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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仰赖上主，我灵期待他的圣言；
我灵等候我主，切于更夫的待旦。
咏 130：5-6

(依55：1-3；羅馬書8：35，37
－39；瑪竇14：13-21)
這個主日的福音給我們講解增餅
的奇蹟。我們會敬佩耶穌的寬宏
大量，因他關懷人們，並供給他
們的需求。
耶穌乘船離開人群，退避到荒野
地方：他想在累人的職務工作之
後，與門徒們一起找個安靜的地
方休息一下。但是人們知悉他們
的動向，便離開城市，徒步追蹤
而來。所以當耶穌一下船，就看
到一大群人。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本能的反應
可能是厭煩，因為我們尋找安靜
的計畫被打亂了。而耶穌則是馬
上放棄自己的計畫，甚至大動憐
憫之心，立即著手治癒許多病
人。
善於同情，在福音中是耶穌的一
個重要特色。他可以迅速感覺到
人們的窘困、需求、與痛苦，而
發出惻隱之心。在瑪竇福音中，
耶穌用了兩次天主借先知歐瑟亞
宣講的話：“我喜歡仁慈勝過祭
獻。”（瑪竇9，13；12，7）。
耶穌知道天父富於仁慈，就將這
天主的慈悲通過自己人性的心，
藉著為一切有需要者服務：“治
癒他們的疾病”來通傳。耶穌來
是為治癒人們，給予人們喜樂和
平安。
傍晚的時候，使徒們對耶穌的同
情心表示不以為然，不過這是按
人的看法；他們對耶穌說：“這
裡是荒野，天已晚了，打發走這
些人吧，讓他們到附近的村莊裡
去買吃的。”這是個善意的推
理：有太多的人，不可能預備什
麼，最合邏輯的辦法就是將人們

都打發走，讓他們自己去應付問
題。人們是自願來的，現在也可
以自己離開，到村子裡尋找必要
的食物。
但是耶穌不同意這種合乎情理的
看法，他對門徒們說：“不需要
讓人們到村莊裡去尋找食物，你
們自己要給他們吃的。”耶穌的
這句話啟發了許多聖人，當他們
看到人們有需求時，他們並不抱
怨，或只為自己著想，反倒是創
立獻身于慈善事業的男女修會，
主動前去關心那些有需求的人。
“你們自己去給他們吃的。”這
一句話，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感
到是對我們講的。當我們遇到有
急需的人們，如果我們要做個真
正的基督徒，就應該為他們著
想，盡一切可能消除他們的窘
迫。
門徒們卻為耶穌這話感到不安，
因為他們不可能給這麼多人吃
的；他們對耶穌說：“我們只有
五個餅，兩條魚。”在若望福音
中安德肋還加了一句：“但為
這麼多的人這算得什麼?。”（
若望6，9）事實上是沒有什麼東
西。因此耶穌的命令似乎無法實
現了。
但是耶穌的推理不同，他對門徒
們說：“你們給我拿來。”然後
命令人們坐下。他拿起五個餅兩
條魚，舉目望天，讚頌了。
這裡我們需要注意一個重要和決
定性因素。耶穌沒有停留在許多
平面的社會工作上，而是採取縱
向：抬眼望天，也就是與天主聯
系。讚頌了，也就是感謝天主。
事實上，根據猶太人的傳統，
讚美天主是指感謝天主。在洗

者若望誕生後，匝加利亞讚頌
天主說：“上主，以色列的天
主，應受讚美，因為他垂顧了
他的子民，拯救了他的民族”
。（路加1，68）同樣我們在彌
撒奉獻禮中也感謝天父說：“
上主，萬有的天主，因你的仁
慈，賜給我們食糧，我們讚美
你。”讚美天主意謂著感謝天
主。
耶穌為那一點點可由他使用的
東西感謝天父，同時也為那因
天主的仁慈將獲得的許多東西
感謝天父。事實上耶穌對天主
的慷慨非常有信心，當他讚
頌的時候，他預知天父定會介
入這個窘困狀態，找到解決辦
法。
然後他掰開餅，遞給門徒們，
讓他們分配給眾人。一切都很
適度的發生：餅塊沒有明顯的
增多，但是所有的人都吃，且
吃飽了，而且最後還剩下比五
餅二魚多的多的碎塊。如此，
天主的慷慨最終變得彰顯卓
著。因著耶穌與天父的共融，
他的祈禱，他的同情心和他的
慷慨，所有的人都有了吃的。
這個的奇跡不只是限於時空的
一個事件，它還有一個更為
深遠的意義：它是聖體聖事的
預像。在最後晚餐時，耶穌也
拿起餅，掰開，祝謝了，遞
給他的門徒，說：“這是我的
身體，為你們而捨棄的；你
們也要這樣做來紀念我。”也
就是說，耶穌的這個舉動必須
倍增。事實上，今天它以越來
越豐富和慷慨的方式被繼續增
多。

