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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欢迎收听《爱的故事：神的救赎史诗》系列第四讲。我是大卫‧

普莱特博士。 

 

请翻开你的圣经，翻到路得记第四章。我们一起来看路得记第四章的经文。 

 

「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至近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說：某

人哪，你來坐在這裡。他就來坐下。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

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們就都坐下。波阿斯对那至近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

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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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這裡的人面前和我本國的長老面前說明，你若肯贖就贖，

若不肯贖就告訴我。那人回答說：我肯贖。 

 

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得，使死人在

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贖我

所當贖的，我不能贖了。 

 

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

以此為證據。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波阿斯对长老和众

民说：你们今日作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玛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置买了；

又娶了玛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得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

族本乡灭没。你們今日可以作見證。 

 

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作见证。願耶和華使進你家的這女子，像建立以

色列家的拉結、利亞二人一樣。又願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恆得名聲。愿耶和华

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於是，波阿斯

娶了路得為妻，與他同房。耶和華使他懷孕生了一個兒子。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

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近的亲属。願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

名聲。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

有七个儿子还好！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作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

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备得。這俄備得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衛的父。 

 

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仑；希斯仑生兰；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

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备得；俄备得生耶西；耶西生大

卫。」（得 4:1-22） 

 

你是不是觉得路得记是很不可思议的呢？今天我们要来到这个故事的高潮，结局中的

结局，意外中的惊喜！我觉得路得记有点儿像我看过的其中一部电影，那个男演员，

耐特‧沙玛兰演的片子，当你看到最后，发现结局是那么出人意外时，让你忍不住回头

仔细想一下这整部戏，然后惊叹，「哇，没想到会是这样，真不敢想象，关键竟然在

这里。」你就会想要重头再看一遍，因为这次你抓到了要领。不过，沙玛兰和路得记

第四章毫无关系，我们继续看路得记的故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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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看圣经，路得记第四章，如果你没跟上整个系列的进度，或是你错过了一些信

息，让我简单地复习一下。路得记第一章揭开序幕，拿俄米，她的丈夫以利米勒和他

们的两个儿子，从伯利恒到摩押地寄居，因为伯利恒正在闹饥荒。当他们到了摩押

地，以利米勒突然死了，接着拿俄米的两个儿子也死了，留下她和两个摩押儿媳妇，

俄珥巴和路得。 

 

她决定要回伯利恒去，因为听说那地有食物并有神的祝福。俄珥巴留在摩押，路得相

当坚持要追随拿俄米而去，于是拿俄米回到了伯利恒。苦啊，一个诚实的妇人带着心

伤，失去了她所爱的一切，一无所有的回来了，至少她是这么想的。 

 

第二天，我们看到路得出去到田里工作，并发现自己是在波阿斯，那个穿着闪亮盔甲

的骑士的田里工作。他照顾她，他保护她，供应她，送她许多粮食，基本上，在未来

直到以后，他都持续地供应她们粮食。 

 

这卷书中有两个主要的问题。这两个妇人都是寡妇，没有孩子。在古代以色列文化

里，意味着她们需要食物，需要供应，需要一个家庭。没有子嗣就像是咒诅中的咒

诅，你的名字将和你一起埋葬，你的家族到此就断绝延续了。所以这里的画面就是，

她们需要食物和家庭。 

 

路得记第二章，食物方面是得到满足了。路得发现自己在波阿斯的田里日复一日的工

作着，唯一的问题就是，周而复始的在他的田里，他却什么追求的行动都没有，至少

我们是这样觉得的。所以拿俄米，这诡计多端的婆婆，决定亲自解决这个问题，她想

出了一个计谋，就是在第三章里面那暧昧的计划。这一段我已经分析过，就不必再作

解释了。 

 

那是个幽暗的夜晚，路得在禾场上向波阿斯告白，波阿斯显得相当低调，当他们在禾

场上数着天上的星星时，波阿斯突然劲爆地说，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家伙比他更有资格

娶路得。 

 

真叫人失望，在这一章的结束，我们被困在魂牵梦萦的浪漫场景里，在路得和拿俄米

等候着波阿斯要怎么做当中落幕。他答应会去问清楚那人要不要娶路得，如果他要，

那事情也就这样了。如果那人不愿意，波阿斯便会如约娶路得。今天是所有事情要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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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大白的日子，神响应了她们在食物上的需要，在家庭这件事上又会如何，是波阿斯

还是另一个家伙？ 

 

路得记 4:1，「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至近的亲属经过。波

阿斯说：某人哪，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在这里停一下，正如过去几堂课我

们所做的一样，我们将一句一句、一节一节地来解释，好让我们了解事情发生的状

况。第一节里你看到那个至近的亲属经过，这里圈起来，在路得记 2:20 那里我们圈

过，这是主题，是我们以前见过的用语，我们在这里和那里都强调过，但是在这里我

们会知道什么才是至近的亲属，非常重要。所以不要阖上路得记第四章，我们一起来

看利未记 25:24。 

 

「至近的亲属」---英文里用了两个字（Kinsman-redeemer：救赎的亲属），在希伯

来文是一个字但具有双重的意义。「亲属」的意思：关系最近的成年男性，关系最近

的亲属。因此对拿俄米和路得而言，关系最近的成年男性就是以利米勒和他的两个儿

子。至近的亲属。 

 

「救赎者」---这个字表示这个亲属该有的权利，如果他有能力买下财产---那些属于以

利米勒，或以利米勒两个儿子，玛伦或基连的所有产业，他都有权利赎回---去买回

来，去购买，去继承---原则上，这些产业是属于他的。 

 

