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讨拉特·尼希米记》 

 

1 
1 哈迦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行录：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我在书珊宫中， 2 我的一位兄

弟哈拿尼和几个人一起从耶胡达来到；我询问他们关于那些逃脱被掳的耶胡达剩余百姓和耶路撒

冷的景况。 3 他们对我说：“那些从被掳剩下的百姓，在耶胡达省遭遇大患难，受到凌辱。耶路撒

冷的城墙倒塌，城门也被火烧毁。”  
4 我听见了这些事，就坐下哭泣，悲伤了好几天，在天上的 真主面前封斋祈求， 5 说：“ 主*

天上的 真主，伟大可畏的 真主啊，您向那些爱您，遵守您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 6 求您侧

着耳，睁着眼，承领您仆人的祈求，我今天在您面前昼夜为您的仆人以色列人祈求，承认以色列

人犯的罪，就是我与我父的家向您犯的罪。 7 我们故意做极大的恶事得罪您，没有遵守您嘱咐您

仆人穆萨的诫命、律例和典章。 8 求您记得您嘱咐您仆人穆萨的话，说：‘如果你们不忠，我就把

你们分散在万民中。* 9 但如果你们回心转意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即使在你们被赶逐的天

边，我也要从那里把他们招聚回来，带他们到我选择给我的名居住的地方去。’* 10 这些都是您的

仆人，您的子民，是您用您的大能和您强而有力的手救赎的。 11 主啊，求您留意听您仆人的祈求，

也听那些喜爱敬畏您名的仆人的祈求；求您使您的仆人今天顺利，使他在这个人面前蒙慈悯。”

那时我是王的酒政。  

2 
1 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王面前摆上了酒席，我拿酒来献给王。我从没在他面前露出过愁容。 

2 王却问我：“你既然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没有别的可能，定是心中愁烦。”我就非常惧

怕， 3 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茔所在的城市成了荒芜之地，城门被火焚毁，我怎能不面带

愁容呢？”* 4 王问我：“你想要什么呢？”我就向天上的 真主祈求， 5 然后对王说：“如果王认为

好，仆人能在你面前蒙恩宠，就请你派遣我往耶胡达，到我列祖坟茔所在的城市去，让我重建那

座城。” 6 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你的行程需时多久？你什么时候回来？”王既然认

为好，就派遣我去，我也定了一个归期。 
7 我又问王：“如果王认为好，请赐给我诏书，通知河西

那边的省长准许我经过，直至我到达耶胡达； 
8 又赐诏书，给看管王园林的亚萨，嘱咐他给我木

材，建造圣殿营楼大门的横梁，以及建造城墙和我要入住的房屋。”因为我的 真主施恩的手帮助

我，王就赐给我这一切。   
9 于是我到了河西那边的省长那里去，把王的诏书交给他们；王又派了军长和骑兵护送我。 10 荷

伦人参巴拉和亚扪人臣仆多比雅听见有人来到，要为以色列求利益，他们就非常恼怒。  
11 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停留了三天。 12 我在夜间起来，和几个人一起出去，我没有告诉任

何人我的 真主使我定意要为耶路撒冷做的事，除了我所骑的一头牲口以外，没有带别的牲口。 
13 我夜间出了谷门，向龙泉走去，到了粪门，视察耶路撒冷破坏了的城墙和被火焚毁的城门。 14 我

又往前走，到了泉门和王池，因为地方不够让我骑着牲口过去， 15 我只得在夜间沿溪而上，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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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墙，然后转回，经过谷门，回到城里。 16 没有一个官长知道我去过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我

也一直没有告诉耶胡达人、或祭司、或贵胄、或官长，或其余工作的人。  
17 后来我对他们说：“你们都看见我们遭遇的患难：耶路撒冷成了荒芜之地，城门被火焚毁，你

们都来吧！让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我们再受凌辱。” 18 我告诉他们，我的 真主施恩

的手怎样帮助我，以及王对我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要起来建造！”于是他们鼓足勇气，着手

做这善工。 19 但荷伦人参巴拉和亚扪人臣仆多比雅，以及阿拉伯人基善听见了，就讥笑我们，藐

视我们，说：“你们在干什么？你们要背叛王吗？” 20 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 真主要使我们成功；

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要起来建造，但你们在耶路撒冷无分、无权，无人记得。”  

3 
1 那时，大祭司以利亚实起来，和他一起作祭司的兄弟们都起来，重建了羊门；他们装上门扇，

就把它设为圣洁，又建造城墙，直到哈米亚城楼和哈楠业城楼，把城设为圣洁； 2 接着的一段由

耶利哥人建造；再接着的一段由音利的儿子撒刻建造。  
3 哈西拿的子孙建造鱼门，他们安置横梁，装上门扇、插销和门闩。 4 接着的一段由哈哥斯的孙

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末修筑；再接着的一段由米示萨别的孙子、比利迦的儿子米书兰修筑；再

接着的一段由巴拿的儿子撒督修筑。 5 接着的一段是由提哥亚人修筑；但是他们的贵族不愿肩负

他们主人的工作。  
6 巴西亚的儿子耶何耶大和比所玳的儿子米书兰修筑古门；他们安置横梁，装上门扇、插销和门

闩。 7 接着的一段由基遍人米拉提、米仑人雅顿、基遍人和河西那边省长所管辖的米斯巴人修筑。 
8 再接着的一段由金匠哈海雅的儿子乌薛修筑。接着的这一段是由做香料的哈拿尼雅修筑。他们修

葺耶路撒冷的城墙，直到宽墙。 9 接着的一段由管理半个耶路撒冷的区长，户珥的儿子利法雅修

筑。 10 再接着的一段由哈路抹的儿子耶大雅修筑，就是他自己房屋对面的那段。接着的这一段是

由哈沙尼的儿子哈突修筑。 11 哈琳的儿子玛基雅和巴哈·摩押的儿子哈述修筑另一段城墙和炉楼。 
12 接着的一段由管理半个耶路撒冷的区长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儿们修筑。 13 哈嫩和撒挪亚

