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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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内的兄弟姐妹：

孤儿的生活很苦，他们年幼
丧亲、无依无靠。我们从不
否认这个社会现实，更深表
同情。然而，丧亲的人并非
全都是孤儿，只有年幼丧亲
的人才能是孤儿。耶稣基督
决不留下我们作孤儿，表示
在祂眼中我们全都还是年幼
的人，还需要祂的照顾，还
需要在祂内长大成人。事实
也的确如此，一如圣保禄所
说的，当我们还是属血肉，
仍旧按照俗人的样子行事，
我们就只是基督内的婴孩，
还不是属神的人（格前三1-4
）。因此，耶稣这主日的临
别赠言所描述的是我们成长
的必要环境和条件。我们需
要在一个爱的环境中才能健
全成长，而成长的条件就是
遵守耶稣的命令。同时，我
们也无法孤独一人成长，我
们需要一位护慰者。

耶稣对我们说：「如果你们
爱 我 ， 你 们 将 遵 守 我 的 命
令」（若十四15）。这句话
不该理解为：我们必须依靠
遵守耶稣的命令来证明我们
爱耶稣。虽然这个理解亦有
它特定的意义，但它并不是
这句话的意思。恰恰相反，
这句话所要强调的是：遵守
耶稣的命令的先决条件就是
爱耶稣；只有爱耶稣，我们

才能认识并遵守耶稣的命令。

那么，爱耶稣在此指的又是
什 么 呢 ？ 爱 耶 稣 包 含 两 方
面：从主动的角度说，爱耶
稣就是承认耶稣的伟大，忠
于 祂 ， 在 生 活 中 给 祂 腾 出
行动的空间；从被动的角度
说，爱耶稣就是接纳耶稣的
爱，也就是谦卑地在耶稣的
保护下生活。这是旧约中天
主子民对爱的一贯观念。他
们被天主拣选、受天主保护
和 照 顾 ， 而 天 主 对 他 们 的
要求就是忠信、赞颂天主、
并谦卑地在天主的保护下生
活。这种爱的观念是遵守天
主诫命的基础。耶稣在此引
用的就是这种爱的观念。

我们可能也会想起耶稣在别
处 要 求 我 们 彼 此 相 爱 的 命
令：「你们该彼此相爱；如
同我爱了你们，你们也该照
样彼此相爱」（若十三34；
十五12）。可是，那一条命
令跟耶稣现在要求我们遵守
的这些命令有别：「如果你
们爱我，你们将遵守我的命
令」（若十四15，21）。那
一条是单数的命令，指的就
是彼此相爱；而这些则是复
数的命令。那么，这些命令
指的又是哪些命令呢？

这些命令指的是那股推动门徒
们与耶稣建立内在关系的力

量。这股力量并非源自门徒们
自己的意念，而是发自临在于
他们内的耶稣。因着这股力
量，门徒们对耶稣的临在拥有
很高的敏觉力，他们的生活几
乎就是列明这些命令的标示
牌。众人可以从他们身上，在
他们的言行举止中看见临在于
他们内的耶稣。他们也就成了
活出耶稣的这些命令的见证，
彰显他们是爱耶稣的人。因
此，耶稣再次证实说：「那接
受我的命令而且遵守的，便是
爱我的人；谁爱我，必遵守我
的话，我父也必爱他，我们要
到他那里去，并要在他那里作
我们的住所」（若十四21，23
）。

我们还可以透过护慰者真理之
神来理解耶稣的这些命令。耶
稣对门徒们说：「如果你们爱
我，你们将遵守我的命令。我
要请求父，祂必会赐给你们
另一位护慰者，使祂永远与你
们同在；祂是真理之神」（若
十四15-17）。圣神是耶稣为
我们向天父求得的护慰者。祂
随时待命帮助我们，在黑暗的
时刻向我们伸出援手，在滑溜
的路上扶我们一把。祂是真理
之神，带领我们走上正确的道
路，使我们信德坚固，不受欺
骗，不遇凶险，因为祂总是以
耶稣的这些命令指引我们。

