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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建造稳固的婚姻与家庭

对牧师来说，一个至关重要的责任就是建造并悉心呵护他们的家庭。一些牧师

更愿意将建设教会列为事工的首位，而只将剩余的时间和精力用来经营他们的家

庭。而这样的生活方式险象环生，给魔鬼留下可乘之机。如果牧师的家庭不稳定，

他们就无法卓有成效地建立教会。

《提摩太前书》第3章提出对教会领袖的总体期待，表明了上述原则的重要性。

因此，我想特别关注一些难以掌握的教导，以帮助我们建立经受得起狂风暴雨的婚

姻。《以弗所书》5章21-31节关于婚姻的经文常被引用作为婚姻设立的初衷及其作

用的教导。回顾一下这段经文。我们应当明确，这段经文实质上是关于教会如何发

挥功用的教导。保罗用婚姻来比喻教会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强调了本章将学

习的《箴言》24章3-4节所述原则的重要性。组建你的家庭就是在建立教会的一个小

部分。只有首先照管好你自己的家，你才能在一个更大范围内照管好神的家。

第一节 建造稳固婚姻的秘诀

学习目标：

3.1.1 指出影响亲密关系的一个明显障碍。

3.1.2 描述你给予配偶支持的方法。

第二节 知与行

学习目标：

3.2.1 说明“知识”与“聪明”的差别。

3.2.2 什么是“智慧”。

3.2.3 解释希伯来文“hesed”的意思。

第三节 婚姻与祷告

学习目标：

3.3.1 讨论在婚姻中的不平等对祷告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3.3.2 说明为何代祷是主内婚姻所不可缺少的。

第四节 孩子与侍奉

学习目标：

3.4.1 说明当众批评孩子可能造成的影响。

3.4.2 讨论孩子的需要。

3.4.3 说明父母保护孩子的方式。

3.4.4 说明为何谦卑是教育子女的坚实基础。

侍奉中的关系与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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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指出影响亲密关系的

一个巨大障碍。

1. 开始有效沟通的第一步

是什么？

�����

 第一节 建造稳固婚姻的秘诀

“房屋因智慧建造，又因聪明立稳，其中因知识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

（箴24:3-4）。这段经文描述了拥有高效的家庭生活、持久的婚姻和良好关系的关键

因素。将这段经文应用到你的家庭生活中，你就会在生活、工作与侍奉的方方面面

都建立起健康的关系。知识让人认识到该做什么，聪明 使人知道如何去做，智慧叫

人知道何时去做。幸福婚姻中的夫妻一定很好地掌握了如何去做事和什么时候该做

什么事。

知道该做什么

你知道你与配偶之间关系的敌人是谁吗？其实就是你自己！自私是建立亲密关

系的最大障碍。建立亲密关系的第一步，也是最为艰难的一步就是走出你自己的兴

趣、愿望和期待，朝着更深地了解和认识你的配偶迈进。我们需要学习和理解爱的

语言。

爱的语言之一 肯定的言词
爱的语言之二 精心的时刻
爱的语言之三 接受礼物
爱的语言之四 服务的行动
爱的语言之五 身体的接触

挖掘你配偶的过去、梦想和未来的目标是一次令人兴奋之旅。这次旅行需要时

间和诚挚的努力。我学着了解妻子的爱好，为的是最有效地向她表达我对她的爱。

换句话说，我知道哪种爱的语言对她是最有效果的。同样，我妻子也找到了能最有

效地让我在她的爱中感受到安全的爱的语言。

倾听是有效沟通的第一步。研究表明我们从配偶所听到的信息中，只有7%用的

是言语（内容），38%用的是语调，剩下的55%用的是各种非语言的沟通形式。

言语沟通部分绝不简单。它由八个步骤组成。下面的步骤是从丈夫的角度陈述

的，反过来，也同样适用于从妻子的角度陈述。

1. 丈夫打算向妻子说些什么。

2. 丈夫实际上向妻子说了些什么。

3. 妻子听到的是什么。

4. 妻子就听到的内容对自己说的是什么。

5. 妻子打算向丈夫回复些什么。

6. 妻子实际上回复丈夫的是什么。

7. 丈夫听到的是什么。

8. 丈夫就听到的内容对自己说的是什么。

显而易见，沟通可能在这八个步骤中的任何一个环节中断。妻子和丈夫若想解

决任何一个问题都需要足够的耐心、理解和好心情。

倾听

倾听不是你去思考等对方说完了，你接下来要说什么。倾听是全心关注你的配

偶。当我的女儿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述她一天的生活时，她停下来问我是否在听她说

