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列王纪下 

第二讲 

以利沙竭力追求配得继承师
傅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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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纪下 002讲·2章 

以利沙竭力追求配得继承师

父使命 

昊敏 

 

列王纪下 2 章记载的是：以利亚离

世了，以利沙成了以利亚的接班人，继

承了以利亚的使命。 

首先留意以利沙对以利亚的称呼，

看列王纪下 2 章 11-12 节： 
11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

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

旋风升天去了。12 以利沙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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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

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

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

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 

以 利 沙

称呼以利亚

为“我父”。

以利亚当然

不是以利沙

的生身父亲，

他们二人是师徒关系。但在旧约，师徒

关系就是父子关系，非常亲密。新约也

一样，保罗称提摩太为“我儿”（提后

2:1）。其实按照圣经，属灵的关系是更

亲密的关系，远胜过肉身的血缘关系。

主耶稣说过：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

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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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参看太

12:46-50）。 

实际生活中，我们基督徒是如何看

待亲情的呢？真的视教会（神的家）为

自己的家，教会的弟兄姐妹才是我的弟

兄姐妹吗？还是说我们依然看自己的

家人更重要，家人的要求最重要？ 

接下来，

以利沙还称呼

以利亚为“以

色列的战车马

兵”。这是什

么 意 思 呢 ？

“战车马兵”是军队，是保卫整个国家

的。而以利亚顶得上一支强大的军队，

他在保卫以色列国。整个以色列国是靠

一位神人在守护着。神永远不看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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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看的是质量。 

其实在人类战争史上也是如此，比

如刘备有了诸葛亮，就可以立国，三分

天下。现代战争，各国的武器非常先进。

但无论你有多少常规武器，也打不过一

颗原子弹。这是质与量的区别。 

属灵上更是如此。当年以利亚在迦

密山上，一人与几百个巴力的先知对

抗，打败了他们，让以色列民认识到雅

伟才是真神。为什么以利亚这样有能力

呢？当然这是神的能力，但神的能力是

透过以利亚彰显了出来，以利亚能够完

全被神所用。为什么以利亚能够完全被

神所用呢？因为他对神毫无保留，他一

生就是行神的旨意，不是为自己活，不

是过自己的小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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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神也在寻找以利亚这样的人，

对神毫无保留。但问题是我们有太多的

保留。先不说保留住什么不放吧，如果

我们得不到一些东西，会如何呢？我们

往往是没有这样东西不行，没有那样东

西不行，内心抱怨。 

现在以利亚要离世了，可想而知，

以色列国将会是多么不堪一击。谁能接

替以利亚的工作，继续他的使命呢？神

在寻找这样的人。神找到了以利沙。我

们来看列王纪下 2 章 1-10 节： 
1 雅伟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

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

甲前往。2以利亚对以利沙说：

“雅伟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

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

“我指着永生的雅伟，又敢在



 

 6

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3 住伯

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

沙，对他说：“雅伟今日要接

你的师傅离开你，你知道不知

道？”他说：“我知道，你们

不要作声。” 
4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雅伟

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

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

指

着

永

生

的

雅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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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

离开你。”于是二人到了耶利

哥。5 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

近以利沙，对他说：“雅伟今

日要接你的师傅离开你，你知

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

你们不要作声。” 
6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雅伟

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

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

指着永生的雅伟，又敢在你面

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 7

于是二人一同前往。有先知门

徒去了五十人，远远地站在他

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站

住。8 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

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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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二人走干地而过。 
9 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

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

你要我为你作什么，只管求

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

的灵加倍地感动我。”10以利

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

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

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

不然，必得不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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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亚三次对以利沙说：雅伟差遣

