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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仰赖上主，我灵期待他的圣言；
我灵等候我主，切于更夫的待旦。
咏 130：5-6

（八打灵再也讯）经过两年半后，马
来西亚-新加坡-汶莱天主教主

教团（CBCMSB）在马来西亚基督教会理
事会（CCM）场所举行了第110次会议。

受委为枢机主教
在会 议中，主教们感到喜悦当主教团
主席施恩天主教（Bishop Sebastian 
Francis）介绍及欢迎新加坡总教区吴成
才总主教（Archbishop William Goh of 
Singapore）被受委为枢机主教。这是本
区域的第三位由教宗方济各受委为枢机
主教。当晚，吴总主教向其他主教们分享
他的希望和担忧。同时，主教团更是表示
了肯定和支持。

这位红衣主教表达了他希望将地方教会
的声音带到罗马，并进一步发展本区会在
该地区的作用。

我们祝愿受委为枢机主教的吴成才总
主教和其他受委为枢机主教的，在即将来
临的八月底于罗马与教宗方济各会面，是
一个充满祝福和恩典的时刻。我们的祈祷
伴随着他们。

世界主教代表大会总结报告
第二天是聆听来自新加坡、汶莱和马来西
亚的世界主教代表会议总结报告。它有助
于更深入地了解每个地方教会的情况。
然后，主教们继续审议由执行秘书提交的
会议综合报告。主教们一致接受了这份报
告，并提出了一些补充意见。他们发现地

方教会面临的问题基本相似，且不同程
度。

会议进程继续进行。最终会议报告将发
送至罗马的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秘书处和
曼谷的亚洲主教联合会（FABC）办公室。
亚洲主教团将于2023年1月审议来自亚洲
的报告，普世性的世界主教代表会议将于
2023年10月在罗马举行。

主要宗教领袖
晚上是以聚餐交流来结束当天愉快的聚
会。大约20位主要宗教领袖来自新加坡
和马来西亚也参加了这次的会议。次日，
宗教领袖和主教们深入讨论并共同思考
了他们共同关心的一些问题，其中有即
将于2023年6月8日至11日在柔佛州新山

（甲柔教区）举行的泛马来西亚宗教大会
（PMRA）。其目的是通过各方的资讯输
入、虔诚的反思和分享来辨别圣神呼唤
教会的回应；并探索以献身的宗教会众向
前进和每个会众继续实施泛马来西亚宗
教大会（PMRA）的使命。主教们鼓励他
们“扩大帐篷”，并确保所有会众及其活
跃成员都可以参与。

随后，会议也探讨有关保护未成年人和
弱势成年人的问题。根据教宗方济各于
2019年5月颁布的手谕《历史悠久的职
务》/Motu Proprio以及《你們是世界的
光》/(Vos Estis Lux Mundi)的宗座牧函进
行了讨论。每个人都分享了各种的见解和
建议，出席者开诚布公的讨论和友爱的气
氛，让每个人都表示满意。

其他事项
接下来 的日子，也讨 论了其他事 项 有
教理员/传教士、2026年泛马牧民大会
（PMPC）等。

马来西亚圣经公会秘书长马修彭努
斯神父（Rev Mathew Punnoose）
也呼吁主教们分享新约圣经的进展，
并为年轻 人 提 供 反 思文章。名为《身
份：已识别》/Identity: Identified的
新书的联合发布会将于2023年1月9日
在大山脚的圣安纳圣殿（Basilica of 
St Anne）举行。这将与同一天圣安纳
圣殿的落成典礼同时举行；随 后将于
2023年1月10日至13日在大山脚举行
第111次马来西亚-新加坡-汶莱天主
教主教团会议。

（曼谷讯）亚洲明爱于8月9日至11日举
办了首次面对面的加强人道主义

伙伴关系和交流（SHAPE）工作坊，由奥地
利明爱和亚洲明爱主办。

加 强 人 道 主 义 伙 伴 关 系 和 交 流
（SHAPE）项目计划是奥地利明爱和亚洲
明爱之间彼此的合作伙伴关系，旨在帮助
25个成员组织可以通过工作坊来培训更多
合格的明爱新成员；让更多明爱新成员在
指定的期限框架和模块（从初级到高级水
平）内接受认证的志愿者培训计划，以达到
节省成本和时间。

这项目的意向是包括了四个工作组 - 区
域应急支持机制（RESUM）、监测、评估、
审计和学习（MEAL）、实践社区（CoP）和
在线平台来确定其在建立电子学习方面取

得的成就和经验交流以及应急响应的最佳
做法。在此之前，由于新冠疫情大流行，在
2021年1月至2022年7月期间有举行了几次
在线ZOOM会议。

在经过彼此间的分享和小组讨论以及在
应对紧急情况或灾害方面的经验交流之
后，为期三天的工作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并获得了集体反馈和可行且承诺的行动。

