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拉伯语耶稣婴孩时期福音

简介

在众多后期新撰的耶稣婴孩时期福音书中，《阿拉伯语耶稣婴孩

时期福音》是较重要的一份作品。这文献现存只有几个语言的译本，

主要是阿拉伯语，其次是拉丁语等。但原书很可能是以古叙利亚语写

的，或源自一份古叙利亚语的作品。它结合了三个循环：耶稣出生、

在埃及的神迹〔当中马利亚担当支配性的角色〕和小孩耶稣的神迹，

大部分资料来自《多马的耶稣婴孩时期福音》。由于这书后来翻译成

阿拉伯语，因此，这书在回教徒中算是非常流行；穆罕默德亦通晓这

传统，并把不少有关传说引用到《古兰经》。婴孩时期的故事大概也

是藉此而传到印度。



文本

奉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名。

得蒙至高者的帮助和看顾，我们开始把我们的上主、夫子、救主

耶稣基督的奇妙作为，记录成书，书名叫作《婴孩时期福音〉。愿主

内平安，阿们!

一、我们发现了紧接着大祭司〔约瑟书〕所记载的事，大祭司约

瑟跟耶稣活在同一个时期，有些人说他就是该亚法。他宣称耶稣躺在

摇篮里时说话，的确，他跟母亲马利亚说：「我是耶稣，是上帝的儿

子，是道，是你生的，就如天使加百列向你宣告的一样；我父差派我

来，是要拯救世界。」

二、亚历山太时期第三百九十年，奥古斯都谕示人人都要在自己

出生的地方报名上册。于是约瑟起来，带同他的配偶马利亚离开，往

耶路撒冷去，来到伯利恒，准备与家人一起在自己出生的城市报名上

册。当来到一个洞穴时，马利亚告诉约瑟她快要临盆，不能进城了；

不过，她说：「让我们进洞穴里去。」这时正值日落。约瑟于是赶忙替

她找一个近身。就在他奔波之 际，他看见一个在耶路撒冷 住的希伯

来老妇，于是他说：「我良善的妇人，到这儿来，往洞穴里去，那儿

有一个女人，她的时候要到了。」

三、就这样，日落之后，老妇跟约瑟一同到洞穴来，两人走进去。

但，看哪，洞穴充满亮光， 这光比灯光和烛光还要美丽，比阳光还

要灿烂。那孩子在襁褓里，被安置在马槽内，正吃着马利亚女士一就

是他母亲——的奶。两人对这光充满疑惑，老妇问马利亚女士，说：



「你是这个孩子的母亲吗？」马利亚同意，她就说：「你完全不像夏

娃的女儿。」马利亚女士说：「就如向我儿于完全不像别的孩子一样，

孩子的母亲也不像别的妇女。」老妇回答说：「我的主母， 我来是要

得报酬的；我长期患上了麻痹症。」我们的主母马利亚女士就对她说：

「把你双手放在孩子身上。」老妇依言做了，她马上得到医治。于是

她走上前，说：「从今以后，我一生都是这孩子的侍从和仆人。」

四、然后牧羊人来到。就当他们点起火，大事庆祝之际，众天军

向他们显现，赞颂至高者上 帝，牧羊人也随之而赞颂，这时候，洞

穴彷如天上的圣殿，因为，天和地都有歌声，为了主基督的诞生而荣

耀颂赞上帝。那希伯来老妇看见奇迹显明，就感谢上帝，说：「我向

祢献上感恩，啊，上帝，以色列的上帝，因为我亲眼目睹救世主的诞

生。」

五、行割礼的时候快到了，也就是，到了第八日，孩子要按律法

行割礼，所以他们在洞穴里为孩子行割礼。那希伯来老妇把那块皮拿

走，不过，有些人说她是把跻带拿走，然后放在装甘松油的瓶里作纪

念。老妇有一个儿子，是油膏商人。她把这个瓶交给他，说：「即使

有人开价三百个得拿利〔币值名称〕买它，你都绝对不可以把这一瓶

甘松油卖掉。」但，就是这一瓶甘松油给那罪人马利亚买下来，并倒

在主耶稣基督的颈上和脚上，再用她的头发拭抹。十天后，他们带他

到耶路撒冷去；在他出生后第四十日，他们带他进圣殿里去，放在上

主跟前，为他献 祭，这是按照摩西的律法诫命：凡头生的男子必称

圣归我。



六、正当他的童女母亲马利亚女士为他感到欢欣，用手抱着他的

时候，老西缅看见他在发光， 如同光柱似的，而天使就团成一个圈，

站在他的四周赞美他，好像护卫保护王的样子。西缅于是急忙走上马

利亚女士跟前，在她面前伸出双手，并对主基督说：「我的主啊，按

照你的话， 让你的仆人平安离去吧!因为，我亲眼看见你的怜悯，你

为万民预备了救恩，为万国预备了光 明，又为你的子民以色列预备

了荣耀。」女先知哈拿当时也在场，她也走上前来，向上帝献上感恩，

又称马利亚女士为有福的。

七、主耶稣在犹太省的伯利恒出世，其时正值希律王在位，看哪，

一如以谢亚杜施的预言所 讲，有智者〔或：星象家〕从东方到耶路

撒冷来。他们带了黄金、乳香、没药作礼物。他们跪拜他，向他献上

礼物。然后，马利亚女士拿了一条襁褓用的长布条给他们，以表达她

的一点心意。他们以最高的敬意，从她手里接过长布条，与此同时，

有一位天使以星的形象向他们显现，这星正是早前一路引领他们的那

一颗。他们就离去，沿路跟从那颗星的光芒，直到他们返回自己的本

家去。

八、他们的王和长官一同去见他们，打听他们看见了什么或做过

了什么，打听他们是怎样去又怎样回来的，还有他们带了什么东西一

道去。于是，他们把马利亚女士给他们的襁褓展示给众王和众长官看。

他们就为此设宴庆祝，并按照他们的习俗，生火跪拜它〔指：襁褓〕，

再把它抛进火里去。但火却把它托住、裹起。火熄灭了以后，他们拿

出来的襁褓丝毫无损，彷佛从来没有被火烧过。他们因此亲吻它，又



把它坡在头上和眼睛上，说：「这肯定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毋庸置疑，

它是一件伟大的东西，以致火不能烧它，也不能毁坏它。」接着，他

们拿起它，以最崇高的敬意，将它与别的宝物存放在一起。

九、当希律得知智者〔或：星象家〕舍弃了他，不再回到他那儿

的时候，他就 集祭司和谋士，跟他们说：「告诉 我基督在什么地