话，我对她说我在听。她回应道：“看你的样子不像是在听我说话。”专心的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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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给对方的一份贵重礼物。倾听是一种接纳，不去判断说的是什么和怎么说的。倾

听是一种准确重述一段信息的内容和感受的能力。

查利・W・谢德（Charlie W. Shedd）是一位知名作家，也是长老会的牧师，他写

过关于倾听和向心爱的人许下七个承诺的著作。让我们以一位充满爱的倾听者身份

来思考这些承诺。

1．我会集中精力听你说。我会操练自己把工作、报纸和任何其他事情都放在一

边，将注意力从我在思考的东西转移到你的话语上。

2．我会尽力体会你的感受。这或许很难，但是，我会真心实意地努力领会你话

语背后的意义，体会在你内心深处的东西。

3．我会给你机会把你的心里话都说出来。我会管住舌头，不过早作出评论。

4．我会鼓励你倾诉。我会问你问题。有时，我会重复你说过的话，直至我们双

方都完全理解你话语的意思。

5．如果我感受到你对我哪怕是丝毫的愤怒，我都会尽最大努力控制我的怒火。

6. 如果回答很重要，我不会以不做任何回答来逃避。我会记得沉默有时是有效

的，但有时是懦弱的表现。

7．当你因对自己失望而感到痛苦时，我会让你再度确信不论你怎样看待自己，

我始终都对你充满期望。

（Shedd 1978，18）

给予支持

婚姻关系是需要培养的，这需要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对婴儿的照料和喂养是

一个恰当的类比。一个婴儿长成为一个健康的大人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蔬菜和牛奶，

研究表明爱抚对一个孩子的成长十分重要。爱抚对我们的配偶也同样重要，夫妻之

间需要以爱抚、温柔、良言、尊重以及体贴来彼此呵护。

当我和妻子在亨廷顿海边散步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对夫妻在自行车道上骑着一

台双人自行车。丈夫在前座，妻子在后座。丈夫非常卖力地踏着脚蹬子，妻子在他

后面悠闲随意地踏着脚蹬子。当他们骑近些时，我们注意到妻子正在给丈夫按摩后

背和肩部，他们继续向前骑着。丈夫看起来十分开心和满足，就像这个海滩上最热

情的小贩。

这对夫妻的举动展现出团队合作的美妙。当有人在背后支持我们时，我们会尽

心尽力干好工作，他们给予的支持，可以最有效地鼓励我们全力以赴做事情。在一

种健康的关系中，我们会轮流处在后面的位置上。男人对女人最常有的抱怨与女人

对男人最常有的抱怨各是什么呢？按照我的经历和认识，男人常说：“女人试图改

变我们！”女人常说：“男人根本不听我们说些什么，他们只想解决问题！”女人

希望男人能够体会她们的感受（希望被倾听），但她们得到的却是解决方法。男人

希望他们的成就被认可，但他们得到的却是纠正。我们应当认识到男女之间的差

异，并学会去欣赏这些差异。

学习目标：

描述你给予配偶支持

的方法。

2. 妻子最希望从丈夫得到

哪些回应？

�����

侍奉中的关系与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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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说明“知识”与“聪

