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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应求婚的七个理由
真人版的童话故事（第七部分）

路得记 3:11-17

引言

上周有人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讲述了关于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的几个有趣事实。

其中包括：

 普通人在 38 岁之前，会换 11 份工作。

 2010 年最需要的十种工作在 2004 年还不存在。我们目前在预备学生从事眼下还

不存在的工作。他们到时候需要用到的科技和工具现在还没有发明出来；他们届

时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还不知道那是问题。

 美国有百分之七十的四岁儿童已经用过电脑。

 MySpace 是一个社交网络服务网站，目前注册会员已经超过一亿，这意味着如果

MySpace 是一个国家，它将成为世界上人口排在第十一位的国家。

 第一条短信的发送时间是 1992 年，说不定是我小女儿发的。哦，实际上，那时她

还没有出生呢。目前，每天收发的短信数量超过全世界的人口数量。

 谷歌网站每个月的搜索次数将近三十亿次。

关于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一条是：到 2005 年，每八对夫妇中

就有一对是通过网络认识的。在过去的三年里，这个数字急剧增加。我稍作考察，就发现

最为迅猛的发展趋势就是网上约会。越来越多的恋爱关系是通过网络发展起来的。

我读过一篇文章，作者在这方面做过深入研究，记录下的保守估计显示目前使用网络

约会服务的人数超过五千万。
1

如果你在我们教会已经聚会了一段时间，或许听我对网络红娘这个网站表达过一两次

不同意见。我想让你知道，尝试给人们牵红线的约会服务不是洪水猛兽。实际上，我们教

会中有几对很好的夫妇就是通过网络服务认识的。不过，这是一个灰色地带。圣经没有具

体经文告诉我们该如何为了恋爱而与某人交往。幸运的是，在我开始恋爱之前，早已经有

了电话。你还记得吗？电话机是光滑塑料做成的，挂在厨房的墙上。

然而，我还是需要提醒每一个单身的人，不仅仅针对网络约会服务，更是针对约会期

间。“相配”这个词是世界上成千上万单身人士所追求的，也是在线约会服务做出的特别

承诺。有一个在线约会网站承诺说：他们匹配的人在许多方面可以相配、和睦共处，这是

1 Rick Holland, quoted in Right Thinking in a World Gone Wrong (Harvest House, 2009), p. 30



2

基于长期成功关系的科学预测。2这种说法很有趣。目前报告中暴露出的部分问题在于，

据估计，网络约会者谎报个人情况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九十。

有一位研究者写道：“男人们主要会隐瞒自己的真实收入、身高和婚姻状况；女人则

是在体重和年龄方面。”
3
所以，通过科学预测对未曾谋面的单身者进行匹配，这种做法

的原始个人信息有可能是人为谎报的。我接下来要提供的信息会吓你一跳。实际上，网络

约会服务估计，至少有百分之十二的男性登记者为已婚人士。更为常见的是，有些单身的

人会同时和几个人在网上约会。

有位传道人给我写信说：“我们相信，在线约会网站仅仅提供个人简介。我们建议教

会成员至少花半年时间观察一个人的真实生活：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做决定、如何选择

朋友、如何对待别人，以及如何与教会中的肢体联络。”他说的很对。

在真实生活中花时间约会的优势可以用“责任感”这个关键词加以总结。你要对许多

人负责，比如观察你人际关系的朋友、恋爱双方都认识的牧者和属灵导师、关系密切的同

辈人、甚至能够提供真知灼见和宝贵意见的父母。

不管约会发生在网上还是真实生活中，我们都知道要给对方留下好印象，对吧？

我和玛莎第一次约会是带她一起去教会，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和她一起去。那天我穿

