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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今天我要与大家一同思想一篇基督徒

很熟悉的诗篇，就是诗篇 127篇。我们

常常在家庭感恩礼拜时读这篇诗篇。

诗篇一开始就宣告说：「若非耶和华

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一般上我们以此提醒信徒，一切美善

的恩赐都是上帝所赐，要为所拥有的

一切感恩。承认上帝的赐予，上帝的

主权。 
 

智慧文学的基础 

希伯来圣经将一些经典归类为智慧文

学，它们包括：箴言、传道书、约伯

记及一部分的诗篇。从智慧文学的教

训中，我们可归纳出三个重点：智慧、

敬畏神和敬畏神的人生，这三方面是

互为表里的。 
 

人如何才能获得智慧？简单的分析可

归为两点：第一、智慧是从认识神而

获得的。「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

端。」神是创造万有者，是一切智慧

的源头。人认识神就能得着神的智慧

并以敬畏的心来回应他。第二、敬畏

神的人获得智慧不单从神而来，也从

生活的体验和积累的知识获得。这两

方面互相启引，塑造一个整全的生命，

没有属灵与属世的分别。 
 

在以色列的列祖当中，约瑟是一个智

慧人的典型，他不受主人妻子的诱惑，

也不计较兄长们对他所作的恶，他处

事精明能干，在各方面都显出高超的

智慧。 
 

就整个以色列民族来说，他们在万民

中也是有智慧的，因为神将他的律法

赐给这个民族，使他们可以遵守。申

命记四 5～6：「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

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

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

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

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可见智慧、

聪明与遵守神的律法有不可分割的关

系。 
 

智慧并不单单是一些知识或聪明，也

是关乎整个人的品质，特别是和「做

人的道理」与「生活的艺术」有关。

智慧的基础在于人与神能建立美好的



 

 