区域协调员Zar Gomez欢迎所有参与
者共同努力，通过共享经验使加强人道主
义伙伴关系和交流（SHAPE）成功地成型
或在需要时对其进行重塑，以便这个加强
人道主义伙伴关系和交流（SHAPE）项目
可以准备好呈现给即将参加2022年11月
明爱区域会议的相关利益团体。

无论是来自那一个宗教、文化和性别的
人都可以注册并登录这互动学习模式，以

了解人道主义援助的最佳实践来为最需
要的情况提供帮助。

亚庇明爱（Caritas Kota Kinabalu）的
Ben Wong和诗巫明爱（Caritas Sibu）
的 Eta Ting 代表马来西亚明爱，并加入
加强人道主义伙伴关系和交流（SHAPE）
项目计划在线平台工作组，通过与实践社
区（CoP） 密切合作促进信息和内容的流
动。

亚洲地区
加强人道主义伙伴关系和交流 (SHAPE)

马来西亚-新加坡-汶莱天主教主教团（CBCMSB）

在两年半后实体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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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年常年期第二十一主日
（依六十六，18-21；希十二，5-7.11-13；路
十叁，22-30）

主内的兄弟姊妹：
耶稣在过去三个主日逐步教训我们要以终
极的观点来考量生命，在生活中警醒且及
时准备进入天国。这主日，可以说我们终於
抵达了天国的门槛，几乎可以看见天国内的
宴席。然而，耶稣却在这时候告诉我们说：
天国的门很窄，必须一心一意、竭尽全力才
能进去。不但如此，天国的门也不会永远
敞开。一旦天主起来把门关上，无论我们
再如何哀求和申辩，祂也不会为我们开门。
那时，我们就只好在门外哀号和切齿了。不
过，到时却会有许多人从东从西、从南从北
而来，进入天主的国赴宴。

天国的门确实为所有的人敞开，天主渴望
所有的人都得救。天主向我们揭示祂的救
恩计划，表明祂要召集世界各地和说各种语
言的人来到祂面前，瞻仰祂的荣耀。这些人
甚至包括「没听过天主的声誉，没见过天主
的光荣」（读经一：依六六19），也就是完全
不认识天主的人。耶稣证实这真是天主的
意愿，祂说：「到时，将要有人从东南西北
而来，进入天主的国赴宴」（福音：路十三
29）。换句话说，将有很多很多的人可以得
救。

可是，耶稣在回答某一个人提出的问题
时，似乎又说得救的人其实并不多。这个人
问耶稣：「主啊，得救的人果然不多吗？」
耶稣答说：「你们要竭力从窄门进去！我告
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要想进去，却不能进
去」（路十三23-24）。耶稣的话乍听来似乎
自相矛盾：一方面，耶稣说将来会有很多人
进入天国；另一方面，耶稣又说会有许多人
进不了天国。那麽，得救的人果然不多吗？
这其实并不是我们需要担忧的问题。我们
该关心的实在不是多少人会得救，而是如何
才能得救。我们该关心的是怎样尽力使自己
得救，也使更多的人得救。

耶稣以两扇门的图象教导我们如何才能
得救，得以进入天国：一扇是「窄门」，窄如
「针孔」（参阅：玛十九24）；另一扇是「将
要关上的门」。「窄门」说明我们必须竭尽
全力，并且还要卸下繁华累赘，使自己变小，
才能进入天国。「将要关上的门」则说明
我们必须警醒准备，机智灵敏，不可懒散懈
怠。

然而，「窄门」和「将要关上的门」是同一

扇门吗？与窄门形成对比的是宽门；虽然圣
史路加只提及窄门，但圣史玛窦也引述耶稣
的话，加以解释说：「窄门导入生命，宽门导
入丧亡」（玛七13-14）。同样的，圣史路加
没有说明为何家主要把门关上，但圣史玛
窦却以「十童女的比喻」作出解释，并劝勉
我们要醒寤、随时做好赴婚宴的准备（玛廿
五1-13）。因此，这两扇门不是同一扇门，而
是两扇不同的门，是两个关於如何才能进入
天国的教诲。

