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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感言 

这一期的凯地之光，征集的稿件全部是以婚姻家庭为主题。恐怕预设主题，稿件数量不够。但是神的供应

总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所收上来的稿件不多不少， 正好够一期所需。 

杨牧师从教授《同心营造美满婚姻》课程十年的经验，总结出了营造美满婚姻三部曲：对婚约的委身，就

是对神的委身；存着对神的敬畏，夫妻要在婚姻里学习彼此顺服；接着从五个方面包括聆听，称赞，欣赏

配偶，真诚，以及关注配偶的身体语言，阐述了沟通的重要性和沟通的技巧。最后指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夫妻要一同来到神的面前，同心祷告，一起营造美满幸福合神心意的婚姻。 

陈芩姐妹图文并茂的一文，阐述了在一个婚姻里，丈夫，妻子与神的关系， 只有夫妇双方都亲近神，我们

与神的关系越亲密，夫妻之间的关系就会越亲密。周荣茂弟兄和弁春育姐妹分享了他们结缡二十一载的婚

姻历程，从故国到异乡，先后信主受洗，又一同在主里成长，婚姻里蒙神祝福的恩典之路。魏京皓姐妹从

养鸡这样的一件小事里，感受到了圣灵的工作，使自己远离怒气和抱怨，可以站在丈夫的角度想问题，从

而学习怜悯体谅的功课，因为“施比受更有福。”李玉玲姐妹散文诗一般优美的文字，说出了许许多多夫

妻共有的矛盾。漫长的婚姻生活后，当初的海誓山盟终究被现实的柴米油盐所侵蚀，很多问题，很多时

候，不是我们不能，不行，而是我们不愿，不甘。陈涵弟兄的《飞鹰之家》以古老的圣经故事为蓝本，告

诉我们如何做一对敬虔的夫妻，在各种困境中也满有主的恩典喜乐，同心营造充满爱的家庭的见证。刘幼

华弟兄的《情人节的初恋回忆》，以温柔细腻的笔触回忆了与妻子相识，相恋的美好感情。初恋是单纯而

美丽的情怀，而能够与初恋的人相濡以沫二十几载寒暑，难道不是天作之合吗？正如文中所写：“两个人

天长地久的持守，唯一不变的约定，岂不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美？” 

人生是一条长长的河，婚姻就是行走在河上的船，夫妻就是一同驾航护船的人，这条船能否闯过险滩，暗

礁，走过风雨，走进阳光，需要彼此的完全信赖，同舟共济。更需要神的话语做我们航行的灯塔，“人要

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神所配合的婚姻人不可分开。愿每一个婚姻都在主里蒙祝福，

一同行走人生路。 

最后，感谢作者们的辛勤笔耕，有一颗愿意分享的心，也感谢编辑同工们的辛勤付出。最后成就了这一期

的《凯地之光》。                                                                          本期编辑   杜秀香 

 

 

 牧者的话 

 委身、順服、溝通                                              杨皓峰牧師  

 分享见证 

   教会婚姻课程有感美满婚姻关系导航仪                                    陈芩 

    乳白石婚,恩典之路                                                 周荣茂 牟春育 

    情人节的初恋回忆                                                     刘幼华 

一件小事                                                             魏京皓 

    问世间爱为何物                                                       李玉玲 

   飞鹰之家                                                              陈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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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皓峰牧師 

 

上個月与师母完成了在凯地中國敎會第十

届的「同心營造美滿婚姻」主日學課

程。我們自從被西区中國教會差派到凯

地植堂後，除了在中間停了一個學期之

外，一直每年一次的举办這個課程。當我

們回头看在十年中，一百廿十多對夫妇曾

經在這課程上得到造就, 他們的生命得到

改變，他們夫妇關系加强，也有好幾對夫

妻婚姻行將破裂而得到挽回…我們不得不

為他們感谢神。 
 
在過去的課程中，我們看到了美滿婚姻的

幾方面：就是夫妇兩人對他們婚約的委

身，他們彼此間是否互相順服，以及他們

兩人的溝通。我也希望在這些方面鼓励那

些曾參加我們課程的弟兄姊妹: 
 
(1) 對婚約的委身 
神設立的婚姻關系是一個盟約的關系。這

條盟約是夫妇两人在神面前立約的合同，

而合同的见証人就是神。而這合同是没有

中止日期的，除非一方离世，這合同不會

失效。所认神的婚約是一生一世的，是神

配合的，人不可分開的。 
  
美國一個很出名的牧師 Chuck Swindoll 著
了一本書名叫「強健家庭」。在書中他講

了強健家庭的六個因素，他指出其中最重

要的因素是夫妇兩人對婚姻的委身和溝

通。其實，我們從這十年的敎導中，也深

深覺得到這一方面的重要。如果一對夫妇

没有「對婚約的委身」的話，他們的婚姻

也不能持久。反過來說，就算一對夫妇有

很多方面的問題，他們婚姻道路是何等的

崎嶇不平，但如果他們二人都有委身於他

們婚約的心志，他們都愿意下決心去改

善，祂們的問題都會在主裡得到解决。 
  
當我們談到委身的時候，我們先看看今天

的現代人為什麽「不愿意委身」？他們對

委身這個概念有怎樣的心態？ 
 
• 今天很多年青人都有「我不愿意受缚

朿」的心态。他們認為婚姻是一個朿

缚，而他們覚得自己自由自在，不受任何

人的管束，不更好嗎？其實真正來說，他

們不愿意委身於這個婚約的關系。 
 
• 今天的社會鼓励年青人輕看「结婚制

度」。同居而不结婚這個行為已被社會

普遍的接受。美國是這樣，中國也是如

此。其實早在六零年代，很多當時的年青

人己選擇不结婚。他們住在一起，過夫婦

的生活,但是不要结婚証書。他們將婚姻

証書看成一張废纸，同時也輕看神所設立

的婚姻制度。他們采取了一些自欺欺人的

論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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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我們只要彼此相爱，结不结婚又有什麽

