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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纪下 004讲·4章 1-7，38-44节；6章 1-7 节 

神人以利沙行的神迹（二） 

昊敏 

 

今天我们会看神人以利沙行的几个

神迹，这几个神迹都是与先知门徒有关

的。我们先看列王纪下 4 章 1-7 节： 
1 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

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

了，他敬畏雅伟是你所知道

的。现在有债主来，要取我两

个儿子作奴仆。”2 以利沙问

她说：“我可以为你作什么

呢？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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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她说：“婢女家中除了

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3

以利沙说：“你去，向你众邻

舍借空

器皿，

不要少

借 。 4

回到家

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

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

倒满了的放在一边。”5于是，

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关上

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

把器皿拿来，她就倒油，6 器

皿都满了，她对儿子说：“再

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

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
7 妇人去告诉神人。神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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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

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 

这段经文讲的是，有一个先知的门

徒——大概是以利亚、以利沙的门徒，

是侍奉神的人——去世了。他的妻子来

哀求以利沙说：有债主来，要取她的两

个儿子作奴仆。一个可能是，这个先知

的门徒生前欠了债，没有还清就去世

了，债主要求父债子还。还有一个可能

是，这个先知的门徒去世后，家里就断

了生活来源。因为当时社会妇女是没有

工作的，只能靠丈夫挣钱养家。现在丈

夫过世了，妻子就没有了生活来源，只

好借贷度日。无论如何，可见这个先知

的门徒生前非常贫穷，家徒四壁，没有

多余的钱财留给妻儿。这就是服侍神的

代价，他会一生过贫穷的生活，因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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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的专注点不是赚钱、谋生，而是服

侍神。 

我们也看见，即便在旧约，神的祝

福也不一定是财富上的祝福。这个先知

门徒是贫穷的，正如主耶稣在新约的教

导：“贫穷的人有福了”。 

现在这个妻子没有钱，又欠了债，

被债主催债，陷入了困境。于是她来哀

求以利沙帮助。以利沙是如何帮助她的

呢？奇怪，以利沙不是给她钱。换作我

们可能就给她钱了，这是我们帮助人的

方法，我们也希望别人这样帮助我们。

没钱就应该给钱，这才是具体、实际的

帮助。但以利沙没有这样做，而是让寡

妇有所行动。这就是人的方法和神的方

法的不同之处。仔细思想一下，神的方

法是最有智慧的，也最有恩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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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以利沙问寡妇家里有什么东

西呢？为什么要从她家里的一瓶油着

手呢？为什

么让她向邻

居借一些空

的器皿，倒

满了油，然

后再让她拿

去卖钱呢？难道神不能变出钱来，或者

变出油来给她吗？神无所不能，当然可

以直接变出钱来或者变出油来。但此处

神没有用这种方法。 

仔细想一想，首先，这些是寡妇熟

悉的范畴。别忘了这个寡妇当时从未在

社会上工作过，她只是个家庭妇女，对

外面的事物不了解，也没打过工。但家

里的家务活儿，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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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用品，她当然非常熟悉。周围的邻居

也是她平时打过交道、认识的。去卖油

也是她能够做到的。总之这些活儿都是

寡妇可以做到的事情，是她熟悉的事

情，所以她不至于害怕，不知所措。这

里看到神的恩慈，他是按照我们的程度

来帮助我们的。 

此外，神也在考验寡妇的信心和顺

服。神让寡妇借一些空器皿，就是在考

验她对神的信心和顺服。你想经历神

吗？首先要有顺服的心，而且是凭信心

而顺服。圣经永远强调两方面的平衡：

神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你的信心有多

大，就能经历到神多大的祝福。到最后

寡妇借来的器皿用尽了，油就止住了。

可能她会后悔莫及：为什么我当初没有

多借一些呢？留意以利沙已经提醒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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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少借”了。也许她当时的想法是：

