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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们要来讲妻子，外婆和爷爷奶奶们。 我们首先需要来理解： 若说我们的社会有两个特
征， （我认为美国和加拿大几乎一样。） 我们处于一个厌恶儿童的文化中。 在我这个国家，每天堕胎
的数目达到了四千。 人们开始建立禁止儿童进入的餐馆， 禁止儿童进入的渡假胜地， 禁止儿童进入的
公寓。 都不想有儿童在周围。 我们也是一个厌恶女人的社会。 你也许会说，“对，那些男权主义者厌
恶女人。”不对。 女人厌恶女人。 全世界最厌恶女人的是那些女权主义者。 她们厌恶女人。她们想让
女人成为男人。 她们不想让女人做女人。 任何女人若说，“我的渴望是去料理家务， 去培育敬神的儿
女， 去支持我丈夫为了能看顾亲属所从事的事业。” 任何这样做的女人在我们社会里 都被看为一个失
败的女人，被人瞧不起。 我的亲身经历让我认识到了这点。 我知道我的妻子有吃多少苦。 人们说这些
话是因为…… 他们说，“你为什么不去帮助你的丈夫？” 她回答说，“我有。”“那你为什么不去找
一份工作？ 传道人赚不了多少钱，你可以去提供其他收入。””你说什么？”
现在，我们要来看几件十分重要的事。 首先，我们若来看创世记1:27， 它说，神就照着自己的
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 造男造女。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男女都是照着神的形像被造。 他们在
神面前都有平等的地位。 他们在婚姻里所扮演的角色与他们地位的平等无关。 当我们讲到丈夫是他家
里的头， 一个妻子要凡事顺服她的丈夫时，这不代表妻子 比她的丈夫低。这里不是这个意思。 你若要
如此认为，猜猜会发生什么？ 你摧毁了神的三位一体。 难道神子没有顺服他的天父吗？ 这有使神子比
他的天父小吗？你若说有，你就是异端。 在神的三位一体之内， 神子顺服了他的天父，然而圣经说 子
与父原为一，他们的地位相等。 所以，我的妻子与我为一体， 我们有相等的地位，我们扮演不同的角
色。 好。 现今每个人都会说，“你们要扮演同样的角色， 否则你们的地位不平等。” 这是女权主义者
在施加压力的原因， （对你说实话，她们现在大获全胜。） 她们认为女人要在前线打仗， 女人该做男
人所做的一切事，你若否认了这点， 你就没有平等看待男女。 不对，你是在否认男人和女人之间有区
别， 而且他们是被一位创造主造得不同。 我们本身就不同，我们是为了不同的角色而被造。 但是我们
有平等的地位，我们都是照着神的形像被造。
在29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 「治理这地」也
是对女人说的。 但在治理这地时，他们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现在， 在我讲到一个女人要顺服她的丈夫
之前， 我想让你们暂时来思考， 我想让你们来思考这点。男人，这也是对你说的。 有一个女人看到了
圣经对女人的吩咐是去顺服她的丈夫； 然后她来看她的丈夫。 他总在工作； 尽管他总在工作，但他并
不是为了能 看顾他的亲属而工作。他总在工作， 然后他有他的爱好，他为自己的爱好买了各种各样的
东西， 他只在乎他喜欢做的事。 在他做所有他喜欢去做的事时， 他通常会忽略他的妻子和儿女。 一个
女人看着这些，就对她自己说， “我要顺服这种人？他是一个自私的男孩，只会为自己活。” 这真会
让一个女人变得心怀苦毒。 但一个女人若看到一个男人的 脸上写着： 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愿神的国
降临，愿神的旨意成全。 她可以看着他，仍会变得心怀苦毒。为什么？ 因为他可以说这些，基本上是
一回事。 我要忽略你和我们的儿女，因为我只在乎神的国度。 有多少牧师的妻子变得心怀苦毒，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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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为耶稣的缘故牺牲了他的家庭？ 这很奇妙，因为罗马书12:2说神的旨意是完美的。 它的意思是：
你不需要去违抗神的某些命令， 为了能遵守神其他的命令。 你不需要违抗神吩咐你去看顾你的妻子和
儿女的命令， 为了能做神在你的职分中吩咐你去做的事。
但是，一个女人若看见这样一个男人， 他追求神的国降临，尊神的名为圣； 他开始在与他最亲
密的人际关系中活出这个现实； 他竭力使神的国降临在他妻子的身上， 使她能有满足的喜乐； 他竭
力使神的国降临在他儿女的身上； 这个女人看见他为了能成为他家人的祝福， 他牺牲了他的朋友，他
的爱好和其他的一切， 当一个女人看见这样的男人时，她会眨着她的眼睛说，“好， 没问题，我可以
跟随这样的男人。 他是一个能为家庭无私奉献的男人。” 男人们，你有再次看到领导的责任吗？ 你
说，“你又在说我们了。 你想你去对我们的妻子喊一阵子。” 但请看，要再次重复，你知道这点。 你
们有些男人的地位在其他男人之上。 你的工作会安排你去管理其他男人。 你手下的人若出了错，老板
不会直接与他们谈话，会吗？ 他会与你谈话。你的人出了错。他们是在你的管理之下。 你看到没有？
这是同一个道理。 所以，这一点极其重要。
现在，我们来看创世记2:23，他说， 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可以称她为女人，
