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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过泛滥的约旦河

约书亚派去耶利哥城的探子，比拿雅和巴西雅，被人发现了。他
们躲到了喇合的家，喇合先把他们藏在屋顶的亚麻秆下面，然后，支
走了耶利哥城的士兵。等到天黑了，喇合用绳子把比拿雅和巴西雅从
城墙缒下去，让他们出城。喇合对他们说：“你们出城以后，不要急
着过约旦河，恐怕士兵碰见你们。你们先往山上去，在那里藏三天，
等士兵们都回来以后，才可以过约旦河。”

比拿雅和巴西雅就照着喇合的话，在山上的洞里躲了三天。等到
追赶的人都回去了，他们才趁着夜色下山，渡过约旦河，赶回什亭，
以色列的营地。比拿雅向约书亚报告说：“耶和华上帝果然把耶利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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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交在我们手中了，耶利哥城的居民都非常害怕，惊慌失措，无心恋
战。”

约书亚听完探子的回报，就下达命令：“明天早上，我们离开什
亭，到约旦河边扎营。准备过约旦河！”

第二天早上，太阳还没有升起，小女孩伊维手里提着盛吗哪的罐
子，跟在母亲谢拉后面，出了他们的黑山羊毛帐棚。伊维大声地对母
亲说：“妈妈，我们要过约旦河了，对吗？”

母亲谢拉说：“是的，是的，我们要过约旦河了！”

伊维高兴地又蹦又跳。母亲谢拉赶忙说：“别跳，别跳，小心
点，别把盛吗哪的罐子打碎了！”然后，她又转过头，对儿子扎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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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快点，扎拉德，快来一起收吗哪。”

伊维也叫着说：“扎拉德，快点！”

扎拉德很不高兴地对伊维说：“关你什么事，伊维！”

伊维大声地说：“我是帮妈妈叫你，怕你听不见。”

扎拉德正要回嘴，母亲谢拉就制止他们说：“停下来！不许再争
啦！快收吗哪！”

扎拉德和伊维就安静了下来。

营地里的人都出来收吗哪，就是耶和华上帝在过去四十年里，每
天为以色列人降下的特别食物。

伊维忽然放下手中的罐子，大叫：“听，那边有只鸟在叫！它正
在唱快乐的歌曲，声音超过所有的鸟。”

扎拉德不屑地说：“太阳还没出来，哪里有鸟叫？是蛐蛐！”

伊维说：“你只能听到蛐蛐叫，扎拉德，我就听到远处有一只鸟

7



在唱歌，声音超过所有的其它的鸟，我就喜欢鸟儿的歌声。”

扎拉德说：“是蛐蛐！”

“是鸟！”

“蛐蛐！”

“是鸟！鸟！”

母亲谢拉生气了，“停下来！不许再争啦！快收吗哪。”

伊维说：“我没有争，我只是告诉扎拉德，我听见有一只鸟在唱
歌。”

母亲谢拉说：“赶快收吗哪，一会儿太阳就要出来了。不许再说
什么鸟啊、蛐蛐啊、青蛙啊，或者是蜥蜴啊！快收吗哪！”

伊维笑了起来，“妈妈，我们没有说青蛙、蜥蜴什么的，我们在
说鸟和蛐蛐。”

伊维和扎拉德拿起罐子，专心地收吗哪。很快，罐子就装满了。
他们就拿着罐子，跟在母亲谢拉后面，朝他们的黑山羊毛帐棚走去。

伊维把装吗哪的罐子靠着帐棚边放下，然后转过头，就叫
着：“扎拉德，快点！”

扎拉德放下罐子，回嘴说：“又叫，又叫，不许叫！”

伊维就说：“悼念摩西的日子已经结束了，为什么不许叫！我还
可以唱歌跳舞呢！我还要唱我自己作的歌来庆祝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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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拉德取笑伊维说：“哦，不错啊，会作歌啦！不过，我可不相
信你会作什么歌。”

伊维就笑着说：“你不相信？哼，我两个星期前就作好了。不
过，扎拉德，我才不会唱给你听呢！”

扎拉德说：“哼，那是因为你根本就没作出来，所以就不能唱给
我听！”

这一下，伊维着急了，就说：“谁说没有作出来，你听着，这是
我自己作的歌！”伊维把双手放在身前，清了清嗓子，“嗯，嗯嗯，
你听好了啊！”

小鸟在歌唱，为什么我不可以？
羊羔在跳跃，为什么我不可以？
蝴蝶在跳舞，为什么我不可以？
哀悼摩西的日子已过，
摩西不会介意，我喊！我唱！我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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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去世了，
爸爸很难过，
妈妈很难过，
我也很难过。
但是摩西和耶和华上帝在一起，
他去了最美好的地方。
摩西不会介意，我喊！我唱！我跳！

在耶和华赐的应许之地
有花、有草、
天空有飞鸟。
有奶、有蜜、
树上有果子。
我们会在那里幸福生活，
摩西不会介意，我喊！我唱！我跳！

扎拉德张大了嘴巴，听着伊维作的歌。

接着伊维就对着扎拉德，大声地说：“摩西不会介意的，我喊！
我唱！我跳！除了扎！拉！德！”

扎拉德没有生气，他摸摸头，说：“嘿！没想到，伊维还会作歌
呐！”

扎拉德一边说，一边就走进了帐棚。

太阳升起来了，地上的吗哪都融化了。营地飘出了食物的香味。

早餐以后，营地里的以色列人都开始打包行李，准备去约旦河
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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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又要出发了，营地的孩子们都很兴奋。伊维和扎拉德像其他
的孩子们一样，把自己的东西装进包袱里，整齐地捆好。在营地里
头，大一点的男孩子还会帮助父亲们把家里的帐棚拆了，驼在驴背
上。

很快，整个营地里的帐棚都不见了，只见到人和牲口。而卷好的
帐棚和各种的包袱，有的驼在驴背上，有的放在牛车上。母亲们把婴
孩绑在身上，姐姐们照顾着弟弟和妹妹，父亲们牵着牲口，大男孩儿
赶着牛、羊、山羊和驴。

忽然，伊维大声地笑了起来，“哈哈哈！扎拉德，你听乔尔的鹦
鹉在叫！它在学羊叫。哦，它又在学牛叫了。听，它又学驴叫啦！好
难听啊！扎拉德，好难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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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着，伊维就看见雅金走过来了。她马上把手指塞进自己的耳
朵里，大声地对父亲以利德说：“噢，爸爸，雅金先生来了。他肯定
又要说些泄气的话了，我不想听他说话。他为什么不相信上帝会照顾
我们呢？”

父亲以利德轻声地对女儿伊维说：“嘘！嘘！亲爱的伊维，不要
这么说雅金叔叔。”

然后，以利德就转过身，向走过来的雅金打招呼：“你好吗，雅
金！这一天终于到了，我们马上就要出发，去约旦河边了。”

雅金看见以利德，头就搭拉下来，说：“唉，我说过的，那条
河，我们不可能过去的！不知道约书亚是怎么想的，居然要带我们过
一条发大洪水的河！”

以利德上前去拍拍雅金的肩膀，对他说：“你要鼓起勇气，雅
金！要相信上帝，知道吗！”

营地里的祭司和利未人把会幕，就是上帝的帐幕，拆了，打包
好。并且有四位祭司准备好，来抬耶和华上帝的约柜。

约柜是由珍贵木材制成的箱子，外面包着金子。约柜的上面，面
对面站地着两个金天使。整个约柜看上去漂亮极了，它是耶和华上帝
与以色列人同在的标志。

在约柜里面放着两块石板，上面刻着上帝颁布的十诫。这就是为
什么这柜子名叫“约柜”，因为里面放了耶和华上帝跟祂的百姓，以
色列人所立的约：如果耶和华的百姓们遵守耶和华上帝的律法，那
么，耶和华上帝就和祂的百姓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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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约柜是放在上帝会幕里一个叫做至圣所的地方。今天四个
祭司要把约柜抬到约旦河边的营地，因此祭司们用一块特殊的布把约
柜盖了起来。耶和华上帝的约柜是神圣的，是不允许人去看的，只有
指定的祭司才能够用杠抬约柜。