我去某地，你在这里等候。似乎以利亚

不想带上以利沙。为什么呢？不要忘

记，早在列王纪上 19 章，雅伟神已经

指示以利亚，让他膏亚伯米何拉人沙法

的儿子以利沙作先知，接续以利亚。为

什么这里以利亚似乎三次想要甩掉以

利沙呢？ 

其实以利亚这三次是在考验以利

沙。当然背后是神在考验以利沙。不错，

以利沙是蒙神拣选的，但蒙神拣选的，

神依然要考验他。为什么神还要考验以

利沙呢？就是要看他是否配得。配得是

圣经中很重要的原则。如果不配，神会

拿走这个应许、权柄，好像扫罗一样，

神最后废了扫罗的王位。这是圣经中不

变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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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这么麻烦，证明这人是配

得的呢？要知道，神要以利沙继承的是

以利亚的职分，这个职分有很大的权

柄、能力。以利沙能否善用这权柄、能

力，能否忠心地按照神的心意去用，这

非常重要。神不会轻易把这权柄、能力

赐给人，因为如果你不懂得用，就会滥

用。人的问题就是容易滥用权柄。扫罗

以及其他的以色列王，都是没有忠心地

使用神赐给他们的权柄，最后反而败坏

了别人，也败坏了自己。所以神在赐下

权柄、能力之前会考验人，观察他的素

质，才决定给他。神很想找到可以用的

人，但他找得到的人太少。 

留意神是如何考验以利沙的呢？神

是借着神的仆人以利亚来考验以利沙

的，不是那些不敬虔的人，也不是撒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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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亚对以利沙说：你在这里等我，别

跟着我了。试想一想，换作是你，你会

有何感受呢？你或许会想：我师父好像

不喜欢我，就是不想让我继承他的职

分，不想把这个职分、权柄给我。你可

能会怨恨师父。 

这就是平时生活中我们常常要经历

的事情。学生是很容易怨恨他的老师

的，弟兄姐妹也很容易会怨恨带领他的

人，觉得他不爱我，故意为难我，故意

不把好东西给我，他偏心。可能你申请

受洗，老师拒绝了你。可能你申请全职

服侍神，老师也没有接收你。可能你看

老师对待其他弟兄姐妹、朋友都挺宽容

的，惟独对待你比较苛刻，对你的要求

比较严格。可能你跟别人相处有了误会

或者问题，老师不说对方，却偏偏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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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你会说：受别人的委屈，没问题，

因为他们是不信的，或者是属灵生命软

弱的；可是老师这样待我，我就接受不

了。从此你离开教会，或者灰心失望，

或者满腹抱怨……你有没有想过，这是

神在考验你呢？你通过考验了吗？以

利亚给以利沙的这三次考验，你受得了

吗？ 

以利亚三次叫以利沙别跟着他，让

他在原地等候，以利沙是如何回答呢？

以利沙三次坚定地说：“我指着永生的

雅伟，又敢

在你面前

起誓，我必

不 离 开

你。”以利

沙的心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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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坚定，一直跟随到底。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以利亚叫以利

沙等待，为什么以利沙不顺服呢？ 

弟兄姐妹，要分辨清楚，这不是顺

不顺服的问题；这是在面对神的考验

时，我们能否坚持的问题。不懂得属灵

的原则，不懂得分辨神的心意，我们往

往就会在该顺服的时候不顺服，不该顺

服的反而顺服了。以利沙这时候是坚持

到底，决不放弃，正如那个不放弃的迦

南妇人，主耶稣也称赞了她的信心。 

还有一个问题是，以利沙这样坚持

是不是为了自己呢？是不是爱慕虚荣

呢？世人为了得到权力、财富，岂不也

会这样执着地去追求吗？以利沙求这

些当然不是出于私心，也不是爱慕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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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神知道人心，如果你真的有私心，

爱慕虚荣，那么神是不会给你的。所以

新约雅各书说，你求也求不到，因为是

妄求。以利沙关心的是：师父走了，神

的子民以色列国怎么办？谁能够接过

师父的使命，成为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呢？ 

以利沙有一句话非常经典，就是“愿

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原文没有

“感动”这个词，新译本的翻译比较正

确：“求你使你的灵双倍地临到我”。

什么意思呢？首先要问，为什么以利沙

求以利亚的灵呢？这是以利亚自己的

灵吗？当然不是，以利亚行一切神迹奇

事，都是靠雅伟的灵。但圣经不介意称

之为以利亚的灵。由此也能够明白为什

么新约说到了基督的灵，其实基督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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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雅伟的灵，因为雅伟将灵赐给耶