这是神设定的律例，神在祂的的百姓中设立一种方式，当他们可能会面对灾难的情

况，或是悲惨的情况下提供帮助。在利未记 25:24 只是其中一个例子，我要你看一

下，神怎样透过亲属提供对土地的赎回。 

 

二十四节，「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未 25:24）这是什么意

思？ 

二十五节，「你的弟兄若漸漸窮乏，賣了幾分地業，他至近的親屬就要來把弟兄所賣

的贖回。若沒有能給他贖回的，他自己漸漸富足，能夠贖回，就要算出賣地的年數，

把餘剩年數的價值還那買主，自己便歸回自己的地業。」（未 25:25-27） 

 

在这里有个画面，你看到在当时土地是一切，因此有条文帮助你的家庭保有土地，如

果没有，至少也让你的家族或宗族帮你保有土地。如果因为什么意外失去了土地---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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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贫困，甚至是死亡---这里有个途径，那就是亲属可以来赎回土地，让这家庭保有

它。这就是有关土地的画面。 

 

现在很快来看一下申命记，这两卷书都在说权利，请看申命记二十五章，我要你看一

幅画面，当涉及到婚姻时，神设立一个条例去保护寡妇，特别是为求能够延续继承，

申命记 25:5。 

 

我要说一下这里的背景。这条律法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地方，好像我们在旧约所看到

的，或是我们现在查考的路得记，但，这是个背景。我们要体贴神在这里设立有关土

地和家庭的心意。看申命记 25:5，「弟兄同居，若死了一個，沒有兒子，死人的妻不

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當盡弟兄的本分，娶他為妻，與他同房。婦人生的長子...」

注意下面说的，「必歸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塗抹了。」（申命記 25:5-

6）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神要提供一个亲属来提供保护，确保死人的名能够延续。第

七节，「那人若不愿意...」这是很严重的事。 

 

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

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本城的長老就要召那人來問

他，他若執意說：我不願意娶他，他哥哥的妻就要當著長老到那人的跟前，脫了他的

鞋，吐唾沫在他臉上，說：凡不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這樣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

名必稱為脫鞋之家。（申命记 25:7-10） 

 

如何？真是一幅羞耻难堪的画面。所以为你的家庭提供保护是荣誉的，保有你家族的

土地，如同延续了家族的名。所以我们回到路得记第四章，我们看到波阿斯说的这至

近的亲属的画面，有一个比我关系还要近的成年男性，更有权利去买回这地，并且有

权利照顾这整个家庭的意思了。 

 

结果我们看到波阿斯来到城门口，每个人都会经过的地方，好像我们说类似商业集散

的地方，熙来攘往，此处用英文真的无法帮助我们了解太多，没法让我们一窥全貌，

但在这里跟路得记第二章看到的画面一样。这是幅看似巧合的画面，他强调这至近的

亲属「恰巧」经过，或说「就在这时候」至近的亲属经过，总之就是刚好，这家伙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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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走着，然后「...波阿斯说：『某人哪，你来坐在这里。』」（得 4:1）这里看到，「...

某人哪...」是个希伯来惯用语，我希望你注意一件非常非常有趣的事。 

 

他没有强调这家伙的名字，当然波阿斯知道他的名字，他是他的亲属。这作者有可能

知道这家伙的名字，但是他用希伯来的惯用语来代替，基本上是...就好比在叫「某某先

生」这样。让我们了解他是个微不足道的人，给我们一个负面的印象。匿名，不给他

名字，就是我们这里说的，意味着审判。画面就是，这位某某先生在这个故事里连个

名字也没有。 

 

有点儿像是，你知道的，当有人来到你面前，你却想不起他们的名字，你也许曾经用

过方法记下他们的名字，现在他们来到你面前...你告诉自己我有记过这人的名字，我记

得这个人，而你就是记不住，最后，当他们出现在你面前时，你只好，「嗨，老兄，

最近怎样了？」或是在主里面称「弟兄」，「嗨，弟兄，真高兴看到你啊。」 

 

就是这样的画面，「嗨，朋友，来来来，来坐到我身边，某某先生？」「...他就来坐

下。」（得 4:1）第二节，「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

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得 4:2） 

 

现在，这些长老们要做的，基本上就是要为这项约定作见证，不论什么协议或是对

话，都要有见证人才有效。现在有十位长老围着他们俩，有可能，会有愈来愈多的人

围观，因为这件事---当人们经过这里，以为什么严肃的事情发生了，到后来，就会看

到一堆人围在他们身边，关心事情的发展。波阿斯说话了，带着狡黠地说，看第三

节：「...波阿斯对那至近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

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

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得

4:3-4） 

 

这是个令人难以拒绝的要求，因为波阿斯明白地把条件放出来了。在这里，我们要跟

今日的文化作些说明，在时间的顺序上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很多人辩论到底实际是怎

么回事，当拿俄米提到卖土地时，的确造成很多误导，因为实际上，就技术上来说，

这土地是拿俄米和以利米勒以前，在他们还没有离开伯利恒之前拥有的，他们在去摩

押地之前卖掉，现在他们回来，因此，就技术上来说这块土地仍属于以利米勒家，属

于拿俄米、玛伦和基连，但是以利米勒、玛伦和基连，这三个人的拥有权已经没有

了，因此，这块土地属于拿俄米，但是，实际上她需要一个人，一个愿意供应她的至

近的亲属，可以帮她赎回土地、照顾土地以及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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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拿俄米其实是在寻找一个愿意照顾她家庭的至近的亲属。你就是这个至近的亲

