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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我的爱
献给我的曾孙女莎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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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特别的婚礼



1
应许实现了

以色列人打下了艾城之后，就向北朝着示剑前进。他们按着摩西
的吩咐，要到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祭坛，诵读耶和华上
帝的律法。在以色列人长长的队伍中，有孩子、老人，还有要在路边
停下来吃草的牲口，所以他们只能慢慢走。他们从艾城到示剑就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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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天。

在他们经过伯特利的时候，以利德突然看见伊维和底但向他走过
来。

以利德就问伊维：“诶，伊维，扎拉德在哪儿？怎么只有你和底
但呢？”

伊维回答说：“扎拉德和撒弗他在喇合阿姨那里，扎拉德说，要
告诉他们雅各的故事。”

以利德问：“那你们怎么不和他们在一起呢？”

伊维说：“扎拉德不让我唱唱跳跳，他还嫌我打断他的话。喇合
阿姨就让底但先送我回来了。”

以利德继续问：“你和扎拉德吵架啦？你嗓子哑了，还没有全
好，就不要唱唱跳跳的，更不要和扎拉德吵架。”

伊维说：“我没有和他吵，我是不想和他在一起。”

以利德对伊维说：“好啦好啦！你们两个啊，总是喜欢打打闹
闹，顶来顶去的，过一会儿就会没事啦。底但，谢谢你送伊维回
来。”

底但说：“叔叔，不用谢。我要回去听扎拉德讲雅各的故事
啦！”

以利德就说：“诶，底但呐，这个地方很特别的！既然你来了，
我就再把雅各的故事说给你们两个听听。然后，我们再一起去找扎拉
德和撒弗他，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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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但点点头，说：“好的，以利德叔叔。”

以利德问底但：“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底但回答：“呃，刚才扎拉德告诉我们了，他说这里是伯特
利……”

伊维马上抢着说：“我们的祖先雅各从家里逃出来之后，在这儿
睡了一晚上。对吧，爸爸？”

以利德点点头，说：“你说得对。这个地方以前的名字是路斯，
是我们的祖先雅各把它改成伯特利的。伯特利的意思是上帝的殿。”

底但问以利德：“雅各为什么要从家里逃出来呢？”

以利德回答说：“雅各是因为欺骗了他哥哥以扫长子的名分，以
扫生气了，就要杀雅各。雅各只有从家里逃出来，去哈兰他舅舅拉班
的家躲藏。他来到这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就在这里过夜……”

伊维马上插嘴说：“他忘了带枕头，所以就把石头当枕头，睡着
啦。”

以利德笑着问伊维：“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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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维说：“然后，然后就睡着啦，睡得很香。嗯，他还做了
梦。”

以利德又问：“梦见什么了？”

伊维大声地说：“他梦见了一个通天的梯子！”

底但很好奇地问：“通天的梯子？”

伊维继续说：“是的，是的，一个通天的梯子！上面有好多天使
上来下去的呢！耶和华上帝就站在梯子的上面。”

以利德很高兴地说：“太好了，伊维，这些你都记得！那么，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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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耶和华上帝对雅各说了什么话呀？”

伊维眨着眼睛，说：“耶和华上帝，耶和华上帝，祂说了好多
话，我，我都记不清啦！”

以利德微笑着对两个孩子说：“这你就要记住啦，这很重要的！
耶和华上帝对雅各说：‘我是耶和华你祖父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你父
亲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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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维兴奋地叫了起来：“那，耶和华上帝对祖先雅各说的‘你的
后代’，不就是我们吗？哦，就是我们！”伊维就手舞足蹈地跳了起
来。

以利德接着说：“是的，是的，现在这里已经是我们的土地了，
耶和华上帝对雅各的应许实现了。我们现在要到示剑去，是要再一次
向耶和华保证，我们要遵守祂的命令，因为我们已经到了祂所赐给我
们的土地上了。”

底但轻声说：“伊维，你们是以色列人，是雅各的后代，但是，
我不是。”

