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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众水不能息灭，大水
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
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歌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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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联合、人拆开 
张成牧师 

真正的爱情是财宝换不来的 

我在几年之前认识了新郎和新娘，

这次他们邀请我来参加他们的婚礼。

今天是他们的大好日子，我希望借着

这个机会能够给予他们在婚姻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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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劝勉。希望这些劝勉不仅是能帮

助到他们，也能帮助到在座的每一位

朋友。 

可能你们当中很多人没有参加过基

督徒的婚礼。我相信你们今天一定会

大开眼界，因为你们会见到、听到很

多新鲜的东西。在你们手上的程序表

里，第一页的话就很令人震惊，你们

留意到了吗？ 

爱情，众水不能息灭，大水
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
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
视。(歌 8:7) 

比如第一句：“爱情，众水不能息灭，

大水也不能淹没”，你见过这样的爱情

吗？你不觉得很震撼吗？众水不能息

灭，大水也不能淹没？环顾今天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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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都是弱不禁风、摇摇欲坠的。你读

的时候不觉得奇怪吗？你见过这样的

爱情吗？ 

第二句：“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

来换爱情，就全被藐视。”这也很新鲜

吧？今天的爱情是怎么样的？你没有

财宝就休想换爱情。你读的时候不觉

得很震撼吗？今天那里看得见这样的

爱情？今天世界的价值观告诉你：

“你没财宝，休想有爱情，因为人都

藐视你！”但我得坦白说，如果爱情能

用财宝换回来，就不是真爱情，甚至

还不算是友谊。我交的朋友，我不会

跟他谈钱，因为真正的友谊是不应该

靠金钱来维持的。如果你是用财宝来

换取爱情，我保证你所换取回来的不

是真爱。 

我们今天真得要敢于做另一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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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改变我们旧有的价值观，因为

今天社会灌输给我们的价值观是扭

曲、错误、颠倒的。你要结婚吗？你

必须要有奥迪、奔驰，还要是黑色的，

否则没有面子接新娘；举行婚礼的场

所必须有气派，否则没有面子邀请亲

朋好友出席；礼金最少是十万或以上，

否则免谈。难怪乎所有人都认为：没

有财宝，休想有爱情，因为你会被人

全然藐视！ 

这一切跟爱情没有关系。这些都是

错误的价值观，困扰、误导了许许多

多的年轻人，以为这一切就是衡量有

没有爱情的标准。正因受这些错误价

值观的影响，今天很多夫妻的关系都

是豆腐渣爱情，不堪一击，因为他们

的爱情都是靠金钱来维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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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联合，人拆开 

我希望今天神不仅是祝福这对新

人，也借着他们的婚礼，神的祝福也

临到你们每一位，特别是年轻的朋友

们。我要用圣经的话来劝勉这对新人，

因为圣经的话非常珍贵、非常重要。

从刚才你们读的那两句话就可见一

斑。惟有圣经的话，才能帮助我们建

立一个正确、持久的婚姻关系。我们

看一段经文，马可福音 10章 2-9 节： 

2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
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
探他。3耶稣回答说：“摩西吩
咐你们的是什么？”4他们说：
“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
休妻。”5耶稣说：“摩西因为你
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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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6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
造人是造男造女。7因此人要离
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
为一体。8既然如此，夫妻不再
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9

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
开。” 

当你读 圣经

时，你必须抓住

它的中心思想，

不要只是瞎子摸

象。到底耶稣这番话想说什么呢？很

多人读的时候，都以为这段经文是分

了两段：前面谈离婚，后面谈结婚。

但两者有什么关系呢？似乎看不出

来。 

今天我就简单地把这一大段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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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告诉大家：神喜欢把人联合，而