問題？ 
o 如果我們不相愛，有了结婚証書不一樣

也會離婚? 
o 我們先試試住在一起，如果我們合得來

的時候才结婚，而合不來的時候大家分

手，也省去要辦離婚的手續。等等… 
 
這樣心态的婚姻一定不能長久，他們必然

走上分手的道路。因為他們從開始就缺乏

對這個婚姻负責任，缺乏對婚姻的委身。 
 
• 有些人對家庭是「已經尽了我的本份」

的心态。一個配偶可能每天在上班、加

班、出差…：他覚得他巳盡了他对家庭的

責任和本份。另一個配偶可能没有上班，

但是他一天到晚都忙碌做家務，接送孩

子，從早到晚都没有休息。两人都覚得己

盡了本份，家中其余的工作應该誰做呢? 
  
這些心態帶给我們家庭的是不和諧。如果

我們當中每一個人所思想的都以自己的利

益着想的時候，我們又怎樣能谈到委身

呢？一個強健的家庭需要每個成員都完全

無保留的參与，互相配搭，彼此同心经

營，才會营造出一個美滿的、健康的家

庭。我們需要付上代价，一同担當，才會

成功。 
  
神對我們夫婦的婚約的要求是兩人完完全

全的放下自我，放下自己的一切，接纳對

方，委身於對方。聖經中有一段非常重要

的經文，同樣的字句在新舊約中出現了四

次。就是神為男人創造一個女人後所說的

話( 創世記二章 24 节)：「人要離開父

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我們

也多次有課程中說過：人要在心靈上，金

钱上，意志上，和感情上离開父母，与妻

子连合。我們在情感、意志、金钱上等等

的各方面要与父母獨立，不再依赖父母，

將我們在這些方面转向我們的配偶。神是

要我們毫無保留的进入夫妇的婚約關系，

是要我們完完全全的委身給對方。 
  
(2) 當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 
大家都很熟識以弗所書五章對家庭方面的

教導。但往往我們注重的是夫婦之間的角

式，而常常忽略了五章第廿一節：「又當

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當我們願

意委身於我們的婚約的時候，我們需要放

下自我，在主裡互相順服！夫婦關係中最

為重要的不只是我們两人的關系。對我們

基督徒來說，我們最重要的關係就是我們

与主的關係。我們与主蜜切的關系影響到

我們夫婦關係、婚姻中夫婦的關係与配偶

与主的關係可以用一個等边三角形來代

表。我們与神的关系越形來密切，我们夫

婦的关系也越親密。反過來說，夫婦一方

面遠離神，夫婦之间的关系也會疏远。 
  
婚姻中的彼此順服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双

方都對主基督順服。我們順服主基督因為

我們敬畏主。我們愿意按着主的心意去生

活。因為我們敬畏主、信靠主，我們愿意

順從主的心意去對待我们的配偶。 
  
神任命丈夫為家中属灵的頭，神給丈夫的

责任去带領家人走在神的旨意中。妻子因

為順服主的旨意和安排，所以妻子才會在

主裡順服丈夫，才會尊重丈夫的決定。妻

子順服丈夫並不是因為丈夫的才干，妻子

順服丈夫是因為她順服主基督。彼得前書

五章 5 節告訴我們：你們年幼的，也要順

服年長的。就是你們眾人也都要以謙卑束

腰，彼此順服；因為神阻擋驕傲的人，賜

恩給謙卑的人。使徒彼得敎導我們要以謙

卑束腰，彼此順服。當我們自以為是，當

我們轻看自已的配偶的時候，我們又怎能

從心裡順服他呢?我們要存謙单的心，在

主裡彼此順服。我們才能真正委身在這個

家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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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開心見誠的溝通 
中國人的傳統教養是偏於比較含蓄，內

向。我們不輕易表達自己的意見或想法，

我們更不願意表達自己的情感和感受。夫

婦之間的溝通也是如此。這也是我們教會

夫妇間很普遍的問題。因為我們没有良好

的溝通，很多問題都得不到解決。在每一

年的課程中我們都强调溝通的重要性，也

希望能幫助弟兄姊妹改善地們的溝通方

法，进而改善他們夫妇的關系。 
 
夫婦之間的溝通要收到效果，我們需要認

識男女的思考模式的不同。要知道男人所

用的是「頭腦的語言」，而太太們用的是

「感性的語言」。男人對於事情的推理、

事實的報導，時事的分析，等等「理性」

的話題，他們都能大聲談論。但對那些以

「感性」、「心靈」、或人際關係的話

題，男人就默默無言了。男人對這類的談

話總是搭不上線了。男人必須學習透過

「理性」而進入包含情感的溝通。而女人

也能幫助丈夫去「聽見」和「感覺到」她

想說的話語。 
 
回想一下你們自已的婚姻是怎樣的模式

呢？我想在你們談戀愛的時候，或在你

們新婚的時候，你們也應该有像甜蜜戀

人一樣「無事不谈」的溝通方式。但為

什麼當你們的蜜月期過了之後，當你們

回到現實生活的時候，就完全不會溝通

了？你們那烈火般的熱情，是不是被現

實生活的冷水熄滅了？難道你們不想回

到那「無事不谈」的溝通模式吗？如果

你們想，你們需要重新開始、重新學

習。我希望能用一些實際的行動去幫助

大家去培植你們的婚姻生活，去幫助你

們營造一個穩固的婚姻。 
 
第一，在夫婦的溝通中最需要學習的是聆

聽。要記著：「聆聽是去了解，不是去評

斷是非」。聆聽是要你全神貫注於配偶的

話語。並且接受那是他個人的思想和情

感、不管配偶是對的或錯的，都不去判

斷、或評論。真正的聆聽後，你應該能覆

述對方說話的內容和所表達的感受。如果

你在聽的過程中分折對方的問題，或是思

考如果答覆他的疑問，你就沒有全神貫注

地聆聽。 
 
聆聽是有技巧的，是必需要的、也是可以

學習的。 

 

