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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你若细察我的罪辜，我主，有谁还能
站立得住？可是，你以宽恕为怀，令人对你
起敬起爱。 
咏  130：3-4

主内亲爱的兄弟姐妹：
我们下个主日就要步人圣
周，与耶稣在苦路上同行，
默想耶稣以自己的苦难带给
我们的救赎。这主日，教会
在礼仪中鼓励我们加深对耶
稣的认识，同时也邀请我们
增加对他的信德，好能藉着
信德看到天主的光荣。
这主日的福音取自《若望福
音》（若十一1-45）。圣
史若望给我们叙述，由于犹
太首长们拒绝聆听耶稣，拿
起石头来要砸死他，所以他
就离开犹太地区，到了约旦
河对岸，并在那里宣讲（若
十31-40）。在那里，有话
传来说拉匝禄病危，就要死
了。拉匝禄是玛尔大和玛利
亚的兄弟，耶稣与他们非常
熟稔。他们住在伯达尼，犹
太的中心地区，距离耶路撒
冷只不过三公里。听到噩耗
两天后，耶稣叫门徒们再回
到犹太去。门徒们明白耶稣
是要去悼念好友拉匝禄。但
是，真的要回到犹太去？这
不是自找死路吗？从多默宗
徒的话，我们就能迫切地感
受到当时的处境极其危险：
「我们也去，同老师一起死
罢！」（若十一16）。但
是，耶稣仍坚持前往犹太，
到耶路撒冷去。因为人们
需要他这世界的光，才能
看见，才不至于跌入黑暗之
中（若十一9-10）；人们
必须增加对他的信德，才能
生活、且永远生活（若十一
25-26）。
这主日的福音其实是一份信
德的邀请，邀请我们在信德
中成长，勉励我们从玛尔
大、玛利亚、拉匝禄、伯达
尼的犹太人，以及耶稣身上
看见信德，增加信德。
玛尔大一听说耶稣到了伯达
尼，便跑去迎接他。她相
信，若耶稣在拉匝禄病危时
来到，拉匝禄肯定不会死。

但很可惜的，耶稣那时还没
来到；耶稣确实在约旦河对
岸多逗留了两天。而现在为
时已晚！为什么耶稣故意
姗姗来迟呢？他要等到拉匝
禄死后才来行奇迹吗？这想
法不合常理，也不符合圣史
若望给我们描述的耶稣的性
格。我们记得在加纳婚宴
中，他的母亲对他说：「他
们没有酒了。」耶稣答道：
「我的时刻尚未来到！」（
若二4）。现在，耶稣听说
拉匝禄病危，但他仍必须等
待他的时刻的来到。我们可
以稍微向前看，耶稣在十字
架上的最后一刻，说：「完
成了。」就低下头，交付了
灵魂（若十九30）。那是
他的时刻的来到！
耶稣坚持完全按照天主的时
刻生活，与天主同步同调。
我们必须认清，耶稣的首要
目标是「往犹太去」（若
十一7），而不是去拉匝禄
那里。「往犹太去」的意义
非常清楚，就是去「受许多
苦，被长老、司祭长和经师
们弃绝，并且要被杀；但第
三天必要复活」（路九22
）。耶稣是在「往犹太去」
的背景下，去会晤他已死了
的好友拉匝禄。
拉匝禄的两个姐妹都说，若
耶稣有在，她们的兄弟决
不会死（若十一21，32）
。这是她们对耶稣的信心，
虽然难免带点遗憾，为什么
在最需要耶稣的时候，耶稣
却不在。但是，我们现在可
以从有利位置来理解他们之
间的对话，向他们学习在信
德中成长。拉匝禄是耶稣所

