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徒的婚姻观 
                   张熙和牧师 

 

几周前大家都听见了一条新闻，

就是加利福尼亚一名男子开枪杀死了

自己的妻子，同时也伤及无辜，杀死

了好几个人。他竟然用刀割破三个女

儿的咽喉，结果两个死亡，一个幸免

于难。我们觉得实在不可思议，一个



人怎么会对家人、亲戚痛下杀手呢？

你以为这人一定疯了，精神不正常。

可是他很正常，看一看他在墨西哥被

逮捕的画面，竟然言谈镇定自若、从

容不迫。他并非精神变态狂，他是有

条不紊地计划好了整桩杀人案。一个

神智完全清醒的人竟然用刀割破自己

年仅五、六岁女儿的咽喉，实在让人

无法理解。 



这人结婚时间不长，因为女儿才

几岁。这件事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

很显然，婚姻可以激励人向善，也可

以引发人行恶。世人大多会走婚姻之

路，有的已经结婚了，有的将来会结

婚，所以婚姻会给很多人带来深远的

影响。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婚姻带

给人那么深的苦毒、忿恨，到一个地

步就像这个例子一样，一方杀死另一

方，甚至杀死儿女呢？这人想要毁掉

婚姻的一切记忆，包括儿女、亲戚。

这件事当然是婚姻问题的一个极端例

子。但纵观世上的婚姻，为什么百分

之五十的婚姻已经破裂，最终以离异

收场，另外百分之五十的婚姻虽然还



没有分崩离析，可是双方都很痛苦，

有的刚刚结婚几个月，婚姻关系就开

始每况愈下？ 

查考圣经就会看见，人类婚姻破

裂只不过是人与神关系破裂的表征而

已。这句话绝对千真万确，而且不但

包括了非基督徒，也包括了基督徒。

遗憾的是，基督徒婚姻破裂也是基于

跟神关系破裂了。很少基督徒真正与



神相交，大多都是挂名基督徒，所以

他们的婚姻往往跟非基督徒一样面临

各种问题。这是我在教会服侍多年的

经验之谈。有时候其它教会的传道人

也来找我寻求婚姻辅导，因为他们的

婚姻触礁了。这就是教会的光景，不

但信徒的婚姻有问题，传道人的婚姻

也有问题。 

一、寻求神的旨意 

我想先从婚前谈起，毕竟两人结

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经过了长

时间的相处，最终举行婚礼。有的是

相识了六个月，有的是一年，也有的

甚至是十年。结婚之前需要注意什么

呢？你可能会说：我结婚还早着呢！



可是大多数人迟早会结婚的，所以我

想把话说在前头。 

如果你考虑结婚，那么第一件事

就是先寻求神的旨意，让他带领你该

选择谁做人生伴侣。很多人对待爱情

相当随便，邂逅了某人，恰巧喜欢他

的牙齿，喜欢他的笑容，便想跟他交

往。请不要这么快！可是很多人就是

这样结婚的，所谓一见钟情。即是说



你一眼就喜欢他的相貌：明眸皓齿，

鼻直口方，发型也不赖。你立刻就爱

上了他，然后就开始通电话：“你好吗？

我们一起吃顿午餐怎么样？要不然喝

杯咖啡如何？” 

