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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



前情回顾

• 祭司和先知膏所罗门作王

• 亚多尼雅篡位失败
• “他若作忠义的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落在地上,他若行恶，必要死亡” (1:52)



学习目的

•遵行神的旨意才能过得胜的生活



分段

•列王纪上 2：1-12       大卫的遗言

•列王纪上 2：13-46     所罗门巩固王权



经文---列王纪上2：1-4

• 1 大卫的死期临近了，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

• 2 “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

• 3 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
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

• 4 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
诚实实地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坐以色列的国位。



大卫的遗言：遵守信仰（2：1-4）

• 大卫的临终叮嘱：
大卫年纪老迈，身体衰弱（1：1-4，15，47）
“要走世人的路”（v2）--对死亡的形象描述
当刚强，作大丈夫
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
（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

遵守神所启示的内容就必成功，神赐福他的百姓关键在于他们是否顺服神的启示。



大卫的遗言：耶和华的应许

神不断人坐以色列的国位

• “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地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坐以色列
的国位。”（v4)

• “你寿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
（撒下7：12）
经历神的祝福

• 神应许从大卫生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将以特别的方式蒙福，并强调以色列的王位将永远属
于大卫的后裔。（撒下7：11-16）
所罗门对神的顺服会使神成就他对大卫的应许，使他的子孙就永远坐在以色列的国位上。

问题：
• 从大卫的嘱咐中，如何将有效的领导与顺服联系起来并为未来的君王树立榜样？



经文：列王纪上2：5-12

• 5 你知道洗鲁雅的儿子约押向我所行的，就是杀了以色列的两个元帅——尼珥的儿子押尼珥和益帖的儿子
亚玛撒。他在太平之时流这二人的血，如在争战之时一样，将这血染了腰间束的带和脚上穿的鞋。

• 6 所以你要照你的智慧行，不容他白头安然下阴间。

• 7 你当恩待基列人巴西莱的众子，使他们常与你同席吃饭，因为我躲避你哥哥押沙龙的时候，他们拿⾷物
来迎接我。

• 8 在你这里有巴户琳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每。我往玛哈念去的那日，他用狠毒的言语咒骂我，后来却
下约旦河迎接我，我就指着耶和华向他起誓说：‘我必不用刀杀你。’

• 9 现在你不要以他为无罪。你是聪明人，必知道怎样待他，使他白头见杀，流血下到阴间。”

• 10 大卫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

• 11 大卫做以色列王四十年，在希伯仑做王七年，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十三年。

• 12 所罗门坐他父亲大卫的位，他的国甚是坚固。



大卫的遗言：来自敌人的危害（2：5-9）

• 约押
• 杀了以色列的两个元帅

• 押尼珥（撒下3章）亚玛撒（撒下20章）
• 这两个无辜被害之人的血要永远沾在约押的腰带和鞋上
• 大卫出于怜悯，没有按照约押当受的刑罚来处置他
• 公义必须得到伸张，所罗门必须处置他

• 示每
• 巴户琳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
• 咒诅大卫，威胁大卫的性命，拿石头砍大卫（撒下16）
• 下约旦河迎接大卫，认罪求饶，得到大卫的宽恕（撒下19）
• 有理由相信会再次谋害王的性命



大卫之死（v10-12)

• 与列祖同睡

• 作王四十年
登基时年三十，在位四十年（撒下5：4）

• 国甚是坚固（V12，46）

问题：

• 大卫的第二个嘱咐谈到了他统治时期未完成的事情，揭示了大卫哪些方面的性格？



经文：列王纪上 2：13-25

• 13 哈及的儿子亚多尼雅去见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拔示巴问他说：“你来是为平安吗？”回答说：“是为平安。”

• 14 又说：“我有话对你说。”拔示巴说：“你说吧。”

• 15 亚多尼雅说：“你知道国原是归我的，以色列众人也都仰望我做王，不料，国反归了我兄弟，因他得国是出乎耶和华。

• 16 现在我有一件事求你，望你不要推辞。”拔示巴说：“你说吧。”

