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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的盼望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谁也没有想到新冠疫情会拖这么久，未来会

持续到什么时候，我们都不知道。随着亚省疫情的反复，我们的明天充满着不确定

性，孩子们九月份上学，家长们可能心里满有压力。我们坦诚，压力和忧虑是在的，

但我们需要在这疫情中找到盼望。一位著名的心脏科专家说过，“希望是我所用过

的最多的药物，希望几乎可以治愈所有的疾病！”另一位医生说，“如果你让一个

病人相信，不再有希望，实际上，你是在他的棺材上多钉了一颗钉子。”有位精神

科医生说过，希望能诞生身体上和心灵里的健康，而绝望会耗尽一个人的生命。我

们有能力处理压力、沮丧和痛苦，只要我们感受到希望，就能走过最艰难的时光。

当希望不在了，我们就会放弃。基督徒的盼望从何而来？尽管今天的新闻不断地告

诉我们，事情越来越坏，但当我们抬头仰望天上的神的时候，神所赐的信心和盼望

能带领我们超越环境。我们相信上帝，他必定带领我们走出新冠疫情的困境。对上

帝和他话语的信心，会引领我们在疫情中始终怀着盼望。 

雅各书 5：8 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You 

must be patient, keep your hopes high，for the day of the Lord’s coming 

is near. 

原来坚固我们的心，是源于神赐给我们的盼望。是的，只要我们心怀盼望，

我们就能坚持住，在最困难的时候，在疫情中，我们仍然能勇敢前行。 

第一，我们满怀盼望，因为我们知道困难是暂时的，不会永远持续。我们

基督徒需要有天上的眼光、永恒的眼光。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困难终将会过去，无

论我们正在经历什么，无论在怎样的处境中，无论是怎样的问题，所有这一切都是

暂时的。没有任何问题会永远存在，即便是一生之久的问题，比如长期病痛，都不

会带进永恒中。任何问题都是暂时的，不会永久持续，而且相比起永恒，这些实在

很短暂，容易处理。就像我曾经经历过孩子的脑部手术，当时是天难地难，暗无天

日，但几个月后，也就完全过去了。如果我们知道问题总有一个结束，我们更容易

去面对和处理，当我们调整眼光后，我们会慢慢意识到神在这些困难中有他让我们

学习的功课。 

雅各书 5：10 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

能忍耐的榜样。Take the old prophets as your mentors, they put up 

everything, went through everything, and never once quit, all the time 

honoring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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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告诉我们，以前的众先知是我们众人的榜样，他们经历了一切困苦，忍

受了一切困苦，从来没有想过退却，时时刻刻在荣耀神。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痛苦，

不是永远的，都是暂时的，都会过去的。求神帮助我们效仿他们的脚踪，凡事忍耐，

凡事盼望！的确，新冠疫情持续的长时间超过了我们的想象，我们当然不想它持续

这么长时间，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要超越这个处境，专注永恒，因为我们不但活在

当下，我们也活在永恒中，更实际一些，让我们少花一些时间去看那些新闻，更多

地读圣经，更多地祷告，神会帮助我们改变态度，提升我们对未来的盼望。 

哥林多后书 4：18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

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我们所看见的是物质世界，比如房子、花草等等，这些都会朽坏，会死亡。

我们所看不见的非物质世界，却会持续到永恒。我们不能看到上帝，他是永恒，我

们也看不到我们灵性的生命，但会持续到永恒。如果我们不想活在沮丧、灰心失望

当中，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角度，不要整天和人谈论这些让彼此沮丧的新闻、消息，

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建造彼此属灵的生命，彼此扶持，彼此代祷，顾念自己灵性的生

命、永恒的生命，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活在盼望中。 

第二，我们满怀盼望，因为上帝会使用困境让我们得益处。今天我们遇到

的问题都是暂时的，而且上帝会使用这些，让我们得益处，就像我们熟悉的那伟大

的应许。 

罗马书 8：28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

意被召的人。 

当我们经历困境、网罗和各样的软弱时，我们虽然一方面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求神助我们渡过这困境，但另一方面却晓得这些遭遇并不是徒然的，都是对我们有

益处的。神许可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是例外的，一切临到我们身上的事，都会相互

引起效用，叫我们得着益处。神是鉴察人心的神，当我们存心爱神，我们一生的遭

遇都必有美好的果效。 

而雅各给了更详细的解释，专门强调了特殊的益处，上帝可以利用新冠疫情，

培养我们的品格，帮助我们成长，生命更加成熟。 

雅各书 1：2-4 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3 因

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4 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

