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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长心语

惟用爱心说诚实话

朋友加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箴言 27 章 6 节）
生命不可能从谎言中开出灿烂的鲜花。（德国诗人 海涅）
圣经教导我们，教会是神为属于祂的人所预备的天父的大家庭，教会是一个拥有神的荣美和圣洁的盟约生命
体。为了教会这个神的大家庭的荣光，为了神儿女们生命的健康成长和成熟，神嘱咐我们，要光明磊落、口洁心
清地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祂，教会成员之间，众弟兄姊妹们要彼此相爱，互为肢体，坦诚互助，惟用爱心说诚实
话。
为什么肝胆相照、真诚无伪地“惟用爱心说诚实话”，如此被爱我们的神所看重呢？因为祂知道我们的本相和
本体，我们的一切，在祂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神的属性之一，就是圣洁信实，“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
事诚实的,为祂所喜悦。”（箴言 12 章 22 节）
什么是不诚实的话呢？就是一切扭曲事实、夸大或缩小事实的话，把自己的好事夸大，为了达到目的，渲染
事实；为了迎合别人，扭曲事实；为了自己的益处，缩小事实，把自己作的坏事，轻描淡写地予以掩盖。
箴言第 6 章 16 到 19 节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
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布散纷争的人”。
我们每个人都有其独特性和有限性，也都受各人自身偏见和盲点的约束。所以，人会被欺騙和蒙蔽，会软弱跌
倒。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人关爱、帮助，用爱心和诚实予以恩慈地纠正和陪伴，以从神而来的圣爱，互相尊
重、平等、接纳、饶恕、沟通、商量、劝慰，达成共识，和睦地同心合一，兴旺福音。
这样，我们就需要以圣经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来更新我们的旧有信念，让神的话语指导我们的生活，
让圣经的教导改变我们的生命。
鲁益师（C.S. Lewis）曾说：“语言最重要又有效的用法是表达感情，我们说话不单为了传递讯息，同时也表
达爱意、争吵、责备、安慰、代求、求饶恕，或引人兴奋等等。
所以，我们务要留意自己的口舌。没有爱心没有诚实的话语，是漠不关心的流言闲语, 是对别人的抹黑、中
伤、打击、控告、和伤害。有诚实而没有爱心的话语，是掺杂着属乎血气的诚心和热心, 是指责、挑剔、发泄、
和论断。有爱心没有诚实的话语，是不讲真理，缺乏公义，虚假、恭维、误导、和自欺。这样的教会的聚会，是
神所警诫我们的，“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
故此，我们要真正地“惟用爱心说诚实话”，诚心劝勉鼓励，热心肯定，在爱中建立及造就自己和他人，让教
会充满主的圣爱和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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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生命与生活
生活中的“小事” 13. 关于婚姻的几句话
王明道牧师
当看婚姻为极大的事，像生死一样的重要，这样你就不会草率谈爱情，订婚姻。
为婚姻的事详细考虑，观察对方，征求长者和师友的意见，都是不可少的，但更要紧的乃是：“当将你的事交
托耶和华，并倚靠祂，祂就必成全。”(诗三十七篇五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
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箴三章五，六节)。
当看清楚婚姻不是关于一时的幸福和快乐，乃是关于一生的祸福与成败。
论婚姻的时候，将容貌，金钱，财产，势力，放在最前面的，大多数都不免遭遇痛苦失败与悔恨。
基督徒订婚姻的时候，应当注重德行，学识，体健，才能，但比这几样更要紧的乃是信仰。虔诚爱神的青年男
女必须得一位虔诚爱神的人为配偶，否则不如独身生活，还少受许多痛苦。
藉着美丽的衣饰芬芳的化妆品，电影院，跳舞场，剧场，餐馆等等的事物为媒介所成就的婚姻，后来不是反目
离婚，就是一生饱尝痛苦。
要慎重与一个忍心（轻易）离弃自己妻子的男人或忍心（轻易）离弃自己丈夫的女人结婚，这样的人既忍心
（轻易）离弃自己结发的妻子或丈夫，又何难在将来的一个时候忍心离弃你呢？
完全由父母包办的婚姻固然是我们所不赞许的，但青年人在择偶一件事上不请父母的指导，不征求富有经验的
师友的意见，更不安静等候神，只凭一时血气的冲动便冒然订婚结婚，这件事的危险性更大。
讲究装饰喜爱交际的青年女子,是许多青年男子所爱慕的。但这种女子中能作贤德妻子为丈夫良助的却是极少极
少。（当然，神可以改变一个人。）
订婚姻不可太忙太快。常见不虔敬的青年男女，因为某种缘故爱慕一个虔敬女子或男子，便带上一副虔敬的面
具装作一个虔敬的信徒。如果对方不耐性观察，误认这个男子或女子为虔敬的信徒，就贸然订婚结婚，及至结婚
以后，那不虔敬的人目的既然达到，便显露出来他(或她)的真面目。请想对方要感受何等大的痛苦，遭遇何等大
的损失！但假面具欺人只能在一时有效，日久终必显露出来。如果青年信徒在订婚以前能安静等候详细观察，更
恳求神的指示和引导，便可不落在这种祸患的坑中。
有意同你订婚的那个女子或男子，因为遇见一个比你更美貌更富足的男子或女子，便离弃了你，去同那个人讲
爱情，你不但不可痛苦失望，反要欢喜快乐，感谢神拯救你脱离了将来的危险与痛苦。这种好色贪财的人决不是
