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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纪下 005讲·4章 8-37 节，8章 1-6节 

书念妇人 

昊敏 

 

列王纪下 4 章记载了一个书念妇人

接待以利沙的故事，而以利沙行了一个

使死人复活的神迹。我们先来看 4 章

8-10 节： 
8 一日，以利沙走到书念，在

那里有一个大户的妇人强留

他吃饭。此后，以利沙每从那

里经过，就进去吃饭。 9妇人

对丈夫说：“我看出那常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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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
10 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

间小楼，在其中安放床榻、桌

子、椅子、灯台，他来到我们

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 

圣 经 挺

有趣的，记载

了很多不平

凡的妇女，书

念妇人就是

其中一个。我

们甚至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她

家住在书念。书念是以萨迦支派的城

（参看书 19:18）。她的家是个大户人

家，比较富有。她的特别之处是，以利

沙经过书念时，她强留以利沙吃饭。后

来，她干脆建议丈夫盖一间小楼，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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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以利沙使用。为什么呢？因为她说：

“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

洁的神人”。显然，妇人这样款待以利

沙是因为她看见以利沙是个圣洁的神

人，妇人是因为敬畏神的缘故才这样行

的。 

这个妇人很了不起。虽然她没有亲

自服侍神，但她积极地服侍神的先知，

由此也在服侍神的工作上有了份。这一

点正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每个人的恩赐

不同、背景不同，可能我们无法全职服

侍神，更不能成为像以利沙那样的神

人。但我们可以供应、款待这样的神人，

这样，我们也会间接地参与神的工作。 

我们继续看 4 章 11-17 节： 
11一日，以利沙来到那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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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那楼躺卧。12以利沙吩咐

仆人基哈西说：“你叫这书念

妇人来。”他就把妇人叫了来，

妇人站在以利沙面前。13以利

沙吩咐仆人说：“你对她说：

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可

以为你作什么呢？你向王或

元帅有所求的没有？”她回答

说：“我在我本乡安居无事。”
14以利沙对仆人说：“究竟当

为她作什么呢？”基哈西说：

“她没有儿子，她丈夫也老

了。”15以利沙说：“再叫她

来。”于是叫了她来，她就站

在门口。16以利沙说：“明年

到这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

她说：“神人，我主啊，不要

那样欺哄婢女。”17妇人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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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孕，到了那时候，生了一个

儿子，正

如 以 利

沙 所 说

的。 

这 个 妇

人这样积极

参与神的工作，结果怎么样呢？神会如

何待她呢？神会赏赐她！ 

在新约马太福音 10 章 41-42 节，主

耶稣说：“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

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

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

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

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人不能不得赏赐。”这是神透过主耶

稣给我们的应许，说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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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个妇人的态度非常好，她

做这些事情并不是因为遇到了困境，来

找神帮助，所以才款待神的仆人。当以

利沙问她——“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心

思，可以为你作什么呢？你向王或元帅

有所求的没有？”她的回答是：没什么

所求的，她一切都好。但神记念她，神

会赏赐她。所以以利沙还是想找出她的

需要来。结果以利沙发现，她没有儿子，

丈夫也老了，似乎过了最佳的生育年

龄。这样，以利沙就代表神告诉她：明

年你必得一个儿子。 

妇人的第一个反应是：“神人，我

主啊，不要那样欺哄婢女。”我们可能

会想：这个妇人怎么没有信心呢？神人

应许她生儿子，为什么她不信呢？我想

我们也不能这样高标准要求这个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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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忘了当时以色列整体的属灵环境是

非常黑暗的，偏离了神，只留下了宗教

的外壳，名义上尊崇雅伟，内心是拜巴

力的。这个妇人只是有一颗敬畏神的

心，因而款待神的先知，仰慕神人；但

可能她根本没有亲身经历过神。然而正

因为她尽力按照自己所知道、所当做的

去做，她就经历到了神的真实。结果正

如以利沙所说的，妇人第二年生了一个

儿子。这件事一定会让她对神的认识进

深了一大步。 

我们继续看列王纪下 4章 18-31节： 
18孩子渐渐长大，一日到他父

亲和收割的人那里。19他对父

亲说：“我的头啊，我的头啊！”

