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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孩子孝顺父母教孩子孝顺父母教孩子孝顺父母教孩子孝顺父母    
Teach Children to Obey Parents 

亲爱的朋友，我想从今天开始，陆续和您探讨一系列与养育子女

有关的话题。希望在这个话题的探讨中，我们都能够找到教育孩子的

正确的方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孩子应该对父母持有什么样的态

度。作为一个传统的中国人，我觉得人应该孝顺父母。有趣的是，作

为一个基督徒，我发觉我的信仰也要求孩子孝顺父母。 

孝顺父母曾经是中国的伟大传统之一。古人说：百善孝为先。然

而在一段时期，我们却又对这个传统提出了质疑，说它是旧社会的价

值观。我们觉得，应该像西方国家学习，子女和父母平等，子女和父

母独立，子女管子女的，父母管父母的。我们经常听到的说法，是西

方的父母年老了之后，子女根本不过问，不存在我们所说的孝顺问

题。 

没有亲身体会，我也无法得知这些说法是真是假。但是后来，我

们一家有幸飘洋过海，来到了美国。在这里生活了两三年后，陆续接

触了一些美国家庭。我们也曾在一起谈到子女对父母的态度问题，很

有趣的是，我在几个家庭中得到了很类似的答案，那就是，子女应该

将荣耀要给父母，虽然没有用“孝顺” 这个词，意思却是类似的。

当然，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同，具体的做法可能会有差异，但是尊

敬父母，关心父母，甚至照料父母，这些原则却是共同的，是跨文化

的。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城市，有一对老年夫妇和我们家成了很好的朋

友。这对夫妇男的叫 Bill, 女的叫 Joyce.夫妇俩人都是虔诚的基督

徒，现在老两口自己生活在市郊的家里。他们的房子有三十五年的历

史了，我问，这三十五年来，是不是一直就这样，夫妇俩人住在这房

子里。Joyce 回答说，不是，Bill 的父亲和他们住了十几年，后来

一直生病，直到最后去世。后来，Joyce 的妈妈又来了，和他们住在

一起，也是一住十几年，直到去世。 

这和我以前听说的一些说法有些出入。 我以为美国人的父母养

病，应该是到老人院这些地方的。 我和两位老人说起了中国的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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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老夫妇一听，一点儿都不感到吃惊。Bill 告诉我说：神是要我

们孝顺父母的。在圣经旧约中，神通过古代以色列人的领袖摩西，给

人类颁布了十条命令，也就是著名的十诫。十诫的第五条就说：“当

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出

埃及记 20:12)。 

摩西十诫是圣经旧约中的内容，然而到了圣经的新约里，我们同

样也看到，神要做儿女的孝敬父母。以弗所书 6 章 1-3 节说，“要在

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 

亲爱的朋友，父母不是我们的负担，而是我们的赐福，他们理应

得到我们的关心和尊敬。或许您的父母健在，那么请您珍惜机会。古

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希望您能像神在圣经中所

嘱咐的那样，孝敬您的父母。如果您有孩子，我们也希望您教育孩子

爱你们，正如同您爱他们一样。 

愿神祝福您的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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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一个充满爱的家给孩子一个充满爱的家给孩子一个充满爱的家给孩子一个充满爱的家    
Give Children a Loving Home 

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希望和您讨论一下，我们应该怎样给孩子

创造一个温暖的，充满爱的家，让孩子从小就有一个很好的成长环

境。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一个主要任务是爱神，另外一个就是爱我

们的邻居。爱是圣经里关键的主题。这种爱是体现在看似琐碎的日常

生活里面，如同盐融于水。 

然而爱也有爱之道，否则就可能产生爱的偏差。举个最简单的例

子，我们对子女的爱。相信朋友们应该都熟悉。 

做父母的，没有哪个不爱自己的孩子，当时我们懂不懂得如何爱

呢？还是我们盲目地爱，把爱变成对孩子有害的溺爱？ 

去年有一位姓庄的牧师来我所在的城市，给我们讲如何教育孩

子，如何爱孩子。庄先生说，有的父母爱子女太过，把子女当成轴

心，当成公主王子，围着子女转。等子女长大成人，另立门户，以子

女为中心的老父母就无所适从，就凄凉于空巢，甚至两只老鸟最后作

了鸟兽散。听说离婚率最高的时候倒不是所谓的七年之痒，而是婚后

两年，还有子女长大离开后的那段时期，也就是“空巢期。” 

很多人说，要不是为了孩子，我们早就离了。其实，这个出发点

就有问题。为什么不为了孩子，而学着去接受、接纳、宽容对方呢？

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不要以为大人的问题会停止在大人的世界。大

人的问题在哪怕幼小的孩子的心灵里，也会投射出巨大的阴影。 

我们常看到，一些家庭所说的爱孩子，就是夫妇两个人各自去爱

孩子，按各自的方式去爱孩子。而双方却不相爱，甚至只是苦撑。夫

妻之间的冲突，迟早是要暴露出来的，体现在养育孩子的各个细节。

在夫妻二人为孩子的一点小事而大动干戈时，这种爱还是爱吗？它是

孩子不堪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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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夫妻之间的相爱。看到父母和睦，孩子比

什么都要开心，不信您试一试。 

孩子成长的捷径，是让他们行走在被爱所充满的家庭里。愿神把

爱放到您的生活当中，愿您学会如何去爱。 

亲爱的朋友，神要在人间传播的福音是爱的福音。如果您希望对

这福音有更多了解，请您来信与我们联系。 

 

 

 

 

 

 

 

 

 

 

 

 

 

 

 

 

 

 

 

 

 

 

 

 

 

 

 



