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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 

 

妻子：梅好 

丈夫：魏来 

朋友：安萍 

其他：可用真名实姓  

 

第一部分 

 

音乐 (music)：深沉，忧伤, 迷失 (dark, sad, lost) 

场景： 梅好和魏来家 

 

梅好正在炒菜。 

魏来下班回到家。 

魏来：“我回来了。” 魏来看了梅好一眼。 

梅好：“噢。” 梅好继续炒菜， 看也没看魏来。 

魏来脱下外衣，挂在衣帽架上。拿着他的书包径直走向计算机，开始上网看中文。 

梅好回头看了魏来一眼，失望的叹了一口气，并轻微地摇摇头。 

梅好（端着炒好的菜向餐桌走去） 

 

梅好独白： 

你看到了吗，这就是我的家，一个死气沉沉，冷冰冰的家。唉！  

 

这位是谁？室友？比室友糟糕多了。室友，谁也不用伺候谁。这，天天给他洗衣服，

做饭，也得不到一句感谢。对了，他就是我老公。 

 

您瞧，他这副德性，回到家就把电脑一支。这个家除了他那台电脑，就没有他关心的

事儿。 更别提到厨房来，跟我说说话，帮个忙啥的。 

 

梅好重重的把菜放到餐桌上。 

 

以前可不是这样的。我们俩，是移民来的加拿大。刚来头两年，他上学，我在面包店

打工。每晚回到家，他都会跟我讲他在学校看到或听到的事，我呢，大事儿，小事

儿，有意思的，没意思的，也总是和他唠唠叨叨，叽叽呱呱的。后来他毕业了，也顺

利的找到了工作。我呢，也不用那么辛苦地打工了，重新回到学校，学了个我喜欢的

专业。我俩整天有说不完的话。那时候我们住在租来的一室一厅，简单的不能再简单

的几件家具，生活真的有点苦，也挺累，可是，就是这间又小又简单的小家里却满满

的都是我们的快乐，和有时间就腻在一起的我们。 

 

再后来，我也毕业了，找到了一份还不错的工作。很快，我们的日子过得就越来越好

了，买了房子，买了车。可就是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家就变成了现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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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他抱着计算机狂看，关心中国大事，关心世界大事，比联合国秘书长还忙。我的

电视剧也是看了一部，又一部。我们各忙各的，互不打扰，有时候家里安静的出奇，

连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我们的话越来越少了，除非不说话，一说话就不对路

子，铿铿锵锵的，吵得天翻地覆。唉，真希望可以回到过去，现在，唉，这不是我想

要的，这样的日子过得真没意思，唉。 

 

梅好高声说“吃饭了。” 

 

魏来慢慢地，依依不舍的离开计算机，走到饭桌前，一看桌上什么都没有，有些情绪

地对梅好说：“饭不是还没做好哪吗！” 

 

梅好一听，后背一下就挺直了，一边把炒好的菜盛在盘子里， 一边没好气说：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应该把菜摆好，把饭添好再请您了喽！” 

 

魏来：“我可没那么说。你要帮忙就直说，何必拐弯抹角的！” 

 

梅好“难道你就不能主动的来帮帮忙吗？你也上班，我也上班，我挣的钱也不比你

少，凭什么你下班就有资格坐在电脑前，什么都不管，还得让我伺候你？” 梅好重重

的把菜盘放在桌上。 

 

魏来没好气地说：“什么叫你伺候我？以后你要不愿意做就别做。” 魏来也把筷子重

重的摔在桌子上。 

 

梅好阴阳怪气的说：“那行啊！从明天起，你自己做！” 

 

魏来没铿声。 

 

梅好又理直气壮起来：“不铿声了吧。你说，从结婚到现在，哪顿饭是你做的？要是

指着你，早就喝西北风了。” 

 

魏来：“喝西北风也比这样好。天天就是吵吵吵，有意思吗？” 

 

梅好：“没意思。” 

 

