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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米利暗知道了秘密

“妈妈！妈妈！我真希望，我真希望我们家再没有小婴孩出生
了，我好害怕！”米利暗哭着跑回家。

“怎么了，米利暗？”米利暗的妈妈约基别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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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刚看见，河里又有死去的婴孩。真是太可怕了，我真希望
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

约基别说：“哦，米利暗，这是因为埃及法老王下了命令，只要
发现有刚出生的希伯来男孩儿，就要扔到尼罗河里淹死。这个埃及法
老王，上帝会惩罚他的。”

“妈妈，”米利暗抽泣着说，“埃及人是人，我们希伯来人也是
人。为什么要杀我们希伯来的男婴孩儿呢？”

“哦，米利暗，那是因为我们希伯来人的人数越来越多，埃及法
老王害怕我们有一天会联合他们的敌人，打败他们，然后离开这
里。”

“他们就是想要我们希伯来人为他们做苦工，爸爸做苦工，已经
快要累死了。”

她们正说着，米利暗三岁的弟弟亚伦跑了过来。

“姐姐，姐姐，来，跟我玩儿！”亚伦叫着跑到米利暗身边，抓
着她的手。

米利暗抱起亚伦说：“亲爱的弟弟，幸好你出生的时候，埃及王
还没有下这条可怕的命令。”

“姐姐！姐姐！走！走！”亚伦用一只手指着门口说。

约基别说：“米利暗，其实，埃及王杀死我们希伯来男婴的命
令，是在亚伦出生前就颁布了。米利暗，你现在已经长大了，很多事
情你也该知道了。你先和弟弟一起出去玩一会儿。今天晚上，等亚伦
睡着了，妈妈会把事情都讲给你听。现在，你们到河边去玩，来，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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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几个枣子去吃。”

“哦不，我不去河边，我不想再看到那些死去的婴孩……”

“哦，米利暗，你可以到你平常洗衣服的河边去，在那附近有公
主洗澡的地方，有很多芦苇和棕榈树挡着，在那里你不会看到的。”

米利暗一手拿着枣，一手拉着亚伦，回头说：“好的，妈妈，那
我们就去那里。”

“去吧，带着亚伦去玩！到吃晚饭的时候，就快回来。”

约基别看着米利暗和亚伦出去，自己转身进屋放声大哭，
说：“哦，主啊，主啊，帮帮我们吧，万一真是个男孩，那……”

快到晚餐的时间了，约基别擦干眼泪，去准备晚餐。现在，他们
还算有足够的食物。他们在居住的埃及歌山地，有自己的园子，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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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了各种的蔬菜，有：洋葱、韭菜、黄瓜，还有水果：蜜瓜、石榴、
枣、无花果。除了蔬菜水果，约基别也会用玉米磨的面做面包，当
然，她还可以准备一些肉，比如：山羊肉、绵羊肉，和鸡肉，或者是
鱼。

约基别很能干，她烤好了面包、准备好其它食物。她知道，筋疲
力尽的丈夫暗兰，很快就会从建造法老王储货城的工地回来。

他们家居住的房子很小，只有两个房间。在天花板和房顶之间，
暗兰造了一个小阁楼。这阁楼的门是隐形的，开在天花板上。米利暗
曾经问起这阁楼，她的父母告诉她，那是他们家藏宝贝的地方。

就要吃晚餐了，米利暗和亚伦回来了。刚一进门，亚伦就
说：“妈妈，那里有人，姐姐去说话了。”

“米利暗！”约基别马上警惕地说。“你是去公主洗澡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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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她们是埃及人，要小心你说的话，不要给家里带来麻烦呐！”

“妈妈，我只是捡到公主掉的东西，还给她的女仆。她们对我笑
了笑，还谢谢我呢！除此以外，我什么话都没有对她们说。”

“哦，那就好！记住啊，对那些埃及人不可以乱说话。”约基别
说。

“我知道！埃及法老王要杀死我们希伯来人的婴孩，我才不会对
他们说什么呢！” 

这时，亚伦叫着说：“姐姐，姐姐，有面包，有‘当’，我都要
吃！”

“你是说‘汤’吧，亚伦？”米利暗咯咯地笑着。

全家吃过晚餐以后，亚伦又缠着米利暗说：“姐姐！讲故事，唱
歌！” 

米利暗是个聪明的孩子，她不仅会讲故事，还会把故事用歌唱出
来，哄亚伦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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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利暗知道是亚伦睡觉的时候了，“好吧，好吧，快上床去吧！
让我讲谁呢？挪亚？亚伯拉罕？以撒？还是雅各呢？” 

亚伦高兴地举起他的小手说：“唱约瑟，我要听约瑟！”

米利暗逗着亚伦说：“约瑟的故事你已经听了很多遍了，换一个
吧！”

但是，亚伦不答应，“不，我就要听约瑟！”

于是，米利暗就唱了起来，她唱出约瑟怎么成为埃及的宰相，并
且在粮仓里储存了很多粮食，帮助埃及人度过七年的饥荒。约瑟的爸
爸雅各和哥哥们来到埃及以后，法老王把歌山这一片肥沃的土地送给
他们，让他们居住。这时，米利暗还加了一句话，她解释说：“歌
山，就是我们现在住的地方。”

亚伦很快就睡着了，米利暗亲了亲亚伦。约基别也过来亲亲自己
的儿子，这时，一滴泪水从约基别的脸上滑落。

“妈妈，你答应我，等亚伦睡了，你就给我讲那个故事的。”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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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暗说。

“我当然记得，米利暗，你已经长大了，这些事，你都应该知道
了。其实啊，刚才你已经向亚伦讲了这件事情当中，最美好的部分。
约瑟时代的那个埃及法老王，并不是埃及人，是他邀请我们的祖先，
就是约瑟的哥哥们和父亲雅各，来住在肥沃的歌山地的。约瑟还活着
的时候，那位法老王还在位，我们的祖先有七十年，平安地享受着这
块肥沃的土地。”

“我们的祖先帮助过埃及人，可是现在的埃及法老王却苦待我
们，为什么呀？”米利暗问。

“那是因为，在约瑟去世以后，那位法老王被驱逐了，一个埃及
人当了埃及的法老王。所以，从那以后，我们希伯来人就变成法老王
所憎恶的外族人了。同时，在过去的这250年当中，我们希伯来人生
养众多，人数不断地增加。所以，埃及法老王就害怕了，他说，‘这
希伯来人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我们要阻止他们不断地增长。
要不然，以后如果遇到战争，他们就会连合我们的敌人打败我们，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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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我们这里了。’”

“所以，埃及法老王就要杀死我们希伯来人的婴孩，对吗？”

