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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家庭到國度
經文：撒母耳記下 7:6-16

今天我有一個特別的感動要跟大家分享，這
就是家庭。

精彩絕倫，使人讀起來愛不釋手。每個人都會走
到人生的盡頭，但在人生裏面你是活得很光彩

過去幾年中我在中國大陸看到一些家庭給我
很大的震撼。有一個家庭的男主人大約 45 嵗，
是韓國人，說流利的中文，外表也看不出是韓國
人，在北京生活了 13 年。他是美國的語言學博
士，但放棄了高薪的工作、家庭生活和舒適的環
境，帶太太和兩個孩子到北京，學習中文，在大
學工作，又把人一個一個帶到神的面前，分享神
的福音。當地人很不理解，他為什麽放棄一切到
北京？每次他傳福音的時候，他的妻子坐在旁邊
彈琴，兩個孩子（一個五嵗，一個七嵗）就跟小
朋友在一起。人們對此很不理解。我這次去中國
以前跟這個弟兄通了電話。他邀請我去，說他們
已經有了四個聚會，中關村就有 80 人，都是那
裏優秀傑出的人才。此外還有聖經的課程。沒想
到，通話三天以後他從山東趕回北京聚會，下午
在去看望一個弟兄的時候發生了車禍身亡。這件
事太震撼了，讓我們特別難過。有的人想，你們
基督徒信了耶穌，不是有喜樂平安嗎？怎們會發
生這樣的事情呢？因爲我們中國的各種信仰都認
爲如果你相信一個神，他就會保守你，這是一個
很傳統的想法。但是這和基督教的信仰不一致。
基督教的信仰讓我們看見：人人都有一死，但在
死亡之前，你當活出一個怎樣的人生。

嗎？你的生命影響了很多人的生命嗎？你做了一
個很美好的見證嗎？抑或你只是為自己而活，最
後帶著一個愁苦勞碌的人生，如飛而去呢？
這位弟兄人生精彩之處不只是過去的十三
年，而被主接去的那一刻開始，更加的動人，更
加的震撼。他的喪禮在北京郊外舉行，是這個公
墓有史以來聚集人最多的一次。來參加喪禮的有
中國和韓國的官員，但是更多的是他帶出來的年
輕學子、科學家、學生。大幅的挽聯寫著：“賠上
傳道的功夫賺得天國公義冠冕”，“賠上殉道的熱
血賺得神賜潔白聖袍”。寫這幅對聯的是這位韓國
牧師的學生，他的悼詞讓中國的許多政府官員淚
流滿面，因爲他們看到震撼的力量。我聽到這個
噩耗也無比震撼，我覺得我是一個年輕的傳導
人，人生的經歷很淺，在這種場合我都不知道如
何去安慰他們，我自己都需要安慰。見到師母的
時候，預先想好的話都毫無用處。其實不是我們
去安慰她而是她安慰我們每一個人。她笑容滿面
地對我說：“歡迎你，我會走弟兄沒有走完的
路。”她那平靜的語調和笑臉使我忽然感覺神的愛
充滿在那個地方，我突然發現他們的喪禮爲什麽
能震動那麽多的心：世人在失去親人的時候沒有
一個能像她那樣有這樣的力量。她對我說：“她愧
疚的是沒有常年陪伴在她丈夫的身旁出去傳道，

林肯總統是一個很虔誠的基督徒。他說：“人
生好像一篇文章。事實上並不在乎它的長短，乃
在乎它的内容。”有的文章很長，如八股文又臭又
長，空洞無物，枯燥無味。有的文章並不長，但

因爲子女尚幼小。現在比我更愛他一千倍、一萬
倍的耶穌基督來親自照料他、看顧他。”她告訴
我，喪禮完畢當她坐在韓國大使夫人的車中時也
對上帝呼喊“主啊，那麽多的中國人到美國去，而
你爲什麽讓一個韓國人到中國來,死在這裡？”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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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的是，當車快要到家時，她突然覺得被一種