圣神把耶稣的这些命令化成

我 们 心 中 的 声 音 向 我 们 说
话。这些命令就是我们良心
的声音，总是提醒我们、警
戒 我 们 ， 督 促 、 激 励 和 安
慰我们。圣神净化我们的心
灵，开启我们的明悟，使我
们能明辨对与错，善与恶，
更赐给我们勇气和力量去遵
守耶稣的这些命令。圣神必
会在我们内心中行动，但一
如耶稣所说的，先决条件是
「如果我们爱耶稣」，也就
是承认耶稣、忠于耶稣，并
接纳耶稣的爱。如果不爱耶
稣，我们就会失去对耶稣临
在的敏觉力，不再理睬耶稣
的命令，过一种与耶稣毫无
关系的生活，因而不堪再称
为耶稣的门徒。如果不爱耶
稣，我们将受困于耶稣的这
些命令，无法长大成为属灵
的人，永远是孤儿，永远无
依无靠。如果不爱耶稣，没
有真理之神圣神的护慰，我
们甚至会受控于恶神，踏上
谎言的道路，因而失去内心
的自由，心灵窒息而死。

耶稣对门徒们说：「世界不
能领受真理之神，因为世界
看不见祂，也不认识祂；你
们却认识祂，因为祂与你们
同在，并在你们内」（若十
四 1 7 ） 。 「 世 界 」 在 《 若
望福音》的用词中，指的是
那个忘却了自己的根源的地
方。它不再处在天主创造之

初的光当中，失却了纯真，
因而被黑暗笼罩，成了恶势
力行动的地方。因此，它不
能领受真理之神，对圣神的
临在不再敏觉。更有甚者，
由 于 世 界 忘 却 了 自 己 的 根
源，它也不再记得自己受造
的目的。这是一种极大的迷
失、极大的痛苦。

耶稣给门徒们说明这一切，不
是为了指责世界，也不是要惩
罚世界，而是为了怜悯世界，
给它找到一条走出黑暗的道
路。在耶稣的意愿下，护慰者
真理之神受派遣来到世界，领
导门徒们重见光明，在光中生
活。耶稣给门徒们派遣了圣
神，祂也同样派遣门徒们藉着
圣神的力量促使世界归向光
明。这是我们所有身为基督门
徒的使命。

因为我们爱耶稣，所以我们看
得见圣神的临在，有真理之神
作我们的护慰者。因为我们爱
耶稣，所以我们遵守耶稣的这
些命令，聆听我们良心的声
音。因为我们爱耶稣，所以我
们蒙召成为耶稣在世界上的使
徒，向世界展示耶稣的临在。
让我们诚心祈求耶稣增加我们
对祂的爱，好能在祂的圣神内
成为属灵、长大成全的人，不
再是孤儿。 阿们。

梵蒂冈电台～ 张德福神父 ～

陈新伟神父默思日记
2020年5月10日 復活期第五主
日
一個信仰團體是如何形成的
呢？宗徒大事錄記錄了聖神是
如何一步一步的將這些門徒和
基督的跟隨著推出來，宣講，
見證。一旦有這麽一群人開始
跟隨著這條真理的道路，天國
的道路和圓滿生命的道路，自
由意志下結伴同行的時候，信
仰團體就在聖神内點燃。
聖神是愛德行動的力量，當父
給予了愛，耶穌活出天父的
愛，聖神將這愛，如玫瑰花雨
般的撒在人間，凡領受的，就
會爲此愛宣講，為此愛見證。
這就是聖三的團體，教會就是
聖三的團體。聖三的教會是愛
的教會，共融的教會和行動的
教會，今天被召喚的七位充滿
聖神的人，不但充滿聖神，更
是充滿信德的人。弟兄姐妹，
我要再重複這句重要的一句話 
“充滿信德和聖神的人” 就
是建立基督信仰團體，及教會
的必要條件。這比金錢和權力
來得更重要。這就明白爲何這

些被召選的都是那麽的平凡不
過。
伯多祿被選爲磐石，在這磐石
上建立了教會，不會讓人掉眼
镜？如伯多祿所言，天主特選
的竟然是那批接近了爲人所擯
棄的一群漁夫或不知所爲的
凡夫俗子。但是這一群不起眼
的，卻成了屬神的殿宇，聖潔
的司祭。現在明白了，聖人們
最後總是將光榮歸於天主。我
終於明白了，我的聖經第一堂
考試題目的答案就是：如果不
是天主，我們什麽都不能做。
弟兄姐妹們，想想我們爲何被
召選？不是我們多了不起，而
是我們是一群被罪惡絆倒的，
卻因慈悲獲得天主恩寵的一
群。耶穌來召喚罪人，非義
人，因世界上沒有真正的義
人。正如教宗方濟各選了這句
話為教宗自我的提醒：“因仁
愛被揀選“。教宗方濟各的徽
章充滿了象徵意義，他的座右
銘是一句描寫耶穌對待稅吏罪

