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权：© Kitty Anna Griffiths
出版：A Visit with Mrs. G Ministries Inc.
英文初版：1978
英文修订版：2017
中文电子书初版：2019
ISBN: 978-1-988637-06-8
邮箱：info@abstory.org
网址：www.abstory.org
如无特别说明，所有圣经经文均取自中文圣经和合本
版权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反编译、翻印、仿制或节录本书文字
或图画。



带着我的爱
献给我的孙子大卫



故事
 
01. 雅各的梦
02. 雅各到了拉班家
03. 雅各娶利亚和拉结
04. 雅各变富有了
05. 雅各平安地回家去了
06. 雅各准备见以扫
07. 雅各与上帝摔跤
08. 雅各和以扫见面
09. 底拿和示剑王子
10. 雅各回到伯特利
11. 雅各的心碎了
12. 终于到家了



1
雅各的梦

以扫从他父亲的帐棚里出来，愤怒地说：“雅各骗走了我的一
切，我恨他！我要报复！我父亲很快就要死了，等我父亲死了，我就
杀了雅各，我要杀了他！”

有人把以扫的话告诉了雅各的母亲利百加。利百加就计划让雅各
逃到哈兰，她哥哥拉班的家。

利百加对丈夫以撒说：“以撒，让雅各去你娶我的地方，找一个
妻子。”

以撒就把雅各叫来，对他说：“你要往美索不达米亚去，娶你舅
舅拉班的一个女儿为妻。” 

雅各就辞别父亲和母亲，去美索不达米亚的哈兰。

临行以前，以撒给雅各祝福，说：“愿全能的耶和华上帝赐福给
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把应许给你祖父亚伯拉罕的福，赐给
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耶和华上帝赐给你
祖父亚伯拉罕的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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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雅各告别让利百加心碎，但是她努力地让自己显得坚强。利百
加悄悄地对雅各说：“等你哥哥的怒气消了，我就打发人去叫你回
来。”

雅各启程了，他手里拿着一根杖，身上背着包袱，里面装着面
包、肉干、水果和坚果，还有一皮袋水。他要走大概八百公里的路。

雅各到了别是巴以北大约一百公里的路斯这个地方的时候，太阳
落山了。虽然那里是荒郊野外，没有人家，雅各仍然决定在那里过
夜。他准备睡在野地里，星空下。他拿出装水的皮袋，喝了口水，又
吃了点面包和肉干，拾起那里的一块石头，就枕在头下，躺下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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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远处不时传来猫头鹰、鬣狗、狐狼的叫声，但是雅各太累
了，他很快就睡着了。

雅各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一个梯子，梯子从地上直通到天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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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在梯子上去下来。雅各顺着梯子向上看，看见上帝站在梯子的顶
上。

上帝对雅各说：“我是耶和华，你祖父亚伯拉罕和你父亲以撒的
神，我要把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代。你的后代必像地上
的尘沙那样多，他们将分散到东西南北，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
代得福。我必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
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

雅各醒了，就说：“耶和华上帝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这地方
何等可畏！这是上帝的殿，也是天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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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清早起来，把睡觉枕着的石头立起来，把油浇在上面，献给
上帝。他就叫那个地方是上帝的殿，希伯来语就是伯特利。

雅各向上帝许愿说：“耶和华上帝，如果祢与我同在，在我所行
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
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上帝为我的神。我所立的这块石头也必做上帝
的殿，凡祢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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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吃了些食物就又出发了。他一边走一边想着上帝对他的应
许，“我必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

雅各看见了连接天地的梯子，和会在他独自一人去异乡的路上照
顾他的天使。雅各也第一次听到上帝亲自对他说话，他听到了上帝的
声音。

雅各向上帝祈求他的需要，食物和衣服，还有保护，并且向上帝
承诺说，当他平安地回到父亲的家，他就必以耶和华为他的神，把耶
和华赐给他的十分之一献给上帝。

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创世记：28章1-5节，10-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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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雅各离开家要去投靠谁？

2 雅各在去哈兰的路上，停下来在哪里睡觉？

3 雅各在梦中看到了什么？这如何帮助雅各感觉好一点？

4 雅各称他做梦的地方叫什么？

5 雅各的梦帮助他相信上帝的应许，所以他继续向前走。上帝应
许你了什么？你如何表明你相信这些应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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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雅各到了拉班家

从别是巴到哈兰距离有八百公里，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现在，
雅各终于来到哈兰城外的一片草场。他看见一口水井，井口盖了一块
大石头，有三群羊群围在井旁，牧羊人都坐在井边休息。雅各就走过
去跟他们打听他舅舅拉班的消息，“兄弟们，你们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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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羊人回答说：“我们是哈兰来的。”

雅各赶忙问：“你们认识拿鹤的孙子拉班吗？”

“认识，你看，那边赶着羊群朝这边走的就是拉班的女儿拉结，
她放的是她父亲拉班的羊。”

雅各看到远处的拉结。拉结正赶着羊群，那群羊走得很慢。

雅各就对井边的牧羊人说：“兄弟们，我也放过羊。你们看，现
在日头还很高，不是羊群休息的时候。你们还是把井口的石头搬开，
马上给羊喝水，然后再让羊去吃草吧，羊需要整天吃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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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羊人回答他：“在所有牧羊人到达之前，我们不能移开井上的
石头，先给自己的羊喝水。我们要等羊群聚齐了，一起搬走石头，才
能给羊饮水。这是我们的规矩。”

他们正在说话的时候，拉结赶着她父亲的羊来到了井边。雅各看
到拉结兴奋极了，马上跑到井边，一个人就把井口上的大石头移开，
然后把水倒进水槽里，让他的舅舅拉班的羊群喝水。拉结惊讶地看着
这位强壮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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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拉结牧放的羊都喝足了水，雅各就跑到拉结的面前和她亲嘴，
然后痛哭起来。

雅各和拉结亲嘴，是因为他们是表兄妹。那个时候，亲戚之间就
是用亲嘴来打招呼的。这个习惯，在世界上很多的地方，今天仍然保
留着。而雅各哭了，是因为他很高兴他找到了他母亲的家人。

雅各满脸泪水地对拉结说：“我是你的表哥雅各，是你利百加阿
姨的儿子！”

“哦！是吗？”拉结说，“让我去告诉我父亲。” 

拉结就跑回家，告诉她的父亲拉班。拉班就连忙跑到井边，跟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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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拥抱、亲嘴，带他回家。

雅各告诉拉班他突然来到，是因为他哥哥生他的气。他的母亲利
百加要他来拉班舅舅这里避一避。不过，另外一个要他来这里娶妻的
原因，雅各就没有说出来。

拉班听了雅各到来的原因，就对雅各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至
亲呐，我们欢迎你住下！”

