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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6.16 

基督徒的家庭生活 

 

主讲：余牧师      笔记：稻草堆团契 

 前言： 

     那我们还是要先安静在主的面前，要先回到主面前，回到里面，先来跟

主联结，请我们一起回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在信心里，在灵里与主联结，一

起来祷告。 

 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

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回到你的里面，

我们相信你的同在，我们也相信你是做工的主。主啊，你在我们的信心里，

你在我们的里面，主，今天晚上你亲自向每一个人说话，你来施恩典，主啊，

让我们有受教的心，能听的耳，有敏锐的灵，求主恩待以下的时间，将你的

话赐给我们，赐下你的同在，我们单单的注视你，我们单单的仰望你，我们

单单的渴慕你，哦，我们的主，我们注视你，你也注视我们，我们寻求你，

你就使我们寻见，我们叩门你就给我们开门，愿你赐福你的儿女们，保守以

下的时间，你的灵做工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中间，让今天晚上我们的交

通分享充满你的同在，充满你的话，充满你的灵，充满你的爱，愿主施恩典

给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引导带领我们。圣灵，你是我们的老师，耶稣你是

我们的老师，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主赐福你的话，在我

们的里面生发果效，祈求圣灵引导我们，赐给你仆人当说的话，谢谢主，奉

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回顾： 

     哈利路亚，我六月份跟各位牧者同工们分享的主题就是基督徒当有的生

活，第一次我分享了信仰生活，第二次分享了侍奉生活，今天我要跟大家分

享家庭生活。 

   我第一次曾经提过，从世界的角度来说，世人常常把家庭、单位、学校

分的很清楚，学校就是讲到学习的地方，家庭就是讲到家庭生活，单位就是

讲到工作。基督徒就是讲到家庭的时候，也是讲到家庭生活，讲到教会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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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讲到侍奉，讲到单位讲到工作，提到学校就讲到学习，上学，学知识。我

们知道其实在学校，在单位同时也是生活。 

     提到我们怎么样认识这个生活呢，生活到底是包括什么呢，它包括的内

容范畴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衣食住行。就是我们跟人的相处，包括我

们的言语行为，与人的相处。爱神我们也要爱人，我们要侍奉神也要服侍人。

所以，侍奉生活讲到服侍神、侍奉神，就是我们祷告，赞美，敬拜，或者带

领别人祷告，讲道，查经，敬拜这叫侍奉。个人就是信仰的生活，跟神的关

系。讲到家庭，就是跟家人的相处，也就是跟人的相处。讲到我们的言语行

为，我们的衣食住行。其实，我刚才提到，不单是在家里有生活，在单位，

学校和教会也都包括生活。大体上我们说家里注重生活，单位注重工作，事

实上没有办法完全分开。在哪里可能都有工作，也都有生活。那么从新约的

角度讲我们在家里服侍，其实在我们内心里，每天也都看作是服侍神。若有

这样的心态，有这样的态度，有这样的观念，那真的是与主同在。 

 家庭生活（见证分享） 

     今天就有一位姊妹跟我交通说，她的丈夫对她如何不好，骂她，打她，

她依然说，我要爱丈夫。她讲了很多，丈夫的不好的地方，她讲的不是埋怨

的，不是生气的，不是仇恨的，她流泪的在讲丈夫对她的不礼貌，打骂，包

括夜不归宿，好多的都是一般人接受不了的。但是她讲的时候不但没有生气，

还为丈夫哭，为丈夫祷告，没有任何的想到仇恨，伤害。当然，她给我讲的

意思是，有人给她出主意说这样不好，不应该这样惯着他，应该跟丈夫对抗，

她问我该怎么办。我就告诉她说，她的选择如果是为主的缘故，因是尊主为

大，为主的缘故，看到丈夫的可怜，不记恨，不反抗，不报复，这样的心态

做法是好的，是主所喜欢的，不是吃亏的，而且是被主纪念。我跟她通完话

了，我觉得我很是感动，所以我鼓励她买两本盖恩夫人自传全集，让她效法

盖恩夫人，她也说她看过了她的书。她也因着就是要学习她的榜样。我听到

很受感动，我觉得是值得的，非常宝贵。 

     过去好多丈夫欺负太太，甚至可以写休书，打骂。这个是过去丈夫对妻

子的态度。而这个时代很少丈夫能这样对妻子，很多时候也有妻子无理的对

待丈夫。这个姊妹所讲的，我觉得很受感动。她没有仇恨，没有报复，她充

满爱。愿意来一直感化丈夫，她就是讲一句说，她要爱丈夫，我听了我觉得

她的信心和爱心真是主所喜悦的，主所宝贵的。 

 家庭生活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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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生活是非常关键的，非常重要。我个人比较认为一个人为了工作，