成千上万的以色列百姓按着自己所属的支派，开始向约旦河前
进。一部分士兵走在最前面，其他的士兵走在两边，他们保护着百姓
前进的队伍。

以色列百姓来到约旦河边，约书亚就命令说：“我们在这里扎
营。”

百姓们就停下来在约旦河边扎营。他们在新的营地安顿好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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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就去到约旦河边，他们想看看洪水泛滥的约旦河。很快雅金就
从约旦河边回到了营地，他马上去找以利德。

雅金愁眉苦脸地说：“约旦河的洪水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河水
是白茫茫的一片。我们带着孩子、老人，还有牲畜，怎么可能过去
呢？我们都会被淹死的。唉，早不过河，晚不过河，偏偏要在洪水泛
滥的时候过河。哦，我们都死定了。”

以利德就对他说：“雅金！别说这种令人沮丧的话，你会吓到孩
子们和胆怯的人的。难道你不相信，耶和华上帝已经有计划，所以才
让约书亚带我们到这里来吗？尽管约旦河还在泛滥，但是耶和华上帝
会帮助我们渡过约旦河的。”

雅金根本没有听以利德说的话，他低着头，自顾自地叹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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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唉呀，我们完啦，我们完啦，我们真的都完啦！”

以利德就严肃地对雅金说：“雅金，你听我说，你要相信耶和华
上帝！你难道不记得耶和华上帝对亚伯拉罕是怎么说的吗？耶和华上
帝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雅金啊，你不要看约旦河水，你
要仰望耶和华！”

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边扎营，已经三天了。这一天，以利德回到了
自己的帐棚，对他的妻子儿女说：“刚才，约书亚吩咐我们说：‘你
们要洁净自己，预备好，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神迹！”

伊维一听就尖叫了起来，“神迹！耶和华上帝要行神迹啦！妈
妈，妈妈，我们快照约书亚的话去做！我想看神迹！”

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约书亚记：2章23节-3章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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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上帝的子民为什么要过约旦河？

2 约柜里放了哪三样东西？

3 当以色列人来到约旦河边，他们为什么会担心？

4 为什么以色列人期望上帝行神迹帮助他们过河？

5 有太难的事，是上帝无法做到的吗？为什么我们有时很难有信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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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河上的奇迹

伊维在黑山羊毛帐棚里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她一睁开眼
睛，就听到了约旦河的水流声，伊维尖叫着从床垫跳起来，“啊，我
们已经在约旦河边了！”

接着，伊维赶快掀开帐棚的门帘往外看，说：“瞧，吗哪已经降
下来了，地上一片雪白呢！我要去收吗哪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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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谢拉已经在帐棚外叫了：“扎拉德，伊维，快跟我去收吗
哪！”

扎拉德说：“哦，妈妈，我马上就来。”

伊维也叫着说：“我已经起来了，马上就来！”

很快，扎拉德和伊维提着装吗哪的罐子，跟着爸爸以利德，妈妈
谢拉去收吗哪。在收吗哪的时候，百姓们都在谈论着过约旦河的事。
现在正是收割的季节，和往常一样，春天的雨水加上北面黑门山上融
化的雪水，使约旦河正在泛滥。

一位妇女说：“你去看过约旦河水吗？洪水好大呀！”

一个男人回答说：“是啊！水太急了，要过河，不可能啊！”

那位妇女着急地说：“那我们怎么办？”

那个男人无奈地说：“我也不知道啊。”

伊维一边往罐子里装吗哪，一边小声地对扎拉德说：“扎拉德，
爸爸不是告诉我们，约书亚说上帝要行神迹吗？”

扎拉德就回答说：“是的，耶和华上帝一定会让我们过河的，我
很确定！”

以利德一家回到黑山羊毛帐棚里。母亲谢拉很快地做好了早餐，
父亲以利德为食物献上感谢之后，一家人就开始吃早餐。

早餐以后，以利德就说：“约书亚说了，我们要洁净自己，因为
明天耶和华要行神迹，让我们过约旦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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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维马上问：“洁净自己，就是我们要洗澡、洗衣服，对吗？”

母亲谢拉就回答说：“是的，我们先把衣服拿去河边洗，回来再
洗澡。”

扎拉德就说：“妈妈，我们去约旦河边，洗了衣服，就洗澡，行
吗？”

母亲谢拉赶忙说：“不行！约旦河正发洪水，很危险的，还是回
家洗。伊维，特别是你，到了河边别乱跑，免得被洪水冲走了！”

伊维有点不高兴地回答：“我知道！我从来就没有乱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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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维跟着母亲来到约旦河边，约旦河的岸边挤满了洗衣服的人
群。妇女们把洗干净的衣服铺在草地上，等太阳晒干。很快，草地就
被洗干净的衣服盖满了，连灌木丛和矮树枝上也挂满了衣服。在等衣
服晒干的时候，妇女们就坐在草地上说话，拉家常。太阳已经升得很
高了，也很热，用不了很长的时间，衣服就都干了。大家就抱着晒干
的衣服回自己的帐棚去了。

回到帐棚里，妇女们就把大铜盆拿出来，让家人洗澡。孩子们站
在铜盆里，把水浇在他们的身上。很快，高兴的尖叫声从各个帐棚里
传了出来。

繁忙的一天很快就过去了。以色列人都洁净好了，等着第二天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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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旦河。疲倦的伊维睡在床垫上，嘴里还不断地念着：“明天一定要
早点起来，我要看耶和华上帝行神迹！我要看神迹，我要看神迹，我
要看神迹……”

伊维说着说着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大早，以色列人收好了吗哪，吃了早餐，就都收起帐
棚，把牲口赶在一起。祭司们也把上帝的会幕收拾好了，用布把约柜
盖好。大家都准备好，要过约旦河了。

约书亚吩咐祭司们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

于是，祭司就抬起了约柜，走在百姓前面。

这时，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
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你要
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那
里站住。’”

约书亚就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过来，听耶和华你们的神的话。
看吧！耶和华上帝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等到抬耶和华约柜的祭
司把脚踏进约旦河水里，从上游流下的约旦河水，必被截断，在上游
好像一道水的堤坝那样立起来。”

百姓听见约书亚的话，就按着约书亚的吩咐，跟在抬约柜的祭司
后面，朝着约旦河走去。

当抬约柜的祭司，走近洪水泛滥的约旦河的时候，百姓们都睁大
眼睛，紧紧盯着已经走到水边的祭司。以利德一家也站在河岸的高
处，紧紧地盯着下面抬约柜的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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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维紧张地跳着，兴奋地说：“约书亚说，抬约柜的祭司把脚踏
进水里，约旦河水就会没有了。快看，快看，耶和华要行神迹啦！妈
妈，快看！”

母亲谢拉也紧张地拉着伊维说：“伊维，别跳，别跳！我在
看！”

伊维还是跳着说：“抬约柜的祭司已经到河边了，啊呀，到河边
啦，就要把脚踏进水里啦！”

果然，抬约柜的祭司的脚一踏进水里，从上游流下的约旦河水，
就在很远的地方停住，立了起来，形成一道水的堤坝。约旦河的河床
显露出来，成了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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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书亚吩咐抬约柜的祭司，在河中间的干地上站好，以色列百姓
就从干地过河。约旦河的河床上挤满了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赶着车，
带着牲畜匆匆地走到对岸。

等到所有以色列人带着牲畜和财物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上帝就
对约书亚说：“你要从百姓中拣选十二个人，每个支派一人，吩咐他
们说：‘你们要从这里，就是从约旦河中间，祭司脚站的地方，取十
二块石头，把它们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