明”的差别。

3. 知识与聪明有何不同？

�����

第二节 知与行

知识是你在建立关系时应有的回应，一种顺服的回应。顺服一种知识，是关系

建立的起点。这种知识源自对另一个人的密切观察和认真体会，并由此得出出一个

客观公正的评价，而且评价必须是出于对建立关系的深切渴望。

知道如何去做

丈夫通常不能真正理解妻子的观点。下面的举例说明将有助于我们洞悉事件的

全貌：一位会计师的妻子温和地恳求丈夫在家里待一天照顾孩子们，她要出去找工

作。当妻子返回家中时，丈夫递给她一份报告：擦眼泪9次；系鞋带13次；买了16个

玩具气球，每个气球的平均寿命：10秒；警告孩子们不许横穿马路21次；孩子们过

马路21次。我将会再做这些事情的次数：0次。

聪明的确切含义：

是向知识让步。

是一种领悟。

是将事实转化为行为。

是对发现给予重视。

是从你配偶的角度看待事情。

是具备洞察力。

是倾听。

是掌握时机和具有敏感性。

知识是认识到爱的敌人是自私，而聪明是应付自私。聪明是盛放恩典的地方。

真正相互顺服可以在《以弗所书》5章和《哥林多前书》12章看到。下面我们来看看

我的朋友乔治的经历。他是一个修鞋匠，一直用过去的老方法修鞋，他的工具就是

锤子和钉子。有时，他会用锤子砸到拇指。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他的右手总是会赶

紧把锤子放下去帮助左手的拇指。拇指会立刻饶恕拿锤子的右手。拿锤子的右手所

有的力量与能力都会用来安慰受伤的拇指。人体的自然反应是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

应有行为的理想样式。

知道何时去做

智慧由许多部分组成。它包括为了你配偶的利益将自己放在一边。智慧是追求

被分别为圣、独属于你的“成圣的婚姻”。智慧就是拥有知识和聪明，并将它们有

效地应用出来。智慧是用敬虔的心考虑问题，而不是存着自私或世俗的心思考问

题。智慧意味着认识到令人满意的公正在这个世界上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因此，

智慧就是认识到人类需要救赎！

勒鲁瓦・多克特（Leroy Dokter）是我的一位好朋友，有一次，他帮助我把拖车

栓钩挂在车后保险杠上。他躺在车下面用扳子将所有的螺栓拧紧，结果把一个螺栓

给拧脱扣了。他斜靠在车身上，沮丧地说：“你知道吗，我这一辈子总是感觉所有

螺丝都需要最后好好地再拧一下。我比任何人拧脱扣的螺丝都多。”如果在关系中

采取责备、谴责或愤怒的手段，就会使关系遭受损害。在生活中的每一天，都有很

多机会可以“话到舌尖留半句。”

•

•

•

•

•

•

•

•

建造稳固的婚姻与家庭

学习目标：

什么是“智慧”。

4. 你如何定义“智慧”？

�����



40

智慧是婚姻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在每天的生活中，智慧看起来是怎样的

呢？下面是一个例子。有位妻子是一个干净整洁的家庭主妇，她对来家里的所有人

的命令都是，“请先蹭干净你的鞋子！”她的丈夫顶着一场瓢泼大雨从公司回到

家，足足用了五分钟在门前的擦鞋垫上弄他的鞋子，清理、擦拭、再用刷子刷。

当他走进屋，正赶上他的妻子来到前屋，她有些激动地告诉他回到外面把脚和鞋

子擦干净，免得把泥带进屋子。他站在那里合计着，他有两个选择：告诉妻子事实

或者回到外面去。他最终还是选择回到外面，站在门口用了几分钟时间弄出一些刮

擦声之后走进屋子。这时妻子微笑着搂着他的脖子说，“亲爱的，谢谢你，你真体

贴！”这是夫妻一方理解另一方的经典场景。有人曾说：“幸福婚姻的秘诀就是每

天保留三、四件事情不说出来。”

立约之爱

婚姻中真正的智慧是夫妻双方持守住立约之爱，即在结婚时各自许下的承诺。

希伯来文的旧约对立约中的爱有一个特殊的词：hesed，这个词几乎无法翻译出来。

下文是英文钦定本圣经中与hesed 同义的词：

Loving-kindness（慈爱）（Psalm 51:1）

Merciful kindness （仁慈）（Proverbs 11:17）

Kindness （良善）（Joshua 2:12）

Love（爱）（Jonah 4:2）

Mercy（恩慈）（Exodus 20:5-6）

Unfailing love（永不止息的爱）（Isaiah 54:10）

Hesed是最完美的立约之爱，是最高层次的爱；是持守和实现夫妻双方所立之约

的爱。“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hesed），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