城的居民修筑谷门。他们重建那门，装上门扇、插销和门闩；又修筑城墙一千肘，直到粪门。 14 粪

门是由管理伯·哈基琳的区长，利甲的儿子玛基雅修筑；他重建那门，装上门扇、插销和门闩。 15 管

理米斯巴的区长革荷西的儿子沙仑修筑泉门。他重建那门，加盖门顶，装上门扇、插销和门闩；

又重建靠近御花园的西罗亚池的城墙，直到从达伍德城下来的台阶。 16 下一段由管理半个伯·夙的

区长，押卜的儿子尼希米修筑，直到达伍德坟地的对面，又到人工池和勇士之家。 17 再下一段由

利未人巴尼的儿子利宏修筑；接着的一段由管理半个基伊拉的区长哈沙比雅为他本区修筑。 
18 下

一段由他们的兄弟，管理另一半基伊拉的区长，希拿达的儿子宾内修筑。 19 管理米斯巴的区长耶

书亚的儿子以谢修筑接着的一段，对着军械库的斜坡、城墙转角的地方。 20 下一段，就是萨拜的

儿子巴录竭力修筑的另一段，从城墙转角的地方，直到大祭司以利亚实住宅的门口。 21 再下一段，

就是哈哥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末修筑的另一段，从以利亚实住宅的门口，直到以利亚实

住宅的尽头。 22 这一段之后是由住在约旦河平原的祭司修筑。 23 下一段是由本雅悯和哈述，修筑

他们自己房屋对面的那段。再下一段由亚难尼的孙子、玛西雅的儿子亚撒利雅，修筑他自己的房

屋旁边的那段。 24 这一段之后是希拿达的儿子宾内修筑的另一段，从亚撒利雅的房屋，直到城墙

的转角，就是城角的地方。 25 乌赛的儿子巴拉修筑对着城墙转角的地方，以及王宫突出高耸的城

楼靠近护卫院的一段。下一段由巴录的儿子毗大雅修筑。 26 居住在俄斐勒的殿役，修筑直到东面

水门对面和突出的城楼那一段墙。 27 再下一段，就是由提哥亚人修筑的另一段，从那突出来的大

城楼对面，直到俄斐勒的城墙。   
28 从马门往上的一段，祭司们各人修筑自己房屋对面的城墙。 29 下一段由音麦的儿子撒督修筑

自己房屋对面的那段。再下一段由看守东门的示迦尼的儿子示玛雅修筑。 30 这一段之后是由示利



 

 

米雅的儿子哈拿尼雅和萨拉的第六子哈嫩修筑的另一段，下一段就是比利迦的儿子米书兰修筑自

己住宅对面的那一段。 31 再下一段由金匠玛基雅修筑，直到殿役和商人的房屋，对着哈米弗甲门，

直到城的角楼。 32 金匠和商人修筑城的角楼和羊门之间的那一段。  

4 
1 当参巴拉听见我们正在重建城墙，就很愤怒，非常恼恨，并且讥讽耶胡达人。 2 在他的兄弟和

撒玛利亚的军队面前，说：“这些软弱的耶胡达人在做什么呢？想自己修筑城墙吗？想要献牺牲

吗？想要在一天之内完成吗？想要使废土堆中被火烧过的石头复活吗？” 3 亚扪人多比雅在参巴

拉旁边说：“这些人建造的，只要一只狐狸走上去，石墙就崩塌。”  
4 “我们的 真主啊，求您承领，我们被藐视，求您使他们的诽谤归到他们头上，使他们在被掳

之地成为战利品。 
5 不要遮蔽他们的罪孽，也不要从您面前涂抹他们的罪恶，因为他们在这些建

造的人面前惹您发怒。” 6 这样，我们重建城墙，把全部城墙连接起来，城墙达到一半的高度，因

为众人都全心工作。  
7 当参巴拉、多比雅、阿拉伯人、亚扪人、亚实突人听见耶路撒冷城墙重修工程仍然进行，已经

堵塞城墙的缺口，就非常愤怒。 8 他们就一起计划阴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制造混乱。 9 所以我

们向我们的 真主祈求，并且设立守卫，日夜防备他们。 10 因为有些耶胡达人说：“搬运的人已

经力气衰竭了，瓦砾还有很多，我们不能再建城墙了！” 11 同时我们的敌人说：“趁着他们不知道，

还没看见之前，我们就进入他们当中，杀死他们，使那工程停止。” 12 住在他们附近的一些耶胡

达人，也曾十次前来通知我们说：“他们将从各个方向上来攻击你们。” 13 所以我分派众人站岗，

在低洼或高处，在城墙后隐蔽处或空旷的地方，叫他们按家族，带着刀、矛和弓。 14 我巡视之后，

就起来，对贵族、官长和其余的人民说：“不要怕他们，要记得主是伟大可畏的，要为你们的兄弟、

儿女、妻子和你们的家作战。”  
15 我们的仇敌既然听见我们知道了这阴谋， 真主也破坏了他们的计谋，就不敢来了。我们全都

回到城墙那里，各人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 16 从那天起，我的仆人一半工作，一半装备了矛、盾

牌、弓和盔甲。领袖们都站在耶胡达全家的后面。 17 那些建造城墙，搬运重物的，都是一手做工，

一手紧握兵器。 18 建造的人，都腰间佩刀来建造；吹号角的人在我旁边。 19 我对贵族、官长和其

余的人民说：“这工程浩大，范围广阔；我们在城墙上彼此相隔很远。 20 所以你们无论在什么地

方，一听见号角声，就要集合到我们那里。我们的 真主要为我们作战。”   
21 我们就这样做工；一半人紧握着矛，从黎明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 22 那时，我又对众人说：“各

人和他的仆人都要在耶路撒冷城中过夜，这样他们可以在夜间作我们的守卫，白天工作。” 
23 这

样，我与我的兄弟、我的仆人和跟随我的人，都不脱衣服；甚至打水的时候，也各自手拿兵器。  

5 
1 那时，民众和他们的妻子大声呼冤，控告自己的同胞耶胡达人。 2 有些人说：“我们和儿女人口

众多，给我们谷物糊口，可以活命。” 3 有些人说：“为了在饥荒中买到谷物，我们抵押了自己的

田地、葡萄园和房屋。” 4 有些人说：“我们为了要借钱向王纳税，只好抵押了我们的田地和葡萄

园。 5 虽然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同胞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也相同，可是我们却要

强迫自己的儿女去作仆婢，而且我们的女儿有些已经作了奴婢，我们却无能为力，因为我们的田

地和葡萄园已经属于别人了。”  
6 我听见他们的哀叫和所讲的这些事，就十分愤怒。 7 我心中筹算一番以后，就谴责贵族和官长，

对他们说：“你们各人向自己的同胞贷款，竟然索取高利！”*于是我召开大会攻击他们。 8 我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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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说：“我们已尽了我们的能力，把那些卖给了外族人的同胞耶胡达人买赎回来，而你们还想要出