「天国的窄门」是一个教诲；它勉励我们
对自己的得救状况越来越有意识，越来越
察觉到自己的不足，越来越看清自己还需要
尽更大的努力。我们必须努力适应天国的窄
门，使自己变小，在伟大的天主面前坦承自
己的渺小和软弱。耶稣说过：「你们若不变
成如同小孩子一样，绝不能进入天国」（玛
十八3）。「变小」在此就是灵修传统中常说
的空虚自己、贬抑自己、谦卑自下、舍弃钱
财、成为最後的。「变小」要求我们特别关
怀最小的弟兄姐妹，为他们服务（参阅：玛
廿五31-46）。「变小」同时也是坚忍，诚心
受教，服从天主，并且首先肯定天主对我们
的爱。「因为上主惩戒祂所爱的人，鞭打祂
所收纳的每一个儿子，…为叫他能结出义德
的和平果实。」（读经二：希十二6，11）

这个得救的教诲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
其实都有自己的「窄门」，也就是自己特别

爱犯的罪过，特别容易跌倒犯罪和受伤的
缺陷。我们每一个人，每一次去办告解，说
来说去好像都是自己不断重复了又再重复
的罪过。那些我们不曾犯过的罪，可能我们
以後也不会犯。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
有自己特殊的软弱，时不时都会因这缺陷而
跌倒犯罪，再跌倒再犯罪。

罪过和救恩是对立的：救恩是宽阔自由的
地方；罪过则是狭窄困惑的地方。救恩让我
们越来越感觉到宽阔和自由，而罪过却使我
们越来越感觉到狭窄和困惑。天主的惩戒
是一种磨练，因为它能使我们的软弱变得坚
强一点，就像我们身体的肌肉一样，只有经
过锻链才会变得强壮。锻链身体时肌肉会
疼痛。肌肉的疼痛是真的疼痛，不过那是健
康的疼痛。做健身运动的人有一句常说的口
号：「没有疼痛，就没有成果。」的确，痛过
之後就会看见肌肉越来越发达，也会感觉到
身体越来越有力。跨过我们自己的窄门，越
过那使我们困惑的门，我们就能进入天国，
参与天国的和平宴席。

「天国将要关上的门」是另一个教诲，更
好说是告诫。有信仰的人常要警惕自己，别
以为自己肯定会得救，从而自命清高，为所
欲为，毫无顾忌地享受外面世界的「自由」。
曾经一度热心虔诚，曾经一度听从耶稣的训
诲，曾经一度与耶稣同餐共桌，并不足够。
当天国的门关上後，过去所有的曾经一度都

将一笔勾消：「我不认识你们是哪里的；你
们这些作恶的人，都走开罢！」（路十三27）
。因此，信仰必须坚持到底，信仰必须常常
警醒，信仰必须努力不懈；我们只有尽忠守
住信仰，才能与永生的天主永远同在。

耶稣在教训我们如何才能得救时也向我
们保证，得救的人已不限於亚巴郎、依撒格
和雅各伯的子孙；救恩现在正向所有的人
开放，所有努力使自己变小的人，所有警醒
等待天国来临的人都可得救。得救的人数
没有上限，也不仅限於教会的成员。然而，
教会却实在是一条肯定的救恩道路，具有
完整救恩的真理，因为耶稣基督是教会唯
一的道路、真理、生命；除了基督，就没有救
恩，除非经过耶稣，谁也不能到天父那里去
（若十四6）。虔诚忠实的信徒必须以自己的
生活，为这生活的信仰作见证。

我们相信天主的救恩是宽阔的救恩，能包
容所有的人。这救恩绝不自我封闭，也不排
斥任何人。因此，如果我们排斥人，我们同
时也就排斥了天主。天主并不强制要求人们
相信祂，所以祂从不剥夺人们的自由意志。
因此，如果我们剥夺人们的信仰自由，我们
很可能也会失去天主。我们切切不要失去
天主，所以我们要小心谨慎，总是灵敏地察
觉到天主行动的迹象，警醒等待祂的来临，
及时准备进入天国。 阿们。

～ 张德福神父 ～

圣巴尔多禄茂是耶稣十二
位宗徒之一，原籍犹太

的加里肋亚省，他就是若望福
音的纳塔乃耳。若望福音第一
章记载：斐理伯遇到纳搭乃
耳，对他说：「梅瑟在法律上
所记载，先知们的预报的，我
们找着了，祂就是纳匝肋的耶
稣。」纳塔乃耳道：「从纳匝肋
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斐理伯
道：「你来看吧。」耶稣看见纳
搭乃耳走向祂那边来，就指着
他说：「看呀，这确是一个以色
列人，在他内毫无诡诈。」纳
搭乃耳道：「你从那里认识我
呢？」耶稣回答他道：「斐理伯
叫你以前，当你还在无花果树下的时候，
我就看见了你。」纳塔乃耳答道：「辣比，
你是天主子，你是以色列的君王。」耶稣
答道：「因为我对你说了：我看见你在无花
果树下，你就信；你要看见比这些更大的
事。」耶稣又对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
你们：你们要看见天开，天主的天使在人
子身上，上去下来。」