事實上不是只有基督徒看重家庭，今天中國

莫名的大愛充滿。清楚地聽到上帝這樣對他說：

的社會也在呼喚家庭。有一首唱遍大江南北的歌

“因爲我愛中國人，所以我派你們夫婦來到中

叫“常回家看看”。這是一個中國尋常家庭的呼

國。”她說她知道這愛不是從人來的，這話比任何

喚：“常回家看看。帶上你的笑容，帶上你的祝

的話都有力量。她的心一下子完全釋放了。主

福。常回到父母跟前看看。雖然媽媽準備了一些

啊，既然你愛中國人，我們有什麽理由不愛他

嘮叨，爸爸準備了一桌好飯，生活的事情跟媽媽

們？既然你差我們來到這裡，我們有什麽理由後

說說，工作的情形也跟爸爸談談。”平凡的詞句從

退？她當下決定以後她的墳墓也一樣要在北京。

海南島唱到了東北，人人心裏感到了共鳴。爲什

她說我要繼續走下去。

麽？因爲太缺少這樣的家庭，太多的父母發現失

我聽到她的見證才懂得神使用的不是一個
人，而是一個家庭。我在那裏的五天中，每一次
聚會都是師母在那裏主持。在這樣一個弱女子的
身上你會發現信仰的力量，從天上來的生命的力
量。在中國的其他地方也有類似的情況。貴州有
一個美國的家庭，兩個白人夫婦、七個孩子加上
一個在路邊拾來的中國孩子，一家十口，生活在
一間只有兩個房間的低矮的平房裏面。我看見的
是一個喜樂的家庭，充滿活力的家庭，一個現在
很少看到的溫馨、有禮貌、被主的愛充滿的家
庭。當我的汽車即將離開時，我看到一幅非常美
麗的圖畫：父親走在最前面，媽媽手抱一個，另
一手推一輛車，中間是六個孩子，站成一排向我
揮手。他們說：“路加，再回來，中國太需要福
音，中國太需要傳道人。”那個場景讓我無法忘
懷。那個傳道人叫 Jeff，當地人親切地叫他“姐
夫”。他在中學裏教書。學校校長說：“我們這裡
連中國人都不願意來，你一個美國人卻擕家八口
來這裡。”我也問他，爲什麽讓孩子也來中國？他

去了他們的子女，太多的夫妻忽然發現他們生活
在一個屋簷底下，但已經不再有這樣的親情。太
多的家庭面臨很大的危機和挑戰。一種親情的呼
喚不是物質和金錢能換來的。也不是經濟發達、
生活水準的提高能換來的。這親情忽然變成中國
百姓内心的渴望。我們生活在北美也知道家庭變
成何等的挑戰，多少家庭破碎、分崩離析。箴言
二十七章中的話刺到我的心。第八節說：“人離本
處飄流，好像雀鳥離窩遊飛。”家庭本來是暴風雨
中的避風港，但現在多少家庭變成了避風港中的
暴風雨。風暴從家庭而起，家庭裏的爭鬥和難處
讓多少人失去笑容，讓多少的孩子心靈受創，讓
多少的夫妻受很大的傷害，親子之間、兩代人之
間乃至三代之間的傷痛，是我們今天在很多家庭
中都能看到的。難怪這些甘心來到中國生活的基
督徒家庭即使家庭的棟梁倒下了，但人們在他們
的妻子、子女身上看到力量，心不能不受震撼，
不能不受感動。更多的人是羡慕。我們能不能有
這樣的家庭呢？

們的回答是：“我們決定要讓他們每一個孩子都成
爲真正的中國人，都能夠在中國宣教。”當這些孩
子跟中國山裏的孩子一起玩耍、一起打滾的時
候，我的心震動了。我看到的不是一個人，乃是
整個家庭。

從家庭到國度，這是上帝的一個計劃。家庭
是神在地上建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單元。神在地
上，為亞當創造了夏娃，也為夏娃創造了亞當。
家庭是神永恒計劃和旨意的一個核心。撒母耳記
下第七章八到十六節使我們看到一條救恩的綫
索，從每一個人開始，當你得到上帝的呼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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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你的眼睛被打開，認識耶穌何等寶貴，認識

