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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巴⾕书
哈巴⾕向上帝抱怨

哈巴⾕书 2:3

筑起⼟垒把它们⼀⼀攻取。
11 他们像狂⻛扫过，
继续前进。
这些有罪的⼈啊，
他们把⾃⼰的⼒量奉作神明。”

这是先知哈巴⾕在异象中所得的默

1 ⽰。

哈巴⾕的第⼆次抱怨

2 主啊，我要向您呼求多久，

12 主啊，您不是⾃古就存在的吗？

您才肯垂听？
我向您呼喊: “这⼉有强暴！”
然⽽，您多久才肯来援救？
3 您为什么让我眼看着这样的邪恶？
⾯对这样的苦难？
毁灭和暴⼒就在我的眼前，
到处是争讼和吵闹。
4 法律失去了效⼒，
没有⼈维护正义；
恶⼈困住正直的⼈，
正义被扭曲了。

我神圣的上帝啊，
您不是永⽣不死的吗？
主 啊， 您 是 不 是 要 巴 ⽐ 伦 ⼈ 来 实 ⾏ 审
判？
我的磐⽯*啊，
您是不是要⽴他来惩罚犹⼤⼈？
13 您的眼睛太圣洁了。
您不看邪僻，不容忍罪恶，
为什么看着这些奸恶的巴⽐伦⼈却视若
不⻅？
看着恶⼈危害⽐⾃⼰正直的⼈却静默不
⾔？
14 您把⼈⺠当作海⾥的⻥，
⼜当作⼀群没有⾸领的爬⾍。
15 巴⽐伦⼈⽤钩钩他们，
⽤⽹捞他们，
把他们都装进⽹中。
巴⽐伦⼈因此⽽兴⾼彩烈，
16 向他的⽹献祭，向他的⻥⽹上⾹，
因为他的⽹给他带来了肥美⽽富裕的⾷
物。
17 难道他们要⼀直挥舞⼑剑，
毫不留情地屠杀列国的⼈⺠吗？
我要站在了望台上，
站在防御⼯事的哨位上，
看看主要对我说什么话，
怎样回答我的怨⾔。

上帝回答哈巴⾕
5 主说:

“看啊，你们看到列国中发⽣的
事，
必定会⽬瞪⼝呆。
我确实要在你们有⽣之年做⼀些即使有
⼈告诉你们，
你们也不会相信的事。
6 我要使⼼地阴险残暴的巴⽐伦⼈兴起。
他们将纵横世界，
侵占不属于⾃⼰的⼟地。
7 他们是个可怕的、令⼈恐惧的⺠族，
他们⾃⽴法律，
唯我独尊。
8 他们的⻢⽐豹跑得还快，
⽐旷野⾥的狼还猛。
⻢匹腾跃，
从远⽅⻜驰⽽来，
像鹰急扑猎物。
9 他们个个都为施暴⽽来，
⼈⼈关注⾃⼰的⽬标，
掳⾛的⼈多如沙⼟。
10 他们讥诮君王，
嘲弄⾸领；
他们嗤笑所有的设防城，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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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回答哈巴⾕
2 主答复我:

“你要把我给你的默⽰⽤浅显的话写出
来，
让⼈⼀读就懂。
3 因为应验时间已经定下，
这默⽰就是证明。
最后的期限已经确定⽆疑，

磐⽯ 即上帝。表⽰上帝尤如堡垒和安全之地。

哈巴⾕书 2:4

即使显得姗姗来迟，也要耐⼼等待。
因为它必定来临，
绝不会拖延。
4 ⼼术不正的⼈肯定不会遵循这默⽰，
但正直的⼈会按照它所表明的信实去⽣
活。
5 不计其数的财富蒙蔽了狂傲的⼈，
那贪欲像阴间⼀样的⼈不会成功，
他像死亡⼀样永不满⾜，
他把列国集于⼀⼿，把万⺠系于⼀⾝。
6 万国万⺠会取笑他，
⽤讥讽的隐语嘲骂他，说:
‘嘿！你这聚敛别⼈东⻄的⼈，
不过是在给⾃⼰背债，⻓久得了吗？’
7 “你的债主会突然之间站起来，
那些令你恐惧的⼈会觉醒，
你将成为他们的俘获物。
8 你曾经掳掠许多⺠族，
杀⼈流⾎，肆⾏暴⼒，
侵犯那⾥的村镇和居⺠。
因此，其他⺠族也要掳掠你。
9 嘿！你这靠掠夺起家的⼈要有祸了！
你想使⾃⼰的财富多过任何⼈，
以此逃避灾难，
却给⾃⼰招来灭族之祸。
10 你图谋要毁灭许多⺠族，
到头来使你⾃⼰的家族蒙受羞辱，
给⾃⼰招来杀⾝之祸。
11 你⾃⼰家墙上的⽯头也会向你喊叫，
房上的梁也会应声附和。
12 你这以滥杀⽆辜建城，
以罪恶⽴⾢的⼈要有祸了！
13 看啊！全能的主将使这⼀切实现:
役使万⺠建造的⼀切终将付之⼀炬，
勒索列国得来的东⻄终将点滴⽆存。
14 因 为 对 主 的 荣 耀 的 认 可 终 将 充 满 ⼤
地，
就像⽔充满⼤海。
15 你这向邻居宣泄怒⽓，
迫他们强饮，使他们烂醉，
好看⻅他们⾚⾝露体的⼈有祸了！
16 你给⾃⼰带来的全是羞辱，
没有⼀点荣耀。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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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右⼿拿着盛满怒⽓的杯。
那杯将临到你，
你也要喝醉，⾚⾝露体，
羞辱将取代你的荣耀。
17 因为你在黎巴嫩杀⼈流⾎，
在那块⼟地上犯下暴⾏。
你侵犯那⾥的村镇和居⺠，
残害他们的牲畜，
你对黎巴嫩的同样暴⾏也将攫住你，
恐吓你。”
关于偶像的信息
18 偶像给过⼈什么好处，