不要交往得这么快，要学习在一

开始就靠神来建立这个关系。意思是

说，不要见他明眸皓齿、鼻直口方便

动了心，世上容貌俊俏的人很多。你

说：“我喜欢他和蔼可亲。”可是世上

很多人也和蔼可亲，为什么你不等候

神的带领呢？当然你是个非基督徒，

就根本不会考虑神的因素，可是正因

如此，非基督徒婚姻破裂的比率非常

高。 



我这番话特别是对单身的说的，

所幸的是你还没有结婚，现在就可以

从第一步开始学习等候神的带领。创

世记就是这样，亚当至少没有选择配

偶这种麻烦，我们却有，因为神为亚

当预备了夏娃。亚当真幸运，身边没

有那么多女人，不必百里挑一，他只

见到一个女人，这女人就是神为他预

备的妻子。我们就没有一个人这么幸

运了，即便在教会里，可以选择的弟

兄姐妹也很多，所以就更加需要寻求

神的带领了。要问神：神啊，你希望

我跟这人交往吗？ 

问题是我们觉得神的品味跟我们

的不一样，觉得神会给我们一个不合



我们品味的人。我们想的是：“我喜欢

这种女孩，要是我求问神，神让我选

择另一个我不喜欢的，那该怎么办？

所以我可不愿求问神！”可见我们对神

有很多误解，正因为这些误解，结果

我们在属灵上出了很多问题。要学习

求问神，最终你会发现神给你的是最

好的，是你做梦都没想到的，是最适

合你的。 

二、征询属灵长辈的意见 

我还有一个建议是，你不妨征询

一下教会里年长的弟兄姐妹们的意见，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年纪轻轻就恋爱、

结婚，生命非常不成熟。当然那个时

候我们不相信自己不成熟，年轻人特



别是十八、九岁的年轻人都自以为很

成熟，明白生命真谛。你要是告诉他

们：“你不明白生命”，他们就会反驳

道：“我都十八、九岁了，怎么不明白？”