以利德安慰底但说：“底但，你们现在已经是上帝的子民了。你
们一家都被从耶利哥救了出来，也接纳成为我们以色列人。难道你不
记得，喇合和你们全家都被我们接纳了吗？”

底但回答说：“我记得。但是，我们不知道通天的梯子和耶和华
上帝对你们祖先雅各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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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德说：“哦，放心，你很快就会知道的。大祭司以利亚撒会
把所有的故事都讲给你们听的，我也会把这些故事讲给你听的。”

伊维很高兴地说：“我喜欢大祭司以利亚撒，他会讲好多故事给
我们听。”

底但说：“你和扎拉德也给我们讲了好多好故事呢！”

以利德对底但说：“底但，我们要去的示剑这个地方，也有好多
好故事呢！你想听吗？”

底但马上回答说：“嗯，想听！”

以利德很高兴地对底但说：“好，现在就让我说给你听。诶，伊
维，你也要仔细听。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就是雅各的爷爷，刚刚来
到迦南地的时候，耶和华上帝就在示剑对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
的后裔。’亚伯拉罕在示剑，就为耶和华上帝筑了第一座祭坛。后
来，雅各也在示剑筑了祭坛，并且用一百块银子买了一块地搭帐棚。
现在，我们以色列人就要带着雅各的儿子约瑟的骸骨，葬到那块地
去。”

伊维赶紧抢过来说：“噢，我知道约瑟，他是雅各最喜欢的儿
子。雅各给约瑟做了一件好漂亮、好漂亮的七彩外衣。他的哥哥们没
有，于是，就忌恨他。”

以利德看着伊维，对她说：“另外呢，约瑟和哥哥们一起去放羊
的时候，会把哥哥们不好的行为告诉雅各。他的哥哥们就很讨厌他
呀！后来，约瑟又把他做的梦告诉了他的哥哥们，他的哥哥们就更生
气了。因为他们觉得，约瑟梦的意思是他们以后要向约瑟下拜。有一
次，雅各叫约瑟去看望放羊的哥哥们。约瑟的哥哥们看到约瑟，就抓
住他，把他卖给了要到埃及去的商人。然后，哥哥们杀了一头山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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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着被羊血染过的彩衣给雅各看。雅各以为约瑟被野兽吃了，就很伤
心。”

伊维叫着说：“约瑟没有死，他到埃及去了。”

以利德说：“对对对。是的，约瑟没有死，他到了埃及。在埃
及，他被卖给了埃及法老王的护卫长作奴隶。后来，他为法老王解
梦，成了埃及的宰相，帮助埃及人渡过了七年的大饥荒。因为大饥
荒，他的哥哥们也到埃及去买粮食。就在他们到埃及买粮食的时候，
约瑟认出了他的哥哥们，而且他原谅了哥哥们对他所作的事。他的哥
哥们就把父亲雅各和全家都接到了埃及，他们就没有在大饥荒中饿
死。”

底但在一边很认真地听着，然后他说：“这个故事好精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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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德点点头，说：“是啊，很精彩啊！不过，最重要的，那就
是，约瑟在去世以前，就对他的家人说：‘神必带领你们到应许之
地。你们要把我的骸骨带去。’后来，约瑟去世以后，人们就把他的
尸体用香料薰了，放在棺材里。我们出埃及的时候，就把他带出来，
要葬在上帝赐给我们的这应许之地。”

底但睁大眼睛，惊奇地说：“这也太奇妙了！你们的祖先约瑟可
真厉害，几百年前就知道你们会来迦南地了。”

以利德摸摸底但的头，说：“是我们的耶和华上帝厉害！耶和华
上帝是掌管历史的神。祂在几百年前，就应许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
要把迦南地赐给我们以色列人。约瑟相信耶和华上帝，所以就知道我
们一定会来到这里。”

伊维说：“我也相信耶和华上帝。”

底但也跟着说：“我也相信耶和华上帝，耶和华上帝是一位好
神。”

