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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的法律是完善的，能畅快人灵；上主的约
章是忠诚的，能开启愚蒙；上主的规诫是正直
的，能悦乐心情；上主的命令是光明的，能烛
照眼睛。 咏18：8-9

主內的兄弟姊妹：
教会有着悠久的四旬期读经
传统，非常重视在四旬期间
诵读圣经。 在四旬期的庆
典中，礼仪选择读经的原则
不只是为了帮助我们活出信
仰，更是为了促使我们更积
极、更有意识、以及更有
效地参与天主救恩奥迹的工
程。 教会鼓励我们拓宽视
野，好能觉察天主救恩奥秘
的显著和隐含的美妙意义。
每年四旬期第三到第五主日
的读经都有一个连贯的信仰
主题。 甲年的读经陪伴慕
道者在信仰的旅程中行走，
走向接受教会信仰的入门圣
事；丙年的读经宣讲悔改与
罪赦，强调失而复得的新生
命。 今年，乙年的信仰主题
则专注于耶稣死亡和复活的
逾越奥迹，勉励我们进入耶
稣这座天主的圣殿，永恒生
活的圣殿。 这三个主日的福
音都选自《若望福音》：首
先是耶稣预言将重建自己身
体的圣殿（若二13-25：第
三主日）；之后是耶稣预言
自己将被举起，为叫众人因
祂而获得永生（若三14-21
：第四主日）；再来就是耶
稣预言自己将受光荣的「时
刻」（若十二20-30：第五
主日）。 这些逾越奥迹的
主题借着爱的主题连贯成一
个整体：首先是耶稣对天主
圣殿怀着满腔「爱的热情」
；然后是耶稣给我们指出
祂是众人获得永生的「爱的
道路」；再来是耶稣为祂的
「时刻」所付出的「爱的代
价」。 在这四旬期的最后三
个主日，让我们逐一地默想
这连成一体的爱的主题。
这个主日我们先默想「爱的
热情」，祈望从中因努力寻
找而巧遇天主为我们储备的
恩宠。 「因寻找而巧遇」乍
听起来有点不可思义，但这
却是任何默想、探讨、及研

究工作的实际情况。 我们其
实并非因为找而找到，我们
都是因为找而遇到。 寻找是
我们努力的部份，遇到是天
主恩赐的部份；机缘巧合绝
非偶然。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天助自助者」，因为我们
认真努力地寻找，所以我们
会更敏锐地发现天主原本就
乐意赐予我们的恩宠。
在这主日的第一篇读经中，
天主表明自己的性格说：「
我，上主，你的天主是忌邪
的天主」（出廿5）。 「忌
邪」在希伯来原文就是「嫉
妒」；它引用婚姻的图像来
描述天主与祂子民之间的盟
约关系（参阅：欧二；耶二
1-3；卅22；五一5；依四九
14-21；五十1；五四1-10
；六二4-5；玛廿二2-3；
廿五1-2；若三28-29；弗
五25-33；默十九7；廿一2
）。 天主是嫉妒的，因为祂
对子民的爱热情如火。 如同
婚姻的爱那样，天主热情的
爱不能容忍属于祂、且与祂
有盟约关系的子民对祂不忠
或漠然无动于衷。 因此，
天主断然说道：「凡恼恨我
的，我要追讨他们的罪，从
父亲直到儿子，甚至到三代
四代的子孙。 凡爱慕我和
遵守我诫命的，我要以慈爱
对待他们，直到千代」（出
廿5b-6）。 天主的嫉妒来
自祂热情的爱，诚所谓爱之
深、责之切；「责」在此的
意思是要求。 天主真切要
求我们热情地响应祂对我们
的深爱，只要我们爱慕祂，
祂将永无止境地以慈爱对待

我们。
耶稣正是以热情来响应天主
热情的爱。 耶稣热爱天主，
巴不得所有的人都像祂一
样，热情地爱天主；但是，
祂所看到的却是人们对天主
毫无敬意，连天主的圣殿都
当成了商场。 在圣经中，
圣殿是天主临在于祂子民中
间、以及祂施予救恩行动的
真实标记。 天主的光辉和光
荣从圣殿照射出来，那给予
万物生命的活水也从圣殿涌
出（参阅：则四七1-12）。 
圣殿的拆毁和重建常常都与
天主子民的分散和聚合紧密
相连；攀登上主的圣山，抵
达天主的圣殿也因此标示出
救恩的实现，天国的来临（
参阅：依二2-4；米四1-3
）。 门徒们理解耶稣对圣殿
的强烈情感，并因耶稣的举
动而想起经上记载的话：「
到那一天，在万军的上主的
殿里，必再没有一个商人（
匝十四21）；我对祢圣殿所
怀的热忱，如火一样把我烧
尽（咏六九10）。 」
然而，《若望福音》叙述耶
稣洁净圣殿的事迹，重点并
不在于这座耶路撒冷的圣
殿，也不在于耶稣洁净圣殿
的举动。 这座物质的圣殿
本身只是一个标记，重点在
于真心热爱天主。 因此，耶
稣还会向撒玛黎雅妇女解释
说：「女人，妳相信我罢！ 
到了时候，你们将不在这
座山，也不在耶路撒冷朝拜
父。 那些真正朝拜的人，将
以心神以真理朝拜父。 天主
是神，朝拜祂的人，应当以