值得⼈去雕刻它？
这雕刻出来的异神偶像对⼈有过什么益
处，
雕刻它的⼈竟崇信⾃⼰的雕刻品，
做这种毫⽆价值的哑巴东⻄？
19 你要有祸了！
你竟对⽊头说: “醒来！”
你竟对不会说话的⽯头说:
“站起来吧！”
难道它能给你启⽰？
它虽然包⾦裹银，
⾥⾯却毫⽆⽣⽓。
20 ⽽主就在他的圣殿⾥，
世上的⼀切都要在他⾯前肃敬静默。
哈巴⾕的祷词
以下是先知哈巴⾕的祷词，调⽤流离
歌。
2 主啊，我听到过有关您的传闻。
主啊，您的作为使我敬畏。
求您在未来重振您的声望，
求您在未来再现您的威严，
也求您在发作烈怒时以怜悯为念。
3 上帝⾃提幔⽽来，
圣者⾃巴兰⼭降临。
他的荣耀遮蔽诸天，
⼤地上充满了赞颂他的歌声。*
4 辉煌像双⾆的闪电从他的⼿中闪耀⽽
出，
他的⼤能蕴藏其中。

3

传统的希伯来⽂在此节末尾有“细拉”。“细拉”仿佛是个⾳乐符号或乐器。也许
意为“暂停”。因为“细拉”的含义不确定，所以没有包括在这本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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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他的前⾯有瘟疫流⾏，

14 他的⼠兵如沙暴席卷⽽来，

他的脚下有热病出现。
6 他站住不动，地动⼭摇；
他举⽬观瞧，列国惶恐。
永固的⼭崩裂，⻓存的岭塌陷，
他的道万古不变！
7 我看⻅的不再是⾮正义，
⽽是古珊⼈的帐篷在颤抖，
⽶甸⼈的帐幕在战栗。
8 主啊，是不是您在向江河发怒？
是不是您在向海洋宣泄怒⽓？
是不是因此您才备好您的⻢，
乘着您得胜的战⻋⽽来？
9 您抽出⼸，拉满弦，
⽤江河劈开⼤地。
10 群⼭⻅了您恐惧战抖，
浓云倾下⾬⽔，
深海咆哮，掀起滔天巨浪。
11 太阳失去光辉，
⽉亮停住不动，
只有您射出的箭亮光闪耀，
您⻓⽭的闪光照亮天空。
12 您在怒中践踏⼤地，
粉碎万国。
13 您降临世界，
要拯救您的⼦⺠，
拯救您选⽴的君王。
您杀死邪恶之⺠的⾸领，
⼜把他从头到脚剥得⼀⽆所剩。

要把我们驱散。
他们像暗中欺诈穷⼈的⼈⼀样⾃鸣得
意，
⽽您⽤他⾃⼰的箭刺穿了他的⼠兵的头
颅。
15 您乘⻢践踏海洋，
搅起滔天的巨浪。
16 我听到这些，⼼中惊恐，
嘴唇发颤，
四肢发软，
脚步踉跄。
我要耐⼼等待那个时刻，
等待灾难降临到欺压我们的⼈的⾝上。
永远信仰住
17 即使⽆花果树不开花结果，

葡萄树上⼀⽆所有；
即使橄榄树的果实枯⼲，
⽥地⾥不⽣五⾕；
即使⽺圈空空，
⽜棚⾥没有⽜，
18 我也要因主为我所做的⼀切⽽欢喜，
要为拯救我的上帝⽽欢庆。
19 ⾄⾼的主啊，求您使我坚强！
他使我的脚步稳如⺟⿅，
安然⾏⾛在⾼⼭之上。
这⾸歌交于伶⻓，以弦乐伴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