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约拿游泳 
 

浪子回头的先知（第四部分） 

约拿书 1:17-2:10 

 

引言 

负责我们教会儿童事工的斯科特·维利牧师（Scott Wylie），还负责教会三到五年级

的话剧。每到星期天，出色的男女演员们就会在不同的地方轮流演出原创的剧本。他们选

用的舞台地点也是很奇特，比如邮局、百货店、火车站等等。 

有一年，斯科特牧师把孩子们以前给他和同工们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编辑和整理。这本

小册子的内容很有洞见，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泛。我现在选几个问题给大家念一下： 

• 神庆祝节日吗？ 

• 为什么人们会以为自己可以骗过神呢？ 

• 神是自有永有，这是什么意思呢？神一定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 为什么神要创造地球，而不是创造了我们之后，让我们直接去天堂呢？ 

• 出埃及记的青蛙之灾真的那么可怕吗？ 

• 青蛙有什么不好的呢？（这个孩子很容易养育！） 

• 如果我们还没祷告，神就已经知道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呢？ 

• 神有多大年纪了？ 

• 我可以又有怀疑，又做基督徒吗？ 

• 那些死去的婴儿会去天堂吗？ 

• 我们怎么知道圣经是真的呢？ 

• 我的猫咪会去天堂吗？（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猫去不了天堂！天堂里的一切都

很喜乐，每个人都知道猫并不快乐，因为它们都撅着嘴。） 

这些问题都很不错，对把？斯科特牧师对这些问题都做出了回答，大家应该感到高

兴，是不是？你要不要给他发邮件，索取他的答案呢？不妨和他联系一下。 

 

关于圣经真实性的问题，约拿和大鱼的记载受到非常多的质疑。我们团契的一个姊妹

最近把她自己的见证写了下来，交给我。她个人对真理的挣扎都聚焦在约拿书。她写道： 

二十年前，我还是一个没有得救的天主教徒，正在准备教会主日学的课程，主题是

“圣经中的儿童礼仪”。在那份教材当中，我正在预备的内容是“约拿和大鱼”，需要给

我的学生们解释：天主教认为那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圣经中的儿童礼仪”只是告诉孩

子们，神要借着这个故事让他们学习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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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提一下，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忍不住觉得好奇：这门课程到底要让孩子们学习

什么？如果你不顺服神，那就不要靠近大海？如果你已经犯罪了，最好不要去钓鱼？ 

她接着写道： 

我给孩子们讲解到一半的时候，我丈夫刚好从旁边经过，听到了我说的话。他是属于

长老会，当时也没得救。他说：“那个故事当然是真的！”他的态度非常肯定。就这样，

神在我心里播下了一个真理的种子，让我烦得要命，迫切地想要知道真相。 

于是我祷告，求主将真理告诉我。几个月之后，当我正坐在车里的时候，听到一位创

造论科学家在解释地球的地理如何能够证明挪亚大洪水的确发生过。以前别人告诉我，那

只是另一个故事而已。但是在那一刻，我的内心突然有了十足的把握：神的话语都是真实

的。 

这位姊妹继续写道：几个月之后，又是借着基督徒电台的节目，她听到了清晰的福音

信息，并且接受基督做她生命的救主。 

我们能想到吗？“约拿和大鱼”成为危机中心，引领这位姊妹悔改。实际上，这条大

鱼也给约拿的生活制造了危机，让他最终可以悔改。 

 

