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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杰西卡

她小时候听了这些圣经故事，她现在作为一名外科医生在尼泊尔的教会医院服侍，那里的孩子
们可以从收音机听到尼泊尔语的圣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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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拿你的褥子走吧”

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叫作毕士大池的水池。当地的人相信，只要
池水一动，第一个跳下水的人，病就会被池水治好。

所以，每天那些有病的人，就是失明的人、瘸腿的和瘫痪的人，
都会围着水池躺在自己的褥子上，等着池水涌动。

在一个犹太人的安息日，耶稣来到了毕士大池。犹太人的安息日
是每个星期的第七天，也就是我们的星期六。上帝曾经告诉犹太人
说，任何人在安息日都不可做工。在圣经上是这样记载着：“当记念
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作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

你神当守的安息日。”1所以，如果有犹太人在安息日做了工，那么他
就会被惩罚。

耶稣来到毕士大池的那天，刚好就是犹太人的安息日。在池子的
周围，挨着水边的走廊上，挤满了躺在褥子上的病人，他们都在等着
池水涌动。但是池水并不是经常涌动的，在池水没有涌动的时候，病
人们就躺在那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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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病人都会把一个乞讨用的篮子，放在自己的身边。人们看
到这个篮子，就会明白他们是在表示：“我不能工作挣钱，请给我点
钱，扔一个硬币在我的篮子里吧。”

鸽子落在走廊的屋顶上咕咕叫着，淘气的小麻雀在病人中间，蹦
蹦跳跳地寻找着食物的碎渣。

等到了池水可能要涌动的时候，病人们都目不转睛地盯着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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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失明的人就会仔细地听着，等待池水涌动发出的声音。他们心
里都在说：“真希望池水一开始涌动，我就能第一个跳进水里去！”

当耶稣走过的时候，那里的病人没有人知道祂是谁。耶稣是从加
利利的迦百农来的，在迦百农，耶稣曾经医治了各种各样的病人。可
是，在毕士大池边的病人，他们全都不认识耶稣，也不知道耶稣治病
的能力。他们只是希望能在池水涌动的时候，第一个跳下去。

这个时候，耶稣看到一个病人，这是个瘫痪的病人。他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地躺在那里，整整有三十八年了！

耶稣知道他的感受，于是就在他旁边站住，问他说：“你要痊愈
吗？”我们不知道这个瘫痪病人的名字，那么就让我们叫他威利吧。

威利在这三十八年里，既不能够自己努力谋生，也不能够为別人
工作，他反而是需要别人的帮助，因为他瘫痪了。这三十八年来，可
能是有朋友每天把他抬到毕士大池边，他自己什么也不能做。

耶稣来到威利身边，就问他：“你想要变好吗？”

可怜的威利没有回答要还是不要，他只是哭着说：“先生，水动
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进池子里。我正想下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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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

于是，耶稣就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

威利就站起来，卷起他的褥子，扛在肩上走了。这可是个神迹
啊！威利就这样立刻被治好了。

威利刚刚走了几步，就有犹太人对他说：“站住！站住！今天是
安息日，在安息日不可以工作，所以你不能拿着褥子走，除非褥子上
躺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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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是这样的，我瘫痪了三十八年，”威利回答说，“我刚刚
被治好，是那个治好我的人让我拿着褥子走，我就这么做了。别怪我
好吗？我是按照那个治好我的人的话去做的。”

“是谁让你这么做的？”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就问他，“是谁叫你
在安息日拿起褥子走的？”

“我不知道祂是谁，”威利回答说，“那里有很多人，祂挤在人
群里走了，我不知道祂的名字。”

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仔细地盘问威利，想要找到是谁有这么大的胆
子，竟然叫人在安息日工作。可是他们问不出来，只有放威利走了。

后来，威利来到了圣殿，耶稣在那里又看见了他，就对他
说：“看，你现在痊愈了，不要再犯罪，不然恐怕你遭遇更厉害的事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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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利想：“祂怎么知道我的过去呢？祂怎么知道我以前做了什么
事，让自己变成瘫子呢？唉，现在虽然我的瘫痪治好了，可又惹上了
新麻烦。他们说我在安息日搬褥子，是在工作。在安息日做工的惩罚
会很严重，我一定要说清楚。我要告诉他们，那个人现在就在圣殿
里，该罚谁就罚谁，免得我受罚。我马上去告诉管事的。”

耶稣治好了威利的瘫痪，但是威利不但没有对耶稣表示感恩，反
而是为了自己不受到惩罚，去指证耶稣。这么一来，他就背叛了耶
稣。

因为威利的背叛，结果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也就是那些法利赛
人，要控告耶稣，因为耶稣在安息日给人治病了，而且还叫人工作。
耶稣就这样回答他们说：“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我父每天
都工作，我也是一样。”

你知道上帝一直都在工作，一直在照管祂所创造的一切吗？圣经
上是这么说的，祂管理天上的每一颗星星，让亿万颗星星在自己的轨
道上运行。上帝照管祂所创造的一切，包括田野里的每一个野兽，天
空中的每一只飞鸟。上帝还赐给人类，就是你和我有生命的气息和所
需要的一切。

