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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天，一个名叫莱利的小男孩回到

了家，他刚和附近的小伙伴们玩

了一会儿游戏。当他走进厨房找到妈妈时，

他哭了起来。妈妈一边看他一边问：“怎么

了，莱利？”

莱利嘴唇抖了抖，话到嘴边又停住了，

他想先把眼泪擦干。他八岁了，其实并不想

哭，但 实 在 是 忍不 住。擦 完 眼 泪 他 回 答

道：“妈妈，每次我们赛球时，大家都是最

后才选我，我感到很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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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莱利的爸爸和爷爷进来了。妈妈

告诉他们说：“莱利今天很不开心。小朋

友赛球时总是最后才选他。”

爸爸一手把他揽过来，说：“孩子，我理解你的心情，我在你这个年

纪时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莱利有些惊讶。“真的？”他问。

爸爸点点头，说：“是的，我还记得当时我有多难过。”

莱利低下了头，说：“我想，他们最后才选我，

是因为我球打得不好。”

爸爸说：“爷爷今天恰好在，也许他能帮助

你。”然后他转向爷爷说：“爷爷，你怎么看？莱利

该怎么做？”

爷爷想了一会儿，说：“莱利，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讲的是一头

驮过国王的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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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利咧嘴一笑，他知道爷爷讲故事可好听了，马

上又有好故事听了。

“没听过，爷爷，”他回答道，“我从来没听过这个故事，但我很想

听。”

于是，爷爷坐了下来，莱利则坐在他膝盖上。莱利虽然八岁了，但并

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妥。

“几年前，”爷爷开始了，“我去耶路撒冷，看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

事。我看到很多人骑在小驴子上。与美国的小驴子相比，耶路撒冷的这些

小驴子个头有些小，大约只有1米高。

“看到一个大人骑在这么小的驴子上让我不由笑出声来。这个人必

须一直弯着膝盖才行，否则脚会拖到地上，而驮着这个大人的小驴子居然

面不改容地专心向前走着。

“我想给你讲一头小驴子的故事，他的模样和我在耶路撒冷看到的

那些小驴子差不多。他从来没有被选中去干过什么事。他不知道自己还

有没有机会。然而，有一天，他不仅被选中了，而且还是被选中去完成一

个特殊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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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头小驴子名叫大卫。他住

在靠近圣城耶路撒冷的一个村庄里。他太小了，干不了啥活，

所以就一直被圈在围栏里。他有很多哥哥姐姐，但他们都不能和他一起玩，

因为他们有活要干。有时，他们会为主人驮装在麻袋里的橄榄；有时，他们

会为村子里的人干活；有时，他们甚至会驮一个大人在背上。



大卫不用干任何活，驮任何人。每天他都是在围栏里站着，盼望

着有事可以干，剩下的时间就是吃和睡。这样的生活很无聊，

大卫总是很不开心，因为似乎没有人想给他事做。





围栏里的其他驴子给大卫讲过历史上一些

著名驴子的故事。有一头驴，他的主人名

叫巴兰。

有一次，一个坏王请巴兰去说一些咒诅上帝子民的话。当巴兰骑着

这头驴往上帝子民安营的地方去时，一位天使挡住了去路。驴停了下来，

但是巴兰没有看见天使，所以他非常生气，并且打了他的驴子。然后上帝

给他的驴子能力让他说出人话来。

驴子问：“你干吗打我？我做了什

么事？”

巴兰回答说：“你不该停下来。”

这时上帝让巴兰看见了那位天使。天使

说：“你所要做的事情是错的。”巴兰听到这话，便决定不说咒诅上帝子

民的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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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栏里的其他驴子也给大卫讲过驴子巴拿巴