你的好伴侣，幸而她(或他)早日离弃了你，你还不至受什么很大的损失。如果不幸你同她(或他)订了婚，结了
婚，将来必难免发生极大的惨剧。那时你所要受的痛苦真不堪设想了。
两个未婚的男女如果不确实知道有结婚的可能，就不可多有来往，恐怕发生了感情，却不能结婚，因此发生不
幸的结局。
不要轻易向异性的人发爱情，因为这与作茧自缚是一样的危险。
有了妻子的男人，或有了丈夫的女人，若再向异性生发男女间的爱情，这在神的眼中看就是淫乱的罪。
有了妻子的男人，一旦遇见比自己的妻子更可爱的女子，便恋慕这个女人，因而用诡诈待自己的妻子，甚至设
法弃掉自己的妻子，好娶他所爱的那个女子。他的结发的妻子痛苦不痛苦？伤心不伤心？就是死不死他都不闻不
问。这种人真是世上最残忍无良的人。我请他们听听神的言语：“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
的。”(玛拉基书二章十六节)。“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马太福音十九章九
节)。迟早有一日神必照他的公义报应这个残暴自私的人。
有些信徒的婚姻是由他们的父母包办而成就的。他们在许多事上真感到极多的痛苦。不信的人遇见这种情形
便设法去离婚，但他们为顺从神的命令，为顾惜他们那无知可怜的妻子，为不肯作别人的绊脚石，决不起离婚再
娶的意念。这种人在家庭中自然不免多受试炼，他们人生的幸福也不免因此减少许多。但他们将来在神面前，一
定要因着他们爱神爱人的缘故，得着特别的赏赐。
"心安茅屋稳，性定菜根香；世事静方见，人情淡始长。”这四句诗的末两句对于青年人的婚姻问题实在有不
少的贡献。
维持夫妻中间长久的感情和家庭中的幸福，有三样最重要的事：第一是相爱，第二是相敬，但比这两样更在
前面的一样事，乃是夫妻同心敬畏神。
（括号文字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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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分享
水牛，鴿子和老鷹
赵秉刚弟兄
我今天來分享一個我個人信仰的軌跡和幾個轉捩點。從開始接觸信仰後，進入點狀況，好像見山是山，見水
是水的一個學習，後來受洗信主後，卻有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的懷疑，直到現在是見山又是山，見水又是水
的一個喜樂。這中間有幾個轉捩點的功課學習，我提出來也許可以提供一些信仰思考的機會。
中國自古以來一直標榜一個聖賢孔子，被稱有教無類，至聖先師。 所以是值得學習的一個老師。孔子關於
自己人生有句千古處世名言，孔子說他自己， 「吾十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
十而耳順， 七十而不諭矩」。 白話一點就是說，他人生成長歷程階段性，分成年輕時十五歲開始立志求學，三
十歲有所建樹，中年期間四十歲就對人生不困惑，五十理解自然規律，六十就成熟到明辨是非，到了老年七十隨
心所欲，不違規。四十而不惑，这个惑其实就是迷惑、惑乱的意思。就是到四十岁的时候，孔子坚信自己的道
路，能很坚定的探索自己的道。不会被其他的机会引诱或被恐惧吓止，影响自己的方向。
我不是孔子。我審視自己的人生經歷，似乎到了 40 歲的時候真的有很多的困難疑惑。想想來到美國，求學
，求職，求偶，經過了多少掙札。真不容易，面對許多的挑戰，到了中年雖然是號稱五子登科，面對家庭親子關
係，孩子教育，夫妻原生家庭矛盾帶來的衝突，職場工作壓力，人情世故和險惡，許多價值體系的不確定性，人
在江湖，身不由己，面對現實種種挫折常有無力感，往前看，往後看都很吃力。應該是到了所謂的中年危機吧！
我個性內向，行事低調，自認清高，少有朋友來往。生活有空檔時，習慣地活在一個人的狹隘的內心世界裡
，在孤獨落寞的人生中也是有點自憐自怨。想想看，人生大概就是如此平淡的固定模式到老吧！沒想到神有奇妙
的計劃。
我就先從我的信仰過程講起。我從小是所謂掛名的天主教徒。小時候父親帶我進入天主教堂做禮拜，也學了
禱告時候會在胸前畫十字架，但是從來沒有機會看聖經。年輕時因為所住的地方多是民間傳統宗教的祭拜慶典，
我們也就入境隨俗，见而不為怪。逢初一、十五，常有廟會的社區活動，偶爾被邀參與酒席去吃吃喝喝，湊人數
給主人面子。「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山不在高，有仙則名.」 道聽途說這個很靈驗，人拜我也不排斥，以為這
就是所謂的信仰。其實是迷信的一種，迷迷糊糊的信仰。還好，孔子也說「敬鬼神，而遠之」。所以我也沒有很
大興趣。
來到美國，為了小孩子的關係，隨朋友介紹來到了教會。雖到了福音基督教會，仍然堅持自己是所謂的天主
教徒，非常不習慣主日聚會，最怕敬拜時站起來跟大夥兒長時間站著 （罰站），又偏偏有人還喜歡大聲禱告長
篇濶論，像政治群衆運動樣的喊口號贊美神，聽不懂還得跟著大家喊阿們。真受不了。後來感覺上是被體罰後，
坐下來，因太累了，習慣就坐在會堂最後面角落里邊點頭邊打瞌睡。牧師講道完了，我就趕快逃走。反正我也沒
有認識幾個人，也很少人有空來找我打招呼話家常，我是處處不自在。感覺上不是客人而是外人。所以常常藉故
家中事多而不來參加主日聚會，更不用說是參加特會了。
後來教會轉型開始了細胞小組。參加了家庭細胞小組，每週五查經學習，總算認識一些基督徒。也開始定期
聚會讀了一點聖經，有新的學習但是一直沒有感動。經過三四年，想想時間差不多了，公元 2000 年就和我太太
謝若倩一起信主受洗了。
雖然受洗了，聖靈應有內住，但是那只是知性理性的認知，看不出我的生活有什麼變化，還是我行我素，所
謂聖經上所講的“世界”的事情，例如眼目的情慾，肉體的情慾，和今生的驕傲，這些還是常常在捆綁著我的心
思意念和作為。隨著週五查經聖經的知識多了，我反而進入了一個階段，就是所謂的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
階段， 習慣用聖經的標準來衡量身邊的人或批評論斷他人。我想在這段過程當中，確實是対家人不是很有耐
