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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枕无忧 
在日光之下劫后余生（第四部分） 

传道书 5:8-12 

 

这个周末，我和妻子看电视的时候，有个卖枕头的广告一直在重复播放。这种枕头名叫“我

的枕头”。卖家保证购买者能睡个好觉。我估计大家收看那个广告至少 47 遍，反正单单这个广

告就让我睁不开眼了。那个枕头很受欢迎；事实上，广告中的那个人，也就是老板，已经卖出了

4100万个枕头，因为人们想要同样的东西，那就是任何可以帮助他们获得良好睡眠的东西。 

也许你现在已经长大了，知道自己需要的睡眠应该比实际的时间多一个小时。哦，就多一个

小时。而很多时候，问题在于根本睡不着。你尝试了一切催眠法，比如阅读报纸背面的所有广

告、数羊、翻阅《好管家》（Housekeeping Magazine）杂志。这份杂志本来应该能让你马上入

睡，但却没有起到实际的作用。 

对于年轻的父母而言，首先要处理的事情就是训练孩子在摇篮里自己睡觉，至少，理论上是

这样的。 

在去年圣诞节，我的小女儿带着一岁的儿子塔克回娘家。她的丈夫要工作，所以她自己带着

孩子勇敢地飞了回来，到达时已经筋疲力尽。小外孙塔克也很疲惫，但并不想在陌生的新环境自

己睡觉，再说他也不习惯我们家的婴儿床。折腾了一阵之后，他多少有点平静了，还没等我和玛

莎松口气，小家伙又开始哭闹。他不希望妈妈离开房间。最后，大约是晚上十点，其他的孙子孙

女都睡着了，我们最喜欢这种状态。这时，我上楼去，自告奋勇来照顾小塔克睡觉。 

他妈妈把他放回婴儿床，然后溜出来，和我交换了位置。屋里的灯关了，一片漆黑。他看不

到我，但我能看到他，因为他的安抚奶嘴是夜光的，就像一个灯塔。不同之处是，它在四处活

动，上下移动，因为小宝宝在到处看；尽管我离他不到一米远，但他看不到我。 

当他站起来开始嚎啕大哭时，我就走上前去，让他躺下，把奶嘴放回他的嘴里，然后一声不

吭地往后退几步。起初，他有些困惑：有个看不见的人让他躺下。他在那里躺了一分钟，然后站

起来，再次嚎啕大哭。我走上前去，让他重新躺下。几分钟后，他又站了起来，但我走上前去，

仍然让他重新躺下。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个小时，直到最后，我睡着了。不，他终于睡着了。 

我最近读到一份调查报告：在全世界，美国人是最不容易入睡的。世界上睡眠严重不足的前

三个国家分别是美国、法国和台湾。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并不感到奇怪。这项研究显示：在睡

眠不足的人当中，将近 70%无法入睡，因为他们面对五花八门的财务问题，感到焦虑、烦恼或担

心。1其中包括工作的稳定性、退休储蓄、投资账户、债务、收入水平、即将到期的账单、华尔

街投资的潜在亏损、公司变化导致的失业危机、迫在眉睫的大学账单、需要维修的房屋，等等。 

 
1 Meredith Melnick, "Why Americans Are Among the Most Sleepless People in the World," Time (11-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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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对信徒而言，那种感受也不陌生。我们开始晕头转向，思绪万千，就像进入陌生环境的

幼儿。我们很容易忘记：尽管我们看不到天父，可是祂就在房间里，与我们相距不到一米。 

所罗门提供了一些最实用的日常建议，指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会夺走我们的平安以及对

神的信靠，甚至夺走我们甜蜜的睡眠。 

 