卖你们的同胞，好让我们再把他们买回来吗？”他们都默不作声，无话可说。 9 我又说：“你们做

得不对。难道你们不应该怀着敬畏我们 真主的心行事为人，免遭我们的仇敌外族人的诽谤吗？ 
10 现在我和我的兄弟，以及我的仆人要把银钱和谷物借给他们。让我们大家都放弃放债取利吧！ 
11 请你们今天就把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以及你们向他们索取的利息：百分之一

的利钱、谷物、新酒和新油，都归还给他们。” 12 他们就说：“我们必定归还，不再向他们要求利

息了，你怎么说，我们愿意照你说的去做。”我就把祭司们召来，叫众人盟誓要照这话去做。 13 我

抖着胸前的衣襟说：“不履行这话的，愿 真主也是这样抖他离开他的家和产业，直到抖空。”全

体会众都说：“阿敏！”又赞美 主*。众人都照这话去做。  
14 自从我奉命在耶胡达地作他们省长的日子以来，就是从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直到三十二年，共

十二年，我和我的兄弟都没有吃过省长的俸禄。 15 在我们以前的前任省长，重压人民，每日都向

他们索取粮食和酒，以及四十谢克尔银子。连他们的仆人也辖制人民，但我因为敬畏 真主，就

不这样做。 16 我只坚持这城墙的重建工程；所以我们不购置田产，我所有的仆人也都相聚在那里

工作。 17 在我桌上吃饭的，有一百五十个耶胡达人和官长，还有那些从我们四周外族来到我们这

里的人； 18 每天预备牛一头、肥羊六只，又为我预备一些飞禽；每十天供应大量各类的酒。虽然

这样，我仍然没有索取省长的俸禄，因为这些人服役已经负担沉重。 19 我的 真主啊，求您记住

我，记住我为这人民所做的一切，施恩给我。  

6 
1 参巴拉、多比雅、阿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重建好了城墙，城墙再也没有缺口。

不过那时我还没有在城门上装上门扇。 2 参巴拉和基善就派遣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挪

平原上的一个村庄会面吧！”其实他们想要谋害我。 3 于是我派遣信使去见他们说：“我正在进行

大工程，不能去。我怎能放下这工程，去见你们，使这工程停顿呢？” 4 他们连续四次这样派人来

见我，我都这样回复他们。 5 参巴拉第五次这样派他的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一封没有封口的信。 
6 信上写着：“在各民族中有这样的传说，迦施慕也说：‘你和耶胡达人阴谋造反，所以你才重建城

墙，据说，你还想要作他们的王。’ 7 你又设立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耶胡达有王了。’

现在这些话将会传到王那里。所以请你来，我们一起商量商量吧。” 8 我就回复他，说：“你说的

这些事不是事实，都是你从心里捏造出来的。” 9 其实他们所有的人都是在恐吓我们，心里说：“他

们的手将要发抖，放弃工程，无法完工！”但我的手更加有力。  
10 我来到米希塔贝尔的孙子、第来雅的儿子示玛雅的家里；那时，他闭门不出，他说：“我们在 

真主的殿里，在殿的大堂中会面吧！我们要把殿门关起来，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在夜间来杀你。” 
11 我回答：“像我这样的人，怎能逃跑呢？哪有像我这样的人，进入圣殿里去保全自己的性命呢？

我决不进去！” 12 我看出 真主并没有派遣他，是他自己宣讲这话攻击我，因为多比雅和参巴拉

收买了他。 13 他被收买，是要使我惧怕，照他说的去做，以致犯罪，他们就破坏我的名声来诽谤

我。 14 我的 真主啊，求您记住多比雅和参巴拉，按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也要报应女先知挪亚

底和其余的先知，因为他们恐吓我。  
15 以禄月二十五日，城墙建成，整个工程共用了五十二天。 16 我们所有的仇敌听见了，我们四

周所有的民族都惧怕，敌人的声势一落千丈，他们都承认这工程是靠我们 真主的帮助完成的。 
17 在这段日子，耶胡达人的贵族写了许多信给多比雅，多比雅也经常回信给他们。 18 在耶胡达有

许多人与多比雅结盟；因为他是亚拉的儿子、示迦尼的女婿，并且他的儿子约哈难娶了比利迦的

儿子米书兰的女儿为妻。 19 不但这样，他们也经常在我面前提起多比雅的善行，又把我说的话传

给他；多比雅又经常寄信来恐吓我。  



 

 

7 
1 城墙建成后，我就装上门扇，委派了门卫、歌唱者和利未人， 2 我委任我的兄弟哈拿尼和营楼

长哈拿尼雅，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雅是个可信的人，敬畏 真主胜过许多人。 3 我嘱咐他

们说：“日上中天前，不要打开耶路撒冷的城门；太阳还停着未落，守门的人站岗的时候，也要关

好门、上好闩，要派耶路撒冷的居民站岗，一些人在哨位，另一些人在自己的屋前瞭望。” 4 城既

宽阔又广大，但城中的居民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起来。  
5 我的 真主使我举意，召集贵族、官长和人民，要照家谱登记。我找到头一次上来的人的家谱，

我找到的家谱上面写着： 6 以下这些耶胡达省的人，从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掳走他们，现在他

们从被掳之地归回耶路撒冷和耶胡达，各人回到自己的城镇。  
7 他们是跟所罗巴伯、耶书亚、尼希米、亚撒利雅、拉米、拿哈玛尼、莫迪凯、必珊、米斯毗列、

比革瓦伊、尼宏和巴拿一起回来的。以色列民的人数记在下面：  
8 巴录的子孙二千一百七十二人。 9 示法提雅的子孙三百七十二人。 10 亚拉的子孙六百五十二人。 

11 巴哈·摩押的子孙，就是耶书亚和约押的子孙，二千八百一十八人。 12 以拦的子孙一千二百五十

四人。 13 萨土的子孙八百四十五人。 14 萨改的子孙七百六十人。 15 宾内的子孙六百四十八人。 16 比

拜的子孙六百二十八人。 17 押甲的子孙二千三百二十二人。 18 亚多尼干的子孙六百六十七人。 19 比

革瓦伊的子孙二千零六十七人。 20 亚丁的子孙六百五十五人。 21 亚特的子孙，就是希西家的子孙，

九十八人。 22 哈顺的子孙三百二十八人。 23 比宰的子孙三百二十四人。 24 哈拉的子孙一百一十二

人。 25 基遍的子孙九十五人。 26 伯利恒人和尼陀法人，共一百八十八人。 27 亚拿突人一百二十八

人。 28 伯·亚斯玛弗人四十二人。 29 基列·耶琳人、基非拉人和比录人，共七百四十三人。 30 拉玛

人和迦巴人，共六百二十一人。 
31 默玛人一百二十二人。 

32 伯特利人和艾人，共一百二十三人。 
33 另一个尼波的人五十二人。 34 另一个以拦的子孙一千二百五十四人。 35 哈琳的子孙三百二十人。 
36 耶利哥的子孙三百四十五人。 37 鲁特、哈第和阿挪的子孙共七百二十一人。 38 西拿的子孙三千