的故事。巴拿巴是一头老驴，和他们住在一

起。一些年前，巴拿巴住在一个名叫拿撒勒的地方。

他的主人名叫约瑟，是一个木匠。

一次，约瑟的妻子身孕已经很重了，但他必须带着妻子去自己的家乡伯

利恒。一路上马利亚都骑在巴拿巴的背上。当他们到达伯利

恒时，马利亚的产期到了。但是，所有的客店都满了，他们

不得不在一个牲口棚住下。在那儿，马利亚生下了孩子，孩

子名叫耶稣。有牧羊人来到牲口棚敬拜婴孩耶稣。他们知道他

就是前来拯救自己子民的救世主。后来，巴拿巴驮着马利

亚和她的孩子耶稣回到了拿撒勒。

大卫喜欢听这些著名驴子的故事，喜欢听他们

做过的那些大事。他也想做一件大事。但是他的主

人从来没有让他做过任何事。

不过，有一天，大卫如愿以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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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早晨，大卫正感觉非常难过，因为他

什么事都没得做，只能吃吃睡睡。这时，大卫

看见两个陌生人走了过来。他们很温和地和主人说着什么。大卫试图听清

楚他们在说什么。他听不清他们说的所有话，但是他很清楚地听到一个人

说：“因为主需要他。”大卫很想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事。

这时，大卫的主人走了过来，打开了围栏的门。他把大卫牵了出来交给

那两人。“牵这头走吧，”他说，“他叫大卫。还没有人骑过他，但我想这件事

他能做。”

大卫有些困惑，他想：“他们牵着我去做什么？看来，这件事对他们挺

重要的，虽然不知道是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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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两人领着大卫上路了。很快他就看见了一群

人。那两人和人群中似乎是为首的那人说起

了话，他们叫他耶稣。一些人把衣服铺在大卫背上。然后，让大卫非常惊讶

的是，耶稣骑到了他背上。有人坐在自己背上让大卫感觉怪怪的，但他很兴

奋。然后，他驮着耶稣往耶路撒冷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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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走在路上时，一大群人围了过来，把衣服和棕树枝铺在大卫

和耶稣面前。然后，他们又是唱又是喊的，手里还挥舞着棕树枝。众人喊

道：“和散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以色列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听到

这些大卫很是惊讶。他想：“一个国王骑在我背上。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竟然

被选中来驮一个国王。”





大卫下定决心尽一切所能来驮好这个国

王。他小心翼翼地沿着那条铺了衣服和

棕树枝的路走着，尽量不让耶稣感到颠簸。

到达耶路撒冷后，耶稣从大卫背上下来，拍了拍

大卫的背，然后就走开了。大卫一直目送着耶稣进

了圣殿。

大卫感到非常自豪。“我驮的是国王。”他想，“我一定是一头很特别

的驴。”

第二天，大卫的主人决定开始让他干一般的活。一个仆人把两袋橄

榄放在大卫的背上，让他运到一个地方去。两袋橄榄很重并且摩擦着他

的背。有一两次大卫实在是累得不行、难受得不行了，便在路上坐了下

来。但是那个仆人赶紧拉紧大卫脖子上的缰绳拽着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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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完活回到家，大卫很是生气。“为什么主

人让我驮橄榄？”他对老巴拿巴说，语气

中带着怨气，“我驮过国王。不应该让我去干

普通的活。”

巴拿巴眉头一皱，说：“我们是驴子。驮东西是我们的工

作，不管主人让我们驮什么。任何工作

都很重要，即使是驮橄榄。你应该尽

力好好地驮它。”

“哼！”大卫说道，“一次两

次还行，老这样我会受不了的。我认为我更善于做

特殊的事，比如说，去驮一个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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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怨归抱怨。大卫还是不得不每天都干那些平常

