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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代志下2:7

历代志下

所罗门祈求智慧

1⼤卫王的⼉⼦所罗门政权稳固。主—他的上帝与他同在，使他声威赫赫。
2所罗门命令全以⾊列所有的千夫⻓、
百夫⻓、法官、各级官员、各家族族⻓
及全体会众， 3随同他⼀起到基遍敬拜
主的⾼地*上去，因为主的仆⼈摩⻄在旷
野⾥为上帝造的会帐设在那⾥。 4由于⼤
卫在耶路撒冷为约柜⽀搭了新的帐幕，
约柜†已经从基列耶琳运回了耶路撒冷，
安放在预先准备好的地⽅， 5但户珥的孙
⼦，乌利的⼉⼦⽐撒列所造的铜祭坛仍
然供奉在基遍主的圣帐前。因此，所罗
门偕全体会众要到那⾥去求告主。 6所罗
门来到主的会帐前，在铜祭坛上献上了
⼀千只祭牲做烧化祭‡。
7当夜，上帝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
“说吧，你可以要求你所想要的⼀切。”
8所罗门回答上帝: “您⼀向恩待我的
⽗亲⼤卫，现在⼜使我继位为王。 9主
啊，我的上帝，求您实现您对我⽗亲的
应许。您⽴我为王，要我治理这多如尘
沙的百姓。 10求您赐我聪明与智慧，好
让我能引导他们。否则，谁能治理您如
此众多的⼦⺠呢？”
11上帝对所罗门说:“你不求富贵财宝，
不求剪灭仇敌的性命，也不为⾃⼰求
寿，只⼀⼼祈求智慧和聪明，好使⾃⼰
能够治理我的⼦⺠。我已经⽴你做他们
的君王， 12因此，我必把聪明和智慧赐
给你，还要赐给你财富和荣耀，使你超
过以往的任何⼀个君王，以后也没有⼀
个君王能⽐得上你。”
13于是，所罗门从基遍主的会帐所在
的邱坛返回耶路撒冷，执掌国政。

所罗门建⽴军队并积聚财富
14所罗门组建⻢队和战⻋队，他拥有
战⻋1400辆，⻢12000匹。他把部分兵
⼒安置在耶路撒冷亲⾃统辖，其余的则
分驻在其它各屯战⻋城。 15在所罗门王
朝期间，⾦银在耶路撒冷就像⽯头⼀样
普通，⾹柏⽊就像⼭脚边的桑树⼀样多
得不⾜为奇。 16所罗门的⻢匹是从埃及
和基利进⼝的。皇商以市价从基利输⼊
⻢匹， 17从埃及输⼊战⻋，战⻋600块银
⼦⼀辆，⻢150块银⼦⼀匹。他们也把⻢
匹和战⻋转卖给赫⼈和亚兰⼈的诸王。

所罗门筹建圣殿

2所罗门决定为主建造圣殿¶，同时也为⾃⼰建造宫室。 2他募集了⼋万⼈
进⼭錾⽯，七万⼈负责搬运，三千六百
⼈监督⼯程的进度。
3所罗门派使者去⻅推罗王希兰，说:
“我的⽗王⼤卫建造宫殿时，你曾
送来⾹柏⽊供他使⽤。 4现在，我准
备动⼯为主—我的上帝的荣耀的名建
造⼀座圣殿，把它归于主，以便在
那⾥焚⾹供奉，摆设供饼，在每天
早晚和安息⽇、⽉朔§及其它圣⽇献
上烧化祭，这是以⾊列⼈世代不变
的义务。所以，请你像当初对待我
的⽗王⼀样，也为我提供⾹柏⽊。
5 “我要建造的圣殿极其宏⼤，因
为我们的上帝⽐所有的神明都更尊
贵。 6然⽽，诸天之极尚不能知主
之⼤，区区的我⼜怎能为他建造殿
宇？我所造的只不过是向他供奉献
祭的场所罢了。
7 “现在，请你派⼀个技艺⾼超的
⼈来，他应该精于⾦银铜铁的制
作，会⽤紫⾊、兰⾊和红⾊的⽑线
纺织，擅⻓雕刻。请他到犹⼤和耶

*1:3⾼地崇拜上帝或假神的地⽅，这些地⽅通常在⼭丘或⼭上。
†1:4约柜内有刻有⼗条戒律的⽯板以及在⻄乃旷野期间证明上帝和以⾊列⼈同在的
⼀些其它东⻄。
‡1:6烧化祭也译为“燔祭”。
¶2:1圣殿耶路撒冷城内的特殊建筑，为犹太⼈崇拜。
§2:4⽉朔希伯来⽉的第⼀天，在这些⽇⼦⾥举⾏特殊的聚会崇拜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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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撒冷来，带领我⽗王选出的能⼯
巧匠们⼀起⼯作。 8我知道你们的
采伐⼯⼈技术⾼超，所以，请你从
黎巴嫩把⾹柏⽊、松⽊和檀⾹⽊运
到我这⾥来，我派⼈去协助你的⼯
⼈， 9让他们共同备好⼤量的⽊材，
因为我要建造的是⼀座巨⼤宏伟的
宫殿。 10我将供给你的⼯⼈2000吨
⼩⻨、2000吨⼤⻨、40万公升酒和
40万公升橄榄油。”
11推罗王希兰复函所罗门:
“因为主爱他的⼦⺠，所以他⽴你
做他们的王。 12赞颂归于主—以⾊
列的上帝，天地的创造者！他赐给
⼤卫王这样⼀个睿智的⼉⼦，聪明
⽽富于谋略，可以为主建造殿宇，
也为⾃⼰的王国建造宫室。 13现
在，我派⼀名技艺⾼超的⼈给你，
他的名字叫户兰。 14他的⺟亲是但
⼈，他的⽗亲是推罗⼈。他精于使
⽤⾦银铜铁以及⽯头和⽊材为材
料的各种⼯程，会⽤兰⾊、紫⾊和
红⾊的⽑线纺织，会⽤⿇纱裁剪，
擅⻓各类雕刻，能够实现任何给定
的设计⽅案。他将与你的⼯匠和你
的⽗王⼤卫王陛下的⼯匠们⼀起⼯
作。
15 “现在，请陛下将应允的⼩⻨、
⼤⻨、酒和橄榄油运给我们。 16我
们将在黎巴嫩⼭砍伐你所需要的
⽊材，扎成⽊排，从海路浮运到约
帕，你可以从那⾥把它们运到耶路
撒冷。”
17所罗门按照⼤卫王以前普查⼈⼝的
⽅法再次对侨居以⾊列的外族⼈进⾏
⼈⼝登记，共计有⼗五万三千六百⼈。
18他指派其中的⼋万⼈上⼭錾⽯，七万
⼈负责搬运，三千六百⼈监督⼯程的进
度。

所罗门建造圣殿

3所罗门的⽗亲⼤卫王已经选定耶路撒冷摩利亚⼭上耶布斯⼈亚劳拿的打⻨

场作为建造圣殿的地址。在那⾥，主曾
向⼤卫显现。
2所罗门王朝第四年⼆⽉，圣殿动⼯。

3圣殿的基础⻓27⽶，宽9⽶。 4圣殿前
的门廊与圣殿宽度相同，宽9⽶，⾼9
⽶，内部⽤纯⾦装贴。 5⼤殿以松⽊板
做墙围，敷以精⾦，饰以棕树和链⼦图
案。 6整个圣殿⽤宝⽯和巴⽡⾳*⾦装
饰， 7墙壁、门槛、房梁和门都⽤⾦装
贴，墙上雕刻有基路伯天使的图案。
8⾄圣所⻓9⽶，宽9⽶，与圣殿的宽度
相同。装贴⾄圣所的墙壁⽤精⾦20吨，
9⾦钉⼦⽤⾦570克。圣殿的上层建筑也
全部⽤⾦装贴。
10所罗门⼜命⼈造了⼀对包⾦的基路
伯，安放在⾄圣所⾥。 11‒13两个基路伯
并排站⽴，⾯对⼤殿，每个基路伯有两
只翅膀，每只翅膀⻓超过4⽶。两对翅
膀展开，各以⼀只翅膀在殿的中央相接
触，另外两只翅膀各⾃与两侧的墙壁相
接。总翼展横跨整个⾄圣所的宽度，约9
⽶。 14⾄圣所的帷幔⽤兰⾊、紫⾊、红
⾊的⽑线及⿇纱制成，上⾯织有基路伯
的图案。
15圣殿的正⾯⽴有两根柱⼦，每根⾼
15.5⽶，柱顶⾼2.2⽶， 16顶上装着交
织的链⼦，链⼦上悬挂着⼀百个⽯榴。
17两根柱⼦分别⽴在圣殿的南北两侧，
南边的⼀根命名为雅⽄，北边的⼀根命
名为波阿斯†。

圣殿内的摆设

4所罗门命⼈建造⼀座铜祭坛，⻓9⽶，宽9⽶，⾼4.5⽶， 2⼜命⼈铸造
⼀个巨⼤的铜缸，称之为“海”。铜海呈
圆形，直径4.5⽶，深2.2⽶，周⻓13.5
⽶。 3铜海边缘下⽅沿圆周铸有上下两
排公⽜图案，每个公⽜图案的宽度约5公
分。公⽜图案与铜海⼀体铸成。 4铜海安
放在⼗⼆头铜⽜的背上。铜⽜每三头为
⼀组，分别⾯向东南⻄北四个⽅向，⽜
尾指向铜海的中央。 5铜海厚7.5公分，

*3:6巴⽡⾳有⼤量的⻩⾦，可能位于俄斐⼭地。
†3:17波阿斯希伯来语似乎意为“⼒量在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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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与杯⼦的边缘相似，有如百合花。
铜海的容积约为6万公升。
6所罗门⼜命⼈制做⼗个洗濯⽤的铜
盆，放在铜海两侧，每侧5个。这些盆⽤
来清洗⽤于献烧化祭的祭牲肢体，⽽铜
海则⽤来供祭司沐浴。
7‒8⼈们⼜奉命按照规定的规格建造⼗
个⾦灯台和⼗张桌⼦，分放在圣殿的南
北两侧，还造了⼀百只⾦碗。 9他还建造
了祭司院及其庭院和庭院的⼤门，⼤门
⽤铜包裹。 10铜海安放在圣殿南侧的东
南⾓上。 11‒16他还造了锅、铲和碗。
⾄此，户兰完成所罗门王命他负责的
圣殿⼯程。他所造的器具如下: 两根⽴
柱，柱上的两个碗状的柱顶，两组盖住
柱顶的装饰⽹络，两组装饰⽹络所需的
四百个⽯榴，每组⽹络上各装有两排⽯
榴，作为碗状柱顶的饰物；洗濯盆及其
盆座，铜海和驮海的⼗⼆头铜⽜；锅、
铲、⾁叉及所有其它应⽤器具。所有这
⼀切都⽤光亮的铜制成。 17户兰奉王
的命令，在约旦平原的疏割和撒利但之
间，⽤粘⼟做模型铸成以上器具。 18由
于铸造的东⻄太多，⽆法确定确切的⽤
铜量。
19所罗门⼜命⼈制作圣殿内的各种⾦
器，包括: ⾦祭坛，陈设供饼的桌⼦；
20在内殿前点燃的纯⾦的灯台和灯盏，
21灯台上的花、灯、⽕钳； 22蜡剪、
碗、勺⼦、⾹炉。这些器具都是⽤纯⾦
制造的。此外，⼤殿的门和通向⾄圣
所*的门也是⽤⾦包裹的。

5所罗门王完成圣殿的所有⼯程之后，把⽗亲⼤卫王献给主的⾦银和其它物
品都搬进圣殿的库房⾥。

约柜抬进圣殿
2然后，所罗门王召集以⾊列全体⻓
⽼、各⽀派⾸领和所有的族⻓到耶路撒
冷来，准备把主的约柜从锡安的⼤卫城

请进圣殿。 3在七⽉节期†的时候，以⾊
列⼈会聚在所罗门王⾯前。
4所有的以⾊列⻓⽼到⻬之后，利未⼈
就抬起约柜。 5利未族的祭司们把主的
约柜和会帐以及会帐内的所有圣器都搬
进了圣殿。 6所罗门王和聚集在他⾝边的
全体以⾊列会众在约柜前献上了作为祭
品的⽜⽺，数不胜数。 7祭司们把主的约
柜搬进内殿，安放在⾄圣所内两个基路
伯‡的翅膀下⾯。 8基路伯展开的翅膀遮
住了约柜和抬约柜的杠⼦。 9杠⼦很⻓，
只有在内殿前的圣所才能看到杠⼦的末
端，从殿外⽆法看⻅。杠⼦⾄今仍留在
那⾥。 10约柜内除了摩⻄在何烈⼭放⼊
的两块⽯板¶外没有任何别的东⻄。何烈
⼭就是当年以⾊列⼈出埃及以后主与他
们⽴约的地⽅。
11然后，全体祭司退出圣所，他们不
分职务，都已经使⾃⼰归圣。 12所有司
掌⾳乐的利未⼈—亚萨、希幔、耶杜顿
和他们的⼉⼦及其族⼈都穿上⽩⾊亚⿇
⾐服，站⽴在祭坛的东侧，演奏铙钹和
竖琴，120名祭司同时吹响号筒。 13号
声和歌声和谐⼀致，在铙钹和其它乐器
的伴和声中，他们向主唱出赞美的颂辞:
“主⾄善⾄美，
他的慈爱永存！”
这时，云彩充满了圣殿， 14闪耀着主
的光辉§，以⾄祭司们⽆法继续执礼。

6所罗门说: “主说，他要住在浓密的⿊云⾥。 2⽽我已经为你建造了⼀座宏
伟的殿宇，作为你永久居住的居所。”

所罗门的演讲
3以⾊列的全体会众都站在那⾥，所罗
门王转过⾝来，为他们祝福。 4他说:
“赞颂归于主—以⾊列的上帝！他
信守向我⽗王⼤卫所作的应许，他
曾对⼤卫说: 5 ‘⾃从我把我的⼦⺠带
出埃及以来，没有选定任何⼀个以

*4:22⾄圣所放主的约柜的内室，也称“圣之圣”，是上帝居住和受崇拜的地⽅。
†5:3七⽉节期这⾥指的可能是住棚节。
‡5:7基路伯来⾃上帝的特殊的天使，这些天使的塑像也在约柜上。
¶5:10两块⽯板上帝在它们上⾯写下了⼗条诫命。
§5:14主的光辉当上帝向⼈们显⽰时，上帝⽤的形式之⼀，尤如耀眼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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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派的城⾢作为建造我的圣殿
的场所，也没有拣选任何⼈来治理
我的⼦⺠。 6现在，我选定耶路撒冷
作为我的居留之处，拣选你—⼤卫来
治理我的⼦⺠。’
7 “我的⽗王⼤卫本想为主—以⾊列
的上帝建造圣殿， 8可是主对他说:
‘你想要奉我的名建造圣殿，我知道
这出⾃你的⾄诚。 9然⽽，你不是为
我建造圣殿的⼈选，你的嫡亲之⼦
才是为我建殿之⼈。’ 10现在，主已
经实现了他的诺⾔。我遵照主的意
志继承了我⽗亲的王位，⼜为主—以
⾊列的上帝建造了圣殿。 11我把主
的约柜安放在圣殿中，约柜⾥放着
主与以⾊列⼈⽴的约。”

所罗门的祷词
12所罗门在全体以⾊列会众⾯前站到
主的祭坛前，伸出双⼿。 13他曾命⼈
做了⼀个铜台，放在院⼦的中央。铜台
⻓2.2⽶，宽2.2⽶，⾼1.3⽶。他站到铜
台上，当着全体以⾊列会众的⾯跪了下
来，向天举起了双⼿。 14他祷告说:
“主啊，以⾊列的上帝，天地之间
没有神明可以与您相⽐！您的⼦⺠
⼀⼼⼀意遵⾏您指引的路。因此，
您信守与他们⽴的约，向他们显⽰
了您不变的爱。 15您信守对我⽗亲
⼤卫的应许，⾔出必诺。今天，您
已经实现了您所应许的⼀切。 16主
啊，以⾊列的上帝，您曾对我的⽗
亲⼤卫说: ‘只要你的后代像你⼀样
谨慎⾏事，遵⾏我的律法，他们就
能在我的庇护下世代为王。’求您信
守您的应许。 17主啊，以⾊列的上
帝，愿您向⼤卫许下的诺⾔成为现
实。
18 “然⽽，上帝真的要与地上的
⼈住在⼀起吗？诸天之极尚不知
您之⼤，我所造的这座殿宇何其渺
⼩！ 19主啊，我的上帝，我是您的
仆⼈，求您垂听我的祷告，求您垂
听我对您的慈爱的祈求。 20愿您⽇
夜看顾这圣殿，这是您应许供奉您
的名的地⽅，愿您垂听您的仆⼈向