伊维这时，拉着底但，边跳边说：“是的，耶和华上帝是一位好
神！耶和华上帝是一位伟大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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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在去示剑的路上，以色列人经过伯特利，雅各曾在伯特利过夜
的时候，梦见了什么？

2 上帝向雅各应许了什么？

3 约瑟也知道这个应许，约瑟是谁？

4 约瑟说，有一天，什么事会发生在住在埃及上帝的子民身上？
等到那一天，约瑟想要自己的骸骨怎么样？为什么？

5 这如何表明上帝的应许一定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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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申圣约

以利德一家人吃完早餐，就收拾行装，准备和大家一起，启程去
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

扎拉德对父亲以利德说：“爸爸，一会儿我和底但他们家走在一
起吧！”

以利德回答说：“哦，那当然可以呀！你可以把今天要做的事情
解释给他们听。”

扎拉德高兴地说：“好，我会告诉他们。”

父亲以利德看着扎拉德的背影，兴奋地自言自语地说：“今天，
约书亚要向我们重新宣读律法，那是四十年前，耶和华上帝在西奈山
和我们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颁布的。啊，已经四十年啦！那个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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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和扎拉德差不多一样大的孩子呢！”

伊维拉了拉以利德的衣角，问：“爸爸，我们为什么要重读律法
书呢？”

以利德说：“这是耶和华上帝吩咐的，耶和华上帝要我们在祂赐
给我们的应许之地上，遵行祂一切的命令。”

以色列人朝着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走去，扎拉德和喇合、撒弗他
走在一起，伊维和底但跟着以利德。

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是相对而立的两座山，北面是以巴路山，南
面是基利心山。两座山之间是肥沃的示剑谷，示剑城就在示剑谷的东
边。

基利心山虽然比以巴路山低一点，但是在山顶仍然能够看见北边
的黑门山的峰顶，和东边约旦河肥沃的河谷的草场，在那里有牛、有
羊，还有金色的麦田和葡萄园。向南边可以看到以法莲境内的山脉，
向西边能看见沙仑平原和蔚蓝的地中海。

伊维一边走一边用手指着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对父亲以利德
说：“爸爸，你看，这两座山，这座山上树多，那座山上树少。”

15



父亲以利德回答说：“那树多的是基利心山，树少的是以巴路
山。两座山中间的山谷，那，就是那，那是示剑谷。那里就是我们要
听约书亚宣读律法的地方。”

很快，他们就来到山谷了。以利德指着以巴路山，对伊维和底但
说：“诶诶，你们看呐，你们能看到以巴路山上的祭坛吗？”

底但回答：“我看见了。”

伊维也大声地说：“我也看见了！”

以利德说：“那是约书亚照着摩西的吩咐，为耶和华上帝，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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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的神筑的坛。我们要在这坛上，向耶和华献燔祭和平安祭。
在几百年前，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就曾经在示剑筑了一座坛。那是亚
伯拉罕为敬拜耶和华上帝筑的第一座祭坛。”

底但问：“亚伯拉罕为什么在这里筑坛呢？”

以利德回答说：“亚伯拉罕在这里筑祭坛，是因为耶和华向他显
现并且对他说：‘我要把这片土地赐给你的后裔。’”

伊维抢着说：“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呀，我们现在已经来到
这里啦！”

以利德说：“是啊，耶和华上帝几百年前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现在
实现了！我们以色列人就要在这里向耶和华上帝献祭了。哦，一会儿
要献祭了。底但，快去把扎拉德和你们家的人都叫过来吧！”

底但说：“好的。”

一会儿，喇合一家和扎拉德都来了。

在以巴路山上，祭司把祭物烧在祭坛上，作为献给耶和华上帝的
燔祭。

献祭以后，约书亚就当着以色列众人面前，把摩西所写的摩西律
法抄写在用白色石膏涂好的大石头上。

底但问以利德：“他在写什么呢？”

