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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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勃：

现在很多国家注重要控制 PM2.5 及雾霾, 因为空气污染会危害健康,
今天我们却要讨论另一个污染问题, 就是说话上的污染，因为它会损
害一个人的灵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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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外国的电台,为了预防听众打来的电话一开口便说脏话,
会延迟至少七秒才把节目内容广播, 这样做, 可以一旦听到
脏话便不让它广播出去。

丹尼斯:

现在外国很多电台已不再这样做, 结果听众听到了很多脏话,
久而久之，整个社会都不把脏话当作一回事。连教会都不正视
这个问题, 没有好好提醒父母教导下一代。
在美国, 有一个州叫密歇根州, 这个州的法律很有意思, 早
在 1897 年已订立了法例, 列明若在公众地方说猥亵的话, 是
非法的。我看过一项新闻, 一个从外地来到密歇根州的 25 岁
青年, 在旅游区一羣儿童面前说了一些猥亵的话, 结果给儿
童的父母告上法庭, 被判罪名成立。我不知判决的内容, 但这
个年青人肯定受到深刻的教训。
在这几天的节目中,我盼望听众朋友也关注言语这个主题,因
为不少基督徒成年人, 经常不知不觉便说出一些咒骂别人的
说话。

鲍勃:

这样, 会在子女面前成了一个坏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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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斯:

很遗憾的, 有些我们期望是有敬虔表现的传道人, 说话时也
用了一些世俗常用的粗鄙字眼, 说话内容也论断人。

鲍勃:

也许有会人认为你关注言语，是小题大作了。

丹尼斯:

以弗所书四章 29 节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随事
说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请注意,其中「不可」
这个词, 在原文含有绝对不要这样做的意思, 至于「污秽」的
原文, 除了肮脏, 也有败坏和毫无价值的意思。 因此, 既然
不能造就人, 又毫无价值的词语, 便不应该随口说出来。
正因为今天不少基督徒在私人生活中不留心说话, 在羣体生活
中便说了很多不造就人的话。今天, 是基督徒应该站起来抗衡
污秽言语的时候了。
我听过一个这样的真人真事, 在一个地铁的车厢里, 有两位老
妇在坐着, 忽然走进来一批年青人, 满口粗言秽语, 两位老妇
脸色大变, 看来给那些十分粗鄙下流的话吓怕了。我心里想:
巴不得当时有人挺身而出, 提醒那批年青人, 不要在公众地方
讲猥亵下流的话。

鲍勃:

我们且把污秽言语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教会内外的人都同意,
是不应说的, 是十分难听的下流说话。

丹尼斯:

第二类是粗俗的说话, 一般都形容它们属于灰色地带。第三是
那些听起来像脏话的词语, 例如有人用锤子的时候, 一不小
心打到手上便喊出来的那些词语, 是冲口而出的。

鲍勃:

有人会问, 第二､三类的说话, 我们应该用什么准则来看它们
呢?

丹尼斯:

在马太福音十二章 36 至 37 节，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 凡
人所说的闲话, 当审判的日子, 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
的话, 定你为义, 也要凭你的话, 定你有罪。」因此我们必须
对自己的说话十分谨慎。
申命记五章 11 节说:「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 耶和华必不以他
为无罪。」可见谨慎说话实在十分重要! 雅各书三章 10 节也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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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 我的弟兄们, 这是不应当
的。」歌罗西书四章 6 节教训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
好像用盐调和, 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各人。」
我自己很感恩, 因为父亲说话十分谨慎, 总是说一些造就人
的好话,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了解有些人因为原生家庭
的人都习惯了说脏话, 便习以为常了。曾经有位男士告诉我,
在青少年阶段，每次他的反叛行为刺激到母亲, 她受不了便会
破口大骂。
鲍勃:

依你说来, 我们真的要对自己有高的要求, 要尽量做到在说
话言谈上无可指摘了。

丹尼斯:

让我们看一下圣经的要求,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七章 1 节说:「亲
爱的弟兄阿, 我们既有这等应许, 就当洁净自己, 除去身体
灵魂一切的污秽, 敬畏神, 得以成圣。」, 请注意, 这段经文
不是说除去百分之十､二十的污秽, 身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的跟随者, 我们必须要求自己要做到无可指摘。

鲍勃:

部份听众可能会不同意你，说你的生活脱离现实, 因为在他们
的生活圈子里, 不说一点脏话是无法和人沟通的, 尤其是同
事每天都是这样说话。

丹尼斯:

我明白他们面对的压力, 尤其是来自同辈的压力, 我曾经看
过一份由心理学家进行的研究报告, 他发现大学生当中, 占
了百份之八的人, 在闲谈时都爱说脏话。但是在成人的受访者
中, 则多达百份之十三的人爱说脏话。

鲍勃:

我们常以为年青人易反叛, 到了成年阶段便会有所收敛, 从
研究结果看来, 说脏话的表现, 并不会因为长大而有所收敛。

丹尼斯:

我们不应幻想踏入成年阶段, 人便自然变得成熟, 不是的,
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勒紧自己的舌头, 才可以在长大后仍维持
慎言的习惯。
正因为这样, 我不管人家说我是否脱离现实, 我都会劝喻基
督徒要正视圣经对说话的教导, 并且承担在文化上转化社会
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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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

我们也要有心理准备, 因为当你劝勉别人提高对自己说话的
要求时, 总会有人指责你干涉言论自由。

丹尼斯:

从另一个角度看, 我们是甘心情愿地为跟随主而放弃说脏话
的言论自由和犯罪的自由, 我事奉主已超过二十年, 我深信
这样为主放弃说脏话的自由, 放弃妄称神的名, 是十分值得
的。我自己很感恩, 因为父母为我树立了敬畏神的好榜样, 在
我把自己一生奉献给主使用之后, 我放弃了使用一批不恰当
的词语。

鲍勃:

在知道今天要讨论污秽言语之后, 开始我还以为会着重讨论
如何教导子女, 但深入了解之后, 才了解到成年人才最需要
学习勒住自己的舌头。

丹尼斯:

成年人树立了良好榜样, 一来可以对子女产生良好影响, 二
来可以对社会风气起到转化的作用, 使更多人在言语上更纯
洁､更尊重别人､为人更加正直。

鲍勃:

有些父母可能说勒住舌头, 十分困难, 你对他们有什么忠告?

丹尼斯:

我的答案仍是来自圣经, 诗篇十九篇 14 节说:「耶和华我的磐
石, 我的救赎主阿, 愿我口中的言语, 心里的意念, 在你面
前蒙悦纳。」我盼望每位父母都记住这节经文, 昼夜思想, 我
们既称呼神是救赎主, 便要在言语上蒙悦纳。

～收场音乐～
鲍勃: 愿神的恩典临到每位听众, 口中的言语, 心里的意念, 在神面前蒙悦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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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