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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拿逃跑 
 

浪子回头的先知（第二部分） 

约拿书 1:2-3 

 

引言 

世界上最脏的工作是什么呢？地球上最糟糕透顶的工作又是什么呢？大概你已经有自

己的答案了，因为每个星期一早晨你都会抑郁。 

出于好奇，我用谷歌搜索了一下，发现有些工作真的恶心到让人无法想象的地步。不

过还是有人在从事这一类艰巨的行当。我要提到的工作叫做污水检查员。在全世界最肮脏

的工作中，它的排名很靠前。有一篇文章还配着插图。一个人穿着全套的潜水服，背着氧

气罐，戴着面罩和厚厚的手套，从头到脚扎得严严实实。他顺着一个梯子下去，完全浸没

在未经处理的污水里。哪个大学会开设这门专业课程吗？有人可能会想：“没有！不过，

如果你不得不和我的室友住在一起，那么你足以胜任这份工作。” 

我又随手搜索了一下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排名第八的是伐木工人，因为他们要防备

藏在落叶里的树根、掉落的树枝和大风，并且要在几十米高的树上使用电锯，这份工作的

确很危险。警察和消防员的工作也很危险，他们每天都在出生入死。大家可能看到了最近

的一个新闻报道。北卡一位高速公路巡警的葬礼安排在我们教会。这位警官的警车和一辆

卡车相撞，因公殉职。人们纷纷赶来，向他表达敬意。 

炼钢工人、屋顶修理工、塔吊操作员也是高风险的职业，每年都有人在操作重型机械

或者高空作业时丧命。排名并列第一的高风险工作是渔民、飞行员以及公共汽车和卡车司

机。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交通领域从业人员死亡。 

如果我们追溯到旧约时代，为耶和华神担任先知一度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 

• 有人下令杀死以利亚； 

• 耶利米多次遭到殴打和监禁，还被扔到枯井里，陷在齐腰深的淤泥中等死； 

• 但以理被扔到狮子坑里； 

• 尼希米搬迁到耶路撒冷之后，收到了死亡威胁。有那么一段时间，当他和手下人

重修城墙的时候，必须一只手拿兵器，另一只手干活。 

没有什么事情比顺服神的旨意更危险的了。有那么一位先知，他的故事通常让人联想

起大鱼，却很少有人称赞他的信心。约拿曾经忠心地服事神几十年之久。有些圣经学者认

为，当神呼召约拿去尼尼微的时候，他的年纪已经很大了。他经验老道，致力于服事耶罗

波安王和以色列国。他的预言应验之后，更是声名鹊起。约拿和他的导师以利沙来自同一

个支派。 

然而当神带领他进入人生中的下一个篇章，也是最困难的一段历程时，他却逃跑了。 



 2 

 

神对约拿的呼召 

我们一起来看神对约拿的呼召，这记录在约拿书 1:1-2： 

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太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
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 