为了侍奉，为了事业，为了赚钱，去牺牲家庭，都是不对的。侍奉不能牺牲

家庭吗？保罗他没有娶太太，是他在没结婚之前，他甘心为主的缘故不娶。

如果娶了呢，我想是需要主开出路，撇下并不是撇弃。马太福音 19章说，

为了天国的缘故，撇下妻子儿女，父母弟兄姐妹，房屋田产的，没有在今生

不得百倍，来世不得永生的。 

 

 撇下不是撇弃 

     我想那个撇下一定不是撇弃的，撇下，在彼得跟随主的三年半，他没有

条件没有办法带他的妻子到处来往。后来教会建立以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第九章说到，难道我和巴拿巴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姊妹做妻子吗？难道我们没

有权柄带着太太一同往来吗？就像主的仆人矶法一样吗？可见彼得后来是

带着妻子到处来往的。为了主的缘故不娶，为了传福音不娶是主可以认可的。

但是如果娶过了，撇弃，肯定是不对的。除非对方要离弃相信的人，或侍奉

者。所以撇下不是撇弃。撇下是暂时留在家里，我相信他还是爱妻子爱孩子，

或者说爱丈夫，爱孩子。而且得到妻子或者丈夫，孩子的认可。 

 教会观念的更新 

     当然我的背景，我的老家教会有好多年轻的姐妹，她们的父母不支持她

们不找工作，去奉献自己做传道，觉得小女孩抛头露面很不好。因为那个时

候是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外邦不信耶稣的年轻人外出打工的都少，何况主里

面的年轻姐妹信耶稣到处传道。所以村庄的人不能理解，女孩子出去，觉得

抛头露面不好，觉得没有家教。这是教会刚建立的时候，也是刚改革开放的

时候。大家比较传统，比较保守的时候，有这样的看法。所以有些父母就拦

阻自己的女儿不让出去传道。那么作为结过婚的姊妹爱主，丈夫也有时候会

拦阻，大部分的丈夫传道，妻子都是认可支持的，当然我讲的不是绝对的，

但绝大部分都是丈夫传道，妻子是支持的。 

     他们在那个时候，在 2000年前，甚至于到 2005年以前，很少有传道人

带着妻子，当然也有个别的，团队建立的时间的长短不一样。有些教会建立

的早，时间长，他们可能早一点带妻子出去，建立的晚的，可能晚一点带妻

子出去。个人的经济条件状况也不一样，教会建立的时间长短也不一样，个

人侍奉的时间长短也不一样，那么现在有好多到处传道的传道人，都是要带

着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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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于有时候我到一些地方去，没有带妻子，别人就会问，为什么师母

