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旧约·多俾亚传-多比传

简介

多比是个敬虔的犹太人，生于亚述王朝，在被掳时期仍持守祖宗

遗训，被誉为走在真道上的义人。他派儿子多比雅前往玛代，取回留

在 人加百珥那里的财产。在天使的帮助下，多比雅取回产业，并在

经历重重困难后，迎娶加百珥的女儿撒拉为妻。

《多比传》描述的背景虽属公元前五、六世纪的被掳时代，但它

并非当时作品。书中引述了摩西律法〔6：12；7：13-14〕及先知书

〔2：6；14：4-8〕，一般学者相信本文约于公元二百年写成。在希腊

文文本中，我们找到亚兰文痕迹；在《死海古卷》中，也找到一些希

伯来文片段。

本文属短篇小说，富教导成分，跟《犹滴传》、｛约拿书》及《以

斯帖》等同类，主旨是：凡敬畏上主的人，上主必使他的道路亨通，

胜于不守律法的人。本文另一特点，是以第一身叙述故事。



第一章(22)

本书题名

1:1 托彼特的言行录：托彼特出自纳斐塔里支派的阿息耳族。他

是托彼耳的儿子，阿纳尼耳的孙子，阿杜耳的曾孙，加巴耳的玄孙，

辣法耳的四世孙,辣古耳的五世孙。

1:2 当亚述王厄乃默撒在位时，他从提斯被掳去。提斯贝是在加

里肋亚山区，位于纳斐塔里的刻德士之南，哈祚尔之西，缶哥尔之北

偏西。

1:托彼特对上主的虔诚

1:3 我托彼待一生岁月常遵循正义的路，时常大方周济与我一同

被掳到亚述国尼尼微城的兄弟和同胞。

1:4 当我年幼在我故乡以色列地时，我的宗族全纳斐塔里支派离

弃了达味家和耶路撒冷城；这城本是由以色列众支派中选出，叫以色

列众支派献祭的地方，在那里为世世代代建有祝圣于天主的居所圣殿。

1:5 我所有的兄弟和我的宗族纳斐塔里全家，都向以色列王雅洛

贝罕，在靠近加里肋亚山区的丹所建立的牛犊举行祭献。

1:6 惟有我一人按照给以色列所规定的永久法律，每逢庆节,常到

耶路撒冷去。我带着初熟的田产，头胎的畜牲，什一的牲畜和初剪羊

毛，急速前往耶路撒冷，

1:7 交给亚郎的后裔司祭们，以作祭品。我又把十分之一的麦子、

酒、油、石榴,无花果以及其余的硬壳果实，送给在耶路撒冷供职的

肋未后裔；又将六年内应缴纳的第二种什一税变为金钱，作我每年在



耶路撒冷时的费用。

1:8 此外，我还带去第三种什一之物，施舍给孤儿寡妇和那些依

附以色列子民的外方人，我每三年施舍一次，并且我们还一起聚餐：

这是梅瑟法律规定的命令，也是家父的母亲，阿纳尼耳的妻子德波辣

的吩咐；因为我父亲去了世，遗下了我作孤儿。

1:9 及至成年，我由同族中娶了一个名叫亚纳的女子，她生了一

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多俾亚。

1:10 我被掳到亚述作俘虏时，曾流徒到尼尼微。那时我的众兄

弟和同胞都吃异民的食物，

1:11 但是我却自律，总不吃异民的食物，

1:12 因为我全心想念我的天主。

1:13 所以至高者赐我在厄乃默撒面前，得到恩爱和宠幸，我竞

成了他的买办，给他买办各种用品。

1:14 因此，我常到玛待去为他购买货物，直到他死去为止。我

在玛待国辣杰斯，加彼黎的儿子加贝罗兄弟那里，存放了几袋钱，共

计十「塔冷通」银子。

1:15 乃默撒死后他的儿子散乃黑黎布继位为王的时，与玛待的

交通断绝了，因我再不能到玛待那里去。

托彼特对兄弟的仁爱

1:16 在厄乃默撒年间，我对同族的兄弟常大方施舍。

1:17 我把我的食物分送给饥饿的人，把我的衣服施舍给裸体的

人；我若看见同族的尸体，被抛在尼尼微城墙外，我便一一埋葬。



1:18 当散乃黑黎布因说了诅咒的亵语，在上天大主惩罚他之日，

由犹太逃回之后，无论杀了谁我都予以埋葬，因为他在盛怒之下，杀

了许多以色列子民，我便把他们的尸体收藏起来，予以埋葬。因此散

乃黑黎布寻找尸首，一个也没有找到。

1:19 有一个尼尼微人前去报告君王说是我埋葬了，我便隐藏起

来。当我听说君王知道了我的下落，正在追捕我来处死时，我很害怕，

就逃跑了。

1:20 但是我所有的一切财产，除了我的妻子亚纳和我的儿子多

俾亚外，都毫不留情地没收了去，归入王库。

1:21 然而还没有过四十天，他的两个儿子把他杀死，逃到阿辣

辣特山里去了。他另一个儿子厄撒哈冬继位为王，并且任命我的兄弟

阿纳耳的儿子阿希加总理他全国的财务，有权掌管一切事务。

1:22 那时阿希加为我求情，我才得以回到尼尼微，因为阿希加

曾在亚述王散乃黑黎布执政时作过酒正，又掌过指玺，当过家宰和财

政等职，而厄撒哈冬又重用他；他是我的侄子，又是我的血亲。



第二章(14)

