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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哀歌

耶路撒冷为⾃⼰的毁灭哭泣

1从前⼈烟稠密的城，现今竟孤零零地独坐。
从前是列国中的尊者，
现今竟像寡妇⼀样寂寞。
从前是诸省的贵妇，
现今竟沦为奴婢，受⼈冷落。
2她在夜间痛哭，
泪流满⾯，
昔⽇爱她的⼈们，
没有⼀个来安慰她。
她的朋友们都出卖了她，
成了她的仇敌。
3犹⼤历尽了苦难和劳役后，
被迫流亡他乡。
她在列国之间流浪，
却找不到⼀块栖⾝的⼟地，
追逼的⼈在⽆路可⾛的地⽅追上了她。
4通向锡安的路在痛哭，
因为⽆⼈再去守节。
她的城门全都廖落⽆⼈，
她的祭司黯然神伤，
她的处⼥被⼈掳⾛，
锡安处在深深的悲哀之中。
5她的仇敌成了她的主⼈，
悠闲⾃在，
只因为她的诸多罪恶，主使她受苦，
她的⼉⼥被仇敌掳到远⽅。
6妙龄⼥郎锡安*的庄严已经离她⽽去，
她的⾸领们像找不到草吃的⿅，
⽆⼒逃避猎⼿的追逐。
7她蒙羞受辱，
她的⼈⺠⽆家可归，
耶路撒冷在这些⽇⼦⾥追忆着往昔珍贵
的⼀切。

她的⼈⺠落在仇敌⼿中的时候，
没有⼀个⼈来援救过她；
她的仇敌冷眼看着她，
讥笑她的沦落。
8耶路撒冷犯下了⼤罪，

因此成为不洁之物；
⼀向尊敬她的⼈因她⾚⾝露体⽽轻蔑
她。

她只有暗⾃悲伤，
在羞辱中不敢露⾯。
9她⾐裙肮脏，⼀败涂地，
不敢想像⾃⼰的结局；
她陷⼊极度的羞辱之中，
没有⼈对她略表同情。
她向主呼求，说:
“主啊，求您看看我的痛苦吧，
我的仇敌已经把我摧垮了！”
10仇敌向她伸出⼿，
夺⾛了她所有的财宝。
她眼睁睁地看着异族⼈闯进她的圣殿，
⽽您曾发布过命令:
“这些异族⼈不准加⼊你们的圣会！”
11她的居⺠四处觅⾷，哀叹不已，
⽤珍宝换⾷物以求⽣。
她呼喊: “主啊，求您垂顾我，
我已经卑贱到了何等地步！
12 “你们这些路上的⾏⼈啊，
千万要在意！
你们要以此为戒。
你们可曾⻅过像我这样的痛苦？
这是主在震怒时加给我的痛苦。
13 “他从天上降下⽕，
穿透了我的⾻骼；
他铺开罗⽹绊住我的脚，
使我⽆路可⾛；
他使我孤凄荒凉，
终⽇死⽓沉沉。
14 “他亲⼿⽤我的罪结成轭，
把它挂在我的脖⼦上，
耗尽了我的⼒量。
他把我交到仇敌的⼿中，
我⽆⼒抗拒。
15 “主鄙视我的勇⼠，
他召来众多的异族⼈攻击我，
要杀尽我的年轻⼈。
主把犹⼤纯洁的⼥⼉踩在脚下，
就像践踏酿酒池中的葡萄。
16 “我为此哭泣，
眼泪流成了河，