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哀3:22-23）。上帝是何等恩待我

们。他定意绝对忠诚于作为“他的新妇”的我们，他也定意用我们所期待从他那里

得到的祝福持守他立下的约定。

Hesed不仅仅是爱，更是爱加上忠诚。Hesed不仅仅是忠诚，更是忠诚加上爱。

Hesed是超越感觉的委身。委身是不容易摇摆不定的，是一种认真考虑后的决定。

传统的婚姻誓言如此说：“现在，我愿意向你承诺我的信实（Troth），”意思是，

“我对婚姻约定的忠诚。”Troth是一个古英文词汇，捕捉了婚约的微妙之处。我对

我的配偶说：“我向你承诺我的诚实、可靠、稳固、谨慎、真实、正直和忠诚。”

在婚姻中，我们对信实、忠贞的爱或最完美的立约之爱的需要胜过其他一切。

爱存在于关系中，如果关系是短暂的，就无法体会这种信实、忠贞的爱！婚姻中不

存在瞬间的喜乐。在没有承诺、没有信实、没有最完美的立约之爱的婚姻中，很少

有夫妻能挺过危机时刻和艰苦岁月，而这些正是让关系不断进入更新和更加紧密的

重要因素。

婚姻的约定不是一把锁，而是一个安全网。婚姻给人带来安全感。因此，婚姻

中的双方可以像两个合作的空中飞人杂技演员一样完全信赖彼此。

•

•

•

•

•

•

学习目标：

解释希伯来文

“hesed”的意思。

5. Hesed之爱的实现会为

婚姻带来哪些益处？

�����

侍奉中的关系与伦理



41

���
第三节 婚姻与祷告

受阻碍的祷告

阅读《彼得前书》3章7节：“你们作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她比你

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她，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

碍。”

有位朋友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一次长途驾车的路上，他的两个儿子在后

座越来越坐不住，实际上，他们不止坐不住，而且感到十分无聊，最后两个人从玩

耍转为相互打闹。正如往常一样，弟弟总是受欺负。因此，当哥哥要糖吃时，爸爸

说：“不给。”但是，孩子无法接受这样的答复。于是过了几分钟，他又问道：

“爸爸，我可以吃一块巧克力吗？”这次他的爸爸解释了为什么不给他糖吃——欺

负弟弟是不应该得到奖励的。

在这个请求遭到拒绝的场景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件事。第一，强势一方找弱势

一方的麻烦。第二，把精力花费在招惹弟弟上，从而错过了与爸爸交流的机会。显

而易见，在我们的婚姻关系中也有很多类似的情况。

《信息版圣经》提供了另一视角：“做个称职的丈夫。敬重你的妻子；心中因

她而喜悦。妻子有些地方不及于你，但是，在承受上帝赐予的生命之恩上，她与你

是平等的。因此，你也要平等待她。好使你的祷告不受拦阻。”（彼前3:7）

婚姻与祷告息息相关。丈夫与妻子的明智之举是花时间一起祷告。学习成为祷

告伙伴可以更有效地行出使徒彼得的教导。你们若寻求上帝的面，你们就与基督同

为后嗣。当你和你的配偶开始一起祷告时，你们的想法可能会改变，双方都是在向

天父仰望。在这种情形下，根本不会出现一方轻看另一方的问题。

这门功课最难的部分是将所学的建议在实践当中应用出来。下面是一些建议，

在我们想与配偶进行规律而有效的祷告时，这些建议可以帮助我们战胜那些层出不

穷的拦阻。

不要等到配偶建议或要求时才一起祷告。

今天就开始一起祷告。

每天都坚持一起祷告。

祷告不宜冗长。

交谈式地进行祷告。

祷告力求自然。

不要在你的祷告中讲道。

祷告之前应消除误会。

分享对你有帮助的经文。

不要将祷告限制在规定的时间内。

代祷

《以弗所书》5章24节告诉丈夫要爱他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耶稣爱教

会的一个最主要方式就是替教会祈求，正如《罗马书》8章34节所记述的。

•

•

•

•

•

•

•

•

•

•

学习目标：

讨论在婚姻中的不平

等对祷告会造成怎样

的影响。

6. 为什么当我们在婚姻中

不能做到公正和彼此呵

护时，我们在上帝面前

的祷告会受到拦阻？

�����

建造稳固的婚姻与家庭

学习目标：

说明为何代祷是主内

婚姻所不可缺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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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中，男人祭司职分的一项关键任务就是祷告，不光是与妻子一起祷告，