托彼特的德行

2:1 厄撒哈冬为王时，我回了家，我的妻子亚纳和我的儿子多俾

亚也归还了给我。在我们的五旬节日即七七节日，他们为我预备了盛

筵，我便坐下准备进膳。

2:2 在给我预备桌子，摆上丰盛的食品时，我对我的儿子说：「孩

子你去，在掳到尼尼微的同族兄弟中，寻找一个全心怀念上主的穷人，

领他来与我们一同进膳。孩子，我等你回来。」

2:3 多俾亚便出去在同族兄弟中寻找一个穷人，他回来时说：「父

亲！我对他说「孩子！我在这里。」他接着说「父亲我看见了我们同

族的一个人被杀，扔在市场上，他是刚才在那里被绞死的。」

2:4 我立刻跳起来，离开了筵席，连什么都没有尝，就去把他从

大街上抬回来，放在一间小屋里，等到太阳西落以后再去埋葬。

2:5 我回来沐浴之后，悲伤着吃了些食物；

2:6 于是记起了亚毛斯先知对贝特耳发的预言说：你们的庆节将

变为悲哀，你们的一切歌曲将变为伤叹。我便哭起来。

2:7 太阳西落以后，我去掘了坟把他埋葬了。

2:8 我的邻居讥讽说：「他还不怕！他以前为了这事曾被通缉处

死，以致必须逃命。看他又埋葬死人。」

双目失明

2:9 当夜，我沐浴之后，便进了我的庭院，靠着庭院的墙睡下了。

当时因为天热，我的脸没有盖上，



2:10 也没有看见小鸟在我上面的墙上，它们的热粪落到我的眼

里，即起了一层白膜；我去求医诊治，但是愈给我敷药，我的眼睛愈

被白膜所遮蔽，以致完全失明。四年之久，我甚么也看不见。我的众

兄弟都为我悲伤，阿希加养了我两年，直到他去厄蓝为止。

清廉之德

2:11 那时，我的妻子亚纳去作各种女工，

2:12 她把做好的工作交给雇主，雇主便付给她工钱 ；到「狄斯

托」月七日她把布匹剪下，交给雇主，雇主便付给她全部工资，并且

还送给她一只小山羊吃。

2:13 但是小羊一到了我的家里，便开始叫起来；我便叫她来，

对她说：「这只小山羊是那里来的？是不是偷来的？你应该把它还给

原主，因为我们不可以吃偷来的东西。」

2:14 她对我说：「这是在工资以外送给我的。」但是我仍不相信，

命她归还原主；我且为了这事替她害羞。但是她回答我说：「你的施

舍在那里？你的善行在那里？看，人都知道你得到了什么报酬！」



第三章(17)

托彼特的祈祷

3:1 我心中悲伤至极，痛哭流泪，开始呻吟祈求说：

3:2 「上主你是公义的，你的一切作为都公正，你的一切措施都

慈爱忠诚，你审判万世。

3:3 上主！现在求你顾念我，看护我，不要因我和我的祖先在你

面前所犯的罪恶和愚昧而惩罚我。

3:4 因为他们没有遵守你的诫命所以你使我们遭遇劫掠、俘掳、

死亡，使我们流亡到一切外邦人中，受他们的讽刺、嘲笑、诅咒。

3:5 如今，你因我和我祖先的罪行而加给我的种种刑罚，都是针

对事实的，因为我们没有遵守你的诫命，在你面前没有忠诚行事。

3:6 如今，请你按你的圣意对待我罢！请你收去我的灵魂，使我

从地面上消逝，化为灰土，因为死比生为我更好！因为我听见了虚伪

的辱骂，我心中很是忧伤。上主请你救我脱离这种苦难，领我进入永

远的安所罢！上主！求你不要转面不顾我，因为死了比活着看见这许

多苦难，为我更好。这样，我再也听不见辱骂之声了！」

撒辣的忧苦与祈祷

3:7 同日，在玛待厄克巴塔纳城里，辣古耳的女儿撒辣听到了她

父亲的一个使女的辱骂，

3:8 因为她已嫁过七个丈夫而恶魔阿斯摩太在他们按礼俗与她

合房以前，就一一杀死。使女对她说：「是你杀了你的丈夫，你已嫁

过七个丈夫，但是你连他们中的一个姓氏都没有得到。



3:9 你为什么因为你丈夫死了，就责打我们呢？你也跟他们去罢！

巴不得我们永远见不到你有子女！」

3:10 当日她心中十分忧伤，流泪痛苦，便走上她父亲的楼台想

要悬梁自尽。但她转念一想说道：「决不能让人讥讽我的父亲说：你

只有一个爱女，但是她为了许多苦难而自缢了；这样，我必使我老年

的父亲悲惨地进入阴间了！还是苦求上主使我死去，总比我自缢为我

更好；这样我一生再也听不到辱骂了。」

3:11 那时她便向窗户伸开双手祈祷说：「慈悲的天主！你是可颂

扬的，你的圣名是永可赞颂的，愿你的一切造物永远赞颂你！

3:12 现在，我向你仰面举目，

3:13 请你发言，命我脱离现世，使我再听不到辱骂之声罢！

3:14 主你知道我是清白的，我从没有受到男子的玷污。

3:15 我在流徙之地，从没有玷污过我的名和我父亲的名。我是

我父亲的独生女，他没有别的儿子来继承，他也没有近支的兄弟或近

亲，可以让我嫁给他为妻。我的七个丈夫业已死去，我为什么还活着

呢？假使你不愿叫我死去，那么，上主请你垂顾可怜我，使我再不听

见辱骂罢！」

二人的祈祷蒙垂允

3:16 那时，二人的祈祷在荣耀的天主前都获得垂允。

3:17 所以天主打发辣法耳来医治他们二人：给托彼特除去了他

眼中的白膜，使他再亲眼见到天主的光芒；将辣古耳的女儿撒辣嫁给

托彼特的儿子多俾亚为妻，把恶魔阿斯摩太从她身上赶出去，因为多



俾亚比那一切愿意娶她的人，更有权利占有她。那时托彼特正从庭院

回到屋里，而辣古耳的女儿撒辣也正从楼台上下来。



第四章(21)

