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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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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次节目, 我们谈到子女结婚后, 父母便要设定新的界线, 不能还
待他们如小孩子, 高度介入子女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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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芭芭拉。
上一次芭芭拉谈到，你们的做法是, 子女结婚后, 要他们邀请
才去探望, 他们咨询才回应, 是这样吗?

丹尼斯:

的确是这样, 不过在婚前一刻, 我们仍主动提出最后的叮嘱,
为协助子女明白婚姻真谛, 然后清楚告诉他们,结婚之后我不
会再主动给他们意见, 除非他们主动来问我。

鲍勃:

芭芭拉, 你对已婚子女也是同一立场吗?

芭芭拉:

是的, 让子女选择, 为的是给予他们自由, 操练自己独立自
主去建立他们的家庭。

鲍勃:

当你的女儿或女婿来请教你时, 一般问哪些事项?

芭芭拉:

我的长女是首先结婚的, 跟着四年后的一个夏天, 两个儿子
也结婚了, 在此之前, 我和儿子及未来媳妇常常都有见面,
其中的马莎在婚前一个多月来对我说:「我不是说客套话, 我
真的很想你给我意见, 如何做一个称职的妻子。」我听了之后
感到很欣慰, 也感到很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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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

相信很多女士都希望得到您的建议。

芭芭拉:

你过奖了, 真的, 在这位准媳妇提出要求之前, 我是没有打
算给她什么忠告的, 她态度很诚恳,很谦卑地说:「我从来没有
做妻子的经验, 真的很需要多听意见。」
跟着, 长女艾什莉和另一位准媳妇诗芬, 也表示有兴趣听取
我的心得, 于是, 我便每隔一段时间给她们写一封信, 我主
要回忆自己结婚初期的经验, 并且反省婚后多年所学到的功
课, 然后和他们分享。

鲍勃:

相信听众朋友都很想知道, 你给女儿及媳妇写一些什么忠告,
您有打算把有关的内容印刷成书吗?

芭芭拉:

要不要出书, 真的要问女儿及媳妇, 因为内容都是针对她们
的需要, 量身订造的, 不过内容全部都是我不断从失败中学
习得来的, 希望她们读了之后, 汲取我的失败经验, 少犯一
些错误。

鲍勃:

可否分享一下您和她们谈论的问题?

芭芭拉:

我记得第一封信, 是写我怎样学会了为丈夫祈祷。因为在结婚
之后, 我常为丈夫的需要祈祷, 但过了一段日子, 我发现有
些祈祷内容, 是不恰当的。
我和丹尼斯是认识了三年之后才结婚的, 我们虽然在婚前已
培养很深的友谊, 彼此是有深交的好朋友, 但结婚后才发觉,
原来他的一些生活习惯､性情上的一些弱点, 是在婚前没有机
会了解和体验到的。
一方面是因为恋爱期间, 彼此都尽量展示自己美好的一面,
另一方面是，每次见面之前都总是渴望和期待见到对方, 加上
不是住在一起, 即使看到一些缺点也不影响到自己的生活,
不当一回事。

鲍勃:

婚后便不一样了, 每天一起生活, 便要经常面对配偶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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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芭拉:

遗憾的是, 我们婚后第一年, 去了一个遥远的城市居住, 当
地没有亲戚朋友, 当时教会并不注重对夫妻的牧养, 不像今
天的教会, 有夫妻团契, 又有长辈做年轻夫妇的生命导师,
提供辅导。结果, 丹尼斯成了我生命的中心。
由于我母亲是一位很爱主, 很忠心服侍主的人, 受到她的影
响, 我便花很多时间, 很专注的为我丈夫祈祷, 我当时的想
法是, 身为一个基督徒妻子, 最能帮助丈夫的便是经常祈祷,
求主帮助他成圣。

鲍勃:

您还记得为丈夫代祷些什么事吗?