而且还要为她祷告。尽管此处强调的是丈夫，这些指导方针也同样适用于侍奉中的

妻子们。下面是养成有规律地为配偶祷告习惯的一些建议。

重视询问妻子（如果可能每天都问）目前关心的事情。

体会妻子祷告内容的深层含义，因为有些需求她可能不愿意直接表达出来。

许多人发现列出祷告内容会有所帮助。

在一天中找出一个固定时间，专门为她祷告。

在一天中当她在你脑海里出现时，将对她的思念化为简短的祷告，为她代求。

当你远行不在她身边时，要更多地为她祷告。

如果有祷告被应允，与她分享成功的喜悦。

最后，求问上帝你该如何改变自己，好让你为她的祷告得蒙应允。

《以弗所书》5章25-27节教导我们：

你们作丈夫的，要竭尽全力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对教会的爱——

给予而不是索取的爱。基督的爱使教会得以完全。他的话使教会闪耀出美

丽的光彩。他所行所言的一切都是为了带给她最大的益处，他以华丽的白

衣妆饰她，使她的圣洁光彩照人。丈夫就应该这样爱他们的妻子。他这样

做实际上就是在善待自己，因为夫妻二人在婚姻中已经成为一体。（《信

息版圣经》）

在一个稳固的婚姻关系中，个人的需要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婚姻的旅途

中，两个人需要轮流领跑，因为每个人都需要来自他人的力量。每个人都需要被他

人需要。

•

•

•

•

•

•

•

•

7. 写出“代祷”的定义。

���
第四节 孩子与侍奉

一旦你有过为人父母的经历，体会到孩子们从你岁月的指尖滑过的伤感，你就

会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惊讶，让你希望时间可以倒流，重新与他们一起做一些事情，

也抹去一些做过的事情。但现实是，过去的就过去了，做过的就做过了，你无法回

头来过。

有个故事讲到一位建筑师设计一所大学的整个校园，在他的设计中遗漏了人行

道。当他被问到怎么会漏下人行道时，他说他是有意这样做的。他想先看看学生们

会在哪儿走，然后再将人行道安置在学生留下足迹的地方。然而，养育子女却不能

如此。父母要先给孩子指明道路，并祷告他们不会偏离。

话语

下面是我与孩子们一同经历的点点滴滴，还有一些我在其中所学到的功课。

话语能医治也能伤害

“我不能”与“我能”；“你长得难看”与“你长得漂亮”；“你是个傻瓜”

与“你很棒”；“你根本做不到”与“如果你努力就能做到”；“我恨你”与“我

爱你”；“什么事都别指望我”与“凡事你都可以依靠我”；“魔鬼附在你身上

了”与“上帝爱你”，这些话语之间有天壤之别。

侍奉中的关系与伦理

学习目标：

说明当众批评孩子可

能造成的影响。

8. 为何父母的话对一个孩

子有如此深刻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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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教养孩子过程中，肯定你们教会有一些信徒感到有必要给你一些建议，他

们会敞开说出意见，不管你是不是问到他们。这时你面对的试探是，让他们闭嘴，

或者对他们的意见未加慎重思考就严责孩子。

《箴言》22章6节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圣经也教导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弗6:4）。当众批评或不合宜的管教会伤害孩子。