托彼特给儿子的训示

4:1 那日，托彼特想起了他在玛待辣杰斯，存放在加贝罗那里的

银子来，

4:2 便自言自语说：「哎，我已求了死，为什么不把我的儿子多

俾亚叫来，在我死前，给他说明这项银子的事呢？」

4:3 他遂叫他儿子多俾亚来到他跟前，对他说：「孩子！我若死

了，你要好好安葬我；要孝敬你母亲，在她一生的日子里不可离开她，

要履行她喜欢的事，在一切事上不可使她伤心。

4:4 孩子！你要记住：你在母胎时，她为你经历过种种危险；她

死后，你要把她葬在我旁边与我埋在一个坟墓里。

4:5 孩子！你要一生想念上主，不可随意犯罪，违犯他的诫命你

要一生行义，不可走邪僻的路，

4:6 因为你若作正直的事，你的事业必顺利成功。

4:7 你当用你的财产救济一切行义的人。施舍时你的眼不可鄙视；

对一切穷人不要转面不顾，这样天主也总不会转面不顾你。

4:8 若你多有，就该多施舍；若你少有，也不要怕少施舍。

4:9 因为这样作，是为你自己积蓄困厄时日的宝藏，

4:10 因为施舍能救人脱免死亡，防止人陷于黑暗，

4:11 因为，为一切施舍的人，施舍在至高者台前是一项悦意的

礼品。

4:12 孩子！你应戒绝一切淫行，尤其应从你祖先的后裔中娶妻，



不可娶那不是你宗祖支派的外邦女子为妻，因为我们是先知的后裔。

孩子，记住！我们的祖先诺厄、亚巴郎、依撒格、雅各伯，开始都是

从自己兄弟中娶妻，因此他们在自己的儿女身上得了祝福，他们的后

裔也将继承福地。

4:13 孩子！现在你要爱你的兄弟，内心不可轻视你的兄弟和你

同族的儿女，而不从他们中娶妻，因为骄傲必使人败坏不睦，好闲必

使人穷困破产，因为好闲是饥饿之母。

4:14 一切劳工者的工资，不可在你那里过夜，要立即付清。你

若侍奉天主，他必报答你。孩子！在一切的事情上要谨慎，在一切的

举止上，要表示你受过好教育。

4:15 你厌恶的事不可对别人做；喝酒不要喝醉；醉酒不可在你

的路上与你同行。

4:16 该把你的食物施与饥饿的人，把你的衣服分给裸体的人。

凡是富余的，都要用来施行哀矜；在行哀矜的时候，你的眼不可鄙视。

4:17 把你的酒和食物倒在义人的坟墓上，也不可施与恶人。

4:18 应向一切有智慧的人求教，不要轻视任何有益的忠告。

4:19 你该时时赞美上主天主，求他使你的道路正直，使你的前

途与计划顺遂，因为一切的人都没有善意唯有上主能赏赐各种恩惠，

他愿举扬的就举扬，他愿压伏的就把他压伏到阴府的底层。孩子！现

今，你要牢记这些劝言，总不可在你心中消失。

4:20 孩子！现在我还要告诉你：我曾把十塔冷通银子，寄存在

住在玛待辣杰斯城的加彼黎的儿子加贝罗那里。



4:21 孩子！不要害怕我们贫穷；如果你敬畏天主远避一切罪恶

在你的上主天主前行善,你必能富有 」



第五章(23)