我们来看最后一段话：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有人将这句话解释为：“他们臭气熏

天。”1换句话说，神的意思是：“约拿呀，尼尼微已经成为一个罪恶泛滥的城市。你要

拿起先知的装备，给他们带去一篇信息，让他们清理干净。”神的命令引起了约拿的关

注。但是，这项任务的目的地让他心里五味杂陈。这种复杂的情感最终让他放弃了先知的

职分。 

我们现在要回溯到约拿的年代，找出他这样做的原因。 

尼尼微是亚述帝国的京城，这个强大的国家最终把以色列掳走。尼尼微城坐落在当代

的伊拉克，接近北部城市摩苏尔。
2
它一直统治这片土地，直到被巴比伦征服。那时，约

拿已经去世大约一百五十年了。 

古代的尼尼微城绝大部分已经出土，一部分城墙还用原先的石头重建起来。这是一座

固若金汤的城池，为战争和好战的民族而建造。他们是以色列国最害怕的敌人。尼尼微有

一扇中央城门，后来约拿就是从那里进城的。这座位于伊拉克境内的城门也已经用最初的

石头在旧址上重建起来。大门的两座塔楼高耸入云。尼尼微城的宏伟令人叹为观止，亚述

帝国当时的强大由此可见一斑。在第 2 节，神提到了“尼尼微大城”。 

我们真的要感谢考古学家。他们让我们可以知道更多关于尼尼微王宫和国王本人的细

节。王宫富丽堂皇，墙上有五颜六色的壁画，是关于战争的场景以及他们的战神。亚述王

登基的时候，据说会拉着他们的神明马杜克（Marduk）的手，从而得到能力。他统治的

疆域从波斯湾一直到埃及边界。
3
 

然而，犹太人了解最多的还是尼尼微人的残忍。在那鸿书 3:1-5，先知对尼尼微发出

了预言： 

祸哉！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鞭声响亮，车轮轰轰，
马匹踢跳，车辆奔腾，马兵争先，刀剑发光，枪矛闪烁，被杀的甚多，尸首成了大堆，尸
骸无数，人碰着而跌倒，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惯行邪术，藉淫行诱惑列国，用邪
术诱惑多族。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 

尼尼微人敬拜魔鬼、不道德、残暴、冷酷无情、极其邪恶。他们靠着自己的残忍夸

口。挖掘出土的资料记载着尼尼微人会把其他人活活肢解，通常只留下一只手，让他们可

以在受害人死去之前和他握手。 

他们把人杀死之后，会把头砍掉，要求死者的朋友用杆子把头挑起来，游街示众。尼

尼微人还把活人的四肢分别用绳子绑住，拉伸开，让他们可以很容易地活剥人皮。他们以

此作为夸口的资本。 

 
1 David J. Clark and Eugene A. Nida, A Handbook on the Books of Obadiah, Jonah, and Micah (United Handbook 

Series, United Bible Society, 1978), p. 51i 
2 T. Desmond Alexander, Tyndale Old Testament Commentaries: Jonah (Intervarsity Press, 1988), p. 98. 
3 H. W. F. Saggs, The Babylonians (London, 1962), p.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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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掘出土的文字中有一段记录，有个亚述王曾经吹嘘自己的残忍，说：“有些贵族

曾经反抗我。我把他们的皮剥掉，用来覆盖一堆尸体。我把他们的孩子烧死。我还活捉了

许多俘虏，把他们的四肢、鼻子和耳朵砍掉。”4 

对于战俘，尼尼微人的习惯做法就是挖出他们的眼睛，或者用钩子钩住他们的鼻子，

把他们像牲口那样牵着来羞辱他们，然后再把他们杀掉。尼尼微人还会把俘虏活活地用杆

子刺透，然后点上火。几个世纪之后，尼禄也这样对待基督徒，给他们身上涂满沥青，然

后点燃当成火把来照明，让他可以在花园里摆设筵席。这种酷刑在中国古代被称为 “点

天灯”。 

甚至尼尼微城门的枢纽上都画着他们折磨俘虏的场景。尼尼微人让他们的敌人不寒而

栗，他们也为着自己冷血无情的名声而自豪。难怪约拿后来会对神说：“我才不希望你怜

悯他们呢！” 

 

然而，这是神对他的呼召。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份来自神的呼召。 

第一，神的呼召清清楚楚。 

约拿一定很明白神的意思。我们不妨在自己的圣经上圈出三个动词：“起来”、

“去”和“呼喊”。这些动词所表达的含义可不是建议。在希伯来语中，这些都是祈使动

词，都是命令，在这些动词后面都可以加上叹号。5 

我们不容易顺服神，不是因为不明白祂的意思，而是在于很清楚祂的旨意。当神对我

们发出命令的时候，我们真的不喜欢，因为我们更喜欢建议。美国人相信投票，我们以为

神有祂的一票，我们也有自己的选票。但是，神的决定不需要投票。祂说：起来……

去…… 

约拿根本不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也不需要去书架上把希伯来语词典拿下来，认真分

析这些命令，确保自己的理解没有错误。6神的呼召准确无误、不可否定，但同时又让约

拿很烦恼。神的旨意不会让约拿觉得模棱两可。 

第二，神的呼召不会尝试掩盖事实。 

这份呼召不包含任何销售话术。 

神对约拿说：“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他们的罪恶臭气熏天。他们是多么的

变态、邪恶和残忍啊！我知道自己要求你去做什么，也意识到这对你而言非常困难。” 