上帝还聆听我们的祷告，就是每时每刻人们从世界各地，向上帝
发出的祈祷。上帝一直在照管着宇宙万物，并且扩展祂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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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我父每天都工
作，我也是一样。”

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听到耶稣这么说，就更加气氛了，他们
说：“这个叫耶稣的家伙居然称上帝为‘我父’，祂不但犯了安息
日，还把自己和上帝看作平等。这可是在亵渎上帝，这比不守安息日
还严重，祂必须要受到惩罚！”于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就想尽办法
要杀死耶稣，因为耶稣说祂是上帝的儿子。

但是，耶稣本来就是上帝的儿子，祂也是世界的救主！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约翰福音：5章1-18节

1出埃及记：20章8-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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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为什么在毕士大池周围的人都想跳进水里？

2 病人身边带着什么，来鼓励人们施舍给他们一些硬币？

3 耶稣问池边的那个人什么问题？

4 为什么耶稣说祂在安息日做工是可以的？

5 上帝用什么方式不停地做工？上帝如何在你的生命中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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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五饼二鱼

很多人看见耶稣在病人身上行的神迹，就都来跟随祂。因为来的
人多，耶稣和祂的门徒们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于是耶稣说：“我们
找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一会儿。”他们就上了船，往旷野去。人们看
到耶稣和门徒坐船离开了，就从各城步行，比耶稣和门徒先到了。

等耶稣从船上下来的时候，岸上已经有一大群人在等着祂。耶稣
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就像群羊没有牧人。于是，耶稣没有休息，而
是给人们宣讲上帝国度的福音。听的人中间，有大人也有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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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就快下山了，耶稣的门徒说：“老师，天已经晚了，这里是
野地，请叫大家散开，让他们到周围的乡村去买吃的。”

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

门徒腓力说：“那不可能啊，老师！就是买两百银钱的饼，让他
们每个人吃一点，也都不夠啊。”

“你们有多少饼呢？”耶稣问，“可以去看看。”

门徒安德烈在一个小男孩那里，找到一点食物，就告诉耶稣
说：“老师，这里有个小孩，他有五个大麦饼和两条小鱼，可是这点
东西哪够给那么多人吃啊？”

当时那里有五千男人，加上妇女和孩子的话，总共至少有一万多
人。

耶稣对祂的门徒说：“让大家分成组。”于是，门徒们就去把人
们分成组，有五十人一组的、一百人一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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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大家都坐下！”耶稣对人群说。

你想想这么一大群人坐在草地上，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耶稣，耶
稣会做什么呢？两条小鱼和五个小饼，还有那一万饥饿的人群，等着
吃晚餐。

耶稣拿起五个小饼和两条小鱼，举目望天，为食物感谢上帝，然
后就把饼和鱼掰开。十二个门徒把掰开的饼和鱼，拿去分给坐在青草
地上的人群。门徒们就好像现在餐厅里的服务员那样，来来回回到耶
稣那里取食物发给大家，而食物一直分不完。

这么多的人，每个人都吃了一顿美味的晚餐，而且吃得饱饱的。
耶稣对祂的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糟蹋了。”

每个门徒都带着自己随身的篮子，他们捡了满满十二个篮子的碎
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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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曾经对以色列人这么说：“耶和华

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1

在人群中，有人还记得摩西所说的这句话。摩西曾经在旷野用吗
哪喂饱以色列人，而耶稣在这野地喂饱了大家。于是他们就说：“弥
赛亚要做摩西所做的，就是喂饱百姓。耶稣刚刚做了这事，那么，耶
稣一定就是弥赛亚！”

于是，人们就高喊着：“我们让耶稣作王！我们让耶稣作王！”

人群想要硬拉住耶稣，让祂作王。耶稣制止了人们，然后命令祂
的门徒，马上上船离开。耶稣叫众人回家去，祂自己就往山上去祷告
了。

众人看见耶稣行的这个奇迹，可是他们并不知道耶稣到底是谁。
耶稣对那些又来找祂的人这样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

我，并不是因为看懂了这个神迹，而是因为你们吃饼得饱而已。”2

这些犹太人刚刚享受了一场盛宴，于是他们要立耶稣为王，希望
能够享受更多的盛宴，这才是他们在乎的。他们并不真的认识和相信
耶稣，这些人离上帝的国度还很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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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让众人回家以后，就去到加利利海边的一座小山。祂在那里
整夜地祷告上帝，和祂的父神交谈。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马可福音：6章30-44节；约翰福音：6章1-15节

1申命记：18章15节
2约翰福音：6章26节 圣经吕振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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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耶稣看见人群，祂想到什么？

2 耶稣看见人群，祂想到什么？

3 耶稣用了多少个饼和多少条鱼喂饱众人？

4 这个神迹应该向众人展现了耶稣的什么？

5 人们是否真地认识并爱耶稣，还是只想要更多的神迹？那么你
呢？你相信耶稣，渴望认识祂吗？

19



3
耶稣在水面行走

天亮之前，耶稣从山上往下看，看到在月光下，海面上有一只小
船在惊涛骇浪里颠簸着，好像一片浮萍。祂的门徒们就在那只小船
上。门徒们已经努力划了好几个小时，但是也无法靠岸。

