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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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15：1-6；21：1-3；希11
：8，11-12，17-19；路：2
：22-40）
教會在聖誕節後的第一個主日
邀請我們慶祝納匝肋的聖家。
我們的家庭也應按照天主的召
叫成為聖的，好相似這個家庭。
兩篇讀經說到亞巴郎，為使我
們首先瞭解，子女是天主的美
好恩賜。家庭是天主給的恩
賜，在家庭中夫妻彼此相愛，
然後從愛中繁衍子孫，因而家庭
參與了造物主的尊嚴。事實上，
聖經上為指出子女的誕生，正是
用了“生育”這兩個字。天主給
人這一卓越的尊嚴，使人同他一
起成為生育子孫的人。在創世紀
中我們留意到，當我們的祖先的
第一個兒子誕生時，厄娃說：“
我賴上主獲得了一個人。”（創
4：1）厄娃的這句話表達的是，
她參與了天主生育兒子的工程。
第一篇讀經讓我們看到亞巴郎滿
心憂鬱，因為他沒有兒子。他年
紀已老，他的妻子撒辣也同樣。
因此他們失去了有子孫後代的希
望。當上主對亞巴郎說：“亞巴
郎，你不要怕，我是你的盾牌；
你得的報酬必很豐厚！”亞巴郎
跟天主抱怨說：“我主上主！你
能給我什麼？我一直沒有兒子；
繼承我家業的是大馬士革人厄里
厄則爾。”
此時，亞巴郎感到的滿心憂鬱是
他未留下後裔便要離開這個世
界。天主給的所有恩賜在他看來

似乎徒勞。的確，每個人都極渴
望把所得到的恩典傳給子孫，亞
巴郎卻無這個可能性。他提出的
問題：“我主上主！你能給我什
麼？”，意思是說：“上主，你
的恩典不能使我滿足，因為我不
能把它們傳給子孫。”他完全失
望，做出這一結論：“你既沒有
賜給我後裔，那麼只有一個家仆
來做我的繼承人。”
聽了亞巴郎這句話，天主便向他
做出許諾，一個滿足亞巴郎內心
深處的許諾：“這人決不會是你
的繼承人，而是你親生的要做你
的繼承人。”天主在這個許諾中
顯示出無限的慷慨，他遂領亞巴
郎到外面說：“請你仰觀蒼天，
數點星辰，你能夠數清嗎？你的
後裔也將這樣。”
亞巴郎相信了上主，上主就以此
算為他的正義。這令我們看到亞
巴郎接納許諾給他兒子，甚至無
數子孫後代所懷抱的信德。
將子女視為天主的恩典是理所
當自然的態度，但我們應該常
去更新它。我們常該承認子女
是天主美妙的恩賜，這個恩典
在父母的心中激起獨特的喜
悅：是做父親和母親的喜悅，
比其他的喜悅來的都大。
第二篇讀經讓我們瞭解，有子嗣
的恩典也要求父母負起責任。子
女是一個獨特的恩典，其實，他
們不像物質那樣是父母的所屬
物。一個兒子或女兒對父母來說
一定是個寶貝了，但這個寶貝不

是物質。他們是人，因此屬於天
主比屬於父母的成分要多很多。
子女是天主的恩賜，這個恩賜繼
續屬於天主，正是由於屬於天主
就要受到尊重。
亞巴郎正是覺悟到這一事實，
則必須經歷十分痛苦的經驗。
希伯來書提到他受試探：天主
要他獻出他的兒子依撒格，就
是那承受了恩許的人。亞巴郎
獻上他的兒子，表現了他願意
將他的這個兒子獻給上主，他
知道他的這個兒子是天主的美
妙恩賜，實在不屬於自己。
亞巴郎受的試探為所有身為父
親和母親的人都具有深遠意
義：子女屬於天主，父母不該
對他們有佔有欲。意思是說，
父母不該在子女身上尋求自己
的滿足，而該把子女看作是天
主所愛的人，一切都是為了他
們的益處，該當讓他們逐漸自
立，生活出他們蒙受的召叫。
這樣的事卻不容易做到。實際
上，許多家庭中的父愛或母愛
變成了佔有欲的愛，妨礙兒子
成為一個自由的人，只屬於天
主的人。從這種佔有欲的態
度衍生出非常負面的後果。
比如，兒子成了家，做母親的
強行保留同他還是孩提時的關
係，繼續行使做母親的事事替
兒子操勞的職責，要擁有兒子
的全部愛。這種態度引起同兒
媳婦的衝突。佔有欲的愛不是
真正的愛，因為所尋求的是自

我滿足，並不是尊重所愛的人
和為他的益處著想。
在福音中我們注意到瑪利亞和
若瑟意識到耶穌對他們來說不
是要擁有的人，他們負的是一
種責任，是天主的恩典，耶穌
比起他們來更屬於天主。
耶穌誕生幾天後，父母便帶孩子
到耶路撒冷去獻給上主，即承
認孩子屬於天主。梅瑟法律記
載：“凡開胎首生的男性，應祝
聖於上主。”瑪利亞和若瑟去聖
殿，為表示耶穌屬於天主，他們
只是這個恩典的管理人，不是擁
有人。
在這個機會上，天主揭示了耶
穌該以何種方式做他的僕人。
年邁的西默盎蒙聖神啟示指著這
個嬰孩說：“他為使以色列中許
多人跌倒和複起，並成為反對的
記號，為叫許多人心中的思念顯
露出來。”耶穌負有叫人心中的
思念顯示出來的堅定使命，並以
此成為反對的記號。甚至，他自
己該當成為受迫害的對象，被不
公道地定罪。西默盎向瑪利亞預
言說：“至於你，要有一把利劍
刺透你的心靈。”耶穌和瑪利亞
的命運都非常痛苦，也會結出許
多果實。我們知道，耶穌藉著他
的苦難拯救了世界，瑪利亞在這
個偉大的奧跡中承擔了合作的角
色。
瑪利亞把這一切默存在心中（見
路2：19，51）。她為做“上主
的婢女”作準備，這個準備也體