心，也常常沒有在情緒上或言語上給予家人恩慈。在自以為義的驕傲中，其實隱藏了我里面許多多年累積的黑
暗，需要被聖靈來対付。
2002 年教會因為場地的關係不好找，春令退休會臨時決定在教會會堂舉行，一共三天。特別講員是劉富理牧
師。他還特地要求我們教會連鎖禁食禱告 40 天。那時侯也是心不甘情不願的參與。總算特會時間到了，第一個
晚上是週五晚上，因為小組要服事點心，我跟著小組一起來聽劉牧師的信息，一會兒是耶和華的軍隊，一會兒是
耶和華的元帥，我都不是太懂。而笫二天週六上午下午都有，我藉口遲到早退並沒有全程參與。周日主日證道，
我不得不來，陪若倩坐在後面，也沒有跟著劉牧師的講道進入狀況。沒有想到的是，劉牧師在結束時邀請現場的
夫婦一起到前面，他做一個祝福禱告。若倩像牽大水牛似的把我牽到台前和大夥在一起，我還得很不情願地陪她
跪下來。我記得還正好跪在教會司琴的旁邊。也不知劉牧師的禱告是什麼，只知道在自由敬拜的彈琴聲音當中，
會眾有人開始哭了，我也跟著有點感動，不多久忽然間眼睛開始模糊，鼻子怪怪的，然後眼淚鼻涕嘩啦啦的下個
不停，我也沒有哭，只是控制不住這種感動，結束後感覺非常輕鬆愉快。後來才查覺當時我那阻塞多年的淚腺被
打通了。就好像武俠小說中練武功的人任督兩脈被打通一樣。傳統男子漢大丈夫應是包裝成流血流汗不流淚的鉄
血硬漢。 男子流淚是軟弱的表現，我後來卻是內心柔軟了下來，易受感動，常因情景而控制不住眼淚.
（续下页）

3

雖然當時無意中參加特會而受到了感動，但是人在屬靈的道路上還是進步緩慢。後來有一次出差，開著我租
的小卡車要去俄亥州開會。出門前我就隨手拿了幾個劉牧師帶領春令退休會的錄音帶放在車上，想在路上無聊的
時候聽一聽。行前採取我一個技術員開同款式車子偷里程數的方式，在車子引擎上面電路動了一下手腳，所以車
子里程數不會隨著車子在公路上跑而增加。一路上都很顺利，在 75 號公路開了一個小時以後，邊開車聽聽特會錄
音帶訊息，還蠻享受的。但是心裡越來越不安，因為我好像察覺到，這個偷里程表雖是沒大不了的事，但是我正
在做一件不誠實的事情。而奇怪的事情是車子也開始在抖動，就是這樣忐忑不安的情況下，慢慢開車到了 80 號公
路收票口的時候，車子車窗搖不下來了，心中開始很擔心了。後來車子到了附近的休息站後，停下來後車子一熄
火，引擎就再也打不著了。
人生地不熟的，車子拋錨了，前不著村，后不著店的，怎麼辦呢？慌張了一陣子以後，人開始安靜下來，從
車上打電話找拖車，結果非常幸福地，馬上有拖車到了休息站來，後來拖到汽車經銷商去修理，經銷商馬上處理
但暫時沒零件更換修理，也正好有一部車子可以租，所以我又馬上上路了。到了出差到達的地點，竟然沒有遲到
太多。接下來行程都很顺利，開會，住宿，開回，還租車，再拿修好的車子，開回家，都很順利。感謝主！哈利
路亞！
神所愛的孩子，他必管教。我開始了解，他人也許不在乎我，但神在乎我，所以我被管教了！聖經中的大
衛、保羅都被管教過啊！還有中世紀改教家馬丁路德也是有過類似特殊的經歷。何等榮幸我也有！經過這一次被
管教，我就開始醒了。信仰不只是知性理性的探討，還有感性靈性方面的探索及生命的改变。信仰開始認真了。
聖經的文句真的变的好真實。人也謙卑下來了。從此以後就甘心樂意的委身在教會和若倩一起服事。不再是教會
外人而是教會里面的家人。神也非常祝福我們，能在福音教會裡和孩子一起成長，從兒童主日學到青年事工，並
且有不同性質的服事，甚至做了十多年的跨教會跨區域的婚姻事工，認識了好多很棒的基督徒，其中也有甘膽相
照彼此信賴的朋友。現在又來到了西區植堂，跟許多弟兄姊妹一起服事，建造主愛的教会和社區，有目標有意
義，生命真的很寬廣又丰盛。過去舊有觀念不再捆綁，新的機會、新的概念、新的看法和做法，可以像老鷹一樣
翱翔在天空。現在是向前看向後看，充滿恩典。
人生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我從一個內向害羞又硬著頸項，自以為是，自以為義的人，在中年危機的年
紀中，因為孩子而進入教會聽道信道，加入小組一起學習和服事，參加特會被聖靈感動，後來又被聖靈管教，人
從此有極大的轉變。平安渡過了中年危機的歲月，回想起來很感恩。
這種個人經歷和個人思考所得，藉著這次見証分享，希望彼此受益：
一是，每一個人的成長不一樣，每一個人經歷又可以不一樣，所以我的經歷可以供參考但是千萬不要做比
較，產生苦毒，小心這可能是魔鬼的計倆。另外一個功課就是，我們常常急著要改變我們身邊的人。其實我們人
不能改變人，唯有聖靈可以提醒人使人從里面改變人心，以肉心換石心，所以我們要做的是不要走在神的前面，
在禱告中容許神先在我們生命上做提升，相信神也會在我們身邊的人的身上動工做調整。最后，我也相信在特定
的一些特会中，常有機會聖靈可以做提醒，釋放，醫治，赦罪的工作。所以我也鼓勵參加特會。
願神祝福大家！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
曾洁姐妹
基督徒信主有永生的盼望，又有今生的福乐，这福乐虽不同于世人定义的成功，但那确实是丰盛的人生，那
是靠主的恩典得胜的见证。
虽然在无神论环境长大，但不知为何我一直相信有神，只是不知道何为神。所以，在教会朋友的建议下，读
完四福音书后，从耶稣所言所行可以知道所是，即“耶稣是神”这个结论十分合乎逻辑，不容推诿。【工程实
践中，我总结并遵循 rule of 2 的原则：如用两种不同方法方式推论得出相同结论、其正确率至少是 72.5%、即
可行。不同方法越多正确率越高】。于是在去教会大半年后，没有多少犹豫，就受洗信主成为基督徒，完全是
“终于回家了终于有信仰了”的轻松。【我渴望有信仰，觉得有信仰就有定力有根】。
受洗后，知道主日去教会崇拜是基督徒生活方式的基本，所以除非有事（孩子们的常规活动是会选择避开主
日上午的），总是全家一起每周主日去教会崇拜听牧师讲道和参加主日学。但其他，比如小组查经，个人灵修
读经祷告，教会服侍是有一搭没一搭，断断续续的。这样过去了好几年，我开始不安起来，发现自己读不懂圣
经，圣经的文字很简单很直白，可就是不明白啥意思有何深意。更为严重的是：我意识到自己信主后也没有什
么生命性情的改变，我还是我，还是从前的我，优点不少缺点也是一大堆。我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得救？