可是等你到了二十九岁再回首，就会

省悟到十年前自己是多么不成熟。问

题是你二十岁左右就想做出选择人生

伴侣的决定！ 

了解一个人是人生一大难题，有



一位弟兄跟我说，他经过了这么多年，

至今依然不了解女人。了解人实在不

容易，而你二十岁左右的时候根本没

有人生经验去评估别人，你完全是被

对方的外表迷住了，至于他内心如何，

你无从知晓。所以教会长辈、弟兄姐

妹真的能够助你一臂之力。 

记得我年仅十八岁就堕入了爱河。

热恋的人看不见恋人的缺点，“情人眼

里出西施”，她就好像是从天而降的天

使。我相信堕入爱河的人都明白我的

感受，你看对方简直完美无瑕，恨不

得明天就跟她结婚，连一个月都等不

及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那时我

只有十八岁，根本看不出对方有什么



问题。可是有一天一位弟兄对我说：

“那女孩儿不适合你。”这句话犹如一

盆冷水浇下来，让我恼怒不已。如果

他不是我的好朋友，我可能真的会好

好教训他一顿。我的天使不适合我？

你有眼无珠，不代表说她就不是天使！

我对那位弟兄大为不满。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终于意识

到他说的不错。长话短说，那时候我

去北京逗留了几个月，而就在北京期

间，我的情绪能够冷静下来，再回顾

一下整件事，我越思想这位弟兄的话

（他比我年长十岁，所以人生经验比

我丰富），就越意识到此话不假，只不

过那时候我是当局者迷。 



总之我的建议是，你在选择人生

伴侣之前，明智的做法是征询一下年

长的弟兄姐妹或者叔叔、阿姨或者教

会领导的意见，他们对任何人都没有

成见，为什么要棒打鸳鸯呢？你是当

局者迷，他们旁观者清，能够看见一

些东西，免得你日后婚姻痛苦。 

现在回想起来，我对那位弟兄真

是感激不尽，他能够有勇气对我直言

相告：“那女孩儿不适合你。”要是有

人对你讲这种话，那么实在是你的福

气，你至少要想一想，并且为这件事

祷告。我那位朋友说话真是直截了当，

通常我们教会的领导不会这样直截了

当，他们只会委婉含蓄地请你考虑一



下某些因素，免得你日后受苦。可是

等到结婚后出了问题，我们就无能为

力了，只能同情他们，眼看着他们长

年婚姻痛苦。婚姻痛苦就犹如置身于

人间地狱，婚姻要么好像天堂，要么

好像地狱，似乎没有其它境界。 

所以能够成为神家里的一员实在

是我们的福分，希望你能够珍惜这个

福分，善用这个有利条件，征询弟兄

姐妹们的意见。领导们通常不会说“你

们分手吧”，他们会说：“结婚之前你

要注意这一点，他要注意那一点。”等

到你们解决了各自的问题，到了结婚

的时候，那就真是一桩蒙福的婚姻了。

所以若想婚姻幸福，征询意见至关重



要。 

三、明白神设立婚姻的目的 

谈到婚姻，我们必须明白神设立

婚姻的目的。 

(1) 婚姻是神设立的 

圣经最与众不同之处是，它一开

篇就谈到神创造了男人、女人。而且

在神的计划中，男女应当结合，不该



独居。很多基督徒似乎有一种观念，

认为神反对婚姻，尤其反对男女性关

系。看一看基督教教义，当中说性是

属于魔鬼的。早在五世纪的时候，教

会不知怎地把婚姻划归到了魔鬼的领

域，结婚不如单身，结婚也无妨，但

单身更好。这样说不无道理，可是单

身并非神的计划，千万不要以为结婚

不好，结了婚的就是二等人。单身与

结婚，神都看为好，可是神最初创造

男女是要让男女结合的。 

明白了神起初的计划是让人结婚，

那么显而易见，我们喜欢上了谁，神

不会加以阻挠，摇头否定。这不禁让

我们想到了父母，孩子每每问父母可



不可以做这样、做那样，父母的回答

总是“不行”。孩子觉得不可思议，似

乎父母只会说一句话：“不行！”有一

门心理学恰恰是为了针对这个问题而

创立的，其宗旨就是反对家长永远对

孩子说“不行”的这种传统思想。而

我们也认为神就像父母一样，只会说

“不行”，每当我们想要什么好东西，

神就会说“不行”。 

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想让大

家明白，神希望我们有个好婚姻，否

则我今天就不必浪费时间谈论婚姻话

题了。我只要说“不要结婚”，便可完

事大吉。 

(2) 婚姻是最重要的关系 



婚姻是最重要的关系，这句话似

乎人人都懂，其实未必懂。为什么我

们要谈婚姻这个话题呢？因为婚姻决

定了教会的内在合一与能力。教会内

在关系脆弱，整间教会就软弱无力。

婚姻是最基本的关系，教会弟兄姐妹

婚姻不和谐，就会大大削弱教会。所

以教会必须关注每个已婚弟兄姐妹的

婚姻，他们的婚姻稳固、和谐、美满、

健康，教会整体才能发光。要是夫妻

们都在吵架，教会怎能发光呢？所以

基督徒的婚姻必须稳固、健康。教会

领导必须确保每一对夫妻关系和睦，

帮助他们建立一个稳固、美满的关系。 

(3) 妻子的责任是在属灵上帮助



丈夫 

创世记 2 章 18 节说，“雅伟神说：

‘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

偶帮助他。’”亚当独居，可以做修士

了，岂不是很好吗？可是神觉得亚当

独居不好，所以神就为亚当造了一个

女人，好帮助亚当。“帮助”一词，它

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一个人帮助另一

人，做他的同伴、同工，帮助他排忧

解难。奇妙的是，我查考了一下这个

希伯来字在旧约中的用法，发现这个



字大多都用在了神身上，神帮助那些

信靠他的人。 

比如诗篇 115 篇 9-11 节：“以色

列啊，你要倚靠雅伟，他是你的帮助

和你的盾牌。亚伦家啊，你们要倚靠

雅伟，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

你们敬畏雅伟的，要倚靠雅伟，他是

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三节经文

连续说到雅伟是我的帮助、我的盾牌。

盾牌就是保护的意思，帮助与保护相

提并论，没有想到吧？丈夫往往自以



为要保护妻子，殊不知圣经说妻子是

丈夫的帮助，甚至要保护丈夫。 

再比如诗篇 121 篇 1-2 节：“我

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

的帮助从造天地的雅伟而来。” 