人態度的拉丁文「Miserando 
atque eligendo」，意為「
因仁愛被揀選」。慈悲禧年，
全球主教座堂，全球聖地成爲
了慈悲的聖門，就是提醒著我
們不要忘了，這位被擯棄的石
頭，一塊幸福的絆脚石，耶穌
基督，只因我們信賴了祂，該
蒙羞的我們，卻因祂的名，原
本在黑暗中的我們，進入祂奇
妙之光者的榮耀。
看看我們竟然接近的這以爲自
稱“主”的耶穌，不是什麽君
王，而是一位被摒棄的鄉下
人。我們因祂名領了悔改的“
水” 並接受了給予生命和合
一行動的聖神，我們該成立屬
靈的身體，我們該領受恩寵
的一群，所謂：平安，喜樂，
屬神的孩子。我們該分享了司
祭，先知和君王之職務，但關
鍵的問題出現了, 我們依然像
斐理伯，依然像多默，信德之
欠缺，讓聖神的活焰無法燃燒
愛之火。

“主！我們不知道你往那裏
去。怎麽會知道那條路呢？多
默問；主！把父顯示給我們，
我們就心滿意足了！復活的主
基督，今天狠狠的教訓不只是
這二位，也教訓了我們：這麽
長久的時間，我和你們在一
起，而你還不認識我嗎？還
不知道，看到我，就是看見父
嗎？今天的福音句句話都是
我信仰的第一堂課的考試題，
弟兄姐妹們，你們會作答嗎？
你肯定自己的答案嗎？（如監
考老師的心情：今天的考題取
自聖若望福音14：1-12章，
同學們，小心閲讀，用心作答
哦！）
記得我每次面對考試的時候，
總會出現壓力，壓力來了，心
就煩躁，煩躁了就是失去判
斷，記憶也會因而變得衰弱，
身體一連串的負向連鎖反應就
出現。生命的考試也一樣，天
天都在考試，天天都心煩意
亂，天天都在挑戰自己的良
知，自己内在的邪魔，在這掙
扎中，就像常常被迫要寫的那
篇文章 “生命的十字路口” 

或“生命的旅途” ，如何開
始，如何結束，總是無從下
筆。整個生命就好比遇上了微
積分，煩！
生命就好比給我無數夢魘的
微積分，實際上比課本的微
積分習題難多了。生命的微
積分解題的方法，或說其解
體 方 程 式 ， 誰 能 提 供 ？ 生
命的習題，正如愛的科學是
最難解的習題，我不停的尋
找，在生命的歲末中，基督
給予的道路，真理，和圓滿
生命的聖神，感謝天主的慈
悲，讓尋找圓滿生命的心，
在基督内開始理出解答的智
慧。
無法解答生命的所有微積分
的習題，但我發現自己壓力
來了，心情沒有煩躁，不再
如以往的心煩意亂，面對内
心 的 掙 扎 ， 我 選 擇 基 督 的
道路，還算圓滿。耶穌基督
給了我們彼此相愛，彼此洗
脚，彼此寬恕，在基督内合
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在
教會内的共同合一耶穌基督
之名面對生命最難的習題。

復活期第五主日

复活期第六主日：派遣圣神为另一位护慰者

求护慰者真理之神使我们长大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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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试著在天主慈爱的怀抱里祈
祷。」教宗方济各5月13日在周三公
开接见要理讲授中如此表示。当天的
省思围绕著基督徒祈祷的特色，即：
祈祷源自于天主的启示，那与我们建
立关系的「祢」。在问候信友时，贝
尔格里奥教宗提及，下周一5月18日
是圣若望保禄二世的百岁冥诞。
（梵蒂冈新闻网）「基督徒的祈祷」
是5月13日周三公开接见要理讲授的
主题。继上周展开新一轮以祈祷为题
的要理讲授后，这是教宗方济各第二
次深入探讨祈祷是什么。首先，教宗
阐明，祈祷的行为「属于每一个人、
每个宗教信仰的信徒，或许也属于那
些没有任何信仰的人」。它「发自我
们内的隐密处」、源自我们的心灵，
涵盖了我们的各种能力、情绪、知
识和身体。因此，倘若一个人的心
灵在祈祷，那么「他整个人都在祈
祷」。
教宗说：「祈祷是个动力、是个呼
求，超越我们自身：它源自我们的
内在，并向外延伸，因为它感到思