于是在心里说，如这种温吞吞的状态持续下去，我就不再去教会了，总不能自欺吧。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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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内心的叹息在神面前是祷告，神听见了。神开始了祂对我独特的带领。
就在这段时间，教会一个姊妹开始热心地邀请建议我参加张乃千牧师在教会的摩西五经的培训班，建议我注
册参加一年的圣经课程。感谢神、赐给我 open-mind, 我简单单纯地采纳了她的建议。张牧师在讲课时，讲到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因为得救的确据在神自己，神不改变。这对那时的我，给了我得救的笃定。因为那时
我正在怀疑自己得救与否想要离开神。无疑，牧师的讲道把我拉回到神的家中。我感谢神，借着教会姊妹，牧
师来带领和祝福我。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有人邀约你来教会，正如今日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不是偶然，实
在是神对你的独特带领和美好计划的一步。
有了得救的笃定，得救的笃定就好像在一个心心念念，一直向往的国家终于有了一个稳定的身份，身份有了
就有了安心感，就可以安居乐业好好生活。所以，我迫切地想要经历神，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言 9:10）。既然如此，神的道理，圣经的教导要能够用在我生活中，那岂不更上一层
楼？更重要的，这是神与我有关系的证据，我需要的得救的凭据！
那时，恰逢我工作的公司有一个小小的改组，影响到了我。我被分到一个新成立的小组，小组人不多就三
人：我和另一个工程师汇报给经理。于是，我的噩梦开始了。经理为人乖张，不懂技术又不团队合作。他曾经
的组员们，告诉我他的过往为人，结论是：凡与他打过交往的，从我们的 customer OEM，公司的销售团队，他
的组员，没有不抱怨他的，是抱怨到人事部那种正式的。度日如年，每天都在煎熬！我们两个组员常常一起商
量如何对付他，每周例会基本是在互相指责无休无止的争论。我也真不把他当老板看，没有尊敬顺服只有厌
烦！另一方面，我也在另辟蹊径找关系，想调离他的小组，稀奇的是，那些所谓的关系这时是一点用处也没
有！我以为能够也会愿意帮助的人，在听了我的故事处境后，他们却是无动于衷，基本一笑了之，然后就没有
然后了。
所幸那时，我已经开始了比较有规律的系统的读经生活。也知道为工作中的窘态求告神。
记得当时特别喜欢读箴言，觉得就是我目前窘境的写照嘛。比如“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
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心里认定我那老板就是那愚昧人。如此这般，
也读经也祷告，可是境况一点儿也没改变。
一天，读到罗马书 13:1，“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
命的。”我心里有触动，觉得我至少应该尊敬我的老板吧？！可顺服他怎么能够？他为人差劲，他的主张基本
上又都是错的！我内心和外部都在挣扎。内心：神是完全正确的，可与目前的处境有矛盾无法调和呀？外部：
还是每天与老板争斗、去上班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
又有一天，牧师讲彼得前书 2:18，“你们作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要顺服那善良温和
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19 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牧师解释
说，若主人善良温和有见识是好主人，你尊敬顺服他，那不是顺服而是同意；是主人好，并不是你好，并不能
体现你有顺服的好品格！只有主人是乖僻不可理喻时，你仍心存敬畏，尊敬他把他当主人看时，才是真的顺
服，才真有顺服的好品格。我心里一惊，这不正是我目前的困境吗？老板不好，我心里满了藐视厌烦看不起。
互相讨厌的胶着状态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我为此常常失眠，身体也有很大的亏损。于是，我在心里无奈地叹息
说，神祢的道理是对的，可我又如何行得出来呢？
接下来有一天，在开会前同组的队友站在我的座位隔板前，又一次开启嘲笑老板的模式。我突然冷静地抬头
看着他说，“我，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尊敬他，把他当老板。我会尽力解释我的方案，采纳与否，在于老
板，毕竟他才是这个组的负责人。”说出这段“顺服宣言”，其实是把我自己惊倒了，因为我几乎是在无意识
不自觉中说出来的。更茫然不知道接下来到底该如何与老板打交道、如何收场（后来才知道那是圣灵的感动，
是圣灵在说话）。稀奇的是，在当天与老板的讨论中，我内心出奇的平和，没有常有的厌烦和急躁，只是不疾
不徐，有理有据地解释我的想法。然后恭敬地请老板拍板定夺。更稀奇的是，老板的态度也是平和的认真的。
可以说这是一次久违的，亲切友好的会谈。顺服原来是心态的改变，不在于你说什么而在于你的态度你怎么
说。言为心声，心存敬意，态度就谦和。于是，我与老板的关系就这样奇妙地改善了。更加奇妙的是，大约两
个星期后，老板来通知我说，这个组的工作以后将由我负责，他会帮助我过渡，完成过渡后，他调离这个组转
任它职。这个苦尽甘来的喜剧结局实在是超出我思我想。好像神在说，你学会了顺服的功课，考试过关，那么
这个难处可以拿走了。
