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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情人
              —妻子篇（一）

       文/张志刚

CPA, PhD 十七年经验
资深移民律师

 报税: 个人，企业 Tax Returns
 会计簿记Accounting Bookkeeping
 薪资服务 Payroll Services
 会计软件 Accounting Software
 公司设立 Business Formation

办理各类移民

 家庭类移民 (Family-based Immigration)
 工作类移民（工卡，绿卡）(Green Card)
 特殊签证 (Special Visa Services)
 公民 (Citizenship) 

注册会计师, 

www.shomoimmigrationlaw.com xushomo@gmail.com
6214 Morenci Trail, #203, Indianapolis, IN 46268, USA

办
(317) 224-7832 中文, English

(317) 217-8548 English, Spanish 
Russian 英文，西班牙语，俄语

商学院副教授

 上诉 (Appeals)

Hongjiang Xu

免费电话咨询 Free Phone Consultation

- 在北印第安纳, 本琴行提供的钢琴种类和 
      数量排行第一 
 
-     服务范围：售后钢琴搬运，调整修复，调音    
      
-     价格绝对优惠 
 
-     提供最佳的选择和购物体验 
 
梦想琴质，低廉价格，请来Piano Market Plus 
 
 
     本琴行是 * Yamaha授权经销商* 

2135 Industrial Parkway
Elkhart, IN 46516
574.210.9078
pianomarketplus.com 

开张大促销！！ 
 
店内所有钢琴优惠出售！ 
电子钢琴 ，竖式钢琴, 和三角钢琴, 由您任选  
 
惠顾本琴行，即可参与抽签中奖活动。奖品包括： 
钢琴灯，钢琴凳，节拍器，或钢琴免费调音一次！ 
 
*在店内填写表格, 获奖者将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通知 
 
 
 

『编者按』 印城華人教會張志剛牧師在情人
節以“永遠的情人”為題，講了妻子篇和丈
夫篇，反響熱烈， 深受欢迎。茲徵得他本人
的同意，本刊將連載该文以饗讀者。

         今天是情人節，如果在耶穌的眼裡，我
們是他的童女、他的新婦，那我們就站立起
來，與我們周遭的兄弟姐妹，彼此說一聲“
情人節快樂”！

        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覺得婚姻似乎
就是愛情的墳墓，婚姻關係中似乎不應該再
包括“情人”這個詞彙，好像“情人”只屬
於那些在婚姻關係之外的正在尋覓愛情的男
男女女。但今天我要提醒、挑戰大家的是，
為什麼神的兒女不能因著基督的信仰，首先
看我們自己的配偶為情人，而且是永遠的情
人呢?!今天在主的面前，我盼望夫妻彼此說一
聲：你是我永遠的情人！ 

         還記得信主之前，我崇尚存在主義，總
覺得人生是荒謬的，而婚姻更是荒謬中的荒
謬，是兩個偶然來到世界上的男女，藉著一
紙的契約結合在一起。所以當我的太太試著
問我，假如我和你媽都落在水里你先救誰？
我考慮都不考慮就回答她，當然先救媽。其
實我媽信主、愛主，持家的原則是愛媳婦要
勝過愛兒女，因為女兒是自己生的，稍微粗
糙一點不要緊。所有那時我太太就說，我不
是得了一個好丈夫，而是得了一個好婆婆。
我的問題不在一個男人要愛誰更多，而是為
要告訴自己，媽至少還有血緣，太太卻是一
個偶然。所以信主之初，基督的信仰給我人
生和婚姻兩個最大的衝擊：首先我的生命不
是一個偶然，不是一個荒謬，我的受造是有
目的的，是神為了榮耀他自己的名特別賜恩
給我的（你也一樣）。所有我就不再是宇宙
間微不足道的一點兒灰塵、也不是天邊飛過
就不見的一道流星。神說他是按著他的榮耀
的形象和樣式造了我，並在我的生命中注入
了他對我的命定和旨意。如果我承認這是真
實的，那我生命最終的目的理所當然就是為
了榮耀他；這也就是我後來會毅然決然接受
他的呼召獻身傳道最根本的原因。