雅各就和拉班一家人一起吃晚饭。雅各的表兄妹非常敬佩他，因
为他是一个强壮的人，他可以一个人就把井上的石头挪开了；他也是
一个勇敢的人，可以独自一个人走了几百公里的路，从别是巴来到哈
兰。拉班的家人都认为雅各不是普通人。 

晚饭以后，雅各就去睡觉了。现在，他不用再睡在野外星空下，
也不用拿石头当枕头，他可以睡在舒适的床上。不过，雅各却无法入
睡，他一直在回想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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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想起父亲对他说的话，“你要往美索不达米亚去，娶你舅舅
拉班的一个女儿为妻。” 

哈兰离别是巴很远，而且，哈兰是一座大城，要在这座大城里头
找到舅舅拉班，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雅各来到哈兰城外的井
边，刚好就碰到了表妹带着拉班舅舅的羊来喝水，这真是太巧了！而
且他的舅舅拉班也欢迎他住下。每一件事都很奇妙地发生了，就好像
有人安排好一样。 

雅各也不禁想起他在伯特利所做的梦，和在梦里上帝对他的应
许，上帝说：“我必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雅
各感谢耶和华上帝保守，并且引导他来到了哈兰，找到了他的舅舅。

上帝还应许雅各说：“你的后代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当
然，在有孩子之前，雅各必须先娶妻子。那么，上帝会怎样赐给雅各
妻子呢？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创世记：29章1-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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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雅各在井边得到了什么消息？

2 雅各找到了带羊来喝水的亲属是谁？

3 拉班听到雅各来了的时候如何回应？

4 上帝在带领雅各到达舅舅家的过程中，如何信守了对雅各的应
许？

5 你的家人彼此帮助的方式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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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雅各娶利亚和拉结

雅各在拉班家住了一个月，他每天都为拉班辛勤地做工。拉班看
见雅各是个勤劳能干的牧羊人，心里就想：“如果我能让雅各为我做
工，我的财产一定会增加。”

于是，拉班就对雅各说：“雅各，不要因为你是我的亲戚，你就
为我白白地做工。告诉我，你想要的工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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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班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名叫利亚，小女儿名叫拉结。利亚的眼
睛没有神气，而拉结却长得可爱漂亮。

雅各爱上了拉结，他就对舅舅拉班说：“如果你愿意把你的小女
儿拉结给我作妻子，我愿意服侍你七年。”

拉班回答说：“你是我的亲戚，我把女儿给你，胜过给别人。
好，就留下来，为我做工吧！”

雅各为了娶拉结，服侍了拉班七年。因为他深爱拉结，这七年对
雅各来说就像是几天一样。

七年到了，雅各兴奋地要娶拉结。但是，拉班完全不提这桩婚
事。拉班是不是忘记了他对雅各的承诺呢？不是，拉班是想拖延，让
雅各尽可能地多为他做工。

但是，雅各已经辛勤地服侍了拉班七年，他想马上娶到美丽的拉
结。这样，他就可以带着拉结回迦南地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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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等啊等啊，拉班就是不提这桩婚事。没办法，雅各只好自己
向拉班提出来，他对舅舅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请把我的妻子给
我。”

拉班马上回答说：“哦，对了，对了，婚事！婚事！我会安排，
马上安排！”

于是，拉班就邀请了他的亲戚和邻居来参加女儿的婚礼。

那个时候的婚礼都是在新郎家举行的。新郎和他的朋友要一起去
新娘家，把新娘和伴娘接到新郎家，参加婚礼和宴会。但是，雅各和
拉结的婚礼没有接新娘这个部份，因为新郎的家在遥远的迦南地，婚
礼就不得不在新娘家，也就是拉班的家里举行。雅各在迦南地的家人
也都不能来参加婚礼。这个婚礼仪式很短，婚礼主持人宣读了雅各和
拉结的婚约，拉结的家人和客人作见证人。仪式结束之后，大家就开
始享受婚宴。婚宴上有很多吃的、喝的，还有人弹奏铃鼓、竖琴和唱
歌，宴席上人们欢笑地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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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在婚宴结束以后，新郎会自己站起来，把自己斗篷披在新
娘的肩上，带着新娘进入自己的房间。但是，拉班却用了另外的方法
来结束这场婚礼仪式。

当晚，婚宴结束了，所有的客人都回家以后，新娘的父亲拉班自
己在黑暗中，带着他的女儿来到雅各的住处，正式把女儿送给雅各作
妻子。雅各欢欢喜喜地接受了他的新娘。

第二天早晨，天一亮，雅各醒来一看，躺在他身边的人不是拉
结，是拉结的姐姐利亚。拉班欺骗了雅各，让他和拉结的姐姐利亚成
婚了。

雅各愤怒地去找拉班，“你对我做的这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了
七年，不就是为了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让我娶了利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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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班并没有道歉，他很平淡地回答说：“哎呀，在我们这地方
啊，大女儿没有出嫁，先把小女儿嫁人，这是不符合规矩的。如果，
在过去的七年中，有人要娶我的大女儿利亚，我就会把利亚嫁给他。
但是没有人要娶利亚，所以我必须把她先嫁给你。明白吗？”

拉班停了停，继续说：“那，这样吧，现在等你和利亚结婚庆祝
七天结束以后，我就会把拉结也给你作妻子。不过呢，你要再为拉结
服侍我七年，没有问题吧？”

雅各非常爱拉结，他无法离开拉结，所以雅各同意了拉班的计
划。雅各和利亚婚礼的一周庆祝结束以后，拉班就把拉结给了雅各作
妻子。

拉班为什么要欺骗雅各呢？拉班这样说过：“因为有雅各，我的
财产才变得这么多。但是如果我把拉结嫁给了他，他就会回迦南地去
了，我的财产一定会受影响。所以，我不能让雅各回迦南地去！”于
是，拉班想出了这个卑鄙的计划，他欺骗雅各，让雅各不得不继续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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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他七年。

是的，拉班是个冷酷的骗子。但是，雅各仍然为拉班忠心地工
作，尽自己的职责。雅各作了他讨厌的人的忠实仆人。

上帝在观看拉班，上帝也在观看雅各，而且事情就要改变了。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创世记：29章14-30节

24



问题

1 雅各爱上拉班的哪个女儿？

2 雅各为了娶他所爱的妻子，为拉班工作了多久？

3 雅各先娶了谁？

4 你为什么认为拉班欺骗了雅各？

5 尽管雅各被骗了，他如何对待拉班？这告诉我们雅各是什么样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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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雅各变富有了

雅各为舅舅拉班工作了七年以后，娶了拉班的两个女儿。雅各本
来想娶的是小女儿拉结，但是拉班欺骗了雅各，让雅各先娶了他的大
女儿利亚。为了娶拉班的小女儿拉结，雅各又为拉班工作了七年。