饭桌摆好。梅好阴阳怪气说：“老爷，饭已经摆好了，您请用吧，慢慢吃，别咽

着。” 

 

魏来瞪了梅好一眼：“你少废话” 

 

魏来坐下，端起碗开始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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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好也坐下，端起碗：“什么是废话？难道我说错了吗？” 

 

魏来：“得得得得。。。。这饭还让不让吃？你还有完没完？” 

 

梅好把刚端起来的碗重重的放回桌子上，生气的说“天天吃气饭，早晚得死于胃

癌。” 

 

魏来瞪起眼睛：“你说谁哪？” 

 

梅好也瞪起眼睛：“说我自己。” 

 

梅好生气地站起来，拿起大衣，穿上，没好气的说：“您请自己慢慢的，好好的享受

吧！” 

 

梅好打开门，往外走。 

 

魏来“你去哪儿？” 

 

梅好头也不回的说：“不用你管！”重重的关上门。 

 

音乐 (music)：深沉，忧伤，迷失，寒冷 (dark, very sad, lost，very cold) 

场景： 浑暗的大街 

 

梅好一个人幽幽地在街上走着，浑暗的街灯就象她的心，冷飕飕的天气使得她把大衣

又紧了紧。她无助的抬起头来，望着黑乎乎的夜空，委屈地问：“过去的幸福，甜蜜

和浪漫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我的婚姻现在成了痛苦，折磨和困扰？ 我该怎么办？  

 

这时，迎面走来一人，“小梅。” 

 

梅好抬起头，“安萍姐。” 

 

安萍关切地问：“怎么一个人散步？为什么不叫魏来陪你？” 

 

梅好没铿声。 

安萍：“瞧你这委屈样儿，又和老公吵架了？”安萍友好地拉着梅好的手。 

 

梅好无奈地说：“我们俩是两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这种日子过得真是没劲透了。

真的，安萍姐，有时我真觉得我连继续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真想干脆放弃了。唉！

要是有谁可以帮帮我就好了，可有谁又能帮得上哪！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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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好突然意识到，抱歉地说：“哎，安萍姐，别留你在这听我发牢骚，你快忙你的去

吧。” 

 

安萍没走，反而轻轻地搂着梅好的肩，非常温柔地说：“我还真认识这么一位可以帮

到你的，他以前也帮过我们，而且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帮助我们呢。” 

 

梅好半信半疑地问：“真的吗？那是谁呀？” 

 

安萍肯定地说：“耶稣。” 

 

唱：“有一天 – 盛晓玫” 

 

梅好迷惑的，灰心地说：“安萍姐，你说的虽然很好，可我们家的事真的是无药可救

了。” 

 

安萍继续搂着梅好的肩，非常自信的说：“耶稣能让我们家重归正途，也一定能让你

们家起死回生。” 

 

梅好没作声。 

 

安萍继续热情地说：“我们教会今晚刚好有关于夫妻沟通方面的团契活动，你跟我一

起去。” 

 

梅好想拒绝：“可我不信教。” 

 

安萍：“没关系，去听听呗，可能会对你有帮助呢” 

 

梅好反正也不想回家，就轻轻地说：“那，好吧。” 

 

梅好和安萍一起往教会走。 

 

梅好：“安萍姐，你家许大哥也上教会吗？” 

 

安萍：“去。他今天要加班，要不他一定去。” 

 

安萍从包儿里掏出个笔记本：“你看我带的笔记本就是为他带的。他让我做好笔记，

等回家在向他传达。” 

 

音乐 (music)：轻松，愉快 (relaxed, pleasant) 

场景： 教会，弟兄姐妹们在摆放椅子和诗歌本。 

需要九位弟兄姐妹参与，* 根据你教会的团契形式自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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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萍：“大家晚上好。” 

一个姐妹：“安萍来了，你家老公哪？” 

 

安萍：“他加班。对了，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 

 

安萍把梅好领到众人前：“这是小梅。” 