深爱的（若十一3，36）；
这声明不是为了强调他们关
系密切、非一般的好朋友。
耶稣所爱的人，指的是那些
愿意接受耶稣的许诺的人。
耶稣必定会为他实践许诺，
也就是把他带到天父面前。
于是，耶稣对玛尔大说：
「你的兄弟必定要复活」
（23节）。玛尔大一时理
解不了，所以耶稣再次证实
说，他就是复活，就是生
命（25节）。玛尔大这时
才敢完全相信，并且作出信
德的宣认：「主，我信祢是
默西亚，天主子，要来到世
界上的那一位」（27节）
。耶稣的这三个称号是初期
教会的信德宣言，表明耶稣
获享天主的德能，最亲近天
主，并且他也将以天主的名
义在人的任何境况中与人同
在。玛尔大在信德宣誓后，
就去邀请她的妹妹玛利亚前
来与耶稣会晤。玛利亚一见
到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
（32节）。玛利亚以行动
作出信德的宣认。
玛尔大告诉耶稣说拉匝禄已
死了四天，已发臭了（39
节）。但耶稣提醒她要坚持
信德，信德能成就一切，
若信就会看到天主的光荣
（40节）。意思是，若我
们把自己无法处理的事情全
都交在耶稣手中，这位获享
天主的德能、最亲近天主的
人，将让我们看见天主德能
的展现。随后，耶稣大声呼
唤拉匝禄出来；死者便出
来了（44节）。已死了四
天、已发臭了的人仍然听从
耶稣的话，仍然忠信于这位

「默西亚，天主子，要来到
世界上的那一位」，这乍听
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拉匝
禄是耶稣所爱的，是坚信耶
稣的许诺的人，这样的人永
远听从耶稣的话，没有任事
情可以对他造成阻碍，死亡
也不能。死亡掩盖不了天主
圣言的声音。
在若望福音中，耶稣来到
的世界是黑暗的世界，为
叫世界看到光明，因为他
是「世界的光」。圣史若
望藉此邀请我们向死者拉
匝禄学习信德，永远听从
耶稣的呼唤，从实际黑暗
的世界，也就是从坟墓走
向光明，走向耶稣。拉匝
禄以行动向耶稣作出信德
的回应，走出黑暗，走到
活人中间，在光明的世界
中生活。
让我们再仔细注视耶稣。
当耶稣看到玛利亚哭泣，
他便心神感伤，难过起来
（33节）。他感到沮丧，
甚至愤怒，因为他无能为
力，无奈又无助。圣史若
望藉此告诉我们，耶稣不
是麻木不仁、没有情感的
人；他也不能随时随地、
随 心 所 欲 地 行 奇 迹 。 当
时，耶稣真的感到无能为
力去帮助他所爱的、信靠
他的人。看见有人遭受巨
大的痛苦而无能为力予以
任何帮助，他心坎里实在
伤痛。圣史若望更说：「
耶稣哭了」（35节），连
犹太人看了，也对他感到
同情（36-37节）。但是，
他们也质问：这个刚开了
瞎子眼睛的人，真的不能

做任何事吗？耶稣真的感
到什么都不能做，他只想
到坟墓前，去接近这位已
死去的朋友（38节）。
在 这 信 靠 他 的 朋 友 的 坟
墓前，他呼求派遣他到世
界上来的天父。他举目向
上、感谢天父说，即使在
这痛苦无助的处境中，仍
有人愿意相信他是天父所
派遣来的（41b-42节）。
然后，他大声喊说：「拉
匝禄，出来！」（43节）
。「拉匝禄」是他朋友的
名字，但「拉匝禄」这个
字的意思是「天主救助」
（参阅：创四九25；依四
一 1 0 ； 咏 三 七 4 0 ； 咏 十
14b）。因此，耶稣的呼喊
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
他 呼 唤 他 的 朋 友 走 出 死
亡；另一方面，他更祈求
天父救助他的朋友出来。
当这位获享天主德能的人
呼求天主救助，天主必定
不会沉默。「拉匝禄，出
来！」是一句强而有力的
呼求，我们可以在心中、
在祈祷中细细品尝和感受
这句圣言的效力。
这主日的福音最后告诉我
们，有许多在那里的犹太
人看到耶稣所行的事，就
信 了 他 （ 4 5 节 ） 。 这 是
福音的见证，连反对耶稣
的犹太人也信了耶稣。因
此，我们更要积极地向耶
稣作出信德的回应，走出
黑暗，走向复活，走向生
命。 阿们。