現在以自己的方式養育兒子，然
後放他去執行他的使命，一個為
世界的得救這麼重要的使命上。
福音上又說：“他們（父母和
嬰孩）按著上主的法律，行完
了一切，便返回了加里肋亞，
他們的本城納匝肋。孩子漸漸長
大而強壯，充滿智慧，天主的恩
寵常在他身上。”家庭的喜樂正
是來自孩子的成長，這也是一種
驚訝的美妙。孩子註定要成長、
強壯，好獲得智慧，接納天主的
恩寵。耶穌的確是我們中的一
個：天主聖子降生成嬰孩，接納
成長、強壯、充滿智慧和天主的
恩寵常在他身上的命運。瑪利亞
和若瑟懷著喜悅看著自己的兒子
成長和獲得為他的使命所需要的
一切。
家庭有義務促進孩子的成長，
尊重並引導他們的成長；家庭
的任務是促使孩子充分發揮天
主為使孩子履行自己的召叫而
賜給他們的一切品德。家庭首
先應該被引向這個使命。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召叫，天主
賦予每個人在世上要完成的使
命，要負起的特定責任。在一
個家庭中的每個子女都有自己
的個別召叫，家庭有責任創造
一切有利條件使子女的召叫得
以充分發展，好使他們度真正
美好、相稱於天主和對世界有
貢獻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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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9日

耶穌即將到來了，我們該怎麽樣
的準備好自己，迎接這個奧跡？
舊約中，天主透過先知們傳遞這
個好消息，從達味的王權中，天
主將在這個王室中永遠存在，也
讓他的王位永遠堅定不移。我們
能從這個被揀選的民族中，看到
了什麽？領悟了什麽？
我們迎接的是一個奧跡，從亞
巴郎，依撒格，雅各伯祖先體
驗的奧跡，在達味的世代，天
主將鴻恩賜給了達味。“你要
對我的僕人達味說：「萬軍的
上主這樣說：是我揀選你離開
牧場，離開放羊的事，作我民
以色列的領袖。你不論到那裏
去，我總是偕同你，由你面前
消滅你的一切仇敵“。納堂先
知便照這一切話，將整個啟示
告訴了達味。難怪天主揀選聖
若瑟成為耶穌法律上的父親，
按天使的指示為他起名作耶
穌，完成了天主對以色列子民
的承諾，賜給他們一位永遠的
默西亞 – 厄瑪奴耳，天主與你
們同在，滿全了舊約的預言。
撒慕爾紀下這段經文“滿全天
主在舊約對達味的神諭”(撒

下7:8-16)，耶穌取得「達味
之子」的稱號。這就是天主透
過了先祖，祂從來沒有離棄自
己的承諾，祂所言，如何讓萬
代傳述祂的真實，祂的信實如
日之恆。祂同所揀選的人立了
約，也向祂的僕人達味起了
誓，更重要的是，我深刻的體
驗到天主的鴻恩，一步一步的
將祂奧秘之境，本來是秘而不
宣的，現在卻彰顯了！自耶穌
基督臨在人間，天主將其奧
秘，藉著耶穌基督，曉諭萬
民，好使萬民相信並服從。
可是這個以色列人長久期盼的
默西亞，確實是“達味之子” 
但卻不是他們所等待的那位救
主，一位能從羅馬人手中解救
他們、復興祖國、完成民族大
業的，重新統一王國的默西
亞。這是令以色列子民最不能
理解的結局，卻在二千年後的
今天，祂彰顯了祂的偉大，祂
的王權沒有終期。祂是靈魂的
歸屬，是天國的道路，是生命
的真理。

由於人自己揀選的君王，離開
天主越來越遠了，本性的膨
脹，逐漸喪失了天主的恩寵，
天主性漸漸式微，換來的是越來
越沉重的法律所帶來的冷漠。十
字若望深刻體會到人的極度軟弱
所換來的罪狀，唯有等到天主的
親自下手，方能改變局面，天主
需要服從的靈魂，這樣的靈魂，
在大德蘭的眼中，就是天主最小
朋友中的最好的那位。這人就是
天主揀選的瑪利亞。天主所揀選
的是一個純潔的靈魂，十字若望
寫道：一個靈魂愈純潔，愈努力
於完善地度信德生活，則他領受
天主所傾注的愛德也愈多；而他
愈擁有愛德，天主聖神就愈光照
他，並把神恩通傳給他。
由於這是關係到天主的計劃，
天主親自對人施放最大的特殊
恩寵，聖十字若望稱之為“超
理性”的恩寵。天使佳播奉行
了旨意傳遞的信息，對一個為
天主守貞的女孩而言，瑪利亞
的信德與服從為她贏得了“萬
福及滿被聖寵者”的稱謂。