首先，兩個人坐的位置是非常重要。兩人

要面對面的坐著，眼看著對方。讓對方知

道你在留心聽。 

 

其次，你要對他說話有回應。點頭、微

笑、鼓勵的眼神，都是告訴對方你是在

聽。在你聽完他的傾訴之後，要重覆你的

伴侶所說的，一方面可以讓對方知道你真

正聽到的是什麽。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

請求你的伴侶再講一次，以便可以澄清不

清楚的細節。你是尋求了解對方，而不是

被了解。請更要記得，聆聽不是去評斷、

千萬不要懷疑你的伴侶所分享的感受。更

不要弄成對與錯的分辯。 
  
第二，你們需要學習去稱讚、欣賞自己的

伴侶。我們要「互相發掘、讚賞伴侶的

優點」。今天在夫婦之間最缺乏的就是

去說稱讚、鼓勵伴侶的語言。特別是男人

更不容易說這些話。有些夫婦就連最基本

的語言，如「請」、「謝謝」、或是一句

普通的問候的話語都很少出口。他們覺得

說這些客氣的說話反而將兩人的距離拉遠

了。其實，我們每人都希望得到別人的尊

重，我們都希望別人能讚賞自已所作的工

作。特別如果這些讚賞是出自我們的伴

侶。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會更值得了。 
 

第三，如果你們要增加夫婦間的親蜜度，

在你們的溝通中，你們需要注意談話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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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負面的影響。如果某一方對事情的看法

都是負面的時候，他會把注意力集中在配

偶的缺點上，卻避免看見自己的弱點。他

會去挑剔配偶的毛病，而他卻從不稱讚配

偶。他的話語會刺傷配偶的心、叫配偶痛

苦，並令配偶認為一切都是自己的錯。這

樣的溝通會令夫婦關係破裂，令對方充滿

恐懼和從親蜜的關係退縮。所以，這一類

的谈話需要停止。而多用正面的話語去交

谈。我們要學習去稱讚配偶的優點，同時

也要學習去鼓勵、支持他、幫助配偶改過

所犯的錯誤。要常常欣賞配偶的長處。 
 
第四，「用愛心說誠實話」在夫婦溝通中

更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夫婦間應該無事不

講、無所不談。如果夫婦都不能坦誠相

處，如果夫婦都不能除下自己的面具，我

們又怎能坦誠溝通呢？夫婦要直接的表達

自己心中的思想和感受，讓你的伴侶能為

你分擔你的重擔。可能在某方面你的伴侶

做的不合乎你的意思，可能對方做的不是

你所要求的，也可能對方做的不能達到你

的標準，但是你要學習用愛心去接納你的

伴侶所做的方法和決定。不單如此，更要

去鼓勵、稱讚伴侶所做的。如果有需要去

更正、去指出你的伴侶需要改進的地方，

你當要用愛心去指正。當我們的伴侶指正

我們的錯誤的時候，我们更需要用愛心接

受，並勇於認錯，一同在愛中互相建立。 
 
第五，在夫妇的溝通中，你要留心注意伴

侶的身體的語言。你的伴侶可能談話的時

候「口不對心」，口中所講的其實並非他

想分享的。他口中說的好像對這件事漠不

關心，但他卻整個人差不多從座位上跳了

起來。你相信的是他口講的語言或是他身

體的語言呢？注意非語言的信息也是聆聽

的一部份。有時候，非語言的信息較語言

的信息強而有力得多了。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夫妇两人應常常

同心祷告。每天要預留一段時間兩人來到

神的施恩宝座前，將兩人的關系、心裡的

感受告許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在這段時

間，夫妇需要: 
 
• 互相關注積極的方面的事情; 
 
• 開心見誠地將你內心的感受互相傾訴，

专心聆聽對方; 
 
▪ 接納和認同伴侶傾訴的感受，讓伴侶覺

得被愛和被重視; 
 
▪ 夫婦一齊開口祈禱感謝神。 
 
我們都可以做到這一點，讓我們夫婦有恆

心地，每天都一齊來到神面前祈求。穩固

美满的婚姻需要夫婦攜手、花時間去用心

建造。婚姻就好像一棵在成長中的植物、

需要澆水、陽光、給予肥料和有益的元

素，更需要夫婦兩人不斷的呵護，去幫助

它成長。 

 

 



Katy Light 凯地之光, 凯地中国教会季刊 第三十八期, 2016 年 3 月 
 

7 
 

 