         基督信仰在我婚姻關係上還有另外一個
巨大的衝擊是，原來婚姻是“骨肉”關係。
什麼是骨肉？骨肉是不可分離的，骨肉是甚
於血緣的！說真的我原來看太太（哪怕是新
婚蜜月）好像都是一個偶爾走到了一起的路
人，如今看她（結婚快35年/珊瑚婚）是自己
須臾不可分離的骨肉。所以一信主我就很認
真地對主說，如果說要我愛人如己，那就讓
我從愛自己的太太做起，這個目標很近、也
很小，但如果我連太太都愛不起來，我都懷
疑自己會去愛別人如自己嗎？這也就是我這
些年會把自己的太太當作半個女兒的緣故，
因為女兒是爸爸半個情人！作為一個先生我
們時不時與自己的太太磕磕碰碰，但我相信
你若面對女兒，有時到嘴邊的話都會笑笑咽
下去。你們遲早看得出來，師母是很被我牧

師寵愛的；在家我有時會當著兒子的面叫她
一聲“女兒”。只是她從來不叫我爸，不像
從台灣來的姐妹們，常常會順著孩子很自
然、很親切地、甚至還帶著一點兒嗲聲嗲氣
叫自己的丈夫為“爸爸/Dad”，我很羨慕這
樣的愛稱，其中有帶著謙卑和對丈夫敬重的
成分，所以我們這等從大陸來的姐妹們，可
要好好向人家學習哪，相信會有一份祝福從
天而來！          

        好，在講夫妻關係之前，我先給大家打
打氣，有人說“婚姻是一個需要終身學習的
課程，如果你要跟隨耶穌那最好不要結婚。
因為妻子兒女多少會有些拉扯，所以保羅會
說“有妻子的，要像沒有妻子的”，但是你
若要像耶穌，那唯有結婚一條路！因為在婚
姻中你才會更深地體認你與耶穌基督的關
係，什麼叫捨己的愛憐；什麼叫忌邪的聖
潔；什麼叫愛情如死之堅強，是耶和華的烈
焰，眾水不能熄滅，大水也不能淹沒。

         這二十多年來，我在教會中看到一個不
爭的事實：婚姻出了狀況，一個人裡面就站
不起來了；家庭出了問題，教會也一樣跟著
遭損；特別是牧師傳道、長老執事、組長同
工的婚姻家庭。

        今天的應用經文“弗5:33然而你们各人都
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
他的丈夫。”為了便於學習和記憶，今天我
要用四個名詞來分解、來講說聖經上“妻子
也當敬重他的丈夫”的教導。

尊    重

        大家都知道夫妻關係最重要的元素是
愛，但對一個男人來說，他們都不喜歡用“
被愛”這句話，他們覺得這太過女性化了。
若把作丈夫和作妻子的分成兩組，要他們用
一個詞說出他們在婚姻中的最深的需要和渴
求，作妻子的會說她們最深的需要和渴求
是“被愛”，而作丈夫的他們最深的需要和
渴求是“被尊重”。原來被妻子尊重，對一
個男人來說是第一位的！所以一個丈夫被問
及是否被愛，他就會把妻子對他的尊重解讀
成愛。這樣看來一個作妻子的，即使她已經
盡心盡力把家打理得很好，如果她不能讓他
的丈夫從心裡感受到被尊重，那他們婚姻中
的愛就缺失了。