耶穌來到世界上為治癒我們的
靈魂，大大勝過治癒我們的肉
體。他來為養育我們的靈魂，
大大勝過為飽飫飢餓食物的人
群。
今天的第一篇讀經，恰恰讓我
們想到精神食糧。先知依撒
意亞反省天主的話說：“凡口
渴的，請到水泉來，那沒有錢
的，也請來吧！請來取用不
花錢，不付代價的酒和奶吧！
。”精神食品不能像物質食
品那樣被買賣：它是天主的恩
賜，在教會內，通過聖事，通
傳給我們，它養育靈魂，賜予
力量，光明和內在的平安。
耶肋米亞先知指出：“為什麼
你們為那些不能充饑的東西花
錢，為那些不能果腹的東西浪
費薪金？”那麼我們為什麼要
為物質方面的東西如此擔憂，
而不為精神方面的東西足夠操
心？
“你們若細心聽我，你們就能
吃到豐美的食物。”這是邀
請我們接納天主的恩賜，事實
上，這恩賜只有一個：來自天
主的愛，它要改變我們的生
命。這愛經過耶穌聖心，在我
們精神渴望的狀態中來到。它
是滋養我們的美妙食物。
我們卻常常忽略這一點，而事
實上我們最深層的渴望正是接
受天主的愛。這是我們的聖召
與使命：我們被造便是為了被
愛和去愛，並與天主與耶穌結
合。
第二篇讀經告訴我們這愛的價
值和力量，聖保祿說：“誰能
將我們與基督的愛分開呢？”

這愛，是一個以絕對有力和不
朽的方式被確保了的價值。
保祿宗徒列舉所有嚴重的可怕
的阻礙：“困苦，窘迫，迫
害，饑餓，赤貧，危險，屠
殺。”他總結說：“然而靠著
那愛我們的主，我們在這一切
事上，大獲全勝。”這裏我們
看到那來自天主，通過耶穌聖
心的愛是何其強大。這是一種
克勝一切障礙的力量，它給我
們能力去轉變在愛中進步時遇
到的一切障礙。
保祿說：“我深信，無論是死
亡，是生活，是天使，還是掌
權者，是現在的還是將來的事
務，是多麼高大多麼寬廣的勢
力，或者任何其他受造之物，
都不能使我們與天主，我們的
主，耶穌基督的愛隔絕。”我
們不只是被動的從天主那裏得
到這愛，而是它能給予我們愛
的能力。這才是我們真正最需
要的食物。在生命中沒有比這
更必要的需求：在任何境況中
都要擁有愛的能力，對一切困
難和需求要常尋找愛的解決方
法。這食物可使我們常常找到
光明和力量把一切情況，即使
是最壞的情況轉化為好的，而
不至於趨向於自私，驕傲，失
望和頹喪。
增餅的奇跡事實上要告訴我
們：天主賜給我們一種食物，
養育我們愛的能力，使我們獲
得勝利，並在我們內注入深刻
的喜樂，因為沒有比慷慨大量
地愛更大的喜樂了。
作者：阿爾貝．范諾怡
耶穌會樞機主教

陈新伟神父默思日记
2020年7月26
你無論求什麽，我必賜個你！
這句話，我們信友們聽懂了
嗎？如果聽懂了，你不會抱怨
天主，爲何天主總是不回應你
的祈求！撒羅滿求了一件事，
得到了上主的歡心。不是長
壽，不是富貴，不是敵人的
性命；他求的是智慧，辨明正
義的能力。他求的是天主的法
律，天主的法律，連金銀千萬
也不能相比。今天我才體悟聖
詠這一句話：你的法律，就是
我的喜樂；你的約法確實美妙
神奇，可以讓一個靈魂通達知
曉。
知道了嗎？怎麽樣的祈禱才得
到天主的歡心？而我們的祈禱
是否是爲了悅樂了天主？我們
還以爲求什麽，就必賜個什
麽，我們也太不瞭解自己的主
人了吧？一個良善的父親也不
是讓自己的孩子要什麽，就得

什麽，如果有這樣的父親，才
真正是你的大災難。
我們該求讓我們的靈魂獲得益
處，讓我們的與主的孩子的肖
像相同，而不是整容，東施效
顰；我們求的是也要懂得效法
主的孩子，不是只效法世界的
孩子；我們求的是也可以懂得
分辨天主旨意的孩子，不是傾
注在本性私欲偏情的滿足。可
憐的世代，都被要求滿足什麽
了？
主說，你們求，但我們知道自
己該求什麽？主說，你們找，
但我們知道該找什麽？主說，
你們敲，但我們是否敲錯了
門？我們不敲靈心城堡，通往
天國的窄門，卻敲了不該進入
的旁門左道！盡管如此，我
們該相信天主的時間，並且相