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尽管我相信我们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说， 我们的儿女是我们的骨肉。 我
们若想用最合乎圣经的说法，我们需要意识到， 男人和女人，丈夫和妻子，是一体。 这远远超过了你
和儿女之间的关系。 这里说，我和我的儿女不是一体。 我和我的妻子是一体。 现在，有某些人认为
她们是一个非常棒的母亲，但她们作为一个妻子很失败， 这不是真的。 你若作为一个妻子很失败，你
作为一个母亲也很失败。 我有一个秘鲁的朋友，他胆子很大，在母亲节，他讲了这篇道。 他说他胆子
大，他说他很疯狂。 我的妻子为她的儿女能做到的最大的事 是去爱她的丈夫，并尊敬他。 儿女怎能尊
敬他们的父亲， 当他们看到母亲都不尊敬他们的父亲？ 所以现在，我们是一体。 这是最高的，也是最
重要的关系。 我不是一个好父亲，我若跳过母亲， 身心投入到与小孩的交流中。这么做很容易。
男人们，这一点十分重要，很多时候， 作为男人，我们通常会更独立， 我们有些人非常独立。
所以我们认为，我是成年人， 我可以处理好我的属灵生活， 我的妻子也可以处理好她的属灵生活。
尽管我们的妻子可以很敬虔，她们不是为此造的。 她是一个女人，她可以不需要我们，独自在主里成
长。这是真的。 但她也是如此被造，好在我们的带领和榜样之下， 与我们一同成长。 当我们忽略这
点时，我们是在忽略某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男人和女人确实被神造得不同。 为什么神要这样造我
们？ 因为婚姻最终不是关于婚姻。 婚姻最终是关于我们如何代表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 教会能够脱
离基督独自成长吗？ 不能。 女人被造，好叫她们在她们丈夫的帮助之下， 在她们丈夫的监护之下，去
与她们的丈夫一同成长。 这不是说丈夫可以在妻子面前称王称霸， 或者丈夫知道的比妻子多， 但妻子
确实是为此造的。 你把她单独留在那里，或者认为她很刚强， 可以自己成长，这往往是我的罪， 你搅
乱了神在此想成就的事。好。
现在，我们来继续看。现在，让我们来读以弗所书5:22。 让我们来读第21节，又当存敬畏基督
的心，彼此顺服。 所以，信徒们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
顺服主。 现在，很多人会看这里，然后说， 因为第21节，他真正说的是夫妻要彼此顺服。 这么一说，
他们废除了这种顺服的原则。 若是彼此顺服，当夫妻意见不合时，该怎么办？ 在彼此顺服的关系里怎
能有头和领导的模式？ 你需要意识到保罗为我们所写的这点十分重要。 在21节，他讲的是信徒之间当
彼此顺服。 打个比方：我若来到你的面前， 用经文让你看到你生命中所存在的问题，你要顺服。 若三
个星期后，你到我这里来， 让我看到我生命中的问题，我该做什么？ 我能否说，我是一个长老，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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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顺服你？绝对不可。 你可以用经文对我指出来。你明白吗？ 铁磨铁，磨出刃来。弟兄相感， 姊妹
相感，也是如此。这非常重要。 所以，在教会里当彼此顺服。然后他讲到了婚姻， 他说：作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然后在6:1，他对儿女说：作儿女的，要听从父母。 然后他继续说到了作仆人的，
用我们的话说是职工要顺服你的老板。 所以，他告诉我们该如何在社会中生活。 在肢体中，我们当彼
此顺服。 在彼得前书，我们学到我们照样要顺服我们的长老， 当他们照着圣经各体的功用运作时， 他
们可以用圣经来教导我们。 我们在罗马书第十三章学到要顺服执政掌权者。 我们要去纳税，和这一类
的事。 联系上下文，我们这里讲的是在家中， 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你是为主
的缘故如此做。
现在，我想让你看到这是如何实际运作的。 比方说，我们家需要作出一个重大的决定； 在我面
临这个重大的决定时，我不是自己擅作主张， 说，“我是老大。” 不。对于家庭内的决定， 我最值得
信赖的策士应该是我的妻子。 所以我们要一起作决定。我要去与我的妻子交流。 我想去听她的意见。
我们若意见一致， 太好了，我们会作出这个决定。 我们若意见不同， 我要再次强调这点，我们若意见
不同，这不是说， 我的妻子有不同意见，所以我不能作这个决定。 但这意味着：她若意见不同， 这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危险信号。 她是家中最值得信赖的策士，我们若意见不同，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
危险信号。 若可以，我需要去推迟决定， 好让我们能够一起祷告，能有更多的沟通，直到我们意见一
致。 当我们意见一致时，我会作出这个决定。 但是，若现在这个决定 无法推迟， 作为家中的头，我有
责任去作出这个决定。 如果是我对了，我的妻子错了，我不能独自暗笑。 如果是她对了，我错了， 女
士们，她不能幸灾乐祸。 亲爱的姐妹们，你需要意识到这一点。 你的丈夫会受更重的判断。 在他出错