约拿和大鱼的真理 

在上一次的讨论中，我们看到约拿在平静的海面上扑腾，突然，他被一口吞掉，进入

了一个暗无天日的地方。现在，我们继续来看约拿书第一章的第 17 节： 

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 

毫无疑问，这是圣经中最具争议的经文之一。在整个海洋里，这条大鱼受到的关注是

最多的。约拿的确是被一条真实存在的大鱼吞进了肚子。我很惊讶，有些人为了否认这个

事实，发挥了无限的想象力。 

有人认为，实际上，另一条名叫“大鱼”的船只刚好路过，就把约拿从水里救上来

了。1另一个人则主张：约拿游上岸，住在一个名叫“大鱼”的客栈里，用了三天三夜的

时间才恢复过来。2 

几十年前，怀疑论者辩称：鲸鱼的嗓子很窄，甚至连吞下一个桔子都有困难。对有些

鲸鱼来说，这的确不假。然而，科学家对地中海里的普通抹香鲸进行过观察测量，结果

是，它们的喉咙的长宽高分别是六米、三米和四米半。
3
也就是说，它们完全可以吞下大

型卡车或者房车。海洋生物学家还认定：大鱼的腹腔里有足够的空气让人呼吸，但是里面

的温度却高达四十摄氏度。 

我发现在 1927 年的《普林斯顿神学评论》（Princeton Theological Review）杂志里有

这样一篇文章。作者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证实：人可以在鲸鱼肚子里存活。1891 年，一艘

名叫东方之星（Star of the East ）的船在福克兰群岛（Falkland Islands）附近捕猎鲸鱼。

他们发现了一头很大的抹香鲸，于是派出两条较小的船只跟踪它。一条船上的人用捕鲸叉

射中了它，但是第二条船却翻了，一名水手被淹死。另一名水手詹姆斯·巴特勒（James 

Bartley）却失踪了。他们很快把鲸鱼杀死，固定在船舷上，并且开始分割。第二天，他

 
1 William L. Banks, Jonah: The Reluctant Prophet (Moody Press, 1966), p. 44. 
2 David J. Clark and Eugene A. Nida, A Handbook on the Books of Obadiah, Jonah, and Micah (United Bible 

Societies, 1978), 
3 James Montgomery Boice, The Minor Prophets (Baker Books, 1983), p.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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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把鲸鱼的胃拉起来，放在甲板上，打开之后，发现了失踪的巴特勒。他已经神志不清，

浑身发白，但是还活着。过了一些时间，他恢复了健康，并且回到船上，重操旧业。4 

实际上，约拿并没有被一条名叫“大鱼”的船救起来。并且，我还没有阅读《普林斯

顿神学评论》的那篇文章，就已经相信约拿书的记载是真实的。我们不需要更多的解释或

证据，只要详细阅读圣经上白纸黑字的记载就够了。 

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 

这是耶和华的作为。祂预备了一条大鱼来完成这项任务。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那条

鱼是不是足够大”，而是“我们所信的神是不是足够伟大”。如果神真实存在，那么关于

大鱼的事情就很容易理解了，因为圣经说耶和华安排…… 

“安排”这个词还可以翻译成“预备、命令、吩咐或者任命”。在这节经文中，大鱼

一出场，就接到了神的命令。当然，这并不是最后一次。在马太福音 17:27，主还命令一

条鱼咬住一枚硬币。然后吩咐它咬住彼得钓鱼时投下的鱼饵。主早就告诉彼得，让他钓到

第一条鱼之后，打开鱼的嘴，就会有钱给他们两个人交圣殿税。我也希望自己钓鱼的时候

也能同时得到交税的钱！ 

在列王记上 17:6，耶和华吩咐乌鸦叼饼给基立溪旁的以利亚吃。除非神安排，不然鱼

不会用嘴咬着钱币，鸟儿也不会把饼送给陌生人。在整卷约拿书里面，神都在安排或者命

令受造之物。“安排”或者“吩咐”这个词出现了五次。我们应该把它们在圣经上圈出

来： 

• 1:17，神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 

• 2:10，神吩咐大鱼把约拿吐到旱地上； 

• 4:6，神安排一棵蓖麻迅速长起来； 

• 4:7，神安排一条虫子咬那棵蓖麻； 

• 4:8，神安排炎热的东风烘烤约拿。 

上面这五次都使用了这个希伯来语动词，神命令、安排受造之物为祂效力。它们都接

受创物主的安排；它们都顺服神的命令；它们都完成了神所安排的任务。 

现在我们再回到第 17节，经文只是告诉我们说： 

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 

当约拿掉进大鱼肚子里面的时候，或许感受到周围的湿热，呼吸着腥臭的空气，尽管

周围一片漆黑，他还是意识到自己是在哪里，并且知道自己无望而又无助。 

弟兄姊妹们，神容许约拿经历到尼尼微人将会遭受的审判——无望而又无助。5 

 

