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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的情人
                       —丈夫篇（二）
                         文/张志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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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琴行是本琴行是 * Yamaha* Yamaha授权经销商授权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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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關    注

         有人說一個作妻子的很想知道的是，
今天她的男人心裡想念过她沒有？我沒有問
過梅影是不是這樣。但我知道現今太多的男
人選擇的第一順位是世上的錢財和社會上的
地位，结果使自己妻子和兒女都变成了“陌
生人”。有位牧師說得好，我們男人需要努
力工作，但是努力工作和不顧親情的瘋狂是
兩回事，我們男人要供養我們的家庭，但這
不是去犧牲我們的妻子兒女。現今太多的男

人自私地把工作之餘的空閒花在自己的嗜好
上，他們覺得已經夠了，因為他們把薪水帶
回了家。但我想說，作丈夫的，你可要多多
關注你的妻子，她內心需要什麼，她當下的
感覺如何，這些都是婚姻幸福的常識。有人
陪太太逛街買衣、試衣，折騰了兩小時開始
往回走，作丈夫裝著滿有愛心地恭維太太，
老婆你買的這件衣服穿著挺好看的。太太氣
得叫起來，我出門穿的就是這件衣服！常言
道，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我們男
人很像埋頭耕地的老牛，眼大無光，太太打
扮得像花蝴蝶在面前都視而不見！為什麼不
能多看兩眼，為什麼不願多讚美兩句呢？

         我們作丈夫的需要常常靜下心來聽聽
妻子的倾诉，了解哪些事情會给她造成了压
力，哪些事情會给她带来了喜樂，又有哪些
事情會让她感覺受挫？我們要用愛心、熱心
和神給我們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恩賜來關注
她。我們男人曾經藉此贏得了她的歡心，那
如今我們要更加主動来介入她的日常生活，
看到她哪里需要帮忙，甚至不用她開口就盡
力而為。

         記得在世界杯足球賽期間，我注意到一
個專有名詞“足球寡婦”。足球寡婦是指每

逢重大足球賽事，中國的男人們為了足球，
可以不做家務，不陪太太上街，不與太太說
話，於是一個形象的稱號“足球寡婦”便戴
到了球迷太太的頭上。每當世界杯來臨，球
迷的妻子就很“慘”，男人們一個個撲向了
電視機前，再也沒有機會陪她們。我在想，
其實全世界都一樣，有太多的東西可以令我
們的妻子成為“寡婦”，一個男人只要愛自
己的工作、事業、興趣、嗜好、娛樂、網上
瀏覽、交際朋友……勝過他的妻子，都會實
際上讓他的妻子成為被冷落的“寡婦”。

        我們大家都可以在聖經中看到耶穌對他
的新婦、他的教會滿懷熱愛，因此我們作丈
夫的也應該將他的情感和愛心，投向曾經為
了你這個男人而放棄了所有其他的人選的妻
子。倘若一個丈夫期待妻子在身體和情感上
對自己專一委身，那他同樣不能覺得自己可
以在情感上隨心所欲，不能因為“工作太
忙”或其他的理由，而輕忽了自己的妻子。

         今天有不少的男人雖然身體在家，卻沒
與家人有實質性的接觸，他們覺得有些事情
似乎更為重要，比如搗鼓汽車、專研股票、
修繕房子，整理後花園、開設工作網頁等

等。所以當你們夫妻倆好不容
易一起坐在沙發上的時候，千
萬不要繼續開著你的電腦、玩
著你的手機、看著你喜歡的體
育頻道。我想說，在一個丈夫
的生命和生活中，妻子永遠應
該佔優先的地位，這是神的命
定，而當一個男人忽視神為他
所定的角色、推卻神賦予他的
職責時，他的家人就會受苦，
他就像一隻棄巢的鳥，將自己
的家暴露在危險之中。

        我想到我們作丈夫要關注
妻子，有一個很實際的態度就
是主動，想一想耶穌是當我們
還是罪人的時候就主動走進我
們、且為我們的罪而死的；所
以我們作丈夫的在夫妻關係有
難處時，對妻子表達你內心的
善意和愛心也應該是主動的。
我們常常看到，夫妻倆吵了架
以後，都會互不理睬，一直賭
氣等著對方向自己道歉。今天
我挑戰作丈夫的你要起來學習
耶穌，主動伸手示好，雖然
這件事情可能主要的錯不在你
的身上。有人這樣說“如果主
動的男人再多一點，哭泣的女
人就會少一點”。今天師母可
以作證，我們兩人若有什麼不

快，我都是第一向她示好，請記得一句話，
在愛裡沒有懼怕。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女人在感情上天
然就比男性更細膩、更敏感、更持久、也更
脆弱，因此一個妻子在婚姻中因為缺乏愛，
她要承受的痛苦和創傷就要比作丈夫的沉痛
得多、也嚴重得多，所以作丈夫的你要多一
點的主動，該認錯的認錯，該悔改的悔改，
不要等著你妻子的反應，你不要那麼小家子
氣；你既然是帶頭的，你就要先向著主、然
後自覺地走在她的前面示好。如果你們的關
係已經變得沉重、冷漠，若聖靈感動你、光
照你，今天起就靠著耶穌改變自己，千萬不
要等到明年的情人節再來告訴我牧師，你還
繼續在和太太冷戰。

