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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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并不因恶人而遭摧毁，却因
有人看到恶人作恶仍无动于衷，
置之不理。对于弟兄的过犯或恶
行，基督徒团体不能视之不见，
听之不闻。正义和仁爱要求我们
不可冷眼旁观弟兄的过犯和恶
行，任其自生自灭，却要尽力引
导他们悔改、回归正途。我们确
实是弟兄的守护人（参阅：创四
9）。疏忽的罪本身就是一宗大
罪，其后果将导致丧亡，自己以
及很多人的丧亡。在第一篇读经
中，天主明明地说了：「人啊，
我现在立你作以色列家的警卫；
你听了我所说的话，要代我警告
他们。因此，当我告诉恶人说：
『恶人，你必丧亡！』你若不讲
话，也不警告恶人离开邪道，那
恶人必因自己的罪恶而丧亡，但
我要向你追讨他的血债」（则卅
三7-8）。天主要求我们作弟兄
的警卫，也就是常常关怀并规劝
弟兄的人，因为天主不喜欢任何
人丧亡，总是渴望人离开一切罪
恶，回心转意，得以生存（参
阅：则十八30-32）。
规劝弟兄实在是件非常艰难和
微妙的事，但它却是我们本分
内应做的事。规劝弟兄必须出
于仁爱，手法则必须委婉和谦
卑。这主日的福音教导我们，
首先我们得私下规劝弟兄，让
他们意识到由于他们的过犯，
他们正踏在凶险的路上。我们
必须以一个罪人对另一个罪人
说话的方式规劝他们，而不是

以法官对犯人或义人对罪人说
话的方式。我们始终得承认，
只有天主的恩宠能改变人心，
促使人心悔改。
当一次规劝失败后，我们不可就
此气馁。我们得秉持天主的耐心
和信任，就如耶稣在另一则无花
果树的比喻中教导我们的那样。
在那则比喻中，园丁并不因三年
辛勤种植无花果树却一无所获而
懊恼，反而予以它更细心的照
顾，在它周围掘土又施肥（路十
三6-9）。我们必须虚心接受并
非总是看得见我们努力的成果，
不可自命非凡，渴求领功受赏。
这也是耶稣的教导，祂说：「正
如俗语所说的：撒种的是一人，
收割的是另一人」（若四37）。 
谁劳力播种，谁收割成果，其实
并非最重要，重要的是有人播
种、有人收割，然后一同喜乐。
所以耶稣又说：「收割的人已领
到工资，且为永生收集了果实；
如此，撒种的和收割的将一同喜
欢」（若四36）。
基督徒的救恩观是普遍的救恩
观，乐见人人得救，因此尽心彼
此守护，相互负责。基督徒不能
独自得救，只能一起得救。我们
若不管他人死活，就不可期望能
找到天主。我们必须一同到达天
主那里，一块儿回到天父的家。
若我们单独地来到天父面前，祂
会对我们说什么呢？祂必会问我
们：「你的弟兄在哪里？」那
时，我们不能答复天父说：「我
不知道，难道我是看守我弟兄的

人吗？」（创四9）
当一次规劝失败后，耶稣要求我
们另外带两三个证人去规劝那位
弟兄，甚至告知整个教会团体。
这是出于互救的牧灵热忱，而不
是法庭的诉讼程序。当一切努力
都失败后，那就只好「将他看作
外邦人或税吏」（玛十八17）。
然而我们得记住，耶稣从来不把
外邦人、税吏和罪人排除在救恩
和牧灵照顾之外，反而主动去寻
找他们。祂对那些自充为义的法
利赛人说过：「不是健康的人需
要医生，而是有病的人。你们去
研究一下：『我喜欢仁爱胜过祭
献』是什么意思；我不是来召
义人，而是来召罪人」（玛九
10-13）。
对待罪人和彼此担待的最佳方式
是祈祷，尤其是团体祈祷。因
此，耶稣接着向我们证实说：「
若你们当中有两个人，在地上同
心合意，无论为什么事祈祷，我
在天之父，必要给他们成就，因
为那里有两个或三个人，因我的
名字聚在一起，我就在他们中
间」（玛十八19-20）。团体祈
祷所强调的是弟兄姐妹间的仁
爱，它同时表现并坚固团体的共
融合一，甚至能治愈团体中因不
和所造成的伤害。基督徒团体为
罪人祈祷，彼此代祷，必能成就
靠我们人力所无法实现的事；因
为在我们祈祷时，耶稣与我们同
在，而且天父亲自行动，给我们
成就我们同心合意祈求的一切
事。

在第二篇读经中，圣保禄进一
步讲解弟兄姐妹间的仁爱。他
从灵修层面介入这个仁爱的奥
秘，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唯一且
永远无法还清的就是仁爱的
债，从而把仁爱视为一切诫命
的基石。他说：「除了彼此相
爱以外，你们就不再亏欠任何
人」（罗十三8）。我们可以
改述保禄的话说：「你们可以
还清所有的欠债，但仁爱的
债却永远无法还清，所以必须
彼此相爱。」事实也正是如
此，因为偿还所欠的债是正义
的要求，但是我们怎能算清彼
此相爱的债，而尽数偿还呢？
我们怎能给仁爱定下一个数量
呢？在急需中领受了一杯清水
的仁爱又怎能以一杯清水来还
清呢？一杯金子也还不清。因
此，我们亏欠许多人仁爱的
债，永远都无法还清，只能回
爱，不求回报地去爱。
圣保禄继续解释说：「谁爱别
人，就满全了法律；爱就是法
律的满全」（罗十三8b，10）
。保禄之所以能这么断定，是
因为「基督的爱催迫着我们」
（格后五14），叫我们生活「
在基督的法律之下」（格前九
21），因为「法律的终向是基
督，使凡信祂的人获得正义」
（罗十4）。基督的爱要求我们
彼此相爱，在仁爱中互相关怀
和守护；这是基督徒得救的道
路。所以，为了自己的得救，
圣保禄坦白地说：「对软弱的

