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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的情人
                  —妻子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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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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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上期』

  欣    賞

        男人都希望他們的妻子能欣賞自己，無
論在體魄上、或其他方面。我想上帝造人故
意將男人造得比女人強壯一點，這當然是有
用意的。有位美國牧師這樣說：如果我們的
妻子總在我們面前提到電影裡性感的男人或
別的比我們在其他方面更成功、更優秀的男
人，我们男人心裡會認定自己不被欣賞。當
家庭的經濟面臨困難、或事業遭遇不順，而
妻子總是嘮叨抱怨，我們男人會听到背後的
一個聲音在說“看，你不行哪！”其實在屬
靈上也是一樣，作姐妹的你不需要常常抱怨
你的先生不屬靈，你需要有更多的耐心和
溫柔，為著你先生每一個進步向神感恩。有
兩男人去打獵，一天下來各人只打了兩隻小
鳥。回到家一個女人奚落自己的丈夫，一個
大男人，背了一桿長槍，一天下來只得到兩
隻小鳥，真窩囊。從此這個男人想到打獵頭
皮就發麻。而另一個女人回到家，她的女人
驚叫起來，哇，多厲害，我的男人把兩隻天
上飛的鳥打了下來！誰知道，第二年這個男
人竟然把老虎背了回來。我的意思是說，一
個聰明的女人她可以建立一個男人，而一個
愚昧的女人卻同樣可以拆毀一個男人；你可
以使男人剛強壯膽，你也可以使男人畏首畏
尾。這些年我在教會生活中看到，有些作弟
兄的不能站立起來，多少與他在家裡受到妻
子的欣賞和尊重不夠有關。這些年我看到不
少的姐妹在家裡對他們的先生說話的口吻就
像對兒子，總是兇巴巴的，今天聖靈在對你
說話：你要悔改！

          姐妹們，我想要告訴你，男人的內心
始終是不安定的，他們常常會搗鼓一些什麼
想來超越自己、想來表現自己，他的內心總
有那麼一點的焦慮或者說是驕傲。所以當他
做事受到挫折的時候，作妻子的你千萬不要
說“我早就知道你不行！”反過來當他做事
有成就、或滿頭大汗的站在你面前的時候，
你要明白這正是你的男人等著你來為他喝
彩、鼓掌的時候。這時聰明的妻子就會說，
哦，我的男人真了不得，他竟把天上的飛鳥
都打了下來；而愚昧的妻子呢，視而不見、
甚至哪壺水不開就偏提哪一壺，你想要我誇
你，臭美，我偏不說。

         我說過了，男人天生就應該是一個戰
士，而戰士是需要啦啦隊的，你看今天哪一
支出色的球隊（哪怕是高中的球隊）是沒有
亮麗的啦啦隊呢？你要知道你能夠選為啦啦
隊的一員是不容易的，都是百里挑一的。我
的結論是，一個男人的勇氣或成功，多少是
跟他的妻子對他的欣賞成正比。聰明的妻
子，你能否看到你男人身上最亮的閃光點，
欣賞並專注於他的長處呢？我說你不僅應該
是啦啦隊員，你還應該是啦啦隊的隊長，你
要帶領你的孩子們常常給你的丈夫、孩子他
爸鼓鼓掌。今天藉著情人節我要再次謝謝我
的梅影、我的師母，想想自己奉獻傳道二十
多年，我每次講道或與別人分享，她總是在
一邊靜聽，我從她的眼睛裡，能夠看到她對
我有一份欣賞，如果她對我的服事是不屑一
顧、或是嗤之以鼻，那我這一路走來將是非
常悲慘的，我也絕對走不到今天。那年在香
港我服事一對傳道人夫婦，妻子就是看不起
丈夫，他們各人帶領一個聚會。他們的同工
告訴我，倘若丈夫正在台上分享，只要看見
太太走進來他的聲音馬上就會低八度，真的

好悲慘。我們男人取得成功其中的一個必要
條件是來自我們妻子的肯定和欣賞，而感覺
不到這一點的男人，他們通常就會放棄嘗試
和努力，甚至會躲進自己的洞穴不願再出
來。