时，你不应该幸灾乐祸。 你应该要伤心。 因为他要为他所作出的错误决定交账。 你要去为他祷告。 他
有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职责。尽管他也许不知道， 尽管你的丈夫也许会漠不关心地作决定， 因为他还
没有学到要敬畏耶和华， 你要为他有一个敬畏神的心祷告。 在他作出一个错误的决定时，你真的需要
去成为他的祝福。 这是一件难事。这是一件十分难的事。这是一件危险的事。 多托谁，就向谁多要。
现在，我想让你来注意这里。 它说，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在最后第33节，它
说，然而你们各人都当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这很有意思，这里没有说
妻子当爱她的丈夫， 这里说妻子当顺服并敬重他。 这很有意思。这里没有说丈夫 当顺服并敬重他的妻
子，但丈夫当爱他的妻子。 这里不是指丈夫不需要去敬重他的妻子， 或者妻子不需要去爱她的丈夫。
这里没有这个意思。 但这里有告诉我们很有趣的一点。 我不需要 我的妻子每天给我打三次电话， 说，
亲爱的，我爱你。 我不需要她给我送鲜花，对我说，我爱你。 对不起，我就是不需要这些。我不需
要。 我需要什么？我需要我的妻子来敬重我。 这是我的需要。作为一个男人， 我与女人被造的不同，
我需要我的妻子来敬重我。 我可以某个早上醒来，我感到全世界都…… （有时因为网络，我确实有这
种感受。） 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站在我的院子里， 举着一个反对保罗的牌子： 保罗该死！保罗是假先
知！保罗是…… 他们说的话你甚至无法想像。 这不会真正影响我。 能影响我的是我的妻子， 当我感到
她不敬重我时，这会使我痛不欲生。 这会拿走我所有的力量。你想让你的丈夫刚强吗？ 去敬重他。去
尊敬他。
现在，这里有一点很有意思： 这里说丈夫当爱他的妻子。 妻子需要什么？时刻被提醒她是被爱
的。 她需要时刻被提醒她是被爱的。 你说，我不是会说这类话的人。我知道你不是，要悔改。 但这是
我们的问题。这是我的问题。 我们开始认为我们的妻子和我们一样。 我不需要某个人时刻告诉我他们
爱我。 我不需要确认这一点。 所以我们不会去给予确认。我们不一定是很差劲的丈夫。 我告诉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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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所生活的文化使我们相信男人和女人一样。 我们不一样。我们的确不同。 我的妻子需要被敬重，你
的妻子需要被敬重， 但是，她们最大的需要是确认她们被人爱着， 特别是在现今这个时代。
一个女人在现今的文化中不配被人爱， 除非她有五英尺十英寸高（约一米八），而且重7公
斤。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是知道的，对吗？ 我们说她都不配这类的事。这只是为非常特殊的女人。
那类女人是你的女人，你的妻子 常常在杂志上看到的那种都不真实的女人。 她们说，我没有长这个
样。 你知道辛迪·克劳馥吗？她是一个著名的超级模特。 有一次，她说了一句又智慧，又真实的话。 他
们在采访她，她说， 你需要知道辛迪·克劳馥长得都不像辛迪·克劳馥。 他们说，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她说， 你真的认为我的腿有那么长吗？ 你知道的，他们在电脑上可以做很厉害的把戏。 当我这么趴在
一个大充气球上时， 没错，我这里也有一点赘肉， 但他们可以消掉，他们可以把那拿走。 所以，正常
的女人在被比较时，她们会把自己 与那些一点都不真实的照片对比。 哪怕是超级模特都不长那个样。
妻子们会转过身说，我的丈夫怎么能爱我？ 然后，她们若走进客厅， 丈夫在看电视节目， 那上面的女
人确实长那个样， 男人们，不要认为这对你的妻子没有负面影响。 这会再次让你的妻子想，“我到底
有被爱吗？”
所以，我们的需要不同。 我们的需要不同。 现在，这段经文很奇妙， 这只是在告诉女人去顺
服并敬重她的丈夫， 这一整章的重点却在男人要舍己， 要去爱他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 所以，
又一次，我们能否看见是谁担当了更大的责任？ 是男人。 我想让大家来仔细看这里，如我所说的， 这
里的真理多得令人难以置信。 但是，我们没有时间来讲每一点。 让我们暂时来看提摩太前书2:9。 同
样，保罗在第8节说， 我愿男人无忿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 好。现在请注意， 男人
容易忿怒， 没有耐心，生气，好战，争论，等等这类的事。 然后保罗继续说，我不愿意你们这样。 我
愿你们举起圣洁的手。 我愿你们活出祷告的一生。我愿你们在祷告中合而为一。
但他继续在第9节说，同样，我愿女人 with proper clothing, 以正派衣裳为妆饰， 廉耻，自
守；不以编发，黄金， 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妆饰。 哇塞！ 好，请把此思绪留在脑海中。 我对你老实
说，我的妻子和我， 我们真的有为此挣扎。 不是说我们不想顺服。 我们想弄清楚这里的涵义。 这里到
底有什么涵义？ 因为，我们在此有被给予一些词， 我们看着这里说，你为什么不多说一点？给我们一