以利德回答说：“哦，他在把耶和华上帝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
这是摩西吩咐的，要约书亚当着以色列人的面前，把律法抄写在石头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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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众人都静静地看着约书亚抄写律法。

以利德对孩子们说：“约书亚要把那大石头立成碑。”

底但又问：“为什么要立成碑呢？”

以利德回答说：“这碑立在应许之地的中心，是要提醒我们所有
的人都必须遵守的耶和华上帝的诫命。同时，这碑也是对外邦人
说：‘这地方属于耶和华上帝，全地的主，在这里的每个人都必须遵
守这些律法。”

在约书亚按着摩西的吩咐宣读律法的时候，全体以色列人和他们
的长老、官长，以及审判官，都站在约柜的两旁，在抬耶和华约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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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未支派的祭司前面。无论是寄居的，或本地人，一半对着基利心
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就像耶和华上帝的仆人摩西以前所吩咐的。
约书亚转过身来，面对着以色列全体会众，整个山谷一片寂静。

约书亚大声地说：“宣读耶和华上帝的律法！”

这时，以利德小声地对孩子们说：“诶，你们听着啊，约书亚读
出每条诫命以后，我们都要说‘阿门’，意思就是‘我同意，我要遵
行’。”

约书亚开始宣读律法了。他每读到一项祝福，基利心山前的以色
列人就齐声高呼：“阿们！”每读到一种咒诅以巴路山前的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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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高呼：“阿们！”

然后，以色列全体会众就在耶和华上帝面前享用献祭的大餐。以
色列百姓按着支派、家族，在他们所站的地方坐下来。祭司已经把一
部分的祭肉烧在祭坛上，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上帝了，又剩下了一部
分祭肉归给祭司，然后再把剩下的祭肉分给众百姓们。百姓们就在耶
和华上帝面前享用美味的食物。

底但兴奋地说：“敬拜耶和华上帝，向祂献祭真是让人高兴的
事。以前，我们拜摩洛的时候，每个人都怕的要命呢，哪里还会有吃
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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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德说：“我们的上帝要我们欢喜快乐！只要我们遵守祂的律
法，耶和华就会照顾我们，赐福给我们！”

伊维又蹦又跳地说：“我们喜爱耶和华，就要遵守祂的律法！”

底但看着伊维，也高兴地说：“是，我也要遵守耶和华上帝的律
法！”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约书亚记：8章30-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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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以色列人所站的那两座山的叫什么名字？

2 约书亚在其中的一座山上造了什么？约书亚在上面做了什么？

3 你知道上帝的十诫吗？你记得其中的每一条诫命吗？

4 最后，以色列全体会众如何庆祝？

5 上帝说我们做什么，祂就会赐福给我们？你认为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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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骗取和约

以色列人在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重新听了耶和华上帝给他们的
律法，然后，从示剑迁移回到吉甲安营。

以利德一家吃早餐的时候，伊维问：“爸爸，我们什么时候回示
剑去啊？”

以利德就问伊维：“你为什么要回示剑呢，伊维？”

伊维高兴地说：“我喜欢示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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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德又问：“示剑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

伊维想了想，回答说：“嗯，示剑是雅各赐给约瑟的地方，所以
我喜欢示剑。”

以利德对伊维说：“现在，约书亚要带领我们打下整个迦南地，
我们不能只停在一个地方啊！”

伊维有点泄气地说：“那，还要打多久的仗啊？”

以利德就安慰伊维说：“放心吧，伊维。迦南人都很惧怕我们以
色列人，因为我们以色列人有耶和华上帝带领。所以，迦南人都不敢
和我们打仗，我们很快就会打下迦南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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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南地附近的基遍人，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艾城所做的，他们
的首领就商议说：“以色列人有一位大有能力的神，我们没有办法战
胜他们的神。看看他们的神怎么帮助约书亚毁灭了耶利哥城和艾城
吧！我们还是想个办法，让他们和我们立个和平的约。这样，他们就
拿我们没办法了。”

