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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內的兄弟姊妹：
世上的生命是一个旅程，我
们每天在这旅程中一步步
前行。每一个旅程都该有个
计划和目的地，否则就不是
旅程，只是漫游。信德告诉
我们：只有按照天主为我们
准备的救恩计划来规划我们
的生命旅程，我们才能抵达
生命的目的地，即到达天主
跟前；在那里，有限融入无
限，时间成了永恒；在那
里，我们要恒久享受天主的
美善福乐，不再有悲伤痛
苦。这条到达天主跟前的道
路就是「爱的道路」，因为
爱使一切成全完备，爱使一
切圆满无缺。
我们上个主日默想了「爱的
热情」，省思了耶稣基督这
座经过死亡而复活的圣殿如
何是天主爱世人的证据。天
主也在基督内建筑我们，使
我们所有相信基督的人与基
督一起成为祂居住的圣殿。
我们现在继续默想「爱的道
路」。这条爱的道路延续圣
殿的主题，是回归耶路撒冷
重建天主圣殿的道路。在我
们的信仰历程中，「耶路撒
冷」指的并不只是一个地理
位置，更是一个标示天主施
予救恩的所在。这条爱的道
路既然是回归的道路，那麽
也是一条喜乐的道路，人人
必然都要说：「我喜欢，因
为有人向我说：我们要进入
上主的圣殿！」（咏一二二
1）。这喜乐是人的喜乐，
更是天主的喜乐，因为天主
不愿看到任何人丧亡。天主
断然说道：「我指着我的生

命起誓，我决不喜欢恶人丧
亡，但却喜欢恶人归正，离
开邪道，好能生存」（则卅
三11）。
这主日的第一篇读经取自《
编年纪下》，所叙述的是
这条回归之路的前因後果。
以色列子民因为「亵渎了奉
献给上主的耶路撒冷圣殿」
，所以都犯了重罪，并被天
主惩罚，以致圣殿被焚毁，
而他们也被掳到巴比伦捱受
沉痛的奴役之苦（编下卅六
14-20）。有罪必有罚，这
是天主的公义；有罪不罚必
使人心堕落，意念腐败。然
而，天主更是慈爱的天主；
天主处罚的目的是为使罪人
悔改，并教导人期待救恩（
参阅：「感恩经第四式」）
。七十年之後，也就是三、
四代过去，天主短暂的义
愤消失之後（参阅：出廿
5b-6），天主忆起了祂自
己的慈爱，遂感动了波斯王
居鲁士，使他下诏书，恩准
以色列子民回去耶路撒冷重
建家园，重修圣殿。
天主在整个救恩历史中不断
向人展示祂无限的慈爱，连
惩罚也是天主慈爱的表达。
天主完全是因为能够赐予
人更大的宽恕才惩罚人！天
主隐藏自己，好使人去寻找
祂；天主沉默不语，好使人
静心聆听。天主耐心等待，
乐意再次向人展示祂的慈悲
和仁爱。
事实的确如此。因此，保禄
能在《厄弗所书》中作证天
主如何在耶稣基督身上，向
我们展示了不可限量也没有

终结的仁慈大爱。他说：「
富於慈悲的天主，因着祂爱
我们的大爱，竟在我们因过
犯而死了的时候，使我们同
基督一起生活。这样，祂将
自己无限丰富的恩宠，即祂
在基督耶稣内对我们所怀有
的慈爱，显示给未来的世
代」（读经二：弗二4，7
）。
保禄还继续说：天主父是如
此地深爱着我们，即使我们
对祂不忠，祂仍然不断地向
我们启示祂富饶的仁慈和大
爱。这爱的启示在基督身上
达到高峰。「在我们因过犯
而死了的时候」，天主「由
於恩宠」，并非由於我们的
功劳或善行，藉着基督的死
亡与复活，白白地赐给了我
们救恩。我们死了，天主却
「使我们与基督一起复活」
（弗二5-6），重新创造了
我们，「为的是要我们在天
主预先给我们安排的各种善
工之中生活，叫我们在这些
善工中度日」（10节）。
「在各种善工中度日的生
活」一方面是我们革新的日
常生活，另一方面也是我们
跟随基督走进更完整的逾越
奥蹟的生命旅程。首先，我
们基督徒在洗礼时参与了基
督的死亡而获得生命，并且
每天努力死於罪恶，在复活
的生命道路上一步步前行。
如此一来，在每天革新的日
常生活中，我们就参与了
基督的逾越奥蹟，预先与基
督「一同坐在天上」（弗二
6）。再者，我们也跟随基
督走进更完整的逾越奥蹟，