属。这才是交易中真正摆出的需要，而这个家伙竟然没用脑子想一想。基本上，在这

笔交易中可以买到一块优渥的土地，但是再强调一次，他应该要赎回的是全部，有了

土地他可以种水果，收成，未来还可以传承给他的儿子们。他只想要得到的是这部

分，基本上，他并没有意愿让拿俄米进入他的生活，一个过了养儿育女年龄的寡妇，

可能还要额外支出来照顾她，从长远来考虑，这会是一项庞大的投资。 

 

但是目前，你想象发生的事，当他听到波阿斯的话，在第四节最后，这没大脑的家伙

回答：「我肯赎。」（得 4:4）这里强调「我，我自己，我肯赎。 

 

想象一下，如果路得和拿俄米正混在人群中观望这件事的发展，就像我们看到这位某

某先生说「我肯赎」时，我们的心都下沈了，你能想象路得的脸色吗？谁在乎那位先

生肯赎或不肯赎。 

 

个人而言，我真想盯着波阿斯，质问他你到底在做什么？如果路得记就这么结束在

4:4，路得和那个叫什么名字的先生双宿双飞，我真的会疯掉。就像波阿斯坐在那里目

瞪口呆。你刚刚说拿俄米是受苦的人吗？那她不再愁苦现在可爆怒了。你到底在想什

么波阿斯？我的名字不再是愁苦，我现在冒烟发火了，波阿斯，你刚刚到底做了什

么？你就待在那里什么也不管，波阿斯你到底在想什么？ 

 

还好，波阿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此当这家伙说，「...我肯赎」的时候，「波阿斯

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得，使死人在产业

上存留他的名。』」（得 4:5） 

 

看到第五节这里，波阿斯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喔，对了，我忘了提一个小细

节，不只有拿俄米，一个过了生育年龄的寡妇，还有一个年轻的寡妇路得，她还可以

生育，也就是说，如果你领她进了你的家庭，你还有责任要提供她子嗣，延续继承，

她的儿子将有继承权，继承你买的那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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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间，他脑袋里计划买来将要过继给他儿子的那块地，现在不可能了。这块地是要

传给其他儿子，顺便一提，是要给那和摩押女子结婚所生的儿子的，喔，对了，那个

摩押女子就是路得。 

 

「你还记得因为摩押女子的淫行，造成二万四千个以色列人一天内死光光的事？对，

她是摩押女子。我只是提出来让你注意一下，一个小地方而已。如果你得到她，然后

你有责任要供应她的后代，承继你所买的土地，这会让你改变心意吗？」这是波阿斯

的方式，他确实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节「那人说：『这样...』」这里有个意味深长的停顿，接下来有什么变化？这是个关

键。这方法行得通吗？「那人说：『我就不能贖了，恐怕於我的產業有礙。你可以贖

我所當贖的，我不能贖了。』」（得 4:6） 

 

这就是我们从这卷书开始，一直在期待的时刻。需要食物，需要家庭，需要一个提供

她们需要的人，结果出现一个叫什么名字的先生，然后那家伙下台，波阿斯走上舞

台。看第七节，「(從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奪什麼事，或贖回，或交易，這人就脫鞋給

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為證據。)那人對波阿斯說：『你自己買吧！』於是將鞋脫下來

了。（得 4:7-8） 

 

这里没有吐痰在他脸上，但是要脱掉脚上的鞋。这幅画面表示争取到了财产权、购买

权，赎回那地，那些属于拿俄米和她的家庭的产业。 

 

于是那人脱下他脚上的鞋给了波阿斯。波阿斯笑逐颜开，而这群看热闹的人---好像看

洛基电影，当洛基赢了，观众爆出如雷的掌声，现在就是这幅画面。「你自己买

吧！」然后那人脱下鞋子给他，群众乐疯了，大家都见证了这事的发生。然后，波阿

斯拍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后面乐团的音乐渐渐柔和下来，好让波阿斯发表他最后慷

慨激昂的演说，在整卷书他最后的几句话，波阿斯说，在第九节，「波阿斯對長老和

眾民說：『你們今日作見證，凡屬以利米勒和基連、瑪倫的，我都從拿俄米手中置買

了。」（得 4:9）他得到了所有的财产，第十节，「又娶了瑪倫的妻摩押女子路得為

妻」---这里特别强调她的国籍---「又娶了玛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得为妻...」（得 4:10） 

 

在这里暂停一下，想想我们来自哪里，现在的状况又是如何。路得记 1:22，「摩押女

子路得」，路得记 2:10 她被贴标签为「外邦人路得」。 路得记 2:13，她在波阿斯的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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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是「奴隶」， 路得记 3:9，她是期待婚姻的「婢女」。我们依序从摩押女子、外邦

人、奴隶、婢女然后讲到路得记 4:10 的「妻子」。 

 

从外境来到以色列的摩押女子，如今嫁到以色列的家庭，成为以色列女子，为什么？

「... 

