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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我的父亲
珀西 • 乔治 • 科

像波阿斯一样良善、敬虔的农夫



故事
 
01. 灾祸击打了摩押的一家人
02. 回伯利恒的路上
03. 拿俄米回到伯利恒
04. 波阿斯用慈爱对路得
05. 拿俄米看到了盼望
06. 拿俄米为路得找安身之处
07. 波阿斯娶路得为妻
08. 拿俄米得儿子了
09. 一切都在上帝的计划中
      地图



路得记的故事

一个有关上帝的故事，上帝统管一切并祝福信靠祂的人。



1
以利米勒家搬去摩押

春天到了，这正是需要雨水的季节，有雨水的浇灌，大麦和小麦
才可以发芽生长。住在犹大伯利恒的农夫以利米勒，抬头看着天空，
希望能看见一片云。但是，天上连一片云也没有，没有一丝下雨的希
望。

去年和前年，就没什么雨水，结果大麦和小麦的收成都很差。犹
大地已经出现饥荒了。看来，今年春天还是没有雨水。今年饥荒可能
会更加严重。

以利米勒想：“如果我继续留在伯利恒，我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每
天晚上就要饿着肚子上床了。应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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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言自语地说：“迦南地也曾经有过很多次饥荒。在亚伯拉罕
的时代，曾经有一次饥荒，亚伯拉罕就逃到埃及地，等饥荒过去了，
才回来。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也做过同样的事。我现在必须带着我的
家人离开这里。去哪里呢？听说，摩押地没有飢荒，好，那我就到摩
押地去避一避吧。”

那天晚上，以利米勒从田里回来，就对妻子和两个儿子说：“饥
荒越来越严重了，我们必须到没有饥荒的地方避一避。听说，摩押地
没有飢荒，我们就去那里吧。”

以利米勒的妻子叫拿俄米，拿俄米的意思是“甜”，她说：“去
摩押地？可以吗？我们的祖先来这里的时候，摩押人不但不帮助我
们，还雇先知咒诅我们。我们去那里合适吗？”

以利米勒说：“我们又不是去那里长住。等饥荒一过，我们就回
来。我们不用把所有东西都带上，就带上那几头牲口，和帐棚、当
然，还要带上生活的用具。”

拿俄米说：“哦，我会想念邻居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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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米勒的两个儿子，玛伦和基连说：“我们会想念我们的朋友
们的。”

以利米勒说：“能吃饱饭，不被饿死，比邻居和朋友更重要。我
不是说过了吗。饥荒一过，我们就回来。”

于是，以利米勒的一家就准备好行装，去摩押地。

邻居们和朋友们都来道别，然后，以利米勒就和妻子拿俄米，还
有两个儿子，玛伦和基连，踏上往摩押去的旅程。去摩押是一段很长
的路，加上在路上吃东西和睡觉，他们要走整整七天的路。

他们终于到了摩押地。是的，那里的草是绿的，摩押的绵羊很有
名，成千上万的绵羊在草场上吃草。以利米勒找到了一个房子给一家
人住，他们就在摩押地住下，不会再捱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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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以利米勒在摩押地去世了。他的两个儿子玛伦和基连都娶
了摩押女子为妻，基连娶了俄珥巴，玛伦娶了路得。拿俄米现在有了
两个儿媳妇，而且她们都很爱拿俄米。结果，他们就在摩押的定居下
来。

但是，灾难又发生了，玛伦和基连也都去世了。他们年轻的妻子
们，路得和俄珥巴，还有他们的母亲拿俄米，心都碎了。

拿俄米被一个接一个的灾祸击打，她失去了丈夫和儿子。要知
道，在那个时候，妻子失去了丈夫，或者家中没有了男人，这个家庭
就很难维持。因为那时的女人，不像今天，可以出去工作来养活自
己。拿俄米的丈夫去世，成了寡妇，但是还有两个儿子可以照顾她。
现在，两个儿子也去世了，她完全没有了盼望。当她年老的时候，就
没有人会照顾她了。

除此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更严重的问题。现在，拿俄米是以利米
勒利米勒家族唯一剩下来的人，因为拿俄米的两个儿子虽然都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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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但是都没有儿子成为以利米勒家族的后代，按照以色列人的传
统，除非有以利米勒的近亲娶拿俄米的媳妇为妻，并且生下儿子，作
为以利米勒家族的后代。要不然，拿俄米死了以后，以利米勒家族的
名字就会从以色列人中抹去。这在以色列，这是非常不幸的。