念著相遇。我们必须强调这点：它
感到思念著相遇，那份思念胜过于
需求；它是一条道路，是对相遇的
思念。祈祷是一声『我』，摸索寻
求著『祢』。『我』与『祢』的相
遇不可计量。」
基督徒的祈祷源自于天主的启示：

「祢」不再神秘隐身，却与我们建
立关系。教宗表示，基督徒不断地
庆祝天主的「彰显」。天主不再隐
藏自己，而是启示自身，一如祂在
东方三贤士前彰显自己，在约旦河
受洗，在加纳婚宴上变水为酒。圣
子耶稣启示了天父，祈祷便是与慈

眉善目的天主建立关系。
教宗强调，「这是基督徒祈祷的首要
特色。如果以前的人总是习惯在亲近
天主时有点畏缩，在接近这个迷人又
惊人的奥秘时带些惊恐，在敬拜天主
时卑躬屈膝，如同奴仆不愿对主人失
敬一般，那么，基督徒反而怀著信任
之情，大胆地称天主为『父亲』」。
在基督信仰中，「奴隶」这样的词汇
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盟约、友
谊、许诺、共融和亲近」。耶稣对众
门徒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而
是朋友。」「你们因我的名无论向父
求什么，祂必赐给你们」（参阅：若
十五15-16）这像是一张空白支票，
我们可以放胆一试。
天主是朋友、是盟友、是新郎。在祈
祷中，我们能与祂建立信任关系，而
且在《天主经》里，耶稣教导我们向
祂提出种种请求。教宗指出，「我们
可以向天主恳求一切、解释一切、讲
述一切。即使在与天主的关系中我们
感觉有所缺失，天主仍然爱著我们」
。天主始终亲近我们，在我们的心门

外等著我们给祂开门。天主有时会敲
门，但祂很有耐心，充满关爱，从
不强迫，宛如慈父慈母。为此，教宗
鼓励众人「在天主慈爱的怀抱里祈
祷」。
当天适逢圣母首次显现给法蒂玛三位
小牧童的纪念日，教宗在公开接见活
动结束之际，对信众说：「我邀请你
们呼求童贞圣母玛利亚，好使每个人
努力不懈地爱天主和近人。」隔天5
月14日是为终止新冠疫情的祈祷守斋
行善日，教宗勉励众人能「兄弟齐
心，恳求上主拯救世人摆脱全球疫
情，启发科学家，并且治愈病患」。
有鉴于今年5月18日周一是圣若望保
禄二世教宗的百岁冥诞，贝尔格里奥
教宗说：「下周一将是圣若望保禄二
世诞生的一百周年，我将于早上七点
在他墓前的祭台主持弥撒。这台弥撒
将为所有的人进行全球电视直播。
让我们感谢天主赐给我们这位罗马
主教，我们要恳请他帮助我们：愿他
协助这个罗马教会改过自新，向前迈
进。」

在圣玛尔大之家的弥撒中，教宗
方济各为这段时期体尝失业之苦
的人祈祷，并提及在泰尔莫利主
教座堂寻获圣弟茂德圣髑周年纪
念。在讲道中，教宗表示，圣神
帮助我们不断更加认识耶稣的教
导：教义绝非静止不变的，却在
同一方向上成长。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5月11
日在圣玛尔大之家主持清晨弥撒。在
礼仪开始时，他提到1945年在整修意
大利泰尔莫利主教座堂时，寻获了圣
弟茂德的圣髑；今年适逢这事件的
75周年纪念。随后，教宗念及失业的
人，说：「这几天有很多人失业，找
不到下一份工作，或者打黑工。让我
们为这些弟兄姊妹祈祷，他们饱受这
失业之苦。」
在当天的福音中，耶稣表示，受派遣
而来的护慰者圣神「必要教训门徒们
一切，也要使他们想起，耶稣对他们
所说的一切」（参阅：若十四21-26
）。教宗指出，「这是有关圣神的许
诺。圣神居住在我们内，由圣父和圣
子所派遣」，前来「陪伴我们的生