這個奧秘，絕對是超越人理智
所能透徹領悟的。既然是天主
親自介入了人所不能觸及的境
界，天主要如何讓這個奧秘能
使萬民相信並服從呢？人類如
何能領受，明白這隱藏在萬物
中的奧秘，最後隱藏在耶穌基
督和祂所背負的十字架上真
理？而萬能的天主，有什麽事
情是祂所不能的？又何苦天主
非要我們參與祂的救恩工程？
這一切人類所問的問題，是理
智永遠無法獲知解答，除非，
天主揀選了你，你服從並相信
在前，否則所有的啓示也是枉
然，所以，主耶穌說：天主的
啓示不是給智者，是給小孩
子。“這話説的非常清楚了。
是的，越來越接近耶穌基督的
誕生！我們都已是領洗的弟兄
姐妹，本該領受了永遠得救的
保證。但是我們卻往往準備的
不夠，對天主的信德也非常的
單薄。我們該怎麽樣的準備好
自己？
今天，天主以真光，降臨人

間，天主的光，給準備好的
人，灌注到他們的靈魂内。此
刻，如果我的靈魂依然不團
結，理智，記憶和意志依然是
各奔前程，也就是聖十字若望
所言：本性依然，依然由血
氣，由肉欲，依然由男欲，女
欲來生活，靈魂未養成與主結
合的習慣，靈魂尚未浄之前，
這道光也只不過成爲了黑夜裏
劃過的一道光，是美麗的，但
卻很快消失無蹤。
天主的光，該是愛的智慧灌注
其愛，光，是愛的轉化最寶貴
的果實之一。如果我們的不潔
净，阻礙了天主愛的智慧，也
就是祂的真光進入我們的靈魂
内，我們將一直會被幽暗所包
圍。
耶穌來了，祂是真光，是智
慧，是愛，是神火，是愛火，
是真理，是道路，是生命，是
黑夜的那一盞明燈，是一切美
善。今天祂降臨人間就是讓我
們看見天主，看見天主的真面
目，看見祂的榮耀之光，因而
我們可以參與天主内生命的運
作，首先，我們看到的果實，
就在瑪利亞的生命中。
耶穌誕生，我們在天主的光與
愛中，獲得了新生命的開始！

乙年圣家节：恩宠与信德的家庭
圣家是我们每一个家庭的模范

厄瑪奴耳，迎接耶稣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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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方济各与他的合作者们互祝
佳节。教宗在讲话中表示，在全
球疫情之下，我们要在圣诞节保
有平安与宁静。在我们走入危机
时，应视之为恩宠的时刻加以善
度，接受圣神的引领。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
12月21日上午与枢机团成员和
圣座各部会首长举行年度聚
会，互祝圣诞佳节。教宗当天
致词的三大重点，分别是：关
于全球疫情危机的省思，「警
惕我们切莫以往昔和今日的丑
闻来仓促判断教会」；我们「
不可把危机和冲突相混淆」，
因为「前者普遍带来积极结
果，后者总是制造对立」；因
此我们要学会「谦卑地说，危
机时刻乃是圣神的良机」，因
为「谁若不在福音的光照下看
待危机，他就会把自己局限于
『验尸』的范围」。

教宗从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直觉展开这篇讲
话。这位女性哲学家在二十世纪
极权主义的断垣残壁上辨认出「
那保佑世界的奇迹」存在于「福
音宣报的简短话语：『一个婴孩
诞生在我们中间』」。为此，教
宗解释道，「唯有当我们卸下
防备、虚怀若谷、反璞归真」，
并且「在生活环境中实现圣保禄
宗徒建议的生活方式」，或者力
行圣依纳爵‧罗耀拉的劝言，想
像自己「临在于耶稣诞生的马槽
旁」时，「我们才能找到正确的
位置」。再者，由于新冠病毒的
肆虐，今年的圣诞节笼罩著「全
球疫情，以及卫生、经济和社会
危机，甚至是教会危机。危机盲
目地袭击全世界，成了人人共同
体验到的现况」。这场灾难不仅
是个考验的时刻，「同时也是改
过自新和恢复原貌的良机」。

《圣经》中有许多「通过筛选」
、度过危机的人物，而且他们正
是通过考验的经历完成了救恩
史。教宗列举的圣经人物包括：
亚巴郎、梅瑟、厄里亚、洗者若
翰、保禄宗徒和耶稣本人。耶稣
亲自「在试探中体验到危机，
借此展开公开生活」，然后走
过了革责玛尼的难关。教宗阐
明，「有时，我们教会的分析
似乎是全无希望的说词。对现
况作出没有希望的解读，就称
不上脚踏实地。希望为我们的
分析带来我们短浅的目光所察
觉不到的一切」。
此外，「天主不断促使祂国度
的种子发芽长大」。这展现在
圣座的许多人身上，「他们借
由自己谦逊、谨慎、静默、忠
诚、专业又诚实的工作，作出
见证。我们的时代也有各种问
题，但是上主没有遗弃祂的子

民」。虽然「报章杂志很快就
会报导这些问题，但是希望的
记号在很久以后，甚至永远不
会引人注目」。
「冲突」是教宗谈论的第二个关
键词。教宗指出，如果以常见的
「分类」来「解读」教会，也就
是「右派和左派、进步人士和传
统人士」，那么教会最终会四分
五裂、立场两极、动荡不安，而
且背叛自己的本质。「教会长久
以来在危机中保持一体，就是因
为她是活的身体，但她绝不该成
为冲突中的身体，不该分为赢家
和输家。事实上，这样将会散播
恐惧，变得更加严苛，减少众议
精神，强行整齐划一的逻辑，远
离圣神所赐的富饶和多元」。关
于这点，教宗提醒众人，「在考
验的时刻，我们进入危机时，要
是抵拒圣神的带领，我们必定会
陷入孤独、徒劳无功」。