人，我就成为软弱的，为赢得
那软弱的人；对一切人，我
就成为一切，为的是总要救些
人。我所行的一切，都是为了
福音，为能与人共沾福音的恩
许」（格前九22-23）。让我
们谨记耶稣的教训，效法圣保
禄也为了自己的得救而彼此相
爱，互相担待，在得救的路上
共勉励。    阿们。
梵蒂冈电台～ 张德福神父 ～
今天的弥撒福音这样说：
「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
去，要在你和他独处的时候，
规劝他；如果他听从了你，你
便赚得了你
的兄弟；但他如果不听，你就
另带上一个或两个人，为叫任
何事情，凭两个或三个见证人
的口供，
得以成立。若是他仍不听从他
们，你要告诉教会；如果他连
教会也不听从，你就将他看作
外教人或
税吏。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
们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
要被束缚；凡你们在地上所释
放的，在

天上也要被释放。
我实在告诉你们：若你们中二
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无论为
什么事祈祷，我在天之父，必
要给他们
成就，因为那里有两个或三个
人，因我的名字聚在一起，我
就在他们中间。」玛 18：15-20

陈新伟神父默思日记
2020年8月30 日

我領洗後，第一次分享自己
的皈依故事時，我説道：原
來要認識自己，最好的方法
是透過認識天主，認識耶穌
基督這條路，原來才是認識
自己的最佳道路。聖經這本
聖書，讓我清楚的認識不單
是人類，這個世界，而是天
主是誰，而天主是誰，正也
告訴了我們自己“我是誰？”
每次看到天主的愛，才知道
我的愛是那麽的不成全，是
那麽不懂得愛；每次看到天
主的聖，才自問，我的聖潔
在那裏？我是多麽的世俗，
世俗到讓自己面目越來越可
憎，在欲望的世界裏，越是
追求本性欲望的我，越是看
到庸俗的自己，不是我不愛
本來的自己，而是原來所謂
的自己，不是真正的自己。
從 聖 經 中 才 體 會 ， 世 界 這
樣教導我們：愛自己，但是
很多時候，那個自己已經變
了調了，已經不是原本的自
己，而是被世界塗鴉過的自
己 。 被 政 治 包 裝 ， 被 利 益
包裝的自己。我在認識天主
後，才知道，我不該像現在

的 這 個 樣 子 的 ， 完 全 聽 從
世界的聲音。我該懂得分辨
了，我的生命原來還能有另
一個選擇，就是世界所不喜
歡的聲音，卻往往從那可以
聽到自己不喜歡，卻是真理
所在聲音。
原來天主是我的照妖鏡；是世
界的照妖鏡，把不屬於真正自
己的部分給反射出來了。這我
才明白，在我第一次真正祈禱
中，天主讓我看到了自己所犯
的錯誤，在祈禱中一幕幕不堪
的自己。終於明白先知耶肋米
亞的心情；終於明白爲何每次
從天主的聖言中，常覺得自
己成爲羞辱和譏笑的原因，在
天主面前，我不過是給可憐
的人，被世界裝飾過的笑柄。
世界把我們化妝了，世界把我
們當成它的寶貝，世界寵愛我
們，竟是滿足我們的欲望，填
補我們的欲望，金錢，權力，
地位，物質，情色成爲了我們
的衣裳。世界滿足我，因爲如
此世界得到了我的靈魂。
在 主 基 督 内 ， 認 識 了 天 主
後 ， 我 才 明 白 ， 我 活 在 世

界，被世界同化了，以爲這
才是生命的真理。我至今才
明白，我不屬於世界，我是
屬於天主的孩子。天主不是
叫我不愛這個世界，只是告
訴我們，我們不屬於這個世
界，是要我們知道，我們把
魔鬼當成父親，卻把真正的父
親不理不睬，這才是我們痛苦
的來源。因爲本性的我們有
個最深的渴望被世界占據了，
那就是靈魂的渴慕，原來靈魂
渴慕天主，切望著天主，越多
的世界欲望，不但不能滿足靈
魂，反而讓自己陷入了乾旱涸
竭。
認識自己，終於讓自己開始走
向正常的生命的道路，也就是
說，我不再只是依靠本性的我
生活。只靠自己，好累，只看
到世界，好累，那是欲望的世
界，無底洞，我們用有限的生
命，有限度的力量去追尋那無
窮的欲望，那是我自己的無
知。認識了天主，最大的收
穫，就是知道了什麽是聖善，
什麽是悅樂天主的事，什麽是
成全的事，什麽是人該走的道

路，靠認識的真理，怎麽樣的
生命才是屬於人的。
因爲我們已經被世界捆綁了，
被世界滿足了，所以魔鬼所掌
控了，這就是我們生命中的
三個仇人，卻成爲了我們的
愛人，那就是世界，魔鬼和自
我，也就是自己的肉身。所以
今天耶穌基督給了我們祂的
愛，那才是真正滿足靈魂的愛
人，那才是靈魂不停尋找的愛
人，那是世界滿足的靈魂，真
正的渴望。所以，要找回真正
靈魂所失去的愛情，耶穌基督
告訴我們：將我們和天主隔離
的絆脚石搬走，認識了，就勇
敢的對撒旦說：退到後面去。
對自己說，跟隨主耶穌，不是
自己的生活了，而是在主生命
内的生活；對世界說，我的十
字架不該是為世界的欲望；我
該背的是耶穌基督所背的十字
架，那是世界所遺忘的天主的
愛情，我們真正的十字架應該
是將天主的愛再召喚回到這個
世界，每個人的心中。所以該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是願意
成爲天主的僕人，服從天主的

