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5
士师记第十五至十六章

士师记第十五至十六章

第十五章

今天，我们的研读将进入到士师记第十五章，对不对？在这一章，我们继续讲述参孙的

故事。

参孙的故事开始于士师记的第十三章。那里介绍了他的父母，讲述了他的出生。第十四

章，讲参孙在以色列做了二十年的士师，并在亭拿与一个非利士女孩相爱。参孙给婚礼

前陪伴他的三十个非利士人出了一道导致灾难的谜语。这谜语出自他自己和一头狮子的

经历。

在去亭拿的路上，一只狮子来追他。他竟像撕碎一只小山羊似的撕碎了那只狮子，并把

尸体扔进了灌木丛中。几周后，在回亭拿的路上，他走着走着便走进了灌木丛，要看看

狮子的尸体。结果发现尸体已经腐烂，有蜂窝和蜂蜜在死狮之内，就吃了那蜂蜜。

参孙就给被指定在最后的单身日子陪伴他的三十个男子出了一道谜语，并打赌说：如果

他们在七日筵宴之内猜出谜底，就给他们三十件里衣，三十套衣裳。若他们猜不到，他

们就给他三十件里衣，三十套衣裳。

他们说：「请将谜语说给我们听。」于是他说：「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

来。」他们想了好几天，都没有猜出来，就来找参孙的未婚妻，说：「你瞧，你们设下

这样的事情，我们都不喜欢。这简直是在抢劫我们。这就是你让我们来做陪伴的原因

吧。他出的这个谜语这么难。我们认为这一定是个陷阱。你最好告诉我们谜底，否则，

我们就会烧了你和你父亲家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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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她找到参孙，说：「参孙，我们几天后就要结婚，但你不是真的爱我。」

参孙说：「这话什么意思？」

她说：「你还没告诉我那个谜底。」

参孙说：「你这话什么意思？我连我父母都没告诉。」

「好吧，假如你真的爱我，我们彼此应当坦诚，不应当隐瞒任何事。在婚姻中不应当有

秘密。参孙，谜底是什么？」

她开始哭，非常伤心地哭。参孙说：「哎，其实没什么。曾经有一只狮子来追我，被我

杀了。后来我发现，有一群蜜蜂在尸体里面做蜜。

新婚那天，陪伴参孙的人问道：「有什么比蜜还甜呢？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士师

记 14：18）听完，参孙就知道妻子已将谜底告知他们。

他非常恼火，说：「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就猜不出我谜语的意思来。」（士师

记 14：18）之后，他来到一个叫亚实基伦的城。在那里杀死了三十个非利士人，脱去他

们的衣裳，将衣裳给了猜出谜语的人，然后就回到了以实陶他父母家。他很是恼火，快

疯了，离开了亭拿，回到了父家。可见，他的婚姻并不美满。

今天我们继续第十五章。

过了些日子，到割麦子的时候，参孙带着一只山羊羔去看他的妻，说：「我要进内室见

我的妻子。」他岳父不容他进去，说：「我估计你极其恨她，生了那么大的气，不会再

回来了。因此，我将她嫁给了一个曾经陪伴过你的人。你看，她妹妹比她还漂亮，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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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不娶她妹妹呢 ？」（士师记 15：1－2）

