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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27:42-43】有人把利百加大儿子以扫的话告诉利百
加，她就打发人去，叫了她小儿子雅各来，对他说：“你
哥哥以扫想要杀你，报仇雪恨。43.现在我儿，你要听
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 
【创31:20-21】“雅各背着亚兰人拉班偷 走了，并不告
诉他，就带着所有 的逃跑。他起身过大河，面向基列
山行去”。



雅各用一碗红豆汤得了长子的名分，又在母亲利百
加的教唆下共谋作案，一举夺了父亲对以扫的祝福。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本想得福气，却招来祸
患。
一败涂地，再败泣血的以扫伤心欲绝：“他名雅各岂
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从前夺了我
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创
27:36）。
如此，以扫由恨生恶，恶向胆边生，怒从心头起，便
起了杀心。



【创27:45】惶恐之余，利百加赶紧对小儿子说：“你哥
哥以扫想要杀你，报仇雪恨。你哥哥向你消了怒气，
忘了你向他所作的事，我便打发人去把你从那里带
回来。为什么一日丧你们二人呢？”
知子莫如母，母却难料身后事。雅各迫于无奈离家出
逃，但这一别，与偏爱他的母亲却是生离死别。



                         
                   一、惯“逃”成性

· 雅各在巴旦亚兰二十年风餐露宿忍辱负重，顽强不
懈 地成为了舅舅的贤婿，拉班也终于熬成了岳父。
尽管地位身份的转变，流泪流汗地工作，雅各却难以
融入拉班的家庭。
【创31:1-2】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雅各把
我们父亲所有的 都夺 了去，并藉着我们父亲的，得
了这一切的荣耀（“荣耀”或作“财”）”。雅各见拉班的
气色向他不如从前了。



                         
                   一、惯“逃”成性

【创31:20-21】“雅各背着亚兰人拉班偷 走了，并不告
诉他，就带着所有 的逃跑。他起身过大河，面向基列
山行去”。
· 雅各既要保命、也要保财，危险再大也要带上二十
年的辛苦——“所有的”一起逃离。



【创31:22-23】“到第三日，有人告诉拉班：‘雅各逃跑
了。’拉班带领他的众弟兄去追 赶，追了七日，在基
列山就追上了”。
· 连用三个“追 ”字，说明老拉班顽强不懈 地穷追不
舍。
· 身为父亲的拉班，对女儿们悄无声息的出走甚为脑
怒。但最令他怒不可遏的是，作为逃难来的雅各不辞
而别；竟然还偷偷地拿走了“所有 ”的；这比割了拉班
的肉还要痛苦，拼了老命也要讨个说法。



【创31:25】拉班追上雅各。【26】拉班对雅各说：“你作
的是什么事呢？你背着我偷走了，又把我的女儿们
带了去，如同用刀剑掳去的一般。【27】你为什么暗暗
地逃跑，偷着走，并不告诉我。【29】我手中原有能力
害你，只是你父亲的神昨夜对我说：‘你要小心！不
可与雅各说好说歹’”。
【创31:43】面对现实拉班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这女
儿是我的 女儿，这些孩子是我的 孩子，这些羊群也
是我的 羊群，凡在你眼前的都是我的 ”。



当拉班翻遍了雅各所有的帐篷，也没找出“神像”。雅各立刻发
怒，怒斥理屈词穷的岳父大人。
【创31:41-42】雅各说：“我这二十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
服侍你十四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六年，你又十次改了我的工
价。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
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
就在昨夜责备你。” 
责备别人理直气壮，面对自己遮掩搪塞。在控诉舅舅加岳父拉
班的同时，雅各是否想起，当年哥哥以扫被欺骗、被抢夺时的痛
苦感受呢？或许从拉班的身上，雅各
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二、遇见了神

【创32:1-2】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
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
玛哈念（就是“二军兵”的意思）。“神的军兵”是复数，
证明人数很多，“二军兵”表示两队的军兵。
·  雅各回程最大的难处，就是将要面对仇深如死海
的以扫。惧怕之余，神叫雅各看见有“两队”军兵的同
在，胆怯的雅各顿时有了底气，不再像过去“偷偷摸
摸 ”、“暗暗”的行事了。



                      二、遇见了神

【创32:3-5】雅各打发人先往西珥地去，就是以东地，
见他哥哥以扫，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
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
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为
要在你眼前蒙恩。’”
雅各以“仆人”的身份谦卑地表达了诚意。 “西珥地”
位于死海南面距离雅博河大约250公里。达信于以扫
，往返约需十几天的时间。



