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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永不止息 

 

“爱”是衡量生命价值的唯一标准 

今天婚礼的主题是：“爱是永不止息”，

这是一个非常宏伟的主题。这句话取自哥

林多前书 13章 8节，我们可以读 3-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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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告诉我们：爱是人生命中最有价

值的素质，值得我们一生去追求。“爱是

永不止息”，意思是说，“爱”可以把你带

入永恒，“爱”是有永恒价值的。因为将

来在神的审判台前，神看的不是我们的学

历，不是我们的财富，不是我们的地位，

也不只是我们在地上做了多少件好事，甚

至也不在乎你信的是什么宗教。 

神要看的是我们有没有爱。将来在审

判台前我们都是平等的。有钱人不一定占

优势，因为爱心是不需要靠钱来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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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也不是要看你在世上做了多少件“好

事”，留意第三节是怎么说的吗？ 

“与我无益”的意思是“与我毫无益

处”或“与我毫无价值”。即使你愿意把

自己所有的都周济穷人，又愿意把自己的

生命豁出去，但在神面前你依然是一贫如

洗的，因为缺了一个最关键的生命要素，

就是“爱”。我们可以做很多好事，但若

不是发自内心做的，这

一切的好事与我们无益。

因为神要看的是我们的

内心，其次才看我们所

行的，这一点我们一定

要记住。可以说衡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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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价值的唯一标准就是“爱”。 

谈到这里，我们需要问的一个更基本

的问题：什么是“爱”？该如何去“爱”？

在现实生活里，人人都向往爱，也愿意付

出爱，但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什么是“爱”？

记得有一次我乘火车，听到坐在我后面的

一对夫妇的对话： 

妻子：“为什么你总是不听我的？” 

丈夫：“为什么我总是要听你的？” 

然后这对夫妻的对话就终止了，两人

都沉默了。妻子说：“为什么你总是不听

我的?”言下之意是，我总是给你最好的

建议，为什么你总是不听呢？妻子心里很

纳闷。 

我发现人都很愿意去爱，但效果却往

往适得其反。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婚姻关

系，离婚率是很高的。为什么人选择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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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又离婚呢？他们没有爱吗？他们不

是没有爱，否则当初就不会结婚了。既然

有爱，为什么又会闹离婚呢？他们都愿意

彼此相爱，却不懂得如何爱对方。 

这对夫妻的谈话是挺有代表性的，不

单在夫妻的层面上，也在我们平时彼此相

处的层面上。有时候我们心里会纳闷，埋

怨同伴说：为什么他总是不听我的呢？我

已经把最好的给他了，但他仍然不珍惜，

不觉得这是爱！我们百思不得其解。 

什么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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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节经文详细地阐述了什么是爱。

这篇诗章非常优美，但我们不要只是欣赏

它的优美，而是要好好地对照一下自己，

抚心自问：我懂得什么是爱吗？ 

“爱”仿佛是一道美味佳肴，林前 13

章 4-7节就是这道美味佳肴的菜谱。你该

加什么，不该加什么，都要留心听、留心

看。稍微加了一些不该加的元素，就会毁

了这道菜；缺了该有的元素，也做不成这

道美味佳肴。 

这里告诉我们：要做出一道美味佳肴，

一个正确的菜谱或者一个正确的做法至

关重要。错误的做法就会令人大失所望、

望而生畏。同样的，当我们不懂得爱的时

候，我们的“爱心”就达不到期望的效果，

甚至是适得其反，令别人不舒服。就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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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丈夫回应说：“为什么我总是要听你

的？” 

现在你端上来一道菜说：“吃吧，这

是我精心烹制的好菜。” 

对方回应说：“我为什么要吃？” 

你立刻就会觉得很

扫兴。很多人只会报怨

别人不接纳他的爱，却

从来没有检讨自己的做

法是否出了问题？假设

你说你有爱，来对照一下这里说的：爱是

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

的恶。 

轻易发怒的人没有“爱” 

这里说到“不轻易发怒”，你是一个

轻易发怒的人吗？我认识一个这样的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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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她很喜欢请人吃饭，但她的脾气也很