若望福音的纳塔乃耳，就是本日瞻礼纪
念的巴尔多禄茂。

耶稣复活后，在提庇黎雅湖
畔显现给祂的门徒，圣人也是
其中之一。

圣神降临后，巴尔多禄茂赴
印度传教，劝化了许多异教徒
归正。他又到大亚美尼亚传
扬福音，劝化了国王、王后和
十二座城的人民皈依真教。国
王的兄弟亚斯底亚执迷从邪，
将圣人拘捕，把他的皮活活剥
去，并将首级斩下。

巴尔多禄茂的遗骸迎往里巴
利岛，现在供列在罗马圣巴尔
多禄茂堂。

根据主历第四世纪圣教历史
家欧瑟伯记述，圣柏德南到印

度去，发现那里有许多人认识基督圣教，
他们拿出一本福音给他看，这本福音是希
伯来文的玛窦福音。那些人说：「这本福
音是巴尔多禄茂宗徒带去的，他在那地方
传教多年。」 但是一部份人以为：第四世
纪时代所谓的「印度」包括阿拉伯、爱西
屋比亚、里比亚、巴底亚、波斯。圣柏德南
到过的「印度」可能是爱西屋比亚，或斐
理士亚刺伯。但是巴尔多禄茂在亚美尼亚
遇难致命，那是一般学者一致公认的。   

《圣人传记》
8月24日 圣巴尔多禄茂（St Bartholomew）    

变小才能跨越天国窄门

环绕着圣妇莫尼加一生的境遇，不难会
使她变成一个吹毛求疵的妻子，一个

尖酸刻薄的媳妇、以及一个失望心死的母
亲。然而，可贵的是，她没有向这些势力作
过妥协。她是个基督徒，而父母却将她许
配给一个异教徒，柏特斯，与莫尼加同是北
非达加斯德城人。柏特斯虽有可取之处，
但是他不只性情暴烈，且是个好色之徒。此
外，莫尼加还得侍候那个顽固执拗的家姑
呢。

莫尼加天生乐善好施，悲天悯人，因而常
常受到丈夫的批评。话虽如此，柏特斯是非
常尊敬她的。莫尼加不断的祈祷以及超卓
的榜样终于赢得了丈夫和家姑的心，他们
都一起受洗进入了基督的羊栈。371年，柏
特斯逝世了，刚好是他受洗后一年左右。

莫尼加有三个孩子，老大是个男的，名奥
斯定，名气最大，父亲去世那年，他刚好是
17岁，正在迦太基(Carthage)修读修辞学。
奥斯定个性不羁，误交损友，接受了异端邪
说，私生活糜烂不堪。曾有一阵子，她不准
他踏进家门半步。忽有一晚她梦见儿子大
彻大悟，重新做人。于是，她相信，总有一
天，奥斯定会重新接受真理之光。从此，她
极关心这个儿子，不断为他祈祷作补赎。

当奥斯定29岁那年，决定前往罗马教授

修辞学。莫尼加也坚
持一块儿去。有一晚他
对母亲说，要去向一
个朋友道别，但一去无
踪。事实上，他去乘船
往罗马才真。莫尼加伤心透了，可是她并不
失望，她追踪至罗马，并得悉奥斯定已去了
米兰。不管路途多么崎岖，莫尼加还是要
追。

在米兰，奥斯定深受主教圣盎博的影响，
而这位主教后来更成了莫尼加的神师。在
米兰，莫尼加像在家乡一样，成了热心妇女
们的领袖。

在奥斯定授课的岁月中，莫尼加不曾停止
过为他祈祷。在387年的复活节，奥斯定和
数名朋友在盎博手中领受了圣洗圣事。不
久，他们一团人转回非洲。此时，莫尼加心
知自己油灯将灭，大限不远，便对儿子说：“
我的孩子，物质的世界并不能给予我一点
快乐和满足。要做的我已完成，要走的路我
也走完。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还要留在这
里。况且，我所盼望的也已经达到了。”不
久，她得了重病，只熬了九天光景，便与世
长辞了。

至于莫尼加生平事迹的资料来源，全是
得自她儿子圣奥斯定所著的《忏悔录》。

《圣人传记》
八月二十七日    圣妇莫尼加(St Mo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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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8月17日上午在保
禄六世大厅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继续

谈论关于老年的主题。教宗指出，如果我们让那些必
须“学会出生”的孩子们重新得到“具有死亡智慧的
长者的温柔见证”，那么“老幼联盟将能拯救人类大
家庭”。

教宗强调，年长者的见证“能令儿童信服”，比青
年和成年人的见证更为可信，因为老年“对我们最
终归向的愿景坚定不移”。因此，把生命的不同年龄
视作彼此分离、相互竞争的世界，这是痛苦且有害的
事。

