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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我的爱
献给但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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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摩押平原等候

以色列人，也就是出埃及的希伯来人，驻扎在约旦河东岸的摩押
平原。他们正在哀悼带领他们出埃及的领袖摩西。在这三十天里，以
色列营地上空，好像覆盖着黑云一样。百姓们悲伤地思念着摩西。

在以法连支派的营地中，小女孩伊维和她的父亲以利德、母亲谢
拉、哥哥扎拉德，他们所住的黑山羊毛的帐棚，是搭在芳香的金合欢
树之间。在那里，已经搭起了几千个帐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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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女孩伊维捧着装了吗哪的罐子，蹦蹦跳跳地跑进了黑山羊毛帐
棚，来到了母亲的身边。

母亲谢拉责骂她说：“伊维，告诉你多少次了，不要跳，不要
跳，你又忘记了！你会把盛吗哪的罐子打碎的，快，把它放到帐棚边
去。我要说多少次啊，伊维，不准蹦蹦跳跳的！”

早晨的阳光透过帐棚门口射进来，照在伊维的黑色卷发上，她的
眼睛闪烁着亮光和渴望，小女孩伊维已经七岁了。

刚才，伊维跟往常一样，和母亲出去收取了当天要吃的吗哪。吗
哪是晚上随着露水降在以色列营中的。以色列人必须在太阳出来，露
水干之前去收取。因为太阳出来了，吗哪就会融化。

现在，伊维的双脚都被露水湿透了。她把拿进帐棚的那一罐吗
哪，放在帐棚边，母亲那大一点的罐子旁边。然后，她直起身来，把
湿的脚趾在帐棚里的沙土地上用力搓动着。

母亲对她说：“我要说多少次啊，伊维，不准蹦蹦跳跳的！”

伊维噘着嘴，回答母亲：“为什么不准跳？妈妈，你看，外边的
鸟在高兴地又唱又跳，我也想高兴地又唱又跳啊！”

母亲一边开始准备家人的早餐，一边说：“亲爱的伊维，你忘记
了我们正在哀悼我们敬爱的摩西吗？你在这营地中，到处都可以看见
眼泪，听到悲伤的哭泣。”母亲擦了一下脸上的泪水，然后深深地叹
了口气，“唉，我不想让大祭司以利亚撒到这里的时候，看见你跳来
跳去，大声地喊叫和唱歌。可能你会受到责罚的，伊维！”

伊维犹豫了一下，然后说：“我喜欢大祭司以利亚撒，他才没有
你说的那么可怕呢！呃，我确定的。大祭司以利亚撒的眼睛一闪一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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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很亮很亮，他比去莎拉帐棚的那位祭司好多了呢！那个祭司很严
肃，莎拉不喜欢他，而且还害怕他呢！莎拉……”

“莎拉不应该这么不尊重祭司!”伊维的母亲提高了声音
说，“耶和华上帝，我们的神指派祭司教我们律法，而且现在，我们
必须哀悼敬爱的摩西！伊维，在这三十天里，你不可以跳来跳去，不
可以大声喊叫，更不可以跳舞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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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什么事啊？我们在外面就听见伊维的声音了！”父亲以
利德和哥哥扎拉德从帐棚外进来，父亲一边说话，一边放下手中的罐
子。哥哥扎拉德也把肩膀上盛吗哪的罐子，放在了母亲和妹妹的罐子
旁边。这四罐吗哪，刚好就是今天他们家人一天的食物。

母亲谢拉看了一眼儿子扎拉德的罐子，“扎拉德，你今天早上没
有装满你的罐子，你又是忙着和你朋友们说话去了吧？”

扎拉德回答说：“哦，妈妈，爸爸那罐多收了一些，所以我这罐
才少了一点儿。摩西告诉我们，上帝赐的吗哪，只可以一天之内吃多
少拿多少。不可以多拿，因为多拿的食物，留到第二天，就会腐烂
的。只有在安息日的前一天我们才可以收两天的吗哪，不怕第二天会
坏。明天不是安息日，不能多收，要不然明天早上，吃不完的吗哪就
会腐烂生虫，而且臭气熏天的！”扎拉德做了个怪样子，“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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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伊维就叫了起来，“别再说啦，扎拉德！”

“伊维，别叫！” 母亲谢拉对伊维说，“你又把手指伸进罐子
里，然后不停地舔手指上的吗哪。” 

伊维对母亲说：“我最讨厌在我吃吗哪的时候，听到扎拉德说，
吗哪会长虫和会腐烂臭气熏天啦！”说完，伊维就继续舔着自己的手
指头，“嗯，这味道好像蜂蜜一样哦！”

母亲谢拉看着又在舔手指的伊维，说：“够啦！够啦！伊维！停
下来，还没有吃早餐呢！这是我们今天一天吃的，你要等我们大家都
吃早餐的时候，才能吃！” 

哥哥扎拉德趁机就逗妹妹伊维说：“伊维，你破坏了摩西告诉我
们的耶和华上帝的诫命，‘不可偷盗’，耶和华上帝会惩罚不守诫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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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

“哼，不许这样，不许那样，我讨厌听到不许！不许吃吗哪、不
许大声喊、不许唱歌、不许跳舞、不许跳来跳去！不许！不许！不
许！就知道说‘不许！’”

扎拉德就和妹妹斗起嘴来，“还没吃早餐你就先吃吗哪，就是偷
吃！‘不可偷盗’是耶和华上帝的律法说的！”

“我知道我不可偷盗啊，这是耶和华上帝的律法！我只是尝一尝
味道，又没有偷吃。耶和华上帝的律法也没有说不许喊叫和不许跳
呀，那是你们说的！”

这个时候，母亲谢拉把早餐拿出来了，“好啦好啦，你们两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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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嘴啦！来吧，快吃早餐吧！”

于是，全家人都坐下，父亲以利德为食物感谢上帝，并求上帝祝
福。

他们吃早餐的时候，扎拉德就对母亲说：“妈妈，大祭司以利亚
撒今天要来，是阿贝尔说的……”

“摩西现在和耶和华上帝在一起了，为什么大家都要哭呢？”妹
妹伊维打断了扎拉德的话，自顾自地继续说：“哭的声音好可怕，每
个人都哭得那么大声，他……”

“伊维，你在说什么？”扎拉德也打断妹妹的话，“你自己也哭
得很大声！”

“我哭，是因为妈妈哭了，爸爸也哭了。爸爸是男人，也在哭，
那我真的很害怕呀！扎拉德，你哭的声音啊，是又大又难听！”然
后，伊维撒娇地地问母亲：“妈妈，你为什么哭呢？”

母亲谢拉叹了口气，说：“唉，伊维，摩西一直是我们的领袖，
从来没有人像摩西这样，带领我们以色列人很多很多年……”

“虽然摩西离开我们了，但是耶和华上帝仍然在照顾着我们
呐！” 父亲以利德说，“摩西说过，耶和华上帝创造了我们，也会
照顾我们。耶和华上帝是永永远远的，祂永远不会离开，也不会
死！”

“我知道，我知道！” 伊维抢着说，“摩西在离开我们之前祝
福我们说，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呃，呃，后面的话我忘啦。” 

父亲以利德用深深的爱和自豪看着他活泼的小女儿，说：“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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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伊维！你能记得摩西的祝福！记着了啊，摩西说：‘永生的神是
你的居所，’接下来是，‘祂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

母亲谢拉开始忙着清理吃完的早餐和整理帐棚。

扎拉德又对母亲说：“妈妈，阿贝尔告诉我，大祭司以利亚撒今
天要来。大祭司以利亚撒问我问题的时候，嗯，我有点怕他。我不明
白为什么伊维不害怕。”

伊维马上说：“我就是喜欢大祭司以利亚撒，扎拉德，他什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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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来呀？”

扎拉德摇摇头说：“我不知道，他有很多帐棚要去。教导我们耶
和华上帝的律法是他的工作！”

父亲以利德接过来说：“其实啊，教导你们这些孩子耶和华上帝
的律法也是我的工作啊！我记得，摩西颁布耶和华上帝的律法时，他
对我们所有作父母的说：‘在你们要过约旦河所得的地上遵守这一切
的诫命，你们和你们的子孙必须敬畏耶和华上帝你们的神，遵守祂的
律例。你们就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
长久。’还有，‘你们要听：耶和华上帝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
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上帝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
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
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
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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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德转过头来，对儿子扎拉德说：“扎拉德，我知道，你在努
力学习耶和华上帝的律法。大祭司以利亚撒问你问题的时候，你就回
答得很好嘛！我的儿子，我真为你骄傲！所以，你不要害怕，大胆地
把你的答案告诉大祭司以利亚撒，你是个聪明的孩子，你做得很
好！”

“爸爸，那我呢？我也能很好地回答，我也很聪明，我还有很多
很多想法。爸爸，而且我还喜欢笑，喜欢蹦蹦跳跳、唱歌和跳舞。等
约书亚伯伯带我们进到应许之地，我要第一个大声喊、大声唱歌和高
兴地跳舞！”伊维又开始上上下下地蹦了起来。

母亲马上说：“别跳，别跳啦，停下来，伊维！我不是告诉过你
吗，我们正在为摩西哀悼三十天，这三十天不可以跳来跳去，不可以
大声喊叫，更不可以跳舞唱歌！”