活」。圣神又称为护慰者，祂「提供
支持和陪伴，以免人们失足跌倒」。
圣神的职责在于教训我们一切并使我
们想起耶稣的教导。教宗指出，「圣
神教导我们信德的奥迹，教导我们进
入奥迹，更加理解奥迹。圣神教导耶
稣的教义，以及如何培养我们的信
德，却又不至于犯错，因为教义会成
长，却始终在同一个方向上成长，在
理解上有所长进。圣神协助我们更加
理解信仰」。信仰和教义绝非静止不
变；相反地，它们不断成长，在同一
个方向上进步。圣神避免教义出错，
避免它停滞不前，以免它在我们内停
止生长。「圣神将教导我们耶稣教过
我们的一切，促使我们更加理解耶稣
的教导，让上主的教义在我们内成长
茁壮，达致成熟」。
圣神的另一项职责是提醒。耶稣说：
「他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的一
切。」圣神有如记忆，唤醒我们，使
我们对上主的事保持警醒，并且使我
们想起在生命中遇见上主或远离上主
的时刻。
教宗提到，有个人曾经如此祈祷，

说：「上主，我依然是小时候的我，
有过这些梦想的我。但是后来我走错
了路，现在蒙祢召叫。」教宗表示，
这就是「圣神在个人生活中的记忆。
祂带给你救恩的记忆，使你记得耶稣
的教导和自己的生活」。因此，一个
美丽的祈祷方法是对上主说：「我还
是原来的我。我走过了头，犯了许多
错，但我还是原来的我、祢深爱的
我。」这便是「生命旅途的记忆」。
在这记忆里，圣神引领著我们，带领
我们分辨当做之事、正确道路和错误
的路；在各种小决定上，圣神也是如
此。若我们祈求圣神的真光，祂必会
助祐我们在日常的大小事上做出正确
的决定。此外，在《福音》中，除了
护慰者以外，圣神还有另一个名字，
即：天主的恩典。圣神本身就是天主
恩赐的礼物。
教宗最后祈祷说：「愿上主协助我
们守护祂在洗礼中赐给我们的这份恩
典、我们人人心中的这份恩典。」
教宗清晨弥撒：为护士祈祷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5月12
日在圣玛尔大之家主持清晨弥撒。他

在礼仪开始时念及护士，说：「今天
是护士节，昨天我寄发了一个讯息。
让我们今天为从事这项职业的男女
护士、男人女人、男孩女孩祈祷；
这不仅是个职业、更是个圣召、奉
献。愿上主降福他们。在这全球疫
情期间，他们树立了英勇的榜样，
有些人甚至献出生命。让我们为男
女护士祈祷。」
在当天礼仪选读的福音中，耶稣说：
「我把平安留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
赐给你们；我所赐给你们的，不像世
上所赐的一样。」（参阅：若十四
27-31）教宗指出，这里所指的，不
是世界和平、没有战争的那种平安，
而是指我们人人内在的心灵平安。
世界所赐的内在平安是生活顺遂、
心平气和。它有如「你拥有的一项
物件，使你与他人相隔离」。平安
成了你拥有的物件，「你不知不觉
地封闭在这平安里」。这种世界的
平安使你宁静快乐，同时也令你「
陶醉麻痺，停滞不前，有点自私」
。这就是世界所赐的平安：「它
的代价很高，因为你必须不断更换
平安的工具：某样东西激发你的热
情，带给你平安，之后热情消逝，
你必须换个目标。它之所以代价高
昂，是因为它短暂又贫瘠」。
相反地，耶稣所赐的平安是另一回
事。耶稣的平安敦促你采取行动，
走向他人，创造团体，缔造沟通。

「世界的平安代价昂贵，耶稣的平
安则是白白赏赐的：上主的平安是
一份恩典。它结实累累，催促你不
断前行」。举例而言，福音中有个
有钱人打算建造更大的仓房来储藏
财物，天主称之为「糊涂人」，因
为祂当晚就要索回这个有钱人的灵
魂（参阅：路十二13-21）。这种世
界的平安目光短浅，而上主的平安
却「向天国敞开」，并能引领他人
跟自己一起前往天国。
为此，教宗邀请众人省思自己内在
拥有哪种平安：我是否安于享乐、
所拥有的物品或是其它许多事务，
或者我把平安视为上主的恩典？我
必须为平安付出代价吗，或者我是
从上主那里白白领受而来的呢？我
的平安状态如何？我是否一有所匮
乏就忿忿不平？这不是上主的平
安。我是否安逸度日，麻木不仁？
这绝非来自上主。我是否心情平
和，渴望把这份平安传给他人，推
动某些事务？这才是上主的平安。
即使在艰难时刻，我是否从容安
定？这源于上主。上主的平安对我
也是助益良多，因为它充满希望，
展望天国。
教宗最后祈祷说：「愿上主赐给
我们这份充满希望的平安。它使
我 们 成 果 卓 越 ， 与 他 人 沟 通 交
流，创造团体，始终展望天国的
最终平安。」