會覺得有需要去認識上帝。就像一個人不生重病

救恩何等重要。我們在人生的旅途裏跟著別人，

決不會去找醫生。耶穌說“我來了”，乃是找那些

走過坎坷路，也有激動的時候，但後來卻發現夢

有病的人，找心靈願意謙卑的人，找那些虛心的

醒一場。人生的意義到底在哪裏？終極目標到底

人。人不能接納上帝，很大的障礙在於我們自

是什麽？歸宿何在？三國志開卷就說：“是非成

己。我們有時候推給無神論，推給過去的教育，

敗，轉眼成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這就

不承認自己有罪。我以前也說，教會裏都是罪

是說世間滄桑、人間冷暖，一代又一代時空轉

人，都承認自己有罪，好人都在監獄裏，都不承

換，昔日是同志加兄弟今天變仇敵。以前被人看

認自己是有罪的人。沒有光就看不見，黑暗中看

為惡的事情，現在不算什麽。放眼世界，如果沒

不見骯髒，當一束陽光照進來的時候才發現這個

有上帝，人就把一個絕對的坐標系從生命力移開

屋子充滿了多少灰塵，只是過去的肉眼沒有看見

了，將一個絕對的價值從生命裏搬走了。人類的

而已。我們在耶穌基督真理的光裏面發現自己的

問題正在這裡，家庭也是一樣。每人都渴望有一

污穢。

個溫馨的家庭，但是沒有真理做家庭的基石，人
的困難和問題就接踵而來。神的兒子耶穌基督來

神的救恩在我們個人身上沒有停止。祂要建

到世上向我們發出救恩。神要我們從個人改變

立一個家庭。人類從始祖開始犯罪以後，家庭就

起。當一個人信主以後，心裏就開始發生變化，

成爲一個脆弱的根基，當人犯罪的時候一定產生

知道自己的問題。

問題的家庭，問題的子女。美國有這樣一個故
事，一個十幾嵗的女兒被老媽發現在談戀愛，而

人最大的敵人是自己，是你克服不了的。有

女兒對於老媽偷看她的日記非常生氣。女兒說她

這樣一個故事：一個人從來不說討喜的話。一次

處在叛逆期，老媽卻說她處在更年期，兩個“期”