“三十天！好久哦！我等不了三十天！”伊维又撅起嘴来。

哥哥扎拉德说：“大家都在等，你也得等！这三十天，我不能剪
头发，爸爸也不能，爸爸连胡子都不能剪，当然也不可以唱歌。我们
都要哀悼和等待，伊维，你不可以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父亲以利德说：“是的，在这三十天里，我们哪里也不能去。除
了是要哀悼摩西以外，约旦河正在发大水。不过约旦河，我们就不能
进入应许之地。你们看看！”以利德这时举起右手，直指远远的黎巴
嫩山。“北面山上的雪融化了，雪水都冲进了约旦河。我们要在这
里，等约旦河的洪水退了以后，才能渡河。现在怎么可以让成千上万
的人，包括婴儿、老年人，还有我们所有的牲畜和财物，一起渡河
呢？就算我们过了约旦河，在河那边还有可能遇到敌人的。”

“啊，敌人！”伊维忽然叫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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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扎拉德马上说：“不要尖叫，伊维！”

父亲以利德继续坚定地说：“不过，我们一定会打败敌人！”

“打仗！”伊维又叫了起来。

母亲谢拉赶快制止她，“不要叫！伊维！” 

伊维说：“我以为耶和华上帝会为我们打败敌人呢！”

“以利德，你们在家吗？”这是大祭司以利亚撒在帐棚外说话的
声音。

母亲谢拉紧张地说：“哦，大祭司以利亚撒来了。我的天哪，伊
维，你叫的可真是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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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驻扎在约旦河东岸的以色列家庭每天必须收取什么作为食物？

2 以色列人为摩西的死要哀悼多长时间？

3 谁负责向每个家庭教导上帝的律法？谁负责教导孩子上帝的律
法？

4 关于上帝的律法，你的父母教导你了什么？

5 你可能没有老师可以像故事中一样，来你家探访，那你可以在
哪里学到更多关于上帝的知识，以及我们如何爱祂和顺服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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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哀悼摩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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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祭司以利亚撒出现在以利德家的黑色山羊毛帐棚的门口，以利
德马上站起来，对孩子们说：“哦，大祭司以利亚撒来了。”

以利德把大祭司迎进帐棚，“平安，大祭司以利亚撒！请进！”

哥哥扎拉德也害羞地站了起来，伊维就奔向大祭司以利亚撒，拉
着他的手，说：“大祭司以利亚撒，很高兴，您来到我们的帐棚。”

大祭司以利亚撒在帐棚地上的毯子上坐下，全家人围坐在他身
边，大祭司以利亚撒说：“你们都知道了，耶和华上帝的仆人摩西已
经离开我们了。现在，我们正为摩西哀悼三十天。以后，约书亚将带
领我们进入迦南地。摩西是我们的领袖，只有他才可以与耶和华上
帝，我们的神面对面地说话。”

伊维插进来说：“摩西现在就和上帝面对面在一起了，对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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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司以利亚撒？”

“是的！是的！”大祭司以利亚撒点着头说，“我们要永远记念
摩西，和耶和华上帝透过他所做的一切美好的事。” 大祭司以利亚
撒微笑地看着扎拉德，“扎拉德，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来到这摩押平原
吗？”

扎拉德马上站起来，要回答大祭司的问题。

大祭司以利亚撒说：“坐下，坐下，坐下说吧！”

扎拉德就坐下，看着大祭司，说：“我们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原
来住在迦南地，因为饥荒去到了埃及，在那里住了四百多年。后来，
埃及地的法老王把我们当奴隶，又怕我们的人数越来越多，变强大
了，就让我们的祖先去做苦工。”

“对，说得对！”大祭司以利亚撒就接着问，“可是，那个时
候，我们以色列人的百姓还是生了很多的孩子。接下来，埃及的法老
王又做了什么呢？”

扎拉德就回答说：“法老接下来定了一项新的法律，要把以色列
刚出生的男孩子，都扔进尼罗河淹死。摩西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生
的。”

“但是摩西没有死啊！”伊维叫着跳了起来，“求求你，大祭司
以利亚撒，让我讲那段故事吧，求求你了！”

大祭司以利亚撒和蔼地说：“好吧，伊维，你说！”

伊维等不及了，她一口气不停地说：“嗯，好！摩西一生下来，
摩西的妈妈就把他藏了起来，藏了三个月，不能再藏了，摩西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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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一个蒲草箱子，把摩西放进去了。呃，然后，然后，和摩西的姐
姐米利暗一起，把箱子放进了尼罗河边的芦苇草丛里。然后，米利暗
就躲起来看着。那个，那个地方是法老王的女儿天天来洗澡的地方。
公主发现了篮子，看见了婴孩摩西，嗯，嗯……”

大祭司以利亚撒看着伊维着急的样子，就笑了起来，“哈哈哈
哈！别急，伊维，慢慢说，别急！”

伊维就深深地吸了口气，接着说接着说下去，“然后，公主发现
了篮子，看见了婴孩摩西。公主就说：‘我要收养他，让他作我的孩
子。不过，我要先给这孩子找个奶妈’。米利暗听到，就从芦苇丛里
出来，说：‘公主！我去为你的宝宝找个奶妈吧！’然后，然后，米
利暗就去把摩西的母亲找来啦！”伊维一边叫着，一边围着大家跳了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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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谢拉赶忙拉住伊维，“伊维，不许跳，站好了说！”

伊维跳了一圈，然后回到大祭司以利亚撒的身边。

“我还没说完呢！等到摩西长大了，摩西就搬去和公主一起住在
王宫里啦！”

伊维又高兴地想跳起来，母亲谢拉赶快拉住她。“伊维，我告诉
过你，不许跳了！我们正在哀悼摩西！”

伊维噘起了嘴，说：“妈妈，那时摩西是个小男孩，没有死
啊！”

大祭司以利亚撒的嘴角微微地扬起，伊维看着他微笑的眼睛，一
点也不害怕。

大祭司说：“伊维，你说得很好，我很喜欢！”

然后，大祭司就转过头，对扎拉德说：“扎拉德，现在轮到你接
着讲了！”

扎拉德就开始说：“嗯，摩西在法老的王宫里长大。他有世界上
最好的老师，他学了埃及人所有的知识。

但摩西一直都知道自己是个以色列人。有 一天，摩西看见一个
埃及人快把一个以色列人打死了，摩西就打死了那个埃及人，逃跑
了。后来，他在旷野里遇见了米甸的祭司，叶忒罗。叶忒罗有很的多
羊，他让摩西牧养他的羊群。叶忒罗有七个漂亮的女儿……”

“摩西和最漂亮的女儿结婚了呢！她的名字叫西波拉！”

“别插嘴，伊维，听我说！摩西娶了叶忒罗的女儿西波拉。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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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耶和华上帝对摩西说话……”

“是从燃烧的荆棘里，荆棘没有燃毁！” 

“伊维！”扎拉德生气了。

大祭司以利亚撒摸摸伊维的头，轻轻地说：“伊维，让你哥哥说
吧！”于是，伊维就安静了下来。

大祭司以利亚撒对扎拉德说：“扎拉德你继续说吧！”

扎拉德就继续说：“耶和华上帝对摩西说：‘回去埃及，告诉法
老王让我的百姓离开。’法老王说：‘我不会让以色列人离开。’直
到耶和华上帝向埃及人降下了十个灾祸，法老王才让我们以色列的百
姓离开。”

“扎拉德，别忘了逾越节！”父亲提醒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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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爸爸！”扎拉德就继续说，“耶和华上帝向埃及人降下
的最后一个灾祸，是杀死埃及人的长子。不过，我们以色列人每一家
都杀了羔羊，把羔羊的血涂在房屋的门框和门楣上。杀长子的天使就
越过以色列人的家，我们以色列人的长子就不会死。最后，法老就只
有让我们离开埃及。”

这时，伊维又想插话。大祭司以利亚撒看了看伊维，把手指放在
自己的嘴上，伊维就不说话了。

扎拉德赶快大声地接着说：“后来，法老改变主意了，派战车和
马追赶我们以色列百姓。耶和华上帝让摩西举杖分开红海，我们以色
列百姓走过去以后，海水又合起来，把埃及人都淹死在海里了！然后
我们经过旷野，来到这里，准备去耶和华上帝为我们以色列人预备的
迦南地。”

大祭司以利亚撒很高兴地说：“扎拉德，你说得很好！还有你，
伊维，你也说得很好！你们一定要记住耶和华上帝怎么让我们出埃及
的事。以利德，谢拉，你们让孩子记住了耶和华上帝所行的事，你们
做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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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摩西的姐姐叫什么名字？

2 婴孩摩西是怎么得救的？

3 摩西在哪里长大并接受教育？

4 为什么以色列的父母要把摩西的故事传给他们的孩子？

5 你家里、教会或城市有过什么伟大的领袖或基督徒老师吗？你
知道关于他们的故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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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帝奇妙的作为

大祭司以利亚撒仍然在以利德家的黑山羊毛帐棚里，大家都围坐
在他身边，只有小女儿伊维在大祭司以利亚撒身边又跑又跳。

母亲谢拉对伊维说：“伊维，不要跳了，停下，快停下，快坐下
来！大祭司以利亚撒和我们还没说完话呢！不是跟你说过了嘛，我们
还在哀悼敬爱的摩西！”谢拉停了一停，无奈地继续说：“坐下，伊
维，我已经告诉你了，不要再跳来跳去了！”