方出生。」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省的伯利恒。」他就计划要消灭耶

稣。那时候，一位上主的天使在梦中向约瑟显现，说：「起来，带那

男孩和男孩的母亲离开，往埃及去。」他于是在黎明时分起来，起程

出发去。

十、就在他思考怎么开展他的旅程之际，早晨已经到临，而他只

不过走了一小段路程。其时， 他正走近一个大城。这城内有一个偶

像，其它偶像和埃及人的众神都要给这偶像献上礼物，向它起誓。这

偶像跟前站着一个服侍它的祭司，每当撒但藉着那偶像说话时，祭司

就会向埃及和埃及领土上的 民汇报。这祭司有一个三岁大的儿子。

这儿子被数只恶鬼缠绕，讲了不少方言和说话，当恶鬼控制他的时候，

他还会撕碎自己的衣服，赤身露体，向其它人投掷石头。此外，城里

又有一座献给那偶像的医院。当约瑟和马利亚女士入城转往那家医院

里去时，城里的民都非常惊慌，各长官和各偶像的祭司一同到那偶像

跟前来，对它说：「我们这地出现的震动和混乱是怎么回事？」那偶

像回答他们，说：「有一位神暗地里到这儿来，祂是真正的神； 除了

祂以外，没有别的神配得神圣的敬拜，因为祂真是神的儿子。这地发

现了祂的存在，就为祂的到临颤抖、摇晃、震动；我们也非常畏惧祂



的大能。」与此同时，那偶像倒下来，埃及的民和其它人全都在那一

刻跑掉了。

十一、另一方面，祭司的儿子旧病复发，入了医院。碰巧约瑟和

马利亚女士来到，其余各人通通因此逃散。马利亚女士洗净了主基督

的衣服后，把衣服摊放在一些木头上。那被鬼附的男孩走来，拿起其

中一件衣服套在自己的头上。接着，恶鬼纷纷以乌鸦和蛇的形象从他

的口里逃出来。那男孩因为主基督的吩咐立即得到医治，就开始赞美

上帝，然后再向那医治他的主〔指： 主基督〕献上感恩。他的父亲

看见儿子恢复健康，就问他说：「我儿，你发生了什么事？你用什么

方法得医治的？」那儿子回答说：「当恶鬼把我摔倒地上时，我就入

了医院，我在那儿遇 见一个叫人敬畏的妇人和一个男孩，妇人刚洗

净那男孩的衣服，把衣服摊放在一些木头上，我拿起其中一件，套在

自己的头上，然后恶鬼就离开我逃去了。」那父亲因此非常高兴，并

说：

「我儿，这男孩可能就是那创造天地、活生生的上帝的儿子；因

为祂一到我们这里来，偶像就碎裂，众神通通倒下来，被他宏伟的力

量消灭掉。」

十二、这应验了预言说的：「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来。」事实上，

约瑟和马利亚听到那偶像倒下来毁了都不寒而栗，煞是惊慌，他们说：

「我们还在以色列地的时候，希律为了消灭耶稣就杀害所有伯利恒和

它范围以内的小孩。无疑，当埃及人一听到这偶像碎裂的消息就会用

火烧我们的了。」



十三、他们于是离开往别处去。瞧，有强盗掠夺了好几个人的行

李和衣服，并且把他们缚了起来。这时，强盗听到巨响，彷佛有一个

显赫的王和他的军队、马车、鼓手一起出城似的。那些强盗听到就害

怕，丢下他们的赃物走了。他们的俘虏就起来，互相松绑，取回行李，

然后离 开。他们遇见约瑟和马利亚在那儿出现，就对约瑟和马利亚

说：「王在哪儿？就是强盗一听到 他走近的声音壮大就丢下我们，让

我们可以安全逃脱的那一位？」约瑟回答他们说：「他随后就来。」

十四、然后，他们到另一个城来。那里有一个被鬼附的女人，这

女人在一个晚上外出打水时， 被受诅咒又反叛的撒但缠上了。她既

无法穿上衣服，也不能住在屋里，他们用镣铐和皮带子绑起她，她却

总会挣脱，然后赤身露体，逃进荒野地。她又会站在十字路口和墓地，

不断向人掷石头，为她的 带来无比的灾难。马利亚女士一看见她，

就怜悯她；同时撒但立即离开她， 以青年的形象逃跑，说：「因为马

利亚你和你的儿子，我有祸了。」就这样，那女人从折磨中康复过来，

恢复了意识，并为她的赤身露体而脸红耳热。她避开男人的目光，回

家到她朋友那里去。她重新穿上衣服后，就向她父亲和朋友讲述整件

事情。由于他们是城中的长官，他们就以至高的荣耀和最隆重的礼节，

接待马利亚女士和约瑟。

十五、一日后，约瑟和马利亚得到他们供应旅程上的需用后就离

去。当天傍晚，他们抵达另一个市镇。镇上正举行婚宴。可是，由于

那受诅咒的撒但的诡计，还有巫师的作为，新娘子变成了哑巴，一句

话也不会说。当马利亚抱着儿子主基督进镇里去时，那哑巴新娘一看



见她，就向主基督张开手，拉他入怀内，抱他在臂弯里，紧紧抓住他，

亲吻他，并靠在他的身上，来来回回地摇着他。立时，她舌头上的结

松开了，她的耳朵也开了。她于是向上帝献上感恩和颂读， 因为祂

医治了她。那一夜，镇上的居民都欣喜若狂，认为上帝和祂的天使降

临到他们那儿。

十六、他们在那儿逗留了三日，期间备受尊崇 ，生活豪华。在

得到他们供应旅程上的需用后， 他们就离开那儿，到别的一个城里

来。这个城的人口非常稠密，所以他们想在城里过夜。城内有一个优

秀的女人，有一回，她到河里沐浴，看哪，那受诅咒的撒但突然以蛇

的形象爬过她的身，缠住她的肚皮，然后每到夜里，撒但就残暴地折

磨她。这个女人遇见主母马利亚女士和她怀里的孩子主基督，就突然

很渴慕他，对主母马利亚女士说：「啊，主母，把这个孩子交给 我，

让我抱抱他，亲亲他吧!」于是她把孩子交给那女人。他一被交到那

个女人于上，撒但就放开那个女人，撇下她逃去了，她也从此以后没

再见到牲。为此，在场的人都赞美至高的上帝， 那女人也赠予他们

丰厚的礼物。

十七、翌日，同一个女人拿了芳香的水洗主耶稣；洗罢，就把洗

过的水拿去，把一部分倒在一个女孩身上洗她；女孩住在那儿，身体

因为生痲疯而发白。不过，女人一洗完，那女孩身上的痲疯就给洁净

了。于是城里的人都说：「毫无疑问，约瑟、马利亚和那个男孩都是