它所做的祈祷。 21当您的仆⼈和您
的⼦⺠向它祈祷的时候，求您从天
上的居所垂听他们；当您听到的时
候，求您赦免他们。
22 “当有⼈被控对他⼈犯了罪，
他要到这⾥来在您的祭坛前起誓。
23求您从天上垂听并付诸⾏动，
审判您的仆⼈。有罪的，要⾃⾷恶
果；⽆罪的，要还以清⽩。
24 “当您的以⾊列⼦⺠因得罪您⽽
被仇敌打败的时候，如果他们弃恶
从善，承认您的圣名，到这⾥来向
您祷告，向您呼求， 25求您从天上
垂听他们，饶恕他们的罪，把他们
领回到您赐给他们和他们祖先的⼟
地上来。
26 “当您的⼦⺠得罪了您，因⽽
久旱不⾬的时候，如果您的⼦⺠
因您降下的天祸⽽警醒知罪，诚⼼
悔悟，到这⾥来祷告，承认您的圣
名， 27求您从天上垂听他们，饶恕
他们的罪。求您指给他们应当遵循
的⽣活之路，求您把⾬降到你赐给
他们的⼟地上。
28 “当国中有饥荒、瘟疫、⼲旱、
霉病和蝗⾍等天灾或遭仇敌围困，
或遭遇其它灾祸的时候， 29您的以
⾊列⼦⺠中有⼈内⼼忧伤愁苦，在
这⾥向您伸出双⼿呼求祷告， 30求
您从天上的居所垂听他们，饶恕他
们，按照他们各⾃的⾏为对待他
们。因为您洞察每个⼈的⼼。 31这
样，好让您的⼦⺠在您赐给他们祖
先的⼟地上永远敬畏您，谨守您的
训诲。
32 “外族⼈不属于您的⼦⺠。然⽽
当他们仰慕您的名声、⼤能和从⾼
天伸出的随时准备应验的⼿，从远
⽅⽽来，在这⾥向您祷告的时候，
33求您从天上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祈
求和祷告，成全他们的⼼愿，好让
世上的万⺠都像您的以⾊列⼦⺠⼀
样敬畏您，尊崇您的圣名，使他们
知道我所建造的这座圣殿就是敬拜
您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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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当您的⼦⺠奉您的差遣出发征
战在外，⽆论何时何地，他们向着
您所拣选的这座城和我为您所建造
的这座圣殿祷告的时， 35求您从天
上垂听他们的祈求，使他们克敌致
胜。
36 “当您的⼦⺠得罪了您的时候
（因为世上没有不犯罪的⼈），您
对他们发怒，把他们交到他们仇敌
的⼿中，仇敌把他们掳到或远或近
的地⽅。 37如果他们在沦落之地诚
⼼悔悟，向您恳求说: ‘我们知罪了！
我们确实做过邪恶的事。’ 38如果他
们在囚禁之地⼀⼼⼀意地归依您，
向着您赐给他们祖先的⼟地，向着
您所拣选的这座城，向着我为您所
建造的这座圣殿祷告， 39求您从天
上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和祈求，
饶恕您的这些犯了罪的⼦⺠，成全
他们的⼼愿。 40我的上帝啊，求您
睁眼观看，求您侧⽿倾听，求您垂
顾在这⾥奉上的祷告。

41 “主上帝啊，求您起来，
与您的⼤能的约柜⼀起进⼊您的安息之
所；

主上帝啊，
愿您的祭司彰显您的救恩，
愿您的⼦⺠因您的恩惠⽽欢欣；
42主上帝啊，
不要抛弃您所选⽴的受膏者，
求您永记您的仆⼈⼤卫的忠诚。”

向主奉献圣殿

7所罗门王祷告完毕，有⽕从天上降下来，烧尽了烧化祭和其它祭物。主的
光辉充满了圣殿， 2祭司因此⽆法进⼊圣
殿。 3以⾊列⼈看⻅⽕从天⽽降，⼜看⻅
主的光辉充满圣殿，⼀起俯伏在铺⽯的
地上向主敬拜称谢，同声赞颂主:
“主⾄善⾄美，
他的慈爱永存！”
4所罗门王和全体⺠众向主献祭。 5所
罗门王献了两万两千头⽜和⼗⼆万只
⽺，向上帝的圣殿⾏奉献礼。 6祭司们站
在指定的位置，利未⼈站在他们对⾯，
奏起当年⼤卫王为赞颂主—因为主的慈

爱是永存的—⽽设的乐器。这时，全体
⺠众站⽴，祭司们吹起号。
7所罗门把圣殿前⾯院⼦的中央部分归
圣，在那⾥献上烧化祭、素祭和平安祭
的脂油，因为他造的铜祭坛容纳不了这
么多的祭物。
8所罗门和全体以⾊列会众守节七天。
从哈⻢隘⼝直到埃及季节河，成千上万
的以⾊列⼈都与所罗门⼀同守节。 9第⼋
天，他们举⾏圣会，他们⽤了七天的时
间为祭坛归圣⾏奉献礼，⼜⽤了七天的
时间守节。 10七⽉⼆⼗三⽇，所罗门遣
散⺠众回家。⼈们感谢王，然后各⾃返
回家乡。⼈们都兴⾼采烈，因为主赐福
给⼤卫王和他的⼉⼦所罗门，也赐福给
他的以⾊列⼦⺠。

主向所罗门显现
11所罗门建造好了圣殿和王宫，顺利
地完成他所筹划的⼀切。 12主在夜间向
他显现，说:
“我已经听⻅你的祷告，我选定
这⾥作为向我献祭的殿宇。 13当我
使天不降⾬，或使蝗⾍成灾，或使
瘟疫流⾏在我的⼦⺠中间的时候，
14只要我的⼦⺠谦卑地向我祷告，
向我求助，并且悔改他们的邪恶
⾏为，我就会从天上垂听他们，饶
恕他们的罪，使他们的⼟地繁荣起
来。 15我会看顾这圣殿，垂听在这
⾥献上的祷告。 16因为我已经选定
了它，已经使它归圣，我的名永在
其中。我的眼和我的⼼也会常常降
临在那⾥。 17你必须像你的⽗亲⼤
卫⼀样忠⼼侍奉我，你必须谨守我
的律法，做我命令你做的⼀切。如
果你遵⾏我的命令，谨守我的律法
和诫命， 18我必使你的王权巩固，
正如我对你⽗亲⼤卫的应许: ‘你不
会失望，你的后代将永远统治以⾊
列。’
19 “但是，如果你们背弃我颁给
你们的律法和诫命，转⽽去侍奉崇
拜其他异神， 20我就要把你们从我
赐给你们的⼟地上剪除掉，并舍弃
掉这座我曾为我的名使之归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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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宇，使它成为列国讥讽的笑柄。
21尽管现在这座殿宇宏伟壮观，将
来路⼈到了这⾥都会惊愕不已，问:
‘主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这个国家和
这座殿宇？’ 22⼈们会回答: ‘因为他
们背弃了主，他们祖先的上帝。主
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他们却追随
了别的神明，崇拜并侍奉它们，因
此，主把这⼀切灾祸降在了他们的
⾝上。’”

所罗门建⽴的城市

8所罗门⽤了⼆⼗年的时间建成圣殿和⾃⼰的王宫， 2⼜重建了希兰王赠送
的城⾢，把以⾊列⼈安顿在这些城⾥。
3所罗门进攻并占领了哈⻢和琐巴地区，
4在旷野⾥修筑了达莫城，在哈⻢境内修
筑了全部积货城。 5他把上伯和仑和下伯
和仑改建成有城墙、城门和门栓的设防
城， 6⼜重建了巴拉城、各积货城和屯兵
城，并完成了计划在耶路撒冷、黎巴嫩
和国内各处修建的所有⼯程。
7‒8⼀些⾮以⾊列⼈留了下来，他们是
赫⼈、亚摩利⼈、⽐利洗⼈、希未⼈和
耶布斯⼈。以⾊列⼈当年没有将他们全
部除尽，但所罗门强征他们为⾃⼰做苦
役。他们的后代⾄今仍然在做苦役。 9所
罗门没有让任何以⾊列⼈做苦役，⽽让
他们做他的⼠兵、政府官员、军官、指
挥官、⻋兵⻓和骑兵⻓，组成他的精锐
部队， 10还有⼆百五⼗名⼤⾂担任监⼯
官员。
11所罗门把法⽼的⼥⼉从⼤卫城迁到
为她新建的宫⾥。他说: “我的妻⼦不该
住在以⾊列王⼤卫的宫⾥，因为约柜停
留过的地⽅都是神圣的。”
12所罗门在圣殿门廊前⾯他所造的祭
坛上向主献上烧化祭。 13根据摩⻄的规
定，在安息⽇、新⽉节*和三个年节—除
酵节、收获节和住棚节†，要向主献上规
定的祭品。 14所罗门按照⽗亲⼤卫的规

定分派了各班祭司的职责，指派利未⼈
唱赞美诗并协助祭司的⽇常事务，⼜任
命了各门的守卫，⼀切都遵照圣⼈⼤卫
的命令执⾏。 15⼤卫王对祭司和利未⼈
有关库房和其它⼯作的指⽰，也都⼀⼀
照办。
16所罗门的计划进展顺利，从圣殿奠
基到整体完⼯，⼀切都如期完成。⾄
此，圣殿⼯程完成了。
17所罗门王还在红海岸边以东地区以
禄附近的以旬迦别制造了船只。 18希
兰王派遣负责海事的官员率领配备有
船员的船队，和所罗门的部下⼀起直驶
俄斐‡，从那⾥运回进贡给所罗门王的
15000公⽄⻩⾦。

⽰巴⼥王访问所罗门

9⽰巴⼥王听到所罗门的盛名，专程来到耶路撒冷，要⽤难题考验所罗门。
她带来⼤批扈从，⼀⼤队骆驼驮着⾹
料、珠宝和⼤量⻩⾦。她⻅到所罗门，
把所能想到的问题都向所罗门提了出
来。 2所罗门⼀⼀作答，没有⼀个问题
能难倒他。 3⽰巴⼥王为所罗门的智慧所
折服，⼜亲眼看到他的豪华的王宫， 4酒
席上的珍馐美味；群⾂分列⽽坐，侍从
和侍酒官⾐饰整肃；⼜⻅到所罗门向主
献的烧化祭，她惊讶万分。
5她对所罗门说: “看来我在本国听到
的有关您的事迹和您的智慧都是千真万
确的。 6这⼀切如果不是亲眼看到简直
难以置信。我原先听到的有关您的智慧
的传闻还不及您的⼀半，您的智慧远远
胜过这些传说。 7您的妃嫔⾂⼦多么有
福⽓啊！他们可以经常在您⾯前聆听您
的智慧的训诲。 8愿赞颂归于主—您的
上帝！他喜爱您，把您安置在他的宝座
上，让您为主—您的上帝执掌王权。您
的上帝喜爱以⾊列，他要永远保护他的
⼦⺠，因此，他⽴您做他们的王，以维
护正道，伸张正义。”

*8:13新⽉节希伯来⽉的第⼀天，在这些⽇⼦⾥举⾏特殊的聚会崇拜上帝。
†8:13 住棚节也称“疏割节”、“帐篷节”或“收藏节”。在古代以⾊列，犹太⼈在这天
前往耶路撒冷，住在帐篷或临时搭起的棚⼦⾥，以缅怀他们在⻄乃旷野⾥的⽇⼦。
‡8:18俄斐出产⼤量的⻩⾦，现⽆⼈知道它曾在的确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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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巴⼥王把带来的礼物赠送给所罗门
王:有⼤约4000公⽄⻩⾦和⼤量的珠宝及
⾹料。从没有⼈像⽰巴⼥王那样赠给所
罗门王如此之多的⾹料。 10希兰王和所
罗门的官员从俄斐运来⻩⾦，也运来了
檀⾹⽊和珠宝。 11所罗门⽤这些檀⾹⽊
制作圣殿和王宫的阶梯，也为乐师制作
竖琴。在犹⼤地从未⻅过这样珍贵的⽊
料。
12所罗门王回赠给⽰巴⼥王更加丰厚
的礼物，凡是她属意的和要求的，所罗
门王都赠送给了她。然后，⼥王率领扈
从返回本国。

所罗门的巨⼤财富
13所罗门王的岁⼊为23000公⽄⻩⾦，

14此外，还有商⼈交纳的税。阿拉伯诸
王和各地⽅⻓官也要向他进贡⾦银。
15所罗门王命⼈打制了200⾯⼤⾦盾
牌，每⾯⽤⾦约7公⽄； 16 300⾯⼩⾦盾
牌，每⾯⽤⾦超过3公⽄。他把这些盾牌
都放在黎巴嫩林宫⾥。
17所罗门王⼜⽤象⽛造了⼀个⼤宝
座，以纯⾦包裹。 18宝座的前⾯有六
层阶梯，宝座的后背是圆的。宝座的两
旁有扶⼿，扶⼿两旁各⽴着⼀只狮⼦。
19另外⼗⼆只狮⼦分⽴在阶梯的两旁，
每层阶梯的两端各⽴⼀只。任何其它王
国都不曾有过这样的宝座。
20所罗门王的酒杯都是⾦的，所有黎
巴嫩林宫内的⽇常⽤具也是⾦的，没有
⼀样是⽤银制作的。在所罗门王年代，
银⼦被认为是不值钱的东⻄。 21所罗门
王拥有⼀⽀商船队，由希兰王的⽔⼿驾
驶。船队每三年返航⼀次，带回⻩⾦、
⽩银、象⽛以及猿猴和孔雀。
22所罗门王是全世界最富有、最具智
慧的君王。 23各国国王都想与他会⾯，
聆听主赐给他的智慧。 24年复⼀年，来
访的宾客络绎不绝，⼈们都带来礼物，
有⾦银器⽫、⾐服、武器、⾹料、⻢匹
和骡⼦等。
25所罗门王有四千座⻢棚存放战⻋和
⻢匹，有⼀万⼆千名骑兵。他把其中⼀
部分留在耶路撒冷亲⾃统帅，其余的分
驻在各屯兵城⾥。 26从幼发拉底河到⾮

利⼠和埃及边境这⼀地区内的各国国王
都向他俯⾸称⾂。 27在所罗门王年代，
耶路撒冷城内的银⼦像⽯头⼀样普通，
⾹柏⽊多得像⼭脚边的桑树。 28所罗门
从埃及和其他国家进⼝⻢匹。

所罗门之死
29所罗门⼀⽣的事迹都记载在《先知
拿单史》，《⽰罗⼈亚希雅预⾔书》和
《先知易多论尼⼋的⼉⼦耶罗波安默⽰
书》中。 30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做王统治
以⾊列四⼗年， 31死后葬在⼤卫城，与
祖先葬在⼀起。他的⼉⼦罗波安继位为
王。

罗波安的愚蠢⾏为

10全体以⾊列⼈准备在⽰剑拥⽴罗波安即位，因此，罗波安到了⽰
剑。 2尼⼋的⼉⼦耶罗波安曾因躲避所罗
门王⽽逃到埃及。他听到消息，就从埃
及赶回来。 3北⽅⽀派派⼈把他请来，同
他⼀起去⻅罗波安，说: 4 “陛下，您的⽗
王所罗门加给我们的负担太重了。如果
您减轻我们的劳役和负担，我们⼀定拥
戴您。”
5罗波安说: “你 们 三天以后再来
吧。”于是他们离开了。
6罗波安王征询⼏位先王⽼⾂的意⻅，
问他们: “你们认为我应该怎样答复他
们？”
7这⼏位⽼⾂答道: “陛下，如果您能对
这些⼈慈爱为怀，好⾔抚慰，他们⼀定
会成为您忠⼼的⾂仆。”
8然⽽，罗波安听不进这些元⽼的劝
告，⼜去征求那些和他⼀起⻓⼤的年轻
伙伴的意⻅，这些年轻⼈现在是他的⾂
属。 9他问他们: “你们有什么好主意？那
些⼈对我说: ‘求您减轻您⽗亲加给我们的
重轭吧。’我该怎样回答他们？”
10罗波安的这些⼉时伙伴们答道: “你
告诉这些⼈: ‘我的⼩姆指⽐我⽗亲的腰还
粗！ 11我⽗亲加给你们重轭，我加给你
们的负担还要重！他⽤⽪鞭管教你们，
我却要⽤蝎尾鞭管教你们！’”
12三天以后，耶罗波安和他的族⼈如
约来⻅罗波安。 13‒14罗波安不听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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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劝告，却按照那些年轻⼈的话厉声训
斥他们，说: “我的⽗亲加给你们重轭，
我加给你们的负担还要重！我⽗亲⽤
⽪鞭管教你们，我却要⽤蝎⼦鞭管教你
们！” 15罗波安王不理会⺠众的要求，因
为这⼀切本出⾃上帝的安排，为的是要
实现主藉⽰罗⼈亚希雅先知对尼⼋的⼉
⼦耶罗波安说的话。
16以⾊列⼈⻅王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就对王喊:
“⼤卫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耶⻄的⼉⼦给了我们什么好处？
以⾊列⼈啊，都回家去吧！
让⼤卫家⾃⼰顾⾃⼰吧！”
于是，以⾊列⼈都四散回家了。 17罗
波安所能统辖的仅限于犹⼤境内的以⾊
列⼈。
18罗波安派出的劳⼯总管亚多兰被以
⾊列⼈⽤⽯头打死，罗波安王闻讯急忙
坐战⻋逃回耶路撒冷。 19从此，以⾊列
北⽅⺠众⼀直反叛⼤卫家族*。