伊维就捱着她哥哥扎拉德的旁边坐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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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拉德不耐烦地对妹妹说：“伊维，你什么时候才能停下来，不
跑来跑去的？你一圈一圈地跑，弄得我都头晕了！”

伊维正要回嘴，扎拉德马上制止她说：“诶诶诶，停下来，闭
嘴！”

伊维说：“妈妈说过，不可以再说‘闭嘴’！”

扎拉德大声地对妹妹说：“我要听大祭司说话，你就要，停下
来！闭嘴！”

谢拉恳求地说：“哦，孩子们！不要吵啦！扎拉德，我跟你说过
了，不要再说‘闭嘴’啦！”

父亲以利德希望气氛平和下来，他就说：“大祭司以利亚撒，孩
子们总是停不下来。现在，还是让我说说吧！”

大祭司以利亚撒点点头，说：“好的，好的！以利德，你来说说
将要带领我们进迦南地的约书亚吧！”

“好的！” 以利德就开始说了，“四十年前，约书亚是我心目
中的英雄，男孩子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我还是男孩子的时候，约书亚
就是我心里伟大的英雄！直到今天，他还是我心里的英雄！”

接着，以利德自豪地说：“约书亚曾经亲口跟我说过话……”

大祭司以利亚撒插进来说：“哦，以利德，看来你很高兴约书亚
成为我们新的领袖！”

以利德自豪地说：“是啊，因为他是我们以法连支派的族长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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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嘴！闭嘴！停下来！闭嘴！”一只绿色的大鹦鹉叫着从帐棚
门口飞了进来。“闭嘴！闭嘴！停下来！闭嘴！”

“哦，它是乔尔的鹦鹉波波，这个讨厌的鹦鹉！”扎拉德说着就
从地上跳起来。鹦鹉冲着扎拉德飞过来，他赶快躲开，鹦鹉从扎拉德
耳边飞过。鹦鹉在帐棚里一边飞一边叫，“闭嘴！闭嘴！停下来！闭
嘴！”大家都躲着这只鹦鹉。

这时，鹦鹉的主人乔尔把头从帐棚门口探进来，“哦，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扎拉德，我刚才一直在你的帐棚外面，我只是想知
道大祭司以利亚撒什么时候到我们家的帐棚来，听到你们还在讲话，
我就想先把波波送回家，没想到波波忽然从我手里飞走。你们也知
道，它总是会重复听到的话，我也没办法，我会想办法抓住它，带走
的。”

“闭嘴！闭嘴！停下来！闭嘴！”鹦鹉尖叫着继续在帐棚里飞。

乔尔着急地叫着鹦鹉：“波波，波波，过来！过来！真不听话！
过来！过来！你真要了我的命了，你给我过来！”

母亲谢拉对乔尔说：“乔尔，我给你些玉米粒，你用玉米粒引
它，你可能就会抓住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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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嘴！闭嘴！停下来！闭嘴！”鹦鹉落在了扎拉德的头顶上，
伸着脖子继续尖叫，“闭嘴！闭嘴！停下来！闭嘴！”

扎拉德举起手，想从他头上抓住鹦鹉，但是鹦鹉飞了，继续在帐
棚里一边飞一边尖叫。

乔尔把母亲谢拉拿来的玉米摊在手里，说：“波波，过来，玉
米！玉米！”

鹦鹉波波马上就跟着说：“玉米！玉米！”

然后，鹦鹉就飞过来，停在乔尔的肩膀上，从他手里啄玉米粒
吃。乔尔一边向外走，一边为他的鹦鹉道歉，“哦，对不起，对不
起，对不起！打扰了，真对不起！”

大祭司以利亚撒和蔼地说：“接下来我就会去你们的帐棚，乔
尔，一会儿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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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尔继续一个劲儿道歉：“谢谢大祭司，谢谢大祭司！打扰了，
对不起！”

“玉米……”鹦鹉波波又想要说话，但乔尔轻轻地捏住了它的
嘴。

大祭司以利亚撒说：“乔尔，你要小心让你鹦鹉所听到的话。平
安！一会儿见。”

“平安！一会儿见。”鹦鹉就重复地说。

“嗯，这就像样啦！平安，我漂亮的鸟！”大祭司以利亚撒对鹦
鹉波波点点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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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我漂亮的鸟！”鹦鹉也重复地说。

乔尔和他的鹦鹉离开了，帐棚里又恢复了安静，大家都坐回到地
上。

大祭司以利亚撒说：“真是只有趣的鸟啊！”

以利德就说：“鹦鹉波波给我们上了一堂课，我们要小心我们所
说的话，”

扎拉德小声地在嘴里咕哝着说：“鹦鹉不断重复我说的话，让我
知道，那真难听！我再不会说‘闭嘴’了。”

父亲以利德想了一想，望着大祭司，说：“呃，大祭司以利亚
撒，在被鹦鹉波波打断之前，我是说到……”

“哦，你说到，因为约书亚是以法连支派的族长，你很高兴他成
为新领袖。结果，就被那只小鹦鹉打断了。”

“哦，对对对，”以利德就接着说，“幸好被鹦鹉波波打断了，
别人都说我们以法莲支派 傲慢、好争功，真要小心我们所说的话
呀！其实，我高兴约书亚成为我们新领袖，不是因为他是我们以法连
支派的族长，而是因为他是摩西在离开我们以前，耶和华上帝选派
的……”

“我知道，我知道！”大祭司以利亚撒轻轻地打断以利德的
话，“以利德，刚才，你说约书亚跟你说过话，你就说说这件事吧！
没有什么比亲身经历的故事让我更喜欢！”

以利德就继续说：“约书亚亲口跟我说话，那是差不多四十年前
啦。那个时候，他是摩西派出十二个探子中的一个，我的父亲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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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以前的名字是何希阿，是摩西最开始叫他约书亚的。摩西上西
乃山，从耶和华上帝那里接受刻有十条诫命的法版的时候，约书亚也
跟着摩西上山了。那个时候，他已经是摩西的助手了，不过，他跟摩
西一起上山，只去到了西乃山的半山腰，就在那里等候摩西。我们刚
刚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力人就来和我们以色列人争战，摩西就对约书
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去和亚玛力人争战。约书亚就用刀击败了
亚玛力王和他的百姓，这是我们以色列人出埃及打的第一仗……”

“爸爸，你还没有说，约书亚跟你说了些什么。” 扎拉德小声
地对爸爸以利德说。

以利德回答说：“哦哦，刚才我说的是我爸爸，也就是扎拉德你
爷爷告诉我的事情。现在，我马上就说约书亚亲口对我说话的那件
事。在差不多四十年前，我们有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约书亚代
是我们以法莲支派派出去的探子。他出发的时候我就跟在他旁边，那
个时候，我还是个孩子，还没有扎拉德大。我跟在约书亚的旁边，大
声地喊着说：‘再见约书亚，再见约书亚，等着你回来！’约书亚就
摸摸我的头，说：‘放心，我们很快就回来！’那一刻，太美妙啦，
我永远不能忘记呀！后来我们等了差不多六个星期，他们终于都回来
了。但是，有十个探子说：‘那里的城墙高大，那里到处都是巨人，
和那些巨人相比，我们就像蚱蜢一样。’结果，大家听了都害怕了，
有的人甚至想回埃及去。这时，约书亚和迦勒就撕裂自己的衣服，大
声地对百姓说：‘是的，那里的城墙高大，那里充满了巨人，但是他
们没办法抵挡我们的耶和华上帝。那是耶和华上帝赐给我们的应许之
地，你们不可以背叛耶和华上帝，有耶和华上帝和我们同在，不要怕
他们！’但是，百姓不听，还想拿石头把约书亚和迦勒打死。于是，
耶和华上帝发怒了，我们因此在旷野里漂流了四十年，直到当时二十
岁以外、向耶和华上帝发怨言的人都死在旷野。唉！”说到这里，以
利德低下头，深深地叹了口气，大家也都沉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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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以利德又抬起头，看着大祭司以利亚撒，坚定地说：“现
在，我们又回到了这摩押平原，约书亚将带领我们进入应许之地。这
一次，决不回头！”

大祭司以利亚撒高兴地说：“很好，以利德，我非常高兴你们都
记住了我们以色列百姓的故事。谢谢你，以利德，还有扎拉德，还有
你，伊维！我现在要离开了，乔尔还在等着我呢！但是，我还会再来
的。耶和华上帝我们的神会持守祂的应许，让我们进入应许之地的。
很快了，不会再拖延啦！”

大祭司以利亚撒站了起来，走向帐棚门口。伊维赶快跑上去，又
跳又叫地说：“再见，大祭司以利亚撒！快点再来看我们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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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约书亚属于哪个支派？

2 以色列人在埃及住了多久？

3 以色列人为什么在旷野中漂流了四十年？

4 约书亚如何学习成为伟大的领袖？

5 谁是你心目中的英雄？什么使他们成为人们跟从的伟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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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帝的公义

小女孩伊维忽然从帐棚外跑了回来，对父亲以利德说：“爸爸！
爸爸！雅金向我们帐棚走过来了。他这个人，这也怕，那也怕，什么
事都担心。如果我打断他的话，他就会向我皱眉头，还吓唬我。我讨
厌他。”

