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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幸福的人真正幸福的人真正幸福的人真正幸福的人    
The Truly Happy Man 

诗篇 1:1-6 

 

引论引论引论引论 

 

1. 真正的幸福在哪里？ 

   a.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里无趣、消沉还有其他形式的不悦都随处可见 

   b. 是不是有什么基本的原则决定着我们能否成功地找到幸福? 

 

2. 《诗篇》这卷书在开篇的第一首诗就与我们分享了得到幸福的一条关键原则 

   a. 请注意这节诗的第一句话末尾用了一个词““““有福有福有福有福””””    

      1) 在希伯来语里这个词含有“幸福”的意思 

      2) 原文希伯来语里表达的语气是“……“……“……“……是多么的幸福啊是多么的幸福啊是多么的幸福啊是多么的幸福啊！！！！””””    

   b. 因此这首诗描述的是““““真正幸福的人真正幸福的人真正幸福的人真正幸福的人”””” 

 

3. 在本次学习中，我们将—— 

   a. 仔细分析《诗篇》中的这第一首诗 

   b. 寻找要想成为真正幸福的人应注重哪几个必要原则 

 

[这首诗本身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描述的是——] 

 

I. I. I. I. 义人的蒙福义人的蒙福义人的蒙福义人的蒙福 

 

   A. A. A. A. 我们得知义人的特点我们得知义人的特点我们得知义人的特点我们得知义人的特点 (1 (1 (1 (1----2)2)2)2) 

      1. 这首诗首先以否定否定否定否定句的形式来进行描述 – 诗诗诗诗 1:1 1:1 1:1 1:1 

         a. 否定形式的命令句或陈述句有着其特别的意义 

            1) 它体现出罪行的恶果会毁了幸福 

            2) 我们要体会到否定形式的命令所包含的价值 

               a) 它们拦阻我们不让我们偏离真道 

               b) 它们保护我们不受到伤害和苦痛 

               -- 它们就像悬崖边的防护墙，保护我们不受到伤害 

         b. 因此诗中说真正幸福的人： 

            1)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从恶人的计谋不从恶人的计谋不从恶人的计谋”””” 

               a) 他不去听从恶人教他如何生活的计谋 

               b) 他不听从有罪之人的建议 

            2) ““““不站罪人的道路不站罪人的道路不站罪人的道路不站罪人的道路”””” 

               a) 他不在罪人所走的道路上徘徊  

               b) 因为他会受到遇到极大的试探与他们同路 

            3) ““““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不坐亵慢人的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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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他不会附和别人去嘲笑挖苦那些努力行正确之事的人 

               b) 恶人通常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护卫辩解自己的所作所为 

         c. 注意到这节中体现出的希伯来诗的特点 

            1) 希伯来诗强调“意韵”而不是“音韵” 

               a) 在这种表现手法中强调意义的关联而不仅是文字的关联 

               b) 有些“意韵”常常通过“排比”的方式加以表现 

                 (例如 1:21:21:21:2    中的近义词；1:61:61:61:6 中的对照) 

            3)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递进式排比”(从[行]，站，坐) 

         d. 从这一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人陷入罪恶的过程 

            1) 首先，他跟从一群人一起行走 

            2) 然后，和这群人站到了一起 

            3) 最后，他变本加厉，连犯罪都还觉得不够，于是嘲弄他人的人群中

又多了一个人 

      2. 这首诗接着以肯定肯定肯定肯定句的形式来进行描述– 诗诗诗诗 1:2 1:2 1:2 1:2 

         a. ““““他他他他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1) 他喜乐幸福的源头是神的话语! 

            2) 是他真正“喜爱”的 

 – 参见.诗诗诗诗 119:16,24,35,47,70,77,92,174119:16,24,35,47,70,77,92,174119:16,24,35,47,70,77,92,174119:16,24,35,47,70,77,92,174；；；；耶耶耶耶 15:16 15:16 15:16 15:16----17171717 

            3) 他喜欢神的话语而不喜欢恶人的计谋! 

         b. 因此因此因此因此，，，，““““他他他他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 

             1) “思想”一词含有“悲叹、哼吟、发声、说话、默想”的意思                   

a) 这里展现了一幅画面：一个人在反复诵读并自言自语地思考 

               b) 可以换成另一个词：“仔细思量” 

            2) 他“昼夜”都在这样“思想”神的话语 

               a) 这里可不是在指他像和尚打坐那样 

               b) 他专注于去发现获得深刻的心得 

            3) 这里呈现的画面想说明的是—— 

               a) 他一直习惯这样做 

               b) 他花时间去这样做——每天腾出一部分时间 

               c) 他白天晚上都要这样做 

 