简而言之，「在每个危机当
中，必然要求适当地更新」。
如果我们确实渴望更新，就
必须在各方面态度积极，不可
「把圣座改革看作是旧衣服补
丁，或者纯粹是起草一份新的
宗座宪章。教会的改革是另一
回事」。这需要付出和努力，
好能在重重的困难中，「不让
我们的脆弱成为宣讲福音的障
碍」。
教宗最后鼓励众人「不再活在冲
突中，却要重新感到在旅途中携
手同行」。冲突「是一条假的道
路，它是漫无目的的闲晃、是困
在迷宫里」；冲突是在「浪费
心力」，还会导致说三道四的情
况。教宗再次感谢圣座各部会首
长的服务，并邀请他们继续「全
然意识到」他们每个人，从教宗
开始，都只是个「无用的仆人」
，领受了上主的慈悲。

教宗方济各在将临期第四主日主持
三钟经祈祷活动，在省思当天主日
福音时，鼓励信友效法玛利亚对天
主的邀请说“是”，同时也提醒信
友不要被消费主义分心，而丢失圣
诞节的真正精神，每个人应做一个
具体关怀穷人的行动。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于
12月20日将临期最后一个主日，
带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的信友
举行三钟经祈祷活动。教宗省
思当天主日的福音（参阅路一
26-38）时强调，要效法玛利亚
对天主的邀请说“是”；不要被
被消费主义分心，而失去圣诞节
的真正精神；在圣诞期间作一个
具体有意义的行动，就是给有需
要的人一个礼物。
教宗解释道，成为默西亚母亲的
邀请给玛利亚带来了纯全的喜悦
和巨大的考验。按照福音书的记

载，玛利亚已经许配给若瑟，如
果被发现未婚怀孕，将面临被处
死的惩罚。教宗说：“当然，神
圣的报喜让玛利亚的心充满了喜
悦和力量。”
“无论如何，她面临著一个非常
困难的选择：冒著所有风险，向
天主说‘是’；或者拒绝邀请，
继续她平凡的生活。”
教宗表示，她的回答不那么简
单，用一个谦恭的‘是’，玛利
亚主动地把自己交托在天主的手
里。“她是一个在爱中，准备好
完全而迅即服侍天主的女子。”
教宗说，玛利亚毫不犹豫，也没

有向天主提出任何条件。
接著，教宗反思我们不仅在日常
生活中，也在灵修生活中常常拖
泥带水。我们知道祈祷为我们
有益，但我们常会说没有时间祈
祷。“我知道帮助他人很重要，
但我今天作不到，我明天再去做
吧。”教宗鼓励道，当我们跨入
圣诞期的门槛时，玛利亚邀请我
们毫不计较地、快速而勇敢地
说“是”。
于是，教宗敦促信友们在2020年
圣诞节所处的特殊困难的时期，
思考天主以什么方式邀请我们
说“是”。教宗说：“与其因疫

情而抱怨不能做什么，不如让我
们为那些有需要的人做点什么：
不是给自己或朋友再添加更多的
礼物，而是为那不被顾及、被遗

忘的人做些什么！”
随后，教宗提醒，不要让节日前
购买礼物的俗事消耗我们的心。
教宗说：“消费主义偷走了圣诞
节，圣家注入白冷马厩的是贫穷
和爱，而不是消费主义。”

教宗向圣座部会首长致圣诞问候
指出危机普遍带来积极结果

圣座礼仪及圣事部公布了一份
解释性文件，对天主圣言主日
的庆典作出几点说明，强调“
透过在礼仪中所宣读的圣经章
节，天主向祂的子民说话，基
督亲自宣讲祂的福音”。
（梵蒂冈新闻网）圣座礼仪及
圣事部12月19日发表文件，针
对教宗方济各去年9月30日钦定
的天主圣言主日提出一些“关
于在弥撒中宣读天主圣言的神
学、庆典和牧灵原则”。教宗
方济各以《开启他们的明悟》

手谕，钦定每年常年期第三主
日举行天主圣言主日，愿意教
会在这一天特别庆祝、省思和
推广圣言。礼仪及圣事部 的文
件由部长萨拉枢机于12月17日
签署，旨在唤醒信徒意识到圣
经在信仰生活，尤其在礼仪中
的重要性。
文件强调，“透过在礼仪中所
宣读的圣经章节，天主向祂的
子民说话，基督亲自宣讲祂的
福音”。因此，“适用于这个
主日的方式之一，乃是手持

《福音书》游行，如没有这个
仪式，则应将《福音书》恭放
在祭台上”。礼仪及圣事部说
明，由教会在弥撒《读经集》
中提供的读经不应被取代或取
消，应使用为礼仪专用而批准
的《圣经》版本。“宣读弥撒
《读经集》的读经乃是维系在
场聆听的众信徒合一的纽带”
。此外，在礼仪中也应有答唱
咏。
关于弥撒讲道，文件邀请主
教、司铎和执事“讲解《圣
经》，让众人都能了解”，“
让自己的团体懂得《圣经》”
，应以“特别奉献的精神履行
这项职务，将教会提供的工具
视作珍宝”。另一方面，在礼
仪庆典中的静默也很重要，因
为这样“有助于默想，使在场
的人从内心聆听天主圣言”。
文件明确指出，在全体会众中
宣读天主圣言的司铎、执事和
读经员必须有“特定的内心和
外在准备，熟悉所宣读的内容
和在宣读中的必要规则”。应
爱护宣读天主圣言的读经台，
能在此处“进行弥撒讲道和诵
念信友祷词”，却“不适合发
表评论、通知及指挥唱歌”。
此外，也应爱护和善用“内有
《圣经》段落的书籍”，不应
使用“纸张、影印件和辅助工
具取代礼仪书籍”。