没来，怎么不带师母来？就是要求邀请师母去。打电话邀请的时候就邀请师

母去。去了以后如果师母有一些特别的事情没有跟我一块去，他们就会问师

母为什么没去？那在我刚传道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机会也没有这个条件的，都

是撇下的。她们在家里很辛苦，这个撇下，虽然不能带着，但是也不是撇弃

了。对妻子还是有爱的，不在家的时候，因为是为主的缘故，没有办法带她

们，也不能天天在家陪她们劳动，但是在外面还是牵挂的，爱的，回到家里

还是要尽本分的。 

一、夫妻关系 

     圣经非常看重家庭，我们不难看出上帝造人是为了他的荣耀，但人是需

要吃食物，所以上帝就造了植物，动物，各样的粮食蔬菜，都是供应人的需

要。当然，我们也需要太阳的阳光，那也有阳光来滋润，包括空气，雨水滋

润大地，才能长出菜蔬，水果，粮食，养活动物，人才有的吃。我们看上帝

造万物都是为了人的需要，人是怎么开始的呢？从男人开始。换句话说，就

是从丈夫开始。神叫亚当沉睡，取了一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我们看到这

个世界开始，不是从一个团队开始，也不是从一个国家开始，也不是从一个

教会开始，乃是从一个男人开始，又造了一个女人，也就是说从一个家庭开

始。所以一个家庭，丈夫是最关键的，那丈夫就是妻子的头，神先造亚当，

后造夏娃，然后亚当夏娃生了孩子，当他们生了孩子就成了父母，所以家庭

的关系讲到什么呢？第一个要紧的就是夫妻的关系，因为先造亚当，后造夏

娃，产生了夫妻关系，然后他们生了孩子，就产生了和父母的关系。那他们

再生孩子，就是这样。 

 家庭的多重关系 

     所以在家里我们有三个角度，三种关系。一个就是夫妻关系，一个就是

父子关系，也就是说，在平行的有夫妻关系，在上面有父母，在下面有儿女。

这是讲到三代同堂，当然也有四代，五代。总之，每个人，除了亚当和夏娃，

他们没有肉体的父母，其他的人都是有父母，有夫妻关系，还有儿女。这是

在正常情况下。特殊情况就是另当别论了。比如说保罗，他只有父母关系，

没有儿女关系，没有夫妻关系。因为他为了主的缘故没娶。在历史上有很多

修士，修女，他们去到教会里，他们没有结婚，当然就没有夫妻关系，也没

有孩子，没有父子关系。他们上面有父母。 

     我要强调的就是，我们在家庭里，我们有夫妻的关系，我们有跟上面父

母的关系，我们有跟下面儿女的关系。所以亚当跟夏娃是夫妻的关系，亚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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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夏娃生了孩子，就是儿女的关系。他的儿女就是该隐，塞特，他的儿子们。

后来又生了孩子，就是他们上面跟亚当夏娃是父母关系，中间是夫妻关系，

下面跟他们的儿女就是儿女关系。所以，我们要是有三代，就是上面有与父

母的关系，中间平行的夫妻关系，跟下一代的关系。家庭关系虽然孝敬父母

很重要，这是第一个带应许的诫命，但是神造人的时候，先是产生了夫妻的

关系。那么夫妻的关系，丈夫非常关键，因为丈夫是头。在伊甸园里亚当是

头，神告诉他说要修理看守，要管理。可惜后来没有管理好，没有看守好，

夏娃上当受骗了。而且又摘了果子让他吃。他也吃了，他们都陷在罪里。原

本亚当做头，夏娃作帮助者，神的心意是好的。 

 夫妻关系是第一要紧的 

    我们看到家庭关系中夫妻关系如果好了，从现在来说，如果夫妻关系好

了的话，那丈夫就起到了作用，妻子也起到了该发挥的作用。如果夫妻关系

好，直接能影响到儿女，如果他们的父母健在的话，他们会孝敬公婆和岳母

岳父。如果关系不好，有的要孝敬娘家人，丈夫不同意，有的要孝敬公婆，

妻子不同意。如果夫妻关系好，对双方的父母都好。夫妻关系好，就是儿女

的榜样，就是一个生命的见证。我想，我们在坐的每一个牧者同工都知道，

夫妻关系不好，对儿女是很大的伤害。让父母很担忧，彼此也有很大的伤害，

问题出在哪里呢？因为我们不是神造的原件了。我们不是像亚当在伊甸园里

没有犯罪的时候，他做头，他没有罪，他可以作好的带头作用。那夏娃也可

以成为他的帮助者，支持者，那都没有问题。 

 家庭的次序 

 

     因为犯罪了，丈夫不像亚当，妻子不像夏娃，领头的不会领头，帮助的

不会帮助。神原本的心意是说，亚当做头，夏娃做帮助者。在创世纪的 2：

18-25 节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一个男人独居不

好，无论从上班，干农活，从情感需要，和生命传承哪方面来说都不好。男

孩子到一个地步要追求一个女孩子，因为人是有感情的，他要传宗接代，神

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丈夫上班，妻子可以在家带孩子，在干农活的时

候，妻子可以帮助丈夫干。除了保罗那样有特别呼召，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

每个人都需要婚姻，在夫妻关系中有三个关系：妻子是配偶，一个帮助者，

是女人。神让亚当做头，让夏娃做配偶，做帮助者和女人。亚当和夏娃的夫

妻关系是最完美，最好的，因为是两个无罪的人结合在一起。 

 妻子是丈夫的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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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人们犯罪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现在的丈夫和妻子都是不配的，神