小船在海里逆着风，被大浪抛上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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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凌晨四点了，耶稣走下山，从水面上走向小船。当门徒们
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他们都吓坏了。

“是鬼魂吧！”

“是鬼！”

“别怕！”耶稣说，“是我，不要怕！”

“主啊，”彼得喊着说，“如果是祢，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祢那
里去。”

“你来吧！”耶稣回答说。

彼得就跳到船外，站在水面上，朝耶稣走去。

但是，当彼得一看到大风浪，心里就害怕了。这时，他开始往下
沉，他就连忙呼叫：“主啊，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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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伸手拉住了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疑惑呢？”

耶稣和彼得上了船。这时，门徒们刚才遭遇的大风，也突然停了
下來。

门徒被耶稣的能力吓呆了，他们扑倒在耶稣的脚前拜祂，大声地
呼喊说：“真的，祢真是上帝的儿子!”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马太福音:14章22-3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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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耶稣是如何到了湖中心门徒的船上？

2 为什么门徒开始会害怕？他们认为谁在海上行走？

3 耶稣告诉船上的门徒什么？

4 彼得为什么开始在水里下沉？

5 生活中有时什么困难会让我们害怕，并且不再向上帝寻求帮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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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外邦妇女的大信心

“哦，她又在喊了！今天她特别烦躁。因为有鬼附在她身上，她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想出来的时候才出来。为了她和其他人的安全，
我必须呆在家时时刻刻看着她。鬼一发作的时候，她就会恶狠狠地看
着我。这时候如果我对她充满怜爱，她的脸上就会露出邪恶的表情，
嘴里还会不停地咒骂。有时她甚至很恶毒，我真怕她会伤人。她当然
可能会伤害我，可是那又能怎么办呢？珀妮丝是我的女儿，我的小女
儿啊，唉！”

杰丝塔一边用手指搅动着纺丝碗里的蚕茧，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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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出生那天真是个令人难过的日子。哦，我在说什么呢？没有
她的话，我可怎么活呀！我爱她！可是，她出生的日子的确是个令人
难过的日子。推罗的女孩都很美丽，穿着漂亮的衣服。可是我这可怜
的小女儿，被鬼附了，她会撕烂自己的衣服。只要，只要我的女儿能
恢復正常，我什么都愿意做，什么都行……”

可怜的杰丝塔放下她的纺丝锤，走到大门口。“哦，珀妮丝有一
会儿没有尖叫了，让我打开门换换空气。我真不想让邻居们听见她的
尖叫。”

这位心烦意乱的母亲向外看去，地中海在午后的阳光下波光粼
粼，但她根本没有注意，她还在自言自语地说：“我已经求过我们的
神明，来帮助我那被鬼附着的女儿，可是他们也没有办法。也许对他
们来说，这个鬼是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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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丝塔关上门坐在地上，用手抱着头，继续自言自语地说：“我
听说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是个有大能又慈爱的神。我不了解祂，不
过，那位耶稣，那个拿撒勒的耶稣，祂不单讲了很多以色列的神的事
情，还藉着以色列神的名，医治了很多病人。可是，祂是个犹太人，
是教他们圣经的拉比。而我，我是个叙利腓尼基人，我不是犹太人。
他们说我是外邦妇人，我又没有什么学问。我这个可怜的小女儿，真
让我心里充满了痛苦和绝望，我那可怜的丈夫也觉得羞愧难当。”

这时，传来开门的声音。“杰斯塔，你听说了吗？耶稣到推罗来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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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我那可怜的丈夫回来了，”杰斯塔仍然在自言自语地说，
她的头还是埋在手里。“我丈夫害怕回到家。有时候我出去，我丈夫
就在家看着我们那可怜的女儿，我回来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觉。”

“杰丝塔，你听到没有？”她的丈夫大声地说，“耶稣到推罗来
了！”

“不会的，耶稣住在迦百农呢。”杰斯塔回答说。

“耶稣住在哪不重要，杰丝塔，”她丈夫说，“我说的是，耶稣
到我们这儿来了，祂和门徒们到推罗来了。人们说耶稣在迦百农那边
教训人和治病，然后就到我们这儿来休息休息。”

“你肯定是耶稣？”杰丝塔着急地追问她丈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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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真万确，杰丝塔。我们这儿很多人都去过迦百农，看到耶稣
在那儿教训人，还看见祂在那儿医病赶鬼。不会错的，就是祂！我还
听说呀，在离迦百农不远的地方，那些犹太人想立耶稣作他们的王，
作他们犹太人的王。可是耶稣不愿意，所以祂就退到我们这个安静点
的地方来了，而且……”

杰丝塔这个时候一下子跳起来，抓起一条头巾就开始包头。

“杰斯塔，你要出门吗？”

“是的，你帮我照看好珀妮丝好吗？求你了！”

“我来看着珀妮丝？那珀妮丝要是发起狂来，会又是摔又是打
的。唉，你非得现在出去呀，杰斯塔？”

“是的，我必须马上出门。” 

“你去哪呀？”

“去找耶稣。”

“找耶稣干什么？”

“我要去求耶稣医治珀妮丝。”