好在死人的產業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鄉滅沒。你們今日可以作見證。

（得 4:10）他的名能维系下去，这是本卷书一开始就提出来的问题：是否可能有继承

人？波阿斯答，「是的，有，我会延续他的名。」最后，他做了总结，「今天，你们

都作了见证。」再看看其他人怎么响应。十一节，「...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群

聚在四周的人，都说，「我们作见证。」（得 4:11）就大喊着「阿们，阿们，我们作

见证。」 

 

然后我们来看他们怎么开始为他祝福祷告，「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

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得 4:11）这是个丰硕的祷告，拉结和利亚，有关

生育能力的祷告，在拉结和利亚之间---十二个儿子。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是一个摩

押女子的祷告，祷告好像信实的神赐给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一样，也同样赐给这摩押女

子和她的家。「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得 4:11） 

 

关于以法他，这里有一些说法。许多人认为这是伯利恒的古名，意味着多产，正如伯

利恒有面包之屋之称一样。早先我们在路得记 1:2，作者提到以利米勒和他的家人都是

以法他人，这样看起来似乎是一样的地方。但是愿你的名伟大，在伯利恒得名声，愿

伯利恒的意义因你而彰显，先记住这句话。 

 

第十二节，「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

家一般。」（得 4:12）如果我们还有更多时间，我们应该深入地来看一下这段的背

景，我们翻回到创世记三十八章，如果你真的很想知道，基本上这画面... 

 

在申命记二十五章，为供应寡妇所需有一幅全貌图，而应该要落实，但是并没有，以

致于产生了他玛的结果。她的丈夫死了，最后是她从她的公公犹大那里怀孕生子，其

中一个孩子叫法勒斯，是双生子，叫法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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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相关性是根据申命记二十五章的画面，如果在那里没有落实，而是在这里落

实，这他玛，一个迦南女子，不是以色列的人，画面是犹大的后裔借着非以色列女子

承袭了下去。以致这里便会发生这样的事，「愿神透过迦南女子他玛延续犹大的后

裔，也同样透过摩押女子路得，赐福你的后裔。」 

 

这就是他们的祷告，祝福他们，这是我们刚刚才看见事情发生的重点，我们正要进入

这层关系发生中的高潮，这至近的亲属，波阿斯已经加紧行动，实现了他的允诺，就

是第十三节说的，「...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得为妻，与他同房。耶和華使他懷孕生了一

個兒子。」（得 4:13） 

 

你知道这故事有趣的地方在哪？每一处都珍贵，每一个细节都引人入胜。你看到整篇

章节描述了在麦田里的一天，你看到整篇章节描述了那个夜晚的几个小时，然后用一

节提到一个婚礼和一个孩子，就这样。在这卷书中，解决问题只用一节经文，喔，

是，他们刚结婚就有了孩子。 

 

你可曾注意，作者在这里做了一件非常非常故意的事？画线做个记号，否则你会错过

它。「波阿斯娶了路得，她成为他的妻子，他靠近她...」这里是我鼓励你要画线的地

方，「...耶和华使她怀孕...」（得 4:13） 

 

现在我们看到了背后掌管的主，耶和华，可以这么说，在这卷书的每一个章节里。但

是有两处地方，是作者故意要把主耶和华带到台面上来的。这里是一处，再和我回到

路得记 1:6 那里，这里也要画线。这两处地方可以明确地看见神的动作，路得记 1:6

「当她听到，拿俄米『...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

们。...』」（得 1:6）这是神的作为，耶和华做成的。这画面是耶和华供应粮食。这是

本卷书中其中一个需求。没错。本卷书另一个需求是什么？家庭。耶和华使她怀孕。

作者非常故意地，为要让我们确实知道，是耶和华供应粮食和家庭。就是耶和华。弟

兄姐妹，这是耶和华，唯一能满足我们生命中最深处的需求的主。 

  

显然地，唯有耶和华能。所以他说，「耶和华使她怀孕。」我们继续看第十四节，基

本上你来到一个庆生会，而且是好多女士们参加的庆生会。「婦人們對拿俄米說：

『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得 4:14）这些妇女们完全知道该归荣耀给谁。赞美归

给耶和华。「因為今日沒有撇下你，使你無至近的親屬。」（得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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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这群女士们说这孩子是至近的亲属，在旧约这是唯一一处，提到一个还不

是成年的男子是至近的亲属。这里，所有的形容都给了这孩子，从之前波阿斯是至近

的亲属到现在，画面显然完全不同了。这孩子将将传宗接代，是奉养家族的后裔，供

应拿俄米的未来，甚至在拿俄米离世后。 

 

「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養你的老，因為是愛慕你的那

兒婦所生的。」仔细看下一句，「有這兒婦比有七個兒子還好！」（得 4:14-15）---

七，旧约里面最完美的数字。回想，当拿俄米带着媳妇路得回到伯利恒对这些妇女说

的话，我已一无所有，失去了一切。现在，在本卷书的末了，这些伯利恒的妇女们看

着拿俄米说，妳有了这个儿媳比幻想着有好儿子好，比有七个儿子更好。她们都知道

路得爱拿俄米，定意跟着她。 

 

我们即将在这个地方画上句点，这里就好像我们在剧院看戏，彼此看来看去，这故事

真是不可思议。挑动我们、触摸我们的心。这是我所能想象最好的了，然后下面一节

说，「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作他的养母。」（得 4:16） 

 

这就好像，嗯，屏幕上灯光转暗，你眼中出现祖母怀抱着孙子，谁能想到从开始到现

在会有这样的结局呢？哇，你们彼此对视，情绪久久不能平复，然后你环顾四周说，

好，是时候该收拾东西，在别人还没有行动前先离开了，于是你开始收拾自己的东

西，开始走出剧院。 

 

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看过一部电影会像这部一样，你开始准备移动，突然，屏幕又出

