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出人生的候诊室

每次医护人员进来叫走的总是别人；这意味着，我
还得等；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呢？

时间：2016 年 4 月 24 日



经文：诗篇三十二 7-9；诗篇八十六 11；诗篇二十三；约
书亚记一 7-9；马可福音九 23；腓立比书四 13……



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的人生有时候是
不是好像一间候诊室？



序


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跨出人生的候诊室。

我们一直坐在那里等啊、等啊等，等的甚至有些麻
木了，自己也说不清楚自己到底在等什么。



- 我们心里有很多的苦毒，心态很扭曲，跟父母的
关系很不好，我们希望能够走出过去的阴影，能够



大家应该都有过在候诊室等待的经历。



每次去看病，坐在候诊室里等待的滋味其实不是很

和好如初地跟亲人相处，面对他们，但是我们不知
道该怎么办，或者我们等待着对方先跨出第一步；
我们一直在等待。

好受，是不是！？




周围都是陌生人，而且还是病人，不知道该跟他们

别人、背叛了别人，心里充满仇恨和委屈；我们不

谈些什么，甚至不知道眼睛往放。


- 别人伤害了我们、背叛了我们，或者我们伤害了

希望一直怀着这些仇恨和委屈生活下去，但我们不

身体已经很不舒服了，但还得老老实实地坐在那里

知道该怎么办；我们一直在等待。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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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未来有很多的期望和憧憬，希望有什么东

- 我们可以把责任推卸给别人，认为他人应该、必

西能够确保我们的未来，让我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勇

须为我的心态、状况和处境负责，而自己却变得越

气；我们一直在等待。

来越消沉和被动。


- 我们努力地找工作，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得到

- 我们坐在那里等，一直把自己定义为受害者；抓

的一直是拒绝和失望，时间久了，我们慢慢都不知

住一切的机会，给众人分享自己悲惨的故事，为要

道自己想做什么、能做什么；我们一直在等待。

得着别人的关注和怜悯。

- 我们预备进入婚姻，心里却有很多的疑惑，对婚



……

姻没什么安全感，看多了别人的婚姻，我心里又期



岁月流逝，生命一天天过去了，我们仍然麻木地坐

盼又担心，谁能保证我的婚姻万无一失呢！？我们

在那里等。

一直在等待。




……

更糟糕的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很多时
候我们更本就没有意识到，原来我们只是坐在人生



不知不觉，我们在人生的候诊室里等待了很长时间，

的候诊室里等待，我们在毫无意义的等待中消磨时

没有什么进步、没有什么得着、没有什么新的看见、

间、打发光阴，生命却不知不觉地从我们身边溜走。


没有什么改变……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在等待。

别人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看得出来，但我们
却无法真正地看清楚自己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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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时候我们很希奇地问别人：









- 你既然心里有这样的感动和看见，为什么不现在

如果我们观察一、两岁的小孩子，我们会发现他们

开始行动呢？

很喜欢动，对周围的一切都很好奇，他们的生命充

- 你为什么不找机会跟父母谈一谈呢？你为什么不

满活力。

站在父母的角度来思考这些问题呢？



小孩子总想探索、征服和改变自己周围的小世界。

- 其实这并不都是别人的错，你也应该反省一下自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了疼痛、伤害、失望、

己，不是吗？

挫折、打击……，我们就会面临一种试探：放弃主



- 你找工作为什么不更积极主动一些？

动，把自己关闭和萎缩在人生的候诊室。



-……



我总能看到别人悲剧的原因所在，但不太容易面对



望什么。


自己生命中的种种问题。


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

麻木、消极的等待会让我们越来越深地陷入抱怨、

呼召我们进入生命的喜乐，主耶稣也呼召我们勇敢

苦毒、指责和自责当中，越来越没有信心和激情去

地走出去。


改变，甚至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了。


一直在等待和观望，也不知道自己在等待什么、观

当然，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每一个人

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呼召我们进入生命的喜乐，耶
稣基督的福音就是呼召我们勇敢地走出去。



生命状况都各不相同，但是，我们必须不断地问我
们自己的问题是：我们只是麻木、迟钝地在人生的

因为福音是关乎生命的好消息，每一个世人都应该
听到福音。

候诊室里等待，还是勇敢地跨出人生的候诊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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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八 18-20 说：天上地下所有的
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