 5 

给孩子立规矩给孩子立规矩给孩子立规矩给孩子立规矩    
Establish Rules for Children 

女儿回到家后，把外衣和鞋子脱掉，就随手扔在地上。我看到很

生气，责备了她。她很委屈，哭了。 

回过头来一想，我发觉我的做法也有不对的地方。我事先并没有

告诉她说：宝宝，回家后要把鞋子放到鞋架上去，衣服交给爸爸挂起

来。如果乱放，家里就乱了，爸爸会生气的！这个规矩这是在我心

里，我没有说出来，所以她不会知道。 

如何和孩子立规矩，让他们懂规矩，守规矩呢？我想到了圣经。 

圣经其实是旧约和新约的总称。旧约和新约都是神与人之间立的

“约。”而神与人的关系，就是立约、守约、违约、惩罚、原谅的一

系列关系。基督徒的看法是把神看作天父。 其实，神怎样管教我

们，我们也可以学习过来，用在自己教育儿女的方法上面。 

比如我们以圣经旧约的亚当夏娃为例，说明神这个人类的天父是

如何管教他的第一批孩子亚当和夏娃的。神造出了亚当夏娃两个人，

把他们放在无忧无虑的伊甸园里。神管教他们的第一步大家猜是什

么？是立约。是把规矩讲好，说这里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是那棵知

识树上的果子你就不能吃！我们教育孩子也一样。您先把规矩讲好。

不知者不为罪。您不讲好规矩，孩子越过红线的时候，您来教训，好

像只是是发泄自己的怒气，孩子并不知道怎么回事。很多规矩大人心

理一清二楚，可是孩子并不知道。不能用大人的眼光看待孩子的知

识。 

管教的第二步是责备。后来亚当夏娃受魔鬼变的蛇的诱惑，违背

了神的旨意，偷吃着禁果了。神看到他们违约了。立刻给指出来，

说：“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当孩子们违

反我们所定的规矩时，首先不要想着发火，或者是抄起家伙就打孩

子。先得明明白白告诉孩子，你做错了，你哪里错了，我让你如何如

何，你却这样这样，没有按照我们当初的约定来做。这样，孩子就会

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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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是惩罚。 神不仅指出亚当和夏娃错了，而且还给出了惩

罚，让亚当和夏娃承担他们行为的后果。神把亚当夏娃赶出了伊甸

园。我们对孩子也是这样，如果他们做错了事，您只是口头责备，而

缺乏相应的惩罚措施，他们就不会当一回事的。应该让孩子知道，做

错一件事，就必须承担相应的后果。不按时做功课，那好，那你用来

看电视的时间我也就给你取消了。不建立这种惩罚关系，孩子永远都

不会把您的“约”当真。 

最后，我们还要原谅、和解。神给犯错的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定了

罪，给与了惩罚，但是神爱世人，他把耶稣送给人类，以耶稣的牺牲

让人和神重新和好，让人类的罪通过耶稣得到赦免。神是大爱之神。

他让自己独生的儿子作出牺牲，说明他是多么爱人类。我们对孩子也

一样，管教和惩罚完孩子之后，要明确地告诉他：爸爸妈妈爱你，虽

然我们惩罚你了，但是这是为了让你记住，下次回家，东西不要乱扔

了，你记住了没有？你改过来，爸爸妈妈继续爱你，好不好？ 

到了这里，一堂管教之课才算结束。但一次或许孩子还明白不过

来，您得再三重复，直到孩子把规矩转化为自我约束。这需要父母很

大的耐心。 

亲爱的朋友，希望您和我一样，从神的话语中，认识到管教子女

的方法。如果您希望对神的话又进一步了解，欢迎您和“生命之光”

电台联系。 

愿神赐给您管教孩子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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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一个靠得住的标准给孩子一个靠得住的标准给孩子一个靠得住的标准给孩子一个靠得住的标准    
Give Children a Reliable Standard 

亲爱的朋友，我有两个可爱的孩子。女儿很快就三岁了，儿子才

三个月。孩子们是神给我们一家的赐福。 

带孩子很有趣，然而也需要很多耐心和技巧。 

有天早上，女儿起床后，跑到客厅里大叫起来。正在摇篮睡觉的

儿子吓得大哭。 

我夫人从房间里面跑出来，开始批评女儿:“叫你不要大叫你偏要

大叫，说话不能轻一点啊，没有看到弟弟在睡觉啊?”女儿刷牙的时

候，夫人继续数落女儿，说把弟弟吵醒，是如何如何不对。 

夫人当然是为了孩子好。但是我也想到，应该把批评的重点，放

在她大叫这件事情上面，而不要老是拿小弟来说事。这样给女儿造成

了什么印象？好象她做了什么事情不对，是因为弟弟引起的，这样会

无端在孩子之间制造矛盾。我们只是用弟弟在举例，教育她罢了。孩

子的判断力还不够强，大人的苦心孩子不一定知道，所以一定要注意

教育的方法。 

孩子也和大人一样，在遭受挫折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可以

怪罪什么别的人。他们嘴里不这么说，潜意识里会有这个印象。如果

当家长的，不消除这个印象，长大以后，孩子就会说父母偏心，凡事

考虑弟弟妹妹，不考虑自己。 

不要说孩子会找借口了，我们大人还不都是这样？一有事，我们

潜意识首先想到的是有没有别的人可以承担？我们不一定要和别人长

期相处，我们却要和自己过一辈子，我们都不希望和自己过不去。这

是人性自私的一面。 

同样，如果孩子以其他小朋友为标准，也同样会有问题。我女儿

可能想到的是，学校里也有别的小孩大叫了。我为什么不能？ 

我由此想到，如果一个人以周围人的反应或者标准，来判断自己

的行为，或者是父母以别的小孩的行为，或者反应为标准，来校正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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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小孩的行为，稍有不慎，就会误入歧途。我想告诉女儿的是，“大

吵大闹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对的，不仅仅是在家里不对，在学校里也不

对。别的同学如果大吵大闹，同样也是不对。 这件事情本身就不

好。爸爸妈妈不希望你这样，爸爸妈妈都很爱你，我们希望你做一个

懂礼貌的孩子。” 

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找到一个更好的标准来教育我们的孩子。很

多事情，我们需要有一个比较可靠的标准。有了这样的标准，我们就

可以不去管别人做得怎样，只要自己做到了该做的事情就行了。比如

学车。您不能说，他开的车比我差多了，所以我这样就行了。其实不

管别人开得怎样，您必须学会掌握交通规则了，学会如何避免危险，

学会如何控制车辆。 

圣经中的耶酥复活后，找到使徒彼得，说彼得啊彼得，你要为我

布道，而且你以后不得善终。彼得一听，本能地问道:“那么约翰

呢？” 耶酥说：你只管去，约翰如何，与你无关。 

尊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孩子，希望您不要拿别的孩子来和自

己的孩子说事。也不要经常拿自己的孩子和别的孩子攀比。希望您在

品德和性格的培养上，能给他们找到一个更可靠的标准。这个标准在

哪里呢，您不妨可以看一下圣经。它里面有很多很好的道德和行为的

标准，多少年过去了，人们仍然在用它。 

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这本含有很多宝贵道德标准的圣经，欢迎您

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和我们联系。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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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孩子说感谢教孩子说感谢教孩子说感谢教孩子说感谢    
Teach Children to say Thank You 