贫穷人受欺压 

这种情况总是跟金钱有关……但却不仅仅是金钱。 

现在请大家打开所罗门的私人日记传道书，翻到第五章第八节。在这里，所罗门指出了第一

个令人不安的问题： 

你若在一省之中见穷人受欺压，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不要因此诧异。 

所罗门指的是穷人中最穷的那些，也就是在某些事情上受到压迫的日薪制工人。2在这节经文

中，希伯来语单词“受欺压”实际上指的是抢劫或掠夺。这个人的土地或货物被抢走，或者在法

庭上没有得到公正的判决。因为他是穷人，没钱聘请辩护律师；不可能请假为自己辩护；他等不

起，但也无法加快庭审的进程。3他处于社会底层，无路可退。然而，所罗门建议他不要对此感

到惊奇： 

不要因此诧异。 

这个动词的意思是惊愕、恐惧和迷惑不解。4局面显然不是你能够左右的，看上去很不公平，

会让你整夜睡不着觉。尽管这种情况是不对的，但你却无能为力。 

所罗门实际上定义了当时典型的官僚体制。他对此很清楚，因为他正是以色列国的独裁者。

这就是世界上的政府、政治系统、甚至企业集团典型的运作模式。如果你处在底层，那么，除非

你有影响力或金钱来制造一些动静，不然没有人会察觉到你的存在。 

我们再看第 8节： 

不要因此诧异；因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鉴察，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 

所罗门描述了官僚体系的食物链。高官被更高的官员监视着，官职越大，权限越大。你的上

司也有一个上司，而后者又有自己的上司。所罗门说他们都在互相监视。“鉴察”这个词背后的

意思很难翻译，不清楚他们是在互相监视以保护对方不被抓到，还是在互相监视以确保没有谁拿

到的好处比他应得的更多。无论如何，贫穷人都是垫底的。5 

在第 9节中，所罗门继续冷嘲热讽说： 

况且地的益处归众人，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 

换句话说，如果你在愤世嫉俗的负面语境中理解这句话，所罗门是说：每个人都从土地的出

产中得到好处，见者有份。这节经文的另一种翻译是：甚至国王也为自己的利益而榨取土地。国

王一心想着土地的收成，因为其中也有皇家的份额。换句话说，即使国王也不会着手解决问题，

反而成为问题的另一个组成部分。
6
 

 
2 John Jarick, translator; Gregory Thaumaturgos Paraphrase of Ecclesiastes; 231 A.D. (Scholars Press, 1990), p. 125 
3 Adapted from William D. Barrick, Ecclesiastes: The Philippians of the Old Testament (Christian Focus, 2015), p. 95 
4 R. Laird Harris, Gleason Archer, Bruce Waltke, Theological Wordbook of the Old Testament: Vol. II (Moody Press, 1980), 

p. 972 
5 Tremper Longman III & David E. Garland, General Editors: The 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 Vol. 6 (Zondervan, 2008), 

p. 307 
6 Adapted from Philip Graham Ryken, Ecclesiastes: Why Everything Matters (Crossway, 2010), p.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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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们环游世界或看国际新闻的时候，大多数政府的嘴脸都是以某种方式出现在所罗门的

日记中。我们也听到很多不同的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些政府

系统对待财富、权力以及个人权利的方法是大不相同的。 

几年前，我收藏了一篇文章，现在拿出来读一读是再好不过的了。顺便说一下，自从所罗门

写下传道书以来的几千年里，世界上的人们经历了各种政治体制。如果他们有机会阅读所罗门的

建议，一定会受到鼓励，因为所罗门说：不要惊讶，不要绝望。 

我打算用两分钟的时间来概述一下世界上的政权。 

• 独裁政权和共产主义。你有两头奶牛，必须把它们都交给政府，然后从政府那里得到一

点牛奶。 

• 法西斯主义。你拥有两头奶牛，负责照顾它们，但必须把所有的牛奶交给政府，再从政

府那里买牛奶。 

• 纳粹主义。你拥有两头奶牛，政府会开枪把你干掉，然后牵走你的奶牛。 

• 社会主义（我们最近听到了很多人讨论这个话题）。你拥有两头奶牛，但必须把其中一

头交给政府，而政府转手把它免费送给别人。 

• 资本主义。你拥有两头奶牛；政府不干涉，所以你卖掉其中一头，买回来一头公牛。 

那么，当你发现自己国家的政府不给那些试图谋生的穷人提供任何帮助和希望时，会出现什

么情况呢？你所面对的可能是纳粹主义的恐怖、共产主义的腐败，或社会主义的不公平，甚至是

资本主义内部的一些偏见。过去三千年来，神的子民生活在各种文化和政治制度下，也一直在阅

读所罗门的日记。不过事实上，神的话语只要经过正确的解释，就适用于任何政权。 

所罗门的建议可以浓缩为一个原则。 

 