现在，利亚已经有九个孩子了，其中有七个是她自己生的，还有
两个是按照当时的习俗，让她的使女悉帕和雅各生的。拉结自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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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孩子，她让使女辟拉和雅各生了两个儿子。一直到第七年，耶和华
赐给拉结一个儿子，她就给孩子起名叫约瑟。

拉结生了约瑟之后，雅各就对拉班说：“让我回我的家乡吧，也
把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都给我，他们是我服侍你所应得的，你也知道
我是怎样殷勤地服侍你。”

拉班希望雅各继续服侍他，所以就很礼貌地回答说：“雅各，如
果可以的话，请你继续与我同住。我知道耶和华上帝赐福给我，是因
为你的缘故。那，请你定你的工价，我就给你。”

雅各对拉班说：“我怎样殷勤地服侍你，你是看见的。你的牲畜
在我手里怎样，你是知道的。在我来之前，你有的牲畜并不多。现
在，它们数目巨大，正如你所说的，耶和华上帝随我的脚步赐福给
你。但是，我什么时候才能为自己建立家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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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雅各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大家庭，有两个妻子，妻子各有一
个使女，还十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雅各为了他的两个妻子，没有报酬地服侍了拉班十四年，所以他
没有一点财产。现在，拉班不得不给雅各工价了。

拉班说：“你想要我给你什么呢？”

当时的牧羊人，通常会得到羊或者其他畜牧产品，比如羊毛，作
为工价。

雅各回答拉班说：“你不必给我什么，你只要答应一件事，我就
会继续牧放你的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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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班问：“什么事？”

雅各回答说：“今天，我要走遍你的羊群，把绵羊中凡有点的、
有斑的、黑色的，和山羊中凡有点的、有斑的，都挑出来。我会继续
牧放剩下的那些白绵羊、和没斑、没点的羊，将来这些羊生下来的羊
羔里面，如果有黑色的绵羊和有点、有斑的羊，那就算作我的工
价。”

在正常的情况下，没斑、没点的羊，要生出有斑有点的羊，白绵
羊要生出黑色的绵羊，机会是很小的。所以拉班很高兴地答应
了，“好啊，就照你说的去做！”

拉班暗暗地对自己说：“哈哈，这对我可是一笔好买卖呀！雅各
会继续照顾我的白绵羊、和没斑、没点的羊，我就会更加富有。他没
有要多少，只要那些有斑、有点的羊和黑绵羊。太好啦！现在，我把
让我富有的雅各留下来了，而他只会白白地为我做工。”

29



拉班拔了根草杆，得意地笑着走开了，他一边走，一边把手里那
根草杆放在嘴里嚼着。拉班走着走着，突然停了下来，一拍脑袋，对
自己说：“诶呀，我不能相信雅各呀！我要自己把有斑的、有点的羊
和黑绵羊都挑出来。”

拉班就去到羊群，把羊群中所有有斑、有点的羊，和黑绵羊都挑
出来，交给他的儿子们放牧，并且，让这些羊和雅各牧放的羊相隔三
天的路程。雅各就继续牧放拉班的白绵羊和没斑、没点的羊。

雅各拿杨树、杏树和枫树的嫩枝，把皮剥成条纹，让树枝露出白
色的条纹来。然后，把剥了皮的枝子插在羊喝水的沟里和水槽里。羊

30



群来喝水的时候，对着有条纹的树枝交配，就生下了有斑、有点的羊
羔来。雅各就把这些有斑、有点的羊羔分出来，另放一处，不和拉班
的羊混杂。

同时，雅各是在肥壮的羊交配的时候，把有条纹的枝子对着羊插
在水沟里，就生下有斑、有点的羊羔来。到瘦弱的羊交配的时候，就
不插枝子，就不会生下有斑、有点的羊羔。这样，瘦弱的羊就归拉
班，肥壮的羊就归了雅各。

拉班看见他的白羊居然生下有斑、有点的羊羔，就气愤地
说：“什么？怎么会这样？”但是，他无法跟雅各争辩，那些有斑点
的羊羔的确是白羊生下来的。

就这样，雅各变得非常富有，得了很多的羊群、仆婢、骆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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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

雅各听说拉班的儿子们抱怨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
去，他得到的这些财富，都是从我们父亲那里得来的。”雅各也看到
拉班对他的脸色不如从前了。

这时，耶和华上帝对雅各说：“你要回到你列祖之地，你的亲族
那里，我必与你同在。”

雅各就打发人，叫拉结和利亚到田野他放羊的地方来。雅各对她
们说：“我注意到了，你们父亲的脸色对我不如从前了。你们也知
道，我是尽了我的力量服侍你们的父亲的。但是，他一次又一次地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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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我，十次改了我的工钱。但是我父亲的上帝向来与我同在，不允许
他伤害我。你们的父亲同意把有斑、有点的羊归我作工价，羊群所生
的就都是有斑、有点的羊。我父亲的上帝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过来赐
给我。我父亲上帝的使者在梦中呼唤我说：‘雅各！’我说：‘我在
这里。’祂说：‘你举目观看，所有与母羊交配的公山羊，都是有
纹、有点和有花斑的，因为拉班向你所做的一切，我都看见了。’现
在，耶和华上帝对我说：‘我就是你曾经在伯特利，用油膏过石柱，
又在那里向我许过愿的神。现在你要起程，离开这地，回到你的亲族
那里去吧！’”

拉结和利亚就对雅各说：“我们的父亲不是把我们当作外人吗？
他不但把我们卖了，还抢走了我们应该得到的东西。上帝为你从我们
父亲手中夺回来的财物，本来就是属于我们和我们孩子的。上帝现在
吩咐你做的，你只管去做吧！”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创世记：30章25节-31章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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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利亚和拉结谁生的孩子多？

2 雅各向拉班要的工价是什么？拉班怎么欺骗了雅各？

3 雅各做了什么使他可以得到当得的工价？

4 雅各与利亚和拉结商量什么事情？

5 在雅各的困境中，上帝如何表明祂与雅各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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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雅各平安地回家去了

耶和华上帝对雅各说：“你要回到你列祖之地，你的亲族那里，
我必与你同在。”

雅各要回家了，但却是件很困难的事，因为拉班不会让他离开。
而且，雅各有牛、有骆驼、有驴，还有大群的绵羊、山羊，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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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婢，怎么带他们离开呢？于是，雅各思考、计划，并且做好了准
备。

一天早上，拉班离开家，去监督他的工人剪羊毛。仆人们为拉班
和他的助手带上食物，就出发了。

雅各说：“现在是时候了，我们走吧！”