于是，约书亚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了十二个人，每个支派一人，
对他们说：“你们去到约旦河中，在耶和华上帝的约柜前面，按着以
色列人十二支派的数目，每人取一块石头扛在肩上。这些石头在你们
中间可以作为证据。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
思？’你们就可以告诉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
柜前被截断了。’这些石头要作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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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二个人每人都从河中央扛了一块石头，要带到约旦河百姓住
宿的地方。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吩咐抬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

约书亚就吩咐祭司说：“你们从约旦河里上来。”

当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的时候，他们的脚刚刚踏
上岸边，上游的约旦河水就咆哮地冲了下来，泛滥的河水仍然像从前
一样漫过两岸。

以色列百姓过了约旦河以后，就在约旦河西的吉甲，耶利哥城的
东边安营。约书亚把从约旦河里取来的那十二块石头立在吉甲的营
地。

以色列百姓在吉甲的营地里搭好帐棚。吃了晚饭以后，他们就睡
觉了。但是，耶和华上帝在他们眼前行的神迹，一直在他们的脑海回
里荡。

当然，雅金更没有办法入睡。他走出自己的帐棚，来到约书亚照
耶和华上帝的吩咐取来的十二块石头跟前，对自己说：“我真的没有
办法相信，耶和华上帝把水像一道水的堤坝那样垒起来。等到我们都
走干地过了约旦河，耶和华上帝又让垒起来的河水复原。耶和华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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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啊！祂的能力太奇妙啦！我要记住约书亚在这十二块石头前说的
话。”

约书亚在那十二块石头前对百姓这样说：“如果以后你们的子孙
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要告诉他们
说：‘以色列人曾在干地上走过这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
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直到你们都过了河。这是要使万民都知
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约书亚记：3章6节-4章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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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为什么百姓要洁净自己？他们需要做什么？

2 在约旦河发生了什么奇迹？

3 为什么十二个支派各有一人要从约旦河中抗一块石头上来？

4 谁是第一个过河的人？这表明了什么？

5 上帝为你或你的家人做了什么奇妙的事情？你打算如何记住这
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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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手里拿刀的人

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的吉甲扎营，支起了成千上万的帐棚。四十
年来，虽然他们不断转地换营地，但是营地的帐棚安排几乎都没有变
化。所以，他们无论去到哪里，他们的邻居都是相同的，孩子们也有
同样的伙伴一起玩。

耶和华上帝施行神迹，让泛滥的约旦河水断流，以色列百姓全都
走干地过了约旦河，来到吉甲。所以，在吉甲的营地里，百姓们都在
赞美耶和华，并且敬畏约书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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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新领袖约书亚，真的很棒！”

“除了约书亚，我想不到有任何一个人能像摩西这样！”

“耶和华真的和约书亚同在！”

以色列百姓像敬畏摩西一样敬畏约书亚，是好的！因为在前面的
路途上，他们还会遇到很多的困难，这都需要约书亚带领他们。

这一天，有一位客人来到了以利德家的帐棚门口。伊维抢在父亲
以利德的前头，跑到帐棚门口。她一打开门帘就高兴地叫起
来，“哦，爸爸，是大祭司以利亚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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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伊维笑着对大祭司以利亚撒说：“大祭司以利亚撒，很高
兴见到你！”

大祭司以利亚撒微笑着，对伊维说：“我也很高兴见到你，伊
维！”

伊维跳着，把大祭司以利亚撒带进帐棚。大祭司还没有坐下，伊
维就问：“大祭司以利亚撒，我看到神迹了。抬约柜的祭司的脚一踏
进水里，约旦河立刻就干了，我们就从干地上过河了，真是太奇妙
了！大祭司以利亚撒，还会有神迹吗？”

大祭司以利亚撒看着这位天真活泼又热情的小女孩，眼神里充满
着对她的欢喜和爱怜，他回答说：“是的，是的，还会有神迹的！伊
维，先让我坐下来，我想问你们一件事。”

大祭司以利亚撒在帐棚的地上坐下，父亲以利德、母亲谢拉、哥
哥扎拉德还有伊维，就围在大祭司旁边坐下。

大祭司以利亚撒问扎拉德说：“扎拉德，你记得我们是哪天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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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旦河吗？”

扎拉德回答说：“是，是正月初十。”

大祭司以利亚撒继续问：“我们在这里扎营几天了？”

伊维就抢着说：“我知道，三天，是三天。”

大祭司转过头问伊维：“那么，明天……”

“明天是逾越节。爸爸选好了逾越节的羊羔，妈妈也在准备逾越
节的晚餐了。”大祭司的话还没说完，伊维就抢着回答了。

扎拉德有点不高兴地对伊维说：“伊维，大祭司没有问你，是在
问我。”

大祭司就对扎拉德说：“好，扎拉德，下面的问题就请你回答。
伊维，你不要插嘴啦，听扎拉德说。扎拉德，你来告诉我们，守逾越
节是纪念什么吧！”

扎拉德马上从地上站起来，说：“守逾越节要我们记念，耶和华
如何从埃及法老王手下把我们以色列人救出来，不再做他的奴隶。逾
越节那天晚上，耶和华要以色列百姓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耶和华
降第十灾，杀死埃及人长子的时候，就越过门框上有血的屋子，以色
列百姓的长子就没有死。而埃及人房子的门框上没有血的，家家户户
的长子都死了。这样，耶和华就让我们以色列人得到自由。这就是我
们在逾越节所记念的。”

大祭司以利亚撒点着头说：“说得好，扎拉德！你记得我们为什
么要守逾越节，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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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维马上撒娇地对大祭司说：“那我呢，大祭司以利亚撒？”

大祭司笑着对伊维说：“你知道明天是守逾越节的日子，你也很
好！”

伊维就高兴地说：“谢谢大祭司以利亚撒。扎拉德，大祭司以利
亚撒说我也很好呢！”

以色列全体百姓都在耶和华上帝的面前守了逾越节。这是他们在
上帝所应许的土地，迦南地上，过的第一个逾越节。逾越节过后的第
二天，以色列人就第一次吃到了迦南地的土产，有烤的麦子和无酵
饼。

第二天早上，太阳还没有升起，伊维和扎拉德就拿着盛吗哪的罐
子从帐棚走出来。他们刚走出帐棚，伊维就惊叫着跑了回来，
说：“哎呀，爸爸，妈妈，外面没有吗哪了。”

扎拉德也说：“今天不是安息日，怎么外面没有吗哪？”

吗哪是耶和华在旷野为以色列人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物，在旷野里
喂养了以色列人四十年。当以色列人吃了应许之地的出产，吗哪就止
住了，因为以色列人现在可以享用应许之地所出产的土产了。

以色列人现在要按照耶和华上帝的吩咐，要征服并且赶出迦南地
的迦南人。耶利哥是以色列人要打的第一座城市。

耶利哥城距离以色列的营地吉甲只有几公里。约书亚走过棕榈树
林，来到开阔的田野，田里的大麦就要到收获的季节了。约书亚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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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耸的耶利哥城墙和巨大的城门，他继续向耶利哥走过去。忽然，约
书亚看见对面站着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拔出来的刀。

约书亚问那人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
呢？”

那人回答说：“都不是，我来，是要作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约书亚就俯伏在地，向他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
人？”

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
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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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书亚立刻脱下脚上的鞋。约书亚知道，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是
耶和华自己。所以他是站在耶和华上帝的面前。耶和华上帝要亲自与
迦南人征战，并且要把他们赶出迦南地。

四百年前，耶和华上帝曾经对亚伯拉罕说，住在迦南地的人越来
越败坏。那个时候，耶和华上帝说，祂不会马上惩罚迦南地的人，要
等到他们的罪恶满盈，就把他们赶出去。

四百年来，耶和华上帝一直耐心地等待迦南人悔改，离开罪恶。
但是他们不但没有悔改，还变得越来越邪恶。

所以，耶和华上帝就告诉摩西说：“因为迦南人的邪恶，耶和华
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