所喜悦的婚姻是什么样子的？是男人和女人的配合，是相配的。神给亚当配

的是对的人，不是动物。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有罪的生命，有的像野驴，

有的像愚笨的鸽子，有的像倔强的母牛，有的像狐狸的生命。在一起问题很

多，好比一个温柔像羊一样的女人和狼在一起，他们不配呀，两个狼在一起

就容易打起来了，那两只羊他们可以在一起，所以现今的婚姻很多的问题都

是个性不相配。 

     上帝给亚当造的妻子，说那人独居不好，给造一个配偶，就把动物都带

到也当面前。圣经中说，亚当怎么都没有看到自己的配偶。动物都不配，然

后从肋骨抽出来造了一个夏娃。两个对的生命在一起就相配。我们今天都带

着罪性，个性脾气习惯，生活背景不一样，在一起问题就多，需要磨合。因

为有不一致的想法，和观点。 

     不信耶稣的在一起，互相吵架，伤害。那信耶稣的，如果不愿意改变，

也会每天争吵不断，丈夫说妻子不顺服，妻子说丈夫不爱。一天到晚争吵，

家里一天到晚吵不停，不要以为到教会做做礼拜，聚几次会，夫妻关系就好

了，没有那么容易，也许两个人都信，不会因为拜偶像的事情争吵，但是还

有其他争吵的问题。 

     今天有很多合不来的，离婚的很多，选择另一半的时候，共同点越多越

好，越容易幸福。之前想介绍一个初中毕业的弟兄和一个大学毕业的姊妹认

识，男孩子不同意，可能因为觉得学历太不般配所以不愿意。很多人不愿意

接受另一个与自己个性，思想，目标，背景，文化差距很大的异性。上帝也

看重，相配，所以如果同样的文化，背景，同样的背景，同样的生命，就不

会有吵架。现在很多的婚姻是包办，是花钱买，这都不好，也有人觉得自由

恋爱好，自由恋爱也不好，因为当时是出于肉体，一时的冲动，随着自己的

意思做出的选择。 

 女人是男人的帮助者 

     配偶是帮助者，可惜今天的妻子很少能做到顺服，妻子帮助丈夫事业有

成，帮助丈夫的学业。但有些妻子却是跟丈夫胡搅蛮缠，甚至有一些妻子都

不知道自己需要做饭。一个妻子知道自己的才干和恩赐很重要，身边一个弟

兄事业做的很好，想吃家里的饭菜，妻子却不给做，一心想插手丈夫的事业。

因为姊妹要强的个性，整的夫妻关系很不好，很痛苦。妻子不知道自己的角

色，所以容易强出头，但是有本事的妻子，不因自己优秀就自己出头，丈夫

是妻子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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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辛蒂很尊重尊荣自己的丈夫，每次上讲台都让自己的丈夫牵着自己的

手，让自己的丈夫先讲一段，为她祷告，把自己放在丈夫的遮盖一下。这样

的生命，是主耶稣谦卑的生命。一篇很有感动的信息：如果丈夫做好丈夫，

妻子做好帮助者，哪里会有吵架呀。圣经说：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

必管辖你。这是咒诅，所以现在就变成女权时代，丈夫打妻子，辖制妻子肯

定不对，这是罪带来的，妻子天天要平等，甚至要管辖丈夫，你是头，我是

脖子，我不动你别想动，这是大背道。 

     因为神说叫我们顺服神，顺服神在哪里啊？其实顺服神就是顺服在当官

掌权的，顺服牧者同工，顺服丈夫和顺服父母，这就是顺服神的具体表现。

神在天上，你怎么顺服？所以，今天这个世代真是大背道:孩子不听父母的，

下属不听领导的，同工不听牧者的，妻子不听丈夫的，已经形成了这个文化，

觉得我能让丈夫听我的这是一个荣耀，其实这在神面前是一个极大的罪，是

羞辱，因为悖逆。 

 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那第三点讲到男人对女人，也就是丈夫对妻子。“这是我骨中的骨，肉