雅各就起来，叫他的儿女和妻子们都骑上骆驼，带着他的仆婢和
所有的牲畜和一切的财产，往南穿过幼发拉底河，朝基列山走去，并
不告诉拉班。

雅各和他的家人离开哈兰已经三天了，拉班还在监督他的工人剪
羊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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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兰城外的草场上，旁边的牧人对站在一旁监工的拉班
说：“拉班呐，你的羊产的都是细羊毛！你要告诉我们，你是怎么做
到的？我们的羊毛都让虫子咬了，我不敢相信呐，你的羊群里连一只
蛀虫都没有。”

拉班得意地说：“是啊，一个蛀虫也没有！”

那牧人说：“拉班，你必须告诉我们你是怎么做到的。你一定有
秘诀，你可一定要告诉我们，这才够朋友！”

“好吧，好吧，我得诚实地告诉你，我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但是
我的外甥，也就是我的女婿雅各，放羊的所有事情他都知道。我真的
很幸运呐，有他来放我的羊！他刚来的时候，我还担心他第一个月就
要回家呢！但是不管怎么样啦，我已经把他留在这儿二十年了，我不
会让他走的。”

“哦，我听说，雅各这几年也做得不错呀，他现在很富有，还很
有声望呐！”

这时，另外一个牧人从旁边走过，背上背着一大包的羊毛，他自
言自语地说：“呵呵呵，雅各很富有，雅各有声望，可是哪，他走
啦，拉班的好女婿是雅各，他走了三天啦……”

“什么？你说什么？雅各走了？”拉班一听，就叫起来，“你说
雅各走了？”

那牧人说：“哦，对，对不起，拉班，对不起，拉班，我背着这
一大堆羊毛，我没看见你在这里，对，对不起！”

拉班连忙抓住那个牧人，急切地问：“你刚才说雅各走了，谁告
诉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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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诶诶诶，轻点拉，你把我拉倒了。我是听到一个骑着骆驼经过
的人说的。我还问了他是不是真的，他向保证说：‘是真的，是真
的。’那就是真的了！”

拉班气极了，冲着他的工人们说：“你们看好羊群！”然后，又
对他的仆人们说：“快快快！跟我来！我们必须追上雅各，把他带回
来。”

拉班回到家里，赶忙查看，有没有什么东西被偷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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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会儿，拉班大声喊着说：“雅各偷走了我们家的神像，快去
追！快跟我追！”

拉班带着他家族的弟兄，出发去追赶雅各。他们追了七天，在基
列山追上了雅各。这时，天色已经晚了，雅各已经在山上支搭好了帐
棚。拉班和他的众兄弟也在基列山上支搭帐棚。

当天夜里，上帝在梦里对拉班说：“你要小心，不可以与雅各好
说歹说。”

第二天一早，拉班来到雅各支搭帐棚的地方，很气愤地对雅各
说：“你做的这是什么事啊？你背着我逃跑，又把我的女儿们都带走
了，好像被强盗掳去那样。你就是要走，为什么不告诉我呢？让我可
以欢喜地唱歌、击鼓、弹琴地送你回去呀！而且，你不让我和外孙、
女儿们道别，你做的事可真蠢！我本来可以对你不客气的，但是昨晚
你父亲的上帝警告我说：‘你要小心，不可以与雅各好说歹说。’好
吧，我让你走。你虽然不得不回你的父亲家，但是，你为什么要偷我
的神像呢？”

雅各回答说：“我悄悄离开，是怕你把你的女儿夺回去。至于你
的神像，你在谁那里搜出来，就不容谁存活。当着我们的众弟兄，你
认一认，在我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你的，你就可以拿走。”雅各不知
道，是拉结偷了他父亲的神像。

拉班进了雅各和利亚以及两个使女的帐棚，都没有搜出神像来。
拉班就从利亚的帐棚里出来，进了拉结的帐棚。

拉结已经把从她父亲家里偷来的神像，藏在骆驼驼的篓子里。拉
班走进拉结的帐棚，这时，拉结就正坐在篓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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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结看见父亲拉班进帐棚来搜寻，就对父亲说：“哦，请父亲不
要生气，我今天身上不舒服，不能站起来。”

拉班摸遍了拉结的帐棚，也没有找到神像。

雅各就很气愤地对拉班说：“我到底做了什么事，你竟然这样追
赶我？你现在搜遍了我所有的东西，你搜出什么了吗？我从来没有偷
过你的东西。我在你家这二十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所怀的羊羔没
有一只死掉。尽管按照规矩，我可以吃我牧放你的公羊，可是我从来
没有吃过一只。被野兽撕裂的羊，我没有带回来给你，都是我自己赔
的，尽管按规矩我不需要这样做。我这样对你，可你呢？无论是白天
还是黑夜被偷的牲口，你都要我赔。我白天受尽干热，夜晚受尽寒
霜，不得合眼睡觉，看守你的羊群。我在你家二十年，为你的两个女
儿服侍你十四年，为你的羊群服事你六年，你却十次改了我的工价。
如果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耶和华上帝，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与我
同在，你现在肯定会打发我空手回去。耶和华上帝看见了我的苦情和
我的劳苦，所以，就在昨天晚上责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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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班对雅各说：“雅各，这两个女儿是我的女儿，这些孩子是我
的孩子，你这羊群也是我的羊群，凡在你眼前的这一切都是我的。
唉，为了我的女儿们，和她们生的孩子，现在，我还能为他们做什么
呢！好吧，我们就立一个约，作为你我之间的证据。”

拉班不得不承认他失败了，因为雅各有大能的上帝与他同在。拉
班只好要求与雅各立约，来保护他的女儿和他自己。

雅各就拿起一块石头立作柱子，又对众兄弟说：“你们堆聚石
头。”他们就拿石头来堆成一堆，然后，大家就在石堆旁边一起吃
饭。

那个时候，人们就是这样彼此立约的。雅各称那个石堆为迦累
得，就是“以石堆为证”的意思。

拉班对雅各说：“今天，这堆石头就作你我之间的证据。”他就
给这堆石头另外取了一个名字叫米斯巴，意思是说：“我们今天离别
以后，愿耶和华上帝在你我中间鉴察。你如果苦待我的女儿们，又在
我的女儿们以外另娶妻子，就算没有人知道，也都有耶和华上帝在你
我中间作见证。”

拉班也希望所立的约能保护自己的安全，于是，他就对雅各
说：“雅各，你我中间现在有这堆石头作证据，我必不越过这石堆去
害你，你也不可以越过这石堆来害我。但愿亚伯拉罕的上帝和拿鹤的
上帝，就是他们父亲的耶和华上帝，在你我中间作判断。”

然后，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耶和华上帝起誓，又向上
帝献上感恩的祭，并且请所有的人一起吃饭。他们吃了饭就在山上住
宿。

第二天清早起来，拉班和他的女儿以及外孙亲嘴道别，给他们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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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就回哈兰去了。

