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列王纪下 

第三讲 

神人以利沙行的神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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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纪下 003讲·2章 19节-3 章 

神人以利沙行的神迹（一） 

昊敏 

 

从列王纪下 2 章看见，以利沙极力

追求继承以利亚的使命，神就应允了他

所求的，让他成了以利亚的接班人。所

以接下来以利沙的一生都是伴随着神

迹奇事，彰显出了神的大能，丝毫不逊

于当年的以利亚。 

在看以利沙行的神迹之前，我们必

须明白三点： 

第一，以利沙的神迹都不是以利沙

按照自己的意思行的，而是按照雅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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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吩咐行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不是说

以利沙有了这个恩赐就随便行，有求必

应。神给的恩赐、能力、权柄，也要按

照神的心意、旨意去行，否则就是滥用

了神的权柄。 

第二，以利沙每次行神迹，都不是

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神的子民，为了别

人。 

第三，以利沙的神迹是雅伟神透过

以利沙行的，显明神的怜悯心肠。 

明白了这三个基本原则，下面我们

来看看以利沙所行的神迹。我们先看列

王纪下 2 章 19-22 节： 
19耶利哥城的人对以利沙说：

“这城的地势美好，我主看见

了；只是水恶劣，土产不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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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20以利沙说：“你们拿

一个新瓶来装盐给我。”他们

就拿来给他。21他出到水源，

将盐倒在水中，说：“雅伟如

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

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

不生产。’”22于是那水治好

了，直到今日，正如以利沙所

说的。 

耶 利 哥 城

是约书亚率领

以色列民攻占

的一座城市，当

时约书亚摧毁

了耶利哥城，并且叫众人起誓说：“有

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雅伟面

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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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书 6:26）正

因如此，这个城市败落了。但圣经中还

时常提到有人住在耶利哥城，比如撒母

耳记下 10 章 5 节记载说，大卫让受了

羞辱的使者暂时住在耶利哥城。 

此外，从列王纪下可见，这些先知

的门徒，就是以利亚的门徒，后来也成

了以利沙的门徒，是住在耶利哥的。可

见耶利哥城并没有荒废，无人居住。但

显然不是繁华的大城市，可能是乡村僻

壤，所以大卫的使者们才可以躲在那里

疗养，先知的门徒们也可以专心学习。 

然而耶利哥的水质恶劣，土产不熟

而落。圣经这里没有说什么原因，但这

跟当年约书亚的咒诅不无关系。在旧

约，神的祝福确实体现在物产丰富上；

如果地不出产，就是一个咒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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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沙行了一个神

迹。怎么行的呢？他用

新瓶装上盐，撒到了水

的源头，就治好了水。

新瓶代表新，我们需要

有新生命，并且不断被

神更新。盐在圣经中也

有特殊的意义，旧约献

祭少不了盐。在新约，主耶稣说我们是

世上的盐（太 5:13）。什么意思呢？神

会借着我们的新生命去改变世界。这就

是以利沙这个神迹的寓意：神透过一瓶

新盐改变了水质，改变了世界。最终这

是雅伟行的神迹，但我们能否成为盐，

让神透过我们行这个神迹，改变世界

呢？ 

我们继续看列王纪下 2章 23-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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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以利沙从那里上伯特利去，

正上去的时候，有些童子从城

里出来，戏笑他说：“秃头的

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 24

他回头看见，就奉雅伟的名咒

诅他们。于是有两个母熊从林

中出来，撕裂他们中间四十二

个童子。25以利沙从伯特利上

迦密山，又从迦密山回到撒玛

利亚。 

神的先知

往往没有佳

形美容。以利

沙显然头发

不多，所以这

些童子嘲笑

他，称他是“秃头的”。只是受了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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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子的戏笑，以利沙就奉雅伟的名咒诅

他们，他是不是太过分了？至于跟孩子

一般见识吗？ 

当然“童子”并不代表是小孩子，

其实他们都是成年人了。新译本翻译为

“年轻人”。可是即便被几个年轻人骂

了一句“秃头的”，以利沙就奉雅伟的

名咒诅他们，是不是太小气了呢？我们

接受得了吗？ 

其实以利沙这种做法，跟列王纪下

1 章以利亚降火烧死两位五十夫长以及

一百个士兵是一样的。以色列民不敬畏

神，才会不尊敬神的仆人。所以神要管

教这些人，好教导他们敬畏神。神的子

民如果不敬畏神，肯定会败坏，会亡国。

用今天的话说，教会如果不敬畏神，那

么教会也就败坏了，名存实亡。以利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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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因为自己恼羞成怒才咒诅这些