他已经支付了彩礼及其它一切。虽然听到：「你知道她妹妹年轻漂亮，你为什么不娶她

呢？」但他是急躁莽撞的人，不肯原谅岳父把妻子许配给了别人，并决定报复那些诓哄

他的妻子揭露谜底，引起事端的非利士人。因为是他们搞砸整个事情。

于是参孙去捉了三百只狐狸〔或作「野狗」〕，把尾巴一对一对地捆起来，将火把捆在

两条尾巴中间。点着火把，就放狐狸进入非利士人站着的禾稼，将堆集的禾捆和未割的

禾稼，并橄榄园尽都烧了。（士师记 15：4－5）

你可以想象那些褐色的野草，金色的麦地，以及恐慌的狐狸。如果你见过尾巴上绑着易

拉罐的狗，就可以想象尾巴上连着火把的狐狸有多恐慌。他们慌慌张张地跑遍了整个金

黄色的麦田。那些即将成熟的麦子全部被烧毁了。亭拿的大草原陷入了火海之中。

非利士人说：「这事是谁作的呢？」有人说：「是亭拿人的女婿参孙，」（士师记 15：

6）

他们来捉拿参孙，却被他打败了。他便下去，住在以坦磐的穴内。非利士人聚集武装力

量来进攻犹大。

犹大人对非利士人说：「你们为何下来攻击我们呢？我们不希望发生冲突。我们是你们

的仆人，你们征服了我们。我们不希望有任何麻烦，你们还想怎么样？」

非利士人说：「只要你们把参孙交给我们，就不会有什么事发生。我们只是想抓参孙一

个人。」

于是犹大人来到参孙正在休息的磐石，对他说：「你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麻烦。你知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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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要服从非利士人，而你却搞得他们很气愤，现在聚集了军队来到了这里。他们在威胁

我们，你知不知道自己对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他们接着说：「我们要把你绑起来，交给非利士人。」参孙说：「你们要向我发誓你们

不会害死我，我就让你们捆绑我，交给非利士人。」

他们说：「我们不想杀你，对你没有任何意见，只是他们怨恨你。」于是他们用绳子绑

起参孙，将他交给了非利士人。当非利士人接近他时，神灵也降临到他身上。参孙很快

就挣脱捆绑他的绳子。

他看见一块未干的驴腮骨，就伸手捡起，用以击杀非利士人。非利士人的尸体堆积在一

起，直至一千人为止。剩下的人仓皇而逃。

参孙环顾四周，说：「尸体成堆，我用驴腮骨竟杀了一千个非利士人。」。（士师记

15：16）

说完，他就将驴腮骨随手扔了。经过这场激战，参孙甚觉口渴。这时正是麦子成熟的六

月间，是一年中最干旱的时期。参孙觉得这样下去自己会渴死，于是求告耶和华说：

「神啊，你既借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岂可任我渴死？」上帝就使驴腮骨所在的

地方裂开，有水从其中涌出来。参孙喝完后，精神就复原了。

那地方本叫拉末利希，意思是：「驴腮骨之山」。在他喝完水之后，给它改名为「隐哈

歌利」，意思是「神的回应之泉」。

当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参孙作以色列的士师二十年。（士师记 15：20）

这是他与非利士人的第一次冲突，是他见到他们后的第一个问题。问题的起因是他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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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利士人的城市，进入敌人的帐篷放纵自己。而非利士人是不讲道德民族。他们生性放

荡，卖淫嫖娼以及一切邪恶的事情在他们都是合法的。从肉欲角度来说，非利士城是激

动人心的地方。也许这正是它吸引参孙的原因。他在敌营中寻找刺激，找到了超乎他想

象的乐趣。

第十六章

这里记载的是他第二次被非利士人击败。这次他去了迦萨。一个位于亚琐都和亚实基伦

以南的城市。他的目的是去找一个妓女。迦萨的人们都知道参孙来了。

他们把他团团围住，终夜在城门悄悄埋伏，锁住城门，心想：「等到天明我们便杀

他」。参孙和那个姑娘呆到半夜便决定回去。可当他来到城门时，却发现门已锁上了。

他就将城门的门扇，门框，门闩，一齐拆下来，扛在肩上，扛到希伯仑前的山顶上。

（士师记 16：3）

希伯伦距迦萨大约二十五英里，参孙把那些东西扛到二十英里外的一个山上，然后才扔

掉。当然，迦萨城的人早晨又不得不把那门搬回来。

参孙再次进入了敌人的领地，而且相当张扬。你当然可以「玩火」，但最终会「玩火自

焚」。当一个人成功时，在某种意义上，会过于乐观，认为自己能控制整个局势，能应

付一切，但最终，却会陷入困境。

后来参孙在梭烈谷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利拉。非利士人的首领找那妇人说：「求你诓