雅各带着家人和牲畜也出发往迦南地去了。这时，他们离迦南地
的边界已经不远了。二十年前，上帝曾经应许雅各，“我会带你回
来。”现在，上帝成就了祂的应许。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创世记：31章17-5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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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雅各告诉了拉班他要走吗？拉班听到这个消息有什么反应？

2 上帝在梦中指示拉班什么？

3 拉班家丢了什么？

4 如果上帝没有保护雅各，拉班会怎么做？

5 上帝在雅各来哈兰的时候，对他的应许是什么？上帝如何实现
了祂对雅各的应许？上帝会持守祂对我们的应许吗？

43



6
雅各准备见以扫

雅各带着家人、仆婢和牲畜，继续上路，回父家希伯仑，就是他
的老父亲以撒住的地方。雅各越走心中越不安，因为二十年前，雅各
骗了哥哥以扫长子的名分和长子的祝福，所以以扫才说要杀雅各，因
此雅各不得不逃离家乡。现在，雅各要回家了。到家以后，以扫会怎
么对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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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雅各心中忐忑不安的时候，他在路上看见了众天使。雅各就
说：“这是上帝的军队！”雅各知道，上帝派祂的使者到地上来，是
要保护祂的子民的。

雅各打发人先到以东地，去见他哥哥以扫。雅各吩咐他们
说：“你们对我的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
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
主，为要在你眼前蒙恩。’”

为了表示对哥哥的深深敬意，雅各称自己是仆人，称以扫是主。

打发去的人回来报告雅各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
着四百人，正迎着你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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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四百人？”雅各害怕了。

打发去的人说：“是的，是你哥哥这么说的。”

雅各连忙把他的人和牲畜分成两队，心里说：“如果以扫来击杀
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跑。”

然后，雅各向耶和华上帝祷告说：“耶和华上帝，我祖父亚伯拉
罕的上帝，我父亲以撒的上帝啊，祢曾在哈兰对我说：‘回你本地本
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
配得。我从家里逃出来的时候，手里只拿着一根杖过这约旦河，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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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却成了两队人。求祢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
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祢曾说：‘我必要厚待你，使你的后裔
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

当晚，雅各就在雅博河的渡口住宿。雅博河渡口的河水流不急也
不深，人们可以从这里淌水过河。雅各又从自己的牲畜中挑出来一
些，作为送给哥哥以扫的礼物。

雅各一共挑出了两百只母山羊、二十只公山羊、两百只母绵羊、
二十只公绵羊，三十头乳养小骆驼的母骆驼，都带着小骆驼，四十头
母牛、十头公牛、二十匹母驴和十匹驴驹。

47



雅各把每样各分一群，交在仆人手中，对仆人说：“你们要在我
前头走，把每群牲口分开，相隔一段距离。”

雅各又对走在最前面的仆人说：“我哥哥以扫遇见你的时候，问
你说：‘这是哪家的人？要往哪里去？你这些牲口是谁的？’你就
说：‘是你仆人雅各的，是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他自己也在我们后
面。’”

然后，雅各转过头，又吩咐第二、第三和所有赶牲畜的仆人
说：“你们遇见我哥哥以扫的时候，也要这样对他说。并且你们要
说：‘你仆人雅各在我们后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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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心里说：“我先用前头送去的这些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见
他的面，或许他会原谅我。”

于是，雅各打发仆人赶着送给以扫的牲畜先过河，在河的南岸扎
营住宿。雅各就和家人，还有他所有的仆婢、牲畜留在河这边住宿。

雅各在帐棚里躺下，心里不停地思量着与以扫见面该怎么应对。
雅各觉得还是应该让妻子和孩子们今晚就过河，在河那边住宿。如果
天亮了带着孩子们过河，孩子们肯定会在河边玩耍，耽误时间。要是
这个时候以扫来了，可能就有麻烦了。

于是，雅各晚上起来，叫醒家人。他走到每个帐棚的门口
说：“快起来，快起来，你们必须现在过河，到河对岸休息。”

雅各的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和他十一个孩子都起来了。

这时，拉结就说：“雅各，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吗？”

雅各回答说：“我会带着你们过河，然后再回来，让人把东西都
运过河。”

拉结拉着儿子约瑟的手过河，其他的孩子在雅各的带领下也跟着
过河。

雅各说：“流便，帮一下小西布仑。西缅，拉着底拿的手。底
拿，让西缅拉着你，你自己过不来的。迦得，亚设，小心一点，不要
把水溅得满身都是！”

孩子们觉得在星光闪烁的夜晚过河很有趣，大男孩们都是很好的
帮手。很快，雅各全家人都到了河对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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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带着仆人又回到河的北岸，并且打发仆人把所有的东西都运
到河对岸，准备第二天早晨启程。

现在，只有雅各一人留在河这边。雅各以为他是独自一个人留在
这里，他没有想到，在黑暗中，有人在不远的地方等着他呢！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创世记：32章1-23节

50



问题

1 为什么雅各害怕见他哥哥以扫？

2 雅各派人给以扫带去了什么消息？以扫给雅各带回了什么消
息？

3 雅各给他哥哥送了什么礼物？为什么？

4 谁最后一个人留在河的北岸？他真的只是一个人吗？

5 你有没有在晚上感到害怕第二天要发生的事情？你怎么办？你
觉得雅各怎么对付他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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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雅各与上帝摔跤

雅各独自站在雅博河渡口，为哥哥以扫带着四百人来而感到惧
怕。他曾经祷告祈求上帝拯救他，现在，上帝要以一个非同寻常的方
式回应他的祷告。

雅各以为他是独自一个人站在河边。但是突然间，有一个人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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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抓住了他，要把他摔倒在地。

雅各很强壮，他立刻反击。雅各向右踏一步，又向左踏出一步；
他往下闪，再跳起来；一会儿闭着嘴，咬紧牙关，一会儿张开嘴喘
气。无论雅各是用头撞，还是用肩膀撞，那人不必回手、不必闪避，
也不必用力，雅各都无法挣脱。雅各与那人一直纠缠到天亮。

对方看见一时不能胜过雅各，就在雅各的大腿窝上摸了一把，雅
各痛苦地喊起来：“哎哟！哎哟！”雅各的大腿筋扭伤了。尽管如
此，雅各仍然张开双臂紧紧地抱住对手。

那人说：“让我走吧，天快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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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回答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

那人问：“你叫什么名字？”

雅各说：“我叫雅各。”

那个人就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
与人较力，都得胜了。”以色列的意思就是“与上帝较力”。

雅各接着问：“请告诉我你的名字。”

那人回答：“何必问我的名字？”然后，他就在那里给雅各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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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雅各说：“我面对面见了上帝，我的性命仍得保全。”雅各就给
那地方起名叫毗努伊勒，意思是“上帝之面”。

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来了，照在雅各的身上。因为他的大腿受了
伤，从此他就瘸了。

