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生命的冠冕》（男人篇）所收录的文章共分两类，各具特
色。

男人锦囊∶从辅导角度探讨男性的身份与角色，帮助读者
认识自己、重建自我。共分六个范畴，包括解构篇、反省篇、
学习篇、重建篇、发展篇、典范篇。

圣经男儿∶借圣经男儿的人生经历，反照自己的生命，学
习他们的优点，避免他们的过失。“圣经男儿”按主题编排，
例如优次有序、处理冲突等，以六篇文章来阐释一个主题，好
让读者充分掌握，能够在生活上运用自如。

这本书的内容可供使用半年，每周六篇，每日一篇。我们
鼓励读者在每周的第七天采用不同的方式灵修。例如∶

(一)重温∶重温过去一周的文章，或选一篇重读，让信息
在你的生命中沉淀深化。

(二)分享∶相约友人分享你过去一周灵修的心得或挣扎，彼
此激励。

(三)背诵∶选一些金句，反复背诵思考，作为你心灵资源
的储备。

(四)赞美∶全心全意地唱诗赞美。
(五)展望∶回顾过去一周的言行，立志在新的一周加以改善。
(六)郊游∶到郊外或公园去亲近大自然，体验创造之美。

以下人士参与了本书的编写工作，在此特向他们表达我们
的感谢∶

朱秀莲、李  瞳、吴兰玉、洪小琪、胡文芳、胡问宪、麦民兴

徐道励、梁俊豪、梁伟民、区祥江、偲  思、曾立煌、黄嘉梁

杨金兰、雷小龙、赵维本、黎永明、刘嘉仪、刘济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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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

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

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

（帖前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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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锦囊

第1周·1

优先次序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

太6∶33

	

有人说∶上天对人是很公平的，他给每一个人都是一天24

小时，不多也不少，不管你是谁。可见，我们的时间有限。其

实不单是时间，其他资源如金钱、体力、才干、环境等等也是

有限的，因此我们必须善用资源，才能完成工作、达成目标。

要善用资源，就得编排行事的优先次序，做要事，而不是做急

事；先找出正确的事，然后用正确的方法来行事。要判别事情

的轻重，你可以循下列方向考虑事情的本质∶

◎这事是重要而紧迫的吗？这类事情通常是你的当务之

急，与你要达成的目标息息相关，因此值得优先处理。然

而，你若经常忙忙碌碌，就会耗费大量精力，早晚有一天你

会累垮。

◎这事是重要但不紧迫的吗？生活中大多数真正重要的事

情其实都不一定紧迫，譬如与神相交、锻炼身体、培养感情、

读几本好书等，因此它们要求我们更主动、积极、自觉地去关

注，不然就很容易搁置下来。虽然这些事不紧迫，却是个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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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核心，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这事是紧迫但不重要的吗？这类事情随时会出现，例如

友人深宵邀约闲聊。这多数关乎别人的轻重缓急，跟你的行

事历关系不大，你若不会择要事而拒急事，就会给人牵着鼻子

走。

◎这事是不紧迫又不重要的吗？有些人吃过晚饭后习惯坐

下来看电视，不管播放什么，都照单全收。就是这类事情令我

们白白浪费宝贵的时间，我们若缺乏自制，长此以往，必将一

事无成。

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

加给你们了。”主的意思是说∶凡事有先后，我们若学会先做

重要的事，就掌握了人生的重点，其余事情也就自然能各安其

位、按时完成。让我们按照主的提示，为自己写一张次序清

单，然后付诸实行∶

◎心灵贫乏比遵守诫命重要

◎传道内容比传道方法重要

◎计划工作比拼命工作重要

◎人比物重要	

◎灵性比事奉重要

◎亲情比工作重要

◎健康比事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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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锦囊

第1周·2

学会选择

人若连自己的家人也不供养，就是背弃信仰，比不信的人还不如。

提前5∶8

	

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出乱子，原因是我们做了错误且短

视的取舍。香港有两位已婚女高官，下班回家后的安排各有不

同。一位选择自己去看书，因为她觉得下厨做家务，是没有成

本效益的杂务。另一位则坚持每晚都尽量留在家中，下厨烧

饭、陪伴家人。同样为人妻、为人母的两位政府要员，处境虽

然相同，选择却是南辕北辙。前者舍弃家人而拥抱工作，后者

则舍弃工作而拥抱家人。谁的选择短视、本末倒置？谁的选择

具长远目光，本未有序？一天她们丢了官，或退出政坛，人人

都淡忘她们的时候，谁还留在她们身边呢？

另一些时候，我们活得不惬意，是因为我们害怕、逃避。

有一位享誉国际的香港男艺人，年少时缺乏父亲照顾，没有机

会学习做父亲。到他身为人父的时候，他害怕得不知所措，因

此逃避做父亲的责任，宁可选择到外地拍电影，也不愿留在家

中跟儿子相处。今天，儿子长大了，可是父子关系疏离，两人

各顾自己的事业，鲜有亲情的交流。这个男明星后悔不已？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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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机已过，任谁也无法挽回逝去的年日。他的儿子呢？跟父亲