梵蒂冈电台
～ 张德福神父 ～

陈新伟神父默思日记
2020年3月19日

獲教宗方濟各准許後，教廷
禮儀及聖事部於2013年6月
19日宣布，羅馬禮彌撒中
第二，第三及第四式的感恩
經經文中，需加入聖若瑟的
名字。
我們教會對聖若瑟的敬禮自
古以來不斷增加。作為聖母
的淨配、聖家之首、普世教
會的主保、勞工的主保，他
的仁慈和謙虛是基督徒的模
範。1962年，早在梵蒂岡
第二次大公會議的禮儀革新

之前，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已
將若瑟的名字加入感恩經第
一式中。1962是我誕生之
年，而2013年是我晉鐸之
年，這是二個我生命中重要
的年份，所以重要，是因
爲這二個年份中，有幸和大
聖若瑟連接在一起。讓我對
這位教會中，一個重要的圖
像，和聖母一樣，把我帶入
默觀世界的另一個領域。
我們都敬愛聖母，加爾默羅
敬愛聖母是無可置疑的，

早期建立的一座
聖堂就以聖母為
主保，才有今天
的加爾默羅聖母

的出現；而大德蘭卻在革新
加爾默羅修會時，以聖若瑟
之名成立了第一座革新隱
修院，「某一天在領聖體
之後，至尊陛下熱切地命令
我，以全力去創建一座新修
院。祂作了很大的承諾，這
座修院將會建立起來，祂會
在其中大受崇奉。祂說應取
名為聖若瑟。」可見她是如
何的敬愛這位默默無聞，比
聖母更加的默存心中的那一

位，一直被人所忽視的那一
位。
是的，當天主所愛的孩子，
一個一個放棄聖母教會時，
大德蘭堅守著對教會的忠
貞，這就是聖若瑟對自己的
女人，也就是我們現在的聖
母的教會忠貞一樣。正如我
們在聖祭禮儀中常聽到的，
不要看我們的罪過，但看
我們的信德一樣，我們從
聖若瑟身上看到那份堅定
的信德，只有有如此信德
的人，才可能領受“夢“
的恩寵。這是我最愛的恩
寵。連夢中都充滿天主的

人，在任何危機中，夢中
都能藉著天主帶領著他的
生命，這不是默觀生命，
是什麽生命呢？
這些天，世界進入寧靜中. 
一直繁忙的人類，如同失
去了方向的螞蟻，因著一
個疫情讓大家終於看到家
的重要，看到寧靜的心的
重要。我們何時失去了對
寧靜的恐懼和害怕，害怕
呆在家中？我們需要聖若
瑟的寧靜，需要聖若瑟對
家的愛，對天主的愛，在
非常非常時期能如此的保
有那份信靠。

圣若瑟瞻礼日

四旬期第五主日：「拉匝禄，出来！」
学习拉匝禄信德永远听从耶稣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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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玛尔大之家的清晨弥撒
中，教宗方济各持续为病人
祈祷，并念及在新冠病毒疫
情下的家庭处境。在讲道
中，教宗强调，务必接纳天
主的简单朴实，以免陷入傲
慢。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
各本周也在圣玛尔大之家主
持清晨弥撒，并借由网络直
播关怀在新冠病毒紧急危机
下无法参礼的信友。3月16
日上午，教宗在弥撒开始之
际，继续为病人和家庭祈
祷。
教宗说：「让我们为病人祈
祷。我想到关在家里的家
庭，孩子上不了学，或许父
母亲也不能出门；有些人在
居家隔离。愿上主助祐他们
在这新的处境中，发现新的
爱的表达方式。这是个在家
庭里发挥创意、重获真情
的好机会。让我们为家庭祈
祷，愿此刻的家庭关系能始
终结出有益的果实。」
当天礼仪的两篇读经分别
讲述了纳阿曼医治癞病过
程中的气愤（参阅：列下五

