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列王纪下 

第一讲 

以利亚教导以色列民敬畏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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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纪下 001讲·1章 

以利亚教导以色列民敬畏神 

昊敏 

 

列王纪下 1 章主要讲了两个人物：

以利亚和亚哈谢。以利亚是旧约伟大的

先知，在迦密山上一人对抗几百个巴力

的先知，带领以色列民归向神。 

亚哈谢是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列

王纪上 22 章 51-53 节这样记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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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犹大王约沙法十七年，亚哈

的儿子亚哈谢在撒玛利亚登

基，作以色列王共二年。52他

行雅伟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

他的父母，又行尼八的儿子耶

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

的事。53他照他父亲一切所行

的，侍奉敬拜巴力，惹雅伟以

色列神的怒气。 

中国古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看

来亚哈谢还是不能摆脱父亲亚哈的恶

行，他效法他的父母，行雅伟眼中看为

恶的事。这就是圣经对亚哈谢的评价。 

亚哈谢是如何行恶的呢？列王纪下

1 章就记载了一件事。我们来看列王纪

下 1 章 1-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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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亚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
2 亚哈谢在撒玛利亚，一日从

楼上的栏杆里掉下来，就病

了，于是差遣使者说：“你们

去问以革伦的神巴力西卜，我

这病能好不能好？”3 但雅伟

的使者对提斯比人以利亚说：

“你起来，去迎着撒玛利亚王

的使者，对他们说：‘你们去

问以革伦神巴力西卜，岂因以

色列中没有神吗？4 所以雅伟

如此说：你必不下你所上的

床，必定要死。’”以利亚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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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 

以革伦是非利士人之地（参看撒上

5:10）。非利士人一直与神为敌，与神的

子民为敌。巴力是“主”的意思，巴力

西卜是“飞翔之主”的意思。为什么以

色列王亚哈谢病了，不求问雅伟神，反

而求问外邦的神呢？如果是不认识神

的人求问别的神，当然无可厚非。但以

色列是神的子民，神子民的领导公然去

找外邦神！为什么呢？ 

一个原因是，可见神的子民跟神的

关系多么疏远。可能他觉得神不真实，

帮不了他。他自称是神的子民，却跟神

没有什么关系，只是个挂名基督徒而

已。 

但为什么神对他来说不真实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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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以色列民，他们有神的律法，有神的

话，却一再不遵行神的吩咐，一再悖逆

神。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跟神的关系越

来越远。 

或者一个可能是，亚哈谢觉得神的

原则行不通，还得做这样、做那样，他

觉得做不到。 

我们基督徒今天何尝不是如此？我

们可能没有求问别的神，没有做所谓的

拜偶像的事，但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

会问不信神的人的意见，随从他们的观

念、价值观。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

们觉得神的话虽然好，很高尚，但不现

实，是天上的价值观，我们总得在地上

生活。 

比如说，我们怎么看婚姻呢？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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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看法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

结婚就不行。年轻的时候还可以，年龄

越大，我们就越紧张，担心结不成婚。

这种时候，我们还能够求问神、等候神

吗？可能往往是用自己的办法，或者用

世界的办法，听从父母、亲戚、朋友的

安排，去相亲了。 

如果有了结婚的对象，准备结婚了，

我们又会如何筹备呢？世界的价值观

是：没车、

没房，还结

什么婚？于

是我们开始

找一份更赚

钱的工作，加班加点，希望赚多一些钱，

好筹备婚礼，安家立业。 

结了婚，有了孩子，该怎么养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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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要让孩子上好幼儿园、好小学、好

中学，这些都需要钱。甚至还得买学区

房，才能让孩子读上好学校。总之我们

都是在跟着世界的价值观走，没有问问

神——“我要怎么行？”到头来我们弄

得自己“压力山大”，根本没有精力去

读神的话，行神的旨意。 

还有一点需要留意的是，为什么神

的子民会寻求外邦神呢？显然外邦神

也是灵的。如果不灵，没人会去求的。

外邦的神肯定也是灵的，是行得通的。

不要以为别人都那么傻，去求什么都不

灵的偶像。其实人不傻的，世界的方法

是行得通的。反而用神的方法，好像行

不通，因为自己要吃亏。这是我们在生

活中的真实体会。 

亚哈谢遇到困难，去寻求别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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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别的方法，但雅伟神怎么说呢？

