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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問題: 神的恩翅”

(路得记 2:1-23)

邓牧師



路得记: 平凡人的故事

主角: 拿俄米(寡妇), 路得(移民), 波阿斯(有钱)

问题:温饱,婆媳,婚姻,怀孕,地产,悲欢离合,…

1)神眷顾平凡人 (市井小民)

路得记: “以利米勒”一家/两个穷寡妇的出路!

•民生问题(2章);婚姻问题(3章);后代问题(4章)

“你有难处? . . .难念的经?”: 神的出路

“你们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神是信实的,必不
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路得记: 平凡人一家的出路!?

1) 神眷顾平凡人 ; 2) 神使用平凡人 (CBCOC)

•无神迹奇事; 无君王,祭司,先知 (英雄豪桀)

忠心平凡人/小人物: 爱神爱人

拿俄米(穷寡妇),路得(新移民),波阿斯(有钱人)

“小人物; 作大事”: 平凡人 非凡的拯救

一家出路 (非绝子绝孙); 一国出路 (大卫王朝)

世界/你我的拯救 (基督的家谱)

“我是忠心会友!”: 聚会, 奉献, 传福音, 祷告, 
家庭, 婚姻, 工作, 学习, 光, 盐, . . . 

四位受浸 (非凡的拯救): 神使用 “忠心平凡人”



路得记 2章: 民生问题 (两个穷寡妇)?

“吗哪” (出16) or “撒勒法寡妇:神迹 (王上17)?

忠心平凡人: 波阿斯的 “恩待” (v.20 hesed)

神迹 (Miracles) & 照管 (Providence): 神的荣耀

1:22拿俄米,路得..摩押地..伯利恒(肚子空空?)

•1:22 “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

•2:3 “她恰巧到了…本族人波阿斯那块田里.”

•2:4 “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 . . .”

“Lucky Day?” No. : 神的主权 (Sovereignty)

归回:波斯王 (拉1) & 基督诞生:罗马皇帝 (路2)

我的信主 (1979) & 爱人 (1980)



得2章民生问题 :神的主权 & 人的责任

(守株待兔?) 2:2 摩押女子路得对拿俄米说:..
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身后取麦穗….”

• “摩押女子” (难民): 犹太人的 “田间” (敌人)

•欧亚难民潮: 歧视, 欺负, . . .

城裏: 路得的勇氣:投靠神的恩慈 (1-3)

投靠神; 信耶稣: 需要勇气!

1“软弱..拐杖?”:舍己十架,认罪悔改,脱胎换骨!

2“为义受逼迫 . . . 有福了! . . .天国!” (马太 5)

无粉丝,排挤,嘲笑,歧视,“赶出/断绝”(撕圣经)

“作见证”: 为主殉道者! (启 12)



得2章民生问题 :神的主权 & 人的责任

城裏: 路得的勇氣:投靠神的恩慈 (1-3)

(自己的需要) 投靠神; 信耶稣: 需要勇气!

(拿俄米的需要)传福音; 作宣教: 需要勇气!

耶稣:生命的粮 传福音/作宣教:救济饥荒

1怕传福音?:丢面子,被拒绝,破坏关系,..牧师作

2宣教 (“未得之民”:饥民): “羊入狼群!” (太 10)

移民:怕失去安全,舒适带(Judith Huang: 1/500)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

“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
耐,..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



路得的勇氣 (1-3):..我蒙谁的恩? --波阿斯

“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他必指引你的路” (箴 3)

田間: 波阿斯的慷慨: 張顯神的恩慈 (4-17)

2:1 ..以利米勒的亲族中,..名叫波阿斯,大财主.

• “大财主”:有权势,有头脸,地主, 资产,..批斗?!

•批准 P. (7)请你容我..拾取..剩下的麦穗.

•保护 P. (8-9) 不要..别人,不可欺负你..渴了,…

•供给 P. (14-17)来吃饼,…她吃饱了,还有余剩
的…在捆中拾取麦穗,..容她,不可羞辱她;..从
捆里抽出些来,..任她拾取,不可叱吓她…这样
,路得在田间...约有一伊法大麦” (民生问题! )



田間: 波阿斯的慷慨: 張顯神的恩慈 (4-17)

慷慨: 批准 P. (7); 保护 P. (8-9); 供给 P. (14-17)

•好撒马利亚人(路 10)“就动了慈心” (E. room)

•浪子父亲(路15)“还远,父亲..动了慈心,跑去”

•Anaheim财主: 听道行道; 游艇成学费!

10,13路得的惊讶: “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
的恩,这样顾恤我呢?..不及你的使女,你还用
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  (砰上雷锋?)

11,12波阿斯说:..你丈夫死后,…这些事人全都
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
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
的赏赐. (不要谢我, 感谢神吧: 神的恩慈!)



田間: 波阿斯的慷慨: 張顯神的恩慈 (4-17)

12 “投靠耶和华..神翅膀下,..满得..赏赐.”

路得(摩押女子/外邦人):神的恩翅: 顾恤慈爱

“到神面前..必信有神,…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

波阿斯的慷慨: 上帝的慷慨

城裏: 拿俄米的感謝: 經歷神的恩慈 (18-23)

20“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 因为他不断地恩待
活人死人.” 他?: “那人” & “耶和华” (hesed)

• “不要叫我玛拉, 要叫我拿俄米” .

•路17 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归荣耀于神吗?

蒙恩之后; 固定崇拜?: 感谢, 荣耀神!?



路得(摩押女子/外邦人):神的恩翅: 顾恤慈爱

20“拿俄米: “波阿斯..本族的人,是一个至近的
亲属 (Kinsman-redeemer)”

神的恩翅/上帝的慷慨恩慈: 本族的救赎者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
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
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应当记念:你们从前..是外邦人 (摩押女子路
得) 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诸约上
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
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 靠
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



神的恩翅: 波阿斯 (本族的救赎者) 慷慨恩慈?

“耶路撒冷啊,..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
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 . .”

基督的恩翅: “你愿意投靠他的翅膀下吗?”

伤痕累累, 血迹般般的翅膀!? – Why?

我的翅膀为你们张开:

“为你们的过犯受害; 为你们的罪孽压伤!”

他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他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他的血迹 --我们得赦免!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的爱 (hesed)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