望……铸成一座牢固的监狱，自己把自己关闭起来。


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 有时候我们毫无理由地对别人有极高的期望，别

主耶稣的呼召很清楚：你们要去；主耶稣对门徒的

人根本无法满足我们的期望，但这些期望却不知不

呼召不是：你们要等待，等到世界更好一些、更合

觉地成为我们生命的监狱。


适传福音的时候再出去，或者等待世界来找你



- 有时候我们用过去的负面经验、伤害、挫折、绝

- 有时候我们承受了过重、过多的打击，对生活的

们……

勇气已经消失殆尽，不敢再跨出新的步伐，连梦想

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不应该只成为原点上正确、完美

的激情和能力都没有了。

的标准，而耶稣基督的福音需要被传讲出去，让万



- ……

民都知道神爱世人、耶稣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



我们只是坐在生命的后诊室等待，感受不到生命的

架上、三日后从死里复活的好消息。

意义和价值，看不到前程在何方，甚至不知道自己



因此，耶稣说：你们要去。

到底怎么啦……



当然，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生命当中



常常有需要耐心等候的日子。


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知不知道，初代
教会的基督徒被称为“在路上的人”？



但我们今天所说的是那种只在自我当中打转，在郁
闷、犹豫、无事可为……中不断消沉下去的等待。

基督徒是在路上一直往前走，去亲近神、亲近人、
改造自己生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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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不是让我们成为呆滞的人，信仰不是让我们成



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如此：

为消极等待的人，而信仰、而耶稣基督的福音让我



- 首先心里开始好奇：真的有神吗？神真的在乎我、

们行动起来，赐给我们清晨的翅膀。






爱我吗？我真的可以认识神、向神祷告吗？


神在圣经中一步一步地将自己启示给我们，神也会
一步一步地在信仰的道路上带领我们。

疑惑的事、伤心的事、突如其来的事……，我们开

我们会在人生的道路上经历新奇、惊喜，即便在艰

始询问：这些事情为什么会临到我的身上？我到底

难的岁月里，我们也能经历神的眷顾。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我

我们可以将我们自然生命的成长与属灵生命的成长

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到底是什么？……


作一个比较：




- 我们经历愉快的事、奇妙的事、不可思议的事、

- 圣经的话语引导我们思考，圣经的话语安慰、劝

我们自然的生命与属灵的生命都是一步一步成长起

勉和提醒我们，一句话，我整个人被圣经的话语所

来的。

得着。


首先来到世上我们都是婴儿；接下来的一站就是幼

- 直到有一天，耶稣基督的福音挑战我们，我们应

儿园；在接着就是小学、中学、高中和大学；青春

该将生命的主权全然交托仰望在神的手中，我们需

期的时候逐渐离开父母；成人了开始承担各样的责

要信靠神。


任、选择职业；时候到了，也在各种友谊、感情和

- 我们开始祷告，我们尝试着更多地明白圣经里的

关系中寻找自己的位置；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

话语和启示，我们寻求在查经班和教会与其他的弟

直到有一天我们慢慢被取代，情愿或不情愿地学习

兄姐妹沟通、分享、一起在信仰上成长。

放下、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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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渐地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不能没有耶稣，我
们的生命再也不能没有了圣经、祷告、教会……



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当我们走出人生的侯
诊室，踏上信心之路后，我们到底会经历什么？



- 有时候我们的属灵生命在不知不觉中成长，我们
都没有注意到，或者没有刻意去留意；但有时候我

我们至少会经历三点：神的教导、神的鼓励和神的
能力。

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很显著，我们心里很渴望神的话
语，很渴望更深地认识神、亲近神、经历神、遵照

神的教导

神的话语而行……



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都是圣灵在我们心



在信仰的道路上，神会教导我们，这是第一点。



神的心愿就是要我们信靠神而活、为荣耀神而活、
为祝福众人而活，神要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活着，因

里作工的结果。


为神是创造我们的主，我们被神造的。

神一步一步地带领我们走出人生的侯诊室，让我们



经历有神同在的生命。


的生命也应该是有方向和目标的，就是与神永远的

即便我们有时候走错了，得罪了神，我们也可以重

同在的生命。

新悔改归向神、信靠神。


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存在是有意义和价值的，我们

一位著名的德国神学家如此说：即便我们离弃神、



远离神一千步之遥，因着神的大爱和怜悯，我们只

诗人大卫在诗篇三十九 5 写到：耶和华阿，求你叫
我晓得我身之终，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

需一步就能归回神。

命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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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大卫也在诗篇九十 12 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
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的生命负责和交账。


好多时候我们只是一天一天地活着，并没有意识到
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的生命是有终结的时候。



圣经希伯来书九 27 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
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圣经告诉我们，人的智慧在于规划自己的人生时能

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神将十诫赐给我们，十诫是

有这样的看见和意识：我们人生的方向和目标是什

神的圣洁标准，神的十诫就好像我们生命的栏杆和

么？我的生命应该向谁负责和交代？走到人生终点

扶手，使我们的生命不致迷失方向，远离神。


的时候，我将会如何看待和评价我自己？……


死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神的面前为自己在地上

但是，神的十诫也让我们明白，我们永远无法靠着

我无法理解，有些人真的从来没有思考过今生死后

行为在神的面前称义，我们永远无法达到神圣洁、

的去向问题，一切都无所谓，反正死了就死了，我

良善的标准。

还管它死了去哪里。






还有些人认为，死了就一了百了，完全解脱了，不

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当神的教导临到我们

管我现在怎么活，死后上帝为我预备的就是天堂和

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明白和意识到，我们终其一生

福乐。

都无法靠着自己所行的或者所放弃的能在神的面前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圣经却给我们