信，正如大德蘭說的 ，如果
天主不給，意味著我們是可以
不需要的。是的，這就是真正
屬於天主的智慧，這智慧讓一
個本性上帶來的撕裂，立即化
爲祥和。
這是再清楚不過的真相，多次
迷失的以色列子民，因再次轉
向天主，失去的尋回！我在波
蘭世界青年大會那年，有機會
體驗波蘭人民動人的信仰，
在多次國家面臨喪失主權的時
候，因爲對信仰的堅守，失
去的尋回！這種與神同在的經
驗，深刻的埋在了這個國家的
土地上，感動著受苦難的那一
代子民。然而他們的世代將消
失，面對新的世代，所謂共產
帶來人類悲劇的真實樣貌已經
過去，但卻面臨更大的挑戰，

假民主的世代，更是對信仰的
帶來另一種撕裂，肆虐。
歷史好比是人類留在世界這塊
土地上的珍珠；最美的，最大
的珍珠就是天主留給祂子民的
律法，這律法就是天主本身。
正如我們靈魂最大的寶藏，
不是世界財物，而是深埋在其
中的，其實是被遺忘的天主。
當靈魂找回了自己的主人，靈
魂可以捨棄一切的就是這個道
理。
我曾是商人，如果能夠找到一
個致富的商品，真的，商人的
貪婪，讓自己有無法想象的，
駭人的冒險精神。同樣的道
理，大德蘭說，如果你知道主
是如何重要的寶貝，對自己為
主所付出的，將發現那是微
不足道的，即使是痛苦。我常

說，我們常耗盡一切為肉身世
界打拼，卻常常對靈魂所要奪
取的說：好難！做不到！不是
天主不給，最大問題還是在自
己。
多少美麗的山河被商人，這
些真正屬於天主珍珠深藏的
地 方 ， 被 貪 婪 的 心 給 奪 取
了。一個大風暴，一個大洪
流，世界山河面目全非。我
們靈魂内的珍珠如果也一樣
被奪去了，一個失去天主這
塊寶貝的靈魂，也一樣，將
不堪一擊，就如我們親眼目
睹 ， 在 風 浪 中 被 衝 刷 的 大
地。
不要出賣靈魂，屬於天主的
靈魂，你以爲獲得了世界，
其實卻失去了自己最大的財
富。出賣了靈魂，交換魔鬼
的世界，以爲自己得到了世
界，其實卻失去了最大的珍
珠。到時，我們將在火窯裏
哀嚎，咬牙和切齒。

甲年常年期第十八主日：耶稣增餠的奇迹
五餠二鱼的奇迹是圣体圣事的预像

我们求灵魂获得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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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在带领信友诵念三钟经前，
特别谈到当天福音中有关宝贝和
珍珠的两个比喻。他提醒信友们
效法福音中的那两位人物，以“
健康地和孜孜不倦”的态度成为
寻找天国的人。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7月
26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
主持诵念三钟经祈祷活动。念经
前，他向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
的信众著重讲解了当天主日福音
中的前两个比喻，即藏在地里的
宝贝和宝贵的珍珠的比喻（玛十
三44-52）。在这两个比喻中，耶
稣将宝贝和珍珠比作天国，人和
商人找到它后，“卖掉他们所有
的一切，买下当时在他们心中视
为最珍贵的物品”。
教宗说：“透过这两个比喻，耶

稣建议我们参与天国的建设，展
现出基督徒生活和天国的基本特
性：即全然持守天国的是那些愿
意冒一切风险的人，那些勇敢的
人！”
接著教宗讲解道，比喻中的两
个主角卖掉了“他们的一切”
，从这一点“可以明白天国的建
设不仅需要天主的恩宠，而且也
需要人积极配合的意愿”。教
宗指出，“那个人和商人卖掉自
己所拥有的一切，买下更宝贵
的物品，这些都是坚决果断的举
动，永不回头的举动。而且更
重要的是，他们满怀喜乐的完
成这举动，因为他们两人都找到
了宝藏。”教宗进而表示，“我
们蒙召采取福音中这两位主角的
态度”，也就是以“健康地和孜

孜不倦”的态度成为寻找天国的
人。
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要放弃

世俗的安全的重担，因为它们阻
碍我们寻找和建设天国：诸如对
财产的贪恋、对盈利和权力的
渴望，以及只考虑我们自己”。
教宗说：“众所周知，在当今时
代，有些人的生活平庸暗淡，有
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去寻找真正
的宝藏，而是对诱人的但短暂的
事物、对闪闪发光却虚幻的事物
感到满足，这些后来留下的只是
黑暗。”相反地，天国的光不像
转瞬即逝的“烟花”，“天国的
光会伴随你一生”。
教宗清楚指出，天国所给予的“
与世界提供的多余事物和平庸生
活”背道而驰。“天国是宝藏，
它更新每天的生活，扩展更广阔
的视野”。事实上，找到宝藏的
人“拥有一颗有创造力和探寻的

心”，它不走旧路而是不断地探
寻和踏上新的道路，“引领我们
去爱天主和爱他人，真正地爱我
们自己”。教宗说：“耶稣是藏
在地里的宝贝，是一颗宝贵的珍
珠，能带来喜乐，世界上一切的
喜乐：这是发现自己生命意义的
喜乐、在成圣道路上感受到的喜
乐”。
最后，教宗祈求圣母玛利亚“帮
助我们每天寻找天国的宝藏，为
的是在我们的言行擧止中体现出
天主借由耶稣赐予我们的爱”。
乌俄边界地区实施停火
在诵念三钟经后，教宗感谢乌克
兰与俄罗斯边界地区实施停火；
当地从2014年起，激烈冲突不
断。然而，教宗也呼吁达成「实
际解除武装并拆除地雷的进程」