人则喜欢拆毁彼此的关系。留意这些

特别的句子：男人要与妻子联合，二

人成为一体；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

是一体的了；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这些都是神的工作，他经常做的就是

把人联系在一起。 

你读圣经的时候，就会留意到圣经

常常强调要爱人如己、彼此相爱。为

什么爱人如己如此重要呢？因为爱能

把人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圣经经常强

调要彼此饶恕？因为饶恕能拉近彼此

的关系；不饶恕，彼此的嫌隙就会越

来越大。 

圣经还教导我们要爱仇敌，很多人

听到要爱仇敌就觉得反感。为什么要

爱我们的仇敌？因为这是化解你和他

的恩怨的惟一方法。以恶报恶最终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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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同归于尽。 

这就是神常常在做的——使人联

合。神借着主耶稣钉十字架就是为了

要使我们能与他联合，也彼此联合。

但人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拆散彼此

的关系。留意法利赛人向耶稣的提问：

人休妻可以不可以？用今天的语言就

是：可不可以离婚？什么是离婚？离

婚就是关系的破裂。所以我说这段经

文的要旨就是：神联合，人拆开。 

是谁心硬导致婚姻关系破裂？ 

或者我们先谈离婚。对不起，要正

确明白这段经文，我们得先从负面的

角度开始。耶稣在这里没有正面回答

法利赛人的问题，他反问了他们圣经

是怎么说的。他们说，摩西（旧约的

律法）说写了休书就可以离婚，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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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是可以离婚的。但耶稣没有正面

评论摩西是对还是错。他只是说，摩

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制订了这条律

法。即是说，耶稣同意，按照旧约的

律法，人是可以休妻的。但离婚的依

据是什么呢？是因为你们心硬。 

我要问你们一个

问题：是谁心硬呢？

我们都会假设是提

出离婚的人，对吧？

打一个比方，丈夫天

天晚上酗酒、赌钱，

回来又打骂妻子、孩子；妻子受不了，

终于提出要离婚，那是妻子心硬吗？

我要你仔细思考这个问题，不要像很

多基督徒那样很笼统地回答说：不管

是什么情况都一概不许离婚，谁提出

离婚就是心硬得罪了神。既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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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所做的岂不是与神相悖吗？ 

再比如，丈夫在外面沾花惹草，与

不同的女人同居，妻子忍无可忍，提

出要离婚，那是谁心硬呢？我这样提

问是要帮助你明白，问题不是你以为

的那么简单：谁提出离婚，谁就是心

硬的。我们当提的正确问题是：是谁

心硬导致这个婚姻关系没办法维持下

去？ 

人为什么会变得心硬？因为我们对

神心硬，不愿意听神的话。圣经说：

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你听得进去

吗？你听不进去，你心很硬，因为你

根本不想听神的话。所以一旦关系触

礁，很多夫妻都会选择离婚，他们根

本不在乎孩子怎么样，这就是心硬的

表现。我们不需要神，我们不需要听

神的话，所以我们都变得心硬。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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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妻子心硬，妻子对丈夫心硬，这就

是今天的社会问题。 

婚姻关系离不开神 

我长篇大论想说什么呢？我想说的

是，婚姻关系永远离不开神。一旦离

开了神，你们的心就会变得刚硬。你

无法明白婚姻的意义，只要有一些诱

惑，你就会变心，你不明白为什么要

对配偶忠心。刚才不是说了吗，今天

的社会可以用金钱换爱情，除了金钱，

还有很多东西可以用来换爱情，好像

买东西一样，用厌了就换新的。圣经

告诉我们，任何破坏神所配合的，就

是一个心硬的人。 

我希望你们能明白主耶稣这番话的

真正意思。摩西为什么允许以色列人

休妻？你明白为什么了吗？当一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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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心硬，婚姻关系就成了人间地狱，

所以摩西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允

许他们分开。若坚持不让他们分开，

心硬的一方会把自己的配偶折腾死。

所以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

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 

不要让其他人干预你们的婚姻 

今天这对新人的婚礼主题是“同心

与神同行”。我想提醒他们，如果你们

想同心，你们自己必须首先与神同行，

神就像一个大环，你们像两个小环，

你们两个都必须跟他扣上，你们两个

才能彼此扣得牢固。 

我们看第 9节：“所以，神配合的，

人不可分开。”要看清楚这里说的每一

个字。圣经没有说，神配合的，人不

可能分开。圣经只是说，婚姻是神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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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如果你按照神的心意来结合这