旨意，跟隨著主耶穌。
原來人的十字架就是本性的敵
人，那就是主耶穌基督。所謂
勇敢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是
跟隨主耶穌，就是十字若望所
言，選擇相反本性傾向的作
爲；主耶穌正是要求我們走不
同的路，跟隨祂自我的路，跟
隨祂走天國的窄門，跟隨祂，
就是我們的召喚，這就是我們
的十字架，但是主說了：那不
是重擔，是輕省的，生命之所
以苦，是因爲來自世界，來自
天主的，我們有給信靠給力的
主耶穌，其實不會是承重的。
我現在的生活，比起我在世俗
上的生活喜樂多了，輕鬆多
了。我的十字架就是承認了主
耶穌是我的救主，一切就真的
變得輕鬆了！本來擁有世界的
我，卻沒有讓我擁有了世界而
獲得喜樂和平安，反倒失去了
最珍貴的靈魂；弟兄姐妹們，
勇敢的接受主耶穌基督是你生
命的一切，背起他所背的十字
架，背起：就是接受祂，愛
祂，你願意對抗靈魂的仇敵：
魔鬼，世界和自我；背起耶穌
的十字架，雖然會讓你覺得五
内如焚，好像一團烈火，感覺
自己爲何自找苦吃，但這一切
对靈魂而言，都是值得的。

常年期二十三主日：在得救的路上共勉励

基督徒团体为罪人祈祷和彼此代祷

勇敢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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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例行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于9
月2日上午在宗座大楼圣达玛索庭
院举行。在当天的教理讲授中，教
宗敦促每位信友以具体的团结关怀
与信仰结合起来，好能在疫情大流
行后治愈社会的疾病。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于9月2日在
梵蒂冈城的圣达玛索庭院举行了
例行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他继续
以“治愈世界”作为他为在场信众
讲解要理的主题。教宗首先向大家
表达他重新与信友们面对面会面的
喜悦心情，并指出新冠病毒疫情大
流行如何凸显出了我们之间互相依
存的关系，无论是好是坏。因此，

团结关怀比以前更是摆脱危机的关
键。
教宗解释道，全人类都源自天主，
并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家园中，“天
主安置我们在一个地球花园上”，
我们在基督内有一个共同的目的
地。教宗说：“但是，当我们忘记
所有这些，我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就
变成一些人依赖另一些人，不平等
和边缘化现象就日益加剧；它削弱
社会结构，也导致环境恶化。”
接著，教宗重点解释“团结关
怀”一词，他说，在现今“团
结”一词好像有点过时，不为人
了解。教宗说，团结关怀不仅

是“一些偶尔的慷慨行为”而
已，想反，团结关怀还需要创造
一种思维方式，即“从团体和所
有人的生命优先权的角度考虑，
而不是财富被少数人独占”。“
团结关怀”是一个正义的问题，
健康而富有成果的互相依存“需
要强烈地扎根于天主创造的人类
和大自然，并需要尊重人和大
地”。
随后，教宗反思了《旧约》巴贝尔
塔的故事（参阅创十一1-9），当
人类无视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受
造界、创造者，试图登天时，我
们终结了统一的语言，建造摩天大

楼，我们是在“摧毁团体”并“
破坏文化财富”。教宗说道，另外
一个不幸的结果是，把他人当成劳
动力看待，而不是建立团体。教
宗叹息说：“当金融市场的股票下
跌时，所有的新闻媒体都报道，
但是，成千上万人因饥饿而倒下的
事，却没有人说。”
教宗接著讲道，圣神降临是巴贝
尔塔的回答和对立面，圣神降临
在团体内，“在多样性中建立统
一及和谐”。多样性确保团体充
满“抗体”，提醒团体每一个人
是独特的，并保护其免受个人主
义和自私的危害。教宗说：“团

结关怀是后疫情时代的前进之
路，是治愈我们人际关系和社会
疾病的方法，别无它途。”
最后，教宗鼓励在场的信友们，
让我们的团结关怀被信仰所引
导，好让我们能够把天主对我
们弟兄姐妹的爱转化到建设团
体中。教宗还邀请众人扪心自
问：“我会为别人著想吗？”教
宗用以下的话结束他当天的要理
讲授：“在危机和暴风雨中，上
主呼唤并邀请我们重新唤醒并激
活这团结关怀，就是能够在所有
似乎被破坏的时刻给予关怀和支
持，并赋予这时刻一个意义。”

教宗方济各在今天《三钟经》训勉
时强调，十字架「正在与基督一起
拯救世界」。 「十字架是天主之
爱和耶稣牺牲的圣洁标记，不应简
化为迷信的物体或项链装饰品。」 
9月1日庆祝「受造物关怀日」，整
个月都有一些活动提升了生态责任
感。
梵蒂冈城（亚洲新闻）- 呼吁基督
徒克服十字架的「绊脚石」，而不
是使其成为迷信的对象，而是「与
基督一起参与拯救世界」，并呼吁
庆祝致力于生态受造物的关怀日，
整个月专门致力于生态责任：这是
教宗方济各在《三钟经》向聚集在
圣伯多禄广场的朝圣者，分享这两
个重要主题。
教宗提到今天的福音（玛窦福音16
：21-27）时，耶稣宣布了祂的苦
难。教宗谈到了门徒，「门徒们的
信仰仍然不成熟，他们与世俗的思
想太接近」，以及伯多禄的响应：
「对于伯多禄和其他门徒 – 甚至
我们！- 十字架是『绊脚石』，而
耶稣认为『绊脚石』会使人逃避十
字架，这意味着避免了天父的旨
意，这是天父赋予祂的使命为了我
们的救赎。」
「十分钟前（耶稣）称赞伯多禄，
答应了要他将成为教会的盘石。十
分钟后，祂对他称为撒弹。我们应
该如何理解呢？这些都发生在我们
所有人身上！在虔诚、热情、在我
们关怀邻居时、在我们凝视耶稣并
前进。但是在十字架来临时，我们
逃跑了。魔鬼、撒弹 - 就像耶稣
对伯多禄说的那样 - 诱惑我们，使
我们远离十字架，远离耶稣的十字
架，这对于邪灵是适当的，对于魔
鬼是恰当的。」
耶稣向每个人发出「背负十字架」
的邀请，不仅意味着「忍耐每天的