约拿在深水里的祷告 

约拿书 2:1 告诉我们： 

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 

我敢打赌，他一定是在祷告！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祷告的，到底是看到大鱼

游过来的时候，还是他被吞进鱼嘴里的时候，还是当他顺着大鱼的食道滑进鱼肚子的那一

刻呢？我们都不知道。 

 
4 Ibid., p. 284. 
5 Warren W. Wiersbe, Be Amazed (Victor Books, 1996), p.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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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学者认为约拿开始并没有祷告。实际上，有些希伯来学者认为约拿直到第三天才

开始祷告的。我们也不确定，不过我们知道，我们很容易过于关注那条鱼，而忽视了这位

逃跑的先知内心所经历的变化，这位浪子一般的先知终于开始祷告了。 

不管怎样，我们要一起研究圣经里记载的唯一一次在深水里的祷告。从约拿的祷告

中，我们可以看到真心悔改所包含的三个关键要素：承认、关系的恢复和感恩。 

第一步是承认。 

我们来读第 2节： 

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 

在第 3节，我们注意到约拿承认神的手在管教他： 

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 

新约希伯来书 12:5-7谈到了神的管教。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
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 
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 我们可能会轻看神的管教，并且抗拒（12:5）； 

• 我们或许会由于神的管教而灰心（12:5）； 

• 我们或许会抵挡神，从而受到更严厉的管教（12:6）； 

• 我们也可以选择顺服神，因着所受的管教而成长（12:7）。6 

到目前为止，约拿已经不再抗拒神的旨意。他不再抵挡神的话语，并且将会重新开始

服事神。他承认：自己做错了，神有权管教他。但这只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恢复和神的关系。 

我们看第 4 节： 

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 

到目前为止，约拿生命中每一件事情都是和神的权柄对着干的。有一位作者指出：在

当时的情况下，约拿的生命只需要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向下”： 

• 约拿起来逃避神，“下到”海港约帕； 

• 约拿付了船价，“下到”船底； 

• 约拿被大鱼吞掉，“下到”鱼肚子里； 

• 约拿现在“下到”大海的深处。 

魏华伦（Warren Wiersbe）用了一个很棒的比喻来描述我们的生命：“每当我们逃避

神的时候，唯一可以选择的方向就是向下。”7 

可是现在约拿承认了自己的罪，转向神的圣殿，像旧约的圣徒那样，重新向神委身。

约拿的这一段祷告正是出自所罗门奉献圣殿的祷告。 

在列王记上 8:38-39，所罗门祷告说： 

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一人，自觉有罪，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
什么，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各人所行的待他们（惟有你
知道世人的心）。 

 
6 Ibid., p. 78. 
7 Ibid., p.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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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拿紧紧抓住这个关于悔改和信心的应许。但是神的工作没有就此停止。我们来看第

5-6 节： 

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
永远关住。 

换句话说，约拿认为自己无路可逃，必死无疑。他在第 6节后半段接着说： 

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 

大家听明白了吗？约拿曾经不想祷告，一心只想躲避神；他不想为神发言。那些水手

惊慌失措，害怕被淹死。约拿甚至不会为了他们的缘故而向神祷告：“我才不要对神讲什

么话呢！”但是现在，约拿却说： 

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 

在第 7节，他接着祷告说： 

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
前。 

也就是说：“我曾经毫无指望，但是我现在向你祷告！” 

辛克莱尔·弗格森（Sinclair Ferguson）写道：“在约拿向尼尼微人传讲神怜悯的信

息之前，神已经怜悯祂的仆人约拿了。这难道还不够奇妙吗？”8 

这也就难怪，除了承认和与神恢复关系之外，约拿的祷告还有下一个部分。 

 

第三步是约拿在祷告中向神表达感激之情。 

我们来听他在第 9节的祷告； 

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 

大家要记住：神并没有应许约拿前往尼尼微会全身而退。他感谢神，不是因为自己重

新回到旱地上；他感谢神，不是因为自己没有淹死；他感谢神，是因为神改变了他内心的

悖逆，让他可以再次求告耶和华的名。约拿为着自己的救恩而感谢神。
9
 

“救恩出于耶和华！”这句话与其说是一个神学宣告，不如说是约拿自己信心和赞美

的表白。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约拿说他要向神献祭，并且要还愿。还记得吗？那些水手悔改，