个关系，神必然乐意配合你们。你们

必须以尊重婚姻的态度彼此结合，神

才会祝福你们。 

这里说的是，如果他们是敬畏神的，

神是非常乐意配合他们。主耶稣提醒

我们：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里

不是说人不可能分开，即是说，神把

维护婚姻的责任交了给人。这个责任

是交了给谁呢？首先是夫妻两人，你

们两个有责任要竭尽全力维护这个婚

姻关系。既然神已经配合了你们，你

们就必须立定心志，无论面对什么考

验、试探都要持守对彼此的忠诚。 

“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句话

除他们以外，还向谁说呢？这句话也

是向双方的父母说的。为人父母的有

没有想过，今天很多婚姻的破裂，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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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父母干预得太多了？妈妈非常

爱护女儿，时常教导女儿如何防范、

辖制丈夫；丈夫的妈妈也不厌其烦地

提醒儿子该如何管辖、提防妻子。这

种没完没了的干预，导致他们无法建

立起一个牢固的关系，因为双方的父

母都在离间他们。离婚的种子在他们

结婚前已经悄悄撒下了，实在可悲！ 

“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句话

还向谁说呢？这句话也是针对破坏别

人婚姻的第三者说的。你要非常小心，

不要做第三者。这是神非常厌恶的罪，

因为你是在破坏神所配合的。你也不

要贪图人家的财富，不要让人用金钱

收买你成为小三。不要贪恋别人的丈

夫或妻子，你要小心，不要有非份之

想，这种念头是不可有的。因为圣经

警告我们：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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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6 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

造人是造男造女。7 因此人要
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
成为一体。8 既然如此，夫妻
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
了。（可 10:6-8） 

如果你对圣经不熟悉，你就不知道

为什么这里要强调“神造人是造男造

女”。如果你看创世记，你就知道当初

神只是造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即

是说，他故意不让男人有很多选择，

也不让女人有很多选择。神没有让男

人在一群女人中随便试婚。 

我们今天提倡试婚，男的可以试、

女的也可以试，我们以为透过试婚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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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找到最理想的配偶。按照这个假设，

试婚越普及的社会，离婚率应该是最

低的，因为大家都找到了最理想的配

偶。事实果真如此吗？ 

创世记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记载：神

是用泥土造男人，用男人的肋骨造女

人。如果你写圣经，你会这么写吗？

圣经里真的有很多奥妙的事。如果是

我们写圣经，就会这样写：神用泥土

造男人，也用泥土造女人，男女平等，

皆大欢喜。 

但圣经的记载很奇怪，男人是用泥

土造的，女人则是神从男人身上拿出

一根肋骨造出来的。所以男人（亚当）

后来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什么意思呢？两人是一体的。男人开

始意识到，这个妻子是他生命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神从起初就要教导亚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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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这个功课，当然也是为了教

导我们。 

但这里为什么说：因此人要离开父

母？这句话也挺奇怪的。因为亚当没

有父母。很明显这句话是对我们说的。

那为什么又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其实“人

要离开父母”这句话可以省略了——

“因此人要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

体”——这样岂不更流畅吗？ 

这里是要提醒我们，夫妻的关系远

比与父母的关系更为密切，这就是“离

开”的意思。你必须做出一个选择。

如果你想结婚，但又舍不得离开父母，

不愿意放弃依靠父母，那么你还没预

备好结婚，因为你根本还不明白婚姻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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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圣经的婚姻观。圣经看丈夫

与妻子的关系远比与父母的关系来得

密切。所以婚姻是一个神圣、严肃的

关系，是不可以拿来试的。 

我们今天看婚姻是一种感性关系，

我们觉得有感觉才能结婚。不错，婚

姻关系有感性的层面，但也有理性的

层面，我们在理性上也必须作出一个

承诺，也必须明白这个承诺意味着什

么。你必须考虑清楚才能进入这个神

圣的关系。这个关系远比我们跟父母

的关系更为亲密、重要。 

二人成为一体 

你听过《我侬词》吗？

这首诗的作者是元代的

一个才女，名字叫管道

升，很独特的名字。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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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叫赵孟頫，是一个江南才子。丈