亲爱的朋友，我今天要讲的话题是，教孩子感谢。我现在在美国

读书，同时我也是个经验还有限的父亲，所以我是刻意地接触一些美

国家庭，我希望能从周围成功的父母身上得到一些启示，我也希望把

我得到的启示，我的所见所闻和您分享。我今天要说的家庭教会了我

如何说感谢。 

每个星期天去教会，如果我的孩子在托儿室，我的朋友邦德家的

几个孩子肯定跑过来逗她一番。这家人姓邦德，和动不动就大打出手

的电影 007 中的 James Bond 一样，不过他们可比 007 和善多了。邦

德家有两儿一女，都是很聪明懂事的孩子。小儿子和女儿现在在上高

中。我最熟识的，是邦德家大儿子泰勒。 

泰勒今年离开了我所在的城市，去了南方上学。他上的学校是和

我所在的教会渊源很久，教会里的牧师就从那里毕业。教会的家庭好

像并不在乎孩子上不上我们常说的“名校”，哈佛啊，斯坦佛啊，普

林斯顿啊这些，大部分却把自己孩子送到了这个教会的学校，为的是

“接受良好的道德教育。”他们觉得学问重要，然而走在神的道上更

重要。 

和这边的所有高中毕业生一样，泰勒高中毕业的时候，也在家里

开了个庆祝会，邀请教会里的人来参加。我没有时间去，我发了一张

贺卡。 

几个星期后，泰勒给我来了个电话，向我抱歉。我不知道有什么

要抱歉的。他说他收到我的贺卡了，非常感谢。但是他居然没有给我

及时回复，真是抱歉。我说这没有什么，教会里我估计大部分人都给

你发贺卡了，这么多人，你回得过来吗？而且你要准备去新的地方上

学，肯定很忙。 

“我爸爸妈妈说，非常感谢您寄的贺卡。我明天就去上学了，祝

你们一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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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明白，原来是他爸爸妈妈在送他上学之前，让他感谢送他

祝福的人呢。 多么会教育的父母，多么懂事的孩子。小小的一句感

谢，却是能把人与人拢到一起呢。 

其实，我们都应该对关心我们的人存感谢之心。耶酥行神迹，医

治了好几个瘸了腿，瞎了眼的人。大部分一看自己的脚能走了，立刻

欢喜地跑走了。只有一个瘸子好了后向耶酥道谢。我们应该向这位瘸

子学习。我们逆境的时候，想着找神。事情一解决，我们顿时忘记神

在我们生活中的作为，谢谢一声都忘了说。 

人之间，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 

朋友，今天您有没有向神说一声谢谢，有没有向您的亲人说一声

谢谢？有没有向您的朋友说一声谢谢？在此，我也要感谢您的，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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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孩子奉献教孩子奉献教孩子奉献教孩子奉献    
Teach Children to Give 

每个星期天去做礼拜，总有一个奉献的时间。在奉献袋传过来的

时候，我女儿总是非常开心，把早就攥在手里的一点钱放进去。我们

都对她的做法进行表扬。 

同样，女儿托儿所的地方也有一个小玻璃罐子，上面有个小口

子，可以让孩子投硬币进去。这钱最终汇集起来，会送给一个为慈善

活动而办的农场，帮助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儿童。这个用途，老师也明

确告诉给了孩子。 

女儿现在还小，她用来奉献的钱是我们直接给她的。等她稍微长

大一些了，我们还希望她能够养成习惯，对自己的零花钱进行规划，

有计划地节省出一些来，作为星期天礼拜的奉献。等她再长大了，她

就可以从工作中拿出钱来奉献。 

圣经告诉我们，施比受更有福。在早期的教会，信徒中有孤儿寡

母，生活没有着落，教会的奉献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着这些人。现在的

教会奉献还延续着这个传统，同时教会的奉献奉养着为神的福音传播

而作着贡献的人。奉献让人们把自己从神那里来的祝福，分享给更多

的人。 

圣经还告诉我们。人们奉献并不应该是勉强的，而应该快快乐乐

地奉献。奉献也是对我们自己的祝福。因为我们在帮助有所需要的

人。我们把自己变成了对他人的祝福。有什么比这个更美好的事情

呢？ 

我们教孩子奉献，而且是很快乐的奉献，完全是对孩子有益的。

神喜悦快乐的奉献者。人也喜悦一个奉献者。您想想看，您愿意和一

个只索取不奉献的人交朋友呢，还是愿意和一个乐意奉献的人交往

呢？您愿意和只索取不奉献的人呢，还是愿意帮助喜欢奉献的人呢？

如果我们把孩子教育成索取无度的人，我们只会恶化他日后的生活环

境。我们让孩子奉献，是一种投资，而且它的回报比任何投资回报更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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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朋友，让我们都来做一个乐于奉献的人，如果您有孩子，

也希望您教育孩子，让他成为他人的祝福，成为您的骄傲。 

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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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一个模范给孩子一个模范给孩子一个模范给孩子一个模范    
Give Children an Example 

最近在《每日灵粮》(My Daily Bread) 上看到一篇文章，说有个

父亲和儿子在沙滩上散步。父亲走在前面，儿子走在后面，忽然间儿

子喊了一声：“爸爸爸爸，你看，我走在你的脚印里呢。”原来，爸

爸在沙滩上走过去的时候，会留下一串脚印，孩子不自觉地就在爸爸

的脚印里走。父亲很有感触，他想，确实也是啊，孩子不仅仅在沙滩

上跟随自己的脚步，在其它方面，又何尝不是跟随着自己的脚步呢？ 

这篇文章里还附有一首小诗，诗的大意是： 

“我当认真谨慎， 

一个小家伙跟随我的行踪 

我时刻不敢走上歧路 

我害怕他在后面跟从 

我没有一刻可以逃脱他的眼睛 

我做的事，他也追寻 

他说长大后要像我，他的父亲 

这个追随我的小小的家伙 

无论炎炎夏日 

还是数九寒冬 

我都当记住我的行踪 

他未来的岁月 

我当今日铸造 

啊，这个追随我的小小家伙。” 

这是一首美丽的小诗，我非常喜欢。 但我读它的时候，也很紧

张。我也是一个父亲。我也有两个孩子在追随我的行踪。我也是没有

一刻可以逃脱他们的眼睛。 

古人用：言传不如身教。这是个简单得几乎要被人忘记掉的道

理。很多时候，父母亲教育孩子珍惜时间，一寸光阴一寸金，自己却

跑去打麻将。父母教育孩子孝顺，自己却对父母漠不关心。教育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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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学习，自己却跑去看电视。教育孩子尊老爱幼，在公共汽车上看