现了变化，迫使你停住脚步，好像，已经开始放映演员名单了，突然地又出现了其他

东西一样，这就是现在的画面。我们---故事已经结束，很棒，超出我们所能想象的

好。因此，我们起身，收拾东西，离开。也许你经历过，好像你背对着屏幕，离开

了，却突然听到一个声音，也许是其中一个角色在说话，你忍不住跑回来说，「这是

什么？」 

 

我们要离开了，沈浸在这不可思议的故事中，虽舍不得也是要走了，作者却在最后保

留了一手，第十七节，「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备

得。」（得 4:17）俄备得？「这俄备得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得 4:17）

什么？你终于恍然大悟 ！原来这不只是一个属于路得和波阿斯的小小爱情故事，原来

在人类历史最黑暗的时期，这是神如何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王预备的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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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得是大卫的曾祖母，你想到了吗？真令人震惊！什么？因为一个以色列人在应许之

地回转向神，神便使用一个摩押女子，带给无望的以色列人希望，让我们可以认识到

这位最伟大的王？ 

 

谁曾想到事情会是这样，让我们确定明白，作者在最后家谱的部分要传达给读者的重

点，十代，你想想，在摩押地十年的死亡与贫困里，有多少象征意义在其中，有律法

说，没有摩押女子配进入这十代。 

 

最后以此总结，「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仑；希斯仑生兰；兰生亚米

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备得；俄备得生耶

西；耶西生大卫。」（得 4:18-22） 

 

这卷书开始于士师执政的时代，在带出整个以色列历史中最有名的王中结束。我们明

了这整个故事带出的意义，要比看到得多得多，伟大到我们无法想象。 

 

救赎史中的波阿斯 

 

这是个不可思议的故事，为何，为何几千年以来神仍保存了这个故事？为何神选择了

这个故事要告诉今日神的选民们？只是为了让我们轻松一下？是为了更深更远的理

由。 

 

我们要来看看，这个故事如何和一个更伟大的故事相关，那就是神如何为自己赎回

人。救赎这个字的意思是去买，买回或是付上一笔代价以换得自由，这是人类历史上

的故事。自从人类在创世记第三章堕落以来，神的目的就是要透过付上赎价，让人脱

离罪得自由，这是整本圣经的故事。 

 

我们要来看波阿斯，这个至近的亲属，以及俄备得这个被称为至近的亲属，如何置身

在这个救赎计划中，来更多认识基督和我们在救赎中的关系，我们先从波阿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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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波阿斯身上学到什么？记住我们要小心，不要把任何角色同等于神，不要把波阿斯

等于神，或是俄备得，或是任何人去同等于神。现在，神透过故事里的人物，启示了

祂自己，并无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们还是有学习到。 

 

必须有赎回的权利 

 

我们从波阿斯身上学到什么有关救赎的事？我们看到救赎的画面，它涉及到什么，成

为至近的亲属需要具备什么。第一，为了赎回，必须有赎回的权利。他必须是至近的

亲属，近亲才有权利赎回。因此整个画面就围绕在谁有这个权利上？某某先生有优先

权，然后才是波阿斯，这人必须有赎回的权利。 

 

必须有赎回的资源 

 

第二，必须有赎回的资源。这亲属必须有能力付上赎回的代价，他必须有足够的资源

买回产业，购买土地，或是任何可能要带入这个家庭的东西。 

 

必须有赎回的决心 

 

这人必须有赎回的权利和资源，然后第三，他必须有赎回的决心。这其中任何一项缺

一不可，那个什么名字的先生就是欠缺了后面两项，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是有权利的。

或许他真的没有足够的资源，很有可能是这样，他也没有决心。因为---这个议题对他

而言并不有利，对他来说还要额外照顾一个家庭，可以这么说，他根本没有余力再去

供应一个家庭了。 

 

然而对波阿斯，就外在而言，这不是利益的问题，整幅画面都在表现出「hesed」---

慈爱---我们上一章提到的，爱使人冒险，爱带来牺牲，爱可以超越自我，这是我们在

波阿斯身上看见的。他有权利、他有资源，他，毫无疑问是有决心的人，这也就是为

什么他会是路得的救赎者的原因了。那位没有名字的先生，没有在圣经里留下任何蛛

丝马迹，因为他没有足够的决心，他的反应在这个世界上是自然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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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赎史中的俄备得 

 

波阿斯与救赎的关系，必须有赎回的权利、资源和决心。俄备得有什么条件，在最后

要被称为至近的亲属呢？真有趣，你可曾注意在结束的时候路得可有在任何地方出现

吗？你看，这么多女士来到庆生会上，她们谈论着，但是是谁怀抱着宝宝？好像路得

根本没办法把孩子抱回来似的，拿俄米只是抱着孩子。这不正是祖母要做的事，对

吗？所有的灯光聚在她身上，不是波阿斯或路得，所有的灯光聚焦在拿俄米和俄备得

身上，为什么？ 

 

不要错过这段，这里有个画面，作者想要在最后给我们一个印象，关于这卷书，他一

开始就想让我们知道的画面。比较路得记第一章和第四章，尤其是在这里，当聚光灯

打在拿俄米身上时，俄备得在她的怀抱里，这俄备得让我们想到，是神在拿俄米的生

命中。 

 

神带领祂的百姓出死入生 

 

首先要让我们知道...神带领祂的百姓出死入生。想想整个故事的转变，打开路得记便看

到三个丧礼，但是结局是一个婚礼和一个孩子。死亡与生命，用路得记第一章拿俄米

的话说，全能者掌管生死的主权，祂带领祂的百姓出死入生，生命战胜死亡，这是本

书的结论。 

 