基遍人就派出他们的使者到吉甲去见约书亚。他们要假装是从遥
远的地方来的，让以色列人不知道他们是从迦南地附近来的。所以这
些基遍的使者，把破旧的口袋和破裂缝补过的旧的装酒皮袋驮在驴背
上，他们的脚上穿着补过的鞋，衣服也是破烂不堪的。而且，他们口
袋里装的饼，都是又干又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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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基遍的使者拖着疲惫的脚步，来到吉甲营中见约书亚，他们
对约书亚和以色列的长老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们和我
们立约。”

耶和华上帝曾经告诉以色列人说，他们必须毁灭掉迦南地的城，
但是可以和远方的城立和平的约，而这些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城里的人
都要为以色列人效劳，服侍以色列人。

所以，以色列的长老就问他们说：“你们是住在迦南地的人吗？
如果是，我们就不能和你们立约。”

使者就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

约书亚就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

他们回答说：“你的仆人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因为我们听
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祂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还有祂向约旦河以
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就是希实本王西宏和巴珊王噩所行的一切事。我
们的长老和那地的居民就对我们说：‘你们手里要带着路上吃的食
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和
我们立约。’我们出来要往你们这里来的时候，从家里带出来的饼还
是热的。你看，现在都干了，碎了。这装酒的皮袋，我们盛酒的时候
还是新的。你看，你看现在已经破了。我们身上穿的衣服和脚上的
鞋，因为路途遥远，也都穿旧了、破了。”

约书亚和以色列的长老查看了他们带的饼，的确是干的，是碎
的。他们身上穿的衣服和脚上的鞋实在破旧不堪。约书亚和以色列长
老对面前这些人的身份就不怀疑了。于是，约书亚就与他们立约，让
他们活着，众长老也向他们起誓。

约书亚和以色列的长老查看了他们带的饼，的确是干的、是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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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们身上穿的衣服和脚上的鞋确实也是破旧不堪的。约书亚和以
色列的长老就不再怀疑面前这些人的身份了。

于是，约书亚就跟他们立约，让他们活着，众长老也向他们起
誓。

但是，约书亚和以色列的长老在这件事上做错了。圣经说，他们
没有求问耶和华上帝。约书亚和以色列的长老只凭着自己的判断，就
和眼前的这些人立了约，并且向他们起誓。过了三天，以色列人就听
说，那些和他们立约的人其实就住在附近，离以色列的营地也只有三
十多公里远。

耶和华曾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把迦南人灭绝净尽，不可与他
们立约，也不可怜恤他们。但是，约书亚和长老们却和迦南地的基遍
人立了和平的约，并且向耶和华上帝以色列的神的起誓。所以，以色
列人来到基遍的时候，就不能攻打城池了。为了这件事，以色列全会
众就向长老们发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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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长老们对全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上帝以色列
的神向他们起誓了，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我们要让他们活着，免得
因我们违背所起的誓，使耶和华上帝的愤怒临到我们身上。”于是，
就让这些基遍人作了劈柴打水的人。

约书亚吩咐人把基遍的首领召来，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欺哄
我们说，‘你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呢？其实你们是住在我们中
间。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的人必须永远作奴仆，为我神的殿作
劈柴挑水的人。”

基遍的首领回答约书亚说：“因为有人实在告诉我们，就是你的
仆人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曾经吩咐祂的仆人摩西，把这地都赐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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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并且要除灭这地的所有居民。所以，我们害怕丧命，就做了这件
事。现在我们在你手里，你认为应该怎么待我们，你就怎么做吧！”

于是，约书亚就没有杀他们。

约书亚对基遍人说：“你们现在成了我们的仆人，你们要为以色
列人和耶和华上帝的祭坛作劈柴和挑水的。”

从此，基遍人就为以色列会众和耶和华的祭坛作了劈柴、打水的
人。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约书亚记：9章1-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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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基遍人的使者如何欺骗了约书亚？

