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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鞋为证

真人版的童话故事（第九部分）

路得记 4:1-12

引言

魏华伦（Warren Wiersbe）在路得记注释书第四章的第一段就很有见地。他写道：

“路得记开篇是三个葬礼，结尾是一个婚礼。第一章记载了很多哭泣，然而最后一章
则洋溢着喜乐。现在，并不是人生的一切经历都有快乐的结局；但是这本短小的书卷特别
提醒基督徒：最后一卷是由神来书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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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特殊的故事里，最后一章和第一章具有天壤之别。大幕拉开之际，我们看到三

次葬礼和三个寡妇；谢幕之前则是一场婚礼和一个男婴。

当我们刚开始学习路得记的时候，我曾经提到大多数父亲都给家里的小女孩念过童话

故事。那些古老的童话故事非常棒，其中的王子一贯会表现出英雄气概，不管是爬上高

塔，还是在他的王国里四处搜寻，或是杀死巨龙，他最终都稳操胜券。

我经常会想起女儿小时候每次睡觉之前，都要坐在我的腿上，从那些五颜六色的大开

本书籍里找一本故事书让我给她念。有时候我很累，就会说：“今天晚上，我要给你编一

个童话故事。”她咧开小嘴，笑着等我讲自己编的故事。我会说：“很久很久以前……结

束了。”接着，我就把脑袋靠在椅子背上，假装睡着了。女儿立刻说：“爸爸，这不是个

真的故事！你不可以刚开始就讲完了，中间什么都没有。”

我猜我们都很容易用这样的方式来阅读所有的圣经故事，尤其是那些信主时间比较长

的人。

 你还记得以斯帖什么时候成为皇后的吗？记得，而且她救了自己的同胞。那么，

中间发生了什么呢？

 你还记得但以理什么时候被扔进狮子坑吗？记得，不过他活下来了。那么，中间

发生了什么呢？

 你还记得耶稣什么时候被钉十字架吗？记得，并且他从死里复活了。那么，在所

有这些事情中间发生了什么呢？

你还记得路得的故事吗？当然，她是个寡妇，波阿斯娶了她，太棒了！这种叙述方式

就像是在说：“很久很久以前……结束了。”不要太着急，我们需要一位王子来掌控全

1 Warren W. Wiersbe, Be Committed (Victor Books, 1993), p.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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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这出话剧最吸引人的一幕就是波阿斯很有策略地向另一个救赎者发出挑战，并且最终

胜出。

到现在为止，我们对路得记的了解包括：三个月的恋爱以及午夜的求婚。在打谷场

上，波阿斯和路得已经向对方吐露爱慕之情。可是，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另一位王子对公

主享有合法权利。情况变得复杂起来！难怪著名的圣经学者维农·麦基（J. Vernon
McGee）会说：“路得记就像是一部小说（童话故事），然而却不是虚构的。”

2
实际

上，路得记的故事发生在很久以前，是真人版的童话故事。不过，王子首先必须赢得他的

新娘。

波阿斯赢得他的新娘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路得记 4:1-2：

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至近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
人哪，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
“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

我们先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城门实际上是进入城镇之后的一片开阔地段，很多交易

基本都是在那里完成的。
3
长老们也会坐在那里，听取诉讼案件，做出法律判决。人们还

会在那里讨论城市规划。在城门口做出的决定具有一锤定音的效力。
4

顺便说一句，这也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 16:18 对门徒所做出的应许：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这里“阴间的权柄”在原文中就是“阴间的门”，换句话说，“阴间的一切计划、阴

谋甚至最终决定都不能胜过我的教会。”

这个时候，波阿斯已经邀请十位长老落座，来听取这件事情。要知道，做出法律仲裁

最少需要十位长老，所以，刚刚达到这个数字，波阿斯就蓄势待发了。

第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就在那一刻，另一位至近的亲属恰巧从那里经过。显然，这

个爱情故事的作者想让我们知道：波阿斯固然在通盘考虑每个细节，然而是神在背后安排

这一切。请看第 3节：

波阿斯对那至近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
那块地……”

大多数人相信在上下文中，“族兄”这个词是指代家族关系，而不是直系的家庭成

员。所以，波阿斯一开始大概会这样说：“嗨，你知道吗？拿俄米的那块田地是从她过世

的丈夫那里继承来的，不过现在儿子们都死了，所以，地里的活儿都停下来了。她自己也

干不了什么。如果你想要那块地，就应该赎回来，因为你是排在第一位的。”如果现在波

阿斯在玩扑克，他将大获全胜，因为他摆出一张“扑克脸”，面无表情。我这个人不大会

玩扑克，连最简单的那一种都玩不好，我女儿最喜欢和我玩，因为她每次都能赢。当我抓

到一张好牌的时候，就会喜形于色，双手发抖，别人一眼就看出我的表情变化，知道我抓

到了好牌。但是，波阿斯可不是这样，他表现得像个冷血杀手。

请看第 4节，波阿斯说：

2 J. Vernon McGee, Ruth: The Romance of Redemption (Thomas Nelson, 1943), p. 14
3 A. Boyd Luter and Barry C. Davis, God Behind the Seen (Baker, 1995), p. 67
4 Stanley Collins, Courage and Submission (Regal Books, 1975), 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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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
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