些规定， 给我们一些原则来遵循。 但是，我想让你看到这一点，我首先想让你看到， 同样，我愿女人
来妆饰自己。 现在，保罗愿女人来妆饰自己。 所以妆饰不是一件坏事。 但这种妆饰，我们会在第10节
和第11节看到，这里是指善行， 敬虔，一个沉静和顺服的心。 让我们继续看。他说，我愿女人以正派
衣裳为妆饰。 这告诉我，确实有一些衣裳不适合基督徒女性穿。对吗？ 这就是逻辑。 确实有衣裳不适
合基督徒女性穿。 现在，他说要以廉耻为衣裳。 廉耻这点很重要。原文按照字面是这么说的： 要以正
派廉耻的衣裳为妆饰。 所以，要有廉耻心。 我的妻子有说过一句很好的话： 你的衣裳若能成为你脸的
框架， 使神的荣耀从你的脸上照耀出来，那是合适的。 衣裳若有把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你的脸上，（那
是合适的。） 衣裳若有把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你的身材上， 让人看到你的身体轮廓， 那么这是妖媚，这
是风骚。你做的事是错的。
现在，我想暂时往后退一步。 女人们，你需要理解这点。 男人没有你想的那么糊涂。 我的妻子
和我在伊利诺伊州有一个朋友， 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士，特别漂亮。 她现在若从那扇门中走进来，
这间房子里的每一个男人若回头看她，都会说， 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士。这是一个十分高雅的女士。
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士。 男人会这么认为。 但是女士们，还有一个女人，她没有 我刚刚描述给你的
那位女士一半漂亮， 不管是脸还是身材， 在她走进那扇门的那一刻，每一个男人都听见门打开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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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 他若是一个敬神的男人，他会这么做。（转头不看） 因为这不是美， 这是妖媚。 尽管你完全
无法写下这些条规， 把它全部写在纸上，但在你看见它时，你是知道的。 美和妖媚之间有一个区别。
神不反对美。神反对妖媚。 在腓立比书，我们被告知要去思念这些凡有美名的， 可敬的，公义的，正
直的，真实的事。 一个女人穿衣打扮的方式 应当有这些特征： 廉耻， 自守， 智慧， 美， 高雅， 精
致， 而不是妖媚， 奢侈， 和浪费。 你知道的，女士们，浪费是当 你的丈夫想你取下你的耳环， 好让
他把它们做成钓大鱼的饵料。 现在，女士们， 你知道我有给你丈夫很多的任务，我也要给你一个。 试
图去寻找这其中的涵义， 去走主带领你走的路，无论是哪里。 最吸引人的女人 是一个看上去满有智
慧， 又自守， 又高尚， 又简单的女人。 简单。她就是有一种简单的美。
我曾在罗马尼亚教导人， 我猜大概是在两年前，我是在一所大学里， 我认为是布拉索夫大学。
那是在欧洲， 你知道的，那是一个欧洲的工业舞曲会。 所有大学生都进来了，大厅里全是人。 有很
多女孩在礼堂最底层的第一排， 她们都染了紫色的头发，鼻子都有戴鼻环。 我在看她们，我并没有
生气， 这真的让我很伤心。你去看这些小女孩，你在想， “主啊， 她们的父亲在哪里？发生了什么
事？”这是我所做的， 我看着她们说， 你们有多少人看过《傲慢与偏见》那部电影？ 是英国广播公
司制造的，或是凯拉·奈特利扮演的那一部。 你们有多少人看过？或者你有看过《理性与感性》吗？ 你
知道这两部电影吗？ 她们绝大多数人说，我有。 我说，在你看了这些电影之后， 你有没有感到有点
伤心？她们很多人说， 有。去这么想，在我看这些电影时，我有伤心过。 我说，你想让我告诉你原因
吗？ 她们说，当然想。 我说，因为在你看的那些电影中， 有很多东西在你的身上已经被抹杀了。 它已
经被抹杀了。 曾有一度，人们会为美而穿着。 现在，人们是为情欲而穿着。 曾经，人会穿得很精致；
现在，人穿的都是蹩脚货。 我说，这难道不奇妙吗？ 尽管这没有在电影里发生，但这部电影给了你这
种感觉。 像是一个女孩站在这里找一本书， 就说是一个19岁的女孩，她在找一本书， 在她的手碰到那
本书的那一刻， 一个男孩的手也碰到了同一本书， 他们的手就这样碰到一起了， 这只是一个意外，你
猜会发生什么？ 在这发生的那一刻，她几乎无法呼气， 她的脸红了，要离开房间才行。 看看现今文化
对你造成的影响。 看看这把你劫掠成的样子， 你也允许让你自己被劫掠。 那个年轻的男人， 他的心跳
在加速，他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他简直要从窗户上跳出去。 那个年轻的女孩脸全红了， 她感受到了
各种复杂的情绪，她的心快要受不了了。 年轻女士们，这种纯洁的心和这类的事 已经在你的里面被抹
杀了。 它们已经被抹杀了。罪总是死亡的原因。 罪会抹杀一切。罪会抹杀美。 它会抹杀诗意。 它会抹
杀精致。
我挑战你去读圣经， 这是一个很难的挑战，因为你要开始问你自己一个问题。 好，什么是男性
化？这是不是说我永远都不能穿裤子？ 它指的是这件事，还是那件事？ 这些问题很难。你知道吗？你
需要很多的恩典， 因为当圣经没有具体说的时候， 你最好不要把你自己制定的条规放在人身上。 在此
要非常小心。 这是你知道的，我的妻子在这里， 她穿得不像一个清教徒。 但同时，我可以说我的妻