2 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的长老做了什么决定？他们本应该怎么做
呢？

3 上帝要以色列人如何对待他们周围的迦南人？你认为为什么上
帝要这么规定？

4 约书亚为什么不能违背他所起的誓？他如何惩罚基遍人？

5 上帝如何看待欺骗人或违背誓言的人？为什么我们许诺时要小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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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头停住了

耶路撒冷王听说约书亚毁灭了耶利哥和艾城，并且杀了这两座城
的王，又听说基遍的居民和以色列人立了和约，就非常惧怕。

耶路撒冷王知道基遍是一座大城，比艾城还大，城里的人都英勇
善战。于是，耶路撒冷王就打发人去见迦南地南部的四个王，对他们
说：“求你们上来帮助我们，我们好联合起来攻打基遍，因为他们与
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立了约。基遍离我这里只有几里路，如果约书亚和
以色列人到了基遍，他们一定会攻击我们，也会攻击你们。让我们联
合起来，去攻打基遍！”

于是，耶路撒冷王、希伯仑王、耶末王、拉吉王、伊矶伦王，这
五个王就聚集起来，率领他们的联军，对着基遍安营，要攻打基遍。

基遍人派报信的使者到了以色列人的营地吉甲，向约书亚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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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遍的使者一边喘着气，一边向约书亚报告说：“快来救我们！
快来救我们！快来救救你的仆人！求你快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因
为迦南地的五王联合起来攻打我们。”

于是，约书亚就率领所有的军兵，一起从吉甲出发。耶和华对约
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
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约书亚率领以色列军队整夜行进，一大清早，突然来到在基遍城
外五王联军的营地。耶和华上帝使五王的联军在以色列人面前混乱溃
散，约书亚就在基遍杀败他们，他们就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

溃散的五王联军正跑到伯和仑下坡的地方，耶和华上帝从天上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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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冰雹在他们身上。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

就好像圣经约伯的故事里头所记载的，上帝曾经对约伯说：“你
曾进入过大雪的库房，或见过冰雹的仓库吗？这大雪冰雹是我为降
灾，和打仗争战的日子所预备的。” 

约书亚知道，耶和华上帝已经把敌人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了。这
时，天要黑了，但是战斗还没有结束。如果天一黑，他们就没有办法
追杀敌人了。

约书亚就在以色列人眼前祷告耶和华上帝，说：“太阳啊，你要
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雅仑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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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太阳就停住，月亮就止住，直等到以色列人报了仇。那
时，太阳在天当中停住，没有正常地落下，大概有一天之久。

那些率兵攻打基遍的五个王都逃跑了，他们就藏在洞穴里。

士兵前来报告约书亚说：“那五个王都已经找到了，他们都藏在
洞穴里面。”

约书亚就吩咐说：“你们把几块大石头滚到洞口那里，派人看
守。你们要去追赶敌人，从后面击杀他们，不让他们逃进自己的城，
因为耶和华上帝你们的神已经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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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继续追杀五王联军，几乎把他们杀尽了，只剩
下为数不多的人逃进了他们的坚固城里。以色列人就回到玛基大的营
中。

约书亚吩咐说：“打开洞口，把那五个王从洞里带出来，领到我
面前。”

以色列人就把那五王，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仑王、耶末王、拉
吉王、伊矶伦王，从洞里带出来，领到约书亚面前。

约书亚就召来了以色列众人，对和他一起作战的军长说：“你们
过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脖子上。”他们就走近，把脚踏在这些王的
脖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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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书亚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应当刚强壮
胆。因为耶和华上帝必这样对待你们要攻打的所有仇敌。”

约书亚就把这五王都杀死了，吩咐人把他们尸首丢在他们躲藏的
洞穴里，用几块大石头放在洞口。

约书亚率领以色列军队又从玛基大出发，攻取了那五个王的城，
和迦南地南部的其他的城。然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就回到了吉甲的
营地。