   B. B. B. B. 我们得知义人的富足我们得知义人的富足我们得知义人的富足我们得知义人的富足 (3) (3) (3) (3) 

      1. ““““他要他要他要他要像像像像一棵树一棵树一棵树一棵树”””” 

         a. 这种比喻在圣经中常用来形容义人- 例如,诗诗诗诗 92:1292:1292:1292:12----15151515；耶耶耶耶 17:517:517:517:5----8888 

         b. 它对于那些生活在干旱环境（如巴勒斯坦）的人们有着特殊的含义 

      2. ““““栽在溪水旁栽在溪水旁栽在溪水旁栽在溪水旁”””” 

         a. 这幅画面描述一个人将自己的生命扎根于神的话语中 

         b. 从中获得不断的给养 

      3. ““““按时候结果子按时候结果子按时候结果子按时候结果子”””” 

         a. 这里描述的是一种生活，它产出有价值的东西 

         b. 使自己和他人蒙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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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叶子也不枯干叶子也不枯干叶子也不枯干叶子也不枯干”””” 

         a. 一课扎根在河边的树不太可能会受到干旱时节的影响 

         b. 因此恶劣的环境不会影响那些从神那里得着力量的人们！ 

      5. ““““凡他所做的尽都凡他所做的尽都凡他所做的尽都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顺利顺利顺利”””” 

         a. 树的比喻此时被放到了一边 

         b. 这是一条一般性的原则，特殊情况可能只有神知道原因 

         c. 但是虔敬的生活一般都必蒙福得顺利 

            1) 因为虔诚的人必留心听神的话，让神指引他获得生活中的成功 

            2) 并且虔诚的人必听取神的警告，不去做毁坏生活的事 

 

[这就是义人的特点和义人所享的亨通了；他是真正幸福、也使他人幸福的人，因为

他遵循神的道。他同时也成为了一座纪念碑，展现神的信实以及靠神的话语而生活

是多么的有意义。 

 

那么，那些不喜爱神话语的人，那些不从神的话语中接受给养的人又会怎么样呢？

在接下来的两小节中我们看到——] 

 

II. II. II. II. 不义之人的状况不义之人的状况不义之人的状况不义之人的状况 

 

   A. A. A. A. 他们根本就不像义人那样他们根本就不像义人那样他们根本就不像义人那样他们根本就不像义人那样 (4) (4) (4) (4) 

      1. ““““恶人并不是这样恶人并不是这样恶人并不是这样恶人并不是这样”””” 这句话在希伯来原文中的语气更强烈 

         a. 字面意思是，““““恶人不是这样恶人不是这样恶人不是这样恶人不是这样，，，，根本不是根本不是根本不是根本不是!!!!”””” 

         b. 它强调恶人根本就与义人不一样 

      2. 诗人将二者进行了对比 

         a. 他没有将恶人比作枯干的树 

            1) 而是比作““““像像像像糠秕被风吹散糠秕被风吹散糠秕被风吹散糠秕被风吹散”””” 

            2) 暗指糠秕从麦子中被风吹了出来散在空中 

         d. 这样的画面描绘了一个惨淡的事实 

            1) 他们的生活是无益的(最终将永远与神分离) 

            2) 他们的生活没有实质意义，要么被风出不见了，要么被火烧掉     

(参见.太太太太 3:12 3:12 3:12 3:12) 

 

   B. B. B. B. 他们卑劣的状况预示着他们不可能有好下场他们卑劣的状况预示着他们不可能有好下场他们卑劣的状况预示着他们不可能有好下场他们卑劣的状况预示着他们不可能有好下场 (5) (5) (5) (5) 

      1. ““““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 

         a. 我知道这也许是希伯来的一句习语 

            1) 意思是说恶人“必不能保全自己” 

            2) 即，他们必因犯罪蒙羞而不得不坐下或倒下 

         b. 这里表明最后的审判已在酝酿中 

      2. ““““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 

         a. 即,只要是义人聚集的地方，就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 

            1) 例如, 义人聚集敬拜神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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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例如, 义人作为神的朋友聚集在一起的地方 

            3) 例如，义人受神邀请所去的地方 

         b. 但尤其是在末日，那时义人—— 

            1) 要聚集在一起领受他们的奖赏 

            2) 要在天上聚集在一起 

            那里没有恶人的份! 

 

[这首关于““““真正幸福的人真正幸福的人真正幸福的人真正幸福的人””””的诗最后是这样结尾的——] 

 

 

III.III.III.III.    两条两条两条两条““““道路道路道路道路””””最后的对比最后的对比最后的对比最后的对比 

 

   A. A. A. A. 义人的道路义人的道路义人的道路义人的道路 (6a) (6a) (6a) (6a) 

      1. 主““““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义人的道路 

      2. “知道”一词表示感兴趣、关心、认识这个人 

      -- 我们可以说：“神在这人的一生中从头到尾都在陪伴着他/她。” 

 

   B. B. B. B. 恶人的道恶人的道恶人的道恶人的道路路路路 (6b) (6b) (6b) (6b) 

      1. 恶人的道路““““必灭亡必灭亡必灭亡必灭亡”””” 

      2. 即,通向毁灭 

      -- 他的道路越来越不清晰，直到最后根本就没有路了 

        (就像一条通向沼泽的路) 

 

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1. 诗中最后对恶人处境的描述不也正反映了那些经历着生活的无聊、消沉或者其他

不幸的人所面对的情景吗？ 

   a. 他们生活得无精打采 

   b. 不知道有什么目的、方向，逐渐放任自流 

 

2. 为什么会成这样？因为他们—— 

   a. 听从恶人的计谋! 

   b. 不思想神的道! 

 

3. 如果我们渴望成为““““真正真正真正真正幸福的人幸福的人幸福的人幸福的人”””” 

   a. 要像一棵枝繁叶茂的树那样站直了，在各个时期都要结果子 

   b. 有主常在我们身旁 

   -- 然后关键一点，是要喜爱和思索神的话语，不听从恶人的计谋! 

 

我们应该听从谁的话? 是从神的话语中得着忠告呢，还是去听这世上的恶人提出的

计谋呢？如果你在找寻真正的幸福，那么就让主为你参谋吧，他的话语必给你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