教宗以旧约《达尼尔书》为省思的依据，其中描述
的是先知的一个梦境（参阅：达七9-10）。教宗表
示，这是“享见天主的奥妙且灿烂的异象”。在《默
示录》中，这也是关于复活耶稣的异象。祂“以默西
亚的身份出现在神视者面前”，将手按在他的肩上，
对他说：“不要害怕！我是元始，我是终末，我是生
活的；我曾死过，可是我如今却活著，直到万世万
代。”（参阅：默一17-18）

教宗指出，如此一来，天主的彰显总是让“恐惧和
焦虑的最后屏障消失殆尽”：“这是永生者向我们作
出的保证。祂尽管已经死过，现在却占据了属于祂的
地位，就是那元始和终末的地位”。

在这“具有象征意义的情节”中，正是老年能帮助
我们更好地理解“天主的显现与生命的循环、人类历
史的时间，以及天主统治受造界的密切联系”。这异
象“传达著朝气和活力、崇高、绝美和魅力的感觉”
。那老者的头发却“有如洁白的羊毛，又如同雪。就
如同一位长者的头发”。

教宗说：“洁白的头发象征著时间久远和古老、亘
古的过去，以及永恒的存在。我们对待孩童无需将
一切都去神化：把天主描述为一个有著洁白头发、万

古常存者并不是一个乏味的象征，这是一个圣经的图
像，高贵而且温柔。”

《默示录》和《达尼尔书》中描述的那位万古常存
者，“如同整个人类那样古老，而且更为古老。新而
永久，如同天主的永恒那样”。教宗于是提到东方教
会每年2月2日庆祝的献耶稣于圣殿庆日，这节日“凸
显了以西默盎和亚纳两位老者为代表的人类与主基督
的相遇”。

教 宗 说 ， 在 东 方 礼 仪 中 ， 主 教 随 著 西 默 盎 祈 求
说：“这是生于童贞女的那一位：祂是圣言、出自天
主的天主，祂为我们降生成人并拯救了人类。”然后
祷词提到童贞圣母将耶稣献于圣殿的情景，那个“可
敬的老者将祂抱在怀中”。

“对于老年特殊的使命而言，西默盎的举动也是最
美好的典范：把来到世界上的孩子献上，视之为天主
不断赐予的恩典，知道他们中的一位是在万世之前就
出自天主圣爱圣子。”

教宗表明，老年“正走向一个世界，天主投入受造
界的爱终于能在这个世界中散发出来”，这是“西默
盎和亚纳在辞世之前，必须完成的举动”。“老年必
须为儿童作出见证，使他们受到祝福：这见证在于让
他们从那既美好又艰难的初始阶段起，就认识到生命
终向的奥秘，那就是没有人能消除这生命，即使是死
亡也无法消除。”

要让孩子们知道，“他们活出见证、成为见证人的
现实状况。我们年长者有这个圣召，作见证人，好
让他们继续作出见证”。教宗表示：“当老人祝福所
遇到的生命时，就会放下对即将离去的生命的一切怨
恨，这是不可抗拒的。这并非因时间的流逝及正在离
去而悲伤，不是的。这是成为好酒的喜悦，是随著年
岁而越陈越香的好酒。”

教宗强调，年长者的见证“将生命的各个阶段与时

间的不同维度，过去、现在和未来融为一体”。因为
这些“不仅是记忆，也是时下，甚至是承诺”。

如果人类非常古老，“如果我们注视时钟的时间”
，天主圣子乃是“元始和终末”。因此，对教宗而
言，任何人都不会被排除在“祂永恒的世代之外、祂
奇妙的大能之外，以及祂对人的慈爱之外”。

教宗方济各最后询问道：“今日人类似乎是才在昨
天出生的少年，这人类以其所有的进步，将能否重新
获得老年对我们终向的愿景坚定不移的恩宠？”教宗
承认，死亡无疑是生命中一个艰难的过渡，“但这个
过程也会结束不确定的时间并抛弃时钟。因为生命之
美，不再有期限，而是从那时才开始”。

“但生命始于那个年长的男人和女人的智慧，他们
能够成为年轻人的见证人。让我们想想交谈，思索长
者与儿童、长者与青年的联盟，并设法不让这密切的
关系被切断。愿长者有交谈、向年轻人述说自己的乐
趣，愿年轻人去寻找长者，从他们那里获取生活的智
慧。”