到年老体弱的人，却不去让个座。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您怎么做，

或许他会跟着效仿。 

可是细想起来，这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其实我们应该利用各种

机会，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去影响孩子，塑造孩子。 

不要以为我们会有很多这样的机会。我们能够影响小孩子的却只

有几年时间。而且这几年我们或许大部分时间还在上班。后来他们就

上学了。他们就开始花更多时间合同年龄的小孩在一起了。 有人说

过，人生最重要的功课，都是在童年的时候学的。比如做错了事情要

说对不起。不要说谎。说话算话。别人给你礼物或者帮助的时候你要

说谢谢。饭前便后要洗手。等等。 

教育孩子无小事。圣经中说：“子孙为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

的荣耀”（箴言 17:6)。作为孩子的荣耀，这是一种很大的责任，需

要我们好好维护。我们必须行为端正，成为一个值得自豪的榜样。 

亲爱的朋友，希望本文对您有所启示。愿神赐福给您一家。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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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孩子抵挡诱惑教孩子抵挡诱惑教孩子抵挡诱惑教孩子抵挡诱惑    
Teach Children to Resist Temptation 

孩子们生活在我们当今社会，确实面临着无数的不良诱惑，我想

很您讨论一下如何教孩子应对诱惑。 

我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就遇到过很多不良的诱惑，比如抽烟。

我现在是戒了。可它对我的身体有了很不好的影响。 

我现在有孩子了，我希望我能给孩子正确的引导，让他们能够抵

挡诱惑。如今的孩子如果从小就看电视，成人之前会看到几万次暴力

和色情的镜头。如果他上网，他更有无数机会看到各种不健康的内

容。 

我们这些当年经过了各种诱惑的大人如何应对新的问题？让孩子

少走些弯路呢？诱惑并不都能堵得住。但是，如果对孩子完全放开，

更是不行，他们毕竟没有多少判断能力。 

其实，有诱惑并不是坏事，它让我们成熟起来。我们每次抵挡一

次诱惑，就是和耶稣更像一点。和诱惑和挑战战斗的过程，也就是我

们的成长过程。 

畅销书作家 Rick Warren 在《标杆人生》（Purpose-driven Life）这

本书里说，人们经历诱惑的过程往往是这样的。他用了四个以字母 D

开头的单词来帮助我们记住，诱惑是如何发生的。 

首先是欲望 (desire)：我们有欲望，这并不是坏事，可是我们如

果有顺从各种诱惑的欲望，有不抵抗的欲望，那就不是什么好事情

了。家长在这方面要时时警惕孩子。 

然后是怀疑 (doubt)：神说亚当夏娃，你们不要吃那个禁果，对

你没有好处，亚当夏娃受了蛇的诱惑，心生疑惑，怀疑神是不是在蒙

自己。结果这种怀疑导致他们被赶出了永久的伊甸园。您不要以为您

说的话孩子就会信。 他是会产生怀疑的，周围会有同学说：不一定

吧，试一次有什么关系？这么一说，就有可能让孩子对您正确的教导

产生怀疑。所以我们应该让孩子交上好的朋友，另外，我们也应该通

过不同渠道，消除孩子对自己说法的怀疑。比如我们可以让别的人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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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道理说给孩子听。 我们可以让孩子看到书里、电影里的榜

样，等等。 

第三是欺骗 (deception)：圣经里的蛇就是个骗子，骗亚当夏娃

说，你吃了这个果子，就能和上帝一样，能明辨是非了。您的孩子要

做您不要他做的事情，也不一定是他专门不听话，有可能是他受到了

他人的欺骗。比如。“抽烟很酷！而且很提神。”“我们迟早都要长

大，我们去看个黄色电影有什么关系？”等等。其实不对。我过去是

个烟鬼。我发觉抽烟很不酷，而且抽烟的提神效果是有，可是很多时

候，我们必须上班，上课，开会，根本不能抽烟，那时候没有烟很难

受，经常走神。提神的效果不及走神带给我们的损害。我们迟早都要

长大，这也不错，可是在长大之前，我们还有很多其它的事情要做，

不该用这些黄色电影来分神。 

反叛 (disobedience): 孩子们有可能明知自己做的事情不对，可

是还是要去做。比如他可能对自己抵挡诱惑的能力失去了信心。这时

候您得告诉孩子，你是个勇敢的人，你怎么轻易就让诱惑把自己打倒

呢？(Refuse to be intimidated by temptations)! 另外您得找出孩子经常

受诱惑的规律。在有些环境下，孩子更容易受诱惑。近墨者黑，所以

我们有孟母三迁这个优美的故事。它值得我们现代人去效仿。还有，

您可以让孩子接触比较好的朋友，接受好的影响。 

人是容易受诱惑的，我们不要否认这一点。如果您的孩子过度自

信，认为自己刀枪不入，未必是个好事。灾难这道菜的主料就是过度

自信。我妈就常说：池塘里淹死的，往往是会水的人。我们凭什么认

为自己就比别人强，能在诱惑面前刀枪不入呢？ 

上面我们说了一些抵挡诱惑的办法，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往

往是软弱的，我们都必须求神的帮助，帮助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战胜诱

惑。 

圣经中说，耶稣在传道之前，也被魔鬼诱惑过。他经过了这些诱

惑，却没有犯罪。希望我们都能够教育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和耶稣一

样，能够战胜诱惑，走向更加丰盛而喜乐的人生。 

愿神祝福您的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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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孩子克服困难教孩子克服困难教孩子克服困难教孩子克服困难    
Teach Children to Overcome Problems 