神，不是 人。」当他们准备离开那儿的时候，那曾经受痲疯病折磨的

女孩走上前来，请求他们带她同去。



十八、他们答应了，女孩就跟他们同去。然后，他们来到一个城，

城里有一座堡垒，这堡垒属于一个非常著名的贵族，作为款待外地人

之用。他们转往这地方。女孩走开，到贵族的妻子那儿去。她发现贵

族的妻子正在哭泣，煞是悲伤，就问她为什么哭。她回答说：「不要

为我的眼泪而感到惊讶，因为我正陷入极度的痛苦中，事到如今，我

再也忍不住要说给别人听了。」女孩说：「也许你向我清楚讲出来，我

可以有补救的方法。」王妃回答说：「那么，保守这秘密，不要告 诉

任何人。我嫁给这个贵族，这贵族是一个王，也是多个城的统治者，

我跟他住在一起很久，但我俩没有儿子，最后，我终于为他生了一个

儿子，这个儿子是患痲疯病的；他一看见他，就厌恶地转身，并对我

说：「或是听了他，或是把他交给保母，在别的地方养育他， 好叫我

们永远不用再知道他的事。然后，我跟你不可以有什么瓜葛，我也不

会再见你的了。』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好伤心呀!哎呀，我的儿

子!哎呀，我的丈夫!」女孩说：「我没有这样说吗？我找到了医治你这

个病的方法，我也要把这事情告 诉你。因为，我曾经也是一个痲疯

病人，但上帝——就是耶稣，马利亚女士的儿子——洁净了我。」女

人于是问女孩，她说的这个上帝在哪儿，女孩说：「就在这里，跟你

一起；他住在同一家屋子内。」她说：「但这怎么可能？他在哪见？」

女孩说：「那就是约瑟和马利亚，跟他们一起的小孩子叫耶稣，就是

他医好 我的病，除去我的痛苦的。」她说：「但是，是什么方法医好

你的痲疯病呢？你不打算告诉 我痊愈的方法吗？为什么？」女孩说：

「我在他母亲那儿得到他洗过的水，并且把水倒在自己的身 上；就



这样，我的痲疯洁净了。」于是王妃起来，邀请他们接受她的款待。

她更为约瑟预备豪华宴会，集合当地许多的人参加。翌日，她把儿子

带在身边，拿了芳香的水洗主耶稣，然后把洗过的水，倒在她儿子的

身上，她儿子的痲疯立时得到洁净。她为此向上帝唱出感谢和赞美，

说：「怀你的母亲有福了，耶稣啊，你就是这样，用洗过你身体的水，

洁净那些跟你本质一样的人？」她又把许多礼物送赠主母马利亚女士，

并以 高的敬意送别她。

十九、然后，他们来到另一个城，并打算在那儿过夜。他们离开

原定路线，走到一个新婚男人的家里去，但这个男人受巫术影响，不

能跟妻子欢好。可是，他们跟他过了那一夜后，他的枷锁松开了。黎

明时分，正当他们束腰上路之际，那新郎不让他们离去，并且为他们

预备了盛大的宴会。

二十、因此，他们第二天才出发。当他们来到另一个城的附近时，

他们遇见三个女人一面哭， 一面从墓地走出来。马利亚女士看见她

们，就对同行的女孩说：「问一问她们发生了什么事， 或者有什么灾

祸临到她们身上。」但她们没有回答女孩的提问，而是反过来问：「你

们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因为日头已经过去，黑夜很快就要降临。」

女孩说：「我们是旅客，正寻找 可招待我们渡宿的地方。」她们说：

「跟我们一起去，一起渡过这一夜吧!」于是，他们随她们来到一家

新屋里，屋里的家具装修瑰丽堂皇。其时是冬季。女孩走进那些女人

的寝室，发现她们又在悲痛哭泣。她们的身旁站着一头骡，骡的身上

盖着金布做的马饰，跟前还放着芝麻。那些女人都在亲他，给他食物。



女孩于是说：「我的女士们，为了这头驿乱成一团干嘛？」她们 含泪

回答她，说：「你看见的这一头骡是我们的亲兄弟，跟我们是同一个

母亲生的。我们的父亲离世后，留下一大笔财产给我们，对于这个唯

一的兄弟，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替他娶妻， 又用男人的方式，为

他预备婚礼。但有一些女人，受到彼此间的妒意驱使，背着我们对他

施魔法。于是有一个晚上，在快要破晓的时分，我们的家门一关上，

我们就看见我们这个兄弟变成了一头骡，也即是你现在看见的这个样

子。你也看到，我们悲痛，却没有父亲安慰我们，世上没有一个智慧

人，也没有一个术士或者巫师是我们遗漏了没有 唤的，可是通通无

用。而每当我们的心载满悲痛时，我们就会起来，跟母亲一齐离家出

去，到父亲的坟前流泪，然后才回 来。」

二十一、女孩听到了这些事，就说：「好好提起勇气吧!不要流泪

了，因为你们灾难的救星就在附近。的确，他就在你们身旁，就在你

们自己的屋里。因为，我曾经是痲疯病人，但当我遇见了那女人和跟

她一起的那个名叫耶稣的婴孩时，我用他母亲洗过他的水洒在自己身

上，我就得医治了。所以，我确信他一样可以解除你们的折磨。起来

吧!去见我主母马利亚，带她进你们的家，把你们的秘密告诉 她，乞

求她、央求她怜悯你们吧!」那些女人听到女孩说的话，就急忙走到

马利亚女士那儿，带她进她们的寝室，坐在她跟前哭着说：「啊，我

们的主母，马利亚女 士，请怜悯你的侍女!因为，留下来跟我们同住

的，没有一个比我们更年长，家里也没有了头——是父亲也好，是兄

弟也好。不过，你看见的这一头骡原是我们的兄弟，只是女人们用魔



法使他变成你现在看见的样于。所以，我们求求你怜悯我们吧!」马

利亚女士为她们的遭遇感到悲痛，就抱起主耶稣，把他放在骡背上，

然后跟那些女人同哭，并对主基督说：「哎呀，我儿!用你的大能治好

这一头骡，为着他生来就是人的缘故，叫他变回人吧」马利亚女士说

罢，他的形象就改变了，那头骡变成了一个青年，没有一点缺陷。接

着，他和他的母亲、姊妹一起跪拜马利亚女士，又把小男孩高举到他

们头上，亲吻他，说：「怀你的她有福了，啊，耶稣，啊，救世主，

