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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味诗歌。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
缺。他使我卧在青绿的草场，又领我走近幽
静的水旁，还使我的心灵得到舒畅。 
咏  23：1-3

主内亲爱的兄弟姐妹：
这主日的礼仪选读《若望
福音》第九章全章（若九
1-41），叙述一个胎生瞎
子与耶稣相遇的事迹。耶稣
转变他，使原本看不见的他
现在看得见了，使原本残缺
的他成了完人，使原本害怕
畏缩的他成了自主敢言的
人，更叫原本不知道也不认
识耶稣的他成了相信和朝拜
耶稣的门徒。耶稣补全他在
成长中的不足，让他也能
像自己一样，「在智慧和身
量上，并在天主和人前的恩
爱上，渐渐地增长」（路二
52）。人前的恩爱尤其包
括为了耶稣的名字而被人驱
逐，受人辱骂和迫害（若九
34）；因为耶稣说了：「
如果人们迫害了我，也要迫
害你们」（若十五20）。
这个胎生瞎子始终给天主留
下施展作为的空间；他的信
德成长，可以作为我们信德
成长的借镜。

福音详述了这个胎生瞎子的
家庭和生活背景。有许多人
认得他，也识得他的父母。
他曾坐着讨饭，不能自主、
没有尊严；他的父母是平凡
的犹太人，不敢得罪法利塞
人和犹太人首长。由于他生
来瞎眼，他们一家人都被人
怀疑是否在暗中犯了什么大
罪。犹太人普遍上认为痛苦
和残疾是罪过导致的后果（
若九2）；因为圣经上明示
天主以脓疮惩罚埃及人（出
九8-11），疾病来自罪恶
和罪人的愚蒙（咏卅八2-6
），上主要追讨人的罪债，
「从父亲直到儿子，甚至三

代四代的子孙」（出廿5）
，『祖先吃了酸葡萄，而子
孙的牙酸倒』（则十八2）
。耶稣矫正了这个错误的观
念，强调天主与病患同在，
要求人别太追究病痛的原
由，却要更加留意天主在病
患身上的工作。耶稣说：「
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
父母，而是为叫天主的工作
在他身上显扬出来」（若九
3）。耶稣接着还说：「当
我在世界上的时候，我是世
界的光」（若九5）。

圣史若望常以「光」来提醒
人在天主创造之初的那一
道「光」（创一3-5；若一
4-5）。那道光是其它一切
创造的基础，使天主接下来
的创造工程得以进展，直到
第六天，天主按照自己的肖
像造了人为止。人是天主最
后和最完美的受造物。天主
造了人之后认为「很好」（
创一31），就停止了所作
的一切工程，并立定第七
天为「安息日」——天主所
祝福的圣日（创二3）。圣
史若望以光的图像来表明，
耶稣是一切创造的基础，
是耶稣继续了其它的创造工
程，使它们趋向完成，并达
致完美；耶稣也要使人成为
完人。因此，关于这个胎生
瞎子，耶稣说：「为叫天主
的工作在他身上显扬出来」

（若九4），意思是，为叫
天主的创造在他身上达致完
美，把他创造成一个完人。
而这个胎生瞎子确实不只
是在身体上成了完人，他
更在心志上、在信德上成了
完人。他不只看得见，而且
还比很多眼明的人看得更清
楚。他看得见天主的临在，
看见并相信「人子」（若
九35；参阅：达七13-14）
，俯伏朝拜了耶稣，对耶稣
说：「主，我信！」（若九
38）。

从创造的角度看，安息日是
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在叙
述胎生瞎子的事迹时，圣史
若望说：「耶稣和泥开他眼
睛的那一天，正是安息日」
（若九14）。圣史若望以
耶稣自己的作为来给我们解
释安息日的意义。安息日人
们应该在哪里？安息日应该
做些什么事情？安息日当然
应该到天主的圣殿，所以耶
稣和众百姓都在圣殿聚集，
经师和法利塞人也在那里（
若八2-3）；可是，由于犹
太人不喜欢听耶稣的教训，
要拿石头来砸他，耶稣只好
离开圣殿（若八59）。在
圣殿外面，耶稣遇上这个生
来瞎眼的人（若九1），也
就是在黑暗中生活了一生的
人。圣殿里的人原本应该更
敏捷、更欣然地接纳这道要

来照亮他们的「世界的光」
（若八12），但他们把这
光赶走了。现在，这光来到
了那早已对看见光明不存丝
毫希望的胎生瞎子。

让我们回到安息日，从安息
日的意义来认识耶稣。耶
稣在安息日治病，以传统疗
法「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
和了些泥，把泥抹在瞎子的
眼上」（若九6）。然后，
他叫那瞎子到史罗亚水池里
洗洗；瞎子去了，洗了，回
来就看见了（若九7）。史
罗亚水池位于耶路撒冷南
端，距离圣殿约一公里。一
安息日的路程是从橄榄山到
耶路撒冷城（宗一12），
最多也不过半公里。在法利
塞人眼里，耶稣双倍地违反
了安息日的法律：他不只自
己治病，还叫人走超过安息
日许可的路程。在此，圣史
若望也像圣史玛窦那样（玛
五17-20），告诉我们耶稣
不是来废除法律，而是来成
全法律；因为安息日正是让
人走向成全、达致完美的日
子。耶稣在安息日使这个胎
生瞎子成了完人，不只不再
残缺，更成了有成全信德的
人。耶稣履行他作为光的使
命，使人看见光明，使安息
日成为真正的安息日——天
主祝福人的日子。