即使当一位信徒在你面前提出正确合理的建议时，让你的孩子的尊严得以维护也是

至关重要的。有益的管教模式是始终如一而且公平的。孩子需要明确界限在哪里，

并且知道违反规定的后果。你所说的带医治功用的言语可使孩子像雄鹰一样在天空

中振翅翱翔。

十足的注意是必不可少的。

人人都在忙。如果你不小心，紧急事件就会取代重要事情。然而，紧急事件是

可以等待的，应将注意力集中在重要事情上——你的孩子需要你的关注。

在任何家庭中，时间和注意力都是重要资源。在这方面我确实有不少失误。我

在看儿子们的棒球联盟比赛时，一般手里不是拿着书就是讲道笔记，总想要一箭双

雕。像许多人一样，我常常能在同一时间完成多项任务。当我儿子上场时，他们会

朝我这边望过来，看我是否在观看他们的比赛。我真应当把讲道笔记留在家里，尽

管球场上确实有不少合适的讲道素材。

耐心胜于急躁

为什么在面对自己孩子的时候，我们的火气常常一触即发，而对朋友却能宽容

忍耐？我的儿子12岁，他在购物中心用自己的钱买了一副棒球捕手手套。在我看

来，他花高价钱买了个劣质品。他走到我跟前，微笑着让我看他新买的手套，我想

都没想就把手套拿过来，和他返回商店把手套退掉了，而且告诉他，“下次乱买东

西之前要先告诉我！”他那时脸上的表情至今依然铭刻在我的脑海中。儿子希望像

爸爸一样成为一名棒球捕手，而他的爸爸连想都不想就遏制了他充满创造性的、发

自内心的爱的恩赐。我多么渴望时间能够倒流，让我可以涂改那个时刻，但这是不

可能的。

我开始认识到一种尊重孩子感受的健康关系所带来的喜乐。我还认识到，如果

我们自己在成长过程中期望父母的关爱、尊重和珍视，那么，我们就要在我们孩子

的成长过程中给予他们关爱、尊重和珍视。

孩子的需要与父母的需要不同

我们经常在晚上仓促地把孩子送上床睡觉，关上灯，为的是回屋看电视、报纸

或书籍。在我们耳边回响的是这样的声音：“爸爸（妈妈）给我讲讲你小时候的故

事。”他们其实是在说：“跟我说说话，摸摸我。我在这个房间里很孤单，我还不

想睡觉呢。”心与心的相接，灵与灵的相触常常在这样不经意的时候发生，不要匆

匆走掉，不要让这个时刻在记忆中成为遗憾。

我女儿对她的一个朋友说，“告诉你，我爸爸那时……”，她开始了一段独

白，描述我给她讲的一个几乎被我遗忘的睡前故事，那是学校里一个在学校里大孩

子撞我的故事。我始终搞不懂什么是值得记住的故事，什么是不值得记住的故事。

建造稳固的婚姻与家庭

学习目标：

讨论孩子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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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道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呢？只要你讲述给孩子，对孩子才是最重要的。我记

得，我的爸爸给我讲过他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流浪的日子，他如何跳上

从南阿拉巴马州开往乔治亚州哥伦比亚的火车，他在那时见过的人和做过的事。我

真想听上一宿，可他却匆匆地讲完了。

对一个孩子来说，生活并非像看起来那么简单。

孩子正处在学习的阶段，分辨是非好坏的能力还很弱。他们很容易上当受骗，

每件事物对他们来说都是新鲜的。他们沉浸在世界的奇妙之中，美丽与丑陋都是新

发现。我们要牵着孩子的小手，建立他们的自信心，驱走他们心中莫名的恐惧，

增强他们的安全感。当他们问及“谁会来照顾我？”时，让他们知道你会在他们身

边。在日常生活中，培养他们良好的习惯和始终如一的品行，帮助他们积极健康地

管理自己的生活。

教导你的孩子学习圣经。到了时候，必定结实百倍。你所得到的回报将远远

超过你的所求所想。这正是我所经历到的，那是在几年前文图拉第一神召教会

（Ventura First Assembly）的牧师进深大会上。我站在等候午餐的队伍中，正等着轮

到我领比萨，一位来自文图拉青少年挑战中心（Ventura’s Teen Challenge Center）的

女士转过身，拉住我的手说道：“我们从来没见过面，可是我已经喜欢并仰慕你好

久了。”我吃惊地问：“你为什么这样说？”她答道：“几年前我和你儿子都在南

加州大学（现前锋大学）读书。我那时是个没用、失败的边缘青年。最后我不得不

离开学校，但是，你的儿子却一直对我很好。他愿意和我说话，待我就像一个重要

人物一样。我想了很多，我认为，若是一个人能够尊重像我这样的失败者，那这个

人一定有一位伟大的父亲。”我在心里感叹道：“谢谢你，儿子！”