受到教宗近日在三钟经的讲话所启发，圣座平信
徒、家庭和生命部发起一项名为“每位年长者都
是你的祖父母”的宣传活动，旨在邀请世界各
地的青年以温柔亲切的举动关心感到孤独的年长
者。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7月26日主日诵念
三钟经后吁请今天的青年不要忘记自己的祖父
母。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响应教宗的这个
号召，发起一项名为“每位年长者都是你的祖父
母”的宣传活动，旨在邀请世界各地的青年为那
些感到孤独的老人作出温柔亲切的举动。该部会
在一份公告中称，新冠疫情严重打击了年长者，
并切断了已经脆弱的代际关系。然而，遵守社交
距离并非意味著接受孤独和被遗弃的命运。
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在公告中表示，在这
几个月里，许多地区的主教团、协会和个别的信
徒发挥了“爱的想像力”,找到了使教会团体关
怀年长者的途径。该部会也得知青年们通过打电
话、网络和社交媒体与老年人取得联系的消息，
有的甚至还为养老院的客人演奏小夜曲。青年们
如此做是为了缓解年长者的孤独，许多的长者因
新冠肺炎疫情被迫留在自己家中或养老院中。
在这宣传活动阶段里，为了遵守不同国家现行的
卫生规定，圣座该部会敦促青年们关注自己的住
宅区或堂区内最孤独的年长者，如同教宗所吁请
的那样，透过打电话、视频通话或传送一张图片
与他们保持联系，给他们送上一个拥抱。在可能
的情况下，或者卫生紧急情况允许的话，圣座平
信徒、家庭和生命部也邀请青年亲自去探访年长
者，并给予他们一个真实的拥抱。
该宣传活动采用了主题标签 #送上你的拥抱
（#sendyourhug），目的是为了能更好地宣传这

项创举。此外，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将在
其社交媒体@laityfamilylife发布一些最有意义的贴
文。该部会的公告最后表示，它们希望借由这个
宣传活动能够实现教宗方济各的愿望，即他在《
时间的智慧》一书中所说的：“我所渴望的是：
一个有青年与年长者再次相拥的世界。”

近来在美国频频发生破坏天主教
圣堂和信仰标记的事件，美国主
教们对此表示忧虑，指出这是“
一个需要痊愈的社会的标志”。
（梵蒂冈新闻网）破坏天主教
圣堂和信仰标记的事件近来在
美国有所增长：焚烧圣堂、毁坏
基督和童贞圣母的态像。美国
主教团透过主教团促进宗教自由
委员会主席温斯基（Thomas G. 
Wenski）总主教和促进国内正
义和人类发展委员会主席科克利
（Paul S. Coakley）总主教发表

声明，表达了他们的忧虑。
声明写道，这些破坏行为出自“
呼求协助、深受困扰的个别人士
或是寻求恐吓的复仇者”之手。 
“我们正在努力了解导致摧毁这
些受到敬爱和景仰的神圣标记的
原因，对此保持警惕，同时也
为那些肇事者祈祷”。主教们强
调，“美国正处于文化冲突的特
殊时刻，朝向未来的行程该当经
由耶稣和圣母玛利亚实施和教导
的怜悯和谅解”，学会“以谅解
回应混乱，以爱回应仇恨”。

美国主教们提到最近在全国不
同地区发生的破坏事件包括：
在6月份因非裔美国人弗洛伊德
（George Floyd）被白人警察压
颈而死而爆发的反种族主义抗
议浪潮中，立在旧金山的圣塞拉
（San Junípero Serra）雕像被
推倒；7月18日，纽约布卢明堡
（Bloomingburg）圣母升天堂内
为纪念未出生婴孩的纪念碑遭破
坏，上面刻有依撒意亚先知的话
语。
此前的7月初，在伊利诺伊州的罗

克福德（Rockford）圣女伯尔纳
德堂区的十字苦像被锤头击毁；7
月中旬，蒙大拿州的一尊基督的
态像被喷上棕褐色油漆，并用标
语覆盖住，上面写道“你们要反
抗”；此外，7月2日夜间，印第