关系，透过认识神为创造万物的主宰，

从而明白人生在世的价值，及人与人

之间应有的关系，这便是智慧人的表

现。 
 

所罗门的智慧诗 

诗篇 127篇传统上被称为智慧诗，它属

于智慧文学的一部分。这首诗标明是

所罗门上行诗，当然有可能是所罗门

所写的。所罗门可以称为智慧的代表

人物，他以智慧著称，当时埃及女王

也久仰他的智慧特别老远前来向他进

贡。我们都熟悉流传的智慧故事，所

罗门明智地从两个女人争夺同一个孩

子的案件中，清楚分辨出那个母亲才

是孩子的亲妈妈，这故事最令人津津

乐道。所罗门不愧是一个智慧的王。

这首诗若出自所罗门，或是他的时代，

那么这首诗歌到底要表达那一方面的

智慧呢？ 诗歌的第一句话，令我们联

想到大兴土木，建造伟大工程。 
 

论到所罗门在以色列历史的贡献。在

他任期间最令人瞩目的成就就是建立

堂皇的圣殿。建造圣殿是他完成父亲

大卫对上帝的心意。上帝不允许大卫

为他建造圣殿，而是让他的儿子所罗

门来成就。 
 

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圣殿成为上帝与

大卫立约的记号，上帝与立约百姓同

在的印记，因此堂皇的圣殿构成百姓

安全的保障。我们不能假设圣殿的属

灵功能永存不朽。当时圣殿不只是宗

教的中心，同时也是以色列国强盛的

符号；是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

心。在不断向列国展示自己的成就时，

君王随着不断开拓自己的国际影响力

的时候，圣殿的目标逐渐的转移。对

于妥拉的立约关系，祭祀的礼仪都沦

为一种虚有其表的行动。 
 

以色列人在追逐繁荣昌盛的时候，被

拣选的身份在不自觉中被转移。忘记

了申命记传统的叮咛。当你们富裕之

后会忘记耶和华，以为你们所得的资

财都是你们靠自己的努力所获得的。

圣殿的香火没有中断，祭司的崇拜与

献祭也未曾停止。圣殿已经成为向万

国展现伟大的国度的标记。百姓被掳

的经历还未到来，只是人心已经被掳，

被权势、财富、欲望所掳掠了。 
 

诗篇 127篇是一篇智慧诗。敬拜与我们

地上的生活息息相关，或者说我们敬

拜神是与日常生活的体验相关联的，

包括吃饭，睡觉，工作，休息，寻求

保障与安全，生儿育女，家庭生活。

诗篇 127篇问：“我们在这些日常生活

中，有没有经历神的同在？有没有神

的参与？有没有神的祝福？”我们能

不能在建造和看守的同时，将与神立

约的律法活现出来，以遵行律法维持

我们与神的关系，及处事待人的基础，

从而享受安息，就是诗中所说的：

「上帝叫他安然睡觉？」信仰是代代

传承，在承认神的赐福与主权之下生

活，培养属神精悍的下一代成为此诗

的重点。 
 
 
 
 



 

 

上行者的朝圣诗 

诗篇当中共有 15篇（120篇至 134篇）

的上行诗。什么是上行诗呢？以色列

人到耶路撒冷守节敬拜，称为上耶路

撒冷，到埃及则是称下埃及。这里不

只是从低处往高处的行动，其实也是

心灵向往耶和华圣殿的意思：“心中

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必然有福。” 
 

上行诗其实也表达敬拜的礼仪。据说，

往圣殿的台阶一共是 15 个，这也说明

为什么诗篇当中挑选 15 首为上行诗。

以色列人在守节往耶路撒冷朝圣的路

上，朝圣者边走边唱诗篇，所唱的诗

篇就是这些上行诗。唱诗篇当然是向

神的赞美，但是在朝圣的行列中，也

起了彼此对唱的作用，彼此对唱激起

大家的记忆，唤起大家的信心。这样

的唱诗赞美带有反思信仰，回顾神人

关系的作用。礼仪不只是履行表面条

文，时空当中的重复举动。它包括回

顾，反思，悔改，转回的意义。今天

后现代主义强调自我中心的敬拜，强

调迎合自身感受的敬拜。若我们不认

识真正的敬拜具有回顾，反思，悔改，

转回的意义，就不会调整自己为符合

律法的要求，也就没有悔改的必要了。 
 

诗篇 127篇带着妥拉为基础的信仰，敬

拜者的赞美一方面做出悔改性的自我

调整；另一方面，在潜移默化之下，

达到信仰内化的功效。人从被掳的生

活情况中，回归信仰的正轨，建立与

神和谐的关系。就是归回安息。 
 
 

被掳归回者的希望 

在 15 篇上行诗篇中，不难发现上行诗

是被掳归回背景写的诗篇。例如诗篇

126 篇第一节：「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

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

人。」但是诗篇 127篇却没有迹象显示

它是在被掳归回的背景写下的诗篇。

我们可以这样的推测，将诗篇 127篇归

入上行诗的行列，是为要激励被掳归

回者为目的。被掳归回的子民面对满

目疮痍，七穿八烂的废墟，回首过去，

理应思绪纷飞，感慨万千。诗篇 127篇

放置在被掳上行诗的行列，127 篇的内

容找不到半点回归者的忧郁情绪。相

反的却是充满新的希望，拥抱今天，

寄望未来。重建家园，寄托下一代，

是被掳归回者的希望。 
 

3 至 5 节：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

胎是他所给的赏赐 。 

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 。 

箭袋充满的人便为有福；他们在城门

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於羞

愧 。」 
 

儿女是我们的产业，也是神所赏赐的

产业。“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 ；

“箭袋充满的”；“在敌人面前。”

这几句话将我们置身于备战的氛围中。

面对强势的仇敌，敌人衡量你的武力，

计算你的兵器，评估你的战斗力。若

你缺乏战斗的条件，就会轻视你，藐

视你。城门口是谈判的地方，也是角

力的所在。试想象一名老父亲在城门



 