拿俄米该怎么办呢？她能回伯利恒吗？如果不能回去，拿俄米又
能去哪儿呢？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路得记：1章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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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什么是饥荒？什么导致这片土地的饥荒？

2 这家人从伯利恒步行到摩押花了多长时间？

3 在摩押，拿俄米遇到了不好的事情，她失去了什么？

4 拿俄米家里还剩下谁？为什么这让她担忧她的将来？

5 你有没有想过将来会发生什么？你想知道将来的什么事情？你
为此担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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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回伯利恒的路上

拿俄米听到了好消息了。她听见，上帝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
给他们。伯利恒有吃的了。上帝用好收成祝福了犹大人。于是，拿俄
米决定回伯利恒家去。

拿俄米对她的两个儿媳妇说：“女儿们，我要回家乡伯利恒
去。”

“我们和你一起去。” 俄珥巴和路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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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拿俄米和她的两个儿媳起身要回伯利恒。

但是在路上，拿俄米对自己说：“俄珥巴和路得不能和我回伯利
恒，这对她们不好。她们是摩押人。最好留在摩押地生活。因为以色
列人瞧不起摩押人，说摩押人不洁淨。如果她们跟我到了伯利恒，除
了留在家裡做妻子和母亲，没有工作的机会。在家乡的以色列人，不
会娶外邦女子，所以她们也没有嫁人的希望。所以，俄珥巴和路得必
须回摩押去。”

拿俄米转过身对两个儿媳妇说：“女儿们，你们回娘家去吧！你
们对我和我的两个儿子这么好，谢谢你们。愿耶和华上帝恩待你们！
愿耶和华使你们，各自在你们新的丈夫家里得平安！”

说完，拿俄米就向俄珥巴和路得亲嘴道别。

两个儿媳妇就一起放声痛哭，她们爱拿俄米，她们已经是一家人
了了，她们曾经一起欢笑、一起痛哭，也曾互相安慰。现在，要分
离，对俄珥巴和路得来说实在太痛苦了，她们都不肯回娘家去，于是
就对拿俄米说：“不，我们要和你去，跟你一起住在伯利恒。”

拿俄米回答说：“为什么要跟我去呢？我不可能再有两个儿子作
你们的丈夫，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们了，什么也没有了。你们还年轻
，如果你们回到摩押，你们还可以再嫁人。我已经太老了，不可能再
有丈夫，就是有了丈夫可以生儿子，你们也不可能等他们长大。我为
了你们的缘故，我心里很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所以，为了
你们自己将来的幸福，回摩押去吧！愿耶和华赐给你们每人一个丈
夫、一个新的家。”

两个儿媳妇又放声大哭。然后，俄珥巴就听从了拿俄米，和她亲
嘴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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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路得还是紧紧地拉着拿俄米的手。

拿俄米又劝路得说：“回去吧，亲爱的路得！看哪，你嫂子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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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裡去了，你也和她一起回去吧！”

但是路得决定和拿俄米留在一起，敬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她看着拿俄米的眼睛说：“哦，不要，不要赶我离开你！没有什
么可以让我离开你，我要跟你一起去。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
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
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 除非死能使你我
分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地惩罚我。”

这时，拿俄米知道，路得已经下定决心要跟随自己，就不再劝她
了。

在拿俄米的眼神中，告诉路得：“谢谢你！”

上帝赐给拿俄米一个多么好的儿媳妇啊！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路得记：1章6-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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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拿俄米为什么要回到伯利恒？

2 谁选择和拿俄米一起去？拿俄米怎么想？

3 谁选择了回摩押？

4 路得对拿俄米说了什么？

5 路得加入拿俄米家，并选择敬拜耶和华上帝。有没有人通过婚
姻、收养加入你的家庭，或通过友谊变得像家人一样？

16



3
拿俄米回到伯利恒

拿俄米和路得一路相伴，终于到了伯利恒。伯利恒的人看到拿俄
米，都非常惊讶。因为拿俄米看上去完全变了。街上的妇女们看见拿
俄米，都彼此说：“她是拿俄米吗？不会吧？”