夫有一天想效仿其他人纳妾，因为不

好意思开口，于是就用文字向妻子表

白。内容的大意是说：“我为学士，你

是夫人。你没听说王羲之娶了叫桃叶、

桃根的两个小妾，苏东坡也有叫朝云、

暮云的两个小妾？我多娶几个小老

婆，也不过分，你年纪已经 40多岁了，

只管占住正房元配的位子就行了。” 

他妻子也是才女，大家都有修养，

不能公然吵架，免得有失尊严。丈夫

写了词给妻子，妻子也得回敬一首。

她就写了《我侬词》。诗的大意是说：

“我们就像两

个泥公仔，因

为 爱 情 的 缘

故，就把这两

个泥公仔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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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里和成一团泥，重新再塑造出两个

泥公仔。所以从今以后，我泥中有你，

你泥中有我，咱们俩永远都分不开

了。”她丈夫看了之后，再也不好意思

提纳妾的事了。 

这首诗是挺有意思的，它表达出了

夫妻那种密不可分的联合。管道升对

婚姻的理解非常吻合圣经的婚姻观。

很少人有她这种对婚姻理解的深度。

她完全明白什么叫“二人成为一体”。 

圣经形容夫妻的关系为“二人成为

一体”。即是说，夫妻关系是紧密相联、

密不可分的，因为是神配合的。 

父母不要干预儿女的婚姻 

人要离开父母，还有另外一个非常

重要的原因，就是刚才我已经提过的：



21 
 

父母过多的介入、干预儿女的婚姻，

就是在破坏他们的合一。我必须实话

实说，很多的婚姻之所以出现问题，

就是因为父母给太多的意见，导致儿

女无所适从。 

很多父母出于无知，为了爱自己的

女儿，为了保护她，就教导女儿说：

“结了婚后，你要有自己的私房钱，

不要让丈夫知道，也不要太信任他。”

但是别忘了，丈夫的母亲也会这样教

她的儿子，因为她也当过媳妇的。结

果一个美好的家庭变成了两家父母的

较劲场，后果可想而知。 

就说过年回家吧，丈夫那边的父母

说：“哎！你们要回来过年，再不回来，

你妈、你爷爷、你奶奶全都伤心死了。”

妻子那边的父母也会说：“你们俩一

定要回来过年，否则以后就不要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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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结果两口子就无所适从，因为假

期有限，到底回谁的家呢？甚至还彼

此争吵，年也过得不好。 

儿女的婚姻最好让他们来决定，因

为他们的一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就只剩那20-30年，

你们不要干扰他们，让他们专心、同

心建立自己的家。但是很多父母出于

无知，不明白圣经的大智慧，他们的

“爱心”最终导致儿女的婚姻破裂。 

有个姐妹就告诉我这样的事。她哥

哥娶了个媳妇回家。但是她哥哥的问

题就是舍不得离开父母。为什么呢？

因为跟父母住有得吃、有得住，可以

节省很多开销。所以结婚后他们继续

寄居在父母家里。时间长了，他妈妈

就整天挑儿媳妇的毛病。她有这个问

题，那个问题，这个不好，那个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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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他哥哥不在意，但提多了，

就开始不耐烦了。每个人都有弱点，

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但若将别人的问

题放大了，那就不好受了。结果两口

子最后真的离婚了。父母就如愿以偿，

终于把儿媳妇给撵走了。不久儿子就

娶了第二个媳妇，父母当然很开心。

但是这个开心可能只有三个月，最后

还是没完没了的抱怨。问题的症结就

是人不愿意离开父母，结果无法与妻

子联合。 

婚礼中，父亲将女儿交给新郎 

夫妻的联合是一个艰巨的工程，如

果你结了婚，就知道建立这个关系有

多难，所以不要把太多的障碍摆在你

们面前。这对新人是基督徒，他们必

须要明白神的心意，才能按照神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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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的初衷建立这个关系。 

