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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的情人
        —丈夫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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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陪 伴

     我們要明白，夫妻結合是為了互為伴
侶，他們理所當然應該一起生活，上帝命令
丈夫要與妻子“同住”，而不是在對太太有
需要時才與她見面、向她說話。“彼前3：7
你們作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她
比你軟弱，與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
以要敬重她。這樣，便叫你們的禱告沒有阻
礙。”神的話很重，如果你不按情理保養顧

惜軟弱的器皿，
與她一起承受生
命之恩，那你的
禱告就會受阻
礙，你與神的關
係就會受虧損，
而你本來可以從
神來的祝福就會
失落。

     今天我要送給大家一幅愛的對聯，特
別要請作丈夫的記著，這兩句話都來自聖
經“共享骨肉之情，同承生命之恩。”作丈
夫我們要明白，沒有一個作妻子的是希望過
独立生活的，她嫁給你就是想與你一起養
兒育女，操持家務，而不是两个人在一個
屋簷下過各自的生活，不要讓你的太太當作
Roommate.我知道而今不少夫妻在家裡都人
手一機，一天到晚埋頭撥弄，猶如獨居者。

     耶穌作為新郎他認識自己的新婦，愛
聽我們的聲音；同樣神也要求作丈夫的要陪
伴自己的妻子，與她同住，一起承受生命的
恩典。你不要把什麼事情都搞得太複雜、太
沉重，生活是可以充滿情趣的，生活是可以
有藝術品味的，平日我們常常會一起採野
菜、撿核桃、逛Garage sale，每一件事都
可以充滿情趣。你們別看我牧師粗聲大氣，
但我對太太愛得還是很深情、很浪漫的，我
曾在家新的夫妻恩愛營給她寫過一封情書，
對她說“如果還有下輩子，我仍然要娶你為
妻。”我相信今天有很多人不敢寫，就怕太
太說，我才不要你呢！但在愛裡沒有懼怕。
還記得那個結婚紀念日，我捧著24朵紅色康
乃馨花，和兒子唱著結婚進行曲向她獻花。
八十年代初偌大的上海還沒有什麼花店，朋
友從植物園搞來24朵康乃馨是一個永遠的回
憶。還記得那年情人節，我當眾在辦公室送
一朵玫瑰給太太，還補了一句“你是唯一”
，羞得她滿臉通紅。明年是我們結婚35週
年，那是珊瑚婚，盼望我們真的能去什麼海
島看看那經年累月纏纏綿綿的珊瑚。

    我們男人往往有迴避感情交流的傾向，

所以我特別要對男人大聲疾呼，你要與妻子
多多講話，準確地說是多講一點“廢話”。
想想我們男人在戀愛時講過多少的廢話，那
都是很甜美的，那不是作秀，因為廢話中的
每個詞對我們所愛的女人都是有意義的。我
們只要有真心愛妻子的心，那我們就一定會
超越簡單的恭維；想當年是我們個個都是超
水平的發揮，終於贏得了妻子的歡心抱得美
人歸，今天我們的智慧正隨著年歲在一年一
年地增長，理應可以做得比過去更加的出
色。

    我們要學習常常主動提起一些美好的話
題，對妻子多講積極的話，安慰的話，良善
的話，溫柔的話。注意，請不要單單用你的
頭腦講話，而是要多用你的心講話！只要你
用心講話，我相信男人再“傻”的話，太太
們都願意聽，而且是越傻越喜歡。不要認為
住在同一個屋簷下夫妻的對話會很方便，其
實每天因孩子忙碌和工作的勞累，夫妻兩人
之間有意義的談話和感情的交流的機會實在
不多。所以今天我們男人與妻子說話質量就
不要太重了，如果重到一天說不上幾句話，
甚至最後重到只剩一句話，我看那這句話不
毒也毒。所以今天我要送給大家一句話“廢
話萬歲！”

    作丈夫的要成為妻子的陪伴，我還要提
及一個實在的問題，今天不少的夫妻已經早
早地分床、甚至分房，這直接導致夫妻感情
更加的疏遠，並各自面對情慾的試探。保羅
告訴我們除非兩廂情願，而且是為了靜心
禱告暫時分房，“林前7:5 夫妻不可彼此虧
負，除非兩相情願，暫時分房，為要專心禱
告方可；以後仍要同房，免得撒但趁着你們
情不自禁，引誘你們。”有人因為與孩子同
寢造成夫妻分床、分房，這種狀況要盡快改
變，記得我們不能因為讓孩子成為我們夫妻
關係的“第三者”。有次在國內的服事，在
夫妻陪談時聽到孩子已經十歲仍然與母親同
睡，使得夫妻關係變得越來越糟，最後連兒
子都非常恨爸爸。所以今天我們不需要強
調說彼此晚上作息時間不同等等理由，盡快
地恢復正常的夫妻生活。如果你覺得因為在
美國住房條件太好，導致你們夫妻分房、分
床，那麼請你盡快將多餘的房間封掉，把多
餘的床拆掉，不給魔鬼在夫妻的關係上留破
口、留餘地。今天教會差不多有半數的弟兄
姐妹進入空巢，我要告訴你空巢是個危險的

時段，過剩的
精力、碩大的
空間，或許對
你我的試探更
大！今天聖靈
在提醒，“免
得撒但趁着你
們情不自禁，
引誘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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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城华人教会中文学校8月14日开学，
新学年日历：https://indychinesechurch.
org/children/chineseschool/csccci_
calendar

    欢迎报名，报名表：https://
indychinesechurch.org/sites/default/
files/Registration_Fall2016_2017_
first%20semester.pdf

启   示
爱加倍华人教会8月1日将正式迎来

新到任的林天成牧师和师母
为了欢迎他们的到来

特举行野餐活动
热诚邀请印城的朋友参加

  时间：8月6日（礼拜六）上午11点
  地点： RIVER HERITAGE PARK  

        11813 RIVER ROAD， 
     CARMEL ，IN 46033

若需进一步咨询，请联络
陆式全 CYRIL  LU：317-496-1931

-SHEET MUSIC!
-PIANO RENTALS!
-PIANO LESSONS!