现在，耶和华上帝要从耶利哥城开始惩罚迦南地的邪恶城市。这
是耶和华的征战，而不是约书亚的，约书亚所要做的就是服从命令。

耶和华上帝把攻占耶利哥城的方法告诉了约书亚。当约书亚听到
耶和华上帝的计划，他一定认为这是他所听过的最奇怪的事。但是，
约书亚仍然顺服耶和华上帝的计划。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约书亚记：5章1-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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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后守了什么节？

2 为什么耶和华上帝不再向以色列人降吗哪了？

3 谁拿着刀站在约书亚面前？

4 那人说谁才是真正指挥以色列军队的？

5 谁才是真正掌管我们生命的？我们如何像约书亚一样，信靠上
帝对我们生命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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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耶利哥城墙倒塌

以色列人在耶利哥城外几公里的吉甲扎营，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
各个王和迦南人的各个王，听说耶和华上帝，以色列人的神使约旦河
的河水干了，让以色列百姓走干地过了约旦河，他们就都非常惧怕。

当然，邪恶的耶利哥王也被吓坏了，耶利哥城里的人也都很惧
怕。因为他们知道以色列的神，曾经奇迹般地把祂的子民以色列人，
从埃及法老王手中拯救出来；他们也知道以色列的神使祂的子民以色
列人战胜了约旦河东的亚摩利二王，西宏和噩的强大军队。当然，迦
南地的人也都听说，耶和华切断了泛滥的约旦河水，让以色列人走干
地过了约旦河。

耶利哥人都害怕地说：

“我们怎么能和这么厉害的神争战呢？”

“我们不能和这样的神争战。”

“我们没有办法打赢，我们会打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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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耶利哥是被高大的城墙围着的的城市，城墙最高的地方有
9米那么高，这使得耶利哥城就像一座高耸的堡垒。耶利哥王虽然心
里害怕，但是他还是相信，以色列人没有办法爬上高耸的城墙，更没
有办法攻破坚固的铁城门。

所以，耶利哥王就吩咐人说：“关紧城门，不准有人进出。”

耶利哥王以为这样做，以色列人就无法攻下耶利哥城。

但是，耶和华上帝对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
哥的王，还有其中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

耶和华上帝就把攻取耶利哥城的方法告诉了约书亚。

约书亚就召来了祭司，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到耶利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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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要有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

约书亚拣选了七个祭司，吩咐他们说：“你们每人手拿一个羊
角，走在约柜前面并吹角。”

约书亚又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去耶利哥城外绕城，带兵器
的要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其余的人跟在约柜后面。你们不可呼喊，
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说，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那天，你们才
可以呼喊。”

第二天一大早，约书亚就打发绕城的队伍来到耶利哥城外。

害怕得发抖的耶利哥王就急忙命令说：“把城门关紧，把门闩固
定好！士兵们上城墙把守！以色列人来攻打我们啦！”

耶利哥城的士兵都上了城墙，他们从城墙往外看，发现以色列人
在城墙外面走，并没有直接来攻城。于是，就让侍卫报告耶利哥王，
说：“王啊，以色列人只是在我们的城外散步，没有兵器的声音，只
有几个人在吹羊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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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哥王赶忙来到城墙上，从城墙向外观望，并且问：“四个穿
白色衣服的人抬的是什么东西？完全被罩住了。真奇怪，他们是把他
们的神藏在那里面吗？”

以色列人绕着耶利哥城，走了一圈，就回到了吉甲的营地。

第二天早上，约书亚吩咐祭司和以色列人，说：“去到耶利哥城
外，绕城一圈，和昨天一样。”

耶利哥王又听见吹角的声音，他就惧怕地喊：“他们又来了！关
紧城门！以色列人又来了！关紧城门！”

耶利哥王身边的侍卫说：“王啊，他们什么都没做，只是吹羊角
号，在城外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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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哥王还是不放心，又到城墙上看出去，他很疑惑地说：“以
色列人很多，不过，他们没有攻城。他们到底要做什么？”

王的侍卫就安慰他说：“王啊，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你
先回去，我们会随时禀报敌人的情况。”

耶利哥王无奈地回答说：“要紧锁城门！随时禀报以色列人的动
向，随时禀报！”

以色列人每天都来到耶利哥城外，绕城一圈，就回营地去了。这
样，一共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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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七天，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今天我们要到耶利哥城
外，绕城七次。祭司会像往常一样吹角，等祭司角声拖长的时候，你
们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倒塌，你们就要上去夺取耶利哥城。耶利哥
城是耶和华上帝所诅咒的，城里的一切都要毁灭，无论男女老少，和
所有的牲畜，都要杀尽。只有城里的金、银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到耶
和华的库中。不过，你们要特别记住，绝不可以取任何当毁灭的东
西。如果你们贪心，取了当毁灭的东西，就会使以色列营被咒诅、遭
灾祸。”

于是，以色列人又来到耶利哥城外，开始绕城。他们绕城一圈以
后，并没有像前几天那样直接返回营地，而是继续吹角绕城。

耶利哥王的侍卫就赶快报告耶利哥王，说：“王啊，以色列人今
天绕城一圈了，但是还在继续绕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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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哥王就说：“我的天哪，真不知道他们究竟要干什么！让士
兵们都做好打仗的准备！”

王的侍卫就说：“王啊，不必惊慌！这几天我们都在仔细观察，
这些以色列人没有攻城锤，也没有其他攻城的兵器。他们只有那个盖
着布，抬着的箱子。这个样子，他们怎么可能攻破我们的城墙和城门
呢？……”

“等等，”耶利哥王打断手下的话，说：“吹角的声音停了。快
禀报，那些以色列人离开没有？他们离开没有？”

一会儿，侍卫回来禀报说：“王啊，他们不再绕城了，但是，也
没有离开，而是面对着城墙站在城外。”

很快，以色列祭司的吹角声又响起来了。当祭司的角声拖长的时
候，约书亚就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大声呼喊，耶和华已经把这城
赐给你们了。”

于是，站在城外的以色列众人就大声地呼喊。耶利哥城高耸坚固
的城墙就倒塌了，就像耶和华上帝对约书亚说的那样。以色列众人就
按照约书亚的命令，冲进了城里。

这时，约书亚立刻吩咐曾经窥探耶利哥城的两个探子比拿雅和巴
西雅说：“快，照着你们所起的誓，去那女人的家，把她和她的家人
都带出来。”

比拿雅和巴西雅就赶快进到城里，他们看见喇合住的那部分城墙
并没有倒塌。他们就把喇合和她的家人全都带出城，安置在以色列的
营外。

以色列人用火焚烧了耶利哥城，只把金、银和铜铁的器皿，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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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耶和华殿的库中。

耶和华上帝在圣经中说：“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惟喜悦恶人转
离所行的道而活。”

耶和华上帝已经等候了四百年，希望耶利哥人离开恶行，但是他
们拒绝离开恶行。现在，耶和华上帝对耶利哥城所做的，就像在挪亚
时代大洪水中，对世界所做的：耶和华上帝毁灭了它。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约书亚记：6章1-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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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当以色列人转换营地的时候，约柜是怎么被抬的？

2 约书亚攻打耶利哥的计划是什么？

3 当耶利哥城被攻取时，为什么喇合和她的家人可以幸免？

4 攻取耶利哥城是以正常方式赢得胜利还是一个奇迹？你为什么
这么认为？

5 上帝为以色列人行了哪些其他神迹让他们可以在这个奇怪的战
略上信靠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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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色列营地的罪

在以色列人吉甲的营地里，扎拉德和伊维坐在自己家的帐棚门
口。

伊维忽然用手指着前面，对哥哥扎拉德说：“看，扎拉德，那一
边那几个人，我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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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拉德说：“我也不认识，看起来他们像一家人。”

伊维就说：“我去问爸爸。”

这时，以利德刚好走出帐棚，伊维马上就问：“爸爸，那几个人
是谁啊？”

以利德眯起眼睛，看了一下，就说：“如果我没有猜错，那是喇
合和她的家人。”

扎拉德就问：“喇合？是耶利哥城的喇合？”

伊维突然大叫起来：“爸爸，大祭司以利亚撒也在那里。”

