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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方济各在今年复活节文告
中强调，基督的复活是崭新生
命的开始，也是一个新世界的
开端。教宗特别为中东、南苏
丹、乌克兰和美洲的委内瑞拉
和尼加拉瓜祈求和平。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4
月21日复活节当天正午时分在
圣伯多禄大殿中央阳台发表复
活节文告并降福罗马城和全世
界。之后，他问候及降福了在
场的信友和透过电视、收音机
以及其它传播媒体参加这项活
动的人士，祝贺他们复活节快
乐。教宗在问候信友时，提及
70年前首次通过电视发表讲话
的教宗，他就是庇护十二世。
教宗方济各复活节文告说，「
基督活著，祂是我们的希望，
在这个世界展现最美好的青春
活力。凡祂所触摸的都变得年
轻，焕然一新，充满生命。为
此，我首先要向每一个青年和
每一个基督徒说：祂活著，而
且祂要你充满活力！祂在你
内，祂与你同在，而且从不离
去。无论你走得多远，复活主
都在你身边，祂召叫你并等待
你重新开始。若你因悲伤、怨
恨、恐惧、疑惑或失败而觉得
自己老了，祂都会在那里，为
重新给你力量和希望。」（《
生活的基督》1~2）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讯息同
时也是传送给全世界和每一个
人的。对每一个男女而言，基
督的复活是崭新生命的开始，
因为真正的更新总是从内心和
良知开始。但基督的复活也是
一个新世界的开端，因为它从
罪恶的奴役和死亡中被解救出
来：世界终于向天主的国度，
爱的国度、和平与手足情谊的
国度开放。
基督活著，祂与我们同在。祂
向我们显示祂复活面容的光
芒，不遗弃那些在考验、痛苦
和哀伤中的人。愿祂，生活的
主成为可爱的叙利亚人民的希
望，他们是长年战争的受害
者，而我们会因此日渐心灰意
冷，甚至无动于衷。相反地，
这正是再次寻求政治解决方案
的时候，好能回应人们对自
由、和平与正义的正当渴望，
必须应对人道危机，协助流离
失所者，以及那些逃往邻近国
家的人们，尤其是在黎巴嫩和

约旦的难民，使之安全地重返
故土。
基督的复活将我们的目光转向
被持续分裂和紧张关系所蹂躏
的中东。愿那个地区的基督徒
以坚忍不拔的毅力为复活主作
见证，以示生命胜过死亡。我
特别想到也门人民，尤其是受
到饥饿和战争煎熬的孩童们。
愿复活之光照耀所有的执政者

和中东人民，首先是以色列和
巴勒斯坦人民，并激励他们减
缓如此多的痛苦，寻求一个和
平与安稳的未来。
愿武器停止伤害利比亚，那里
在最近几周又有手无寸铁的
人丧亡，许多家庭被迫离乡
背井。我呼吁有关方面选择对
话，而不是欺压，同时避免再
次揭开十多年的冲突和政治不
稳定所造成的创伤。
愿生活的基督将平安赐给整个
可爱的非洲大陆，那里仍然充
斥著社会张力、纷争，有时
因极端暴力而导致不安全、摧
毁和死亡，尤其是在布基纳法
索、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
和喀麦隆。我的心思也转向苏
丹，这个国家正在经历一个政
治不稳定时刻，我期望所有的
呼声都获得聆听，每一个人都
能努力促使国家获享自由、发
展和渴望已久的福祉。
美洲大陆的人民忍受政治和经
济困境的后果，愿复活的喜乐

充满他们的心。我
特别想到委内瑞拉
人 民 ： 由 于 危 机
持续和加深，许多
人缺乏最基本的生
活条件，无法过上
有尊严和安稳的生
活。愿上主使那些
肩 负 政 治 责 任 的

人致力终止社会的不正义、滥
权和暴力行为，以具体行动修
补分裂，向人民提供所需的救
援。
愿复活的上主光照正在尼加拉
瓜付出的努力，好能尽快找到
经由谈判而得到的和平解决议
案，造福全体尼加拉瓜人民。
面对我们时代如此多的苦楚，
愿生命的主不会看到我们的冷
酷和冷漠。愿祂使我们成为桥
梁，而不是围墙的建造者。愿
赐予平安的上主让武器无论在
战争环境，还是我们的城市不
再嚣张；愿祂启发各国领导人
致力于停止军备竞赛和令人不
安的武器泛滥，尤其在经济较
发达的国家。愿破开墓穴的复
活主让我们敞开心门，帮助有
需要的人、无自卫能力的人、
穷人、失业者、边缘人，以及
那些向我们敲门为寻找食粮、
庇荫和要求自己的尊严受到承
认的人。