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上面两点讲到妻子是丈夫的配偶，是帮助者。

第三点特别讲到丈夫对妻子怎么回应，要把她当成骨中骨肉中肉，这就是女

人。所以妻子是丈夫的女人，是丈夫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个就是讲爱。如

果一个男孩娶一个太太，你能不能把这个女孩当成骨中骨肉中肉？换一句话

说，你能不能爱她？所以有人就解释说，这个肋骨是在心旁边，不是从头骨

抽下来的，也不是从脚骨抽下来造的，乃是在心脏旁边，是心爱的。 

     一个男孩子娶一个女孩子不爱她就不配娶她，不配做头，他也不是丈夫。

所以乱七八糟的事情都在这个世界上出现了，为什么呢？因为好多的人是一

时冲动，他没有仔细思考:我是一时的情欲发动还是真正爱上了这个女孩子？

无论怎样我能不能一直都爱她？就像结婚典礼上所说的:无论贫穷富足，健康

疾病……都会爱对方。只有亚当夏娃的婚姻是完美的，因为是上帝的计划，

上帝的旨意。后来犯罪以后，夫妻关系问题多，是因为不知道她是丈夫的配

偶，是丈夫的帮助者。丈夫也不知道妻子是他的骨中骨肉中肉。辖制、打骂、

不尊重都是没有爱的表现。家庭生活乱，就是这样的问题出现在家庭里。 

 （周牧师和师母的见证） 

     周牧师晚上睡觉前和早上起来都会亲师母一下，周牧师常常为师母预备

早餐，对儿女都是非常宝贵的见证。有一次我陪周牧师去东北，他对我说:

这一次没有带师母来，挺想念的，因为两个人都没有分开住过。周牧师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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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师母当作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周牧师上班或者侍奉，师母要带七个孩子，

家务活跟繁重。周牧师爱主一感动就要把房子车子奉献给主了，师母都顺服。

上台湾师母跟着去，上香港她跟着去，上美国她也同意。在美国的时候，师

母自己带七个孩子，周牧师一天光坐在家里读经，太太不生气不发怨言这是

什么生命？为什么呢？因为是配偶，是帮助者。那周牧师对师母的爱，让我

们学一辈子也学不会:有忍耐，走路走得再慢，不生气不着急，不向师母发脾

气。不是光讲家庭生活、夫妻关系，最重要是活出来。 

 夫妻要同心 

     今天我们作为主内的弟兄，我们的家庭生活要想好，最关键的是夫妻关

系。夫妻关系好不是在一方，妻子要知道她是帮助者，是配偶。她也配，要

跟得上。过去人说:夫唱妇随。妻子越是放下自己的主观、无理、霸道……学

习谦卑顺服，尽一切力量来帮助来支持丈夫，这是妻子的本分。那丈夫要做

的就是把妻子当作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爱妻子，无论如何都要爱，因为她就

是你爱的对象。世界上，除了跟上帝的关系，夫妻关系是第一位的，圣经上

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夫妻不能因为孩子而吵架，

不能因为公公婆婆或娘家爸爸妈妈的建议而破裂。 

     任何人都不能影响夫妻关系，包括信仰和侍奉，夫妻都要同心。不可以

说我要爱主我就把妻子丢在家里苦待她，因为你已经娶了她。那么我们一开

始看到彼得把妻子撇在家里，我相信他不是残忍地苦待妻子，后来能带的时

候他就带着，当然不带有不带的难处，带有带的难处，但无论带不带都是为

了主的缘故，每一种生活方式都会付代价。 

 夫妻关系要和谐 

     家庭要想健康，生活要想和谐美满幸福，最重要最首要的就是夫妻关系。

夫妻关系好，孝敬父母和教育儿女都是基础，夫妻常常吵架，孝敬父母和教

育儿女不会一致的，夫妻关系不好，教育儿女也是没有权柄的。夫妻关系怎

么好，就是因为他们想的一致。或者两个人有一样的层次，或者有一个层次

高，有一个愿意放下完全配合。玛莎传道上课时说有一个姊妹说:我要不顶嘴，

不犟嘴，我以后要选择顺服丈夫，因为他是头。姊妹这样说也这样做到了，

成了玛莎学习的榜样。 

    没有好的夫妻关系就会吵架，有争执。有一天周牧师说做工人还争执还

争吵，甚至还大打出手。为什么争啊？其实我们还是天然的生命、旧造的生

命，没有被改造过，思想没有被更新过，我们的言语没有柔和，没有经过制

作，所以我们不会讲话不会听话。不会讲不会听，不管是我们跟父母跟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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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跟牧者同工，只要争吵就表示我们里面还有很多血气的东西，因为从基