虽然神的应许言犹在耳 “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
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
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创28:15）。
但雅各得到的消息，却令他十分的惊恐沮丧。
【创32: 6-8】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
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四百人，正迎着你来。”
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
羊群、牛群、骆驼分作两队，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
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



以扫带着400人迎头而来，比当年亚伯拉罕带领“精
练壮丁三百一十八人” （创14:14），追杀四王的人还
多，显然来者不善，必定来清算二十多年前欠下的孽
债！
雅各深感危机临近！忧虑之下，积习难改的本性立
刻发挥作用，他再次做好了逃跑 的准备。



当他分做“两队” 时，雅各猛醒了：“我先前只拿着 我
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创32:10），
何况还有“两队”的“军兵”呢！

雅各立刻祷告：“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

以撒的神啊，祢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

待你。’祢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

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

成了两队了。求祢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

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祢曾说：‘我必

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

数’”（创32:9-12）。



雅各首先明确祷告的对象是：“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
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接下来提醒神的应许“回你
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数算神的恩惠“慈爱和诚
实”，谦卑地承认自己的“不配”和“惧怕”的现状。他
甚至从“分做两队”看到了自己狡诈丑恶的嘴脸；并
体验到神的怜悯。最后雅各再次以神的应许结束祷
告：“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
不可胜数”。



                      三、雅博渡口   
【创32:21-22】“那夜，雅各在队中住宿。他夜间起来，带

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十一个儿子，都过了雅博渡

口”。
明知道神是守约信实的，但面对未知的前景，雅各仍旧

没有十足的把握。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就“夜间起

来”，立马采取行动。

“雅博”是“倒空”的意思。“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

必得见神”（太5:8）。 满有城府、深谋远虑、自以为有智

慧；口中虽承认，心却保持着距离，雅各难免心中“就像

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雅1:6）



                      三、雅博渡口   

【创32:23-24】“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
，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
雅各一生与人角力逢战必胜。人对人下手果敢绝断；但
对自己的恶行却百般遮掩，蒙混过关。神要切除雅各刚
硬顽梗的劣根性。



【创32:25】“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
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
“胜不过”，乃是神要雅各认识到他的“大腿窝”是何等
的刚硬，“直到黎明”都不倒下。虽然经过二十多年的
对付，但雅各的个性难以改变。
“大腿窝”是人天然力量的支撑点，每个人都有各自肉
体的强点。当人习惯使用自己的“大腿窝”时，就总想
依靠自己的能力。当“大腿窝”一旦失去了功效，雅各
才意识到自己是何等的有限、软弱和不配（创32:10）。



基督徒常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既有限又软
弱、却无比倔强固执的人，当知道自己不“行”的时候
，才会去依靠那叫人“行”的神。
【创32:26】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
“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
腿瘸站不住了，一生抓错了的雅各，这次终于抓住了
赐“福”的源头。



                     
【创32:27-28】“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

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

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
神要雅各认识到自己就是那个名副其实不折不扣“善
抓 ”的“雅各”。
【何12:3】雅各“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

候与神较力” 。“胜过神”是人的悖逆顽梗、是人的失

败；“被神胜过”才是自己的“得胜”。灵性长进的诀窍

就是，施洗约翰说的：“祂必兴旺，我必衰微”。

四、祸兮福所倚



                     
【罗8:13】“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

治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 。悖逆神，靠自己的肉体

去战胜别人的——是失败；顺服神，靠圣灵治死身体

的恶行——是得胜。 
当老“雅各”式微之时，新“以色列”就出来了。

四、祸兮福所倚



【创32:29-30】雅各问祂说：“请将祢的名告诉我。” 那
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
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毗努伊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
，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
人的话语，显出人的个性。前面“那人”问雅各的名字，
现在雅各也要问“那人”的名字。那人说：“何必问我的
名？”意思是：“你知道我的名字，何必再问呢？”于是
在那里给雅各祝福。



雅各起名“毗努伊勒”，就表明雅各明明知道“那人”就
是神。
“面对面”，表示与神亲密的关系。一个瞎子虽然面对
面，他也不会认识神的。
“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有罪的人在神的面前是站立不
住的，“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
他们”（出19:22）。摔跤的经历，令雅各惊奇无比，是一
生的激励与感动。



