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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天主来临，绝不会默默无声；吞噬的烈
火在他前面开道，旋转的风暴在他四周怒号。
他呼唤了上乾下坤，要审判自己的人民。           
咏 50：3-4

主内的兄弟姊妹：
在这三个主日连贯的逾越奥
迹信仰主题中，我们已经先
後默想了「爱的热情」和「
爱的道路」。在默想「爱的
热情」时，我们觉悟到耶稣
自己才是天主的圣殿，是天
主临在及施予救恩的真实标
记；而在默想「爱的道路」
时，耶稣则亲自呼吁和催促
我们要瞻仰祂、相信祂、并
与祂一起以爱的热情，在爱
的道路上走向天主。现在
我们继续默想这三联主题中
的最後一个主题：「爱的代
价」，也就是耶稣为了让
我们能瞻仰祂而必须「被举
起」，将自己的生命作为恩
宠的祭献。
耶稣在祂「时刻」圆满的时
候被举起，使所有瞻仰祂的
人都获得永恒的救恩。《若
望福音》很多次提及耶稣的
「时刻」（若二4；七6，8
，30；八20；十二27），但
在前几次提及这「时刻」
时，不是解释说它还没来
到，就是说它还没成熟；而
在这主日则清楚表明耶稣正
是为了这个「时刻」而来，
不过对它的来到却深感焦
虑。耶稣说：「现在我心神
烦乱，我该说什麽好呢？我
要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
刻罢？然而我正是为此，才
面对这时刻。父啊！光荣祢
的名字罢！」
虽然耶稣表达了祂面对苦难
的焦虑，但祂仍坚决要光荣
天主。耶稣担承自己的身份
和使命，视这时刻为亲近天
主、使痛苦彰显意义的时
刻。的确，逃避痛苦是人最
平常和原始的本能；然而，
如果总是把痛苦当成毫无意

义的事实，痛苦终究还是会
使人痛苦不堪。如果把痛苦
视为亲近天主的道路，痛苦
的意义必定不会隐藏太久，
迟早必要显露出来。痛苦的
意义就在於耶稣基督。
当时有来自天上的声音说：
「我已光荣了我的名，我还
要再光荣它」（若十二28）
。这来自天上的声音是对耶
稣的使命的肯定，但耶稣说
并不是为了祂自己，而是为
了我们而发的，从而让我们
明白祂内心的自我意识和祂
对天主的认识。这是耶稣
的自我认知。这种认知是一
种肯定、不证自明的「知
道」，而不是一种有待证明
的疑问。耶稣肯定地知道天
主爱祂，不需要任何外在的
徵兆。这种可说是先天的知
道，是耶稣生命的根源和活
力。
由於耶稣的自我认知，祂常
把自己的「时刻」与逾越奥
迹相连，并以服从天主的旨
意为自己生命的使命。在耶
稣的逾越奥迹中，最重要
的一个事件就是「被举起」
（若十二13；三14；八28；
十二32），为吸引众人归向
祂，并藉着祂而回归到天父
那里。耶稣说：「当我从地
上被举起时，便要吸引众人
来归向我」（若十二32），
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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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必须「被举起」，众人
才有可能回归到天主那里。
为了让我们认清这逾越奥迹
对人的效益，耶稣更在今天
的福音中把祂的「被举起」
类比成「一粒麦子落在地里
的死亡」。麦子在地里的死

是为了成为一棵竖立的树，
使众人能享受它丰盛的果
实；耶稣的死也是一样，是
为使众人能获享逾越奥迹的
效益。
在这场景下，我们马上也会
想起「撒种的比喻」（玛十
三1-9）和「芥子的比喻」
（玛十三31-32），尤其是
《达尼尔书》中拿步高王所
梦见的那棵树。达尼尔把那
棵树解释为拿步高王的权势
将伸展达於地极（达四19）
；那棵树也可以前瞻性地隐
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被举
起」，使所有的人都能在它
的庇荫下受到保护，并由它
获得滋养：「这棵树长的
非常粗壮，高可摩天，大地
四极都可见到；树叶美丽，
果实繁多，足以供养一切生
灵，田野的走兽安息在它的
荫下，空中的飞鸟栖息在它
的枝杈上，一切生物都由它
获得供养」（达四8-9）。
从这观点看，耶稣「被举
起」的圆满时刻就是《耶肋
米亚先知书》所叙述的「上
主要与祂子民订立新盟约」
的时刻。在这新盟约中，天
主要作人民的天主，人民要
作天主的子民，「人人都要
认识天主」（耶卅一31-34
）。这种「认识」是在恩
宠和真理上对天主的认识；
它以耶稣对天主的认识为依
据，也以耶稣为中保，因为
「恩宠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
而来的。从来没有人见过天
主，只有那在父怀里的独生
者，身为天主的祂给我们详
述了」（若一17-18）。这
种「认识」也是在人际关系
上对天主的认识；它要唤起
人与人、人与天主、以及团

