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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的情人
                  —妻子篇（四）

                    文/张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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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    身

          ——中文“委身”的詞義是以身事人，
特指女子將自己的身體交給相愛的男人，以
身相許。保羅曾在哥林多前書講到婚姻中的
委身“7:4 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
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
乃在妻子。”婚姻中的委身是雙方的，所以
夫妻雙雙絕對不能以性作為武器，這會給魔
鬼留地步！沒有委身就不成為婚姻，所以神
所喜悅的夫妻生活都是以把對方的需要放在
第一位的。委身是雙向的，它包含著丈夫對
妻子的顧惜、愛憐和捨己，委身也包含著妻
子對丈夫的尊重、欣賞和順服。

          

今天我想從委身的引申意義來分享，對一個
妻子來說，委身不單是指妻子對丈夫的以身
相許，委身還應該包括男人在她心目中的首
要位子。通常男人在這方面是非常敏感的、
甚至是小氣的，他不希望他們的妻子心裡看
好其他的男人，或常常聽到她們評價別的男
人有多好，包括在屬靈上。他們想知道的就
是你只鍾情於他，雖然他也知道自己並不怎

麼樣。要知道作妻子從來不希望自己的男人
把她與別的女人相比，同樣的道理，作男人
的也從來不願自己的妻子把他與別的男人相
比，因為在婚姻裡，男女雙方都應該是對方
不可替代的唯一。大家都喜歡泥土音樂（《
常常喜樂》《你為何對我這麼好》
《腳步》的作者）盛曉玫，她是一個聰明的
女人。在洛杉磯我們多次採訪他們夫婦，她
的先生Michael Lee早年因為房地產失敗回
到台灣尋求發展，曾經忙於事業，以及在台
灣教會的事奉，一心就做空中飛人。盛曉玫
留守在美國帶著漸漸長大的兒女，怎麼也叫
不回來自己的先生。有一天她問了先生一句
話，“你說那裡很重要，都離不開你。那誰
能夠代替你在家中的位置呢？”就因這句一
話，他就放下一切回到太太的身旁。是的，
先生你是唯一的，是沒有人可以替代你在我
們婚姻家庭中的地位的！Michael雖然被責
備，但他的心得到滿足，他知道自己在妻子
的心裡是第一位的，是沒有他人可以替代
的。

          按著上帝的對婚姻的設計，大多數的男
人都希望自己能來領導他們的家，雖然他們
中間很多人都不知道如何來領導，或許也實
在缺乏領導的能力，所以做妻子的應該允許
他們的丈夫在領導時犯一些的錯誤，有時他
也会做些蠢事、說一些錯話。你可要知道你
的男人不是一個超人，有些溝坎是他跨越的
能力所不及的，他可能永遠也不會達到你所
希望的那麼能幹。那一年我在英國帶一個家
庭營，一位做妻子的因著聖靈的感動，流著
淚當眾起來悔改，說是她裡面的驕傲阻攔了
自己的先生進天國的路，這輩子就覺得他負
了我的期望，對他說話都是兇巴巴的，連兒
子都不如。我已經對作妻子的講過，當你的
丈夫無法預期完成某件事情的時候，你不要
失望責備他說他不中用，你要多給他一點空
間；而當你的丈夫做了對的事情、好的事情
的時候，你要為我們多多叫好鼓掌；你的讚

賞會使你的男人做事更加賣力，表現更加出
色。有一對夫妻鬧架事情起因很簡單，先生
打理後院滿頭大汗滿但很有成就感，當他收
工走進屋裡本想得到妻子的讚歎和欣賞，
“太太，你看我幹得怎麼樣？”誰知太太不
屑一顧對他說，“有什麼稀罕，你所做的，
我出錢都能做的。而我所要的，你卻不能給
我。”結果你可以設想，兩個人差一點打起
來，什麼難聽的話都說出來了。有一次當我
趕到他們家的時候，警察也在那裡了。聖經
強調男人在家庭中要作領頭的，這絲毫沒有
貶低作妻子的意思；夫妻是一體的，男人是
永遠需要幫助的，這是神設計創造時的美
意，神說當亞當有了妻子的幫助那才是“甚
好”的。師母有一天回頭看我們的婚姻，她 
自豪地對我說：志剛，我看你是造飛機的，
我是造降落傘的；你是踏油門的，我是踩剎
車的。這話把我給嚇一跳，想想這話了不得
啊，飛機如果沒有降落傘、汽車如果沒有剎
車，我不就死定了嗎，你想我怎麼敢輕看她
呢。——記得在我奉獻傳道之初，她對我
說“我跟你走，一家人要苦苦在一起”，就
毅然決然地放下了自己的工作、身份，和收
入，成了我一個窮學生的陪讀。為了養家，
她又辛辛苦苦去替人做保姆。為了成為我的
幫助，她又去進修神學做我的同窗。所以，
師母對我來說絕對不只是造個降落傘、踩個
剎車，這二十多年來，若沒有她默默地委身
和陪伴，一同承受我在事奉中的壓力和挑
戰，我走不到今天。