拿俄米听见了，就对她们说：“是的，我是拿俄米。不过，不要
再叫我拿俄米了，拿俄米是甜的意思。我的生活不甜，叫我‘玛
拉’，就是‘苦’更适合我。十年前，我满满地出去，有丈夫和两个
儿子。但耶和华却使我空空地回来，我丈夫和儿子都死了。没有人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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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我，老了也没有儿子照顾我，也没有人把我们家族的名字传下去。
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为什么还叫我拿俄米，就是‘甜’呢？”

拿俄米曾经在摩押地对她的两个儿媳妇说，“耶和华伸手攻击
我。”她现在也这样对伯利恒的妇女们说。

其实，即使拿俄米在患难中，上帝仍然爱她。耶和华上帝从来没
有停止对她的慈爱，因为耶和华上帝在拿俄米身上，有祂的计划。

但是，现在的拿俄米，是悲痛欲绝地回到伯利恒，她家里又没有
男人，她怎么维持她们的生活呢？

拿俄米和路得回到伯利恒，正好赶上收大麦的时候。伯利恒的人
们，正赶着动手收割大麦。这对拿俄米和路得来说，是个得到食物的
好机会。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路得记：1章19-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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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拿俄米回到伯利恒时，选择了一个新名字。她的旧名字是什么
意思？她的新名字叫什么？她为什么选择这个名字？

2 你喜欢你的名字吗？你的名字有什么意义？你想过改名字吗？

3 拿俄米必须面对什么问题？

4 拿俄米认为所有坏事都发生在她身上的原因是什么？她这样认
为是对的吗？

5 坏事只有在上帝惩罚我们时才会发生吗？想想你知道的其他圣
经故事。坏事发生在其他人身上吗？上帝能否使用那些发生的坏
事成就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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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波阿斯用慈爱对路得

拿俄米和路得回到伯利恒，正好是收大麦的时候。伯利恒的人
们，都赶着收割大麦。

耶和华上帝曾经对以色列人颁布律法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
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
的。”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在收割庄稼的时候，如果有庄稼掉在地
上，收割的人就要让掉下来的庄稼留在地上，而且，田角的庄稼也不
能割，这些庄稼是留给穷人和在当地寄居的人来捡的。这是上帝供应
穷人食物的一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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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俄米和路得刚刚来到伯利恒，她们正需要粮食。

路得就对拿俄米说：“母亲，现在是收大麦的时候，让我去田里
捡麦穗吧？谁让我这个外帮女子在他的田里捡麦穗，我就在谁的田里
捡麦穗。这样我们就有吃的了。”

拿俄米回答说：“女儿啊，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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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早，路得披上披肩就出发了。她看见一大片田地在她眼
前，有成熟的大麦和还在生长得小麦。那里的田地被分成一块块的，
分别属于不同的人家。路得去哪块田里拾麦穗呢？她碰巧走进了属于
波阿斯的田里。波阿斯是个富有又有名望的人。而且他在以色列人
中，还是和拿俄米丈夫以利米勒同一支派的。

在波阿斯田里，收割的人都忙着挥镰刀割大麦，使女就们把割下
来的大麦捆成捆，再让小毛驴把捆好的大麦驼到打谷场。在田里，还
有一些的跟着收割的人后面拾麦穗的妇女。

路得来到监管收割的人跟前，问：“我可以在这块田，跟着收割
的人拾麦穗吗？”

监管的人问：“你是谁？我以前没见过你。”

路得说：“我是以利米勒家的媳妇，我刚跟婆婆拿俄米来到这里
的。”

那人就对路得说：“哦，跟拿俄米刚来的啊！好吧，去拾麦穗
吧！”

路得就去田里拾麦穗，她取下披肩，把捡起来的麦穗放在里面。

很快就到中午了。

路得被吓了一跳。有声音从田那边传来，“愿耶和华与你们同
在！”

收割的人都齐声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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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边的一个女子对路得说：“快看，那是波阿斯，这田的主人。
他每天都会来地里看收割的情况。”

“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愿耶和华赐福与你！”这些问
候，对路得来说一点也不陌生。自从她嫁到以利米勒家，她就敬拜以
色列人的耶和华上帝，不再敬拜摩押人的神了。不过，在收割的时候
在田里也这样问候，路得还是第一次听到。