梵蒂冈城（信仰通讯社）—宗座圣十字架大学体
制社会传播系与宗座传教善会宗座传教联盟

及本社联合主办的第四届多媒体传播培训班《传教
是传教》，即二O二二/二O二三年度培训班即将举
行。课程本着将传播工具视为福传机遇和道路的精
神，面向传信部所属传教区国家的司铎、男女修会
会士、平信徒，广泛提供传播以及多媒体领域的培
育。推动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等传教区牧灵
人员树立传媒意识，将传媒视为传播福音的道路。
传信部所属各国际公学的学生们、传教区国家的平
信徒可以参加课程学习。

为期一年的课程共分为两个学期，展开视频、广
播、网络、摄影和写作学习、实践工作坊等。教学
计划内容涉及了设计与实践各种形式和表达方式的

数码媒体产品的方法和技术。
第四届培训班将在宗座圣十字架大学、国际传教

宣传中心举行。学员主要是传信部各公学，特别来
自非洲、亚洲、大洋洲和美洲宗座代牧区国家的司
铎、男女修会会士、平信徒。宗座传教联盟保留支
付所选学生注册和参与课程费用的权力。

二O二二年十月十五日，即传教月如火如荼之际正
式开课。全部课程共计130个学时，将于二O二三年
五月结束。教师则主要是宗座圣十字架大学，特别
是体制社会传播学系的师资。此外，还有广播和电
视、配音和多媒体传媒等领域的新闻记者、从业人
员。

九月十五日正式注册，凡有意了解相关详细资料的
请致电d.sebastianelli@pusc.it。

教宗公开接见：老幼联盟

将能拯救人类大家庭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日前以西班牙语
向阿根廷里奥夸尔托教区圣母升天堂区成

员发表了一段视频讯息。教宗说：「传教使命是走
出自我，把我们最好的部分、天主所赐的最美恩典
奉献出去。」该堂区的30名信友这几周参与团结传
教使命，前往偏远山区的原住民当中服务。这项活
动已经举行了三年，本次主题取自《众位弟兄》通
谕：一起筑梦。

教宗在视频讯息中首先问候了筹办这项活动的科
尔德罗（Mariano Cordeiro）神父，并且降福和感谢
所有人。教宗勉励说：「谢谢你们所做的一切，谢
谢你们的这项工作。请你们向前迈进。」教宗保证
为他们祈祷，也请他们在祈祷中记得自己。

接著，教宗敦促他们继续传教使命。该堂区成员
从事传教使命的地方是阿根廷与玻利维亚和巴拉圭
接壤的贫困山区，那里的原住民普遍营养不良，缺
乏饮用水和医疗卫生资源。科尔德罗神父说：「我
们探访了原住民，举行圣洗、弥撒和庆典。我们陪
伴家庭，与孩童一起玩耍，带去天主的圣言，分享
生活和信仰。我们也因原住民弟兄姊妹的文化而心
灵充实，与穷人中的穷人相遇。我们得以在这些人
身上触碰到耶稣的身体。在这使我们受伤、无能为
力的极度贫困中，耶稣在每个弟兄姊妹的面容中注
视著我们、向我们微笑。」

科尔德罗神父表示：「我们渴望促进与这些原住
民团体的友谊，成为他们的伙伴。为此，我们一年
造访他们两次，长途跋涉超过五千公里，抵达偏僻
的山区，抵达我们亲爱国度的心跳之地，那是耶稣
的国度、穷人的国度、弱小者的国度。」

教宗方济各：
传教使命是走出自我、
把最好的奉献出去 

梵蒂冈-第四届多媒体传播培训班
“传播是传教”即将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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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讯）“因为我饿了，你们给
了我吃的；我渴了，你们给了我

喝的；我作客，你们收留了我：我赤身露
体，你们给了我穿的；我患病，你们看顾
了我；我在监里；你们来探望了我。”

这段来自圣玛窦福音的章节记录了我们
的上主一个令人震惊的陈述——那些饥
饿、口渴、赤身裸体、生病和被囚禁的人
确实是基督自己！我们被召唤通过关心社
会边缘的人来服侍我们的上主。

在8月10日星期二，我们教区的一些领
导人在吉隆坡市中心为我们的街头朋友服
务。

吉隆坡总教区廖炳坚总主教、古晋总教
区博云生总主教、美里教区吴对龙主教与
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汶莱地区的宗教团体