九百三十人。  
39 祭司的数目记在下面：耶书亚家的耶大雅的子孙九百七十三人。 40 音麦的子孙一千零五十二

人。 41 巴施户珥的子孙一千二百四十七人。 42 哈琳的子孙一千零一十七人。  
43 利未人的数目记在下面：何达威的子孙，就是耶书亚和甲篾的子孙，七十四人。 44 负责歌唱

的：亚萨的子孙一百四十八人。 45 门卫人数：沙龙的子孙、亚特的子孙、达们的子孙、亚谷的子

孙、哈底大的子孙和朔拜的子孙，共一百三十八人。  
46 殿役的数目记在下面：西哈的子孙、哈苏巴的子孙、答巴俄的子孙、 47 基绿的子孙、西业的

子孙、巴顿的子孙、 48 利巴拿的子孙、哈迦巴的子孙、迦哈的子孙、 49 哈难的子孙、吉德的子孙、

迦哈的子孙、 50 利亚雅的子孙、利汛的子孙、尼哥大的子孙、 51 迦散的子孙、乌扎的子孙、巴西

亚的子孙、 52 比塞的子孙、米乌宁的子孙、尼普心的子孙、 53 巴卜的子孙、哈古巴的子孙、哈忽

的子孙、 54 巴洗律的子孙、米希大的子孙、哈沙的子孙、 55 巴柯的子孙、西西拉的子孙、答玛的

子孙、 56 尼细亚的子孙和哈提法的子孙。  
57 素莱曼仆人的子孙的数目记在下面：琐太的子孙、琐斐列的子孙、比路达的子孙、 58 雅拉的

子孙、达昆的子孙、吉德的子孙、 59 示法提雅的子孙、哈替的子孙、玻黑列·哈斯巴音的子孙和阿

蒙的子孙。 60 作殿役的和素莱曼仆人的子孙共三百九十二人。  
61 以下这些人是从特米拉、特哈萨、基绿、亚顿和音麦上来的，可是他们无法证明他们的父家或

世系是以色列人。 
62 这些人是第莱雅的子孙、多比雅的子孙和尼哥大的子孙，共六百四十二人。 

63 祭司中，有哈巴雅的子孙、哈哥斯的子孙和巴西莱的子孙；巴西莱娶了基列人巴西莱的一个女

儿为妻，所以起名叫巴西莱。 64 这些人查考族谱的记录，却找不到，因此他们算为不洁净，不能



 

 

作祭司。 65 省长告诉他们不能吃极其圣洁之物，直等到有能用乌陵和土明来决疑的祭司出现。*  
66 全体会众共有四万二千三百六十人。 67 此外，还有他们的仆婢七千三百三十七人；又有男女

歌唱者二百四十五人。 68 他们有马七百三十六匹，骡子二百四十五匹， 69 骆驼四百三十五峰和驴

六千七百二十头。  
70 有些族长为这项工程而捐献；省长捐给库房金子一千达利克、碗五十个和祭司礼服五百三十件； 

71 族长捐给这项工程的库房金子二万达利克、银子二千二百弥那。 72 其余的人民捐献金子二万达

利克，银子二千弥那、祭司礼服六十七件。   
73 于是祭司、利未人、门卫、歌唱者、一部分人民、作殿役的，和以色列众人都住在自己的城里。

*  

8 
1 到了七月，以色列人都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民众团结一心，在水门前的广场相聚，请经师欧

宰尔把 主*通过穆萨命令以色列人遵守的诫律书带来。 2 七月初一日，欧宰尔祭司把诫律带到所

有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 3 在水门前面的广场，从清早到中午，向男男女女和听了能明白

的人宣读出来。民众都侧耳倾听这诫律书的话。 4 经师欧宰尔站在为此特制的木台上；站在他右

边的，有玛他提雅、示玛、亚奈雅、乌利亚、希勒家和玛西雅；站在他左边的，有毗大雅、米沙

利、玛基雅、哈顺、哈拔大拿、宰凯里雅和米书兰。 5 欧宰尔在众人眼前展开那书卷；他高高地

站在民众之上，他把书卷展开，民众就站起来。 6 欧宰尔称颂 主*至大的 真主，民众举手应声

说：“阿敏！阿敏！”然后跪下，脸伏在地，礼拜 主*。 7 然后利未人耶书亚、巴尼、示利比、雅

悯、亚谷、沙比太、荷第雅、玛西雅、基利他、亚撒利雅、约撒拔、哈难和毗莱雅就教导他们明

白诫律。众人一直站在原处聆听。 8 他们宣读 真主的诫律书，把意义清楚地翻译出来，使民众

明白所宣读的。   
9 省长尼希米和祭司兼经师欧宰尔，以及教导人民明白诫律的利未人对民众说：“今天是 主*你

们 真主的圣日，你们不要悲哀哭泣。”因为众人听见诫律上的话，都哭了。 10 尼希米又对他们

说：“你们应当去吃肥美的肉，喝甘甜的酒，把部分饮食分给没有能力准备的人，因为今天是我们 

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为靠 主*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 11 于是利未人使民众安静下

来，说：“你们安静吧，因为今天是圣日，也不要再忧愁！” 12 民众就去吃喝，也把部分饮食和别

人分享，异常欢乐。因为他们明白教导他们的话。  
13 第二天，民众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相聚到经师欧宰尔那里，研究诫律的话。 14 他们发现

诫律上记载， 主*曾通过穆萨嘱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月的节期中，住在棚里，
*
 
15 并且要在自己

的城里和在耶路撒冷宣扬通告说：“你们要上到山上，把橄榄树枝、油木树枝、番石榴枝、棕树枝

和树叶繁茂大树的枝子带回来，照诫律所写的搭棚。” 16 于是民众出去，把树枝带回来，各人在

自己的房顶上，在院子里， 真主的院中，水门的广场，或在以法莲门的广场搭棚。 17 从被掳归

回的全体会众都搭了棚，并且住在棚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那天，以色列人都没有

这样做过。大家都非常快乐。 18 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每天都宣读 真主的诫律书。他们庆贺节