在5月12日国际护士节当天，教宗方
济各发表讯息。教宗指出，透过新冠
疫情的悲惨处境，我们重新发现护士
守护生命的重要角色。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于5月
12日国际护士节发表讯息。他开门见
山地表示，由于当前的全球卫生紧急
状态，「我们重新发现护士和助产士
扮演的至关重要角色」。面对这危急
时期，我们每天目睹医护人员，尤其
是护士的勇气和牺牲。他们舍己救
人，不顾自身安危。令人悲痛的是，
这一切通过众多医护人员的忠勇殉职
彰显出来。教宗写道：「我为他们祈
祷，为这次疫情的所有罹难者祈祷。
天主知道他们每个人的名字。」

传统以来，「护士在医疗照护方面扮
演著核心角色」。适逢现代护理先锋
南丁格尔护士的两百岁冥诞，教宗称
护士为「生命的守护者和保护者」。
他们在执行必要的治疗时，不停地给
予「勇气、希望和信任」。
接著，教宗写道：「亲爱的护士，道
德责任感是你们专业服务的特色。」
护士在照顾人生各阶段、从出生到死
亡的男女老少时，「一直侧耳倾听」
。面对每个独特的处境，护士不仅遵
守规则，更持续地努力予以「分辨和
关注」。
护士是邻家的圣人。教宗在讯息中表
明：「你们是教会作为『移动医院』
的肖像，持续实践耶稣基督的使命。

耶稣亲近并治愈罹患各种疾病的人，
俯身替门徒们濯足。谢谢你们对世人
的服务！」
此外，教宗也向世界各国领袖发出呼
吁，因为这次疫情暴露了许多国家在
医疗供给上的短缺。教宗吁请各国领
袖在「医疗照护上进行投资，视之为
首要的公共利益，强化医疗体系，聘
雇更多护士，以确保人人得到适当的
照护，每个人的尊严受到尊重」。同
时，教宗也强调，务必提升护士与助
产士的专业素养，他们的培育必须兼
顾「科学、人性、心理和灵性」层
面，并要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确保
他们的权益，以期他们执勤时能享有
完整的尊严。
关于这方面，医护人员的协会扮演了
重要角色。「除了提供全面的培训以
外，这些协会也支持个别成员，让他
们感到属于一个更大的团体，以免他
们在面临职业相关的种族、经济和人
性挑战时，感到沮丧和孤单」。

随后，教宗特别问候助产士，称之为
「极为高尚的职业」，因为「它直
接为生命和母性服务」。在《圣经》
中，史斐辣和普亚这两名助产士的名
字永垂不朽（参阅：出一15-21）；
而今，「天父也心怀感激地眷顾」每

一名助产士。
教宗最后保证为所有护士和助产士、
他们的家人和他们照顾的对象祈祷，
并向他们众人颁赐宗座降福。「愿这
个每年一度的节日能彰显你们工作的
尊严，惠及全社会的健康。」

教宗主持公开接见活动。

护士是生命的守护者，

教宗公开接见：祈祷的特色
可向忠实盟友天主恳求一切

教宗：圣神促进认识信仰
为体尝失业之苦的人祈祷

教宗方济各：透过新冠疫情
发现护士是生命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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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讯）吉隆坡总教区
廖炳坚总主教日前发表教师
节献词，指出教师在灌输知
识，培养学生的品德皆扮演
重要的角色。
总主教说，我要乘教师节的机
会向马来西亚全体教师，包括
于冠状肺炎大流行之际尚在教
学，学习新知识；那些被迫在
家，不能在学校与你们相爱及
怀念的学生在一起；那些已经
退休但仍受到怀念与尊重的；

还有那些尚在师训学院接受培
训准备在日后成为老师的所有
人，说一声“教师节快乐”！
他说，老师们，你们在我
们子女的生活中扮演很重要
的角色，你们灌输爱心给他
们，你们花费时间与精力，
不只是让年轻的一代增加知
识，也塑造他们的品德，使
他们成为具有纪律，道德与
爱心的公民。
我也要呼吁我们的年轻人响