                                           陈芩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和朋友们：平安！ 
 
你们对自己的婚姻关系满意吗？我个人认为再

美好的婚姻关系都有提高的空间，大家大概都

不介意我们的婚姻关系更棒吧？我憧憬非常美

好的婚姻关系，不仅夫妻双方在婚姻中彼此尊

重，更是在婚姻中彼此关爱。虽然容颜渐老，

先前吸引我们在一起的原因可能变化或逝去，

但夫妻却十分相爱，彼此关注和吸引，有着新

婚的热情又伴随着深厚的情感。 
 
这样的婚姻关系存在吗？有，但不多见。特别

是在目前这个关系变化迅速的快节奏社会，婚

姻关系也不再牢固和稳定。中美的离婚率飙

高，同学网、微信群中少见发出夫妻同有的全

家福，不知道是离婚的多，还是不流行。但转

眼看教会，在这一个个小小群体里，我们总能

找到夫妻情感甚好的中年和老年夫妻。他们相

伴相爱、相惜相怜，让人欣赏和羡慕。这种美

好的夫妻关系并不是因为教会里这些夫妻容颜

不老，更不是因为他们大福大贵，乃是因为他

们紧紧跟随、仰望和依靠上帝。夫妻间关系就

好比是两个原子之间，彼此有吸引力，但当距

离相当近时又有排斥，可能源于原生家庭、文

化背景、个性、后天生长环境等的差异。当在

热恋期爱情和荷尔蒙使我们的双眼蒙蔽，看不

见或不在乎甚至喜欢这些差距；可结婚后当我

们回归正常状态后这些矛盾问题暴露，我们依

靠自己不可能使夫妻完全同心和相爱。不同的

意见想法和态度常引发争吵，而不是有效的交

流。然而我们造天地的主、我们慈爱的天父，

祂却有能力将我们提升，克服夫妻双方的差

异，使我们美好合一。有人画过一个很形像的

三角：三角上面的顶点是上帝，左右分别是夫

妻。夫妻靠自己不能更亲近，但当夫妻籍着祷

告、读经、分享并顺服来亲近主时，夫妻都向

上帝方向提升，夫妻间的距离变小, 关系也会

因此更加亲密。当我们与上帝的关系越来越好

时，我们就有盼望将来夫妻俩在上帝的怀抱里

合而为一，像我们身边那些美好的夫妻见证，

将来有一天我们自己的夫妻关系也能荣耀主

名。 

   

 
  From: http://divine-betrothal.blogspot.com/2011/01/marriage-takes-thre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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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愿意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什么原因选择了

杨牧师和杨师母开设的“同心营造美满婚姻”课
程，实在是感恩神的祝福。回想 2012 年 10 月

中下旬我们全家从宾夕法尼州搬来德州凯地，

我怀着身孕，家有 3 岁和 2 岁的小小孩；先生

压力也大，因为他开始的是在美国的第一份正

式工作（以前我们只是在高校做博士后）。刚

从小城市搬迁到大地方的那种慌乱和忙碌，加

上我们虽为人父母，却还没有什么教养经验，

在教养孩子方向知识也很缺乏。当时凯地华人

教会有两个最吸引我们眼球的课程：如何按圣

经原则教养孩童，同心营造美满婚姻家庭。在

苏牧师建议下，我们夫妻决定去上杨牧师和杨

师母教授的婚姻课，理由是只有夫妻同心，我

们可以更好得教养孩童。刚开始的第一节课，

我不太适应牧师的口音，可很快就能听懂了。

我发现口音不重要，内容最关键。杨牧师和杨

师母各自从丈夫和妻子的角度来分析夫与妻的

特征、需要和不同，让我们更多更好地认识另

一伴。课程中还包括分享和举例。有时候很扎

心的问题，带来眼泪和情绪，但其实很有帮

助。因为上帝造男造女各有特色，夫妻真诚的

分享不但有益于夫妻关系的改善，也有助其他

夫妻敞开心扉、同心努力的鼓励。非常有特色

的是这个课程还伴有一个全面的婚姻问题评

估，能帮助我们快速找到我们婚姻中最需提高

的方面。针对评估结果，杨牧师和杨师母会抽

出 3-5 个小时专门来到我们每对夫妻家里帮我

们分析婚姻关系评估结果和努力方向，上帝的

爱和祝福与我们同在，非常感恩，很有帮助。 
非常感恩的还有我年迈的父母两年前来美探亲

时得到杨牧师和杨师母的特许成为旁听生。他

们从课程中收益很大，对主耶稣也有了更生动

的认识，为父母亲日后认识主奠定美好的基

础。到如今父母亲已经回国有两年了，他们与

我通话时常常让我向杨牧师和杨师母问好（尽

管我总是没有完成任务，但相信上帝记念每一

位爱神爱人的心和行为）。感恩上帝通过“同心

营造美满婚姻”课程祝福我们的小家庭、大家庭

和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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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营造美满婚姻”课程虽然结束，我们追求

美满婚姻的旅程才刚开始，这次课程帮助我们

认识到教会夫妻课程的益处：夫妻课是帮助我

们开始这个美好旅程最棒的导航工具，它引导

我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它引导我们找到真正的

帮助者－上帝；它引导我们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和进步的方向和空间；它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

有许多同路人，我们可以彼此理解、鼓舞、代

祷和帮助；它帮助我们看到和经历上帝自己的

大能和见证，其他夫妻在上帝的帮助下关系的

改善和提高是对我们婚姻关系极大的鼓舞。 
 
我家弟兄洪飞说愿意来参加婚姻课程的夫妻都

是勇敢的夫妻，因为分享会将自己婚姻中的问

题困难勇敢暴露在人前。但主内婚姻课程是美

好的，在课程中不断破碎自己并成就主所喜悦

的，主也为我们改变自己的另一半。经历之后

我们夫妻俩更愿意参加主内婚姻课程，因为可

以有更多机会向主内弟兄姐妹们学习和分享，

同走天路、彼此扶持。我们还参加了徐长老和

若芹姐带领的“比翼双飞”的夫妻课程，在其中

学习如何有效交流代替争吵，喜爱主内夫妻间

真诚的分享；也非常盼望能参加“恩爱夫妻

营”，渴望在主里夫妻双方有更大的改变和更深

的交流。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让我们一

起勇敢参与和享受美好的主内婚姻课程，靠着

主恩、主爱和主的大能被主改变，被主陶造为

合神心意的夫妻，用美满的婚姻关系荣耀神！

感谢赞美慈爱大能天父，阿们！ 

 

 

                               周荣茂  牟春育 
 

转眼间，我们已结婚二十一年。人们一般都

知道并习惯庆祝 20 年瓷婚、25 年银婚和 50

年金婚等等，唯有浪漫的法国人给结婚二十

一年特别命名为“乳白石婚”。当我们回顾

自相识以来的 24 年的历程，真感叹它是一条

“恩典之路”！ 

 

