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T0193《焦点讨论 : 与未婚成年子女相处》

《今日家庭生活》
《焦点讨论 : 与未婚成年子女相处》2_1
0131 2_1 Relating to Adult Singles
～开场音乐～
神对于每个家庭和婚姻有什么美意？祂立下了什么原则让我们去遵循？您知道
吗——敬畏神的家庭可以改变全世界！让《今日家庭生活》节目告诉你！
鲍勃:

我们常听到父母在谈到子女时, 会形容他们长大得很
快, 转瞬间变成了成年人, 可惜成熟程度却没跟得上。
因此, 父母还有未完的任务, 要促进他们成长, 可以
完全独立。要达到这个目标, 需要父母本身也要作出相
应改变。

鲍勃：

今天的帮助，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今日家庭生活》节目。
我是鲍勃，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丹尼斯。
上一次节目我们谈到, 子女能否成功地过渡成为独立自主的
成年人, 同样受到子女及父母的心态影响。
有些子女很快便独立起来, 另一些子女却需要父母加大力度
鼓励和支持。
有些父母能够促进子女独立，有些会害得子女更倚赖父母, 独
立不起来。

丹尼斯:

有些父母需要子女倚赖自己, 借此感到自己重要, 但是他们
可能不了解, 这样做会让子女成年后仍然倚赖父母, 独立不
起来。他们也许会指责子女不能独立, 却不知自己是始作俑者。

鲍勃：

丹尼斯:

丹尼斯,如果成年的子女遇到困难, 来找您提供帮助, 相信您
会表现得十分谨慎,不会随便就去协助他, 然而您在思考要不
要伸出援手时，会考虑些什么因素?
首先我会寻找神的引导, 由于神往往用困难使人学会宝贵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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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功课, 父母若草率帮助，子女便学不到功课。但有一种情况,
就是如果子女遇到的难处, 是由于持续不负责任的行为所导
致, 我肯定不会伸出援手。
芭芭拉:
丹尼斯:

我很同意。
对成年子女, 父母要逐渐摆脱权威的作风, 对子女多加肯定,
尽管身份是父母, 但与子女相处, 应变为成人与成人之间的
关系。
从基督徒父母的角度看, 更应该促进子女独立到一个地步,
可以独立自主地倚赖耶稣基督, 他们对神的信心, 应该是发
自内心的, 决志顺服神, 尊主为大, 并且是心甘乐意的。

鲍勃:

相信很多人都同意, 当子女有一天结婚了, 便代表他们开始
有自己的家, 完全独立了, 父母也可以放手让他们独立自主
地生活了。但是, 由大学毕业至结婚这段日子, 父母可能面对
一种青黄不接的局面, 明明是成年了, 却还未结婚, 不知怎
样和子女相处, 尤其是女儿, 一般父母都更加担心她们。

芭芭拉:

我曾面对过子女身处这个阶段, 一个是儿子, 一个是女儿,
当时也是还未结婚, 对这对子女遇上困难时的反应, 我们都
感到对女儿比较担心, 愿意协助的力度也比较大一些。
有一次, 我们坐飞机去女儿工作的地方探望她, 她亲自驾驶
一部车, 来机场接我们, 当汽车走在高速公路时, 丹尼斯感
到车的摇晃和震动很不正常。

丹尼斯:

我对女儿说:「你的车看来出了一些问题, 你最近有没有把汽
车送去检查?」她回答说:「没有, 但我改用了另一种汽油。」
抵达目的地后, 我仔细观察她的汽车, 发觉车的轮胎已经磨
蚀得很厉害, 甚至可以看到金属的部份, 必需马上换轮胎,
否则会影响驾驶安全。

芭芭拉:

女孩子对机械的兴趣远远不及男生, 她对汽车走路时的摇晃
不以为然, 还以为是道路不够平坦。总而言之, 因为缺乏机械
常识, 影响了她的安全意识, 因此, 虽然她已是成年人, 我
们仍想伸出援手, 帮她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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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斯:

她那一辆车进行过检查, 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 于是我做了
一轮初步检查, 首先告诉她先要把汽油换了。

鲍勃:

刚才你说汽车的轮胎磨蚀了, 要不要四个轮胎都换?