子和我在一个过渡阶段。 因为我们老实说， 你试图去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你的生命，其中一个问题是，
一个又美丽，又自守， 又智慧，又高尚的女人该长什么样？ 你可以让一个女人穿一条长到她脚跟的裙
子， 她仍然可以妖媚并不敬虔。 没有什么能遮盖一个放荡的心。 但是，神的女儿该如何穿着？ 你知
道的，我认为有些人真的走得太远了， 她们只会穿牛仔布裙和白网球鞋， 她们要把头发梳成特定的方
式， 每一个母亲都要在家里教育小孩。 我也不认为圣经有这个意思。 但我会告诉你， 要简单， 要有
廉耻心， 要自守， 在这之内，还要有美和高雅。 要拿走一切的妖媚，奢侈和浪费， 并试图去走主带领
你的路。 我要告诉你这点，单单作为一个男人， 有一个女人，绝大多数人不会说她的脸 或她的身材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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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人， 你若看见她很高尚， 你若看见她以自守和智慧的衣裳为妆饰， 她这样很吸引人。 这是合宜的。
确实是如此。 一个可敬的，贞洁的女人，仅仅是外表不那么漂亮， 但这会影响到她的穿着，这会影响
到她展现自己的方式。
这里的年轻女士们， 男孩不能与你嬉闹玩耍， 他们不能与你摔跤， 他们不能过来，然后一把
捏住你的脖子。 你不要去做所有这样的事。 你很特殊，很端庄。 我不是指那种不好的事，但是你有尊
严。 所以，不要让世界告诉你该如何穿着， 因为世界想把你变得很妖媚。 不要让别人告诉你男孩该如
何对待你。 让神来告诉你。你必须如此！
现在，父亲们，这里还有一点。 你对她们的母亲不好， 那么，不要期待你女儿在选择配偶时会
听你的。 她需要能够看着你，然后看着所有这些二十多岁的男孩， 那些男孩的脑袋还不如神赐予一只
鹅的脑袋。 她需要能够看着他们说，“你做什么？” 男孩说，“我爱你。”“你说什么？爱我？ 你
都不知道怎么写爱这个字。去看看我的父亲！ 去跟他走两年，他会让你看到什么才是爱。” 你看到了
吗？父亲们， 我们常常在给我们的女儿帮倒忙。 我们都有过，当我们忽略了她们的母亲， 或随随便便
地对待她们的母亲时。 所以不要生气，当你看见某个 男孩随随便便地对待你的女儿。
现在，请看这里所说的。它说， 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妆饰。 这里是不是
指，如某些人解释说，一个女人永远都不能编发？ 你若去希腊世界， 你会看到女人编发简直到了一种
吓人的地步。 那些女人长得像蛇法女妖。 我没有开玩笑。她们会花很多天来编发， 会编满整个头，看
上去像是一条蛇从脑袋里爬出来。 撒旦总会把一个文化变成这种样子。 他在这里不是说你不能编你的
头发。 这里讲的是要简单。不要太华丽。 这里谈到了黄金，珍珠，或贵价的衣裳。 现在，这里有什么
涵义？我看到 亚伯拉罕的仆人有送给以撒的新娘一些很贵重的手镯 和一些戴在她鼻子上的鼻环。你知
道的，这些很宝贵。 所以，这并没有被看成是一件不敬虔的事。 这又回到了浪费这一点。 浪费。 贵价
的衣裳？不。 女人不该把心思花在贵价的衣裳上。 你知道吗？一个有智慧的，可敬的女人 可以拿一件
小东西，然后把它变成一件特别漂亮的东西。 记得箴言三十一章里的那个女人吗？ 她不仅仅为她的家
人制作衣服。 她的衣服是紫色布作的。 但这很节俭，很简单。
就像有一次，当沙罗和我在度蜜月时， 我真的想去做点什么。我要为她买东西。 我们就走进了
这家服装店， 那里有一条连衣裙或裙子。 我不知道连衣裙和裙子之间有什么区别。 那是一条连衣裙，
还是一条裙子？是裙子，好的。 我不知道，我就是弄不清楚。 那是一条裙子，而且很好看。 是那种很
长的裙子，真的很好看。 我说，我们为什么不来买这条裙子？ 她看了标价之后说，85美金，我们不能
买。 我说，好。我不知道有这么贵。 但你猜发生了什么？几个星期后，她找到了同一条裙子， 不同
的颜色，完全一样的裙子，价格标签还在上面。 那是一家旧货店，我认为那是5美金。 我就说，赞美
主。 我说，亲爱的，这里是10美金，不要全部用在一个地方！ 一个有智慧的女人会用很少的材料制作
出让人惊叹东西。 一个没有智慧的女人哪怕用所有的材料 也做不出什么，这也令人惊叹。 这实在是令
人惊叹。
所以，总有人会问我：女人化妆是不是犯罪？ 我说，弟兄，有些女人不化妆才是犯罪。 曾经有
一个老牧师对我说， 给一个老仓库涂点漆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现在，这里讲的又是这一点。 你有看见
一个化了妆的女人，但她很自守。 你又看见了另一个女人， 她看上去像是输了一场油漆喷枪战。 这是
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在你做抉择时，你需要很多的恩典。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罗马尼亚讲道， 神真的在那里动工，拯救了一大群人， 所有的聚会都延长
了。 一年后，我带着我的妻子回来了。 我的妻子戴着一些小耳环之类的东西， 这个罗马尼亚女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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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说， 保罗弟兄，你传讲了你一生所经历的神的大能， 你怎么能与一个这样的女人结婚？ 我往后