一样埋首于工作，他将来会是个怎样的父亲呢？

2003年，SARS在亚洲肆虐，令不少家庭惨遭突变、家破

人亡。有人懊悔莫及，痛恨自己多年来只顾往上爬，不曾珍

惜一家子共处的日子；也有夫妻后悔两口子一直拼搏，目标

在房子而不在对方；做父亲的沉痛反思，发现自己与同事相

处的时间远比陪伴儿子的时间多；做儿子的只以工作为念，

不曾想过会在瞬间失去母亲……SARS过后，留下声声慨叹、

阵阵惋惜。难怪有一位每天经历生离死别的南非医生这样

说∶“人生像是抛球，手上有四个球∶事业、朋友、家人、

健康。事业是个皮球，掉在地上可以反弹；但其余的都是玻

璃球，跌了就会破碎。”



6

圣经男儿
第1周·3

约拿∶有道可传

约拿进城，走了一天，就宣告说∶“再过四十天，尼尼微就要毁

灭了。”

拿3∶4

	

约拿在尼尼微宣教的成效，恐怕会令不少传道者感到汗

颜，而我们当中曾经参与宣教的弟兄，也一定羡慕不已，想从

中学点宣教策略或良方，以作他山之石。那么，究竟约拿采用

了什么超级管理大师的理论、什么必胜的领导法则、什么屡试

不爽的心理战术，以致他卓有成效、傲视同侪？

圣经告诉我们，“约拿进城，走了一天”，然后就向尼尼

微人宣告神的审判。尼尼微人一听就信了，不论人畜，都不准

吃喝，都要披上麻衣以示悔改。结果当然皆大欢喜，神赦免了

他们。大抵尼尼微的观察员会就约拿在城内那关键的一天大做

文章。譬如说，他一进城，就到各处视察环境，看看哪个场地

能招聚最多听众、哪个位置的音响效果最佳、哪区的人最开放

等等。可是，我十分怀疑约拿是否还有这般心情，因为约拿书

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约拿为了逃避到尼尼微宣教的任务，刻意

乘船往相反方向的他施去。大概他进城就只想快快把话说完，

然后离去。很明显，约拿若真有什么必胜策略的话，那就是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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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价实。

货真价实，是我们参与话语事奉的人的座右铭，不论是站

在讲台上，或是在团契里分享，或是教导主日学，或是向外宣

教布道，神的话就是核心。我们必须先有话可传，才知道该怎

样说话。这不是说传递的技巧不重要，可以随意像约拿那样马

虎了事，而是说传道的内容比传讲的方法重要。我们须认清，

神的道才是重点，传递方法只是辅助手段。当然，良善的管家

必定努力改进技巧，务求使神的道传得更有效。内容在先、

技巧在后，优次有序，两者就相得益彰；技巧在先、内容在

后，本末倒置，传道就变成花巧的门面。当今教会在尝试新

的传道方法的同时，千万别忽略了在神的道上扎根和进深，

如此才能有道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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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锦囊

第1周·4

身份危机

不要模仿这个世代，倒要借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使你们可以

察验出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是察验出什么是美好的、蒙他悦纳的和完全

的事。

罗12∶2

	

多年前，在一个啤酒广告中有这样的提问∶“如果女人

是水做的，那么男人又是用什么做的呢？”这问题蕴含了许

多典型的男性问题和现象，尤其是如何成为男人和男性的身

份危机。

“成为男人”是许多男性都感到焦虑和困扰的课题。今

天，女性地位大大提高，昔日男权主导，今天却是男女平等，

男性似乎未能从中调节和适应过来，以致未能确定自身的身份

与角色。周遭不少男性每每在生活中遭受挫折后，就把责任归

咎于女人，这反映了他们对自己角色的模糊。男性应如何面对

自己呢？又如何回应社会赋予男性的角色呢？

要有“男子气概”，不论对年长或年轻的男性来说，这都

是一个咒语。这咒语代代相传，从父亲延续到儿子身上。父亲

教导儿子∶男子汉流血不流泪，宁死不表露情感；男人要努力

工作养家，他永远是保护脆弱女人的强者；男性要保持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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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控制一切。父亲也会在儿子犯错时，责备和嘲笑他们。这种