还有以赛亚书 30 章 5 节：“他们

必因那不利于他们的民蒙羞。那民并

非帮助，也非利益。”此处帮助跟利益

相提并论，帮助者是能够给对方带来

利益的人。 

归结来说，“帮助”一词大多用在

神身上，而神让夏娃作亚当的帮助，

可以说神的用意是要透过夏娃来帮助

亚当。换言之，夏娃是个渠道，将属

灵祝福、帮助传递给丈夫。所以神给



了妻子一项非常重要的使命，妻子必

须是个属灵巨人，才能担当起这一重

任。 

为什么“帮助”一词经常用在神

身上呢？神设立婚姻的宗旨是什么呢？

就是让夏娃成为亚当属灵上的帮助者，

并非单单生活上的帮助者，比如做饭、

洗衣等等。现在有洗衣机，男人不需

要找个妻子来洗衣服，将衣服丢进洗

衣机里就行了，这种活儿男人做起来

毫不逊色。现在也有各式各样的方便

快餐，放进微波炉里一微波，就可以

吃了。所以为什么还需要一个妻子呢？

其实雇个做饭的比娶个妻子便宜多了，

做饭的不会跟你拌嘴、争吵，惟恐丢



了工作。总之虽然妻子可以帮助丈夫

料理生活、操持家务，然而根据创世

记 2 章 18 节，妻子主要是在属灵上

帮助丈夫。 

我们必须明白婚姻的宗旨，否则

就会走入歧途。中世纪教会也错解了

婚姻概念，以为就是生养众多，儿孙

满堂。可是根据创世记，多生儿女并

非婚姻的宗旨，婚姻的宗旨总是着眼

于属灵的领域，神设立婚姻是让夫妻

二人在属灵上彼此扶持。你结婚另有

所图，并非为了属灵目标，那么你的

婚姻在神眼中也就毫无意义了。 

难怪世人不明白为什么要结婚，

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结婚根本没有



属灵目标。难道结婚就是养儿防老吗？

你有十五个儿女，以后每人给你五十

块就够你花的了。现在发达国家的公

民都有退休金，政府养你老，不必养

儿防老。中国人依然抱着养儿防老的

观念，毕竟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不完

善，情有可原。但婚姻的目的并非养

儿防老。 

四、恋爱须知 

  