圣言主日：唤醒基督徒意识到
圣经在信仰生活中的重要性

信友参加三钟经祈祷活动。

圣经在信仰生活中的重要性。

教宗接见操德语的30来位神学生
时，强调了宗教在建设一个友爱
与正义的世界中的重要性。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12
月18日在梵蒂冈接见了30来位操
德语的神学生。他们原本应该在
圣地耶路撒冷圣母安眠隐修院学
习，因新冠病毒疫情缘故，今年
的神学课程首次改在罗马宗座圣
安瑟尔莫大学进行。因此，这也
为他们提供了晋见教宗的机会。
教宗说：“该神学课程为天主教
和新教的神学生是个契机，了解
圣经记述的场所，并结识东方教
会、犹太人和穆斯林世界。
教宗接著表示，即使他们今年无
法亲身体验圣地的生活，但仍可
以深入研究圣经、大公运动和跨
宗教对话。这也是他们的课程的
特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罗马
也能提供这样的机会。
“你们的任务是与世界对话，
在这世界中宗教空间似乎越来越
少。我们与不同宗教信仰的信徒
的共同责任，是使天主临在我们
的社会中，我们知道，祂的临在
对社会大有裨益。我们坚信，宗
教为建立兄弟友爱和维护社会
正义能作出宝贵的贡献。另一

方面，我们认为，如果因种种不
同动机而有意将天主从社会中排
除，便会形成崇拜偶像的后果，
人很快就会迷失自己”。
最后，教宗祝愿他们的神学课程
在他们的培育道路上、在灵修和
身心方面是个重要阶段，并且能
够很快地亲自认识“许诺的福
地”，圣经中的神圣场所。再过
一周就是圣诞节了，教宗提醒
说，“在精神上，我们所有人都
是白冷城岩洞前的朝圣者”。教
宗也祝愿他们成为“天主与我们
同在的见证人”。

教宗与神学生谈宗教重要性
把天主排除时人会迷失自己

教宗三钟经：为迎接救主诞生
给有需要的人一个礼物

教宗接见操德语的神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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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讯）我国各地的天主教圣堂，
已为迎接圣子的诞生而布置得焕然一
新。但由于防疫安全措施的实施，往年
的人头攒动、热闹隆重的圣诞弥撒庆典
将不会出现。吉隆坡总教区更因为新冠
疫情严峻，取消了圣诞节的公开弥撒，
只能让教友在线上参与庆祝。
不过其他的教区/总教区，包括槟城、
沙巴和砂拉越的多数教堂，都可以较小
规模的形式来庆祝圣诞节。教会为遵
循当局的安全防疫措施，已把弥撒的次
数、参加的人数和时间减少或缩短。
无论如何，今年绝大多数的教友无法亲
身到教堂，而是通过虚拟的线上弥撒
来庆祝，致不能亲领圣体。不过，教会
神长表示，耶稣降生成人，并与我们生
活在一起，圣诞节的礼物就是“厄玛奴
耳”，即上主和我们同在，我们仍能和
天主共融；教友爱主之心与欢庆热情不
减。
另一方面，砂拉越联合教会遵从砂当局
的指示，在圣诞节首日的弥撒或朝拜，
仅在上午7时至下午1时进行。而圣诞
前夕的弥撒则由下午6时至晚上10时举
行。
砂联合教会主席傅云生总主教表示，有

关指示也是配合国家安全理事会的宣
布，与过往其他宗教及节庆活动，如屠
妖节、达雅节和卫塞节等落实同样的指
示。
傅云生总主教表明，砂联合教会理解这
项规定，也认同教会有责任全力配合。
有关规定主要是避免在下午或傍晚时分
的大型聚集。
他说， “天主教会方面，我已发出通
知，所有原订在当天下午1时后举行的
撒都会被取消。同时，当天早上只会
有一台分别为英语、华语和国语的弥
撒。”
有鉴于此，在古晋的所有天主教堂必须
互相配合及协调，确保在遵守标准作业
程序的情况下，让教友前来参加弥撒。
与此同时，在参与人数受限的情况下，
大部分的教友都无法参加平安夜和圣
诞节当天的弥撒，预计有3万人次会以
上网的方式参加弥撒。教友受促浏览各
堂区的网站和脸书，了解弥撒举行的时
间。
此外，傅云生总主教透露，天主教古晋
教区及圣公会古晋教区在当地都不会举
行门户开放庆祝活动，也没有上门的报
佳音。

（八打灵再也讯）“圣诞节的希
望”Christmas Hope 是圣依纳爵堂
主日学歌咏队，自行动管制令实施
以来推出的第二个虚拟歌唱节目。
主题曲是由圣依纳爵堂的教友尼可
拉斯的创作。他的灵感是来自主日
学学生如何在疫情大流行之下庆祝
圣诞节的感想。
学生们被问到，他们在这不寻常情
况中面对圣诞节的感想，希望藉此
为这段假期提供一些特别的东西。
学生们因为和家人及朋友自管制令
以来就隔离了这么久，都表达了孤
独和无聊的感觉。
一名歌咏队的学生在电邮中写