• 17 他说：“求你请所罗门王将书念的女子亚比煞赐我为妻，因他必不推辞你。”

• 18 拔示巴说：“好，我必为你对王提说。”

• 19 于是，拔示巴去见所罗门王，要为亚多尼雅提说。王起来迎接，向她下拜，就坐在位上，吩咐人为王母设一座位，她便坐在王的右边。

• 20 拔示巴说：“我有一件小事求你，望你不要推辞。”王说：“请母亲说，我必不推辞。”

• 21 拔示巴说：“求你将书念的女子亚比煞赐给你哥哥亚多尼雅为妻。”

• 22 所罗门王对他母亲说：“为何单替他求书念的女子亚比煞呢？也可以为他求国吧！他是我的哥哥，他有祭司亚比亚他和洗鲁雅的儿子约押为辅佐。”

• 23 所罗门王就指着耶和华起誓说：“亚多尼雅这话是自己送命，不然，愿神重重地降罚于我！

• 24 耶和华坚立我，使我坐在父亲大卫的位上，照着所应许的话为我建立家室。现在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亚多尼雅今日必被治死！”

• 25 于是所罗门王差遣耶何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将亚多尼雅杀死。



所罗门巩固王权：处置亚多尼雅（2：13-25）

• 亚多尼雅（v13-25)
• 没有放弃当王的奢望
• 痴心妄想“以色列众人也都仰望我作王”（v15)
• 利用看似敬虔的言谈，骗取王的母亲拔士巴的信任
• 所罗门洞察到他的意图，立即治死。

• 问题
• 你认为所罗门在处理亚多尼雅的事情上反应过度了吗？



经文：列王纪上 2：26-35

• 26 王对祭司亚比亚他说：“你回亚拿突归自己的田地去吧！你本是该死的，但因你在我父亲大卫面

• 前抬过主耶和华的约柜，又与我父亲同受一切苦难，所以我今日不将你杀死。”

• 27 所罗门就革除亚比亚他，不许他做耶和华的祭司。这样，便应验耶和华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

• 28 约押虽然没有归从押沙龙，却归从了亚多尼雅。他听见这风声，就逃到耶和华的帐幕，抓住祭坛的角。

• 29 有人告诉所罗门王说：“约押逃到耶和华的帐幕，现今在祭坛的旁边。”所罗门就差遣耶何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说：“

• 你去将他杀死。”

• 30 比拿雅来到耶和华的帐幕，对约押说：“王吩咐说，你出来吧！”他说：“我不出去，我要死在这里！”比拿雅就去回复

• 王说：“约押如此如此回答我。”

• 31 王说：“你可以照着他的话行，杀死他，将他葬埋，好叫约押流无辜人血的罪不归我和我的父家了。

• 32 耶和华必使约押流人血的罪归到他自己的头上，因为他用刀杀了两个比他又义又好的人，就是以色列元帅尼珥的儿

• 子押尼珥和犹大元帅益帖的儿子亚玛撒，我父亲大卫却不知道。

• 33 故此，流这二人血的罪必归到约押和他后裔的头上，直到永远。唯有大卫和他的后裔，并他的家与国，必从耶和华

• 那里得平安，直到永远。”

• 34 于是耶何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上去，将约押杀死，葬在旷野约押自己的坟墓里。

• 35 王就立耶何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做元帅，代替约押，又使祭司撒督代替亚比亚他。



经文：列王纪上 2：36-46

• 36 王差遣人将示每召来，对他说：“你要在耶路撒冷建造房屋居住，不可出来往别处去。

• 37 你当确实地知道：你何日出来过汲沦溪，何日必死，你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

• 38 示每对王说：“这话甚好。我主我王怎样说，仆人必怎样行。”于是示每多日住在耶路撒冷。

• 39 过了三年，示每的两个仆人逃到迦特王玛迦的儿子亚吉那里去。有人告诉示每说：“你的仆人在迦特。”

• 40 示每起来，备上驴，往迦特到亚吉那里去找他的仆人，就从迦特带他仆人回来。

• 41 有人告诉所罗门说：“示每出耶路撒冷往迦特去，回来了。”