1992 年，我（周荣茂）大学毕业后不久，就

认识了她（牟春育）。当时有很多的小伙子

都比我的学历高，经济条件好，但因她认为

“只有人好，谈得来，其他什么都没有都

行”，我们走到一起，于 1995 年初结婚成

家。在世人眼中是所谓的“缘分”，当我们

后来认识神以后，才知道这其实是神对我们

人生美好计划的一部分，因为圣经中说，

“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太

19:6；可 10:9) 

1998 年 8 月，我早春育三个月来美国攻读学

位。从踏上美国的第一天起，神就把祂的儿

女安排在我们的周围，以他（她）们的言行

举止为祂自己做美好的见证，来影响和带领

我们认识祂。德明和小翠把我从机场直接接

到他们家去住了几天，而且在我来美之前，

就帮我准备好了床铺和几件家俱，使我很快

就在达拉斯安定下来。同年 11 月，春育也来

到了达拉斯和我团聚。在从北京飞美国的飞

机，虽素不相识，她的邻座一姐妹就开始跟

她分享福音，为她来美几个星期后就接受耶

稣基督做她生命的主撒下了福音的种子。春

育很快于第二年复活节受洗，成为神家的一

员。经过几年的挣扎、寻求和对圣经话语的

学习，以及春育与教会众弟兄姐妹们不断的

祷告和帮助，我也于 2004 年圣诞前受洗。当

初来美的目的是获取学位，但我们知道神带

领我们来这里，让我们认识和接受主耶稣才

是我们来美国真正的收获和最大的福分！ 

 

圣经中有几处提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

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创 2:24；太：

19:5；可 10:7；弗 5:31)。可想想看，夫妻

俩人，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各自的性格、

兴趣爱好、生活习惯和脾气禀性都非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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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有人把夫妻二人之间的差别作了一个非

常有趣的比喻，正如“土豆跟西红柿”。有

一方可能比较倔强和强势，另一个则相对随

和和温顺，似乎不是来自同一个世界的，但

却可以走到一起，成为一家人。正如当土豆

变成了薯条，西红柿变成了番茄酱，“炸土

豆条沾番茄酱”就成为人们非常喜爱的的快

餐中的绝配。夫妻之间的感情亦是如此，如

果彼此能理解、包容、转变和接纳，经过不

断的磨合，原本陌生的男女也能彼此成为一

体！我们之间二十多年的感情发展正像许许

多多的夫妻那样，经历了由相识到相知，由

相互包容到彼此接纳的过程。 

 

常言道，“世界上没有不吵架的夫妻”。我

们在生活中有时也不会很好地处理一些怒

气。但非常感谢神在我们还不认识祂的时

候，就怜悯我们，使我们在生气以后，彼此

都愿意放下自己、道歉和好，从来不把问题

留到第二天去解决。正如经上所说的，“生

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 (弗

4:26)。2011 底至 2012 年初，我们参加了杨

牧师和师母主讲的《同心营造美满婚姻》一

课。通过学习，更加认识到正确处理夫妻两

人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也使我们明白夫妻

之间吵架也是一门“艺术”，需要很大的智

慧去正确处理。“不要在孩子面前争吵”，

这一条对我们是很好的提醒。记得有一次，

具体吵什么不记得了，但孩子们的反应却大

大地震惊了我们。她们看到我们吵架，俩人

哭着上楼说“爸爸妈妈不要我们了”。听到

这话，我们赶紧放下彼此的争论，搂着她们

去安慰她们，向她们承认是爸爸妈妈不对，

告诉她们爸爸妈妈会永远爱她们，使她们得

以安慰。记得学习结束后，杨牧师和师母要

来我们家探访，并和我们一起分析我们的

“夫妻关系”问卷的结果。在牧师、师母来

之前，我们就让孩子们到楼上去，这样我们

就能在楼下专心地讨论。孩子们看到牧师和

师母在家里待的时间不像我们预先告诉她们

的那么长，她们就问是不是我们家的关系还

算不错，脸上露出了似懂非懂幸福的微笑。

尽管她们那时都不到十岁，但她们已经开始

关注和体会到父母关系对她们生活的影响。

作为父母的我们，又怎么能忍心有意无意地

伤害我们所爱的孩子呢？从那以后，我们就

更加愿意注意彼此之间的言语，孩子们也会

在我们快要发怒的时候提醒我们，有时还会

来一句“你们还是基督徒吗？”，让我们羞

愧难当，马上求神赦免和饶恕，进而转为心

平气和地讨论去解决问题和争论。 

“乳白石婚”代表着稳定但仍需用心呵护的

爱情！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们愿把我们

的一生仰望在神的手中，求祂继续在我们的

生命中作主作王，不断引领和陶造我们。求

神赐我们加倍的信心，去共同经历今后人生

中的高山和底谷、喜乐与平安。 

 

刘幼华 
 
注：这是六年前写的一篇旧文。 

妻子的生日离情人节很近，祝贺她的生日可以

变得很罗曼蒂克，或者我的情人节就专门是给

她过生日的，反正两种说法都能够都让我与她

有脱不开“情”的干系。今年的情人节又与中

国新年重合，使我感觉必须有什么行动，才能

够与这么隆重的节日合拍。我决定回忆一下我

与妻子“定情”的过程，算是送给她的生日、

情人节、春节三重节的礼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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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一晃就快二十二年，然而我们的恋爱、新