着自己最好的衣服去她宿舍。那件衣服是海军蓝的，带着黑社会样式的粗条纹。里面穿着

深蓝色衬衫，打着纯涤纶的白色领带。对了，我蹬着浅蓝色的牛津布鞋。当她开门的那一

刻，险些晕过去——她不知道我是要来接她还是要朝她开枪！再后来，她对我谈起初次约

会的印象，说：“我希望和你在一起，但是不想让人看到我和你在一起。”我们没有外出

约会，没有把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告诉别人；我们不会一开始就展现出自己的个性，对吧？

那是以后的事情。

真实生活中的约会给将来留出时间。网络约会却是给这个过程按下了快进键，因为网

站已经担保两个人很般配了。换句话说，你已经找到一个和你很像的人——好像你和一个

跟自己很像的人结婚还是什么好事儿似的！我们还是诚实一些吧。我们都是堕落的罪人。

现实生活中的浪漫存在于两个罪人的中间。4

现在，大家不要对我产生误解。相似的品味、欲望和兴趣是很棒的事情。但是，神配

合的夫妻之间存在性格、爱好和观点方面的差异，是为了让我们在身份的认知、思维和生

活方式各方面彼此互补、共同发展和成长。

圣经并不认为在婚姻上彼此相配真的是那样值得称道，这意味着两个人之间还有很多

不同之处需要解决，一些观点需要磨合，思维的过程需要平衡。两个罪人寻求神在他们生

命中的恩典和旨意，立下盟约，无论顺境逆境都彼此相爱。这恰恰最好地展现出基督对地

上教会的爱（以弗所书 5:32）。

大家可以想想，我们就是基督的新娘。我们和祂之间有多么相配呢？情况不是太好

吧。这也提醒我不要忘记一个事实：两个人可以有很多相似的品味和兴趣，但是如果他们

不能够分享和基督的关系，那么他们在最要紧的事情上并没有彼此相配。

2 Ibid., quoting www.eHarmony.com, p. 33
3 Ibid., p. 33
4 Ibid., 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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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自己的另一半不是要找一个和自己很像的人，而是找一个愿意成长为基督样式的