如果我们的一生都一帆风顺该有多好啊，可是，就如同一首歌里

唱的，神并没有应许天色常蓝。人的一生当中，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天

气，有时候是晴空万里，有时候却是风雨交加。只要我们是人，我们

都会面临人生中各种各样的困难。我们面对困难的态度，很多是我们

小时候学习到的。作为父母，我们有责任教孩子抵挡诱惑，也同样有

责任教孩子应对困难。昆虫脱茧化为蝴蝶的时候困难不困难？困难。

初生的小鸡脱壳的时候困难不困难？困难。很多时候，困难是我们必

须学会避免的危险。但有时候，困难是我们成长的加速器。 

做父母的教育小孩克服困难，总是脱离不了三个问题：态度、知

识、技能。 

态度方面，有的小孩害怕困难，不该躲的时候也躲。或者是一有

挫折，立刻放弃。我女儿剪纸，有时候遇到歪歪扭扭很难剪的地方，

她总是喜欢说：爸爸妈妈，你们来剪吧。这种时候我总是很开心，因

为我找到教育的机会了。我总是说：宝宝，你要坚持，你肯定行的。

我想可以通过这样的机会，教育小孩培养面对困难的决心和恒心。有

时候我女儿也说，爸爸妈妈，这个我不行。如果确实是超过她能力的

问题，我会帮助她。如果我觉得她肯定可以做，我一定让她自己做。 

知识方面，您可以教会小孩得到解决一个困难所需知识。圣经中

的《箴言》就是所罗门王教育孩子的各种知识。所罗门很细致地告诉

了他的孩子，什么样的人能够相处，什么样的处境应该避免，等等。

孩子们有了这些知识，就不会冒失地闯进险恶，或者在困难面前不知

所措了。 

克服困难也需要一定的技能。有些困难用这种技能容易解决，用

另外一种技能解决不了。比如圣经中的巨人歌利亚，对身材相对矮小

的以色列人来说，就是个很大的困难。和巨人正面交锋，需要有正面

交锋的技能，比如剑术，或者搏斗术，可这些方面以色列人都不占优

势。圣经中大卫王的哥哥们就怯场了，一看巨人来挑战，立刻躲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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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的。后来年龄最小，身材最小的大卫出来应战。他扬长避短，用弹

弓击中了巨人。所以，应该教孩子运用合适的技能对付相应的问题。 

在孩子攀登一个个高峰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应该做好我们的教

育角色，有时候我们需要给他们传授知识和技能，有时候我们充当他

们的脚手架，有时候，我们则需要给予鼓励。我们用各种方法帮助他

们学会如何应对困难，但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要经常代劳，替他们

解决所有的困难。这样他们会失去独自应对困难的勇气和能力。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有的困难是不好的，是险恶，我们

必须回避。不要让孩子陷入这种状态。在耶稣基督传教的时候，曾经

有门徒问他，我们该如何祷告？耶稣教给他们的祷告里有这么两句：

求你不让我们遇见试探，求你救我们脱离险恶。有时候我们可以把险

恶挡住，不让孩子遇到它们。更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办法时时守候

在孩子的身边，帮助他们解决所有的困难。 

作为基督徒，我的做法是求告神。我知道我无法在所有时间和孩

子相伴，可是神是全知全能，无所不在的。 

亲爱的朋友，希望您也能够认识这样的一位神。愿神祝福您的全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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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孩子为行为负责教孩子为行为负责教孩子为行为负责教孩子为行为负责    
Teach Children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Actions 

我经常看见，有的孩子不慎摔倒，父母为了把孩子哄住，会在孩

子摔倒的地方跺上几下，“该死的地，你看，又把我们宝宝给摔着

了。”这是一个看上去让人非常担忧的教育方式。孩子摔倒了，您怎

么去怪地呢？ 

在美国这边，有了孩子之后，大家也是想方设法地把自己的家里

重新调整，英文的说法是 babyproof。意思是把环境变得没有什么危

险，比如把厨房的柜子安上防止儿童打开的锁，给厕所门口树一个不

让小孩打开的门。还有，把家具的尖角给磨平或者包起来，等等等

等。 

这些做法都没有错，我们确实应该给孩子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

不过凡事物极必反，过度强调环境的安全，而忽视对孩子行为本身的

约束，也会出问题。比如孩子到了没有经过特殊处理的亲戚家怎么

办？ 

圣经自始至终在说一个不变的道理，那就是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

负责。人犯了罪，就必须接受惩罚。亚当和夏娃如果老老实实不吃树

上的禁果，他们就可以居住在无忧无虑的伊甸园。 吃了，就必须离

开。耶稣也明白无误的说：罪的工价是死。耶稣并没有说，有些人的

犯罪行为可以逍遥法外。圣经中说，最后，我们都要为我们的所作所

为，所思所想面临审判，一个都不能少。 

我觉得我们对孩子也是一样，我们从小，就要在孩子的头脑中培

养这样的意识，自己做了什么事情，就必须对它的后果负责。 不要

什么事情都让父母来罩着，也不要什么事情都责怪毫不相干的外部原

因，否则长大之后，孩子做事不负责任，会酿成一生的悲剧。我们从

小不加以纠正，他们最终也会面临审判的，事业的审判，家庭的审

判，友谊的审判，社会的审判…大家想想看，谁喜欢一个动不动撂担

子，让别人跟在后面收拾的人呢？ 

当我在家的时候，我总是很想给女儿灌输这样的道理。她把玩具

和纸笔放得到处都是的时候，我总是告诉她说：If you mess up, you 

clean up。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弄乱了，就得由你来收拾。 在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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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情况下，如果我自己来收拾，三下五除二，两三分钟就收拾好了。

可是我不能代她这样做，因为这会给她一个错误的印象，她会以为，

不管发生什么，反正有父母亲来收尾。 

让孩子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不是嘴上说说的大道理，而是要落

实在各种小事上。比如，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不按时做完功课，耽误了

全家一起出去活动的时间，您就可以把他丢在家里，让他知道不守时

的后果是什么。如果这时候您骂上几句，最后自己来帮忙，那就起不

到教育的效果。孩子会想，哈哈，下次我还这样，反正最后爸爸会来

帮我。 

亲爱的朋友，您有没有在各样的小事上，潜移默化地培养孩子成

为负责的人呢？ 

愿神赐给您智慧和耐心，帮助您更好地教育您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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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孩子尊重他人教孩子尊重他人教孩子尊重他人教孩子尊重他人    
Teach Children to Respect Others 