45



以利德肯定地说：“那就没错了，肯定是喇合和她的家人。他们
应该是刚从营外搬进来。”

伊维问：“他们是外帮人，对吗？”

扎拉德就说：“那还用问，他们是耶利哥城的人啊。爸爸，你说
过，约书亚派比拿雅和巴西雅到耶利哥城去打探消息，喇合救了他
们。”

父亲以利德说：“是的，所以我们在打耶利哥城的时候，约书亚
就吩咐比拿雅和巴西雅，把他们一家人从耶利哥城带出来，住在营
外。虽然喇合帮助过我们，但是他们是外帮人，所以他们只能住在营
地外面。”

伊维继续问：“那他们为什么能搬进我们的营地呢？”

这时，扎拉德就插嘴说：“除非他们愿意敬拜耶和华上帝，并且
要被洁净，才能和我们一起住在营地里。对吧，爸爸？”

父亲以立德点点头，说：“你说的很对，扎拉德。”

伊维马上就说：“别插嘴，扎拉德，听爸爸说。”

以利德笑了一笑，拍拍伊维的头，就继续说：“我知道，他们住
在营地外面的时候，大祭司以利亚撒常去教导他们耶和华上帝的律
法。他们现在能够搬进营地，就说明，喇合和她的家人都愿意和我们
一样，敬拜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上帝，并且愿意遵行耶和华上帝的所有
律法。他们已经成为耶和华上帝的子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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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维很兴奋地对父亲以利德说：“爸爸，这太棒了！我们可以过
去看看他们吗？”

以利德就同意地说：“好，我们去问问大祭司以利亚撒。”

伊维蹦蹦跳跳地刚来到喇合的帐棚前，迎面就碰到了大祭司以利
亚撒。

伊维马上打招呼说：“大祭司以利亚撒，你好！”

大祭司看到伊维，也很高兴地说：“伊维，你好！你到这里来，
是想看看你的新邻居吧？”

以利德赶快步走上前，说：“大祭司以利亚撒，孩子们想来拜访
喇合一家，可以吗？”

大祭司以利亚撒说：“可以，当然可以！喇合一家刚刚搬进营
里，能多认识些朋友当然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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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祭司以利亚撒就把伊维和扎拉德，带到在帐棚外玩耍的两个男
孩跟前，说：“伊维，扎拉德，他是撒弗他，他是底但。撒弗他和伊
维差不多大，底但呢，就和扎拉德差不多大。希望你们能成为好朋
友。”

这时，喇合从帐棚边走过来，大祭司以利亚撒就介绍说：“她就
是喇合，曾经冒着生命的危险，从耶利哥王手里救出了比拿雅和巴西
雅。”

伊维目不转睛地看着喇合，说：“你好，喇合阿姨，我是伊维，
你好漂亮喔！”

扎拉德也上前说：“你好，喇合阿姨，我是扎拉德。欢迎你们成
为我们的邻居！”

喇合回答说：“伊维，扎拉德，很高兴认识你们！”

伊维就问喇合：“我们可以和撒弗他、底但一起玩吗？”

喇合说：“当然可以，你们去一起玩吧！”

伊维和扎拉德，就带着撒弗他和底但去玩了。

喇合对大祭司以利亚撒说：“谢谢你，大祭司以利亚撒！对不
起，这位是……？”

大祭司回答说：“他是伊维和扎拉德的父亲，以利德。”

喇合对以利德说：“你好，以利德！谢谢你们来探望我们。”

以利德回答说：“不用谢，喇合！你帮助过我们以色列人，我们
会永远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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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祭司对以利德说：“以利德，让孩子们去玩吧，我们就不要在
这里打扰喇合了。”

以利德回答说：“好的，让他们去玩吧！孩子们玩够了自己会回
家的。再见大祭司以利亚撒！再见喇合！”

喇合就说：“再见，大祭司以利亚撒！再见以利德！”

大祭司也说：“再见，喇合！”

喇合凭着信心，救了以色列人的探子，耶和华上帝也拯救了她和
家人的性命，没有和耶利哥城的人一同灭亡。喇合一家愿意敬拜耶和
华上帝，成为独一真神耶和华上帝的子民。耶和华上帝就赐福给她。
后来，犹大支派一个名叫撒门的领袖娶了喇合为妻。他们的孩子叫波
阿斯，就是圣经中，和路得结婚的人。在他们的几代以后，以色列最
伟大的王，大卫，就出生在喇合的家族中。这样，喇合的名字就出现
在世界救主，耶稣基督的家谱中了。

以色列人毁灭了耶利哥城以后，下一个要攻打的城市是伯特利东
边的艾城。约书亚打发人去艾城窥探。探子回来报告约书亚说：“艾
城是个小城，那里人少，不需要众人都上去，只要用两三千人上去，
就能攻下艾城。”

于是，约书亚就派出大约三千人上去攻打艾城。但是，以色列人
竟然在艾城打了败仗，艾城的人杀了三十六个以色列人，并且出城追
杀他们。在一个下山坡的地方，彻底打败了以色列人。剩下的以色列
人都逃回营地，以色列众人因此就都害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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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书亚悲痛地撕裂衣服，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
华上帝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

约书亚对耶和华上帝说：“耶和华啊，你为什么领这百姓过约旦
河？是要把我们交在亚摩利人手中，让我们灭亡吗？要是这样，我们
留在约旦河的那边岂不是更好。耶和华啊，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转身
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地所有的居民听见了这事，
就必来围困我们，把我们的名字从世上除去。到那时候，祢会为祢荣
耀的名字，怎么做呢？”

在以色列人准备攻取耶利哥城的时候，约书亚曾经对以色列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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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耶利哥城是耶和华上帝所诅咒的，城里的一切都要毁灭，
无论男女老少，和所有牲畜，都要杀尽。只有城里金、银和铜铁的器
皿都要归到耶和华的库中。不过，你们要特别记住，绝不可以取任何
当毁灭的东西，如果你们贪心，取了当毁灭的东西，就会使以色列营
被咒诅、遭灾祸。”

但是，却有人违背了耶和华上帝的约，他偷偷地从耶利哥城拿了
耶和华上帝所说的，应当诅咒毁灭的东西，又偷了应该归入耶和华库
中的金银，并且把这些东西都藏了起来。他做这件事，约书亚不知
道，以色列人也都不知道，但是耶和华上帝知道。

耶和华上帝就对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什么俯伏在地呢？以色
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应当毁灭的东西，又偷
窃并且撒谎，还把那些东西藏在家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
立不住，在仇敌面前转身逃跑，这是因为以色列人都成了被咒诅，当
毁灭的。你们如果不把那当毁灭的，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
们同在。你起来，叫百姓清洁自己，对他们说：‘你们要清洁自己，
预备明天来到耶和华面前。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
啊，你们中间有当毁灭的。你们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
住。’”

耶和华上帝继续吩咐约书亚说：“到了早晨，以色列的十二支派
必须按着支派前来，站在我面前抽签。我用抽签指出哪个支派，那个
支派就要按着宗族，站在我面前。我用抽签指出哪个宗族，那个宗族
就要按照家庭，站在我面前。我用抽签指出哪个家庭，那个家庭的每
个男子要一个一个站在我面前。我用抽签指出的那个人，就有当毁灭
的东西在他那里，他和他所有的都必被火焚烧，因为他违背了耶和华
的约，又因他在以色列中行了恶事。”

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让以色列人按着支派来到耶和华上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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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犹大支派被耶和华上帝指出来，犹大支派就近前来。结果，谢
拉宗族被指出来，谢拉宗族就近前来。而撒底家族就被指出来，撒底
家族按着各人，一个一个近前来。耶和华上帝就指出谢拉的曾孙、撒
底的孙子、迦米的儿子亚干。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约书亚记：7章1-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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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为什么喇合和她的家人要在以色列营地的外面支搭帐棚？

