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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一章 就记载了一个人物，

他的生活有很好的意义、也有崇高的人生的目的，
他的生活有很好的意义
也有崇高的人生的目的
究竟他的生活是怎么样呢？
6 有一个人，是从

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
7 这人来，为要作见证，
，
，
就是为光作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
19 约翰所作的见证记在下面：
约翰所作的见证记在下面
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
问他说：「你是谁？」
20 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
21 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
他说：「我不是。」
「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

每一个弟兄姊妹每天都在生活，有些人就会问 ─
生活有怎么样的意义和目的呢？
生活有怎么样的意义和目的呢
 如果生活是非常有意义的、人生的目的是非常崇高的，
就感觉生活应该是非常的精彩、丰富、踏实
感觉
是非常 精
丰富
实
 倒过来说，生活没有太大意义、人生目的也不怎么样，
也许生活就很平淡、很单调，甚至有些无聊
问题是如果你觉得、甚至相信
 生活是很有意义的、生命也有崇高的目的
 可是发觉每天的生活都是挺单调、挺沉闷的，
每天早上起来刷牙、吃单调的早餐、
坐同样的巴士去办公的地方、
某一个时间吃午饭、下班、回家，
每天都是这样的 复，
每天都是这样的重复，
那你怎么样看你单调、沉闷的生活呢？

22 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
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

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
你自己说 你是谁？」
你自己说，你是谁？」
23 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修直主的道路』，
『修直主的道路』
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
24 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
25 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
也不是那先知 为甚么施浸呢？」
也不是那先知，为甚么施浸呢？」
26 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浸，
但有 位站在你们中间 是你们不认识的
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
27 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
28 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作的见证。
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 约翰施洗的地方作的见证

施洗约翰是神所差来的，他来是要为光作见证。
还有比这更崇高的生命的目的、
比这个人生意义更高深的吗？

耶稣基督神的儿子

他的生活却是非常的简单、甚至沉闷、重复，
 所有 福音书 都告诉我们约翰是住在旷野
 马太、马可福音 ─ 穿骆驼毛衣服、吃蝗虫野蜜
穿骆驼 衣服 吃
蜜
 约翰福音 连他讲的道也简单，
没有华丽的修辞、毫不搞笑、
没有什么很奇怪的例证，
 当别人质疑他的身分的时候，
只能够结结巴巴地说「我不是」
 引用圣经时，很简单引用以赛亚书
引用圣经时 很简单引用以赛亚书
「我就是预备的那一位」

也许 约翰福音 借着施洗约翰单调、沉闷的生活告诉我们 ─
 生活的意义和目的，不一定要借着多姿多采、
生活的意义和 的
定要借着多姿多采
刻骨铭心的经历、生活，才能够可以见证的
 生活的意义和目的，是不必然与精彩的生活有关联的
意
是
精
有关
当然我们也不必要断然否定
一些特别的经历、难忘的体会，
特
毕竟施洗约翰就遇上了耶稣；
然而，施洗约翰在遇见耶稣以前，
在旷野究竟待了多少个沉闷、单调、无聊的日子呢？
忠心、简朴、简单的生活，就是迎接特别时刻的装备，
 特别的时刻、经验固然重要
 托住我们、雕塑我们生命的，
是看
关平 、简单、 聊
就是看似无关平凡、简单、无聊的生活
在重复的步伐里面，我们学会怎样跟随主。

相对于 路加福音、马太福音 的记载，
约翰福音里面的施洗约翰 他的言说 宣讲
约翰福音里面的施洗约翰，他的言说、宣讲，
给我们看起来却有一点平凡的感觉…
 马太福音听他讲道的从犹大的每一个地方、
道
每 个
从约旦河的附近都来去听他，激励很多人
 马可福音所有的人都来听他
 路加福音不同的人到他面前来请教他怎么样生活，
其中有士兵、税吏、一般的老百姓
─
 约翰连讲道没那么吸引人，讲道很简单
 到他跟前来的人要查问他、
审问他的法利赛人代表
 也有一些的门徒，可是不多
有
徒，可是 多
究竟 约翰福音 在这里要讲什么呢？