今天，雅各要和哥哥以扫见面了，但是他有了上帝的祝福，他就
不再惧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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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祝福雅各，把祂的恩典倾倒在雅各身上。上帝用平安和能力
充满雅各，挪去了他的惧怕。上帝使雅各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创世记：32章24-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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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雅各和谁摔跤？

2 雅各怎么知道和他摔跤的是谁？

3 雅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上帝给雅各的新名字叫什么？

4 上帝除去了雅各的什么？上帝赐给了雅各什么？

5 我们在什么情况下会“害怕人”？我们会担心别人所想、所说
或所做的吗？你能举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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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雅各和以扫见面

当雅各的家人看见他一瘸一拐，不得不拄着拐杖走路的时候，一
定很惊慌。因为今天，以扫带着四百人就要到了。雅各是家里的保卫
者，如果以扫来攻击他们，谁能保护他们呢？雅各的腿瘸了，不要说
去打仗，他就是逃跑，也不可能逃掉。

但是，雅各并不惊慌，他平静地带领着家人往前走。雅各抬头看
见远处一群人正向他们走来，他就吩咐家人说：“以扫来了，我们要
准备好迎接他。”雅各开始组织家人排好。

雅各有十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雅各的十二个孩子是四个不同的
母亲生的，就是拉结、利亚、辟拉和悉帕，拉结是雅各唯一喜欢和选
择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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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安排每一个孩子都跟着自己的母亲站在一起，他说：“但，
拿弗他利，跟着你们的母亲辟拉。迦得，亚设，跟着你们的母亲悉
帕。你们在前面。利亚，你带着流便、犹大，诶，还有四个男孩儿
呢？哦，他们在这儿！西缅，利未，以萨迦，西布伦，跟着你们的母
亲！底拿，和哥哥们跟着母亲。拉结，你和约瑟站在最后。”

雅各把大家分好组，两个使女辟拉和悉帕带着她们的四个儿子站
在最前面，然后是利亚带着她六个儿子和女儿底拿，拉结带着约瑟站
在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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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扫带着四百人走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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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现在变得勇敢，惧怕消失了。雅各一瘸一拐地走到前面，一
连七次恭敬地俯伏在地。

以扫看见了，就跑来迎接雅各，把雅各抱住，又搂着他的脖子和
他亲嘴，两个人都哭了！

以扫英俊，满脸的胡子，穿戴优雅，他微笑地对雅各说：“真高
兴能再见到你！”

以扫抬头看见妇女和孩子，就问雅各说：“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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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回答说：“这些孩子是上帝施恩给你仆人的。”

于是，雅各让两个使女带着她们的孩子前来下拜，然后又叫利亚
带着她的孩子前来下拜，最后叫拉结和约瑟前来下拜。

以扫对雅各说：“我所遇见的那些牲畜是什么意思？”

雅各回答：“是送给我主的礼物，要在我主眼前蒙恩。”

以扫说：“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仍归你吧！”

雅各说：“不，不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
这些礼物，因为你宽恕了我。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因为是上
帝恩待我，使我充足。”

雅各再三地请求，以扫才收下了，他说：“好吧，好吧，我的兄
弟，就按你的心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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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扫接着又对雅各说：“我们一起上路吧，我在你前头走。”

雅各回答：“我主知道孩子们还年幼，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
如果赶一天的路，牲口都会死的。我请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我要按
着牲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往前行，直到西珥我主那里。”

以扫说：“那我把跟随我的人留几个给你，保护你路上的安
全。”

雅各说：“不用了，你已经给了我所渴望的，就是你的宽恕。”

于是，以扫回西珥去了，雅各也带着家人出发了。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创世记：33章1-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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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雅各清早过河回到家人中间，他是否强壮并准备好和他哥哥搏
斗了？

2 以扫是怎么问候雅各的？这是雅各所期待的吗？

3 雅各的家人如何迎接以扫？这表示什么？

4 雅各渴望以扫给他什么？

5 这饶恕在哪些方面像上帝给我们的饶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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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底拿和示剑王子

雅各告诉以扫，他会跟着以扫往南到西珥去，但是雅各改变了他
的行程往疏割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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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本来要雅各回到他父亲和他本族那里，就是迦南的南部，希
伯仑。但是雅各没有往南走，他从疏割又来到了迦南的中部，示剑
城，就住在那里。 

雅各没有遵守对他哥哥以扫的承诺，也违背了神的命令。

雅各用钱从示剑王哈抹的儿子们手中，在示剑城买下了一块地，
支搭帐棚。雅各还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就
是“神，以色列神”的意思。雅各的儿子们和仆人，就带着牲畜在那
里的田野放牧。

雅各有十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底拿，底拿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子。

有一天，底拿走出营地，要去见见当地迦南的女子。底拿那个时
候还是十几岁的女孩，她独自一人进入了一个陌生的拜偶像的城。

国王有一个儿子名字叫作示剑，这是以城市的名字命名的。示剑
是一个成年的男子。他看见底拿，就对她说：“来看看我住的地
方。”底拿就和示剑一起进了他住的地方。

示剑抓住底拿，就亲吻她，并且玷污了底拿。

底拿又害怕、又生气，就哭了起来。示剑城的王子示剑，他的心
恋慕雅各的女儿底拿，他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少女，就用甜言蜜语安慰
她，说：“我真的很喜欢你，我要娶你为妻。”

示剑去见他的父亲，就对他的父亲说：“父亲，求你为我聘这女
子为妻。”那个时候，都是父亲来安排儿女的婚事。

雅各听到示剑王子对底拿所做的事，那个时候，他的儿子们正在
田间看守他的牲畜，所以他没有作声，他在等他们回来。等到儿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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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田野放牧回来，雅各才和儿子们一起商量该怎么办。

兄弟们回到家，听见父亲说到这个可怕的消息，他们非常愤怒，
因为示剑对他们妹妹所做的丑恶的事，羞辱了他们家。

示剑的父亲哈抹王来见雅各，他对雅各和他的儿子们说：“我儿
子示剑的心恋慕你的女儿，求你们把她给我儿子为妻。而且，你们和
我们可以彼此结亲！你们可以把女儿嫁给我们，也可以娶我们的女
儿。你们可以和我们同住！你们看眼前这地，只管在这儿居住、做买
卖、购买产业。”

示剑王子对底拿的父亲雅个和底拿的兄弟们说：“求你们把底拿
嫁给我！你们向我要什么，我都会给你们，无论多重的聘金和礼物，
我都会照你们所说的给你们。只求把底拿给我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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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底拿的兄弟们怒火中烧，觉得示剑侮辱了他们的妹妹和家
族，还以为可以用金钱来解决。所以，他们要报复，不过他们没有把
怒气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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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用欺诈的话回答示剑和他父亲哈抹，西缅说：“我们不能
把我们的妹子嫁给没有受割礼的人为妻，因为那是我们的羞辱。