女儿放学回家，学校里发了一份材料。是给家长看的，让家长和

学校一起，学会培养孩子尊重与自己不同的人。女儿是在上我们大学

附属的一所托儿所。托儿所里有来自很多国家的小孩，几乎是个小联

合国。有中国的，日本的，韩国的，非洲的，加拿大的，美国本地

的。这些孩子的差异一目了然。学校希望孩子能够尊重与自己不同的

人。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非常看重人的独特性。神让我们每个人都是

独特的，这也是一种赐福啊。我们难道愿意我们周围都是一样的人？

那该是多么乏味的世界！ 

不要说在这个国际化的托儿所里会有差异，就是在一个比较封闭

的地方，孩子与孩子之间也是有差异的。有的孩子家里有钱，有的孩

子家境贫寒。有的孩子身体健康。有的孩子有所残疾。有的孩子是工

人家庭。有的孩子是干部家庭。有的孩子是农村的。有的孩子是城市

的。 有的孩子高个子。有的孩子小个子。有的孩子胖。有的孩子

瘦。有的孩子说话快。有的孩子说话结巴。 

但无论怎样，大家都是孩子，是可以在一起相处的。不过，如果

管教不当，孩子从小就对人有歧视和偏见，那可不是一件好事情。大

人世界的偏见已经够可怕的了，我们希望下一代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

里吗？还是教育他们在尊重自己的同时，也能够给别人以尊重？ 

孩子并不是故意要有歧视和偏见的。我们举个例子，比如他看到

一个黑皮肤小朋友，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会很无辜地问一句：“你

怎么这么黑？你能不能回家用肥皂洗掉？”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被

他问到的孩子，或许就会因为这样不经意的一句话而受伤。这都需要

我们做父母的合理引导。 

如果听到这样的问题，您对孩子说:“宝宝，不要这样问，不礼

貌。” 您这是回避问题。 



 22 

如果您说：“等会到家我跟你讲。” 这也不是最好的答案。因为

您给孩子的印象是小孩黑皮肤好象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如果您说:“黑皮肤白皮肤有什么关系？扒了一层皮大家都一

样。” 这个回答，是回避问题。本来确实存在差异，您这个回答却

抹杀差异，而且把话题转到了别的方面。这样孩子以后也很困惑。 

如果您的孩子还小，您可以告诉他说：“因为他爸爸妈妈是这样

的，所以他的皮肤是这样的颜色。大家都是不一样的。不过我们都可

以做朋友，对不对？” 

如果孩子大了一点，您就可以向他解释一下黑色素这些知识。 

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自己做父母的不要有歧视。不要不尊重他

人。否则孩子有样学样。以后他就无法和不一样的人相处了。 

圣经中有一个很强大的比喻，说基督徒之间互为肢体。 也就是

说，我们大家联合起来成为一个身体，所以，有的人是脚，有的人是

手，各自不同，手不能瞧不起脚，脚也不能瞧不起手。我们应该教育

孩子去尊重他人，那些一个个不同于自己的人。 

这是不是说，应该对不同的人的价值和观点全部包容，接受呢？

也不是。 我们尊重他人，并不是说，我们必须放弃自己的信仰和价

值，除非自己的信仰和价值是错误的。所以我们也不能毫无原则地实

行多元化教育，告诉孩子说什么都是对的，什么都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是要孩子尊重他人，尊重差异，但是无论何时，我们都不要

忘记，我们作为父母，都有一个很崇高的义务，就是把正确的价值观

和信仰带给孩子。 

我们希望，生命之光电台能够帮助您找到这正确的价值观和信

仰。 

愿神赐福给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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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一致的指导给孩子一致的指导给孩子一致的指导给孩子一致的指导    
Give Children Consistent Instruction 

晚上开车的时候，我发现，在黑暗当中，我们打开车灯，能够看

清楚前方的道路。这时候，如果对面有车开过来，同样打亮车灯，我

们反而会看不清楚前方的道路。为什么有了两辆车的车灯，照说光线

更强，可是我们反而看不清楚了前方的道路？ 

这种现象让我想到了孩子的教育。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很多家庭的争吵，起源是孩子的教育。母

亲说，你必须这样这样，父亲说，你必须那样那样。双方意见相左，

就如同两个对开的车同时打开车灯一样。结果，有了两方面的意见，

并不能让孩子更能够了解自己该怎样做。在大部分情况下，如果孩子

看到父母的意见不一，他们会非常困惑，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或许会

选择一方的做法，但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他们干脆一个都不听，他们

去听外人的说法，或者由着自己的性子来。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首先，我们想父母亲应该在重要的教育问题上达成一致，不要把

意见的分歧传达给孩子。这就需要父母双方找时间坐下来，单独讨论

孩子的教育问题。我们家的做法是中午吃饭的时候。那时候我的女儿

在托儿所，儿子一般在睡觉，所以我们夫妇二人能有一段单独在一起

的时间，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孩子的教育问题。这时候双方可以把分

歧开诚布公地说出来，达成比较一致的结论。 

再者，父母亲的心态都必须调整。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之间

发生分歧，多半是因为我们的“自我意识”在作怪。不知道大家注意

到了没有，家庭内部的领导之间，也会有一些小小的“权力”的争夺

的。好象我的教育方法得胜了，我就赢了。或者是按照对方的方法来

管孩子，我就输了。其实，您和您的先生或者太太谁输谁赢丝毫不重

要，重要的是孩子赢。做父母的要把自己的自我意识放下来，你对我

错并说明你赢我输。孩子行为端正，训练有素，大家都赢。孩子管教

不当，无法无天，大家都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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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父母亲之间也需要有角色的分工的。我们来看圣经《箴

言》的说法。圣经《箴言》是神默示给历史上最智慧的领导所罗门王

的。在《箴言》第六章里说： 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

奇你母亲的指教。…因为诫命是灯，指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

道。（《箴言》6 章 20-23 节）父亲的诫命，说明父亲的权威角色。

有些做父亲的居然会放弃这种权威的责任，什么都不管。有时候做妻

子的管得太宽，剥夺父亲作为权威的责任，这都是值得怀疑的做法。

古人说：子不教，父之过，就是这个道理。母亲的指教，说明母亲具

有培育、督导、指正的责任。在中国的大多数家庭，还是男人为一家

之主，要承担养家糊口的重担。孩子放学回家后，我们发现，主要还

是母亲在负责孩子功课的辅导。另外女人心细，孩子行为、言语有什

么不当，也多是母亲给发觉出来。母亲耐心，所以孩子一而再，再而

三犯的错，也都是母亲在指教。我发觉《箴言》的说法真是很有道

理。 

总而言之，我们觉得，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父母的意见要统

一，有什么分歧内部先解决，然后双方就可以意见一致地去教育孩

子。在教育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双方的角色有所分工。 

上面的有些想法是受圣经的启发，圣经不只是一本宗教的文献，

其中也充满实用而且发人深思的智慧，可以让我们应用在生活当中。

亲爱的朋友，希望您也能接触这本伟大而奇妙的著作。 

愿神赐福给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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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孩子诚实教孩子诚实教孩子诚实教孩子诚实    
Teach Children Honesty 