约翰福音 看到的图画

在简单、重复的生活里面，
我
我们学会怎样当父亲、母亲、丈夫、妻子。
怎
妻
 如果不能在寻常的旷野生活里面走稳脚步，
当狂风暴雨来临时，我们就怯步不前了
 不能在平凡、单调、重复的时间里走好每一天的步伐，
当路过花园时，就忘了该走的道路、跑到花园里去了
 如果我们追随精彩、不甘于简朴，
一定会忘了自己是见证真光的那一个的见证者，
也会忘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生命的意义和目的并不在于生活的亮丽和华丽，
信仰的真确也不在于震撼人心的经验、动力，
 施洗约翰在平凡、重复的生命里，活出意义和目的
 忠心、简朴、单调、沉闷的生命，
忠 、简朴、单调、沉闷的生命，
就是雕塑我们生命的斧凿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黑人还是在受苦的时候，
他们觉得他们的生命没有将来 没有明天 就像在旷野
他们觉得他们的生命没有将来、没有明天，就像在旷野。
一位牧者他们的领袖马丁路德金恩勉励他的同胞：
忠心尽力手上的
忠心尽力手上的工，迎接梦想的来临。
迎接梦想的来临
 如果不能够走好每一天的日子，
梦想真的来到时，我们也不一定能够迎接
 如果有人蒙召作一个清扫街道的清道夫，
打扫街道的时候，应该好像米开朗基罗写画、雕刻，
好像贝多芬作曲子、莎士比亚写诗一样，
打扫这个街道要到一个地步，
连天上众天军也会停下来说：
「有一个人打扫街道，打扫得好棒！」
在寻常、沉闷、单调、无聊、旷野的日子过活，
在寻常、沉闷、单调、
聊、 野的日子过活，
雕塑我们的生命。

我还记得那一天是一个很热的一天，我们按着
会友提供的资料跑到病床旁边 找到这位朋友
会友提供的资料跑到病床旁边、找到这位朋友，
大概停留了十分钟，谈过的内容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十年后我从美国回来在神学院教书，
当年那个教会邀请我回去讲主日崇拜，
讲道完后，在教会的门口跟弟兄姊妹道别，
有一位用两只手大力地握着我，他说：
「孙传道，我很感谢你，我是谁，谢谢你当年来探我。」
他在讲的时候，我有点奇怪，
我记不起这位先生、也记不起曾经去看过他。
后来我想到，1985 一个下午，去做第二个探访，
个下午，去做第二个探访，
没有在我的心里留下特别的印象，
 有点像在旷野里很多谈到的其中的
有点像在旷野里很多谈到的其中的一次
次
 讲什么、我不完全记得，他有没有决志、我也记不起来

1984 我神学毕业，就在一个教会当传道，

不敢说是无聊、不过绝不精彩，
敢说是无聊
过绝 精彩
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坐在办公室，
做一些很简单、很重复的工作，
简单
重复
作
唯一例外的，就是星期四我们去探访。
1985 的夏天，我们早上探访完、一起吃中饭，

吃饭的时候，一个妈妈到我身旁来说：
「宝玲，待会我们吃完以后先别急着回办公室，
我们还要先去探访另外的一个朋友。」
我说：「冯妈妈，我们今天不是已经探访过…」
她说：「我们现在去探的那一位还是没有信的，
是我们会友的朋友，希望我们能够跟他传福音。」
吃完以后，
我就和这个妈妈一起到医院看这位朋友。

可是这位伯伯到我面前来：
「当年我在医院 你来向我传福音
「当年我在医院、你来向我传福音，
后来我信了主、上教会，
谢谢
谢谢你把福音传给我，谢谢你、孙传道！」
音传 我 谢谢
传道 」
我突然间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
我以为我在旷野，我不知道上帝在默默地和我同工！
 当我感觉到很沉闷、很单调，好像没有
很大的意义、没有很大的目的、太平凡了，
不能说明我的呼召、不能说明我的恩赐
 当我沮丧时，原来神静悄悄地
在我身旁工作，与我同工同行、使用我
也许你也在重复、沉闷的生活里面，
我希望你知道 你相信 ─
我希望你知道、你相信
神和你同在！

祷告
亲爱的主，
帮助我们每一位知道、相信 ─
无论我们的生活如何的
单调、重复、沉闷、甚至无聊，
你都与我们同行 你都使用我们
你都与我们同行、你都使用我们，
让我们能作忠心的门徒、
忠心的 证你
忠心的见证你。
奉你的名求，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