他父亲对仆人说：“把他抱到

他母亲那里”20仆人抱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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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母亲。孩子坐在母亲的膝

上，到晌午就死了。21他母亲

抱他上了楼，将他放在神人的

床上，关上门出来，22呼叫她

丈夫说：“你叫一个仆人给我

牵一匹驴来，我要快快地去见

神人，就回来。”23丈夫说：

“今日不是月朔，也不是安息

日，你为何要去见他呢？”妇

人说：“平安无事。”24于是

备上驴，对仆人说：“你快快

赶着走，我若不吩咐你，就不

要迟慢。”25妇人就往迦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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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见神人。神人远远地看见

她，对仆人基哈西说：“看哪，

书念的妇人来了。26你跑去迎

接她，问她说：你平安吗？你

丈夫平安吗？孩子平安吗？”

她说：“平安。”27妇人上了

山，到神人那里，就抱住神人

的脚。基哈西前来要推开她，

神人说：“由她吧！因为她心

里愁苦，雅伟向我隐瞒，没有

指示我。”28妇人说：“我何

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我岂

没有说过，不要欺哄我吗？”
29以利沙吩咐基哈西说：“你

束上腰，手拿我的杖前去。若

遇见人，不要向他问安；人若

向你问安，也不要回答，要把

我的杖放在孩子脸上。”30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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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母亲说：“我指着永生的

雅伟，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

必不离开你。”于是以利沙起

身，随着她去了。31基哈西先

去，把杖放在孩子脸上，却没

有声音，也没有动静。基哈西

就迎着以利沙回来，告诉他

说：“孩子还没有醒过来。” 

妇人的孩子渐渐长大了，圣经这里

并没有说他多大，但显然还没有成人，

最多是个少年，能够跑到田里去了。当

时正是收割季节，大家都在收割。孩子

突发疾病，圣经说“到晌午就死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妇人是如何

反应的呢？留意她没有对丈夫说什么。

显然，丈夫的属灵情况不如她，其实从

一开始就可以看见，这个妇人在属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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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比丈夫成熟的，一直都是她在坚持款

待、支持以利沙，在推动着丈夫。所以

妻子真的是很重要。这个时候，妇人知

道跟丈夫说是无济于事的，可能反而让

丈夫不知所措，全家大乱。妇人很坚强，

从容不迫地回复了丈夫，甚至还安抚丈

夫，然后赶紧去找以利沙。妇人深知：

在困境中，在紧要关头，她应该找谁寻

求帮助。她去寻求神的仆人的帮助，也

就是寻求神的帮助。这才是最聪明的选

择。 

我们要学习的是，遇到麻烦，有了

需要，要去求问神的意见，去问敬畏神

的前辈和弟兄姐妹的意见，而不要找身

边的所谓亲朋好友。身边的亲朋好友哪

怕跟我们的关系再近，甚至是配偶、是

父母，但只要他不认识神，或者对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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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很肤浅，那么他是无法帮到我们

的，可能反而出于好意而给了我们很多

不好的主意，让我们越来越偏离神。 

就这样，妇人赶紧去找以利沙。找

到了以利沙，妇人就抱住以利沙的脚。

留意，以利沙说：“雅伟向我隐瞒，没

有指示我”。什么意思呢？即是说，以

利沙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里

我们也看见，先知之所以成为先知，就

是因为神启示给他话。如果神不启示，

那么他也什么都不知道的。一切都在乎

神，他决定要不要启示给人。而这件事，

神并没有告诉以利沙。 

于是以利沙从妇人那里明白了来龙

去脉。接下来以利沙如何行呢？他先差

派他的门徒基哈西去，拿着自己的杖，

看能否救得了妇人的儿子。结果基哈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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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行救不了孩子。最后，以利沙亲自