苦难，而且……怀着信心和责任承
担那部分的疲劳和痛苦、与邪恶。
」他说：「基督徒的生活永远是斗
争。圣经说基督徒的生活是民兵。
与邪灵作斗争，与邪恶作抗战。」
「让我们确保，挂在我们房屋墙壁
上的十字架，或在我们脖子上戴着
的小十字架，标志着我们渴望投入
基督，为我们的兄弟姐妹，尤其是
最小和最脆弱的兄弟姐妹提供爱心
服务。十字架是天主之爱和耶稣牺
牲的圣洁标记，不应被简化为迷信
的物体或项链装饰品。每次我们将
目光凝视在被钉十字架的基督的
形像上，就让我们考虑一下，作为
真正的主仆人，他已经完成了他的
使命，献出生命，为赦免罪恶而流
血。结果，如果我们想成为他的门
徒，我们就被要求模仿他，毫无保
留地出于对天主和邻居的爱而度过
我们的生命。」
他总结说：「愿圣母玛利亚陪伴儿
子走上加尔雅略山，帮助我们不要
在见证福音所带来的考验和苦难中
退缩。」
在《三钟经》祈祷后，教宗还对地
中海东部的紧张局势表示关注，土
耳其和美国的船与希腊、法国和意
大利的船对峙，对勘探海底气田的
权利提出了要求。
教宗说：「我呼吁进行建设性对话
并尊重国际法，以解决威胁该地区
各国人民和平的冲突。」教宗领导
颂念三钟经。

圣座全球慈善组织国际明爱会于9
月1日“照料受造界世界祈祷日”
之际发表公告。公告强调，新冠病
毒疫情大流行使我们意识到人类同
属一个共同家园，也让我们认识到
有多少不公的社会体系成为疾病传
播的沃土。现在，我们需要以“仁
爱大流行”来应对紧急卫生事件。
（梵蒂冈新闻网）“新冠病毒疫情
大流行应该成为尊重人类共同家园
的呼唤”，国际明爱会在9月1日“
照料受造界世界祈祷日”之际发表
的公告如此写道。该公告首先强
调，这一天“是一个重要的时刻，
为庆祝基督信仰保护我们共同家园
的富饶”，也为“更新心灵”，“
恢复我们与天主关系”的时刻。
该公告接著表示，“我们认识到有
多少不公的社会体系成为疾病传播

的沃土，我们的生命是多么脆弱，
甚至在新冠病毒流行前已经是脆弱
不堪了”。因此，正如国际明爱会
主席、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塔
格莱（Luis Antonio Tagle）枢机
所说，希望“以新的团结方式”，
即以“仁爱大流行”来应对紧急公
共卫生事件。
国际明爱会的公告继续指出，“作
为基督徒，我们不能把我们与环境
的关系、与他人及与天主的关系割
裂开来”，因此，新冠病毒疫情大
流行应是“尊重我们共同家园的召

唤”。但现实情况是，地方团体是
没有保护受造物的主要受害者。为
此，今天，我们吁请立即采取有针
对性的行动，特别是粮食安全、取
用水资源和保护生态系统等。
公告强调指出，事实上，只有通
过“生态、经济、社会和政治体系
的可持续性”才能推动人类整体发
展；开始“公正及可持续性”的新
生活方式以及采用“勇于保护环境
的政策”。公告最后呼吁众人“共
同祈祷，为建立团结与友爱的团体
而行动起来”。

9月1日为照料受造界世界祈祷日。
在此机会上，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巴
尔多禄茂一世发表讯息。
（梵蒂冈新闻网）9月1日是照料受
造界世界祈祷日。君士坦丁堡巴尔
多禄茂一世宗主教在此机会上发表
讯息。他在讯息中提出一个值得省
思的问题：大自然对毫无结果的讨
论和协商、对进一步推迟采取果断
行动来保护它，还能忍受多长时
间？
巴 尔 多 禄 茂 宗 主 教 在 讯 息 中
写道，在我们的时代的人都清
楚，“自然环境受到人类历史上
前所未有的威胁”。威胁带来的
影响已显而易见。宗主教还列举
了我们正在目睹的事物，诸如对
自然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动植物
的破坏，对水生资源和空气的污

染，以及其它现象等等。巴尔多
禄茂宗主教称，这复杂的情况表
明，对当代人类而言，“自然的
完整性”是无上命令。但是，这
并未在各领域得到重视。
宗主教深信，如果现今的工业、
运输业和经济体系以利润的最大
化为基础，那么它们定能给“环
境平衡带来负面影响”。若进步
是以破坏自然环境为基础，那么
就不会存在一个真正的进步。
巴尔多禄茂宗主教在信息最后提
到东正教宗主教公署为生态问
题，以及在这方面需要全面合作
做出的极大努力。他表示，事实
上，在教会圣事及其全部礼仪生
活、团体生活、信众的日常生活
中，都应表现出对受造界的深刻
尊重。