教宗方济各在圣伯多禄广场的公
开接见活动中继续省思《天主
经》，勉励信友宽恕他人，要知
道耶稣将宽恕的力量融入人际关
系中。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4
月24日上午在圣伯多禄广场的公
开接见活动中强烈呼吁信众宽
恕他人，如同我们被天主宽恕那
样。教宗说，我们能够给予他人
的宽恕，是我们所领受的最珍贵
的礼物。大约5万名信众蒙教宗
接见。
教宗继续省思《天主经》，当天
谈及“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事实上，在教会中不存在“自
制人”，也就是自我创造的人，
因为“我们都是亏欠天主的人”
，“耶稣将宽恕的力量融入人际
关系中”。
教宗说：“在生活中，并非一切
事情都能靠正义得到解决。不
是的。特别是为了制止恶，必须
有人超过他需要尽的义务而爱他

人，这样才能重新开始一段恩宠
的故事。恶非常熟悉它的复仇，
如果人们不中断恶，它就有可
能蔓延甚至窒息整个世界。耶稣
用爱的法律，即天主如何对待
我，我也如何回报你的法律，代

替 了 我 们
所 熟 悉 的
以 牙 还 牙
的 报 复 法
则。”
教 宗 因 此
勉 励 说 ，
如 果 你 觉
得 没 有 能
力 宽 恕 ，
就 应 该 向
上 主 祈 求

这一恩宠。“
天主赐给每一位基督徒恩宠，叫
他在兄弟的生活中，特别是那些
做了令人不快和错误事情的人的
生活中，书写一篇关于良善的
故事。藉著一句话、一个拥抱、
一个微笑，我们可以将我们所领

受的最珍贵的礼物传递给他人。
我们所领受的最珍贵的礼物是什
么？是宽恕，我们也应该有能力
将宽恕施予他人。”
教宗的省思随著《玛窦福音》
第18章展开。耶稣对伯多禄说
必须宽恕“七十个七次”。我
们可能只局限于第一部分的表
述——“求祢宽恕我们的罪
过”，但耶稣用第二部分的表
述“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将这句祈求补充完整。因
此，“我们祈求上主宽恕我们
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我们的
朋友，我们生活周遭的人，我
们的近人一样”。因此，自上
而下由天父而来的慈爱关系，
应当转化为我们与兄弟姐妹的
新关系。
事实上，每个基督徒都知道他
可以获得罪过的赦免，因为天
主永远宽恕，天主宽恕一切。
然而，天主的恩宠“总是需要
付出努力的”，谁获得的恩

宠多，谁就必须学会更多地给
予，正如《玛窦福音》中常常
强调的：“因为你们若宽恕别
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宽
恕你们”。人们常说他永远不
会原谅“那个人”。“但你
若不宽恕别人的，你的父也必
不宽恕你。是你关上了宽恕之
门”。在这里，教宗回顾《
圣经》中宽恕的比喻。君王赦
免了欠他一万“塔冷通”的仆
人，而这仆人却不宽恕个欠他
一百“德纳”的同伴，最后主
人把仆人交给了刑役。
教宗说：“如果你不宽恕他
人，天主也不会宽恕你。我们
在这里就想一想，我们是否
宽恕他人，是否有能力宽恕他
人。如果你做不到，就祈求上
主赐予你力量去宽恕他人。‘
主啊，请帮助我宽恕吧！’在
这里，我们重新发现爱天主和
爱近人的密切关系。因爱而获
得爱，因宽恕而获得宽恕。”