我们想当然地以为神绝对不会把棘手的任务安排给我们，因为祂知道那将给我们的头

脑、心灵和身体带来多大的困难。祂当然不会呼召我们做这一类的事情。然而，事实并非

如此。这正是神对约拿的旨意： 

• 不管约拿感觉好不好； 

• 不管他愿不愿意做； 

• 不管他是否同意； 

• 不管他认为尼尼微是否配得到神的恩典； 

• 不管他是不是感到不愉快； 

• 不管他是不是害怕； 

• 不管他会不会因为自己的处境而高兴。 

 
4 James Bruckner, NIV Application Bible: Jonah, Nahum, Habakkuk, Zephaniah (Zondervan, 2004), p. 28. 
5 William L. Banks, Jonah: The Reluctant Prophet (Moody Press, 1966), p. 14. 
6 Sinclair B. Ferguson, Man Overboard (Banner of Truth, 1981), 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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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拿，你已经跟随我这么多年了，也曾经在一些让你感到惬意的地方为我发言，而

且听众反响良好。现在，你要起来，去对尼尼微人呼喊。”神的旨意清清楚楚；神的旨意

不会尝试遮盖事实。关于这项呼召，我还有一个观察。 

第三，神对约拿的旨意没有确保他会全身而退。 

在这项事工的呼召中，神没有保证任何事情，也没有应许约拿将来会安息、舒适和轻

松。神也没有给约拿提供任何益处，尽管这是每一位先知的期待。神没有应许约拿会得到

下面这些益处：认真聆听的听众、尼尼微人的欢迎、这个残忍国家提供的礼遇等等。约拿

的任务就是前往这个国家，宣告说，那里的居民如果不悔改、跟随约拿的神，那么他们将

会在四十天内完蛋。 

大家或许会说：“这一定是在开玩笑。约拿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过不了几天，他的脑

袋也会在尼尼微城里被人挑着游街示众的。约拿还没有傻到那个地步：明知山有虎，偏向

虎山行。”然而，神的呼召没有可以商量的余地，不会让约拿误解，没有担保他的平安，

也不保证他能活着回来；但神就是呼召他去做一件在人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神有没有让大家去做一件你很抵触的事情呢？祂有没有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安排给你

呢？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恐惧、借口和神的任务行不通的正当理由列出来。或许我们感到这

项任务令人失望、没有把握或者并非我们自己所期待的。神的旨意当然从来都不是恼人

的、令人不舒服的、不健康的或者让人提不起精神的。 

约拿知道神的旨意，也理解神的旨意。现在他的脑子里只想到了一件事：逃跑！ 

 

请大家来看第 3节： 

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施去。他就给
了船价，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 

跑啊！约拿，赶紧跑！ 

现在，我们不要急于论断，要知道在列王记上 19:3，以利亚也曾逃避王后耶洗别，区

区一个女人就能让神的先知东躲西藏。而约拿至少是在躲避一个王国。 

我们现在需要了解一下约拿逃跑的详情。他来自迦特的希弗，当时大概生活在北国以

色列的京城撒玛利亚，从那里往西南方向走三十多公里就到了地中海的海岸以及以色列国

的主要港口城市约帕。 

但是，等一下。约拿知道自己逃不出神的视线，神是无所不在的。约拿当然很熟悉大

卫在诗篇 139:7 所写的经文： 

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 

约拿知道，自己跑得再快也没用。新犹太旧约译本在这里强调：约拿实际上是在逃避

神安排给他的服事。7他向神递交辞职信，然后毅然地退出了。他说：“我受够了。我不

想再担任耶和华的先知。”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选择永远地离开以色列，乘船前往他施。他施是位于西班牙的一

个港口，和尼尼微的方向刚好相反，被认为是当时世界的最西端。约拿明显是在南辕北

辙，竭尽所能地推卸服事神的责任！ 

 
7 UBS, p.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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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作者从地理的角度谈到约拿的做法：这就像是神的话在二战期间临到一个生活

在纽约市的犹太人，让他前往柏林，去纳粹德国传道。这个犹太人反其道而行之，却到了

旧金山，登上开往香港的轮船。8 

所以，约拿带着自己全部的退休金，花了大价钱买好船票，打算去一个可以让他安享

晚年的地方。看哪，约拿逃跑了！ 

当神安排先知去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时，这位先知却逃走了。 

 

这里有三个功课触动了我。 

第一，当我们拒绝顺服神的时候，实际是在朝着一个错误的方向直奔。 

我们想象一下，约拿来到码头，要找一艘向西航行的船。他沿着栈道不断地向船长和

水手们打听：“你们要去哪里？埃及？不好，离家太近。安提阿？不去。迦太基？我也不

去那儿。先生，你们的船要去哪里？他施？太棒了！这是最靠西的安全地点了。要多少

钱？” 