督来的是谦卑温柔的，是爱，是造就人的，讲话是婉转的，是智慧的，是温

柔谦卑的，不会伤害到人，也不会带着气讲，不会伤害人，自己也不会受伤。

家庭生活和谐美满幸福。 

二、与父母的关系 

     不仅要夫妻关系好，还要孝敬父母，因为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孝

敬父母使我们得福，在世长寿。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五节讲到末世的人性就

是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好说谗言、不能

自约、性情凶暴、卖主卖友、任意妄为，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

这等人你要躲开。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末世的人性

（提后 3:1-5）不孝敬父母是大背道，就是不信的人不孝敬父母也是天理难容

法律难容，在左邻右舍的心目中也不会认可的。 

     所以在家庭生活里要懂得尊敬父母、孝敬父母、听从父母。小的时候要

听从父母，长大了要孝敬父母、尊重父母。这几条我们如果能表现出来，那

是我们讨神喜欢的条件，在家里讨喜欢的先决条件。因为父母如果是基督徒，

我们就是二代基督徒，父母根据圣经的教训养育我们，我们听，我们就会有

信仰的根基、属灵的生命，我们就会有正确的人生观，不会像浪子一样。所

以基督徒对父母的第一个态度就应该是听从父母，在主里听从父母。 

     第二个就是凡事顺服，还有就是要尊重父母。因着我们的罪性，我们常

常悖逆不听从求神帮助我们在家庭生活里与父母的相处上做到听从、尊重以

及孝顺。在旧造的生命里我们做不到，但在基督的新生命里一定要追求，要

这样做。最离谱的就是不听话，有的孩子觉得父母的钱财他们可以随意挥霍，

现在这个时代的“低头族”“啃老族”“宅男宅女”都是认为父母挣钱给他们花是

理所当然的，这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孝敬父母，依然就给儿女留下了榜样。

当我们在节假日的时候尽量可能带孩子看望父母，让他们建立关系。孝敬父

母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有的是不听从，有的是不敬重，甚至有的人给父母

一点钱一点生活费都不愿意。有的父母得不到态度上的尊重，有的得不到金

钱上的帮助，有的是得不到精神上的满足。这都不是神所喜悦的。 

三、与子女的关系 

     还有一个关系就是我们对儿女的教育，在家庭生活里我提到三个角度:

夫妻关系、父母关系、子女关系。上面有父母，下面有儿女，中间有妻子丈

夫。我们不但要孝敬父母也要教育儿女，父母生了我们我们要孝敬他们，但

是我们也生了儿女我们还要教育他。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不是为自己活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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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身上有很多的责任。外邦人认为不孝敬父母是一种没有良心的做法。夫妻