耶稣最后总结说：「我到世
上来是为了审判：使瞎眼的
能够看见；使明眼的反而成
了瞎子」（若九39）。 从
光的角度看，「审判」在此
明显的并非断定谁对谁错，
谁该受奖赏，谁该受惩罚。
耶稣来是为驱除那折磨人的
黑暗，因为他是光，创造世
界的真光。即使是瞎眼的也
能看见耶稣真光；但那些自
认为明眼的人，因为拒绝真
光而仍处在黑暗中，仍旧看
不见。这就是耶稣的审判。

我们中或许有些人像这个开
了眼睛的瞎子那样，全然地
接纳耶稣；或许像他的父母
那样，不敢承认耶稣；或许
像法利塞人那样，心硬不愿
接受耶稣，却以堂皇的藉口
说是为了保护信仰的纯正，
捍卫天主的法律。人怎能以
自己对天主狭隘肤浅的认识
去捍卫伟大的天主呢？

耶稣真光已来到世界，祂今
天还在我们的生命中进行创
造工作，使我们成为完人。
让我们敞开心灵，接纳祂
的照耀，接受祂的创造；让
我们俯伏朝拜耶稣基督，对
祂说：「主，我信！」 阿
们。

梵蒂冈电台
～ 张德福神父 ～

陳新伟神父默思日記
2020年3月11日

昨天去探訪一位百歲的老教
友。聽説她還不知道我近期
將會有調動，午餐後買了一
些小點心，順便告訴她我的
動向。
分離總有不捨，生離死別誰
能避免。有些人把持不放，
越是愛的深的，越是無法釋
懷那份情感，即使達到如大
德蘭所説的“純靈性之愛”
的人，依然還是人，依然無
法擁有“純靈性的愛“，必
在其中摻雜感性的愛。耶穌
基督是真人，所以他為這世
界流淚，為朋友流淚。更何
況我們靠著肉性生活的人。
人皆有靈性，否則無法受
教。然而受教之人，卻有意

除去靈性卻是我們人類的悲
哀。人類的歷史，是在追求
神人關係中，找到生命的智
慧和真理，雖然萬物在“
空“的真理中，也就是佛教
所謂的變化中不斷前進，但
這個變就是十字若望所說的
神人的衝擊下的靈性的塑
造。並非世界沒有真理，而
是”空“就是真理，撞擊下
的變化，就是天主創造的真
相。
天主的撞擊永遠都是爲了靈
魂最大的益處。在靈性缺口
上撒鹽，或如十字若望所言
的“傷口上的火焰“，那是
在愛的傷痛中，施於靈性傷
口的治愈。生離死別是生命

的缺口，但這並不影響我們
擁有一個美麗的生命。“純
靈性的愛中摻雜感性的愛“
其實所要表達的正是如此：
肉性的缺口，讓靈性的愛來
補缺。
這位老教友知道了我的離
去，說了這番話：靠人我們
都會被離棄；唯有靠天主，
天主不會離棄我們，除非我
們選擇了放棄祂。雖然有那
麽點不捨，但靈性的愛，彌
補了她的傷感。的確，如讀
經所言：凡信賴世人，決
心遠離天主的人，以血肉的
人為自己的臂膀，是可咒駡
的；而一株栽在水邊的樹
木，生根河畔，不怕炎熱

的侵襲，枝葉茂盛，不愁旱
年，不斷結實。失去了人
心，無可藥救，即使擁有世
界，那有如何！天主的撞
擊，就是研察人心，考研肺
腑。這位教友，曾被教友抱
怨，只愛天主，不愛近人，
但我卻告訴你，“她愛的很
不一樣“。
上述言語，來自耶勒米亞之
口，屬於靈性生命的明悟。
這正回應了“神貧的人是有
福“的真理。她也有眼淚，
也有傷痛，偶爾也會抱怨，
但靈性生命的最大恩寵就
是，很快的，她就轉向了天
主。眼淚得以被抹去，傷痛
得以被安撫，抱怨不讓她失
去恩寵。正如聖女德肋撒姆
姆，在黑夜中，不會失去對
天主的依賴；這樣的她，才

能在窮困者身上，腐臭的病
人身上，看到主耶穌。他們
都在生命的缺口中，用靈性
的愛來填補生命的缺口。
而福音的富人和乞丐拉匝祿
的故事，正反映了一個缺乏
靈性生命的結果。缺乏靈性
生命的富人，即使擁有世
界，這些世界的東西無法讓
他步入天主的國。聖女德勒
撒姆姆是貧困的，卻讓她成
了聖。大德蘭曾説過，窮人
得到的榮譽，才是真正的榮
譽，就是這個道理。
乞丐拉匝祿能有什麽可給？
但他卻沒有拒絕比他更可憐
的狗來舔她的瘡痍。許多擁
有更多的，卻不用來光榮天
主，天主的正義，最後就是
在陰間中，無法在天主的懷
抱裏。

对职务调动的感想

四旬期第四主日：我们对耶稣说「主，我信！」
瞎子信德作为我们信德成长的借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