2 关于耶利哥城，上帝对以色列人严肃的命令是什么？

3 为什么以色列人攻打艾城失败了？

4 如果耶利哥城要被烧毁，为什么有人从中拿东西会有问题呢？

5 为什么我们遵行上帝的诫命如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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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不顺服带来麻烦

以色列人在艾城打了败仗。耶和华上帝说，那是以色列人中有人
在耶利哥城拿了当毁灭的东西，藏在家里。耶和华上帝并且用抽签指
出，是犹大支派的亚干藏了当毁灭的东西。

亚干和他的家人就站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百姓们鸦雀无声，营
地上空阴云笼罩，每个人都注视着约书亚。

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把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在祂的面前向祂认罪，把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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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干回答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在耶利哥城
的财物中，看见了一件来自巴比伦的漂亮长袍，还有两公斤的银块和
一条半公斤重的金条。我贪爱这些东西，就拿回家去，藏在我帐棚的
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

约书亚吩咐人说：“去把这些东西找出来。”

约书亚打发的人跑到亚干的帐棚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棚的
地里，银子在底下。他们就把这些东西从帐棚里拿出来，带到约书亚
和以色列众人那里。

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亚干和那件衣服、那块银子、那条金子，
还有亚干的家人、牛、驴、羊、帐棚，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了亚割
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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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书亚对亚干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天耶和华上帝必叫
你遭受灾祸。”

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了亚干，又把一切都用火焚烧了。
众人又在亚干的身上堆了一大堆石头。于是，耶和华上帝就不再发烈
怒了。因此，那个地方名叫亚割谷，意思是“连累”。

那一天，以利德一家吃晚餐的时候，家里的气氛很沈重。

扎拉德问父亲以利德说：“爸爸，耶和华上帝还会带领我们
吗？”

以利德回答：“会的，我们除掉了以色列人中当毁灭的东西，耶

56



和华上帝就会与我们同在。”

伊维就说：“亚干偷了东西，连累了我们以色列人打了败仗，是
吗，爸爸？”

以利德沈痛地说：“比偷东西还严重啊！在进攻耶利哥城以前，
约书亚明明地告诉我们说，耶利哥城是耶和华上帝所诅咒的，城里所
有的东西都要毁灭，只有金、银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到耶和华的库
中。但是亚干进了城，就拿了一件袍子、金条和银块，藏在自己的家
里。”

伊维说：“约书亚说，金银要归到耶和华的库中，亚干偷了耶和
华上帝的东西。”

扎拉德也说：“亚干不听耶和华上帝的话，把当毁灭的东西带回
家。”

以利德说：“他瞒得过我们，但是不能瞒过耶和华上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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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伊维就问：“亚干一个人犯罪，惩罚他就行了，为什么我
们以色列人要打败仗呢？”

以利德回答说：“耶和华上帝是带领我们整个以色列人进迦南地
的，不是带领一部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所以，耶和华上帝把我们以
色列人看作是一个整体。就好像我们家里，如果有一个人做了什么事
情，别人会说，是以利德家的人做的，不会说是哪一个人做的。我这
么说，你明白了吗，伊维？”

伊维说：“明白了！”

扎拉德也说：“我以后要很小心！不要让我们家蒙羞，也不要让
以色列人蒙羞！”

以利德继续说：“我们以色列人刚刚进迦南地，就有人不听耶和
华上帝的话。如果耶和华上帝对这件事不闻不问。人们就会把耶和华
上帝的话当作耳边风，那就会有更多的人不听耶和华上帝的话。所
以，耶和华上帝用我们打败仗来警告我们，要我们守祂的约，听从祂
的命令，不偏离祂的道。”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约书亚记：7章19-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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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约书亚警告他的士兵不要做什么？

2 亚干从耶利哥城里拿了什么？

3 亚干的行为带来了哪些麻烦？

4 哪些人因亚干犯罪而受苦？当我们犯罪时，有谁会受苦？

5 我们自己的罪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麻烦？讨论一些例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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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最终得胜

以色列人在艾城打了败仗。艾城人出城追杀以色列人，杀了三十
六个人。

打了胜仗的艾城王就高兴地说：“哈哈！我们迦南人为什么要害
怕以色列人和他们的神呢？那些以色列人看见我的军队，就都逃跑
了！哈哈！”

艾城的王并不知道他的军队能够获胜的真正原因，那是因为以色
列人得罪了耶和华上帝，耶和华上帝离弃了他们。现在，以色列人除
掉了他们中间犯罪得罪耶和华上帝的人，耶和华上帝就不再发烈怒
了。耶和华上帝就让以色列人准备第二次去攻打艾城。

耶和华上帝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你起来率领
所有能作战的人上艾城去，我已经把艾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和他
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你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要照样待艾
城和艾城的王。只是城里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自己保留。你
要在城后埋伏攻城的伏兵。”

接着，耶和华上帝就把攻取艾城的详细方法告诉了约书亚。

约书亚挑选了三万英勇的战士，吩咐他们说：“你们仔细听我
说。今天晚上，天黑以后，你们要去艾城的城后面埋伏，不可离城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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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都要作好准备，等我给你们信号。我会带兵对着城摆阵。当艾城
的人像第一次那样出城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在他们面前逃跑。
他们一定会来追赶我们，我们就引诱他们离开城。你们从埋伏的地方
起来，就可以夺取艾城，因为耶和华上帝必把城交在你们手里。你们
夺城以后，就要照着耶和华上帝的话放火烧城。”

约书亚夜里就打发这三万人去埋伏在艾城的后边。约书亚仍然留
在吉甲的营地住宿。

第二天清早，约书亚和以色列的长老带着以色列人，从吉甲出发
往艾城去。他们来到艾城前面，对着艾城安营。约书亚从营中又挑选
了大约五千人，加入到埋伏在艾城后面的三万伏兵之中。约书亚把一
切都布置好了，当天夜里进入了以色列营地与艾城中间的山谷过夜。

艾城的王看见以色列人来到城外扎营，清早就和全城的人起来，
要出城与以色列人交战。艾城的王不知道在他的城后有伏兵。约书亚
和以色列人在艾城人面前假装打败，往通向旷野的路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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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城的王就吩咐人说：“召聚城里所有的人，追赶以色列人，不
让他们一个人逃脱！”

于是，艾城全城的人都出来，敞开城门，去追赶以色列人。城门
也没有守卫了。

这时，耶和华上帝就吩咐约书亚说：“向艾城伸出你手里的矛
枪，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

约书亚就向着艾城伸出手里的矛枪。约书亚一伸手，城后的伏兵
就急忙起来，冲进城去，抢夺了所有的财物和牲畜，带出城来。然
后，放火焚烧艾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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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书亚一看见艾城黑烟冲天，就知道伏兵已经夺了艾城。于是，
约书亚就命令以色列人说：“转回去，击杀艾城人！”

这时，艾城的人回头看见城中黑烟冲天，他们所追赶的以色列人
又转过身来攻击他们。同时，夺城的以色列伏兵也出城迎击艾城人。
艾城的人就困在以色列人中间。于是，以色列人就杀尽了艾城人，没
有一个逃脱的。以色列人抓住了邪恶的艾城王，把他带到约书亚那里
处死了。

以色列人两次攻打艾城。第一次，因为以色列人中有人犯罪，耶
和华上帝没有和以色列人同在。那时，以色列人还以为攻取艾城是很
容易的事情，只要派两三千士兵就可以了。结果，他们被打败了，在
艾城人面前溃散逃跑。

以色列人除去了当毁灭的东西，耶和华上帝又回到以色列人中
间，并且告诉他们攻城的方法。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就照着上帝的方法
去攻打艾城，结果他们赢得了胜利。

以色列人在攻打耶利哥城和艾城以前，耶和华上帝就告诉以色列
人，祂已经把城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了，并且告诉约书亚怎么去攻城。
耶利哥城和艾城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耶和华上帝的手中。以色列人只要
按着耶和华上帝所告诉他们的方法去攻城，就赢得了胜利。所以，赢
得战斗胜利的唯一方法，是离开罪恶，倚靠耶和华上帝，并且遵循耶
和华上帝的命令。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约书亚记：8章1-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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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为什么艾城的王第一次赢得了胜利？