你可以想象一下他的心跳有多么快吗？“嗨，你知道吗？拿俄米要卖掉那块地。如果

你想要，就可以先买，因为你排在第一位；但是如果你不想要，那么就轮到我买。”当你

面试一份梦寐以求的工作时，也会掩饰类似的情感。那份工作的薪酬是上一份的两倍，每

年有三个假期，公司提供用车。表面看来，你会很冷静；但是心里一直在祈求：“主啊，

让我得到那份工作吧！”这个时候，对方答复说：“我们决定录用你。你什么时候可以入

职？”你会说：“让我看一下日程表，看看最近有什么需要处理的事情。”而不会说：

“我今天就可以开始！”波阿斯在心里也是在哀求：“你千万不要赎那份产业呀！”

实际上，波阿斯知道那个人想要那块地。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波阿斯首先提到那块

地，而不是两个寡妇。他希望把坏消息留在最后，冲淡后来的好消息，而不是把这两个倒

过来。

我们都有类似的经历。有时，别人问我们一个问题：“你想先听好消息还是坏消

息？”我们通常会说：“先说坏消息吧。”因为我们知道，无论坏消息多么糟糕，接下来

都会有一个好消息来抵消它。

波阿斯很精明。他先说好消息，因为知道接下来的坏消息会让好消息失去意义。

“嗨，你知道吗？最近有块地皮要出售，你拥有优先购买权，有兴趣吗？”这个人在第 4

节做出答复：

“我肯赎。”

毫无疑问，那个人肯定想要。我很确定，波阿斯的心跳骤停，不过考虑到他的策略，

我相信这个答复也在他的意料之中。他在第 5节继续说：

“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得，使死人在产业上存
留他的名。”

这是一次经典的对决！显然，对方从来没有听说过路得。他本来以为这是一笔很好的

买卖，结果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的麻烦。波阿斯接下来告诉他一个又一个的坏消息，彻底浇

灭了他的热情。我们慢慢来看第 5节：

 “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必须……

 “娶……路得”。“路得是谁？”“摩押女子。”摩押人历代与我们为敌；

 她是“死人的妻”。这个爆料足够大！

 “使死人……存留他的名”，换句话说，“给他留下孩子”。“为什么呢？”

 “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换句话说，“这样一来，你可以把刚才买的那

块地留给这个孩子，作为他们家庭的产业。”

波阿斯说：“哦，对了。如果你要赎回那块地，那么就需要娶一个还未生育过的摩押

女子，和她生一个男孩，把他养大。等到孩子能够独立的时候，把你刚才买的那块地还给

他作为他的产业。”也就是说，“不管你买的地怎么样，将来都要归还的。咱们是朋友，

我需要让你知道这件事儿。”所以，尽管那个人一开始立马答应了，现在却想赶紧找机会

摆脱这个麻烦。

 他必须抚养一个孩子。

 他必须买一块地。

 他必须照顾拿俄米。

 他必须娶一个来自摩押的外邦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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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来，他必须放弃那块土地。

 他将失去在那块地上的一切投资。

 他和路得所生的男孩子不会接续他家的香火，而是给路得去世的丈夫留名。

谁愿意干这种傻事儿呀！只有一个人愿意，那个人爱上了这个寡妇！但是，这怎么可

能呢！我们来看第 6节：

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于我的产业有碍。”
简单地说：“这件事我可应付不来。”这位亲属说：“这个交易会变成我的债务。我

不想干亏本的买卖。如果我娶了那个摩押的外邦女子，那么后代的血统就不再纯正，有可

能会损害我们家族的名声，我可担待不起。”

对于波阿斯而言，这个人随后说的话可谓是正中下怀。在第 6节，那个人说：

“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

希伯来原文记下了波阿斯的回应：“耶！”这个字在希伯来语中第二次出现。你可以

记住我说的话！

我们再看第 7-8 节：

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
以此为证据。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

这是很有意思的习俗。在旧约时代，鞋子和脚代表财产和所有权。耶和华让人掌管祂

的创造。诗人大卫在诗篇 8:6 写道：

你（神）……使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
在申命记 11:24，耶和华告诉以色列人，说：