“可，可是耶稣是个犹太人，是教他们犹太人圣经的拉比。那些
犹太人说我们是外邦人，是不洁净的狗，那些犹太人就是这么叫我们
的，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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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论如何也要去试一下！我要去求耶稣医治我们可怜的女
儿。”

“那，那你就带珀妮丝一起去啊！”

“她今天这个样子怎么去呢？你听听她的叫声吧！我先去找耶
稣，只要祂答应治珀妮丝，就一定有办法治好。”

“唉，不过你可别忘了你是谁啊！你、我还有我们可怜的小珀妮
丝，我们都是属于叙利腓尼基族的希腊人，他们叫我们外邦狗！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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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就是这么叫我们的。”

“我不管这些，我就要去找耶稣。像你这样前怕狼后怕虎的，什
么事也做不好。我走啦！”杰丝塔话还没说完，人已经走出门了。

杰丝塔必须要找到一个知道耶稣在哪里的人。

这位决心已定的母亲，从海岸边转进一条气味难闻的小路。推罗
这个地方，是以出产紫色染料而闻名的，这种染料是用贝壳类做的。
在烈日下，贝壳散发出难闻的味道。但是杰丝塔早就习惯了，她从小
就在推罗长大，这路上的气味一点也不能影响她。她快步走过丝绸商
店，来到了田野。

杰斯塔迎面碰上了一个刚刚从附近采摘桑树叶的妇人，她也是杰
斯塔的朋友。她采摘桑叶是用来喂蚕的，推罗的蚕丝也很有名。

杰丝塔就问这位朋友说：“你知道耶稣在哪儿吗？”

“耶稣？不知道，祂应该在迦百农吧！听说祂在那儿治病、教训
人。”

“我听说祂到推罗来了。”

这位朋友把桑叶放了下来，用怀疑的眼神看着杰斯塔说：“你不
会是想找耶稣医治你的女儿吧？祂不会帮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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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知道我要求祂医治我女儿？”

“这还用问，从你的脸上就看出来了，你已经下定决心了。可是
耶稣不会帮你的，因为祂是个犹太人，是教他们圣经的拉比，而你我
是他们所说的外邦狗。”

杰丝塔并没有把这些话放在心上，她继续往前走，直到她碰上另
外一位她认识的妇人。

“你知道耶稣在哪里吗？” 杰丝塔问。

“不知道，你是想找耶稣治你的女儿吧？你怎么没有带你女儿一
起来呢？说不定耶稣会医治你女儿呢！因为去了迦百农的人说，耶稣
也医治过外邦人。唉呀，你真该带你女儿去试试！”

“我女儿今天的状况很不好。不过，如果耶稣愿意医治她，耶稣
就一定有办法。耶稣会在哪里呢？”

“对了，我听说祂和祂的门徒，在这附近一个安静的地方。你去
那里找找。”这位朋友指着小树林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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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丝塔就向小树林走去。“耶稣会在哪里呢？啊，他们就在这
里！”

杰丝塔跟在耶稣后面激动地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求祢
医治我的女儿！她被鬼附得好苦。”

耶稣没有理会她。但是杰丝塔没有放弃，她继续跟在耶稣后面高
声地喊叫：“主啊，求祢医治我的女儿！”

这时，一位门徒走到耶稣面前说：“那个妇人在我们后面又喊又
叫，打发她走吧！真受不了她这么缠着我们。”

耶稣就对门徒说：“我是奉差遣来拯救以色列家迷失的羊的，只
是救赎犹太人，没有其他人。”

杰丝塔赶前几步，追上耶稣，并且伏在耶稣的脚前恳求说：“主
啊，帮帮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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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主啊，是的，”杰丝塔继续恳求说，“但是，桌子底下的狗也
吃孩子们掉的碎渣儿！”

“妇人，你的信心真是大的！”耶稣说，“照你所要的，给你成
全了吧！”就在这个时候，鬼就离开了杰丝塔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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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丝塔回到家里，看到女儿平静地躺在床上，女儿珀妮丝看起来
那么美丽。杰丝塔紧紧地拥抱着她的女儿。

“哦，妈妈，”珀妮丝说，“我全好了！”

然后，杰丝塔就对她的女儿珀妮丝，讲了耶稣是怎样医治她的。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马太福音:15章21-2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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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为什么杰丝塔的女儿不像其他女孩？

2 杰丝塔住在哪里？

3 杰丝塔要求耶稣做什么？

4 为什么人们认为耶稣不会医治杰丝塔的女儿？这理由影响耶稣
了吗？

5 耶稣是否只是来拯救犹太人，还是来拯救所有相信祂的人？我
们是怎么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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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
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作的是何等
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低加波利传
扬耶稣为他作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希奇。

--马可福音：5章18-20节

在接下来的几个故事里，被医治的人我们叫他巴罗。他曾经被一群鬼
附着，耶稣把那群鬼从巴罗身上赶走了。然后巴罗就照着耶稣的吩
咐，把耶稣在他身上所做的告诉周围的人。在下面的几个故事里，我
们就想象，有一位客人，他来拜访巴罗，巴罗告诉他发生在自己身上
的事。虽然这些故事是想像出来的，但是故事里所讲到耶稣的能力，
是和圣经记载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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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拜访巴罗先生