年轻人，以利沙是在按照神的心意行

事。 

当然我们要小心，不能听见别人讽

刺我们，就咒诅他。因为我们可能是表

面上效法以利沙的做法，其实内心是因

为自己不高兴，我们根本没有神的心

肠。所以在新约，耶稣的几个门徒也想

仿效以利亚那样从天降下火来，烧灭那

些不接待主耶稣的撒玛利亚人。但主耶

稣怎么回答的呢？主耶稣责备门徒说：

“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参

看路 9:51-56）。 

总之，真正的先知不是凭自己的意

思行事，以利沙这里是在按照神的心意

管教以色列民，教导他们敬畏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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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继续看列王纪下第 3 章。第 3
章是记载了一场争战：以色列人与摩押

人争战。我们先看列王纪下 3 章 1-12
节： 

1 犹大王约沙法十八年，亚哈

的儿子约兰在撒玛利亚登基，

作了以色列王十二年。2 他行

雅伟眼中看为恶的事，但不至

像他父母所行的，因为除掉他

父所造巴力的柱像。3 然而，

他贴近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

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总不离开。 
4 摩押王米沙牧养许多羊，每

年将十万羊羔的毛和十万公

绵羊的毛给以色列王进贡。5

亚哈死后，摩押王背叛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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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6那时约兰王出撒玛利亚，

数点以色列众人。7 前行的时

候，差人去见犹大王约沙法，

说：“摩押王背叛我，你肯同

我去攻打摩押吗？”他说：“我

肯上去，你我不分彼此，我的

民与你的民一样，我的马与你

的马一样。”8 约兰说：“我

们从哪条路上去呢？”回答

说：“从以东旷野的路上去。” 
9 于是，以色列王和犹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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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东王，都一同去绕行七日

的路程，军队和所带的牲畜没

有水喝。10以色列王说：“哀

哉！雅伟招聚我们这三王，乃

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11约

沙法说：“这里不是有雅伟的

先知吗？我们可以托他求问

雅伟。”以色列王的一个臣子

回答说：“这里有沙法的儿子

以利沙，就是从前服侍以利亚

的（原文作“倒水在以利亚手

上的”）。”12约沙法说：“他

必有雅伟的话。”于是，以色

列王和约沙法，并以东王，都

下去见他。 

约兰是亚哈的儿子，圣经对他的评

价是：他行雅伟眼中看为恶的事，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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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但他不至于像他的父母那么恶，至

少他除掉了父亲亚哈所造的巴力的柱

像。但是他紧紧抓住耶罗波安的政策，

犯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以两个金牛犊替

代雅伟。其实说到底，约兰跟耶罗波安

一样，最关注的就是如何保住自己的王

位、政权，根本不关心神的事情。为了

自己，不惜改变神的话。身为基督徒，

如果我们不忠于神的话，却凡事让神的

话为自己服务，不惜曲解神的话，那么

这是神所恨恶的。 

摩押王背叛了以色列，约兰当然不

甘心，就想讨伐摩押人。但约兰也知道，

凭借以色列一国之力不可能打败摩押，

最多是两败俱伤。所以约兰就想找一些

同盟军，当然他首先想到的就是犹大王

约沙法。这一点，约兰真是在效法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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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亚哈。 

约 兰 找

犹大王约沙

法，约沙法答

应得很爽快：

“我肯上去，

你我不分彼

此，我的民与你的民一样，我的马与你

的马一样。”约沙法的回答也正跟当年

他回答约兰的父亲亚哈一样。似乎约沙

法忘记了当年他与亚哈一同打仗，亚哈

几乎让他丧命。因为亚哈自己换了便

装，让约沙法依然穿着王服，结果敌军

以为约沙法是亚哈，拼命地攻击约沙

法。如果不是约沙法呼求雅伟神，雅伟

神帮助了他，则约沙法早已经没命了

（参看代下 18:28-32）。但约沙法似乎



 