“雅伟的使者对提斯比人以利亚说：

‘你起来，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

对他们说：你们去问以革伦神巴力西

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所以雅伟

如此说：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

死。’”雅伟神要教导亚哈谢和以色列：

雅伟神才是掌管生命、掌管一切的神，

离开了他，没有什么人可以保护你，最

终就是死亡。神愿意赐给我们生命，为

什么我们选择死亡呢？在以西结书 18
章 31 节，雅伟说：“以色列家啊，你们

何必死亡呢？”希望我们深深地体会到

这一点。 

以利亚将雅伟的话传达给了亚哈谢

的使者，亚哈谢是什么反应呢？以利亚

又是如何回应的呢？我们继续看列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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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下 1 章 5-16 节： 
5使者回来见王，王问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回来呢？”6 使

者回答说：“有一个人迎着我

们来，对我们说：‘你们回去

见差你们来的王，对他说，雅

伟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革伦

神巴力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

有神吗？所以你必不下所上

的床，必定要死。’”7 王问

他们说：“迎着你们来告诉你

们这话的，是怎样的人？”8

回答说：“他身穿毛衣，腰束

皮带。”王说：“这必是提斯

比人以利亚。” 
9 于是王差遣五十夫长，带领

五十人去见以利亚，他就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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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亚那里，以利亚正坐在山

顶上。五十夫长对他说：“神

人哪，王吩咐你下来！”10以

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

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

你那五十人。”于是有火从天

上降下来，烧灭五十夫长和他

那五十人。 
11 王第

二次差

遣一个

五十夫

长，带

领五十人去见以利亚。五十夫

长对以利亚说：“神人哪，王

吩咐你快快下来！”12以利亚

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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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

五十人。”于是神的火从天上

降下来，烧灭五十夫长和他那

五十人。 
13 王第三次差遣一个五十夫

长，带领五十人去。这五十夫

长上去，双膝跪在以利亚面

前，哀求他说：“神人哪，愿

我的性命和你这五十个仆人

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14

已经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

前两次来的五十夫长和他们

各自带的五十人；现在愿我的

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15

雅伟的使者对以利亚说：“你

同着他下去，不要怕他。”以

利亚就起来，同着他下去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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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16对王说：“雅伟如此说：

你差人去问以革伦神巴力西

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可以

求问吗？所以你必不下所上

的床，必定要死。” 

使者很快就回来了，不太像从非利

士地回来的样子。因为他在半路上遇上

了以利亚，就折回来了，所以时间很快。

亚哈谢觉得奇怪，问他们为什么回来。

使者就将中途发生的事告诉了亚哈谢。

亚哈谢听到使者对那人的描述，就确定

这必定是以利亚。不足为怪，以利亚当

初和亚哈谢的父母打过交道，亚哈谢不

可能不知道以利亚，甚至很可能还亲眼

见过以利亚。于是亚哈谢想见以利亚，

就差人去把以利亚带来。 

至于亚哈谢为什么要见以利亚，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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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没有说。但从结局来看，亚哈谢并不

是想问以利亚的意见。而且找以利亚也

就罢了，为什么还差五十夫长，带着五

十个兵丁去呢？很像是要把以利亚抓

过来。 

但接下来

的记载，不知

道大家看了

会有何感受

呢？为什么

以利亚求天

降下火来，烧死了亚哈谢派来的军兵

呢？而且是两次降火，烧了两个五十夫

长以及他们所率领的一百个人！我们能

够明白、理解吗？ 

首先要思想的是，这里是不是以利

亚不高兴了，就随意降下火来，烧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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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呢？当然不是，看 15 节，雅伟