婚仿佛还在昨天，并没有走远。我们献给对方

的都是各自的初恋，可谓“一拍即合”，效率

奇高，但我们基本上没有不满足或遗憾，我们

婚姻一路的历程，虽不能说一帆顺风、艳阳高

照，但上帝对我们的恩典，却也是丰丰富富，

数算不尽。 

我的大学生活，基本上是在“努力、刻苦学

习”中度过的。那时学校很不鼓励学生恋爱，

所以谈恋爱的很少，公开恋爱关系的就更少，

仅有的几对都是临近毕业，而且基本上都是老

乡或以前的同学关系。我作为乡下小地方来的

学生，默默无闻，这样的“艳事”基本与我无

关，虽然心底里，谁个不想。 

大学毕业，我作为班上考上研究生的五个学生

之一，暑假前在系总支办公室接受 Y 副书记的

训话。这位工农兵学员留校的政工干部，日后

升到了学校副书记的高位，平时是一位玲珑、

细致的人物，对学生很宽容；但他那次说话，

却让我感到很突兀、严厉。大意是，你们暑假

回家，不要觉得考上研究生了不起，就去搞流

氓活动、调戏良家妇女。虽然说话很不客气，

但我还是在话里听到了弦外之音，就是研究生

跟本科生不一样了，组织上是准许谈恋爱的，

只是不要越轨。哈哈，虽然不是一个动员令，

但跟放行令差不离了。 

那年暑假，高中同学在县城搞了一次聚会活

动。我在乡下父母住的单位宿舍里，但有一位

最要好的同学专程来邀请，也就去了。活动的

内容主要是沿着县城东面的渠江撑船逆流而

上，然后在二十来米高的铁路桥前上岸，到河

畔一位老乡家里借锅做饭，十几、二十位男女

同学吃了一次“团圆”饭。同学们大部分四年

未见，兴奋异常，久未使用的外号、玩笑此起

彼伏，当然更多的是谈论各自的见识、经历，

煞是热闹。当然一群毛毛躁躁的大孩子，也不

可能不弄出什么惊险动作来。比如在回程的途

中，天霎时变暗，下起了阵雨，我那位最要好

的同学撑船太劲，篙子断裂，碎片划破了眼

睑，还有人落水。不过男同学都会水，基本上

是有惊无险。 

亭照理是不属于这一群同学中的，她因为姐姐

是我们的同学，所以也参加了。在船上我就听

见背后她在跟别的女同学谈论在医学院学习尸

检，摸人体骨头等等，口气不小、见世面很多

的样子。她以前是个很腼腆的小姑娘，喜欢低

着头走路，不正眼看人那种神态。那一年数学

竞赛，她是初中组冠军，我是高中组第一，曾

经想跟她搭一句话，她竟然不理睬。后面在农

家吃饭的时候，与她搭上了话；小姑娘现在比

以前大方多了，虽然脸有些羞红，但眼睛直盯

着我说话，并不怯场。此后又在老师家里见过

她一次，谈话很投机，并没有不喜欢的意思。 

回到乡下父母家，准备返校上研究生。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 Y 副书记的暗示，我想起可以谈恋

爱了，心里浮现出了亭望着我的笑颜。可我长

大后从来没有接触过女孩子，心里很不踏实，

很犹豫。于是我似乎是用一种“祷告验证”的

方式，祈求冥冥中的旨意。在厨房里的灶台

前，我在吃一捧家乡的土葡萄，并把葡萄肉里

的籽剥出来，数它的单双。我好像是规定了单

双相间，如果哪一颗葡萄里的籽与那规定不

同，我就认为不是天意，就会打退堂鼓。但奇

妙的是，所有的籽的单双都符合规定，于是我

定下心来，决定回学校后，就给她写信。 

这样返校后不久就鼓起勇气给她写了一封信。

当然还是留足了余地，以免万一别人无意，自

己无脸再见人。无非是学习、生活怎么样，同

学见面的感想，愿意交流学习经验，帮助她学

习英语等等，最后还不忘加上一句，“如果你

不想回信，就把我这封信忘掉吧。” 

似乎出乎意料，她的回信很快就来了。她后来

说，其实我的第一封信“交朋友”的潜台词很

明显，不过她其实对我的印象一直不错，所以

也愿意与我通信，当然谈的也是学习、生活等

冠冕堂皇的话题。我接着回信，于是差不多一

星期一封，我们开始了鸿雁传情。顺理成章，

我们也交换了照片。感情的最后一层窗户纸，

是几个月后的元旦，邮件走得特别慢，按正常

时间收不到信，两个人都像断绝了精神食粮，

有些把持不住了，特别是她。这一年的寒假，

我们在家乡见面，第一次牵了手…… 

后来妻子总结我们成功的经验有两条，一是她

高考没考好，去的那个二、三流医学院学习风

气不好，也交了一群爱玩的男女同学做朋友，

但她虽然自己不用功，却瞧不起不学习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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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我顶着研究生的光环，向上、好学的形

象很正面。二是距离产生美感，“异地”这种

如今年青人视若梦魇的条件却是我的祝福，我

的书面表达比口头强多了，她是被我的信俘虏

了的；不过她不知道，文科不是我的弱项，并

且本科几年，我写日记练笔不辍，想不到派上

了用场。 

我自己的总结：这是天作之合。我记得还是在

高中时候的一个梦，梦里我走着路，密密麻麻

的人群迎面朝我走来，我抬头一看，是亭站在

我面前，我脱口喊了一声她那时候的大名：

“杨 XX……”，梦就嘎然而止。大学毕业时我

差不多已经把她忘记，要不是那次同学来邀

请，参加聚会，根本没有机会跟她再见面；要

不是葡萄籽的事给我鼓励，我不会有主动去信

的勇气；要不是利用通信这种我的长项，我不

可能把她“骗到手”。因此，我认为我们是神

所配合的。 

这就是我们的初恋，也是唯一的恋爱，似乎太

简单，不够罗曼蒂克。记得我的一位研究生同

学恋爱对象换了好多位，总是搞不定，抓不住

女孩子的心，想让我这个恋爱顺利者帮忙出主

意。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出的点子好像也

不管用。大概是因为我的经历太单一，无法适

用于别人。每个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独一的，

所配合的配偶也必定是无二的。至于有人认为

一生一个配偶太单调，不多多阅人，岂非枉度

人生。首先我要说，两个人天长地久的持守，

唯一不变的约定，岂不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美？

然后我要举一个例子，美国六、七十年代的职

业篮球巨星张伯伦，单场得分过百的记录至今

无人能破，他也是“阅”女人的高手，号称曾

经与上万女人上过床。但是，在他临死时，没

有一个女人出现在他的病榻前；人生如此，有

何可夸，岂不悲哀。而神所配合的唯一，必有

祂的祝福和美意。 

 