“还不是，那个时候，埃及法老王是要希伯来的男人，去做所有
的苦工，还派督工看管，加重担，苦害我们。还强迫我们为埃及法老
王，建造两座新的储货城，从早到晚地去和泥、做砖。如果完不成当
天要做的，埃及人就用鞭子抽。除此以外，还把田里所有的苦工都强
迫我们去做。法老王认为，让希伯来男人做苦工，我们的家庭就会越
来越小，越来越衰弱。”

“可是，我们希伯来人家里都有好多孩子，并没有越来越少
啊？”

“是啊，埃及法老王没想到，他们越是苦害我们，我们的人反而
是又多又强壮。上帝用更多更强壮的孩子来祝福我们希伯来人，这也
是上帝对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应许。上帝说，我们的百姓要变成一
个大族，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有一天，上帝还要给我们一个我
们自己的国家呢！这就是上帝的应许。”

“哇，我们的上帝是最伟大的独一真神！祂要祝福谁，就祝福
谁，什么人也拦不住！”

“是的，可是法老王不甘心呐！他的第一个计策失败了，他就用
另外一个计策。”

“他又用什么计策？”米利暗问。

“埃及法老王命令两个希伯来接生婆，一个名叫施弗拉，另一个
名叫普阿，对她们说：‘你们为希伯来人接生的时候，如果是男孩，
就要把他杀死；如果是女孩，就留她存活。’那个时候，正好遇到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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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要出生了，妈妈就非常的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幸好，收生婆施
弗拉和普阿没有听从法老王的命令。她们说，‘孩子是从上帝来的，
我们敬畏上帝，我们惧怕上帝过于惧怕人。’亚伦出生的时候，就是
接生婆普阿接生的。

“后来，埃及法老王知道了，施弗拉和普阿没有执行他的命令，
就非常的生气，他就把施弗拉和普阿召去，说：‘你们为什么不遵守
我的命令？’她们就对法老王说：‘因为希伯来妇人和埃及妇人不
同，希伯来妇人身体强壮，生产很快。接生婆还没有到，她们已经生
产了。’所以，法老王的计策又失败了。”

“那真要谢谢普阿，要不是她，我就没有可爱的弟弟亚伦了！”

“可是，法老王又颁布了一条更可怕的命令。他对所有的埃及人
说，‘凡是发现希伯来人生的男孩，你们都要把他丢到河里，凡是女
孩，你们就让她活着。’所以，你就会经常在河里看到淹死的婴
孩。”

“妈妈，我希望，我希望我们家不再有男孩出生，要不然，就太
可怕了！”

“哦，米利暗，还有一件事情，妈妈今天晚上一定要告诉你，我
们家很快就会再有一个孩子出生了。我很担心……”

“啊？妈妈！这是真的吗？如果，如果是……，妈妈！”米利暗
大哭起来。

“米利暗，快别哭了！爸爸已经睡了，他明天还要去做苦工。已
经有太多的事情要爸爸担心了，别再让他看见你哭，好吗？”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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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了，我们家又要有孩子的事情，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呀！不要
告诉任何人，我们只有祈求上帝来帮助我们！”

“我希望，我希望是个妹妹！”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出埃及记：1章1-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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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法老关于希伯来男婴的新法律是什么？

2 米利暗的家里有谁？他们的名字是什么？

3 他们住在埃及的哪个地方？

4 为什么法老害怕以色列人，他做什么来削弱他们的力量？

5 接生婆欺骗了法老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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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藏“宝贝”

在约基别告诉米利暗，他们家就要再有一个孩子以后，没过多
久，一天深夜，米利暗还在睡觉，她被一些声音吵醒了。她半睁着眼
睛，看见隔着里屋和外屋的帘子，透过来微弱的光线。

米利暗自言自语地说：“啊，灯还亮着，妈妈和爸爸这么晚了，
还没睡觉。”

米利暗好像听见婴孩的哭声，后来有一个很低的声音说：“是个
男孩！”然后，就是妈妈的声音，她说：“哦，不！不！哦，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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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帮我们！”

很快，里屋的灯熄灭了。米利暗昏昏沉沉的，不确定她是不是在
做梦，但是，她很快又睡着了。

的确，这天晚上，约基别生了一个男孩。约基别心里非常害怕。
万一有埃及人知道了，他们就会闯进家里来，大声喊着说：“这里有
刚出生的孩子吗？哦，是个男孩！”这样，这孩子就会被抢走，扔进
河里淹死。因为埃及法老王对埃及的百姓说：“希伯来人越来越多，
他们将来可能会联合我们的敌人。所以，要杀死所有希伯来的男婴
孩。”

约基别知道，要让这个孩子活下来，就不能让埃及人发现他。米
利暗现在十二岁了，她是绝对不会向任何人说她有了一个新生的弟
弟。孩子的爸爸，暗兰，就更不会在做苦工的地方提到这个新生的婴
孩。但是亚伦还小，只有三岁，还不大懂事。所以，约基别必须把这
个孩子藏起来。

他们就把孩子藏在天花板和房顶之间的，那个“藏宝贝”的阁楼
里。那是暗兰亲手做的，外人不会知道这个阁楼的存在，因为阁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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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是隐藏在天花板上的。

天亮了，米利暗还没有睡醒。

“米利暗！米利暗！”母亲约基别在外屋叫她，“今天早上，你
能帮妈妈准备早餐吗？昨晚我没怎么睡，现在有点累了。”

米利暗就起来，走到妈妈身边说：“妈妈，昨天夜里我好像听到
有小婴孩的哭声，还有人说，‘是个男孩！’”

“嘘！米利暗，你不是在做梦，那是接生婆普阿在说话。你多了
一个弟弟了。”

“怪不得她说，是个男孩？那……”

“嘘，嘘！千万不要说‘男孩’，‘婴孩’，以后就说‘宝
贝’。他现在在我们藏宝贝的地方。”约基别指了指天花板上的小阁
楼。

“米利暗，亚伦还小，不能让他知道这件事，万一他说出去就糟
了。等一会儿，我给宝贝喂奶的时候，你得帮妈妈把亚伦带出去走
走，过一阵子再回来，明白吗？”

“嗯，妈妈，你放心，我会照顾亚伦的！这件事我对谁也不会
说。”

“米利暗，你真聪明！好了，现在快去把面包和奶酪拿出来。你
爸爸在太阳升起来之前，已经去工地了。哦，我现在真害怕，希望昨
天晚上邻居们没有听到宝贝的哭声。只有求上帝来帮助我们了。”

第一天顺利地过去了。小婴儿在阁楼里一直睡觉，米利暗很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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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帮助妈妈。只要妈妈说，“现在，妈妈要去看‘宝贝’了。”米利
暗就会把亚伦带出去走走。