以利德回答说：“伊维，不要这么说雅金伯伯。他来我们家，一
定是有事情要跟我商量！”

伊维听了，满脸的不高兴，“爸爸，他来了，你就让我出去找莎
拉。我不想听他讲话，因为他总是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受不
的，我会打断他的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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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扎拉德斜着眼睛看了一眼伊维，说：“你又来了，伊维，听
雅金伯伯说话，有什么关系呀，我就可以坐下来听一整天呢！要是雅
金伯伯说的不对，爸爸会帮助他的。你呀，总是说自己想说的话，
说，说，说，不断地说。你就不会听别人说，听听不同的人说话，你
才会学到东西的。”

伊维很不高兴地顶了回去，“我不想听雅金伯伯说话，听多了，
我就高兴不起来啦！他不知道耶和华上帝会照顾我们吗？”

父亲以利德轻声地说：“伊维，你不可以这样说雅金伯伯，他是
长辈。既然你不想留下，哦，雅金伯伯应该马上就到了，你去找莎拉
玩吧！不过，不能大声喊叫或者是蹦蹦跳跳的，记着，我们正在哀悼
摩西！”

“我知道，还有不许唱歌、不许跳舞！爸爸，放先吧，我记
得！”伊维边说边从帐棚里跳出去。

哥哥扎拉德无奈地说：“这就是伊维，你不可以不让她跳，她根
本不知道她在做什么，你只能放弃她！”

父亲以利德对着伊维的背影大声地说：“伊维，告诉你妈妈，你
去了哪里。你妈妈就在帐棚周围，记着，别在外面待太久！”

伊维前脚刚走，雅金先生后脚就到了。雅金先生一边走进帐棚一
边说：“唉，我们该怎么办呢？摩西去世了，我的天哪！我的天
哪！”

以利德拍拍雅金的肩膀，让他坐下，“放心吧，雅金，约书亚会
带领我们进迦南地，他能承担这个责任，摩西说，他是耶和华上帝拣
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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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德，我不是说约书亚不能承担这个责任。我知道，约书亚
很会打仗，你也知道耶和华上帝发出的命令这么说：‘这些国民的
城，耶和华你的神既赐你为业，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都
灭绝净尽。’”

雅金一边说，一边挥舞着胳膊指着约旦河对岸的方向，“耶和华
上帝命令我们去杀了他们。要在迦南地杀掉千千万万的人，我真的希
望我在战斗中不用杀任何人。一说到杀人，我就很不舒服，就会让我
想吐。”雅金又开始发起抖来。

以利德就解释说：“雅金，摩西已经向我们解释过了。迦南人是
邪恶的，他们违背了上帝的诫命，他们崇拜那些污秽可怕的偶像。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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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巴力，还有摩洛，啊，想到摩洛我都无法忍受。你也知道，他们竟
然把自己的孩子献祭给摩洛。迦南人是邪恶的，太邪恶了，耶和华上
帝说，为了不让他们引诱我们和他们那样去做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
向他们自己的偶像所做的那些事，以致于我们得罪耶和华上帝。所以
约书亚和以色列的军队就要灭绝他们，一个不留。”

雅金说：“把他们全部都杀尽，然后佔领他们的城市、他们的土
地，我觉得这……”

以利德很严肃地说：“雅金，你把事情看颠倒了。耶和华上帝在
四百五十年前，向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应许了这片土地。我们的祖先
雅各在到埃及以前，就住在那里。所以，这土地本来是我们的，是耶
和华上帝应许给我们的。”

雅金说：“但是，一想到约书亚要大开杀戒，去杀那里所有的
人，这让我很难受！哎呦，哎呦，我的胃疼起来啦！哎呦，哎
呦！”雅金又开始呻吟了。

以利德就说：“雅金，约书亚已经把耶和华上帝的计划解释得很
清楚了，难道你忘了吗？”

“约书亚他怎么说？”雅金打断以利德，睁大眼睛说。

以利德说：“雅金呐，难道你不记得吗？约书亚说，那是耶和华
上帝赐给我们的应许之地呀！在四十年前，我们以色列人派了十二个
探子窥探迦南地。可是，有十个探子回来说：‘那里的城墙高大，到
处是巨人，我们不能打败他们。’结果大家听了都害怕了，有的人甚
至想回埃及去。这个时候，约书亚和迦勒就撕裂自己的衣服，大声地
对百姓说：‘那是耶和华上帝赐给我们的应许之地，你们不可以背叛
耶和华上帝，有耶和华上帝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是，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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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不听，还想拿起石头把约书亚和迦勒打死。于是，耶和华上帝发
怒了，就惩罚我们，让我们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漂流了四十年，直到上
一代的人全都死在旷野。雅金，耶和华上帝的计划就是要我们进到祂
赐给我们的应许之地，迦南。不听从耶和华上帝计划所带来的教训，
你不应该忘记！”

雅金想了一想，低声地说：“唉，如果四十年前我们听了约书亚
的话，进入了应许之地，那么我们今天就不用去打仗，占领那个地方
了。那多好！”

以利德满有信心地说：“不要怕打仗，雅金！耶和华上帝与约书
亚同在！约书亚他打败了西宏王，打败了巴珊王噩，征服了北面所有
的土地。现在，我们以色列的两个半支派都定居在那里。雅金，耶和
华上帝让约书亚带领我们，去佔领约旦河对面迦南的所有土地，我们
应该高兴地跟随他。不要害怕嘛！”

雅金回答说：“我不是不相信约书亚！我是想，为什么我们必须
杀人呢？而且是一个不留的去杀人。这让我很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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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雅金又开始浑身发抖。

于是，以利德就继续说：“雅金，你和我都知道诺亚方舟的故
事。当耶和华上帝无法再忍受人的罪恶，就降下洪水，淹没大地。除
了敬虔的诺亚和他的家人，以及他带进方舟的那些生物，所有的人都
淹死了。你知道吗，雅金，耶和华上帝不会容忍罪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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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金反驳说：“但是，那是耶和华上帝做的！以利德，挪亚不必
跟任何人打仗，或者是亲手去淹死任何人。诺亚所要做的只是邀请人
进入方舟，是救人，不是杀人！那是一件美好的善事！”

“雅金，你听我说。”以利德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迦南地的南
部。“离这里不远，曾经有两个大城，一个是所多玛，一个是蛾摩
拉。因为那里的人太邪恶，耶和华上帝无法再忍受他们的罪恶，所以
从天上降火，毁灭了这两个大城与城里所有的人。”

雅金有点不耐烦了，说：“是的，以利德，我知道！但那是耶和
华上帝毁灭的，你怎么不明白我说的话，我是说，那是耶和华上帝做
的，不是人去杀人！”

以利德有些着急了，“你听着，雅金！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
候，我们离开埃及的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耶和华上帝的灭命天
使，杀死法老王和所有埃及人的长子，这是为什么？因为法老王拒绝
听耶和华的命令，让我们以色列的百姓离开埃及。耶和华上帝给了他
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但是法老王都不听，最终上帝只能惩罚埃及法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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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雅金也急了，“是的，以利德，我知道这一切！但那是耶和华灭
命的天使去把人杀死的，不是摩西或亚伦杀的！”

以利德大声地说：“听着，雅金！我们面前这地的居民已经太邪
恶了，耶和华上帝不能再容忍他们了。现在，毁灭他们是耶和华上帝
交给我们的工作，这就是摩西在死前告诉我们的。上帝给了迦南人超
过四百五十年的时间悔改，但是他们只是变得越来越邪恶。现在，要
除灭那些住在迦南邪恶城里的邪恶居民，耶和华上帝就是要我们成为
耶和华上帝的灭命的天使！”

雅金停了以利德的这番话，浑身发抖，低下头，嘟嘟囊囊地
说：“要我们成为灭命天使，要我们成为灭命天使，为什么要我们成
为灭命天使？”

以利德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雅金，那么，你愿不愿听耶和华上
帝的话，不听从耶和华上帝的话的后果，你是知道的！”

这时，雅金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雅金松了口气，说：“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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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约旦河正在发洪水，我们也在哀悼摩西。现在，我们没有办法过
约旦河。唉，最好不要让我去杀人！”

雅金抬起头对以利德说：“如果约书亚要派探子去窥探耶利哥
城，最好不要找我。以利德，我肯定不行！要我游过正在泛滥的约旦
河，我的衣服一定会缠在我的头上。等我把衣服从头上解开，衣服一
定会掉在水里，被冲走的。我到了对岸，没有了衣服，怎么办呢？就
算能找到些破布来遮盖身体，我晚上睡在哪里呢？还有，我怎么进去
呢？城门肯定关了。哦，天哪，还是让别人去，不要叫我去。以利
德，你知道，会派谁去窥探耶利哥城吗？”

以利德笑了起来，“雅金啊，雅金！你真是的！根本就没派你
去，你就想了这么多不一定发生的事情。你呀，不可能被派去作探
子。像你这么前怕狼后怕虎的，就是派你去作探子，你也是第一个玩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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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金一下子煳涂了，他问以利德：“玩完？什么意思？做探子又
不是玩游戏，怎么会玩完？”

以利德边笑边说：“玩完的意思就是你被敌人抓住，然后被处
死。哈哈！是的，雅金，如果你作探子去了耶利哥城，你呀，很快就
会死掉，这就是玩完。”