1-15），以及民众听完耶
稣宣讲后的愤怒（参阅：路
四24-30）。教宗指出，「
愤怒是一种人性态度，却不
出于善神」。在这段福音章
节里，「纳匝肋也有好人；
但背后是什么造成他们愤怒
呢？在纳匝肋甚至爆发了更
糟糕的暴力事件。不论是纳
匝肋会堂里的群众，还是纳
阿曼，他们都认为，天主只
会在独特非凡的事上彰显自
己；天主不会在生活中平凡
朴实的事上施展作为。他们
对简单朴实感到生气、态度
轻蔑」。
然而，我们的天主让我们明
白，祂始终在平凡无奇的事
上施展作为，包括：在纳匝
肋的圣家里、在日常工作
和祈祷中。教宗表明，「相

反地，世俗精神诱使我们走
向虚荣、表面功夫，这两者
都会引发暴力。纳阿曼是
个有教养的人，却当著先知
的面摔门离开。这是暴力的
举动。纳匝肋会堂里的民众
开始热血澎湃、忿怒填胸，
并决定要杀害耶稣，把祂赶

走，推下山崖，但他们对此
毫无意识。愤怒是一种恶劣
的诱惑，它会导致暴力」。
教宗由此想到日前在手机上
看到的一个视频：在居家隔
离期间，有个年轻人想要出
门，警卫把他拦下来，他就

生气地揍警卫一拳，鄙视地
说：「你算什么东西，胆敢
阻挡老子外出？」教宗说：
「愤怒是一种傲慢的态度，
但这种傲慢极为贫乏，带著
丑恶的神贫，只抱持著高人
一等的幻想。这是一种精神
上的阶级。更有甚者，很多
时候，这种人需要透过愤怒
来感受到自己是个人。」
基督徒之间也会发生类似的
情况，神学家称之为「法利
塞人的绊脚石」。教宗解
释道：「有些人对天主的
朴实、穷人的朴素和基督
徒的纯朴心生反感，说：
『这不是天主。我们的神
更有涵养，更睿智、更重
要。天主不可能在这朴实
的事上施展作为。』愤怒
必会导致暴力，不论是肢
体暴力，还是闲言碎语的
暴力，后者的杀伤力跟前
者一样。」
教宗最后勉励众人省思这
两段经文：民众在纳匝肋
会堂的愤怒，以及纳阿曼
的气愤，「因为他们不懂
我们天主的朴实」。

教宗在诵念三钟经祈祷活
动中特别念及受到新冠病毒
疫情严重影响的伦巴第行政
区。念经前，他讲解了当天
福音中耶稣在井旁与撒玛黎
雅妇人的相遇。
(梵蒂冈新闻网) 由于新冠
病毒造成的紧急状态，教宗
方济各3月15日的三钟经祈
祷活动依旧在宗座大楼图书
馆透过网络直播。他在祈祷
活动一开始，特别念及受到
重创的伦巴第教会，同时
也提及米兰总主教德尔皮

尼（Delpini）在主教座堂
顶端向圣母玛利亚祈祷的画
面。此外，教宗也特别感谢
所有司铎在牧灵服务上所展
现的创意和热忱。他们以各
种方式接近子民，好使子民
不会感到被遗弃。
当天是四旬期第三主日，福
音讲述耶稣在井旁与撒玛黎
雅妇人的相遇。基督因行路
疲倦口渴，向一个受犹太
人鄙视的撒玛黎雅妇人要水
喝（若四5-42）。教宗解
释说，耶稣的这个举动“