日七天，第八天照典章隆重聚会。  

9 
1 这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相聚，一起封斋，身穿麻衣，头上蒙灰。 2 以色列的后代和所有外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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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分开，然后站立，承认自己的罪过和他们列祖的罪孽。 3 那天四分之一的时间，他们站在自己

的地方，宣读 主*他们 真主的诫律书；另外四分之一的时间，他们认罪和礼拜 主*他们的 真

主。 4 耶书亚、巴尼、甲篾、示巴尼、布尼、示利比、巴尼和基拿尼，站在利未人的台阶上，向 

主*他们的 真主大声哀求。  
5 利未人耶书亚、甲篾、巴尼、哈沙尼、示利比、荷第雅、示巴尼和毗他希雅说：“你们要起立，

称颂 主*你们的 真主，直到永永远远。”  

“ 主*啊，您荣耀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愿您的名被尊崇，超过一切称颂和赞美。  
6 您，唯独您是 主*，  

您造化了天，  

天上的天和天军，  

地和地上的万物，  

海和海中的万物，  

您使这一切生存，  

天军也都礼拜您。  
7 您是 主*安拉，  

您挑选易卜兰，*  

带领他出了迦勒底的吾珥，  

改他的名字为易卜拉欣。  
8 您见他在您面前心里诚实可靠，*  

就与他立约，  

要把迦南人、  

赫人、亚摩利人、  

比利洗人、耶布斯人和革迦撒人之地，  

赐给他的后代；  

您履行了您的诺言，  

因为您是公义的。  
9 您看见我们的列祖在埃及所受的困苦，*  

承领他们在红海的哀求，  
10 因为您知道埃及人怎样狂妄自大地对待他们，*  

所以就对法老和他所有的臣仆，  

以及他国中所有的人民，  

施行显迹奇事，  

为您自己建立了至今仍存的名声。  
11 您又在我们的列祖面前把海分开，*  

使他们在海中的干地上走过去；  

把追赶他们的人丢在深处，  

好像石头抛进怒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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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白天您用云柱引导他们，*  

夜间用火柱光照他们要走的路。  
13 您下降西奈山上，*  

从天上与他们说话，  

赐给他们正直的典章、真实的诫律、  

美好的律例与诫命。  
14 您使他们认识您的圣安息，  

通过您仆人穆萨向他们颁布诫命、律例和诫律。  
15 您从天上赐下粮食，给他们充饥，*  

嘱咐水从磐石流出给他们解渴；  

您又嘱咐他们进去占领，  

您举手盟誓要赐给他们的那土地。  
16 但是我们的列祖狂妄自大，*  

硬着脖子，不听从您的命令。  
17 他们拒绝听从，  

也不记得您在他们当中所做的奇事，*  

硬着脖子，存心悖逆，自立首领，  

要回到他们为奴之地去。  

但您是乐意恕饶的 真主，  

您有恩典，有慈悯，  

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  

所以您没有丢弃他们。  
18 他们甚至为自己铸造一头牛犊，*  

说：‘这就是把你们从埃及领上来的 真主！’  

他们犯了亵渎大罪，  
19 您还是因您丰盛的慈悯，  

没有把他们丢弃在旷野；*  

白天云柱没有离开他们，  

仍然在路上引导他们；  

夜间火柱也没有离开他们，  

还是光照他们要走的路。  
20 您赐下良善的灵教导他们；  

您没有留住吗哪不给他们吃；  

您给他们水解渴。  
21 在旷野四十年，您供养他们，他们毫无缺乏，  

衣服没有穿破，他们的脚也没有肿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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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您把各国和万民赐给他们，*  

您把各国分给他们作疆界，  

他们就获得西宏之地，  

希实本王之地和巴珊王噩之地。  
23 您使他们的子孙众多，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  

您把他们带进您应许他们列祖进去得为业的土地。  
24 于是他们的子孙进去，获得那土地；*  

您使那地方的迦南居民向他们屈服，  

又把迦南众王和那地方的各民族，  

都交在以色列人手里，  

以色列人可以随意对待他们。  
25 他们夺取了坚固的城市、肥沃的土地，*  

获得了满载各种财帛的房屋、  

挖好的水井、葡萄园、橄榄园和很多果树；  

他们吃得饱足，身体发胖，  

因您的大恩生活安逸快乐。”  
26 “可是他们竟悖逆，背叛您，*  

把您的诫律丢在背后，  

杀害那些控告他们，  

要他们归向您的先知，  

犯了亵渎的大罪。  
27 所以您把他们交在敌人手中，  

好让他们受困苦；  

他们受困苦的时候，就向您呼求，  

您就从天上承领，按您丰盛的慈悯，  

赐给他们拯救者，拯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  
28 但他们得享安宁以后，又在您面前作恶，  

您就丢弃他们在仇敌手中，  

让仇敌管辖他们；  

然而他们回转过来，向您哀求，  

您就从天上承领，  

按丰盛的慈悯，一次又一次拯救他们。  
29 您警告他们，要他们转向您的诫律；*  

但他们狂妄自大，不听从您的诫命，  

犯罪干犯您的典章。  

人应遵行这些典章，按照它们生活，  

他们却固执地扭转肩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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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着脖子，不肯听从。  
30 您多年容忍他们，*  

您的灵通过您的先知们劝诫他们，  

他们还是不侧耳而听，  

所以您把他们交在各地的民族手中。  
31 然而因您丰富的慈悯，  

您不把他们灭绝，也不丢弃他们，  

因为您是有恩典有慈悯的 真主。”  
32 “我们的 真主啊，  

您是至大、全能、可畏、守约施慈爱的 真主，*  

现在求您不要把我们、  

我们的君王、领袖、祭司和先知、  

我们的列祖和您的民众，  

从亚述列王的日子至今遭遇的苦难，  

看为小事。  
33 在所有临到我们的事上，您都公义；  

因为您所做的诚信，我们所做的邪恶。  
34 我们的君王、领袖、祭司和列祖，  

都没有遵行您的诫律，  

也没有留心听从您的诫命  

和您对他们的郑重警告。  
35 他们在本国中，  

享受您赐给他们的大福，  

在您摆在他们面前这广大肥沃的土地上，  

却不事奉您，不转离他们的恶行。  
36 我们今天竟成了奴仆！  

就是在您赐给我们列祖享用其果实和美物之地，  

我们竟在这片土地上作了奴仆！  
37 这片土地丰富的出产都归给列王，  

就是您因我们的罪派来管辖我们的；  

他们也随意管辖我们的身体  

和我们的牲畜；  

我们遭遇大患难。  
38 现在由于这一切，  

我们立下确凿的约，写在文件上；  

我们的领袖、利未人和祭司，都在上面盖了印。”  