哄参孙，探探他因何有这么大力气，用何法能胜他，克制他。我们就每人给你一千一百

舍客勒银子。」（士师记 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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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起贿赂大利拉，让她去发现这家伙的秘密。她直接问参孙：「你为什么会有这般

神力，它的秘密在哪？」大利拉对参孙说：

「求你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当用何法捆绑克制你。」参孙回答说：「人若

用七条未干的青绳子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士师记 16：6-7）

这里，大利拉就开始了她的行动。她将指头伸进参孙浓密的头发里爱抚他。不久，他便

睡着了。大利拉便要非利士人进来，把他用未干的青藤绑了起来。

妇人说：「参孙哪，非利士人拿你来了。」参孙就挣断绳子，如挣断经火的麻线一般．

这样他力气的根由人还是不知道。（士师记 16：8－9）

她又问参孙：「你骗我，那不是真的，你一点也没变弱。告诉我，你神力的秘密是什

么？不要骗我。」

参孙回答说：「人若用没有使过的新绳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士师记 16：

10）

在参孙安睡后，她又要非利士人用新绳索绑住了他。然后又说：「参孙，非利士人抓你

来了。」结果参孙又跳起来，绳子一下子就断了，他再次将来的非利士人都杀了。

大利拉对参孙说：「你到如今还是欺哄我，向我说谎言．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

你。」参孙回答说：「你若将我头上的七条发绺，与纬线同织，我就和普通人一样

了。」（士师记 16：13）

你或许在想：「参孙！好样的，没有讲出真相，让她去乱猜。」但事实上，参孙已经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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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错误，他这样妥协同样很危险。当她问他神力的秘密时，应该说：「这不关你的

