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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土或许看起来只是一些灰尘颗粒，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它却是灾难的

迹象。当农民在美国中部富饶的大平原定居时，那里的庄稼惊人的好。因此，他们

在那里开垦了更多的土地，种了更多的庄稼。但当干旱降临时，那些能够固定土壤

的小麦全部旱死了，土壤变成灰尘在热风中打旋。

对这场灾难带来的悲惨后果描述得最清晰的大概就是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39年写作的小说《愤怒的葡萄》：

于是失去土地的农民都被吸引到西部来了——有从堪萨斯来的，有从

俄克拉荷马来的，有从得克萨斯来的，有从新墨西哥来的，还有从内华达

和阿肯色来的许多家庭和成群结队的人，都是因风沙和拖拉机过度耕种而

背井离乡的。……就像蚂蚁似的东奔西窜，急于找到工作——无论是扛、

是推、是拉、是割，什么都干，无论多重的东西都背，只为了有口饭吃。

孩子们吃不饱。我们没有地方住。像蚂蚁似的到处乱窜，为了找工作，为

了找食物，最要紧的是找耕作的土地。

土地的保护物质大量流失。康奈尔大学（Cornell）的土壤科学家大卫・皮门特

尔（David Pimentel）讲述说，像这样不知不觉的水土流失会慢慢地毁灭土地。他指

出，“一场暴风雨可以冲走1毫米（0.04英寸）的土壤。这听起来不是很多，但是，

如果一公顷（2.5英亩）的土地，就会失去13吨的表层土，这需要20年的自然过程来

恢复。在世界各地由于刮风下雨所造成的水土流失每年都在发生”。（Lang 2006）

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农民无法阻止下雨。但是，农民因为不去保护土地而使水

土流失，导致庄稼的损失而未能供应社区居民食物，这样，我们就可以原谅他们

吗？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那场“尘盆”灾难以后，农民学会了通过种植植被来固定

土壤，植树防风，混种不同作物保护土地。在这期间，几乎没有消费者意识到水土

流失问题，因为超市仍然有农产品的供应。

然而，虽然一毫米的土壤看起来算不得什么，却可以造成重大后果，在侍奉

中，明智之举是持守自己的正直免受一丝一毫的腐蚀，这远好过为修复损失而吃大

苦头。

第一节 识别正直

学习目标：

12.1.1 根据圣经中的例子定义什么是“正直”。

12.1.2 举出正直“走调”的例子。

第二节 持守正直的品格

学习目标：

12.2.1 举出在每天侍奉中正直的实例。

12.2.2 指出持守正直品格的三项原则。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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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逆境与正直

学习目标：

12.3.1 指出在逆境中持守正直品格的原则。

12.3.2 说明恢复正直需要什么。

����
学习目标：

根据圣经中的例子定

义什么是“正直”。

1. 定义“正直”。

������

第一节 识别正直

integrity（正直）一词有个希伯来语词根，意思是“完整、健全、不受损害”。

这个词在圣经中出现16次，全部在旧约当中，列举了财物上的责任关系和个人的可

靠性。这些例子对动机和行为的纯正与污秽做出明确的划分。亨利•米勒有限公司

（Henry Miller，Inc.）的执行总裁马克斯•德普雷（Max DePree）将“正直”定义为

有“良好的责任感”。

正直的声音

我坐在伦敦的皇家阿尔伯特纪念堂听一个导游讲解这个建筑物令人难以置信的

最初构造。这个纪念堂在19世纪70年代建成，为保证良好的音响效果，其形状被设

计为圆形。堂内可以听到12次回声，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需要12秒。声音会在墙上

不停反射。从前的伦敦人很喜欢这个纪念堂，但是对现代观众而言，它所展现的问

题太过严重，因此，对其做出了重大修整。

为消除无休止的回音，现代工程师从穹顶上吊下100个大圆盘，以吸收和捕捉

弹跳的声音，用另一句话说就是保持“声音适度平衡”。为发挥圆盘的最大效用，

“它们是按照特定方式安置的，以确保声音的更加纯正，”导游说，“使声音‘逼

真’，这样，当有人讲话、音乐家演奏或演唱时，听众可以清晰地听到。”当音乐

家演奏和演唱时，因为适度的平衡，观众可以更好地欣赏他们的音乐。这些巨型飞

盘状的圆盘保证了声音的平衡，使其不至于失真。圆盘的作用在于让人们听到声音

又不至于被回音分散注意力。

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在我们里面建造了一个独特的殿。“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

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林前6:19）这奇妙的殿建造在我们里面，作为上帝临在的地方。如果我们不能严格