     “妻子也当敬重他的丈夫”，敬重的原
文意思是“很深的敬意”。神是
帶著命令的語氣在說，作妻子
的，你應當對你的先生懷有深深
的敬意。你不要覺得神說的話太
肉麻、太可笑，神知道他在說什
麼。神在曠野裡造了亞當，亞當
天生就是一個戰士，而男人被造
成一個戰士是神的設計。每個男
人都希望他們是自己的妻子最尊
重的人，而男人的一生都感受著
內心深處的這種壓力和需要。記
得當年在上海談戀愛逛馬路的時
候，梅影總是走在馬路的泛水的
內則，因為我人不高，她就不再
穿高跟的鞋子。在美國有時走路
突然竄出一條小狗，她會嚇得揣
著我不放，我都會感到心裡美滋
滋的，這種感覺只有男人才會明
白。我們男人都盼望至少在某一
個方面獲得成功，並被他的妻子

所看重，如果他們在家裡感覺不到那種尊
重，他們或許會從其他的地方去找這種感
覺，有的時候這會成為男人們的一個非常厲
害的試探，我這樣說不是為男人進入婚外戀
的試探找藉口，而是提醒作女人的、作妻子
的，你要有屬靈的智慧。男人被造成一個戰
士，雖然每一天他都需要披甲上陣，但回到
家他就要卸裝，人卸了裝就會露出軟弱的、
不足的一面，這就像那些明星在後台卸了妝
之後，有時會令你大失所望一樣。但這個時
候作妻子仍然把卸了裝的男人當作戰士，那
個男人是幸福的，他也真的就是一個戰士
了。所以從這個角度說，女人實實在在就是
男人的幫助，她的天職就是在幫助一個男人
成為一個戰士。

         不能否認我們在婚姻關係中從來就強
調愛、高舉愛，但卻常常忽略了尊重。作妻
子的，她們內心都希望自己的丈夫能無條件
地愛她，這沒有錯，聖經就是這樣教導的，
男人愛妻子要愛到捨去自己；但妻子對自己
丈夫的尊重也應該是無條件，這同樣也是聖
經的教導，妻子要從心裡敬重，（不只是尊
重）自己的丈夫。今天不是太太漂亮、聰
明、賢惠才能贏得她丈夫的愛心，同樣也不
是男人能幹、富有、沒有差錯，才值得他太
太的尊重。我想說，做妻子的要敬重自己的
丈夫，這就像神在屬靈的倫理秩序中所強調
的，“弗5：22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
的丈夫，如同順服主。 23因為丈夫是妻子的
頭，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神在這裡不是在
說當丈夫做得讓太太心裡佩服的時候他才是
頭。可見，婚姻中的愛和尊重都應該是無條
件的，因為它是一個“一體”的生命關係，
是神在婚姻中的設計和命定，不論丈夫或妻
子他們當下的狀態是否令自己或對方滿意。
換句話說，即使我對自己所表現出來的狀態
不那麼滿意，但我仍然會被愛、我仍然會被
尊重，這樣的婚姻才是幸福的，才是有安全
感的。有人或許會問，這樣理想的婚姻關係
有可能嗎？回答是肯定的，藉著神的救贖，
你只要看看自己，這樣的不完全、不可愛，
但神卻仍然以完全的愛來愛我們，祂仍然把
我們看為祂所愛的孩子和新婦；而當我們真
實地感受到神的愛，我們最終也可以在主的
愛裡去完全接納不完全的對方。常言道，每
個成功的男人背後都有一個偉大的妻子，我
想妻子的“偉大”，正是從尊重他的丈夫開
始的，這要比她天天關心丈夫吃得是否健
康、穿得是否暖和更為重要。

『未完待续』

印城华人教会

中文学校
招聘启事：
印城华人教会中文学校为了进一步
的发展，特招聘有志于中文教学的
老师，有意者请与校长李宏联系： 
csccci@indychinesechurch.org

欢庆中国新年：合唱队小朋友表演

欢庆中国新年：兑奖处

家长和孩子们一边享受美食一边愉快的交流

欢庆中国新年：做游戏---大风车

欢庆中国新年：传统服装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