缺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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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在现今的试炼中，求神赐给我们患难中的喜乐，在信心中始终仰望神、

倚靠神，信心通过试验，就能生出忍耐，可以应对任何的事情。良善的天父他会使

用这些不好的事情，成就他的美意，让我们的生命生出美善的品格。 

是的，在这疫情中，可能我们没有感觉到我们心里的力量与刚强在成长，反

之，我们可能一直觉得很累、很疲倦，精力耗竭。但以后，当我们回头看这些事的

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些事情正在改变我们，让我们变得更强壮，我们也在建立信心，

扩张我们生命的境界。我们在世上的目的，是预备我们的永恒，换句话说，今世是

为了永世在预备，今生只是热身，只是彩排，不是正式的演出。我们今世最多一百

岁，但在永恒里，我们会活无数个千亿年，那是我们真正的盼望。 

哥林多后书 4：17 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

荣耀。These little troubles are getting us ready for eternal glory that 

will make the troubles seem like nothing. 

这至暂至轻的苦楚，就像什么都没有一样。以后在天堂，我们可能会想，当

时我们为什么那么傻，一点点的小麻烦竟然让我们痛苦得死去活来，太不划算了！

而上帝不变的心意是要用这些困境成就我们永恒的好处。 

第三，我们满怀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情绪失控没有任何意义。当我们的情

绪不断被外界环境所牵引、所困扰，最终只能对我们造成负面的影响，绝不会带来

任何的益处。我们在新冠疫情中痛苦、压抑、愤怒、担忧或者抑郁，对我们有任何

意义吗？不，这些负面情绪只能让我们的处境更糟糕，让人更加难以忍受。在疫情

中，我们看到很多极度愤怒的人，他们对政府生气，对医疗官员生气，对那些不愿

戴口罩的人生气，他们生气自己无法正常上班，孩子无法上学。但这些有用吗？生

气有用吗？我们负面的情绪能改变任何的事情吗？其实这些最终只是让自己和身边

人更加地悲惨和痛苦。 

雅各书 1：19-20 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各人要快快

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20 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 

人的怒气，永远不能成就神的义。易怒、痛苦、暴躁，与神的性情相违背，

怒气来自于人，盼望来自于神。怒气也不能让那些无法控制的事得到控制，但盼望

却给我们力量去克服一切的困难。随着新冠疫情一再拖延，一再持续，我们很容易

将我们的沮丧甚至怒火发泄在我们身边人身上。尤其，我们现在大多数人都宅在家

中，我们的家人一不小心就成了我们怒火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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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书 5：9 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