10 
1 在上面盖印的是：哈迦利亚的儿子省长尼希米，还有西底家； 2 祭司有：西莱雅、亚撒利雅、

耶利米、 3 巴施户珥、亚玛利雅、玛基雅、 4 哈突、示巴尼、玛鲁赫、 5 哈琳、米利末、俄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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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6 但以理、近顿、巴录、 7 米书兰、亚比雅、米雅尼、 8 玛西亚、璧该、示玛雅； 9 利未人

有：亚散尼的儿子耶书亚、希拿达的子孙宾内和甲篾； 10 还有他们的兄弟示巴尼、荷第雅、基利

他、毗莱雅、哈难、 11 米迦、利合、哈沙比雅、 12 撒刻、示利比、示巴尼、 13 荷第雅、巴尼、比

尼努； 14 民众的首领有：巴录、巴哈·摩押、以拦、萨土、巴尼、 15 布尼、押甲、比拜、 16 亚多

尼雅、比革瓦伊、亚丁、 17 亚特、希西家、押朔、 18 荷第雅、哈顺、比宰、 19 哈拉、亚拿突、尼

拜、 20 抹比押、米书兰、希悉、 21 米示萨别、撒督、押杜亚、 22 毗拉提、哈难、亚奈雅、 23 何

细亚、哈拿尼雅、哈述、 24 哈罗黑、毗利合、朔百、 25 利宏、哈沙拿、玛西雅、 26 亚希雅、哈难、

亚难、 27 玛鲁赫、哈琳、巴拿。  
28 其余的民众：祭司、利未人、门卫、歌唱的、作殿役的，以及所有和各地民族分开，归向 真

主诫律的和他们的妻子和儿女，所有有知识能够明白的， 29 都坚持和他们的贵族兄弟参与发咒盟

誓，要遵行 真主通过他仆人穆萨颁布的诫律，要谨守遵行 主*我们主的所有诫命、典章和律例； 
30 我们不会把我们的女儿嫁给这里的外族人，也不给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 31 如果这里的外

族人带来货物或谷物，在安息日贩卖，我们在安息日或圣日决不向他们买；*每逢第七年，我们不

耕种田地，并且豁免一切债务。  
32 我们又为自己立下法规，每人每年要缴纳三分之一谢克尔银子作我们 真主殿的经费，* 33 用

来做陈设饼，常献的素祭，常献的燔祭，安息日、初一、定时的节期所献的祭；又为了做各种圣

物和为以色列人赎罪的赎罪祭，以及我们 真主的殿里一切工作的费用。   
34 我们，包括祭司、利未人和民众，抽签决定按照我们的家族，每年在指定的时间把木柴奉到我

们 真主的殿，好照诫律上所写的，烧在 主*我们 真主的台上。 35 又定下每年要把我们田地

初熟之物，各种果树上所有初熟的果实，都带到 主*的殿。* 36 又要照诫律所写的，把我们头胎

的儿子和牲畜，就是我们头胎的牛羊，都带到我们 真主的殿，交给在我们 真主的殿供职的祭

司。* 37 并且把我们最好的面粉和举祭，各种树上的果实、新酒、新油，都带给祭司，交到我们 真

主殿的仓库；又要把我们田地出产的十分之一给利未人，利未人可以在我们所有城镇的耕地收取

十分之一的出产。* 38 利未人收取十分之一出产的时候，要有一个作祭司的哈伦的子孙和他们在一

起；利未人要从这十分之一中，抽取十分之一奉到我们 真主的殿，交到库房的贮藏室。* 39 以色

列人和利未人要把谷物、新酒、新油作举祭，带到贮存圣所器皿的贮藏室，就是供职的祭司、门

卫和歌唱的居住的地方。我们决不会疏忽供应我们 真主的殿。  

11 
1 那时，民众的领袖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民众都抽签，抽出十分之一，住在圣城耶路撒冷，余

下的十分之九就住在别的城镇。 2 众人为所有自愿住在耶路撒冷的人祝福。   
3 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作殿役的和素莱曼仆人的子孙，各住在耶胡达众城自己的地业中；

耶胡达省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的，有以下这些人：* 4 有些耶胡达的子孙和本雅悯的子孙，住在耶

路撒冷。耶胡达的子孙有：法勒斯的子孙乌西雅的儿子亚他雅；乌西雅是宰凯里雅的儿子，宰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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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雅是亚玛利雅的儿子，亚玛利雅是示法提雅的儿子，示法提雅是玛勒列的儿子。 5 又有巴录的

儿子玛西雅；巴录是革荷西的儿子，革荷西是哈赛雅的儿子，哈赛雅是亚大雅的儿子，亚大雅是

约雅立的儿子，约雅立是宰凯里雅的儿子，宰凯里雅是示罗尼的儿子。 6 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法

勒斯子孙，共四百六十八人，他们都是勇士。   
7 本雅悯的子孙有：米书兰的儿子撒路；米书兰是约叶的儿子，约叶是毗大雅的儿子，毗大雅是

哥赖雅的儿子，哥赖雅是玛西雅的儿子，玛西雅是以铁的儿子，以铁是耶筛亚的儿子。 8 他的兄

弟们都是勇士，共九百二十八人。 9 细基利的儿子约珥是管理他们的官长；哈西努亚的儿子耶胡

达是那个城市的副市长。   
10 祭司有：约雅立的儿子耶大雅，又有雅斤， 11 以及 真主殿的总管西莱雅；西莱雅是希勒家

的儿子，希勒家是米书兰的儿子，米书兰是撒督的儿子，撒督是米拉约的儿子，米拉约是亚希突

的儿子； 12 还有他们的亲族，在殿里工作事奉的，共八百二十二人；又有耶罗罕的儿子亚大雅；

耶罗罕是毗拉利的儿子，毗拉利是暗洗的儿子，暗洗是宰凯里雅的儿子，宰凯里雅是巴施户珥的

儿子，巴施户珥是玛基雅的儿子； 13 还有他的亲族作族长的共二百四十二人；又有亚萨列的儿子

亚玛帅；亚萨列是亚哈赛的儿子，亚哈赛是米实利末的儿子，米实利末是音麦的儿子； 14 又有他

们的亲族，英勇的战士共一百二十八人；哈基多琳的儿子撒巴第业是管理他们的官长。   
15 利未人有：哈述的儿子示玛雅；哈述是押利甘的儿子，押利甘是哈沙比雅的儿子，哈沙比雅是