          今天信息的題目是聖經上的話“妻子也
当敬重他的丈夫”，最後我想說，作妻子的
要認識婚姻中應有的角色，你要清楚你丈夫
最想要的和最想要你的是什麼？大家有沒有
思想過一個詞“配偶”，“創2:18 耶和华神
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
帮助他。」”這裡“配偶”的原文不是指婚
姻中的男、女對方，而是“幫助、求助”它
也特指婚姻中男人的幫助者。所以在上帝的

命定中，作妻子的天職就是要她成為自己丈
夫的幫助。“箴31:10 才德的妇人谁能得著
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31:11 她丈夫心里
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31:12 她一生使丈夫
有益无损。”按著聖經所說你的丈夫最想要
的、和最想要你的是神給你的那份唯一：對
丈夫的幫助，持家教子的智慧，以及長久的
溫柔。

          今天是情人節，請姐妹們原諒我牧師，
先為男人們、先生們、弟兄們說了一些話，
讓他們的臉上有一點榮光，有一點節日的快
樂。今天有些話做姐妹的可能覺得不中聽，
我們可以把它們放在聖經的亮光下。在下一
堂的信息中我同樣會替妻子們母親們、姐妹
們來說幾句話，那時做弟兄的你們或許也會
覺得有壓力，你也不要不高興，神既然視我
們為頭那就要承受更高的要求和責任，就像
聖經說的凡做師傅的就要受更重的審判。總
而言之，願我們的婚姻夫妻雙雙都能夠活出
神原來創造設計的榮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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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者请联系：

 csccci@indychinesechurch.org

印城华人教会中文学校的学生代表，在讲
故事比赛中Priscilla Chin（左图）和 陈可
欣（上图）呈现的精彩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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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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30日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中心
IUPUI活动中心举行的2016年《中国语言
文化节》上，印城华人教会中文学校的学
生代表，在其中的讲故事比赛中成绩傲
人：

一等奖：
Priscilla Chin (Level 1) - heritage group
Zayjah Marshall (Level 1) - non-heritage 
group
Zaji Marshall (Level 4) - non-heritage 
group

二等奖：
陈可欣 （Level 2）- heritage group
Joshua Chin (Level 4) - heritage group
李洋洋 (level 5) - heritage group
Ronan Yankey - non heritage group

三等奖：
杨颂灵 （level 2) - heritage group
Zilas Marshall - non-heritage group

     
      国内流行的新人生四大悲剧：
洞房花烛抄党章，洗脚足疗被嫖
娼，久病住院逢莆田，金榜指标
落他乡。 
      关于“金榜指标落他乡”，请
看其解读：

      男孩喜欢上了一个女孩。
      男孩是交了择校费进来的，可
是那个女孩很优秀。
      男孩费尽一切努力来引起女孩
的注意。
      开学一星期后，他顶着染黄
做了造型的头发大摇大摆进了教
室，看着秃头班主任长大了嘴巴
看他。
      全班同学都哄堂大笑，看着秃
头班主任的反应，可是男孩却只
是望着女孩。
      女孩头也没抬，静静的坐在座
位上做题。
      后来，男孩在课上总是怪声怪
气的接老师的话，课间在座位上
放大音量讲昨天他和谁又打了一
架，因为在厕所抽烟点名被黑面
校长在升旗仪式上大骂。
      他每次都会一脸无所谓，只是
会偷偷地，很快地瞄一眼女孩。
可是女孩的脸上总是惊不起一丝
波澜。
      终于他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情
感，在一个放学的晚上，召集一
群兄弟在教学楼下，当女孩安静
的走出楼梯口时，他用近乎嘶哑
的声音向她表白。
      人群一阵沸腾，高呼在一起。

      她愣了，白皙修长的手抓紧了
书包背带。
      过一会，她只是安静的走到男
孩面前，仰头说，我的梦想是清
华，我想在那里等你。
      人群一阵哄笑，男孩红了脸。
      以他的成绩，专科也上不了。
他一把把花塞到了旁边的人怀
里，扭头头也不回挤出人群。
      第二天，传来了男孩转学的消
息，在另一个城市。
      后来的女孩，总是在课堂上看
着那个空座位，发愣。
      三年后，清华门口，她安静地
站着，比起三年前消瘦了许多，
带着行李，只是站着，像是在等
谁。
      可是她也不知道她究竟在等着
什么，叹了一口气，走进校门。
      突然，身后一个明朗的声音
响起，你不是要等我吗？怎么不
等了？
      女孩的眼泪流了下来，转身。  
      男孩把头发染回了黑色，一身
简单的白体恤牛仔裤，像是周遭
泛着阳光。
      他帅气地拉起了她的手，走进
清华。
      后来，成为男孩女朋友多年的
她偶然问道，你那年转学去哪里
了，能考得这么好？
      男孩说：新疆阿勒泰二
中，200分就能上清华。 

      新疆阿勒泰二中招生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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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最具特色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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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上最幽默之招生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