其实“甘”并没有马上来，神实在是一位负责任的，帮人帮到底的神。在接下来的两三个月的时间里，神转
换角色，让我经历事情的另一面：那就是配搭给我一个不服我的人与我一起工作。让我品尝到与一个心存骄傲
不顺服的下属一起工作的痛苦，比起有一个乖僻的上司的痛苦，有过之而不及。一颗不顺服的心是多么的顽梗
背离，多么地让人厌烦。实物教材，对照之下，我终于谦卑认罪，承认自己骄傲不义，不顺服，顽梗背离的本
性。原来我才是箴言中所言的那个愚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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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多的经历，通过教会姊妹，牧师，圣经话语，祷告，让我实实在在地经历了神。正如约伯记 42:5-6、
我从前风闻有祢、现在亲眼看见祢。因此我厌恶自己、在灰尘和炉灰中懊悔。是的、神听了我的祷告，开启了
我经历神认识神的过程，并通过工作的困境，带领我如何理解运用圣经。
环境的困境就像一把钥匙，将我内心深处的门一点一点打开，让我一步一步地看见真实的自己。所以认识神
的过程，也是认识自己的过程。经历神的伟大美善信实，就知道自己的眇小顽梗愚昧不义。奇妙的是，在神的
光照中认识到自己的各种不足各种不好，却不会觉得沮丧泄气，反而是积极的，上进的，是有盼头的。虽然经
历本身是痛苦的，即成长的痛苦和快乐。认识神的过程，也是与神和解的过程；与神和解带来的是与自己和解
与周遭的人和事和解，回归和谐美好的关系。
神就是这样奇妙地带领、奇妙地翻转了我的生命，改变了我的性格。将一个本性敏感，常常自作多情地受
伤，（因敏感、爱哭，儿时外号“林黛玉”）；胆小怕事（受伤了都不敢表达出来，于是压抑郁闷）；所以是
孤僻的，不合群的，不愿与人交往的。常常在自傲与自卑之间摇摆，找不到合乎中道的自信位置。如今却成了
神手中的工：喜乐满足自信有担当，享受主赐丰盛的生命。红楼梦里，香菱跟黛玉学作诗，说“好诗就像口里
含了一千个橄榄一样，韵味无穷，留香百日”。主赐丰盛亦如此，主恩无限。
年少时,学期通知书评语总有一句：不要骄傲,骄傲使人落后,谦虚使人进步。彼时我很不以为然，不是没有
落后嘛，不是一直都是第一第二吗！当学会与自己和解，学习与人相处时，神也祝福我手中的工，当初的三人
小组被我发展成接近二十个人的大组。（见证会时，有弟兄开玩笑说，这大概是林黛玉信主后的光景。想象一
下林黛玉能够如探春一般管理荣国府，的确不可思议）。雅各书 4 章 6 节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
人。年少的我，实在是不明白神的预备及神赐的丰盛生命，哪是考试得第一名可以比拟的！
这是我的见证。神不偏待人（罗马书 2:11），神也为你预备了一个丰盛的生命，愿你接纳领受。愿神祝福！

信仰问题解答

基督徒如何看待阴谋论？

只要有阴谋存在，就会有阴谋论,因此阴谋论自古有之。但由于科技和网络的发展，让阴谋论可以更快和更
广泛地传播。由于言论自由，自媒体的大量出现，使阴谋论有滋生的土壤。由于大众对主流媒体报道的不满和媒
体的政党化，及提倡反智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文化背景，使阴谋论更容易被接受。
社交网络成为阴谋论杂草丛生的集中地。
例如，法国某个阴谋论网站说，新冠病毒的产生是 5G 技术广泛应用而导致的，5G 技术会传播新冠病毒。你
可能会认为这种说法极其愚蠢，而且也不会有什么危害。但是如果这样想你就错了，这一阴谋论已经导致欧洲的
数座信号塔被烧毁，以及电信技术设施工作人员遭到人群攻击。
又如，希特勒的犹太人大屠杀是假；地球是平的。
又如，Sandy Hook 小学枪击案，有人暗中监视被杀儿童的父母所住的房屋，因为这些人听了阴谋论散播者
的话，坚持认为孩子没有真的死去，整个悲剧不过是一场精心谋划的“伪旗行动”（false flag）的一部分。你
能想象那些父母不光要承受孩子死于暴行的痛苦，还要面对被人跟踪、被荒诞的指控等骚扰的痛苦吗？
更值得一提的是“大取代”理论（The Great Replacement）,这是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白人种族灭绝阴谋论
在现代的最新版本。该理论声称某些“精英”——尤其是犹太人——正在蓄意策划减少或消灭美国和欧洲的白
人，他们主要通过促进异族通婚和非白人人口移民来实现这一目标，因为这一理论的主张者认为，有色人种的生
育率远高于白人。这种想法植根于 20 世纪初的优生学，并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欧洲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当时
德国纳粹党使用了这种阴谋论的一个版本，把上述理论中的“白人”换为了“日耳曼人”。希特勒用这一宣传作
为他对犹太人和其他族裔群体进行种族灭绝的理由。二战结束后，该理论受到法兰西民族主义者的青睐，并在他
们中间获得了突出地位。其中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让·拉斯佩尔（Jean Raspail）出版于 1973 年的种族主义和
排外小说《圣徒营》（Le Camp des Saints）。书名取材自《启示录》20 章 9 节：“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
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经文原意是说撒但的军队“多如海沙”聚集起来反对上帝的百姓。在小说中，“圣徒
营”却是被来自非洲、中国和印度等地区的移民所占领的西方国家。近四十年后，拉斯佩尔的观点得到了另一位
法国小说家雷诺·加缪（Renaud Camus）的推广。在 20 世纪 90 年代，加缪因其自传体小说《诡计》（Tricks）
而 出 名 ， 该 小 说 细 节 描 写 了 他 滥 交 的 同 性 恋 经 历 。 但 随 着 他 2011 年 出 版 的 《 大 取 代 》 （ The Grand