11罗波安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召集犹⼤⽀派和便雅悯⽀派军队⼗⼋
万⼈，准备对北⽅以⾊列⼈⽤兵，重新
恢复罗波安王朝的统治。 2主对圣⼈⽰玛
雅说: 3 “你去告诉所罗门的⼉⼦，犹⼤王
罗波安，也转告所有犹⼤⽀派和便雅悯
⽀派的以⾊列⼈: 4 ‘主是这样说的:不要去
攻打你们的兄弟，都回家去吧！因为这
⼀切都出⾃我的安排。’”
⼈们听从主的命令，没有去攻打耶罗
波安。

罗波安使犹⼤强⼤起来
5罗波安建都耶路撒冷，在犹⼤境内筑
城设防。 6他加固伯利恒、以坦、提哥
亚、 7伯夙、梭哥、亚杜兰、 8迦特、玛
利沙、⻄弗、 9亚多莱⾳、拉吉、亚⻄
加、 10琐拉、亚雅仑和希伯仑诸城，使
它们成为犹⼤和便雅悯境内的设防城。
11他巩固了这些城的城防，为每座城派
驻指挥官，并向这些城提供粮⾷、橄榄
油和酒， 12同时在各个城内储备盾牌和
枪⽭等武器，使每座城都有很强的战⽃

⼒。就这样，罗波安控制了犹⼤和便雅
悯。
13以⾊列各地的祭司和利未⼈都来投
奔罗波安。 14利未⼈甚⾄抛弃了⾃⼰的
牧场和财产到耶路撒冷来投靠罗波安，
因为耶罗波安和他的⼉⼦们不再承认他
们作为主的祭司的⾝份。
15耶罗波安为邱坛、⼭⽺⿁和⾃⼰造
的⽜犊偶像指派他⾃⼰的祭司。 16各⽀
派中决⼼寻求主—以⾊列的上帝的⼈纷
纷追随利未⼈来到耶路撒冷，向主—他
们祖先的上帝献祭。 17他们的到来巩固
了犹⼤国，⽀持了罗波安的王权，使他
强盛三年之久，因为在这期间，⼈们仍
然遵⾏⼤卫和所罗门的训诲。

罗波安的家族
18罗波安的妻⼦是玛哈拉。玛哈拉是
耶利摩的⼥⼉，⼤卫的孙⼥。她的⺟亲
是亚⽐孩。亚⽐孩是以利押的⼥⼉，耶
⻄的孙⼥。 19罗波安与玛哈拉⽣了三个
⼉⼦: 耶乌施、⽰玛利雅和撒罕。 20以
后，罗波安⼜娶了押沙⻰的⼥⼉玛迦，
他们⽣了四个孩⼦: 亚⽐雅、亚太、细
撒和⽰罗密。 21罗波安⼀共有⼗⼋个
王妃，六⼗个侧妃，⼆⼗⼋个⼉⼦和六
⼗个⼥⼉。在所有的妃嫔中，他最爱玛
迦。
22罗波安把玛迦的⼉⼦亚⽐雅⽴为太
⼦，让他继承王位。 23罗波安深谋远
虑，把⼉⼦们分派到犹⼤和便雅悯各
地，驻守在各设防城内。他给他们提供
充⾜的供给，为他们娶了许多妻妾。

埃及王⽰撒攻打耶路撒冷

12罗波安巩固⾃⼰的王位以后，他和追随他的以⾊列⼈就离弃了主
的律法。
2由于他们对主不忠，在罗波安王五
年，埃及王⽰撒攻打耶路撒冷。 3⽰撒王
率领⼀千两百辆战⻋、六万骑兵以及⽆
数的兵⼠，包括利⽐亚⼈、苏基⼈和古
实⼈的军队，兵出埃及， 4攻取了犹⼤的
各设防城，直逼耶路撒冷。

*10:19⼤卫家族⼤卫家族曾属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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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先知⽰玛雅来⻅罗波安和因躲避⽰撒
⽽聚集到耶路撒冷来的犹⼤⾸领们，对
他们说: “主是这样说的: ‘你们背弃了我，
所以，我抛弃你们，把你们交到⽰撒的
⼿中。’”
6王和⾸领们承认⾃⼰犯了罪，说: “主
是公正的。”
7主看⻅他们⾃认有罪，就对⽰玛雅
说: “既然他们已经知罪，我就不再灭绝
他们。相反，我要在不久的将来拯救他
们。我的怒⽓不再藉⽰撒向耶路撒冷发
作。 8然⽽，他们要成为⽰撒的⾂仆，那
时他们就会知道，服侍我与服侍外邦的
君主有什么不同。”
9埃及王⽰撒进攻耶路撒冷，掠⾛圣殿
和王宫⾥的所有珍宝，包括所罗门造的
⾦盾牌。 10罗波安⽤铜盾牌替补那些⾦
盾牌，把它们交给王宫的守卫⻓管理。
11每当王去圣殿的时候，侍卫们就拿着
铜盾牌跟随左右，回来后再把它们放回
守卫室。
12由于罗波安谦卑地向主谢罪，主的
怒⽓消散了，他没有被彻底剪灭，犹⼤
国的国势也有所好转。
13罗波安在耶路撒冷巩固了⾃⼰的地
位并保住了⾃⼰的王权。他四⼗⼀岁登
基，在耶路撒冷统治了⼗七年。耶路撒
冷是主从全以⾊列选出来奉他的名的
城。罗波安的⺟亲是亚扪⼈拿玛。 14罗
波安做了邪恶的事，因为他没有⼀⼼⼀
意地寻求主。
15罗波安⼀⽣的事迹和他的家谱都
记载在《先知⽰玛雅史》和《先知易多
史》中。罗波安和耶罗波安之间战事不
断。 16罗波安死后葬在⼤卫城的王室墓
⾥，他的⼉⼦亚⽐雅继位为王。

犹⼤王亚⽐雅

13耶罗波安王朝⼗⼋年，亚⽐雅即位犹⼤王。 2亚⽐雅在位三年，
建都耶路撒冷。他的⺟亲是玛迦。玛迦
是基⽐亚⼈乌列的⼥⼉。亚⽐雅和耶罗
波安之间爆发战争。 3亚⽐雅率领四⼗万
能征惯战的将⼠与耶罗波安的⼋⼗万⼤
军交战。

4亚⽐雅在以法莲⼭区的洗玛脸⼭上喊
话。他说: “耶罗波安和全体以⾊列⼈，
你们听着！ 5难道你们不知道主—以⾊列
的上帝已经与⼤卫⽴下了永远不变的约
了吗？主已经把以⾊列的王位永久地赐
给⼤卫和他的⼦孙后代。 6⽽尼⼋的⼉
⼦耶罗波安，这个⼤卫之⼦所罗门王昔
⽇的属下，竟背叛他的主⼈， 7纠集⼀批
⽆赖和恶棍，对抗所罗门王的⼉⼦罗波
安。那时罗波安还幼弱，不知所措，没
有⾜够的⼒量制裁他们。
8 “现在，你们⼜试图攻击主赐给⼤卫
后代的王国。不错，你们有⼀⽀⼤军，
还有耶罗波安铸造的⾦⽜犊做你们的
神。 9然⽽，难道不是你们赶⾛了主的
祭司亚伦的后代和利未⼈，效仿异族⾃
⼰封⽴祭司吗？任何⼈牵来⼀头公⽜犊
和七只公⽺，就可以成为你们所谓神明
的祭司。
10 “但是，主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没有
离弃他。亚伦的后代依然供职祭司，由
利未⼈协助他们。 11每天的早晨和晚
上，他们都要向主焚⾹敬拜，献上烧化
祭。他们在洁净的桌上献上供饼，晚上
点亮⾦灯台上的灯。我们谨守着主—我
们上帝的诫命，⽽你们却离弃了他。
12上帝与我们同在，他是我们的⾄⾼
者，他的祭司就要向你们吹响战⽃的号
声。以⾊列⼈啊，不要跟主—你们祖先
的上帝争战！你们是⽆法取胜的！”
13当时，耶罗波安派⼀部分军队埋伏
在犹⼤军队的后⾯，⾃⼰则率军从正⾯
进攻。 14犹⼤⼈发现⾃⼰腹背受敌，就
向主呼求。祭司们吹起号， 15犹⼤⼈发
出⼀⽚战⽃的呼喊，主就在这喊杀声中
把耶罗波安和以⾊列⼈交到亚⽐雅和犹
⼤⼈的⼿⾥。 16以⾊列⼈败退了。 17亚
⽐雅和他的军队重创以⾊列军，五⼗万
以⾊列精兵被歼。 18在这次战争中，以
⾊列⼈⼀败涂地，犹⼤⼈则⼤获全胜。
因为犹⼤⼈信靠主—他们祖先的上帝。
19亚⽐雅追击耶罗波安，夺取了伯特
利、耶沙拿、以弗仑诸城及其附近的村
镇。
20亚⽐雅在位期间，耶罗波安始终没
能再起。主打击他，他就死了。 21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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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逐渐强盛。他有⼗四个王妃，⼆⼗⼆
个⼉⼦和⼗六个⼥⼉。 22亚⽐雅的其
它事迹和⾔⾏都记载在《先知易多史》
中。

14亚⽐雅死后葬在⼤卫城的王室墓⾥，他的⼉⼦亚撒继位为王。亚
撒在位期间，国家享了⼗年太平。

犹⼤王亚撒
2亚撒按照主的意志⼒⾏善事，⾏为正
直。 3他拆掉异族的祭坛和邱坛，打碎⽯
像，砍倒亚舍拉柱像*。 4他命令犹⼤⼈
寻求主—他们祖先的上帝，谨守他的律
法和诫命。 5他废除犹⼤各城中的邱坛
和⾹坛。他在位期间，国家平安⽆事。
6他加固犹⼤各城的城防，国家多年⽆战
事，因为主把太平赐给了他。
7他对犹⼤⼈说: “我们要把这些城修
好，要筑起城墙，要修造城楼、城门和
门栓。这⼟地依然是属于我们的，因为
我们⼀直寻求主。我们寻求他，他就赐
给我们四境太平。”他们顺利地修好了各
个城池。
8亚撒王的军队包括三⼗万装备⼤盾牌
和枪⽭的犹⼤⼈和⼆⼗⼋万装备⼩盾牌
和⼸箭的便雅悯⼈。他们都是英勇的战
⼠。
9古实王谢拉率⼤军⼀百万和战⻋三
百辆进兵玛利沙，向犹⼤⼈挑战。 10亚
撒率军迎战。双⽅在玛利沙附近的洗法
⾕摆下阵势。 11亚撒向主—他的上帝祷
告: “主啊，只有您能扶助弱⼩，对抗强
敌。主啊，求您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信
靠您。我们奉您的名来出战这强⼤的敌
军。您是我们的上帝，不要让世间的⼈
胜过您。”
12主使古实⼈败在亚撒和犹⼤⼈⾯
前。古实⼈败退了。 13亚撒率军追击
他们，⼀直追杀到基拉⽿。⽆数古实⼈
丧⾝疆场，他们被主和主的军队彻底粉
碎。犹⼤⼈缴获⼤量的战利品。 14他们
毁灭了基拉⽿周围所有的村庄，把它们
劫掠⼀空，因为这些富饶村庄⾥的⼈们
都被主吓坏了。 15他们⼜攻击牧⼈的营

地，夺⾛了⼤群的绵⽺、⼭⽺和骆驼。
然后，犹⼤⼈返回了耶路撒冷。

亚撒王的转变

15上帝的灵降在俄德的⼉⼦亚撒利雅的⾝上。 2他去⻅亚撒王，对
他说: “亚撒王和所有犹⼤、便雅悯的⼈
啊，你们要来听我的话！只要你们顺
从主，主必与你们同在；只要你们寻求
主，你们就能找到他。但是，如果你们
离弃主，主也必离弃你们。 3以⾊列久
已没有真神，没有训导的祭司，没有律
法。 4然⽽，当他们陷⼊灾难的时候，他
们就⼜转向主—以⾊列的上帝。他们寻
求他，他就让他们找到他。 5在那些年⽉
⾥，道途不宁，各地的⼈⺠都处在⼤动
乱之中。 6⼀国被另⼀国吞并，⼀城被另
⼀城夷平，这本是上帝把种种灾难降在
他们的⾝上。 7⾄于你们，你们⼀定要坚
定，决不可动摇，你们的⾟劳⼀定会得
到奖赏。”
8亚撒听到俄德的⼉⼦亚撒利雅的预
⾔，受到⿎励，他把犹⼤和便雅悯境内
的偶像以及在以法莲⼭区占领的各城⾥
的偶像都尽数除掉，修复了圣殿门廊前
的祭坛。
9许多以法莲⼈、玛拿⻄⼈和⻄缅⼈看
⻅主—他们的上帝与亚撒同在，纷纷从
以⾊列国前来投奔亚撒，定居在他的国
中。就这样，亚撒的⾝边聚集了全部犹
⼤⼈和便雅悯⼈以及移居在他们中间的
⼈，绝⼤部分以⾊列⼈都归到亚撒的麾
下。
10亚撒王朝第⼗五年三⽉，亚撒把所
有的⺠众都召集到耶路撒冷。 11那天，
他们⽤掳回的战利品中的七百头⽜和七
千只⽺向主献祭。 12他们订⽴誓约，要
全⼼全意地寻求主—他们祖先的上帝，
13⽆论男⼥⽼幼，凡离弃主的⼈，必须
被处死。 14他们吹起号⾓，在主的⾯前
⾼声宣誓。 15全犹⼤的⼈都为此兴⾼彩
烈。由于他们以诚⼼⽴誓，真切地寻求
主，主让他们找到了他，赐给他们四境
太平。

*14:3亚舍拉柱像曾被⽤于荣誉亚舍拉⼥神，⼈们认为她能给他们众多的⼉⼥。



历代志下15:16 11 历代志下17:14

16亚撒王废黜他的祖⺟玛迦的太后
位，因为她造了可憎的亚舍拉偶像*。
亚撒把偶像砍倒，劈碎，丢在汲沦⾕中
烧毁。 17虽然亚撒没有毁掉以⾊列所有
的邱坛，但他⼀⽣始终⼀⼼⼀意地忠于
主。
18他把⾃⼰和⽗亲奉献的⾦银和各种
器具都放⼊圣殿⾥。 19直到亚撒王朝第
三⼗五年，犹⼤国⼀直没有战事。

亚撒王的暮年岁⽉

16亚撒王朝第三⼗六年，以⾊列王巴沙侵犯犹⼤。他在拉玛筑垒设
防，不准任何⼈出⼊犹⼤王亚撒的国
⼟。 2于是，亚撒拿出圣殿和王宫库房⾥
的所有⾦银，派官员带着去⼤⻢⼠⾰⻅
亚兰王便哈达。便哈达是希旬的孙⼦，
他伯利们的⼉⼦。亚撒传信对便哈达说:
3 “我们的⽗辈曾⽴过盟约，让我们也订
⽴盟约吧。瞧，这些⾦银是送给你的礼
物。请你废除与以⾊列王巴沙的盟约，
这样他就会从我那⾥撤兵了。”
4便哈达与亚撒王达成协议，他派兵遣
将，攻打以⾊列的城镇以云、但、亚伯
玛迦，以及所有在拿弗他利境内的积货
城。 5巴沙得到消息，停⽌修建拉玛城
堡，舍弃原先的计划。 6亚撒王向全体犹
⼤⼈发布命令，让他们把巴沙⽤于修筑
拉玛城的⽯块⽊料都运回去，任何⼈不
得例外。亚撒王⽤这些材料在便雅悯境
内建造了迦巴和⽶斯巴。
7当时，先知哈拿尼去⻅犹⼤王亚撒，
对他说: “由于你仰仗亚兰王⽽不是依赖
主—你的上帝，所以，亚兰王的军队从
你的⼿中逃脱了。 8当初古实和利⽐亚⼈
的兵⻢不也是声势浩⼤吗？可是你信靠
主，他就把他们交在你的⼿⾥。 9主的视
线遍察全世界，寻找内⼼忠于他的⼈，
以便能使他们强壮。你这件事做得太不
明智了。从今以后，战祸要降在你的⾝
上。”