退了一步，因为这里将会有一场战争。 我的妻子很有智慧。 我的妻子将她的头紧挟于腋下，用拳头打
她。 没有啦，我是在开玩笑。 说这话的女士大概有25岁或30岁。 她看上去很憔悴。 你可以从她的脸
上看出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士， 但她面容枯槁，很阴郁。 我的妻子说，你有没有一张你自己的照片？
那个女士说，有，是在我得救前照的。 沙罗说，我可以看一眼吗？ 那个女士说，可以。 沙罗看着那张
照片，那是一个充满生气的 年轻女士，满脸笑容，很开心。 沙罗看着它，然后把照片还给了她。 沙罗
说，我更喜欢你没得救的时候。 之后沙罗又找到了她，并对她说， “这是耶稣会对一个人做的事吗？
抹杀她们的喜乐？把她们的心变得刻薄？ 对，你没有化任何妆，你没有戴任何耳环，但你看上去……”
她没有这么说，但我知道她有这么想， 你看去很像《死者的黎明》那部电影里的僵尸。 问题的根源是
这个女人在受捆绑。 她决定该穿长裙子。我认为这很好。 她决定她需要很小心。我认为这很好。 但
看看她没有什么。 她没有善行，这才能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 她没有好好在道理上受教，她不顺
服， 她没有一个沉静的心， 完全没有喜乐， 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 所以请看，你可以去你的衣柜，
决定穿什么合适，什么不合适， 但是，若里面， 你的心不对， 你无法遮掩你的罪，你无法掩盖。
现在，我想让大家来看彼得前书3:1。 你们作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样，若有不信从
道理的丈夫， 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 我想告诉你，这会让我笑。 你不认
为神是一位全智的神吗？ 看看神所说的。 他说，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 他说，妻
子们，他们也可以被感化过来。 妻子试图如何去改变她们的丈夫？ 用她们的舌头，用她们的言语。不
是吗？ 我甚至见过女人说，丈夫， 我告诉你，你将要成为这个家中的领导！现在给我起来领导！ 让我
来告诉你该怎么领导！我说， 她们总在和他们的丈夫争吵。 你无法用你的舌头来改变 你的丈夫。你要
用你的行为来改变他。
让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我下班回家，这是很糟糕的一天， 我只在乎一件事：我自己。 好，这是
我当得的。 我一整天都在为传教受苦， 事情变得很糟糕，我还得与魔鬼， 地狱和所有的一切作争战。
我回到家里，事情需要如我意。 我回到家里，事情却不如我意。 现在，通常我的家会很干净， 饭菜和
其他一切都会准备好。 但这一天我回到家里，像是哥斯拉到了我的家。 我说，亲爱的，怎么回事？ 我
一整天都在外面与魔鬼作争战， 我回到家，家里应该有条有理。 她转过神来看我， 她的眼睛冒火，足
以让一个成年男人跑回他母亲那里。 她开始说，你这么说有什么意思？你不知道我所面对的事情。 你
整天在外面忙，你还去吃了午餐。 对，你做了这些事。我却被困在家中，我还要教导儿女。 一旦她这
么做，战争就开始了。 我知道你们没有一个人会面对这些事。 战争一旦开始，你猜会怎么样？ 双方都
认为自己是对的。 他们完全认为自己是对的，没有一个人会为自己的 无知，愚昧和不敬虔的行为感到
羞耻。
但现在，让我们来重演。 我回到家中，我还是只在乎我自己。 我是国王。 我回到家中，家里
很乱，没有饭菜， 婴儿在哭，所有这些事都在发生，我说， 看哪， 我一整天都在外面传福音，做大
事。 至少在我回到家时，能有一点平安。 我是在编故事，因为我绝不会做这样的事。 我的妻子转过身
来，她说， 保罗，我真的很对不起。 我整天都在跟一个姊妹打电话，试图弄清楚 教会里这个姊妹的问
题， 婴儿生病了，我必须得放下手中的事。 对不起，请给我一点时间，我会把事情理清楚。 当她这么
做时，我会这么做： 我会走出去，走到我的工作室。 我发现橡木通常是最好的木材， 但山胡桃木也不
错， 你可以拿两只手，就像这样，然后你就这样重打自己， 啪，啪，啪。 然后你爬回家里，求妻子原
谅你。 看看她所做的。 她无法用她的言语来打败我，但她用她的行为打败了我。 她用她的敬虔把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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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在我的头上。 你看见了吗？
现在男人们，同样也是如此。 男人们，我们若能让某个弟兄上这里来 给我们上堂婚姻课，他的
名字是韦克·菲尔德。 有一天他在给我上课，他说，“保罗， 在我讲道时，在神真正动工时，或某些事
在发生时， 在我开车回家时，”他说，“我会预备自己， 因为我知道在我开门的那一刻，我希望我的
妻子 能意识到我刚从一整周的争战中回来， 她能给我开门，来祝福我。” 他说，“保罗，我知道这通
常不会发生。 我知道会有某些事发生。 现在，你可以说这是魔鬼， 魔鬼使我全家人都闷闷不乐，我的
妻子一打开门， 她马上会对我诉苦，她会忽略我一切的需要。” 他说，“与其说这是魔鬼的作为，不
如说这是神的作为。 神的作为是他会允许魔鬼工作， 来搅乱我的家庭，好让我的妻子在开门的时候，