教宗公开接见：以具体关怀行动
在疫情大流行后治愈社会疾病

教宗：它不是迷信的物体
十字架与基督拯救世界

圣座于9月1日公布了教宗方济各为
今年“照料受造界祈祷日”发表的
文告。教宗以《圣经》中禧年的视
角阐释目前庆祝的“受造界时期”
。
（梵蒂冈新闻网）全世界的基督徒
9月1日举行“照料受造界祈祷日”
，并从当天起开始庆祝“受造界时
期”，直到10月4日亚西西圣方济
各庆日为止。教宗方济各于当天发
表文告，表明全体基督徒在这段时
期应更加信赖造物主，以祈祷和行
动保护共同家园。
今年庆祝“受造界时期”的主题
为“地球禧年”，纪念发起“地球
日”50周年，教宗便从“禧年”的
视角阐述保护地球的意义。他首先
提到，禧年在《圣经》中是一段神
圣的时期，叫人牢记、回归、安
息、恢复和喜乐。
教宗指出，受造界的最终命运是在
天主内的“永远安息”。禧年让我
们牢记受造界的原始圣召是成为爱
的团体，唯有与造物主、弟兄姐妹
和所有居住在同一个家园中的受造
物维系关系，我们才能生存。“世
上一切皆互相联系，若要对他人实
践友爱、公义和忠信，我们一方面
要真心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方面要
维系与大自然的关系，两者密不可
分”（《愿祢受赞颂》70号）。
禧年也是让我们“回归和悔过”的
时期。教宗谈到，我们折断了与造
物主、其他人和受造界原有的关
系，现在需要予以恢复。我们首先
要返回到天主那里，因为“若不与
造物主平安相处，就无法与受造界
和谐地生活”。我们也要“重新思
考他人，尤其是穷人和较为脆弱的
人”。
禧年要让“受压迫者和所有被现代

各种形式奴役的人获得自由”，尤
其是人口贩运的受害者和童工。此
外，我们也需要倾听大地，因为“
受造界的声音劝勉我们回归到自然
秩序的正确位置，谨记我们是相互
联系的生命网络的一部分，而不是
主人”。“接待我们的大地乃是祈
祷和冥思的场所：‘我们醒悟到天
主赐予我们的美感和默观’（《亲
爱的亚马逊》宗座劝谕56号）。”
教宗接著表示，天主以祂的智慧
保留了安息日，让土地及其居民
得以休息和恢复生机。然而，“
如今，我们的生活型态推动地球
超出了自己的限度。生产和消费
不断增长的需求和持续不断的循
环正在使环境耗尽”。目前的疫
情让我们重新发现更简单和可持
续的生活方式。
“疫情将我们引到一个岔口，我
们必须善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
结束不必要和具摧毁力的活动及
目的，培养价值、关系和有延续
性的项目。我们必须审视我们在
使用能源、消费、运输和饮食上
的习惯。我们必须从经济中消除
不必要和有害的因素，创造富有

成果的贸易、商品生产和运输方
式”。
禧年是修复受造界原有的和谐、
恢复受到损害的人际关系的时
期。它邀请我们重建公正的社
会关系、归还每个人的自由和财
产，以及赦免他人的债务。教宗
在此呼吁取消那些最脆弱国家的
债务，它们必须面对新冠疫情造
成的卫生、社会和经济危机的严
重后果。
同时，我们也需要修补地球。“
我们的孩子和年轻人提醒我们，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必须尽一切
努力将全球平均温度的增长限制
在《巴黎气候协定》所规定的1.5
摄氏度以下”。在物种空前丧失
和生态系统退化的背景下，恢复
生物多样性同样至关重要。
教宗特别提到，需要保护原住民
团体不受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
的侵害，这些企业透过提取化石
燃料、矿物、木材和农用工业产
品，“在较低度开发中的国家，
以绝不会在其本国使用的生产模
式运作”（《愿祢受赞颂》通谕51
号）。

国际明爱会：疫情大流行应提醒
人类尊重同属一个共同家园

教宗“照料受造界祈祷日”文告 
重建正义与取消贫穷国家债务

教宗接见丁美洲的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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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讯）马来西亚基督教
联合会（CFM）强烈批评，伊
斯兰党巴西富地国会议员聂扎
华威发表的圣经被篡改和扭曲
论。
除东西马的基督教会外，五大
宗教理事会，反对党领袖安
华及民主行动当秘书长林冠英
等，皆发表谴责的声明，并促
当局采取必要的纠正行动。
基督教联合会主席兼吉隆坡天
主教廖炳坚总主教8月31日发
文告说，“没有人能凌驾于法
律之上，有关当局必须采取行
动，对这位议员的冒犯行为进
行适当的调查。而他所从属的
政党，还是执政联盟成员之
一，理应对此恶劣行为加以谴
责，却迟至今日仍未对其党员
发表的分裂与煽动性言论，采
取任何训斥的行动。”
他说，在国家经济低迷、以及
随著新冠肺炎导致未来充满不
确定性的艰苦时期，发生这种
贬低神圣圣经事件，不仅显示

出这名议员不敏感，并且公然
无视人类的福祉。
他说，聂扎华威8月26日在国会
下议院的一次辩论中提出虚假
主张，没有多想，就说圣经被
扭曲或篡改。
他也说，聂扎华威的言论与首

相发表的全民团结的信息背道
而驰。
“在首相强烈要求全民团结的
时代，“关怀大马”是我国国
庆独立日63周年和马来西亚日
57周年的主旨原则，但令人愤
慨的是，执政阵营的国会议员
对重建国家的需要丝毫不关
心。”
他指出，尽管大马基督教联合
会继续保持公开对话，以增进
了解，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和
平与和谐，但对话必须以相互
尊重为基础，本著谦卑的精神
进行，这样才能为增进所有人
的信任。
“为了全体人民的更佳福祉，
播下信任和善意的种子，才会
富有成果。”
砂教会联合会：伊党议员应道
歉
另一方面，砂拉越教会联合教
会促请伊斯兰党巴西富地国会
议员聂扎华威撤回在国会会议
中有关圣经的言论，并给予道

