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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做一个好父亲”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 
 
今天是父亲节, 首先,恭祝在座的每一位父亲 “父亲节快乐!” 
 
人们常说, “养儿方知父母恩.” 我想趁这个机会, 给我的爸爸说 “ 谢谢你!” 
 
我有两个孩子. 女儿 Rebecca 今年 17 岁; 儿子 Kenny 快 14 岁了. 
 
感谢主! 谢谢李牧师, 今天给我这个机会,在这儿给大家谈谈我的一些感想和体会. 回
顾我这 17 年来做父亲的经验和教训, 我想, 要做一个好父亲,必须要处理好以下几个

关系. 
 
一 . 处理好和孩子的关系 
 
我 1982 年来美. 1983 年夏天认识了王敏. 1983 年底就认识了王敏的五舅和舅妈. 他
们有四个儿子.一家人都是认真的基督徒. 
 
我当时最感兴趣和最吃惊的就是,我发现五舅和他的四个儿子不仅是父子关系, 也是

朋友关系.他和孩子们彼此尊敬, 彼此信任, 彼此爱护, 彼此饶恕. 他们不仅生活在一

起,也玩在一起, 聊在一起. 没有拘束障碍.  特别是爸爸做错了,就给孩子承认错误. 
 
这是不容易的. 昨天晚上在爱家团契的聚会中, Ben & Lucy 讲了中国文化中的孝道

的问题. 我们中国人传统上是  “严父慈母”, 在父子关系中,父亲是教导的角色,儿子是

服从的角色. 人们常说, “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  孩子就是应该听从父母的.  父母常

会说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在孩子面前, 有的爸爸甚至说,  
“老子喝得酒比你喝的水还多; 老子过得桥比你走的路还多.” 
“老子说的, 你就要听. 因为我是你爸爸!” 
 
我们小的时候,在我们家,虽然不是这样的传统. 可是  “听话”是好孩子的一个标志这

种观念还是根深蒂固的. 父母有问题, 那是长辈的事,孩子没什么好说的. 
 
可是我们是生活在美国.我们的孩子从 pre-school 开始就接受美国教育. 他们的观念

是和我们的不尽相同的. 记得 Rebecca 三岁时. 不知我讲了一句什么话,她不高兴了.
她对我说,  “Daddy, you hurt my feelings.”  当时给我跟大的触动. Kenny 在他四岁时,
有一次对我说,   “Daddy, children should listen to parents.”  我听了很高兴. 说 “好儿

子!”  然后他接着说, “But sometimes, parents should also listen to children.”  我问他, 
“儿子,你几岁?”  他说 “四岁.”  我说  “你爸爸四十岁了. 也没有给我爸爸讲这话呢.”  
在美国,我们要以理来说服孩子,不能简单地说 “我是你爸爸.你必须听我的.”   



 
所以,我再首先尽到做父亲的责任的同时,努力去和他们做朋友.和他们谈天. 陪他们

玩.打球. 做功课. 有问题时尽量心平气和地和他们讲道理. 每天和他们一起祷告. 每
天告诉他们. “I love you!”  有时候也和他们有个单独的约会, 出去吃一个便饭. 谈谈

心. 我甚至给他们说,等你们开始谈男女朋友时, 先告诉我. 你老爸在这方面是很有经

验的.  
 
当然我也有犯错误的时候. 当我没有控制好我的情绪时,给他们乱发脾气时,我就老老

实实的给他们承认错误.有时我也会给他们承认自己的软弱, 在语言和文化各个方面

的差距. 在学校和家中遇到的难题. 听取他们的建议.请求他们的为我祷告. 他们的反

应通常是很正面的. 
 
前些日子, 我们参加了夫妇恩爱营后,我也给孩子们有分享, 有检讨. 我告诉女儿. 你
小时候,爸爸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回学校去工作, 几乎每天都是在你的哭声中无奈的离

开家. 真是对不起. 我还告诉她, 有时我会有困扰,既不愿过分控制孩子,又不愿对他们

没尽到责任. 结果女儿 Rebecca 说 “Daddy, you guys did just right.  If you pushed too 
much, I might run away from you; if you did not push at all, I might learn bad things.” 
 