打 破 一 切 障
碍，开始了一
段对话，并借
此向那妇人揭
露了‘活水的
奥秘’，即圣

神，天主的恩赐”。对于撒
玛黎雅妇人的惊讶反应，耶
稣答说，“若是妳知道天主
的恩赐，并知道向妳说：给
我水喝的人是谁，妳或许早
求了祂，而祂也早赐给妳活
水”（10节）。
教宗接著解释说，在圣经传
统中天主是活水的泉源，远
离祂则会导致严重的干旱。
这也是以色列子民在沙漠中
的经验。“在走向自由的漫
长道路上因为没有水，以民

口渴难忍，向梅瑟和天主提
出抗议。梅瑟按照天主的意
愿，击石出水，这是天主伴
随及眷顾祂的子民的标记”
。
保禄宗徒将这磐石解释为
基督的象征。教宗说，那
些渴望救恩的人，可以从
耶稣那里无偿地汲取，而
圣神将在他内成为永生的
泉源。耶稣对撒玛黎雅妇
人作出的活水的应许在祂
的 逾 越 奥 迹 中 成 为 了 现
实：从祂被刺透的肋膀中
流出了血和水（参阅：若
十九34）。基督，那位被
祭献和复活的羔羊，是圣
神的泉源，祂赦免罪过，
并再造新生命。

教宗说，“与基督相遇后
不可能会保持沉默，就如
撒玛黎雅妇人那样。无论
谁与生活的耶稣有了个人
的相遇后，都会觉得有必
要把这事告知他人，如此
一来，使所有人都宣认耶
稣‘确实是世界的救主’
。我们因洗礼而重生的人
也蒙召见证在我们内的生
命和希望”。教宗最后总
结道，“如果我们的寻求
和 饥 渴 在 基 督 内 得 到 满
足，我们将表明救恩并不
取决于现世的‘事物’，
而是在爱我们且永远爱我
们的那一位中，祂赐予我
们活水，祂就是耶稣，我
们的救主”。

教宗方济各颁布了有关梵蒂
冈城国司法规范的新法律。
梵蒂冈城国法院院长皮内亚
托内接受本新闻网采访，称
新法律是「伸张正义的必要
条件」。
（梵蒂冈新闻网）圣座于3
月16日公布了教宗方济各
颁 布 的 第 3 5 1 号 法 律 ， 内
容关于梵蒂冈城国司法规
范，以取代若望保禄二世于
1987年颁布的法律。梵蒂
冈城国法院院长皮内亚托内
（Giuseppe Pignatone）表
示，「启发新法律的准则之
一是，坚信法官的独立性及
其专业能力乃是伸张正义不
可或缺的条件」。新法律公
布当天，皮内亚托内院长接
受了本新闻网的采访。
问：哪些理由促成了这个新
法律的颁布呢？
答：教宗方济各强调，有关
司法体系的新规范变得极为

必要，因为2000年以来，
尤其是2013年之后，在梵
蒂冈城国的法律方面，进行
了为数众多的重大调整，尤
其是在经济-金融和惩戒法
方面；这也是加入许多国际
公约的结果。梵蒂冈司法今
天蒙召在许多方面落实与时
俱进的法律，这一切主要可
归功于全球化，但也是数十
年来多项法律的成果。更重
要的是，这些法律的诠释和
落实必须始终符合梵蒂冈法

律的特性，一如2008
年10月1日颁布、关
于法律根源的第71号
法律承认：「法规的
最初泉源及相关诠释

的首要准则均为教会法的规
范。」新法律也重申了这一
点。
问：哪些原则启发了新法规
的颁布？
答：正如教宗曾多次阐明，
并在日前司法年度开幕式上
强调的那样，他重申，司法
权的工作必须不断地从四枢
德中的义德获得启发，而且
为了取得这个成效，法官「