稣，别人也从耶稣领受圣灵。但这不代

表耶稣是神，正如以利亚不是神一样。 

接下来还需要问的是，为什么以利

沙求以利亚双倍的灵呢？他想超越师

父吗？看圣经不要猜测，不要以小人之

心度君子之腹。要从圣经中找答案，特

别是从旧约中找答案。旧约其实是我们

的根本，新约是在解释旧约。新约时代

所说的圣经，就是旧约。到了今天，即

便新约说了什么，也一定能够从旧约找

到答案。如果抛开了旧约，单单靠新约

而得出一个原则，而这个原则却跟旧约

的教导格格不入，那么这个原则肯定是

人为原因而解释错了。 

我们从旧约中找答案。申命记 21
章 17 节说，要分给长子双倍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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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长子是继承父亲双倍产业的。

所以以利沙这句话——“求你使你的灵

双倍地临到我”，他的意思是说：我能

否成为你的长子，成为你的接班人，继

承你的产业？ 

以利沙关心的是：神人走了，以色

列的战车马兵走了，神的国怎么办？神

的子民怎么办？谁能承担起师父的使

命呢？神啊，我愿意继承师父的使命，

求你赐给我！ 

所以以利沙这样坚持追求，绝不是

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不是爱慕虚荣，而

是真正关心神的国，关心神的子民。我

们是否有这样的心志，关心教会，关心

神的国，关心同胞的需要呢？我们通常

都是整天想着自己的事，哪管神的家的

事？我们整天都是为自己的事情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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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婚姻，自己的家庭，

自己的孩子……即便追求属灵的事情，

我们也是非常自私的：我的家人能否得

救？我需要什么恩赐…… 

以利沙有这样的心志，也锲而不舍

地去追求，他就得到了。我们继续看列

王纪下 2 章 11-18 节： 
11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

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

旋风升天去了。12 以利沙看

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

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

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

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13他

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

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14他

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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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水，说：“雅伟，以利亚的

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

也左右

分开，

以利沙

就过来

了。 
15 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

面看见他，就说：“感动以利

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他们

就来迎接他，在他面前俯伏于

地，16对他说：“仆人们这里

有五十个壮士，求你容他们去

寻找你师傅，或者雅伟的灵将

他提起来，投在某山某谷。”

以利沙说：“你们不必打发人

去。” 17 他们再三催促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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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难以推辞，就说：“你们打

发人去吧！”他们便打发五十

人去，寻找了三天，也没有找

着。18以利沙仍然在耶利哥，

等候他们回到他那里。他对他

们说：“我岂没有告诉你们不

必去吗？” 

以利沙得到了他所求的，成了以利

亚的继承人。为什么以利沙要用以利亚

掉下来的外衣打水呢？其实他是想验

证一下他的请求有没有得到应允。而神

也借此让以利沙知道，并且让先知的门

徒们知道：以利沙成了以利亚的接班

人，拥有了以利亚身上的雅伟的灵。 

这些先知的门徒是谁呢？圣经没有

明说，但可以大概看出，他们是以利亚

的门徒，也跟随以利亚，学习服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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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显然，他们跟以利亚的关系比较远，

不如以利沙，所以他们说“你师傅”。 

留意这些门徒们的反应，他们也知

道神要接以利亚离开了，但开始的时候

他们只是问，没有什么行动。到后来看

见以利沙有了以利亚的能力，他们就非

常热心去寻找以利亚。那种热情令到以

利沙盛情难却。 

为什么他们想去找呢？也许是不信

以利亚已经升天，想找他回来；也许是

想找到他，也得到能力。但无论如何，

这时候已经为时晚矣。总之这些门徒的

属灵敏感度无法与以利沙相比。难怪神

会拣选以利沙做以利亚的接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