芭芭拉:

详细内容已经记不了, 但我记得, 主要是在新婚期间, 每发
现丈夫一个缺点, 或是我认为应该改善的地方, 便写下来,
在祈祷时告诉神, 那时我还以为神喜欢我这样做。

丹尼斯:

如果用一首圣诗形容我当时的光景, 我会用奇异恩典, 因为
借着妻子的客观观察, 让我知道自己仍有很多缺点, 但我更
感谢神, 祂连我这个那么多缺点的人也眷顾, 也肯救赎我。

芭芭拉:

一开始记录丹尼斯的缺点之后, 很快便写了十多项缺点, 于
是便每天为他祈祷, 我当时还沾沾自喜, 感到自己有点像才
德的妇人。可是, 不久之后, 我惊讶地发现, 怎么我在祈祷时,
老是专注在丈夫的错处呢?

鲍勃:

可能当您默想时, 不是专注默想神, 乃是默想着丈夫, 并且
默想的内容都是他的缺点､过失。

芭芭拉:

是啊。我每天在默想中, 不知不觉便老是默想丹尼斯的不是,
初时还以为自己是对的。

鲍勃:

直至有一天神更新你的心思意念, 给你亮光。

芭芭拉:

是的, 神很快便让我知道, 不要再集中找丹尼斯的错, 要心
意更新, 我现在手上拿着的, 是当年写给女儿和媳妇的分享
内容, 是这样写的:
「我原以为每天求神纠正丈夫的缺点, 是我份内的责任, 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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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发现, 这样做使我陷入每天挑丈夫的错的陷阱中, 结果, 在
我等候神的过程中, 越来越对丈夫不满, 内心充满了对他的负
面情绪。最后, 有一天, 我决定不再每天记下丈夫的缺点, 来
作代祷事项, 我对神说: 『我丈夫一生的事在祢手中, 祢有祢
的计划,如何塑造我丈夫的生命, 祢比我更了解我丈夫, 我不
用每天来提醒祢如何改变我丈夫了。主啊, 我把丈夫交托在祢
手中, 我承认塑造丈夫生命的主权是属于祢的! 我不再专注为
他的缺点而祷告了。』」
当我这样向神告白之后, 内心感到很大的释放, 以后祷告的
内容也正面得多了, 例如多了抓紧神的应许, 敬拜赞美祂,
也为很多事情感恩, 也为着丈夫而感谢神。
鲍勃:

神真是满有恩典!

芭芭拉:

在默想反省中, 我也发现到自己的问题, 由于我的家庭背境
是很注重纪律的, 我也习惯了凡事要详细计划好细节, 并且
要求自己严守纪律, 按部就班去完成目标。
因此, 结婚后, 我理所当然地认为丹尼斯也应该这样生活。结
婚多年后, 才发觉夫妻之间存在差异，就怪自己新婚时少不更
事, 看法不够成熟。

丹尼斯:

我们的女儿和媳妇主动邀请我妻子芭芭拉给她们忠告, 我们
才积极回应, 否则, 我们便不会主动指点她们。
其实, 对很多父母来说, 按捺自己不出声, 不作为是很大的
挣扎, 我认识一对父母, 他们的女儿及女婿在新婚时期不去
咨询父母, 冒然去做了一项很大金额的投资, 相信很多父母
如果事前知道了, 会很难坐视不理, 必定向子女痛陈利弊,
劝他们不要那么草率, 冒那么大的风险, 因为父母经历过不
少金融风暴及经济逆转的情况, 见过不少人破产, 希望可以
制止他们。
然而,往往子女听不进去, 反怪责父母妨碍他们发财, 结果得
了很惨痛的教训, 真的, 父母教育已婚子女, 比教导小孩子
困难得多, 尤其是要子女咨询时才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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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场音乐～
鲍勃:

今天我们听到了芭芭拉给女儿和儿媳的信和忠告，相信对很多新婚的妻子
都很有益处。 丹尼斯也提醒我们，那是子女主动提出要寻求指导和帮助，
才有的回应。子女结婚之后，不再主动给他们意见, 除非他们主动来问。
确实挑战不小，您也愿意这样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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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