 

梅好微微地向大家点点头：“大家好，我叫梅好，梅花的梅，好人的好。” 

 

一姐妹热情的一边与梅好握手，一边说：“你的名字真好听，梅好，美好。欢迎你来

参加我们的活动。” 

 

其他人也一一来热情的与梅好握手，表示欢迎。 

 

梅好真希望自己的情绪可以好些，她强打精神，强装笑脸的与和她握手的人说着谢

谢。同时，梅好有点好奇，悄悄地打亮着这些人，心想：“怎么他们看起来都象安萍

姐一样的轻松，愉快，一副不识人间烟火的样子。老天爷真不公平。” 

 

人路路续续的来齐了。一位弟兄招呼大家，安萍拉着梅好站在她边上。 

 

这位弟兄(主席)说：“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聚会，那我们今天的活动

现在开始。照惯例，首先欢迎新朋友。今天我们有一位新朋友，她有一个非常好听的

名字。让我们来欢迎她，并请她做下自我介绍。”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梅好，安萍也鼓励地凑向梅好：“没事，简单地说两句就行。” 

 

梅好看看安萍，怯怯地站起来：“大家好，我叫梅好，梅花的梅，好人的好。我是和

安萍姐一起来的，谢谢。” 

 

大家一起鼓掌，有人大声说：“这名字真好听。”“你父母真会起名字。” 

 

唱“爱的真谛” 

 

团契部分：分享夫妻吵架十诫 （九位弟兄姐妹 + 安萍 一人一句说并简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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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爱我们的家” 

 

梅好走向前伤心自言自语：我也想爱我的家。如果幸福的家庭需要两个人去珍惜，去

宽恕，去付出，而我又如何能做到这些呢？这里的人看上去那么高兴，对人那么亲

切，难道他们说的这位上帝真能改变一个人，真的能改变我的生活吗？ 

 

音乐 (music)：希望 (hope) 

场景： 浑暗的大街 

 

从教会出来，梅好的心情明显地好了很多，她跨着安萍的胳膊慢慢地走着。 

安萍问梅好：“小梅，你觉得讲的怎么样？” 

 

梅好想了想：“挺有道理的，但我觉得做起来不太容易。尤其是吵起架来，哪还有什

么道理，什么艺术。不过，我喜欢你们唱的歌，我很感动。你们那儿的人看起来都那

么温柔，那么平和，你说，你们教会里的夫妻都不吵架吗？” 

 

安萍：“那你觉得我和我们家老许哪？” 

 

梅好颇有感慨地说：“你们俩多好呀。什么时候看见你们都是手牵着手的晒幸福。” 

 

安萍看着梅好非常认真的说：“是啊，现在的我俩真的是很幸福。” 

 

梅好：“我就很羡慕你们。” 

 

安萍：“其实我们以前没这么幸福。最痛苦的那段时间我想到过离婚，甚至是自杀。

可是为了孩子，死也不行，离也不行。真的，痛苦就象一座沉重的大山。我们的朋友

在中间帮我们调解，没用，找心理咨询，没用。该试的方法都试了，全没用。我们就

这样彼此折磨着，没一天好日子。 

 

梅好：我和魏来现在就是这样，彼此折磨着，又有什么意思，两个人都痛苦，还不如

干脆离了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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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萍：离婚哪有你想像得那么容易。孩子怎么办？父母怎么办？ 后来有一天，我看到

一篇文章上说：‘要想离婚，找律师，要想和好，找牧师’，我觉得挺有意思。后来

刚好我的一位同事邀请我去教会，因为不想待在家里，就答应了，心想，没准找牧师

真能行。 

 

梅好：牧师有这么大的本事，可以挽救死亡的婚姻吗？ 

 

