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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得记 1:1-22



1 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
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
，往摩押地去寄居。 2 这人名叫以利米勒
，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
名叫玛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
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
那里。 3 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
，剩下妇人和她两个儿子。 4 这两个儿子
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珥巴，一
个名叫路得，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 5 玛
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
丈夫，也没有儿子。



6 她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
，因为她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
百姓，赐粮食于他们。 7 于是她和两个儿
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
。 8 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各人回
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
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 9 愿耶和华使你们
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她
们亲嘴，她们就放声而哭， 10 说: “不然，
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11 拿俄米
说：“我女儿们哪，回去吧！为何要跟我
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



12 我女儿们哪，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
能再有丈夫。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
丈夫可以生子， 13 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
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
儿们哪，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
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 14 两
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珥巴与婆婆亲嘴而
别，只是路得舍不得拿俄米。15 拿俄米说:
“看哪，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
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



16 路得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
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
，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17 你在哪里死，我也
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
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地降罚于我！
” 18 拿俄米见路得定意要跟随自己去，就
不再劝她了。19 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
恒。她们到了伯利恒，合城的人就都惊讶
。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 20 拿俄
米对她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
玛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



21 我满满地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地回来
。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
是这样, 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 22 拿
俄米和她儿妇摩押女子路得从摩押地回来
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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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俄米成玛拉”

(路得记 1:1-22)

邓牧師



路得记: 平凡人的故事

主角: 拿俄米(寡妇), 路得(移民), 波阿斯(有钱)

问题:温饱,婆媳,婚姻,怀孕,地产,悲欢离合,…

1)神眷顾平凡人 (市井小民)

•1:1 “…有一个人..妻子和两个儿子..寄居”

• “天上飞鸟, 野地花草, …何况你们呢?”

路得记:“以利米勒” 一家的出路! (神是王)

“你有难处? . . .难念的经?”: 神的出路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 就是拯救我们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诗 68:19)

“你们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路得记: 平凡人一家的出路!?

•1) 神眷顾平凡人 (市井小民)

•2)神使用平凡人

•无神迹奇事;无君王,祭司,先知 (英雄豪桀)

拿俄米(寡妇), 路得(移民), 波阿斯(有钱)

忠心小人物: 爱神爱人 (CBCOC!)

•聚会,奉献,传福音,祷告,家庭,婚姻,工作,学习
,光,盐: 梅弟兄:(稀少;座满?): “一人带一人”

才干的比喻:忠心良善有见识的管家/小人物?

作大事:一家..一国 (士师到君王)..世界的拯救!

“好..仆人! 你..小的事上有忠心,..管十座城!”

(Anaheim律师)



得 1:1-6 (背景) 忧上加忧 (悲剧?)

1士师秉政..遇饥荒..犹大伯利恒..摩押地寄居

• “士师”:拜偶象,..春秋,军阀,内战, (叙利亚,..)

•不忠时代:忠心耿耿见证人!  (后现代:你我?)

• “饥荒”:天灾人祸?大跃进,战争,暖化,蝗虫,…

• “耶和华命饥荒降…七年” (王下8;cf.申28-29)

• “犹大伯利恒(饼屋/食屋)”: 无饼无食的讽刺

•士19“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无王的可怕

• “以法他人”: 撒上17大卫..伯利恒以法他人

•弥5 “伯利恒以法他啊,将来有一位..做掌权”

•太2 “希律王时候, 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



得 1:1-6忧上加忧 (悲剧?)

伯利恒: 无饼,无食,无王 有饼,有食,有王

1士师秉政..遇饥荒..犹大伯利恒..摩押地寄居

• “摩押”敌人:欧亚难民潮,歧视,欺负,狗急跳墙

•犹太人移民: West Bank or 伊朗!