多俾亚准备起程

5:1 那时多俾亚回答他父亲托彼特说：「父亲！凡你命我的，我

必遵行；

5:2 但是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我怎能向他索回这项银子

呢？我拿什么凭据给他，使他认识我，相信我，而把银子交给我呢？

再一说，我也不认识往玛待去的路。」

5:3 那时，托彼特回答他的儿子多俾亚说：「他给我写了契据，

我也给他写了契据，且分成了两分，我们各执一分。我把那分与银子

放在一起，请想这钱存在他那里，至今已有二十年了。孩子！现在你

去找一个忠实的人与你同去，你回来时，我们要给他报酬。趁我还活

着，你去从他那里取回这项银子。」

5:4 多俾亚便出去寻找一个能与他同去玛待，并且熟识路途的人。

他一出门，遇见辣法耳天使站在他面前；但是他不知道他是天主的使

者，

5:5 便向他说：「朋友！你是那里的？天使对他说：「我是你的同

胞以色列的子民，我到这里来找工作。」多俾亚对他说：「你认识往玛

待去的路吗？」

5:6 天使对他说：「是，我多次到过那里，全条路程我都很熟悉，

并且许多次我到玛待去的时候，在我们的同胞加贝罗那里借宿，他住

在玛侍的辣杰斯厄克巴塔纳与辣杰斯相隔两天的路程；辣杰斯在山区，

厄克巴塔纳在平原。」



5:7 多俾亚对他说：「朋友！请你等我进去报告我父亲，因为我

正需要你与我同去，我要给你报酬。」

5:8 天使对他说：「好！我等你但不可太久。」

5:9 多俾亚便进去，告诉他父亲托彼特说：「我从我的同胞以色

列子民中找到了一个人。」托彼特对他说：「孩子！你叫那个人到我这

里来，我好知道他是那一家族，那一支派的人，与你同去是否可靠。」

与天使同行

5:10 多俾亚出去叫他说：「朋友！我父亲叫你。」他便进去，托

彼特先向他请安；天使对他说：「祝你快乐！」托彼特回答说：「我这

个眼睛失明，看不见天日的人，常躺在黑暗之中，象永远看不见光明

的死人一样，还有什么快乐呢？我象是生活在死人中，只能听见人讲

话，却看不见他们。」天使对他说：「放心！天主快要医好你。放心罢！」

托彼特对他说「我的儿子多俾亚要到玛待去，你能领导他，与他同去

吗？老兄我要给你报酬。」 天使回答说：「我可以与他同去，全条路

程我都熟悉，我多次到过玛待，那里的平原山地我都去过，那里的一

切道路，我都熟悉。」

5:11 托彼特对他说：「老兄！你是那一家族，那一支派的？老兄！

请你告诉我！」

5:12 他说：「你为什么需要知道我是那一支派的呢？」托彼特对

他说：「我愿意知道清楚一切。老兄你是谁家的儿子？你叫什么名子？」

5:13 天使对他说：我是你同胞中的大阿纳尼雅的儿子阿匝黎雅。

5:14 托彼特对他说：老兄！欢迎，欢迎！老兄！你不要因我想



知道清楚你的家族而见怪！很幸运你是我的同胞，又是出自良善尊贵

的家庭，我认识大舍默雅的两个儿子，阿纳尼雅和纳堂，他们曾与我

一同去过耶路撒冷，在那里一同朝拜过上主；虽然我们的同胞已走人

歧途，他们却没有失去正道；你的兄弟们都是好人，你又是出自良好

的家族，你来的正巧。」

5:15 又说：「每天我要给你一「达玛」作报酬，又给你一切所需，

完全和我的儿子一样。

5:16 你同我儿一同去罢！若你们平安回来，我还要多给你报酬。

5:17 他们就如此接洽好了。天使对他说：「我与他一同去，你不

要害怕。我们平安去，也要平安回到你这里来，因为道上很太平。托

彼特对他说：「老兄！祝你一路平安！」他便唤他的儿子说：「孩子！

你去预备路上所需的一切，与你的兄弟一同去罢！孩子！愿天上的天

主使你们一路平安，保护你们在那里平安，也领你们平安回到我跟前

来！愿他的天使与你们同行，救助你们！」多俾亚便预备路上所需要

的一切；临动身时，口亲了他。

亚纳的悲伤

5:18 他的母亲亚纳哭着对托彼特说：「你为什么打发孩子出外

呢？他不是我们的扶手杖，常在我们面前出入吗？

5:19 钱又加不上钱，宁愿失去那笔钱，而使我们的儿子安全。

5:20 其实，上主赐予我们的生活，为我们己足够。

5:21 他对她说：「妹妹！你不要挂心！我们的儿子平安去，也必

平安回到我们跟前来。在他平安回到你跟前的那一天，你要亲眼看见



他。

5:22 妹妹！你不要挂虑，也不要为他们担心，因为良善的天使

陪伴着他，他的旅途必定顺利，也必会平安回来。」

5:23 于是她就止泪不哭了。



第六章(19)

河畔捕鱼

6:1 少年人出门以后，天使陪伴着他，他的狗也随着出去，与他

们同行；他们二人取道前行，第一夜宿在底格里斯河畔。

6:2 当少年人下到底格里斯河边去洗脚时，忽然从水里跳出一条

大鱼，要吞噬少年人的脚，他便喊叫起来。

6:3 天使对少年人说：「用力捉住这条鱼罢！」少年人就用力捉住

了那条鱼，拖到岸上。

6:4 天使对他说：剖开这条鱼挖出它的胆、心和肝来，保存着，

把脏腑等都抛掉，因为胆、心和肝能作良好的药材。

6:5 少年人便把鱼剖开、取出胆心和肝来；然后烤了几块鱼肉吃

了，又腌起几块存着。

6:6 二人又一起向前行，直到来近玛待。

6:7 少年人问天使说「阿匝黎雅兄！鱼的心肝和胆可作什么药

材？」

6:8 他回答说：「鱼的心肝若在魔鬼或恶神缠身的男女面前焚化

成烟，一切恶魔都要从他身上逃走，永不再住在他内；

6:9 至于鱼胆，若敷在患白膜的人的眼上，再向眼上的白膜一吹，

眼便会痊愈。」

讨论婚事

6:10 他们进了玛待，离厄克巴塔纳已近，

6:11 辣法耳对少年人说：「多俾亚弟弟！」他答说：「我在这里。」



天使对他说：「今夜我们应住在辣古耳的家里，他是你的亲戚，他有

一个女儿名叫撒辣。

6:12 除了撒辣独女外，没有别的儿女，你与他的亲属关系比别

人更近，所以你有权利娶她为妻，并继承她父亲所有的一切。这女孩

又明智，又勇敢，又美丽绝伦，她的父亲又是好人。」

6:13 他又说：「老弟！你听我的话罢！娶她是你的权利；今夜我

要向她父亲提及这女孩，使他们将她许配与你为妻；我们从辣杰斯回

来时，你就娶她为妻。我深知辣古耳决不能拒绝你，而许配与别人，

因为他知道你比任何人更有权利娶她的女儿；不然按梅瑟的规定，他

应受死刑。老弟！现今你听我的话罢！今晚我们就提起这女孩的事，

希望能把她许配与你；当我们从辣杰斯回来的时候，我们带着她，领

她与我们一起回到你的家里去。」

6:14 那时，多俾亚回答辣法说：「阿匝黎亚兄！我听说她已经嫁

过七个丈夫，但是夜间他们都一一死在洞房里；当他们正接近她时，

便死去了。我还听见人说是恶魔杀死了他们。

6:15 现今我很害怕，因为恶魔并不危害她，只杀害愿意接近她

的人；而我又是我父亲的独子，我怕我一旦死去，我必使我的父母因

哀哭我而进入坟墓里去，他们也再没有别的儿子去埋葬他们。」

6:16 天使对他说：「你不记得你父亲命你从你宗族中娶妻的命令

吗！所以老弟如今请你听从我！不要理会这个恶魔，你娶她罢！我知

道今天晚上她必许配与你为妻。

6:17 但是你进入洞房以后，当拿出鱼肝和鱼心来，放在香炉的



火炭上，接着便会发出一种气味，恶魔一闻到必定逃走，永不再出现

在她左右。

6:18 当你要与她结合时，你们二人先要醒寤祈祷，求天上的大

主可怜救助你们，不要害怕，因为从永远她就命定配与你了；你要救

她，她要与你一同生活。并且我预料她将为你生子养女，他们对你就

象兄弟一般。所以你不必忧虑！」

6:19 多俾亚听了辣法耳的话，知道她是出自自己宗族后裔的姊

妹，便十分爱她，心里也起了恋慕之情。



第七章(17)