天色已经晚了，但是暗兰还没有回来。约基别给亚伦先吃了些东
西，让他去睡觉。米利暗就给亚伦唱故事。等亚伦睡着了，约基别就
站在高凳子上，打开在天花板上隐藏的门，然后把婴儿抱下来。婴儿
幼小的身体包在布里，他的身体也用布条缠裹着。约基别弯下腰，让
米利暗看看这个小宝宝。

米利暗看着小宝宝的脸，轻轻地亲亲他，说：“哦，他好漂亮
啊！是我见过最可爱的小宝贝。哦，上帝，请帮助我们留住他！帮助
我们留住他！上帝啊，只要能够留住他，我愿意做任何事情。”

“我也向上帝乞求，能让我们留住他！哦，米利暗，有人来了！
快到外边去看看！”

是暗兰回来了，他疲倦地走进屋里，就问米利暗说：“你妈妈
呢？”

米利暗用手指指屋里，暗兰会心地点点头，小声地问：“米利
暗，我们的‘宝贝’怎么样？”

“爸爸，他很可爱，太可爱啦！”

“嘘！”

“爸爸，他太可爱啦！哦，我希望上帝会让我们留住他。”

暗兰回答说：“我也是这样希望，但是，不容易啊！”

这时，约基别抱着婴孩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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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兰抬起头，看着天花板说：“他不能在阁楼里呆太长的时间，
那里的空气不是太好。”

米粒暗从她妈妈怀里把小弟弟抱过来，说：“爸爸，宝贝一点也
不吵。我们小心一点，外面的人不会知道的。”

“唉。希望吧！” 暗兰说。 

约基别说：“米利暗，快去给爸爸准备好晚餐，把锅里的汤盛出
来。我要把‘宝贝’放回去了。” 

约基别和米利暗守住了秘密，亚伦也没有见过那婴孩。更重要的
是，没有埃及人发现这个婴孩。

小婴孩现在三个月大了，他长得又大又结识。一天晚上，暗兰很
忧愁地回到家，他说：“那些埃及人在四处打听，有没有希伯来的男
婴。万一他们闯进我们家，他们肯定能找到我们的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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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基别的脸色铁青，低声呼地求说：“哦，主啊！救救我们的孩
子吧！”

小婴孩发出咿咿呀呀地叫声，约基别赶快给孩子喂了奶，然后把
他用布包好，放回阁楼里。亚伦早已经在屋里睡着了，他什么都不知
道。

约基别从阁楼下来，和暗兰进了房间。

“好难啊！只有祈求上帝啦！”暗兰说。

这时，米利暗躺在自己的床垫上，攥着拳头说：“我的小弟弟不
会死的，我的小弟弟就不会死，我不会让他死的！”

一会儿，米利暗就睡着了。白天她要帮妈妈做很多事情，还要担
惊受怕，她太累了！

天一亮，约基别就起来了，她进屋叫醒米利暗说：“米利暗，米
利暗，快起来，妈妈有办法了，我们赶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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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出埃及记：2章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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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什么是宝贝，米利暗家把他藏在哪里？

2 米利暗是如何帮助她母亲的？

3 为什么家人不可以把这个秘密告诉任何人？

4 米利暗希望什么发生？

5 约基别寻求谁的帮助？你上次到上帝那里寻求帮助是什么时
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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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尼罗河里被救

天一亮，约基别就起来了，她进屋叫醒米利暗说：“米利暗，快
起来，我有办法了，我有办法了，我们一定要赶快！米利暗，你听我
说，宝贝不能总留在家，埃及人四处打听有没有婴孩，万一被他们发
现，就完了。而且，宝贝越来越大了，不能再留在家里。”。

米利暗问：“那把宝贝藏到哪里呢？山上？还是河边的芦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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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什么？你说芦苇丛？哦，感谢上帝！我们都想到一块了，不
过，我们要先给宝贝做个蒲草箱子。米利暗我要很多很多的蒲草，天
还没亮，你爸爸天已经割了很多回来了。我真希望他上工不要迟到，
要不然他又会被残忍的监工鞭打了。

“米利暗，我们就用蒲草编一个箱子，还要有盖子。在外面涂上
防水的沥青，里面铺上羊毛。米利暗，我们就把宝贝放在这个蒲草箱
里，然后，放到河岸边的芦苇丛中。这可能要花上一天一夜的时间，
我们必须快点儿。”

“好的，妈妈，我把宝贝藏到公主和她的女仆洗澡的地方！那里
的芦苇很多，不容易被发现。”

“哦，米利暗，那样也好，埃及人一般不会到那里去。我们马上
就来做。”

第二天早上，约基别给她的宝贝婴孩喂好了奶，约基别在孩子脸
上亲了亲，然后看着孩子的脸，依依不捨地说：“这是最后一次
了。”那真是个可爱的孩子。

约基别给孩子穿上好看的衣裳，就把他放进蒲草箱子里，用羊毛
毯帮他盖好，再把箱子的盖子盖上。

然后，约基别就喊米利暗：“米利暗！米利暗！你来帮我抬箱
子。”

“哦，妈妈，我能再看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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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眼，亲亲他吧！别让亚伦看见了。我们以后不会再见到他
了，愿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上帝保护他！”

约基别和米利暗抬着蒲草箱往河边的芦苇丛走去。

她们把箱子小心地放进岸边的芦苇丛里。

约基别不放心，又把盖子打开来看。他们走路时已经把小婴孩摇
睡着了，他会一直睡到他饿了的时候。

“米利暗，米利暗，我们现在回家吧，亚伦还在家里呢！”约基
别说。 

“妈妈，让我呆一会儿，你先回去吧！”米利暗说。

约基别一边往回走，心里一边祷告，止不住地泪水从她的脸颊滑
落。

米利暗最后看了一眼那箱子，自己就躲进高高的芦苇丛里，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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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离开箱子站着，想知道她的小弟弟究竟会怎么样。

埃及公主，就是埃及法老王的女儿，沿着小路到河边洗澡来了。
她们讲话的声音越来越近。公主来到了河边，米利暗从她躲藏的地方
完全可以听到公主说话的声音。

公主和她的使女在河边走着，米利暗心中越来越害怕，因为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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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接近那个蒲草箱子。

忽然，公主说：“哦，那里有一个带盖子的箱子，你去把它拿
来。”

箱子被发现了，米利暗感觉像天塌下来一样。公主发现了箱子，
她是法老王的女儿，而就是这个法老王发命，要令杀死所有希伯来男
婴。米利暗好想冲出去，把箱子抢过来。但是她知道，已经太晚了，
她现在什么也不能做了。

公主打开蒲草箱的盖子，看见里面躺着一个非常俊美的小男婴。
这时，孩子害怕起来，他的小鼻子皱起来，小嘴巴轻轻地抽动，就哭
了起来。孩子的哭声打动了公主的心，她看着这个美丽的婴孩，就怜
悯他。