应召叫，以成为一名老师，
以便做我们子女的教育家，
导师和英雄。
教育部长宣布主题
（布城讯）教育部高级部长莫
哈末拉迪宣布，2020年第49届
教师节的主题是“为了知识执
教，建设新世代”（Berguru 
Demi Ilmu, Bina Generasi 
Baharu）。
他说，这个主题提及教师在强
化知识的角色，以及建设国家

新世代的专业能力，从而达成
国家教育理念。
他强调，教师的知识来源必
须是正确、合法及具有权威
性。
莫哈末拉迪指出，每年5月16
日庆祝的教师节是一个提醒
及珍惜教师为了教育、带领
及塑造下一代作出牺牲的日
子。
莫哈末拉迪说，为人师表是
一个无止境的持续性过程，

只要一个人仍然享受生活，
作为一名老师就会真诚地掌
握知识，继续提高对知识的
理解，也同时开拓新的知识
领域。

（布城讯）政府正式在宪报
颁布与有条件行动管制令有
关的条例，允许举办开斋
节、丰收节和达雅丰收节的
聚会，但须遵守卫生部总监
规定的可聚会人数指示。
5月12日颁布的这份最新宪
报，仅针对首相慕尤丁在5
月10日宣布，政府允许人民
到居住在同一州属的亲友家
相互拜访，但人数仅限于20
人以内。
慕尤丁在10日的特别演词
时说，考虑到来临会有许
多节庆，如开斋节、丰收
节等，因此政府允许少于
20人的聚会。
他说，在有条件行动管制令
期间，大家可以到同州属的
亲戚朋友家庆佳节，但每一
次聚会不得超过20人。
“因此，我们不需要大费
周章宴客，或举办门户开
放。”
卫生总监诺希山说，政府
允许的是少于20人的家庭
成员互相拜访，而不是开

放给外人。
他在每日汇报会上指出，即
使是家庭成员如孩子、孙子
等到来，也要遵守政府的标
准作业程序，包括保持社交
距离、进屋前必须洗手或消
毒双手。
“我们不要拥抱，也不要有
肢体接触，这是为了保护我
们年纪大的家人，比如爸
爸、妈妈、奶奶。”
他也说，20人的聚会也要
看地方大小，如果是一般
的公寓容纳20人话，则太
过拥挤。
“这已经违反了政府的标准
作业程序，因为公寓最多7
人是极限，否则无法保持社
交距离。虽然说20人，还是
要看地方大小，如果不能容
纳20人则不妨采取轮流拜访
制度。”
 “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和一起保
护家里年纪大的亲人，否则
我们回乡就有风险把病毒带
回家。”

（布城讯）首相慕尤丁5月10日
透露，政府目前正在拟定宗教
场所的标准作业程序，供有关
在各宗教场的膜拜活动遵循，
待标准作业程序出炉后即可进
行。
他相信，在执行有条不紊的标
准作业程序下，清真寺会逐步
开放。
慕尤丁透过电视与网上直播，
发表特别演说时指出：“我
知道很多穆斯林很想念到清真
寺祈祷……疫情已有好转的趋
势，加上绿区也逐渐增加……
再给宗教局一点时间，让他
们详细研究拟定标注作业程
序。”
“我相信我们可以更好地进行
我们的仪式。”
他续说，至于非穆斯林宗教场
所，如教堂、佛堂或其他宗教
场所，政府也会宣布有关的标
准作业程序，确保非穆斯林也
可以进行祈祷。
另一方面，掌管宗教事务的首
相署部长拿督斯里祖基菲里

指出，政府落实行动管制令期
间，首相署（掌管宗教事务）
已耗费1亿3200万令吉援助各宗
教群体，其中已支援逾2000名
非穆斯林。
他强调，人道支援必须“看不
见”宗教、种族及肤色。他5
月11日在脸书发文指出，其部
门当天在八打灵市蒂莎明达里
（Desa Mentari）帮助15户非穆
斯林家庭；帖文也附上这些家