歉。
砂拉越教会联合会主席兼天主
教古晋总教区总主教傅云生发
文告说，有关议员不够敏感，
甚至对另一个宗教作出强烈指
控，因此，这必须加以纠正，
更不能置之不理。

“依据聂扎华威指没有一个宗
教是允许其信徒喝酒的，砂教
会联合会不赞同他所说的，并
形容有关言论已歪曲或更改圣
经的意思。”
指言论具煽动性和不尊重
傅云生总主教说，砂教会联合
会认为聂扎华威的言论，已是
对圣经的“直接侮辱”，圣经
对基督徒是非常神圣的。而
且，这对希望在砂拉越和马来
西亚和睦相处的人们而言，有
关言论是具煽动性和不尊重
的。
“砂教会联合会尊重每个人的
意见和想法，但强烈反对聂扎
华威以这种形式来强加在基督
徒和其他宗教上，因为这已是
侮辱其它宗教。”
他说，政治领袖应树立文明的
榜样，为实现共同利益而和谐
相处，此问题应以理性和文明
方式解决。越界触碰宗教敏
感，并侮辱任何宗教教义，是
完全不能被接受的。

（吉隆坡讯）随著伊党巴西富
地国会议员聂扎华威在国会中发
表“圣经被扭曲”的言论后，大
马五大宗教咨询理事会促请首相
丹斯里慕尤丁，采取行动禁止试
图利用宗教分裂国家的政治人
物。
五大宗教咨询理事会9月1日发表
文告表示，聂扎华威的有关言论
已超越界限。
该会认为，若国盟政府纵容这番
言论，国家的宗教紧张局势将升
温，因此此事必须获得妥善解
决。
“五大宗教咨询理事会呼吁首相
通过发表声明，禁止试图利用宗
教分裂国家的政治人物。国会下
议院议长也必须负起代表全马人

民的责任，禁止政治人物中在辩
论中触及他们信仰以外的其他宗
教事务。”
 “若不采取任何行动，现今的
政府将必须负起破坏宗教和谐的
全部责任，因宗教和谐让我国长
久以来享有和平及繁荣。”
该会指出，聂扎华威的言论是
一个危险的先例，是不能被接受
的，因此，理事会不允许任由
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通过贬低其

他宗教，来建立各宗教之间的敌
意。
聂扎华威上周在国会辩论中声称
伊斯兰教义禁止信徒喝酒，而其
他宗教如基督教也同样禁止酒
饮，并指圣经被“篡改”之前，
耶稣也是禁止酒饮的。
赫尔曼：酒精驱寒有药用价值
另外，马来西亚教会协进会秘书
长赫尔曼沙斯特里说，自世界文
明以来，在宗教庆典和医学活动

上，都有使用含酒精的饮料。
“酒精也有其药用价值。在气候
寒冷的国家，它可以帮助人们在
没有暖气的情况下度过寒冬。此
外，它也用于宗教庆典和社交活
动上。”
他指出，大多数宗教则反对及谴
责滥用酒精和潜在成瘾。
赫尔曼说，基督教只是警告说不
要喝醉，并提醒信徒为他人树立
良好榜样；因此，他认为，伊党

议员不应将他的观点强加于他人
身上。

圣经被扭曲论有损和谐 
五大宗教促首相勿纵容

（亞庇讯) 2020年8月24日晚上
八時，教会喜迎二十余位新教
友。亚庇聖心主教座堂羅志康
神父對候洗者簡介当晚的禮儀
流程之後，穿上红色祭衣就开
始了入門聖事（聖洗，坚振及
聖體聖事 ）的礼仪。
羅神父在講道中，提到天主安
排了吉日，即聖祿茂使徒慶
日，讓二十二位候洗者、三位
转教者及六位领坚振者正式加
入天主教大家庭。候洗者经过
慕道班认识耶稣，恳求 聖祿茂

的转祷，愿天主赐给新教友坚
强的信德，忠诚地追随耶稣。 
神父又说, 大家有一天要进入
天堂，和耶稣在一起。领洗
時，救恩之門爲我們打开，使
我們成爲天主的兒女。在诸聖
的代祷下，候洗者下定决心，
弃绝魔鬼，信從天主，跟随耶
稣。
在羅神父祝福了置在祭台前的
小型聖洗池水後，候洗者在主
禮询问之下，表达弃绝魔鬼，
信從天主聖三的意愿，接着逐

一前来受洗，也接受领洗后傅
油禮，使他们成为基督奥体的
肢体，分享司祭，先知和君王
的職位，并获得永生。
然后，新领洗者脱下黑色外
衣，穿上白衣，象征新生命的
纯洁。接着，新教友的蜡烛被
复活蜡之光点燃，象征新生活
保持信德，有如光明之子。 另
两位已领洗基督徒则在众人面
前宣认天主教會的信仰。
 接着，主禮先向所有领坚振
的人覆手祈祷，然后，主禮逐
一给每位领坚振者，在其额头
上，以沾了聖油的棉花，划十
字并唸请藉此印记，领受天恩
聖神。领坚振者回应：阿們。
愿新教友藉着聖神之恩，善度
信仰生活，勇敢为主作證。
领坚振聖事後，羅神父给新领
洗者领聖體，满全与基督完整
的共融。当晚一个小时内， 教
会喜迎二十余位新教友。愿他
们善度祈祷生活，勤于参与弥
撒聖事，保持信德之火。

亚庇圣心主教座堂华语慕道班
二十余新人疫情下皈依天主 

（吉隆坡讯）黎巴嫩首都贝鲁
特于今年8月4日发生重大爆炸
事件，造成近两百人丧失，6
千多人受伤，无数的建筑物被
毁，数十万灾民受苦难，教宗
方济各为此发出呼吁并祈祷；
随之各界亦为黎巴嫩灾民伸出
援手。
吉隆坡总教区联络与媒体关系
办事处日前发出的文告说，马
来西亚天主教主教团总共为贝
鲁特爆炸案筹得27万5千零78
令吉的义款，用以赈济该国灾