Replacement）一书，他迅速从同性恋代表人物转变为白人民族主义者的英雄。一百多年来，白人种族消亡阴谋
论一直以某种形式在美国流传。白人民族主义团体将其作为基础真理，并主要利用它来反对异族通婚和来自非欧
洲国家的移民。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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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恐怖袭击与这一理论有关？
今年五月 14 日，一名 18 岁的白人男子,在 buffalo 杀害了 10 名黑人，三人受伤。据执法当局称，犯罪嫌疑
人在网上发表了一份长达 180 页的文档，其中他表达了对 “大取代”理论的执着信念。
2018 年 10 月， Robert Bowers 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的生命树（Tree of Life）犹太教堂杀害了 11 人，此
前他在社交媒体上写了一篇文章，指责犹太人将非白人移民和难民带到了美国。
2019 年 3 月，Brenton Tarrant 在新西兰的两个清真寺杀害了 51 人。他在网上发布了一份名为“大取代”的
宣言。
2019 年 4 月，John Earnest 在加州 Poway 的一个犹太教堂杀死了一个人，打伤三人。在他发表在网上的信
中，他声称犹太人应对“欧洲白人”的种族灭绝负责，他还引用了鲍尔斯和塔兰特的影响。
2019 年 8 月，Patrick Crusius 在德克萨斯州 El Paso 的一家沃尔玛超市开火，造成 23 人死亡，近 20 人受
伤。在一份宣言中,Patrick 谈到了“拉丁裔入侵”，并提到了“大取代”阴谋论。
基督徒该如何应对阴谋论？
提防毁谤的罪。 如果我们有意或无意地传播关于某人的不实信息，意在毁坏某人名誉，那就是在毁谤。圣经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恨恶虚谎（箴言 6:16, 19）。保罗将毁谤列为抵挡神之人常有的行为之一（罗马书
1:30）。而雅各则称之为撒但的作为（雅各书 3:15-16）。即便是我们的仇敌，我们也不应当造谣中伤他们（马
太福音 5:43-48）。
阴谋论的主张者会说自己不是在毁谤，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所说的是事实。如果他们的主张是事实，那么他们
就必须掌握这一阴谋论所说的主谋者的确有一个秘密计划的信息，但这是不可能的。
基督教哲学家认为，带有命题内容的知识（propositional knowledge）——也就是整个命题都为真的知识—
—必须是一个经过考证的真信念。这样的知识必须体现现实，这现实要么在思想上、要么在经历上都必须有扎实
的事实基础。而阴谋论的事实基础都是不可靠的风闻，这些基础都达不到“知识”的标准。因此，阴谋论并不是
真相，而是谣言。
提防为撒但打工
如果这些基督徒相信他们所传播的是真的呢？我们可以说，他们只是错了，但是没有犯罪吗？神并没有给基
督徒政治家一个“撒谎许可证”，神同样也没有因为任何人真诚相信自己所传播的谣言不是虚假的信息就给他们
毁谤的执照。他们有责任分辨一个可能给人带来毁谤的信息是否真实。毕竟马太福音 12:36 告诉我们，“凡人所
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
同样，神也不会免除我们假装没有看到这些基督徒的毁谤之罪。耶稣教导我们，当我们的肢体陷入罪中的时
候我们要向他们指出来，并且如果他们拒绝悔改就要告诉教会（马太福音 18:15-17）。但事实上，我们很少看到
有人因为传播阴谋论而被教会跟进。我们喜欢保持沉默，因为他们“反正都听不进我说的”，但这样做既不敬
虔，也没有爱心。神呼召我们摆上彼此督责的努力，圣灵会为对方的心是否改变而负责。
当我们对阴谋论在基督徒中的传播保持沉默时，我们也是给世界一个印象：耶稣的跟随者可以传播谣言。但
事实并非如此，基督徒不应当容忍或接纳撒但的作为。很多基督徒所传播的现代阴谋论大多和极右翼神秘论团体
或者某些反基督教组织有关。既然所有的虚谎都是从撒但而来，而基督徒又是被真理之灵充满的人（约翰福音
14:17），我们不应当传播从谎言之父而来的信息（约翰福音 8:44）。
信心的奥秘以及对智慧的追求
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和奥秘共存。我们之所以会如此轻易地被误导相信阴谋论和愚昧的谎言，部分原因就在于
我们拒绝接受未知和不确定的事物。神不需要我们无所不知。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赛 55:8-9），诸世界都
在神手中，神统管历史，这是何等安慰人心。
的确有一些权势滔天的世界领袖、商业总裁和好莱坞名人，但他们每一个都是跟我们一样，是有限的人。有
时候出于恐惧，我们会赋予他们神才有的能力。这不是说我们要天真地以为邪恶之事不可能发生。遮掩罪恶和违
法乱纪确实存在。但我们应当抵挡带有偏见的证据，寻求智慧。圣经告诉我们，智慧是无价的（箴 8:11）。在数
字时代，当我们在享用未经烹调的数据自助餐时，智慧是最好的解毒剂。这意味着我们对于信息的汲取要有一个
健康的怀疑精神。
真理可以带来人类兴盛，虚谎会导致人类衰败
我们确认拥抱真理可以带来人类兴盛，散布虚谎会导致人类衰败。我们应当尽力去阻止不实信息。这不是说
我们要成为脸书上那种一直挑刺、惹人嫌的家伙，而是在我们不知道真假的时候，不要分享或是传播，我们应该
养成一种健康的信息消费习惯，也就是将我们从多种媒体渠道获得的知识自我整理。那些对符合我们意识形态的