道 ： “ 我 感
到很悲哀，因
为 我 不 能 去
学校或和朋友
见面。我在家
里感觉无聊，
因 为 无 所 事
事，只是吃和
睡。”虽然大
家意气消沉，但大多数的回应都在
最后表达积极的希望，大家在家里
庆祝圣诞，等待局势的改善。
大约20位学生的反应被整理好，
然后寄给年轻又有天才的音乐家
尼可拉斯，他曾获得英国一间大

学的声乐学位，目前在新加坡担
任音乐教师，他也喜欢儿童。
他的音乐创作都能和儿童起到
共鸣。他触摸到儿童的寂寞与
恐惧，但核心思想是在圣诞节
带来的希望和真正意义。在歌
咏队员的参与下，在一个星期

内，他们就可以录音了。
2020年12月14日，最后的视频即
在圣依纳爵堂的优管频道初试
啼声。12月19日的线上“特殊圣
诞节”节目，也推出了圣依纳爵
堂主日学歌咏队的“圣诞节的希
望”。

（古晋讯）古晋总教区傅云生
总主教的圣诞节献词说，我曾
被问及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2020
年，我会用什么字。我曾因此在
圣诞节前的最后一个将临期而祈
祷。我也想问你们，你们用什么
单字来总结2020年？

我的2020年单字是：“望德”。
首先，我要感谢天主聆听了我

们的祈祷，这让我们有了极大
的“望德”。在白冷城的第一个
圣诞节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浪
漫。若瑟和怀孕9个月的玛利亚从
拉扎肋到白冷城，要走145公里，
当他们抵达时，他们找不到住
所，所以耶稣就在马槽诞生。

在白冷城的这个第一次圣诞
节，天主降生下来地球和我们生
活在一起。天主藉由耶稣分享了
我们人类的软弱和痛苦，最后耶
稣为了我们人类的罪过而死在十
字架上，并恢复了我们与天主的
关系。

圣诞是“厄玛奴耳”，即是上
主与我们同在。圣诞节是庆祝耶

稣和我们同在，并给予我们永生
的承诺。

我们要相信，在这史无前例的
肺炎病毒大流行受苦中，基督是
常常和我们在一起。因此，当
我有了耶稣，我就有我所需的一
切，我们有了望德。偕同耶稣，
我们就可希望，因为上主为我们
开辟了道路。

傅云生总主教说，让我和你们
分享如何面对及克服每一种危
机。中文的危机是由危和机两个
字组成，即意味在每个危机中，
既有危险，也有机会。

因此，在此次的圣诞节中，作
为有信德的我们，让我们相信坚
持、祈祷及信赖我们的天主耶
稣。我们在祈祷时把每个挑战交
付天主，在面临痛苦和甚至死亡
时，设法分辨和回应上主的旨
意。

他说，在这次的圣诞节，让我
们庆祝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的耶
稣，祂和受苦的我们同在，并
共度2021年。新冠肺炎给予我们

机会，并邀请我们注重“厄玛奴
耳”-主与我们同在。这就是圣诞
节的核心意义。

“你的救主是以色列的圣者。
因为是我，你的天主，提携着你
的右手，向你说过：【不要害
怕，有我协助你】(依撒意亚 41
：13-14)

山打根主教犹利基敦献词
山打根主教犹利基敦在圣诞献词
中说，2020年的圣诞节落在最不
寻常的时间，由于新冠肺炎的肆
虐和安全措施的执行，往年教堂
爆满的情况不再，出席者人数有
限。

但是在此新常规和生活不定，
令人诅丧和混乱的时候，我们仍
可对未来感到乐观，并希望明天
将会更好。

主教呼吁教友要有坚强的信
德，因为我们得到保证，上主是
临在我们的生活中。就如福音所
说，圣言变成肉身，生活在我们
中。

他说，得知我们的救主就生活
在人民中是多么大的安慰，那属
神的及神圣的上主已成为我们中
的一份子。耶稣分享了我们的一
切，我们的欢乐、我们的恐惧和
我们的奋斗-即是祂晓得我们的困
境，分享了我们人类的故事。

主教说，诚然，天父的圣言和
我们同住，祂是厄玛奴耳，上主
与我们同在（默示录 21：3）。天
主子是在我们之中，不止给予我
们信心和希望，同时更重要的，
我们蒙召存于一个身体内（哥罗
森书 3：15），这真正反映一个有
信德的基督团体。

主教体会到今年全世界的基督
信徒于庆祝圣诞时，可能不会亲

领圣体，不会在教堂作集体的庆
祝，他安慰教友说，“我们还是
可以和天主共融的，即使只是神
领圣体。”

主教祈求，这次的危机貌似灾
祸，却会化险为夷-我们个人和家
庭拥有更多的时间，深深的反省
有关耶稣在白冷城的马槽诞生，
现在来到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主教把白冷城的黑夜比作这次
大流行危机的黑暗，而新诞生的
救世主的光芒有如太阳般明亮；
随着耶稣的诞生，出现了新的一
线希望，我们也在信德的光芒中
生活。随着基督耶稣的在我们心
中诞生，我们全体的明天将会更
光明。

