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释经学

第九课…

旧约叙事之文学分析

以路得记为例，思想在旧约的叙事中，
 作者用特别的文学笔法描述、陈述了些什么？
 引导今天的读者，在日常生活、
又写实又浪漫的处境当中，对照反省 ─
上帝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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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了解旧约叙事是多么的丰富而生动，
让我们对旧约叙事的解释更是心存期待…
更是心存期待
 不是只是找出一些道德伦理性的教导、劝勉
 更深体会 ─ 上帝透过在历史当中出现的小人物，
上帝透过在历史当中出现的小人物
在他们的对话、人物刻画、故事情节，上帝有话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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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的叙事通常不会直接教导教义，可是路得记的旧约故事，
阐明在别的地方所教导的 项或是多项教义
阐明在别的地方所教导的一项或是多项教义…
以波阿斯这位主人翁之一，呼之欲出的让我们看见 ─
一位救赎者所执行的社会责任、救赎使命，
是如何达成的呢？
或许路得记并没有完全教导这项教义，
 却更生动的让我们体会 ─
作为救赎者、至近亲属的角色，他是如何执行的
 我们更能够体会 ─ 耶稣基督今天在基督徒的生命里，
如何真实的呈现出救赎主的角色
而不是只有让我们罪得赦免、死后上天堂而已
以教义跟叙事之间的张力跟某些鸿沟，
让我们深刻体会 ─ 旧约叙事不见得直接教导，
旧约叙事不见得直接教导
可是却说明、阐明了某些教义。

旧约叙事的场景，许多是叙事者知道、被叙事者也知道，
旧约叙事的场景
许多是叙事者知道 被叙事者也知道
 我们这些读者不见得知道
 路得记短短的四章，有许多我们需要了解的资讯，
短短的四章 有许多我们需要了解的资讯
其实在之前的律法书，都有说明清楚…

旧约故事的叙事记录当中，记录所发生的事情，
不 定是应该发生什么事情
不一定是应该发生什么事情…
路得记一开始的场景 ─
一1b 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
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
这件事情该或不该？经文没有说，
我们可以应用旧约叙事的原则 文学分析
我们可以应用旧约叙事的原则、文学分析，
读出作者尝试铺排、要告诉我们的事情…
故事场景背景的描述 ─
一1a 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
士师记

时间的报导，
是一个不大光彩、有点黑暗的时刻，
遭遇饥荒，好像是雪上加霜。

地点 ─ 犹大伯利恒，粮仓的意思
 粮仓都遭遇了饥荒，可想这是多么凄惨的国家情境
粮仓都遭遇了饥荒 可想这是多么凄惨的国家情境
 在路得记结尾，会带出大卫的出生、是大卫的家乡
士二十14a

申廿三3a
一4a

便雅悯人…聚集到了基比亚。

基比亚是第一位君王扫罗王的家乡，
基比亚是第
位君王扫罗王的家乡
 似乎是叙事者、跟当时听故事的人，
共同知道的两个城市，
共同知道的两个城市
今天的读者，反而不见得那么敏锐

伯利恒
摩押

似乎要突显出这两个城市的对比 ─
两位君王先后被膏立，
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以色列国度出现，
要交待他们的出生、成长

路得记不只是底层人物事件的故事 ─

这些人物借着对话来显明出性格
这些人物借着对话来显明出性格，
透过动作，认识这些人物特色、互动所带出的情节
 更多的在第二层 ─ 中层的以色列历史当中，
中层的以色列历史当中
看见大卫君王的家谱、来历
 叙事的第三层 ─ 顶层的救赎计划，
顶层的救赎计划
上帝如何在历史当中，祂救赎的安排，
乃是从 位不配进耶和华会的外邦女子
乃是从一位不配进耶和华会的外邦女子，
带下了大卫的君王、
带
带下了救主耶稣基督的诞生
救主 稣基督的 生
单单从路得记小小的几个要点，
就可以看出上帝在人类
路得记
事场景、角
写、 构布局 中，
故事场景、角色描写、结构布局当中，
让我们更认识上帝的心意和计划。
结构布局 角色描写
故事场景

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
一个名叫俄珥巴，一个名叫路得。

路得这位摩押女子，按律法，不可入耶和华的会，
可是在她生平当中，做了很不 样的决定 ─
可是在她生平当中，做了很不一样的决定
追随婆婆寡妇拿俄米回到犹大的伯利恒…
一16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没有律法，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恩典…
 按照律法的规定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
 路得不但入了耶和华的会，而
路得不但入了耶和华的会，而且成为大卫王的
成 大
的祖先
祖先，
名字还出现在马太福音第一章 的家谱里
如果没有整个旧约的历史背景资料，
如果没有整个旧约的历史背景资料

而路得记故事的场景，由犹大的伯利恒转移到摩押去…



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

今天的读者，可能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了解

一22

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

单单时间的描述点上，就突显出张力 ─
 当年因饥荒离开伯利恒下到摩押
 这时两个寡妇回来的时候，场景却是…
一20a

不要叫我拿俄米(甜)，要叫我玛拉(苦)。
拿俄米( )，
玛拉( )

似乎当年移民摩押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可是更看见在上帝的大计划里 人会错 上帝却不会错
可是更看见在上帝的大计划里，人会错，上帝却不会错，
上帝的救赎，就在这个张力中突显出来。