雅金吓得发抖，他不停地说：“不，我不能作探子，我不能作探
子。以利德，我想知道会派谁去作探子。”

以利德笑得更厉害了，“哈哈！哈哈！我不知道，你也不可能知
道。雅金呐，反正，不可能派你去作探子，哈哈哈！要是派你作探
子，你连约旦河也过不了，哈哈！所以你根本没有机会玩完，哈
哈！”

雅金傻傻地看着以利德，说：“是的，我不能作探子，我不能作
探子！但是，会派谁去作探子呢？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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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谁训练约书亚成为领袖？

2 为什么说约书亚能够承担带领以色列人的责任？

3 上帝给迦南人多长时间去悔改？

4 上帝要以色列人对居住在迦南的人做什么？为什么？

5 上帝给人们什么工作今天在世上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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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约书亚被差遣

以色列人哀悼摩西的三十天快要结束了。现在，几百万以色列人
就在应许之地的边界，他们离耶和华上帝几个世纪前应许给他们的土
地，只有十几公里远了。他们将要在新的领袖约书亚的带领下，进入
迦南地。

一天晚上，雅金和以利德又坐在一起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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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金望着天上的星星，叹了口气，“唉，摩西离开我们了，约书
亚能行吗？”

以利德往篝火里加了一根柴，说：“这话你已经对我说了十几次
了，雅金，我的朋友，你应该振作起来。约书亚一定是个好领袖！”

雅金看着篝火，又叹了口气：“唉，一定，一定，你说一定！可
我不确定，约书亚一直是摩西的帮手，总是摩西告诉他做什么、该怎
么做。”

以利德就问雅金说：“你不觉得他是摩西的好帮手吗？”

雅金点点头，说：“是的，他是摩西的好帮手，不过，他只是个
帮手。所以，不是他自己去决定做什么事，他需要摩西告诉他做什
么。现在，摩西又不在了，唉……”

以利德看了雅金一眼，就说：“如果约书亚就像你说的那样，自
己决定做什么，就去做什么，雅金，那就有麻烦了，因为那时候是摩
西领导我们啊，是摩西在负责任啊！”

雅金抓抓头，然后说：“以利德，你常常听不明白我的意思。我
是说，约书亚一直在做摩西的帮手，摩西说什么，他就做什么，他就
没有时间自己去思考、去筹划。你不认为，作领袖和作帮手是完全不
同的两件事吗？”

以利德对雅金感到悲哀，他沉默了一下，慢慢地说：“听着，雅
金！一个伟大的领袖，是能够帮助他的助手成功的。约书亚，他知道
自己那个时候是助手，他就作好助手的本分。他顺服摩西作领袖，并
且做一切来支持他，这就是约书亚对摩西所做的。这就证明约书亚有
足够的智慧，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作什么。现在，约书亚开始带
领我们了，他一定会很好地带领我们，他一定是以个很好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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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金摇摇头，说：“又是一定，一定！一个人做他从来没有做过
的事情，就有可能犯错。约书亚从来没有带领过整个以色列人，你怎
么可以肯定他一定不犯错！当然，我也希望他是一个很好的领袖，但
是我还是有疑虑，而且这个疑虑很正常！”

以利德这时有点激动了，他说：“听着，雅金，你认为摩西带领
我们是凭着他自己的智慧吗？不是的。摩西是可以与耶和华上帝面对
面谈话的人，他是从耶和华上帝那里得到所有的指示，所以耶和华上
帝才是我们真正的领袖。摩西没有造云柱，白天在旷野引导我们，对
不对？也没有造火柱，在夜晚引导我们，是不是？是耶和华上帝带领
我们，耶和华才是以色列真正的领袖！约书亚跟摩西一样，都是神拣
选的领袖，都是从耶和华上帝那里得到所有的指示。对我们来说，这
就没有任何差别呀，你难道不明白吗，雅金？无论是摩西还是约书
亚，谁作领袖都不重要。 我说都不重要的意思是，因为耶和华才是
我们的领袖！”

雅金点点头，说：“哦，你这话说的很有道理！以利德，我真的
希望你是对的，但是我不能不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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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德皱起了眉头，说：“有道理的话你不信，你也应该信你的
眼睛啊！你不是看见了约书亚站在我们和大祭司以利亚撒的面前，摩
西把手按在他头上，然后大祭司以利亚撒求问耶和华上帝，证实约书
亚是耶和华上帝拣选的新领袖。这些你也都看见了。记着，耶和华上
帝才是我们的领袖，你不用担心这担心那的！”

雅金沉默了一下，他说：“是的，是耶和华上帝在带领我们，是
耶和华上帝拣选约书亚来带领我们。唉，幸好我不是约书亚。我想，
约书亚想起自己要做的事情，他肯定会睡不着，而且还会浑身发
抖。”

以利德小声地笑了起来，“呵呵，只有你才会这样想啊！所以你
也成不了约书亚。约书亚只会服从耶和华上帝的指示，才不会像你这
样，一有事情，就只想着困难，就睡不着、就全身发抖。你呀，别胡
思乱想啦，约书亚一定是个好领袖！”

雅金看着篝火，愣愣地说：“哦，以利德，我真心希望你是对
的，我真心希望你是对的！”

的确，在约书亚的面前，有两个，人看来不可能逾越的障碍。

首先是约旦河。在平时，过约旦河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现在
约旦河正洪水泛滥，而且洪水会持续整个收获的季节。要知道，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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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上万的以色列人，要带着他们所有的牲畜和财物过约旦河，这就更
不容易了。

第二个障碍是，一度过约旦河，他们就一定要攻取耶利哥城。耶
利哥城的城墙修建得很高，而且还很厚，非常坚固。

但是，耶和华上帝鼓励约书亚说：“约书亚！我的仆人摩西已经
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带领以色列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
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所踏的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
给你们了。从南面的旷野和北面的黎巴嫩山，直到东面的幼发拉底
河，横跨过赫人的全地，又直到西面的地中海日落之处，都要作你们
的境界。你在世的年日，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因为我怎样
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耶和华上帝还对约书亚说：“你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我仆
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并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
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
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的一切话。这样，你的道路就可以亨
通，凡事顺利。这是我对你的命令：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
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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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谁是以色列人真正的领袖？

2 以色列人在进入应许之地之前面临的两个障碍是什么？

3 上帝命令约书亚做什么？

4 什么可能使约书亚对上帝给他的这项重大工作感到惧怕？

5 你什么时候需要牢记要刚强壮胆，无论你走到哪里，主都与你
同在？你怎么能帮助自己记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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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巡视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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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仍然安营在约旦河东，摩押平原的什亭。在破晓灰暗的
光线下，约书亚站在帐棚的门口，那是摩西曾经住过的帐棚。这帐棚
在以色列营地的中间，神圣会幕的旁边。而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帐
棚，就围绕着会幕排列着。

在春天的早晨，空气中会充满了金合欢和夹竹桃的香味，越来越
多的鸟每天会从南方到来，迁徙到它们的夏季家园。摩押平原的鸟儿
们会唱起黎明的合唱，旷野的云雀唱着歌从高空飞过，岩鸠在咕咕地
叫着。

在黎明的光线中，渐渐地能够看见黄色的蒲公英、紫色的鸢尾
花、蓝色的羽扇豆和兰花，还有一些明亮的红色海葵和黄色的毛茛。

清晨在约旦河边，可以看到印度的蓝色翠鸟，美丽极了！还有耶
利哥太阳鸟，就像蜂鸟一样，它的背是闪亮的绿色，它的脖子是蓝色
的，它的胸前是紫色的。看它的翅膀，是有一簇簇红色、橙色和黄色
的羽毛。真是一只精美的鸟儿！它会像闪电般地飞过。

越过约旦河，可以看见耶利哥城高大的城墙和巨大的城门。那是
个拜偶像的邪恶的城市。它拥有丰富的水源、食物和水果，以及从远
近的贸易商带来的各种昂贵的物品。耶利哥城刚好是处在一条繁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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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路线上的一个美丽的绿洲。

约书亚向约旦河和耶利哥城的方向望去。当然，约书亚现在还不
能真正地看见正在发洪水的约旦河，高大坚固的耶利哥城，还有在收
获的季节，平原上的大麦、小麦和亚麻。但是，约书亚知道它们都在
那里。

现在，天还没有完全亮，整个以色列人的营地还在沉睡。这些沉
睡的以色列人已经是全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了。上一代的以色列人，除
了约书亚和迦勒，都死在旷野了。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
在摩押平原和耶利哥城相对的约旦河边曾经数点过以色列人的人数。
那个时候，二十岁以上，能出去打仗的男丁，有603550名。但是现
在，在将近四十年后的今天，摩西和大祭司以利亚撒，他们所数的人
数是601730人。人数只少了 1820人。而这六十多万的以色列人，
在旷野漂流四十年，他们的衣服没有被穿破，脚也没有肿。这实在是
耶和华上帝仍然赐福这些以色列百姓的证明。

约书亚知道，耶和华上帝这次要摩西和大祭司以利亚撒数点人
数，除了是要知道有多少人可以去打仗以外，更重要的是要为以色列
人进入迦南地以后，分地作安排。

耶和华上帝曾经晓谕摩西说：“你要按着人名的数目将地分给这
些人为业。人多的，你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你要把产业少
分给他们。要照被数的人数，把产业分给各人。”