坏，经常向人发脾气。发完脾气后她又很

懊悔，觉得对不起人家，于是就请对方吃

饭。 

我相信如果她这样待你，一次两次可

以一笑置之，三次四次还能忍受，长久下

去你还希望这个人继续爱你吗？下次再

见到她的时候，你心里会想：拜托你别再

请我吃饭了，我只求你别发怒就好了。如

果你是一个轻易发怒的人，结论就是你没

有爱。 

计算人的恶的人没有“爱” 

你是不是一个善于计算人的恶的人

呢？有些人很想爱别人，但又很小气，别

人不小心得罪他，他就会耿耿于怀。你喜

欢这样的人来爱你吗？我们都不喜欢小

气的人，但往往我们自己又都是小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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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乎我们无法彼此相爱。如果你是一个

总是喜欢计算人的恶的人，事实证明你没

有爱。 

不义的人没有“爱” 

真正的爱必须是“不喜欢不义”。我

们常常看到父母因为爱儿女，常常用爱的

名义教他们行不义的事，比如用一些旁门

左道的方法帮助孩子得到他们想要的，他

们认为这就是爱。很多父母经常以爱孩子、

保护孩子为理由，教导孩子行不义、不诚

实的事。如果你是用这种方法教孩子，你

就不是爱他，你是在教导他不义，扭曲他

的道德观。爱是不做不公义的事，如果你

没有这种爱，将来在神的审判台前将会是

一无所有。 

为什么我们没有“爱”呢？ 

我们要好好地想一想，我们的问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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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哪里？这段经文帮助我们明白人的

问题不是因为他不愿意爱，而是自以为懂

得爱，其实还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爱。 

神知道我们的问题，所以在圣经里记

载下来，帮助我们明白：什么才是神的爱

——真正的爱。我们要看清楚神的爱和人

的爱的区别，不要再用自己的爱去爱别人，

否则必适得其反。 

所以我想透过神的话来鼓励大家：只

有神和他的话语才能教导、帮助我们正确

地爱别人。只有当你

们依靠神，按照圣经

的教导彼此相爱，你

们的婚姻、家庭才可

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人的爱的特征：宠物式的爱 

人的爱的特征就是宠物式的爱。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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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世代的人的概念里，结婚就像是买了一

只宠物回家，可以永远拥有它。夫妻当然

不会把彼此看成宠物，但在彼此的心目中，

结婚就如同买了一只宠物回家。 

中国人现在都有

钱了，钱多了就想到

要养宠物狗。有些人

钱多得没地方花，就

花钱帮狗美容、染色。

狗本来是白色的，主人不喜欢白色，喜欢

绿色，于是就把狗染成绿色的。甚至还给

狗配上彩带，打上领结。有些人甚至还给

狗穿上袜子，可能是担心宠物狗弄脏了爪

子，或者冬天时把爪子给冻着了。还有的

人觉得宠物狗的毛不好看或者不整齐，就

到专门给宠物修毛的宠物店，按照主人的

要求来修剪。 

你觉得这是爱吗？在主人看来，这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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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爱，而且是要付代价（钱）的。主人

付了一大笔钱装扮宠物狗，这不是爱是什

么呢？但是你觉得宠物喜欢吗？我不觉

得它喜欢，因为狗终归还是狗，狗不是人，

你不可以用人的方法去爱它。 

我们不是不愿意去爱，只是都用错了

方法，把宠物当成人来爱，把人当成宠物

来爱，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所以对很多人来说，结婚就好像买了

一只宠物回家，可以永远拥有它。结婚之

后，妻子心里想：“从此以后，我会想尽

一切办法来爱丈夫，无微不至地照顾他，

像照顾宠物那样。” 

妻子把丈夫的衣着、饮食起居等一切

需要打理得井井有条。丈夫起初还乐在其

中，但时间长了，就会开始抱怨为什么总

是要任凭妻子摆布，为什么总是要听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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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如果宠物能说话，我相信它也会表