在门前了。 

这对我们每人都是特好的警告，上帝就站在我们门口，他正听着我们讲话，

他要审判我们的行为和话语。在这疫情中，感谢神，我们教会没有人感染，我们其

实没有受伤，但我们却有愤怒和埋怨！但问题是，这个疫情不是我们孩子的错，也

不是我们配偶的错，我们为什么要跟他们发脾气呢？为什么向他们埋怨呢？我们需

要更清楚地意识到，生气和埋怨没有任何的意义，绝对无法让新冠疫情快点结束。 

的确，当事情没有朝着我们预想的方向发展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发怒，产生

各类的负面情绪，让我们时时提醒自己，负面情绪永远无法解决问题，只会产生更

多的负面效应，而且会耗尽我们心中的盼望和力量。我们的信心是要让我们充满盼

望，当我们感觉无望时，想想困难是暂时的，上帝会使用这些成就我们的益处，情

绪失控没有任何意义。 

第四，我们满怀盼望，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喜悦我们信靠他。我们相信天上

的父神，将盼望放在上帝身上。就像现在，我们还看不见事情能够解决的时候，我

们的信心和盼望特别重要。没错，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但我们信靠父神，他会

喜悦我们，他会向我们微笑。我们作父母的都知道，孩子能给父母最大的鼓励和赞

美，就是毫无保留地相信父母，“爸爸，妈妈，我永远相信你们，我知道你们要给

我最好的。尽管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经历这些，但我相信你们永远是好的，会一直

照顾我。”当我们对父神有这样的信心和态度时，父神会向我们微笑。就像亚伯拉

罕，经历很多的困境和网罗，他并不知道所有事情的答案，却始终毫无保留地相信

上帝。在这疫情中，我们同样有很多的问题没有答案，我们还能毫无保留地相信上

帝吗？亚伯拉罕很多时候不知道，上帝为什么、何时、何地、怎样在他的生命中工

作，但他相信上帝是良善的，他爱上帝，他信靠上帝。 

雅各书 2：23 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

得称为神的朋友。 

你愿意成为上帝的朋友吗？你愿意和上帝有着如此亲密的关系吗？你愿意全

然信靠上帝，让上帝当你是义人，当你是朋友吗？我们可能认识上帝，但可能从来

没有想过我们会成为上帝的朋友。当我们愿意像亚伯拉罕一样信靠上帝的时候，相

信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效仿主耶稣的脚踪而行，我们就

成为了上帝的朋友。如果我们笃定地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朋友，今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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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新冠疫情中，我们还需要担忧、害怕吗？是的，即便这新冠疫情将我们所有的计

划打乱，我们仍然信靠上帝，仍然满怀盼望。 

第五，我们满怀盼望，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会再来。这是我们永恒的盼望，

主耶稣会在某天再来，尽管我们不知道是哪天。 

约翰福音 14：2-3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

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3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

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 

这是主耶稣的应许，他是信实的，绝不废弃他的应许。主耶稣复活升天是为

了在天堂为我们预备地方，他还会再来。我们不知道那日子，但我们知道现在离那

日子越来越近了。当主耶稣再来时，他要建立公平、公义的国度，将所有的不公不

义全然弃绝，他会医治所有的疾病，他会审判所有敌挡他的人，他会奖赏那些全然

信靠他的人。当我们感受到沮丧、泄气、灰心的时候，当我们所有的计划受阻，感

觉这世界恶人掌权的时候，让我们牢记神的话语、神的应许。 

雅各书 5：8 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You 

must be patient, keep your hopes high，for the day of the Lord’s coming 

is near. 

是的，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让我们恒心忍耐，坚固我们的心，满怀信心

盼望，等候主来！ 

第六，我们满怀盼望，因为我们知道现今不是故事的结局。现在的疫情，

现在所有的不明朗，都不是结局，我们仍在故事中间，最后一章还没有到来。通常

在所有故事的中间，情况很糟糕，很混乱，很复杂，模糊不清。在现在的疫情当中，

所有的事情似乎都带着不确定性，工作不确定，生活不确定，娱乐不确定，上学战

战兢兢，教会正常聚会也有着不确定性，总之未来就是不确定，所有的都不确定。

所有人都在问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到正常？如果永远都恢复不到以前的正

常生活呢？如果我们永远回不到疫情之前的生活中呢？我们能够坦然面对吗？如果

我们从此就生活在一个新的世界里，我们该做什么？答案其实很简单，将我们的盼

望放在上帝那里！我们不是将盼望放在自己身上，放在媒体上，放在工作上，放在

政治上，放在疫苗上，而是将盼望放在上帝身上。记得，这不是故事的结局，唯有

上帝知道结局，上帝没有启示给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安然地敬虔度日。是的，我们

不知道明天将如何，但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就像约伯的家庭、世界和生活完全坍

塌时，在故事的最后，上帝亲自地显现，恢复他一切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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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书 5：11 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

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 

上帝关心我们每一个人，上帝对约伯所做的，我们相信上帝也会对我们这样

做吗？上帝关心约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他也关心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如

果我们相信上帝关心我们，他连我们的头发都数过了，我们当然可以信心满满地期

待将来的结局。无论我们现在的境况如何的糟糕、混乱，这只是我们生活的一小部

分，只是永恒的序幕，我们仍然可以信心满怀地期待着整场，期待故事的终局。是

的，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满怀盼望，尽管我们不明白现在所发生的所有情况。 

第七，我们满怀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有天我们会得到永恒的奖赏。在永恒

中，上帝给我们奖赏，上帝在圣经中已经一再应许过了，特别是在人生的苦难和困

境中，我们仍然信靠上帝的时候。 

雅各书 1：12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

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我们正在新冠疫情的试验之中，当我们经过恒久忍耐、通过试验之后，我们