神带领祂的百姓离咒诅得祝福 

 

第二，神带领祂的百姓离咒诅得祝福。第一章里面她陷在古代以色列咒诅中的咒诅

里，没有继承人来延续她的家庭。到结束的时候，她得到祝福的祷告，连绵不绝的祝

福临到她，神要带领祂的百姓离开咒诅得祝福。 

 

神带领祂的百姓由悲苦转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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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神带领祂的百姓由悲苦转喜乐。你能想象在本卷书的最后，当拿俄米低头俯视

她的孙子，脸上露出的笑容吗？不要再叫我悲苦，要叫我狂喜。她如今欣喜若狂，她

已经从悲苦中转向喜乐了。 

 

神带领祂的百姓从空虚到丰满 

 

再来，神带领祂的百姓从空虚到丰满。你记得，在第一章结束，我们看到拿俄米双手

空空的对伯利恒的妇女说，我什么都没有，我一无所有了。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

了。但是她身边还有路得，一个摩押儿媳。因为有她，在这卷书的末了，她不再两手

空空，她怀抱着宝宝，因为她的摩押儿媳路得始终在她身边。从空虚到丰满，现在，

伯利恒的妇女们说了，妳拥有一切，比妳以前的都好，甚至比有七个儿子更好。 

 

神带领祂的百姓从绝望到希望 

 

终于出死入生，离开了咒诅得到祝福，由悲苦转为喜乐，从空虚到丰满，因为神要带

领祂的百姓从绝望到希望。而这卷书的结尾，不是不堪回首的过去，而是展望那难以

想象、不可置信的十代。未来继续着，大卫王继承着，这是路得记提醒我们的，4:22

不是故事的结束。 

 

我要请你们很快跟我一起看马太福音第一章，我希望那些只钻研旧约的人能看到这段

信息的延续。好像他们在剧院里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只为等候演员表放映到这里，

但是接下来却改变了一切。这个故事，隐藏在旧约历史的页面里，却是指向在头版那

伟大的救赎史，马太福音第一章，让我给你们看看波阿斯和路得，在圣经第五节，

「撒門從喇合氏生波阿斯」把这里圈起来，「波阿斯從路得氏生俄備得；俄備得生耶

西；耶西生大衛王。」」（太 1:5-6） 

 

路得记在 4:18-22 那里停住，但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继续着，「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

所罗门。」（太 1:6）等等等等，一直到第十六节，「雅各布生约瑟，就是马利亚的丈

夫。那稱為基督的耶穌是從馬利亞生的。」（太 1:16）这里指出一个更伟大的王，更

胜过路得记第四章的大卫王，这条继承的脉络将一路走到耶稣，这位大君王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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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赎史中的基督 

 

想一下，波阿斯和俄备得在救赎史中的目的，不只是要告诉我们一个爱情故事，娱乐

我们而已。波阿斯和俄备得在人类历史的页面上，为要向我们指出救赎史上的基督，

向我们指出那天，神以无比的荣耀，借着祂的恩典，道成肉身成了人的样式，住在我

们中间，和我们一样，只是祂没有罪。像我们、跟我们亲近、跟我们一起，祂是至近

的亲属，结果就是，他有权利，已和我们一样，可以救赎我们。 

 

祂有足够的资源救赎我们吗？当然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祂的，祂却成了婴孩

来到我们中间。祂有能力胜过所有的罪恶和死亡、苦难和坟墓。他有能力可以平静风

和海，他有权柄可以叫疾病得痊愈，叫瞎子看见、瘸腿行走以及魔鬼逃跑、死人复

活。无疑地祂有资源来救赎我们，祂有权利、祂有资源。 

 

祂有决心吗？祂背起木头十架，不是因为祂必须，不是因为祂负责，而是因为祂渴望

顺服父神，更胜过祂自己的生命，所以祂背起---不单单是木头十架，更是你的罪债、

我的罪债， 祂担负了我们所有的罪。因为我们的罪，永恒的咒诅使我们与震怒的神隔

离，祂甘愿为我们背负了这一切，以祂自己来代替，代替我们忍受神的愤怒，赞美

主。 

 

只有耶稣能为我们的救恩付代价 

 

无庸置疑地，祂有权柄、资源和决心救赎我们，只有耶稣能为我们的救恩付代价。祂

救赎我们。彼得前书第一章，「...不是憑著能壞的金銀等物，...乃是憑著基督的寶

血。」（彼前 1:18-19）祂在十架上留下的宝血。以弗所书第一章，「我們藉這愛子的

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豐富的恩典。「這恩典是神用諸般智慧聰

明，充充足足賞給我們的。」（弗 1:7-8） 

 

不要错过这个，这画面不是你和我---美丽的路得在田里，吸引了耶稣的注意，祂被我

们吸引、祂被我们迷住。现实是，我们的里面是排斥圣洁的救主的，我们的里面没有

什么是可以吸引圣洁的神的，我们与祂是背道而驰的，我们是被逆的，我们一点也不

想要祂，但是---是祂追求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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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想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除了马利亚，这里提到了四位女子，没有一位是值得

进入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想想，然后看第三节，「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

（太 1:3）他玛，那个从她公公受孕然后列在耶稣的家谱里？ 

 

然后你看下去，第五节，「撒门从喇合氏生波阿斯」（太 1:5），喇合，一个外邦妓

女？而路得是外邦摩押女子。你在接下去看到第六节后半，「大衛從烏利亞的妻子生

所羅門」（太 1:6）---奸妇，与大卫王犯了淫乱的人？这四个女人在家谱里面做什么，

指引我们看到神的儿子？ 

 