-FINANCING AVAILABLE!
-NEW & USED ACOUSTIC & 

DIGITAL PIANOS!

2135 Industrial Pkwy.
Elkhart, IN 46516

574.210.9078
pianomarketplus.com

MENTION THIS AD AND RECEIVE A DISCOUNT ON 
YOUR NEXT PURCHASE WITH US!

Visit Our Showroom In Elkhart! 
We’re located just 5 minutes from the Downtown Elkhart! 

『编者按』7月18日，在印城生活和工作多年
的常洁姐妹因病痛的折磨，暂时的离开了我
们，她美丽的容颜，高贵典雅的气质，多才
多艺的魅力，坚毅又坦然的内心是留给亲朋
好友永远的回忆。下面是朋友在她追思礼拜
上的缅怀。

        我叫祁戎，是常洁的朋友，也是礼来的
同事，与常洁相识相知15年。今天我不光代
表我自己，也代表Church of Indianapolis 的
兄弟姐妹，还有Indy 爱美姐妹群的姐妹们，
祭奠常洁姊妹，向剑君和两个孩子致于最诚
挚的问候。

        在我来之前，Church of Indianapolis 的
沈卫弟兄给我打电话，回忆15年前常洁刚到
Indianapolis 时，沈卫弟兄向常洁传福音，
拜访常洁，和常洁姊妹一起查经的情景。还
有许多Church of Indianapolis 的姐妹都回忆
了和常洁一起交通，一起学习主的话语，互
相鼓励，互相扶持的情景，仿佛发生在昨天
一样。

         我和常洁姊妹除了同为基督徒，我们还
有不少共同的兴趣爱好。比如我们都喜欢小
动物。常洁刚到Indy不久，养了猫。后来她
准备要孩子。因为怀孕期间养猫不好，我收
养了常洁的猫，Andy。在常洁生病后期，她
养了狗，我也有狗。我们对狗的忠诚和深情
又有同感。

        常洁姊妹在生活中是个非常有负责感的
人。我们曾一起学习分享房地产投资的知
识和经验，因为我们都想好好照顾自己的家
人，早日实现财务自由，好有更多的时间来
追求主。

        在2013年5月，常洁姊妹到到Indy 的
University Hospital 住院动手术。常洁姊妹
有一个地道的中国胃，在住院期间她想吃
中餐，我就去餐馆给她买了米粉送过去。她
高兴地吃了，然后向我调侃她的手术。她
说：“这瘤长得可真不是地方。医生把我的
胃掏出来，吊起来，才能割到瘤”。她当时
脸上的笑容和坦然至今仍然感染着我。

        2015年1月，常洁回公司办理半职手
续，我们在一起吃中饭。我们相约开春后到
她在伊州香槟城的家里，她要给我和李顺

作头发，还要教我们化妆。她承诺要把我们
变得更加美丽，更加自信。后来因为工作
忙而拖了，我们还没来得及去，她就搬到了
Atlanta。没想到这次见面成了我们的最后一

次见面......但是她的美丽并不会随着她的离去
而消失。相反，她的美丽和坚强会一直鼓励
和照亮着我们前行的道路。

        最后，我用一段经节来为常洁姊妹送
行。提摩太后书第四章7-8节:“那美好的仗我
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
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
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
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
他显现的人。”

        常洁姊妹，你先行一步，我们为你准备
玫瑰花圈和挽联：

        常念主恩渡险坦然如常
        洁心正行化蝶冰清玉洁

        总有一天，我们会再次欢喜相聚。                                                                

洁心正行化蝶冰清玉洁
   — 追思常洁姊妹

文/祁 戎

今天教會差不多有半數的弟兄姐妹進入空
巢，我要告訴你空巢是個危險的時段，過剩
的精力、碩大的空間，或許對你我的試探更
大！今天聖靈在提醒，“免得撒但趁着你們
情不自禁，引誘你們。”
     作丈夫的要成為妻子的陪伴，就要盡
可能地創造兩人機會，結婚時間越長，你越
需要刻意安排一些兩人的假日，或有一些長
時間的午餐或出去看一次輕鬆的表演。作丈
夫的要帶領和引導妻子以婚姻為中心，不要
让你們的孩子或你們的工作作为你們的优
先考虑。我看到過有人為婚姻幸福的秘訣開
過一張清單，這裡有許多的“一起”，這張

清單是開放性的，我加了最後兩條，你們自
己也可以加添：1，一起旅行度假；2，一起
谈 论，没有秘密；3，一起上床睡觉；4，
一起理財，决定如何花钱；5，一起就餐、
購物、看電影；6，一起教育孩子；7，一起
与异性建立起界线；8，一起饶恕對方給你
的傷害；9，一起夢想，開懷大笑；10，一
起去教會崇拜、小組學習、禱告祈求；11，
一起做家務，當然最好還能一起下廚炒菜、
燒飯、做點心……我已經看到姐妹們在點頭
說阿們了。

          ···连载完···

常洁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