叙事记录所发生的事，不一定是应该或是不应该，
记录所发生的事 不一定是应该或是不应该
甚至作者都没有给任何的评注
 让今天的读者去体会上帝治理世界的法则 ─
 并不是一个机械式的…一步都不能错
 上帝始终给做了不准确判断的人，
上帝始终给做了不准确判断的人
仍然有机会回到祂的心意跟计划当中


叙事里的人物所做的，并不一定是要做为我们的榜样，
旧约叙事经文写作的宗旨并不是这个目的。
旧约叙事经文写作的宗旨并不是这个目的
相对的，这里面的人物并不都是完美的 ─
路得记不是要刻画路得是个多完美的人物，
路得记不是要刻画路得是个多完美的人物
而拿俄米、以利米勒…的不完美当中，
在某些无可抗力的错误中 仍然有上帝的计划在进行着
在某些无可抗力的错误中，仍然有上帝的计划在进行着。

所有的旧约叙事都是选择性的记录，
跟主题 所要突显 带来信息有关的 才记录的比较详细
跟主题、所要突显、带来信息有关的，才记录的比较详细…
波阿斯是拿俄米家至近的亲属，并没有太多着墨
 又有一个比波阿斯更亲近、甚至名字都没有写
有
比波阿斯 亲近 甚 名字都没有 ─
有至近亲属的地位、却没有至近亲属的意愿，
所以其他没有多做说明


路得记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可是其他的旧约叙事，不一定都有完美的结局；
发生事情是好是坏，不是作者有意强调、说明、诠释的。


至近的亲属要执行…至近亲属任务的细则实施，
的亲属要执行
亲属任务的细则实施，
 都是根据旧约律法书 (申廿五、利廿五)
 是叙事者、被叙事者共同知道的
在最黑暗的士师时期，他们忠诚的按律法生活、
在社会中活出上帝所建构美好的社会制度。
在社
活出
构 好 社会制

从这些不大完美底层的个别人物事件当中

衬托出中层的以色列历史 ─人会错，
人会错，
可是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
却看见上帝的约 祂继续不断的守约施慈爱
却看见上帝的约，祂继续不断的守约施慈爱
 从这些人物故事、以色列历史，带出上层的救赎计划


旧约叙事不是为了回答我们所有的问题而写的…
譬如：拿俄米叫路得躺在波阿斯的脚下，
譬如：拿俄米叫路得躺在波阿斯的脚下
有某些主前十几世纪的历史、文化背景，
今天绝不可能按这样方式来操作…
今天绝不可能按这样方式来操作
旧约叙事做的教导，可以是用明确式的，
大部分都是用含蓄式的方式来教导…
不愿尽至近亲属本份的那个家，
 申命记 是脱鞋之家，要吐唾沫在脸上、有羞辱之意
 路得记 是上帝介入了，
让波阿斯能够承担至近亲属的角色、迎娶路得
解释旧约叙事的原则当中，目的让我们看见
解释旧约叙事的原则当中
目的让我们看见 ─
 故事当中，上帝是真正的主角
 浪漫又写实的历史人物，由生平故事、对话、心灵的无奈，
浪漫又写实的历史人物 由生平故事、对话、心灵的无奈
上帝却介入这些个人的生命当中来讲述

这个故事有意来铺排、选择了某些场景 ─
 被上帝所拣选的百姓，如何忠心的按照律法来生活
被上帝所拣选的百姓 如何忠心的按照律法来生活
 两个寡妇所组成不完整的家庭中，却看见上帝的恩典

当波阿斯迎娶路得的时候，当代人给的祝福…
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
裔
使你的家像她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

四12

出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后裔…
 重复出现的原型 ─应当要产生后裔的主角，
没有办法自然产生，都需要上帝帮帮忙，
撒拉、利百加，犹大从她玛 (创卅八) 乱伦 ─ 由媳妇所生
 却是上帝超自然的介入，在人的软弱中带下后裔主题的延续
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仑；
希斯仑生兰；兰生亚米拿达…撒门生波阿斯；
波阿斯生俄备得；俄备得生耶西；耶西生大卫。

四18-22

路得记短短四章里，似乎延续创世记 中，
上帝对某些人生命的败笔 似乎补足说明 ─
上帝对某些人生命的败笔，似乎补足说明
人会失败，神却没有失败！

犹大与她玛的故事，似乎是一个败笔，
 却带来上帝要祝福犹大的家族
 后裔的产生，带下了大卫、带来了弥赛亚

创世记

更是一个不配入耶和华会、
不配算为选民的摩押女子，
却成为大 的祖先
却成为大卫的祖先、
弥赛亚家谱中被记下来的一员。

路得记

这是在经文里，
 怎样放回到中层的信息 ─ 以色列的历史
 以至于上帝救赎的计划 ─
拣选人所看为不配的，却是上帝的心意
透过这样的拣选，使得路得记
不只看见 个美丽的爱情故事、路得如何蒙恩
不只看见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路得如何蒙恩
 更是看见人类的历史里，有上帝的作为


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祷告

让我们看见在旧约叙事当中你的作为。
也许人就是无可抗力的 ─
我 的有限、智慧有限、道德能力有限
我们的有限、智慧有限、道德能力有限
 但是谢谢你 ─
你却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历史的掌权者


也求主引导，
让我们从旧约叙事的故事体裁里，真正认识
让我们从旧约叙事的故事体裁里
真正认识 ─
你是真正的君王！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