公主弯下腰把孩子抱起来，说：“哦，多可怜的小宝贝呀，别
哭！别哭！这一定是希伯来人的孩子，被丢在河边。唉，多漂亮的孩
子啊！我要收养他作我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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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使女说：“公主，你不可以带他回王宫的，他是希伯来人的
孩子。要是你父王知道了，他就活不了啦！”

公主说：“你说的也对。不过，这孩子太可爱了，我一定要收养
他。”

使女回答：“除非……除非找个奶妈，把他养大了之后再带回王
宫。”

公主说：“嗯，这是个好办法！不过……”

米利暗听到这里，就急忙从芦苇丛里走出来。

使女说：“公主，这里有人！……哦，是个女孩儿。她就是上次
捡到我们东西，又还给我们的希伯来女孩。”

公主说：“哦，原来是她！我还以为是什么人，敢闯到这里
来！”

米利暗赶快来到公主的面前，对公主说：“公主，你要我去找一
个希伯来妇人，做这个孩子的奶妈吗？”

“好啊，你快去吧！”公主说。

米利暗飞快地跑回家，她妈妈正坐在那里，抱头痛哭。

“妈妈！妈妈！”米利暗喘着气说。“快来！公主需要一个奶
妈！她发现了宝贝，她要找一个奶妈来照顾他。”

“米利暗，你在说什么，我不明白……”

“快点，妈妈！公主发现了宝贝，就是小弟弟。她说，‘他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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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他。’不过，先要找个奶妈把他带大，再带回王宫。我就跑出来
说，‘我可以帮你找个希伯来人的奶妈。’公主就答应了。快点，快
点，妈妈，快点去见公主吧！”

约基别跟着米利暗跑到芦苇丛。

米利暗对公主说：“公主，这是我给您找来的奶妈。”

于是，公主就对约基别说：“把这孩子带去，帮我乳养他。等他
断奶了，他就来跟我住在王宫里。我会付你工钱的。”

约基别就把婴孩抱回家了。

暗兰那天晚上回到家里听到这个消息，他高兴极了，一家人都激
动地流下眼泪。他们的心里充满了对上帝的感激，上帝实在听了他们
的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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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伦也很高兴自己有了一个小弟弟，这个小弟弟会和他还有米利
暗一起睡。是的。这婴孩不用再睡在藏宝贝的阁楼里了。

现在，谁看见这孩子都没关系了，因为他是属于公主的，就是法
老王手下的人看见他，也不能说什么。但是，这孩子也属于他真正的
母亲和父亲，还有米利暗和亚伦。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两个男孩已经睡着了，米利暗坐在他们旁
边。约基别在外面叫她：“米利暗，我听见你在笑，快睡觉啦！你在
和谁说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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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我有一个祷告，我要把它唱出来。你先听听我的祷告
吧！”

于是，米利暗来到她母亲身边，说：“我明天晚上就会唱给弟弟
们听，你听着啊！

“上帝我们的主，我们感谢祢，因为祢救了我们的弟弟。我们原
来以为他必死无疑，可祢却用一个奇妙的计划，救了他。所以，
现在他就可以和我们在一起了！”

约基别激动地用手擦去脸上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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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利暗接着说：“上帝啊，我们为公主所做的感谢祢……”

“等一下，米利暗！你的祷告还没有说那个计划是什么呢。”

米利暗想了一会儿，就说：“啊，好吧！那么，这样，上帝，祢
让我们做了一个蒲草箱子，把弟弟放在里面，藏在河边芦苇丛中。祢
又让公主发现了箱子，她对弟弟说，‘亲爱的孩子别哭，我要你做我
的儿子。’嗯，祢又让公主为弟弟找奶妈，我就把妈妈带到公主面
前。公主让妈妈乳养自己的孩子，还付钱给妈妈。我们为公主做的感
谢祢！”

“哦，米利暗！你的祷告真好！”约基别非常喜欢这一段。

米利暗继续说：“亲爱的上帝，我们的主，祢不但让弟弟活着，
还让他，有一天去到王宫里。他回来探望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告诉
他，上帝垂听祷告！”

“米利暗，”约基别轻轻地说，“你要把这个祷告记下来，明天
把它唱出来。你真是个聪明勇敢的女孩，妈妈为你骄傲！现在，快回
去睡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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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晚上，米利暗唱歌哄她的两个弟弟睡觉的时候，就唱出了
这个祷告。亚伦很喜欢，他说：“姐姐唱得真好听！”而他们死里逃
生的弟弟，躺在床上，两只小脚不停地蹬着。约基别也在一边听着米
利暗的歌，她没说什么，她的心中只有对上帝无限的感谢！

约基别知道，有一天，上帝会拯救希伯来人，让他们自由，并且
带领他们进到上帝应许赐给他们的土地。但是，约基别却不知道，她
睡在里屋的三个孩子，将会成为上帝解救祂百姓的特别的仆人，这三
个孩子就是：摩西、亚伦和米利暗。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出埃及记：2章3-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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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约基别的办法是什么？

2 公主看到篮子时做了什么？谁成了孩子的奶妈？

3 公主给孩子起名叫什么？为什么？

4 是谁拯救了摩西？是他的母亲、善良的公主、还是上帝？你为
什么这么认为？

5 如果上帝想让摩西活着，法律或法老能阻止吗？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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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摩西的重大决定

那死里逃生的婴孩和他的爸爸、妈妈，还有姐姐、哥哥一起住了
好几年，希伯来的孩子一般到三岁或者更大一些才断奶。所以，有可
能到他五岁，可以自己洗澡、穿衣服，有一点自理能力的时候，他才
被送进王宫。

约基别知道，她和孩子始终会有分离的一天，因为公主对她
说，“把这孩子带去，帮我乳养他。等他断奶了，他就来跟我住在王
宫里。”

那一天到了，约基别带着她最小的儿子来到王宫，公主收养他为
自己的儿子。公主给他起名叫摩西，公主说：“因为我把他从水里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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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而约基别只好把自己的儿子留给公主。与孩子分离，约基别
心里很难受，但是她仍然感谢上帝，因为摩西能活着！

约基别回到家，开始为家人准备晚餐。

“哦，妈妈，今晚，谁会唱歌哄宝贝睡觉呢？”米利暗问。

“哦，米利暗，公主会让人照顾宝贝的，你今晚只能唱给亚伦听
了。宝贝在家的时候，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宝贝知道了我们希伯来人
的历史，他可以背挪亚的故事，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故事，还有
约瑟的故事。我祷告祈求，随着他慢慢长大，他能够明白这才是他真
正的家，他和我们一样，是希伯来人。”