那些得享见你的福气的眼睛有福了!」

二十二、那两位姊妹又对她们的母亲说：「我们的兄弟确实被提

升到人的形象，这得靠主耶稣基督的帮助，也得靠这女孩相助，向我

们指出马利亚和她的儿子。诚然，如今我们的兄弟既然未婚，我们还

是最好叫他娶这个女孩，就是他们的仆人为妻。」征询过马利亚女士

并取得她的同意后，他们就为女孩举行一个豪华婚宴。于是，他们的

哀伤变成了喜乐，槌胸哀哭变成了手舞足蹈，他们很高兴，充满欢欣，

雀跃万分，更引吭高歌。由于非常喜乐，他们都穿上最华 丽、最续

纷的服饰。他们又颂歌赞美，说：「耶稣啊，大卫的儿于，就是把悲

伤变为欢欣、把哀悼变为喜乐的那一位!」约瑟和马利亚在那儿逗留

了十日，然后他们起程出发。这些人向他们致以 高的敬意告别他们，

但从告别他们开始，这些人又再哭起来，特别是那女孩。

二十三、离开了这个地方，他们来到一处荒野。听闻那里有强盗

出没，约瑟和马利亚女士就决定连夜越过这区域。但在他们继续前行

之际，看哪，他们遇见两个强盗躺在路上，跟他们一起的还有大批强



盗，都是他们的同党，他们正在睡觉。就这样，他们落入这两个强盗

的于里，这两个强盗便是提多和杜马克斯。于是，提多对杜马克斯说：

「我恳求你让这些人随意离去，好让我们的伙伴见不着他们。」杜马

克斯拒绝了以后，提多又对他说：「你在我这里拿四十特拉玛〔或：

银子〕作抵押品吧!」同时，他把束在腰上的带子递给他，好叫他不

会张口讲话。马利亚女士看出那强盗的好意，就对他说：「主上帝会

用祂的右手扶持你，你的罪也会豪赦免。」主耶稣也作出回应，对他

的母亲说：「我的母亲啊，由现在起，三十年后，犹太人会把我钉在

十字架上，而这两个强盗也将要跟我同钉十字架，提多要在我右面，

杜马克斯在左面。那一天以后，提多会比我更早进入乐园里去。」她

就说：「我儿，愿上帝保护你，免你遇见这事。」接着，他们往偶像之

城去，当他们走近那城时，城里的偶像都变成了沙丘。

二十四、于是，他们离开原定路线，朝向那棵如今称做马他理亚

的桑树去。主耶稣叫泉水在马他理亚涌出来，马利亚女士就在那儿洗

他的衬衫。在她洒下主耶稣汗水的地方，有香膏树从那儿长出来。

二十五、他们从那儿走到孟妻斯，遇见法，并在埃及住了三年。

主耶稣在埃及行了许多神迹奇事，这些奇事既没有记在婴孩时期的福

音书内，也没有记在全备的福音书里。

二十六、三年过去了，他从埃及回去，归来。他们抵达犹太地，

约瑟害怕进去。不过，一听到希律已经死去，他的儿子亚基老继位，

尽管他真的害怕，他还是走进犹太地。然后，上主的天使向他显现，

说：「约瑟啊，进拿撒勒城，住在那儿。」真奇妙，这世界的主就这样



出生，给抱着走遍世界各地。

二十七、然后，他们走进伯利恒城，见孩子的眼睛被许多严重疾

病感染，而且最终都以死亡收场。就是在那儿，有一个女人跟她患病

的儿子一起，儿子如今快要死了。她带着儿子去见马利亚女士，当时

马利亚正为主基督洗身。女人对她说：「我的马利亚女士啊，看看我

这个儿子吧! 他被重病折磨着。」马利亚女士听见了，就说：「拿一些

我刚才用来洗我儿子的水，把这水洒在你儿子的身上吧!」，她便照马

利亚女士说的话，拿了一点水洒在她儿子的身上，他的痛楚也就减退

了。小睡片刻以后，他醒来起床，平安健康。他的母亲因此很高兴，

再带他去见马利亚女士。马利亚对她说：「向上帝献上感恩吧!因为他

〔指：耶稣〕医治了你这个儿子。」

二十八、在同一处地方还有另外一个女人，她邻居的儿子最近恢

复了健康。而当她的儿于被同一种疾病折磨、双眼快要失明的时候，

她昼夜哭泣。于是，那个孩子得医治的母亲便对她说：

「你干嘛不带你的儿子去见马利亚女士？像我，当儿子快要死的

时候，我带他去找她，藉着她 儿子耶稣洗过的水，他就得医治了。」

那女人一听到她的话，就去拿一点同样的水来，用那些水洗她的儿子，

立时，她儿子的身体和眼睛都好了。同样地，她再带她的儿子去见马

利亚，向她透露所发生的一切，马利亚女士也同样吩咐她要为儿子恢

复健康的事，向上帝献上感恩，又吩咐她不要把这件事告 诉任何人。

二十九、在同一个城里还有两个女人，同是一个男人的妻子，又

各自有一个儿子患病发烧。其中那个叫马利亚、儿子叫革流巴的女人



起来，到耶稣的母亲马利亚女士那儿去。她把一件美丽的斗蓬送赠马

利亚，然后说：「我的马利亚女士啊，请接受这件斗蓬，并为此送我

一条细绷 带。」马利亚女士照办了，革流巴的母亲便离去，用这绷带

做了一件衬衣给她的儿子穿上，她儿子的病就这样好了，不过，她情

敌的儿子却死去。于是仇恨在她们当中涌现。她们轮流每隔一周做家

务，当轮到革流巴的母亲马利亚时，马利亚烧热了烤炉准备烤面包，

她走开拿她那捏好的一团，留下儿子革流巴在烤炉旁边。她的情敌看

见他独自一人——烤炉非常热，火正在烤炉下炽热燃烧着——她就捉

住他，掷他进烤炉里去，再匆匆离开。马利亚回来，看见他的儿子革

流巴笑着躺在烤炉里，烤炉内相当冰冻，彷佛从来没有火接近过似的。

她知道是情敌把他掷入火里，于是拉他出来，带他去见马利亚女士〔也

就是耶稣的母亲〕，把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告 诉马利亚，马利亚便说：

「保持缄默，不要告诉 任何人，因要是你泄露了这件事，我就会为

你忧心。」这事以后，她的情敌往水井打水。她见革流巴在井旁玩耍，

附近又没有人，她就捉住他，摔他进井里，然后自己回家去。有几个

男人到水井取水，看见男孩坐在水面上，就下去拉他出来。他们对男

孩啧啧称奇，纷纷赞美上帝。那时，男孩的母亲到来，抱起他，然后

哭着到马利亚女士那儿，说：「啊，夫人，你看我的敌人对我的儿子

干了什么!你看她怎样摔他进井里去!她终有一日会杀死他的。」马利亚

女士对她说：「上帝会替你向她伸冤的。」后来，当她的情敌往水井打