信靠至高者的权柄 

在这段经文中，穷人处于不利的位置，不是高官显贵，几乎不可能享受好的睡眠。他有足够

的理由担心忧虑，三更半夜还在咬指甲。在第五章后面的部分，所罗门会进行深入的讨论，但在

这里，他只是进行了暗示。在第 8节，他写道： 

不要因此诧异；因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鉴察，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 

他在提醒我们：有一位比所有人都高的。要知道，没有人比神更高，祂也在察看。你属于

祂，因为你相信祂的儿子耶稣基督，从而成为神的家庭成员。最柔软的枕头就是相信神的主权，

这种枕头可不是花钱能够买到的。神掌管着一切。罗马书 13:1告诉我们：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换句话说，任何超级大国、任何老板、任何拥有权力的国家之所以拥有权力，就是因为神赋

予了他们权力，来实现祂自己的最终旨意。 

所罗门在箴言 8:15-16中写道： 

帝王藉我坐国位；君王藉我定公平。王子和首领，世上一切的审判官，都是藉我掌权。 

正如一位作家所说：“头条新闻的背后有神的作为。”神最终将按自己的方式行事。7神正在

有条不紊地引导历史走向永恒的港湾。所以我们不要沮丧，不要惊慌，而是要仰望、信靠高于一

切的权柄，就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 

 
7 David Jeremiah, Searching for Heaven on Earth (Integrity Publishers, 2004), p.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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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太多时候我们睡觉之前，脑子里装满的都是晚间的新闻。8甚至在你刚刚躺下的那

一刻也要祷告，操练自己对全能真神的信靠。你所在的环境可能是黑暗的、混乱的，但在卧室

里，神也与你同在，祂就在离你不到一米的地方。 

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有一位信徒建议基督徒在睡前大声说出下面这段话： 

“撒旦，赶紧离开这间屋子，从这里出去。这不是你的地方；也没有什么事情给你做。这个

地方是留给使徒们的，是属于传道人的。……这是福音所到达的地方；这是我睡觉的地方，现在

我要结束这一天的生活，奉圣父、圣子和圣灵之名。阿门。” 

所罗门在传道书第五章强调了第二个原则： 

 

追求最宝贵的财富 

他开始描述一个人。这个人以知足和感恩的心接受神所赐予的一切。所罗门用整章的篇幅来

阐述这些原则。怀着感恩的心知足常乐是一种财富，远远超过更高的薪水。所罗门在第 10节开

始非常坦率地谈论钱财这个话题： 

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 

注意所罗门没有说：“有钱的人”或“腰缠万贯的人”不会因钱多而满足，而是谈到“贪爱
钱财的人”。关键字是“贪爱”。这个希伯来语动词的意思是“渴望”，字面意思是“追求”。
9 

在提摩太前书 6:10，保罗也提到了这个观点：贪财是万恶之根。他的意思是：迈向各种邪恶

的第一步不是钱财，而是贪财、渴望得到财富。 

这个希伯来语动词在整个旧约中经常出现： 

• 路得记 4:15，路得爱慕拿俄米； 

• 撒母耳记上 1:5，以利加拿爱他的妻子哈拿； 

• 创世记 22:2，亚伯拉罕爱他的儿子以撒； 

• 创世记 25:8，利百加爱她的儿子雅各； 

• 诗篇 119，作者大卫爱神的话语、神话语的见证和诫命； 

• 申命记 6:5，神的子民要爱神； 

• 耶利米书 14:10，耶利米用这个动词来指责人们热爱漂泊不定的生活。 

很明显，这个词是用于描述一个人竭尽全力地去追求。而在这里，所罗门写道：一个人可能

会如痴如醉地追求金钱。在第 10节中，他用“银子”这个词来指代金钱。人们在努力追求尽可

能多的银子。 

也许，你在工作中就会遇到这样的人。他们的欲望、谈话的内容、他们的渴望都和钱有关，

比如他们最新的消费、上个月得到的佣金、最近一次加薪、他们已经拥有的东西，或者他们一门

心思想要的东西。总之三句话不离本行：他们的呼吸和谈话都离不了物质的东西。 

 

所罗门在这里开始谈论的话题会一直持续到下一章：为什么这种渴望会让人睡不好觉？在这

段经文中，他给出了实际而又朴素的理由。 

第一，你永远不会拥有足够的财富。 

 
8 Richard Foster, Leadership, Vol. 3, no. 1. 
9 Samuel Tregelles, translator, Gesenius’ Hebrew and Chaldee Lexicon of the Old Testament (Mott Media, orig. 1847; 

reprinted 1982), p.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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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看第 10 节前半部分： 