这么一点油，借那么多空器皿做什么？ 

当然，神不但要考验寡妇的信心，

更是要透过这件事让寡妇的属灵生命

前进一大步。这就是神做事的方法，总

会一石二鸟，甚至一石几鸟。他行一件

事，往往会成就很多的美意。神在生活

需要上帮助这个寡妇的同时，也会顾及

到寡妇属灵上的需要，即透过这件事，

让她更深地认识神，信心向前一步，而

不是等着“天上掉馅饼”。当然有时候

神也会用“天上掉馅饼”的方法，比如

以色列人在旷野就经历到了“天上掉吗

哪”。但在这里，神用了这个方法来帮

助寡妇更深地认识神。相信寡妇经历了

这件事之后，她的属灵生命一定会前进

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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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继续看列王纪下 4章 38-41节，

以利沙又行了一个神迹： 
38以利沙又来到吉甲，那地正

有饥荒，先知门徒坐在他面

前，他吩咐仆人说：“你将大

锅放在火上，给先知门徒熬

汤。”39有一个人去到田野掐

菜，遇见一棵野瓜藤，就摘了

一兜野瓜回来，切了搁在熬汤

的锅中，因

为他们不知

道是什么东

西。40 倒出

来 给 众 人

吃，吃的时

候，都喊叫说：“神人哪，锅

中有致死的毒物！”所以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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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吃了。41以利沙说：“拿

点面来。”就把面撒在锅中，

说：“倒出来，给众人吃吧！”

锅中就没有毒了。 

这里描述的应该是以利沙的“先知

的学校”。以利沙带领一些门徒，教导

他们如何侍奉神。现在吉甲有了饥荒，

先知门徒们也没有什么可吃的了，只能

去田野挖一些野菜回来，熬汤充饥。结

果挖到的野菜有毒，宝贵的一锅汤岂不

是糟蹋了吗？无奈之下，他们便求救于

自己的老师以利沙。以利沙是如何行的

呢？他只是吩咐人拿些面来，撒在锅

中，就没有毒了，真神奇！ 

为什么以利沙用面呢？是不是面有

什么神奇之处，或者有什么寓意呢？其

实面本身没什么特别的寓意，别忘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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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正赶上大饥荒，门徒们因为饥荒而饥

不择食。显然他们手上应该没有什么食

物了，可能只剩下面了。为了不浪费这

些辛苦寻来的瓜菜，不浪费这一锅裹腹

之汤，以利沙就行了这个神迹，背后是

神的大能。可见神多么怜悯、看顾他的

先知。也再次看见以利沙行神迹不是为

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 

我们继续看列王纪

下 4 章 42-44 节： 
42 有一个人从巴力

沙利沙来，带着初熟

大麦作的饼二十个，

并新穗子，装在口袋

里，送给神人。神人

说：“把这些给众人

吃。”43仆人说：“这一点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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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摆给一百人吃呢？”以利沙

说：“你只管给众人吃吧！因

为雅伟如此说：众人必吃了，

还剩下。”44仆人就摆在众人

面前，他们吃了，果然还剩下，

正如雅伟所说的。 

这个神迹还是发生在先知的学校。

有人送给神人二十个初熟的大麦饼，还

有新穗子。这人应该是想把这些东西奉

献给雅伟神的，就送给了侍奉雅伟神的

人：先知以利沙。以利沙也非常特别，

他没有自己留下来吃，而是分给他的门

徒们，大家一起享用。但以利沙的门徒

（仆人其实就是他的一个门徒，在旧

约，师徒关系就好比主仆关系）说：这

些根本不够一百人分的。于是以利沙行

了这个神迹，其实确切说，是神透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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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沙行了这个神迹。 

看了这个神迹，但凡了解一点圣经

的人，立刻就会想到新约主耶稣行的五

饼二鱼的神迹。主耶稣曾用几个饼、几

条小鱼，喂饱了五千人、四千人（太

14:15-21，太 15:32-38）。其实主耶稣所

行的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并非前所未有

的新奇之事，原来早在旧约，先知以利

沙也行过这样的神迹。所以那时候很多

人因为耶稣的神迹，认为耶稣是先知或

者是以利亚（可 6:15）。总之，是雅伟

神透过他的仆人们行了这些神迹。无论

是以利亚、以利沙，还是耶稣，他们都

是雅伟神的仆人。 

神当然能够行神迹，但人也必须配

搭，以至于让神的大能能够完全彰显出

来。我们从以利沙这个神迹可以观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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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 