明白了神设立婚姻的宗旨是让夫

妻二人在属灵上彼此扶持，接下来我

想根据这个原则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先要处理好自己的属灵生

命，然后再考虑谈恋爱 

要是你自己的属灵生命一塌糊涂，

怎能帮助对方呢？难道你希望对方帮

助你吗？这根本行不通。要是你属灵

生命有问题，千万不要寻求异性的帮

助，因为你很快就会忘记起初的目的

了。先处理好自己的属灵生命，否则

你的婚姻很快就会出问题，甚至恐怕

没等到结婚的地步，你的恋爱就会出

问题了。 

第二，对方也必须处理好属灵生



命 

你也千万不要为了想跟对方结婚

而去帮助他，让其他人特别是教会领

导去帮助他，因为教会领导在属灵上

受过了良好的训练，足以帮助他。我

经常看见弟兄想帮助姐妹或者姐妹想

帮助弟兄，结果被帮助的一方积极回

应，因为他想跟对方结婚。而一旦两

人结了婚，就不再追求神了，因为一

方只是想得到另一方而已。所以我的

建议是，你先要处理好自己的属灵生

命，然后如果你有了意中人，也要等

他处理好了属灵生命，才谈婚论嫁。 

第三，建立属灵友谊 

这听来很简单，其实一点都不简



单。我所说的建立友谊并非两人一起

出去喝杯咖啡，或者分享一块比萨饼，

这不是友谊，友谊是内在关系，是彼

此理解、彼此委身。友谊是需要时间

去建立的。很多人结了婚，彼此却根

本没有深厚的友谊，结果婚姻就出了

问题，因为两人彼此根本不了解。 

真正的友谊必须有属灵基础。要

想建立属灵的友谊，首先要学习一起

祷告，两人每次见面都要一起祷告。

你说：“那岂不会毁了我们的友谊？因

为我一闭上眼睛就看不见他的明眸皓

齿了，我想睁眼祷告，他看着我、我

看着他。”如果你们彼此相望可以更好

地祷告，那就睁眼祷告吧。圣经的确



没有说必须闭眼祷告，所以我觉得你

睁眼祷告没问题，只不过我不大肯定

你会向神祷告还是向对方祷告。 

总之，要想婚姻稳固、健康，就

必须透过祷告，将友谊建立在神里面。

你说：“谈恋爱还要祷告，还要追求属

灵的事情，岂不是大煞风景、了无生

趣？”你要是这样想，那么可见你不

明白属灵生命。追求属灵反而会让两

人的关系更加情深意笃、其乐融融。

你之所以不大相信，可能是因为你跟

神还没有深厚的关系，正因如此，我

才说首先你要处理好跟神的关系。 

至于祷告，我的意思并非每次你

们进咖啡店都要祷告四十五分钟，或



者去麦当劳跪下祷告四十五分钟，这

样的话，恐怕麦当劳要对你们下逐客

令了。以短短一、两分钟的祷告开始

你们的约会就行了。我很害怕听人没

完没了地祷告，这种人似乎在显示自

己在为所有人祷告。主耶稣说你不要

以为话多了就必蒙垂听，属灵不在于

长篇大论，两人由衷地祷告一、两分

钟就行了。也不要借着祷告向对方显

示自己多么属灵，就简短、由衷地祷

告吧，每次见面都以简短的祷告开始，

最后再以简短的祷告结束，彼此建立

友谊。 

第四，必须有共同的目标 

两人必须有共同的目标，这对于



建立属灵友谊至关重要。两人必须志

同道合，然后才能谈婚论嫁。一人朝

东、一人朝西，怎能结婚呢？也许你

们的方向并非背道而驰，只是一点点

差距而已，可是即便这一点点差距，

时间一长，差距就会越来越大。所以

两人的生命方向必须完全一致。 

第五，拒绝性诱惑 

我在服侍当中经常要处理的问题

是，很多夫妻在谈恋爱的时候就已经

犯罪了，这就给双方的友谊蒙上了一



层阴影，造成彼此不信任。我想对弟

兄们直言相告：要是女孩子跟你在一

起没有安全感，那么可见她不信任你，

担心你会占她的便宜。希望你能够听

从我上面讲的一番忠告，将来跟异性

交往时，不至于让对方觉得跟你独处

没有安全感，害怕你对她动手动脚。

无论是逛公园还是两人单独见面，你

必须让女孩子有安全感。 

我以前说过，现在再说一次：你

婚前享受的一切，婚后要付上沉重的

代价；婚前尝禁果，婚后反而会失去

婚姻的乐趣。而你这样做，可见是缺

乏自制力。当然并非总是男孩子想占

便宜，很多女孩子也会挑逗男孩子，



你是聪明人，就不要顺水推舟。你拒

绝她，告诉她等到你们结了婚再亲热，

也许当时她觉得扫兴，可是以后她会

非常敬重你。在这方面甚少男人能博

得女人的敬重，因为男人的态度通常

都是“白拣的便宜，不占白不占”，所

以女人们觉得天下男人都一样。可是

如果你坐怀不乱，她就会非常敬重你，

你们的婚姻也会截然不同。 

第六，互相尊重 

夫妻之间相互尊重非常重要，古

人云“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现代人

的婚姻之所以问题多多，就是因为没

有将婚姻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

结婚前就已经打情骂俏、轻薄儇佻了。



比如讲些不合宜的黄色笑话；动手动

脚，搂搂抱抱，互相乱摸。务要将你

们的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你说：“相敬如宾岂不是关系好疏

远？”你以为关系会疏远，那是因为

你还没有将友谊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

础上，还没体验过个中滋味。相互尊

重不但不会疏远，反而会情深意笃，

性生活也会和谐甜蜜。 

五、婚姻破裂的原因 



以上谈了婚前注意事项，你做得

不好，婚姻自然会失败。最后我想简

略总结一下婚姻失败的几个原因。 

第一，不明白神设立婚姻的属灵

目的 

不明白神的属灵目的，这也是人

类始祖亚当、夏娃落入试探的原因，

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神不允许他们吃分