西方的婚礼仪式的其中一个环节，

就是新娘的父亲要负责把新娘带进礼

堂，然后把新娘交给了新郎。这意味

着什么？我觉得这个仪式很形像，它

提醒新娘：父亲现在把你交给了这个

男人，从今以后，就让他来照顾、带

领你了。 

我觉得这个环节很有意义，它是在

提醒新娘（也提醒做父母的）：这是你

人生的一个新阶段，好好的去发展你

们两个人的关系，不要再思念、留恋

娘家了。父亲把带领、照顾女儿的责

任委托给了新郎。父亲给他们祝福说：

“去吧！我放手了。” 

如果你能明白当中的这些深层含

义，这些仪式配合上圣经的教导就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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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意义了。如果父母、新娘、新郎

都能够明白婚姻的真谛，这对儿女们

建立婚姻关系是非常有帮助的。婚姻

不再是两个人为了不同的理由住在一

起，而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联合。 

总结 

我希望借着圣经的话，不但是鼓励

这对新人，也能鼓励到大家。你们当

中还有很多年轻人，你们都憧憬着美

好的婚姻关系。我希望透过他们的婚

礼，神的福气也能够临到你们。最后

我就作一个总结吧： 

第一点：婚姻关系是离不开神的 

如果你们想有一个牢固的婚姻关

系，你们就不能离开神。你们自己必

须跟神建立关系，顺服他的话语和带



26 
 

领，就好像两个小环都必须跟这个大

环扣上，你们的关系才会扣得牢固，

才会蒙神的保守。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神想方设法把人联合起来 

我借着这段经文让你明白神的心

肠。我觉得神在天上常常叹息，因为

他看到人总是在拆毁彼此的关系，不

但是拆毁自己，也在拆毁别人。其实

不只是婚姻关系，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际关系，我们常常做的就是破坏、拆

毁。你有没有意识到，人的关系其实

是很脆弱的？一句粗心的话、一个不

加思索的行动、一个不好的表情就会

毁了一个关系。 

这就是我们天天在做的。因为我们

心里刚硬，神的话我们不喜欢听，也

听不进去。我希望这对新人能明白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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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肠。神的心肠就是想方设法在联

合我们。我要强调，神要联合的不只

是夫妻，而

是 所 有 的

人。所以圣

经形容教会

像一个家，

是一副联合

的图画。 

第三点，与神同行就是作神所作的事 
他们的婚礼主题是“与神同行”。与

神同行就必须要做神所做的事，这才

算得上是同心同行。既然神的心意、

心愿是要联合人，他们也必须担起这

个崇高的使命，以此为目标，同心合

意地去做神所做的工作。这是非常重

要、有意义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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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一：神帮助一对父子修复关系 

我跟我的妻子已经侍奉神很多年

了。我们真的看到这个社会人与人的

关系是非常的脆弱。但我们也看到，

当我们愿意去与神同心同行时，神很

多时候也会借着我们来做工。 

我曾经认识一个学生，他心里对父

亲有一份很深的怨恨。依我看来，他

对父亲的怨恨是完全不合理的。他曾

经告诉我为什么他怨恨自己的父亲。

原来多年前他父亲去了加拿大，在那

边打算办绿卡，然后把他们全家都接

过去。但是父亲去了加拿大之后，发

现自己患了癌症。他在异国他乡没人

照顾，也付不起那里的医疗费，最后

就决定回国治疗。办绿卡的计划从此

就泡汤了。为了治疗父亲的病，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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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把房子卖了，最后家里什么都没有