人。所以归信基督才是起点，对吗？把和一个人约会看做是传福音的机会，这种观点极其

危险。

你们当中有些人是和非信徒结婚的。当你开始恋爱的时候，就知道对方不信主；结婚

之后，他/她信主了，赞美神！你的经历不是规律，而是特例！

我们教会有很多属灵的寡妇，她们已经结婚，在属灵上却没有和不信主的丈夫相联

合。首先要从救恩开始。如果你所选择的网络约会服务不包含你和耶稣基督的关系以及对

祂的委身，他们怎么能够帮你找到对象呢？在这个背景下，我们需要想到一节经文。

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交呢？（哥林多后书 6:14）

“相交”可以翻译为“相配”。所以，“光明和黑暗如何能够相配呢？”不妨把所有

相配的事项放在一起：你们双方都喜欢某种音乐、食品、度假地点、孩子的数目、幽默

感、个性、职业生涯、背景、地理、口音和冰激凌。所有这一切放在一起，如果其中不包

含关乎基督信仰的属灵生活，那么它们都没有任何意义。底线就是对方要信主，然后再谈

个人品格。我们如何了解一个人的品格呢？要假以时日，祷告，求主赐下眼光，带领我

们，让我们能了解其真正的品格。

答应求婚的七个理由

如果波阿斯和路得有一份清单，我很好奇上面会有什么选项。况且，绝不会有人撮合

他们的！波阿斯和路得根本就不是门当户对。他们的家庭背景和传统反差很大；他们成长

于不同地区；一个从小跟随神，另一个曾经拜偶像，相信外邦宗教；一个富有，另一个贫

穷；一个有自己的生意，另一个是外来务工人员；一个是单身，另一个曾经结过婚；一个

没有经历过丧偶之痛，另一个则经历过；一个信仰成熟，另一个刚刚信靠神；一个财务独

立，另一个勉强充饥。这些条目还可以延续下去。

然而，波阿斯和路得有个共同点：他们都委身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以及祂的

话语。从他们简短的爱情故事中，尤其是他们在打谷场相遇，路得在那里向至亲救赎者求

婚，我们可以对真正的品格做出七项观察。这七项应该成为未婚者的清单，也应该被已婚

者当作个人追求的目标。从路得记第三章，我发现七种品格特质，也就是答应求婚的七个

理由。

第一，属灵。

波阿斯和神的关系是活泼而又积极的。在士师秉政的日子里，每个人都任意而为（士

师记 17:6；21:25）。波阿斯在属灵上却很成熟。

在路得记第二章，我们第一次看到波阿斯的时候，他求神祝福自己的工人。当他第一

次遇见路得的时候，求神用膀臂遮盖她。目前在打谷场上，波阿斯的心爱之人求他成为自

己的至亲救赎者——娶她、赎回她前夫的产业并且替她还清所有家庭债务。在第三章 10

节，波阿斯说的第一句话是：

“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
换句话说：“路得呀，愿耶和华赐福你。”这不是一个客套话，而是一个事实。波阿

斯和神保持着活泼、积极的关系，一直与神同行。这是根基，也是我们的起点。若不是耶
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诗篇 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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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主持婚礼、在新郎和新娘交换誓言之前，会逐一问他们二人：

“在这么多见证人面前，你是否承认你已经接受耶稣进入你的生命，做你的主和救主

呢？”

要发现单身的人是否真正与基督同行，其实也用不了太长时间。只要问几个问题：

 他们和耶稣基督交谈吗？

 他们希望讨祂喜悦吗？

 他们为基督而活吗？

 他们是否也鼓励你跟随基督？

 你是否见过他们的圣经？

我不仅观察到波阿斯很属灵，还看到他的另一项特质。

第二，谦卑。

一个人未必会同时具备属灵和谦卑这两项品质。

请看路得记 3:10。波阿斯说：

“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

简单地说：“我不敢相信你会选择我。”

波阿斯所说的“先前”大概是指路得照顾自己的婆婆拿俄米，然后说她“末后的恩比

先前更大”。
5
波阿斯说：“你想要嫁给我，你的心肠真的很好。”

我们不知道波阿斯的年龄，不过他称呼路得为“女儿”，这显示出他比路得大很多。

然而，这也有可能是一种表达关心的说法。还有，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波阿斯的相貌或体

格。
6
我们不知道波阿斯的身高、肤色、胖还是瘦。不过我们知道他足够富有，能够雇得

起工人，有自己的肥沃田地。路得则是来自于其他国家的贫穷女子，比乞丐只强一点点；

她所拥有的大概就是一屁股债和别人的嘲笑。尽管如此，波阿斯还是说：“你居然想要

我，这让我很振奋。”波阿斯的谦卑显而易见。

我们看到他关心自己的雇员，关心路得，表达对周围人的关注，挽起袖子在打谷场努

力工作，甚至睡在那里，帮忙守护粮食。事实上，波阿斯在当地属于社会上流人物，有更

多的理由骄傲而不是谦卑。然而他每次开口讲话，我们都能感受到他的谦卑。

我们再看清单中的下一项。

第三，优先次序。

换句话说，波阿斯知道哪件事最要紧；显然，路得也是一样。

在第 11 节，波阿斯继续说：“我很高兴你向我求婚，也愿意答应，因为城里所有人

都知道你很贤惠，也很能干，千里挑一，极具个人魅力。”

“你是个贤德的女子。”也可以翻译为“你是一个品格高尚的女子。”

波阿斯在第二章用于指代路得的同一个词，在箴言书 31 章翻译为“才德的”。我们

听过很多讲道谈论才德的妇人，但是没听过哪篇讲道是关于才德的男子，这太糟糕了。这

个希伯来词的意思是“具有道德力量的人”。

5 A. Boyd Luter and Barry C. David, God Behind the Seen (Baker, 1995), p. 62
6 David Nettleton, Provision and Providence (Regular Baptist Press, 1975), p.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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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阿斯和路得实在是绝配，两人都委身于敬虔生活的优先次序。除了品格之外，他们