事，无可奉告。」但他以为自己很聪明，可以一直玩游戏。但是，请注意，他的回答已

越来越接近真相了。他变得越来越被动，现在他就要谈到了自己的头发了。

有时候人们把生命交托于上帝，或许是在静修时，或许当上帝与他们的心灵对话时，他

们做出了自己的决定，回答道：「我将为上帝而活。」电话响了，是他的一个朋友打来

的，说：「今晚会过来，有人买了一桶啤酒，我想今晚开一个酒会，玩个痛快。」

这就是你所说的生活吗。「喂，我不再喝酒了，那是一种愚蠢的生活。我再也不会参于

了，我要为基督而活。」你心里已经对上帝作出了这样的承诺，但对这个邀请，你却

说：「谢谢，我真的很感激你给我打电话，但是我今晚有点难受，我想我要早点休

息。」

他们说：「太不幸了。我们玩得都快要疯了。」你说：「好吧，祝你们玩得愉快！」知

道，我终于没去。但是，请稍等。你并不没有完全坦诚，事实上你已经为接受下一次邀

请开了一扇门。

他们打电话过来说：「晚上过来一趟吧。我们喝一杯。我们会玩得很愉快的。」如果你

的答复是：「谢谢您的邀请，但是我已经把生命托付给了耶稣，所以不打算再做那种事

了。我想为上帝而活。因为这是唯一的出路。伙计，世界的末日已近了，我真的只想为

上帝而活。那种事情再不适合我了。」这样，他们才不会再打电话给你了。

你看，现在你是诚实的，你活得很真实，已经关上那扇通往邪恶的门。我们应该关上

它。而事实上我们并不经常这样做。相反，大多数时候我们是把它那扇门敞开着，从不



8/15
士师记第十五至十六章

推辞以至于那扇通往邪恶的门一直开着。这也正是参孙的缺点。他一直开着那扇门，自

己却越来越脆弱，快要崩溃了。

她再次让他睡去，她把他的发绺与纬线同织，并用橛子钉在地上。然后说：「参孙，非

利士人来抓你了。」他猛地跳起来，把地上的橛子也拔了出来。

现在这个女人明白了一切都没用，就假装流泪说：「你在骗我。你根本就不爱我。你在

耍我。你一直在戏弄我，不是真正爱我。你一定要告诉我真相。」她开始逼他，让他觉

得极其烦闷。

最后，参孙对她说：「向来人没有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作拿细耳

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士师记 16：17）

参孙力量的来源在于将他的一生都归给了神。这在他出生前就完成了。在他出生前，天

使就向他母亲宣告说：你就要生一个儿子，告诉他绝不能用剃刀剃自己的头；也不要吃

葡萄酒及其制品。因为他从出生起就已分别为圣，成了拿细耳人。

在民数记第六章，可以看到做拿细耳人的法则。很多时候，人们都想将自己生命中的一

段时间奉献给神。尤其是在现今的大斋节期间，人们会决定在复活节前做一段时间拿细

耳人，或奉献一些财物。

在以色列，人们通常也在某一段时间这样做。人们往往在一个宗教节期前，宣誓把自己

的生命奉献给上帝。根据民数记第六章，如果你想归神为圣做拿细耳人，就不能拿剃刀

剃头，也不能喝葡萄酒及任何葡萄饮料。

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出于什么原因。但这其中包含一种自我牺牲。在那个时候，葡萄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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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非常美味的佳肴。因为那时没有罐装工艺，也没有冷藏技术，所以夏天就把葡萄水

果风干，整个冬天就吃水果干，用水拌些杏子干做饭吃。因此，水果干就是他们的美味

佳肴。葡萄干则是他们长年喜欢吃的食物。因此，不能接触葡萄及葡萄制品便成为拿细

耳人为上帝牺牲自己的行为。

在你设定的奉献期结束后，你再剃掉头发，把它作为燔祭献给上帝。这表示一种牺牲。

民数记第六章讲的就是拿细耳人的条例。

而参孙则不是只做一段时间的拿细耳人。而是要一生都奉献给神，是一种终生的委身。

这就是参孙力量的秘密：「我是上帝的拿细耳人。」我已归神为圣。这就是他力量的秘

密，他从未剪过的长发表明他在上帝面前有拿细耳人的誓言。

这样，参孙告诉她：「我已归神做拿细耳人，从来没有剃过头，如果我剃了头，违背自

己的誓言就完了，就会像其他人一样软弱。」他把他心里所藏的事都告诉了大利拉，最

终还是说出了真相。

然后，她告诉非利士人的首领说：「我们拿住他了。」

他们又聚在参孙所在的地方，大利拉则设法让他放松，快点睡着。看到这些你也许会

想：「噢，真是个可怜的笨蛋。这次总算学聪明了。」毕竟，她已经使用过他所说过的

所有方法。用青藤绑他，用新绳捆他，将他的头发编织在一起，这些都做过了。参孙自

己应该知道她肯定会这么照做。你认为他能将再次脱离困境吗。

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提摩太后书 2：22）参孙被过去的胜利充

昏了头脑，变得过于自信，睡在大利拉的腿上。大利拉没有像传统的说法那样剪他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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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而是叫来一个理发师剃除了他的头发。（士师记 16：19）

大利拉叫醒他说：「参孙，非利士人捉你来了。」参孙醒来，说：「我要像前几次一样

出去活动身体。」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士师记 16：20）

读旧约圣经时，我们会碰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国王叫亚撒。他在统治初期碰到一支强大的

古实（Ethiopians）与努比亚（Nubians）侵略军。他呼求神来脱离拯救，结果神就将敌国

交到了以色列人手中。当他战胜了强大的敌军凯旋时，上帝的告知来到亚撒面前说：

「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

他，他必离弃你们。」（历代志上 15：2）同样，只要参孙遵守誓言，神就与他同在，尽

管有时他做的不对；即使他的道德质量存在很大的弱点；即使他对自己做的蠢事很内

疚。只要参孙遵守誓言，上帝不会丢弃他。但他走错了路，而且偏得太远，甚至都不知

道神此刻已经离开了他。

如今，存在一个相当害人的属灵盲点就是：当你在仇敌的领地闲逛时，可以作弄一下罪

人，与他们玩玩游戏。但问题是人们可以离开神，独自参与某些活动，却不知道神的恩

膏已经离开了他。

现在有很多人因为上帝还与他们同在，就假定神肯定喜悦他们所做的事情。这是一个错

误的结论，上帝不会因为他们失败了或还存在缺点就立即停止给他们福气。我听到很多

人在用这句推理出来的话：「上帝仍然眷顾我们。」他们因着上帝仍在使用他们，就据

此认为上帝认可他们在做的事。假如上帝没有认可他们所做的，就不会继续祝福他们，

给他们力量。这其实不对，是错误的。如果你对上帝的恩赐和呼唤仍然执迷不悟，神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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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会离开你。也许那一时刻到来，连你自己都不知道。如果你继续为所欲为，神就不会