10亚撒听完⾮常恼怒，他把先知哈拿
尼关⼊监狱。从那时起，他开始虐待⼀
部分⺠众。
11亚撒⼀⽣的事迹都记载在《犹⼤和
以⾊列列王史》中。 12亚撒王朝第三⼗
九年†，他患了严重的脚病。即便对于
⾃⼰的病，他也只访医求药，⽽不寻求
主的帮助。 13他死于亚撒王朝第四⼗⼀
年，葬在⼤卫城。 14⼈们把他放⼊他为
⾃⼰事先錾好的墓⾥，在灵床上堆满各
种⾹料，⼜点燃⼀堆⼤⽕向他致敬。

犹⼤王约沙法

17亚撒的⼉⼦约沙法继位为王，他强化⾃⼰，对抗以⾊列⼈。 2他向
犹⼤的各设防城和亚撒在以法莲境内占
领的各城以及犹⼤各地都派驻了军队。
3主与约沙法同在，因为他从早年就效
法先祖⼤卫的榜样。他不拜巴⼒， 4只寻
求他祖先的上帝，遵⾏他的诫命，摒弃
以⾊列⼈的所作所为。 5主使约沙法的王
权稳固，犹⼤各地都向他进贡，因此，
约沙法积聚了⼤量的财富，同时也享有
很⾼的威信。 6他⼀⼼致⼒于主的事业，
拆除了犹⼤所有的邱坛和亚舍拉偶像。
7约沙法王朝第三年，他派便亥伊勒、
俄巴底、撒迦利雅、拿坦业和⽶该亚等
官员到犹⼤各城去教导⺠众， 8和他们⼀
起去的利未⼈有:⽰玛雅、尼探雅、⻄巴
第雅、亚撒⿊、⽰⽶拉末、约拿单、亚
多尼雅、多⽐雅和驼巴多尼雅，祭司以
利沙玛和约兰也⼀同前往。 9他们带着主
的律法书，⾛遍犹⼤各地的村镇，教导
⺠众。
10主使犹⼤四周的邻国都对约沙法敬
畏有加，不敢向他寻衅。 11⼀些⾮利⼠
⼈向他进贡⽩银和其他礼物，⼀些阿拉
伯⼈给他送来七千七百只绵⽺和七千七
百只⼭⽺。 12约沙法越来越强盛，他在
犹⼤各地修建屯兵城和积货城， 13储备
⼤量的物资，同时，在耶路撒冷派驻精
锐的军队。 14军队的⼈数按宗族分列如
下:

*15:16亚舍拉偶像荣誉⼥神亚舍拉的柱⼦。⼈们曾以为她能帮他们有众多的⼉⼥。
†16:12亚撒王朝第三⼗九年约在公元前8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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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派的总指挥官押拿率领三⼗万
⼈， 15副指挥官约哈难率领⼆⼗⼋万
⼈， 16亚玛斯雅率领⼆⼗万⼈（亚玛
斯雅是细基利的⼉⼦，他志愿为主效
劳）。
17便雅悯⽀派的指挥官以利雅⼤率领
⼆⼗万装备有⼸箭和盾牌的军队，以利
雅⼤是⼀个英勇的战⼠。 18副指挥官约
萨拔率领⼗⼋万随时可以作战的军队。
19以上是王室军队。此外，约沙法在犹
⼤各地的设防城也都派驻了军队。

⽶该雅警告亚哈王

18约沙法拥有巨⼤的财富和崇⾼的声望，与亚哈王结为姻亲。 2过
了⼏年，他到撒玛利亚拜访亚哈。亚哈
杀⽜宰⽺，款待约沙法和他的随从，⼜
怂恿他和⾃⼰⼀起去攻打基列的拉末。
3以⾊列王亚哈问犹⼤王约沙法: “你愿
意与我⼀起去攻打基列拉末吗？”约沙法
答道: “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就是你的
⼈。我们⼀定和你⼀起出战。” 4但他接
着⼜说: “不过我们得先求问⼀下主的意
志。”
5于是，以⾊列王亚哈把四百名先知都
召来，问他们: “我们应该不应该去攻打
基列拉末？”
先知们答道: “去吧，上帝必定把它交
在你的⼿⾥。”
6约沙法问: “这⾥不是还有⼀个主的先
知吗？我们可以请他再求问主。”
7亚哈答道: “这⾥确实还有⼀个⼈，我
们可以藉他求问主。他是⾳拉的⼉⼦⽶
该雅，可是我讨厌他，因为他从来不对
我说吉祥的话，总是叫⼈扫兴。”
约沙法说: “请不要这样说。”
8于是，以⾊列王命令⼀名官员: “⽴
刻把⽶该雅带到这⾥来！” 9以⾊列王和
犹⼤王穿着王袍，并排坐在撒玛利亚城
门外打⻨场上的宝座上，先知们在他们
的⾯前讲说预⾔。 10基拿拿的⼉⼦⻄底
家造了些铁⾓，他宣称: “主是这样说的:
‘你要像这些铁⾓⼀样冲击亚兰⼈，彻
底消灭他们。’” 11其他先知也都赞同⻄
底家，他们喊: “去打拉末吧！你⼀定得
胜，主必定把它交在陛下的⼿⾥！”

12去宣召⽶该雅的那个官员对⽶该雅
说: “瞧，先知们都众⼝⼀辞说王会成
功，你最好和他们⼀样，也说些赞同的
话。”
13⽶该雅说:“我指着活着的上帝发誓，
上帝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14他来到王的⾯前，王问他: “⽶该
雅，我们应该不应该去攻打基列拉末？”
⽶该雅答道: “去吧！您⼀定得胜。他
们⼀定会败在您的⼿下。”
15王对他说:“你奉上帝的名对我说话要
诚实！这话我得对你说多少遍才⾏呢？”
16于是，⽶该雅说:“我看⻅以⾊列⼈像
没有牧⼈的⽺群⼀样散落在⼭野之间。
主说: ‘这些⼈没有领袖了，让他们平平安
安地回家去吧！’”
17亚哈对约沙法说:“我不是说过他从不
对我说吉祥的话吗？他总说凶险的话！”
18⽶该雅继续说: “请听主说的话！我
看⻅主坐在他的宝座上，天使们站在左
右。 19主说: ‘谁去骗以⾊列王亚哈，让
他去攻打基列拉末，好让他在那⼉送
命？’有的天使这样说，有的天使那样
说。 20最后，⼀个精灵上前对主说: ‘我
去骗他。’主问: ‘你⽤什么⽅法骗他？’
21他答道: ‘我要使他所有的先知都说
谎。’主说: ‘你去吧！你⼀定能骗了他。’
22 “于是，主把说谎的灵降到你的这
些先知的嘴⾥。主已经注定你要遭遇灾
祸！”
23这时，基拿拿的⼉⼦⻄底家冲到⽶
该雅跟前，打了他⼀⽿光，说: “主的灵
怎么会离开我去跟你说话？”
24⽶该雅答道: “等你躲到密室⾥去藏
⾝的那⼀天，你就会知道主是怎样跟我
说话的了。”
25亚哈王下令: “把⽶该雅抓起来！把
他送到亚们市⻓和约阿施王⼦那⾥去。
26吩咐他们把他关到监狱⾥去，每天只
给他⾯包和⽔，等我平安回来再说！”
27⽶该雅说: “要是你能平安回来，主
就没有藉着我说话！”他⼜说: “诸位，请
记住我说过的话！”



历代志下18:28 13 历代志下20:12

亚哈在基列拉末被杀
28以⾊列王亚哈和犹⼤王约沙法去攻
打基列拉末。 29亚哈对约沙法说: “我乔
装上阵，你照旧穿着你的王袍。”于是以
⾊列王改了装才上阵。
30亚兰王命令他的三⼗⼆个战⻋指挥
官: “不要与别⼈纠缠，专打以⾊列王！”
31战⻋指挥官发现约沙法，以为他就是
以⾊列王，就⼀起向他进攻。约沙法喊
叫起来，主救了他，把攻打他的⼈引向
了别处。 32因为敌军的战⻋指挥官认出
他不是以⾊列王，就不再追迫他。
33可是，⼀⽀流箭射中亚哈王铠甲的
接缝处。亚哈对驾⻋的军兵喊: “快转回
去，拉我出阵，我受伤了！”
34战⽃整整打了⼀天，异常激烈，亚
哈王在战⻋⾥勉强⽀撑着指挥战事，⼀
直坚持到晚上。太阳下⼭的时候，他死
了。

19犹⼤王约沙法平安地回到耶路撒冷王宫。 2哈拿尼的⼉⼦先知耶户
去⻅王，对他说: “你不该帮助恶⼈，与
仇恨主的⼈同流合污。为了这件事，主
要对你发怒。 3然⽽，你还是做了⼀些好
事。你废掉了国内所有的亚舍拉偶像，
⽽且，你是⼀⼼寻求主的。”

约沙法委派审判官
4约沙法住在耶路撒冷。他再次出巡，
从别是巴直⾄以法莲⼭地，劝导⺠众皈
依主—他们祖先的上帝。 5他向犹⼤的各
设防城委派了审判官， 6告诫他们: “你们
宣判的时候要谨慎，因为你们不是代表
世⼈，⽽是以主的名义宣判。当你们判
决的时候，主始终与你们同在。 7你们要
敬畏主的权威，要尽⼼办案，主—我们
的上帝不容忍徇私、偏袒和贿赂。”
8约沙法在耶路撒冷也指派了⼀部分
利未⼈、祭司和各家族的族⻓担任审判
官，负责维护主的律法和裁决纠纷，这
些⼈都住在耶路撒冷。 9他告诫他们: “你
们要以敬畏之⼼侍奉主，要忠诚专⼀。
10各地呈送给你们的案件，⽆论是流⾎

事件还是有关违反律法、诫命、律例和
典章的案件，你们都要儆戒当事⼈，告
诫他不要得罪主，因为他是你们的同
胞。否则，主会因他的罪⽽迁怒于你们
和你们的弟兄。你们要克尽职守，这样
你们就不会因渎职⽽获罪了。
11 “⼤祭司亚玛利雅具有宗教案件的
终裁权，犹⼤⽀派的⾸领以实玛利的⼉
⼦⻄巴第雅具有世俗案件的终裁权，利
未⼈担任各级执⾏官员。⿎起勇⽓来，
坚决地⾏动吧！主必与善良正直的⼈同
在。”

约沙法⾯临战争

20此后，摩押⼈、亚扪⼈和⽶乌尼⼈*的联军侵犯犹⼤。 2约沙法得
到报告: “有⼀⽀⼤军从死海对岸的以东
前来犯界，已经占领了哈洗逊他玛（即
隐基底）。” 3约沙法吃了⼀惊，决定向
主求问。他下令全国禁⾷。 4犹⼤⼈从全
国各地赶到耶路撒冷，祈求主的援救。
5约沙法站在圣殿前的新院⼦⾥，在犹⼤
和耶路撒冷的⺠众⾯前向主祷告:

6 “主啊，我们祖先的上帝，您是
天上真正的上帝。您统治地上的万
国，⼤能⼒握在您的⼿中，没有⼈
能对抗您。 7我们的上帝啊，您赶
⾛了这块⼟地上原先的异族，把它
永远地赐给了您的朋友亚伯拉罕的
后代，您的以⾊列⼦⺠。 8他们⽣
活在这块⼟地上，并在这块⼟地上
为您建造了圣殿，好尊崇您的名。
他们曾向您祷告: 9 ‘⼀旦灾祸临到我
们，⽆论是惩罚我们的战争还是瘟
疫饥荒，我们必站到您和这奉您的
名的殿前来，求您垂听我们，拯救
我们。’
10 “现在亚扪⼈、摩押⼈和以东⼈
来攻打我们了！当年，我们的祖先
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您不准他们侵
犯那些⼈的领地，所以，他们绕道
⽽⾏，没有消灭那些⼈。 11今天，
他们竟然这样回报我们，要把我们
赶出您赐给我们的产业。 12我们的

*20:1⽶乌尼⼈⼀些古希腊版为“⽶乌尼⼈。”标准的希伯来⽂为“亚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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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啊，难道您不审判他们？我们
⽆⼒对抗这⽀来犯的⼤军，也不知
道该怎么办，但我们信靠您。”
13全犹⼤的⼈，连同他们的妻⼉⽼
⼩，都站在主的⾯前。 14这时，主的灵
降在雅哈悉的⾝上。雅哈悉是撒迦利雅
的⼉⼦，属利未⽀派亚萨宗族，撒迦利
雅是⽐拿雅的⼉⼦，⽐拿雅是耶利的⼉
⼦，耶利是玛探雅的⼉⼦。雅哈悉正站
在⺠众中间。 15雅哈悉说: “听啊，约沙
法王和所有你们这些住在犹⼤和耶路撒
冷的⼈！主是这样说的: ‘不要为了这⼤
军⽽害怕或丧失勇⽓，因为这场战争不
属于你们，⽽属于上帝。 16明天，你们
就去迎击他们。他们必定要攀登洗斯隘
⼝，你们将在耶鲁伊勒旷野的⾕⼝与他
们遭遇。 17你们不必向他们进攻，只要
守住⾃⼰的阵地就⾏了。你们会看⻅主
给你们的拯救。犹⼤和耶路撒冷⼈啊，
不要害怕，不要丧失勇⽓，明天就去迎
击他们吧。主必与你们同在。’”
18约沙法俯伏在地上，全体犹⼤⼈和
耶路撒冷⼈都跪下来向主敬拜。 19随
后，⼀些可拉族和哥辖族的利未⼈站了
起来，⾼声赞美主—以⾊列的上帝。
20第⼆天早晨，他们向提哥亚旷野进
发。出发前，约沙法站在⼈们⾯前，说:
“犹⼤和耶路撒冷⼈啊，只要你们信靠
主—你们的上帝，你们就⼀定会安然⽆
恙；只要你们信靠他的先知，你们就⼀
定会成功！”
21约沙法王与⺠众共同商定了为主唱
颂辞的⼈。他们⾛在军队的前⾯，⼀边
⾛⼀边赞颂主的神圣的荣耀。他们唱道:
“要感谢主！
他的慈爱永存！”
22当赞礼的⼈刚⼀开始唱起颂辞，主
的伏兵就击溃了这些侵犯犹⼤的亚扪
⼈、摩押⼈和以东⼈。 23亚扪⼈和摩押
⼈起⽽攻打以东⼈，把他们杀得⼀个不
剩，然后，⼜转过来互相残杀。
24当犹⼤⼈来到旷野上的了望塔观察
敌军时，只⻅⼫横遍野，没有⼀个幸存

的⼈。 25约沙法带⼈收集战利品，得到
不计其数的⾐甲、辎重和许多宝物，运
了三天才运完。 26第四天，他们在⽐拉
迦举⾏聚会赞美主，因此这⾥⾄今⼀直
叫做“⽐拉迦⾕*”。
27然后，约沙法带领犹⼤和耶路撒冷
的⺠众欢天喜地地返回耶路撒冷，因为
主使他们⼤获全胜。 28他们⼀路弹着
琴，吹着号，回到耶路撒冷，⼀直来到
主的圣殿前。
29各国听到主打击以⾊列⼈仇敌的消
息，都对主⼼怀畏惧。 30约沙法在位期
间，国家平安⽆事，因为主赐给他四境
平安。

约沙法王朝的终结
31约沙法三⼗五岁即位犹⼤王，建都
耶路撒冷，在位⼆⼗五年。他的⺟亲是
⽰利希的⼥⼉阿苏巴。 32像⽗亲亚撒⼀
样，约沙法从不越轨，做主希望他做的
每⼀件事。 33然⽽，他没有废除邱坛，
⺠众依然没有全⼼全意地皈依主—他们
祖先的上帝。
34约沙法⼀⽣的其它事迹，从头到尾
都详细记载在《哈拿尼的⼉⼦耶户史》
中，也收集在《以⾊列列王纪》⼀书
中。
35约沙法王曾与作恶多端的以⾊列王
亚哈谢结盟， 36共同建造⼀⽀商船队。
船只在以旬迦别港造好之后， 37玛利沙
⼈多⼤⽡的⼉⼦以利以谢以预⾔警告他:
“由于你和亚哈谢结盟，主要摧毁你所造
的⼀切。”结果那些船只果然失事，⽆法
出航。

21约沙法死后葬在⼤卫城，和他的祖先葬在⼀起，他的⼉⼦约兰继
位为王。 2约兰有六个兄弟，他们是亚撒
利雅、耶歇、撒迦利雅、亚撒利夫、⽶
迦勒和⽰法提雅。 3约沙法王赐给这六个
王⼦许多⾦银宝物，并且赐给每⼈⼀座
设防城，但把王位传给了约兰，因为他
是⻓⼦。

*20:26⽐拉迦⾕意为“祝福”或“赞美。”