二人到辣古耳家

7:1 当他们进入厄克巴塔纳时，多俾亚对天使说：「阿匝黎雅兄！

请领我一直到我们的同胞辣古耳那里去！」天使便领他到了辣古耳的

家；他们看见他正坐在庭院门口，便先向他请安。他对他们说：「兄

弟，欢迎！欢迎！祝你们安好！」随后领他们进了自己的家。

7:2 辣古耳对妻子厄得纳说：「这个少年人多么相似我的兄弟托

彼特呀！」

7:3 厄得纳于是问他们说：「兄弟，你们是那里的？」他们回答

说：「我们是被掳到尼尼微的纳斐塔里的后裔。」

7:4 她又问说：「你们认识我们的兄弟托彼特吗？」他们回答说：

「我们认识。」

7:5 她又问说：「他好吗？」他们回答说：「他好，还活着。」多

惮亚说：「他是我的父亲。」

7:6 辣古耳便跳起来，口亲他，哭着对他说：「孩子，正直良善

的父亲的儿子，愿你获得祝福！」但当他听说托彼特已双目失明，便

很难过说：「啊！一个正直好施的人，成了一个瞎子，多么可怜啊！」

于是他抱着他亲人多俾亚的脖子，哭起来了。

7:7 他的妻子厄得纳和他们的女儿撒辣也都哭了。

7:8 随后杀了羊群里的一只公羊，亲热地款待他们。

多俾亚与撒辣成婚

7:9 沐浴洁身以后当入席用饭时，多俾亚对辣法耳说：「阿匝黎



雅兄！请你向辣古耳请求，把我的妹妹撒辣许配给我！」

7:10 辣古耳听了这话便对少年人说：「今晚你吃喝快乐罢！亲家，

因为除你以外，没有别人有权利娶我的女儿撒辣；同样，除你以外我

也没有权利把她嫁给别人，因为你是我的至亲。但是孩子，我必须把

真情告诉你：

7:11 我已把她嫁过我们同胞中七个人，但是他们都在当夜正接

近她时死去了。但是孩子现今你吃喝罢！上主必要在你们中行事。」

7:12 多俾亚说：「若你不决定我的事，我在这里也不吃，也不喝。」

辣古耳对他说：「好！我决定按照梅瑟书上所规定的，把她嫁与你；

她嫁与你也是上天命定的，所以你娶你的妹妹罢！从今以后，你是他

的哥哥，她是你的妹妹。从今天起，她永远归干你。孩子！盼望天上

的大主今夜赐与你们幸福，在你们身上施行仁慈与平安！」

7:13 接着辣古耳叫了自己的女儿撒辣来；她来到他跟前他，便

握着她的手，递给多惮亚说：「按照梅瑟书上的法律与规定，你娶她

为妻罢！她已归你所有，你领她平安到你父亲那里去，天上的大主必

使你们平安顺遂！」

7:14 于是又叫撒辣的母亲拿出书券来，写了婚书，并写下他们

怎么按照梅瑟法律的规定，把她嫁给他为妻，并盖上印。此后，他们

便开始吃喝。

7:15 辣古耳唤自己妻子厄得纳说：妹妹，请你准备另一间房子，

领她进去罢！」

7:16 她便照所吩咐的到房里去准备席榻，然后领她进去。这时



她竟为她的女儿痛哭起来，随后擦干眼泪向她说：

7:17 「女儿，你放心！愿天上的大主使你变忧为喜。女儿，你

放心罢！]她遂上去了



第八章(21)

二人祈祷成婚

8:1 吃喝完毕以后，他们要睡觉去，便领少年人进了那间小房。

8:2 那时多俾亚想起辣法耳的话，便从袋中拿出所存的鱼肝和鱼

心，放在香炉的火炭上。

8:3 鱼的气味制伏了恶魔，使他逃往埃及的内陆去。辣法耳也追

去，把他捆在那里，倏忽间就回来了。

8:4 人们出去以后，他们俩关上了房门，多俾亚便从床上坐起来，

对她说：「妹妹，起来！我们一同祈铸，祈求我们的上主，在我们身

上施行任慈和保佑。

8:5 她便起来，于是一起开始祈祷，祈求上主保佑他们；他便开

始祈祷说：「我们祖宗的天主，你是应受赞美的！你的名号是世世代

代应受颂扬的。诸天及你的一切造物，都应赞颂你于无穷之世。

8:6 是你造了亚当，是你造了厄娃作他的妻子，作他的辅助要给

他造个相称的助手。

8:7 上主，现在我娶我这个妹妹并不是由于情欲，而是出自纯正

的意向。求你怜悯我和她，赐我们白头偕老！」

8:8 他们互相答说：「阿们！阿们！」随后便睡了一夜。

辣古耳的忧虑

8:10 那时，辣古耳也起来，便叫他的仆人同他一起出去掘坟，

因为他说：恐怕他死了，我们又要受到讥笑与辱骂。

8:11 他们掘完了坟墓，辣古耳回了家，叫了妻子来，



8:12 说：「你打发一个女仆进去看看他是死是活，假如他死了，

我们马上埋了他，不让外人知道。」

8:13 她遂打发女仆去，女仆拿着灯，开了门进去，看见他们还

在一起安睡。

8:14 女仆便出来，报告说：「他还活着，没有什么不好。

8:15 他们便赞美天上的大主说：「天主你应受一切纯洁和神圣的

赞扬！愿众人永远赞美你！

8:16 你是应受赞扬的，因为你使我快慰，没有让我预料的事发

生，却按你的大慈大悲恩待了我们。

8:17 你是应受赞扬的，因为你怜悯了这两个独子独女。主啊！

赐予他们慈惠和保佑，使他们一生满享快乐慈惠罢！」

8:18 随后，吩咐仆人在天亮以前把坟墓填平。

举行婚筵

8:19 他又吩咐他的妻子预备很多食物；他自己走到家畜群里，

牵出两头牛和四只羊来，命人宰杀了，开始准备一连十四天的婚筵。

8:20 随后，他叫了多俾亚来向地宣誓说：「这十四天的婚筵未完

结以前，你不可离开这里，你要在我这里住下吃喝，好抚慰我女儿破

碎了的心灵。

8:21 凡我所有的,你立刻可带去一半，平安回到你父亲那里。那

另一半待我和我妻子死后，也是你们的。孩子放心罢！我是你的父亲，

厄得纳是你的母亲。从现在起我们永远是你的，也是你妹妹的。孩子，

放心罢。



第九章(6)