领袖在当晚 8 点聚集于中央艺术坊为我们
住在吉隆坡首都的街头朋友服务。一些平
信徒也加入了街头分派食物的行列。

街头分派食物的目的是为我们的街头朋

友提供食物和其他基本必需品，例如蚊香
和洗手液，并与他们建立联系。每个志愿
者都带着他快乐服务的心和一个装有物品
的拉绳袋。在简单介绍之后，各自就开始

各自的路线去服务了！
当中有一些人去了邱奇區（Chow Kit)，

而其他人则留在中央艺术坊(Pasar Seni)
。这些小组由经验丰富的志愿者领袖带
领。在行走时，每个人都意识到要进入街
头朋友的家 - 无论是在街道上，靠近河
流还是在桥下。在遇到每个街头朋友时，
都会递给他们一个袋子并与他们交谈。同
时，还在需要的地方提供医疗服务。在各
别的路线分别进行了巡视，然后步行回到
中央艺术坊，大约是晚上11.30左右结束
了这次的街头服务。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对我这些
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
的。”让我们记住，在为我们中间最小的
人服务时，我们就是在为我们的主服务。

服务最小的就是服务基督耶稣

（芙蓉讯）当新任命的神父何崇祯 
(George Ho Chung Jen)分发

书签和圣衣给教友时，他说道， “请注
意，此圣衣和书签不是进入天国的护身
符或护照，而是提醒我们要效忠于耶稣
基督的生活；书签上的名言可能会帮助
我们每个人好好地生活。”

8月13日，在芙蓉圣母往见堂举行了
何崇祯神父的晋铎弥撒（圣秩圣事）。
神职人员、修会会士和平信徒都前来见
证这在芙蓉等候了20年的一次圣秩圣
事。

当天，出席此晋铎弥撒的还有来自台
湾和新加坡的加尔默罗会总代表蔡国强
神父。蔡国强神父在致辞中，衷心感谢
何崇祯神父的母亲（Mrs Florence）无
私地奉献她的儿子为主服务。

圣母往见堂堂区主任司铎泽维尔·安
德鲁神父 （Fr Xavier Andrew）向何崇
祯神父表达祝贺，并借此机会感谢何崇
祯神父的家人、加尔默罗会士以及芙蓉
圣母往见堂幕后工作的所有教友，以确
保此次圣事顺利举行。

廖炳坚总主教在致辞时也不忘感谢何
崇祯神父的教理员在过去给予何神父的
教导，并趣味地补充说：“希望我们不
必再等 20 年才能在芙蓉圣母往见堂进
行下一次的晋铎弥撒（圣秩圣事）。”
总主教呼吁所有年轻人：“如果有被圣
召感动，想为教会服务，请正视它并试
着辨别出天主是否在召叫你。而且，我
们也得学习从成为一个好门徒做起，学
习度门徒们的生活。”最后，总主教感
谢加尔默罗会在筹备此圣事时不遗余力
的付出。

廖炳坚总主教最后说道，“愿我们通
过我们的信仰和行为彼此带领、影响，
并成为我们在当今社会给所有人的可信
见证。感激大家能出席何崇祯神父的晋
铎弥撒，让我们继续为彼此祈祷。”

何崇祯神父之圣召旅程
何崇祯神父对天主的爱是情有独钟。他
不仅一次，而是两次坠入这浪漫的恋爱
中。第一次是在他小时候，而第二次则
在他23岁的时候。

何神父说，“我一直对圣经故事，圣
人的生活故事感到着迷。自己试图模仿
并学习他们的生活，但没有成功。我个
性调皮，让妈妈头疼。”

今年36 岁的 何崇祯神父出生于马来西
亚最东部的沙巴州斗湖。他和一位比他
小四岁的妹妹在母亲的呵护下成长。

每当有人问起何崇祯神父如何知道这
是他的圣召时，他会用一段浪漫的关系
作为回应——“那么，您又是如何知道
他/她是否适合您呢？”

何崇祯神父补充道：“过去，虽然有
过不少的失败经历，但我知道，我不仅
被妈妈爱着，也被天主爱着，就算当
时的我还无法完全明白这一份爱。但后
来，就在我初领圣体时，这种被爱的感
觉就更为强烈。我记得那时，在我领受
圣体后，我深刻地感受到了天主的爱，
我真实地感受到自己被天主那无可言喻
的爱紧紧拥抱着。”

何崇祯神父解释说。“圣召”即是如
此，我们很难用语言说明。何神父分享
说他从小就感受到天主的临在及召唤。
在他就读斗湖新华小学和沙巴华语中学

时，以及来到八打灵再也在学院攻读室
内设计时，天主的圣召一直都在他心里
萦绕着。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回应圣召
的事也开始淡化。尤其在我念大学时的
某个时段，我曾考虑结婚，而把投入“
奉献生活”的想法抛诸脑后，直到天主
决定在我 23 岁时再次将我唤醒。”

“那时，妈妈面临一些健康问题，我
与天主达成了协议： 若祂治愈好母亲，
我将奉献我的生命，加入修道生活。天
主俯允我的祈祷。所以我就回应了修道
圣召，虽然我知道自己永远无法回报天
主对我的大爱。