安州加里市的一尊童贞圣母态像
被砍掉头部。最严重的事件则是
洛杉矶的圣嘉俾厄尔传教站的圣
堂被放火焚烧，它是美国最古老
的圣堂之一，1771年由圣塞拉创
建。

法国南特主教座堂失火
纵火者坦承犯案罪行

教宗三钟经：放弃世俗的重担
我们蒙召成为寻找天国的人

教宗带领信友诵念三钟经。

圣座发起“送上你的拥抱”
关怀年长者宣传活动

“每位年长者都是你的祖父母”海报。

旧金山教会雕像被人推倒。

在法国南特主教座堂失火一个
多星期后，纵火者承认了自己
的罪行。法国主教们表示，这
场火灾令每位信徒感到伤心。
（梵蒂冈新闻网）法国南特哥
特式的圣伯多禄与圣保禄主教
座堂于7月18日发生火灾，中
央管风琴完全被烧毁，彩色玻
璃窗破碎，教堂内部被烟火熏
黑。据7月26日的消息，负责
为该主教座堂锁门的卢旺达籍
义工坦承自己与这起事件有
关。事发后此人被拘捕，继而
获释放。但在进一步的审讯
中，他坦承了自己的所为。估

计他会被判处10年徒刑。
在法国经历了去年4月巴黎圣
母主教座堂的火灾后，人们
对重新进入同样的噩梦感到担
心。法国主教们在发表的公告
中表达了该国所有天主教徒的
心声，指出这座圣殿不仅被视
为宗教遗产，而且也是天主教
信仰的象征，看到它被摧毁令
人感到伤心。南特的这座圣伯
多禄与圣保禄主教座堂建于
1434至1891年间，历时450多
年之久。1972年1月28日曾毁
于一场火灾，经过13年的重修
之后才恢复原貌。

南特主教座堂遭纵火。

美国主教团严厉谴责示威者
破坏天主教圣所和圣物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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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脚讯）槟城教区的神职
人员、修士、执事及修生等，
于7月22日早上在此间的圣亚纳
圣殿，举行教区的年度祝圣圣
油弥撒，由主教施恩天主祭，
并由副主教等7位神父共祭。

本来要在圣周期间举行的圣油弥
撒，因为在今年3月18日实施行
动管制令，以遏制新冠状肺炎的
爆发，致圣油弥撒只得展延，直
至疫情好转，管制放宽，大家可
以在保持社交距离等标准作业程

序下，容许举行较多人参加的集
会后，圣油弥撒才得以举行。
施恩天主教在这项愉悦的圣祭
中，欢迎教区的神职人员于久
别后的第一次聚会。但对于不
能出席的荣休主教薛尔华，怡
保露德圣母堂的伯多禄执事以
及在加拿大的陈赞光神父和其
他因事不能出席的神父，主教
表示都会包括在弥撒的祈祷
中。

施恩天主教说，我们怀着极大
感恩之心来到主的台前，一起
来品味、感觉和观看上主通过
圣油临在我们之间。
他在证道时说，圣亚纳圣殿原
本在7月24日开始庆祝主保，但
因为疫情而不得不关门，不让
公众人士进来参拜。不过，大
门虽关，但圣妇亚纳不会停止
接触其子女，而会继续降福他
们，为他们传求。

接着，施恩天主教解释圣油的意
义，它是天主教特殊的礼物，显
示在圣秩圣事中天主如何藉着圣
油来行动。首先，圣油在圣秩圣
事的作用将产生在领受者身上，
不论他的道德状况、个人的圣
化、准备和祈祷如何。
其次，圣油将让牧人和领受者
都获得恩宠，唯视他或她的个
人圣化而定。而这是领受恩宠
的一种美妙方式。
主教于回顾过去4至5个月的情况
时说，他在猜想神父的牧职在行
动管制令期间发生什么事。神父
的重要任务已经降至三样：留在
堂区；回应教友生病及殡葬的召
唤：作为教友传求力量的中介。
施恩天主教说，神父的另一任务
是在无人在场的情况下单独举行
弥撒，这是代表人民做的。事实
上，这已经是牧职的要素，也是
一个神父的基本召叫。
他说，通过社交媒体，有些神
父还能够使到更多人民参加祈
祷，他为此感谢天主及有关神
父的创新。
主教讲道后，全体神父重发他
们晋铎的誓愿，为主及为子民
效劳。随后，主教则祝圣三种
圣油。
这些圣油将用作新教友领洗，
领坚振及神父晋铎等圣秩圣
事，以及供祝圣新圣堂及为病
人傅油等圣事之用。

（新山讯）甲柔教区博纳德主教
于2020年7月25日发出致圣职人
员、会士及堂区的公函，宣布即
日起取消甲柔教区所有堂区的弥
撒，这是由于参与7月15日教区退
省的甲柔教区神职人员，曾接触
一位来自新山武吉地南的神职人
员，而他于7月25日确诊感染新冠
肺炎。
主教指出，所有弥撒将被取消，
直到追踪接触者结束。弥撒将暂
停直到另行通知为止。教区曾于
较早前在避兰东的活动中心举行
年度圣油弥撒及避静，绝大部分
的神父、执事、修士等神职人员

都有参加。
连日来，所有参加者都到医院进
行新冠检测，多间堂区的神父都
报告检测结果呈阴性的好消息。
卫生总监拿督诺希山于27日指
出，截至26日中午12时，柔佛武
吉地南教会新冠肺炎感染群有12
人接受检测，其中有9人结果呈阳
性。
拿督诺希山说，武吉地南感染群
是在7月25日被鉴定，范围是天主
教会（灵修中心）、跨州宗教活
动及从菲律宾返马的一宗输入病
例。
“卫生部仍在追查柔佛武吉地南