历代志下21:4 15 历代志下22:12

犹⼤王约兰
4约兰巩固⾃⼰的王权之后，处死了⾃
⼰的六个兄弟，还处死了⼀些以⾊列亲
王。 5约兰三⼗⼆岁在耶路撒冷登基，在
位⼋年。 6他娶了亚哈王的⼥⼉，仿效亚
哈和以⾊列诸王的恶⾏，做了主所憎恶
的事。 7只是由于主与⼤卫⽴过约，应许
⼤卫的⼦孙世代为王，⼤卫王朝才没有
被毁灭。
8约兰在位期间，以东背叛犹⼤，⾃⽴
称王。 9约兰率领他的将军们和战⻋队
去攻打以东，在以东陷⼊包围，直到夜
间才突围出来。 10从此，以东脱离了犹
⼤国，直到现在。在同⼀时期，⽴拿⼈
也背叛了约兰王朝，因为约兰离弃了主
—他的祖先的上帝。 11约兰还在犹⼤的
⼭上修建邱坛，使得耶路撒冷和犹⼤的
⺠众玷污⾃⼰，也背离了主。
12先知以利亚写信给约兰，信上说:
“主—你的祖先的上帝是这样说的:
‘你没有遵循你⽗亲约沙法和祖⽗亚
撒王的道路， 13却去效法以⾊列的
诸王，使得犹⼤国和耶路撒冷的⺠
众趋于堕落，你的作为与亚哈王室
毫⽆⼆致。你害死了你的亲兄弟，
他们都是你⽗亲的亲⾻⾁，哪⼀个
都⽐你优秀。 14所以，主要严厉处
罚你的百姓、你的妻⼉和所有属于
你的⼀切。 15你本⼈要得⼀种久治
不愈的肠病，最终会因肠⼦断落⽽
死去。’”
16主使⾮利⼠⼈和住在古实附近的阿
拉伯⼈与约兰敌对。 17他们兴兵侵⼊犹
⼤，掳⾛约兰王的⼉⼦们和妃嫔以及王
宫⾥所有的财宝，只有约兰的⼩⼉⼦亚
哈谢幸免于难。
18此后，主使约兰得了⼀种⽆法医治
的肠病。 19病程纠缠两年之久，最后肠
⼦脱出，约兰在极端痛苦中死去。他的
百姓没有像对待他的⽗亲⼀样，点燃⼀
堆⼤⽕为他志哀。 20约兰三⼗⼆岁在耶
路撒冷登基，在位⼋年。他死后葬在⼤

卫城，但没有葬在王宫墓⾥。没有⼈对
他的死感到惋惜。

犹⼤王亚哈谢

22由于约兰其他年⻓的⼉⼦都已死于与阿拉伯⼈⼀同⼊侵的⼊侵者
之⼿，耶路撒冷⼈⽴约兰最⼩的⼉⼦亚
哈谢为王。 2亚哈谢⼆⼗⼆岁在耶路撒
冷登基*，在位⼀年。他的⺟亲是亚他利
雅。亚他利雅是暗利的孙⼥。 3亚哈谢
也像他⽗亲⼀样效法亚哈王室，因为他
⺟亲怂恿他做坏事。 4他的⽗亲死后，亚
哈王室的⼈成了他的顾问，他们给他出
谋划策，使他像亚哈王室⼀样做了主所
憎恶的事，导致了他的毁灭。 5他听从这
些⼈的话，出兵和亚哈的⼉⼦以⾊列王
约兰⼀起攻打亚兰王哈薛。双⽅在基列
拉末交战。约兰受了伤， 6回耶斯列城休
养。亚哈谢去那⾥探望他的伤势。
7上帝藉亚哈谢对约兰的探访使他灭
亡。亚哈谢在耶斯列的时候，曾与约兰
⼀起出城去迎接宁⽰的⼉⼦耶户。耶户
是主拣选来毁灭亚哈王朝的⼈。 8耶户
正在执⾏主对亚哈王朝的审判，发现了
随同亚哈谢来访的王室⼦侄和王公⼤⾂
们，把他们都杀死了。 9亚哈谢藏在撒玛
利亚，被耶户的⼈找到了。他被带到耶
户的⾯前，也被处死了。他们把他埋葬
了，说: “⽆论如何，他毕竟是那⼀⼼寻
求主的约沙法王的孙⼦。”亚哈谢家族再
也没有⼀个有⼒量保住王位的⼈了。

王后亚他利雅
10亚他利雅听说⼉⼦死了，就杀死了
犹⼤王室全族。 11约兰王的⼥⼉约⽰
芭把亚哈谢的⼉⼦约阿施从那些即将受
刑的王族中偷出来，把他和他的乳⺟⼀
起藏在圣殿的⼀间卧室⾥。约⽰芭是约
兰王的⼥⼉，亚哈谢的妹妹，祭司耶何
耶⼤的妻⼦。她救约阿施逃脱亚他利雅
的毒⼿，没有被杀害。 12在亚他利雅执
政的六年期间，约阿施⼀直躲藏在圣殿
⾥。

*22:2亚哈谢⼆⼗⼆岁在耶路撒冷登基标准的希伯来⽂为“四⼗⼆岁。”《列王纪上》
8:26记载亚哈谢⼆⼗⼆岁开始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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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司耶何耶⼤和约阿施王

23亚他利雅执政的第七年，耶何耶⼤采取⾏动。他与五个将领结
盟，这五个⼈是: 耶罗罕的⼉⼦亚撒利
雅、约哈难的⼉⼦以实玛利、俄备得的
⼉⼦亚撒利雅、亚⼤雅的⼉⼦玛⻄雅和
细基利的⼉⼦以利沙法。 2他们到犹⼤各
地，召集利未⼈和以⾊列各宗族的族⻓
们到耶路撒冷来。 3⼈们来到耶路撒冷，
全体会众在圣殿⾥与王⽴约。
耶何耶⼤对⼈们说:“这是先王的⼉⼦，
他才应该做王，这是主对⼤卫后代的应
许。 4你们现在要这样做: 在安息⽇值班
的祭司和利未⼈三分之⼀去把守殿门，
5三分之⼀的⼈去王宫，另外三分之⼀的
⼈守住基址门，其余的⼈都留在圣殿的
院⼦⾥。 6除了祭司和值班的利未⼈之
外，任何⼈不准进⼊圣殿。祭司和利未
⼈是属于上帝的，他们可以进去，其余
的⼈则⼀定要遵守主的命令留在外⾯。
7所有的利未⼈都要⼿执⼑剑，紧紧护卫
在王的⾝边，王⾛到哪⾥就跟到哪⾥。
对擅⼊圣殿的⼈⼀律格杀勿论！”
8利未⼈和犹⼤⼈都奉命⾏事，各⾃
召集⾃⼰的属下，包括值班的和不值班
的都在内，因为耶何耶⼤命令所有的⼈
都必须参加。 9随后，耶何耶⼤把⼤卫
王放在圣殿中的⼤⼩盾牌和枪⽭分发
给军队的百夫⻓们， 10派他们率⼈⼿持
兵器，在圣殿前左右排开，站在王的周
围。 11耶何耶⼤和他的⼉⼦们把约阿施
请了出来，给他加冕，⼜把⼀本律法书
交给他，为他⾏登基礼。他们膏他*，⼜
⾼呼: “愿王万岁！”
12亚他利雅听到⺠众的奔跑声和欢呼
万岁的喧闹声，急忙赶到圣殿来看究
竟。 13她看⻅王站在殿门的柱旁，军官
们和号⼿们簇拥在他的⾝边，⼈们都在
欢呼，吹号，歌⼿们在乐器声中领着⼈
们唱赞美诗。亚他利雅撕裂⾐服†，⾼
喊: “反了！反了！”

14耶何耶⼤命令带队的军官: “把她从
卫队中拉出去，不要在圣殿⾥杀她。把
跟着她的⼈统统杀掉！” 15于是，⼈们
让出⼀条通道，把她带到王宫的⻢门门
⼝，杀死了她。
16然后，耶何耶⼤与⺠众和王⽴约，
他、全体⺠众和王都决意要做主的⼦
⺠。 17⼈们到巴⼒庙去，拆毁庙宇，打
碎祭坛和偶像，⼜在祭坛前杀死巴⼒的
祭司玛坦。
18耶何耶⼤指派祭司照管圣殿。这些
祭司都是利未⼈，⼤卫王曾把他们分
派到圣殿⾥，指定他们按照摩⻄律法书
上的规定向主献烧化祭，并按照⼤卫规
定的⽅式欢呼歌唱。 19耶何耶⼤⼜派守
卫看守圣殿的⼤门，不准不洁净的⼈进
⼊。
20耶何耶⼤带领所有的将领、贵族、
⺠众的⾸领以及全体⺠众拥着王离开圣
殿，从上门进⼊王宫，请王登上宝座。
21⺠众都兴⾼采烈，城内也很平静，因
为那时亚他利雅已经被处死了。

约阿施再建圣殿

24约阿施登基时年⽅七岁，他在位四⼗年。他⺟亲叫⻄⽐亚，是别
是巴⼈。 2⼤祭司耶何耶⼤在世期间，约
阿施做了主所赞许的事。 3耶何耶⼤为他
选了两个妻⼦，他有⼉有⼥。
4约阿施即位后不久就决定重修圣殿。

5他把祭司和利未⼈召集到⼀起，对他们
说: “你们到犹⼤的各个城去，把以⾊列
⼈每年应缴的钱收上来，好整修你们的
上帝的圣殿。⻢上去做吧！”但是，利未
⼈迟迟不动。
6于是，约阿施王召⻅⼤祭司耶何耶
⼤，说: “你为什么不去督促利未⼈，让
他们赶快把耶路撒冷和犹⼤地区的税收
上来？这税是主的仆⼈摩⻄和以⾊列会
众当年为圣帐定下的款项。”

*23:11 膏他把橄榄油涂在东⻄或⼈⾝上表⽰他们是上帝挑选做特殊⼯作或为了特殊
⽬的。
†23:13撕裂⾐服表⽰⾮常恼怒的⼀种⽅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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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亚他利雅是个邪恶的⼥⼈，她的⼉⼦
们曾闯⼊圣殿胡作⾮为，拿⾛了许多圣
器去拜巴⼒。
8王命⼈造了⼀个箱⼦，放在圣殿的
门⼝。 9然后向耶路撒冷和全犹⼤的⼈
宣布，他们可以把当年摩⻄在旷野⾥给
以⾊列⼈规定的税带到这⾥来献给主。
10⺠众和各级官员们都⾼⾼兴兴地把他
们的税⾦带来，投在箱⼦⾥。 11⽆论什
么时候利未⼈把箱⼦抬到王的官员那
⾥，总可以看到⾥⾯有⼤量的钱。王室
的书记官和⼤祭司的代表把箱⼦倒空，
然后，把箱⼦重新放回原处。就这样，
他们收到⼀笔巨款。 12王和耶何耶⼤把
这笔钱交给了主管修复圣殿⼯作的⼈，
由他们雇⽯匠、⽊匠、铁匠和铜匠来进
⾏整修⼯作。
13主持⼯程的⼈都很勤奋，修复⼯作
在他们的督导下进展顺利。他们按照
原设计修复并加固了圣殿。 14整个⼯程
完⼯以后，他们把剩余的钱交还给王和
耶何耶⼤，⽤这些钱制作了圣殿的各种
器具，包括执礼时和献烧化祭时所⽤的
各种器具，以及勺⼦和其它各种⾦银器
⽫。耶何耶⼤在世的时候，在圣殿⾥⼀
直按时献上烧化祭。
15耶何耶⼤⾼寿⽽终，享年130岁。

16他被葬在⼤卫城的王室墓⾥，以表彰
他在以⾊列为上帝和圣殿所做的这⼀切
功绩。
17耶何耶⼤死后，犹⼤的⾸领们向王
表⽰效忠，王唯他们是听。 18他们离弃
了他们祖先的上帝，冷落了主的圣殿，
⽽去拜亚舍拉⼥神和其他偶像。上帝因
他们的罪降怒于犹⼤和耶路撒冷。 19尽
管主派他的先知们去警戒⺠众，要把他
们引导回来，可是他们不听。
20于是，主的灵降在⼤祭司耶何耶⼤
的⼉⼦撒迦利亚的⾝上，他站在⺠众⾯
前，对他们说: “上帝是这样说的: ‘你们
为什么不服从主的命令？你们这样做不
会兴盛。你们离弃了主，主也要离弃你
们。’”

21但他们却设计谋害他。在王的指使
下，他们⽤⽯头把他打死在圣殿的院⼦
⾥。 22约阿施王不但不记着耶何耶⼤对
他的种种恩情，反⽽害死他的⼉⼦。撒
迦利亚在临死前喊: “愿主看⻅这⼀切，
他会让你偿还的！”
23那年年底，亚兰⼈兴兵犯境，攻打
犹⼤和耶路撒冷，杀死了所有的⾸领，
把⼤批战利品掠往⼤⻢⼠⾰王那⾥。
24虽然⼊侵的亚兰军队⼈数不多，但主
却使他们打败了⼀⽀强⼤得多的军队，
这是因为犹⼤离弃了主—他们祖先的上
帝，因此，审判临到了约阿施的头上。
25亚兰⼈撤退时，约阿施已是⾝负重
伤。他的属下密谋反对他，要为耶何耶
⼤的⼉⼦报仇，把他杀死在他的床上。
约阿施死后葬在⼤卫城，但没有葬在王
室墓⾥。 26谋杀他的⼈是撒拔和约萨
拔。撒拔的⺟亲是亚扪⼈⽰⽶押，约萨
拔的⺟亲是摩押⼈⽰⽶利。
27约阿施的⼉⼦们的事迹和关于他的
诸多预⾔，以及他重修圣殿的事都记载
在《列王纪上》中。他的⼉⼦亚玛谢继
位为王。

犹⼤王亚玛谢

25亚玛谢⼆⼗五岁在耶路撒冷登基，在位⼆⼗九年。他的⺟亲叫
约耶但，是耶路撒冷⼈。 2亚玛谢做了主
所赞许的事，但并没有专⼼⼀意地寻求
主。 3他巩固⾃⼰的王权之后，处死谋杀
他⽗王的⼤⾂。 4但他遵守主在摩⻄律法
书中的训诫，没有处死那些⼈的⼦⼥，
因为主在摩⻄律法书中的训诫是这样的:
“⽗⺟不应该因⼦⼥的罪⽽被处死，⼦⼥
也不应该因⽗⺟的罪⽽被处死。⼈们只
有因为⾃⼰的罪才被处死。”*
5亚玛谢把犹⼤⼈按照宗族组织起来，
交给犹⼤和便雅悯⽀派的千夫⻓和百夫
⻓们统辖。他清查了所有⼆⼗岁以上善
使⽭盾能上阵作战的⼈数，共计有三⼗
万⼈。 6此外，他⼜⽤⼤约3400公⽄银
⼦从以⾊列雇来⼗万军队。 7⼀位先知来
⻅王，对他说: “陛下，请不要让这些以

*25:4引⾃《申命记》2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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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军队与你⼀起去，因为主不与以⾊
列⼈同在，他厌恶这些以法莲⼈。 8即便
你军威赫赫，主也会使你失败，因为胜
负掌握在上帝的⼿⾥。” 9亚玛谢问: “那
么我已经付给他们的银⼦怎么办？”先知
答道: “主会赐给你更多。”
10于是，亚玛谢打发雇来的以法莲军
队回家。他们对犹⼤⼈极为不满，怒⽓
冲冲地回去了。
11亚玛谢奋发⿎勇，率军进到盐⾕，
在那⾥⼤败以东军队，杀死⼀万⼈，
12活捉⼀万⼈。他把俘虏押到⼀处⼭崖
的顶上，将他们统统推下去，把他们摔
得粉⾝碎⾻。
13⽽那些被亚玛谢遣送回去的没有参
战的以⾊列军队，却同时在犹⼤袭击从
撒玛利亚到伯和仑⼀带的⼤⼩城镇，杀
死三千⼈，抢⾛⼤批财物。
14亚玛谢从以东凯旋归来，也带回了
以东⼈的偶像，他把它们奉为⾃⼰的神
明，向它们膜拜献祭。 15主向亚玛谢发
怒，派⼀个先知去⻅亚玛谢，对他说:
“这些神明连把⾃⼰的⼈⺠从你⼿中救
出来都做不到，你还拜它们做什么？”
16先知还没说完，亚玛谢就打断他，
说: “住嘴！否则我就杀掉你！难道你也
算王的谋⼠吗？”先知停了⼀下，⼜说:
“我知道主已经决定要毁灭你，因为你竟
然这样做，⽽且不听从我的劝告。”
17犹⼤王亚玛谢和他的谋⾂们商议
后，派⼈向以⾊列王约阿施挑战，说:
“来吧，让我们⻅个⾼低。”
约阿施是约哈斯的⼉⼦，耶户的孙
⼦。 18约阿施答道: “从前，黎巴嫩⼭上
的⼀株荆棘对⼀棵⾹柏树说: ‘把你的⼥⼉
嫁给我的⼉⼦吧！’这时，⼀只野兽⾛过
来，把那株荆棘踩烂了。 19你打败了以
东⼈就⼼⾼⽓傲，我劝你还是待在家⾥
吧！何必⾃找苦吃，让你和犹⼤⼈都遭
殃呢？”
20亚玛谢不听，因为这是上帝的安
排，他要因他们拜以东⼈偶像的罪把他
们交在约阿施的⼿⾥。 21于是，以⾊列
王约阿施发动进攻，与犹⼤王亚玛谢在
犹⼤的伯⽰⻨交锋。 22犹⼤⼈被以⾊列
⼈打败，兵⼠们都四散逃⽣。 23约阿施