她不会高高兴兴地接待我，她不会感激我所经历的斗争， 在那时，神是在给我一个效法耶稣的机会！
像耶稣那样去爱！” 你看见了吗？所以，这是双方面的。
现在，让我给你一个比喻。 你若去欧洲，你总会看到城堡。 它们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但是关
于城堡，有一点很特殊。 城堡第一层的前门真的很大。它非常大。 二十五个人可以同时并肩走进那扇
门。那是一扇很大的门！ 这很奇妙，你上到第二层，楼梯大概有这么宽。 楼顶上的门有这么高，有这
么大。 好像他们没有一个建筑监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好，道理在此，原因在此。 让我们说有很多
人在城堡里， 他们被困在里面，因为在城堡外有一支巨大的军队。 那支巨大的军队如风暴席卷般进入
了第一扇门。 二十五个男人在推那扇门，在他们推倒后，整支军队 就涌入了第一层楼。 让我们说城堡
里只有十个人。 但是那只军队有三百人，他们刚刚攻破了那扇门。 所有在城堡里的十个人，他们跑上
了狭窄的楼梯。 这是你需要理解的事。 楼梯非常窄， 只有一个人能带着长矛走到顶上， 那就拖延了三
百人的军队， 因为三百人不能同时上去，一次只能上一个。 我用这个比喻形容了你的婚姻。 女人们，
你的丈夫坐在城堡里， 他的日子过得很舒服。他坐在他那把舒服的椅子上， 他在看一个运动或射击节
目。 你受够了。 所以，你猛烈地推倒了那扇门。 他会怎么做？他会做每一个男人应该做的事。他会逃
跑。 他会直接跑上那个楼梯。 我很喜欢某个人曾经说的这句话， 这里有三个男人，其中两个人说，“
我的妻子会顺服我。” 另个人说，“闭嘴，你们都是一群窝囊废！ 当我的妻子对我说话时，她会双手
双脚俯伏在地。” 他们说，“真的吗？”他说，“真的， 她会双手双脚俯伏在地， 往床底下看我躲的
地方，然后她说， 你是要像男人一样出来跟我打，还是要整天躲在这里？”
问题在这里。妻子们， 当你丈夫看见你的时候， 他看见有一把两刃的剑从你口中出来， 他会
抓着他的长矛跑上去。你准备要跑上那个楼梯。 你准备要上去与他打起来。 你的舌头动起来像是一个
除草机。 你一直在给他权力，你在告诉他事情该怎么做， 你一直在这么做，你也在祷告， “神啊，你
为什么不来帮助我改变这个男人？ 神啊，你为什么不来做你该做的事？ 你为什么不来改变这个男人？
神啊，我无法理解。” 每当你说“神啊，你为什么不来帮助改变这个男人”时， 神说，“你要站到一
边去。” 你说，“不，我不能站到一边去！”你还在继续打。 “神啊，你为什么不来这里帮忙？” 神
说，“这里只能容下一个人。 你要站到一边去。” 你不站到一边去，因为你宁可去动你那个又大又危
险的舌头， 也不愿意站到一边去。 我有想去写一本书，我仍然想去写这本书， 关于妻子该如何做才能
使神治死你的丈夫。 我担心这会成为一本畅销书。 我们会有很多男人死掉。 但是，要记住神在罗马书
所说的， 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宁可让步，听凭主怒。 神说，要站到一边去。 不要与你的敌人干起来。
不要开火打仗。 不要与恶人作对。你只需要站到一边去。 神在告诉女人： 你要继续敬虔，要继续有一
个沉静的心。 你要尽你的能力去尊敬他。 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 我必搭救你。 神会改变人。他同样也
会在你丈夫身上做这个工，还会做得更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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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们，你被呼召…… 妻子从来没有被呼召去成为她丈夫的榜样， 然而，丈夫有被呼召去成为
他妻子的榜样。 你想改变你的妻子吗？去成为一个榜样，去做一个榜样。 弟兄们，你知道吗？我厌恶
教导这些事， 因为这指出了我自身的错误。 我在教导这些不是因为我有做到完美。 我教导这些是因为
这是真的，我自己每天也需要听到这些。 所以你也一样。女士们，你们也一样。你需要听到这些。
神说， 不是因着你们的言语，而是因着你们的生活， 因为他们看见了你们敬畏和纯洁的生活。
请再次看这里，你们不要单藉外表来妆饰自己， 希腊语里面没有「单」这个字。 但他的意思是，你们
的妆饰呢，不应当是外面的 辫头发，戴金饰，或穿衣裳的妆饰。 这出于箴言。妇女美貌而无见识， 哪
怕是容貌最美的妇女，却无见识，如同金环带在猪鼻上。 年轻的男人们，请听我说。 不要这样做。 你
若是被一个女孩的妖媚所吸引， 去和她结婚，你会恨你自己 直到最后一刻。 你会恨你自己。 但是，你
若是被她的美德， 她的智慧， 她的敬虔所吸引， 你会找到自己一生的伴侣。
现在，神说， 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妆饰。 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 女人们，我
有见过一些女人，她们很像街头战士。 “过来啊，你想打架吗？你就只有这个德行吗？”不。你不该
这样。 要有一个温柔安静的心， 这是最能使你丈夫息怒的武器。 现在，让我再次重复这点。我所讲的
仅限于一个正常的，存在问题的婚姻。 我说的不是一个丈夫很暴力的女人， 她处在危险之中，她该待
在那里被丈夫拳打脚踢。不是这样的！ 牧师和长老 不该站在那里说，你要回到你丈夫那里。 他们要去
保护这个女人。她是神的女儿。 他们待她应该像待他们自己的女儿一样。 这些牧师若有一个教会里的