丹尼斯:

要, 全部都要换, 估计要花四百美金。我这个女儿虽然有存钱
的习惯, 但她做传福音的工作, 存不了多少钱, 仅仅换四个
轮胎, 便会用光她的积蓄。不过, 她在遇到这个换轮胎的事上,
却经历了神的供应和恩典。

芭芭拉:

我们是住在当地一个好朋友的家, 他听到我们女儿的需要,
便告诉我们, 女儿在当地举目无亲, 人家见她不是当地人,
可能会多收她的钱的, 这个好朋友于是介绍我们一家作风老
实, 价钱公道的汽车维修公司。

丹尼斯:

那间公司在换轮胎时, 指出女儿汽车的剎车也要换, 否则容
易发生致命的意外。可是要换剎车, 比换四个轮胎贵得多! 老
板是名基督徒, 知道女儿是专门在中学校园传福音的青年工
作者, 便把总收费降至五百美元。

鲍勃:

你的女儿是不是要靠自己筹募生活费?

丹尼斯:

是的,我和芭芭拉商量之后, 为了支持她的福音工作, 为她汽
车的四个轮胎及剎车付了钱, 好让她有一辆安全的交通工具,
相信她借着这一次经验, 看到神奇妙的作为, 借着父母的到
访, 发现了汽车的安全问题, 也借着父母好朋友的介绍, 找
到一家欣赏她事奉的汽车维修店老板, 给她一个好价钱, 又
感动父母为她付款, 不用一下子花光了她仅有的储蓄。不过我
也告诉她, 神并不是在每次困难时都助她迎刃而解的, 有时
要学习忍耐等候的功课。

鲍勃:

芭芭拉:

我想问你们, 假如那次你的好朋友没有给你女儿介绍一个好的
汽车公司老板, 女儿把汽车送去一家汽车维修公司后, 对你说:
「爸，妈, 维修公司说, 换轮胎及剎车一共要六百多块美金!
我没有那么多钱!」你们会怎样回应?
真的很难说, 我们一贯的立场, 是鼓励她先祈祷, 仰望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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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等候, 操练信心。这一次, 如果好朋友没有介入, 说不定
我们也不会为女儿付钱。我们很欣赏女儿有储蓄的习惯, 本来
可以避免入不敷出, 但这次汽车所需的费用, 一下子用光她
的老本, 还不足够付款, 对她来说, 也是一件很难接受的事。
鲍勃:

因此, 一般来说你们不会轻易伸出援手。

丹尼斯:

当然我们也不会思想僵化, 见死不救。为协助女儿学习独立,
我们会多方考虑,我们为她设想, 一个单身女子, 住在一个没
有亲友支持的大城市, 每天要驾驶一辆不大安全的车, 走在
高速公路上, 往返事奉的工场。

芭芭拉:

如果女儿很穷, 根本没有钱支付轮胎费, 我们很可能帮助她,
但她有储蓄, 我们便会三思, 怕削减了她学习独立生活的决
心。

鲍勃:

在鼓励成年子女过独立生活的过程中, 面对子女经济上未能
独立, 父母真的不容易处理。

丹尼斯:

是的，真的很不容易, 如果孩子在理财方面一直都很不负责任,
我们反而容易处理, 就是不提供任何援助, 因为帮助他, 孩
子便永远学不到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犯了错便一味倚赖
父母来拯救他。
因此, 每次子女经济方面出现问题, 便马上提供帮助的父母,
要好好反省自己, 是否问题出于自己很需要成年子女仍然倚
赖自己, 借着不断拯救子女来获得满足感, 这基本上是为了
借此肯定自己的价值, 不愿放手让成年子女独立。

～收场音乐～
鲍勃:

限?

协助未婚的成年子女，除了寻求神的引导，父母也要成长，不需要靠子女
倚赖自己，才肯定自己的价值。
今日家庭生活，今天的帮忙，明天的希望。朋友们，咱们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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