俘虏亚玛谢，把他带到耶路撒冷。约阿
施拆毁耶路撒冷从以法莲门到⾓门⼀段
约200⽶⻓的城墙， 24拿⾛圣殿⾥的所有
⾦银和俄别以东保管的圣殿器具，以及
王宫⾥的所有宝物，⼜扣押⼀些⼈质，
然后返回撒玛利亚。
25以⾊列王约哈斯的⼉⼦约阿施死
后，犹⼤王亚玛谢⼜活了⼗五年。 26他
在位期间的其它事迹，都⼀⼀详细记
载在《犹⼤和以⾊列列王史》中。 27⾃
从他背离主以后，耶路撒冷就有⼈要谋
杀他。他逃到拉吉，但对⽅派⼈追踪到
拉吉，杀死了他。 28⼈们⽤⻢把他的⼫
体驮回耶路撒冷，葬在⼤卫城的王室墓
⾥。

犹⼤王乌⻄雅

26犹⼤⼈拥戴亚玛谢⼗六岁的⼉⼦乌⻄雅继位为王。 2亚玛谢死后，
乌⻄雅收复并重建了以禄。
3乌⻄雅⼗六岁在耶路撒冷登基，在位
五⼗⼆年。他的⺟亲名叫耶可利雅，是
耶路撒冷⼈。 4他效法他的⽗亲亚玛谢，
做了主所赞许的事。 5在撒迦利亚的教导
下，他忠⼼侍奉主。撒迦利亚在世的时
候，主赐福给他，使他事事顺利。
6乌⻄雅攻打⾮利⼠⼈，攻破迦特城、
雅⽐尼城和亚实突城，⼜在亚实突附近
和⾮利⼠的其它地区重建⼀些城。 7上帝
帮助他打败⾮利⼠⼈、住在姑珥巴⼒的
阿拉伯⼈以及⽶乌尼⼈。 8亚扪⼈向乌⻄
雅进贡。他势⼒强⼤，名声远播埃及。
9乌⻄雅在耶路撒冷的⾓门、⾕门和城
墙的拐⾓处修造塔楼，加强防务。 10他
还在旷野上修造了望塔，开挖蓄⽔池，
因为他在⼭脚下和平原地带有很多牲
畜。他重视务农，⽆论在⼭地还是在肥
沃的平原，都有为他耕种⼟地和管理葡
萄园的⼈。
11乌⻄雅拥有⼀⽀训练有素的军队，
随时可以列队出战。书记耶利和将军玛
⻄雅负责管理和调配军队，王室官员哈
拿尼雅任监军。 12军队由两千六百名族
⻓分别统辖， 13他们⼿下有三⼗万七千
五百名能征惯战的兵⼠，是王打击敌⼈
的强⼤⼒量。 14乌⻄雅为全军装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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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牌、枪⽭、头盔、铠甲、⼸箭和甩⽯
机。 15在耶路撒冷，他命令⼯匠们设计
可以从塔楼上和⾓楼上向下射箭和甩⼤
⽯头的机械。上帝给了他极⼤的帮助，
使他⾮常强⼤。他的名声远播四⽅。
16乌⻄雅强盛以后就骄傲起来，结果
导致了他的衰落。他冒犯主—他的上
帝，擅⾃进⼊圣殿在⾹坛上焚⾹。 17祭
司亚撒利雅带着⼋⼗名勇敢的祭司追进
圣殿， 18拦住他，对他说: “乌⻄雅啊，
你不能向主上⾹，只有已经归圣的亚
伦的后代才能向主上⾹，这是祭司的
职责。赶快离开圣殿吧，你已经冒犯主
了，你再也不会得到主上帝的赐福了。”
19乌⻄雅⼿⾥拿着⾹炉正要焚⾹，听
了勃然⼤怒。就在他在圣殿的⾹坛前怒
斥祭司们时，他的前额突然出现了可怕
的⽪肤病。 20⼤祭司亚撒利雅和祭司们
看⻅王的前额⻓出恶性⽪肤病，就催促
他赶快离开圣殿。乌⻄雅王⾃⼰也急于
离开，因为他知道主已经在折磨他了。
21乌⻄雅患恶性⽪肤病⼀直到死。他因
这种病⽽住进与外界隔绝的地⽅，从此
被排除在主的圣殿之外。他的⼉⼦约坦
接管了王宫，并执掌了王权。
22乌⻄雅的其它事迹，都⼀⼀由亚摩
斯的⼉⼦先知以赛亚详细地记录下来。
23乌⻄雅死后葬在王室的墓地⾥⽽没
有葬在王室墓中，因为他患过恶性⽪肤
病。他的⼉⼦约坦继位为王。

犹⼤王约坦

27约坦⼆⼗五岁在耶路撒冷即位犹⼤王，在位⼗六年。他的⺟亲名
叫耶路沙，是撒督的⼥⼉。 2约坦效法他
的⽗亲，做了主所赞许的事，⽽没有像
他⽗亲⼀样擅⼊圣殿。当时⺠众依然堕
落。 3约坦重建了圣殿的上门，对俄斐勒
城墙进⾏了全⾯的修缮， 4并在犹⼤⼭
地建了城镇，在林区建造了堡垒和了望
塔。 5约坦攻打亚扪⼈，征服了他们。亚

扪⼈被迫连续三年向他进贡，每年3400
公⽄⽩银，1000吨⼩⻨和1000吨⼤⻨。
6约坦⼀天⽐⼀天强盛，因为他⼀⼼遵
从主—他的上帝指引的路。 7约坦的其
它事迹，包括他的⽂治武功，都记载在
《以⾊列和犹⼤列王史》中。 8约坦⼆⼗
五岁在耶路撒冷登基，在位⼗六年。 9约
坦死后葬在⼤卫城的王室陵墓⾥，他的
⼉⼦亚哈斯继位为王。

犹⼤王亚哈斯

28亚哈斯⼆⼗岁在耶路撒冷即位犹⼤王，在位⼗六年。他违背先祖
⼤卫王的遗训，专⾏主所憎恶的事。 2他
效法以⾊列诸王，铸造巴⼒偶像，对之
顶礼膜拜。 3他在欣嫩⼦⾕*献祭，把⾃
⼰的亲⽣⼉⼦烧献在⽕⾥，效仿那些已
被主驱赶⾛的原住⺠的可憎的⾏为。
4他在邱坛上，在⼭顶上，在各处的树
荫下，到处烧⾹献祭。
5由于亚哈斯王背弃主的种种恶⾏，
主把他交在亚兰王的⼿⾥。亚兰王打败
他，把⼤量⼈⼝掳到⼤⻢⼠⾰。主⼜把
他交在利玛利的⼉⼦以⾊列王⽐加的⼿
⾥。以⾊列王重创亚哈斯， 6在⼀天之内
屠戮⼗⼆万犹⼤兵⼠。 7⼀个名叫细基利
的以法莲†勇⼠杀死了亚哈斯王的⼉⼦玛
⻄雅、王宫总管押斯利⽢和宰相以利加
拿。
8以⾊列⼈掳⾛⼆⼗万妇⼥⼉童，连同
⼤量的财物⼀起运回撒玛利亚。 9当时，
主的先知俄德住在撒玛利亚城。以⾊列
军队返回撒玛利亚时，俄德出城来⻅他
们，对他们说: “主—你们祖先的上帝对犹
⼤⼈动怒，所以才把他们交在你们的⼿
⾥。⽽你们竟然在狂怒中对他们⼤肆屠
戮，上帝已经看到了这⼀切。 10现在，
你们⼜要使犹⼤和耶路撒冷的男男⼥⼥
沦为你们的奴⾪，难道你们这样做就不
会得罪主—你们的上帝吗？ 11听我的话
吧！这些俘虏是你们的同胞，放他们回
去吧，不然，主也会对你们动怒的。”

*28:3 欣嫩⼦⾕在耶路撒冷的南部和⻄部，在此⾕有许多婴⼉和⼩孩⼦被献给了假
神。
†28:7 以法莲约瑟的幼⼦，后来以法莲⽀派加⼊以⾊列。以法莲是以⾊列的另⼀个
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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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这时，以法莲的⼏名⾸领—约哈难
的⼉⼦亚撒利雅、⽶实利末的⼉⼦⽐利
家、沙⻰的⼉⼦耶希⻄家和哈得莱的⼉
⼦亚玛撒，也都站出来反对那些参战归
来的以⾊列⼠兵的⾏为。 13他们说: “你
们不该把这些⼈掳来，这样做会得罪主
的。我们已经犯了⼤罪，难道你们还嫌
不够吗？主的烈怒已经临到了以⾊列！”
14于是，⼠兵们当场把掳来的⼈⼝和
掠来的财物都交给众⾸领和会众。 15上
⾯提到的那四名⾸领负责处理俘虏事
宜，他们从掠来的东⻄中拿⾐服和鞋给
那些⾚⾝裸体的⼈穿，给他们提供⾷物
和饮⽔，⼜⽤橄榄油涂敷他们的伤⼝，
把他们的⽼弱安置在驴背上。就这样，
他们把这些⼈送回了棕榈城耶利哥，让
他们回到⾃⼰的同胞那⾥。然后，他们
⾃⼰返回撒玛利亚。
16亚哈斯王派⼈向亚述王求援。 17当
时，以东⼈再次⼊侵，掳⾛了许多犹⼤
⼈。 18⾮利⼠⼈也袭击丘陵地带和南部
的各个城镇，攻占伯⽰⻨、亚雅仑、基
低罗，以及梭哥、亭纳、瑾锁和它们附
近的村庄。 19亚哈斯在犹⼤纵容邪恶，
在主的⾯前罪孽深重，因此，主使灾难
临到犹⼤。 20亚述王提⾰拉⽐列⾊进兵
犹⼤，他虽然没有颠覆亚哈斯，却处处
同他为难。 21亚哈斯把圣殿和王宫⾥的
宝物以及王公⼤⾂们家⾥的财宝都送给
亚述王，仍然⽆济于事。
22亚哈斯王在困境中⽐以前更背弃
主。 23他竟然向打败他的亚兰⼈的神明
献祭。他说: “既然亚兰⼈的神明能帮他
们打胜仗，如果我祭祀他们，他们也⼀
定会帮助我。”⽽这恰恰导致了亚哈斯和
他的王朝的覆灭。
24亚哈斯拿⾛圣殿⾥的器具，把它们
摔成碎⽚，封闭了圣殿的⼤门。他在耶
路撒冷各条街道的拐⾓处设⽴祭坛，
25在犹⼤的各个城镇⾥设⽴邱坛，向异
族神明献祭。亚哈斯激怒了主—他的祖
先的上帝。
26亚哈斯的其它作为都⼀⼀记载在
《犹⼤和以⾊列列王史》中。 27亚哈斯
死后葬在耶路撒冷，没有葬在王室墓
⾥。他的⼉⼦希⻄家继位为王。

犹⼤王希⻄家

29希⻄家⼆⼗五岁在耶路撒冷即位犹⼤王，在位⼆⼗九年。他的⺟
亲名叫亚⽐雅，是撒迦利雅的⼥⼉。 2希
⻄家效法他的先祖⼤卫，做了主所赞许
的事。
3希⻄家在即位的第⼀个⽉就打开圣殿
的⼤门，并对圣殿进⾏修缮。 4他把祭司
和利未⼈召集到圣殿东侧的院⼦⾥， 5对
他们说:
“现在，你们利未⼈要使⾃⼰归圣，
也要使主—你们祖先的上帝的圣殿
归圣。你们要把⼀切玷污圣殿的东
⻄统统清除出去！ 6我们的祖先对主
不忠，他们做了主所憎恶的事，背
弃了主。他们不⾯向主的居所，却
⽤背对着它。 7他们封闭了圣殿的⼤
门，熄了灯，不到圣殿⾥来向以⾊
列的上帝焚⾹献祭。 8因此，主的愤
怒临到了犹⼤和耶路撒冷，他使它
们成了死亡、恐惧和嘲弄的⽬标，
正如你们亲眼所看到的。 9我们的
⽗辈因此⽽死在战场，我们的妻⼦
⼉⼥因此⽽被掳去。 10现在，我要
与主—以⾊列的上帝⽴约，好让他
收回加于我们的烈怒。 11我的⼦⺠
们啊，不要再拖延了，你们是主选
召来侍⽴在他⾯前的⼈，是为他执
礼、为他烧献祭物的⼈。”
12‒14当时，着⼿准备⼯作的利未⼈如
下:
哥辖宗族亚玛赛的⼉⼦玛哈和亚撒利雅
的⼉⼦约珥；
⽶拉利宗族亚伯底的⼉⼦基⼠和耶哈利
勒的⼉⼦亚撒利雅；
⾰顺宗族薪玛的⼉⼦约亚和约亚的⼉⼦
伊甸；
以利撒反宗族的申利和耶利；
亚萨宗族的撒迦利雅和玛探雅；
希幔宗族的耶歇和⽰每；
耶杜顿宗族的⽰玛雅和乌薛。
15他们召集⾃⼰的族⼈，使⾃⼰归
圣，然后遵照王的命令，按主的规定使
圣殿归圣。 16祭司们进去洁净圣殿，他
们把所有不洁净的东⻄都搬到圣殿的院



历代志下29:17 21 历代志下30:6

⼦⾥，利未⼈再把它们搬出去，丢在汲
沦⾕⾥。 17他们从正⽉初⼀开始⼯作，
到第⼋天，包括圣殿正⾯门廊在内的殿
堂已洁净完毕；⼜过了⼋天，全部圣殿
洁净完毕。整个洁净⼯作在正⽉⼗六⽇
全部完成。
18然后，他们进宫向希⻄家王报告:“我
们已经把整个圣殿洁净完毕，包括献烧
化祭的祭坛及其⽤具和放供饼的供桌及
其⽤具。 19我们也已整备好亚哈斯王当
年背离上帝时搬⾛的圣器，使它们重新
归圣。现在这⼀切都陈列在主的祭坛前
⾯。”
20希⻄家王随即召集全城的官员⼀起
到圣殿去。 21他们带来七头公⽜、七只
公绵⽺、七只公⽺羔和七只公⼭⽺，为
王室、圣殿和犹⼤⺠众⾏赎罪礼。王命
令祭司们—亚伦的后代把这些牲畜奉献
在祭坛上。 22于是，公⽜、绵⽺和⽺羔
被依次宰杀。祭司们接过⾎，洒在祭坛
上。 23最后，祭司们把作为赎罪祭*的
公⼭⽺牵到王和会众⾯前，让他们把⼿
按在⽺的头上。 24然后，祭司们杀掉⼭
⽺，把⾎作为赎罪祭奉献在坛上，为全
体以⾊列⼈⾏赎罪礼。就这样，王命令
为全体以⾊列⼈献了烧化祭和⾏了赎罪
礼。
25当时，王命令圣殿⾥的利未⼈拿着
竖琴、铙钹等乐器按照⼤卫王和先知迦
得、拿单的规定各就各位，这些规定也
是主藉他的先知所吩咐的。 26利未⼈拿
着乐器按规定站好，祭司们也拿着号站
在那⾥。 27接着，希⻄家王命令在坛上
献烧化祭。献祭⼀开始，赞美主的歌声
也随即响起，号声伴随着⼤卫王的各种
乐器声⼀同回荡。 28全体会众在歌声和
号声中向主俯伏敬拜，敬拜仪式⼀直进
⾏到烧化祭献完为⽌。
29献祭完毕，王和在场的⼈都跪倒向
主敬拜。 30希⻄家王和他的⼤⾂们命令
利未⼈唱起⼤卫王和先知亚萨所作的赞