事。有时他得驮橄榄，有时主人的仆人会骑着他

去办事。大卫一点都不开心。他无法理解主

人为什么总是让他干这些平常事。

一天早晨，主人的一个仆人

领着他到了耶路撒冷另

一面的一个村子。当他们穿

过耶路撒冷回家的时候，他看到一群人朝他

走来。当人们往前走时，他们好像在冲着一

个人怒吼。仆人领着大卫站到了路

边好让人群通过。



大卫看见了人们冲着怒吼的那个人。啊！是

耶稣，是几天前大卫驮着进入耶路撒冷

的国王！当时人们可是欢呼着拥戴他的啊！怎么

现在大家冲他发怒呢？大卫很是想不通。

然后，大卫看到了耶稣正背着个东西，噢！是一根又重又粗糙的大木

头。背着这根大木头，耶稣似乎很吃力。大卫喘了口粗气，这时他看到耶稣

受了伤——他的背部全是伤，他的头也流着血。他的头是被一个戴在上面的

荆棘做的环刺伤的。

忽然，耶稣倒下了。他再也背不动了。大卫满心希望自己能为耶稣去背

那根木头。他使劲拉了拉套在脖子上的缰绳，想走上前去，但那个仆人又把

绳子扯回去了。过了一会儿，大卫看到押解耶稣的士兵从人群中抓住一个人，

让他背起了那根大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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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继续向前，仆人则领着大卫走开了。

大卫有些想不通，也有些悲伤。“他们不

应该让耶稣背那根吓人的大木头。”他想，“他是国王。他为什么要背那根木

头呢？为什么他们那么生气呢？”

大卫回到家后，就去找老巴拿巴。“我今天看见一件可怕的事，”他

说，“我驮过的那个国王受伤了，人们让他背了根大木头。他们为什么要那

样做？”

巴拿巴慈祥地看着他，说：“我记得我驮着耶稣和他妈妈从伯利恒回家

时，他的爸爸和妈妈知道他将来要为他的百姓死。有人已经告诉他们这件事

了。从你说的来看，似乎是预言应验了。国王耶稣正背着十字架奔赴刑场，他

要在那里被钉十字架。”



大
卫惊呆了，说：“这样看来，国王成了别

人的仆人。”“是的，大卫，”巴拿巴说， 

“他遭遇这样的恶待实在让人接受不了，但是他

正在做的是一件无比奇妙的事。”



　　大卫沉默了几分钟。最后，他说：“如果国王

都乐意背那根吓人的木头，那我就不应该因着驮

橄榄而发怨言了。我要向耶稣学习，成为一头甘

心做仆人的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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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儿，爷爷看着莱利，说：“莱利，大卫直到

被选中驮着耶稣进耶路撒冷的那天，主人才

给他事情做。在此之前，主人连最容易的工作都没有给过他。你比他要好，

因为小朋友们毕竟还是选你了。所以，我希望你为着有机会参与游戏而感

恩。你愿意这样做吗，莱利？”

“我愿意，爷爷，”莱利说，“你说得对。我知道有得玩就应该感恩了，

即使是最后才被选上。”

“很好。”爷爷笑着说，“另外，无论他们让你做什么，你都得努力让

自己乐在其中，因为在一个游戏中，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参与者都很重要。

如果你被选中去完成特殊任务，不要像大卫那样骄傲。而如果你被安排

一个似乎没什么意思的任务，不管怎样都要尽力去完成。记住，虽然父上

帝让耶稣去做的是最重最难的工作，但是耶稣很乐意地去做，他乐意讨父

上帝的喜悦，也乐意拯救自己的百姓。”

“哦，你说得对，爷爷，”莱利说，“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爷爷一把把莱利揽在怀中。“好孩子，”爷爷说，“不过，这个故事还

有一部分没讲完。这个部分是大卫都没有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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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天，耶稣死在了十字架上。他死，

是为了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

来。可以这么说，他背负了他们的罪恶和过犯。

借着替他们死，他就自己承担了他们因为冒犯

圣洁的上帝应受的惩罚。他是王，但是他也是

他百姓的仆人。

“你知道吗，莱利？死亡没有把耶稣吞灭。三天后他复活了，并且永

远和他天上的父一同做王。这是世上最好的消息了。”

莱利咧嘴而笑。“确实是这样。”他说，“耶稣是一切王中最伟大的

王，我想服侍他，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不管是毫不起眼的事还是意

义重大的事，我都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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