布尼的儿子； 16 又有利未人的族长沙比太和约撒拔，管理 真主的殿外面的事务。 17 米迦的儿子

玛他尼，领导赞美，献上知感的祈求；米迦是撒底的儿子，撒底是亚萨的儿子；巴布迦在他的兄

弟中作副手；还有沙母亚的儿子押大，沙母亚是加拉的儿子，加拉是耶杜顿的儿子。 18 所有在圣

城的利未人，共二百八十四人。   
19 门卫有：亚谷和达们，以及他们的亲族，看守每一道门，共一百七十二人。 20 其余的以色列

人、祭司、利未人各住在耶胡达众城自己的地业中。 21 作殿役的住在俄斐勒；西哈和基斯帕管理

作殿役的人。   
22 在耶路撒冷管理利未人的，是巴尼的儿子乌西，巴尼是哈沙比雅的儿子，哈沙比雅是玛他尼的

儿子，玛他尼是米迦的儿子，他是亚萨的子孙，就是那些管理 真主的殿事务的歌唱者。 23 王命

令他们，规定歌唱者每天当尽的责任。 24 耶胡达的儿子谢拉的子孙中，米示萨别的儿子毗他希雅

是王的助手，统管一切民事。   
25 至于村庄和所属的田地，有些耶胡达人住在基列·亚巴和属于基列·亚巴的乡村，有些住在底本

和属于底本的乡村，有些住在叶甲薛和属于叶甲薛的村庄， 26 有些住在耶书亚、摩拉大、伯·帕列、 
27 哈萨·书亚、比尔谢巴和属于比尔谢巴的乡村， 28 有些住在洗革拉、米哥拿和属于米哥拿的乡村， 
29 有些住在音·临门、琐拉、耶末、 30 撒挪亚、亚杜兰和属于这两地的村庄，拉吉士和属于拉吉士

的田地，亚西加和属于亚西加的乡村；他们安营居住的地方，从比尔谢巴直到欣嫩谷。 31 有些本

雅悯人住在迦巴、密抹、亚雅、伯特利和属于伯特利的乡村， 32 有些住在亚拿突、挪伯、亚难雅、 
33 夏琐、拉玛、基他音、 34 哈叠、洗编、尼巴拉、 35 罗德、阿挪和匠人谷； 36 有些利未人曾经住

在耶胡达地，却归属本雅悯地。  

12 
1 与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耶书亚一起上来的祭司和利未人有以下这些人：祭司有西莱雅、耶

利米、欧宰尔、 2 亚玛利雅、玛鲁赫、哈突、 3 示迦尼、利宏、米利末、 4 易多、近顿、亚比雅、 
5 米雅民、玛底雅、璧迦、 6 示玛雅、约雅立、耶大雅、 7 撒路、亚木、希勒家和耶大雅。这些人

在耶书亚的日子作祭司和他们亲族的首领。   
8 利未人有耶书亚、宾内、甲篾、示利比、耶胡达、玛他尼和他的兄弟们，负责赞颂的事。 9 他

们的兄弟巴布迦和乌尼按班次，与他们相向而立。 10 耶书亚生约雅金，约雅金生以利亚实，以利



 

 

亚实生耶何耶大， 11 耶何耶大生约拿单，约拿单生押杜亚。   
12 在约雅金的日子，祭司作族长的，属西莱雅族的，有米拉雅；属耶利米族的，有哈拿尼雅； 13 属

以斯拉族的，有米书兰；属亚玛利雅族的，有约哈难； 14 属玛鲁赫族的，有约拿单；属示巴尼族

的，有优素福； 15 属哈琳族的，有押拿；属米拉约族的，有希勒恺； 16 属易多族的，有宰凯里雅；

属近顿族的，有米书兰； 17 属亚比雅族的，有细基利；属米拿闵族的，有某一位；属摩亚底族的，

有毗勒太； 18 属璧迦族的，有沙母亚；属示玛雅族的，有约拿单； 19 属约雅立族的，有玛特乃；

属耶大雅族的，有乌西； 20 属撒来族的，有加莱；属亚木族的，有希伯； 21 属希勒家族的，有哈

沙比雅；属耶大雅族的，有拿坦业。   
22 在以利亚实、耶何耶大、约哈难和押杜亚的日子，利未人的族长都登记了，同样，波斯王大流

士在位时的祭司也都登记了。 23 作族长的利未人登记在编年史上，直到以利亚实的孙子约哈难的

时候。 24 利未人的族长是哈沙比雅、示利比、甲篾的儿子耶书亚与他们的兄弟相向而立，照属真

主的人达伍德的命令，按班次赞美、知感。 25 玛他尼、巴布迦、俄巴底亚、米书兰、达们和亚谷

都是门卫，守卫城门的库房。 26 这些人是在约撒达的孙子、耶书亚的儿子约雅金的日子，以及在

省长尼希米和祭司兼经师欧宰尔的日子任职。  
27 耶路撒冷城墙举行奉献典礼的时候，民众在各地寻找利未人，带他们到耶路撒冷来，要他们感

赞、歌唱、敲钹、弹琴弹瑟，高高兴兴地举行奉献典礼。 28 歌唱者从耶路撒冷四周的平原，从尼

陀法的村庄， 29 从伯·吉甲，从迦巴和押玛弗的田庄相聚前来；因为歌唱者在耶路撒冷四周为自己

建造村庄。 30 祭司和利未人洁净了自己，然后洁净民众，以及城门和城墙。   
31 我带领耶胡达的领袖上了城墙，组织了两大队赞颂的人，一队在城墙右边，向着粪门前进， 32 跟

随他们后面的是何沙雅和耶胡达的一半领袖； 33 还有亚撒利雅、欧宰尔、米书兰、 34 耶胡达、本

雅悯、示玛雅、耶利米； 35 还有拿着号筒的祭司：约拿单的儿子宰凯里雅；约拿单是示玛雅的儿

子，示玛雅是玛他尼的儿子，玛他尼是米该亚的儿子，米该亚是撒刻的儿子，撒刻是亚萨的儿子； 
36 他的兄弟示玛雅、亚撒利、米拉莱、基拉莱、玛艾、拿坦业、耶胡达、哈拿尼拿着属真主的人