庭领取粮食的照片。
他说，他收到一位朋友的信
息，该名朋友是灵市卫理公会
教堂的乔纳森牧师，内容有关
15户居住在蒂莎明达里的非穆
斯林家庭，在有条件行动管制
令期间需要基本日常用品。
他指出，自3及4月落实行管令
期间，其部门已耗费多达1亿
3200万令吉来减轻全国20万名
穆斯林的负担，其中也有逾
2000名非穆斯林得到支援。
“关于人道支援的课题上，我
们‘看不见’宗教、种族及肤
色，这就是大马人的精神。愿
我们能度过此考验，直到最
后。”

（槟城讯）槟城教区主教施
恩天鼓励槟城教区的所有天
主子民，于5月14日与普世全
民团结合一，响应教宗方济
各的呼吁，为世界祈祷，守
斋，行慈悲善功。
施恩天主教说，教宗呼吁普
世所有的宗教信仰，传统风
俗，善意和平的人士在精神
上团结合一，立2020年5月14
日（星期四）为世界祈祷，
守斋和慈善工作日，来克服
新冠状病毒大流行疫情。
主教说，“我因与教宗共

融，在此鼓励槟城教区（吉
兰丹，玻璃市，吉打，霹雳
和槟城）的所有人民，都能
宽心地回应教宗的呼吁。
什么是祈祷？全心遵守及服
从神的计划；什么是守斋？
准备自己为遵守及服从神的

计划（选择自己想要的守斋
方式）；什么是慈善工作？
你的任何“良善必会克服邪
恶”的善行。
祈祷是“相信并信赖天主的
人由衷的呐喊”。教宗阐
明，祈祷是「信德的气息，
是信德最恰当的表现」。

教宗方济各5月3日在诵念天
皇后喜乐经后，说：“因为
祈祷是人类的普遍价值，我
接受《人类兄弟情谊》高层
委员会的提议：所有宗教信
徒于5月14日心神团结一致，
一同祈祷守斋并力行慈悲善
功，祈求上主帮助人类克服
新冠疫情。”请记得，5月14
日，所有不同宗教信徒，一
同祈祷、守斋和行善功。

亚洲主教团主席呼吁

另一方面，来自仰光的《信
仰通讯社》报道说，亚洲主
教团联盟主席、缅甸仰光
总主教区总主教貌波枢机呼
吁“全体亚洲基督徒积极参
与、慷慨善度五月十四日的
守斋、祈祷、爱德日，让世
界早日摆脱疫情。我们宗教
领导人、全体在天主内的信
徒们团结在一起”。
他邀请亚洲教会踊跃参加人
类友爱最高委员会发起的这
一祈祷。这也是教宗方济各
和世界逊尼派穆斯林最高领
导人埃尔-塔耶比大教长大力
支持的。
貌波枢机指出，“席卷全
球的Covid-19疫情挑战了
我们的生活、工作以及节庆
的方式。是考验所有人的时
刻，特别是失业的人、移民
劳工、原住民、被排斥的群
体”。
现在，“绝大部分亚洲人的
生活受到了限制”。“许多
人在问：这一切什么时候是
个头、什么时候重返正常生
活”？亚洲经历了冲突、

战争和无休止的危机时刻，
从海啸、飓风到各种自然灾
难。这一次，“疫情席卷世
界各国、疫情将彻底改变世
界。政治将会发生改变、国
际关系会不同”。
“打击了二百多个国家的疫
情将改变世界，就像世界大
战一样”。从这场危机中可
以看到一名好领导人的关键
词：做出指示、创造意义和
同理心、承担责任、保护和
包容穷人和弱势。“此类危
机下，真正的领导人利用机
会创造信心”，而不是焦虑
和恐惧。
接着，他结合许多上演着最
严重和长期冲突的亚洲地
区，强调目前最需要的是耐
心、力量和智慧。现在是“
搁置仇恨、武器的时刻，应
对打击了人类的共同敌人”
。
疫情“给了我们彼此相互鼓
励的机会、团结互助的机
会”。为此，貌波枢机邀请
人们踊跃参与五月十四日祈
祷日，祈求天主慈悲。

隆总主教廖炳坚教师节献词
教师塑造下一代重要角色

遵守卫生总监指示
允许举行佳节聚会  

我国天主教子民响应  
为克服肺炎疫情祈祷

宗教局拟标准作业程序 

各宗教场所将逐步开放

吉隆坡总主教廖炳坚。

基督徒共同为消除肺炎病毒祈祷。

沙巴州大清真寺的外观。

首相署部长
拿督斯里祖
基菲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