再眷顾你。

参孙已经看不清自己的属灵状况。我们也有可能在属灵上自欺欺人。「如果我们说自己

无罪，便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了。」（约翰一书 1:8）很多人对自已的属灵情况

模糊不清。参孙就属于这种类形。他看不见自己真正的属灵状况。

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士师记 16：20）

因为上帝的离开，他和其他人一样软弱了。这个曾经用不像武器的驴腮骨一口气杀死一

千个非利士人的人，现在却被几个人用绳子制服了。他们用铜炼绑锁他，拿棍子挖掉了

他的眼睛，把他送往迦萨，关进了监狱。他在那里受尽了折磨。

那时，他们的磨坊里的石磨都很大，有的重达几百磅。制作石磨时，先要将作底盘的大

块石头放好，在上面刻下一圈一圈的小槽。在其中心处挖一个洞，在其中放入一块石头

作支点。然后，再将巨大的磨石放在有一圈圈小槽的底盘石块上，让它转动压磨作物。

一般来说，人们会把牛或驴套在磨石中心杆的一端。牛或驴围着石磨不停转动，就带动

着磨石随之转动。女人们往小槽里倒上小麦后，磨石碾过麦子，即可得到面粉。推磨一

般是牛或驴的工作，现在则成了参孙的工作。

我一生中做过不少无聊的工作。有个暑假在尔湾农场堆豆秆。你曾经从早到晚堆过豆秆

吗？那准是世界上最乏味的工作。你得在一排排豆秆间穿来穿去，拿着耙堆了一堆又一

堆，十分无聊。你一心巴望午餐时间快点到，却迟迟不到。然后，又盼着傍晚早点来，

好早点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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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佛尔海滨全是西红柿地，我在柯斯塔梅萨的陡岸上摘西红柿。这也是一件很无聊的工

作。你得带一帮人，而他们常常闹得用西红柿打斗。这样时间似乎过得快了点，但还是

很无聊，缺乏挑战性。简直是度日如年。

想想如果一整天都在推磨，是多么无聊呢！那真是一种可悲的生活。永远看不见什么前

途，日子过得毫无希望。这就是参孙当时的境况。

非利士人将他拿住，剜了他的眼睛，用铜链拘索着，他就在监里推磨。（士师记 16：

21）

我想，这也许是一个人放纵情欲，活在罪中的最出色的图画。首先，罪会让你根本看不

见神的真理，看不到又真又活的神。其次，你会被罪的能力捆绑，以为自己处在无能为

力，无法挣脱的境地。

开始，你觉得好玩，觉得很刺激，最后发现有点可怕。没有了兴趣，但在你没法摆脱

时，你才发现当初的刺激已不翼而飞了。而你却已无法摆脱，无法全身而退。因为你已

被罪捆绑。它变成了一具大石磨。你讨厌自己，讨厌自己做的事，却无法摆脱；你陷入

了困境，生活变得很糟糕，变得毫无希望；你觉得继续走下去也毫无意义，只是在磋跎

岁月而已。

所以说，参孙这一情形是一幅被罪恶影响的，不加节制的欲望控制的生活的最好图画。

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了。（士师记 16：22）

在这一点上，我们见到了上帝的慈爱。参孙已经失败了。他本来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拯