一个陌生人骑着一头灰毛驴，对一个牵着羊的男孩说：“我是从
低加波利南部来的，这里是格拉森吧？我在找一个住在格拉森的人，
我听说他曾经是一个大家都害怕的人。” 

“是的，这里是格拉森。”男孩回答说，“我知道你说的那个
人，就是巴罗先生。因为有个了不起的人叫拿撒勒人耶稣，是祂把巴
罗身上的很多鬼，是一大群鬼都赶走了。你来的正是时候，现在巴罗
先生刚好在家，他可是经常出门的。他说，他要走遍低加波利，告诉
每个遇见的人，那位了不起的耶稣在他身上所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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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从南低加波利来的陌生人，我们就叫他伊诺克吧，他
说：“哦，那么，他就是我要找的人啦！怪不得很多人都知道他，因
为他到处传讲耶稣在他身上做的事。”

男孩说：“是啊，没有人比巴罗先生身上发生的事，来得那么传
奇了！几个月前，没有人愿意到这里来。如果你来了，你肯定会被巴
罗先生恐怖的叫声和铁链声吓破胆的，而你的这头可怜的毛驴，肯定
也会被吓脱缰了。巴罗先生以前就是这样的！那时，他就住在山那边
的坟地里。”男孩说着就伸出手，指着加利利湖畔远远的一座小山。

“嗯，这个我听说了！”伊诺克说，“诶，你刚才不是说，耶稣
把附在他身上的鬼都赶走了吗？那么巴罗先生现在已经痊癒了，对不
对？”

“当然啦！巴罗先生完全换了个人！”男孩回答说，“你知道
吗？他以前总是赤身裸体，不穿衣服，还浑身是血。他用刀子和石头
砍自己，那时候我们都很怕他。”

“你快点告诉我，巴罗先生的家在哪里吧！”伊诺克说。

“他的家就在那边，先生。”男孩说，“你朝加利利湖的方向
走，右手边第三家。”

“右手第三家，嗯，谢谢你！”伊诺克高兴地说。

男孩子牵着羊继续往前走。

伊诺克骑着毛驴来到了巴罗家的旁边，他拴好了毛驴，让它在那
里吃草。

这时巴罗正在家里，他看见有人来，就来到了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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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巴罗先生吗？”

“是啊！你是？”

“能见到你真是太好了！我是从南低加波利来的，我叫伊诺克。
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讲讲在你身上发生的奇妙事吗？就是那个教犹
太人圣经的犹太拉比，拿撒勒人耶稣，祂居然医治了非犹太人，就是
我们低加波利的希腊人。这真让人没办法相信啊！”

巴罗笑了。

伊诺克仔细地端详着巴罗的脸，说：“从你脸上，我就看出你是
个幸福的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幸福的表情！”

“哦，那是因为我的朋友嘛！伊诺克先生，快进屋吧！”

“你就叫我伊诺克吧！你刚才说你的朋友，巴罗先生，你是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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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位朋友？”

“你也叫我巴罗就行了。我刚才说的朋友就是耶稣！祂彻底救了
我！” 

“是耶稣，那太好啦！我就是想听听耶稣的故事！”

伊诺克一边说，一边跟着巴罗进到屋里。

进屋以后，巴罗请伊诺克坐下，然后说：“提起我被鬼附的那段
时间，真是太可怕了！可能你曾经也听说过。你可以先来看看我身上
的伤，都是那个时候我自己砍的。”

说着巴罗就把一只袖子拉起来，他的胳膊上全是发白的伤疤，巴
罗接着说：“除了胳膊，我全身都是伤，全都是被鬼附的时候我自己
砍的。”

伊诺克看着伤疤说：“诶呀，这太可怕啦！你给我讲讲耶稣怎么
医治你的，好吗？”

“说实话，当时的过程是怎么样的，我自己也不很清楚，因为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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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候，我还被鬼附着嘛。我只知道，耶稣来了之后，就把附在我身
上的鬼都赶走了。后来看见的人就告诉我说，耶稣那天早上坐船过
来，一上岸看见我，就说：‘污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我就跑
过去拜祂，还大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祢有什么相干？我
指着神恳求祢，不要叫我受苦！’结果呢，耶稣就问我身上的鬼
说：‘你名叫什么名字？’那鬼就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很
多。’”

“啊？是一大群鬼呀！”

“是的，是一大群！这个时候，在山坡上，有一大群猪。我身上
的鬼就央求耶稣说：‘求祢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耶稣准
许了，污鬼就出来，进入猪群。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
死了。猪的数目大概有二千。”

“两千头猪！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可真有能力啊！我想，那些看见
的人都会被吓坏了吧？”

“是啊！放猪的吓得逃跑了，他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于是众
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大家就央求耶稣离开这里。”

“他们这么做，是因为死了两千头猪吧？”

“就是啊！两千头猪可是值不少钱，全没了！镇上的人害怕耶稣
呆久了，他们又会损失什么东西。”

“但是耶稣救了你啊！难道你的命还不如那两千头猪？”

“唉！”巴罗叹了口气说，“人就是这样，我的命和他们没多大
关系，但财产是他们的呀！”

“后来呢？”