突然，波阿斯看到了路得，就问监管收割的人说：“那是谁家的
女子？我没有见过吧？”

监管收割的人回答说：“主人，你的确没见过她，她是今天早上
才来的。她是摩押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你应该听说过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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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是她啊！”

“是的，主人。她问我能不能在我们的田里拾麦穗，我答应了，
她没有给我们添麻烦，从早晨直到现在，除了在棚里坐了一会儿，她
一直在地里拾麦穗。”

波阿斯就走到路得身边，对路得说：“欢迎你来我的田里拾麦
穗，听我说，不要去别人田里拾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了，要和我的
使女们在一起。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以欺负你。你如果渴了，就到树
下的水罐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

路得俯伏在地叩拜，表示感谢，然后对波阿斯说：“我是个外邦
人，怎么会蒙你的恩，这样照顾我呢？”

波阿斯回答说：“我已经听说，你丈夫去世以后，你对婆婆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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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你离开父母和自己的地方，来到完全陌生的人中居住。愿耶和华
照你所做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祂
的赏赐。”

路得说：“我的主人啊，你实在对我太好了！我虽然还不如你的
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鼓励我，安慰我的心。”

到了吃饭的时候，收割的工人都放下镰刀，走到大树下用餐。主
人波阿斯也和他们坐在一起。路得继续弯着腰在田里拾麦穗，她不是
波阿斯的工人。

波阿斯向路得招手说：“到这里来，吃点东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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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路得走过来，波阿斯就对路得说：“坐下来吃饼吧，把饼蘸在
醋里。”路得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大家还把烤了的麦穗递给路
得。

路得心里充满了感激，她吃饱了，还有剩下的。路得想到家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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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婆拿俄米，就把剩下的食物包起来，等回家时带给婆婆。

然后，路得就站起身来，回到田里继续捡麦穗。波阿斯吩咐仆人
说：“她就是在捆好的大麦捆里，拾取麦穗，也是可以的。而且，你
们要从麦捆里抽出些麦穗来，留在地下，让她拾取，不可以斥责
她。”

太阳下山前，路得把捡到的大麦穗打了，她得到大约22公斤的
大麦，路得就用披肩把打出来的大麦包好带回家去了。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路得记：2章1-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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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拿俄米在伯利恒还有什么亲戚？他叫什么名字？

2 上帝对以色列的农夫制定了什么律法？

3 路得选择在谁的田里拾大麦？

4 波阿斯如何对待路得？

5 路得和拿俄米的故事传开了，路得有什么样的声誉？为什么？
今天什么样的事给人良好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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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拿俄米看到了盼望

忙碌的一天结束了，路得回到家里，把捡的大麦和中午剩下的饼
带给拿俄米看。

拿俄米惊奇地问：“你怎么捡了这么多大麦？还有这饼又是从哪
里来的？”

路得放下大麦和饼，就和拿俄米在桌前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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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得说：“是那块田的主人请我吃午饭，这饼是剩下给你的。你
一定饿了，快吃吧！”

拿俄米拿过饼，继续问：“你到谁的田里捡大麦？愿上帝赐福那
照顾你的人！”

路得就跟拿俄米说：“那块田地的主人对我很好，他的名字叫波
阿斯。”

“波阿斯！”拿俄米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叫了出来。“你去他的
田里了？波阿斯对你很好？愿耶和华赐福与他！感谢耶和华，祂不断
以慈爱待祂的百姓，也恩待我和我的家人。”

拿俄米曾经对俄珥巴和路得，还有伯利恒的妇女们说：“耶和华
伸手攻击我。”现在，拿俄米看到，耶和华的以慈爱 没有提开她，
耶和华恩待自己和路得，她相信，耶和华是要让波阿斯来祝福和帮助
她们，拿俄米兴奋极了！

拿俄米高兴地对路得说：“你知道吗，路得，波阿斯是我们本族
人，是我们至近的亲属。今天你去到波阿斯的田里去捡麦穗，不是偶
然或者幸运，是耶和华在引领你，我相信，波阿斯会照顾我们的。”

路得说：“他还对我说：‘你要紧跟着我的仆人拾取麦穗，直等
到他们收完我的所有的庄稼。’”