民。
文告指出，这笔义款通过善
牧国际基金Good Shepherd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呈交。
较早时，吉隆坡廖炳坚总主教
为响应援助贝鲁特人民的国际
呼吁，批准从总教区救灾基金
中拨出5万令吉，以提供亟为需
要的人道援助。
也是马来西亚主教团主席的廖
炳坚总主教促请全体教友，继
续为爆炸事件的受害者以及黎
巴嫩人民祈祷。

大马主教团捐27万余令吉
援助贝鲁特爆炸案灾民

罗志康神父与领洗及新领圣体者合影。

东西马基督教会反对圣经扭曲论
当局应采取行动对付伊党议员

马教会协进会秘书长赫尔曼。

大马基督教联合会主席廖炳坚
总主教

砂拉越教会联合会主席傅云生
总主教。



到今年年底，每天或有1.2万人
因缺乏食物而死亡。受害者数量
远高于大流行死亡病例。面临饥
荒的人数或比预期多出1.32亿。
新冠病毒突出了一些最严重的不
平等现象。
曼谷（亚洲新闻/通讯社）- 世
界正深陷由Covid-19引发的粮
食危机之中，较之Covid-19，
这场史无前例的危机或造成更多
的受害者。根据乐施会的一项
研究，到今年年底，每天有多达
1.2万人或因新冠病毒直接或间
接引发的饥荒。死亡人数或远高
于累计新冠死亡病例，因缺乏食
物而死亡的人数达80％以上。
最新估算显示，到2020年底，面
临饥荒的人数或比预期多出1.32
亿；这个数字是新世纪前几年
录得的三倍。大流行已经破坏了
食品供应链，并对经济造成维系
饿，进而逐渐侵蚀了消费者的购
买力。
分 析 人 士 和 有 关 专 家 指
出，Covid-19突显了全球一些

最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加剧了全
球社会分化，而富翁们仍继续以
惊人的速度累计财富。数百万人
被解雇，没有足够的钱养家糊
口。
除了经济困境外，被延长的封锁
和食物链中断还严重影响了粮食
分配。总而言之，这一切将产生
持久性影响，因此，联合国的预
测，接下来十年的饥饿人数远高
于大流行前的预测。到2030年，
营养不足的人数或高达9.09亿，
而大流行之前的预测约为8.41
亿。
德雷克塞尔大学无饥饿社区

中心主任玛莉安娜·奇尔顿
（Mariana Chilton）表示：「这
种情况将持续好几代」。学者补
充说，「2120年，我们将再次谈
论这场危机」。
粮食危机或在政治和体制范围内
引发真正的地震。回顾法国大革
命时期，粮食不安全状况迫使人
们走上街头，抗议价格上涨并寻
求更好的生活条件。如今，通货
膨胀和资源稀缺是加剧黎巴嫩和
智利年初爆发抗议活动的一些因
素。联合国警告，在大流行的背
景下，「我们的粮食系统正面临
失败」。

【天亞社．香港訊】經常聚集
很多基層人士的油麻地社區中
心休憩花園，也是胡頌恆（John 
Wotherspoon）神父經常流連的
地方，他一天可經過這裡數次，
尋找有需要幫助的人。
這位獻主會士走在公園裡無人不
識，幾乎每個人都跟他招呼，「
神父神父」的叫他，而他也邊走
邊詢問在場人士，「你有地方住
嗎？」這是他近Q四個月裡的日
常。
新冠病毒確診人數於四月在香港
飊升，有連鎖快餐店決定每天下
午六時後不設堂食，令一些寄宿
在廿四小時營業麥當勞內的「麥
難民」頓失容身之所。
一向關注麥難民情況的胡神父擔
心他們沒地方住的同時，也擔心
他們即使能留宿在快餐店也會容
易被傳染病毒，所以從那時起就
積極幫助他們尋找住宿的地方。
天亞社就此於三月底訪問來自澳
洲布里斯本的胡神父，報道刊登
後，很多善長仁翁捐款給他，總
計有逾一百六十萬捐款，神父表
示，當中九成五是教友捐獻的。
胡神父對天亞社說，他目前用部
分捐款，幫助了超過四十名無家
者「上樓」，住在一些租金較便
宜的簡陋賓館裡。他們兩或三個

人住在約三十至五十尺的一間房
內，租金每月平均每人約二千至
三千元（約二百五十至四百美
元）。
胡神父對那些露宿者也有要求，
他會先詢問他們有沒有吸毒或嗜
酒等壞習慣，神父指出，因為這
些不良嗜好可能會帶給同房人士
麻煩或做成滋擾。
他又說，其實有些露宿者也有房
子，不過他們會租給別人，跟著
就找他「收留」，神父坦言：「
我會請他們走，因為我們是要幫
助有需要的人。」
受助者感激神父
找到他們容身处
阿明是其中一位受助者，他對天
亞社說，他在一九六七年開始在
機場工作，是一名清潔工，大約
十年前退休，現在只靠政府生活
補貼的三千多元收入過活，「交
得了房租就沒得吃，有得吃就沒
得住屋了」。
所以他退休後索性在機場裡「留
宿」。機場廿四小時開放，「總