 14 

忘记了这件事。不但如此，约沙法似乎

也忘记了先知对他的责备，当年约沙法

打完仗回来时，神差先知责备约沙法：

“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雅伟的人

呢？”（代下 19:1-2）。 

约沙法的确是个好人，却不是属灵

人，他缺乏属灵的分辨力。而且虽然经

历了教训，也受了责备，还是没有改。

我们基督徒也一样，有些毛病、习惯很

难改。即便神指了出来，我们恐惧战兢

了一阵子。可是没过多久，我们还是原

来的老样子，生命很难更深地长进。结

果我们常常让自己陷入困境。 

约兰如愿以偿，召集到了另外两位

王——犹大王和以东王，跟他一起出

征，讨伐摩押人。可是他们遇到了麻烦，

大军前行，却没有水。还没等到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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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就得全军覆没了。可想而知约兰是

多么恐慌。关键时刻，约沙法提议：我

们托神人求问雅伟神吧。 

于是三位王去见以利沙。以利沙是

如何回答的呢？我们继续看列王纪下 3
章 13-20 节： 

13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我

与你何干？去问你父亲的先

知和你母亲的先知吧！”以色

列王对他说：“不要这样说，

雅伟招聚我们这三王，乃要交

在摩押人的手里。”14以利沙

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

军雅伟起誓，我若不看犹大王

约沙法的情面，必不理你，不

顾你。15现在你们给我找一个

弹琴的来。”弹琴的时候，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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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的灵（原文作“手”）就降

在以利沙身上。16他便说：“雅

伟如此说：‘你们要在这谷中

满处挖沟。’17因为雅伟如此

说：‘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

这谷必满了水，使你们和牲畜

有水喝。’18在雅伟眼中这还

算为小事，他也必将摩押人交

在你们手中。19你们必攻破一

切坚城美邑，砍伐各种佳树，

塞住一切水泉，用石头糟踏一

切美田。”20次日早晨，约在

献祭的时候，有水从以东而

来，遍地就满了水。 

以利沙对约兰非常不客气。神人、

先知是不畏权贵的，往往对有权有位的

人很不客气。主耶稣对希律王也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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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当然不是说故意藐视权贵，而是因

为这些人不敬畏神，先知代表神向他们

说话，不会讨好他们。 

约兰被以利沙拒绝后，并没有发怒，

依然继续求问。从这一点来看，约兰的

确比他父亲亚哈好多了。第二次恳求之

后，以利沙接受了他的请求，但还是直

言相告：看在约沙法的面子上，为他求

问雅伟。最后，以利沙诚实地讲出了雅

伟要他讲出的话。 

这里我们看见，先知是完全顺服雅

伟神的，完全放下自己的喜好、意见，

随时可以改变主意。本来以利沙是不想

为约兰求问神的；约兰继续求，以利沙

就改变主意，愿意为他求问神。等到神

把心意告诉他，神愿意帮助约兰，以利

沙也不会因为约兰不好就不如实相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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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看见神的心肠，看见先知的心

肠。我们的情况往往是，一旦定了什么

事情，就不愿意改变，而且是坚决不改。

但神是温柔的，代表神的先知也是温柔

的，你继续求，他愿意改变以前的决定，

来帮助你。 

这 场 争

战因为雅伟

的帮助，以色

列人大获全

胜，打败了摩

押人。但最后

出了一点小状况，就是摩押王兵败如山

倒，无计可施了，就把自己的太子献祭

给摩押的神，希望他们的神能够保佑

他。27 节说，“以色列人遭遇雅伟的大

怒，于是三王离开摩押王，各回本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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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节经文的意思有些含糊，原文

没有“雅伟”。和合本括号里给了另一

种翻译：“以色列人招人（摩押人）痛

恨”。摩押王这一举动，令到摩押人产

生愤恨而顽强反抗。以色列人也因为摩

押王这一举动感到震惊（以色列人不能

以人为祭物），最后选择撤退。 

总之这一场仗如果没有以利沙，以

色列人不可能获胜。但最终以色列人没

能完全消灭摩押人，原因不是神没有能

力，而是以色列人自己的缘故。这里我

们可以学习到的功课是：神的能力是大

的，是没有限制的，问题是我们自己是

不是有所局限，没有信心，以至于不能

充分运用神的大能去得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