水时，她的脚给绳缠住，她就跌落井里去。有几个男人来到，把她拉

出来，但他们发现她的头骨破裂，骨头折断。她就是这样悲惨地死去，



有云那发生在她身上的，道：「他们掘一口深井，却跌进自己预备的

深渊里去。」

三十、又有一个女人，她有一对孪生儿子，同样都患了病，其中

一个儿子已经死去，另一个也发发可危。他的母亲含泪抱起他，带他

去见马利亚女士，说：「夫人啊，帮我、救我吧!因为我有两个儿子，

一个我刚刚埋葬了，另一个又快要死了。看我将要怎样向上帝乞求、

祈祷吧!」然后她开始说：「上主啊，你有怜悯，又有恩慈，并且充满

慈爱。你赐我两个儿子，其中一个你已经带走了，求你至少留下这一

个给我吧!」马利亚女士看见她的热泪就怜悯她，说：「把你儿子放在

我儿子的床上，用他的衣服盖在你儿子的身上吧!」当她把自己的儿

子放在基督躺卧的床上时，他已经闭上眼睛死去了，可是，当主耶稣

基督衣服上的味道一传到男孩那儿，男孩就张开眼睛，大声向他母亲

嗖着要面包，然后拿起面包吸吮。男孩的母亲就说：「马利亚女士啊，

现在我确信上帝的力量与你同在，以致那些与你儿子本质一样的人，

一接触到他的衣服就得医治。」这个被治好的男孩，就是福音书里的

巴多罗买。

三十一、此外，还有一个患痲疯病的女人，她去见耶稣的母亲马

利亚女士，说：「夫人，救救我!」马利亚女士便回答说：「你在寻求

什么的帮助？是拿金子还是银子？或者，是你身上的痲疯 得洁净？」

那女人接着问：「谁可以赐我这一样？」马利亚女士就对她说：「你等

一下，让我先 为我儿子耶稣洗身，安顿他睡觉去。」那女人照吩咐等

候马利亚。当马利亚安顿了耶稣睡觉 后，就端出他洗过的水来给那



女人，并说：「这水你拿一点去，倒在自己的身上吧!」女人一这样做

就得洁净，于是她向上帝献上赞美和感恩。

三十二、她跟马利亚一起三日，然后离去。她接着来到一个城，

在那儿遇见一个长官，这长官跟另一个长官的女儿结了婚。不过，他

一遇见那女人，看到她两眼之间的麻疯即成一个星型， 那段婚姻就

结束，失去了效力。那女人见他们这样子就哭起来，伤心不已。她问

他们悲痛的缘由，可是他们说：「不要查究我们的情况，因为我们的

悲痛只能够自己知道，我们不可以告诉任何有生命气息的人。」然而，

她竭力要求他们，又恳求他们把事情交付给她，说她或许可以告诉 他

们补救的方法。于是，他们带她见那个女孩。女孩两眼之间出现了痲

疯的病征，女人一看见那病征，就说：「你们眼前的我，也曾经遭受

同一种疾病的折磨，其时，我碰巧有事要前往伯利恒。我在那儿走进

了一个洞穴，遇见一个名叫马利亚的女人，她的儿子叫耶稣。她见我

是痲疯病人，就怜悯我，把她儿子洗身后的水递给我。我把那些水洒

在自己的身上，我就洁净了。」接着，那女人对她说：「夫人啊，你可

会起来，跟我们一起，带我们去见马利亚女士？」她答允。他们就起

来，带着极好的礼物前往马利亚女士那儿。他们进去，向她送上那些

礼物以后，就给她引见那个他们带来的痲疯病女孩。马利亚女士说：

「愿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临到你身上!」接着，她将一些她洗过耶稣基

督身体的水交给他们，吩咐那个可怜的女人用那些水沐浴。她做了，

就马上痊愈过来。在场的他们纷纷赞美上帝。就这样，他们高高兴兴

地回自己的城里去，为上主所做的事赞美他。长官听闻他的妻子痊愈



了，就带她回家去，并且举行第二次婚礼，又为他妻子恢复健康向上

帝献上感恩。

三十三、那儿还有一个年青女人被撒但折磨，因为那受诅咒的坏

蛋不断以巨龙的形象向她显 现，且打算将她吞下。撒但又吸出她所

有的血，叫她因此活像一具死尸。每当牲接近她时，她都会双手抱紧

自己的头，大声叫喊，说：「有祸了!我有祸了!因为没有人在我附近，

教我摆脱 那受诅咒的龙。」她的父母和所有在她周围或看见她的人，

都因她深感哀痛。群众围拢她站 立，人人都在流泪悲叹，特别是她

流着泪，说：「啊，我的弟兄和 ，难道没有人可以教我摆脱那个

杀人凶手吗？」其时，长官的女儿，就是痲疯病得医治的那一位，她

听到女孩的声音 便走上她城堡的顶部，见她在抱头痛哭，围拢她的

人全在流泪，便问那被鬼附的人的丈夫，问他妻子的母亲是不是仍然

在世。当他回答，说她的父母俱在时，她就说：「叫她的母亲到我这

儿来。」接着，她看见他 派人去叫她来，她就来了。长官的女儿说：

「那发狂的女孩是你的女儿吗？」［是的，夫人，」那个在悲哭的女人

说她是我的女儿。」长官的女儿回答，说：

「保守我的秘密，因为我得向你承认，我以前是一个痲疯病人，

但如今马利亚女士，就是耶稣基督的母亲，她医治了我。所以，如果

你想你女儿得医治的话，就带她到伯利恒去，找耶稣的母亲马利亚，

并要相信你的女儿会痊愈过来。我确信你将要满心欢喜地，跟你已经

痊愈的女儿一起回来。」女人一听到长官女儿的话，就急忙带她的女

儿离去。到了所指示的地方后，她去见马利亚女士，向她透露她女儿



的情况 。马利亚女士听到她的话，就给她一些水，吩咐她把这些水

倒在她女儿的身上，这些水她曾经用来洗她儿子耶稣的身。她又从主

耶稣的衣服中，拿了一条长而宽的布带给她，说：「拿这块布去，每

当你看见你的敌人，就向牲展示这布。」然 后，她向她们问候下，就

打发她们离去。

三十四、她们与马利亚道别了就回本家去。而撒但惯常攻击她的

时间也快要到。当那受诅咒 的，以巨龙的形象向她显现时，女孩一

看见牲就害怕。她的母亲对她说：「我的女儿啊，不用怕。让牲走近

你，然后向牲展示马利亚女士给我们的那一块布，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吧!」另一方面，撒但像一条骇人的龙走近，女孩因为惧怕牲而浑身