圣经旧约里，以色列人的早期领袖摩西曾经从神那里得到直接的

启示，写下了神给人的十条诫命，也就是著名的“摩西十诫。” 摩

西十诫里有一条就是说：不可做假见证，也就是说，不要撒谎，不要

骗人。 

我觉得，我们应该教孩子诚实，不撒谎。您或许对我的说法有所

怀疑，因为您可能会说，孩子太诚实，而外面的人都不诚实，孩子会

不会吃亏？ 

确实，有些时候，诚实并不容易，可是您教孩子诚实，您的孩子

会终身受益。一个诚实守信的人，终将得到人们的尊敬和信任。 

很多时候，我们自作聪明，想用一个谎言来掩饰一个我们不希望

让人知道的情况。我们以为真相可以用谎言挡住。可是您要知道，谎

言这堵墙是漏洞百出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个小谎应该没有什

么关系吧，可事实上，为了把这小谎掩盖住，您需要用五个、七个其

它的谎言来与之配合。到最后我们发现，还不如一开始就把真相告诉

给别人。英文里有一句话，叫真相让你自由。您如果撒谎，一开始可

能是您控制谎言，到后来就由不得您，可能是谎言控制您了。我们为

什么不做诚实的人呢？ 

我最近看过一个电视节目，里面就说明了这个情形，中年主人公

为了不让母亲难堪，自作聪明，说了个小谎，这个谎言像滚雪球一

样，越滚越大，到最后，一切真相大白。结果呢？千方百计要藏住的

真相还是暴露了，一家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也被破坏了。电视剧中的孩

子们开始欺骗男女主人公，这时候两个自作聪明的大人悔之不及。 

从教育孩子的角度来看，我们有两件事情可做。第一，我们应该

以身作则，哪怕暂时吃点所谓的“亏”，也要诚实，给孩子竖立好的

榜样。孩子学好很难，学坏却很容易。 做父母的如果说一套，做一

套，那就很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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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给孩子的撒谎行为及时纠正。 孩子的品格大部分情况

下，就是在一点一滴小事中磨砺出来的。 孩子小的时候，您允许他

撒小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害处，但是长大了，他就有可能撒谎害

人。同样，您允许孩子对别人撒谎，他们也就有可能对您撒谎。 

如果我说，我这人从来不撒谎，那本身就是一个谎言。人性中都

有撒谎的倾倾倾倾向，问题是我们怎样约束自己，怎样教孩子约束自己。神

通过圣经给了我们一个牢靠的标准，让我们保持警惕。亲爱的朋友，

希望您也有机会来接触这本圣经。 

愿神赐福给您的全家。 

 

 

 

 

 

 

 

 

 

 

 

 

 

 

 

 

 

 

 

 

 

 

 

 

 

 

 

 

 

 



 27 

English Synopsis  

Teach Children to Obey Parents 
We used to think that “filial piety” is a Chinese concept that you would not find in other 

cultures. Some people fault Christians for failing to be filial to their parents. But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Bible has numerous instances teaching children to honor their parents. As a matter of 

fact, honoring parents is a Biblical concept that is not so much contradictory to the time-

honored Chinese value as it is consistent with it. 
Contrary to the myth in China that Americans leave their parents on their own, I have found, 

from my personal encounters with American Christians, that many of them do honor their 

parents.  Verses for today: Ephesians 6:1-3; Exodus 20:12 

Give Children a Loving Home 
Christians believe in love. And we see the best demonstration of this in their homes. I 

believe families are created to be a loving environment. However, we should not overdo the 
love in a way that kids get spoiled.   

A common mistake parents commit is that they put their children at the center of the family. 

Everything revolves around the kids. It is as if the kids are the bosses. As a matter of fact, 
parents should be the head, and the center of all families. Otherwise, when kids grow old and 

leave their home, then there is trouble in the empty nest.   

There is another common mistake that parents mistake. They both love their kids. However, 

the husband and wife do not love each other. They think they are doing an honorable thing by 
being together “for the children’s sake.” No, learn to love your spouse. Otherwise, your 

children will know. They need your love, and they need the love that permeates throughout all 

relationships in your family. 

Establish Rules for Children 
Chinese often say, without rulers you cannot make good squares. You need rules or 

contracts to correct children’s behaviors and help them to distinguish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This is just like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 “Testament” translates into agreements or 

contracts between God and man.  

The story in the Garden of Eden teaches us a lot about how parents can set and enforce rules 
with their children: 

1. First, tell them about the rules. Do not imply. Make it clear to the children. Do not 

assume anything. You are doing yourself and your child a big favor by simply telling 
them what is expected and what is not. Do not beat about the bush. (God tells Adam and 

Eve not to eat the fruit.) 

2. Rebuke. When kids fail to honor your rules, tell them that they have disobeyed. (God 

immediately pointed out that Adam and Eve disobeyed after eating the fruit.) 
3. Punishment. Kids should accept some consequence as a result of their disobedience. 

(God punished Adam, Eve, and the snake.) 

4. Reaffirmation of Love. Do not give the kids the impression that you do not love them. 
Rather, reaffirm them that you love them, but they should learn to obey. (God sends 

Jesus to reaffirm His love.) 

5. It won’t happen all at once. You need to do this again and again till they learn the ropes. 

You should exercise patience during the process. 

Give Children a Reliable Standard 
Sometimes we as parents like to discipline our children by showing examples of other 

children, or we ask our children to behave a certain way simply because other kids are around. 

Sometimes these standards are good, but these peer examples or benchmarks can be elusive and 

unreliable, creating confusion in the long run.  

If continue to use others as our children’s examples or standards, they might learn to blame 
others for their own failures or mistakes. For instance, if we ask our children not to sc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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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ause other kids are around, they may start to blame the other kids for their bad behavior. 

They might just scream again when you are not around to discipline them. Instead you should 
tell them first and foremost that screaming for no particular reason is simply wrong.  

Parents should try to give more reliable moral and behavioral standards for their children. 

The Bible is full of such standards, it is not your user’s manual as a parent, but it is as close as 

it can get.  
When Jesus asks Peter to follow Him, Peter asks: “What about John?” Jesus told Peter that 

he should do what he should do, whatever John does. 

Teach Children to say Thank You 
The day before my friend Bond left home for college, he gave me a call simply to say thank 

you for the graduation card I sent. I felt touched. A simple word of thanks can make your day. 

We should teach our kids to appreciate people and things in their lives. A thankful heart 
may shape a warm personality.   

In the Bible, Jesus cured many diseased people, but only one of them remembered to say 

thanks to Him. The rest just went away. Wouldn’t it be nice to say thanks to Jesus, to our 
families, to our friends, or even our enemies?  

The expression “thank you” goes a long way…   

Teach Children to Give 
For my daughter, the happiest moment of the Sunday service is when she dropped a little 

money in the contribution bag that was passed along. It made her feel proud and happy. Well, 

the point of this is not how it helps your children feel better. The point is, your children should 
appreciate the value and the need to give.  