圣依纳爵堂主日学歌咏队的演唱。

古晋傅云生总主教。

耶稣诞生在马槽。
（新山讯）一项华语圣诞
节慈善音乐会日前在线上
举行，旨在为新山圣文生
会、马六甲蒙福青年中心
和哥打丁宜的新孤儿院筹
款。
这项被称为第一次的虚拟
慈善音乐会，是由“现场
的天主教”主办，并由马
六甲与柔佛教区的明爱联
办。这也是该明爱自成立
以来所举行的首个项目。
在慈善音乐会举办期间，
已经筹得2万6千令吉，筹
款活动要到12月29日才截
至，到时才知道最后所筹
获的义款总数。
甲柔教区博纳德主教向慈善
音乐会致献词时说，现在有
必要以新的和创新的方式来
照顾需要援助的人。圣诞节
提醒我们，上主已经进入了
我们的时空；爱也进入了冷
酷的世界；光已经照亮了黑
暗，而温暖也触动了冷酷的
心。
这次的慈善音乐会在四个月
前就策划，所有参与此项计
划的队伍都是志愿者，他们
来自不同的专业、不同的教
区，而是为了慈善而贡献他
们的天赋才能。
来自亚洲各地教会的四位神
父，在慈善音乐会中致辞或
唱咏。他们是来自新加坡的
黄财龙神父、澳门的吴培根
神父、台湾的杜乐仁神父以
及马来西亚的刘志坚神父。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
参与演出者的节目都是在事
前录影好，然后在影视声乐
方面加以剪辑和处理，俾使
节目更为成功，向公众广传
圣诞的意义，并筹得帮助慈
善的财政援助。

华语圣诞节慈
善音乐会       

首次线上举行
响应热烈

山打根主教犹利基敦

圣依纳爵堂主日学歌咏队       
推出虚拟圣诞节歌唱节目

古晋傅云生总主教促需有望德
圣诞节庆祝耶稣和我们同在 

疫情下庆祝不一样的圣诞节
教堂弥撒受限教友热情不减



洪洞（亚洲新闻）- 2020年12月
22日上午，（山西）天主教临
汾教区在洪洞县广场天主教堂
举行刘根柱主教祝圣典礼。他
的候任分别得到圣座和中国政
府的承认。自2010年开始任临
汾教区副主教。自2006年孙远
模Sun Yuanmo主教去世以来，
该教区便一直没有主教，刘主
教很早以前便被圣座选为候任
人。这是中梵协议今年延期以
来，第二场主教祝圣典礼。第
一场在青岛。
关于刘主教被祝圣的消息由山
西省天主教两会发布。
祝圣仪式由山西省天主教爱国

会主任、太原教区孟宁友主教
担任主礼。襄礼的还有山西省
多位主教：运城教区武俊维主
教、长治教区丁玲斌主教、朔
州教区马存国主教。
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副秘书长杨
宇神父，代表中国天主教主教
团宣读了批准书。
一 些 信 友 认 为 ， 仪 式 “ 非 常
简 约 低 调 ” 许 多 平 信 徒 无 法
参礼。新闻公告指出，为响应
宗 教 领 域 常 态 化 疫 情 防 控 要
求 ， “ 仪 式 坚 持 简 约 隆 重 原
则”。山西省各教区63名神父
共祭，修女、修士、教友共计
200人参礼。

刘根柱主教生于1966年10月12
日，山西洪洞县人，圣名：伯
多禄，1991年毕业于陕西天主
教神哲学院，同年晋铎。2010
年6月任临汾教区副主教并主持
教区工作。第九届中国天主教
爱国会委员，山西省天主教第
七届爱国会副主任。
根据最新（2014年）数据显
示，洪洞教区约有4万名信友，
其中包括16个堂区及百余个小
教堂；约有50名神父积极参与
牧灵工作；一个在要理讲授及
医疗护理方面提供服务的修女
教区修会。

卡拉奇（信仰通讯社）—十二
月二十日，巴基斯坦基督教运
动组织“拉法国际传教”运动
在卡拉奇组织了三千多名基督
教、穆斯林、锡克教等各宗教
信徒集会游行活动。
卡拉奇总主教区副主教萨莱赫
‧迪耶戈神父表示，“我们是

和平、合一、爱与和谐的使
者。圣诞之际，这一跨宗教集
会做出了宗教和谐的榜样，传
播和睦相处的信息。我们是和
平之君耶稣基督的追随者，肩
负着推动、促进和平的首要任
务”。
作为天主教会的活动负责人，

萨莱赫神父强调这次活动是“
合一的象征”。与会的信徒
共同高呼“我们要和平”、“
要合一”。队伍中高唱圣诞
歌曲，足迹遍布市内大街小
巷。“拉法国际传教”创始
人兼主席，新教牧师曼佐尔
强调，“我们为基督徒与其他
信徒的合一感谢上帝、赞美上
帝”。
考茨枢机和萨莱赫神父等天主
教会人士高度赞赏这一圣诞活
动。穆斯林、锡克教等宗教领
导人、非政府组织成员等也参
加了游行。期间，基督徒女护
士为大家免费发放口罩、提醒
大家在关怀与友谊精神中善度
圣诞之际遵守防疫措施。
免费发放口罩和派糖果给小孩
的泰丝花露说，在此新冠大流
行期间，让我们遵守防控条
规，但每个人应生活在彼此亲
善近邻中，体现出圣诞节的
精神，尤其是对贫穷和弱势的
人。