教会感染群的源头。”
另据《中国报》报道，新山爆发
的肺炎感染群已证实为武吉地南
的天主教灵修中心。至今确诊人
数达9人。
该中心已被当局封锁，卫生部在
大门口张贴封锁通告。据称，该
中心有十多人居住，包括三名外
国籍修女，其余为来自沙巴、砂
拉越及菲律宾的女工作人员。
卫生部7月25日公布，有两名非大
马籍确诊病患，染病的相信是一
名外籍修女及一名工作人员。26
日午间，当局再公布7人确诊，包
括6名大马人和一外籍人士。

因参与退省一神职人员确诊 
甲柔教区所有教堂暂停弥撒

（怡保讯）怡保圣米高堂的“Stay 
at Home”要理班，于7月中旬举
行了居家讲圣经故事（小学组）
以及制作圣言作品（中学组）活
动，获得在籍学生的热烈响应。
主办单位从学生参赛作品中选
出“杰出作品”及“优胜作品” 
以鼓励学生们在未来再接再厉，
继续让圣经成为他们生活的良
伴，让圣言融入每日的生活。

小学组评判团代表圣经故事点
评：
七月十二日的圣经主日讲圣经故
事活动，参赛的视频共有35个，
可谓百花齐放，共显主荣呀！真
是可贺可喜。首先恭喜参赛者的
用心与爱心。
因为是圣言传达，所以内容的真
实性，是否根据天主教教导而演
绎的就成为首要考量因素。其次
是学生的创意，咬词清楚，表达
适中。最后参赛者能否恰如其分

的把故事娓娓道出是我们这次的
评审准绳。大体上参赛者都表现
不错。
唯一要注意的是天主教和基督新
教所用的一些词语是有区别的，

例如上帝、保罗......希望日后家长
和学生们多加留意。

中学组评判代表
我很荣幸能够和一支致力奉献的

团队合作，一起发掘了许多具有
天赋的圣米高堂年轻人！恭喜每
一个令此活动达致成功的人！ 我
们是蒙受祝福的！

Stay at Home 要理班代表
当陆续收到学生们的视频和作
品时，我们被孩子们和父母亲们
的用心和付出感动了。我们也
看到天主给了每个孩子不同的塔

冷通，而他们也在活动中发挥所
长。小小年纪就可以为主福传
了。
孩子们的视频，有些更是超乎我
们的想象；有些是父母帮忙录制
和做剪接等等；有些则是小小年
纪就能用手机app做剪接 、特效
等等，展现出蛮有“专业水准”
的作品。
（林秋婷供稿） 

怡圣米高堂要理班学生
圣经故事与作品获好评 

施恩天主教祝圣三种圣油。

（八打灵再也讯）主徒会会士
邓英伟神父将由今年9月1日
起，正式就任八打灵再也圣依
纳爵堂第二副主任司铎的职
务。目前已在该堂担任副主任
司铎的是黄大华神父。
该堂主任司铎兼主徒会马来西
亚会省省会长黄聪颖神父日前
宣布，吉隆坡总主教廖炳坚已
批准这项委任。而这项委任将
有助于堂区的管理工作，以及
他兼任主徒会省会长的额外任
务。
马六甲方面，主徒会会士卢桂
峰神父已于2020年7月1日，出
任马六甲圣方济各堂副主任，
接替卸任的另一位主徒会会士
曾集光神父。

中学组杰出奖1优胜者。

邓英伟神父9月1日出任
圣依纳爵堂第二副主任

邓英伟神父出任副主任司铎。

槟城教区神职人员参加圣油弥撒。

中学组杰出奖2优胜者。

施恩天主教主持圣油弥撒
槟教区神父重发晋铎誓愿



这个日期具有象征性意义。7月
24日是签订《洛桑条约》的日
子，1923年，获胜国以该条约正式
结束了奥斯曼帝国。86年后，成千
上万的人涌向圣索菲亚大教堂，
参加第一次伊斯兰祈祷，其中还
有一些人高举帝国旗帜。
伊斯坦布尔（亚洲新闻）- 入口处
的匾上写着圣索菲亚大清真寺。
今天（7月24日）响起了宣礼，
即呼唤穆斯林到清真寺叩拜真
主。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征服之
后，建造了四个宣礼塔，宣礼员
今天就是在此处召集穆斯林祈祷。
有1000人被允许进入，地上的镶
嵌画被铺上了蓝色的地毯，墙壁
上画有基督教人物的镶嵌画则被
盖上了帘子。出席参加活动的还
有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和土耳其宗教事务局负
责人阿里·埃尔巴斯。
这个日期具有象征性意义。7月
24日是签订《洛桑条约》的日
子，1923年，获胜国以该条约正
式结束了奥斯曼帝国。86年后，
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圣索菲亚大教
堂，参加第一次伊斯兰祈祷，其
中还有一些人高举帝国旗帜。随
处可见奥斯曼头饰，现代土耳其
国父凯末尔·阿塔图尔克（Kemal 
Ataturk）曾于1925年禁止佩戴。
他想要建设一个世俗国家，因