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知足； 

顺便说一下，所罗门应该知道这回事，因为他绝对是富甲一方，以色列每年都会进口 25吨

黄金。按今天的货币来估计，所罗门的财富大约是 2.3 万亿美元。从这个角度来说，所罗门比杰

夫·贝佐斯（Jeff Bezos）、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的财富

总和还要多 10倍。地球上没有任何富翁能够望其项背。没有谁能比所罗门更明白钱财的虚空

了。 

第二，你永远不会赚足够多的钱。 

我们继续看第 10节后半部分： 

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 
这里的“丰富”指的是财产，“利益”指的是年收入或资产。10你账户里的钱永远不会增加

到一个地步，让你可以躺在床上松一口气，说：“我的银行存款终于够多了；我的工资够高了；

我的养老金账户够花了。”你要知道：永远不会有这么一天。 

第三，你永远不会有足够的安全感。 

在第 11节，所罗门继续写道： 

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 

换句话说，看到这一切财富从你的手指头缝里溜走有什么好处呢？到底怎么回事呢？所罗门

要表达的实际意思是：你赚得越多，想把你的财富据为己有的人就越多。这节经文还可以翻译

成：“你得到的财富越多，你要面对的掠夺者就越多！” 

• 那个突然出现在你面前寻求接济的亲戚是谁？ 

• 这些想请你吃饭的朋友是从哪里来的？ 

• 政府会不会向你征收更多的税收？ 

• 你的投资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吗？ 

• 你应该把你的钱转移到海外吗？ 

• 你的员工会不会骗你的钱？ 

• 那个推销理财产品的人到底靠不靠谱？ 

• 这些人都是从哪里来的？ 

你多半听说过那句老话：“你要等到购买了海滨别墅之后，才会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朋

友。”也许你已经对这句话有了切身的体会。 

有一件事情足以让你夜不能寐，那就是你想知道别人和你做朋友，究竟是因为你这个人还是

因为想要得到你的钱？如果你活着是为了某样东西，就会痴迷于拥有它们，而你将永远不会有足

够的安全感。 

你根本不需要猜想所罗门临终前的那种愤世嫉俗和挫折感，因为他的私人日记里已经写得很

清楚了。 

第四，你将永远无法安然入睡。 

所罗门在第 12 节中写道： 

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 

所罗门兜了一个圈子，又回来了。在第 8节中有一个人，所罗门为他感到遗憾。白天，这个

人在法庭上或工作中得不到公平对待；现在灯火阑珊，夜空繁星点点，他总算有优势了，因为他

 
10 Michael A. Eaton, Ecclesiastes (IVP Academic, 1983), p.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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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把脑袋贴到枕头上，就睡着了。现在我们看清楚到底谁有优势了。钱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都足

以让人彻夜难眠。11 

第五章进一步告诉我们：这个安然入睡的穷人满足于神所赐给他的一切。你想睡个好觉吗？

也许要从这些最实用的原则开始操练： 

• 相信神至高的权柄；换句话说，把你的头依靠在神主权的柔软枕头上。这是多少钱都买

不到的最柔软的枕头。 

• 相信全权的主。祂有自己的旨意，不会撇下你。你可能无法在黑夜中看到祂，但祂能看

到你，和你近在咫尺。 

• 相信神掌管一切。 

• 追求最好的财富，满足于神给你安排的位置，为祂所赐予你的东西向祂感恩。 

 

一个世纪前，有位巴德·罗宾逊叔叔（Uncle Bud Robinson）讲了很多年的道。由于没有受

过教育，他一直在边疆、小镇和乡村向人们布道。他的态度非常诚恳，在事奉中取得了惊人的成

果。年老的时候，朋友决定带他去纽约见见世面。考虑到他从来没有去过大城市，他们想带他去

看那里令人惊叹的风景，去最大的商店购物，并向他介绍所有最新式的发明。在看过整个城市的

风光之后，即将离开的前一天晚上，有人听到他在床边祷告：“主啊，感谢你让我看到纽约市的

所有景点。然而我最感恩的是：我没有看到任何真正想要的东西。”12 

然后，他爬上床，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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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dapted from Ryken, p. 133  
12 Jeremiah, p. 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