弟兄姐妹，她们在那里的理由和你我发现我们自己在基督里是一样的。不是因为她们

或是我们值得，不是因为她们或是我们做了什么有意义的事，我们在基督里的唯一理

由，是因为基督的恩典，祂来拯救罪人，祂来洗净我们的罪，那些最污秽、不堪、最

不配的。那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进入祂的家谱，因为基督的恩典。我们站在田里一点儿

也不吸引祂，是祂寻到我们。祂保护我们，祂提供我们所需，他改变了我们的身分。

我们不再是奴隶，不再是陌生人。我们是永生神的儿子们和女儿们。 

 

只有耶稣能保证我们恢复的应许 

 

只有耶稣可以做到。历史上没有人可以办到，没有人可以提供这样的救赎，权利、资

源和决心。只有耶稣能为我们的救恩付上代价，只有耶稣能保证我们恢复的约定。 

 

我们在路得记结束时看到，拿俄米从一个受苦者变成受祝福的人，我们也看到妇女们

为路得和波阿斯、拿俄米和俄备得祷告，祝福他的名，祝福他的后裔在伯利恒得名

声。而这件事就发生在下一章，马太福音第二章，就这样发生了。罗马皇帝要户口普

查，所以每个人都必须要回到他的家乡。约瑟和他的未婚妻马利亚也就因此回到了家

乡。一切都发生在他的家乡，因为他们都是从波阿斯的家族出来，就在伯利恒里。于

是在那里发生了这事，马太福音第二章，这个城市，就是路得记第一章里面，神的百

姓遭遇饥荒和审判的城市，如今变成祝福之地，迎接神的儿子降生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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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约定，不要忘记。当神为你的故事写到最后一章时，结局一定是好的。神的百

姓，那些信靠神的神的百姓，这是为那些信靠祂的神的百姓说的，当神谱写你人生最

后一章故事时，一定是非常非常美好的。耶稣可以作保证。我们知道，如果你不信靠

神，继续在罪中生活，那就不一定了。不要继续在罪中生活，你要信靠神，信靠神作

你的救赎主，只有祂能保证你恢复的约定。 

 

救赎史中的教会 

 

这又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在救赎史中，我们的故事和路得跟波阿斯的故事有什么重

迭吗？ 

这正是令人吃惊、让人震撼、难以置信的地方，我们能明白吗？这是同样一位神，这

位在路得的生命中、波阿斯的生命中、拿俄米的生命中行大事的神，今天，也同样的

在你的生命中动工。神在你的生命中工作，祂把这样的故事带到你的生命中，亲自在

你的生命里动工。 

 

所以我们融入在这个画面中的哪里？当我知道神在我生命中，我还能到哪里去躲避祂

的面？ 

 

神为祂的主权定意供养祂的百姓 

 

两项真理。第一，神为祂的主权定意供养祂的百姓。知道这点，神为祂的百姓委身，

路得记第一章，祂是全能者，祂的主权高于一切，不要忽略神是至高的事实，路得记

的故事是一个挫折接着一个挫折又一个挫折，然而神的主权超过这一切。撤退到摩

押，丈夫死亡，两个儿子也死了，空虚苦闷的回到伯利恒，白天在波阿斯的田里，夜

晚在禾场上，一个亲属差点儿打翻了全盘的计划，一个婴儿的出生---每一个细节都在

神的主权下发生的。在路得记里面，没有一件事情的发生不在神的掌管中。 

 

这样的画面一直到路得记结束，作者把它带到一幅更大的画面里，是关于大卫王的，

这才是神在路得的生命中、拿俄米的生命中、波阿斯的生命中要呈现的，远远比路

得、拿俄米和波阿斯知道的大多了。祂的主权提供祂的百姓，一个王，就是要领导祂



Página (Page) 
1
9 

 ©  David Platt & Radical. 

的百姓，并向祂的百姓显明祂自己。这是神的作为，为祂的主权供养祂的百姓，这样

的意义对我们来说是伟大的。这意味着，弟兄姐妹，在最糟的时刻我们可以信靠祂。 

 

甚至在我们还不明白，不知道为什么，怀疑要如何解决问题的时候，可能在你的生命

中，就像在路得记第一章结束时，似乎毫无希望，但要知道一点，每一次挫折，都是

我们面对神为祂的百姓绘制美好的画面，即使在我们痛苦时，神也在为我们绘制美好

的画面。你说，不是罪临到我身上？福音是美善的，在路得记第一章开始因为罪，离

开了应许之地，去一个妥协的地方，神用以利米勒的罪显明了祂在祂百姓中间施行救

恩的画面。 

 

弟兄姐妹，这是事实，因为基督，唯一的可能是基督，过去的罪不能消去你未来的希

望，因为祂把你从罪中赎回。在痛苦中挣扎，未来是无意义的，这些事情的发生是没

道理的，什么都没做也是这样，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当我们走过像这些的苦痛，

我们不可以休息，因为在我们的苦痛中，神在为我们绘制画面，祂是为我们好的。 

 

我有幸为我们教会里的一对夫妻在他们的结婚 25 周年结婚纪念日上祝福。大概是三十

年前，他们经历了很大的意外，使他们进入难以想象的黑暗。这位丈夫，陪着自己的

妻子经历癌症的痛苦，直到她离世。这位妻子，她的丈夫在一次车祸中意外丧生。教

会里的弟兄姐妹一起促成他们两位。我他们的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上祝贺。谁能想到，