“女儿啊，”拿俄米说，“你要常跟着他的使女一起，不要去别
人的田里，这样才好。”

于是，路得和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起，去拾取麦穗，直到收完大
麦和小麦。路得很努力地工作，她为拿俄米和自己接下来的几个月，
和快要来到的冬天，积蓄了很多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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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俄米和路得为所得的粮食，和她们至近的亲属波阿斯的慷慨，
感谢上帝。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路得记：2章18-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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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路得能带什么回家给她的婆婆拿俄米？

2 拿俄米看见路得带回家的食物，感觉如何？

3 关于波阿斯，拿俄米告诉路得什么？波阿斯是一个什么样的特
殊亲戚？

4 上帝是如何表明祂与拿俄米和路得同在，并且祂要因路得对拿
俄米的恩慈祝福路得？

5 上帝用什么方法彰显祂在看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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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拿俄米为路得找安身之处

拿俄米一边在准备晚餐，一边在寻思着：“路得愿意跟随我来到
伯利恒，照顾我，她真是个好女子。但是她还年轻，如果有人愿意娶
她，她以后的生活就有保障了。如果愿意娶她的人又是我们本族的，
那么以利米勒家的血脉就可以延续，不会从家谱中抹去。现在，波阿
斯一直对路得很好，很照顾，看起来他很喜欢路得。但是路得是摩押
人，还不懂得我们这里的规矩，我要教教她才行。”

这时，小麦的收割已经结束了。拿俄米是一个农夫的妻子，她知
道，这正是打麦子的时候。人们会把成捆的麦子都运到打谷场，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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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谷器具连枷打麦穗，或者把牛放到打谷场，让牠们用蹄踹麦子，这
样麦粒就从麦穗中脱离出来。

打谷场是一块平整开阔的硬地，在伯利恒，簸麦子的季节，风常
常都在下午和晚上吹来。等到有风的时候，人们就开始簸麦子了。他
们把麦粒和麦穗壳，用铲子扬到空中，麦穗壳就会被风吹走，只有麦
粒留在地上。这样，人们就可以把地上的麦粒铲成一堆堆的，收集起
来。

拿俄米知道，人们簸完麦子，一定会一起吃庆祝的晚餐。晚餐
后，田地的主人都会在打谷场守夜，保护粮食不会被偷走。波阿斯也
一样，会睡在打麦场。于是，拿俄米就为路得和波阿斯计划了一个在
打谷场单独见面的机会。

那个时候，在以色列，都是父母亲为儿女来安排婚事。拿俄米把
路得看作是自己的女儿，现在要为路得安排婚事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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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俄米对路得说：“亲爱的路得，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路
得来到拿俄米的身边。

“女儿啊，作为母亲，我要为你在伯利恒找个安身之处，有丈
夫、孩子，有个快乐的家庭。波阿斯是我们的亲属，你已经和他的使
女们一起做过工，你也天天见到他。他今晚在场上簸麦子，你应该去
让他娶你。你去之前，要先梳洗，摸上香膏，打扮漂亮。要穿上外
袍，这样，夜晚你就不会冷了，也不会让人认出你来，要确保场上不
会有人看见你。波阿斯吃完庆祝的晚餐，就会到他麦堆旁去睡觉。今
晚会是满月，你要看准他睡觉的地方。波阿斯会穿着衣裳睡下，等他
睡着了，你去掀开他脚下的袍子，躺在他脚边。那就是向波阿斯表
明，你希望他娶你。当波阿斯醒了，他看见你在那里，他会告诉你应
当怎么做。”

拿俄米讲完计划后，路得说：“我必按照你所说的去做。”

路得心里想：“如果我能嫁给波阿斯，那么，根据以色列的律法
和习俗，我们的第一个儿子就会成为拿俄米的后嗣，他长大了就可以
在拿俄米年老的时候，照顾拿俄米。这孩子也会继承拿俄米的丈夫以
利米勒的姓，拿俄米也会得到照顾。”

那天晚上，路得就去到打谷场。波阿斯吃完晚餐，高高兴兴地躺
在麦堆旁睡着了，路得悄悄走过去，掀开波阿斯脚上盖的外袍，就躺
在他脚边。

到了半夜，波阿斯忽然惊醒，坐起身来，发现有一个女子躺在他
脚下。

“你是谁？”波阿斯连忙问道。

“我是你的婢女路得，”路得回答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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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波阿斯立刻明白路得想要的是什么，路得不是单在为自己找丈
夫，而且是在找一个能够照顾她婆婆的丈夫。