美诗。⼈们都欢欢喜喜地赞颂主，低头
向主敬拜。 31希⻄家对⺠众说: “你们既
然已经皈依主，就把祭物和感谢祭献到
主的圣殿⾥来吧！”于是，会众献上各
种祭物和感谢祭，有些⽢⼼情愿的⼈还
献上了全烧化祭。 32⺠众献上的烧化祭
有70头公⽜、100只公绵⽺和200只公
⽺羔。所有这⼀切都作为烧化祭献给了
主。 33此外，还有600头公⽜、3000只
绵⽺和⼭⽺作为祭物归圣。 34需要剥⽪
的烧化祭太多，祭司们忙不过来，他们
的族⼈利未⼈帮助他们⼀直把活⼲完，
直到其他的祭司洁净了⾃⼰以后来接替
他们。利未⼈⼀向在洁净⾃⼰⽅⾯⽐祭
司们更认真。 35这天，⼈们献上了⼤量
的烧化祭和相应的奠祭以及平安祭的脂
油。就这样，圣殿⾥的礼仪⼜恢复了。
36希⻄家王和全体⺠众都为上帝赐给的
这⼀切感到欢欣，因为上帝使他们这样
快就完成了这⼀切。

希⻄家守逾越节

30希⻄家王派⼈遍告全体以⾊列⼈和犹⼤⼈，⼜特别写信给以法莲
⼈和玛拿⻄⼈†，邀请他们到耶路撒冷的
圣殿来，共同为主—以⾊列的上帝守逾
越节‡。 2希⻄家王和他的⼤⾂们以及耶
路撒冷的全体会众决定在⼆⽉份守节。
3因为祭司们还没有全部洁净完毕，⽽且
⺠众也还没有在耶路撒冷会⻬，因此守
节不能按照定例如期举⾏。 4王和全体
会众都赞同这件事。 5他们决定向全以⾊
列，从别是巴直到但，发表宣⾔，号召
⺠众都到耶路撒冷来为主—以⾊列的上
帝守节，因为很久以来已经没有按照律
法书的规定为主守节了。 6信使们奉王的
命令，带着王和⼤⾂们的信前往以⾊列
和犹⼤各地。信的内容如下:
“以⾊列的⼦孙们，你们要皈依主—
你们祖先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
上帝，他会接纳你们这些在亚述王

*29:23赎罪祭或译为“洁净祭”，请⻅“名词浅注”。
†30:1 以法莲⼈和玛拿⻄⼈约瑟的⼉⼦们，它们是最⼤的家族，它们有时指以⾊列
的北部王国。
‡30:1 逾越节犹太⼈的重要节⽇，每年这天他们吃特别的饭，为了记念在摩⻄时
代，上帝让他们摆脱在埃及的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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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侥幸逃⽣的⼈。 7不要效法你们
那些不忠于主的⽗兄，你们都已经
看⻅，主怎样严厉地惩罚了他们。
8不要像你们的祖先那样愚顽，要顺
从主。到主的圣殿来吧，主已经使
这殿永远归圣。要侍奉主—你们的上
帝，这样，他的烈怒才不会临到你
们。 9只要你们皈依主，你们被掳⾛
的兄弟⼉⼥就会受到怜恤，就能回
到这⽚⼟地上来，因为主—你们的上
帝有丰盛的仁慈和怜悯。只要你们
寻求他，他⼀定会接纳你们。”
10信使们⾛遍以法莲和玛拿⻄的⼀城
⼜⼀城，⼀直北上到⻄布伦各地。可
是，那⾥的⼈却嘲笑他们，侮辱他们。
11也有⼀些亚设⼈、玛拿⻄⼈和⻄布伦
⼈谦恭⾃卑，来到耶路撒冷。 12主的⼒
量使犹⼤⼈团结⼀致，坚定地执⾏王和
⼤⾂们奉主的旨意发布的命令。
13⼆⽉，⼤批会众聚集在耶路撒冷，
准备为主守除酵节*。 14他们拆毁耶路撒
冷街头各处的祭坛和⾹坛，把它们扔进
汲沦⾕。 15⼆⽉⼗四⽇，⼈们宰了逾越
节⽺羔。那些尚未洁净⾃⼰的祭司和利
未⼈觉得惭愧，就洁净了⾃⼰，把烧化
祭奉到圣殿⾥。 16然后，他们按照圣⼈
摩⻄的律法书的规定，站到各⾃的位置
上。利未⼈把祭牲的⾎递给祭司，由他
们把⾎洒在祭坛上。 17由于许多⼈没有
⾃洁，利未⼈不得不替这些不洁之⼈宰
杀逾越节羔⽺，好让羔⽺圣化归主。
18⼤多数从以法莲、玛拿⻄、以萨迦
和⻄布伦来的⼈都没有⾃洁，但他们也
吃了逾越节羔⽺，这是违反律法书规定
的。为此，希⻄家为他们向主祷告，说:
“⾄善的主啊，求您宽恕这些⼈的罪。
19虽然他们没有按照圣洁之礼⾃洁，但
他们是⼀⼼寻求主上帝，他们祖先的上
帝的。” 20主垂听了希⻄家的祷告，没有
惩罚这些⼈。 21⼀连七天，聚集在耶路
撒冷的以⾊列⼈狂欢庆祝除酵节。利未
⼈和祭司们每天都向主唱赞美诗，⽤嘹
亮的乐声赞美主。 22希⻄家嘉奖了所有

善于侍奉主的利未⼈。⼈们欢宴七天，
向主献平安祭，⼜赞颂主—他们祖先的
上帝。
23全体会众决定再庆祝七天，于是⼈
们⼜兴⾼采烈地庆祝七天。 24希⻄家
王向会众捐献了1000头公⽜和7000千
只⽺，王公⼤⾂们捐献了1000头公⽜和
10000只⽺。许多祭司都洁净了⾃⼰。
25犹⼤的全体会众和祭司、利未⼈以及
所有从以⾊列各地来的⼈们，包括来⾃
以⾊列的外族⼈和寄居在犹⼤本地的外
族⼈，都在⼀起共同欢庆节⽇。 26耶路
撒冷城⼀⽚欢腾，⾃从所罗门王以后，
耶路撒冷还从没有过这样的盛事。 27祭
司们和利未⼈站⽴着为⼈⺠祝福，他们
的声⾳蒙主垂听，他们的祷告上达于天
上的圣所。

希⻄家王实⾏改⾰

31庆典结束以后，耶路撒冷的以⾊列⼈分头到犹⼤的各个城镇去，
他们打碎⽯柱像，砍倒亚舍拉⽊柱，
⼜到犹⼤、便雅悯、以法莲和玛拿⻄各
地，捣毁了那⾥的邱坛和祭坛，然后各
⾃返回家乡。
2希⻄家根据祭司和利未⼈各⾃的职责
把他们分成⼏组，分别负责献烧化祭和
平安祭、在圣典中执礼、在圣殿的各门
内唱赞美诗和感恩诗。 3希⻄家捐出⾃⼰
的⼀部分产业，供每天早晚的烧化祭以
及安息⽇、新⽉节和律法书所规定的其
它节期献烧化祭之⽤。
4他命令耶路撒冷的居⺠把应该分给祭
司和利未⼈的份额交上来，好使利未⼈
能专⼼致志于主的律法。 5命令刚⼀发
布，以⾊列⼈就毫不吝啬地献出新收的
五⾕、新酿的酒、橄榄油、蜂蜜和其它
各种农产品。每种东⻄他们都送来⼗分
之⼀，数量极⼤。 6住在犹⼤其它城镇⾥
的犹⼤⼈和以⾊列⼈也送来他们牲畜的
⼗分之⼀，还有其它圣洁的出产物的⼗
分之⼀，⼀起献给主归圣。送来的东⻄
堆积如⼭。

*30:13 除酵节逾越节和之后的⼀周，⼈们吃⽆酵饼，为了让他们记念上帝把以⾊列
⼈领出埃及。⼈们那时⾛得匆忙，所以来不及将酵放⼊⾯团中等饼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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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捐献从三⽉开始，七⽉结束。 8希⻄
家王和他的⼤⾂们看到堆积的物资，都
⼀起赞美主，⼜为他的⼦⺠们祝福。 9希
⻄家向祭司和利未⼈询问有关捐献物
资的情况， 10属于撒督家族的⼤祭司亚
撒利雅答道: “⾃从⺠众向圣殿送来了礼
物，我们不但有了⾜够的吃的，还有很
多剩余，这许多东⻄都是剩下的。由于
主赐福他的⼦⺠，我们才有了这⼀切。”
11希⻄家命⼈收拾好圣殿的库房，⼈
们照办了， 12然后，把⺠众捐的礼物和
什⼀奉献⼀⼀搬了进去。利未⼈歌楠雅
是库房总管，他的弟弟⽰每是他的副
⼿。 13王和主管圣殿的⼤祭司亚撒利
雅⼜指命耶歇、亚撒细雅、拿哈、亚撒
⿊、耶利末、约撒拔、以列、伊斯玛基
雅、玛哈和⽐拿雅⼗个⼈在歌楠雅和⽰
每的⼿下供职。
14利未⼈⾳拿的⼉⼦可利是圣殿东门
的守卫⻓，他负责接收⾃愿献给上帝的
礼物，也负责分发这些礼物和圣化归主
的礼物。 15‒16他的属下是伊甸、珉雅
珉、耶书亚、⽰玛雅、亚玛利雅和⽰迦
尼雅，他们是他忠实的助⼿，协助他在
祭司居住的城镇⾥向他们的族⼈分发
物品。⼈们不分⽼幼都有⼀份，此外，
三岁或三岁以上在家谱上登记在册的男
⼦也可以分得⼀份，因为他们将来也要
依据各⾃所在的组别和职责到圣殿⾥去
履⾏各种⽇常义务。 17这是祭司按家族
登记注册的⽅式。利未⼈的登记注册⽅
式，则以⼆⼗岁或⼆⼗岁以上的利未⼈
男⼦各⾃所在的组别和职责为准， 18物
品的分配按注册进⾏，利未⼈和他们众
多的妻⼦、⼉⼥和幼⼉都为此进⾏了注
册，因为利未⼈已经专⼼归圣，要随时
准备供职。
19对于住在城郊或其它城镇⾥的祭
司，有专⼈负责把物品分给他们中间的
男⼦和所有在利未族家谱上登记在册的
⼈。
20以上是希⻄家在整个犹⼤地区所做
的事，这些事是忠于主的，是主—他的
上帝所赞许和⾸肯的。 21⽆论是处理圣
殿的⼤⼩事情还是遵从律法和诫命，
他都⼀丝不苟、专⼼⼀意地寻求他的

上帝，侍奉他的上帝，因此，他事事顺
利。

亚述王骚扰希⻄家

32就在希⻄家王⼀⼼⼀意地做完了这些事以后，亚述王⻄拿基⽴⼊
侵犹⼤。他围困了各设防城，想要亲⾃
征服犹⼤⼈。 2希⻄家王⻅⻄拿基⽴已经
深⼊，并有进攻耶路撒冷的意图， 3就与
他的⼤⾂们和统帅部磋商，打算切断城
外的⽔源。群⾂都赞同他的计划，⽴刻
付诸实施。 4他们召集⼤批⼈，堵塞了城
外的⽔泉，切断了所有地⾯上的⽔流，
使亚述王接近耶路撒冷时得不到饮⽔。
5然后，希⻄家王⼜命⼈加紧修复了倒塌
的城墙，并在城墙上修建塔楼，⼜修建
了外城，加强了⼤卫城的防御，⼜造了
⼤量的盾牌和各种军械。 6他选派军官
们组织⺠众，并在城门⼝的⼴场上对他
们发表讲话，⿎舞他们的⼠⽓。 7他说:
“你们要刚强，要勇敢，不要畏惧亚述王
和他的⼤军，因为与我们同在的⽐与他
们同在的更强⼤。 8与亚述王同在的只
不过是⼈的⼒量，⽽与我们同在的是主
—我们的上帝，他会帮助我们打这场战
争。”⺠众听了希⻄家的演说，都充满了
信⼼。
9不久，亚述王⻄拿基⽴率军围困了拉
吉。他派使者到耶路撒冷来，对希⻄家
王和犹⼤⼈说:
10 “亚述王⻄拿基⽴宣喻你们: ‘你
们仰仗什么留在耶路撒冷等死？’
11希⻄家告诉你们: ‘主—我们的上
帝⼀定会把我们从亚述王的⼿⾥救
出来。’他是在骗你们！是想让你们
饿死、渴死！ 12就是这个希⻄家拆
毁了上帝在各处的邱坛和祭坛，还
对你们犹⼤⼈和耶路撒冷⼈说: ‘你
们只可在⼀个祭坛前敬拜和献烧化
祭。’ 13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和我的先
王怎样对待别的国家吗？没有⼀个
国家的神明能使他的国家逃脱我的
⼿！ 14被我的先王灭掉的列国的神
明哪⼀个能把他的国家从我⼿⾥救
出来？难道你们的神明就能救你们
吗？ 15不要再受希⻄家的骗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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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听信他的谎⾔。没有哪⼀个神明
能把他的⼈⺠从我或我先王的⼿⾥
救出来，你们的神明也休想救得了
你们！”
16亚述王的使者还说了⼀些侮辱主上
帝和他的仆⼈希⻄家的话。 17亚述王还
写来⼀封信，信中全是侮辱主—以⾊列
的上帝的话: “列国的诸神不能救他们的
⼈⺠逃脱我的⼿，希⻄家的神同样也救
不了他的⼈⺠！” 18他们⽤希伯来语向
耶路撒冷城墙上的⼈⼤声喊话，恐吓他
们，想打击对⽅的⼠⽓，好趁机夺城。
19他们随意妄论主，以为主跟外族⼈⼿
造的异神偶像没有两样。
20希⻄家王和亚摩斯的⼉⼦先知以赛
亚把这⼀切都告诉了上帝，向他祷告求
助。 21于是，主遣下⼀位天使，消灭亚
述王营中的全部兵⼠和将领。亚述王狼
狈地返回本国，在神庙⾥被⾃⼰的⼏个
⼉⼦所刺杀。 22主就这样把希⻄家和耶
路撒冷⼈从亚述王⻄拿基⽴和其他仇
敌的⼿⾥救出来，赐给他们四境太平。
23许多⼈到耶路撒冷来向主献祭，也向
希⻄家王献上许多珍贵的礼物。希⻄家
王⾃此雄踞于列国之中。
24有⼀段时间，希⻄家得了重病，病
势垂危。他向主祷告，主应答他，向他
显⽰了征兆*。 25但是希⻄家骄傲起来，
没有向主施予的恩惠致以相应的感谢，
主的怒⽓因此临到他，也临到耶路撒冷
和犹⼤。 26后来，希⻄家和耶路撒冷⼈
不再骄傲，因此主的怒⽓没有在希⻄家
在位期间发作。
27希⻄家王拥有巨⼤的财富和声望。
他造了许多库房存放⾦银、珠宝、⾹
料、盾牌和各种宝物， 28也造了许多
粮仓、酒窖和油库，以及各类⽜棚和⽺
圈。 29他还建造了许多城镇，拥有⼤批
⽜⽺，主赐给了他⽆数的财富。 30是希
⻄家王截断了基训泉的源头，把⽔引到
了⼤卫城的⻄边。他所做的事没有不成
功的。

31只是当巴⽐伦诸王的专使来向他求
问国内出现的征兆时，主离开他，让他
独⾃处理，以此考验他的真实品格。
32希⻄家的其它事迹和他对主的忠诚
都记载在亚摩斯的⼉⼦先知以赛亚的
《以赛亚异象书》和《犹⼤和以⾊列列
王史》中。 33希⻄家死后葬在王室陵墓
的⼩⼭上，全体犹⼤⼈和耶路撒冷⼈为
他举哀。他的⼉⼦玛拿⻄继位为王。

犹⼤王玛拿⻄

33玛拿⻄⼗⼆岁在耶路撒冷登基，在位五⼗五年。 2他效法被主赶
⾛的原住⺠的令⼈憎恶的⾏为，做了主
所憎恶的事。 3他重建被他⽗亲希⻄家
王拆毁的邱坛，⼜筑坛拜巴⼒，造亚舍
拉偶像。他崇拜天上的星⾠诸象，供奉
它们。 4‒5主曾指着圣殿说: “我的名必永
在耶路撒冷。”玛拿⻄竟在圣殿的两院中
筑坛占星，崇拜天上的万象。 6他在欣
嫩⼦⾕把⾃⼰的亲⽣⼉⼦当作祭物投⼊
⽕中，他信奉占⼘、巫术，求问邪法和
亡灵。他做了主极为憎恶的事，激怒了
主。 7他甚⾄把⾃⼰制作的偶像⽴在上
帝的圣殿⾥。上帝曾对⼤卫和他的⼉⼦
所罗门说: “我在以⾊列各⽀派中选中了
耶路撒冷和这座殿宇，我的名必永在其
中。 8只要以⾊列⼈谨守我藉摩⻄颁给他
们的律法、诫命和律例，我就不再使他
们流离我赐给他们祖先的这块⼟地。”
9玛拿⻄蛊惑犹⼤⼈和耶路撒冷⼈堕
落，使他们恶⾏⽐主所消灭的原住⺠更
甚。
10主警告玛拿⻄和他的⼈⺠，可是他
们不听。 11于是，主使亚述王的⼤将兴
兵⼊侵，俘虏了玛拿⻄。他们⽤铁钩钩
住他的⿐孔，⽤铜枷锁住他，把他带往
巴⽐伦。
12玛拿⻄在危难中极其谦卑地向主—
他的祖先的上帝谢罪，寻求主—他的上
帝的帮助。 13他向主祷告，主被他的诚
恳所感动，垂听了他的祈求，使他重返