辣法耳往加贝罗家

9:1 那时，多俾亚叫了辣法耳来，对他说：

9:2 「阿匝黎雅兄！请你带上四个仆人两匹骆驼到辣杰斯，往加

贝罗那里去，把契据交给他，好把银子索回来；并请他与你同来参与

婚礼。

9:3 你知道我父亲在计算着日期，若我耽误了一天，必使他十分

挂心。

9:4 你也看见辣古耳发了什么誓，因此，我不能反抗他的誓约。」

9:5 辣法耳于是带了四个仆人，两匹骆驼，往玛待辣杰斯去了，

住在加贝罗的家里，把契据交给了他，并且把托彼特的儿子多俾亚娶

妻，和请他参与婚礼的事，也报告了给他。他便起来，给他按原数数

了几个尚封着口的袋子，放在骆驼上，

9:6 清旱一起动身，前来参与婚礼。当他们进到辣古耳家时，看

见多俾亚，正在坐席。多俾亚便跳起来，向他请安。加贝罗不禁哭起

来了，祝福他说：「善良无比的人啊！你是善良无比和正义好施的人

的儿子，愿上主赐予你、你的妻子和你的岳父岳母天上的降福！愿天

主受赞扬！因为我看见了肖似我表弟托彼特的多俾亚。」



第十章(14)

多俾亚父母的挂心

10:1 托彼特天天计算日期：需要多少天前去，多少天回来。但

是，当日期满了，他的儿子还未回来时，

10:2 便说：「莫非他在那边被人留住了？或是加贝罗死了，没有

人把银子还给他？」

10:3 便忧闷起来。

10:4 他的妻子亚纳说：「我的孩子已死了，已不在人间了！」于

是哭了起来，哀悼儿子说：

10:5 「儿啊！可苦了我！你是我眼中的光，我竟把你放走了！」

10:6 托彼特对她说：「妹妹，住声，不要忧虑！他必定平安。他

们在那里一定有了什么不凑巧的事！但是，与他同去的人是个忠实的

人，又是我们的同族兄弟，你不必为他忧伤，他快回来了！」

10:7 她答说：「给我住嘴！别骗我啦！我的孩子已经死了！」她

每天出去向她儿子去的路上四处观望，也不吃饭，太阳落了，她才回

家；终夜饮泣痛哭不能入睡。

多俾亚与撒辣回家

10:8 辣古耳誓许为自己的女儿所设的十四天婚筵，日期满了，

多俾亚便进去对他说：「让我回去罢！因为我知道，我的父母一定不

相信再能见我了。所以，岳父！如今我求你让我回去，到我父亲那里

去，我已经给你说了，我是怎样离开了他的。」

10:9 但是辣古耳向多俾亚说：「住下罢！孩子！住在我这里罢！



我打发送信的到你父亲托彼特那里，把你的消息告诉他。」多俾亚回

答说：「不必！还是让我离开这里，回到我父亲那里去罢！」

10:10 辣古耳遂起来，把多俾亚的妻子撒辣交给他，又把他所有

的家产：仆人、婢女、牛、羊、驴、骆驼、衣服、金钱和家具，送给

他一半。

10:11 然后遣送他们平安离去,辞别他说：「孩子，祝你平安！祝

你一路平安！愿天上的大主降福你和你的妻子撒辣！希望我未死之前，

能看见你们的子女！」

10:12 又对他的女儿撒辣说：「你到你公公的家去要孝顺你的公

婆，因为从今以后他们便是你的父母，就如他们生了你一般。女儿，

你平安去罢！盼望我话着的时候，常能听到你的好消息。」他遂口亲

了他们，送他们离去。

10:13 厄得纳又向多俾亚说：「亲爱的孩子和兄弟！愿上主护送

你回去！巴不得我生时，在未死之前能看见你和我女儿撒辣的子女，

好使我在上主面前得到慰藉。我把我的女儿托付给你，你一生不要使

她难受。孩子平安去罢！从今以后，我是你的母亲，撒辣是你的妹妹，

盼望我们一生一世，都一样顺利才好！」她口亲了他们二人，便送他

们平安离去。

10:14 多俾亚便平安喜欢地赞美着使他一路顺遂的天地的主宰，

万有的君王，离开了辣古耳：他也祝福辣古耳和他的妻子厄得纳说：

「愿上主赐我一生能幸福地孝敬你们。」



第十一章(19)