发抖，不过，她一拿出那块布，放在自己的头上，遮住自己的眼睛时，

火焰和燃烧着的煤就从那块布射出，掷向龙。啊，龙一看见主耶稣的

布就有大奇事发生!火从那块布射出，掷向牲的头和眼睛!牲大叫：「啊，

耶稣，马利亚 的儿子，我对你做过什么？我要往哪里躲避你？」然

后，牲非常惊惶地转身，离开那女孩，自此 以后也再没向她显现了。

女孩如今从牲那儿得到安息，就连同当时在场的所有人，一起向上帝

献上赞美和感恩。

三十五、在同一处地方住着另外一个女人，她的儿子被撒但折磨。

那儿子名叫犹大。每当撒但捉住他，他就会咬凡走近他的人，而如果

他发现当时没有人在附近的话，他就会咬自己的手和四肢。其时，这

个可怜人的母亲，听闻马利亚女士和她儿子耶稣的名声，就起来带同

她儿子犹大一起去见马利亚女士。与此同时，雅各布和约西带着小孩



主耶稣，一起跟别的小孩子玩耍。他们走到屋外坐下来，主耶稣跟他

们在一起。然后，那被鬼附的犹大到来，坐在耶稣的右边， 接着，

他照常受撒但同样的攻击，于是想咬主耶稣，但不成功，不过，他击

中了耶稣的右边， 耶稣随之哭起来。立时，撒但从男孩身上离去，

像一条疯狗似的逃跑。这个男孩，这个击中耶稣而撒但又以疯狗的形

象从他身上离去的男孩，就是加略人犹大，也是出卖耶稣的人，至于

犹大击中他的那一边，就正是犹太人用矛扎他的那一边。

三十六、如今，主耶稣刚满七岁。一日，他跟同年的男孩子一起，

煞是忙碌，因为他们正在泥里玩耍，用泥造驴的塑像、牛的塑像、鸟

的塑像，还有其它动物的塑像。他们各自吹嘘自己的技巧，赞美自己

的作品。但主耶稣对那些男孩说：「我可以吩咐我造的塑像走路。」那

些男孩就问他是创造者的儿子不是。而主耶稣命令它们走路，它们就

立即跳起来，他一叫它们宁，它们又再次站住，不再动。他也造了鸟

和麻雀的塑像，当他叫这些像飞起来时，这些像就飞起 来，他叫它

们站着，它们就站立不动。他给它们食物和饮料，它们就又吃又喝。

那些男孩离去后，把这事情告诉 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亲对他们说：

「我儿，当心不要再跟他作伴了，因为他是术士，所以要避开他，躲

避他，以后再也不要跟他玩耍了。」

三十七、某日，主耶稣跟男孩到处玩耍嬉戏，经过一个染匠的店

铺，染匠的名字叫撒冷，他店里有许多布需要漂染颜色。那时，主耶

稣走到他的店里去，拿起每一块布，然后一股脑儿地扔入装满蓝蓝染

料的桶里。撒冷来到，看见他的布被毁了，就大叫起来，责备耶稣，



说：「啊， 马利亚的儿子，你干嘛对我作这样的事？你让我在我所有

同乡面前丢脸，因为，各人都希望要 适合自己的颜色，你确实来了，

把所有布都毁了。」主耶稣回答，说：「我会按你的意思，为你改变任

何一块布的颜色。」说罢，他马上从桶内拿出那些布来，而且每一块

布的颜色都是染匠要的颜色，直到他把桶内的布全部拿出来。犹太人

看见了这奇迹奇事，都纷纷赞美上帝。

三十八、约瑟习惯到处走，走遍整个城市。如果有人按照他的职

业 唤他，要他为他们造门、造奶桶、造床、造大箱子的时候，他总

会带同主耶稣一起去，所以，无论他走到哪儿，主耶稣都跟他在一起。

每当约瑟造了任何东西，或长了、或短了、或阔了、或窄了一肘或者

一乍，主耶稣都会朝它伸出手来，他一这样做，对象就会变成一如约

瑟要求的样子。他也用不着动手造些什么，因为约瑟不大谙练木匠的

技巧。

三十九、就这样，某日，耶路撒冷的王 唤他，说：「约瑟，我希

望你为我造一座宝座，以便这宝座能配合我惯常坐的地方。」约瑟听

命，马上开始工作，他在皇宫两年，直到他完成造宝座的工作。就当

他抬着那宝座，放到它该放的地方时，他察觉到宝座每边都 两乍才

合乎规定的标准。王看见了，就向约瑟发怒。由于约瑟很怕王，于是

他晚上没有吃饭，什么都没有吃。主耶稣问约瑟为什么害怕，他就说：

「因为我把这两年来的工作糟塌了。」主耶稣接着对他 说：「不用怕，

也不要泄气。不过，你要 住宝座的一端，我就 住另一端，我们一同

把它纠正过来吧!」约瑟照主耶稣的话做，每人拉住自己的那一边，



宝座就给纠正过来，完全符合要求了。站在旁边的人看见这奇事都大

为惊讶，纷纷赞美上帝。而用来造那宝座的木材，正是大卫的儿子所

罗门时期著名的木材，即许多不同种类的木材。

四十、又有一日，主耶稣出去，在路上遇见一群男孩聚在一起玩

耍。他跟着他们，但那群男孩却避开他。然后，主耶稣来到某一家房

屋的门口，看见有好几个妇人站在那儿，便问她们那些男孩往哪里去

了。她们回答说那里没有人，主耶稣便说：「你看火炉里头的是谁？」

她们回答，说：「他们是一群三岁大的山羊。」主耶稣便说：「你这群

山羊，出来到你的牧羊人处 吧!」接着，孩子都以山羊的样子走出来，

并开始围着耶稣蹦蹦跳。那些妇女看见这样子，都陷入惊讶和恐慌中，

立即俯伏在主耶稣面前哀求他，说：「啊，我们的主耶稣，马利亚的

儿子， 你真是以色列的好牧人，请怜悯站在你面前的侍女，毫无疑

问：我们的主啊，你来是要医治， 不是要毁灭。」主耶稣回答说：「以

色列的孩子就像万民中的衣索匹亚人。」妇女说：「主啊，你无所不知，