现在，约书亚站在他的指挥帐棚门口，他在想什么呢？

哦，看，约书亚离开了指挥的帐棚，他要去哪儿呢？看起来好像
他要在营地周围走走。是的，的确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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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隐形穿越到约书亚的身边，和约书亚一起到营地的四周去巡
视一下。

现在约书亚正在穿过草地，走在以色列长方形的营地里。他走得
很快，我要跟上他。

一片白色的薄雾似乎覆盖了地面，太阳快要出来了。

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都是用雅各的儿子或孙子的名字来命
名的。每个支派的人口都写在一块牌子上。哦，我应该告诉你，会幕
北面有三个支派，还有三个支派在会幕的东面，有三个在南面，有三
个在西面。会幕就是耶和华上帝的居所，那是营地的中心。

我们现在正快速地走向会幕北面的三个支派，首先我们来到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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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派，他们的人口是64400人，比四十年前多了 1700人。当然，在
这里要再次说明，这只是支派中可以在约书亚的军队里，去打仗的人
数。

现在，我们继续快步向前走。这里是亚设支派了，他们的人数是
53400人，比四十年前多了11900人。

而另外一个支派，拿弗他利支派，是45400人。他们的人数比四
十年前少了 8000人。

现在，我又朝着营地的东面走去，这里是犹大支派，他们的人数
是76500人，比四十年前多了1900人。

再走过去，那就是以萨迦支派，人数是64300人，比四十年前多
了 9900人。哎呀，我赶得快要喘不过气来了，约书亚真是个急行军
的能手啊！

哦，这里是西布伦支派：60500人，人说多了 3100人。

我看见在会幕东边安营的三个支派，就是犹大支派、以萨迦支派
和西布伦支派，他们的人数增加了差不多一万五千人呐！

好！我继续跟着约书亚走，约书亚走得真快！

现在，来到营地的南面。哦，流便支派呢，是有43730人。他们
的人数比四十年前少了 2770人。

流便是雅各的长子，你还记得他吗？诶，等等，这里的帐棚不像
住得下四万多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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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便是雅各的长子，你还记得他吗？诶，等等，这里的帐棚不像
住得下四万多人啊！哦，对啦，对啦！流便支派所有妇女和孩子，他
们已经和迦得支派以及玛拿西半个支派的所有的妇女和孩子，留在约
旦河的东边了。但是，流便支派的男子都在这里，因为约书亚曾经对
流便人、迦得人和玛拿西半个支派的人这么说：“你们要追念耶和华
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得享平安，
也必将这地赐给你们。’你们的妻子、孩子和牲畜都可以留在约旦河
东摩西所给你们的地；但你们中间一切大能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
你们的弟兄前面过去，帮助他们。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得着耶和
华你们神所赐他们为业之地，那时，你们才可以回你们所得之地，承
受为业，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所给你们
的。”

这两个半支派的回答是：“约书亚，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
必行，你所派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么听从
摩西，现在也必听从你。惟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
一样。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所吩咐他的一切话，就必
治死他。你只要刚强壮胆！”

我继续跟着约书亚往前走。这里是迦得支派，人数是40500人，
比四十年前少了5150人。迦得支派和流便支派以及玛拿西半个支派
的所有的妇女和孩子，留在约旦河的东边了，在这里只有能打仗的男
人。

现在我们来到西缅支派，人数是22200 人，比四十年前少了
37100人。西缅支派的人数是减少得最多的了，从59300人减少到
22200人，他们的人数比原来的三分之一只多一点。人口减少了几乎
一半，从最大的三个支派之一降成最小的支派了。这其中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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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久前，耶和华在毗珥降下的瘟疫中，一共死了二万四千人，其
中大半都属西缅支派的。而西缅支派中的一个族长名叫作心利，那一
族的人全部都死了。 

我们看过南面的营地，现在来到营地的西面，第一个支派就是约
书亚自己的支派，以法莲支派。 

嗯，小姑娘伊维和她家人的帐棚应该就在附近，不过我真的没有
时间去找了。

我们现在来看看人口的牌子，以法莲支派是32500人，他们的人
数比四十年前少了8000人。他们本来是个人数众多的支派，但是现
在这个时候变成了人数较少的一个支派。约书亚并没有在自己的支派
停下来，所以我要赶快跟上他。

这里应该是玛拿西支派，现在有52700人，他们的人数比四十年
前多了20500人。他们本来在上一次的数点人数中，是人数最少的支
派，但是，现在他们成为了人数众多的支派之一了。诶，他们的帐棚
好像住不下那么多人，为什么呢？哦，差点忘了，这里也只有玛拿西
支派半个支派的妇女和孩子，另外半个支派的妇女和孩子，已经和流
便支派以及迦得支派所有的妇女和孩子，留在约旦河的东边了。

啊，终于要走完十二个支派了。最后这个支派是便雅悯支派，他
们的人数是45600人，比四十年前多了 10200人。

啊，太阳就要升起来了。现在我回到了约书亚指挥帐棚的门口。
刚才看了好多好多数字，虽然各个支派的人数有的增加，有的减少，
但是以色列人的总人数变化并不大，只少了千分之三左右。

诶，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刚才没有提到一个支派？对了，那就是利
未支派。利未支派的帐棚就在这里，在最靠近会幕的四周。利未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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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派，摩西和亚伦都是属于利未支派的。亚伦是耶和
华上帝指派的第一位大祭司，而所有的祭司，是只有亚伦的后裔才能
担任。耶和华上帝要利未支派去协助祭司进行宗教的仪式，和管理会
幕里的一切事务。

因为利未支派是分别出来属于神的，所以利未支派的男人不用打
仗。同时，他们在迦南也没有产业。利未支派也不再算为以色列人十
二支派中的一个支派，而他们的人数也没有算在以色列人当中。不过
这一次，摩西和以利亚撒数点了他们的人数，他们的男丁有23000
人，比四十年前稍微增加了1000人。

诶，我发现地面上有些东西。我刚才就曾经注意到，有一层薄雾
降到地面上，但是我一直在忙着看看每个支派的人数，增加、减少，
就没有注意地面上的情况。现在以色列营地的四周有一层露水，露水
上升之后，就看见野地上有细小鳞状的东西，好像小白霜一样细小的
东西。

原来是吗哪降下来了！在以色列人营地的地面上有一层吗哪，就
像小圆的白色种子。微风把它吹成了小球，像小雪球一样。我真想留
下来尝一尝吗哪，但是我必须马上离开，因为营地的人现在都起来
了。他们从帐棚里出来，带着罐子，收取他们今天所需用的吗哪。我
猜伊维和她的爸爸、妈妈、哥哥，现在肯定也起来收吗哪了，所以我
必须赶块离开，我也不能再去找他们了。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到现在，已经四十年了。在这四十年的时间
里，耶和华上帝每天都降下吗哪，喂饱以色列百姓，从不食言。

约书亚看着地上的吗哪，就想起摩西曾经这么说过，“你也要记
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炼你、试验你，要知
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祂苦炼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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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祖所不认识的吗哪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
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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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十二个支派在营地里如何排列？

2 哪些支派已经在约旦河东安家了？

3 为什么利未支派不参加争战？

4 营地里所有支派的中心是什么？为什么这样安排？

5 教会在哪些方面好像会幕？教会在我们的生活中应该有多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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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约书亚派出探子

以色列人的新领袖约书亚在为摩西哀悼的三十天里，一直在祷
告、祷告，祈求耶和华上帝他的神，在祂所吩咐他做的一切事上带领
和引导他。耶和华上帝已经应许，只要约书亚遵守耶和华上帝的话，
刚强壮胆，耶和华上帝就和约书亚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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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上帝要约书亚带领众多百姓，有男人、女人和孩子，还有
他们的财物和牲畜，过洪水泛滥的约旦河。而且，约书亚还要攻打被
高大城墙围着的，像高耸的堡垒一样的耶利哥城。然后，约书亚才能
够带领百姓进入应许之地。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已经停留
了一段时间了。相信耶利哥城的人已经对他们有了防范和准备，而约
书亚对耶利哥城却了解得不多，他决定派两个探子去窥探耶利哥城。
这两个探子的任务非常重要，会影响到几百万人的安危。约书亚知道
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探子，因为四十年前，约书亚就是摩西派出的十
二个探子之一。

约书亚暗暗地挑选了两个年轻人，去执行这个秘密的任务。圣经
中没有告诉我们这两个人是谁，叫什么名字。那我们就叫其中的一个
是比拿雅，另一个叫巴西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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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书亚对两个年轻人说：“你们打扮成商人，去耶利哥城。现在
约旦河的洪水泛滥，但是河边会有利用洪水浸泡亚麻杆的人，所以你
们只能清晨渡河。过了河以后，田里会有收割大麦的人，你们最好避
开他们。到了中午，会有运送亚麻秆去耶利哥城的人，你们就暗暗地
跟着他们，就可以去到耶利哥城。到了耶利哥城，除了了解他们的城
墙和他们的军队以外，还要了解一下城里人的想法，他们是惊慌，还
是有勇气。你们一路要小心，尽快回来报告。”

比拿雅和巴西雅就在凌晨十分，从他们所在摩押平原的什亭出发
了，这只有他们和约书亚知道这个秘密的任务。在营地里的以色列人
还在沉沉地睡着，只有蟋蟀不时地在草丛里叫着。