*1:6妙龄⼥郎锡安耶路撒冷的另⼀个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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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没有⼈能安慰我，
没有⼈能使我重新振作。
我的⼉⼥们已经绝望，
因为他们的仇敌压服了他们。”
17锡安伸⼿求助，
但⽆⼈理睬；
主命令雅各的仇敌从四⾯⼋⽅围攻她，
耶路撒冷成了他们当中的不洁之物。
18耶路撒冷说: “主是对的，
他惩罚我，是因为我违背了他的命令。
世上各处的⼈们啊，
你们听听我的话，
再看看我的痛苦，
我的⻘年男⼥都被掳⾛了！
19 “我向盟友求援，
他们却欺骗我。
我的祭司和⾸领们，
在城⾥寻⾷求⽣时都已⽓绝⾝亡。
20 “主啊，求您看顾我，
我正在急难中！
我五内翻腾，⼼如倒悬；
我悔恨，因为我曾如此愚顽与叛逆。
我的⼉⼥在街上被杀，
躲在屋⾥也逃不掉死亡的阴影。
21 “⼈们听⻅我的叹息，
却没有⼈来安慰我。
我的仇敌听说我遭难，
他们都因您对我做的这⼀切⽽兴⾼采
烈。

愿您宣告的审判⽇降临，
让他们陷⼊像我现在⼀样的处境。
22 “愿他们的恶⾏都呈现在您的⾯前，
愿您像因我的罪惩罚我⼀样
严厉地惩罚他们。
我反复悲吟，内⼼惨痛。”

主毁灭耶路撒冷

2主在烈怒下以轻蔑的态度对待锡安城，
他把以⾊列的荣耀从天上摔到地下。
当他发怒的时候，
不再记念⾃⼰的脚凳。
2主毁掉了雅各所有的居住之地，
毫不顾惜。
他⽓愤地夷平了犹⼤的城堡，
羞辱了犹⼤国和它的⾸领。

3他在烈怒中摧毁了以⾊列的⼒量，
袖⼿旁观仇敌的⼊侵；
他像毁灭⼀切的熊熊烈⽕，
吞没了雅各。
4他像我们的仇敌⼀样弯⼸搭箭，
举起右⼿，杀死了所有宝贵的⼈，
把他的怒⽓像⽕⼀样，
倾倒在妙龄⼥郎锡安的帐篷上。
5主变得像仇敌⼀样，
他吞噬了以⾊列，
吞掉了她所有的城堡，
毁灭了她所有的设防城，
使得妙龄⼥郎犹⼤哀声四起。
6他毁掉了⾃⼰的帐幕，
好像那不过是个菜园⾥的窝棚；
他毁掉了⾃⼰的节⽇，
使锡安的节期和安息⽇不再被⼈记起。
在烈怒下，他弃绝了⾃⼰的君王和祭
司。

7他遗弃了⾃⼰的祭坛，
舍弃了⾃⼰的圣所，
他把耶路撒冷的城墙交在仇敌的⼿中，
容忍他们在他的居所⾥像过节⼀样喧
嚷。

8主⽴意要拆毁锡安的城墙，
他拉起准绳，
不肯收回施⾏毁灭的⼿。
他要让要塞和城墙哀号，
⼀起毁掉。
9耶路撒冷的城门被埋进⼟⾥。
他折断并毁掉了铁制的门闩，
把君王和⾸领放逐到列国之中。
耶路撒冷没有了律法，
她的先知们再也⻅不到主的异象。
10锡安的⻓⽼们坐在地上默默⽆声，
他们⾝穿⿇⾐，头蒙灰尘。
耶路撒冷的少⼥们都把头垂到地上。
11我泪眼模糊，⼼如⼑绞，
为我的⼈⺠的毁灭⽽哀恸。
我的⼼像被⼈扔到了地上，
因为⼉童和婴⼉都已饿昏在街上。
12他们问⺟亲:
“哪⾥有吃的？哪⾥有喝的？”
他们像⼴场上受伤的⼈⼀样，
渐渐衰弱，绝望地哭叫，
在⺟亲的怀⾥慢慢地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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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妙龄⼥郎耶路撒冷啊，
我还能对你说些什么？
亲爱的妙龄⼥郎锡安啊，
我怎样才能安慰你？
从来没有⼈像你如此遭受折磨，
你的伤痛⼤如海洋，
谁能够使你康复？
14你的先知只会演说浅薄⽆知的异象，
他们并没有显露你的罪，
没有改变你的命运。
他们所讲的全都是空洞好听的⾔辞。
15过路的⼈都拍⼿惊讶，
对着你摇头叹息，说:
“这就是那个为⼈称道的完美的集合吗？
这就是那个令全世界仰慕的城吗？”
16你的仇敌都嗤笑你，
他们对你咬⽛切⻮，说:
“我们把她毁了！
这就是我们盼望的⽇⼦呀！
它到底来了，
我们终于亲眼看⻅它了。”
17主实现了他的计划，
执⾏了他久已宣布的警告，
毫不顾惜地毁灭了你们。
他让你们的仇敌得胜，
让他们对你们耀武扬威。
18⺠众曾专⼼⼀意地求告主—锡安的壁
垒。