时光飞逝。

摩西已经变成年轻的埃及王子了。在王宫里，有王宫的教师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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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快，他就要去上，法老王在赫利奥波利斯，也就是太阳城，有
名的大学了。摩西要去那里学习艺术和科学，就是我们今天所学的几
何、文学、天文学、法律和医学。当然，他还要学习用埃及的两种文
字来读写，他要成为一个法学家，能够写不同的文件、报告、书信和
历史。在那个时候，这是很少人可以拥有的特权。

摩西住在王宫里，他还要学习怎么样作一个统治者，比如怎么组
织和管理百姓、统治一个国家，还要和其他的国家去打仗。

圣经上说，摩西在王宫里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
才能。摩西在他二十一岁的时候，完成了他的学习，开始在法老王的
庞大的统治机构和军队中担任官长。。

摩西在王宫里成长，但是他一直没有忘记小时候的奶妈。

有一天，摩西来到小时候住的地方，对约基别说：“约基别，你
知道吗？这里比王宫更像我的家，我更喜欢你做的乳酪和面包，还有
汤，一定是小时候的记忆。我觉得跟你在一起更像在家里，这是不是
很好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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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这一点也不好笑。”暗兰说，“我觉得我们应该现在告诉
你了，我肯定你会认为这样会更合理。约基别不仅仅是你的奶妈，她
其实是你的亲生母亲，她救了你的命。

“那个时候，法老王制定了一项法律，要杀死所有生下来的希伯
来男婴。你出生以后，你妈妈把你藏了三个月。

“到不能再藏的时候，你妈妈就祈求主，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
从死里拯救你。你妈妈把你放在一个蒲草箱子里，藏进尼罗河边的芦
苇丛中。

“你聪明的姐姐，米利暗，就躲在芦苇丛里看着你。当公主发现
你，说，‘这是个希伯来男婴，我要收养他。’你姐姐就马上上前问
公主，‘我可以去找一个希伯来妇女帮你喂养这孩子吗？’公主就回
答，‘可以。’然后，你姐姐就跑回来找你妈妈。

“你姐姐每天晚上都唱歌哄你睡觉，她在歌里赞美我们的主，我
们的上帝，还有上帝对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以及对我们这些上帝百
姓的应许。后来，公主把你接去和她住在王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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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很专注地听着。

暗兰继续说：“你必须记住，你妈妈和我都是希伯来人，是利未
支派的。” “所以，摩西，你也是希伯来人，是利未支派的。”

摩西四十岁了，他作为法老王收养的孙子，埃及的王子，可以一
生在王宫里享受埃及的荣华富贵。但是，他知道，他是个希伯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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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摩西来到他弟兄希伯来人那里，看见他们所负的重担。摩
西看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就对埃及人喊着
说：“住手！住手！你会把他打死的！”那个埃及人还是不停地打那
个希伯来人，摩西就跳出来救他的希伯来弟兄。他看看旁边没有人，
就把埃及人打死了。

摩西赶快在沙土里挖了个洞，把埃及人的尸体藏了起来。

第二天，摩西出去，看见有两个希伯来人在争斗，他就对那个欺
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本族的人呢？”

没想到，那个人回答说：“谁立你作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
道你要杀我，像你昨天杀那个埃及人吗？”

摩西害怕了，他对自己说：“糟了，很快，人人都会知道我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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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埃及人。如果法老王知道了，他肯定会杀了我的。”

果然，法老王知道了这件事，法老王就想杀摩西。摩西就逃跑
了。

摩西从埃及往东逃，然后再向南，逃到了米甸这个地方。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出埃及记：2章11-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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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摩西长大了，去了哪里？

2 摩西怎么知道他百姓的历史？

3 当摩西住进王宫，他学到了什么？

4 摩西属于哪个支派？这个支派的特殊工作是什么？

5 为什么摩西充满愤怒，因为愤怒发生了什么？这表明摩西感到
谁才是他真正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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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井边奇遇

叶忒罗是米甸的一位祭司，他正在享用他的早餐，早餐有乳酪和
面包。红红的太阳刚刚从东边花岗岩石的旷野升起来，阳光从叶忒罗
的黑山羊毛织的帐棚门口射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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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忒罗的羊群就圈在他的帐棚外面，清晨的阳光照在羊群身上，
白色的羊毛闪着金色的光。

叶忒罗穿着宽松的长袍，就像几百年前亚伯拉罕时代穿的一样。
尽管有阳光照着，叶忒罗还是觉得有点儿冷，因为这里晚上很冷，早
晨的气温还没有开始回升。不过，很快酷热的一天就要开始了。在旷
野的沙漠地方，太阳每天都是火辣辣的。

圈里的羊都饿了，不停地咩咩地叫。叶忒罗自言自语地
说：“啊，羊群都饿啦！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应该叫女儿们把羊群带
出去了。”

“西坡拉！”叶忒罗叫道。“西坡拉！快点，快点，该去放羊
了，快带这些可怜的家伙出去找吃的啦！”

叶忒罗有七个女儿，西坡拉是他的大女儿。女儿们按着当地的风
俗习惯，穿着深色的长裙，裙子上身都是用彩色的线绣的花，上面还
点缀着珠子，还有用金子或银子作的亮片。她们头上戴着黑色的头
纱，蒙着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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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每天放羊回家之前都会去到井边，把那里的水槽打满水，让
父亲叶忒罗的群羊能够喝足水。

叶忒罗的一个女儿对他说：“哦，爸爸，在井边总有牧羊人欺负
我们。”

“是的，”另一个女儿接着说，“我们把水槽打满给羊喝的水，
他们就过来又吼又叫的，把我们的羊都吓走了。然后，再让他们的羊
来喝我们打的水。”

另一个女儿说：“所以，我们的羊总是排到最后才能喝上水，我
们总是很晚才能回家。 你是米甸的祭司，可是他们一点也不尊重我
们，更别想他们会帮我们打水了。” 

叶忒罗慈祥地对七个女儿说：“好啦，好啦！我听见你们说的了
啦！现在，赶快把羊群带出去找吃的。”

叶忒罗打开羊圈的门，羊就迫不及待地跑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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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忒罗的七个女儿走在羊群前面，手里提着自己的午餐：烤玉
米、面包、枣和一皮带水。叶忒罗看着他们离开，心中在想：“唉，
要是有人能帮帮我的女儿们，不被那些粗暴的牧羊人欺负，那就好
喽！”

摩西为了保护一个希伯来人，打死了一个埃及人。

法老王因此恼羞成怒，他说：“摩西是个希伯来人。都是我的女
儿想出这个怪念头，收养了他。这个在尼罗河边捡来的希伯来男孩，
我教育他、训练他，让他成为领袖，让他成为军官。现在，他却杀死
了我们埃及人，他成了我们的敌人，听说他还想做反对我们埃及人的
首领。我要杀了摩西！”