別人請他赴婚宴，他決心不開口，只管吃。主人

的吵架不但不解決問題，反而使他們的裂痕更

見他來雖不高興，但給他很多菜吃。最後他走的

深。問題的家庭產生問題的兒女，問題的兒女產

時候問今天表現如何，主人說很好，你今天一句

生問題的社會。這是一個事實。世界各處都是一

話也沒有說。他卻説“是啊，我今天一句話也沒有

樣的。我們在這裡發現，家在神的旨意裏面是一

說，將來你兒子死了不要怪我。”這説明人的本性

個根基，是一個單元，也是魔鬼撒旦攻擊的重

靠自己的修行可以遮掩一時，但絕對遮掩不了一

點。我們常有這樣的經驗：星期天準備去教會，

世。

忽然夫妻之間，兒女之間無故大吵一場。
夫妻之間可以有海誓山盟，當兩人一起生活

人渴慕啊，渴慕有一個幸福的家庭。1995 年

的時候，很多本性的東西是遮掩不住的。這就是

台灣《天下》雜誌作過調查，人們都認爲天下最

人的問題。在沒有聖靈光照底下我們看不見自己

大的幸福是有一個美滿的家庭。神在地上為我們

的問題。我們總覺得是這個世界虧欠我，對方虧

預備的婚姻有幾個特點：一、婚姻有永久性，神

欠我，everything is wrong, but I am right.我們不

所配合的人不可分開，只有死亡才能讓它們分

認識上帝的時候沒有辦法真正認識自己。反過來

開。然而現代人卻輕易的分開。二、單純性和專

也一樣，如果我們沒有辦法真正認識自己，也不

一性。現在的人卻不以爲然。現在東北年輕人中

共 5 頁第 3 頁

流行“有況”，即有外遇，甚至以有外遇為榮。

常常力不從心，有很多後顧之憂。神要為我們的

三、優先性。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婚姻是

父，更要為我們的後人的父。你的家願意不願意

最親密的關係，不能讓任何第三者來插入，父母

讓基督來作主？華人常為孩子擔心，希望他們上

也沒有夫妻關係重要。有了孩子也不能忽略配偶

好大學，史坦福，伯克萊，將來出人頭地。但是

的感受和需要。四、犧牲性。愛對方，為對方捨

不要忘記，如果神還不是他們的父，這是一個最

己。婚姻讓你學習愛神，更讓你學習愛人。一個

大的損失啊。今天世界上很多犯罪的人不是沒有

人在外面跟同事同學相處，人家未必真正了解

受過教育，但是一個人心裏如果沒有上帝，和上

你，也未必是一個真正的考驗。真正的考驗是在

帝沒有建立關係，他跟人、物、自然的關係，包

家庭裏面，考驗你是否是一個敬畏神的人，能夠

括跟自己的關係一定會出問題。你愛你的孩子，

犧牲的人。婚姻讓人心智成熟。基督和教會的關

上帝遠比你更愛你的孩子。這是神永遠的應許。

係如同婚姻關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如
果你真愛對方，一些話又算得了什麽，做一點犧

我外公在年輕時單身闖上海，不懂英文而能

牲又算得了什麽？甚至被誤解，犧牲生命又算得

混入洋行，後來做到副總裁，擁有股票，志高氣

了什麽？這樣的愛是基督已經為我們做出來的。

昂，年輕得志，聼不進福音，後來在宋尚節博士

神不僅在地上設立婚姻，而且對以色列的大衛王

的佈道會聽見福音而痛改前非，向家人認罪，走

說要為他建立家室，所謂「建立」就是栽培，神

新的人生道路，賣掉房產，把錢送給中國佈道

藉著他的話語和我們的詩歌敬拜，建立一個家

會，接待傳道人來家裏住，而自己住入亭子間。

室。神為以色列人預備地方。在那裏栽培他們，

這種舉動讓許多人不可思議。他還抓住一切機會

在新約裏就是指教會。大衛犯姦淫，真正悔改以

教育子女看見窮苦人不要塞住憐憫的心。他甚至

後才被神建立起來。神給大衛一個兒子所羅門

化裝成乞丐看看孩子有沒有受教。父母的身教大

（“和平”之意）。一個真正悔改的人家才有平

過言教，才能端端莊莊地使子女受教，折服。

安，才會被上帝建立起來。神對我們每一個基督
徒都一樣。基督徒有一個小家，一個大家——神

家是神聖工的起點。有幾件事要從家做起。

的教會。小家大家密不可分。小家是聖工的起

奉獻是基督徒的責任，是在神面前的敬拜和讚

點，小家沒有建立好，無法真正投身于神國的服

美。每逢主日要按自己的進項在家裏準備好奉

事，焉能照管神的教會？

獻。另外聖餐是主的杯主的血，當存敬畏的心在
神的面前。分享神的話語也一樣，不管是弟兄還

神呼召的是一個家，不光是韓國人車牧師，

是姊妹，到教會沒有事先準備，會變成分享無

而是車牧師的一家，他們一家憑著信心知道上帝

知。小家和神的大家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教會是

幫助他們克服一關一關的困難，憑著信心，帶著

天國在地上的延伸。我們這一群人如果在教會不

喜樂，走前面的道路。

能彼此和睦相處，怎麽可能將來在天上跟衆聖徒
同心合一唱詩讚美敬拜服事呢？

家和國度關係密切。神為大衛建立好家以
後，大衛才有資格籌備為神建立殿宇，這個殿要

求主幫助我們從個人到爲主建立一個有見證的家

由兒子所羅門開始建。家沒有建立好，在神殿裏

庭。家庭中不是你做主，我做主，而是讓基督來做
主，共同願意順服基督耶穌。讓祂真正成爲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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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成爲我們兒女的主，成爲我們父母的主。這樣的
家，這樣的國才能傳到永遠，蒙上帝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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