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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的情人
                  —妻子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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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    寧

         如果男人真的就是一個戰士，那麼他
就會希望家裡能夠有多一點的放鬆，這也就
是男人常常喜歡偷懶的緣故。今天情人節我
不希望為此替男人找一個偷懶的藉口，因為
聖經說懶惰是罪，神並不喜悅。我只是想藉
著情人節，讓太太們對自己的男人的性情有
多一層的了解。其實作男人也一樣是不容易
的，為了一個家的需要，他要承受許多妻子
們難以承受的壓力和挑戰，今天一家人能衣
食無憂，年年有餘，作姐妹的要好好謝謝自
己的先生、謝謝孩子他爸。

         不能否認，女人天生比較會用情緒或
感情來控制一個男人或是他們的孩子，所以
聖經最終要作妻子的不是去“戀慕”丈夫，
而是要去敬重自己的丈夫。有一個年輕的弟
兄問我，他總有一些困惑，他說我的太太要
我去車庫拿一件東西，我拿來了，她又會接
著說，還有另一樣東西也請你去拿。她為什
麼不叫我合起來走一次呢，甚至還會有連續
走三次的？我知道他們夫妻關係有緊張，他
的太太對他有不安全感，並且有很大的控制
欲。有人這樣說，當妻子的情緒低落臉上顯

出不高興的時候，男人就會恐慌起來，不知
道自己在什麼地方出了差錯。這或許是真
的，所以作妻子的，當男人有錯，或你感覺
有什麼不對的時候，請直接一點地告訴他，
不要讓他費心猜測。反過來當你自己的情緒
低落，心情不佳時，你最好也要明白地告訴
你的男人，這不是他的錯，不要讓他對你的
負面的情緒負責，那對你丈夫來說是一個很
大的恩典，他的心也會得著一份的安寧。

         

       我說男人希望家裡有多一點的安寧，是
為了引出接下來的一個重要的話題，男人們
希望他們的太太只是做妻子，而不是做自己
的媽。男人并不是在寻找一位试图改变他们
的妻子，当然男人很多的方面需要改变，太
太們要理解和認識這一點永遠不會太晚。聖
經多多提醒作妻子的要長久的溫柔，而不要
過分地嘮叨，即使是對那不信道理的丈夫。
聖經箴言上有這樣的說法“21:9 宁可住在
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
同住。21:19 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使气
的妇人同住。”一個试图通过暴跳如雷、哭
闹和乱发脾气操纵、控制她丈夫的妻子是愚
昧的，她不去关注什么是对婚姻最好的，相
反是被她自己的方式迷惑住了，这將會导致
婚姻关系的破損。作妻子的情緒失控的背後
的成因，往往是因為裡面的不安和懼怕，做
妻子的要明白一個屬靈的道理，你的丈夫越
是愛主，你的婚姻就越安全；所以與其常常

哭鬧，不如多多禱告，哭鬧只是讓丈夫注意
你，禱告則是讓你的丈夫敬畏神。當然你這
個作男人的要早早站立起來，不要把自己當
作捧不起的劉阿斗，不要甘願在生命中做一
個一直想要別人照顧的嬰孩。如果你一味的
懶惰、逃避、懼怕，那麼你的妻子就不得不
在婚姻中擔任起母親的角色，但這在一個真
正的男人來說是不願意的。但反過來，妻子
如果越位做了自己丈夫的媽，她就會因為太
過勞累操心，而宣洩更多的嘮叨和抱怨，結
果就是她會永遠面對一個怎麼也長不大的孩
子，在屬靈的關係其實上也是如此。

         記得有一年回國偶爾在電視上看了幾
個小品，心裡越看越不是滋味，那些作品中
的男人幾乎個個都窩囊、膽小、油滑像個小
不點，而女人幾乎個個都凶神惡煞像罵街的
大媽。有話說，女人不像女人，男人也就不
像男人；反之亦然，男人要是不像男人，女
人也就不像女人。那結論是什麼呢？凡男不
男、女不女的，都是有違上帝對夫妻婚姻原
初的設計，小至一個婚姻、家庭，大至一個
民族、國家都得不到上帝原本的祝福。所
以，親愛的弟兄姐妹，今天我們每個人都要
回歸到神心意的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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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城华人教会中文学校是一所有着30多年
历史的周末语言学校。自1982年成立以来, 
一直秉承教导学生学习汉语语言，了解中华
文化，继承民族传统的宗旨：

     学校现设从幼儿至高中学生的初，中，高
级中文班。其中很多老师是具有美国教师资
格的中小学和大学的专业中文老师。此外，
学校现有广阔的课间活动空间，并已成为学
生的挚爱和办学的一大特色。学校每学年都
举办一些配合中文教学的经典活动，如识
字，朗读，作文，讲故事等学习与娱乐结合
在一起的各类比赛；以及圣诞节，中国春节
等农历传统节日的庆祝表演。

        印城华人教会中文学校其中最具特色：
预备中文SAT和AP考试的实用中文班；适应
非汉语国家学生练习中文的中文会话班及成
人班；儿童合唱团；儿童圣经班；课间学校
为学生们准备小点心及饮料，还提供健康的
娱乐活动如棋类，跳绳，抖空竹，踢毽子，
书法，观看中文卡通等。

印城华人教会中文学校在3月20日举行
讲故事比赛，图为孩子们的精彩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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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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热切的等待着上台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