被奚落、被羞辱的经验，令学做男人的小子，一方面在负面的

感受中成长，另一方面又发觉原来作男人比作女人和孩童优

越，于是以为这是真男人的表现。

不过，大部分男人童年时与父亲的关系非常疏远，对男性

形象只有朦胧虚幻的影像——总之，大丈夫绝不能娘娘腔，男

子气概就是女性气质的反面；真男人刚愎自用、顾盼自雄。这

种男子汉的典型形象，含糊地烙印在大部分男人的意识里。然

而在新时代里，这种男子气概却反而成为种种问题的成因——

太富侵略性、太热衷权力、太暴力好色、太理性无情；但若男

性偏离这种既定的形象，又会被指责为太软弱幼稚、太没出

息、太没领导才能、死气沉沉、委靡不振。

究竟男人是谁？我们要重寻男性的身份。

面对身份危机，男人不能再拘泥于传统形象，反而要力求

改变更新，按着神美善的旨意，脱胎换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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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锦囊

第1周·5

努力求证

你们接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使你们仍旧惧怕……圣灵亲自和我们

的灵一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

罗8∶15～16

	

“要像个男人！”这是很多男性自小接受的训诫。但怎样

证明自己是男人？大部分男人都看重成就，为了成功，不断与

他人竞争、比较，同时又小心提防自己的弱点被人揭露。似

乎，成功是男人的象征。

男人认为成功就是有优良的成绩和果效。男孩会用运动来

证明自己不是娘娘腔，不管是什么运动，总要在竞技场上与他

人一比高下。男人也常用性能力来证明自己有男儿本色，所以

他们或会逼女朋友退到防线，以为男人有特权冲破任何女性的

防线，与之正面交锋、长驱直入。

大多数男人也将自我价值与工作挂钩——工作成功，自我

形象就改善；工作失败，自我形象就变差。难怪男人对工作

表现及地位，最为看重。工作失意、对自己深感不满，这往

往是有自杀倾向的男人的特征。心理学家赫布·戈德堡（Herb	

Goldberg）的一项研究指出，男性的自杀成功率至少是女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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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倍；而六十岁的男性与同龄的女性相比，前者自杀成功率更

是后者六倍以上。事实上，男人年纪越大，心灵越脆弱，越容

易倾向自我毁灭。

男人的成长，其实是一个不断与人比较的过程，他们一定

要赢。毋庸置疑，男人的生活充满了竞争。“只许胜，不许

败”是大部分男人自小建立的座右铭。男人要成功，却怕失

败，甚至怕得要借自杀逃避。可笑，亦可悲！

为要证明自己是男人，男性努力争取成功。长久在这种压

力下生活，身体会越来越差——二十岁，活力充沛；三十岁，

像部机器；四十岁，衰竭退化。他们又会变得越来越冷漠，接

触不到具体的生命——失去情感、失去需要、失去关系。最

终，男人牺牲了自己的人性，作为“证明自己是男人”的代

价。然而，让我们再次确认，在我们努力“证明”自己是男人

之前，圣灵亲自和我们的灵一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身

份是没有人能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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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锦囊

第1周·6

虚张声势

最后，你们要靠主的大能大力，在他里面刚强。

弗6∶10

	

有这样的一个智力问答题∶“如果女人是水，那么男人是

什么？”答案是“酒”。

在波平如镜的湖中，你会感受到水的平和柔顺；在汹涌澎

湃的波涛中，你又会经历水的能力和刚烈——无数母亲含辛茹

苦地抚养子女成材，就是明证。至于酒，它给人力量。人喝酒

后，往往变得勇敢、大胆，所以不少人靠喝酒来壮胆，在人前

表达平时不敢透露的事情。男人是酒，因为他们靠虚张声势，

来掩盖软弱。醉酒汉外表强悍无比、勇猛威武，但实际不堪一

击，他们的自尊心尤其脆弱。

男人即使内心软弱，往往也要佯装刚强。他们要把自己扮

成“大男人”。其实许多男人都假装或梦想自己拥有大男人的

特质，例如∶强壮、健硕、粗犷、豪迈、沉默、冷漠、自信、

好胜、大胆、爱冒险、性感、好色、性欲强、控制女人……

大男人的表现，往往只是装腔作势、矫揉造作。其实，这

种骗人的男子气概，是缺乏安全感的行为，反映出男人最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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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最害怕自己变成娘娘腔的心态。这种恐惧，导致虚张声

势的大男人表现，恰似极端的大男人主义，背后是僵化的“男

性法则”。这种男性法则，无形地控制所有男人，要他们必须

服从，把他们局限于传统的男性行为与角色之中，令他们不能

也不敢“越轨”。现实生活里，女人较男人更容易适应角色的

转换——工作不逊色于男人，仍能在家相夫教子、料理家务；

但是，男人则没有这种角色转换能力，男人的角色僵硬，只可

以是供养者。男人不可以在两性行为与角色之间自由往返而仍

然保持自我。这些男性法则令男人相信∶只有装出大男人的表

现，才能显示你是男人。

你是否降服于“男性法则”，尽全力令自己行为像大男

人、言语像大男人？其实，你的人格就足以证明你的丈夫气

慨，何须鼓起肌肉、披上格子衫？要显示刚强，就靠主刚强好

了，因为唯有主的大能大力才是真真实实的，任何装腔作势到

头来终有给拆穿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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