重聚的喜乐

11:1 当他们走近面对尼尼微的加色陵时，辣法耳对多俾亚说：

11:2 「吾弟，你知道我们怎样离开了你父亲；

11:3 所以我们要在你的妻子前面快些走，这样他们来到时，我

们已准备好了房屋。

11:4 他们二人于是一起前行。辣法耳又对他说：「你要随手带着

鱼胆。」那只小狗也在他和多俾亚的后面，跟着同行。

11:5 那时亚纳正坐着，向儿子回来必经之路上观望，

11:6 待她发觉是她儿子回来时，便对孩子的父亲说：「看，你的

儿子和与他同去的人回来了！」

11:7 当多俾亚快要走到他父亲前时，辣法耳对他说：「我知道他

的眼睛必将复明；

11:8 你要把鱼胆敷在他的眼睛上；这药要把白翳聚在一起，使

白翳从他眼中脱落，这样你父亲便得复明，重见天日。

11:9 那时，亚纳跑过来，抱着她儿子的颈项说：孩子！我看见

了你，现今我可以死了。」两人都哭了起来。

托彼特复明

11:10 托彼特也起来，踉跄地走出了庭院的大门。

11:11 多俾亚向他走去，手中拿着鱼胆，向他的眼睛吹了一吹，

随后抱住他说：「父亲，放心罢！」接着把药给他涂上，给他敷上。

11:12 随后多俾亚双手把白翳从眼角里剥了出来。



11:13 他看见自己的儿子，便扑到他的颈项上，流着泪对他说：

「孩子，我眼中的光！我看见你了！」

11:14 他又说：『天主是可赞美的！大名应永远受赞扬！众圣天

使也是可颂扬的！愿他的大名永远受赞颂，因为他惩罚了我，却又怜

悯了我，使我现在得见我的儿子多俾亚。」

11:15 多俾亚于是欢 天喜地满口赞美着天主进了家门，然后给

他父亲讲述了他怎样一路顺利，怎样索回银子，并且怎样娶了辣古耳

的女儿撒辣为妻。他并说：「她已来近了，快到尼尼微的城门口。」

合家团聚

11:16 托彼特于是欢喜赞美着天主，走到尼尼微城门前，去迎接

自己的儿媳。尼尼微人看见他独自行走，用不着人扶助，都惊讶得很。

托彼特便当众承认天主怜悯了他，开了他的眼睛。

11:17 及至托彼特走到自己的儿子多俾亚的妻子撒辣面前，遂祝

福她说：「女儿，欢迎，欢迎，愿领你到我们这里来的天主受赞扬！

女儿愿你的父母获得祝福！愿我的儿子多俾亚获得祝福！女儿，也愿

你获得祝福！你怀着祝福和喜乐平安进入你的家罢！女儿进来！」

11:18 这一天，尼尼微城内的犹太人皆大欢喜。

11:19 他的侄子阿希加和纳达布也欢乐地来到托彼特的家里。多

俾亚的婚筵连续举行了七天，给他送来了许多礼品。



第十二章(22)

辣法耳的工资

12:1 婚筵完毕，托彼特叫了他的儿子多俾亚来对他说：「孩子，

你去把工资交给与你同行的人罢！并且要多给他些作酬报。

12:2 他回答说：父亲我该给他多少工资呢？即便把他与我带回

来的财产一半送给他，我也不吃亏。

12:3 他领我平安回来，治好了我的妻子，给我索回了银子来，

又医好了你。我应该给他多少工资呢？」

12:4 托彼特对他说：「孩子，他实在堪当收下他回来时，所带来

的一切的一半。」

12:5 多俾亚于是叫了他来，对他说：请你收下你回来时，所带

来的财产的一半，作你的工资，然后平安回去罢！

天使的训示

12:6 那时，他暗地里叫了他们二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该赞美天

主，感谢他，显扬他！该在众人前把他为你们所做的一切好事归功于

他，为赞美歌颂他的圣名；该向众人隆重地宣示天主的工程，不要迟

缓感谢他！

12:7 隐藏君王的秘密固然是好，但对天主的工程应该隆重地宣

示和公认。你们行善凶祸便不会临于你们。

12:8 祈祷与斋戒固然是善功但秉义施舍却超过前二者；秉义而

少有，胜于不义而多有；施舍救济，胜于储蓄黄金，

12:9 因为施舍救人脱免死亡，且涤除一切罪恶。施舍行义的人



必享高寿；

12:10 犯罪与行不义的人便是仇视自己的生命。

12:11 我要向你们说出全部真情，决不向你们隐藏什么。我已经

向你们说过：隐藏君王的秘密固然是好，但传扬天主的工程却是应当

的。

12:12 当你和撒辣祈祷时我，便把你们的恳求呈到上主的荣耀前；

当你埋葬死者时，我也同样地在你左右。

12:13 当你毫不踌躇地起来，放下你的饮食，去埋葬那死者的时

候，我便被差遣来试探你，

12:14 同时天主也派遣我来医治你和你的儿媳撒辣。

12:15 我是辣法耳，是在上主的荣耀前，侍立往来的七位天使之

一。」

辣法耳辞行

12:16 二人便惊慌起来，匍匐在地，害怕得很。

12:17 天使对他们说：「不必害怕，愿你们平安！你们该永远赞

美天主。

12:18 我与你们在一起，并不是出于我的好心，而是出于天主的

圣意。因此，你们该天天赞美他，歌颂他。

12:19 你们虽然天天见我吃喝，其实我并没有吃喝什么；你们看

见的，只是个现象而已。

12:20 你们现在该在世上赞美上主，感谢天主。看我要升到遣发

我来者那里去；你们该把所遇到的一切事写下来。」说完这话便升天



去了。

12:21 当他们起来时，已经再看不见他了。

12:22 他们便赞美歌颂天主，并且感谢他行了这一切伟大的事业，

因为天主的天使显现给他们。



第十三章(18)