个人慷慨且负责任的努力」
，以及确保效率和及时性的
适当机构，乃是必不可少
的。启发这个新规范的准则
之一是，坚信法官的独立性
及其专业能力乃是伸张正义
不可或缺的条件。教宗方济
各在新法律的序言中提及这
一点。
问：您能否概述一下新法
律中意义最为深远的新颖之
处？
答：清楚表明的一点是，法
官由教宗任命并在圣统制上
服从教宗；虽然如此，他们
在履行职务时，完全依法行
事，公正无私地行使权力。
司法当局直接指挥法警。再
者，对于初审、二审及最高
法院部分法官的专业素养，
也做了明确又严格的要求。
大学教授或声誉清白的法务
人员均可接受任命。这也恰
好是为了满足梵蒂冈司法工
作各式各样的需求，梵蒂冈
尽管是个领土狭小的国家，
但她一方面重视民法、刑法
和行政法领域的经验，另一
方面要求初审法官当中，至

少有一人是教会法和教会行
政学专家。在保障独立性和
效率的一贯宗旨下，设立了
行政人员机构，规定法院办
公室开支的独立性。在初审
法院方面，也规定至少其中
一名法官必须是全职服务。
另一项意义重大的调整是，
最高法院院长有机会参与审
判团。按照规定，审判团由
三名枢机组成；「倘若有争
议的复杂情况所需，或是视
机会而定」，可增加两名专
门负责该案件的法官，其任
命的条件与初审和二审的要
求一致。
问：辩护权受到怎样的保
障？
答：我们要强调的一个层面
是，新法律第26节清楚浮现
了对辩护权的关注，把它定
义为「在诉讼程序的任何情
况或层级都不可侵犯」的权
利。这符合无罪推定的正确
程序原则，早在2013年就
纳入惩戒诉讼程序法里（第
350节）。在这个背景下，
也详细规定了辩护律师的登
记资格。

教宗清晨弥撒：续为病人祈祷
求天主助祐家庭找到真情

教宗三钟经谈撒玛黎雅妇人
基督是活水和救恩的泉源

教宗颁布梵蒂冈城国新法律
提升司法独立性和专业性

教宗方济各颁布梵蒂冈城新法律。

教宗主持清晨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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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讯)随
着我国政府宣布实施一项行
动管制令，对全体人民 下达
行动与活动的多种限制，藉
以防控新冠状肺炎疫情的进
一步扩散。管制措施已由3月
18日开始，至31日为止，为
期两周。
为因应新的局势，吉隆坡总
教区廖炳坚总主教于3月17日
发出新的牧函，对总教区的
牧民关怀作出新的指南。它
除将暂停所有周末及周日公
共弥撒、聚会、会议，教理
班及成人慕道班的期限，延
长至3月31日外，且因此次危
机的发展尚有待政府当局作
出新的决策，致对教会的圣
周庆祝，以及复活节（成人
入门圣事）的庆典也加入了
变数，有待届时当局的更进
一步的指示而定。

总主教宣布的额外措施如
下：

a. 所有教堂及小堂将关
闭，以遵照MCO的命令。
b. 教友可以在家里参加线
上直播的弥撒，同时在此
期间内，也请你们继续作
神领圣体。
c. 所有神父受请奉献他们
私下举行的弥撒。
d. 在受管制期间内，总
教区及各堂区的办事处将
关闭，但各堂区为应付紧
急牧民照顾与支援，须安
排紧急的电话热线。总教
区及堂区职员需在家里工
作。
e. 为办和好圣事（告解）
，为病人傅油以及领圣
体，只适用于严重的情
况。请与堂区的紧急热线
联络，并提供详情。对于

非严重情况的行动不良者
领圣体要求，应展延至受
管制期之后。
f. 已经定期在管制期间
内，以及随后的4及5月内
结婚的情侣，请联络你们
的堂区神父，讨论你们的
计划，以应对MCO的管
制。
g. 殡葬及利用教堂善终
室，将须严厉遵守卫生