Rebecca 送给我和王敏这个小牌子, 一面是她的照片,另一面是几句话. 我出差时都带

着, 常常拿出来看看. 她在这个牌子上写道, “Mom and Dad,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you have done for me.  You have helped me to become who I am today.  You are the 
parents that anyone would ask for.  I love you with all my heart.  Always, Rebecca.” 
 
我知道我做得是远远不够.我知道这是女儿在鼓励我. 我知道是上帝给了我们一双可

爱的儿女.  不管他们的行为怎样,都是可爱的,因为他们是上帝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礼

物. 
 
所以,要做一个好父亲, 就要成为孩子的好朋友. 
 
二. 要处理好和太太的关系 
 
李牧师在讲道时讲过, “你们做父亲的,能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爱他们的妈妈.”  我
从心底深处体会到这句忠告的宝贵.  
 
如果我们做父亲的,能在家好好的爱太太,能让孩子看到,体会到爸爸对妈妈的爱.这会

给他们很大的安全感. 他们会有真正的温馨的家来享受爱的温暖. 这比给他们买玩具, 
送他们上好学校, 给他们住大房子还要重要的多. 
 
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做好,也会给孩子带来长久的伤害.  有一次.我在家里给太太发脾

气. 把两个孩子吓得跑到睡房去祷告. 这事已经过去好几年了, 可他们姐弟俩有时候

还会旧事重提, 给老爸一个提醒.  
 



他们现在知道,虽然爸爸妈妈不完美,可是爸爸妈妈都在努力.他们也会为我们祷告. 
遇到特殊的日子,例如”情人节” “生日”, 他们也会鼓励我们二人单独出去,有一个

dinner 约会. 他们自己待在家中.  
 
我相信我们作为父亲的, 好好地去爱孩子的妈妈.对孩子他们以后的家庭也会有长远

的影响. 对儿子, 使他知道,以后应该怎样去爱她的太太. 对女儿,使她会感受到家庭和

将来的丈夫的爱,更有安全感.  
 
所以,要做一个好父亲,先要做一个好丈夫! 
 
三. 要处理好和上帝的关系 
 
我们的孩子从小在教会里长大,学了很多圣经的道理. 回到家里,我们做父母的,特别

是做父亲的,是否真正活出了我们的信仰,还是言行不一, .孩子们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前几年,有一次, 国孟弟兄分享过他和女儿陈克的经验. 他们父女一起在信仰上的追

求,使我很受感动. 从那以后, 一方面, 我常常提醒自己, 要做一个诚实的基督徒.不管

在教会, 在自家, 还是在学校. 努力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 另一方面,我也常常诚实地

告诉他们, 我们都不完美,都会犯错.都要不断的学习. 我愿意和他们一起学习,一起成

长. 我常常和孩子们一起祷告, 为孩子, 为太太, 为自己, 为爷爷,奶奶,姥姥,为教会, 为
金哲,为宁. 每天早晨上学时, 我们都会一起祷告. 开始新的一天. 
 
 
我和王敏还有其他青少契的孩子的家长们常常在一起祷告. 我们不求孩子以后能出

人头地. 我们只求他们能和主有一个直接的亲密的关系. 有了这个关系, 孩子在身心

灵其它方面的全面发展就有了保障.  
 
所以,要做个好父亲, 先要做天父的好儿子. 
 
 
各位弟兄姐妹, 我感谢教会这个大家庭给我们的帮助,给孩子们的帮助.也感谢教会里

有许多前辈美好的榜样. 每当我看到一些父亲和他们儿子之间的父子兼朋友的关系,
看到他们对太太的爱,看到他们与主的美好的关系. 看到他们的孩子与主的美好的关

系, 看到他们孩子们在身心灵全面的发展,我就得到鼓励. 就被鼓舞. 
 
我们这俩个孩子还处在青少年阶段,我们面前还会有许多的挑战.求主帮助我, 也请大

家继续为我祷告. 让我能靠着圣灵的引导,和王敏携手同心,面对这以后数年的挑战,
努力做一个好父亲!   我的祷告是,在属灵生活上作家中的头, 在日常生活上作家中的

仆人. 
 
感谢赞美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