“后来耶稣和祂的门徒们就回到船上，准备划船快离开了。我也

41



想和耶稣一起走，我恳求说：‘让我和袮一起走吧，求祢让我跟祢走
吧！’可是耶稣不允许，祂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把主
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于是，我
就从一个城镇到一个城镇，从一个乡村到一个乡村，讲述耶稣在我身
上做的事。只要有人愿意听，我就告诉他们耶稣在我身上做的事
情。”

“我终于亲耳从你的嘴里听到了，耶稣在你身上做的事。”伊诺
克激动地说，“真是太棒了，太奇妙了！拿撒勒人耶稣真了不起！”

“除了做在我身上的这件事，耶稣还做了好多了不起的事。如果
你想知道，我可以把我知道的，一件一件都告诉你。”

“好啊，好啊！你全都告诉我吧！”

“没问题！咦，好像门口有什么动静。”

“哦，那可能是我拴在你家门口的毛驴。我去看看，马上回
来！”伊诺克说着就站起身来。

“我和你一起去，看看能帮上什么忙。”巴罗说着也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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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马可福音:5章1-20节

43



问题

1 在这个故事中，耶稣为巴罗做了什么？

2 为什么巴罗到处旅行？他旅行时做了什么？

3 当耶稣要离开时，巴罗希望能做什么？而他却做了什么呢？

4 为什么当耶稣再回到低加波利，人们都欢迎祂？

5 有时我们想要做的和上帝希望我们做的事情不同。在这个故事
里，巴罗帮助人们预备好接受耶稣，因为他告诉人们耶稣为他所
做的一切。你能在今天所在的地方做些什么来帮助人们跟随耶稣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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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盛大的野餐

巴罗和伊诺克在桌前刚刚坐下，伊诺克就迫不及待地说：“巴
罗，你再给我讲一些耶稣做的事吧！”

“嗯，让我想想先说哪一个。”巴罗说，“我给你讲那个聋哑人
安迪的故事，这是安迪亲口对我说的。”

“太好了！”

“这附近的人都认识安迪，他一直都是又聋又哑，平常就靠打手
势让人明白他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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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经过西顿，到了低加波利地区的加利利海。这消息一传
开，就不得了啦！好多人都赶来求耶稣治病。

“有一位朋友就带着安迪去找耶稣，耶稣就把他从人群里面领到
一个僻静的地方去。

“安迪告诉我说，耶稣把手指伸到他的耳朵里，然后又在他的舌
头上吐上了点唾沫，接着耶稣抬头望着天叹息，说：‘以法大！’安
迪的耳朵就开了，舌头也松了，就可以听到了，而且也能说话了！”

伊诺克忽然打断巴罗的话，他说：“等等，等等！‘以法大’？
是他们犹太人说的亚兰文吧？”

“是的，是的！‘以法大’就是‘开了吧’的意思。”巴罗回答
说，“我告诉你，安迪发现自己又能听见又能讲话以后，那可激动
啦！他马上就想去告诉大家。可是耶稣吩咐他说，不要告诉人。但是
安迪太高兴了，哪还管这些。耶稣越是不让他说，他就越要把这个事
情到处去讲。听到的人都感到非常希奇。

“安迪告诉我说，耶稣治好了他，他回到人群里以后，大家看见
他能听到了，又可以清楚地说话了，就都惊叹耶稣的能力，他们
说：‘祂居然能够让聋子听见、哑巴说话。’”

“诶，这就奇怪了！”伊诺克问，“耶稣把你身上的鬼赶走以
后，要你告诉大家这件事。可是医治了那个又聋又哑的安迪，却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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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他告诉人。”

“这事我也不大明白。” 巴罗摇摇头说，“不过，我好像听说，
耶稣和祂的门徒来到我们这里，是因为有些犹太人喜欢耶稣，但是也
有些犹太人不喜欢祂，祂于是就到这里来避一避。”

“这真奇怪!”伊诺克接着说，“诶，巴罗，真谢谢你花时间给我
讲耶稣的故事！你讲了那么久，累不累呀？” 

“哦，不累，不累！这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嘛！”巴罗说话的时
候，眼睛里闪着光。

伊诺克高兴地说：“你不累，那就太好了！巴罗，有一件事情我
要问问你。我听说，在这附近曾经有过一个特别大的宴席，说是有几
千人呢！”

“几千人的大宴席？哦，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了！”说着巴罗就
站起来。“哈哈，这下你倒是提醒了我，该吃点东西了！我这里有一
些坚果和枣子，还有些烤玉米和葡萄，还有喝的。”

伊诺克拿起巴罗拿来的食物，一边吃一边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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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你说的那个大宴席，”巴罗接着说，“那是我见过的最盛
大的野餐啦！那个时候，有四千个男人，另外还要加上妇女和孩子，
每个人都吃得饱饱的。”

“啊？四千人？”伊诺克惊奇地说，“人真多啊！咦，你说是你
见过的最盛大的野餐，那么你也在场喽，巴罗？”

巴罗点了点头，说：“是呀，那一次我在场！”

“那一次？难道不止一次呀？”伊诺克问。

“其实这样的野餐有两次。”巴罗回答说，“在春天，草还绿的
时候，耶稣曾经在加利利海东边的伯赛大，给了犹太人一个宴席。那
个时候，除了妇女和儿童以外，一共有五千人呐！耶稣用一个孩子身
上带的两条小鱼和五个大麦饼，让这五千人都吃饱啦！而且，还剩了
十二篮子的食物。”