安萍：其实呀，不是找牧师，而是上帝。我第一次去了教会。这样一去，就再也没离

开过。我们的情形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我都不记得了。先是大吵改小吵，小吵改

不吵，改成商量，讨论，改成能看到对方的优点。这中间，老许也来了教会。现在我

非常清楚的知道，其实，真正解决问题的钥匙就掌握在上帝的手里。当我的心门被上

帝的钥匙开启，我看到了我的骄傲，自大，也看到了我对家庭和对另一半的亏欠，真

的很惭愧。 

 

梅好：我想，我也可能又骄傲自大的一面，可是，我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改变什么。 

 

安萍：其实人都是非常软弱的。当我们回到家里，不在需要任何伪装时，人的罪性也

会随之暴露无遗，而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我们的婚姻。上帝是爱的源头。在我被上

帝爱着的过程中，我发现我看事务的眼光开始变了。以前老许那儿那儿在我眼里都不

对劲，后来竟变成看他那儿那儿都不错。这种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想想真是又好笑，

又不可思议。 

 

梅好认真地听着：许大哥人就是很好。 

 

安萍继续说：“从谈对象，结婚，生孩子，到现在，这二十几年一路走来，到今天我

们才真正品到爱情的甜蜜，尝到了幸福的甘甜。今天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着神的爱和

恩典。圣经上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

全。’” 

 

唱：恩典够用 – 盛晓玫 

 

安萍：“心情好点儿了吗？” 

 

梅好：“好多了，谢谢你，安萍姐。” 

 

安萍：“到家了。别再吵了，啊。” 

 

梅好轻轻地点点头。 

安萍：“心里要还是不痛快，可以和上帝说。上帝是听祷告的神。” 

 

梅好：“谢谢你，安萍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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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 (music)：思考 (thinking) 

场景： 梅好和魏来家 

 

梅好轻轻地打开门，看到魏来坐在电脑前，本已转好的心情一下就荡然无存，她摇摇

头，心想：“没救了。” 

 

魏来见梅好开门，马上说：“回来了。” 

 

梅好不愿意答理魏来，没铿声。 

 

魏来继续说：“你去哪儿了？正想着要去找你呢。” 

 

梅好没好气儿地说：“想着？能想得起来找我？” 

 

梅好指着电脑，讽刺着魏来：“我不回来不是正好，有电脑陪着你，海阔天空的，多

长知识，多好呀。” 

 

魏来没答腔，转回头继续打电脑。 

 

梅好把大衣挂好，然后闷闷地走进卧室。心里烦透了，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她想起

安萍的话：“心里要还是不痛快，可以和上帝说。上帝是听祷告的神。” 

 

梅好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缓缓地跪在床前，微微地扬起头，轻轻地闭上眼睛：“神

啊，你真的会听我的祷告吗？你真的爱每个人吗？我不想吵架，我想过快乐的生活。

神啊，你听到了吗？我觉得好累，请你帮帮我吧。” 

 

唱：上帝听祷告 

 

第二部分 (part two) - 几个月以后 

 

场景： 梅好和魏来家 

 

梅好正在炒菜，一边哼着歌，一边轻轻地随着音乐摇摆着身体。 

 

菜炒好了，装盘，梅好端着这盘菜，随着音乐，踏着舞步，跳着，转着，把菜轻轻地

放在餐桌上。红白格的桌布配上一支开放灿烂的巴西菊，再加上两菜一汤，看起来即

浪漫又有情调。梅好坐在餐桌旁，看看手表，说到： 

已经6：30了，魏来说，六点钟就到家的。这要是在以前，我肯定已经生气了，可是我

发现自己现在对魏来有很多忍耐和理解了，我也不像以前那样那么容易发脾气了。和



 10 

安萍姐去教会已经快一年了，上帝的话使我有很多改变。教会里的一个朋友告诉我，

其实丈夫在外面可能表现得很坚强，但是，内心却可能很脆弱。他们需要妻子不断去

鼓励，去赞美，去担待。你们说呢？趁等魏来这功夫，我干脆读一段圣经。（林后5：

17－19） 

 

门开了，魏来回来了。 

梅好合上圣经，抬起头。“回来了。” 