心神以真理去朝拜祂」（若
四21，23-24）。 真心朝拜
天主的人因而就得真心热爱
天主。
耶稣洁净圣殿的举动实际上
也只是一个标记，一个象征
性的举动；耶稣藉此展示自
己拥有先知的权威（参阅：
「拉特朗大殿奉献日弥撒讲
道」）。 犹太人问耶稣有
何凭据可以证明祂有行使先
知权威的权力，耶稣回答他
们说：「你们拆毁这座圣
殿，三天之内，我要把它重
建起来。 」耶稣说的「这
座圣殿」当然不是指那座在
耶路撒冷的圣殿，否则耶稣
就确实成了一个荒唐无稽的
笑话：「这座圣殿建筑了四
十六年，祢在三天之内就能
重建起它来吗？ 」那些最
初见证了耶稣对圣殿怀着满
腔热情的门徒，明白耶稣这
举动所标示的意义，所以立
刻给我们解释说，「耶稣所
提的圣殿，是指祂自己的身
体」；在耶稣从死者中复活
以后，他们还常常想起祂曾
说过这话。 耶稣的门徒不只
明白，而且也「相信了圣经
和耶稣说过的话。 」那么，
他们到底明白和相信了什么
呢？
他们所明白和相信了的就
是：耶稣复活的身体现在成
了天主真正的圣殿。 犹太
人曾询问耶稣能给他们什么
标记，以显示祂拥有先知的
权威；耶稣复活的身体就是
明确的标记，证明祂确实有
权威。 耶稣复活的身体现
在是天主的圣殿，也就是天

主彰显自己的光辉和光荣的
地方，同时也是赐予众人救
恩和永生的地方。 因此，
圣若望直言无讳地描述：「
在城内（即在新耶路撒冷圣
城），我没有看见圣殿，因
为上主全能的天主和羔羊就
是她的圣殿」（默廿一22
）。 天国不再有另一座圣
殿，因为耶稣基督自己就是
天国的圣殿。
耶稣基督这座经过死亡而复
活的圣殿，是天主爱世人的
证据。 天主如此热情地爱
世人，甚至将自己的爱子置
于十字架上。 圣保禄说，
这为犹太人是绊脚石，为希
腊人是愚妄，但为所有热爱
天主的人，它却是最强的大
能和最高的智能。 在死亡
而复活的基督身上，天主
也使所有相信基督的人与基
督一起成为祂居住的圣殿。 
因此，保禄又说：「你们已
被建筑在宗徒和先知的基础
上，而基督耶稣自己却是这
建筑物的角石，靠着祂，整
个建筑物结构紧凑，逐渐扩
大，在主内成为一座圣殿，
并且靠着祂，你们也一同被
建筑，因着圣神，成为天主
的住所」（弗二20-22）。
天主爱我们热情如火，我们
不能以冷漠响应天主，更
不能对祂不忠或无动于衷。 
热情的爱要求热情的响应。 
在这参与基督逾越奥迹的四
旬期，让我们真心爱上主
我们的天主，以热情的爱来
响应天主对我们的热爱。阿
们。

～ 张德福神父 ～

【天亚社．香港讯】中国人
的 习 俗 都 是 农 历 新 年 贴 春
联，但今年河南省多个乡镇
的政府干部亲自阻止或下达
通知，严禁当地教友贴天主
教的春联。有教友担心新一
轮的宗教打压会是针对河南
省。
河南省伯多禄神父对天亚社
说，一位该省新乡许良镇的
教友对他说，春节时，遇到

村干部亲自来阻止教友贴对
联，「我们这里的教友每户
都收到通知，村干部在街上
大呼小叫」。
那教友问村干部：「甚么时
候卅六条宪法改变成信仰不
自由了，他转身就走。」
这位在西南部服务的神父不
讳言：「今年的形势比往年
紧张，宗教政策更紧了。」
除了许良镇禁止贴春联外，

该教友的一位亲戚在镇政府
里工作，「他告诉教友有多
个镇已经下达通知」。
伯多禄神父坦言，当地教友
数量不多，也较为分散，故
势力弱，无法反对，「他们
也担心贴了春联以后会遭受
算帐」。
目 前 在 该 省 除 了 新 乡 教 区
外，大名教区的濮阳市和当
地的基督教也收到禁贴春联
的通知。
在濮阳服务的若望神父对天
亚社说，当局人员都是口头
通 知 ， 没 有 收 到 书 面 的 东
西。

教友多默表示，干部这样做
是违反宪法中保障宗教信仰
自由的条例，所以他们不敢
作出书面通知，只是口头下
令，免得让大家有机会拿到
证据。
不过他担心，今年可能轮到
河南省要被整顿，因为除了
禁止贴春联外，其他教区也
面对不同的宗教问题。
在洛阳教区，有宗教人员对
当地的保禄神父表示：「没
有宗教活动场所证的小聚会
点都要关闭，特别是基督教
的。」
保禄神父对天亚社说，在三

门峡高庙乡一座小教堂，「
当 局 去 了 并 说 有 很 多 安 全
不合格的地方，春节后要整
改，现等他们上班后看怎么
说」，不过他相信，是因为
那里没有宗教活动场所证。
他又说，不仅这小教堂，春
节 前 很 多 活 动 聚 会 点 ， 政
府 都 去 看 了 ， 「 还 给 神 父
要教职人员证，说没有教职
证的，以后不能举行宗教礼
仪」。
他认为针对河南省是因为该省
「是宗教大省」，有基督教、
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和道
教，而且宗教信仰人数亦多。

河南多个乡镇接获通知
禁止张贴天主教会春联

乙年四旬期第三主日：热情响应天主的热愛
在这参与基督逾越奥迹的四旬期，让我们真心爱上主
我们的天主，以热情的爱来响应天主对我们的热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