示不满，幸好宠物是不能说话的，否则早

已经被主人扫地出门。 

人就是这样，以自己看为好的方法来

爱别人。所以要小心，不要以为结了婚就

是买了一只宠物回家，可以随心所欲地

“爱”对方——不管对方喜欢还是不喜欢。

很多婚姻破裂的原因都是出于一方太过

积极想要改变另一方。要记住，你的配偶

不是宠物，千万不要凭自己的意思“爱”

对方。 

父母对儿女的爱不也是这样吗？我

记得 2014年 1月 14日，澳大利亚墨尔本

当地的华文报纸，《墨尔本日报》刊登了

一则占了整个头版的寻人启事。这个启事

以“给儿书”为标题，全文仅几句话：

“鹏：打了好多次电话你也不接，或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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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才能让你看到。爸妈再也不逼你结婚

了，今年回家过年吧！爱你的妈妈”。 

 

父母的爱竟然把儿子逼得离家出走，

这是什么样的爱？宠物不能离家出走，否

则就要挨饥受冻，所以它们只能默默地承

受主人的“爱”。孩子可不会永远逆来顺

受，任由父母摆布的。 

我相信这对父母肯定非常爱他们的

儿子。儿子年龄大了，该结婚了，所以他



15 

们必须帮他找一个好对象。如果儿子不配

合，就得软硬兼施逼使他快点结婚。这个

对象肯定是父母喜欢、满意、最爱的，至

于儿子喜不喜欢并不重要。父母这样做是

关爱儿子吗？当然是！这还用质疑吗？这

不是爱是什么呢？但是儿子觉得父母是

在关爱他吗？明显不是，否则怎么会离家

出走、音讯全无呢？ 

父母总是想要把自己认为最好的强

加给孩子，却从来不过问孩子的感受。这

就是人的爱，我们只考虑自己喜欢什么，

自己认为最好的，对方必须全盘接收。这

就是人的爱的特点——宠物式的爱。 

人没有爱，也不懂得爱 

人的爱是没有希望的，都是以自我为

中心的爱。离开了神，人根本不懂什么是

爱，也没有能力去爱，因为神的爱是舍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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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爱，惟有这种爱才是永不止息的。 

我们必须首先意识

到自己没有爱，然后才

能够谈论如何学习去爱，

才能够认识到自己需要

神的爱。哥林多前书 13

章谈的是神的爱，如果你仔细读，就会看

到这里描述的爱，跟人的爱是截然相反的。

人的爱都是想要占有，神的爱是无私的付

出。如果你认为自己有爱心，懂得如何爱

人，可以尝试拿“凡是包容，凡事盼望，

凡是相信，凡是忍耐”对照自己，你的爱

经得起这样的考验吗？ 

所以第一点是，你必须认识到：我们

没有爱，也不懂得爱！ 

离开了神，爱必然止息 

第二点，如果你真的意识到自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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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很想有永不止息的爱，你需要认识神。

唯有神才可以教导你，帮助你去关爱人。 

你也必须认识到人是善变的，因为人

是有情绪的。夫妻关系表面上看起来很牢

固，其实是很脆弱的。正因为大家都很爱

对方，一句随意的话都可以破坏这个关系。

夫妻关系是很敏感的，因为双方都很在意

对方是否爱自己。 

夫妻关系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以为结

了婚后就万事大吉，两口子恩爱幸福、天

长地久。其实婚后你们需要更努力地维持、

守护、建立这份关系。不要以为结了婚就

如同把宠物买回家，关在家里再也跑不掉

了。如果你是这样看待婚姻和你的配偶，

你就大错特错了，买回家的这只宠物是会

咬人的。 

人真的很脆弱，根本没有能力去爱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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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才懂得如何正确

地去关爱他人。人离开了神，爱必然要止

息，婚姻不是靠物质丰富来维持的，也不

能靠情欲、性欲来维持的。这些都是短暂

的外在吸引力，时间的推移将会考验你们

的婚姻关系有没有真正的爱作为基础。 

要知道结婚不是终点，

而是夫妻关系漫长路途的

开始。我鼓励这对新人，

要每天同心祷告神，求神

来帮助你们，求他改变、

更新你们。你们也要祈求

神来管理、带领你们，惟有听从神的话，

在神的掌管下，你们才懂得如何彼此相爱。

如果神管不住你们，他也管不了你们的婚

姻，因为你们不愿意让他管。 

我想强调的是：基督徒的婚姻未必是

幸福美满的。关键在于你们是否愿意让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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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管理你们的生命，继而管理你们的婚姻。