要让你的眼泪流成河，
昼夜不息。
不要让⾃⼰安⼼，
要让你的泪⽔⽆穷⽆尽。
19你要在夜间起来，
每个更次都向主呼求，
哀求他赐下仁慈。
你的幼⼉都已饿昏在街头，
你要为他们的⽣命向主举⼿祷告。
20主啊，求您看⼀看您是在对谁如此⽆
情。

难道⺟亲会杀死⾃⼰钟爱的⼉⼥？
难道祭司和先知要被杀死在他们的主的
圣殿中？

21⽼⼈和⻘年暴⼫街头，
少男和少⼥命丧⼑下。
您在愤怒的⽇⼦⾥杀了他们，
没有丝毫怜惜。

22您从四⾯⼋⽅召集⼈来恐吓我，
就像召集他们来度假⽇。
在您发怒的⽇⼦⾥，
没有⼈能够幸免或逃脱，
我养育的⼉⼥都被仇敌杀尽了！

受罪的意义

3我是⽬睹主以他忿怒的杖施⾏惩罚的⼈。
2他使我的路暗⽆天⽇，
看不到⼀丝光明。
3他⼀⽽再，再⽽三地专⼀打击我，
终⽇不肯住⼿。
4他使我⽪⾁消瘦，
⼜折断了我的⾻头。
5他筑起⼯事，
⽤贫穷和忧患围困我，
6使我像久死的僵⼫，
卧在幽暗之中。
7他筑起⾼墙困住我，
使我⽆法逃脱，
⼜⽤沉重的铜链锁住我。
8我⾼声呼救，
他不听我的祷词。
9他⽤凿好的⼤⽯堵死我的路，
使我的前程更加崎岖曲折。
10像作势欲攫的熊，
像伏⾝欲扑的狮，
11他把我赶下⼤路，撕成碎⽚，
然后丢在⼀边不问不管。
12他弯⼸搭箭，
把我当作箭靶。
13他的箭射⼊了我的肺腑。
14我成了众⼈的笑柄，
他们终⽇对我笑骂。
15他使我饱尝酸⾟，
饮尽苦酒。
16他⽤沙⽯崩碎我的⽛，
⼜把我践踏在泥⼟中。
17我已经与健康和平安⽆缘，
也早已忘记了什么是喜乐。
18于是我说: “我的⼒量已经耗尽了，
从主那⾥得到帮助的希望也不复存在
了。”

19主啊，求您记得我的困苦和窘迫，
求您记得我咽下的这些苦酒和毒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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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所有这⼀切深深地印在我的内⼼⾥，
我抑郁沉闷。
21但紧接着⾃⼰重新思量，
内⼼⼜充满希望。
22主的慈爱肯定不会终结*，
主的怜悯肯定永不⽌息。
23每天早晨，他以新的⽅式把爱显⽰给
我们！

你是多么的真诚和信实！
24我对⾃⼰说: “主是我所拥有和需要的
⼀切，

因此，我寄希望于他。”
25主赐福给等候他的⼈，
他赐福给寻求他的⼈。
26仰望着主，
静静地等待他的救恩的⼈有福了！
27从幼年起就学会忍辱负重的⼈有福
了！

28当主把重轭加给他的时候，
他应该默然独⾃承受，
29他应该把脸贴在地上，
或许这样他的⽣命还有指望。
30他应当由⼈打他的⽿光，
让⼈羞辱。
31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们，
32即使他降下苦难，
也会随后显⽰怜悯，
他不变的慈爱永⽆⽌境。
33主并不存⼼要伤害⼈或使⼈受苦，
34当有⼈把地上的囚犯踩在脚下的时
候，