2 上帝给以色列人第二次打败艾城的计划是什么？成功了吗？

3 攻打艾城的两次战斗有什么不同？

4 我们在生活中会遇到什么样的争战？

5 脱离罪恶并遵循上帝的计划来打这些争战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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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学习上帝的律法

以色列人打下艾城之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赶着从艾城夺取
的牲畜，带着从艾城夺取的财物，回到了吉甲的营地。营地里顿时热
闹起来，百姓们都兴奋地迎接从战场上回来的亲人。

伊维冲到帐棚门口，抱住从战场回来的父亲以利德，说：“爸
爸！你终于回来啦！”

扎拉德也冲过去，给了父亲一个拥抱，说：“爸爸，你安全回家
了，太好了！”

父亲以利德走进帐棚，放下手中一袋从艾城夺取的财物，就拥抱
妻子谢拉。

谢拉对丈夫以利德说：“晚饭已经煮好了，快吃晚饭吧，你一定
饿了。”

以利德看着谢拉预备的丰富食物，说：“感谢耶和华上帝，让我
们打下了艾城，并且平安回家。谢拉，也谢谢你，辛苦地预备好晚
餐。可以回到家里吃晚餐，真太好啦！”

以利德带领一家人做了祷告，大家就一起开始吃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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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晚餐以后，以利德对妻子说：“谢拉，晚餐味道太好了！家
里的饭菜，总是最好的。”

伊维来到父亲的身边，拉着他的衣角问：“爸爸，你带回来是什
么，那么大一袋？”

以利德回答说：“哦，那是我们的战利品，是从艾城夺来的东
西。”

扎拉德很小心地问：“爸爸，艾城的东西可以拿回家吗？”

父亲以利德就回答说：“没问题，约书亚告诉我们了，耶和华
说，我们可以从艾城取任何我们喜欢的东西。我们还把那里的牲畜都
带出来了。”

扎拉德站在一边就问：“爸爸，为什么可以把艾城的东西拿回
家，但是亚干把耶利哥城的东西拿回家，就要死呢？”

伊维抢着说：“你刚才没有听到吗？爸爸说了，约书亚说，是耶
和华说的，可以从艾城取回喜欢的东西。”

扎拉德说：“我知道，我是不明白为什么。”

伊维不耐烦地说：“耶和华上帝说可以，就可以呀！耶和华上帝
说不可以就不可以！照着做就行了。扎拉德，干嘛问这么多呢！”

父亲以利德接过来说：“哦，亲爱的伊维，不要不耐烦。你说的
对，耶和华上帝怎吩咐，我们就应该怎做。不过，扎拉德也没有错
啊！他是不明白，为什么艾城的战利品可以拿回来，而耶利哥城的就
不可以。其实啊，如果扎拉德不问，我还没想过这个问题呢！扎拉
德，真谢谢你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等下一次大祭司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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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撒来的时候就问问他。哦，好啦，我要去收拾一下那一口袋的战利
品，你们两个就赶快去睡觉吧！”

伊维就向父亲以利德道晚安：“晚安，爸爸！”

扎拉德也说：“爸爸，晚安！”

以利德就回答：“晚安！”

这一天，大祭司以利亚撒来到以利德家的帐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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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维对着出现在帐棚门口的大祭司，高兴地叫道：“哦，大祭司
以利亚撒，你快进来！”

大祭司以利亚撒说：“好的，谢谢！大家平安！”

所有的人都回答说：“平安，大祭司以利亚撒！”

伊维迫不及待地对大祭司以利亚撒说：“大祭司，大祭司以利亚
撒，我们有很多问题想要问您。”

伊维站在大祭司以利亚撒的身边，拽着他的手，要大祭司坐下。

于是，一家人就和大祭司以利亚撒围坐在帐棚里。

大祭司以利亚撒对伊维说：“伊维，说说你有什么问题呀。”

伊维就说：“大祭司以利亚撒，我们要听耶和华上帝话，对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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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祭司以利亚撒微笑着说：“对，你说得很对！”

伊维就马上说：“可是，可是扎拉德就有问题。”

大祭司以利亚撒转过头，问扎拉德：“扎拉德，你有什么问
题？”

扎拉德急忙说：“大祭司以利亚撒，是这样的，我不是对‘听耶
和华上帝的话’有问题。我是看见爸爸带回来了艾城的东西。我不明
白，为什么我们可以从艾城拿回来这么多东西，但是不能从耶利哥城
拿任何东西呢？”

大祭司以利亚撒很高兴地说：“啊，这是个好问题呀！”

以利德就说：“大祭司以利亚撒，这个问题扎拉德问过我，我也
不知道怎么回答。所以，只有请教你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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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祭司以利亚撒伸手摸摸扎拉德的头，对他说：“耶和华上帝要
摩西告诉我们，地里首先初熟的物产，要送到耶和华的殿。所以，我
们以色列人会把一捆初熟的庄稼带给祭司，用初熟的麦子磨面给祭
司。这都是献给耶和华的！”

以利德兴奋地说：“哦，我明白啦！大祭司以利亚撒，耶利哥城
是我们在迦南地攻占的第一座城。所以，按耶和华上帝的律法，我们
就要把耶利哥城的东西，都归给耶和华上帝。所以，耶和华上帝吩咐
我们，要把耶利哥城的金、银、铜铁的器皿归入耶和华的库房，其余
一切都要被毁灭。艾城是我们在迦南地攻占的第二座城，所以，耶和
华上帝说，准许我们把艾城得到的东西带回来。”

大祭司以利亚撒高兴地点着头说：“对！就是这个道理。”

然后，大祭司又转过头问扎拉德：“你明白了吗，扎拉德？”

扎拉德点点头，回答说：“明白了。”

大祭司又对伊维说：“你听懂了吗，伊维？”

伊维望着大祭司，眨眨眼睛，说：“反正，反正耶和华上帝怎么
说，我就怎么做，那就不会错啦！”

大祭司笑了起来，说：“哈哈哈！好，伊维说得好！伊维说出了
跟随耶和华上帝最好、最简单的方法。那就是，耶和华上帝怎么说，
就怎么做。哈哈哈！”

大家也都笑了起来。

扎拉德望着大祭司，有点犹豫地问：“大祭司以利亚撒，为什么
耶和华上帝要我们毁灭耶利哥城和艾城？这两个城不能留给我们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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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人住吗？”

大祭司以利亚撒微笑地回答说：“扎拉德，你真让我喜欢，因为
你喜欢动脑筋。你知道吗，耶利哥城和艾城必须被毁灭，是因为这两
座城满了邪恶。耶和华上帝等他们悔改，等了很久。但是他们不但不
悔改，反而是变本加厉地犯罪。所以，就必须毁灭这两座城。同样，
迦南地所有其他的城市也要毁灭。上帝要我们这些祂的子民可以在这
片应许的土地上重新开始，只敬拜耶和华上帝独一的真神，遵行耶和
华上帝颁布的律法。”

扎拉德一边听，一边点着头。

大祭司以利亚撒继续说：“现在，我们已经过了约旦河，并且打
了两场胜仗。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你们知道吗？”

扎拉德回答说：“继续去占领整个迦南地，对吗？”

大祭司说：“不错，扎拉德，我们要去占领整个迦南地。不过，
我们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没有做。”

大祭司以利亚撒转过头，对以利德说：“以利德，我们还在摩押
平原的时候，摩西曾经吩咐我们的话，你还记得吗？”

以利德回答说：“摩西吩咐我们，过了约旦河以后，要在以巴路
山上，为耶和华上帝筑一座石坛，要把律法的一切话，都清清楚楚地
写在石头上。另外，还要在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分别诵读耶和华上
帝的祝福和咒诅的话。你是指摩西说的这些话吧，大祭司以利亚
撒？”