持守正直的品格，我们的生活就会严重失衡。《罗马书》3章23节提醒我们“因为世

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而，我们如何维护上帝在地上建造的殿呢？

正直是保证生命基本品质的完全。正直是在生活中履行道德责任的基础，使你

能向世界传递一个清晰准确的声音，其中没有走调的成分。你的行为与你的言语一

致。正直将你引向诚实与可靠。

达拉斯神学院前任院长查克•斯文多尔（Chuck Swindoll）撰写了很多以“正

直”为主题的著作。他写道：“一个正直的人不会去操纵别人，或利用职权填满自

己的腰包或满足自己的利益。他会持守一颗仆人的心，他可以回答人们提出的合情

合理的问题，他甚至欢迎必要的、建设性的批评。

学习目标：

举出正直“走调”的

例子。

2. 为何正直对我们的生命

至关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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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白与正直

对我们中的多数人而言，童年的生活似乎比较简单。我们说想要做什么，就会

去做。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

去。”（可10:15）

孩子多么纯真无暇。下文是阿特・林克莱特（Art Linkletter）讲述的一个我最喜

欢的故事：

有人问一名小学生他爸爸做什么工作。他夺过麦克风说：“我爸爸是警察。专

抓流氓和小偷，狠狠揍他们一顿，给他们戴上手铐，带到警察局，扔进监狱里。”

“哇， ”林克莱特说，“我猜你妈妈一定很担心他干这样的工作。”

“不会的，”小学生说，“他给她带回好多手表、戒指和珠宝！”他天真地说

着这些话，完全没有意识到爸爸做了错事。

正直需要我们重返童真。不是幼稚，而是童真。在侍奉中，许多人远离了天真

无邪的生活。他们不再像孩子那样纯洁，却变得圆滑、喜欢操纵、搞阴谋诡计。而

有些人，如果你能看出他们的真面目，他们实际上是生活在谎言当中。

在你的个人生活中，你需要正直，即使没人监视你，即使魔鬼在你耳边小声

说：“没人会知道；没什么大不了的。”每天，各种声音和景象都在撞击着我们的

心灵，冲刷着我们灵魂的和谐与平衡。但是，上帝指示我们要持守纯全与正直。如

果不能把正直的位置摆正，我们的生活就会严重失衡，很容易受负面因素的影响。

在大卫牧养父亲的羊群时，上帝感动他，引导他带领以色列国。“于是，他按

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诗78:72）大卫以正直和巧妙领

导国家。但是，在行进的途中，大卫的生命里出现了腐化堕落。大卫注意到它的出

现了吗？应该如何预防呢？

����
学习目标：

举出在每天侍奉中恪

守正直的实例。

������

第二节 持守正直的品格

行动中的正直

也许你也听到过我的祖母对我说的这句话，“如果你说不出好话，就不要说

话。”这是一个很好的生活准则，尤其适用于上帝呼召的服侍中，因为与人沟通是

你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雅各书》3章告诉我们，舌头在百体里是最小的，却像船

上的舵一样。言语中的一个词可以改变你的航程，一句话可以让你着陆在另一个城

市，一段话可以将你带到另一个大陆，所以，要谨慎你口中的言语。特别是在谈论

你侍奉中的同工时，他们可能是你的前辈，你牧师职位的接任者，镇上另一个区域

的牧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

新任牧师会遭遇很大试探，最主要的一个试探是骄傲。有些人会到你面前说些

好听的话，“真高兴你来这里，现在，我们能真正看到我们的教会成长了。你的领

导将会带给我们在侍奉中更多的自由。”

你要慎重前行。有人说过一句很有智慧的言语：“在你知道栅栏为何被安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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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之前，不要移走它们。”新任牧师的聪明做法是：避免对前任牧师的政策或程

序做激进的改变。如果做出激进改变，你很快就会发现那些政策和程序过去生效的

原因。乔治•伍德（George O Wood）是神召会总理事会的秘书长，他评述说：“前

任牧师至少有三种类型：（1）干得出色的，（2）干得一般的（教会既不成长也不

衰败），（3）搞得一团糟的。”（Wood 2004，第64页）

耶稣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太7:12）在你的同工牧师身上寻找他们的优点。在你的理事会、工作人员和会众面