35当⼈的权利在⾄⾼者的⾯前得不到尊
重的时候，

36当⼈在法庭上得不到公正待遇的时
候，

主会不注视这些事情？
37除⾮主发布过命令，
谁能够⾔出事成？
38是祸是福，
全都出于⾄⾼者的旨意。
39⼈只要还活着，
就不应该抱怨因罪⽽受到的惩罚。
40我们应该检讨⾃⼰的⾏为，
归回主的⾝边。

41让我们举起双⼿，
向天上的主敞开⼼扉:
42 “我们曾背叛过您，犯下了罪，
您没有饶恕我们。
43您⽤您的愤怒围困我们，追迫我们，
毫不留情地⼤⾏杀戮。
44您隐⾝在浓云中，
不肯听我们的祷告。
45您使我们像万⺠中的渣滓和污秽，
被⼈唾弃。
46 “所有的仇敌都嘲笑我们，
侮辱我们。
47我们经历了恐吓和阴谋、
残害和毁灭。”
48眼看我亲爱的⼈⺠死于⼀旦，
我的眼泪流成了河。
49‒50直到主从天上垂顾地上发⽣的⼀
切，

我⻓流的泪⽔才会⽌息。
51⼼灵遭受的痛苦已经使我欲哭⽆泪。
52那些与我⽆故为仇的⼈，
像追捕⼀只⻦⼉⼀样追捕我，
53他们想⽤陷井结果我的性命，
⼜向我的⾝上扔⽯头。
54⽔没过了我的头顶，
我想: “我的死期到了。”
55主啊，我从深坑的最底层，
向您的名求告，
56求您垂听我的祈求，
不要掩⽿不听我求救的呼喊；
57我求告您的时候，
求您降临并对我说: “不要怕！”
58主啊，求您申明了我的冤屈，
赎回我的⽣命。
59主啊，求您看到我的全部苦难，
在法庭上还我公正；
60求您看看他们怎样仇恨我，
怎样设谋陷害我。
61主啊，求您听听他们对我的辱骂和针
对我的阴谋。

62我的仇敌整天所说所想的都是怎样陷
害我。

63看啊！他们⽆论⾏⾛坐卧，
都念念不忘嘲弄我。

*3:22不会终结希伯来古本这⾥为“我们不致灭绝”。



耶利⽶哀歌3:64 5 耶利⽶哀歌4:22

64主啊，求您按照他们的⾏为报应他
们，

65求您给他们⼀颗愚顽的⼼，
让您的诅咒落在他们的头上。
66求您在烈怒中追捕他们，
把他们从主的世界上根除掉！

耶路撒冷遭受攻击的恐惧

4⻩⾦竟被轻蔑！纯⾦竟被厌恶！
珠⽟抛洒遍地，
散落在街头之上！
2锡安宝贵的居⺠可与精⾦等重⻬价，
如今却被看作窑匠⼿中的⽡器。
3野狗尚知道哺乳幼仔，
我的⼈⺠竟像旷野中的驼⻦⼀样残忍。
4吃奶的孩⼦因为饥渴，
⾆头贴住了上膛；
幼⼩的⼉童乞求⾷物，
却没有⼈给他们。
5⼀向饱餍珍馐的⼈如今潦倒街头，
⼀向穿红挂紫的⼈如今卧在垃圾堆中。
6耶路撒冷的罪⽐所多玛的罪还要⼤，
尽管⽆⼈攻击，
所多玛在转眼之间就归于毁灭。
7耶路撒冷的拿细⽿⼈⼀向⽐雪更纯净，
⽐奶更洁⽩，
他们的⾝体⽐红珊瑚更红润，
他们的头发如同兰宝⽯。
8如今，街上没有⼈能认得他们，
他们⽐煤烟还要⿊，
⽪包着⾻头，
枯瘦如柴。
9与其饿死还不如战死沙场，
与其⽆物可吃还不如死在⼑下。
10最慈爱的⺟亲曾亲⼿烹煮了⾃⼰的孩
⼦，