和孩子在一

起，向雅伟

祷告，终于

让孩子死而

复活了。 

这 个 神

迹，我们能够学习到什么呢？我们看到

了神的怜悯：你向神付出了一点点，神

却会赏赐你更多。我们已经谈过了这个

妇人的素质，她敬畏神，愿意款待神的

仆人。但相比于她的付出，神给她的恩

典则是太大了。儿子的死是个意外，可

能因为突发疾病，这在生活中是很常见

的事，飞来横祸天天都有，当然也非常

令人难受。不认识神的人可能就只能这

样面对悲惨的事实了。但这妇人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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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所以她能够第一时间去寻求神。神

也因为她对神的心而怜悯了她，让她重

新得回了儿子。 

这个神迹不禁让我们想到，在新约

主耶稣也行过类似的神迹，就是路加福

音 7 章 11-17 节。那里记载说，有一个

寡妇失去了独子，耶稣就行了神迹，让

寡妇的儿子复活了。耶稣为什么行了这

个神迹呢？就是出自神的怜悯，耶稣体

现出了雅伟神的怜悯心肠。因为妈妈本

身就是个寡妇，还只有一个独子，可想

而知做母亲的有多么伤痛。神就怜悯了

她，透过耶稣，让她的儿子复活了。 

最后，圣经又记载了这个妇人的一

件事，就在列王纪下 8 章 1-6 节： 
1 以利沙曾对所救活之子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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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人说：“你和你的全家，要

起身往你可住的地方去住，因

为雅伟命饥荒降在这地七

年。”2 妇人就起身，照神人

的话，带着全家往非利士地

去，住了七年。3 七年完了，

那妇人从非利士地回来，就出

去为自己的房屋田地哀告王。
4 那时王正与神人的仆人基哈

西说：“请你将以利沙所行的

一切大事告诉我。”5 基哈西

告诉王以利沙如何使死人复

活，恰巧以利沙所救活她儿子

的那妇人，为自己的房屋田地

来哀告王。基哈西说：“我主

我王，这就是那妇人，这是她

的儿子，就是以利沙所救活

的。”6 王问那妇人，她就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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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事告诉王。于是王为她派一

个太监，说：“凡属这妇人的

都还给她，自从她离开本地直

到今日，她田地的出产也都还

给她。” 

这里说，

以利沙知道

雅伟要降饥

荒给这地，就

告诉这妇人，

让她离开本

地。妇人就照着神的话离开了。妇人的

信心真不小，因为当时她并不知道接下

来的七年如何，如果没有饥荒呢？而且

别忘了她家是个大户人家，家境很富

裕。如果你是穷人，当然会往更好的地

方去，反正也一无所有，也许去了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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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还能够时来运转。但这妇人很富

有，她要离开自己富裕的家去逃难，这

是不容易的事。但她照着以利沙的话做

了。她凭着信心这样做，其实最终就保

守了自己的生命，神拯救了她。我们有

没有想过，神给我们的一些吩咐是为了

拯救我们？但我们往往觉得难，放不

下，不去行，结果失丧了生命。 

妇人离开了七年，可想而知，再回

到自己的家已经物是人非，产业被别人

据为己有了。这个时候，奇妙的是，恰

巧以色列王问以利沙的门徒基哈西以

利沙所行的神迹，结果以色列王就帮助

了这妇人，让她把产业以及出产都收了

回来。你觉得是巧合吗？绝非巧合，这

就是敬畏神的人的奇妙经历，神看顾了

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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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来说，新旧约所启示给我们的

神都是这一位：雅伟神。他的性情也是

一样的：眷顾、怜悯卑微的，哪怕是一

个不知名的妇人。而且你付出一点点，

神就会加倍地回报、恩待你。妇人向神

所付出的，比起神赐给她的恩典，真是

不可同日而语。这样的一位神，我们为

什么不信靠他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