没有任何般配的地方。然而，杰出的个人品格成为他们建立家庭的基础，更成为后世子孙

的避风港湾。

接下来是敬虔婚姻的第四个标志。

第四，诚实。

由于诚实，波阿斯投下一颗原子弹，让此刻的好心情无影无踪。在 3:12，他说：

“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

这是至亲救赎者的规则。这句话里带着多少的苦恼啊！我可以想到，路得开始哭泣。

她原先知道吗？拿俄米没有告诉她吗？拿俄米是不是故意保留这个小的细节，免得路得不

肯来打谷场呢？还是说，路得已经知情，但是仍然坚持来打谷场，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波阿

斯呢？她的确希望波阿斯按照旧约至亲救赎者的要求赎回她。

我们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然而我们知道，波阿斯的确向路得表达自己的爱慕之

情，很愿意娶她，就算有可能毁掉一切，他还是告诉了她真相：“路得，作为至亲的亲

属，我愿意赎回你；然而我不是最亲近的亲属。还有一个人年纪比我更大，他更有权赎回

你！”

在今天的文化里，波阿斯多半会请律师起诉那个人，夺回自己的权利；他或许会限制

别人的优先权；他或许会找一个心理咨询师开导他，让他开心一点。实际上，大概已经有

人告诉他：“爱上路得是美妙的经历；神创造了爱情，当然希望你快乐，所以不要管那些

律法要求了。”

波阿斯原本可以找牧师咨询。牧师会告诉他：“有关至亲救赎者的律法是针对不同的

背景和文化，不适合你。此外，这条律法已经是多少世纪以前的要求了，显然和目前的情

况不再相关。”

他的朋友们或许也会对他说：“波阿斯，你也年纪不小了，你们又是两厢情愿。我们

活在士师秉政的日子，大家都是任意而为。所以，如果你认为可行，那就这么办吧。不要

心存愧疚，赶紧结婚吧。”这些话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呢？

可是，波阿斯明确地说：“路得，我不能娶你，因为这不符合神的话语，所以，我需

要诚实地告诉你：还有一个人排在我前面。”

属灵、谦卑、优先次序和诚实都是这个清单中的内容。我们再看第五个答应求婚的理

由。

第五，责任感。

当我反复阅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很难想象是不是还有其他人会像波阿斯那样讲话。请

看 3:13：

“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
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

我不是读错了吧？！波阿斯说：“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他不是在

开玩笑吧？！波阿斯是不是铁石心肠呀？他没有任何感情吗？“如果他愿意娶你，那就让

他和你结婚吧。我可以接受这个结局！”要是换了我们，我们绝不会这么干，我们已经知

道他对路得的第一反应了。但波阿斯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以至于他愿意将自己的情感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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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于神的律法之下。当前的事情必须按照神的律法来办理。7古代犹太人的注释书认为另