 

魏来：“啊，今天有点塞车，要不早到家了。” 

 

梅好非常好心情的边说边走向魏来，接过魏来的包，并把包放在电脑桌旁。“快去洗

手，吃饭。” 

 

魏来把大衣挂好，一边去洗手，一边问：“饭做好了，你今天的动作够快的。” 

 

梅好自豪地说：“那当然。我还做了你的最爱呢。” 

 

魏来问：“麻婆豆腐”？ 

梅好：别告诉我你不爱吃面条。今天我心情好，给你做了手擀面。 

 

梅好过去拖魏来：“快点，快点。” 

 

魏来被梅好拖着走向餐桌，“什么好事呀，这么兴奋？” 

 

梅好把筷子递给魏来，笑眯眯地，“我要是告诉你，你得夸夸我。” 

 

魏来接过筷子：“那就快说吧，让我好好夸夸你。” 

 

两人开始吃饭，魏来帮梅好夹菜，梅好则眉飞色舞，神采飞扬的，连比带划地说：

“你还记得那个让我痛苦万分的程序吗？” 

 

魏来：“天天听你说，怎么不记得。怎么？解决了？” 

 

梅好喜孜孜地点点头：“嗯。” 

 

魏来兴奋地放下碗，把手举向梅好：“快，快，High Five.” 

 

两人象小孩一样击掌，“yeah.......” 

 

魏来自豪的一边点头，一边冲着梅好说：“我老婆真的是很聪明，再来，以饭代酒，

祝贺你，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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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好与魏来碰碰碗：“其实也不能全归功于我，是上帝点拨了我一下。” 

梅好继续眉飞色舞的说着：“昨晚你都睡着了，可我怎么也睡不着。这个程序就象和

我捉迷藏一样，一会儿钻出来让我思考，好不容易把它从脑子里赶跑了，一会儿又钻

出来，都12：30了，我还是睡不着 。后来我就作了个祷告，我跟神说：‘神啊，这个

程序已经让我头疼好几天了，请你帮帮我，也请你让我今晚有个好的睡眠，明天好精

力充沛地再和它叫劲儿。’完了我就真的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好。今早开车上班的

路上，我正在听早间新闻，说加元又涨了，我还正高兴着呢，加元又能多换点人民

币，到时回国花多好。唉，突然，我的脑子就好象被谁调了频道一样，那个问题又回

来了，不过，很奇妙，很快就有一个我从没想到的方法在我脑子里跳跃着。我就顺着

这个思路往下想，一个意想不到的方法就被构思好了。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激动，真想

赶快飞到单位。到了单位，顾不上和同事打招呼，也顾不上喝咖啡，email也没去

check，坐在电脑前，迫不急待的把我脑子里的idea输入电脑。在按回车那一刻，你知

道我有多紧张吗？我还做了个深呼吸，一按，‘Bingo’。当我看到正确的运行结果，

我都没法跟你形容我有多高兴，多激动，真的就象有无数的butterfly从我心里往外

飞，那感觉太棒了！ 你说上帝厉害不厉害，还懂计算机程序呢。他还真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无所不能。反正我是相信上帝是真实的，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魏来避重就轻地说：“你也不错呀，也很聪明呢。” 

 

梅好：“我承认我是有点小聪明，但是上帝绝对是有大智慧。” 

 

两人聊着，吃着。 

 

梅好看看手表：“呀！我不能再和你聊了。我得快点儿，还要去教会呢。” 

 

魏来：“今晚你们干吗？” 

 

梅好一边扒着饭，一边说：“圣诞晚会” 

 

魏来：“噢。” 

 

梅好放下碗，看着魏来：“你今晚和我一起去吧。” 

 

魏来：“你们那些人我又不认识，还是你自己去吧。” 

 

梅好：“安萍姐和许大哥你不认识？他们肯定去。安萍姐还在我们小组里夸你呢。说

你有多么多么的帅，多么多么的里外一把手，所有人都特想见见你的庐山真面目呢。

再说，你平时不去教会，圣诞节，怎么也得去一次吧。老公，就陪我去吧。 

 

魏来想想：“那，好吧。那你就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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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好快快地往嘴里扒着饭，含含糊糊地应着：“ok,ok.” 