实实在在地分享基督胜利光
荣的生命：「胜利的，我要
赐他同我坐在我的宝座上，
就如我得胜了，同我的父坐
在祂的宝座上一样」（默三
21）。
无论是革新的日常生活，还
是走进逾越奥蹟的生命旅
程，其基础都在於信仰。在
这主日的福音中，耶稣给我
们清楚表明了这一个关键的
信仰基础。耶稣首先引述《
出谷纪》说：「正如梅瑟曾
在旷野里高举了蛇，人子也
应照样被举起来，使凡信的
人，在祂内得永生」（若三
14-15）。「被举起」是《
若望福音》的专有名词，指
的就是基督的十字架，即天
主彰显光荣和赏赐救恩的所
在。耶稣紧接着再给我们指
出十字架在信德中更完整的
意义：「天主竟这样爱了世
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
子，使凡信祂的人不至丧
亡，反而获得永生」（16
节）。
天主赐下自己的独生子，派
遣祂到世界上来，完全且纯
粹是为了救赎人类；审判和
定罪并不是天主的原意。那
麽，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审判
和定罪呢？就如梅瑟在旷野
中高举铜蛇，那些被毒蛇咬
了的人，一瞻仰铜蛇，就保
存了生命（户廿一9），而
那些不瞻仰铜蛇的，就丧失
性命；同样的，基督被举起
在十字架上，那些信而瞻仰
基督的人也都要保存生命，
不信而不瞻仰基督的人就丧
失性命。基督是照亮世界的

真光；祂使所有接受祂的救
恩的人成为天主的儿女。但
是，人必须选择接受祂，选
择趋向光明，并在光明和
爱的道路上行走，相信祂
确实就是唯一能走到天主
跟前的道路。耶稣说：「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
父 那 里 去 」 （ 若 十 四 6 ）
。因此，审判和定罪的成
立就在於人自己的抉择：
选择光明和生命的，就处
在光明和生命中；拒绝光
明和生命的，就处在黑暗
和死亡中。在这攸关生死
的抉择中，人没有选择中
立的余地：「你既然是温
的，也不冷，也不热，我
必 要 从 我 口 中 把 你 吐 出
来」（默三16）。
这条生命的「爱的道路」
向所有的人开放，只要踏
上这条道路就有救恩。无
论是谁，若瞻仰被举起的
耶稣基督，承认天主对人
的大爱，相信天主因耶稣
而白白恩赐给人的救恩，
就 能 获 得 救 恩 。 无 论 是
谁，若愿意跟随耶稣在这
条爱的道路上行走，不断
地革新自己，就不会被审
判和定罪。
在这四旬期间，让我们特
别求主赐予丰厚恩宠，感
化我们选择光明和生命，
督促我们欢欣地以爱的热
情、在爱的道路上走向天
主，得以恒久享受天主的
美善福乐。    阿们。
梵蒂冈电台

～ 张德福神父 ～

（梵蒂冈电台讯）教宗方济
各2月26日在圣玛尔大之家
主持清楚弥撒时吁请信徒不
要判断他人，而要宽恕别
人，并为自己的罪过祈求羞
愧的恩宠。
教宗在讲道中重复耶稣在当
天福音中所说的话：“你们
不要判断，你们也就不受
判断”（路六37）。实际
上，没有任何人能摆脱天主
的判断：私审判和公审判，

所有人都将接受审判。在这
观点下，教会要求我们省思
我们在他人和天主面前的态
度。
至於对他人的态度，教宗表
示，天主要我们不要判断他
人，而是要宽恕他人。我们
每个人都可以这麽想：“可
是，我从来不判断别人，我
又不是判官。”教宗吁请我
们检视自己的态度，“事实
证明我们多次在讲话中判断

别人”。他告诫道，“是谁
让你扮演判官的？”。“判
断他人不是好事，因为唯一
的审判者是上主”。
教宗说，我们可以问这样一
个问题，“设想在一次长达
两个小时的午餐聚会或其它
场合中，我们用了多少时
间来判断别人？你们应当慈
悲，你们应当像你们的父那
样慈悲。此外，你们还要慷
慨大方，‘你们给，也就给

你们’；但是，将会给我什
麽呢？”教宗引用福音中的
话説，“‘用一个好的、连
按带摇，以致外溢的升斗，
倒在你们的怀里’”。教宗
要求我们仁慈地对待他人，
因为上主同样仁慈地对待我
们。
今天教会所要接受的第二个
讯息是在天主前持守谦卑的
态度，这种态度在於承认自
己是个罪人。教宗表示，“
我们知道天主的正义是仁
慈。但是还需要说，‘吾
主，正义归於祢，羞愧归於
我’。当天主的正义与我们
的羞愧相遇时，那里就有宽

恕。我信我得罪了上主吗？
我信上主是正义的吗？我信
祂是慈悲的吗？我是罪人，
在天主面前感到羞愧吗？答
案就这麽简单：吾主，正义
归於祢，羞愧归於我。让我
们祈求这个羞愧的恩宠，因
为羞愧是个极大的恩宠”。
教宗最後邀请众人“检视
自己对他人的态度，且要
始终记得，我用什麽尺度
来 判 断 ， 也 要 受 什 麽 判
断；我不应该判断人。我
们在天主前的态度，必须
以 这 个 重 要 的 对 话 为 准
则 ， ‘ 吾 主 ， 正 义 归 於
祢，羞愧归於我’。”

教宗清晨弥撒：不要判断他人
为自己罪过祈求羞耻的恩宠

乙年四旬期第四主日：在爱的道路上走向天主
求主赐予丰厚恩宠得享天主的美善福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