托彼特的赞主词

13:1 托彼特为表达自己的欢乐，写了一篇祷文说：

13:2 永生的天主应受赞颂；他的王权永远常存，因为他惩罚而

又怜悯，把人抛在阴府的深处，而又把他从凄惨的祸患中救出，没有

谁能逃出他的掌握。

13:3 以色列子民！你们当在外邦人的面前颂扬他，因为他使你

们流徙到他们之中，

13:4 是为叫你们在那里显扬他的伟大。你们该在众生之前歌颂

他，因为只有他是我们的上主，只有他是我们的天主，只有他是我们

的父亲，只有他永远是天主。

13:5 他惩罚你们，是为了你们的不义；但他要怜恤你们众人，

把你们这些分散于各民族中的人聚集起来。

13:6 若是你们全心全灵归向他，在他面前履行正道，他也必转

向你们，不再掩面不顾。

13:7 所以你们如今应默观他向你们所作的一切，然后高声感谢

他；该赞美公义的上主，该颂扬永世的君王。

13:8 我要在被掳充军之地赞美他，向犯罪的国民宣扬他的威能

和伟大。罪人啊！你们悔改罢！你们在他面前行义罢！谁知道，或者

他会宽待你们而怜悯你们！

13:9 我颂扬我的天主，我的灵魂欣悦于天上的君王。

13:10 愿众人颂扬他的伟大，在耶路撒冷赞美他。耶路撒冷圣城！



因你子女的恶行，他必施行惩罚，但他还要怜悯义人的子孙。

13:11 你该适当地赞美上主，称颂万代的君王，因为他的会幕在

你内，将再欢欣地建筑起来，

13:12 为使众俘虏在你内喜乐，为使一切不幸的人，在你内永远

获得慈爱。

13:13 那时灿烂的光辉，将照耀大地四极；无数的外方人，将从

远方到你这里来；大地四极的居民将要归属于上主天主的圣名之下，

双手带着礼物献给天上的君王；万世万代必将因你而喜乐，被选者的

名号必永垂不朽。

13:14 凡出言开罪你的人，必受诅咒；凡毁灭你，破坏你的墙垣，

打倒你的堡垒，焚烧你房屋的人，必受诅咒；但兴建你的人，必永远

受祝福。

13:15 那时你为义人的子孙欢欣喜乐罢！因为他们都要再聚在一

处，赞美永远的上主。爱你的人是有福的，为你的福利而喜乐的人是

有福的，

13:16 因你种种困苦而为你忧伤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因你

而欢乐，并且要得见你永远的喜乐。我的灵魂，请你赞颂上主大君!

13:17 因为耶路撒冷必要重建，永远为他的居所。若我后裔的遗

民能看见你的荣耀，而称谢天上的君王，那我多么有福啊！耶路撒冷

的城门，将是用蓝宝石和翡翠建造的；周围的城墙，将是用宝石砌成

的；耶路撤冷的守望台将是用金子筑成的，堡垒将是用纯金造成的；

耶路撒冷的街道将是用红宝石和敖非尔石铺成的。



13:18 耶路撒冷的城门都要高唱快乐的诗歌，家家户户都要欢呼：

亚肋路亚，以色列的天主应受颂扬！蒙福的人要赞美为圣的名号，至

于无穷之世。



第十四章(15)

托彼特的老年与遗嘱

14:1 托彼特的颂词就此结束。

14:2 他于一百一十二岁上平安去世，哀荣地葬在尼尼微。他双

目失明时六十二岁；复明以后，生活也很幸福，且继续施舍救济，时

常赞美天主，颂扬天主的伟大。

14:3 当他临终的时候，叫了他儿子多俾亚来，吩咐他说：「孩子！

你要领你的孩子，

14:4 快往玛待去，因为我确信天主借纳鸿先知论尼尼微所说的

话，必要应验，临于亚述国和尼尼微城。凡天主遣发到以色列的先知

所说的一切，也要来临，其中一字也不能删去，必要一一按时应验；

只有在玛待比在亚述和巴比伦更为安全，因为我知道，并确信天主所

说的一切，必要成就应验；预言中一句也不会落空。但是，我那些住

在以色列地的同胞也要被驱逐，并从福地里被掳去；以色列全地必要

荒芜，撤玛黎雅和耶路撒冷也要变成荒地，天主的殿宇也要被烧毁，

变成灰烬，直到某一时期。

14:5 可是，天主还要怜悯他们，天主要再领他们回到叫以色列

地，重建殿宇，但不如从前的那一座，直到指定的时期圆满为止。此

后，众人将要从流徒之地回来，重建耶路撤冷，恢复繁荣，其中也将

重建天主的殿宇，照以色列的众先知所预言的。

14:6 普天下所有的外邦人，将回心转意，离弃那些迷惑他们走

入歧途的偶像，虔诚敬畏上主天主，以行义来赞颂永生的天主。



14:7 在那些时日内，凡得以逃生的以色列子民，必诚心诚意怀

念天主，聚集起来，回到耶路撒冷，永远在亚巴郎的土地上安居乐业，

因为这土地应归还于他们。凡诚心诚意敬爱天主的人，必要欢乐；作

恶犯罪的人，必要从地上灭绝。

14:8 孩子！现今我吩咐你们该诚心事奉天主，作他喜欢的事。

也该命令你们的子女，行善施舍，使他们时常记念天主，永远全心全

力赞美他的圣名。

14:9 孩子！现今你该离开尼尼微，不要留在这里。自你把你母

亲埋葬在我身旁的那天起，就要离开这里，因为我看见城中充满了不

义，人任意欺诈而不以为耻。

14:10 孩子！你看看纳达布怎样对待了教养他的阿希加：阿希加

不是被他活活地逼入地下吗？但是天主，当面补偿了他所受的凌辱，

阿希加出来重见天日，纳达布却进入了永远的黑暗中，原来他想谋杀

阿希加。阿希加因为施舍哀矜，所以能脱离纳达布为他预备的死亡圈

套；而纳达布自己却陷入了死亡的罗纲丧失了性命。

14:11 孩子！所以你们看？：施舍的结果是什么？不义的结果是

什么？是死亡。现在我的灵魂要离开了。」于是众人把他放在床上；

他便死了。人们隆重地埋葬了他。

多俾亚的晚年

14:12 多俾亚的母亲亚纳死后，他便把她同他的父亲葬在一起；

随后，便同自己的妻子儿女离开了那里，到玛待去在厄克巴塔纳与他

的岳父辣古耳住在一起。



14:13 他孝敬他们直至他们寿终正寝，把他们埋葬在玛待厄克巴

塔纳，也承继了辣古耳和他父亲托彼特的家产。

14:14 生时很受尊荣，死在玛待厄克巴塔纳，享年一百一十七岁。

14:15 他死前听到了尼尼微毁灭的消息，也亲眼见了玛待王基雅

撒勒掳到玛待的俘虏，而赞美天主对尼尼微和亚述子民所作的一切。

如此，在他未死之前，能为尼尼微的毁灭而喜乐，赞美上主天主于无

穷之世。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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