         情人節是一個充滿愛意的節日，我要
藉此說說我們男人的軟弱，聖經說妻子是一
個軟弱的器皿，但我看在自尊心這方面男人
要比女人更脆弱、更容易破碎。所以從此以
後你這個作妻子的，千萬不要在別人面前笑
話你的丈夫，也不要在你的家人面前數落
你的先生。我想告訴你，即使妻子在眾人
面前對他的丈夫只是開了一個善意的玩笑，
有時都會深深傷害到他。聰明的妻子都明白
這一點，千萬不能讓自己的男人失了志氣。
妻子當眾或背後的嘲笑責問，不會瓦解男人
裡面的驕傲，那只會使他感到屈辱。一個妻
子經常在人前、人後批評自己的丈夫，最終
還會使他的男人性格變得怯懦、畏縮、自暴
自棄。妻子是丈夫生命的一部分，如果你認
為他不值得你欣賞、不值得你尊重，那他的
裡面的身量自然就會矮了一截，他的生命中
就會出現一個缺口，他甚至會因此去追尋其
他能欣賞他的人或事。所以我日後有機會證
婚，我特別要呼召作新娘的起來做自己丈夫
的粉絲，好好欣賞他、尊重他、幫助他。有
一位姐妹感恩說：“我生命中最快乐的两件
事情，一是成为神的孩子；其次是成为他的
妻子。”我想這位被妻子如此欣賞的丈夫是
有福的。

         講到欣賞的話題我還要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你千萬不能再習慣地在你们孩子面前贬
低你的丈夫。如果是這樣，那么孩子们就会
像你看他那样地來看待他们的父亲，对他也
不會再有什麼敬重。以後當你需要丈夫能一
起來管教、帶領孩子时，孩子们是不会聽從
他們爸爸的。此外，你也千萬不要在夫妻難
處和衝突時，想要用感情去左右、去贏得兒
女對自己的支持，讓孩子在你們父母身上選
邊，那是世界上最最愚昧的事情。

         或許今天有人會問，要是自己的男人
沒有什麼可以值得欣賞的怎麼辦？我已經說
了，妻子對丈夫的欣賞和尊重是一個關係，
是神對婚姻的一個設計和命定，不是你的男
人首先做了一件什麼了不起的、值得你尊重
和欣賞的事情。反過來其實即使一件不怎麼
起眼事情，都可以讓人有欣賞的理由。記得
那一年奧巴馬蒞臨西點軍校，有72亞裔，其
畢業典禮傳統之一是“最後一名，有賞”。
最後一名但仍順利畢業的學生將獲得全體畢
業生的零錢的捐贈，在全場歡呼中從校長手
中接過一小麻布袋。據在校生稱，此儀式象
徵努力過完大學四年並過關的人，即便倒數
第一都值得鼓勵。我想那最後一名畢業生說
不准哪天他就背回來一隻大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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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们在3月20日的讲故事比赛中的精彩表演

校长和老师给优胜者颁发奖杯和奖状

Mark W. Roark, OD, FAAO                 

Kelly C. Summers, OD               

Offi  ce Hours:
Mon.& Thurs.: 8:30-5:30
Tuesday: 10:00-7:00
Wed. & Fri.: 8:30-3:30
Saturday: 8:30-12:30
For an appointment,
please call 317.577.0707,  
or visit: www.all-eyes.org 

Allisonville Eye Care Center
Comprehensive Eye Exams

全面眼科检查
Fit WAVE Contact Lenses for Myo-

pia Control
WAVE隐形眼镜的调试配戴，

有效控制近视 
Management of Glaucoma, Dia-

betic Retinopathy, 
Macular Degeneration 

青光眼, 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
黄斑变性管理

Laser Vision Care
激光视力保健

Binocular Vision Disorders
双目视力障碍

Accredited Dry Eye Center
授权认证的干眼症中心

10967 Allisonville Rd., Ste.120        
Fishers, Indiana 46038

Family Eye Health Care for both adults and children 
成人和儿童的眼科保健

Corneal Refractive Therapy (CRT) and 
other myopia control methods

非手术角膜屈光治疗（CRT）及其他近视控制方法

E 106th St.

Easy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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