前尽可能地肯定他们，以恩慈相待。有时，对一些合理的顾虑应予以讨论。这样的

讨论应在理事会上，或者与区域带领人的会议上保密进行。

会议的所有成员都必须清楚保密的必要性。你最好做出一个好榜样。老调重弹

某个人在一次会议上的不良表现，只会给你带来暂时的、错误的自我肯定。与他人

的缺点对比并不是一个好习惯。

正直并不是做表面文章或心里的想法；正直体现在行为当中。恩斯特龙•拉森

（Engstorm Larson）将“正直”定义为：“做你说过要做的事情。”耶稣在登上宝训

里教导他的门徒，“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

于那恶者。”（太5:37）

在追求正直方面，你很容易就能找到需要完备之处，那就是你的行动与言语不

一致。我们经常听到《马太福音》5章37节的前半部分，却花很少的时间在后半节

上，“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记住“正直”的定义，“完整、健全、不受

损害。”一旦墙上出现裂缝，任何罪恶的东西都可以不知不觉地潜入。

你做到你说过要做的事情了吗？你承诺忠诚于你的配偶。你对你的配偶忠诚

吗？你向主承诺，如果他大大使用你，你会把荣耀归给他。现在，他正大大使用

你。你归荣耀给他了吗？我们设想一下，你答应你的一个孩子，周六你俩会一起做

些特别的事情，无论有什么事发生，都不会打乱你们的计划。周五，一个收入可观

的机会来了，生意安排在周六，你可能会赚很多钱。但是，你的儿子相信你的话。

“正直”要求你信守对儿子的承诺，“正直”并不复杂，它单单意味着，做你说过

要做的事情。做出承诺是一件圣洁的事情。正直的人会信守他们的诺言。

你是独一无二的。唯独你自己能决定是否持守正直的品格。没有另一个你存

在！你可以决定：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耶稣说，它就是这样简单！我们

的工作是将罪恶挡在外面，保持我们的围墙“完整、健全、不受损害”。

《但以理书》第6章所呈现的画面中有一个鹤立鸡群的人，这画面是对正直的生

动说明。内中的细节展现出改变生活的艰难决定和选择。大流士王在但以理身上看

到，在国中，他具备使自己免受腐败官员影响的可能性。大流士王在他的整个国家

任命了120位总督，并安置了3个总长在他们之上，他自己在3个总长之上。

责任关系确立以后，大流士就可以提防财政和道德上的欺骗。我们看到但以

理在小事上就与众不同，因此大流士王将他安置在责任阶梯的较高位置。但以理

处于有影响力和权利的地位后，大流士对他的器重更加加增并计划要提升他。

“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 

通国。”（但6:3）

但以理的同事们并不喜欢大流士王的计划，他们开始密谋害他。“那时总长和

3. 我们为什么不应该把自

己和他人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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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

事，毫无错误过失。”（但6:4）

我喜欢但以理的故事！大流士王很快可以看出一个正直之人的价值。他想立但

以理治理通国。我敢肯定，大流士王一定很得意地想：“我相信我找到要找的人

了。我知道该让谁做我的个人助理。我知道该让谁在我以下说了算，来做宰相治理

全国。”

当你的职位升高，权利加大时，最好记住鲸鱼妈妈告诉鱼宝宝的一番话，“在

你到达水面上开始喷水时，正是你最有可能被渔叉捕获的时候。”

提升至较高的职位，比如牧师、长老或宣教士，相应的试探也会随之而来。你

的思想和意念会变得易受影响，因此必须受到保护。在自我防御策略中，关键原则

是做好准备。联想一下教给女人在夜间提车时的简单方法。直奔目标，不要闲逛。

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车后座，把钥匙准备好。有人甚至建议将钥匙夹在手指间，

钥匙尖向外，这样可以将它们作为应急的防御武器。

斯文多尔提醒我们，有些人期盼着升职掌权的那一天。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我

想告诫你，到时一定会出现一个特别的试探。你的正直将会受到挑战，所以，现在

你就应该有所准备。

人生的选择少之又少。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获得他人的尊重。你向人证实自

己是值得信任的。不久以后，你被提升，被安置在担当重要责任和影响力的职位。

你可能是一项事工的带领者。

人们开始引用你说过的话，把你当成大人物。在这一时刻，你要小心谨慎，你

的生活会变得十分复杂。思想先知耶利米的教导，“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

处，谁能识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各人所行的和他作事

的结果报应他。”（耶17:9-10）如果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我们真是无法了解它，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