没有东西可以躲避你；但我们现在向你哀求，请你施怜悯，回复你的

仆人， 就是这些孩子先前的样子。」于是主耶稣说：「来，孩子，我

们一起去玩吧!」说罢，山羊在那些妇女面前立即变回了小孩子。

四十一、其时是亚达月，耶稣以王的样式集合男孩在一起。他们

摊开自己的衣服在地上，让他坐在上面。然后，他们把一个用花做的

冠冕加在他的头上，再如同近身侍从那样，在他面前站立，或左面，

或右面，俨如他就是一个王。无论谁走过那条路，都被男孩强行拉住，

说：「到这里来，跪拜王，然后才继续走你的路。」



四十二、在这些事情发生期间，有好几个男人扛着一个男孩出现。

这个男孩先前跟同龄的孩子一起走进山里去找木头。他在那儿找到一

个山鹑的巢。就当他伸手拿巢里的蛋时，有一条毒蛇在巢中咬他，他

大叫救命，他的同伴闻声匆匆赶来，发现他躺在地上，像死了一样。

接着，他的亲人到来，抬起他，扛着他返回城里去。他们来到那地方，

就是主耶稣像王一样坐着，而其它男孩如同近亲持从那样，站在他四

间的那个地方，那些男孩见到他们，就急忙走上前，迎接那被蛇咬的

男孩，又对男孩的亲人说：「来，向王致意。」可是，他们不愿意去，

因为他们都在忧伤里，然而，那些男孩不理会他们的意愿，强行拉住

他们。当他们上前到主耶稣跟前时， 主耶稣问他们为什么扛着那男

孩。他们回答说：「他被蛇咬倒了。」主耶稣便对众男孩说：

「让我们去杀了那一条蛇。」但男孩的父母却请求准予离去，因

为他们的儿于正在死亡的痛苦之中。然而，众男孩回答他们，说：「你

们岂没听到王说，让我们杀了那一条蛇』吗？你们岂 不听从他？」

于是，在违背他们的意愿下，那男孩给扛了回〈那果巢〉去。他们到

那个巢来， 主耶稣对众男孩说：「这是那条蛇的所在地不是？」他们

说是。而那蛇也回应主的呼唤，立即 走出来，在他面前表示顺从。

主耶稣对蛇说：「走开，把你注入这男孩体内的毒液全部吸出 来。」

那蛇于是爬向那男孩，把它的毒液全部吸出来。接着，主耶稣诅咒它，

它就马上爆开成数片。然后，主耶稣用手轻抚那男孩，男孩就痊愈且

哭起来，但耶稣说：「不要哭，因为你将来是我的门徒。」这正是福音

书里提及的奋锐党的西门。



四十三、又有一日，约瑟 他的儿子雅各布收集木头，主耶稣跟

他作伴一道去。他们来到摆放木头的地方，雅各布就开始收集木头，

看哪，有一条毒蛇咬了他的手，他就大叫，并且哭起 来。主耶稣看

见他这个情况 ，就上前到他那儿，向他被毒蛇咬过的地方呵气，他

便马上好了。

四十四、又有一日，当主耶稣跟一群男孩在屋顶玩耍时，其中一

个男孩自屋顶跌下来，即时气绝身亡，其它男孩见状，向四方八面逃

散，剩下主耶稣独自一人在屋顶上。后来，男孩的亲人走上来，对主

耶稣说：「就是你，是你把我们的儿子像倒栽笣的，自屋顶摔下去。」

他否认， 他们就大叫，说：「我们的儿子死了，这就是杀死他的人。」

于是，主耶稣对他们说：「莫要说有损我名声的话。可是，你们既然

不相信我，来，让我们问一问男孩本人，好叫真相可以被发掘出来。」

接着，主耶稣走下去，盯着那个了无生气的躯壳，然后大声说：「泽

农，泽农， 是谁自屋顶将你摔下来的？」那个死了的男孩就回答，

说：「我主，不是你将我摔下来的，而 是某人自那儿将我摔下来。」

主吩咐那些站在一旁的人注意他的话，而在场所有人都为这奇事赞美

上帝。

四十五、从前，马利亚女士嘱咐主耶稣去，往水井给她带一点水

回来。当他去取水的时候，那装满了水的壶被某些东西碰上，破了。

于是，主耶稣张开他的手帕装水给她的母亲。她为此感到惊讶，但她

把看见的一切，都埋藏和保留在。

四十六、又有一次，在另外一日，主耶稣跟一群男孩在溪旁，他



们又造了一些小鱼塘，而主耶稣就造了十二只麻雀，他把它们排在他

的鱼塘四周，每边三双。其时是安息日。有一个犹太人走上前来，他

是哈拿的儿子，他看见他们这样忙碌，就很发怒，愤愤不平地说：「你

们竟然在安息日造这泥像？」接着，他快步跑上前，把他们的鱼塘毁

掉。可是，当主耶稣在他所造的麻雀上方拍拍手时，它们就吱吱喳喳

地飞走了。其时，哈拿的儿子照样走上前来，用鞋踢耶稣的鱼塘，塘

里的水因而消失掉。主耶稣便对他说：「既然那些水已经消失掉，你

的生命也同样要消失掉。」那男孩就马上枯萎。

四十七、另外有一次，主耶稣跟约瑟在傍晚时分一起回家，他遇

见一个男孩，男孩跟他相撞， 力度之大要叫他跌倒地上。主耶稣于

是对他说：「因为你把我摔倒，所以你也会倒下，不会再起来。」同时，

那男孩倒下来，死了。

四十八、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撒该，是教男孩的。他对约

瑟说：「约瑟啊，你为什么不带耶稣来学字母？」约瑟同意这样做，

就把这事告 诉马利亚女士。于是，他们带他到夫于那儿。撒该一看

见耶稣，就给他写下字母表，着他念出 Aleph〔指：希伯来语第一个

字母〕。他一念完 Aleph，那夫子又命令他读出 Beth〔指：希伯来语

第二个字母〕，主耶稣于是对他说：「先告诉我 Aleph 的意义，然后我

才读出 Beth。」当那夫子恐吓他，说要重重责打他的时候，主耶稣就