关系不好是人的良心所不能认可的，儿女没有教育好感觉人生都失败了……

家庭生活太重要了，如果没有孝敬父母，如果夫妻关系不好，如果孩子教育

不好，无论挣再多钱，官再大，文化再深、或者教会牧养有多大有什么价值

呢？我们教育儿女失败了，那就真的失败了，我们的夫妻关系破裂了，那真

是后院着火不得了了。 因为家庭关系出现问题了，就没有底气了，没有见

证，没有围墙了一样。所以，儿女失败了 。我们常常会说以利的儿子不听

以利的话，撒母耳的儿子不荣耀神。我发现士师记 18 章所讲的，在米迦家

里做祭司的，是革舜的儿子，有可能是摩西的孙子，摩西那么敬畏神，在孙

子的这一辈就出现这么大的问题。我想提醒一下。士师记的 18 章不是在不

是在士师记 16 章之后的事情，因为士师记不是按时间写的，按专题写的。

讲到没有王的原因和过程以及没有王的结果，所以 17 章到 21 章不是最后发

生的事。 

 父母的责任：生、养、教、陪伴、爱五个方面 

     那么我们就是讲到父母对待儿女这件事，在圣经上也特别的强调，基督

徒夫妻对儿女该如何教育。现在国家也重视关于留守儿童问题，年轻人出去

打工，把父母和儿女留在家里，造成了很多问题。这就是说，我们生了孩子

没有陪伴，我们做父母的给孩子生命，也要供应孩子的吃穿、需要。有没有

生了不养的那，当然也有特殊情况。总之，真正的做父母，要生、养还要教，

人是教育的成果，没有父母的教育，孩子就没有教养。如果不教育，孩子就

不会明白。所以生了孩子还要养、教、陪伴。没有陪伴，对孩子进行说教，

他就会不服。还有一点是爱。这五点是非常重要的。 

     我常常想，没有几个人觉得自己是合格的丈夫才去结婚，没有几个人觉

得自己是合格的妻子才去结婚，更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们合格做父母了才生孩

子。所以，我们是不合格的丈夫，不合格的妻子，不合格的孩子。造成了一

代一代的问题，一家一家的问题，那么多的问题是因为我们不懂得这些道理。

有的是父母留下不好的榜样。有的父母留下了好的榜样，例如宋庆龄、宋美

龄、宋霭龄父母给她们留下好的榜样。 

     不单是教，还有一个是爱。父母常常在家不等于是爱孩子，父母不懂得

和孩子进行感情交流和沟通，这一点是最难的。父母生孩子，其次是养孩子，

大部分父母都可以做到，除非是特殊时代。 

     第三是教，很多人做不到。第四是陪，有的人做到了，打工也把孩子带

在身边，或者没有出去打工在家里陪伴孩子没有让孩子称为留守儿童。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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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是最重要的就是爱，感情的交流沟通，跟孩子做朋友。但是基本上都是

有距离的，父亲像一个严格的老师，不会跟孩子交流相处。凡是跟父亲没有

很好关系的男孩子或是女孩子，有些自卑、胆怯、压抑。因为和父亲没有美

好的关系，专家说在七岁之前母亲的教育很重要，七岁之后父亲的教育很重

要，父亲的宝贝使孩子有自信，所以很多孩子没有目标，就是因为缺少父亲

的鼓励与教导以及没有为孩子设立目标。 

 父母成为儿女的榜样 

     人们常说“宿命论”，基因遗传，父母不好所以孩子不好。事实上不单

是先天遗传和所谓的命运，还有后天的教育。环境塑造人，有的时候父母打

骂孩子，没有鼓励孩子，常常讲孩子不好，不和孩子沟通交流，有的是溺爱，

把孩子惯得无法无天，有的是非常严厉，常常打骂孩子。虽然知道爱，但是

不会教。有的只知道爱，有的只知道教，总之，不会教，不会陪伴，也不会

爱，但是对孩子的这五点：生、养、教、陪伴、爱都是重要的。如果父母和

孩子做朋友，和孩子常常有心灵的沟通，这就开发了孩子的自立、情商、智

商。有很多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在舞台上表演，都是因为和父母的关系很好，

他们才有胆量。这都是因为父母很好的教育和引导。天天骂孩子，不和孩子

交流，他就会有紧张感和压抑感，特别是天天贬损、威胁孩子，致使他没有

胆量。不给孩子制定目标以及沟通，他就会没有自信，活在紧张害怕里，所

以，我们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姊妹，一定要懂得怎样的选择配偶，没有生孩子

的年轻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学习这些课程知识，好让我们知道该怎样教孩

子、陪孩子、爱孩子。 

     总结来说，不会教，孩子很多事情不懂；不会陪，孩子心灵孤单；不会

爱，很残忍，很苛刻，都会给孩子造成很大的伤害。我们需要学需要知道，

圣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要懂得怎样来陪伴孩子。因为工作，把孩

子放在家里成为留守儿童，对孩子的影响非常大。前几天母亲节的时候，我

在微信链接看到一个女士外出打工，她的孩子非常希望见到妈妈，妈妈便请

假陪了她半天，走的时候，孩子跑了一公里去追妈妈。对于没有父母的孩子，

他们心灵里有缺憾，有很大的创伤，他们非常希望父母能陪在他们身边。有

的是离异了，不能陪伴。有的是因为出去打工赚钱，不能陪伴，对孩子来说

都是极大的创伤，心中有极大的缺憾，没有安全感，没有满足感，感受不到

爱，不被教，不被保护和认可，都造成孩子的创伤，是孩子出现奇怪的性情、

思想。我们太需要主的爱、主的话、主的知识来懂得怎样的陪伴、教育孩子。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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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幸福的家庭生活我们需要有主，有主的话，主的灵，有主的爱，