摩西因此逃到了旷野。我刚开始，摩西边跑边回头，看有没有人
在后面追来。后来他越走越远，离埃及的王宫已经非常遥远了。最
后，摩西逃出了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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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在旷野中跋涉，他一想到过去几天发生的事情，心里就非常
沮丧。摩西叹着气，自言自语地说：“是我的希伯来弟兄，对我愤怒
地说，‘谁立你作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你昨天
杀那埃及人吗？’唉，我想要帮助他们，可他们却不接受我。”

摩西走了好几天的路，来到了一口井边。

“啊，这儿有一口井，可是没有人。不过，一定会有人过来打水
的，因为这井的旁边还有给牲口喝水的水槽。到时，我就能问问我现
在是在哪儿啊！”

摩西坐在井边，等着等着睡着了，他在旷野里走得实在太累了。

忽然，羊群咩咩的叫声把摩西惊醒了，他看见一大群羊正向井边
走来。

摩西自言自语地说：“哦，他们一定是来喂羊喝水的。嗯，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牧羊人！诶，是七个女孩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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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放羊，我还没见过呐！”

两个女孩快步走向井边，另外两个女孩跟在后面。前两个女孩
拉，后面的两个女孩推，于是，井上的石头盖立刻被移开了。然后，
女孩们很快地把皮子作的水桶放进井里，再把桶拉上来，把水倒进喂
牲口的水槽里。摩西看着她们，自言自语地说：“她们的动作真熟练
啊！”摩西不明白，她们为什么这么着急呢？

很快，水槽里灌满了水，羊群正准备来喝水，就听见有人连喊带
叫地冲了过来。几个粗野的牧羊人把正准备喝水的羊群全赶开。他们
一边大笑，一边把他们自己的羊群赶到喂牲口的水槽边，来喝女孩们
打上来的水。

这时，摩西跳起来，把欺负人的牧羊人推到一边，把他们的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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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开，再帮着女孩们打水上来，把水槽灌满。然后，摩西守在那里，
直等到女孩子们的羊群喝完水。

女孩子们高兴地回到家。

父亲叶忒罗看见她们，就说：“你们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啦？
怎么回事？不但没有牢骚，还那么高兴？”

“哦，爸爸，今天一个非常好的年轻男子，在井边帮了我们和羊
群，他还帮我们打水了。”

“非常好的年轻男子？”叶忒罗说。“是牧羊人吗？”

“哦，不，不，不！”她们齐声回答父亲。

西坡拉说：“他不是个牧羊人，他看起来像埃及人。”

“一个埃及人？他到我们的井边来干什么？”叶忒罗有些困惑。

“我们没有问他，你不是告诉过我们吗？我们看着羊群的时候，
不能和陌生人说话。所以，我们只是看着他穿得像个埃及人。”

“呃，他还很高……”

“还很英俊……”

“还很厉害，他把那些欺负我们的牧羊人都赶走了，那些人都害
怕他呐！”

“那他现在在哪儿啊？”叶忒罗急切地问。

“应该还在井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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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为什么撇下他不管呢？唉，你们这些女孩子们呐！你们知
道，我们该款待陌生人的！”

“是的，爸爸，但是，我们不能跟陌生的男子说话呀？”

“那么，我允许你们跟这一位陌生人说话。他一定很特别，快
去，快去，邀请他来我们家吃饭！”

“我去！”“我去！”“我去！”几个女儿异口同声地说。

“哦，我真希望他还在井边！”西坡拉说着就和她妹妹们冲出去
找摩西了。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出埃及记：2章15-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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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叶忒罗有几个女儿？

2 为什么女儿们不喜欢去井边给羊喝水的工作？

3 摩西在井边怎么帮助姐妹们？

4 摩西与姐妹们通常在井边遇到的牧羊人有什么不同？摩西有什
么好的表现？

5 敬拜上帝的人应该与周围的人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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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旷野的家

摩西在井边帮助七个牧羊的女孩子，不被粗野的牧羊人欺负。然
后，他又回到树下坐着，看着女孩子们赶着羊群离开了。女孩子们一
边走一边说，一边笑着，还时不时地回头看摩西，一直到一个巨大的
岩石挡住了她们的视线。

摩西当然不认识这些女孩子，但是，摩西不能看着粗野的牧羊人
去欺负这些女孩子，而自己又坐着不去理。

现在，那些牧羊人又回到井边，给他们的羊群喝水。摩西看着他
们，他们也偶尔朝树下看过来。他们彼此说：“哼，一个埃及人到这
儿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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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埃及人呐？”

“哦？埃及人！那，他一定是从埃及的瓦迪费伦河道过来的，没
有别的路可以走啦，他肯定不能从山那边过来。一个陌生人要翻过
2400多米高的山，那是不太可能的！那座山上除了岩石以外，什么
都没有，陌生人很容易迷路，说不定还会死在山里呐！就是我们这些
本地人，我们都不敢冒险随便从山里面穿过。”

“是啊，是啊，这个埃及人肯定是从瓦迪费伦河道过来的。那条
路会经过一些绿洲，走那条路的人可以在树上找枣子来吃。我们的人
还会把一些食物放在屋外，给那些过路的人吃。要是到了晚上，还会
给他们地方休息。不过，不过这个人不应该在我们这儿瞎管闲事，他
以为他是谁呀！”

“他是谁？你们可能都不知道吧？他看起来像埃及的贵族。有人
告诉我呀，如果一个埃及人拿着一个好像他拿的那根仗，那就是出身
于高贵的贵族了，还可能是埃及法老王宫里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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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呀呀！不管他是谁，他都不应该来我们这里来多管闲事！我
呀，我就不会让他住我的帐棚。”

“我也不！”

“我肯定不会！”

“不是我们不好客，这是他自己的错，爱管闲事！哼！”

这些牧羊人让自己的羊群喝足了水，就把石头盖又盖在井上，他
们就离开了。

现在，井边只剩下摩西一个人了。太阳下山了，暮色渐渐笼罩了
大地。巨大的花冈岩山的轮廓映在黄昏的天空下，显出可怕的形状。

那是什么？摩西看见一个动物，那是一只羚羊，走过来喝水槽里
剩下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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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感叹地说：“真想不到这里有这么漂亮的动物！”羚羊喝完
水就离开了。

一只小老鼠悄悄地爬到摩西的脚边，摩西刚看见它，它就迅速地
钻进洞里。摩西看见老鼠钻进洞里，他发现洞的旁边还有一堆贝壳。
摩西就走过去，弯下腰来看，“这些纯白色的蜗牛壳，一定是老鼠扔
出来的。那么，这些蜗牛一定就生活在这附近的地方，这是旷野里的
蜗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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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摩西正准备回到树下，他的脚踢到了一块石头，石头下面好多
的小虫子一下子全跑开了。