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明白神的目的

吗？如果你已经结婚了，那么你们夫

妻二人真的明白神设立婚姻的目的以

及让你们结婚的目的吗？ 

第二，缺乏沟通与了解 

为什么缺乏沟通与了解呢？因为



双方根本不商量。你们会不会每天花

一点时间讨论一下彼此相处的问题呢？

抑或从来不聊天？比如你们每天会不

会一起散散步？还是说太忙了，没时

间做这种无足轻重的事情？我告诉你，

一起散步举足轻重。我和太太坚持每

天一起散步，哪怕是一大早，因为有

时候挤不出其它时间来。趁着清早安

静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散散步，聊聊

天，商量一下当天的事情。要想维系

婚姻，这种沟通、对话至关重要。你

多久没有跟太太愉快交谈了？我想这

个问题会让大多数夫妻感到尴尬，除

了吵架外，他们太久没有倾心交谈了。 

第三，彼此指责 



亚当把责任推卸给了夏娃，说是

夏娃把果子给了他，他就吃了。亚当

认为如果夏娃没有给他果子，他就不

会吃。所以千万不要彼此指责，这样

做只会毁了婚姻。要勇于承担责任：

“是我犯了错，我不该这样做。”亚当

无权将责任推卸给夏娃，因为当时他

完全可以说：“神说不可吃，所以我不

吃。”可是亚当却责怪夏娃，这是婚姻

破裂的第一步。两个人也没有商量，

夏娃并没有跟丈夫商量，就吃下了果

子，接下来两人又互相推卸失败的责

任。切记不要互相指责。 

第四，依恋父母 

创世记 2 章 24 节说，“人要离开



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世

人的婚姻特别是中国人的婚姻之所以

出现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

有遵行这个原则。男人一旦娶了妻，

就要离开父母。离开父母不单单是离

开父母的家，自立门户，更重要的是

情感上离开父母，好与妻子相依相傍。

你不可能二者得兼，既依恋父母、又

依恋妻子。正如你不能事奉两个主，

在情感上你也不能两边都依附。我发

现中国人很难接受这一点，但事实是，

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你太依恋父母，

就会影响甚至摧毁婚姻。务要明白，

两人结婚就是离开父母与对方连合。 

创世记 2 章 24 节“连合”一词，



它的希伯来文是个非常强烈的字眼，

意思是双方紧紧连在一起，如胶似漆。

奇妙的是，圣经也用这个字形容我们

跟神之间的关系，比如申命记 4 章 4

节，“惟有你们专靠雅伟你们神的人。”

申命记 13 章 4 节，“你们要顺从雅伟

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

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在这

两节经文中，“连合”一词的希伯来文

被翻译成了“专靠”，我们要离开一切

偶像，与神连合，单单依靠神（此外

还可以参考申 10：20，11：22）。可

见圣经常常以夫妻关系来形容我们与

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要离开世界（埃

及），与神连合。 



新约也有同样的描述，比如马太

福音 19 章 5 节，主耶稣引用旧约说：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

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

吗？”这里的“连合”一词，它的希

腊文是“胶”的意思，两人粘在一起，

不能分开。这是一种强烈的彼此联合、

彼此委身的关系，如胶似漆、决不分

开。 

如果你已经结婚了，那么你有没



有无条件委身给你的配偶，好像委身

给神那样呢？请注意，圣经并没有将

这两种委身视为水火不容，如果你真

的完全委身给神，与神连合了，那么

你必然也会委身给配偶，委身给弟兄

姐妹。委身给配偶、委身给弟兄姐妹

恰恰是委身给神的体现。 

难道跟一个不吸引我的属灵人结婚

吗？ 

曾经有人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假

设一个人的择偶标准是看对方的属灵

素质，那么是不是就完全忽略外表，

可能对方外表毫无吸引力，可是只要

他属灵好，就跟他结婚？” 

我发现每个人都有某种吸引力，



当然未必合乎你的标准，有人喜欢这

类人，有人喜欢那类人，这是很主观

的看法。可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美丽

之处，也许这种美丽并不吸引你。无

论男女，神给了每个人很独特的东西。

除非你这个问题的意思是，有人奇丑

无比，根本没人喜欢他。我想世上太

少这种人了，为此我们要感谢神。 

如果你心胸宽广，就会看见每个

人都有美丽之处。可是我们往往很主

观，设下很多条件，要这样、那样，

不符合条件的都不美丽，这就太狭隘

了。你要是心胸宽广，珍惜每一个人，

那么你就会看见每个人都有他独特的

素质和美丽之处。 



如果你同意每个人都有他的美丽

之处，可是他这种美丽不足以吸引你

跟他结婚，那么我也同意你不必跟他

结婚。不能说这人不吸引我，可我硬

着头皮跟他结婚。没有人会建议你要

硬着头皮跟人结婚。 

以上我已经给出了几个原则，如

果你在婚前、婚后都实践这些原则，

那么你的婚姻就会大大蒙神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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