什亭离约旦河大约十几公里。天将破晓，两个探子来到了约旦河
边。他们靠着微弱的晨光，沿着约旦河寻找一处水势比较平静的地方
渡河，因为约旦河正在泛滥。约旦河边的海鸥、鸭子、红松鸡和其他
水鸟，因为洪水的缘故都躲了起来。不过这样也好，探子们就不会因
为惊动了这些水鸟，而曝露了他们的行踪。 

当两个探子确定了渡河的地点之后，就穿着衣服跳进了水里，因
为他们是以色列人，不能不穿衣服游泳。他们只有等上了岸，再想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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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把衣服弄干。两个探子在洪水中，努力地游到了约旦河的西岸。他
们要上岸的时候，遇到了一大片泡在水里的亚麻秆。这些亚麻杆是制
造细麻布的原料。

当地的人会把亚麻秆从地里拔出来，先晒干。然后，就泡到约旦
河水里面，等亚麻秆芯泡软了，就再把它晾干。晾干的亚麻秆就会送
到耶利哥城去。耶利哥城里的人会把这些亚麻秆先堆放在房顶上，然
后把亚麻秆的皮拨出来。亚麻秆皮的纤维就可以纺线、织布。织成的
布就是亚麻布，可以用来做衣服，而亚麻线也可以做成灯芯和绳子。

虽然比拿雅和巴西雅在上岸的地方，遇到了很多泡在水里的亚麻
秆，但是幸好，他们上岸的地方是个浅滩，可以淌着水，避过这些亚
麻秆，没有被亚麻秆扎伤。这个时候，天开始亮了。他们趁着河边工
作的人还没有来，就赶快离开河边。他们穿过成熟的大麦田，躲进了
树林里。早起的鸟儿已经在田间欢乐地唱着歌了。

中午的阳光从晴朗的天空照下来，比拿雅和巴西雅身上的衣服很
快就干了。一队队运送亚麻秆的耶利哥人出现在道路上，于是，比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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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和巴西雅就暗暗地跟着他们。耶利哥城离约旦河大概有十公里。很
快，他们就来到了耶利哥城下。他们抬着头看着眼前的这座大城，是
被很厚、高高耸立的，大约有九米高的城墙围着。

“这是个坚固的大城市啊，兄弟！”比拿雅对巴西雅说，“越接
近它，就越觉得可怕！”

“不要怕，兄弟！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巴西雅回答说。

耶利哥城建在一个超过十五米高的土丘上，这个高度大约有五层
楼那么高。这个土丘是经过了几百年对耶利哥城的拆毁和建造而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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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的，因为每一次新建的耶利哥城都是建在旧城的废墟上。耶利哥
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独立城，它有自己的王，就好像迦南地其它的城
市一样。

比拿雅和巴西雅来到城的东侧，那里有一个重要的水泉，耶利哥
居民每天的生活用水都是依靠这个水泉来供应的。比拿雅和巴西雅沿
着斜坡来到了城门口，准备从那里进城。他们看见巨大的铁做的城
门，白天是开着的。来耶利哥做生意的人、运送亚麻秆进城的人，还
有其他来往的人，都从这里进出。在城们口，比拿雅和巴西雅抬起
头，观察了一下城墙。这城墙有九米那么高，是用晒干的泥砖修建在
石头的地基上。比拿雅和巴西雅不敢在城门口停留太久，他们顺着人
潮进了城。

耶利哥城是一座有很多棕榈树，还有很多盛开着的花朵和树木的
城市，城里的空气充满了玫瑰和香脂的味道。比拿雅和巴西雅在穿过
狭窄、蜿蜒的街道时，留意地四处观察，同时，他们又必须表现得很
随意，就像经常来到的商人那样。这里的房子都是长方形的平屋顶。
有些妇女就在房顶簸大麦，有的把屋顶上的亚麻杆铺开，放在阳光下
晒，也有一些正从一个屋顶对着另外一个屋顶上的人说话。比拿雅和
巴西雅还注意到，围绕着城中间开阔的地方有一些大房子，这些房子
属于富有的人、贵族，或者是上层社会的人。

比拿雅和巴西雅在耶利哥城里四处走着、仔细地看着、小心地听
着。很快，就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房子里传出的烹调味道，让比拿
雅和巴西雅都感到肚子饿了。这时，他们也在盘算着在哪里过夜。

忽然，有一个人上前问他们说：“你们不是这里人吧？从哪里来
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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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人一边问，一边上下地打量着他们。

比拿雅看着这个人的眼睛，回答说：“我们是远道来的生意
人。”

“哦，来做生意的，欢迎欢迎！呃，你们的骆驼，或者驴
呢？”那个人盯着比拿亚问他。

巴西雅马上接过来回答说：“我们是做小生意的。”

“哈哈，大小生意我们都欢迎！下一次来这里做生意，可要多带
点钱。看起来你们这次带的钱不很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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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拿雅谨慎地回答说：“嗯，我们这次是先来看看有没有机
会。”

“有机会了，我们就会带更多的钱来了。” 巴西雅抢过去回
答。

那个人看了巴西雅一眼，脸上马上堆起笑容，说：“啊，也对，
也对！不要介意我问那么多问题，你们知道的，以色列人就扎营在约
旦河那边，说不定会派探子来这里窥探。所以，这里的人对陌生人都
很小心。怎么样，没有人对你们不友善吧？”

比拿雅开始有点紧张起来，巴西雅赶忙说：“没关系，没关系，
我们不会介意。”

那个人缠着他们继续问：“天色晚了，这里的城门天一黑就会
关。你们是住城里，还是城外呀？”

巴西雅有一点犹豫地回答：“呃，如果能找到住处，当然希望住
在城里了。”

那个人就说：“哦，怪不得你们在这里东张西望的，原来在找住
的地方。来来来，让我给你们介绍一家旅店。碰到我，算你们走运
呐！你们可以住喇合的旅店，她的房子就在那里。看见了吧？那里，
很近很近的。城墙上面最大的那间房子，很容易找。老板娘喇合是一
个年轻美丽的女子，很善良。哈哈哈！他们说，她把客人都照顾得很
好，能满足客人所有的要求，哈哈哈！所以，有人说她不是一个好女
人，哈哈哈！那也没关系嘛，我想，你怎么对待她，她也会怎样对待
你。公平交易，公平交易，哈哈哈！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今天晚上，
还有什么别的地方能让你们过夜了，天色已经晚了。”

比拿雅和巴西雅一起说：“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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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人凑上前说：“要我带你们去吗？”

比拿雅摇摇头，用手指着城墙上的那个房子说：“谢谢了，不用
啦！就是那一家嘛，对吧？”

那个人说：“对对对，就是就是！记着，城墙上最大的那间，不
要走错喽！”

比拿雅和巴西雅就快步地朝城墙方向走去。

比拿雅一边走，一边小声地对巴西亚说：“我不大喜欢他介绍的
那个地方。”

巴西雅回答说：“我更不喜欢那个嘻皮笑脸的人，我们要小心一
点！”

比拿雅忽然紧张起来，说：“那个人好像跟在我们后面。”

巴西雅说：“不要回头看，我们明天一早就离开。”

他们边说，边加快了脚步。

比拿雅说：“不如我们现在就出城吧？趁城门还没有关。”

巴西雅拍拍比拿雅的肩膀，说：“旅店应该是一个打听消息的好
地方，说不定在那里，我们可以知道更多消息。刚才那个人不是说了
嘛，你怎么对待她，她也会怎么对待你。记住我们为什么来这里，我
们只要竖起耳朵来，多听、少说话，就会没事。”

喇合在城墙上的房子，比这个区域的其他房子要大一点，但是，
也不算是大房子。这房子是用泥做的砖盖在城墙上的，房顶由架在城
墙上的木梁做成，在木梁上面盖着树枝和芦苇，并且用干泥铺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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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屋顶。这些城墙上房子的窗户，都是朝着东边城墙外开着的，只有
进到房子里面才能看见窗户。

喇合很年轻，独自在这里张罗着旅店，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住
在城里。喇合是个有魅力的女人，她的黑头发很漂亮，戴着脚链、手
镯、耳环、鼻环、项链和各种的装饰品，身上还喷了香水。

两个探子来到喇合的旅店门口时，喇合正一手拿着铜做的镜子，
一手用一只象牙做的笔沾着黑色的粉描她的眉毛。

比拿雅和巴西雅走进店里。

巴西雅就问喇合：“你能给我们个地方，今天晚上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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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合放下铜镜和描眉毛的象牙笔，回答：“当然可以啊！”

这时，比拿雅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他看见一个黑影迅速地跑开
了。

喇合站起身来说：“这里有客房给你们，跟我来！”

比拿雅一边跟着喇合去客房，一边问：“有什么吃的吗？我们中
午饭都没怎么吃，真是太饿了。”

“哦，好，我先给你们拿些食物来。你们是第一次来耶利哥城的
吗？”

巴西雅说：“是的，第一次来，我们是远道来做生意的商人。”

喇合微微一笑，把一个水瓶放到桌子上，说：“你们是来做生意
的？这么晚了，是谁告诉你们来我的旅店的？”

比拿雅回答说：“一个在街上遇到的人。”

喇合自言自语地说：“在街上遇到的人？”