体与团体之间最亲密且最圆
满的生命和爱。
然而，人心是复杂的，甚至
是病态的。耶肋米亚先知就
说过：「人心最狡滑欺诈，
已不可救药；谁能透识呢？
」（耶十七9）。人总是看不
见自己一方面崇敬天主，另
一方面又毁谤天主的矛盾。
天主也曾愤怒地指责人民
说：「怎麽？你们竟偷盗，
凶杀，通奸，发虚誓，向巴
耳献香，跟随素不相识的外
方神祗，然後来到这座归
我名下的殿里，立在我面前
说：「我们有了保障！」好
再去行这一切可恶的事？」
（耶七9-10）。由於受到了
天主的责备，人的确也开始
意识到必须改变自己的心，
并且也多次向天主保证必会
全心全意跟随上主；但到最
後，人仍旧只在外表上遵守
天主的盟约和奉行天主的法
律。因此，人不得不谦卑承
认，只有天主才能促成他真
实的转化：「祢使我归来，
我必归来，因为祢是上主，
我的天主。的确，我自离弃
祢以後，我已後悔；在我觉
悟以後，我拍腿自惭自愧，
因为我又染上了我少年时的
耻辱」（耶卅一18）。
人无法自救。因此，天主必
须先采取主动与人建立新盟
约。在新盟约中，天主将亲
自领导人民，将祂的法律根
植於人的心中，不再刻在
石版上或写在书上；换句话
说，天主将亲自教导人民。
这种与天主亲密关系的先决
条件就在於赦罪，好使人能
再次与天主建立起正确和好
的关系：「我要宽恕他们
的过犯，不再记忆他们的罪

恶」（耶卅一34）。然而，
有罪必有罚，我们说过这是
天主的公义。天主若要赦免
人的罪，天主就必须为人承
担罪的後果、罪的罚。
天主为了爱我们而为我们付
出了最高的爱的代价。这就
是《希伯来人书》的重要信
仰宣言：「祂虽然是天主
子，仍然藉着所受的苦难，
学会了服从，且在达到完成
之後，为一切服从祂的人，
成了获得永远救恩的根源」
（希五8-9：读经二）。天
主为了救赎人而付出牺牲自
己独生爱子的代价；但这也
显示出天主坚决救人的意
愿。耶稣以虔敬天主之心，
服从了天主的这个意愿，使
救恩成了人白白的恩宠，任
由人取舍；只要人相信就能
得救，不相信就不能得救。
耶稣认识罪恶，不是因为祂
犯了罪，而是因为祂承受了
罪恶的後果；而罪恶的後果
就是死亡。耶稣为众人付出
了死亡的代价，好使众人能
藉着祂的死亡而获得生命；
耶稣以自己的「被举起」，
为人换取能在天主恩宠中生
活的恩宠。
在这四旬期逾越节期间，让
我们努力认识天主，相信天
主，谦卑悔改，并承认天主
为我们所付出的爱的代价是
有效的。让我们感谢天主赐
予我们获得救恩的机会，在
恩宠中生活的机会，甚至选
择救恩的机会。最後，让我
们每人都选择天主的救恩和
恩宠，珍惜天主的救恩和恩
宠，活出天主的救恩和恩

宠。    阿们。
梵蒂冈电台

～ 张德福神父 ～

（梵蒂冈电台讯）这是一
本“轻快却充满生活气息”
的书籍，一个“由众人面
孔、奉献及爱德行动”写成
的历史。这是教宗方济各
在新书《面颊贴面颊的福
音》序言中作出的评述。这
本书记述了斯德望·佩尔内
（Stefano Pernet）神父的

生平事蹟，作者是义大利记
者保拉·贝尔加米尼女士。
佩尔内神父是法国19世纪
的人物，大革命过後，致力
於服事巴黎贫苦街区的贫穷
家庭，为他们奉献了自己
的一生。他也创建了圣母升
天小姐妹会，希望修女们在
世界上传播“温柔和慈悲”

。先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於
1983年宣布斯德望·佩尔
内神父为可敬者。
教宗方济各在新书序言中强
调，今天仍需要“透过关怀
和爱德的见证来传播福音”
，而福传“也促使我们将自
己的面颊贴在受苦者的面颊
上”。接着，教宗叙述了他
与佩尔内神父创立的圣母升
天小姐妹会的个人经历。
他说，这些修女们“如同不
声不响的天使那样进入需要
帮助者的家中，耐心工作，

精心护理，然後又悄悄地离
去，返回自己的会院”。“
我出生後还不到一天，一名
圣母升天小姐妹会的初学
修女安东尼娅（Antonia）
就已来到家里，把我抱在怀
中”。以後，贝尔戈里奥与
这位修女结下不解之缘，直
到修女蒙主恩召为止。
教宗又讲述了父亲的一个
同事的故事，这人曾是“
铁 杆 的 反 教 权 者 ” 。 後
来，他得到圣母升天小姐
妹会的院长修女的护理，

亲自看到“教会的母性面
容”，便开始维护修女们
和圣母。
教宗最後表示，“耶稣基
督的宣讲胜过任何一种讲
道”，祂也触摸“那些疏
远者的心灵”。事实上，
那“打开枷锁、挣脱束缚
的唯一力量绝不是法律的
力量或法律的严厉，而是
全能天主圣爱的温柔。祂
的 温 柔 是 不 可 抗 拒 的 力
量，祂的慈悲是绝不反悔
的诺言”。

教宗方济各为新书作序
福传靠的是爱德见证

乙年四旬期第五主日：天主为爱付出爱的代价
使众人能藉着祂的死亡而获得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