大学毕业以后，何崇祯神父在KBU担
任了两年的讲师和导师。正是这段时
期，他做出改变自己一生的决定。

“大学毕业后，我正处于人生的十字
路口，我祈求天主带领我到祂要我去的
地方。因此，我开始认真辨别自己的圣
召。由于我在圣方济萨威堂（Church of 
St Francis Xavier）度过大部分时间，
所以我觉得自己被召叫为耶稣会士。可
是，随着辨认圣召旅程前进， 一位神父
问我是否对更深层的默观生活感兴趣，
并建议我考虑加尔默罗修会。”

  “当时，我不知道加尔默罗修会会士
是谁，要到哪里找到他们。我在圣方济
萨威堂青年服务中心四处张望，看看是
否能找到任何资料。 ”

 “我找到关于加尔默罗会的黑白小册
子，并联系其中一位男修士。接着我就
一直和他们一起行修道之旅，并在26岁
时加入他们。起初，登上加尔默罗山的
旅途不易，目前偶尔还是如此！ ”

  何崇祯神父的母亲对他投入奉献生活
的决定感到难过，她用了三年的时间才
最终接受何神父的选择。“直到今天，
我的一些朋友仍然支持着我。有的则觉
得沮丧，因为我这么年轻就决定离开教
育工作者的职业生涯。但后来，他们中
的许多人，包括我母亲，终于给予我支
持与祝福。我为这一切感谢天主。”

加尔默罗会士的圣召是独特的：祈祷
生活和使徒工作并进，就像玛利亚和玛
尔大一样齐头并进。虽然祈祷占据了“
更好的部分”（路加福音10：42），但
我们的使徒工作以不同的形式和规模呈
现，从教理问答到照顾穷人和病人服务
事工包罗万象。”

目前，芙蓉小德兰男修院（Casa 
Theresia）有五位加尔默罗修士，而遍
布马来西亚有4座加尔默罗女隐修院，
分别位于芙蓉，亚庇，古晋和美里。

圣秩圣事 - 何崇祯神父

北京（信仰通讯社）—从北京到内
蒙古大草原，从庄严肃穆的主教

座堂到边远农村的小堂口，中国大陆各
地公教团体满怀虔诚敬礼和感恩之心隆
重庆祝圣母升天瞻礼。人们在祈祷和赞
美圣母圣歌的欢乐节日气氛中，向圣母
像献上了鲜花。感谢天上慈母护佑信仰
生活、教会福传事业。特别是在此疫
情、战争、贫困和饥饿的艰难时期。

八月十五日，北京总主教区主教座堂
举行了五台隆重圣道礼仪以满足信众的
牧灵需要。李山主教主持了九点的感恩
祭，带领信众同声赞美天上的母亲。讲
道中，李主教分享了圣母升天瞻礼的重
大意义、敦促大家默想怎样效仿圣母与
天主的恩宠合作。“反省自己，在现世
生活中效法圣母的忠贞、谦逊”；“像
圣母一样常常祈祷”，“做好升天的
准备，多去积攒天上的财富，时时处处
与天主恩宠合作，走一条得救的道路”

。礼成前，神长和信众彼此相互祝贺瞻
礼，恳请天上母亲的护佑、使每个人充
满灵性的喜乐、获得天主丰厚的恩宠。

立秋后的江西依然酷暑难耐，但各堂
区教友不顾闷热，心怀感恩之情到圣堂
办告解，参与瞻礼的弥撒圣祭，决心效

法圣母的牺牲与服从、常想天主的话活
出信仰生活。弥撒结束后，抚州本堂
张胜义神父与副本堂薛勇兵神父带领教
友来到圣母像前祈祷、奉献鲜花、祈求
圣母妈妈祝福江西教区发展的更好。接
着，神父们顶着炎炎烈日奔赴弥撒点为
教友们送圣事、让大家共同庆祝瞻礼。

因为疫情影响，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东堂在圣母升天瞻礼前才终于迎来了
开堂。信众严格遵守防疫规定，戴口
罩、测体温、保持距离进堂参与感恩
圣祭。讲道中，本堂司铎巴日苏神父
表示，“圣母谦卑、顺服、信赖，是
我们众儿女效法的好榜样，更是我们
的好母亲”。他提醒大家要仰赖圣母
的转祷，更要效法圣母。无论在任何
环境中，始终怀着一颗谦卑的心，爱
慕主、找到主、跟随主。最后，神长
教友共同为世界和平、为疫情结束、
为国泰民安祈祷。

中国-各地教友虔诚敬礼、
祈祷隆重庆祝圣母升天瞻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