 

 

魏京皓 

七八年前，先生和我住在达拉斯旁的一个小

镇，是个幽静的乡下地方，后院篱笆外就是

大片的草场牛羊，所以后院虫子也成灾。先

生上网考察后，决定用“有机除草”，买了

两只珍珠鸡雏，预备养大吃虫。 

两只小鸡一天天长大，终于羽翼丰满、正式

上岗了。但此时却发现另有问题，就是珍珠

鸡善飞，所以必须常常给它们剪翅膀。我胆

小不敢抓，剪翅膀就成了先生的事。后来时

间一长，先生也嫌麻烦了，于是两只鸡常常

悠哉游哉地飞到别人家草地上漫步，邻居的

抱怨声开始响起来。我催了他好几次，他都

不理会。终于有一个傍晚，警车上门，说有

邻居告我们扰民，必须在第二天把珍珠鸡抓

起来，他们会来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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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警察，我心里对先生满是抱怨：好好的

两只珍珠鸡，好不容易养大了，就因为他懒

得剪翅膀，现在留不住了！而且我们一向的

是良民，竟然还惹得警车上门，实在太丢脸

了。我催了他那么多次，他怎么就不听呢？ 

越想越气，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决定去找先

生“理论”。房子里到处找不到他，上哪儿

去了呢？推门出到后院，寒气扑面，暮色已

经深了，隐隐约约见先生立在侧边的房檐下

向上望着。他在望什么？啊，我忽然省悟过

来，一定是那两只宝贝珍珠鸡在房檐上睡觉

呢，他在伤脑筋怎么把它们抓下来，警察明

天还要来取啊。 

我叫了他一声，他并没有回答，走近些，就

看见他还是往房檐上望着，一脸的疲倦无

奈。好冷啊，他怎么没披件外套，可别冻病

了。他上班累了一天，回来还要为这些事烦

恼，而且珍珠鸡从小到大都是他在照顾，现

在他心里一定很难受吧。 

我走到他身边，拉拉他的袖子：“先回去

吧，别冻着，明天会有办法的！” 心里光想

着冷的事儿，跟他理论好像不那么重要了，

虽然还有不满，但抱怨的话却一句也出不了

口了。第二天顺利抓住珍珠鸡缴了公。 

然而此后很久，我常会回想起那个晚上，实

在是想不明白，自己对先生的态度怎么会糊

里糊涂地有那么大的转变。那时刚信主不

久，现在回想起来，才明白是圣灵的工作，

奇妙地打开我的眼界，让我站到他的角度上

考虑，从而不再顾念于自己所受的损失，而

去顾念他的辛苦，体恤他的难过。那就是爱

吧。 

 

 

正如婚姻课程中所学到的，我们眼里所见配

偶的问题毛病，往往确是事实；然而当圣灵

帮助我们设身处地替对方着想的时候，我们

就会明白对方实在是有他的难处，需要我们

怜悯体谅。当我们乐意顺服圣灵、放下自己

的意见，就是在付出真实的爱，这爱就遮掩

了对方许多的罪，成就了家庭的和睦。尽管

配偶不一定因此感恩，然而我们在主的眼中

是有福的，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主必

记念我们因信心和顺服所付出的忍耐，必在

各样情境中保守我们，也赐恩给我们。 

“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

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弗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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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玲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 这或

许是多少人年少时憧憬心仪的爱情。然而

圣经里的“爱篇”却以“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起首，着实令人讶然。依稀记

得未经事时第一次读到爱的真谛，乃是在

电视剧“昨夜星辰”里女主人公的婆婆送

给儿子和儿媳的劝勉：凡事包容，凡事相

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那时只觉得句

句意味深长， 却在信主之后才明白这原是

神给爱的诠释。 

神是如此了解我们的心。浪漫经不住岁月

和社会的打磨；卿卿我我抵挡不了柴米油

盐的碰撞；两人世界也被孩子或者亲朋关

系荡涤了最初的单纯。生死相许的豪言壮

语没有验证的机会，鸡毛蒜皮的小事却常

常变成婚姻的绊脚石。 

每个家庭都是幸福自愿的结合，却不约而

同地经历着或多或少的摩擦。沟通好像是

天大的难题，摆在先生和太太中间。话多

了是罗嗦，话少了是冷淡。说直了伤感

情，说弯了没信任。恋爱时对方的优点为

何婚后转变成了缺点呢？兄弟姐妹们带着

同样的问题与期待报名参加了杨牧师和师

母的营造美满婚姻课程。当时大概是师母

主讲沟通，两次课时学员们也是意犹未

尽。是语言表达有障碍吗？我们当中不乏

硕士博士，才子佳人，有些侃侃而谈的水

平足以上台脱口秀。是真的不懂得如何体

会配偶的意思吗？可是当年追求对方的时

候最擅长揣摩的呀。扪心自问，我在小时

候就“立志”做个温柔的妻子和母亲，因

为曾经看到妈妈发火时完全没有了本来的

美丽。然而结婚后却发现这“愿望”有一

定的难度，对老公和孩子还是有按捺不住

火气的时刻。真是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所

言：“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

得我。”归根结底，还是我们的罪性作怪

啊！我们是看对方比自己强吗？我们是快

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吗？神首

先训导儿女的是恒久忍耐并恩慈相待，因

祂知我们的骄傲和软弱。感谢神赐我们宝

贵的话语和关爱的肢体，并且有教会的课

程不断提醒自己在婚姻里长进。 

在俞敏姐妹约稿的时候，实在不敢拾起笔

来，时隔三年，坦白地说已经不大记得课

堂上学习的具体内容了。但是十对夫妇诚

挚的分享，以及牧师夫妇最后驾车亲自登

门辅导的三个小时，却历历在目。重誓婚

约的仪式，弥补了没有举行婚礼特别是没

在神面前交换诺言的遗憾。去年又有幸参

加了徐翔宇长老和若芹姐的“比翼双飞”