“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

实际上反之亦然。在出埃及记 3:5，摩西看到神在燃烧的荆棘中。当时，神命令他脱

下脚上的鞋，代表着摩西一无所有，而神才是独一的掌权者。
5

所以，当这位近亲脱下鞋子，交给波阿斯的时候，这代表他不再拥有那块地，也无权

宣告路得和那块地归他所有。脱鞋的举动表明权力的交接。这位亲属是在声明：“波阿

斯，你可以穿上我的鞋；我的权利归你所有；你可以站在我的位置上去办理这件事了。”

我们看第 9-10 节：

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作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玛伦的，我都从
拿俄米手中置买了；又娶了玛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得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
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作见证。”

这就是波阿斯想要的合法结果。现场有十位长老组成的仲裁委员会以及旁观的见证

人。波阿斯不希望有任何误解的地方，所以，他把每一个可能的细节都包含在内了，涉及

到的每一个人名都说得一清二楚。你能想象一下这位救赎者的想法吗？哦！原来波阿斯早

就做好了全盘的计划。当然，他把这些事情都说清楚，以免将来自己的名声或者家庭的产

业受到什么危害。

顺便说一下，这位赤脚绅士到底是谁？没人知道，他的名字没有留下来。经文中只是

在用“那人”或“某人”来指他。这个人不想和路得有任何瓜葛，免得自己的名声受到亏

损。他如此看重自己的名声，以致于推脱神在律法中所吩咐的权利，结果他的名字被人忘

记。

5 Robert L. Hubbard, The Book of Ruth (Eerdmans, 1988), p.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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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阿斯毁了自己的名声吗？那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波阿斯和路得去世多年之后，所

罗门建造了宏伟的圣殿，前面的门廊处立着两根铜柱。从中间穿行的每个人都能看见两根

柱子上分别刻着一个人的名字。两个名字代表着神的属性，两个人曾经活出敬虔的品格。

其中的一个名字就是“波阿斯”。

可是，那位赤脚绅士叫什么名字呢？我们不知道。然而我们知道，王子波阿斯和路得

公主的故事历代以来广为传颂。

在第 11 节，周围所有的人都以精准的预言来回应：

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作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
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

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话最终会成为现实。路得最终成为大卫王的曾祖母。波阿斯和路

得的名字也被记载在伟大的至亲救赎者主耶稣基督的家谱中。

路得记第四章没有提供有关婚礼的细节，比如婚礼的着装、婚宴、庆典等等。我们只

是知道有情人终成眷属。王子最终救回公主，这个童话故事的结局很圆满。

可是，这位敬虔的犹太人为何会对一个外邦女子产生兴趣，并且张开膀臂接纳她呢？

一个敬虔人为什么冒着毁掉自己名声的风险和一个摩押女子通婚，生下混血的孩子呢？难

道他就不怕当他骑马进城的时候，有人嘀咕说他娶了一个曾经拜偶像的女人吗？我们不得

而知。

我个人认为波阿斯这样做的原因，大概是他相信路得的确委身于以色列的神。她信靠

神不是想获取金钱、地位或者什么好处。实际上，跟随神意味着路得不再有任何稳妥的把

握，要完全靠信心去生活。她的见证才是最吸引波阿斯的因素。

路得还让波阿斯想起了另一个人。他早就知道曾经有外邦女子离开自己国家、传统和

偶像，跟随亚伯拉罕的神。那就是他的母亲。当耶利哥城在以色列人眼前倒塌的时候，波

阿斯的母亲放弃拜偶像，信靠又真又活的神，站在以色列人这一边。后来，一个名叫撒门

的犹太人娶了波阿斯的外邦母亲。他们夫妇的名字都被记录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基督的

家谱当中了。波阿斯也愿意做一件他父亲当年做过的事情。

此外，波阿斯不介意路得的过去。他知道自己的母亲曾经也生活在罪中，但是后来离

弃罪、献身于神圣洁纯净的律法。他曾听母亲自己谈到从前的见证。她的名字叫喇合，是

耶利哥的一个妓女，城里的人都认识她。波阿斯知道母亲曾经的痛苦以及对于神真实恩典

的感激。

他还知道，自己的父亲冒着千夫所指的风险，娶了一个声名狼藉的女人。更要紧的

是，父亲知道母亲已经认罪悔改，献身给神。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波阿斯的决定是

可以理解的。

试想一下。波阿斯并不担心让一个曾经拜偶像的外邦女子照顾自己将来的儿女，因为

他也是被一个曾经拜偶像的外邦女子抚养长大的。神让一个曾经的妓女抚养波阿斯，是为

了预备他的心，让他看到路得身上的潜质。在整本圣经中，甚至直到今天，波阿斯的母亲

都被称为“妓女喇合”。但是后来，她被记录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信心伟人的行列。

耶稣基督救赎往事不堪回首的罪人，但是并没有让祂自己的名受亏损。罗马书 5:8 写

道：

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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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不仅救赎罪人，还让他们成为自己婚礼的一份子，成为祂的家庭成员，让他们见

证基督的恩典成就了何等伟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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