姊妹被她的丈夫虐待， 牧师务要站稳，哪怕他们会被人打。 这是牧师该做的事。无论如何，这是他们
该做的事。 这让我很惊讶，有多少牧师会把这些女人送回 一个可怕的，暴力的环境中， 并要她们去遵
行神的旨意，却不做任何事去保护她们。 耶稣从来没有要我们去做这种荒谬的事。 但这在一个正常的
婚姻关系中， 在我们正常的问题范围内，没事就生气， 我们大多数人会这样。
现在，这里可以说很多， 这让我感到伤痛，因为单女人这个话题，我们可以讲七天。 让我们来
看雅歌。我想对年轻女士讲，但这适用于任何人。 男人们，读雅歌会对你有益处。 这会对我有益处，
因为这里讲了很多美丽的事， 对我们来说，这很傻。 但这只是因为我们的心太坚硬了。 请来看雅歌所
讲到的这些事。 雅歌4:1， 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 第7节，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
疵。 所有这类我该说，却没有去说的话。 因为我认为我的妻子和我一样。 现在，我想你能再次从雅歌
中看到这点。 请看第9节。我妹子，我新妇，你夺了我的心。 你用眼一看，就夺了我的心。 这曾经是
真的。 男人们，你曾经像孔雀开屏似的 昂首阔步，为了能让你的妻子看你一眼。 你看见她在看你，你
就神魂颠倒。 和主也是这样，不是吗？ 在我们刚认识主的时候， 主若在圣经中对我们有任何的教导，
我们会欣喜若狂，无所适从。 现在，主来教导我们，我们都不想去听。 当一个关系变得普通化时，某
些可怕的事会发生。
现在，在第9节还有另一点我想让你看到。 他说，你用眼一看，用你项上的一条金链， 夺了我
的心。 现在你说，保罗弟兄，这有什么涵义？ 首先，让我们把这看为基督和信徒之间的关系。 基督
说，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为什么？ 因为基督为教会流血，把教会洗净。 请注意，基督
没有为一个完美的新娘舍命。 基督是为一个肮脏的新娘舍命，他却叫新娘得以完全。 丈夫们，这是一
件好事，不是吗？ 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而且丈夫们，你觉得你的妻子没有尽心爱你？ 你猜怎么着？
错在你身上。 你说，为什么错在我身上？请听圣经的话，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不是我们爱神，
乃是神爱我们。 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现在爱他。 这是一个男人和他妻子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个丈夫
和一个新娘之间的关系。 教会爱耶稣是因耶稣先爱了教会。 教会被那种爱赢过来了。 这难道不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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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他说， 你用眼一看，用你项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 问题在此。她是一个牧羊女。牧羊女没
有金链。 所以，请看这里所发生的事。 耶稣看着他的新娘说，你很美。你的金链很美。 你的衣裳很
美。你猜怎么着？ 她穿的一切衣裳都是从耶稣而来。 所以是耶稣让新娘变得很美。 现在，同样， 是
我们让我们的妻子变得很美。 这是神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说 要用水借着道，把妻子洗净的原因了； 正如
耶稣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 可以把教会献给自己，乃是没有瑕疵的。 一个丈夫若对他的妻子不满
意，错是在丈夫身上， 因为是丈夫的职责去洗净她， 好让她没有瑕疵，可以讨他的喜悦。 这像是你为
你的儿子付出，他却漠然置之。 我会说，你对他能寄予什么希望呢？ 当我们对我们的妻子付出一点点
时， 我们对她们的要求不能太高。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八头牛妻子的故事？ 我很爱这个故事。 非洲有一个人。你若想娶妻子， 你要
买她，你要给她的父亲几头牛或几只鸡。 这个人有一个女儿， 她不是很漂亮。 他说，我这个女儿都不
能换一只鸡。 她一点都不漂亮。 有一天，一个男人过来， 他说，我想娶你的女儿。 我想娶你的女儿。
父亲说，什么？ 他说，我想娶你的女儿。父亲说，你在开玩笑吗？ 不，我想娶你的女儿。 父亲心想，
我该给这人多少钱来使他来娶我的女儿？ 父亲说，你会为我的女儿出多少？ 最高的价格是八头牛。 这
是最高的价格。 所以这个年轻人说， 八头牛。 父亲说，什么？你有见过我的女儿吗？ 你说八头牛是
什么意思？ 他说，没有，我想出八头牛来娶你的女儿。 他确实这么做了。这成为了整个镇子的热门话
题。 这是闻所未闻的事，一个八头牛妻子。 你猜怎么着？ 她成为了众所周知的八头牛妻子。 猜猜发生
了什么？ 她也成为了各支派中最受人尊敬的女人。 有某个人看她为珍贵，她就活出了那个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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