伊诺克一边吃着枣一边说：“原来有两次啊！你快讲讲你亲身经
历的那一次。”

巴罗喝了一口水，就说：“我经历的那次是这样的，当时耶稣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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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罗和西顿来到我们这里，在加利利海边的一座山上。那，就是那座
山！”巴罗伸出手，指着穿过门廊就可以看到的一座山。“那个时
候，很多人从低加波利各各地方涌来这里。他们把有病的亲戚、朋友
都带来了，有瘸腿的、失明的、残疾的、聋哑的。他们都求耶稣医治
他们，耶稣就把他们都治好了。

“人们听见那些从来没有讲话的人开口说话了，看到瘸腿的人可
以走路了，失明的人又重见光明了，都非常惊奇！那闻风而来的人是
越来越多。

“那时候，没有一个人想回家。一下子就过了三天，大家身上带
的食物都吃光了。

“这个时候，耶稣就对祂的门徒说：‘我很怜悯这些人！他们和
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了，现在没有食物了。我知道他们中间有些人是从
远处来的，如果让他们饿着肚子回去，可能在路上会困乏。’

“门徒们就回答说：‘在这野地，我们从哪找到饼给这么多人吃
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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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伊诺克问，“耶稣就像在伯赛大那次一样，让门徒在
人群里头找找有没有食物，对不对？”

“不是。” 巴罗回答说。

“不是？那是耶稣自己变食物出来？”

“也不是，耶稣是问门徒说：‘你们有多少饼？’

“门徒说：‘七块饼和几条小鱼。’

“耶稣就说：‘给我吧！’

“耶稣就让众人都坐下，祂拿着饼祝谢了，然后掰开交给门徒，
门徒就把饼摆在众人面前。耶稣又拿起小鱼祝了福，也吩咐门徒摆在
众人面前。于是，大家就敞开肚子吃，能吃多少就吃多少，我也吃得
很饱！

“最后，耶稣吩咐门徒把剩下的零碎捡起来。结果，他们捡了满
满七个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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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筐子！” 伊诺克惊奇地说，“真让人不可思议！七个饼，几
条小鱼，四千人吃，大家都吃饱了，还剩七筐子！”

“是的，七筐子！”巴罗接着说，“你也知道，我们用的筐子不
像他们犹太人的篮子，我们用的筐子很大，甚至可以把一个人都装在
里面的。”

“对对对，”伊诺克点着头说，“我们的筐子很大的！不过，最
重要的是，在我们看起来只有那一点点，是微不足道的食物，放在耶
稣手中，就有令人无法想像的结果！这真奇妙！”

“是啊，真的很奇妙！”巴罗也点着头说。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马可福音：7章31-37节, 8章1-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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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耶稣是如何医治又聋又哑的安迪？

2 这个神迹如何证明耶稣是应许的拯救者？

3 耶稣为非犹太人的人举办了大宴席，他们是什么人？

4 这告诉了我们耶稣关心什么人？

5 关于耶稣是谁，我们通过祂帮助人的方式了解到什么？耶稣是
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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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要见耶稣！”

伊诺克还在惊叹着，耶稣用了这么一点点的面包和鱼就可以喂饱
那么多的人，真是难以置信！不过，这可是巴罗亲身的经历。

这个时候，有一个人从门口探头进来，大声地问：“巴罗在
吗？”

“在！”

“我是伯赛大的卢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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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罗马上站起来说：“哈，卢修斯啊！快进来，快进来！吃点东
西。”巴罗一边说，一边递上一把枣子给卢修斯。“你大老远的来到
这里，是有什么新消息告诉我吧！”

卢修斯说：“我听说耶稣和祂的门徒，在大玛努他境内有一些事
情发生，不知道你听说了没有？”

巴罗说回答说：“卢修斯，你来的正好，先给我们这位从南低加
波利来的朋友伊诺克，讲讲耶稣是怎么医治你眼睛的吧！大玛努他的
事情等一下再讲，我们有的是时间。”

“没问题！任何人想听，我都愿意讲。” 卢修斯高兴地说。

卢修斯喝了口水，清了清喉咙，就说：“我本来是个瞎子，什么
也看不见。耶稣到我们伯赛大来的时候，好多人都来找祂治病。我的
心里可是七上八下的。我知道，耶稣是犹太人的拉比，祂是为犹太人
讲解他们的圣经的。虽然我也听说耶稣也医治过非犹太人，但是我不
确定，我会有那么好的运气，耶稣会医治我的眼睛。

“我的两个朋友就来找我说：‘我们带你去见耶稣，祂在迦百农
医治过瞎眼的人。’ 

“我说：‘在迦百农？那是犹太人的地方啊，我又不是犹太人。
而且，我这个人运气很差。别人能得到的东西，在我的身上就都得不
到，耶稣真的会医治我吗？’ 

“他们说：‘你不去试试，怎么知道？走吧，我们带你去。’于
是，他们就拉着我，穿过拥挤的人群，把我带到了耶稣的面前。

“我听到我的朋友对耶稣说:‘请你摸摸这个人的眼睛，医治他
吧！他是瞎眼的人。’” 