摩西对自己说：“哇，如果这些小东西都能在旷野活下来，我应
改也可以。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做。哦，希伯来人的神啊，亚
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啊，求你带领我，我现在孤单一人在这陌生
的地方。”

忽然，摩西听见说话的声音，他就朝声音的方向看，一、二、
三、四、五、六、七，有七个身影出现在岩石边。

她们走近了，摩西认出就是那几个放羊的女孩子。她们朝井边
来，但是没有羊群跟着她们。

她们边走边说：“还在吗？”

“希望我们能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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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她们一定是丢了什么东西，回来找，让我去问问。” 摩
西说着就站起身来。

“哦，你还在这儿！我们还以为你已经走了。”一个女孩就叫
着。

“我们的父亲让我们来找你，他说你这么好，帮了我们和我们的
羊群，我们应该请你到我们家去。”

“我们的父亲是米甸的祭司，我们都是几个姐妹，一共七姐妹。
我们的父亲说，‘请你来我们家吃晚餐！’”

摩西就跟着七个女孩，在暮色中，来到了米甸祭司的帐棚。

摩西高兴地说：“太好了！谢谢！”

于是，摩西就跟着这七个女孩子，在暮色中，来到了米甸祭司的
帐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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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甸祭司叶忒罗出来迎接他的客人，他对待这位客人十分尊重，
他给客人水洗脚，他的女儿们都围在旁边伺候。 

终于，这七姐妹可以在帐棚里属于她们的角落，坐下来吃晚餐。
油灯发出微弱的光照在她们的脸上，显然她们都很兴奋。这样的奇遇
忽然临到她们旷野的家！这个陌生人或许还可能成为她们姐妹其中一
个人的丈夫。

叶忒罗问他的客人说：“你说，你是从埃及来的？依我看，你的
样子不像是埃及人，你倒像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的，我的确是。”摩西回答说。

“我们也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叶忒罗继续说。“我们的祖先
是亚伯拉罕和他第二个妻子，基土拉，生的。基土拉就是萨拉死以
后，亚伯拉罕又娶的妻子。亚伯拉罕和基土拉一共生了六个儿子，其
中一个叫米甸，我们是米甸人，就是米甸支派的。那么，这样说起
来，我们就是希伯来的表兄弟了。于是，摩西就跟着这七个女孩子，
在暮色中，来到了米甸祭司的帐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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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说：“是的，我知道，基土拉给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生了六
个儿子。后来，亚伯拉罕就打发这些儿子离开他特别的儿子以撒，到
远方去。”

叶忒罗说：“嗯，不过我听说，以撒支派，那特殊的支派，现在
在埃及过得很艰难。”

“是的，”摩西说，“他们很苦！”

叶忒罗问：“那你打算回埃及吗？”

“最终，会回去，”摩西说。“但不是现在，我现在还不能回
去。”

叶忒罗就问：“那么，你愿意留下来和我们住一阵子吗？”

摩西高兴地说：“如果可以，那就太谢谢你了！如果你有事情是
我能帮忙的，我一定帮！”

叶忒罗在旷野给了摩西一个住处和工作，摩西要在旷野为叶忒罗
牧放羊群。忽然之间，摩西不再是从埃及来的无家可归的逃犯了。

叶忒罗是个有智慧的米甸老祭司，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摩
西远房的亲戚，他和摩西敬拜同一位真神上帝。上帝对摩西的供应是
多么丰富啊！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出埃及记：2章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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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为什么牧羊人认为摩西一定是一个有地位的埃及人？

2 摩西从姐妹那得到了什么邀请？

3 谁是叶忒罗的祖先？

4 如果你是摩西，你会告诉叶忒罗你真实的身份吗？摩西害怕什
么？

5 上帝如何回应摩西的祷告？我们看见上帝到目前为止如何帮助
摩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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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旷野的牧羊人

摩西刚逃到旷野的时候，身上还穿着埃及王子的衣服，但是他是
个逃犯。后来他成了乞丐一样的人，他没有住处、没有亲人、没有朋
友、也没有工作。他在旷野，人们唯一能做的工作就是牧放羊群，但
是谁会雇一个完全没有经验的外人来放牧自己的羊呢？不过，上帝却
照顾摩西，米甸的祭司叶忒罗对摩西很好，给摩西住处，也给摩西工
作。

摩西成了牧羊人，他穿上宽松的长袍和披风，戴上头巾。每天早
上，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摩西手里拿着放羊的杖，领着羊群到旷野
去。

在叶忒罗的七个女儿还没有教摩西怎么放羊之前，摩西完全不知
道该怎么照顾羊群，她们就告诉摩西说：“你要特别注意小羊羔和母
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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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叶忒罗把他的大女儿西坡拉嫁给了摩西。于是，他们就在
旷野举行了婚礼。在米甸支派中，婚礼可是件大事，特别是他们祭司
的女儿的婚礼，而且，西坡拉有六个伴娘。

上帝赐给摩西和西坡拉一个小男孩，摩西就给他起名叫革舜，摩
西说：“因为我在外邦作了寄居的。”

后来，上帝又给了摩西和西坡拉一个男孩，摩西给他起名叫以利
以谢，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 

牧羊人的生活并不简单。每天黎明，摩西就起床。日出了，他就
领着叶忒罗的羊群到旷野找食物。旷野没有草，偶尔能找到一些灌木
丛，羊就可以吃上面的叶子和嫩枝。

旷野里很难找到水，那里基本不会下雨。雨水只会降到山里，然
后顺着山涧流到干了的河里，很快就没有了。只有一小部分的雨水从
山上流下来，渗入地面的岩石，形成小的水潭。牧羊人需要寻找这些
小水潭，或者就要去寻找水井。

除了很少的几棵树，或者是悬垂的一些岩石之外，牧羊人在旷野
很难找到遮蔽烈日的地方，大部分的时间他们得忍受着酷热。一星期
七天，一年到头，没有一天休息。

有时候，牧羊人要领着羊群走上好几里路，才能找到有叶子的灌
木丛。还有的时候，他们要在外面呆上好几天，不能回家，因为附近
找不到食物给羊群。他们就得手里拿着杖和羊群一起睡在旷野，而且
还要准备随时打跑鬣狗和狐狸。

春天是生小羊羔的时候，小羊羔需要很多照顾。初夏，是剪羊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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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绵羊毛用来做衣服和毯子。山羊毛就被纺成线、织成布，来
做黑山羊毛的帐棚。