部 及 教
会 当 局
发 出 的
指 南 和
限 制 。
请 联 络
堂 区 神
父 ， 获
知 详

情。
h. 我们呼吁所有基信团
动员他们的资源，并与他
们各自堂区全人发展局合
作，去援助及照顾脆弱
者，年老者及病患者，独
居者以及在财务上受到此
次危机影响，还有那些站
在抗疫前线，提供卫生照
顾者的家属。
i. 成人慕道班甄选礼的准备
和举行，目前已告展延。
j. 原定于2020年3月31日举
行的圣油弥撒将取消。我
们将评估局势的发展，以
决定是否有需要展延至另
一个日期。有关圣周的庆
祝，复活节（入门圣事）
的庆典，将须视此次危机
的发展以及民事当局更进
一步的指示而定。

梵蒂冈发出复活庆典指南

另一方面，为因应疫情大流
行的影响，主持礼仪的梵蒂
冈部门已为主教及神父发出
庆祝圣周，逾越节三日庆以
及复活节礼仪的指南。
梵蒂冈建议，主教应将可以
展期的礼仪加以展延。至于
不能展期的庆典如复活节，
神父与主教则可在已经暂停
公开礼仪的场所举行。
有关的指示说，在民事及
教 会 当 局 设 有 限 制 的 地
方，主教与主教会议互相
同意的，则可在没有教友
的出席下，在主教座堂奉
献逾越节三日庆礼仪；而
教区的神父则可以在他们
的堂区举行礼仪。
至于圣周四庆祝上主的晚
餐，司铎可以在没有众人
的参与下，在适当的地方
举行弥撒圣祭；而属于选
择性的濯足礼应予免除。
周五的耶稣受难节礼仪应
在主教座堂或堂区的教堂
举行，普世的祈祷意向应
包括为病人，已亡者以及
失落和 诅丧者。

（布城讯）警方将在全国
展开执法行动，逮捕其余
约3800被鉴定于上个月杪
出席吉隆坡大城堡清真寺
宣教集会，但尚未进行新

冠 肺 炎 测
的人士。
国 防 部 高
级 部 长 依
斯 迈 沙 比
里 指 出 ，

警方已有完整的出席者名
单 ， 逾 3 8 0 0 人 除 大 马 人
外，同时包括罗兴亚人及
非法入境者。

他说，“虽然没有护照，
但他们无需害怕前往医院
接受检测，重要的是他们
获救。”
依斯迈沙比里劝请那些出
席者在警方前往他们的住
所之前，出来接受检测。
至今，在14宗新冠病毒死
亡个案当中，有8宗来自清
真寺宣教集会感染群。

另一方面，联邦直辖区部
长安努亚慕沙揭露，7间尚
未登记的宗教学校及数间
宗教中心，曾参与在大城
堡举行的宗教集会，并呼
吁即刻进行新冠肺炎检测。
他促请，所有曾经参与在
大城堡举行的宗教集会人
士，自愿前来进行检测。
 “如果他们拒绝自愿前来

进行检测，我们会去找他
们，并提供援助。”
安努亚慕沙是在出席国家
安全理事会会议后，在新
闻发布会上发表谈话。
大城堡清真寺宣教集会在
2月27日至3月1日期间举
行，并吸引约1万6000人出
席，包括来自汶莱、新加
坡、泰国和印尼的出席者。

（布城讯）随着大马新冠状
肺炎疫情进入“遏止阶段”
，首相慕尤丁3月16日晚宣
布，从18日开始至月底，禁
止国内所有公众集会，同时
禁止国人与外国人出入境。
他表示，目前的疫情需要政
府采取更剧烈的行动，以便
可以尽速恢复情况。
3月23日，随着疫情的进一
步蔓延，首相指出，国家安
全理事会监督每天的情况，
至于会否延长，该理事会将
在行动管制令结束时，即3
月31日之前召开会议决定。
届时决定应否延长一或二星
期。
慕尤丁再次促请民众，在行
动管制令期间留在家中。国
家安全理事会将监督情况，
如果卫生部在国家理事会的
协助后所执行的措施，让新
冠肺炎疫情的情况逐渐好
转，就意味著行动管制令奏