这场战斗以色列人获得了全胜，他们知道这是因为耶和华上帝一
直在为他们征战，是耶和华上帝从天降下冰雹，是耶和华上帝让日头
停在天上，不落下来。

就像圣经所说的：“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约书亚记：10章1-4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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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上帝首先做了什么来帮助以色列人拯救基遍人？

2 约书亚发出了什么惊人的命令？这命令是向谁发出的？

3 那五王逃跑后藏在哪里？他们后来如何？

4 为什么以色列人成功地打败了那么强大的敌人？

5 约书亚给以色列的军长们什么鼓励的信息？今天的我们什么时
候需要“刚强壮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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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特别的婚礼

早餐以后，伊维的母亲谢拉就忙着为伊维做好那件红色刺绣的礼
服，那是专门为伊维参加喇合的婚礼缝制的。伊维在母亲身边跳来跳
去，一会儿摸摸礼服，一会儿动动针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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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以利德对伊维说：“诶诶诶，伊维，不要在你妈妈身边跳来
跳去。你的那件礼服，你妈妈马上就会做好了。不要打扰你妈妈。”

伊维说：“我没有打扰妈妈。我跳，是因为喇合阿姨要结婚了，
我实在为她高兴呢！”

以利德就说：“喇合要和撒门结婚，我们大家都为他们高兴啊！
撒门真的很幸运，可以娶到一个对耶和华上帝那么有信心，而且又那
么勇敢的女子。而喇合要嫁给犹大支派的撒门王子，大家都为他们高
兴呢！”

伊维问：“喇合阿姨是嫁给王子？他们都说，撒门是犹大支派的
首领啊？”

以利德回答说：“伊维，的确，撒门是犹大支派的首领。但是，
说他是王子也没有错呀！你要知道，撒门的父亲是拿顺。当年，耶和
华上帝选了拿顺作犹大支派的首领。耶和华上帝的会幕刚刚建好，拿
顺是第一个献供物的首领。我们以色列人离开西奈山的时候，拿顺作
为犹大支派的首领，走在整个队伍的最前面。因为撒门的父亲是拿
顺，所以我们都会说，撒门就像是一个王子。当然啦，撒门父亲拿顺
那一代的以色列人都死在旷野了，撒门接替了他的父亲拿顺做犹大支
派的首领，所以，说他是王子也对，说他是首领也没错。”

伊维看着父亲以利德，似懂非懂地眨着眼睛，“嗯，哦！”

这时，以利德突然想起了什么，急忙往帐棚外走去，说：“哎
呀，我的牲口还没喂呢，我要在撒门来接喇合以前，把牲口都喂饱。
伊维，你去和扎拉德玩玩吧！”

以利德刚走出帐棚，迎面正好撞见了雅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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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维一看见雅金来了，就马上跑出帐棚，大声地对父亲以利德
说：“我出去找扎拉德和底但玩啦！”

以利德看着伊维的背影，笑着轻轻地摇摇头，然后他转过来对雅
金说：“雅金，找我有什么事啊？”

雅金一脸严肃地对以利德说：“以利德，有个很严重的问题要问
你。”

以利德就问雅金：“雅金，你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啊？说出来听
听。”

雅金皱着眉头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撒门可以娶喇合，喇合是
迦南地的女人。耶和华上帝的律法说：‘以色列人不可以和迦南人结
婚。’但是，你看现在，犹大支派的首领要和喇合，一个迦南地的女
子结婚。这不是明明地违背了耶和华上帝的律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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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德回答他：“雅金，我的朋友，的确，耶和华上帝不让我们
和迦南地的人结婚。但是，你还记得，耶和华这么做是什么原因吗？
耶和华上帝说：‘那是因为迦南人会使你们转离不跟从耶和华上帝，
去事奉别的神。’对不对？”

雅金点点头，说：“是的。”