伊诺克问：“他们只要请耶稣医治你的眼睛就可以了，为什么他
们要请耶稣去摸摸你的眼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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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修斯回答说：“后来我也这样问我的朋友。我的朋友说，耶稣
在迦百农医治两个瞎眼的人的时候，就是用手一摸，他们的眼就开
了。”

巴罗说：“是啊，我听说也是这样的！”

卢修斯继续说：“然后有人拉住我的手，那是耶稣的手。我就跟
着祂走，离开了人声嘈杂的地方，就站住了。然后我感觉到眼皮一
湿，那是耶稣把唾沫吐在我眼皮上。你知道吗，我的眼睛就睁开了。

“耶稣就问我说：‘你看到什么了？’我抬头一看，真是太激动
了，就说了些蠢话。”讲到到这里，卢修斯笑出了声音。

“你说了什么？”伊诺克问。

“我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桩子在走动。’我当然知道
树是不会走路的。”

巴罗和伊诺克也一起笑了起来。

卢修斯继续说：“可是耶稣明白我的意思，祂知道我还看不太清
楚，祂就用手按在我的眼睛上。然后，我的眼睛就复原了，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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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伊诺克接过来说：“这真奇妙啊！卢修斯，为什么耶稣医治你的
眼睛的方法不一样呢？祂在迦百农不是用手一摸，就可以治好眼睛了
吗？但是在你身上，却是先用唾沫，然后再按手在你眼睛上。”

“这我也不知道。”卢修斯说，“就像耶稣把巴罗身上的鬼赶走
以后，要巴罗把这件事情告诉大家，说出去。但是耶稣治好了我的眼
睛，就要我回家去，连那个村子也不要进去。我虽然不明白是为什
么，但是我还是照做了。”

“所以，有一件事情是一样的。”巴罗说。

“哪一样？”卢修斯问。7

“我们都按照耶稣的话做了嘛！”巴罗回答说。

“喔，对对对！说得好，说得好！”卢修斯点着头说。

“什么说得好啊？你们聊得那么高兴！”有个人边说边走进门
来，“巴罗，你们在讲耶稣的事情吧！你一在家，家里就挤满了人谈
论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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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罗马上起身迎接这位朋友，他说：“诶呦，是杰森，快进来！
真高兴看到你！来见见我这位从南低加波利来的朋友伊诺克，还有伯
赛大的卢修斯。卢修斯以前是个失明的人，耶稣医治了他。这位南低
加波利来的朋友伊诺克，还没有亲眼见过耶稣呢！”

“虽然我没有亲眼见过，”伊诺克说，“但是听你们说了这么
多，我真是太佩服祂了。”

杰森坐下来喝了口水，然后说：“你只是听说就佩服耶稣了，可
是有人亲眼看见了，也不佩服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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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伊诺克问。

“真有这种人！”巴罗说。

“那么，他就和我以前一样，是眼睛瞎了！”卢修斯说。

“不，他们可没有瞎眼呐，”杰森接着说，“你该听听我在大玛
努他听到的消息！”

“大玛努他，”卢修斯说，“我刚刚就想说这件事，杰森。你先
说说，你听到了什么消息。”

“耶稣在加利利海边的山上，”杰森说，“用七个饼几条鱼让四
千人吃饱以后，就上船到了大玛努他。有一群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来找
耶稣，他们和耶稣在争论，后来他们就要耶稣显一个天上的神迹给他
们看。”

伊诺克迫不及待地说：“耶稣到处医病赶鬼，甚至在我们这个他
们称为外帮人的地方都这么做，这还不够啊？”

“他们要的是天上的神迹，”杰森回答说。“是指从天上发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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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声音，或者让太阳、月亮倒退等等，要耶稣藉这个神迹，来证明祂
的确是从神来的。”

“他们还说，耶稣是藉着鬼王赶鬼。”卢修斯接过来说。

“这真是岂有此理！”巴罗愤愤地说，“如果耶稣是藉着鬼王赶
鬼，那么我现在应该被鬼王附身了。我像被鬼王附身的吗？”

“那么，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伊诺克问。

杰森说：“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
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
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为什么求神
迹呢？’最后，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
看。’于是，耶稣就离开他们走了。”

伊诺克问：“耶稣又医病又赶鬼，还用几个饼几条鱼让几千个人
吃饱，为什么还说没有神迹给这个世代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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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耶稣的意思是，”卢修斯回答说，“那些反对的人即使看
见了，也不会相信耶稣的能力。”

“就像我到处把耶稣在我身上行的事情告诉人，”巴罗接着
说，“但是，还是有人不相信耶稣的能力。”

“不过，”杰森说，“我觉得耶稣并不想用神迹，在那些法利赛
人面前证明什么，祂好像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马可福音：8章22-26节，马可福音：11-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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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描述耶稣是如何医治伯赛大的盲人卢修斯？

2 谁带盲人卢修斯去见耶稣？

3 你怎么能在人群中认出法利赛人？

4 法利赛人要求耶稣向他们展示什么？耶稣说什么来回应他们？

5 你有没有带人去过教会或聚会来更多认识耶稣？为什么人们认
识并信靠耶稣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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