课，更是帮助我和先生学习操练“存

款”，激励我们回到起初的爱。 

最后，以哥林多前书 13 章 4-8 节与兄弟

姐妹共勉：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

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 不做害

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

不計算人的惡， 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

理；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

事忍耐。 愛是永不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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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涵

大概公元一世纪 50 年代，罗马皇帝革老丢

在位的时期，对日益成长起来的基督徒开

始生发了戒心和抵触，忽然有天就下令将

所有的犹太人驱逐出境（离开罗马）。结

果一夜之间许多家庭成为难民。 
 
这些被迫迁徙的家庭当中，有这么一对做

生意的夫妇。丈夫名叫飞鹰（Aquila），

妻子昵称长命（Priscilla）。两个人本来都

有罗马公民的身份，好好地做着自己的生

意，平白遇此劫难，却也没有怨天尤人。

商量了一下，决定去当时除了罗马之外最

大的商业中心——哥林多，重起炉灶，再

次白手起家。 
 
飞鹰在圣经里的名字音译出来叫做亚居

拉，他出生在小亚细亚东北，黑海沿岸的

本都省，从小就在现如今的伊朗高原上学

会了织得一手好帐篷，加上会鞣皮革，很

快就在哥林多立住了脚。夫妻同心度过逆

境，这就已经是难得的祝福。然而因着二

人的虔敬，后面还将有更大的成就。 
织造帐篷不是件小活，亚居拉一家要请一

些帮手。这些帮忙的人里面也有不少是同

样从外地迁徙而来的打工人口。好心的亚

居拉接待他们时，偶然遇到了一个从雅典

来的旅人。这人名叫保罗。 
 
保罗不仅会织帐篷，更是一位从小即受到

严格的犹太传统教育、博闻多识的学者。

跟他在一起不用生活太久，就会为他对于

托辣（狭义指摩西五经，广义可代表几乎

所有的律法书）的熟悉程度所折服。亚居

拉和妻子百基拉都打算好好向他请教一

番，以便能够更加严格地遵从律法。 
 
然而奇怪的是，这位出生第八天即受割

礼、属于便雅悯支派、希伯来人所生的希

伯来人、律法师中最严格的法利赛人，却

没有向他们讲述各种各样无休止的规章制

度，反而谈起了一位木匠的儿子，拿撒勒

人耶稣。 
 
耶稣就是弥赛亚。祂已经来到世间，在十

字架上偿还了众人的罪，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律法的功用仅是叫

人晓得罪为何物，却不能使人得救。 
 
保罗亲自的见证，满有圣灵的感动。亚居

拉一家被神的道所吸引，深深折服。他们

敞开家门，接纳所有信主的基督徒一起聚

会来敬拜神，神就恩待他们，帮助他们与

保罗一起在以弗所建立了属于神的教会。 
 
然而可惜的是并非所有的犹太人都愿意敞

开心扉接受主，他们合力排挤保罗。保罗

在会堂里竭尽心力劝导自己的骨肉至亲们

无果，只能领受了神起初的呼召，搬到了

提多犹士都的家里去住，开始向外邦人传

福音。这一传，就是一年半。 
 
当哥林多的教会基本完成植堂，保罗的任

务（他几乎总是在传道，却一直没有固定

牧会的托付）也要转向新的大城市以弗

所。已经成为他左膀右臂的亚居拉一家，

毅然决定跟从他一起上路。他们夫妇两个

或许没有演讲的口才，没有深刻的领悟，

可我想他们到了以弗所，一定还会织帐

篷，制皮革，尽上自己的所能，在一切事

上尽力地帮助福音广传。 
 
当保罗出外传道的日子（他曾立了志向，

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另

外一位出生于亚历山大的犹太人来到了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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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拉的教会。他口才甚好，圣经也熟，却

唯一不晓得人要得赦罪之恩，必须经过圣

灵的洗礼。亚居拉夫妇这才明白神将他们

带来以弗所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培训门

徒。他们将这位名叫亚波罗的兄弟请到家

里来，为他详细地讲解当初保罗所传拿撒

勒人耶稣的道。 
 
施洗约翰的洗礼，是叫人悔改。而接受主

耶稣的救恩，圣灵得以内驻的洗礼，才能

使人重生。 
 
亚波罗明白这一层真道之后，大大地发热

发光，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后来保罗写

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中，曾用撒种比喻自

己的工作，用浇灌比喻亚波罗的工作，就

可见一斑。 
 
我不知道亚居拉夫妇亲自传福音所带领信

主的人有多少，然而他们所做的工，神必

记念。新约保罗所写的书信中，但凡提到

他们所在的教会，都必亲笔问安。保罗甚

至这样评价这一家：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

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颈项、置

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

教会、也感谢他们。 
 
这就是一对敬虔夫妇，在各种困境中也能

满有主的恩典喜乐，同心营造充满温暖的

家庭的见证。而飞鹰的名字，不也正是指

代了将一切依靠全托付与神的膀臂之意

么？ 对于现今世界充满了各样紧张情绪、

每日焦头烂额于解决各种大大小小矛盾冲

突的家庭来说，这是一份绝好的榜样。建

基于身体样貌、金钱利益、甚至社会地位

等等层面的结合，怎能达到生命目标与信

仰志向的合一那样稳妥蒙福。圣经里切切

提到这两位夫妻的事迹，让后世的历代基

督徒们无不晓得他们的工作，正是为了给

我们以特别的警醒和帮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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