 

魏来思考着：“我穿什么去你们教会呀？” 

 

梅好满嘴是饭：“你穿什么都够帅。就这身就行。” 

 

魏来马上说：“那怎么行，我可不能给你丢脸。” 

 

魏来放下碗，站起来，：“我吃好了，去换衣服，你也快点，要去就别迟到。” 

 

梅好见魏来去换衣服，侧身向观众，说到：上帝真是奇妙，安萍姐的家庭小组一直在

帮我给魏来能够信主祷告。圣经说：信道是从听道开始的。不听怎么能信呢？不去教

会怎么能听见呢？没想到，上帝能藉着圣诞节这个机会让魏来和我一起去教会，真是

太好了！  

 

魏来回到餐桌旁：“你看，怎么样？” 

 

梅好看着西装笔挺的魏来，夸张地瞪大眼睛，张大嘴：“天哪，太恐怖了。” 

 

魏来疑惑地问：“有这么难看吗？” 

 

梅好“不是难看，是太帅了。” 

 

魏来有点不好意思地拽着袖子：“真的？” 

 

梅好把最后一口饭扒完，站起来：“不行，不行，我也要打扮打扮，要不该配不上你

了。”梅好跑着去换衣服。 

 

魏来： 

 

你看到了吗，这就是我的家，一个温馨的，舒适的，充满情趣的家和一位非常可爱的

妻子。 

 

以前我们吵呀，打呀，闹呀，现在回过来再看，真是一点意思都没有。按照梅好的话

说：“圣经上说，夫妻结合，就从两个独立的个体合成了一体。既然我们俩是一体，

那还争什么呢？谁赢谁输又能怎样呢？”这话有道理，对不对。 

 

其实从理性上我对信上帝还有一些疑问，但是因着信上帝所带给梅好的改变，带给我

们这个家的改变，和那些发生在梅好身上的许多不可思议，无法解释的事，真的让我

无法从感性上甚至是理性上拒绝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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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梅好轻快地走向魏来，跨上魏来的胳膊，歪着头，笑眯眯地冲着魏来：“怎么

样，够圣诞吧，这样，我们就很相配了吧？” 

 

梅好：老公，出门之前，我想对你说，谢谢你对我一直的包容，忍耐，我会好好珍惜

你，珍惜我们的家。 

 

唱：最珍贵的角落 – 赞美之泉 

 

 

第三部分 (part three)  

场景： 教会，弟兄姐妹们在为婚礼做准备。 

 

梅好和魏来都打扮的特别漂亮和精神，梅好还淡淡地化了装，俩人手牵着手，有说有

笑的，轻松地走来： 

 

梅好：“今天，我们要结婚了，是二婚。哈哈。。。。” 

 

魏来：“嘿，严肃点。是这样的，今天教会要举办一次特殊的婚礼，是为象我们这样

以前没有在上帝面前立过婚约的夫妻补办的婚礼。” 

 

梅好：“自从认识上帝以后，我们才真正懂得，我们两的关系是应该以顺服神为前

提，在他的爱中我们才可以好好地彼此相爱。” 

 

魏来：“我现在真的很爱我们的家。” 

 

梅好：“我也是，” 

 

梅好和魏来：“我们愿意让上帝作我们个人和我们家的主。” 

 

梅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 教会自创 

主持人：“请大家起立，友情今天的新娘们和新郎们入场。” 

音乐：婚礼音乐。 

 

牧师：互读誓言。 

 

唱：盟约 

 

牧师：“交换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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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蜡烛。 

唱：幸福纪念日 – 邰正宵 

 

牧师的结束语 

 

结束 

合唱：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