算是有瓦遮頭，又有地方可以洗
澡，吃東西也只是二十元一個飯
盒，為我們依靠政府生活津貼過
活的人，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他續說，其實有很多來自世界各
地的人住在機場裡，像他這樣的
也不少，現在住在他隔壁床位的
「鄰居」，就在機場住了差不多
二十年。
然而，去年發生「反送中」事件
後，政府只容許職員或有登機證
人士進入機場，其他一概人等都
要離開，阿明也不例外。
七十五歲的阿明說：「後來我就
在麥當勞留宿了。」他坦言幸好
遇到神父，幫助自己入住這些賓
館，「我已經心滿意足，起碼
有人為我們打掃衛生，其他的劏
房，整張床都是木蚤，你根本沒
辦法睡覺」。
另一位受助者是伊麗莎，她說自
己是在醫院裡認識神父，那時得
了病，在醫院接受治療，「那天
我整個人冷冰冰，感覺自己快
要死了，神父伸出他的手給我握
著，我感到很溫暖，像神在幫我
一樣」。
後來她出院了，胡神父也給她租
了一個房子，她形容，胡神父是
一位大好人，沒有把人分類分階
級，也不會看不起任何人，即使
在疫情那麼嚴重的情況下，他也
願意接觸基層人士，這是非常難
能可貴，也是一個神恩
胡神父指出，向基層人士傳福
音，不能一開始就跟他們「講道
理、講耶穌」，他們不會接受，
但只要持續幫助和關愛他們，他
們自然會願意接受及接近教會。

医生协会（Idi）已展开调查，
以了解死亡人数。造成死亡的原
因包括压力和高工作量，再加上
缺乏恰当的防护设备。防疫措施
正在增加，其中包括社会距离和
宵禁。但是，雅加达省长希望重
新开放电影院以缓解紧张局势。
雅加达（亚洲新闻）- 最近几个
月，至少有百余名奋战在抗疫一
线的印尼医生、护士和医护人员
因感染新冠而病逝。根据本周
初医生协会（Idi, Ikatan Dokter 
Indonesia）提供的数据得出以
上结论，该协会发言人哈利克·
马利克（Halik Malik）确认，正
在进行内部调查，以查证导致高
死亡率的有关原因。

调查的目的是为了解什么原因造
成这么多的死亡病例，并核实在
将来是否可以采取保护性措施来
保障医生的健康。同时，医生协
会主席Daeng M. Faqih代表协会
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
导致医疗人员死亡的首要原因或
包括过度的工作量和身体疲劳，

这导致免疫力下降，此外，还有
使用不当的防护设备。一位匿名
医生证实，当前的大流行仍面临
「多重挑战」。除了印尼人普遍
不遵守防疫措施之外，还有工作
量过大等原因。他承认，最令人
担忧的是无症状感染者。
根据最新估计，该国累计确诊病
例17.8万例，其中12.8万例已经

康复。住院治疗的有4.2万人，
累计死亡病例7505例。
在过去的两周里，有几个城市先
后爆发疫情，没有迹象表明大流
行已经趋向稳定。相反地，新增
病例仍在稳步增加。在过去的24
小时内，印尼新增2775例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近期无法避免的假
期聚集或进一步加剧疫情。

疫情最严重的五个省分别是大
雅加达、东爪哇、西爪哇，中
爪哇和巴厘岛。病毒现已在至
少488个地区扩散，这证实了全
国90％的地区都受到了大流行的
影响。西爪哇省州长里德万·卡
米尔（Ridwan Kamil）下令，
从9月1日至28日实行社会隔离
（PSBB，Pembatasan Sosial 
Berskala Besar），而在一些疫
情最严重的城市，还将实行宵
禁，以尽量减少聚会和人员聚集
的机会。
相比之下，雅加达省长安妮·巴
斯维丹（Anies Baswedan）则希
望，在不久后重新开放电影院，
以缓解民众的压力。

乐施会：较之肺炎疫情的死亡
饥饿将导致世界更多受害者

香港神父在逆市下创业
望助更多社会基层人士

高工作量压力和缺乏防护设备
百余印尼医生在抗疫中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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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亚社讯）截至目前，印
度新冠确诊人数近400万例，
是全球确诊新冠人数排名第
三的国家。在如此严峻的疫
情形势下，却有一位“骑行
神父”，用他的爱心感动了
身边的人。
来自印度古吉拉特邦朱纳格
特堂区(Junagadh Parish)的
坎纳特(Vinod Kannatt)神
父，通常被人叫做“骑行神
父”，因为在疫情期间，他
总是骑着自行车前往信友的
家里，为病人和老人提供帮
助。
据天亚社英文版报道，该堂
区有一位58岁的教友德索萨
(John D’Souza)，其妻子
脊髓损伤后便常年卧床，他
还有两个分别是29岁和31岁
的智障女儿，其中一个是胎
生瘫痪，还有一个无法正常
站立和行走。原本在坎纳特
神父的倡议下，有些善心人
士会给德索萨家庭提供食物
和其他支持，然而，自新冠
疫情爆发以来，由于各种原

因，人们的支持便停止了。
坎纳特神父便骑着自行车，
每周至少两次到德索萨家
中，为他们提供医疗用品、
食物及资金支持，并帮助德
索萨打理家务。
还有一位86岁的寡妇迪娅斯
(Carmeline Josline Dias)表
示，当她需要去医院或需要
任何帮助时，只要打个电
话，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坎
纳特神父总会在不到10分钟
之内，骑着自行车到她家，
为她提供帮助。
坎纳特神父服务羊群的事
迹，得到教区主教、神父和
信友的一致好评，但他却说
自己只是在履行一个传教士
的使命。同时，他说道，因
为他为人们工作，人们反
过来支持他所需要的资金。
在这段时间里，他从来没有
遇到过任何资金上的困难。
坎纳特神父总结道，如果我
们服务他人的意图明确且强
烈，天主就会派遣祂的“天
使”来帮助我们。

印度“骑行神父”疫情期间
为病人和老人提供服务

胡頌恆神父開設慈悲耶穌環保店。

印度“骑行神
父”坎纳特.

人类因饥饿而死亡更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