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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不講道理的                               顧振華 

婚姻與家庭組以「二人成為一體的奧秘」(厄 5:31)為主題舉辦<聖家節金句創作比

賽>，約二十字為限；我提交以下拙作僥倖獲選為最喜愛的金句： 

甜酸苦辣總是鹽，包容忍耐仗賴光，喜怒哀樂都有愛。 

容讓我借此一角與主內的姊妹弟兄分享其中意思。這三短句最後的一個字，分別是

鹽、光、愛，有重要次序的。 

首先婚姻生活有如人生五味：甜酸苦辣藴含鹽，獨沽一味不如百味調和，例如吃西

瓜時灑點鹽，可充分帶出甜味；烹調食物更經常各味互相配合。夫妻相處有甜蜜時

刻，也有辛酸共捱，也有苦澀扶持，也有困難如辣的挑戰；當中生活就是活出耶穌

要我們作地上的鹽，家庭發揮夫妻各有的功能，做好應有本分共融榜樣，為基督作

見證。 

迎春接福迎聖子 

 

接喜迎新接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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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生態是互動的，二人性格需求不同難免有所磨合而產生矛盾，那時包容忍耐就

十分重要。我如何做得到？有以下的方法。要記住兩個原則，原則一：老婆永遠是

對的。原則二：若果老婆錯，請參考原則一。也要記住天主創造人，有五官：有兩

隻耳朵，不單只聽 hear，而是聆聽 listen對方背後心 的真意；有兩隻眼，不單

只是望 see，而是看看 look多方面的訊息；有兩個鼻孔，有呼亦有吸，即是要有接

受亦有付出 give & take；有兩隻手，才能擁抱對方；但只有一個口，少說話多做

事，說感謝說讚美，可惜吵架時，我們往往說自己多有道理；家不是講道理的地

方。要講道理，耶穌同你講：我是道路、真理⋯⋯我們要跟隨主耶穌，祂就是生命，

生活活出基督，追求永生。不過現世生命中，往往自我的需要就是道理，要”埋

沒”自我，很不公平啊！家豈不是很黑暗嗎？神父講道時不是說過世界沒有黑暗，

只是沒有光！耶穌是普世真光，因此，身為基督徒真好，家不會黑暗，包容忍耐仗

賴光，耶穌常伴，有基督之光照耀，你的人生方向目標就很明確。所以，兩口子鬥

咀時，記得家不是講道理⋯⋯ 

家是談情說愛的地方！婚姻生命藉著愛就可添上色彩、活力和豐盛。大家都是天主

的兒女，都明白天主是愛，天主就在家中，夫妻二人當中的喜怒哀樂要有愛，婚姻

生命的意義和力量源於愛。 

「愛」讓我想起兩位聖人，首先就是加爾各答的聖德蘭修女，她懷大愛做小事、奉

獻一生榮主的服務態度，所彰顯的愛德，令人感動。因此，家中的任何小事，都要

懷著大愛去完成，才是正確的。同時我又記起香港第一位聖人聖福若瑟神父，這位

聖言會早期的傳道人，為中國人宣揚福音歷盡艱辛；福神父首先於香港其後於山東

的傳教工作，荊棘滿途，困難重重包括文化、語言、缺乏資源、被官衙豪霸排斥等

等挑戰，傳揚福音，拯救不少中國人的靈魂，他的動力源自上主，就是愛。福神父

其中一句名言，常銘記於心：「愛是唯一人人能懂的語言」The only language 

understood by people everywhere is the language of Love  

今天我分享的金句，大家只要記住最後的又最重要的一個字就足夠：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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