 【何12:4】雅各“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表
明雅各依靠肉体，“与天使较力得胜”是失败；“哭泣
恳求”，将自己的软弱不配交托神，却是走向得胜。
一个被神击打破碎，直到瘸了腿的雅各，却变为福杯
满溢、蒙主恩典的以色列。
雅各终于醒悟了，自己一生“较力”的对象不是以扫、
不是拉班、也不是任何所面对的人；雅各一路与之摔
跤的，竟然是神的自己啊！



“毗努伊勒”，成为雅各生命的转折点。每一个为神所
爱的属神的儿女们，都有各自蒙恩的起始点，都有自
己生命的焦点。
【箴言3：5-6】“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
聪明，6.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祂，祂必指
引你的路”。 



雅各的腿瘸，竟然是蒙福的记号！被神管教的人，虽
然还会靠着自己的肉体和血气行事，但“大腿窝”不
给力了，一逞强就会疼痛，心里面就有责备，由此带
来反省与悔改，祈求神的饶恕与赦免，再次“重新得
力”（赛40:31）。
雅各之所以腿瘸，竟然是神大能医治的结果。善跑的
雅各从此“杖”不离手了；善靠自己聪明能力的雅各，
从此需要举目仰望那位厚赐恩典的耶和华神了。



【来11:21】“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
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
雅各手中的仗，不再是拿在手里、扛在肩上的摆设，
而是他生命中须臾不可或缺的支撑和力量。
看似“腿瘸”受苦的雅各，实则是“因祸得福”了。



【创33:1】“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后头跟着四百人，
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拉结，和两个使女”。
【创33:3】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一连七次俯伏在地才
就近他哥哥”。

五、从雅各到以色列



一贯善跑，如今却跑不动了的雅各，被神改变为一个负

责任的丈夫、父亲和男人了。他不再像从前那样了，为了

自己，可以去牺牲别人。这次雅各勇敢地“在他们前头过

去”，挺身而出，为家庭的安危撇下自己。凡不能撇下的

，就不能得着。他“一连七次俯伏在地”，跪在以扫的面

前。

这是那个与神摔跤，直到黎明的雅各吗？这是那个与神

与人较力，都得了胜的雅各吗？是的，一个学会了如何

跪下的人，才知道怎样站起来。当雅各俯伏在地的时候，

得胜却属于了雅各。

五、从雅各到以色列



世人要别人跪下，雅各却跪在以扫的面前。世人以诡
诈张狂、臣服别人的为英雄；而圣经的得胜者，则是
勇于认罪、在神脚前长跪流泪的人。
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不是设法治死降服别人，而是
宁愿被治死，也要顺服神的人。
【创33:4】“以扫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
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化干戈为玉帛，雅各
的真情感动了以扫。
 



【箴言16：7】“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
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 ——谦卑者受人尊重，温柔
者得着人心。
【创33:19-20】“就用一百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抹
的子孙买了支帐棚的那块地。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起
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
雅各像亚伯拉罕当年那样，“在那里筑了一座坛”。
“伊利·伊罗伊·以色列”的意思是：“以色列的神”。 



【创31:42】雅各曾向追上来的拉班说：“我父亲以撒所
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 。雅博渡口与神摔跤
之后（创32:28），雅各以“筑坛”的行动见证，那位列宗
列祖的神，如今也是我的——“以色列的神”了。
从“抓福”到“为人祝福”；从“诡辨”到“认罪”；从“专注
地上”到“仰望天上”；从“为己谋利益”到“为神肩使
命”。



从离家出逃，惜别“伯特利”的“落日”；到“雅博渡口”
，与神摔跤直到天“黎明”； “从”惧怕善逃”，到腿瘸却
“勇往向前”；神将冷酷无情、专顾自己的“雅各”，蜕
变为宽宏厚爱、双目明亮新造的“以色列”了。令人感
慨、感动、感悟，这一鲜活而生动的见证，铭刻在后人
的心里。
“黎明”——是光明的开始。
【约8:12】“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
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两手搏击两手赢，这手更比那手硬；

抓完以扫抓拉班，双拳苦斗战群雄。

贪欲不足心更膨，落得逃避躲祸凶；

谁知绝处遇天兵，雅博渡口换新生。

较力岂甘落下风，摔跤直至天黎明；

精雕细琢祸变福，拄杖瘸腿靠主行。

回首以往梦惊醒，神为雅各改人名；

归回迦南支帐篷，筑坛敬拜使命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