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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鸿书 

 以下是有关尼尼微的默示，是伊勒 
 歌斯人那鸿所见的异象的记录。 

 主对尼尼微发怒  
2  主是妒嫉的上帝，他施行报 

 复； 
 主施行报复时满怀烈怒。 
 主报应敌对他的人， 
 他向仇敌发作烈怒。 

3  主有大能力，但不轻易发怒， 
 然而他决不以有罪为无罪。 
 他出巡的时候，旋风和暴雨 

 随他同行， 
 云彩是他脚下扬起的尘土。 

4  他一开口斥责， 
 大海枯竭，江河干涸， 
 巴珊和迦密的良田荒芜， 
 黎巴嫩的新芽枯萎。 

5  群山因他而震摇， 
 丘陵因他而消融， 
 世界和其间的一切生灵都在 

 他的面前肃立战栗。 
6  他发怒的时候， 

 准能在他面前立得住？ 
 谁能受得住他的烈怒？ 
 他的怒气如火倾倒，把危岩 

 峭壁击得粉碎。 
7  主厚待期待他的人， 

 他是他们在苦难岁月中的避 
 难之地， 

 他庇护投靠他的人； 
8  然而，他又象灭顶的洪水， 

 把他的仇敌驱入黑暗， 
 彻底灭绝那些敌对他的人。 

1 9  你们这些图谋对抗主的人算 
 什么？ 

 他将使他们的计谋落空， 
 使对他的敌意不能再起。 

10  尽管他们象交错缠绕的荆 
 棘， 

 象醉酒的狂人， 
 他们都必将象干透的杂草被投 

 入火中一样彻底消亡。 
11  你们中间将出现一个人， 

 他诱骗人民行邪恶， 
 策划阴谋反对主。 

 12   主说： 
 “尽管他们现在人口众多， 

 势力强盛， 
 但我必以相应的程度削弱他 

 们，把他们消灭掉。 
 犹大啊，我曾经使你们受苦 
 但今后不再折磨你们。 

13  现在，我要粉碎亚述人加在 
 你们颈上的轭， 

 打断加在你们身上的枷锁。” 
14  主已经下令惩治你－亚述王： 

 “你将后继无人； 
 我将除掉你神庙中的各种偶 

 像， 
 还要给你这微不足道的人备 

 好坟墓。” 
15  看哪！ 

 使者带着好消息翻山越岭而 
 来， 

 有人来宣告和平。 
 犹大人哪， 
 欢庆你们的节日吧， 
 要向上帝还许下的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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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徒再也不能欺压你们了， 
 他们要完全被铲除了。 

 尼   尼微将被毁  
 尼尼微啊，那征服列国的人对 

 你的攻击就要开始了！ 
 守住堡垒，监视道路， 
 整顿军械，全力备战； 

2  因为主就要恢复雅各  *  的光 
 荣， 

 也就是以色列人的光荣； 
 毁灭者曾经毁灭了它们，也 

 毁了以色列的葡萄树。 
3  他集结兵士，准备交战， 

 兵士拿着红盾牌，全身披红； 
 战车上的铁饰与火相辉映， 
 长矛闪着寒光。 

4  战车在街上飞驰， 
 在广场上横行， 
 状如火焰，快如闪电。 

5  他向他的勇士发出命令； 
 他们跌跌绊绊， 
 向前冲锋， 
 用盾牌护身，冲向城墙。 

6  水闸被打开了， 
 王宫被冲垮了， 

7  公主被迫站到俘虏中； 
 宫女们被掳走， 
 她们捶胸痛哭，象鸽子一样 

 哀鸣。 
8  尼尼微象一个水池， 

 但它的水却要急速流走。 
 尼尼微的首领们呼喊： 

 “停住！停住！” 
 但没有一个人回头。 

9  去抢银子吧！ 
 去抢金子吧！ 
 那里有无数财宝和数不清的 

 各种宝物。 
10  她颓败了！ 

 雅各：以色列的另一个名字。  

 毁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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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荒芜了！ 
 她的居民都吓破了胆， 
 膝盖发软，脸色苍白。 