效。
他指出，根据警方和武装部
队向他的汇报，目前已有
近90%的国人遵守行动管制
令。
“民众遵守行动管制令的成
效也越来越好，如果可以，

我希望能达到100%遵守。”
较早前，慕尤丁宣布政府从
3月18日至31日之间推行多
项重要防疫措施。大马全国
范围将实施限制群众集会和
游行禁令，包括宗教活动、
运动、社交和文化活动。

为了实施这项禁令，所有宗
教场所及商业单位必须关
闭，除了超级市场、巴刹、
杂货店和出售日常用品的便
利商店。

慕尤丁补充，所有在清真寺
和祈祷室（surau）的宗教活
动，包括周五午间祈祷都必
须展延。这是依据伊斯兰教
义协调委员会在3月15日的
会议决定。

慕尤丁也宣布，政府全面限
制大马公民出境，而任何返
国的大马人，都必须接受健
康检查以及自行居家隔离14
天。至于外国游客与旅客，
则限制入境大马。
他表示，政府是在《1988年
传染病防治法令》及《1967
年警察法令》下落实此行动
管制令令。
3月18日，首相丹斯里慕尤
丁促请人民在行动管制期间
留在家，与家人相处，远离
2019冠状病病毒，如果这两
个星期无法阻断病毒蔓延，
政府或许可能再延长管制
期。
他是第二次计针对冠病疫
情，发表全囯电视讲话时强
调，行动管制不是让人民回
乡、购物、公园、到访旅游
胜地，而是为了让大家留在
家里，保护家人和本身。

（吉隆坡讯）吉隆坡总主教
廖炳坚于3月19日，徇神父
与教友的要求，对政府目前
为防控新冠状肺炎实施的行
动管制令期间，教会如何处
理教友的婚礼与殡葬仪式问
题，作出了新的指南。

总主教发出的殡葬安排新指
南如下：
A. 不论在善终室或住家
中，不得作为期7天的公开
追思祈祷。丧家可以举行他
们私人的祈祷，堂区可以为

其家属准备祈祷书。丧家可
以接受访客到来作简短的吊
唁。
B. 由于公开弥撒已经暂
停，殡葬礼仪只能在家里或
善终室举行。届时不会有弥
撒或领圣体。根据国家安全
理事会与卫生部的指示，参
加者仅限于近亲。因管制令
的禁止，丧礼不能使用教
堂。
C. 其他公共卫生措施（如
社交距离等）必须遵守。

D. 所有来宾与家属成员都
必须登记。他们的资料应包
括姓名，电话号码，日期及
时间。此举是旨在必要时，
有助于当局的联系追查。

行动管制令期间的婚礼新指
南：
1. 鼓励情侣将婚期展延至较
后的日子。如果情侣坚持要
行婚礼，下列准则必须严格
遵守。
2. 由于公开弥撒的暂停举

行，婚礼将只是一种礼仪
service，没有领圣体（即使
男女双方皆是天主教徒）。
3. 参加婚礼的仅限于最接近
的家庭与亲戚成员，人数不
能超过50位，越少越好。
4. 座位方面，参加者之间须
保持安全的距离。
5. 所有来宾与家属成员都
须登记。他们的资料应包括
姓名，电话号码，日期及时
间。此举是旨在必要时，有
助于当局的联系追查。

隆总教区宣布新措施防疫
圣周复活节庆典或受影响

参加宣教集会未检测
警方展开逮捕三千人

首相宣布行动管制令 
月底前检讨是否延长

军人设路障检查车辆。首相慕尤丁宣布管制措施。

吉隆坡总主教廖炳坚。

吉隆坡总教区发出

殡葬与婚礼新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