我记起圣经的两处经文。“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

你母亲友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提后1:5） “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

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

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

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申6:1-21）

在危急中保持平衡。

在危难环境中，表现出可以让孩子效法的行为很重要，能让孩子学到在言语教

导中所无法学到的功课。有许多事情是我不理解的，我需要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发

生了什么与为何发生。通常，从不同的视角看问题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焦虑，使我们

更客观地看待问题与消除误会。我们应当寻求合作，因为两人智慧胜一人。

我从教育子女中学到的东西已经够写一整本书了。我认识到，慷慨地付出友善

与关爱也会获得慷慨的回报。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喜乐莫过于一个朝气蓬勃的小

孩子手里捧着一份爱的礼物，不论是用尽所有积蓄买来的，还是自己动手做出来

的，不论是口里说着的，还是那无声胜有声的“我爱你。”

谦卑可能是在一般家庭中，在所有父母身上最容易识别的一个品质。我们通常

所做的事情可以列出一张很长的清单：换尿布，清扫孩子吃过晚餐的地板；改掉孩

子的坏习惯，向邻居解释孩子说过的令人尴尬的话；看孩子的不良报告，在我们盛

装打扮后忍受孩子搂住我们的脖子或抱着我们的大腿，支付孩子闯祸弄出的罚金，

与孩子一起坐在校长办公室。这份清单还可以继续列下去。

学习目标：

说明父母保护孩子的

方式。

9. 为什么教孩子圣经可以

帮他们建立安全感？

�����

学习目标：

说明为何谦卑是教育

子女的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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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经历到因谦卑而有的尊重与殊荣。我相信，把你的孩子当作上帝的孩

子一样来尊重，将会给你的生命铺上尊敬与爱的华盖，护卫你谦卑地走完这一生，

喜乐地步入天堂。上帝常常以我看为不可能的方式，借着一个小孩子敞开的心灵，

就是我自己的孩子来施行他满有恩典的神迹奇事。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太19:14）讨上帝喜悦，让我们上天堂的是什么呢？好好看看你的孩子，正确审视

他们，然后再问一下自己这个问题。

塑造出一位优秀父母的是什么呢？我不太确定自己是否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就在我认为自己已经了解孩子的时候，我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我记得一句著

名的话：“父亲，就是在皮夹里将照片放在曾经装钱的地方的那个人。”婚姻与养

育子女经常使我们陷入痛苦、危机和失控的险境之中。有时履行作为一个配偶或父

母的责任令人感到泰山压顶。上帝为父母设立的真正目标是什么呢？对父母的真实

期待是什么呢？我如何能够最圆满地实现它们呢？

托马斯・富勒（Thomas Fuller）是17世纪的牧师，他曾做过这样的祷告：

上帝啊，我发现在我救主的家谱里接连四代中不寻常地记录了四次值

得注意的变化：

罗波安生亚比雅，一位坏父亲生了一个坏儿子。

亚比雅生亚撒，一位坏父亲生了一个好儿子。

亚撒生约沙法，一位好父亲生了一个好儿子。

约沙法生约兰，一位好父亲生了一个坏儿子。

上帝啊，由此，我领会到，我父亲的敬虔是不能遗传给我的；这对我

来说是个坏消息。但是，我也领悟到，现实生活中的不敬虔不都是遗传

的，这对我儿子来说是个好消息。（Fuller，Custance 1988）

婚姻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不切实际的期待。一对平凡的男女进入婚姻，期待

婚礼能带给他们唯有上帝才能赐予的幸福。上帝为婚姻关系订立了特别的计划，若

想建造婚姻而不按照这个计划行事就会招致失败。这就是为何诗人说：“若不是耶

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诗127:1）

与配偶关系的不断提升是建造成功婚姻不可或缺的要素。一位女士在她结婚50

周年纪念日上道出了她婚姻长久幸福的秘密。她说：“在我结婚那天，我就决定列

出我丈夫的10项错误，为了婚姻的幸福，我会不去计较这10项错误。”