In today’s societies, children grow up asking a lot but giving little. These may become a big 

problem when the children go to work, get married, and when they become parents themselves.   
God wants people to be cheerful givers. It is said that it is more blessed to give than to 

receive. People may argue that this may put your children at a disadvantage in today’s 

competitive societies. Not necessarily. Now think about it, if you are a boss, would you hire a 

candidate who is so selfish that he or she does not want to make any sacrifice? And then think 
about the prospect of a receiver’s marriage… 

Give Children an Example 
I read a story from My Daily Bread: One day, a father is walking on the beach with his son. 

He is walking in front with his son behind. Suddenly, the son says: Dad, I am walking in your 

steps! 

Not just on the beach. We as parents have numerous chances to show our kids what kind of 

people we actually are, and your children watch and they may remember that. Parents are a 

great shaping force in children’s growth, and let’s remember that. Our 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our words. Now think. If you tell your kids to study hard, and you never read a book your-

self. How do you expect your children to behave? 

There is nothing so small that you don’t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in your family life. Your 

children observe your words, your actions and your attitudes, and they remember.   

This may not be a bad thing at all, because you can use this as an opportunity to teach them 

good things. Do not think you have a lot of time to do this. Soon they will be off to school, 

where they can find other people that can influence them. So make good use of your influence 

while you can. 

Be your children’s model. Make sure they follow the right steps because of you. 

Teach Children to Resist Temptation 
We live in age that is full of temptations everywhere. You cannot lock up your children in 

back rooms so that they do not get exposed to them. You can develop strategies to help them 

resist the temptations. 

Rick Warren summarizes the mechanism of temptation into four 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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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ire 

• Doubt 

• Deception 

• Disobedience 

Each of these four stages represents a challenge, but there are also many ways to help kids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I summarized some of the things a parent can do to deal with each of 
the four Ds. 

• Desire: help children understand their desires and know right from wrong. 

• Doubt: help children build confidence in resisting the temptations. Often they think 

they cannot resist temptations and they just give up. 

• Deception: help children to develop discernment, and find the right sources of 

information, and good environment to be in. 

• Disobedience: help children to learn obedience from you and other authorities who try 

to try to help them deal with their temptation. 

Teach Children to Overcome Problems 
The weather is not always fine. It sometimes snows. It sometimes rains. Difficulties abound 

as we walk on the journey of life. You cannot deal with all those difficulties for your kids, but 

you can teach them strategies to do this. As a matter of fact, if we handle difficulties nicely, 

they accelerate personal growths.   
When teaching children to deal with difficulties, teach them in three areas:  

• Knowledge: the knowledge needed to deal with situations.   

• Skills: the right skills for the right problems. Goliath is a giant. What does David do? 

• Attitudes: teach children to look challenges in the eye. Do not easily lose heart and give 

up. 

Also, remember, we do not want you to put your children into difficulties. As a matter 

of fact, we cannot expect that they won’t run into them. We, as parents, always want to be there 
for help, but we cannot always do that.   

But we may find some peace in realizing that God is watching over His children all the 

time, anywhere. 

Teach Children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Actions 
We as parents try to baby-proof our children’s environment so that they do not run into 

trouble. But sometimes they run into trouble because of their own will, instead of the 
environment. Sometimes parents fail to teach children to build mental association between their 

actions and the consequences. For instance, some parents curse the floor when their children 

fall. 
There is a consequence for most, if not all, things that we do in our lives. Children should be 

taught this. Sometimes, parents should allow them to suffer (in a healthy dose) for the bad 

things they do. Let them learn that they cannot get away with bad things they do. If they mess 

up, teach them to clean up. Do not clean up for them. 
Once again, someone who does not take responsibilities will be rejected by society in most 

cases. And you do not want that to happen to your children. 

Teach Children to Respect Others 
My daughter came back from her nursery with a pamphlet teaching parents how to teach 

children about respect. This is surely a good thing to have, because you see numerous books on 

building children’s self-respect. 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saw a book teaching children about 
respecting others? 

Christians practice love of neighbors in a broad sense. Other people we encounter may not 

be the same as us (as a matter of fact, they never will be), but we should respect them with their 
differences. This is important especially in a diverse culture. In China, there are all sorts of 

prejudices, people in the city show contempt for people from the countryside, rich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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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pise poor people, etc. I believe that it is high time we teach our children to respect others, 

because God does not intend this world to be the same.   
We adults live in a world full of prejudice, but let’s try not to pass these on to our children.   

That said, we cannot teach children to accept everything from others. We should teach 

children to respect others without sacrificing their own beliefs and principles. 

Give Children Consistent Instruction 
If you are driving at night, you will notice that with two cars driving in opposite directions, 

your sight is greatly obscured when both turn on headlights. The light disables instead of 
enables us to see better because they are shining in opposite directions.  

The same thing happens to parenting. If you try to tell your children one thing, and your 

spouse offers something opposite, the effect of your teaching will be discounted. Your children 

will feel so confused that someday they will turn to somebody else for advice.  
Why does this happen? Because there are many little power struggles in the family. Your 

way vs. your spouse’s way. You try to win, but sometimes, you win and your children lose. 

A better strategy is to develop consistence in your parenting styles. Your and your spouse 
should collaborate. Do not let your ego stand in the way. If your children win, you all win. 

It is important that you find good time and places to resolve your differences—anywhere 

except when you are in the presence of your children. If both of you teach the same thing, your 
children will be led to believe that’s the way things should be. 

But as the Bible has told us, your roles differ in such parental collaborations. Fathers often 

play a more authoritative role, while the wife plays a more nurturing role. But of course this can 

vary with families. You should identify what works best for your family, as long as Biblical 
principles are being used. God knows what is best for your children. 

Teach Children Honesty 
Honesty is still the best policy, even today! God commands us not to bear false witnesses.   

We sometimes find it hard to do. “What about those well-intentioned lies? What about some 

harmless white lies?” Well, no. 

Sometimes we think it is wise to use a lie as a strategy, as an emotional tool, but that almost 
never works. Very often, people start with just one “harmless little white lie,” but pretty soon 

they find they have to tell other lies to make sure the first lie does not get found out.  The truth 

is, the truth will come out. And often you will be embarrassed.  
Children need to learn about the virtue of honesty. You have to be on constant alert and 

discerning whether or when they lie. Do not give them license for doing this. If you allow your 

children to lie to others, soon they will learn to lie to you. 

So what do we do? 
First, we make honesty a house policy; 

Second, we discipline them if they lie; 

Third, we set a good example ourselv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