        我今天要特別強調，丈夫對妻子的關
注，應該包括對妻子的忠誠，神一再的提醒
男人，要喜悅、滿足並忠實於自己“盟約的
妻”、“幼年所娶的妻”，與其他的異性設
立界限，不貪戀鄰舍的妻子，要遠避辦公室
的戀情。“箴5:15 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
飲自己井裏的活水。16你的泉源豈可漲溢
在外？你的河水豈可流在街上？17惟獨歸你
一人，不可與外人同用。18要使你的泉源蒙
福；要喜悅你幼年所娶的妻。”我曾經幫助
一對年輕的夫婦，太太最不滿意的就是他的
男人常常把眼光盯著街上的女人，甚至還要
連連回過頭去看。有人說男人是視覺動物，
容易落入眼目的情慾的試探中，這話講得不
錯，所以為著愛，作為一個丈夫，凡不好意
思在妻子面前看的東西，我們就不要看。

         今天我們要特別警醒，要脫離色情畫面
和影像的試探，避免色情網路成癮。千萬不
要去思想我離底線還可以有多近，而是要告
訴自己我應該離底線有多遠！男人要跟隨基
督，真實地去愛自己的妻子，一個想通過色
情的資訊來學習“愛情”的男人，他一定會
同時愛上其他任何的一個女人。流行文化告
訴我們，性的唯一目的是自我享樂，而不是
結合，但結合才是神對性的唯一的旨意。

         神在十誡中告誡我們不要姦淫，不要貪
戀別人的妻子，我要提請大家注意，十誡講
說的首先不是什麼道德問題，而是神在講說
自己聖潔的屬性，所以任何婚姻關係之外的
淫亂首先不是道德問題，而是對忌邪的、聖
潔的上帝的悖逆。人在性上面的不忠實，是
對神最直接的冒犯。去年夏天全球最大的婚
外情匿名交友网站Ashley Madison被駭客進
去，結果好幾位有頭有臉的男人，因為無法
面對秘密的姦情暴露而自殺。請記住，只能
在黑暗中做的事情，一定帶有罪惡的成分！
而人想在神面前匿名是永遠不可能的，你在
黑暗中做的事情，有一天神會讓你在光明之
曝露出來！就像大衛要面對罪的後果一樣！
聖經說，其他的罪尚在你的身子之外，但淫
亂卻是得罪自己的身子，而你我的身子本是
神居住的殿堂。婚姻既然是神的設計，那它
絕對就不是兩個人的事，當神的兒女去尋求
婚姻之外的性關係、性刺激的時候，我們直
接得罪的、羞辱的就是神！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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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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秉誠牧師，畢業於北京大
學生物系。1987年獲密西根州立
大學博士學位。先後在俄亥俄大
學(Ohio University)和西方儲
備大學(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工作。1993年後，
在威斯康辛醫學院從事基礎醫
學研究工作。曾長期崇尚無神論

和個人奮鬥，在上帝的大愛的感召下，逐漸
認識基督信仰是客觀真理，1992年復活節受
洗。1997年蒙召專職傳道。1999年秋，進入
美國海外神學院學習，後在美國加州獲神學
學位，並按立為牧師。馮牧師曾在中國基督
徒作家基金會工作；迄今為止，馮牧師的力
作《遊子吟》(署名：里程)總發行量超過100
萬冊；另外著有《神的聖言(卷一)-聖經的權
威》、《神的聖言(卷二)-聖經的詮釋》、
《神的聖言(卷三)-聖經的難題》等。

         朋友，我們人生活在這個世上，從讀
書工作到成家立業，一帆風順的時候其樂融
融享受其中；遇到天災人禍、艱難困苦、疾
病磨難的時候會情不自禁地呼喚蒼天助己之
力。面對蒼天我們曾否認真思索過——真有
上帝嗎？宇宙從何而來？ 科學描述了這個世
界的“如何”、幫助我們認識已經存在的規
律；但是科學能夠回答這個世界的“為何”
、能夠創造或改變這個世界的規律嗎？
        朋友，藉著週末的時間到印第安納最北
部的城市南灣(South Bend)遊覽一下美麗的
聖母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 Dame)校園，
更藉此機會聆聽一位曾經的生物科學家所發
出的心聲：相信上帝是件難事，不相信上帝
是更難的事；相信上帝需要信心，不相信上
帝需要更大的信心。所以真正的科學，是在
上帝面前學習謙卑，難怪那麼多科學家聲稱
看見上帝的手，轉變信仰歸向上帝。

南湾华人基督教会福音布道会讲员
畅销书《游子吟》作者

     冯 秉 诚  牧 师
                     个人简介及布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