2-6 ..拿俄米的丈夫死了,..两个儿子娶了摩押
女子为妻,..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二人也死
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

十年浩劫:成寡妇,..又不孕,又死了儿子,无指望

Why?: 作孽?不该移民?不该娶?神刑罚审判?

“万事..效力..益处”:摩押女子路得..到伯利恒.



得 1:1-6忧上加忧 (悲剧?)

十年浩劫:成寡妇,..又不孕,又死了儿子,无指望

“他在无可指望时候,因信仍有指望”: 转机 v.6 

“她..归回,因..听见耶和华眷顾..百姓,赐粮食..”

听见神眷顾/Visits (v.6 福音)

•出埃及 (创 50:24-25; 出 3:16; 4:31)

•能怀孕(撒拉创 21:1,哈拿撒上2:21,路得 4:13)

•被掳归回 (耶 29:10; 番 2:7; 亚 10:3)

“撒迦利亚被圣灵充满了,..说:“主以色列的神
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
救赎,在..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角.



“她..归回,因..听见耶和华眷顾..百姓,赐粮食..”

听见神眷顾/Visits (福音): 施行救赎;拯救的角

拿俄米(寡妇)回应: “归回” (X10)

• “归回” (6), “回” (7, 8, 10, 16, 22)

• “回去吧” (11, 12, 15); “回来” (21)

“归回伯利恒” 归向神! 悔改! 重生!

“你来投靠…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

“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
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使我们苏醒,第
三天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

归向神:悔改,信福音,得赦免,永生,复活,赏赐!



得 1:1-6忧上加忧; 忍痛归回

得 1:19-22悲痛欲绝; 改名换姓

“不要叫我拿俄米[甜美],要叫我玛拉[苦涩],因
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地出去,耶和
华使我空空地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
使我受苦.” 

13 “我..甚是愁苦, 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

拿俄米忠心: 患难中1)坚忍到底, 2)坦诚诉苦

“指望中要喜乐,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

• “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

哀诗; 泪眼先知;约伯: “God is against me!”

(抱怨神! 可以吗?属灵吗?)



拿俄米忠心:患难中坚忍到底,坦诚诉苦

哀诗; 泪眼先知; 约伯: “God is against me!”

对比: 新约圣徒面对苦难: “God is still for me!”

“神若帮助我们(for us),谁能敌挡我们呢?..谁
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
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
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终日被杀,人看我们
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

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在患难中..欢欢喜喜的”:悲痛欲绝; 改名换姓!

新约苦难观: 风向鸡针/ “神是爱”(任何方向)



新约圣徒面对苦难: “God is still for me!”

“在患难中..欢欢喜喜的”:悲痛欲绝; 改名换姓!

对比?:

新约中像拿俄米的哀诗:

耶稣基督十架哀鸣 (诗篇 22):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全能者使我受苦!

•耶和华使我空空!

•耶和华降祸于我!

•耶和华伸手攻击我!

答案: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十架上
替我哀号;替我被弃

十架下
只有感恩赞美



咒詛你受
http://www.zanmeishi.com/song/9849.html

咒诅他受,祝福我享,苦杯他饮,爱筵我尝,

如此恩爱,盖世无双,我的心哪,永志不忘.

看哪神子,身钉十架,代我罪人,备受刑罚,

以血以命,作我赎价,神人和好,称神阿爸,

并非因我,有何特长,也非因我,比人更强，

都因恩主,慈爱无疆,救我罪人,脱离死亡，

愿献此生,全归我主,任他支配,是我所摹,

主爱激励,主爱催促,我的心哪,惟有顺服



拿俄米忠心:患难中坚忍到底,坦诚诉苦

十架大爱

新约圣徒忠心:坚忍到底,欢欢喜喜,得胜有余

Brother Spafford: 四个女儿;葬身海底

“我心靈, 得安寧”

“有時享平安,如江河平又穩;

有時悲傷來, 似浪滾.

不論何環境, 我已蒙主引領;

我心靈, 得安寧, 得安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