了。所以这个 19岁的小年青就为此非

常痛恨他的父亲，觉得是父亲毁了他

的前途，让他去不成加拿大。 

后来我跟我爱人就教他英语和圣

经。过了一段日子之后，神的话进入

了他心里面，他开始有一点变化。有

一天他接到家里的消息，告诉他父亲

已经不行了，医生说只有几天的时间，

叫他赶紧回来。他就来找我，告诉我

他要赶紧回家见父亲。但奇怪的是，

那天什么机票都买不到，而且要一个

星期后才有票。 

我问他这次回去有什么想法？我告

诉他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见父亲，他

打算跟父亲说什么话。他不吭声。我

建议他要向父亲道歉，告诉他这几年

自己真的很不懂事，请他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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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答应我，也没说不愿意，只是

默默地在听我讲。我劝他好好为这件

事情祷告，如果他真的愿意按照圣经

的话去向父亲道歉，他不需要担心医

生说了什么，神一定会给他机会见到

他的父亲的。 

结果一个星期后，他买到了回家的

票。他有机会陪了父亲大概半个月。

他回到学校时，父亲还在，他是回到

学校不久父亲才去世的。回来之后，

他第一件事就是来找我。他告诉我，

他终于明白了，原来父亲一生都是为

了他而劳苦，他不应该怨恨父亲没能

让他出国。他觉得自己亏欠了父亲，

唯一能回报父亲的，就是要好好学习。 

看见他的改变，我心里很感动。我

觉得神的话真的太奇妙了，当它进到

人心里面时，就能够把人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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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不是在谈论夫妻关系，而是父

子关系。罪破坏了各个层面的人际关

系，惟有神才能帮助我们修复这个关

系。 

见证二：神帮助一对夫妻重新和好 

不久之前还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有

一个我不认识的女士发了一个邮件给

我，她有一个问题想征求我的意见。

她说，她看了圣经一段时间了，也听

过我的一些讲道，她决定要做一个基

督徒。她还告诉我，她犯了淫乱的罪。

她是已婚的女士，但有了婚外情，丈

夫不知道。既然她已经决定要做一个

基督徒，一个月前她就跟男友断绝了

关系。她向神悔改，立志不再跟对方

来往。但是一个月后，她发现自己怀

孕了，她问我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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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最快、最简单

的解决方法，就是叫她不要孩子。但

我觉得这是一错再错。我把圣经的原

则告诉了她，将选择摆在她面前，对

她说，你自己祷告神吧，我不能帮你

做选择。我知道神在带领着她，所以

就鼓励她祷告求问神。我知道神会给

她一个清晰的答案的。 

后来就杳无音讯。因为要堕胎是有

时间限制的，她告诉我时间她计算过

了，在什么日期之前，就必须做一个

决定。我以为她选择了最简单的方法

解决问题。但出乎意料，过了一段时

间，她发了邮件告诉我，她决定将孩

子留下来，她不想一错再错。而且她

也决定了要向丈夫交待这件事。她不

知道丈夫知道后会有什么反应，但她

已经做了最糟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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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她又来了第三封邮件。她告诉

我，她已经向丈夫承认自己的罪。丈

夫听了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哭得撕心

裂肺，要求她不要把孩子留下来。她

跟丈夫说，她必须听圣经的话，她不

能不要这个孩子，否则是一错再错。

后来丈夫就答应了，并且承诺会抚养

孩子如同自己亲身的。 

我觉得很奇妙，她丈夫的反应真的

是一个神迹，这肯定是神在他们中间

的工作。然后她又给我写了第四封邮

件，告诉我丈夫每个星期都陪她去教

会听道。这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他们的关系竟然更进一步了。她在最

后的一封邮件告诉我她洗礼了，她的

丈夫也在场见证了她的洗礼。真的很

感谢神！ 

我觉得我们做的是非常有意义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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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能够与神同心同行，带领人认识

神，与神和好，也彼此和好，这是非

常有意义的事。当一个人认识了神，

他跟周边人的关系自然会改变。我没

赚一百万、一千万，人活着不是为了

钱，而是要做有意义的事，行神看为

美好的事。所以我要鼓励这对新人，

既然雅伟神借着耶稣成就使人和睦的

工作，你们若想与神同心同行，你们

也当担起这个崇高的使命，同心合意

做神的和睦使者，带领人归向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