波阿斯从没想过路得会请求他娶路得，因为他要比路得大至少二
十岁，波阿斯非常高兴，就马上回答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
福！你现在对拿俄米所做的，比起你当初放弃一切来照顾她，更加表
达出了你对她的恩情。你不像普通的年轻女子，要嫁一个年轻的丈
夫。你却因为我是拿俄米至近的亲属，来找我这样一个中年人。如果
我娶了你，你就能给拿俄米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儿子和一个继承
人。”

波阿斯继续对路得说：“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你所说的，我
都会照着做。你在伯利恒有很好的名声，伯利恒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
才德的女子。”

不要惧怕？可是，路得为什么会害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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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路得是个外邦人，没有伯利恒城长老和百姓的允许，波阿斯
是不能娶路得。同时，还有一个人可以阻止波阿斯娶路得。

波阿斯接着对路得说，“没错，我的确是你的一个至近的亲属。
但是，还有一个亲属比我更近，他有优先权来娶你。今夜，你就睡在
这里，明天一早，我就去问那个亲属是否愿意为你尽他的本分，娶
你。如果那人肯娶你，那很好。如果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
誓，我一定会娶你。”

路得趁着天亮以前，人们还看不清的时候就起来。

波阿斯说：“不要让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过，这样才好。”

然后，波阿斯对路得说：“把外袍脱下来，打开。”

波阿斯就撮了六簸箕的大麦，包好了，帮路得抗在肩上。路得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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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去找拿俄米了。

路得一到家，拿俄米就急着问：“女儿啊，怎么样了？”

路得就把波阿斯对她所说的和所做的告诉拿俄米，还说：“波阿
斯给了我六簸箕大麦，他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去见你的婆婆。’”

拿俄米对路得说：“女儿啊，你只要安静等候，看这事怎样成
就，因为波阿斯今天不办成这事，必不会休息。”

路得知道，拿俄米家有两个亲属都可以娶她，但究竟是谁呢？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路得记：3章1-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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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农夫做什么才能得到大麦粒？

2 拿俄米对路得未来的希望是什么？

3 拿俄米帮助路得和波阿斯见面的计划是什么？对波阿斯来说，
路得想要与他结婚的标志是什么？

4 根据当时的风俗，还有谁是特别的亲属，并且有权娶路得？

5 你认为路得向波阿斯求婚是不是很奇怪？你所在社区的风俗是
什么？谁来选择要和谁结婚？人们向上帝询问他们的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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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波阿斯娶路得为妻

大清早，波阿斯就来到伯利恒城门口坐下。城里的首领和长老
们，每天早晨都会聚集在那里，商讨城里的事、处理百姓的纠纷。波
阿斯坐在城门口，能够看见进出城门的人。希望能遇到以利米勒最近
的那位亲属。果然，他来了。

波阿斯起身走向那位以利米勒的至亲。

对他说“嘿，你就是我今天早上要见的人，你现在有时间吗？”

“有。”那位至亲说。

“请坐，我需要跟你谈一些事情，稍等一下，让我要先找到见证
人。”

波阿斯请了十个长老来做见证人，他们也都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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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阿斯就对那位至亲说：“这件事是关于我们的亲属拿俄米的，
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了，她想卖我们的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认
为我应该先告诉你，因为作为他们最近的亲属，你有优先权买这块
地。如果你愿意买，就在在坐的长老和其他人面前买下。但如果你不
愿意买，就告诉我，因为除你以外，只有我能买那块地了。”

那位至亲说：“我愿意买。”

波阿斯就继续说：“根据我们的律法和风俗，你从拿俄米手里买
下这块地，你也要娶摩押人路得，就是我们的亲属玛伦留下的寡妇，
并且要养大路得头生的儿子，作为玛伦的儿子和继承人。等这孩子长
大以后，他就要继承你所买的这块地，这样，好让以利米勒家族可以
延续下去。”