大祭司以利亚撒点点头，说：“是的，摩西吩咐的这件事，我们
还没有做。不倚靠耶和华上帝，我们就无法去占领整个迦南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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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就要去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在那里，约书亚会把律法书上的话
再向全体以色列百姓宣读，让我们牢牢记在心里。如果我们听从耶和
华上帝的话，遵行祂的诫命律例，耶和华上帝就会祝福我们。如果我
们不听耶和华上帝的话，不遵行他的诫命，甚至被迦南地的人和迦南
地的东西引诱了，得罪了耶和华上帝，耶和华上帝也会把我们赶出这
片土地。所以，我们一定要熟悉耶和华上帝藉着摩西颁布的律法。这
样，我们才能照着耶和华上帝的话去做。”

扎拉德看着大祭司，说：“我一定听从耶和华上帝的话。”

伊维也很认真的说：“我也听从耶和华上帝的话，大祭司以利亚
撒。”

大祭司以利亚撒抱起伊维，说：“对啦，伊维，耶和华上帝怎么
说，就怎么做！一定要牢牢地记住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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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为什么迦南的城要被摧毁？

2 为什么艾城的财物可以拿，而耶利哥城的财物不能拿？

3 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去示剑？

4 我们知道上帝做每一件事的原因吗？

5 你对上帝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到谁那里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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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好神

以色列人的营地在金色的晨光中苏醒过来。人们都起来了，鸟儿
在树梢上唱歌，驴、牛、羊似乎也感觉到有事情要发生，也都发出兴
奋的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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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维一边卷起自己床垫，一边对哥哥扎拉德说：“扎拉德，你快
点收拾床垫吧，我们要换营地了！”

扎拉德回答说：“我已经收拾好啦！你最晚起来，最慢，还好意
思叫我！”

伊维和扎拉德很快地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就和父亲以利德，母亲
谢拉一起吃早餐。

早餐以后，全家人一起把拆好的帐棚和行李搬上车，驼上驴背。
他们只要听到号角声，就可以出发了。

伊维突然对父亲以利德说：“爸爸，我们可以去看看撒弗他和底
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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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以利德回答：“马上就要出发了，你们就不要乱跑啦！”

伊维说：“他们从来没有换过营地，可能需要帮忙呢！”

以利德笑着说：“你能帮上什么忙啊？不添乱就以经不错了。哈
哈哈！放心吧，有人会帮助他们，不用你们小孩子操心。”

扎拉德对父亲说：“爸爸，一会儿我们和底但他们家走在一起
吧！他们一直住在耶利哥城的房子里，没有搬过营地，也没有走很远
的路。我们去陪陪他们，可以吗？”

父亲以利德点点头说：“这就可以！我们要到示剑的山谷，就是
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之间安营。要在那里按着摩西的吩咐，为耶和华
上帝筑祭坛，诵读耶和华上帝的律法。以色列全体百姓，包括妇女、
小孩，和寄居的人都要去听。你们在路上，可以先告诉撒弗他和底
但，耶和华上帝是怎么带领我们以色列人，让我们来到这里。”

扎拉德高兴地说：“好，我会告诉他们，耶和华上帝为我们行了
好多神迹……”

伊维就马上说：“是啊，我亲眼看到，抬约柜的祭司把脚踏进约
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唰，就没有了……”

伊维的话还没有说完，角声响起了。伊维兴奋地叫着：“诶！出
发喽！出发喽！”

以色列百姓朝着示剑启程了。以利德一家走在喇合家的旁边，后
面跟着的是乔尔一家，雅金一家。孩子们聚在一起，伊维、扎拉德和
撒弗他，还有底但结伴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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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维又蹦又跳地对撒弗他说：“我们要去示剑，敬拜耶和华上帝
喽！”

撒弗他似懂非懂地看着伊维。

他的哥哥底但就说：“我们也很高兴，我们现在可以敬拜耶和华
上帝了。以前我们在耶利哥是拜摩洛的，我和弟弟都很害怕。”

扎拉德问底但说：“你们怕什么？”

底但回答：“我们怕会被送去祭祀摩洛呀，那样会把我们烧死在
祭坛上的。”

扎拉德睁大了眼睛说：“什么？底但，你说的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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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但说：“当然是真的，迦南地的人都是这么做的。”

扎拉德皱起眉头说：“把自己的孩子烧死，献给摩洛？你们的爸
爸妈妈会这么做？”

底但回答：“那是摩洛要求的，爸爸妈妈也不得不服从。”

扎拉德对撒弗他和底但说：“你们以前拜的是这么邪恶的神，难
怪耶和华上帝要约书亚毁灭耶利哥城了。底但，耶和华上帝现在是你
们的神了，耶和华上帝是美好善良的，祂不允许把人当作祭物，祂爱
我们每一个人，祂是有慈悲怜悯的神。”

底但点点头，说：“嗯，大祭司以利亚撒告诉我们了。”

扎拉德继续说：“你知道吗？底但，耶和华上帝是一位好神！耶
和华上帝为了我们以色列人不再给埃及人做奴隶，祂就行神迹，法老
王就不得不让我们离开。耶和华上帝不但把我们从埃及救出来，一路
上，还降吗哪，把鹌鹑肉给我们吃。”

伊维高兴地说：“我亲眼看到耶和华上帝在约旦河行的神迹。抬
约柜的祭司把脚一踏进约旦河的水里，约旦河的水，唰，就没有
了。”

说着，伊维开始蹦蹦跳跳起来。

扎拉德急忙制止她说：“别跳！别跳！停下来！停下来！”

“停下来！停下来！”突然，扎拉德看见一道鲜艳的蓝色、绿
色、黄色闪过。

伊维大声地说：“诶，是乔尔的鹦鹉波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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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乔尔气喘吁吁地追过来，说：“快，快，帮我抓住波波，
帮我抓住波波。诶，你们有没有可以给波波吃的东西啊？”

底但马上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杏仁，说：“这个行吗？”

乔尔说：“哦，可以，可以！快，快，过来帮我！”

伊维、扎拉德，撒弗他和底但跟着乔尔去追波波，鹦鹉波波在前
面一边飞，一边尖叫：“停下来！停下来！”

最后，波波在路边的一棵橄榄树上停了下来。

孩子们也来到树下，乔尔对底但说：“快，快，试试你的杏仁，
或许它会下来的。”

底但就从口袋里抓了一大把杏仁，伸手让波波吃。鹦鹉波波不再
叫了，它飞下来，落在底但的肩膀上。底但被吓得跳了起来，于是，
波波又飞了起来。

乔尔马上说：“哦，别怕，别怕，波波不会伤你的，你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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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但赶忙把手伸出去，鹦鹉波波就停到底但拿着杏仁的那只胳膊
上，开始从底但的手里啄杏仁吃。

底但兴奋极了，他看着鹦鹉波波一身鲜艳的羽毛，站在自己的胳
膊上，吃他手里的杏仁，底但屏住呼吸，说：“哇，它实在太漂亮
了！”

然后，底但轻轻地伸出另一只手，摸了摸鹦鹉波波。

扎拉德说：“是啊，它真漂亮！是耶和华上帝创造了它，耶和华
上帝是创天造地的神，世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祂造的！我们的上帝是一
位好神！”

波波马上跟着扎拉德说：“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好神！”

“哈哈哈！”孩子们都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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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尔说：“我要赶快回去了，家里人还不知道我去了哪里呢！我
们很快会再见面的，谢谢啦！再见！”

当乔尔把波波从底但的胳膊上接过来的时候，鹦鹉波波在底但的
脸颊上轻轻地啄了一下。

乔尔对底但说：“哦，它喜欢你！”

波波又尖叫着：“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好神！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好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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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两场战斗结束后，以色列人往示剑去。你有过长途旅行吗？你
去过哪里？你带了什么？

2 以色列人等待出发的信号是什么？

3 耶和华上帝和迦南人拜的假神摩洛等有什么不同？

4 上帝要我们如何敬拜并表达对祂的爱？

5 关于过一个取悦上帝的生活，你从这些故事中学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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