一位客人问她那些错误是什么。“告诉你实话吧，”她答道，“我根本就没费

心去列出他的什么错误。而是每次我丈夫做了让我特别生气的事情，我就会对自己

说‘他真幸运，这次的错误在那十个错误之内！’”她从来就没有创建过错误清

单，但是，多年来，她创建了其他的东西——一种理解与宽容的态度。

诚然，每个丈夫和妻子都应该培养一种理解与宽容的态度。不过，有些错误是

不容忽视的；有些错误是能导致人的堕落和关系破裂的罪行。但是，也有些所谓的

错误是微不足道的，根本不值得为之争执。如果你配偶做的事情令你感到烦心，但

是对你们的关系、救恩或安全感未造成影响，那可能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完

全可以在不伤害配偶的情况下共同解决。我们应当首先断定一个错误是严重的还是

10. 为什么我们要先成为上

帝的子女，然后才能更

好地教育我们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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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事一桩，然后根据实际情况与配偶一起解决问题。丈夫与妻子必须同样以理解与

宽容相待。

家庭应作为一个团队一起生活、侍奉和娱乐。家庭中最重要的是一种归属感，

要让你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拥有一种归属感，一起做事情，分享共同关心的事情，

发动每个成员为家庭承担责任，享受庆祝特别日子的乐趣，让人而不是礼物成为节

日的中心。当孩子听到为他所做的祷告，他的意见被真正听取和重视，并且知道自

己在家庭中是重要的并被疼爱的时候，他就会发生转变。

阿瑟・戈登（Arthur Gordon）讲述了他年轻时一个有趣的故事。

那时，我差不多13岁，弟弟10岁大。一天，爸爸答应我们去看马戏表

演。可在午餐时间，他接到一个电话，一桩紧急生意需要他赶到市中心

去。弟弟和我都做好了去不成的准备。而后，我们听到爸爸说：“不行，

我去不了，让这桩生意等等吧。”在他回到餐桌时，妈妈微笑着说：“马

戏团还会经常回来演出，你知道的。”“我知道，”爸爸答道，“但是，

童年一去不复返啊。”（引自Hewitt 1988，66）

我们应将平安、稳定与圣洁深深地根植在家庭生活中。我们必须如此生活。

“充分训练”这个动词在圣经中出现的三次都被译作“专心致力于”。希伯来文的

动词词根可以进一步解释这种“训练”的意思。它被用来描述希伯来接生婆在接生

过程中将一根手指伸入压碎的甜枣和橄榄油中，然后在新生儿的嘴唇上面涂抹。婴

儿受到刺激后会吮吸摄入营养，这个过程被译为：“激发一种渴望” 。因此，你每

天的生活应当展现出基督徒信仰的真实与见证，乃至你的孩子渴望拥有这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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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测验

圈出最佳答案。

1. 在婚姻中建立亲密关系的最大阻碍是

a）个性差异。

b）财政顾虑。

c）自私。

d）沟通困难。

2. 沟通中语调所传递的信息所占的百分比是多少？

a）7%

b）23%

c）38%

d）10%

3. 在婚姻关系中，有效沟通的关键是

a）晚餐时间的谈话。

b）目光接触。

c）精炼的演说技巧。

d）倾听。

4. 倾听就是

a）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说话人身上，听对方说些

什么。

b）接纳而不去论断对方所说的话。

c）准确重述对方说过的话的能力。

d）以上选项都对。

5. 女人最想从男人那里得到的是什么？

a）解决方法

b）经济保障

c）体谅

d）同情

6. 知识是认识到爱的敌人是自私，而聪明是

a）通过从一位良师那里学习而获得的。

b）经过漫长的时间才能获得。

c）接纳双方的自私。

d）对付自私。

7. 有效运用知识和聪明被称作

a）智慧。

b）洞察力。

c）与生俱来的才智。

d）常识。

8. 希伯来词“hesed”被译作

a）“loving-kindness（慈爱）”。

b）“steadfast love（坚定不移的爱）”。

c）“unfailing love（永不止息的爱）”。

d）以上选项都对。

9. 按照《彼得前书》3章7节所说，不尊重自己的妻

子会导致

a）慢性疾病。

b）淫行。

c）祷告受阻碍。

d）破产。

10. 孩子最渴望父母给他们：

a）迅速的回答和决定。

b）全心的关注。

c）自主的空间和物质上的东西。

d）经济保障和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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