利未就接上来说：“除非你们所有的男子都接受割礼，和我们一
样。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成为一样的人啦。我们就和你们同住，
我们就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你们，也娶你们的女儿。但是，如果你们不
同意接受割礼，我们就带着妹子走。”

哈抹王和示剑王子认为他们说的有道理。示剑王子立刻就接受了
割礼，因为他喜爱雅各的女儿底拿，他在他父亲的全家中又是最受尊
敬的。

哈抹和他儿子示剑来到了城门口，就对城里的人说：“住在城东
的那些牧民愿意与我们和睦相处，不如让他们在这里居住、做买卖。
我们这地很宽阔，足可以容下他们。我们可以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也
可以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不过，有一件事我们必须做，他们才肯
留下和我们同住，那就是我们中间所有的男子都要接受割礼，和他们
一样。这样，他们的牲口、财物不就都归我们了吗？我们只要照着他
们说的做，他们就和我们同住。”

城里的人都听从哈抹和他儿子示剑的话，城里的男丁都受了割
礼。

到了第三天，众人还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底拿的
哥哥西缅和利未，拿着刀，在人想不到的时候，进到城里，把所有的
男丁都杀了，又用刀杀了哈抹和他儿子示剑，把底拿从示剑的家里带
出来，就走了。

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们的妹妹受了玷污，就来到城里掳掠，夺走
了他们所有的牲畜、掳走了所有的财物、妇女、孩子，和屋里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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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

雅各知道了儿子们所做的，就很忧愁，而且害怕，他对西缅和利
未说：“你们连累我了，让我在这地的居民，就是迦南人和比利洗人
中，有了恶名。我们人丁稀少，他们要是联合起来攻击我们，我们全
家就必灭绝。”

西缅和利未却不觉得自己做得不对，他们回答父亲雅各说：“他
们怎么可以对待我们的妹子好像对待妓女一样？”

雅各对西缅和利未所做的事感到非常痛心。后来，雅各在临终
前，在他的病床上还斥责他们，说：“他们的忿怒可咒诅，因为很猛
烈；他们的暴怒可咒诅，因为很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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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中的每一个故事都告诉我们有关上帝和正确的生活方式，那
这个故事告诉了你什么呢？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创世记：33章18节-34章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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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和以扫见面后，雅各去了哪里？为什么他这样做错了？

2 为什么底拿独自进入这个危险的城？

3 谁想娶底拿？他是以正确的方式娶底拿吗？

4 雅各的哪些儿子对城里的人做了可怕的事？雅各对这些行为感
到高兴吗？

5 当有人对你做了不好的事，做不好的事还击可以吗？上帝如何
要我们对待我们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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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雅各回到伯特利

上帝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你要在那里筑
一座坛给神，给从前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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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就对他的家人，和所有与他同住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
中间外邦人的神像，洁净自己，更换你们的衣裳。我们要上伯特利
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上帝，就是给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
的祷告，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一位上帝。” 

他们就把所有外邦人的神像和耳环都交给雅各。雅各让仆人在示
剑那里的橡树下挖了个洞，把所有交来的神像和耳环都埋进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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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外邦的神像是雅各的儿子们从示剑城里抢来的，而他们俘虏
的迦南女子也都会戴着拜外邦神像的耳环，把它当作护身符。尽管这
些东西都很昂贵，雅各还是要他们全都丢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敬
拜独一真神，耶和华上帝。

雅各带着所有人出发，往伯特利去。一路上，雅各要照顾更多的
人，因为雅各的儿子们杀死了示剑城所有的男子，俘虏了城里的妇女
和儿童，所以雅各不得不带着他们一起走。

雅各很担心，他害怕在去伯特利的路上，经过的那些城市里面的
迦南人，会报复他的儿子们对示剑城所做的事，就来攻击他们。但
是，上帝让周围城邑的人感到恐慌害怕，就不敢去追赶和攻击他们。

雅各平安地到了迦南地的路斯。他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他称那
个地方神殿中的上帝，希伯来文就是伊勒伯特利。因为他逃避他哥哥
以扫的时候，上帝曾经在那里向他显现。

雅各到达伯特利的时候，他的母亲利百加的奶妈底波拉去世了。
底波拉忠心地服事了雅各家族的两代人，大家都很爱她、尊敬她，亲
切地叫她“祖母”。

那个时候，底波拉的年纪已经很大了，她感到疲倦。一天早上，
怀着身孕的拉结走进底波拉的帐棚，看见她躺在帐棚里，看起来很虚
弱。拉结就对底波拉说：“祖母，你就躺着休息吧！”

底波拉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她轻轻地点点头，说：“好，
我会的！我想尽快恢复起来，就能帮你接生小宝宝啦。我们很快就能
回到希伯仑了，那时，孩子也该出生了吧！”

拉结点着头，亲了一亲底波拉，让她在帐棚里休息。过了一会
儿，等拉结再进去看底波拉的时候，底波拉躺在那里，已经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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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波拉被所爱的人埋葬在一棵美丽的橡树下，雅各给那棵树起名
叫作亚伦巴古，意思是“哭泣的橡树”。

对于雅各来说，伯特利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里是雅各开始认
识上帝的地方。在那之前，雅各只知道耶和华上帝是他父亲以撒和他
祖父亚伯拉罕的神，但是他自己还不认识这位上帝。

在雅各逃避以扫的时候，在伯特利的野外梦中，上帝曾向他应许
说：“我是耶和华，你祖父亚伯拉罕和你父亲以撒的神，我要把你现
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代。你的后代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
他们将分散到东南西北，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代得福。我必与
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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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

现在，二十五年过去了。雅各在哈兰，他舅舅拉班那里遭受苦难
和欺压，上帝又把他安全地带回了伯特利。上帝在雅各漫长的旅程中
成就了祂的应许。

雅各就在伯特利按着上帝的吩咐造了一座坛，感谢上帝。上帝又
向雅各显现，再次祝福雅各，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
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

上帝又对雅各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
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
的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

说完，上帝就从与雅各谈话的地方上升，离开他了。

雅各就在上帝与他谈话的地方，立了一根石柱，在石柱上用酒献
了奠祭，并浇上了油。他叫那个地方是上帝的殿，希伯来语就是伯特
利。

按着上帝的应许，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将会成为十二个支派，而这
些支派又将成为一族，就是犹太人，而犹太人将会建立一个国家，就
是以色列国。

主耶稣，世界的救主，就诞生在犹太人中。主耶稣死在十字架
上，除去了我们的罪。祂复活，并且永远活着。祂赦免每一个信靠祂
的人的罪，赐下永生的生命。耶稣告诉祂第一批门徒，说：“你们要
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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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世界上超过两百个国家，都有相信耶稣的人。但是，仍然
有千千万万的人没有听说过耶稣，上帝希望我们去告诉他们。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创世记：35章1-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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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可怕的事情发生之后，雅各决定带家人去哪里？