• 42 王就差遣人将示每召了来，对他说：“我岂不是叫你指着耶和华起誓，并且警戒你说‘你当确实地

• 知道，你哪日出来往别处去，哪日必死’吗？你也对我说‘这话甚好，我必听从’。

• 43 现在你为何不遵守你指着耶和华起的誓和我所吩咐你的命令呢？”

• 44 王又对示每说：“你向我父亲大卫所行的一切恶事，你自己心里也知道，所以耶和华必使你的罪恶归到自己的头上。

• 45 唯有所罗门王必得福，并且大卫的国位必在耶和华面前坚定，直到永远。”

• 46 于是王吩咐耶何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他就去杀死示每。这样，便坚定了所罗门的国位。



所罗门巩固王权：处置敌人，肃清祸患 (2:26-46)

• 亚比亚他（v26,27)
 支持亚多尼雅叛变的祭司

 革除职位，规定回到自己的家乡亚拿突

 应验了神对祭司以利家的预言（撒上2：30-35）

• 约押（v28-35)
 大卫的军队元帅

 逃到耶和华的帐幕，抓住祭坛的角

 神的祭坛并不保护那故意行恶的人（出21：14）
 处死在祭坛，葬在他自己的坟墓里

• 示每（v36-46)
 在耶路撒冷画地为牢

 明白判决，愿意遵守，顺从了三年

 离开去追赶仆人，不尊重权柄，对王不忠

• 对付一切政敌，所罗门表现出仁慈的品格与杰出的智慧，处理了这些威胁，坚定了国位。

问题

• 如何避免与敌人打交道成为单纯的个人报复？



恩待的人 (2:7, 2:35)

• 巴西莱（v7)
• 约旦河以东的基列人
• 大卫逃避押沙龙的时候，曾经拿⾷物供给大卫和随从，帮助大卫过约旦河。
• 恩待巴西莱的众子，使他们常与你同席吃饭
• 大卫想要巴西莱的众子收获巴西莱种下的善果

新立的元帅和祭司（v35)

所罗门立比拿雅作元帅，代替约押，又立撒督代替亚比亚他。



思考题

你在遵行神的旨意顺服神的带领方面有哪些障碍？



结束语

结束祷告



小组讨论问题
Questions to help understand the passage 

1. How do David’s words (2:2-4) link effective leadership with obedience and set the pattern for 
future kings?
2. David’s second instruc ons (2:5-9) speak of unfinished business from his reign. What aspects of 
David’s character do they reveal? 
3. How does 2:11-12 show the importance of David in the story? 
4. Do you think Solomon overreacted in his treatment of Adonijah? (2:13-25) Why, or why not? 
5. Why was Abiathar removed from the priesthood? (2:26-27)
6. Why do you think the death of Absalom (2 Sam. 18:9-14) is not mentioned in 2:32 as a reason for 
killing Joab? 
7. Why does Solomon link the killing of Shimei (2:44-45) with the blessing on David’s throne. 
8. What does 2:46b suggest about the author’s a tude to the events of the chapter?



小组讨论问题
Questions to help apply the passage
• 1. What do we learn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obeying the Word of God (2:2-4) 

and how would that help in recognizing true leaders?
• 2. How do we avoid dealing with enemies from becoming mere personal 

vindictiveness? (Reading 2 and 3 John may be helpful as, in 2 John, the apostle 
shows us how to recognize the fake, and, in 3 John, how to appreciate the 
genuine). 

• 3. What quali es of Barzillai and his sons (see 2 Sam. 19:31-39) are commended 
(2:7) and how might we recognize these today? 

• 4. There are several references to the throne of David (2:12, 24, 33, 45). As we 
think through these, how can we show that in the middle of what seems a 
catalogue of violence the story is pointing to Christ. 

• 5. It is always easier to follow specific instruc ons, as Solomon does here in the 
eliminating of trouble-makers, than the daily obedience to the Word of God (2:2-
4). How do we practice this daily obedi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