救信靠上帝的以色列民，以时代的巨人载入史册，和大卫王与撒母耳同列。但因为他没



13/15
士师记第十五至十六章

能克制自己的激情和欲望，落到了这个地步，眼睛瞎了，又被捆绑起来，被迫推磨。

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了。（士师记 16：22）

正如《圣经》所讲，因为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发现自己掉入了陷

阱，找不到出路。但上帝却满有慈爱。虽然我们失信，祂却不失信；虽然我们离弃他，

只要我们悔改回到祂身边，祂就会怜悯我们，恩待我们。

干一份无聊的工作时，我有很多的时间可以思考。我想，参孙推磨的时候，一定也在思

考，思想自己从前真是太傻了。他想到自己从前犯的错误，一定后悔说：要是我以前做

这个，做那个……要是留在梭烈，要是我远离大利拉，要是我，要是我……。这样他就

会活在过去的阴影中。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因为看不到前路，生活也会变得彷徨不定，人

生也走到低谷之中。很多时候，上帝把我们带到社会最底层，我们才会往上看，往前

看。

我想，参孙头发重新再长出的时候，心里一定会说：「上帝，我将重新再承担自己的圣

职，重新立誓。但是，我现在又能为你做什么。上帝，我剩下的只有你了，现在我将生

命交还给你。」参孙已没法重新获得他以前达到的成绩，发挥他的全部潜能。但是上帝

至少可以让他做一点零星的事，尽管他像一个残破的炮弹。

此时，非利士人正举行一个盛大的节日宴会，他们聚集一起给他们的神大衮献祭。许多

人聚集在房子的平顶上。这时有人说：「我们把参孙那家伙押来吧，他过去害得我们太

惨了。现在把他押到这里，让大家看看他双目失明，跌跌撞撞行走；让我们大大嘲笑他

的笨拙表现。」



14/15
士师记第十五至十六章

他们赶紧跑到监狱，把参孙押到庙宇。当参孙进入时，人们讥笑他，嘲弄他；他四处走

动，想找个没有人能看见的房间时，有人就伸出脚来绊倒他。在场的所有人狂笑不已。

那个昔日的复仇英雄如今已是如此弱小。这真的让他们感到高兴。

参孙说：「主耶和华啊，再给一次机会吧，就一次，让你的灵降临到我身上吧。」

赞美诗篇的作者大卫，无所事事，也失去了圣灵的同在。他在与拔示巴犯罪后及孩子死

后痛悔至极。我们可以在第五十一首赞美诗篇里看到他的悔改，他诚心的祷告之一就是

祈求上帝洁净他，照神的恩典涂抹他的过犯。正如其中相关的诗句中写的：「不要丢弃

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诗篇 51：10－11）

参孙则这样祷告：神啊，求你再一次赐我你的力量。神啊，我不想活了，我没有任何其

他活下去的目标，让我同非利士人一起死吧。

参孙向拉他手的小孩说：「求你让我摸着托房的柱子，我要靠一靠」。这个男孩就将他

领到了支撑房子的柱子旁。参孙就抱住支撑房子两根主要柱子，左手一根，右手一根，

说：「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说

完，他就凭着信心开始拉柱子，神的灵又一次降临到他身上。房子终于倒塌了，压住了

所有的非利士人。三千多人顷刻间都死了。参孙也倒在了死去的人群中。这样，参孙死

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上帝的慈悲让他再一次感受到上帝的力量，使他在生

命中最辉煌的时刻死去。

耶稣在新约中对祂的门徒讲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事。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

味，怎能叫他再咸呢？以后就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马太福音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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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孙就是耶稣的这些比喻的一个很好典型。上帝选择了参孙作为挽救以色列的「盐」，

但因为肉体上的软弱，他失了「盐味」，终于与非利士人一同死去。

参孙的悲剧在历史上被一遍又一遍地重演。让我们却一次次地看到许多人浪费了神赐的

潜能。上帝赐予人智慧和能力，但却常常因人自身肉体的弱点而被浪费掉。他们从未成

功，从未让他们的生命达到上帝希望的荣耀大能的样式。太多的人浪费了上帝赐给他们

的潜能，他们的生命虚度，成了悲剧。他们本来可以为上帝做很多事情，可以成为上帝

国中的大能者，本来可以给他人非常有力的影响，使更多的人信靠神。但是他却被自身

肉体的软弱而毁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