达伍德的乐器。经师欧宰尔走在他们前面。 37 他们到了泉门，就登上达伍德城的台阶，随着城墙

的升势，经过达伍德的宫殿，走到东边的水门。   
38 第二队赞颂的人往左边走，我和一半的人民跟着他们，在城墙上过了炉楼，直走到宽墙， 39 过

了以法莲门、古门、鱼门、哈楠业楼、哈米亚楼，直到羊门，就在护卫院的门前站住。 40 于是这

两队赞颂的人就站在 真主的殿里，我和一半的官长也站在那里； 41 祭司以利亚金、玛西雅、米

拿尼、米该雅、以利约乃、宰凯里雅和哈楠尼亚，拿着号筒； 42 又有玛西雅、示玛雅、以利亚撒、

乌西、约哈难、玛基雅、以拦和以谢；歌唱者在伊斯拉希雅领导下，高声歌唱。 43 那一天，众人

献上很多牺牲，而且非常欢乐，因为 真主使他们异常欢乐；连妇女和孩童也都欢乐；耶路撒冷

欢乐的声音在很远的地方都能听见。  
44 那时，有一些人被委派管理存放举祭、初熟之物和十分之一供物的库房，把各城的田地，照诫

律所规定，归给祭司和利未人的部分收集到那里。耶胡达人为侍立供职的祭司和利未人欢乐。 45 祭

司和利未人谨守他们的 真主所嘱咐的，谨守洁净礼；歌唱者和门卫也照达伍德和他的儿子素莱

曼的命令去做，* 46 因为远在达伍德和亚萨的时代，已有诗班长，并且有赞美、知感 真主的诗歌。 
47 在所罗巴伯和尼希米的日子，以色列众人把歌唱的和门卫每日应得的份额供给他们；又把设为

圣洁的分给利未人；而利未人也把设为圣洁的分给哈伦的子孙。  

13 
1 那时，他们宣读穆萨的书给民众听，见书上写着说：亚扪人和摩押人永远不能进入 真主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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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反而雇用了巴兰来与他们作对，诅咒他们；但是我

的 真主使诅咒变为祝福。* 3 民众听见了这条诫律，就和所有的闲杂人分离。  
4 在这以前，受委派管理我们 真主殿库房的以利亚实祭司，与多比雅的关系很密切。 5 他为多

比雅准备了一个大房间，那里以前是用来收存素祭、乳香、器皿、祭司的举祭，以及供给利未人、

歌唱者和门卫的十分之一谷物、新酒和新油。 6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不在耶路撒冷；因为在巴

比伦王亚达薛西三十二年，我回到王那里去；过了一段时期，我又向王告了假， 7 回到耶路撒冷，

那时我才知道以利亚实在 真主殿的院子里，为多比雅准备一个房间那件恶事。 8 我十分恼怒，

就把多比雅的所有家具，都从房间里抛出去。 9 又嘱咐人洁净那几间房子，然后把 真主殿的器

皿，与素祭和乳香搬回那里。  
10 我发觉利未人应得的份额，没有人供给他们，甚至供职的利未人和歌唱者，每个人都跑回自己

的田地去。* 11 于是我责备官长们说：“为什么疏忽供应 真主的殿呢？”我就再次召集利未人，使

他们重新站在原来的岗位上。 12 耶胡达众人就把谷物、新酒和新油的十分之一，奉到库房。* 13 我

委派示利米雅祭司、经师撒督和利未人毗大雅作库官，管理库房；他们的助手是玛他尼的孙子、

撒刻的儿子哈难；这些人都是忠信可靠的；他们的责任是把人们奉献的各种物品分给他们的兄弟。 
14 我的 真主啊，求您因此记住我，不要涂抹我为我 真主的殿和所有礼拜的礼仪所做的忠诚之

事。  
15 那时，我在耶胡达看见有人在安息日踹压酒池，搬运禾捆，驮在驴上，又把酒、葡萄、无花果

和各种其他货物，在安息日运到耶路撒冷；我就在他们卖粮食的那天警告他们。* 16 又有推罗人住

在耶路撒冷城中，他们把鱼和各种货物运进来，在安息日卖给耶胡达人，而且在耶路撒冷贩卖。 
17 于是我责备耶胡达的贵族，对他们说：“你们怎么做这种恶事，亵渎安息日呢？ 18 从前你们的列

祖不是这样做，以致我们的 真主使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和这座城吗？现在你们亵渎安息日，使 

真主的愤怒更加临到以色列。”   
19 所以在安息日的前一天，黄昏的阴影临到耶路撒冷城门的时候，我就嘱咐人把城门关闭；我又

下令不许开门，直到安息日过了，我又派我的仆人在城门站岗，免得有人在安息日挑担子进来。 
20 于是商人和贩卖各种货物的，有一两次在耶路撒冷城外过夜。 21 我警告他们，对他们说：“你们

为什么要在城墙前面过夜呢？如果你们再这样，我就要动手对付你们。”从那时起，他们在安息日

就不敢再来了。 22 我嘱咐利未人洁净自己，然后来看守城门，使安息日设为圣洁。  

我的 真主啊，求您也因此记住我，照您丰盛的慈爱怜恤我！  
23 那些日子，我也发现有些耶胡达人娶了亚实突、亚扪和摩押的女子为妻。* 24 他们的儿女有一

半说亚实突话，其他就说他们民族的语言，他们却不会说耶胡达话。 25 我就责备他们，诅咒他们，

打了他们当中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叫他们指着 真主盟誓，说：“你们决不能把自己的女儿

嫁给他们的儿子，也决不能给儿子或自己娶他们的女儿。 26 以色列王素莱曼不是在这些事上犯过

罪吗？在很多民族中，没有一个王比得上他；他被他的 真主所爱， 真主立他作全以色列的王，

可是连他也被外族女子引诱而犯罪。* 27 难道我们要听从你们，作这大恶，娶外族女子为妻，对我

们的 真主不忠吗？” 28 大祭司以利亚实的孙子耶何耶大的一个儿子，是荷伦人参巴拉的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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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驱逐他离开我。* 29 我的 真主啊，求您记住他们，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分，也污辱了祭

司职分和利未人的约。   
30 这样，我就洁净了他们，使他们脱离所有外族人的污秽，又重新指派祭司和利未人的职责，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 31 我又指派人按时供应木柴和奉献初熟之物。  

我的 真主啊，求您记住我，施恩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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