大家都有主的生命，懂得彼此尊重，都存谦卑的心，温柔忍耐，一定是幸福、

和谐的、美满的、享受天伦之乐的家庭生活。 其实上帝造人，就是希望人

享受这样的生活，而不是天天吵架的，也不是冷战的。因为我们没有谦卑，

没有基督的温柔、忍耐、谦卑和爱，也没有智慧，所以常常会讲伤害人的话，

不会讲智慧、温柔、造就、成全、鼓励的话。 

     有的时候我们专讲不诚实或者狡辩的话，有的时候，专讲伤害、拆毁、

打击的话，这些话都不应该在家里讲，在家里我们不知道陪伴孩子，不知道

与孩子交流，不知道爱孩子，不知道带着孩子祷告、读经、敬拜赞美，不组

建家庭祭坛。吃饭之前不带孩子祷告读经，晚上的时候不带孩子建家庭祭坛，

这都没有照着圣经做。我们常常以为带孩子读经祷告，带孩子去上主日学、

夏令营，会不会影响孩子的学习、补课呢？不一定会影响，即便会影响也是

值得的、有价值的。如果孩子好好信主，好好爱主，他的学业不会最差。 

     如果你没有将他带到主面前，没有信仰的根基，对神没有认识，就算他

的学业再好，有再高的成就，那又有什么价值呢？也许他将来就成为贪污犯、

罪人了，所以，上学很重要，但是信仰更重要。教育孩子注重学习不是错，

但是因为学习不让他祷告、读经和参加教会的活动，那就没有意义了。我们

看到这个时代的同性恋、多元婚姻都是因为没有信仰，没有以圣经为根基，

是没有尊重神的结果。 

     神怜悯我们，巴不得我们能看重我们的信仰，看重我们的属灵生命，看

重天堂，看重对孩子的教育，对孩子的属灵培养，按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

孩子，圣经并没有说要我们不爱孩子或者溺爱孩子，圣经说要我们照着主的

教训和警戒养育孩子，从小就这样，所以孩子刚生下来，常常要带她祷告，

带她上主日学，参加夏令营，从小教育孩子，到老他都不违背神。不是单给

孩子赚钱盖房子或者说让他上学，甚至于将来他全职也好，带职也好，参与

服事。一个服事的人，就算他生活比别人差一点，但他还是有满足，生活条

件虽然很好，很有钱，如果没有主，他照样不会满足。 

 祷告： 

     各位亲爱的牧者同工，我今天晚上就分享到这里，我分享的家庭生活包

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夫妻关系是家庭生活最重要的基础；还有父子的关

系、父母的关系；与儿女的关系；如果家里的关系不好，就是言语、行为、

生活一切都不会幸福，就算生活条件好也不会幸福。感谢主愿神赐福大家，

我们一起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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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把荣耀归给你，主啊，你施恩典

帮助我们，让我们看重家庭生活，让我们的夫妻相处，与父母的关系，与儿

女的关系都能按着圣经的原则，很多时候我们不懂、不明白。等我们明白的

时候已经后悔莫及了，主啊，帮助我们能在教会中教导一些关于家庭生活的

真理，让我们可以按着圣经来生活，按着圣经的原则夫妻相处，与父母和孩

子相处。你的话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宝贵的。主啊凡事照着你的话去

做，就蒙福。凡是违背你话语的事，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还是在关系中都是

我们的亏损，主啊，因为你是神，你对我们所讲的都是真理，都是对的。主

啊，你是爱，你不会给我们错误的要求，所以，我们要遵守你的话。帮助我

们能回归到你的里面，荣耀归给主，求主赐福我们，赐福每一个宝贵的牧者

同工们，与每一个人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