第一，有人来奉献饼。我们必须有

乐意奉献的心，向神献上最好的。哪怕

是献上一点点，微不足道，似乎都不够

人分的，但神会祝福这一点点，借此大

大地祝福到别人。 

第二，以利沙愿意将神赐给他的东

西拿出来，与其他人分享。一个真正的

神人是很乐意分享的，因为他知道：神

祝福他是为了借着他而祝福别人。他不

会想：只有这一点点，我还是自己吃了

吧。如果是这样，以利沙就经历不到这

个神迹了，也无法祝福到别人。很多时

候神祝福了我们，我们是不是把这祝福

保留了起来，自己享用呢？难怪像以利

沙这样的属灵人不多，是不是我们将神

的祝福保留住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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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后再看一个以利沙行的神

迹，就是列王纪下 6 章 1-7 节： 
1 先知门徒对以利沙说：“看

哪，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过于

窄小，2 求你容我们往约旦河

去，各人从那里取一根木料建

造房屋居住。”他说：“你们

去吧！”3 有一人说：“求你

与仆人同去。”回答说：“我

可以去。”4 于是以利沙与他

们同去。到了约旦河，就砍伐

树木。 5有一人砍树的时候，

斧头掉在水里，他就呼叫说：

“哀哉！我主啊，这斧子是借

的。”6 神人问说：“掉在哪

里了？”他将那地方指给以利

沙看。以利沙砍了一根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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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在水里，斧头就漂上来了。
7 以利沙说：“拿起来吧！”

那人就伸手，拿起来了。 

这件事还是发生在先知的学校。显

然以利沙是跟他的门徒们住在一起的，

可能人越来越多，住的地方不够了。门

徒们就去砍伐树木，建造房屋。服侍神

不只是看圣经，还要盖房、做饭，做一

些生活上琐碎的事，甚至做苦力活儿。

可是在伐木的过程中，有一个门徒一不

小心，把斧头掉在了水里。他就很惶恐，

呼求以利沙，因为这斧子是借的。于是

以利沙行了一个神迹，砍了一块木头，



 

 16 

让斧头漂了上来。 

再次看见，这是雅伟神借着以利沙

所行的神迹，又是为了别人的好处。从

这里我们也看见，先知们当时是很穷

的，连斧子都买不起，竟然是借来的。

而且他们也买不起一把新斧子还给别

人，所以才会如此焦急。 

总结来说，今天我们看的以利沙行

的这几个神迹，都是以利沙在先知的学

校所行的，是以利沙与门徒们平时生活

中所经历的事情。我们可以观察到的

是，服侍神的先知们是很贫穷的，他们

过着贫穷的生活。而且也过着集体生

活，大家一起学习服侍神。当然是在一

个老师的带领下，这个老师就是以利沙

（以前应该是以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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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服侍神的人是不可能富有的，

因为他们把时间、精力都花在了服侍神

的事情上，没有时间为自己赚大钱。我

们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吗？主耶稣在新

约也教导说：那些为了福音的缘故而贫

穷的人，他们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

的。其实主耶稣并没有自创一派，他都

是在教导雅伟神的话，这些教导在旧约

就可以看见，旧约的先知们就是这样生

活的。 

他们是不很可怜呢？这些先知的门

徒们跟着以利沙是不是很可怜呢？当

然不是！虽然他们物质贫穷，但精神不

贫穷，他们有丰富的经历神的经验，他

们亲身经历到了神迹。正因为他们过着

贫穷的生活，所以他们是完全倚靠神，

能够经历到神的供应。神没有让他们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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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什么，神会在物质上供应他们的需

要，而且神也会使用他们。这是多么美

好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