一位救赎者是拿俄米的小叔子，也就是波阿斯的叔叔。
8

所以到目前为止，他的头脑仍在快速运转，我们也知道他第二天早晨的作为。但是波

阿斯仍然选择对神的话语负责任。

单身的朋友，如果你遇到这样一个人，为了做正确的事情而暂时搁置自己的情感和个

人感受，那么你就应该向他/她求婚。

人们真的会为了做正确的事情而搁置自己的情感吗？比如有个七岁的小女孩，教会主

日学的一个八岁男孩向她求婚。她也会像波阿斯那样选择拒绝。对方提出抗议：“为什么

不可以？”她说：“我爸爸娶了妈妈，我的叔叔们都娶了婶婶。我爷爷娶了奶奶，所以咱

俩不能结婚，因为我们不是亲戚。”9

我们应该做正确的事情！然而有件事情很容易被忽略。不管是不是亲属，都不应该影

响波阿斯或者路得遵守至亲救赎者的律法。他们原本可以结婚，然后告诉另一位至亲救赎

者：路得已经名花有主。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本来那个人也不打算娶路得。

然而，这却事关重大。实际上，路得极有可能知道另一位亲属的存在，她仍然愿意百

分百按照神的律法行事。

让我尽可能简单地分析一下。波阿斯宁愿失去心爱之人，保持单身，也不愿意违背神

的话语！不管是娶路得还是其他人，他都必须服从主的指引。波阿斯已经想得很清楚：该

如何有策略地、更合理地与另一个更有资格赎回路得的人沟通，而不是钻律法的空子。

我们可以从实践方面来谈一谈。如果你有兴趣的那个人不尊崇神的话语，你就不能保

证你们两个人的生活将会值得称道。

在这个品格清单当中还有一项。

第六，纯洁。

请大家看 3:13，波阿斯说：

“你只管躺到天亮。”

在哪里躺卧？第 14 节说：

路得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
我们刚才已经谈过这个话题，但是不要误会。波阿斯本来可以占路得的便宜，两个人

已经表达过彼此之间的爱慕之情，还用再说什么吗？但波阿斯没有利用对方，没有勾引对

方，有的只是纯洁！

对于每个单身的姊妹，我有一个实际的建议：

 如果一个男人在宣誓婚约之前要求和你发生进一步关系，这个人不值得托付终

身。

简单地说，忘了他吧。

对于每个单身的弟兄，我有一个实际的建议：

 如果一个女孩子用她的身体来操纵你，你没有理由信任她。

当晚在伯利恒，两个罪人在一起，他们却完全委身于神。他们都安静地交出内心所

爱，选择纯洁地等待神的作为。

7 M. R. De Haan, Ruth: The Romance of Redemption (Zondervan, 1962), p. 116
8 Robert L. Hubbard,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 Ruth (Eerdmans, 1988), p. 217
9 Michael Hodgin, 1001 More Humorous Illustrations (Zondervan, 1998), p. 271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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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看一下我从波阿斯身上看到的最后一项品格。

第七，慷慨。

在第 15 节，波阿斯用路得的外衣装满大麦，告诉她带回家。在第 17 节，路得把波阿

斯的特别命令转述给拿俄米：

“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

波阿斯有足够的理由留下自己的钱财和粮食，但是他对于路得和拿俄米的需求很敏

感。这些粮食够她们吃两个星期。毫无疑问，他认为两周之后问题就会解决，她们婆媳俩

从此将得到照顾。

如果你有兴趣的那个人很吝啬自私，不要指望结婚之后会变得大方起来。所以，你要

观察他们怎样花钱。他们会囤积很多东西吗？他们只肯为自己花钱吗？我不是说那些谨慎

的管家，而是说吝啬的人——他们本身就不值钱。这是一个古老的希伯来谚语。

波阿斯表现出真正的关怀和少有的慷慨。使徒雅各也说，清洁没有玷污的敬虔就是看

顾在患难中的寡妇（雅各书 1:27）。

结论

所以，我们从波阿斯和路得身上看到的品格清单如下：

 属灵；

 谦卑；

 优先次序；

 诚实：

 责任感；

 纯洁；

 慷慨。

这些都是品格高尚之人的标志。

不管你是在网上还是现实生活中遇到那个男孩或女孩，如果你们首先开始交谈，然后

了解对方品格，要让神的话语掌管你心灵和情感的航程。那么，不管你们是否那么相配，

你都会踏上尊崇神的旅程——有时波涛汹涌，有时风平浪静。

你要将神的旨意作为首要的追求。按照祂的旨意，你会来到一座祭坛，将自己的婚姻

献上，用于荣耀救主，广传福音，证明基督对教会的爱，在濒临死亡的世界创建一个避风

港，养育爱慕耶稣基督、为祂而活的下一代。直到今天，耶稣这位至亲的救赎者仍然在呼

召祂的新娘。

本讲稿是根据斯蒂芬·戴维（Stephen Davey）2009 年 3 月 22 日讲道稿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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