此，将圣索非亚大教堂改建为博
物馆。
今天，埃尔多安领导一个具有浓
厚伊斯兰教色彩的政党，他的政
策显然是新奥斯曼方向。他还担
心经济危机会导致支持率下降。
这便是为何埃尔多决定将圣索菲
亚大教堂重新改建为清真寺。几
天前，他更是称其为「成真了的
童年梦想」。在祈祷开始之前，
埃尔多安诵念了古兰经中的两段
经文，分别摘自古兰经开端章和
黄牛章。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
穆罕默德二世当时似乎也选了这

两段经文。
除了基督教世界之外，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也对这一举动表示遗
憾。圣索菲亚的「皈依」也导致
穆斯林世界分裂。卡塔尔、利比
亚和伊朗对埃尔多安的「大胆决
定」表示祝贺。阿联酋、埃及和
沙特阿拉伯则指责土耳其总统，
利用伊斯兰教来恢复公民的支持
率。
亚洲主教团协会：不可重复历史
错误
亚洲主教团协会主席貌波枢机针
对土耳其将基督信仰圣殿从博物

馆改为清真寺的决定发表声明，
指出“把圣索菲亚大殿改为清真
寺也同样危害宗教或信仰自由、
彼此相爱，以及对差异性的尊
重”。
（梵蒂冈新闻网）我们不可重复
过去的错误，却要推动宗教自
由、彼此相爱和尊重差异。亚洲
主教团协会（FABC）主席，缅甸
的貌波枢机对土耳其将基督信仰
圣殿从博物馆改为清真寺的决定
作出以上评论。枢机表示，“宗
教或信仰自由是众人的一项基本
人权。选择、信奉、表达和改变
自己的信仰，或没有信仰的权利
是每个人最基本的自由”。
貌波枢机强调，这是他“在整个
亚洲为穆斯林、佛教徒、印度教
徒、犹太教徒和所有传统的基督
徒始终孜孜不倦去捍卫的一项
自由。”枢机解释道，“我经常
维护在缅甸受到迫害的穆斯林人
民，我将继续毫不犹豫、毫不含
糊地如此做，因为真正的宗教自
由需要尊重别人的信仰自由”。
然而，“土耳其的决定令我感到
心痛，这并非因为我要否认我的
穆斯林兄弟姐妹享有敬礼的场
所。相反地，我维护他们的权
利，一如我维护所有人的权利那
样” 。
接著，貌波枢机列举了在世界不

同国家清真寺被夷为平地和穆斯
林受迫害的实例，然后强调，“
我谴责了这些不人道的行为”
。不过，“把圣索菲亚大殿改为
清真寺也同样危害宗教或信仰自
由、彼此相爱，以及对差异性的
尊重”。
谈到当前全球性疫情带来的严重
后果，枢机说，“我们应彼此团
结，而非导致团体分裂； 我们必
须放下身份认同政治，抛弃权力
游戏，防止种族和宗教冲突，重
视人与人彼此差异的尊严。我们
必须珍惜多样性并在其中找到团
结的因素”，而不去“重新揭开
伤疤及加剧分裂”。
枢机重申：“我将竭力捍卫每
一个清真寺、每一个犹太会堂
和每一座庙宇，我知道那些为
和平而奋力的宗教领导人也将
为我做同样的事。我们需要的
精神乃是：尊重和捍卫彼此按
照 自 己 的 意 愿 实 行 敬 礼 的 自
由，按照自己的传统表达我们
的信仰，依照自己的良知自由
地改变信仰，但绝对不能被逼
迫，绝对不能受强迫。”
貌波枢机最后总结道，历史上出
现过与征用“神圣场所和建筑
物”相关的“不可言喻的痛苦”
，“我们不可重复历史的错误。互
惠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美德”。

垒固（信仰通讯社）—在缅甸克
耶邦首府垒固几公里外的圣女小
德兰小堂服务的皮尤斯∙坎神父
向本社表示，“堂区包括五个村
子。这里共有560个家庭，绝大
多数都是基督徒，天主教徒也很
多”。坎神父在基督徒占人口三
分之二的这座小镇服务四年了，
天主教圣堂林立在佛教寺庙和清
真寺之间。“我们与所有宗教团
体的关系都非常好，这对保持对
话是十分重要的”。
缅甸全国通报了350例Covid-19
，这里仅发现了一例。但仍然保
持紧急状态、高度警惕。坎神父
表示，“为了遵守政府的防疫措
施，我们每次举行弥撒圣祭时，
只有五名教友参与”。“我每个

月都到村子里走访，现在，只有
在急需临终傅油圣事时我才会出
去”。
现年三十八岁的坎神父曾在意大
利蒙萨学习。“学习意大利语
用了一年的时间，然后四年的神
学……。我很愿意回到意大利，
为那里的缅甸移民团体服务。但
我不想去大城市。我喜欢像这里
这样，可以与教友们建立起真正
的直接关系”。他的小堂区还有