的使者在跟以利亚说话，引导他如何

做。显然以利亚降下火来烧死这些人，

这是在行神的吩咐，其实背后是神在做

这件事。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 

我们读圣经，要看圣经是怎样介绍

神的。你会发现，圣经的神跟我们想象

的不一样。我们往往认为神是爱，永远

笑咪咪的，永远爱我们。当然这也没错，

神是爱，永远爱人，但神也有严厉的时

候。很明显，对于这两个五十夫长和这

一百个士兵来说，神就不是爱了，神待

他们非常严厉，烧死了他们。为什么

呢？为了教导他们敬畏神。 

亚哈谢作为以色列的王，作为神子

民的领导，却不敬畏神。如何不敬畏神

呢？首先，他眼里根本没有神，有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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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去求问外邦的神。其次，他藐视雅

伟神的先知以利亚，派兵要把以利亚抓

过来。这种态度就是不敬畏神的体现。 

亚哈谢这种态度，直接影响到了他

的手下以及以色列民众。你看这两位五

十夫长都是采取了亚哈谢的态度，一点

都不尊敬神的仆人以利亚。所以神要借

着以利亚教导他们敬畏神。神这样做的

目的是要教导以色列民敬畏神。神的子

民若不敬畏神，则结局肯定是灭亡。 

请留意，对神的仆人不尊敬，就是

不敬畏神。在新约，主耶稣也说：“凡

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

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路

9:48）。 

想一想，我们是不是不敬畏神的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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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呢？没有人敢说自己不敬畏神，世人

都懂得这一点，孔子也说“敬鬼神而远

之”。做基督徒的当然不可能不敬畏神。

可是我们平时与弟兄姐妹相处时，又是

怎样的态度呢？我们会不会藐视某个

弟兄或姐妹？要小心：你藐视弟兄姐

妹，就是在藐视神。一个是根，一个是

果，根源是藐视神，表现出来的果就是

藐视弟兄姐妹。 

回到列王

纪下 1 章，第

一个五十夫

长以及五十

个士兵被烧

死后，第二个

五十夫长还是没有汲取教训，依然对以

利亚那样说话，结果又被烧死了。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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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五十夫长，他终于学到了功课，

双膝跪在以利亚面前，谦卑地哀求以利

亚。他不敢再怠慢了，所以神怜悯了他，

保守了他以及他手下士兵的性命。 

这第三个五十夫长至少比亚哈谢

好，亚哈谢最终也没有学到敬畏神的功

课，行事一如既往，连续派三个五十夫

长去抓以利亚。及至以利亚来见了亚哈

谢，以利亚说了什么呢？其实以利亚并

没有改变信息，他无非是再把神的话当

面重复了一次给亚哈谢而已。以利亚并

没有因为当面见到以色列王，就把神的

话稀释一下。这就是先知的素质，只要

神吩咐的话，就会照说不误，不管听众

是谁，哪怕是一位掌管生死的王。 

但亚哈谢如何回应的呢？没有下文

了。即是说，神如此提醒、管教亚哈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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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哈谢依然故我，没有悔改，最终灭亡

了。 

总结来说，列王纪下 1 章透过以利

亚和亚哈谢这两个人物，让我们学习的

属灵功课是：我们必须敬畏神。而且神

的仆人有责任教导人，特别是教导神的

子民敬畏神。 

其实人一切犯罪的根源就是不敬畏

神。一国之君不敬畏神，他就会带领全

国不敬畏神，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最

终就是灭亡。这就是当时以利亚时代以

色列国可悲的属灵景况，百姓不尊重神

的先知，所以以利亚要代表神管教他

们，好教导他们敬畏神。 

做基督徒、做神的仆人不是做好人，

有时候为了拯救教会，必须严惩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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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在新约也是一样的，比如新约使

徒行传第 5 章，亚拿尼亚向使徒彼得撒

谎，彼得责备他“不是欺哄人，是欺哄

神了”。神当时就审判了亚拿尼亚，让

他死亡，为的是教导整个教会要敬畏

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