“哦，那我就不能买了，” 那位至亲回答说。“我现在买下那
块地，以后这地又要归玛伦的儿子，不归我的孩子，我不是就亏了
吗？我放弃买那块地的权利，你去买，去娶摩押女子路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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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以色列人当时交易或赎回产业的规矩，如果有人要放弃赎回
产业的权利，就要脱下鞋，交给愿意承接这个权利的人，作为证据。
所以，那位至亲就把自己的鞋脱下来给了波阿斯，波阿斯就有权买那
块地和娶路得了。

波阿斯手里拿着鞋，对长老和众人说：“你们今天作见证，凡是
属于以利米勒和他两个儿子，基连和玛伦的，我都要从拿俄米手中买
过来。”

波阿斯这样做既可以为以利米勒家保留地业，又可以把他买地的
赎价给拿俄米来生活。

波阿斯继续说：“更重要的是，你们要作见证，我要娶玛伦生前
的妻子，摩押人路得，好让路得可以有儿子，作为玛伦家的后嗣，这
样，以利米勒家族的名就能继续传下去，不被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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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门坐着的众人和长老都说：“我们作见证。”

众人和长老就祝福波阿斯说：“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
为以色列生了十二位族长的拉结和利亚两个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
他兴旺，愿你透过这个婚姻，在伯利恒为你建立名声。愿耶和华从这
年轻女子赐你后裔，透过你众多有名望的孩子，使你的名得尊荣，使
你的家像她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样。”

她玛也是丈夫去世后，再嫁给丈夫亲属的外邦女子，她再嫁给犹
大以后，生下了儿子法勒斯，后来成为以色列人中的犹大支派，波阿
斯就是属于犹大支派的。

众人和长老祝福波阿斯和路得的家会变为以色列中最有影响力的
家。的确，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他们的家族中有好几位在以色列作
王，而且万王之王也出生在他们的家族里。

接下来所发生的，可能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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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阿斯直接向拿俄米家走去，一边走一边对自己说：“路得一定
在等着结果呢，我得快点。”

波阿斯一进拿俄米家，就问：“我的路得呢？”

然后，波阿斯对拿俄米说。“现在去我的农场吃午饭吧。” 

拿俄米回答说：“哦，那太好了！”就转身对路得说：“女儿，
开心地去吧，我等你会来。”

波阿斯马上接过来说：：“‘我等你会来’？不是这样的。你也
要去，我们需要你，我们要计划很多事情，你一定要去。”

当波阿斯第一次在他的田里见到路得的时候，就为着路得不顾一
切照顾拿俄米而称赞路得，他还对路得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
赐你！”

现在，路得嫁给了波阿斯，耶和华上帝为路得预备了丈夫和一个
家，当然，这个家也是给拿俄米的。不过，这只是耶和华上帝赏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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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还有更多呢！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路得记：4章1-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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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波阿斯在和路得结婚之前必须先找到谁？

2 波阿斯买了什么？为什么？

3 上帝如何通过这段婚姻看顾路得和拿俄米？

4 你参加过婚礼吗？像我们在这个故事中读的婚礼吗？

5 故事中的风俗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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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拿俄米得儿子了

波阿斯娶了路得后，上帝赐给他们一个小男孩。路得和波阿斯高
兴极了，拿俄米和邻居的妇女们也都非常高兴。

邻居们知道，拿俄米曾经担忧，丈夫和两个儿子都死在摩押，等
她老了，就没有人照顾她，而且，根据犹太人的律法和习俗，以利米
勒家族的名字，就要在以色列中被除掉。所以，家中有一个儿子，对
拿俄米来说很重要。

现在，路得嫁给了丈夫玛伦的亲属波阿斯，并且生了一个儿子。
孩子出生的时候，邻居的妇女们就都来祝贺拿俄米。

她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上帝是应当称颂的，因为祂今天赐给
你家族的后裔。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也会爱你、为你养老。
你有这个儿媳妇，真比又七个儿子还好。”

拿俄米把孩子抱在怀里，作了孩子的养母，这是路得带给拿俄米
的欢乐。

47



妇女们说：“拿俄米得儿子了！”于是，给孩子起名叫俄备得，
意思就是“一个服侍的人”，因为这孩子长大后要来服侍拿俄米。

以前，拿俄米在摩押地的时候，灾祸一个接一个临到她，她还以
为上帝离弃了她。其实，上帝从来都不离弃祂的百姓，上帝应许
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