一所学校，17名贫困家庭的学
生在堂区的支持下读书学习。坎
神父告诉我们，“我们正在兴建
一座新堂”。
他还向我们介绍了几个月以来
的封城等，尽管政府旅游部已
经批准恢复正常活动了，但商
贸活动仍然十分有限。这一地
区以“长颈族女性”著称，她
们 从 小 就 在 颈 部 套 上 银 环 ，
这是一种原住民文化。传教士
们曾经为铲除这样的风俗斗争

过，现在，基督徒的村子里已
经废弃了这种风俗，但边远山
区 泛 灵 教 泛 滥 的 地 方 仍 然 沿
用。
历史和传说都见证了首批传教
士们的艰辛：一位传教士甚至
被关在猪笼里，因为是当地人
第一次见到白人……。信众把
这些事件搬上了戏剧舞台，传
教 先 锋 的 艰 难 历 险 记 让 我 们
看到了痛苦、磨难，甚至是殉
道。同时也是希望、感恩的标

志，感谢他们勇敢地将信仰、
将福音的种子带给了垒固。

卢德·刘易斯修女在巴基斯坦新
冠病毒大流行期间照顾受到感染
的病患，自己也不幸染上病毒，
于7月20日去世。她毕生为最弱
小者服务，被誉为巴基斯坦的“
德肋撒姆姆”。政府表彰她的美
德，颁给她今年度的“民事勋
章”。
（梵蒂冈新闻网）巴基斯坦基督
君王方济各女修会的卢德·刘易
斯（Ruth Lewis）修女荣获今年度
的“民事勋章”（Civil Award）
。这个在巴基斯坦最重要的奖项
由总统颁发给国民，表扬他们的
高贵品德。卢德修女被誉为巴基
斯坦的“德肋撒姆姆”，她在护
理21位感染新冠肺炎的青年时也
受到感染，于7月20日去世。
卢德修女在国家的公民社会中是
一位享有盛名的人物，也是巴基
斯坦天主教徒的骄傲。她照顾病
患达51年之久，即使在最卑微的

工作上也如母亲那样尽忠职守，
例如为病患清洁和清洗、换尿布
等。信德省政府在颁发勋章的信
中列举了卢德修女的诸多爱德工
作，赞许她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社

会中最弱小的群体。
在这次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
巴基斯坦受到感染的人数超过27
万，死亡人数则超过5000名，其中
也包括卢德修女。这位修女在她
于1969年与另一位修女创办的“平
安之家”去世，该机构也得到了
一些恩人和政府的帮助。
卢德修女在这个“平安之家”实
现了她的“梦想”。她生前从不
间断地服事他人，即使在夜间也
守候在年轻病患、严重智障和
残障病患的身旁，不让他们感到
孤独无助，她甚至与这些病患同
住在一处，中间只用一块帘布隔
开。她就在这个家里护理20几位
受到新冠肺炎感染的病患，而且
自己也受到感染。卢德修女将街
头的流浪者领回家，鼓励他们克
服自己的限度。此外，修女也帮
助病患参与体育和艺术活动，为
他们奉献一生，直到最后一刻。

埃尔多安参加「皈依」伊斯兰仪式
圣索非亚大教堂改为清真寺

缅甸山地村子基督信仰加强
在“长颈族女性”中开花发芽

巴基斯坦的“德肋撒姆姆”
卢德修女荣获“民事勋章”

卢德·刘易斯修女遗容。

成千上万的人挤在圣索菲亚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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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颈族女性”仍保留传
统习俗。

7月23日，北京教区发布《关于
有序恢复开放教堂与举行礼仪
庆典的决定》的公告。公告中
说道，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响应级别已下调为三级
响应，北京教区所有堂区和祈
祷所，在区级相关政府部门评
估许可后，本着防护第一、弥
撒优先的原则，将从7月27日（
星期一）零时起，有序分阶段
地恢复宗教活动及圣事礼仪庆
典。
同时，公告也希望教友们在圣
堂恢复开放，圣事恢复举行的
特殊时日，务必配合堂区制定
的各项制度、须知及要求，事
先预约，有序进堂。此外，公
告也对教友进堂提出了以下要
求：佩戴口罩，测量体温，出
示健康码及预约码等。
此前，北京教区曾于6月8日发布
公告，表示将从6月10日起陆续
恢复开放各圣堂。但因6月10日
和6月11日，北京地区突然新增

多例新冠肺炎确诊案例，该教
区又于6月12日发出自6月13日起
暂停教堂开放的通知。想必这
次发布的于7月27日起重新开放
圣堂的通知，教友们定是期待
已久，且心中万分激动。
然而，放眼全球，还有很多地
方因新冠疫情影响，教堂处于
关闭状态。让我们为新冠疫情
得以平息、全球各地圣堂都能
早日恢复开放祈祷！

因突增多例新冠被停
北京圣堂月杪恢复开放

北京王府井天主教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