11  狮子的洞穴、雄狮的巢穴如 
 今在何处？ 

 公狮和母狮曾在那里出没， 
 幼狮在那里安然无惧， 

12  雄狮为幼狮带回来丰足的食 
 物， 

 为母狮杀死猎物， 
 它的巢穴里堆满猎物， 
 它的洞里满是撕裂的肉。 

13  全能的主说： 
 “我要敌对你， 

 要把你的财富化成烟， 
 要让你的幼狮死于战场； 
 我要让你的猎物一无所剩， 
 在这块土地上再也听不到你 

 的使者的声音。” 

 尼尼微的不幸消息  
 你这凶手麇集， 
 充满谎言和掳掠物， 
 从不祷告的城要有祸了！ 

2  鞭声响亮， 
 车轮轰鸣， 
 马匹腾跃， 
 战车奔驰； 

3  骑兵在冲锋， 
 刀和矛的光在闪耀。 
 无数的人被杀， 
 尸体堆积如山，狼籍遍野， 
 人踏着死尸踉跄而行。 

4 - 5  全能的主说： 
 “由于你的诸多淫行， 

 由于你这妖媚迷人的巫女以 
 淫行诱惑列国， 

 以巫术欺骗万民， 
 我要敌对你， 
 要掀起你的裙子蒙在你的脸 

 上， 
 让列国看见你的裸体， 
 让万民看见你的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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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要羞辱你， 
 把令人憎恶的东西丢在你的 

 身上，拿你示众。 
7  人人见了你都会唯恐躲避不 

 及，说： 
 ‘尼尼微衰败了，谁会为她悲 

 伤呢？’ 
 没有人会同情你。” 

8  难道你比底比斯还强吗？ 
 它座落在尼罗河的众多支流 

 之间，四面环水； 
 大海是它的屏障， 
 河流是它的城墙， 

9  埃塞俄比亚和埃及给她取之 
 不竭的力量， 

 苏丹和利比亚是她的盟友。 
10  然而，连她也被掳走了，放 

 逐到他方； 
 她的婴儿被摔死在街头巷尾， 
 她的显贵被锁在铁链里， 
 任人拈阄瓜分。 

11  你也必将象个醉汉一样，神 
 志昏乱， 

 甚至向仇敌寻求庇护。 
12  你的所有堡垒都不过象挂满 

 硕果的无花果树， 
 只要一摇动， 
 果实就会径直落入求食者的 

 口中。 
13  尼尼微呀， 

 你的军队就象一群妇女， 
 你的所有城门都向仇敌洞开， 

 门闩都已被火焚毁。 
14  你要打水准备受困， 

 你要踹土和泥，脱坯造砖， 
 加固城防。 

15  在这场战争中， 
 火和剑要吞没你， 
 就象蝗虫吞吃掉青草一样。 
 如同蝗虫繁殖， 
 如同蝗虫泛滥， 

16  尽管你的商贾多如天上的繁 
 星， 

 他们必将象脱壳的小蝗虫一 
 样，飞离而去。 

17  你的大臣象一队蝗虫， 
 你的地方官象一群一群的蝗 

 虫， 
 它们在天冷时停在墙上， 
 营造自己的安乐窝， 
 但太阳一出来就纷纷飞走， 
 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哪里去 

 了。 
18  亚述王啊， 

 你的牧人都长眠不醒了， 
 你的显贵都躺倒安息了， 
 你的人民散落在山间， 
 没有人去招聚他们。 

19  你的损伤无法补救， 
 你的创伤无法医治。 
 凡听到这个消息的人都对着 

 你鼓掌欢呼， 
 因为，有谁没有经历过你那 

 无休止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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