巴西雅以为喇合在问他，就回答说：“他矮矮的，很壮实。他的
话很多，总是问这问那的。”

这时，比拿雅小声地对巴西雅说：“那个人好像一直跟着我们，
刚才我们进门的时候，我回头，好像看到他。”

巴西雅瞪了比拿雅一眼，比拿雅就不再说话了。

喇合假装什么也没听见，对比拿雅和巴西雅说：“这里有一瓶水
和一个盆子，毛巾在这儿。我马上就会把食物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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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合关上大门，飞快地跑到厨房，拿出几块饼，放在火上烤。一
边兴奋地对自己说：“这两个人一看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应该是以色
列人派出来的探子。哦！以色列神的子民，来到我的旅店！不过，他
们已经被人发现了。那人一定会向国王报告的，很快就会有士兵来到
这里。他们到了我的旅店，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必须保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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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哀悼摩西的日子结束后，以色列人要去做什么？

2 为什么说约书亚是挑选探子的好人选？

3 探子在哪里过夜？

4 喇合从探子身上看出什么？

5 为什么喇合接待探子很危险？喇合认为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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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喇合救了探子

喇合关上大门，飞快地跑到厨房，拿出几块饼，放在火上烤。一
边兴奋地对自己说：“这两个人一看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应该是以色
列人派出来的探子。哦！以色列神的子民，来到我的旅店！不过，他
们已经被人发现了。那人一定会向国王报告的，很快就会有士兵来到
这里。他们到了我的旅店，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必须保护他们。”

很快，饼就烤好了。喇合送到两个探子比拿雅和巴西雅的面前，
就说：“对不起，我没有为你们预备太多食物，因为我知道，你们是
以色列人。”

比拿雅和巴西雅紧张得站了起来。

喇合急忙说：“你们别害怕，听我说。我知道你们是以色列人，
而且，你们在街上遇到的那个人一定也知道了。他马上会向国王报告
的，很快就会有士兵来这里。”

75



巴西雅立刻对比拿雅说：“快，我们马上出城。”

喇合说：“已经来不及了，就算你们出了城，士兵很快就会追上
你们。”

“那，那怎么办？”比拿雅着急地说。

喇合说：“放心，我有办法。拿上这饼，跟我上房顶去。我会把
你们藏在房顶的亚麻秆下，我来应付那些士兵。”

比拿雅和巴西雅拿上饼，喇合把他们带上房顶，掀开一大堆的亚
麻秆，说：“你们躺下，我把你们藏在亚麻秆下。刚好，我今天运来
这么多的亚麻秆！”

喇合用足够的亚麻秆盖在两个探子的身上，看起来就像是一堆亚
麻秆自然地堆放在那里，没有人会想到下面藏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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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合问：“你们能呼吸吗？”

巴西雅说：“可以。”

“哦，那就好！不要乱动，就这么安静地躺着。我现在下去
了。” 

喇合走下楼梯，收拾了一下房间，敲门声就响起来了。她去打开
门，一位带着士兵的官长大声地说：“我们是国王的人，是耶利哥王
派我们来的。有消息传到国王那里说，有以色列人的探子来到我们耶
利哥城。有人看见他们进了你的家。国王命令你，把他们交出来。”

喇合很惊讶地说：“哎呀，的确是有两个人来到我这儿。他们是
从哪里来的，我不知道。他们本来想在我这儿找地方住，后来，又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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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忙忙地走了。他们往哪去，我就不知道了。我想是在关城门前就出
城了。不过，他们刚走，你们赶快去追，会追上的。”

那位官长说：“好的，妇人，我们接受你所说的。”然后，他转
过头对跟从的士兵说：“他们出城了，快！备马！追！去约旦河
边！”

士兵们像箭一样地飞快离开。 

喇合从朝城墙外开的窗户看着士兵们冲出了城，往约旦河的渡口
追去。士兵们一出城，城门就关了。等到看不见士兵们的身影了，喇
合就上房顶，对两个探子说：“现在安全了，士兵们都出城了，你们
下来吧。”

巴西雅着急地说：“刚才我们听到城门已经关上了，你有办法让
我们出城吗？”

“你们不要着急，我有办法让你们今晚出城。不过，现在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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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我还要准备一些东西，你们等等。”

喇合到厨房，拿出她能找到的最好的食物，预备好了，送到比拿
雅和巴西雅的面前，说：“这是为你们准备好的食物。”

巴西雅说：“我们刚才已经吃过饼了，现在吃不了那么多。”

喇合把食物分成一大一小两份，说：“这些是你们的晚餐，这些
是你们三天的食物。”

比拿雅皱起眉头说：“三天？我们到约旦河边不用三天。”

喇合微笑着说：“是的，这是你们三天的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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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拿雅高兴地说：“你考虑的真周到，谢谢你！”

巴西雅看着喇合，就问：“你是耶利哥城的人，为什么要帮助我
们？”

喇合坐下，对他们说：“你们吃晚餐吧，边吃边听我说。”

比拿雅和巴西雅就一边吃着美味的晚餐，一边听喇合说：“我知
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了，因为你们，城里的居民都很惊慌。
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
了，并且你们怎样对待约但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把他们全
都毁灭了。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就胆战心惊，没有胆量和你们征战，
因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

说到这里，喇合站了起来，请求比拿雅和巴西雅说：“今晚我既

79



恩待你们，拯救了你们的性命，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
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
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性命不死。”

比拿雅这时也站起来，很严肃地说：“我们向你起誓，如果你不
洩漏我们的事，我们情愿替你死。耶和华把这里赐给我们的时候，我
们一定以慈爱、诚实待你和你的家人。”

巴西雅从口袋里找出了一条朱红色的绳子，站起来递给喇合，
说：“你把这条朱红色的绳子系在这个窗口，把你所有的家人带到你
家。我们向你起誓，我们攻取耶利哥的那一天，你家里的每一个人都
必得救。凡是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就与我们无关了。凡是在你
家里的，如果有人下手害他，流他血的罪就归到我们头上。你不能泄
漏我们来窥探的事，如果你泄漏了，也和我们起的誓无关了。”

喇合接过绳子，说： “就照你所说的办！”

晚餐以后，喇合把比拿雅和巴西雅带到了窗前，拿出一条长长的
绳子，说：“你们看，这是我从城墙外吊东西上来的绳子。我就用这
条绳子把你们从窗口缒下去。”

巴西雅拿过绳子，用力拉了一拉，然后点点头，把绳子交给喇
合。喇合把绳子的一端牢固地绑在房子的梁上，另一端绑在比拿雅的
胳膊下面，又用布垫在他怀里，以防绳子勒住他。

喇合很小心地把绳子往下放，比拿雅就安全地从城墙外缒了下
去。比拿雅一落地，就把绳子解开，让喇合把绳子拽上去。

喇合一边为巴西雅绑绳子，一边轻声说：“再见！记着你们所起
的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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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雅轻声地回答说：“放心巴，我们会守约。愿耶和华上帝帮
助你！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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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合把巴西雅缒下城墙。巴西雅一落地，也解开身上的绳子，喇
合就把绳子拉了上去。比拿雅和巴西雅随即消失在夜色里。

喇合收好了绳子，把巴西雅给她的那条朱红色的绳子系在窗户
上，这是她对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信心的标志。

喇合那天晚上睡不着了，她很兴奋。她从前听过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现在，她遇见了耶和华神的两位子民。接下来，喇合要做的，就
是让她所有的家人都来到她的家。当然，她也绝不能告诉任何人，以
色列的探子曾经来过她的家，是她把他们从窗户安全地送出了城，让
他们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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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拿雅和巴西雅到了山上，在那里住了三天。追赶他们的人一路
找他们，却找不着。等追赶的人都回去了，比拿雅和巴西雅就趁着晚
上，下山，渡过约旦河，赶回以色列的营地。

他们见到约书亚，就把一切都报告给他。

比拿雅说：“耶和华上帝果然把耶利哥城交在我们手中了。我们
的消息和耶和华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已经传到他们那里了。耶
利哥的居民都非常害怕，惊慌失措，无心恋战。”

巴西雅接着说：“呃，还有一件事。我们遇到一个女人，住在东
面城墙上的房子里。耶利哥的国王来搜查我们的时候，她救了我们的
性命。她恳求我们在攻取耶利哥城的时候，拯救她和她家人的性命，
我们已经答应了她的恳求。我们让她在窗户上绑上一根朱红色的绳
子，这样我们的士兵就知道她住在那里。这样做可以吗？”

约书亚回答说：“你们说了，就必须遵行你们的诺言，我会告诉
攻城的士兵。你们做得很好，耶和华上帝与你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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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合虽然生活在拜偶像月亮神亚斯他录的耶利哥城，但是，她相
信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上帝把探子引导到喇合的家，让喇合救
了他们。在耶和华上帝的计划中，拣选了喇合成为了一位重要和美好
的女人。那时，约书亚并不知道喇合在耶和华上帝的计划中有多么重
要，就连喇合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因为圣经告诉了我
们。以后，我会讲给你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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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喇合把探子藏在哪里？

2 探子怎么逃出了耶利哥城？

3 探子向喇合许了什么愿？

4 为什么耶利哥城的人害怕以色列人？

5 喇合的故事如何表明上帝与祂的子民同在，即使是在他们面对
敌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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