2 为什么伯特利对雅各是一个特别的地方？

3 上帝成为雅各的上帝，而不仅仅是亚伯拉罕和以撒的上帝，这
意味着什么？

4 雅各的孩子们要成为谁？为什么他们在上帝的子民的历史中非
常重要？

5 你什么时候决定让上帝会成为你的主和上帝，而不仅仅是你父
母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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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雅各的心碎了

雅各带着跟随他的人从伯特利启程，继续往南走，向希伯仑去。

雅各最爱的妻子拉结向上帝祷告、等待了七年，生下了她第一个
儿子约瑟。然后，她又为第二个儿子祷告、等待了十年。现在，她祷
告的很快就要实现了，因为拉结已经怀孕，产期也近了。

雅各经过撒冷，就是今天的耶路撒冷，继续往南向伯利恒走去。
伯利恒那个时候的名字叫以法他。在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
雅各就吩咐停下来扎营，家人们就一起坐下来吃饭。

很多人想知道，雅各为什么要在这里停下来。其中一个作带领的
仆人就解释说：“那是我们女主人拉结的产期到了，主人雅各说，我
们必须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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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吃完饭，孩子们就开始跑来跑去地玩。营地里有很多的孩
子，有雅各仆人的孩子，还有从示剑俘虏的孩子。孩子们来到这个新
的地方，可以在小树林里和山坡上跑来跑去，还有山洞可以在里面玩
耍，他们都很开心。约瑟这样的大孩子也在照顾着这些孩子们。孩子
们的母亲也会对着孩子们喊着说：“不要跑得太远，会迷路的。”

拉结临产了，但这次是难产。她在极艰难的时候，接生婆对她
说：“不要怕，不要怕，你又得了一个儿子啦。”

孩子生下来了，但拉结却不行了。她快断气的时候，给儿子起名
叫便俄尼，但父亲雅各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悯。

太阳下山了，孩子们都玩累了，纷纷回到营地。他们还没有走进
营地的时候，就听见大声的哭泣声。他们看见很多人聚在一起，也有
一些人慢慢地往自己的帐棚走过去。那些孩子也都赶紧地跑回自己家
的帐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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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跑进妈妈拉结的帐棚，里面没有人。他又跑去利亚姨妈的帐
棚，伤心欲绝的父亲雅各坐在里面，利亚姨妈也在哭。伤心的底拿坐
在旁边，怀里抱着一个熟睡的婴孩。

利亚姨妈把约瑟搂进怀里，说：“约瑟呀，你妈妈不得不离开我
们，去了另一个世界。但是你看，她留给你了一个小弟弟，要爱他，
对他要好。”利亚姨妈一边说，一边看着底拿怀中熟睡的小婴孩。利
亚姨妈转过头来，继续对约瑟说：“约瑟，我会照顾你的，我现在就
是你的妈妈。”

约瑟呆住了，他的母亲离开他，去了另一个世界了。约瑟明白，
这就是去世的意思。是的，父亲雅各伤心地坐在那里，默默地流着眼
泪。雅各的心碎了，他也不再像从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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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站起来，领着约瑟走出帐棚。天快黑了，雅各把约瑟带到刚
才人群聚集的地方。那里是通往以法他的路旁，有一堆大石头，在上
面立了一根柱子，那是拉结的墓碑，是雅各为他心爱的妻子拉结立
的。 

第二天早上，他们就继续启程，往希伯仑去了。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创世记：35章16-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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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约瑟的母亲是谁？

2 她在哪个城镇附近去世的？

3 谁现在成了约瑟的妈妈？谁会照顾约瑟的小弟弟？

4 雅各为了记念他的妻子做了什么？

5 你如何记念不再和你在一起的家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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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终于到家了

雅各带着家人和牲畜终于回到了希伯仑的家，就是他父亲以撒那
里。上帝信守祂的应许，与雅各同在，带领他回到家乡。

雅各失明的父亲以撒听见雅各带着他很多的家人回来了，他高兴
极了。是的，以撒这个时候还活着，因为他总共活了一百八十岁。

差不多在三十年前，雅各离开家的时候，手里只拿着一根杖，肩
上背着一个背囊。现在，雅各带着众多的家人、牲畜、财产回来了。

雅各在希伯仑的家也和他离开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雅各回到家
才知道，疼爱他母亲利百加已经去世多年。雅各离开家以后，就再也
没有见过母亲。现在他回到家了，可是他再也见不到疼爱他的母亲，
悲伤刺痛了雅各的心。妻子拉结的死也让雅各心碎，他多希望把漂亮
的拉结介绍给家里的每一个人呐！还有亲爱的老奶妈底波拉也走了。
对雅各来说最重要的三个女人都离开了。

当然，雅各还有利亚。虽然他是被舅舅拉班欺骗而娶的利亚，但
现在，利亚可以成为拉结两个孩子的妈妈。

拉结新生的儿子是个可爱的婴孩，每个人都喜欢他。可惜的是，
母亲拉结生下他就死了。拉结生下这孩子，快要去世的时候，给孩子
起名叫作便俄尼，意思是“我痛苦生下的儿子”。但雅各为了纪念拉
结，就给孩子起名叫便雅悯，意思是“我右手的儿子”。雅各把便雅
悯列在他儿子中最高的位置，因为在那个时候，右手象征着最高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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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和地位。

雅各父亲以撒的营地在希伯仑已经算很大的了。现在，雅各的家
人和所有跟他的人，又带着很多牲畜回来了，营地不得不再扩大。

以撒是个非常成功的族长，他也拥有大片耕种的土地。雅各作为
继承人接管了以撒所有的牲畜和土地。因此，雅各所有的儿子，除了
婴孩便雅悯，都要来帮助父亲雅各耕种和放牧。到了夏天，羊群还必
须带到北方，才能找到新鲜的绿草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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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和他十一个弟兄比起来，虽然还小，但他也需要帮忙。他父
亲平常会把他留在家里，帮助管理农场。但到了夏天，约瑟的兄弟就
要带着羊群去北方放牧。这个时候，雅各常常让约瑟带吃的给放牧的
兄弟们，并且回家告诉雅各他哥哥们放牧的情况。

约瑟是雅各最喜欢的儿子，但是他的兄弟们都不喜欢他，因此，
约瑟就会惹上麻烦了。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创世记：35章27-29节；37章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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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雅各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是谁？

2 拉结给她的第二个儿子起名叫什么？

3 雅各把他的名字改成了什么？是什么意思？

4 雅各最喜欢的儿子是谁？

5 雅各花了很长时间才回到家乡希伯仑，上帝在长途跋涉中怎样
帮助和保护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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