出。”（箴4:23）

在我和妻子访问中国北京期间，我发现许多中国人会在院子里至少留一只鸭

子，因为当有人接近时，鸭子就会发出不好客的嘎嘎声，以警告在家里的人有陌生

人出现。早在几世纪前，军中统帅会把鸭子带到军营中作为岗哨，当有敌人企图潜

入军营时，鸭子的叫声就会成为警报。

当你想过信实的生活时，会有许多敌人不声不响、诡计多端地在你的正直中寻

找漏洞，钻入你的思想，致使你偏离真正的争战。我们需要一个忠诚的岗哨！

持守正直品格的三项原则如下：

1. 不要与真理讨价还价。尊重真理，真理就会给你带来尊重！上帝的话语是

你持守正直品格的指南。因此，“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你的眼目要

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箴

4:24-26）24节中的“邪僻”指故意偏离正路，超出界限之外。简单地说就是“避免

说不诚实的话。”当你自己的话语在你的正直上打出孔时，你正直的围墙就会出现

裂缝。

2. 始终注视正前方。记得有一次，我坐在教室里和同学一起参加考试，老师反

复地说：“眼睛往前看，不许左右看。”我可以保证，如果你不这样做，一定会遇

学习目标：

指出持守正直品格的

三项原则。

4. 侍奉中职位升高如何给

你 的 正 直 带 来 更 大 的 

风险？

5. 持守正直品格的三项原

则是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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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麻烦。你会看到其他人答完得比你早。你会看到其他人的答案和你不一样，然后

把自己的答案改了，或者你不知道答案，就抄袭邻座同学的答案。所以，你要保持

眼睛向前看。

3. 思考你准备往哪里去和如何到达那里。不要在流沙中寻找捷径。呆在坚固、

经得起踩压的平地上。或许那是一条漫长的道路，然而，捷径的风险却是相当大

的。倾听上帝的话语，那是你心灵的岗哨。

斯文多尔对那些像但以理一样晋升到高位，担负重大责任的人发出警告。提醒

他们试探会出现。你或许被试探走捷径，掩盖事实，为讨人喜悦不去制造纠纷。

千万不要这样！要抵制这些试探！你的会众在以对你最大的信任支持着你。不要利

用他们的信任。精心地呵护那份信任。大卫在《诗篇》25篇这样祷告说：“求你保

护我的性命，搭救我，使我不至羞愧，因为我投靠你。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

等候你。”（诗25:20-21）

����
学习目标：

指出在逆境中持守正

直品格的原则。

������

第三节  逆境与正直

大流士王任命但以理治理通国，因为在他身上看到美好的灵性。有人或许认为

升职的机会到来时，逆境就会终止。事实并非如此。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

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即使很小的腐败证据都找不

着。他们跟踪他，让探子暗中监视他，向他周围的人了解情况。他们检查他的记

录，审核他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唯独发现但以理在财物上、道德上和品行上都是

清白的。

如果有人背地里调查你的事务、记录和工作，将会查出什么结果呢？但以理被

调查后，圣经这样记载，“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这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

的律法中就寻不着。”（但6:5）

但以理的处境更加不利了，他们最后觉察到但以理有件最喜欢做的事情。他们

发现但以理跪着向上帝祷告，于是就在此事上设下阴谋。他们参但以理未将大流士

王高举为世界的最高权柄。

我们有必要弄清但以理为什么被下到狮子坑里。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错事，而

是因为他做了正确的事。这说明即使你生活端正，行事正确，你也会遭受攻击、憎

恨和遗忘。但是，不管怎样都不要放弃。坚持做下去。不要让那些攻击与批评你的

人将你的注意力转离使命。如果你放下手中的工作去争论，就会失去可以用于教会

的宝贵时间。我记起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说过的话：

如果我只是读那些攻击我的东西，更不用说答复，我就什么其他事情

都不用做了。我尽所知做到最好，尽所能做到最好，我决定坚持到底。如

果最终我做得都正确，攻击我的那些话根本无足轻重。如果我最终做得不

对，即使10名天使担保我是正确的也毫无意义。（Lincoln，引自Carpenter 

1995，第258-259页）

斯文多尔提出在逆境中持守正直品格应遵循的两项原则。首先，真正的正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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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在没人监督你时，在所有人都妥协时，尤其是在攻击出现时，你仍坚持做正

