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化家庭
圣经记述, 头个基督化家庭, 是上帝设置的。在造亚当之后,“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上帝使他沉睡,
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 造成一个女人,
领她到那人跟前。…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连合, 二人成为一体。”(创2:18-24)

1）上帝用亚当的肋骨造个女人, 有什么意义? 有人挑剔说, 男人身上并不少一条肋骨, 这岂非神话小说?
答: 不是神话小说；这种挑剔根本不科学: 身体的残疾不能遗传给子孙后代。上帝在亚当身上行手术,
阐明个真理。“夏娃是从亚当身旁的肋骨造出来的, 表明她不可作头脑来管辖丈夫, 也不可被视为低劣, 让丈夫踏在脚下,
而作为平等伴侣立在身边, 与他相亲相爱, 受他保护。夏娃是亚当的骨中之骨, 肉中之肉, 就是他的第二个自己,
充分显示了婚姻关系所应有的亲密联合。“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弗5:29)
“上帝主持了头一个婚礼。这个制度是宇宙的造物主设立的。来13:4说:‘婚姻,
人人当尊重。’它是上帝给予人类的两大恩赐之一, 也是亚当堕落之后,
从伊甸乐园带出来的两个礼节。人在婚姻关系上尊重这神圣的原则时, 就从中蒙福；它必保全人类的纯洁与健康,
满足人类社交的需求, 并提高人类体力、智力与道德的性能。”《先祖与先知》原文46页。

2）圣经有什么教训, 可用来保全婚姻关系? 为什么有些信主的家庭也难保持团圆? 有什么可行的诀窍?
答: 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秘诀,
就是主赐的简单方针:“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太6:33)人不该以幸福的婚姻为最终
目的。丈夫, 妻子和孩子都要为建立上帝的国和他的义献出身心。如果把上帝放在一边, 去追求金钱, 娱乐和肉体的情欲,
这些都是分裂家庭的, 因它们使人以自我为中心, 不能使家庭团结, 却使各人专顾自己。相反来说, 我们若专心为主,
因而疏忽自己的事, 上帝倒会为我们解决这些私事。
信主的夫妻不和睦时,
单坐下设法解决矛盾还不够；要跪下求主帮助他们作些推动福音事业或解救别人痛苦的事。未婚信徒应该找个信主的对象,
原因就在此。否则二人各为不同的目标生活, 家庭就不可能幸福。
当二人的心思集中在救人归主或帮助贫困者时, 他们就不再注意自己的问题,
却以基督和他的国度为生活中心。他们就会发现, 有一种新的生活乐趣, 是过去所不晓得的, 正如耶稣所说:“我有食物吃,
是你们不不知道的。…我的食物, 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 作成他的工。”(约4:32,34)
食物是一种享受；耶稣以努力救人为享受。
3）耶稣这话并不是讲家庭问题。你怎么把它用在家庭生活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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憩價飭化家庭而言, 应认识到, 单身基督徒能以一人之家荣耀上帝,
像双侣家庭一样。这在海外布道区尤为显着。单身海外布道士的功效高。教会为之投入经费少, 住房容易解决,
工作成绩显着。有个美国女传教士决心终身留华, 嫁给个中国出租车司机； 不图享乐, 只要领养弃婴； 已领三个,
一有兔唇, 一个背长肿瘤, 还化钱请医治疗。她这样作, 就是在感戴基督的大爱之余,
让这爱在她身上继续向更多人流露出去, 让耶稣通过她去拯救更多的人。
8）那确实了不起! 我现在开始明白什么叫作“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不能光讲漂亮话, 要做得出来。
答∶对。这是地地道道的基督教。很少人想基督化家庭要收养弃婴。与这实例比较起来,
其它好人好事远为逊色。这确是基督之爱具体表现；人仰望十字架,
因主的爱而热泪盈眶；还不够。耶稣讲了那善良的撒玛利亚人救死扶伤的故事之后说:“你去照样行吧。”(路10:37)听道容
易；信道也不难, 只有能行道的, 才是真基督徒。

9）我们过去常讲, 人对圣经道理要有理性的认识, 对上帝的爱要有感性的领会, 但现在看出,
我们最需要行动上把真理实践出来。雅1:27说: 那纯正的敬虔, 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
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答: 对。雅1:22说:“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欺哄自己。”行道意味着牺牲与辛苦；基督化家庭既讲夫妻相爱和管教子女,
也要作一盏灯,引即将沦亡的人归主。不可只满足于舒适的家庭,
必须向外看到许多急需得到我们帮助的同胞。耶稣说:“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作在我身上了。”(太25:40)
10）有些信主的家庭不能团结相爱, 是否因各人以自我为中心, 不向外看到各地将要沦亡的人需要我们关怀?
答: 对。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是个救人的家庭。我们的孩子需要得救；孤儿,
亲友与邻舍都需要得救。我们的家庭不只是自己安身之地；上帝要我们把它办成救人的中心。1904年怀氏七号稿说:“我们
要教好子女, 以便在我们来到天国圣城门前时, 能说:‘主啊, 我在这里,
同你赐给我的儿女。’不可没儿女带来，而听见主说:‘我给你的小羊在哪里…?'而我们答道:‘他们飘流到世上去瞎混,
不适应天国的生活了。’我们要帮助他们现在就准备过天国般的生活,
在地上适应天国。届时我们便可把孩子带到上帝面前, 说:‘我在孩子身上已尽到最大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