信息不加思索，对公民社会有害的阴谋论、真伪难辨的信息、街头小报式的标题党，我们应当不被其牵引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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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谋论与假预言无异
圣经确切地告诉我们，主耶稣会再来，世界会有一个末日，但这么大的事情圣经却不告诉我们哪天会来。为
什么？这是神的智慧和怜悯。想像一下，如果我们知道世界末日是哪一天，人类还会生养不息，有正常的生活
吗？因此，神将许多未来的具体情形都隐藏起来，就是要我们扎扎实实过好每一天。相信关于未来的阴谋论与
相信假预言是一样的。
总之，求神保守和看顾我们的心思意念，求神将“智慧和聰明的靈、謀略和能力的靈、知識和敬畏耶和華的
靈”充满我们，使我们在世敬虔度日。“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行
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耶和華向這城呼叫、智慧人必敬畏祂的名．你們當聽是誰派定刑
杖的懲罰。”（彌迦書 6 章 8-9 节）
参考文章：
福音联盟 “基督徒要提防阴谋论” 2020-5-13 —— Joe Carter
健康教会九标志 “凡是真实的：反思基督徒中滋生的阴谋论” 2021-11-15 —— Dan Darling
美南浸信会神学院院长 Albert Mohler，2019-3-4 直播：“基督徒该如何回应阴谋论？”
福音联盟 “自阴谋论而来的虚荣和平庸之恶” 2016-5-24 —— Justin Taylor
于忠荣姊妹阅读整理

家庭广场 亲子教育
这一期我们继续学习有效教养孩童的七个特质，特质五：界限(Boundaries)的第三部分。

性格差异
每个家庭都是由不同性格的人组成的,各个家庭又有不同的家庭理念和价值观。如果你有几个孩子,你一定会
注意到对一个孩子有用的某条界限,却对另外的孩子们完全失效。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个性差异,所以夫
妻俩在一起商量设立界限时,一定要考虑到孩子们的不同性格！
通常把人的个性分为四类,而且用四象限来描述这四类个性以及相互之间的相处模式。每个人有一个主要的
个性,以及或多或少也具有一些其他三类的某些特质。我们这里也采用这四类个性，来说明不同个性对界限设立
的影响。上两期我们学习了，领导型 Leaders，协调型 Peacemakers，健谈型 talkers 和思考型 Thinkers。这
期我们继续学习。
贡献 鼓励 影响
界限在家庭中是由父母和孩子双方和作共同完成的：父母是主要制定人，而孩子是执行人。双方对家庭中的
界限起到贡献、鼓励和影响三个不同类型的作用。在这样的合作中，父母引导孩子建立安全健康和成熟的关
系。这即是设立界限的终极目标。
【贡献者 Contributors】为着孩子的未来目标，界限的设立界定了家庭的重点、时间和资源的走向。随着时间
的推移，健康的界限有助于指导和塑造孩子的成长。在基督徒家庭，要思想贡献者有责任教导孩子们，在人生
中需要的良善动机，合乎圣经的价值观和优先次序。我们可以从神对我们设立界限、教导我们当行的路这些经
历中得到启发。
与贡献者相反的是，消费者。贡献者是为了他人的好处，花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而消费者是为了寻求自己
的好处，自己得到满足，期望别人为自己花时间而甚少为他人着想而花时间和精力。当记住，我们在家中设立
界限是为了孩子的好处，而设立和教导孩子遵守界限是需要投入大量精力的。
【鼓励者 Encouragers】鼓励的言语带来和建立激励，并有力量提升人们之间健康和友爱的关系。这样的关系成
为理解尊重和遵守界限的坚实基础。鼓励者仔细斟酌语言用词，这份心思和言语传递的是对听者深深的关爱。
反之，说话让人泄气的人通常不善于组织他们的想法和管住自己的舌头。他们更多注意到的是没完成的部分，
而不是已经完成的部分。他们甚少停下来庆祝取得的成就，却偏向于批评他人。我们要训练自己，避免批评，
反转视角说正面和鼓励的话。比如，父母可以这样回答孩子说，“看来你今天精力十分充沛，让我们想想找点
啥事，让你作。” 你也可以换种说法，“停！你让我发疯！你为什么不可以坐下安静地玩一会儿？”这两种回
答孰优孰劣，一目了然。我们要用心，有意识地训练自己多说鼓励的言语。慢慢地习惯成自然，这将成为我们
的自然反应，即使是在繁忙和压力中，也能保持正面积极的心态和使用鼓励的言语。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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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者 Influencers】当你用心投入在孩子的关系时，你对他们就有影响力。你做什么和你选择消费
什么，不但会影响你自己灵魂的建立，也会影响你的孩子，因为他们在观察和效仿你。提醒自己，您的
孩子正在观察您处理自己生活中界限的方式。孩子们会询问有关家庭界限的问题，尤其是蹒跚学步的孩
子或青少年。将这些问题视为一个机会作深入的解释，而不是对你权威的挑战。孩子们理解界限背后的
原因很重要，这样他们会更好地理解您的价值观和目标。
积极正面的影响、解释界限是为了：建立关系，完成工作，确保场所和关系的安全，发展和建立尊
重，纠正心思意念，表达爱，和得到真自由。相反，如果没有健康的界限来引导孩子们朝着好的目标前
进，他们要么没有方向，要么停滞不前，要么陷入被负面影响的陷阱。
由于技术、社交媒体和娱乐，当今孩子们生活中的影响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干扰因素诱惑也很
多，这些都可能使您的孩子感到困惑，并使他们远离您希望他们走的人生方向。在与孩子的关系中，你
的态度越平静，对界限的执行，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孩子越一致，你和孩子的关系越稳定，你对他就越
有影响力。
常见的重要界限问题