以利德就接着说：“你看看喇合，她在耶利哥城冒着生命危险救
了我们的探子。为什么她会这么做呢？因为喇合已经相信了耶和华上
帝。她离开耶利哥城以后，先是住在我们营地的外面。后来，因为喇
合一家都愿意和我们一样，敬拜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上帝，她也愿意遵
行耶和华上帝所有的律法，于是，他们就搬进了营地。这就说明，他
们已经成了耶和华上帝的子民了。她跟从了耶和华上帝，所以她就根
本不可能让任何人去事奉别的神嘛。你说，撒门可不可以娶她呀？”

雅金的眉头松开了，他赞同地说：“哦，是的，是的，可以，可
以。你说得对，以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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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从地中海吹来的凉爽的微风，让整个吉甲营地热闹起来。
伊维兴奋地穿上了漂亮的红色刺绣礼服，梳理好她黑色的卷发，她黑
色的眼睛一闪一闪的，手里拿着采来的美丽的野花。

喇合穿好了宝兰色的礼服，上面有精致的刺绣，面纱也是兰色
的。她戴着镶着宝石的金项链、金耳环和胸针，这都是新郎撒门订婚
时送来的。

远处传来了吹喇叭和敲鼓的声音，新郎和十个伴郎带着火把，来
迎娶新娘了。新郎撒门的迎亲的队伍一到，喇合和她的十个伴娘就和
新郎一起，到犹大支派为举办婚礼的场地去。在新娘的队伍中，还有
其他的妇女和女孩们，其中就有伊维和她的母亲谢拉，她们都穿着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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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的礼服，有红色、绿色、黄色和紫色。喇合穿的宝蓝色的婚纱特别
显眼。 

欢乐的人群从营地的四面聚集，来到了犹大支派的营地。营地里
搭起了一个像帐幕一样的彩棚。彩棚的四角以竹竿支撑着，用一块漂
亮的布做顶，上面绣着狮子。狮子是代表犹大支派。彩棚的四面是开
放的，表示欢迎朋友和家人前来，就像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当年所做
得那样，而搭彩棚用的围巾是用来象征耶和华上帝的出席。新娘喇合
和新郎撒门的座位就在彩棚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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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婚礼，大祭司以利亚撒站在座位旁。婚礼由
约书亚亲自主持。

大祭司以利亚撒祝福新婚夫妇，说：“赞美耶和华上帝，以色列
的神！犹大支派的首领撒门，迎娶了曾经在耶利哥城，帮助过我们以
色列人的喇合。愿耶和华上帝，以色列的神，赐福撒门的家，从这勇
敢的女子赐你后裔！”

而喇合和撒门也都一同向耶和华上帝献上祷告。

亲友们都对这一对新人背诵经文，赞美耶和华上帝。

音乐响起来了，四围的火把闪烁着跳跃的光，营地里弥漫着烤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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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味道。盛大的宴席开始了，客人们都在地上的垫子上坐下，桌子上
摆满了枣子、无花果、葡萄干和坚果，还有一罐罐的蜂蜜和奶油。孩
子们帮忙把烤好的肉和饼端给客人们。

喇合与撒门盛大的婚礼一直持续了七天。

耶和华上帝赐福撒门和喇合，他们生了一个男孩，给他取名叫波
阿斯。他们精心地养育这孩子，教导孩子爱耶和华上帝，唯一的真
神。而波阿斯后来成了伯利恒有声望的财主，并且娶了跟随婆婆拿俄
米回到伯利恒的摩押女子路得。

波阿斯和路得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俄备得。俄备得是耶西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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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而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大卫后来成为以色列人最伟大的国王。

圣经告诉我们，撒门和喇合家族更大的祝福，是在几百年以后，
全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就是从他们的家族而出。撒门和喇合是耶
和华上帝伟大救赎计划所使用的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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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为什么这是个特别的婚礼？

2 人们为什么称撒门为王子？

3 为什么约书亚允许撒门，一个以色列人娶喇合呢？以色列人为
什么不能和外邦人结婚？

4 喇合和撒门的儿子叫什么名字？

5 喇合和撒门如何成为上帝拯救世界伟大计划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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