站立得住。


清清楚楚的教导，我们地上的生命是神所赐的，神
期望我们按照他的心意而活，为此神甚至将他的独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福音，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
督的救恩对我们如此宝贵！

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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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救赎主；耶稣使我们与神和好；

耶稣也在约翰福音十 27-30 说：……；我的羊听我

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被称为义，因为耶稣替我们成

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

全了律法； 耶稣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因为耶稣

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

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们应该承受的罪和刑罚……

们夺走。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

因此，我们可以悔改归向耶稣！我们可以信靠耶稣！

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走。我与父原为一。

我们可以将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我们可以让耶稣
成为我们个人生命的主和救主！……


神的鼓励

耶稣全然地接纳我们！耶稣完全赦免我们！耶稣用
自己的尊严遮盖我们的羞辱！耶稣以自己的话语亲
自吸引和带领我踏上回家的路、永恒天家的路！



耶稣是神悦纳我们、拯救我们的原因、凭藉和保证！



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十 11-15 说：……；我是好牧



信心之路上我们得到的第一点就是：神的鼓励。



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之久，最后站在约旦
河边上眺望，对岸就是神应许给他们的流奶与蜜之
地。



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

但就在这关键的时刻，以色列民以及他们的领袖们
开始怀疑和胆怯。

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了，就撇下羊逃走。狼



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

神就约书亚记一 7-9 如此鼓励和劝勉以色列民的带
领人约书亚：……；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

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

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

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

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

为羊舍命。

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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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

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

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

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
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

神的能力

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
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
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



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经历的第三点就是：神的能力。



当我们走出人生的侯诊室，踏上信心之路时，我们
不仅能够经历神的教导和神的鼓励，而且我们还能

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经历神的能力。

诗人大卫王也在诗篇二十三 4 如此赞美神说：我虽



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

林多后书十二 9 甚至如此赞美神说：他对我说：

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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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

耶稣在马太福音的最后，耶稣告别门徒们升天，给

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门徒们大使命时，也重复强调了旧约圣经中“神的



同在！”


神以他荣耀的能力覆庇我们，所以，使徒保罗在哥

一位父亲来到耶稣的跟前，请求耶稣医治他被污鬼
俯身的孩子：……；你若能作什么，求你怜悯我们，

马太福音二十八 18-20：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

帮助我们。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



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

耶稣回答这位执着的父亲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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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圣灵内住在我们基督

结束语

徒的心里，因此我们可以藉着神所赐的能力、奉主



耶稣基督的名作成许多的事情：


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我们基督徒可能积极主动

- 我们可以带给他人安慰、平安、和好、医治、提

地跨出人生的候诊室，去迎接神，离开圣人的候诊

醒、劝勉……


室，去接受神的医治。

- 他人身体和心灵上的疾病因着我们的祷告而得到



医治；


- 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却成就在我们的生命里；



- ……



关于这一点，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四 13 清清楚楚地

这是一句何等落地有声的宣告！



我们再想想使徒行传记载的保罗的生平，他是如何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经历神的教导、神的鼓励和
神的能力。



- 我们可以走出去，靠着神的恩典和能力与我们无
法相处的人去和好、原谅他们、请求他们的原谅、
接纳他们、帮助他们；

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藉着今天的证道，我



- 我们可以走出去，靠着神的恩典和能力迎接新的
人生阶段、新的挑战、新的关系、新的使命、新的
人……；虽然我们没有得到保证，我们所行的一定

从扫罗变成保罗，他之前是迫害基督徒的，他无法

会成功，我们却有一个永远不会改变的保证：主耶

理解和接纳，为什么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呆子，相信

稣告诉我们：“我必永远与你们同在！”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一名罪犯。但后来保罗却宣告，
要在凡事上信靠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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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或许我们心里有很多
的感动，感受到神的呼召和提醒，我们应该走出人

的某些事奉，为神在查经班和教会摆上，我可以具

生的候诊室；我不能再这样活下去了，我不能再这

体地跨出一步，去尝试、去寻求；我还在等什么？


- ……

悬而未决的事情；我还在等什么？



最后我们以一首赞美诗歌结束今天的证道：脚步。

或许我慕道很久了，我可以跨出那最后的一步，主



赞美诗《脚步》：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

样等下去了，我到底在等什么？






- 或许我心里一直有感动，想参与教会或者查经班

神提醒和呼召我们，处理好一些我们心里犹豫不定、

动地接受耶稣基督我们个人生命的救主，相信耶稣

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蒙福的

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是救世主、是世界万物的

道路。求你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

创造者，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从

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

死里复活；接受洗礼，见证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奇

走在旷野地，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

妙作为，我不需要变得更好才成为基督徒，我能做

靠你，我只要更多顺服你，凡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

的更好的，主耶稣其实早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成就

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

了！我还在等什么？

中都将变成祝福。

或许我心里对某人有负担，我就可以主动地开始跟


他建立关系，使我的负担成为真实的使命；我在等
什么？

阿们！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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