会得那生命的冠冕，永恒中的生命冠冕，那是永恒的奖赏，天国的奖赏，那时我们

会永远与主一起，同享永恒的福乐。现在我们有限的头脑实在无法想象，上帝为我

们预备了什么，哥林多前书 2：9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

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神为我们预备的，超过了我们所能理解的，因为

我们的理性就是如此的局限。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和天国相比，现在所有对天堂

的描述，都是不足够的，因为天堂一定会比我们想象的更美、更好、更伟大。我们

将来的奖赏不可思议，如果我们愿意在试验中，在完全看不清前路的时候，全然信

靠上帝，我们就能笃定拿到那奖赏。 

哥林多前书 9：25 凡较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

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 

在人间的比赛中，人们会得到不同的冠冕、奖杯、奖牌，时间久了，这些奖

品最终慢慢朽坏，人们也不再记念。曾经在奥运会颁奖台上象征荣誉的花环，很快

凋谢、死亡，无法再用。今天人们也不那么容易记得十年前、二十年前的奥运冠军

了。但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所得的冠冕是会持续到永恒的，是会记载在生命册

上的。 

彼得前书 1：6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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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我们正面临试炼、痛苦、疾病的折磨、死亡的威胁，但我们不要放弃，

抬头望天，仰望主耶稣。是的，我们是要面对人间的痛苦、疾病等等，但这只是一

会会时间，在神的眼中，是至暂至轻！ 

罗马书 8：18 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

意了。 

是的，现在的苦楚，和将来的荣耀简直无法相比。1956 年，五位年轻的美

国宣教士，在南美洲厄瓜多尔丛林里，全部被奥卡人用长矛刺死，年仅 29岁的 Jim 

Elliot 是五位殉道者之一，他为了福音的缘故，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亚马逊丛

林中的人们。他的那句名言，永记史册！“为得到那不会失去的，而付出那不能

保有的，这人一点也不傻！”我们今生的生命，今生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不能永

远保有的，但那永恒的冠冕，却是永不会失去的！拿今生一定会失去的生命去换那

永恒的冠冕，绝对有意义！ 

我们今天思考所有的事情，需要带着属天的眼光，从永恒的角度去思考。现

在人间痛苦的时光，和将来天国无法形容的美善，绝对无法相比！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将你的盼望放在哪里？将盼望放在人间的领袖，可以

一下子解决你所有的问题吗？机会渺茫，没人可以！将盼望放在你的家人身上，他

们可以吗？他们其实和你一样彷徨！将盼望放在环境中，希望一夜之间瘟疫止息，

疫苗出现，所有人皆大欢喜？机会同样渺茫！你的盼望是好的，除非你放在正确的

地方，太多人将希望放错了地方，唯一值得你信靠和满怀盼望的只有上帝。盼望我

们每人都能和上帝建造亲密的关系，选择毫无保留地相信他，将全部的盼望放在上

帝身上。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疫情中，我们是可以满怀盼望的，因为我们知道现

今的困难是暂时的，不会永远持续。上帝会使用困境让我们得益处，而且我们情绪

失控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喜悦我们信靠他，主耶稣有天会再来，现

今也不是故事的结局，将来我们会得到永恒的奖赏。 

当我们活出盼望的时候，让我们将盼望带到人群中去。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个

温情故事。 

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加拿大的餐饮业遭到重创，许多餐馆难以为继，纷纷倒

闭关店。终于前不久，作为安大略省重开的第三阶段的一部分，渥太华的酒吧和餐

馆开始提供扩展服务。7月 13日，位于渥太华的 Wellington Diner餐厅收到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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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顾客的 1500 加元的支持，其中 500 加元是给服务生的小费，1000 块是给餐馆老

板的。老板感动的都快哭了，在推特上分享了这一温情故事，这笔小费给餐馆带去

了希望和温暖。7月 17日，位于渥太华 Findlay Creek 的 Jonny Canuck’s餐厅员

工同样惊呆了，就在他们重新开业的第一天，一位名为 Ken Molnar 的老顾客来到

餐馆，就餐结束准备支付账单时，他问服务员，是否听说了一家餐馆收到 1500 加

元小费的事情。服务员表示听说过，实在很温情，实在很加拿大。这位顾客说，

“我不打算给你 1500 块，因为我要给你 1600 块小费。”服务员震惊得目瞪口呆，

起初她以为是开玩笑，没想到竟然是真的!这位老顾客当天支付 98加元的账单，追

加了 1600 加元的小费。我深信，渥太华这样的故事并不会停，愿大家怀着盼望和

温情一起挺过疫情中的幽暗! 

我们作为天上的国民，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找到盼望，祷告我们成为上帝的大

使，将盼望传递给身边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