通常父母会在性、约会、网络和娱乐这几个方面，为确保一致和有效的界限感到挣扎困难。因为孩
子有不同的成熟度、个性差异，以及孩子与父母的信任程度不一样，所以没有统一的标准模式，但有统
一的目标存在即引导孩子真正属神。
【性 Sex】父母要教导孩子正确的性教育，引导他们成为自律的人。要告诉他们什么是健康的身体接触
和图片，而什么不是。从幼年时，帮助他们理解诚实、责任、正直、社会公正、社区以及自我认同等观
念。这些教育要在 12 岁之前即开始。建议参阅 Launch into the Teen Years (Focus on the family,
2019)视频资料，学习细则。
【约会 Dating】约会对青年人来说可以是快乐的也可以是毁灭性的。约会本身是一件好事，但问题是
孩子是不是有足够的成熟度来应对。我告诉儿子他至少要 16 岁才能约会，因为我们要确信他能成熟到
对别人家的女儿有足够的尊重和关心。约会要有目的，即儿子在与女孩的交往中会学到耐心，友谊以及
快乐。成为一个能够影响女孩更健康成长的贡献者，而不是消费者。儿子 16 岁开始约会，他事先得到
女孩父亲的同意。我们还与他签署一份约会契约，帮助他更好管理时间，学习有责任心和关心照顾女
孩。 为 了 建 立 信 任， 第一年的约会都是 团 体约会或者与父母一 起。最近他决定与女 友 一 起 阅 读
《Renovation of the Heart in Daily Practice》。
【网络技术 Technology】网络技术已经无处不在，而且还会持续下去。所以每一家庭都有必要制定适
合自家的针对网络技术的界限。不要因为人人都有智能手机，你的家庭成员也需要配备。在我家，我们
决定孩子们在 16 岁之前共用一部电话备急用。届时，在为他们提供个人手机之前，我们会考量他们是
否已经建立了信任和沟通，并展示能作出成熟的决定。尽管如此，我意识到他们的表现不会是完美的，
并且会有困难的时刻和上下起伏，但我们需要确保事情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才能避免孩子们被如此强
大的网络技术搅扰。我儿子已经意识到网络带来的干扰。他明白责任感和开放透明对于维持关系和做出
明智的决定很重要。
【娱乐 Entertainment】我们消费的娱乐直接影响我们的信仰、思想和灵魂，而我们作为父母设定的界
限是为了保护心灵和思想。不要害怕说不。有很多不值得消费的娱乐，也有一些很有趣的娱乐可以观看
或玩乐。家中应尽早对娱乐选择的界限进行讨论和执行上保持一致。当父母之间有分歧时，这会很困
难。通过祷告，寻求帮助，找到适合您家独特情况的最佳界限。
设置适当的界限需要耐心，智慧和圣灵的启示。在您建立、维持和调整界限的过程中，请花时间祈
祷，寻求神的带领。制定界限是关乎亲子关系和孩子成长。花时间去注意、投资、鼓励、影响和塑造您
的孩子。因着您的不完美，更因此把他们引向完美的基督从而建立对基督的信心。
(待续) 翻译整理出自 Focus on the Family 7 Traits of Effective Parenting
https://www.focusonthefam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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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家消息
在神的家里，一起学习，孩子大人一起成长，同苦同乐，真是美好！下面是我们的一些活动剪影。

7/10 Youth Outing & Sunday School

7/15 – 7/17 Family Camping at Interlochen

5/14 & 6/11 Brothers Outing

7/30 Church’s Beach Volleyball Tournament

代祷事项
o 为美国各地因着最高法院的各项裁决而引发的抗议和暴力祷告，求主使人尊重生命、财产和法律。
o 为教会祷告，求主复兴教会, 使福音广传, 使人认识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 是人生命和生活的主。
o 为神放在我们中间的福音朋友祷告及感恩。求主祝福祂的教会，带领教会，使我们在真爱、真情、真友
谊、真理、真意义这一核心价值里，建立一个相爱温暖的大家庭,彼此合一、互相扶持的生命体, 建立一
个在神的爱里，活出并分享爱的荣神益人的教会。
o 为世界和平祷告。为乌克兰和俄国的战争祷告。求主施怜悯和恩惠，保守和看顾战区的人民，求主使战
争早日止息。
o 为有病的、找工作及生活中的各项需要祷告，也为神每日的丰富供应和保守感恩。
o 为家庭祷告。为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祷告。为各种诋毁家庭、破坏家庭的思潮祷告。
o 求主帮助年轻人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念，按神的道德原则成家立业。
o 为孩子，特别是青少年祷告。使孩子们远离色情、毒品等有害身体健康的事物，求主帮助父母在这个弯
曲黑暗悖逆的时代，有智慧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使孩子们一生走在蒙福的路上。
o 为社会道德败坏、犯罪率增高、贫富分化、不公不义、性、色情、毒品泛滥、儿童妇女贩卖祷告。
o 为中美两国领导人和世界各国的执政掌权者祷告。求主使他们敬畏神，使国家的各种政策，特别是法律，
不违背神的道德律法。特别为公立学校性教育及性别教育祷告。
o 为美国中期选举祷告。求主兴起公义、公平、正直、诚实、勇敢和无私的各阶层领导人, 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
是有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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