 

口与敌人谈判，被敌人藐视，瞧不起，

对方肯定要吃定他了。这老爸转头向

后面抛一个眼神，一群待命的儿子一

收到信息，一个个身高最少 1.9米，不

是一两个而是十几个儿子朝着敌人的

方向走来。敌人见到这个境况，个个

吓得都快尿裤子了。我尝试形容“在

城门口和敌人谈话” 那一幕。精悍的

下一代让父母“不至於羞愧。”当然

你也可以想象是形容国家下一代的精

英份子。新加坡这个小国，缺乏天然

的资源，人材是唯一的资源。国家兴

亡人人有责，保家卫国的意义不只是

建立精悍的军事力量，还包括发展经

济，提升教育，建设文化。小国也可

以是强国，关键在于人民强不强，特

别是未来的一代强不强。这才是最重

要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说过：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

年强则国强。” 
 

连接这篇诗篇是诗篇 128篇，它更是描

绘一个完整的理想家园。论到下一代，

诗人寄望：「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

好像橄榄栽子。」这句话与 127篇「孩

子是勇士手中的箭」有异曲同工之妙。

往往我们会将 127篇与 128篇一起研读。

在智慧文学的氛围下的理想家庭，孩

子占了重要的地位。讲到这里，你似

乎已经找到犹太人的家庭教育会受世

界瞩目的原因了。 
 

今天一提到犹太人，我们几乎马上会

想到“聪明”这两个字。是的，犹太

人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全世界最聪明的

民族。 

虽然犹太人并不多，人口仅有 1600 万

人， 占比全球人口不到 0.25%，却获

得了全球 22%的诺贝尔奖。 

美国名牌大学教授中，犹太人占 1/3； 

美国文学、戏剧、音乐界的一流作家，

犹太人占 60%； 

福布斯（Forbes）最新富豪榜前 50 人

中就有 10 位犹太人。 

爱因斯坦，弗洛伊德，马克思，冯诺

依曼、门德尔松、卡夫卡、索罗斯等，

在科学、艺术、政治、文化、金融等

各个领域璀璨的天才，都出自这人数

不多的民族。 
 

犹太人除了“盛产”天才之外，在学

习和升学方面，犹太人的成就更让人

感到惊叹了。 
 

目前，美国有 530万犹太人，占全美人

口的 1.78%，也就是说，100 个人中就

差不多有 2 个是犹太人。 
 

我们假设所有美国人都上过小学，如

果一所学校里有 100个小学生，那么其

中就有 2个是犹太孩子。在这种情况下，

想从中找出这个学校的犹太孩子，还

真有点难度。但是到了大学时期，这

个比例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

别是在最顶尖的大学，像哈佛、斯坦

福、耶鲁、普林斯顿等名牌大学中，

几乎每 3-5个学生中，就有一个是犹太

人。 
 

针对希伯来人系统与希腊人的系统的

不同，一名学者这样表示：希伯来系

统是以上帝为起点，认为“敬畏上帝

是智慧的开端”，是“认识上帝”；



 

 

而希腊人的目标和宗旨是人，是“认

识你自己”，它产生了西方文明主流

的理性主义。正是这样的分野，使犹

太教育具有一种灵性的气质。如同犹

太教历史上一直是基督教（希腊化的

基督教）的异端，是现实世界的异见

分子、反对派；犹太教育也具有这种

与众不同的特征，“因为上帝就是与

众不同的。” 
 

总结 

诗篇 127篇是一篇所罗门的上行诗，表

达真正的智慧人是以妥拉为基础敬畏

神的人。他在各样的环境中努力的建

造和看守。追求在每一天过敬畏神的

生活，包括吃饭，睡觉，工作，休息，

寻求保障与安全，生儿育女，家庭生

活。最终得到真正的安息。智慧人更

是关心孩子成为智慧之子，积极培育

未来的人才，使他们将来可以贡献国

家，贡献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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