并且宣告以色列的神是他们自己的神。当时他们用到了同样的词汇。在 1:16，他们向耶

和华献祭，并且许愿。水手是用动物献祭，但约拿能用什么献祭呢？他唯一能找到的动物

就是把他吞掉的大鱼。所以，他现在还能用什么向神献祭呢？他已经离神太远，还能拿什

么当做祭物呢？约拿当时可以献给神的，我们也可以献给神。 

当大卫悔改，并且写下第 51篇的认罪诗篇时，在第 17节，他说： 

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不管你逃离神有多远，不管你目前在什么地方，仇敌都会对你说：“你已经离神太远

了。你没有什么可以献给神的。祂为什么要你的祭物呢？你还能给祂什么呢？”这真是一

派胡言。你可以向神献上祂最喜悦的祭物，那就是忧伤的灵和痛悔的心。当约拿把悔改的

心和谦卑的灵奉献给神的时候，神就让大鱼经历到最糟糕的消化不良，以至于大鱼把约拿

吐到了旱地上。我们来看第 10节： 

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 

 
8 Sinclair B. Ferguson, Man Overboard (Banner of Truth Trust, 1981), p. 30. 
9 Boice, p.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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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让大鱼感到很久都没经历过的强烈胃痛，让它没有办法把先知约拿消化掉。于是，

大鱼就把他吐到了旱地上。现场一定挤满了围观的人。这位浪子先知乘坐着大鱼号私人游

艇靠岸了。 

 

结论 

罗伊斯·克鲁格（Lois Krueger）在她的著作中记录了儿子卡尔的故事。那时小家伙

差不过四岁半。罗伊斯和她丈夫有那么几个星期非常繁忙，他们的儿子开始越来越多地找

麻烦，妨碍他们做事情。最后，妈妈命令他坐在墙角面壁思过。 

他突然开口说：“我要离家出走。”罗伊斯停下手里的工作，想起自己小时候的经

历：只会捣乱，从来没人表扬她，甚至不被人疼爱。她立刻用一种独特的智慧对儿子做出

回应：“好的。你可以离家出走。”儿子说：“真的吗？”“当然！来吧，我们一起收拾

行李。” 

她帮儿子拿出小行李箱，也把自己的行李箱拿出来，开始整理衣服。儿子说：“妈

妈，你在干什么？”她说：“我需要带上自己的衣服、鞋子和睡衣。”整理好自己的东西

之后，她把两个行李箱都放在门口，问道：“好了。你真的决定离家出走吗？”“是的，

妈妈。可是你要去哪里呢？”“孩子，如果你决定离家出走的话，那么妈妈会跟你一起

走，因为我绝不会让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10 

这个妈妈真的太棒了，对吧？我记得当我的儿子们小的时候，有一个小家伙跑出去好

几个钟头都没回来。我可不像这位妈妈那样有智慧。我威胁儿子说：“你要是再有一次的

话，有你好受的！” 

 

我们天父的智慧和恩慈是无法测度的。约拿逃走了。可是当他愿意呼求神的时候，发

现神已经在垂听。甚至在最绝望的黑暗时刻，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他听见深渊的牢笼

对他说：“你无路可走了。没有回头路。你将永远孤独。”就在那时，约拿经历到与神相

交的亲密。要知道，他曾经得罪神，把神抛到脑后。约拿悔改了，再次被神接纳，并且后

来还让他再次获得服事的机会。 

不管我们沉默了多久，当我们准备向神倾诉的时候，祂都会聆听。我们发现，在那些

时刻，神的恩典让我们复苏。我们能想到吗：尽管我们悖逆逃跑，神却对我们不离不弃。 

约拿书第二章最奇妙的神迹不是发生在大鱼肚子里，而是在这位浪子先知的心里：他

从内心和神恢复了关系。这位先知掉进大鱼的肚子里，却实实在在地回到了家里。 

约拿回家了，他与神和好了，重新回到天父的怀抱。 

 

 

 

 
 

本讲稿是根据斯蒂芬·戴维（Stephen Davey）2008 年 9月 28 日讲道稿整理而成。 

©斯蒂芬·戴维（Stephen Davey）著作权 2008 

版权所有 

 
10 Trent C. Butler, Holman Old Testament Commentary: Hosea-Micah (Holman Reference, 2005), p. 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