（真理电台消息）12月21日，
天主教湖北宜昌教区在圣方济
各主教座堂为申海勇、申红军
两位执事举行了隆重的晋铎典
礼，祝圣礼仪由江苏海门教区
沈斌主教主礼。本教区及新铎
老家教区等二十位神父共祭，
多位修士修女及新司铎的家属
和来自各堂区的教友约100多人
参加了礼仪，共同见证了这一
神圣的时刻。
据宜昌教区提供的消息，礼仪
中，两位新铎向父母磕头致
谢，叩谢父母的养育之恩。沈
斌主教也在礼仪结束时，发表
了讲话，表示：“非常感恩因
两位执事的晋铎而相聚于此，
深切感动于今天这场神圣而隆
重的礼仪，也特别感谢出席今
天典礼的各位主内家人，尤其
是来自两位新铎家乡赵县和邯
郸的神父们，他们驱车千余
里，不辞辛苦，送来慰问和祝
福，还有新铎的家人们、宜昌
的教友们，您们的临在就是最
好的支持，希望您们的支持和
陪伴一直保持下去，成为两位
新铎终身事主的动力，大家齐
心协力，各司其职，共同建设
好天主的教会。”

申海勇，圣名若瑟，河北邢台
宁晋人，1990年8月出生于唐邱
镇一个世代教友家庭，自幼热
心事主，立志修道。2004年入
读赵县教区备修院，2014年加
入天主教宜昌教区，同年9月入
读中南神哲学院，2017年转入
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2019年6
月毕业，同年7月回到教区办公
室实习，2020年12月20日在沈
主教手中领受执事圣秩，同月
21日在主教座堂沈主教手中领
受司铎圣职，服务于湖北宜昌
教区。 

申红军，圣名若瑟，河北邯郸
人，1991年6月出生于一个世代
教友家庭，自幼热心事主，立
志修道。2004年入读邯郸教区
圣心修院，2014年加入天主教
宜昌教区，同年9月入读中南神
哲学院，2017年转入河北石家
庄天主教神哲学院，2019年6月
毕业，同年7月回到教区办公室
实习，2020年12月20日在沈主
教手中领受执事圣秩，同月21
日在主教座堂沈主教手中领受
司铎圣职，服务于湖北宜昌教
区。

中梵新协议今年以来第二位
临汾教区刘根柱主教被祝圣

巴基斯坦各宗教首次迎圣诞
鼓励各宗教及信徒和平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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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塔格莱
枢机把汶莱天主教团体赠送教宗
的一尊圣母像转呈教宗。赠送圣
母像是为表达文莱教友团体与教
宗共融。
（梵蒂冈新闻网）据《罗马观
察报》的消息说，教宗方济各
12月18日收到一尊具有汶莱风格
的“圣母玛利亚、天地母皇”态
像。“圣母玛利亚、天地母皇”
是汶莱教友对他们敬爱的圣母的
尊称，汶莱的新枢机沈高尔内略
（Cornelius Sim）也借赠送圣母
像表达他对教宗擢升他为枢机的
谢意。
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塔格莱
（Luis Antonio G. Tagle）枢机12
月18日在圣玛尔大之家把这尊圣
母像转交给了教宗。塔格莱枢机
解释道，“沈高尔内略枢机本应
出席枢密会议，众所周知，因新
冠肺炎疫情的缘故，汶莱的宗座

代牧和菲律宾卡皮斯的总主教都
无法参加”。
塔格莱枢机接著表示，可惜的
是，“这尊圣母像未能及时到
达。现在终于到了目的地，罗马
主教的寓所，这使罗马主教与这
个仅有2万名信友的团体不断保持
联系。汶莱的天主教徒与该国50
万居民相比绝对是少数，但是受
到根深蒂固的信仰所鼓舞”。

刘根柱主教被祝圣后全体照。

宜昌教区新司铎祝圣仪式全体照。

汶莱天主教团体赠送
一尊圣母态像予教宗

巴基斯坦各宗教首次联合迎圣诞。

湖北宜昌教区沈斌主教主礼 
喜添两位90后新司铎

塔格莱枢机转交圣母像给
教宗。

疫情大流行期间，人们有爱心
和互助行为。在中北沿海地区
的乂安河，一些党的官员向最
贫困的家庭提供礼物。对于佛
教徒而言，慈善行动展现了越
南人的精神。儿童帮助布置。
胡志明市（亚洲新闻）–  越南
基督徒正准备在新型冠状病毒
大流行的背景下，及其对经济
和家庭生活的影响来庆祝圣诞
节。
尽管有这种情况，圣诞节还是
一个小区共享的时刻，也是一
个为爱人、团结和互助互相帮
助贫困者的好时机，其他宗教
的信徒被庆典的气氛和象征所
吸引。
越南有2,738个堂区，其中大多
数都参加了与假期有关的社会
宣传活动，例如: 探访穷人和病
人，即使是在最偏远的地区。
这种行为吸引了整个小区。在
变沥县 (B‧n L‧c)的美萩教区
（M‧ Tho）（隆安河）就是
这种情况。在这里，天主教徒
与基督教徒、佛教徒和没信仰
人士，一起筑起耶稣诞生场景
和圣诞节装饰品。
在胡志明市，到处都可以看到

喜庆的气氛，包括用圣诞树和
耶稣诞生的场景，以及明亮的
彩色灯光清洁和装饰的教堂。
儿童和年轻教友，在欢乐和幸福的
气氛，在家中布置圣诞装饰，等待
圣诞节前夕和庆祝活动的日子。
在某些地方，准备工作和圣诞节气
氛，还涉及与越南共产党有联系的
地方政府官员，他们拜访了最贫穷
的家庭并带来了小礼物。
在义坛县（Ngh‧a ‧àn）（义安
河），当地人民委员会成员参观了
当地教区，并会见了神父和有需要
的人，为圣诞节带来了礼物。
对于每个人，圣诞节代表了一个团
结和分享相互团结行为的机会。

越南基督徒佛教徒无信仰者
庆祝圣诞表达团结关怀

越南人民庆祝圣诞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