给他解释 Aleph 和 Beth 的意义，也说出哪一个字母的符号平直、哪

一个弯曲、哪一个绕圈成骡旋型、哪一个有尖型记号、哪一个没有尖

型记号，又解释为什么一个字母放在另一个之先，他还开始列举和阐



释许多其它的事：是那夫子自己从未听过或者在任何一本书上读过的。

主耶稣又对夫子说：「听吧，我要给你念出这些字母来。」然后，他就

开始清楚明确地背诵 Aleph、Beth、G：「mel、Daleth，直到 Tau。那

夫子因而大为惊讶，并说：「我认为这个男孩 是生于挪亚之先。」接

着，他转身向约瑟说：「你给我带来一个男孩着我教他，但这男孩比

任何一个夫子还要有学问。」他又向马利亚女士说：「你这个儿子不用

教了。」

四十九、后来， 他们把耶稣带到另一个更有学问的夫子处， 那

夫子一见他， 就说：「念 Aleph。」他一念完 Aleph，那夫子又命令他

读出 Beth。但主耶稣回答他，说：「先告诉 我 Aleph 的意义，然后

我才读出 Beth。」那夫于随即举起手，重重责打他，立时，他的手枯

萎，而他也死掉了。约瑟于是对马利亚说：「由现在开始，我们不可

以让他走到屋外去，因为每一个跟他作对的人都要死。」

五十、在他十二岁那年，他们带他上耶路撒冷过节。节期过后，

他们当然回去了，但主耶稣仍然留在殿里，与教师、长老和以色列子

民中的有识之士一起，向他们发问各样学术问题，然后又由自己提出

种种答案。因为他对他们说：「弥赛亚是谁的儿子？」他们回答他说：

「是大卫 的儿子。」他说：「那么，当他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

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作你的脚凳』时，为什么他在灵里称他为他

的主？」此外，教师长对他说：「你读过那些书卷〔或：圣经〕没有？」

主耶稣说：「书卷〔或：圣经〕和书上所记的都读过了。」然后，他就

着先知 书里所记载的各样律法、规条、法令和奥秘，开始一一解说，



谁也无法对这些事物有这个程度的理解。那教师于是说：「直到今天，

我都未尝达到这个程度的学间，向直是闻所未闻：请问你们以为那男

孩是谁？」

五十一、其时有一位贤哲在场，他是资深的星象家。他问主耶稣

有没有学习过星象学。主耶稣回答他，并且解说了星球和日月星宿的

数目、本质和运转；它们的冲〔opposItIon；意思不明 确〕；它们的

面貌，包括三角形、正方形和六分相互方位；它们的轨迹、方向和逆

行；三十四分之一，二十四分之一的六十分之一；还有其它超越理性

的事物。

五十二、在那些贤哲当中还有一位擅长自然科学探讨的人，他问

主耶稣有没有学习过医学。耶稣在答话之中，向他解说了物理学和形

而上学，超自然学和基本物理学，同样解说了能量、体液及其影响；

又解说了器官和骨头的数目，静脉、动脉和神经的数目；热和干、冷

和湿的影响和所引起的后果；还有灵魂对肉身的作用，其感知及力量；

说话、怒气和欲念等功能的作用； 最后是这种种的连接与分裂，以

及其它超乎一切生物所能理解的事物。然后，那位贤哲站起 来，敬

拜主耶稣，说：「主啊，由现在起我是你的门徒，也是你的奴仆。」

五十三、正当他们彼此谈论着各样的事情时，马利亚女士到来。

她跟约瑟到处寻找他已经三天。眼看耶稣坐在教师当中发问问题，自

己又反倒说出答案来，她便对他说：「我儿，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

看哪，你父亲和我花了很多气力找你呢!」但他说：「你们为什么找我？

岂不知我 应当在我父亲的家里吗？」可是，他说的话，他们并不明



白。然后，那些教师问马利亚他可是 她的孩子，她示意他是，他们

便说：「马利亚啊，你生了这样的一个儿子是有福的。」然后， 耶稣

随他们回拿撒勒，并在一切事上都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有关他

的话语通通藏在心里。主耶稣的身量和智慧，以及上帝和众人喜爱他

的心，全部与日俱增。

五十四、而且，由这一日开始，他把他的神迹、奥秘和秘密都藏

起来，把注意力放在律法上， 直到他满十三岁。其时，他的父亲在

约旦河从天上传来这声音，公开宣告：「这是我的爱子， 是我所喜悦

的。」而圣灵就以白鸽子的形象出现。

五十五、就是这个他，是我们用祷告跪拜的，也是这个他，把生

命和气息赐给我们，是他，把我们从母腹中带出来。他为了我们的缘

故，道成肉身，救赎我们，好叫他可以在永恒的怜悯里拥抱我们，并

且按照他的宽宏、仁爱、慷慨和关怀，向我们展现他的恩慈。愿荣耀、

仁爱、大能和权柄都归予他，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得到了至高上

帝的帮助，也按照着我们在原文里所找到的，全卷《婴孩时期福音》

就在这里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