*32:24 征兆《以赛亚》38:1-8讲述了关于希⻄家的故事，以及主是如何赐给了他⼜
活了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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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继续执掌国政。玛拿⻄这才知
道，只有主才是上帝。
14后来，玛拿⻄重新修建⼤卫城*的外
城，从基训泉以⻄的⾕地到⻥门和环绕
俄斐勒⼭⼀带的城墙⽐以前更⾼⼤坚
固。他也在犹⼤的各设防城派驻军队，
任命城防⻓官。 15他废⽌异神，搬⾛圣
殿⾥的偶像，拆除原先建在圣殿⼭坡上
和耶路撒冷各处的祭坛，把这些东⻄都
扔出城外。 16然后，他恢复主的祭坛，
在坛上献上平安祭和感恩祭，并告诫犹
⼤⼈要侍奉主—以⾊列的上帝。 17虽然
⺠众仍然在各处的邱坛上献祭，但只献
给主—他们的上帝。
18玛拿⻄的其它事迹，包括他向上帝
的祷告以及先知奉主—以⾊列的上帝的
名对他说的话，都记载在《以⾊列列王
史》中。 19他向上帝的祷告，上帝如何
被他的诚恳所感动，以及他所犯的罪和
背信的⾏为，他在悔改前建造邱坛和⽴
亚舍拉偶像的场所，都⼀⼀记载在《先
知史》中。 20玛拿⻄死后葬在⾃⼰的王
宫的地下。他的⼉⼦亚们继位为王。

犹⼤王亚们
21亚们⼆⼗⼆岁在耶路撒冷登基，在
位⼆年。 22他做了主所憎恶的事，正
如他⽗亲玛拿⻄的所作所为⼀样。他
拜玛拿⻄早年所做的偶像，向它们献
祭。 23但是，他没有像他⽗亲⼀样悔过
⾃新，向主谦卑谢罪，反⽽为恶更甚。
24亚们的⼤⾂谋反，在宫⾥刺杀了他。
25⺠众处死了所有谋害他的⼈，⽴他的
⼉⼦约⻄亚为王。

犹⼤王约⻄亚

34约⻄亚⼋岁在耶路撒冷登基，在位三⼗⼀年。 2他⼀⼼⼀意遵循先
祖⼤卫王的道路，做了主所赞许的事。
3约⻄亚王朝第⼋年，当他还是少年的时
候，就开始寻求他的先祖⼤卫的上帝。
约⻄亚王朝⼗⼆年，他清除了邱坛、亚
舍拉偶像和其它雕刻和铸造的偶像，着
⼿洁净犹⼤和耶路撒冷。 4他亲⾃出⾯

拆毁巴⼒的祭坛，捣毁上⾯的⾹坛，把
亚舍拉偶像和其它偶像都劈成碎⽚，碾
成粉末，洒在那些曾经祭祀它们的⼈的
坟上， 5⼜把这些异教祭司的遗骸放在他
们的祭坛上焚烧，洁净了犹⼤和耶路撒
冷。 6‒7他把玛拿⻄、以法莲、⻄缅以⾄
拿弗他利等地各个城镇及其周围废墟⾥
的祭坛和亚舍拉偶像全部拆毁，把雕像
砸得粉碎，全以⾊列的⾹坛都被劈成碎
⽚。这⼀切都完成之后，他才返回耶路
撒冷。
8约⻄亚王朝第⼗⼋年，为了洁净国
⼟和圣殿，约⻄亚王指派亚萨利雅的⼉
⼦沙番、耶路撒冷的⾏政⻓官玛⻄雅和
约哈斯的⼉⼦史官约亚负责修缮圣殿。
9他们去⻅⼤祭司希勒家，把⺠众献给圣
殿的钱交给他。这些钱是利未族守卫从
玛拿⻄⼈、以法莲⼈和其他以⾊列遗⺠
以及犹⼤⼈、便雅悯⼈和耶路撒冷⼈那
⾥收来的。 10他们把这笔钱交给负责圣
殿⼯程的⼈，这些⼈再把钱付给负责修
缮圣殿的⼯匠， 11由这些⽊匠和⽯匠去
买凿成的⽯块、架⽊和梁⽊，因为犹⼤
历代君王已经使圣殿的建筑破败不堪。
12⼈们都尽⼼尽⼒地⼯作。利未⼈⽶拉
利宗族的雅哈和俄巴底及哥辖宗族的
撒迦利亚和⽶书兰负责监⼯， 13那些擅
⻓演奏乐器的利未⼈也协助组织⼯⼈和
监督各项⼯作。其中⼀些利未⼈担任书
记、⽂书和守卫。

发现律法书
14当⼈们从圣殿⾥往外运钱的时候，
⼤祭司希勒家发现了摩⻄的律法书。
15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 “我在圣殿⾥发
现这本律法书。”他把书交给了沙番。
16沙番拿着书去⻅王，向他报告: “陛下
的命令都已由⾂等遵照执⾏。 17圣殿⾥
的钱已经取出来，并已交付给⼯程负责
⼈和有关⼯匠。” 18随后，沙番⼜禀知
王: “⼤祭司希勒家交给我⼀本书。”然后
他就在王的⾯前⼤声诵读。 19王听⻅律
法书上的话，惊惶地撕裂⾐服， 20命令
希勒家、沙番的⼉⼦亚希⽢、⽶迦的⼉

*33:14⼤卫城耶路撒冷东南部，也是此城最古⽼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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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顿、王室书记沙番和王的侍从官
亚撒雅，说: 21 “你们去为我，为犹⼤和
以⾊列的遗⺠，向主求问有关发现的这
本书⾥所写的⼀切。主临到我们的烈怒
如此之重，就是因为我们的祖先没有遵
从主的话，没有谨守这本书中所写的⼀
切。”
22希勒家和王派来的⼀⾏⼈去求问⼥
先知户勒⼤，她是沙⻰的妻⼦，沙⻰主
管圣殿礼服，他是特⽡的⼉⼦，哈斯拉
的孙⼦。户勒⼤住在耶路撒冷的第⼆
区。
23户勒⼤对他们说: “主—以⾊列的上帝
是这样说的: ‘告诉派你们来求问我的⼈，
24主是这样说的:我要降灾于这块⼟地和
这⾥的居⺠，我要把律法书中所有那些
已经在犹⼤王⾯前诵读过的诅咒加于他
们。 25因为他们背弃了我，向其他神明
烧⾹祭献，他们所做的⼀切激怒我。我
的怒⽓要向他们发作，永不⽌息。’
26 “请转告派你们来求问主的犹⼤王，
关于你们刚才听到的那些话，主—以⾊
列的上帝是这样说的: 27 ‘由于你⼀听到我
指责这块⼟地和这些居⺠的话就来谦卑
地求问我，由于你向我谦卑谢罪，撕裂
⾃⼰的⾐服，向我痛哭流涕，因此，我
垂听你的祷告，这是我—主的宣布。
28 “‘我必带你归回祖先，让你平安地离
开⼈世，必不使你亲眼看⻅我将降于这
块⼟地和这些⺠众的灾祸。’”⼈们将户勒
⼤的话回复王。
29王召集犹⼤和耶路撒冷的所有⻓
⽼， 30带领犹⼤⼈、耶路撒冷⼈、祭司
和利未⼈，不分尊卑贵贱，⼀起来到圣
殿。约⻄亚王向⺠众⼤声宣读了在圣殿
⾥发现的约书的内容。 31王站在他的柱
⼦旁边，在主的⾯前⽴约，要⼀⼼⼀意
地顺从主；要谨守他的诫命、律例、法
度；要遵从这本书上的⼀切约定。 32然
后，他命令所有在耶路撒冷和便雅悯的
⼈宣誓守约，耶路撒冷⼈按照上帝的约
的规定宣了誓。 33约⻄亚拆除了以⾊列
⼟地上所有可憎的偶像，命令所有居住
在以⾊列的⼈都侍奉主—他们的上帝。
约⻄亚在世期间，⼈们⼀直信靠主—他
们祖先的上帝。

约⻄亚守逾越节

35约⻄亚王在耶路撒冷守主的逾越节，在⼀⽉⼗四⽇宰杀了逾越节
⽺羔。 2王分派祭司们在圣殿中执礼，⿎
励他们尽⼼职守。 3他对那些已经圣化归
主、负责指导⺠众的利未⼈说: “圣约柜
已经安放在⼤卫的⼉⼦所罗门王建造的
圣殿⾥，你们不必再抬了。但是，你们
要侍奉主—你们的上帝和他的以⾊列⼦
⺠。 4你们要遵照⼤卫王和他的⼉⼦所罗
门王分派给你们的职责，按家族随时做
好在圣殿中执礼的准备。 5你们要和每个
家族在圣所供职的利未⼈⼀起值班，以
便帮助他们。 6你们要宰杀逾越节⽺羔，
要洁净⾃⼰，为你们的同胞做好准备。
要做好主藉摩⻄所吩咐的⼀切事情。”
7约⻄亚为守节的会众捐出30000只⽺
和3000头⽜作为逾越节的祭物，这⼀切
都出⾃王⾃⼰的产业。 8他的⼤⾂们也
⾃愿向会众、祭司和利未⼈做了捐献。
主管圣殿的⼤祭司希勒家、撒迦利亚和
耶歇捐给祭司们2600百只⽺羔和300头
⽜，作为逾越节的祭物。 9利未⼈的⾸
领歌楠雅、⽰玛雅和他的兄弟拿坦业、
哈沙⽐雅、耶利、约撒拔捐出了5000只
⽺羔和500头⽜，作为利未⼈的逾越节祭
物。
10⼀切准备就绪，按照王的命令，祭
司们站到⾃⼰的位置上，利未⼈也按组
别站好。 11利未⼈宰了逾越节⽺羔，剥
了⽪，把⾎交给祭司，由祭司把⾎洒在
祭坛上。 12然后，他们把应该烧化的部
分取⾛，把它们分给按家族组成的⺠众
团体，让他们按照摩⻄律法书的规定向
主献祭。他们对⽜也做了同样的处理。
13利未⼈按照规定在⽕上烤逾越节的祭
牲，⼜在锅⾥、罐⾥和盆⾥煮祭物，然
后迅速地分给⺠众。 14做完这些事以
后，利未⼈也为⾃⼰和亚伦家族的祭司
准备了祭⾁。由于祭司们向主献烧化祭
和脂油⼀直要到晚上，所以他们的祭⾁
由利未⼈代为准备。 15亚萨宗族的歌⼿
们要按照当年⼤卫王和亚萨、希幔及王
的先知耶杜顿的规定就位，各门的守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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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得离开岗位，他们的祭⾁均由其他
利未⼈代为准备。
16当天，守逾越节和向主献烧化祭的
礼仪全部按照约⻄亚王的指⽰进⾏。
17所有在场的以⾊列⼈⼜连续七天为主
守除酵节。 18⾃先知撒⺟⽿时代以来，
以⾊列从未有过如此盛⼤的守逾越节庆
典，以⾊列的历代君主也从未像约⻄亚
王这样与祭司、利未⼈、全体犹⼤⼈和
耶路撒冷⼈以及和他们住在⼀起的以⾊
列⼈如此隆重地守过逾越节。 19这次逾
越节庆典举办于约⻄亚王朝⼗⼋年。

约⻄亚之死
20约⻄亚把圣殿的⼀切事务安排就绪
以后不久，埃及王尼哥引兵北上，攻打
幼发拉底河流域的迦基⽶施。约⻄亚出
兵阻拦。 21尼哥王派使者来⻅约⻄亚，
说:
“犹⼤王陛下，你我之间⽆嫌⽆怨，
我不是来攻打你，⽽是攻打我的仇
敌之国。上帝要我从速⾏事，他与
我同在。请不要对抗上帝的旨意，
好让他不致毁灭你。”
22可是约⻄亚执意不听尼哥王遵照主
的命令说的话。他没有撤兵，反⽽乔
装上阵，与尼哥王会战于⽶吉多平原。
23约⻄亚王中箭，他吩咐部下: “快把我
带⾛！我受重伤了！”
24部下把他扶出战⻋，放在副⻋上驰
回耶路撒冷。约⻄亚王死于耶路撒冷，
葬在王室墓⾥。全体犹⼤⼈和耶路撒冷
⼈为他举哀。 25先知耶利⽶为约⻄亚王
作了挽歌。⾄今男⼥歌⼿们仍唱这些挽
歌纪念他，这在以⾊列已经成为⼀种⻛
俗。这些歌记载在《哀歌集》内。
26约⻄亚的其它事迹和他谨守律法的
种种忠于主的作为， 27都详细记载在
《以⾊列和犹⼤列王史》中。

犹⼤王约哈斯

36犹⼤⼈在耶路撒冷拥戴约⻄亚的⼉⼦约哈斯为王。 2约哈斯⼆⼗三
岁在耶路撒冷登基，在位仅三个⽉。 3埃
及王尼哥攻破耶路撒冷，逼他退位，并
向犹⼤索赔款⽩银3400公⽄和⻩⾦34公

⽄。 4尼哥王⽴约哈斯的哥哥以利亚敬为
王，辖制犹⼤和耶路撒冷，并把他的名
字改为约雅敬。约哈斯被尼哥王掳往埃
及。

犹⼤王约雅敬
5约雅敬⼆⼗五岁在耶路撒冷登基，在
位⼗⼀年。他做了主—他的上帝所憎恶
的事。 6巴⽐伦王尼布甲尼撒⼊侵犹⼤，
俘虏了他，把他⽤铜枷锁住，掳往巴⽐
伦。 7尼布甲尼撒王还掠⾛了圣殿⾥的
⼀些器具，放到他⾃⼰的神庙⾥。 8约雅
敬的其它恶⾏和有关他的⼀切都记载在
《以⾊列和犹⼤列王史》中。他被掳⾛
后，他的⼉⼦约雅⽄继位为王。

犹⼤王约雅⽄
9约雅⽄⼗⼋岁在耶路撒冷登基，在位
仅三个⽉零⼗天。他也做了主所憎恶的
事。 10第⼆年春天，尼布甲尼撒王派⼈
把约雅⽄拘往巴⽐伦，同时带⾛了圣殿
⾥的宝物。尼布甲尼撒王⽴约雅⽄的叔
叔⻄底家为王，辖制犹⼤和耶路撒冷。

犹⼤王⻄底家
11⻄底家⼆⼗⼀岁在耶路撒冷登基，
在位⼗⼀年。 12他做了主所憎恶的事，
不肯谦卑地听从主藉先知耶利⽶所说的
话。

耶路撒冷沦陷
13尼布甲尼撒王曾命他奉上帝的名宣
誓效忠，他却反叛了他。他处处刚愎⾃
⽤，不寻求主—以⾊列的上帝。 14犹⼤
的祭司⻓和⺠众的⾸领们也效法异族的
可憎⾏为，越来越堕落，玷污了主曾在
耶路撒冷使之归圣的主的殿宇。 15主
—他们祖先的上帝⼀再派他的使者警告
他们，因为他仍怜惜他的⼦⺠和他的居
处。 16但他们却嘲笑主的使者，藐视他
的告诫，讥讽他的先知。终于，主的怒
⽓向他的⼦⺠发作，⼀切都⽆可挽救。
17主使巴⽐伦王⼊侵，把他们的⻘年杀
死在圣殿⾥，对他们的少男少⼥、⽼弱
妇孺全⽆⼀丝怜悯，主把他们全都交在
巴⽐伦王的⼿⾥。 18巴⽐伦王把圣殿、



历代志下36:19 28 历代志下36:23

王宫和⼤⾂们的府邸洗劫⼀空，把所有
的财宝器具都掳到巴⽐伦， 19⼜放⽕烧
了圣殿，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烧毁
了宫室，毁掉了⾥⾯的所有珍宝。 20他
把那些⼑下余⽣的⼈带到巴⽐伦，强迫
他们沦为他和他的⼉⼦们的奴仆，⼀直
到波斯帝国兴起。 21这⼀切都是要应验
主藉先知耶利⽶所说的预⾔，直到这块
⼟地补⾜它的安息年为⽌。在它被荒废
的年代⾥，它要享受安息，直⾄七⼗年
期满。

22波斯王塞鲁⼠元年，主为了应验藉
耶利⽶所说的话，默⽰塞鲁⼠王，使他
下诏通告全国:
23 “波斯王塞鲁⼠诏⽈:
主—天上的上帝命我为万国之王，
⼜命我在犹⼤的耶路撒冷为他建
造殿宇，主的⼦⺠均可返回耶路
撒冷。愿主—你们的上帝与你们同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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