绵羊和山羊给在旷野中的人们，提供最基本的食物。他们喝绵羊
奶、山羊奶，他们把奶放进用山羊皮做的皮带里，就算奶变酸了，他
们也可以喝。他们也用山羊奶来做乳酪。

摩西晚上回家，就会把羊关进叶忒罗帐棚旁边的羊圈里。晚上，
摩西就和叶忒罗常常一起聊天，叶忒罗认识那里的每个人，也知道很
多事情。

有些晚上，摩西就坐在营地的篝火旁边，听米甸支派里的人讲他
们在旷野起起伏伏的人生故事。

整整四十年过去了，摩西已经成了旷野牧羊的专家了，他能应付
在旷野里所有的问题。

旷野里很安静，没有淙淙的流水声，也没有鸟儿的叫声，偶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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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羊群咩咩的叫声，或者夜晚鬣狗和狐狼的叫声。除此之外，旷野
是寂静的。在寂静中，摩西望着高耸入云的山峰，思想上帝的伟大。
圣经的诗篇里有摩西写的一首诗，这么说：

诸山未曾生出，
地与世界祢未曾造成，

从亙古到永远，祢是神！1

现在，摩西八十岁了。他在埃及生活了四十年，学习成为一个法
老王的继承者所需要的一切。他又在旷野生活了四十年，学习作一个
照管羊群的牧羊人。可能，摩西认为，他以后就一直在这里，作米甸
祭司叶忒罗的牧羊人。

但是，上帝有另外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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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并没有忘记祂在埃及受苦的以希伯来姓。那一个想要杀摩西
的埃及法老王已经死了，但是新的法老王继续压榨希伯来人。希伯来
人哀求上帝解救他们，他们的哀声达到了上帝那里。

上帝听见了他们的哀声，就记念祂与希伯来人的先祖亚伯拉罕、
以撒和雅各所立的约，就是上帝要释放祂的百姓脱离埃及人的手，领
他们出埃及，到一个美好宽阔的地方去。

上帝决定说：“现在，我要履行我的诺言，执行我的计划来释放
我的百姓。”

上帝现在需要一个特别的人来执行祂的计划，上帝已经用了很长
的时间来预备这个人。上帝知道这个人在哪里，上帝要他去埃及释放
祂的百姓，这将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

而这个人他会答应上帝吗？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出埃及记：2章21-25节

1诗篇：90章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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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摩西生活在哪个旷野，他在那里住了多久？

2 摩西和谁结婚了，他的儿子叫什么名字？

3 当摩西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在埃及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4 摩西本来希望他能做什么？

5 上帝用什么方法训练摩西拯救祂子民并带领他们穿越旷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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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上帝呼召摩西

一天，摩西赶着岳父叶忒罗的羊群，来到西奈旷野西边的尽头。
晚上，摩西领着羊群来到何列山，这是西奈山中最高的一座山峰，摩
西就和羊群露天睡在山脚下。

天亮了，摩西正赶着羊群在寻找食物，他忽然看见有燃烧着的荆
棘丛。

旷野的砂地里长着很多荆棘，荆棘的叶子和嫩枝是骆驼、山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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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羊的主要食物。如果荆棘枯萎了，就很容易在炎热的阳光下烧着，
然后变成一堆灰烬。

但这个荆棘丛虽然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

摩西说：“我要去看看这个奇怪的现象，这荆棘为什么烧不掉
呢？”

耶和华见摩西要过去观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
西！”

摩西回答说：“我在这里。”

上帝说：“不要近前来，要把你脚上的鞋脱掉，因为你所站之地
是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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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就脱去脚上的鞋。

上帝又说：“我是祢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
各的神。”

摩西用头巾蒙上脸，因为他害怕面对面看到神。

耶和华上帝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
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
苦，我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离开那地，去到美好宽
阔的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希
未人、耶布斯人的地方。现在以希伯来的呼声已经达到我耳中，我也
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所以，我要打发你到法老那里去，把我的
百姓以希伯来从埃及领出来。”

摩西对上帝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还要把以希伯来
从埃及领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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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就说：“摩西，我必与你同在。你把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
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

摩西又对上帝说：“我到以色利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
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一定会问我说：‘祂叫什么名
字？’那时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

上帝回答说：“我是自有永有的。你要对以希伯来这样说：‘那
自有永有者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
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这就是我的永
久的名字，也是世世代代中，我被纪念的名字。’ 

“你去招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
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
顾了你们，我也看见你们在埃及的遭遇。我也曾说，我要把你们从埃
及的痛苦中领出来，到流奶与蜜之地去。’

“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
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走三天的路
程，往旷野去，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

“我也知道，如果不施行大能的手，埃及王绝不会让你们离开。
因此，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去打击埃及，然后他
才会让你们离去。

“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因此你们离去的时候，就不至
于空手而去。每个妇女必向她邻舍，和居住在她家里的女人索取金
器、银器和衣裳，好给你们的儿女穿戴，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
夺走了。”

摩西就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因为他们必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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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 

耶和华上帝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

摩西说：“是放羊的杖。”

耶和华上帝说：“把它扔在地上！”

摩西把杖一丢下去，杖就变成蛇，摩西就跑开了。

耶和华上帝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捉住蛇的尾巴！”

摩西就照着做，蛇果然在摩西手中又变成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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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上帝说：“你行这个神迹给以希伯来，好叫他们信耶和华
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曾向你显
现了。”

耶和华上帝又对摩西说：“现在你把手放进怀里。”

摩西就把手放进怀里，等他把手抽出来的时候，手就长了大麻
风，像雪那样白。

耶和华上帝说：“把你的手再放进怀里。”

摩西又把手放进怀里，等他再把手从怀里抽出来的时候，手就复
原了，和身上的肉一样。

耶和华上帝说：“如果他们不信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
们必信第二个神迹。如果这两个神迹他们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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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变成血。”

摩西就对耶和华说：“主啊，我以前不是会说话的人，就是你对
仆人说话以后，我也不是，因为我本是拙口笨舌的。”

耶和华上帝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
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当说的
话。”

但是，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

耶和华上帝向摩西发怒了，说：“不是有你的哥哥亚伦吗？我知
道他是有口才的，现在他出来要迎接你。他看见了你，心里就快乐。
你要对他说话，把你要说的话放在他的口中。我必与你的口同在，也
与他的口同在，我必指教你们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他要
作你的口，你要作他的神。你要把这手杖拿在手中，用来行神迹。”

于是，摩西只有答应了。

这就是世界上其中一个最伟大的故事的开始，这是一个很长的故
事，是由很多故事组成的。下一个故事就是摩西出埃及，我真期待给
你们讲这个奇妙的故事！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出埃及记：3章1节-4章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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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摩西看见燃烧的荆棘，他为什么惊奇？

2 上帝要为祂的子民做什么？

3 摩西可以向长老们展示哪三个神迹，让他们相信是上帝差派了
他？

4 当上帝告诉摩西，“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把我的百
姓从埃及领出来？”摩西怎么回答上帝？如果是你，你会说什
么？

5 上帝应许摩西什么？当上帝要我们做一些艰难的事情时，祂应
许我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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