三十年前，在悲苦中的他们，会有今天的喜乐呢？， 

 

显然地，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显然地，我们知道神引导我们，并非总是一帆风顺，

但是弟兄姐妹，到最后总是令人满意的，总是会令人满意的。我甚至不能说那只是...我

不能做任何保证，都像我刚刚说的那个故事一样，那发生在我们教会里面的故事，到

最后是那样的完美，充满喜乐。但是我可以保证一点，基于耶稣基督的权柄，我可以

保证，这世界非我家，有一天，神要亲自擦去你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悲哀、不再有眼

泪，不再有苦痛，因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和我将要和祂在一起，这是乔布

在十九章里面的呼喊，「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著，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這皮肉滅絕

之後，我必在肉體之外得見神。我自己要見他，親眼要看他，並不像外人。我的心腸

在我裡面消滅了！」（伯 19: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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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可以拥有的信心，神为祂的主权定意供养祂的百姓。在最糟糕的时刻我们可

以信靠祂。我们怎么知道？因为我们就是知道，我们是神的子民，最好的时刻还没来

到，在最糟的时刻信靠祂，因为最好的时刻尚未来到。这是福音。 

 

神定意根本地寻找所有的人 

 

神因祂的主权，定意供养祂的百姓，还不只这样。第二个真理，神不仅为祂的主权供

养祂的百姓，祂还要寻找所有的人。 

 

这个部分是路得记的重点，千万不能错过。路得记第四章，当摩押女子嫁进神的家

中，完成了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在创世记 12:1-3，神要赐福祂的百姓，以致于这福还

要延伸到谁呢？世上的每一个人。这幅画面在路得身上就是神欢迎外邦人。 

 

和我们在旧约其他地方看到的一样，神寻找所有的人，与祂建立关系，不在于外在的

种族，而在乎内心的状况，我们从路得记一开始就可以看出这样的心意，一开始，路

得就被带进了以色列人中间，这是事实，每一个个体，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女人、每

一个学生、每一个孩子，宇宙的主宰是寻找人的神，祂渴望赎回你，祂渴望遮盖你的

罪。 

 

你说我的罪过太大了，你的罪不会大过祂宝血的遮盖，如果你从来不曾向寻找你的神

打开你的心，让祂的主权带领你，现在，就是此刻，我鼓励你第一次打开你的心，向

神敞开，你自己来到这里说，「是的，请在我的心上写下祢爱的故事，遮盖我的

罪。」 

 

这不是一场宗教游戏，这是有关永恒的事实。信靠祂，离开罪，信靠这位唯一有权

利、有资源，以及有决心赎回你，让你的故事参与在这个伟大的救赎史中，就在今

天。 

 

一旦这事发生，那些被救赎的弟兄姐妹们，去到孤儿中间、去到贫穷的人中间、去到

受伤的人中间---污秽的、被轻视的、失去希望的，去到他们中间，我们知道救赎的故

事，但是这个城市里有许多的人不知道，去到他们中间告诉他们这个故事，不要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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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那里，在那里有千千万万的人，甚至不知道耶稣存在，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要来，

而你和我知道这个伟大的救赎故事，让我们不要浪费生命，让我们去寻找他们。 

 

让我们到世界各地传扬福音，真是太好了，我们自己要这样坚持，不是赚很多的钱可

以衡量的，在我们的文化里，没有什么比传扬这个故事到世界各个角落，让人们能听

到更重要的了，神渴望把祂自己带入人群。我们有权利，因为基督已经拯救了我们，

我们有资源，因为祂在我们里面。 

 

问题是，我们有决心吗？我们有决心超越自我，不看什么是对我们有利的，不计较成

功与否，我们有这样的决心放下权益、放下现在的生活，陪着他们到最后，只为了传

扬这个故事，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吗？ 

 

神会如此行，神会如此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的原因。不只是坐在那里，沈浸

在爱的故事里，而是放下一切，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去宣扬爱的故事。 

 

你看懂了这个画面了吗？你有波阿斯、路得和拿俄米的个人画面，但他们并不知道在

他们中间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他们将指向几千年后的基督。在那个士师掌权的时

代，他们不会知道，他们小小的平凡生活在救赎史上会有什么影响力。我要告诉你，

你不知道神渴慕在你的生命中完成祂伟大的救赎。 

 

你问这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教会里的一位姊妹，她是一位做妻子的，一位前往

危地马拉的母亲，分享了关于救赎以及多明哥信主的故事，对了！就那一瞬间，你能

否意识到这影响大于当天、第二天、大于下个星期或下个十年？这个决定影响了多明

哥的余生，直到永远，他唱歌赞美基督。神透过在教会里面一个平凡的妻子、母亲，

完成了这件事。 

 

当各处的教会倍数成长，会发生什么事呢？这是事实，我们不知道的部分比我们自己

大多了，神帮助我们，神帮助我们超越琐碎的小事，超越世俗的影响，还有生活中的

计较。神帮助我们扩张我们的眼光，明白被创造的目的远比足球和退休金来得更伟

大，我们被创造是为了一个宏伟的救赎计划，神为了祂的荣耀，透过祂的恩典，要让

全世界都知道。不可思议的是我们竟参与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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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真理，应该沈入你心底，神用平凡的人完达祂不平凡的目标。愿这目标成为教

会的信念，愿神使用我们，平凡的教会充满平凡的信徒，为祂的国度，达成不平凡的

目标。 

 

神会如此行，神会如此行，这是一个救赎的故事，我要邀请我们响应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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