拿俄米刚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曾对出来迎接她的妇女说：“我空
空地回来，没有人可以照顾我。”现在，拿俄米有一个可爱的家，和
路得、波阿斯，还有一个儿子住在一起，拿俄米真的很开心。

耶和华上帝透过路得和波阿斯的爱，来照顾拿俄米。但这还不是
故事的结尾，最好的部分还在后面呢！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路得记：4章13节-17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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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路得和波阿斯的第一个儿子的名叫什么？

2 他的特殊任务是什么？

3 谁会照顾这个小宝宝？

4 谁在这个故事中表现出恩慈？

5 你怎么看拿俄米对上帝的看法通过这个故事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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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一切都在上帝的计划中

路得的故事，说出了上帝透过路得和波阿斯的爱，向一个穷苦寡
妇拿俄米所显出的慈爱。

路得和波阿斯是非常敬虔，善良，能干的人。圣经在记述这个故
事的最后，两次提到了大卫王，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是通过路
得和波阿斯的家族，把大卫王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当大卫王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很与众不同。上帝差派先知撒母
耳到伯利恒，找到大卫，并把油浇在他的头上，表明上帝要拣选大
卫，将来作以色列人的王。

大卫十几岁，还是个牧羊人的时候，打败了非利士巨人歌利亚，
歌利亚有两米七五那么高大。当时，歌利亚从头到脚穿戴着盔甲，可
是，大卫手里只有一根杖和甩石头的机弦，还有袋子里五个光滑的石
子。

大卫向歌利亚叫阵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
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
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
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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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争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祂必
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 

大卫把一颗石子放在甩石子的机弦里，石子甩出去，打进了歌利
亚的额头，歌利亚就脸朝下倒在地上，死了。

后来，大卫成为以色列的君王。在大卫成为以色列君王之前的三
百年里，以色列的十二支派都是分散的，经常被非利士人还有其他的
国家攻打。以色列人一直都在期盼有一个君王来带领他们，上帝就把
路得和波阿斯的曾孙赐给以色列人。大卫作王以后，就把这些敌人都
赶走了，把分散的部落统一成一个国家。大卫并且修建了耶路撒冷
城，使它成为以色列的首都。

大卫把耶路撒冷修成了新的敬拜上帝的地方，组织了很大的诗班
和乐队，谱写了很多诗篇让百姓歌唱赞美上帝。大卫还为建设圣殿准
备好材料，让他儿子所罗门把圣殿建成。

大卫是路得和波阿斯的后代。波阿斯和路得两个人都是敬畏上帝
的人。而大卫就继承了他曾祖父母的善良和敬虔。大卫是上帝所喜悦
的君王，他谦卑、顺服、关怀、有能力。圣经上说：“大卫在世的时
候遵行了上帝的旨意。” 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

但是，路得的故事还没结束。

上帝曾应许大卫，在他的家族中会出一位君王，旧约圣经中的先
知称这位应许的君王为“新的大卫” ，祂要用公义统治整个以色
列，也要以祂公义慈爱的国度统治万族万民。 这个应许在耶稣基督
里实现了。

51



如果你翻开新约圣经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你就能看到
耶稣基督的家谱。

在那里，马太福音记载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
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波阿斯从路得氏生俄备得的父
亲，俄备得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

在这一长串的名字里，你能找到波阿斯和路得的名字。

记得那天路得坚持要跟随拿俄米回伯利恒的时候，路得并不知
道，她就在上帝的伟大计划之中。她更不知道，有一天，她的名字会
出现在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大卫王的家谱里。而更奇妙的是，她的
名字会写进主耶稣基督的家谱里。

路得和波阿斯在伯利恒这座小城生活，他们也和一般人一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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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笑、有眼泪。但是，因为他们对上帝的忠心和敬虔，上帝就通过他
们，实现自己的永恒计划。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路得记：4章17节下-22节；马太福音1章1节-6节上

53



问题

1 关于上帝，路得曾对拿俄米说了什么？路得不是一个从小认识
耶和华上帝的以色列人，她选择跟随哪一位神？

2 路得和波阿斯的孙子和曾孙是谁？

3 他们的曾孙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4 大卫从他的曾祖父母路得和波阿斯那里继承了什么？

5 你的祖父母跟随并爱上帝吗？你从他们那里继承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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