然后，约拿就去售票处付款，钱币上还带着耶罗波安二世的头像。难道他心里没有一

丝愧疚吗？他有没有给以色列王一个解释呢？朋友们呢？他是不是不辞而别呢？大家都指

望着他呢；年轻一代的先知们都仰慕他；全国人民都听过神借着他发出的声音。他就这样

悄无声息地走了？ 

不做正确的事情，后果是很严重的。许多人会受到影响，自己也会遭遇很大的损失。 

第二，当我们拒绝顺服神的时候，需要付上更大的代价。 

事实上，当我们逃避神的时候，从来也找不到一个惬意的地方。 

“太好了！我终于到达目的地了。然后该干什么呢？” 

不顺服的基督徒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人了。几十年前，亚历山大·怀特（Alexander 

Whyte）在他的约拿书注释中指出：“售票处的工作人员绝不可能告诉约拿：登上那条船

意味着什么。逃避神的基督徒向来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
9
 

我们要记住一些古老的谚语： 

• 罪会把你带到比你预计的更远的地方； 

• 罪会掌控着你，比你预计的时间更长； 

• 罪会让你付出比你预计更惨重的代价。 

大家有没有想到，一旦上了船，约拿根本不会再有机会退票了。可是，对当时的约拿

而言，这无所谓。他大概一直在暗自庆幸呢： 

• 哈哈！这里刚好有一条船； 

• 太巧了！这条船正在起锚； 

• 天助我也！这条船的目的地距离尼尼微十万八千里呢！ 

“这比我想象的还简单呢！” 

所以，我们可以从中学到的前两个功课分别是：当我们拒绝顺服神的时候，实际是在

朝着一个错误的方向直奔；当我们拒绝顺服神的时候，需要付上更大的代价。 

第三，当我们拒绝顺服神的时候，撒但很乐于给我们安排行程。 

我们还会发现，任何时候如果我们愿意悔改，神都会把我们带回来。 

 
8 James Montgomery Boice, The Minor Prophets (Baker Books, 1983), p. 266. 
9 John Phillips, Exploring the Minor Prophets (Kregel, 1998), p.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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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拿违背了神的命令：“起来，去，宣告！”那么我们呢？我们有没有考虑过，基督

徒的生活中也充斥着各样的命令。它们都是一清二楚、富于挑战、准确无误、无可推诿

的。我们不妨看一下主耶稣在新约时代赐给我们的一部分命令： 

• 帖撒罗尼迦前书 5:21 要持守； 

• 约翰福音 12:26 要跟随基督； 

• 以弗所书 4:25要说诚实话； 

• 以弗所书 4:24要穿上新人； 

• 启示录 3:2 要警醒； 

• 哥林多后书 9:7 要奉献给神； 

• 歌罗西书 3:16 要唱诗赞美； 

• 提摩太后书 2:15 要学习神的话语。 

这还只是个开始。 

 

约拿违背了神的三个命令，逃到了别的地方。我们要怎样面对神的众多命令呢？我们

也要背道而驰吗？在当时，约拿认为自己已经脱身了，虽然违背神，但是好歹不用再去执

行那个可怕的呼召。他匆忙收拾行李，做出了疯狂的决定，一路狂奔三十多公里，到达码

头，登上那条船。现在他精疲力尽，想当然地以为自己已经成功地摆脱了耶和华，于是躺

在船底呼呼大睡。 

有一位作者对约拿书 1:1-3做出了精辟的总结： 

我不是自己命运的主宰，甚至无法掌控自己日常的生活。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顺服

就意味着将我的意志降服于祂的旨意；让我的欲望服从祂的心意；甘愿做一些和我的打算

不一样的、危险的、艰巨的，甚至是辛苦的工作。我放弃自己的掌控权，顺从神的呼召。

我不再是自己的主宰。10 

约拿很快就会学到这门功课。事实上，如果他能够看穿船底，就不会睡得那样香甜

了。在地中海的深水区，有一条大鱼在顺服神的命令，亦步亦趋，悄无声息地紧紧跟随着

约拿乘坐的船只。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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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Dan Schmidt, Unexpected Wisdom (Baker, 2002), p. 1. 
11 Phillips, p. 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