（怡保讯）圣米高堂本堂司铎刘
善财神父非常注重教友们的灵修
培训，因此成立了华文组信仰灵
修小组。此小组选择了由光盐社
制作，而由主徒会属下芥子福音
传播中心所资助的天主教徒信仰
见证短片《芥子剧场》，作为一
系列活动的序幕。为了响应刘神
父“让圣米高堂成为我们的家”
的口号，这小组以“3月16日一
起返屋企睇戏”来邀请教友们
前来观赏《芥子剧场》。当天晚
上，有18位非教友及128位来自
圣米高堂，怡保永援之母堂及实
兆远的圣方济莎雷堂的教友前来
观赏。
制作人李师君兄弟说明制作见
证短片一方面是为了达到媒体福
传；另一方面则为了供应本地

天主教会对本土化见证短片的需
求。这些感人的短片都获得热烈
的反应，而本堂是第十场的播映
会。李兄弟在每个短片播放之前
先作简介；播放后再作总结分
享。
祈祷后开始，放映的第一部讲
述一位退休的医生回应天主的召
叫，接受新的挑战，在医疗方面
服务难民。她在为难民服务的过
程中，深深体会施比受更有福的
道理，因着服务也让她获得心灵
的治愈与灵修的成长。李兄弟在
总结这段短片时，鼓励基督徒走
出自己的安乐窝，与身边的难
民建立关系，并帮助有需要的难
民。他认为福传并不是一定要很
会讲解圣经，而是关系的建立，
怎样把天主给我们的爱和恩典与

人分享。
第二部的是一对患地中海贫血症
的夫妻，讲述首胎儿夭折后内心
难以言喻的过程。但他们相信信
仰生活不是一帆风顺的。通过那
次悲伤的经历，让他们跟耶稣的
关系更亲近，更明白耶稣的十字
架的意义。因着信德，他们体
验了天主给他们更大的祝福与恩
典。真正体验到信靠主的人必有
奇迹相随，正如短片中的奇迹。
接着，第三则是关于一家之主因
以事业为重而忽略家庭的故事。
领洗后的他，只做主日教友。当
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召叫他去服
务时，他并不在意。由于所受的
教育不高，对圣经也不熟悉，认
为服务的也该懂一些基本的信仰
知识。但几天后，天主的召叫又
来了，有位兄弟前来邀请他加入
圣母军。天主的全能竟然可以这
样改变一个人，并见证了只要我
们慷慨地回应天主的召叫，天主
必会装备我们。

休息后，第四部见证影片是关
于一对年轻夫妇结婚后不久，
丈夫却突然去世了。她每天参
与平日弥撒，每天责问天主为
什么把丈夫带走。这段日子，
天主陪伴着她，体验到天主是
她的正能量。死者对周围朋友
的关心是天主留给他们的记
忆。如今她已能接受丈夫离世
的事实，内心相信他们以后会
相聚。这故事启示生命不是理
所当然的，每一口呼吸都是奇
迹，都是天主的恩典。因此应
不断醒悟，如同圣经中那五位
准备好油灯的童女，随时准备
新郎到来。
芥子剧场的最后一篇故事，分
享了在严谨天主教家庭中长
大的一位姐妹的见证。她是家
族中的长孙，深得祖父母的疼
爱。后来，家族不能接受她
因未婚怀孕而下嫁非教友。当
时，二十岁的她必须独自承担
一切。她坚持无论如何都得到

教堂结婚，得到天主的祝福。
但因生活忙碌，慢慢地远离天
主，心中渴望但觉得没守好十
诫，不敢进教堂，心中非常痛
苦。后来，在一个圣诞节，她
鼓起勇气办了一个妥善的告
解，喜极而泣。后诊断小女儿
有智障，并有双重性格的问
题。照顾病发时瘫痪在床的小
女儿时，让他感觉耶稣就在身
边，让她服侍一样。靠着天主
的力量，他慢慢学习忍耐和宽
恕小女儿一切无理的行为。这
位姐妹虽然经历了种种生活的
挑战，但她依然相信自己的十
字架比不上耶稣的十字架重。
这五部短剧触动了人心。短剧
中的兄弟姐妹见证了信仰的
力量来自天主。在天主的助佑
下，才能面对人生中种种的痛
苦。当他们把根基建立在耶稣
这磐石上，风浪来临时，才能
站得住脚。
图与文：吴丽安姐妹

教宗复活节文告降福全世界人民
愿武器停止嚣张难民重返家园

教宗公开接见：宽恕他人
正义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圣米高堂放映《芥子剧场》
教友观赏后感动与受启发

教宗发表复活节文告并降
福罗马城和全世界。

教宗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公开接见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