他们成了我的⼈⺠遭难期间的⾷物。
11主发出他的全部怒⽓，
他抛洒烈怒，
使锡安起⽕，
把它烧成了平地。
12世上没有⼀个君王，
甚⾄没有⼀个⼈相信，
有敌⼈能够攻破耶路撒冷的城门。

13由于她的先知和祭司犯了罪，
在她之中流了⽆辜者的⾎。
14他们已经被⾎玷污，
在街上漫⽆⽬的地游荡。
他们⽤他们的⾐服触碰了本不该触碰的
东⻄。

15⼈们向他们叫喊: “⾛开！
⾛开！你这污秽的⼈！
不要挨近我们！”
由于⼤难已经临头，
他们步履蹒跚。
列国的⼈说:
“他们不能再跟我们住在⼀起了！”
16主不再眷顾他们，
他亲⾃赶⾛他们；
祭司没有了尊荣，
⾸领没有了恩宠。
17我们徒然望穿双眼，
期待救援，
我们在塔楼上满怀希望地了望，
盼望那不是来救援我们的国家的到来。
18仇敌紧紧地追踪我们，
我们甚⾄不敢在⾃⼰的⼤街上⾏⾛。
我们的末⽇临近了！
我们的⼤限到了！
我们的结局确实已经来了！
19追赶我们的⼈⽐天上的鹰更快，
他们在⼭上追逼我们，
在旷野⾥设下埋伏等待我们。
20主的受膏者，
我们⽣命的依靠，
被他们的陷坑捉住了！
我们本以为，
“我们将会在他的荫庇下⽣活在列国之
中。”

21乌斯地的以东⼈啊，
你们只管欢笑庆贺吧！
苦难的杯也要传到你们那⾥，
你们也要喝得烂醉，
被⼈剥得⾚⾝裸体。
22锡安啊，对你的惩罚已经结束，
主不会让你再度流亡。
以东啊，主将因你的罪惩罚你，
他要显露你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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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

5主啊，求您记得我们的遭遇；看啊，求您看看我们的所受的凌辱。
2我们祖传的产业落⼊异族⼈⼿中，
我们的房屋被陌⽣⼈侵占。
3我们成了没有⽗亲的孤⼉，
我们的⺟亲成了寡妇。
4我们喝⾃⼰的⽔却要付钱，
我们烧⾃⼰的柴却要去买。
5我们被赶到了死亡的边缘，
劳碌疲乏，不得休息。
6为了吃饱饭，
我们向埃及和亚述⽴约称⾂。
7我们的祖先犯了罪，他们早已死去，
我们却要承受他们的罪责。
8奴仆对我们作威作福，
没有⼈把我们从他们的辖制下解救出
来。

9旷野⾥杀机四伏，
我们要冒着⽣命危险才能运回粮⾷。
10饥饿煎熬着我们，
我们的⽪肤像炉⼦⼀样⿊。
11我们的妻⼦在锡安被奸污，
我们的处⼥在犹⼤的城镇被强暴，

12⾸领们被仇敌吊起，
⽼年⼈被蔑视，
13⻘年⼈推磨，
⼉童们脚步踉跄地背着⽊柴，
14⽼年⼈告别了城门⼝，
年轻⼈不再弹琴奏乐。
15我们的⼼中没有了欢乐，
悲愁取代了歌舞。
16由于我们犯了罪，
华冠从我们头上掉了下来。
这太可怕了！
17由于这⼀切，我们悲观彷徨，
失去了希望。
18锡安⼭孤寂凄凉，
只有狐狸在游荡。
19主啊，您永握王权，
您的宝座永远⻓存。
20主啊，您为什么不再想起我们？
您为什么遗弃我们如此之久？
21主啊，求您把我们带回您的⾝边，
好让我们能归依您。
求您使我们⼀如往昔！
22难道您已经彻底厌弃我们？
难道您的愤怒永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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