确的事请。

几年前，自由女神像需要大修。那些把她拆开检查的人再次为这座雕像和她的

创作者法国艺术家的技艺所震撼。她头顶精雕细琢直至发丝，锥形的皇冠如此别

致，你可能会以为全世界都在注视着她。然而，他们在雕刻她时，她立起来高达150

英尺。没有像直升机似的东西会盘旋在她上面。只有海鸥会注意到。但是，当你追

求卓越时，并不在乎是否有人观看与欣赏你的作品。

心理学家指出，我们具有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内在动机激发一个人做出某些

事情是因为他希望做出正确的事情。外在动机促使一个人做事情是因为其他人在观

看。我们察验自己的内心和思想来扪心自问，“如果没人注意我，我会在做些什么

事情？”在没有人注意时做正确的事情比在有人注意时做正确的事情更加重要！

再者，不论在逆境还是顺境中都应持守正直的品格。任何提升都不值得你去妥

协，任何降卑也都不应使你抛弃正直。正直可以监督你的思想和行动，察验你的目

标是为了生存还是为了深入开展你的事工。但以理在生存受到威胁时没有做出任何

妥协，他的正直使他坚韧不屈。

人类被赋予选择的权利，你可以选择过不正直的生活。《箴言》14章12节说：

“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你可以选择这条道路，但是最终的结

局将是灵性的死亡。那不是你的创造者希望你选择的道路。

如果丧失正直会发生什么呢？首先，让我们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你的正直会让

你丧失什么吗？你或许没有金钱或名誉，但你有建立品格的可能性。正直就如你品

格中的道德纤维一样。建立正直需要你对细枝末节的密切注意；持守正直品格需要

你呵护它，并定期对它进行修正。这可能需要你回到你错待过的人那里，了解造成

错误的原因。

对个人、家庭、教会及社区造成毁灭性损害的道德败坏总是始于一个人正直上

的细微裂缝。神召会的近期统计数字显示，在2005年，美国每1000名牧师中就有1.5

名牧师因道德败坏而被革职（Assembles of God Statistics）。风险是真实存在的。当我

们开始认为自己与这一风险毫无干系时，我们正处于最危险的时刻。记得大卫王的

故事吧？他的道德败坏导致亲人的死亡和国家的重大损失，其影响殃及整个国家，

跨越世世代代。腐蚀的正直将为破坏的蔓延敞开大门。

圣经教导我们承认自己的错误，承认自己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

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壹1:9）。圣经也

教导我们如何回应在我们周围犯错误的罪人。“主耶和华啊！你若究察罪孽，谁能

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诗130:3-4） “并要以恩慈相

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弗4:32）

开始做正确的事情总是为时不晚。“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

为他所喜悦。”（箴11:1）如果在你生活的某些领域，你没有用真理来衡量所作的每

一件事情，那么，你的正直已经开始腐蚀。向上帝承认过去和现在的错误，将你的

生活摆在上帝面前，他会引领你察明导致你生活破裂的缺口。

约翰・加纳德（John Gardner，1984）写道：“如果一个社会看不起管道工人的

卓越，因为他们的工作是卑微的，却能忍受哲学家的虚假，因为他们的工作是高尚

学习目标：

说 明 恢 复 正 直 需 要 

什么。

6. 我的正直在什么时候会

陷于最危险的境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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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样的社会既不会有优秀的管道工人，也不会有杰出的哲学家。它的管子装不

住水，它的理论也是空的。你是一位管道工人吗？那就成为优秀的管道工人。你是

一位木匠吗？那就成为优秀的木匠。你是一位机修工人吗？那就用你的双手成为优

秀的机修工人。你是在侍奉吗？那就干一番出色的工作。学习、装备、祷告、等候

与信靠。不要滥用职权暗中操作，不要为向上爬而操纵别人。让上帝照顾事情的进

展。你只需出色地工作，即使只有海鸥能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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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下列哪项原则可以帮助你持守正直的品格？

a）准备就绪。

b）保守你的心。

c）眼睛向前看。

d）以上选项都对。

8. “邪僻”指的是

a）故意偏离正路。

b）动机不纯。

c）多变、靠不住。

d）因无知而离开正道。

9. 真正的正直是做正确的事情

a）即使没有人在观看。

b）即使所有人都妥协。

c）即使遭受逆境。

d）在所有上述情况下。

10. 牧师道德败坏的原因

a）他们正直上的裂缝。

b）牧师在撒但掌控之下。

c）牧师必须遵行的不切实际的标准。

d）社会对牧师的评价。

自我测验

圈出最佳答案。

1. “正直”一词有个希伯来语词根，意思是

a）完整、健全、不受损害。

b）成熟的、年长的。

c）完美的、毫无指摘的。

d）神圣的。

2. 《哥林多前书》6章19节说我们的身体是

a）活祭。

b）圣灵的殿。

c）渐渐衰退。

d）每天都更像基督。

3. 正直包括

a）诚实、值得信任。

b）纯洁。

c）在没有人注意时做正确的事情。

d）以上选项都对。

4. 《罗马书》3章23节说

a）罪的工价乃是死。

b）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

c）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d）我们必须被圣灵充满。

5. 《雅各书》3章说我们必须勒住什么？

a）我们的舌头。

b）我们的眼睛。

c）我们的心。

d）我们的思想。

6. 下列旧约中的哪个人物是正直的榜样？

a）扫罗

b）但以理

c）雅各

d）亚伯拉罕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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