38
在耶稣以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

是犹太人的王。」
39
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

救自己和我们吧！」 

 

主耶稣钉身十字架的爱，我们今天「马后炮」，好象好明白，好了解似的。但当天，由上

到下，由老到少，从「官府」，到「兵丁」，到同钉的「犯人」，都不了解。就是到了今

天，我们口头上说明白、了解，但老老实实，我不很相信。看看自己怎样「回报」主耶稣

基督的恩典，就知道了。总之，圣经中所有爱心（怜恤人）的经典人物，没有一个不是「爱

到没有好报」的。这是因为他们的爱、他们的怜恤人太伟大崇高了，于是，就被人间误解

为「多事」、「懒好心」、甚至「咎尤自取」、「罪有应得」，正如： 

 
赛 53:4 

他（们）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们）

受责罚，被上帝击打苦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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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头不讨好的「使人和睦」 

 
太 5:9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 

 

骤看中文里「使人和睦」一词，加之我们饱受「常识神学」的毒害，我们会以为「使人和

睦」就是使「人」和睦相处的意思。其实，这字本义是「制造和平」，这「和平」，放回

基督信仰的精义里，更是上帝与人的和平和人与人在基督里的和平。事实上，主耶稣「神

的儿子」的核心使命，就是透过十架代罪，使上帝与人得以和好（和平），并大家在基督

里同归于一而和好（和平）。 

 

不过，自己去爱，得来的「果报」已经惨成这样，叫别人相爱，只可能更惨。跟着主耶稣

的榜样做「和平之子」，你的人间结局不会好到哪里去： 

 
太 27:39 

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摇着头，说：
40
「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

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41
祭司长和文士并

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
42
「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

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
43
他倚靠上帝，上帝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

因为他曾说：『我是上帝的儿子。』」
44
那和他同钉的强盗也是这样地讥诮他。

45

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 
 

46
约在申初，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马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

的上帝！我的上帝！为甚么离弃我？」 

 

耶稣基督──是缔造上帝与人之间的「永久和平」的和平之子，但正正为此，祂在人间的

结局就绝对不是「面面俱圆」，而是「两头不讨好」──在十字架下，人离弃祂；在十字

架上，上帝离弃祂。主耶稣是这样的「版本」的和平使者。 

 

回到旧约，摩西和耶和米也是终其一生「夹」在上帝与百姓中间，何尝不是一样地两头不

讨好，里外不是人呢？请听听他们的痛苦伸诉： 

 
民 11:11

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

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
12
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

『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起誓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

去。』
13
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号说：『你给我们肉吃吧！』

14

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
15
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 

 
耶 20:7

耶和华啊，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我终

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
8
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

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讥刺。
9
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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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

不能自禁。
10
我听见了许多人的谗谤，四围都是惊吓；就是我知己的朋友也都窥探

我，愿我跌倒，说：告他吧，我们也要告他！或者他被引诱，我们就能胜他，在他

身上报仇。 

 

为着上帝的吩咐和呼召，他们被「夹」在上帝与百姓中间，要做「中间人」（某种「和平

使者」），但讲又死不讲又死，做又死不做又死，真是惨无人道，怎怪得摩西与耶利米不

约而同，都要「求死」呢？ 

 

事实上，也不必讲得这么深奥了，就是你只要真心诚意地做过「和事佬」（调停人），就

该知道你多数的「下场」都是两头不讨好里外不是人。「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真

的吗？按真正的人间事实而不是抽象理论，根本不是事实。按人间事实，怜恤人惨，使人

和睦（使人彼此怜恤）更惨！他们爱人人，但人人不爱他们！──究竟「怜恤人的人」和

「使人和睦的人」又如何可能「有福」呢？究竟还有谁会来爱他们呢？答案，就一定要讲

到天国，讲到来生。 

 

三、这般便为有福──「好心没好报」的人有福了...... 
 

摩西、保罗、耶利米以至主耶稣，个个都是「爱心经典」，但个个都「好心没好报」。不

过，他们「有福」了。但不是因为他们的「怜恤」能换取别人对他们的怜恤──像「常识

神学」说的，绝对不是！更不是因为他们能在人间蒂结「和平」而拿得甚么「和平奖」之

类。事实上，人间并不了解，更不欣赏他们的「爱心行动」与「和平努力」。他们怀着「好

心没好报」的大爱，却与「含冤而死」的温柔的人，「含恨而终」的哀恸的人一样，郁郁

而终──就像摩西立于尼波山上，因着一个「莫需有」的罪名而只能遥遥远望他不得进入

的迦南地一样： 

 
民 27:12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这亚巴琳山【尼波山为其主峰之一】，观看我所赐给

以色列人的地。
13
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

14
因为你

们在寻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没有在涌水之地、会众眼前尊

我为圣。」 

 

但是，他们有福了，因为他们因着爱，却在今生现世得不着的「好报」，仁慈的天父将要

在天国里万倍奉还──他们的将来、他们的来世，必能以一个更美的身份、以一种更美的

方式，踏足在迦南美地，像在主登山变像里，与主站在一起时的摩西一样：  

 
可 9:2

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

像，
3
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

4
忽然，有以利

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 

 

他们的「怜恤」不蒙人间报以怜恤，天父就亲自怜恤他们；他们的「爱好和平」不被人间

接纳认同，甚至驱逐他们，但天父就收留他们，称他们为自己的儿子，并以天国来永远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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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他们。记得，泛泛的爱心，在人间已经有了十足甚至超额的「好报」的爱心，不要指望

将来天国里的荣耀。好心却在「人间」没有好报的人却有福了，因为在天国，他们将得到

的「好报」是完全不同「级数」的、不同「币值」的，算起来，「着数」得很哩！ 

 

结语、第三个得福秘技：「爱到尽」 

 

当然，要这样「有福」也不是容易的事，就是你不能「爱」得「随便」，以为泛泛地「有

点爱心」和「做做好人」就可以。不会的！因为这些「常识之爱」都是人间理解的，就算

人们不很领情，也断不会将你收监、驱逐，或钉十字架。 

 

所以，你如果想要因为「怜恤人」和「使人和睦」而在天国里得福，就只得一个方法，就

是「爱到尽！」尽──就是穷尽，也是穷途末路，山穷水尽的意思。即是，你要照字面做

到「爱是不保留」──别人明白又爱、不明白又爱；理解又爱，不理解又爱；领情又爱，

不领情也爱──直爱到人们觉得你太过份、觉得你好讨厌，然后，将你收监、驱逐，或钉

十字架。 

 

这样，你就有福了，因为你在天国里的赏赐必是大的！！！ 

 

不过，大家不要误会，我不是叫你「缠着」别人去爱，要逼人爱你。刚相反，是你但求去

爱，却不求回报。不过，我更要强调，这种爱绝不是靠「修养」或「意志」可以「做」出

来的。它始终发呼性情，出自人格──就是出自人心底极深极深处的「不忍人之心」。摩

西、保罗、耶利米、主耶稣，都不是因为任何机械的教条要求而可以这样爱，而是因为心

中不忍，不忍心撇下别人不顾而去，所以就不计「后果」地爱到老、爱到死、爱到尽。 

 

爱到尽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爱得太「尽」，人间「无以为报」也「不能盛载」，于是天

父就造出天国，来永远报答他们和盛载他们「满泻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