如果你们不顺服神，你也不可能按照神的

意思去关爱别人，因为最终你会用自己的

方法（人的爱）去爱别人。 

要恐惧战兢建立婚姻关系 

要学习“恐惧战兢”面对你们的婚姻

关系。我说要“恐惧战兢”，很多人因为

太自信而毁了自己的婚姻。他们以为自己

懂得如何爱对方，也全心全意地爱对方，

最后婚姻破裂了，双方还不明白为什么。

大家都是真心真意地爱对方，为什么最终

会离婚呢？双方都很受伤害，但最终还不

明白为什么。 

这就是人的问题，过度的自信，觉得

自己懂得如何管理自己的生命、婚姻。神

在我们生命中没有任何位置，因为我们不

觉得需要他。但事实证明，只要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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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神，我们的生命、婚姻迟早要出问题。 

所以我想鼓励这对新人，要恐惧战兢，

时时刻刻依靠神。你们必须依靠神才能建

立起你们的夫妻关系。如果你们想有“永

不止息”的爱，就必须从小事、最基本的

事做起。 

就拿“爱是不

求自己的益处”作

为例子。“不求自

己的益处”也可以

理解为“不求自己的意思”。这句话是完

全违反了人的本性，因为我们都是习惯了

凡事求自己的意思。可见我们都不懂得什

么是爱，又怎么可能去关爱别人呢？ 

如果爱是不求自己的意思，那我们该

求谁的意思呢？不求自己的意思，并不是

就一面倒地体贴对方的意思，而是首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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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神的意思。你们要学习凡事求神的意思，

这样才能靠着神建立你们的关系。刚才我

说，婚姻关系其实是很脆弱的，你们的关

系就像是刚萌芽的植物，需要时间、耐心、

智慧去慢慢栽培。千万不要凭自己的意思

随意待对方。 

不凭自己的意思说话 

其中一方面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不

凭自己的意思说话。我们每天最容易犯的

错就是言语上的过失。我们常常太随意说

自己想说的话，从来不反思，我这样说话

合乎神的心意吗？这样说话合乎圣经爱

的原则吗？对方听了后有益处吗？尽管

我的话似乎有理，但这样的表达方式，这

样的语气，会不会令对方难受、尴尬呢？ 

不论你做什么，都要常常学习退一步

想一想，我这样说话、行事神会喜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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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神的心肠，我该如何说，如何行呢？

你有没有想过，你说每一句话之前，都可

以默默地祷告神，求他指教你该如何说呢？

我告诉你神是真实的，如果你虚心、诚心

地求他指教你，他会非常乐意引导你的。

基督徒必须培养求问神的习惯，神非常愿

意指教我们当行的路、当说的话。遗憾的

是，我们都自以为懂，所以从来都不求问

神。离开了神，我们其实什么都不懂。 

人往往都是随自己的意思做决定的：

我怎么想，我怎么看，我喜欢什么……我

们要学习退一步想一想，我这样做合乎神

的心意吗？如果我们懂得按神的意思看

事情、做决定，我们所行的就能蒙神的祝

福，也能祝福到别人。 

学习“爱”要恐惧战兢地依靠神 

我想提醒这对新人，这个婚礼只是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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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关系的一个起步。你们每一天都当怀着

一个恐惧战兢的心去依靠神，求他帮助你

们建立这个关系。如果知道自己不懂得爱，

就会迫使你依靠神。当你选择依靠神，神

就会乐意帮助你们，教导你们如何按照他

的心意建立关系。惟有在神的带领下，你

们的关系才能荣耀神，成为别人的祝福。 

今天的社会需要更多敬畏神的夫妻

作为榜样，帮助人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爱

（神的爱）。我敢断言：如果夫妻愿意顺

服神的话语，愿意服在神的带领下，他们

必然能按照神的心意彼此相爱。接触他们

的人也可以感受到神的爱，他们的关系也

可以鼓励、祝福到很多人。 

www.fydt.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