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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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谷（亚洲新闻）-8月22日，亚洲主教
团协会（FABC）全体大会在曼谷的

真福尼各老·邦克德·吉班荣（Nicholas 
Bunkerd Kitbamrung）朝圣地正式开幕。
这次大会的宗旨是“重申、更新和振兴”
亚洲天主教会的旅程。

亚洲主教团协会（FABC）大会在庄严的
一天开幕，庆祝其成立50週年，并围绕着
贤士的福音段落（玛窦福音2:12）举行了
圣道仪式。这被选为此次任命的指南，旨
在“与亚洲人民一起同行”，并且在开幕式
之后，将于10月12日至30日在曼谷举行集
会，来自整个亚洲的250名代表出席盛会，
包括主教、神父、修会人士和平信徒。。

会议的目的，与其说是回忆过去，不如

说是在当今亚洲的背景下向前看。仰光
总主教兼亚洲主教团协会主席貌波枢机
（Charles Bo）回忆说：“我们聚集在令人
窒息的冲突和人民流亡的乌云中，经济崩
溃、可怕的气候变化、流行病和数百万人
的飢饿。在传统的基督教世界中，世俗化
正在兴起。威权领导正在成为许多国家的
常态。民主面临严峻挑战。种族主义和宗
教暴力威胁着全球和平。我们被要求质疑
亚洲教会在这些挑战中可以扮演什麽角
色”，以及如何“以越来越被焦虑支配的
方式成为和平的先知。”

意识到每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会，貌波
枢机说：“我们被召唤成为一个共议同行
的教会，一个将福传放在首位的教会，在
正义方面，教宗呼吁我们致力于为环境和
经济正义而斗争。”回顾亚洲的天主教会
已经为他们国家的健康、教育和发展做出
的贡献，以及圣召的活力为了奉献生活，仰

光总主教称这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和巨大
的挑战”，以确保这真正成为“基督徒亚
洲的世纪”。

教宗方济各在给亚洲主教团协会并由宗
座大使亲自宣读的信息中表示，希望这次
大会将“重振亚洲教会，以兄弟般的共融
和传教热情在广大大陆如此多样化的人民
中传播福音、文化和社会现实。”教宗进一
步写道：「我祈求你们的深思熟虑，使你们
当地的教会能够在天主子民的多方面团结
中，以不同的方式来宣扬福音的喜乐，培
养新一代的传教门徒。以及为扩展基督的
国度、普世的圣洁、正义与和平而努力。

来自贤士的福音图像发出了邀请，让他
们知道在遇见耶稣之后如何踏上“其他道
路”。在庆祝活动中，一位印度修女利克
哈‧谢纳图（Rekha Chennattu）强烈呼吁
对这个词的意义发表评论，她表示希望亚
洲教会能够越来越多地反映其内部生活的

丰富性和博爱，她说：“通过出去会见那些
那些贫穷、孤独、边缘化的人，共同建立一
个社区，让亚洲多宗教和多文化的世界能
够认识到我们是基督徒，因为我们彼此关
心。在亚洲的土地上，她说：“愿教会成为
天主同在的标誌，即使在迫害中也能传播
欢乐和希望。”

负责协调本次会议 筹备工作的孟买
奥斯瓦尔德·格拉西亚斯枢机（Oswald 
Gracias）回忆说，亚洲主教团协会本身在
50年前诞生的背景，这正是出于“建立一
个穷人、年轻人和对话的教会的愿望。这
些挑战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决定性意义”
。然后他解释亚洲主教团协会如何融入整
个教会正在採取的主教会议路径。格拉西
亚斯枢机邀请每个人“转向天主，共同在
亚洲寻找耶稣的面容。他评论说，耶稣“
儘管我们存在分歧，但祂已经在我们中
间。”

（吉隆坡讯）继6月在罗马举行的第十
届世界家庭大会之后，吉隆坡总

教区家庭生活委员会启动了为期一年的
家庭生活活动。家庭生活活动将持续到
2023年7月。

吉隆坡总教区于8月21日，在圣若望主教
座堂举行了由廖炳坚总主教主礼的就职弥
撒，为这一年的活动拉开序幕。出席者有
吉隆坡总教区家庭生活委员会的指导神师
彼得安东尼神父（Fr Peter Anthoney）和
桂安裕神父（Fr Andrew Kooi）；圣若望主
教座堂的堂区主任司铎杰拉德·塞拉维亚
姆神父（Fr Gerard Theraviam）以及来自
吉隆坡总教区各堂区的神父们。

廖总主教说，家庭是我们学习爱的地
方，也是我们最先去了解人与人之间彼此

沟通的地方，尤其是在相互关怀和分享方
面。

廖总主教说，“我们可以选择朋友，但
不能选择家人。因此，我们的家人已被天
主安置在我们是生命，且是为了一个目
的——教我们如何相处、学习彼此耐心
和宽恕。愿让我们继续去建立感情和培
育最亲近的人。常常我们最亲近的人会以
某种方式伤害我们最深，因此我们需要和
解——我们需要宽恕。

“教宗选择了‘家庭之爱：圣召与成圣
之路’的主题，因为他知道我们在家庭生
活中的挣扎和压力。正是通过这些压力和
冲突，我们才能通过将他人的需要置于自
己的需要之上而变得圣洁。”

廖总主教说，总教区已经意识到在疫情

大流行初期的家庭所承受的压力，当家里
的成员不得不在封锁期间应对工作外还要
应对家中的一切事物。总主教说道，“生活
中有很多挑战，我们的家庭可能被撕裂、
破碎和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捉襟见肘。因
此，随着教宗赐予我们这一年，我们将这
十二个月奉献给家庭为主题。”他补充说，
根据最近提交给梵蒂冈的2023年世界主
教代表会议的调查结果，总教区将在未来
12个月内专注于规划调查中的重点事项以
对症下药。

廖总主教说：“我祈求我们的家庭能够
茁壮成长，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继续繁

荣，我们都将在基督内共融，成为一体。”
家庭生活委员会的指导神师彼得安东

尼神父鼓励大家重视家庭生活。他表示
希望总教区各堂区参与家庭生活委员会
组织的系列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在播客
（podcasts ）中讨论关于第十届世界家
庭会议上的主题、家庭式的朝拜圣体、家
庭式颂念玫瑰经/圣母月、玫瑰月的朝圣
之旅（2022年10月/2023年5月）、向有需
要的家庭（贫困、单亲、残疾人、不幸的移
民）伸出援手、深入探讨并重温教宗方济
各颁布的宗座劝谕《爱的喜乐》（Amoris 
Laetitia）中论家庭之爱。

吉隆坡总教区启动
为期一年的家庭生活系列活动

亚洲主教团协会
庆祝成立5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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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年常年期第二十二主日
（德叁，19-21，30-31；希十二，18-19

，22-24; 路十四，1，7-14）

主内的兄弟姊妹：
耶稣在安息日参加家庭聚餐，在安息日驱
魔治病，在安息日训诲施教其实是最平常
不过的事情。可是，圣史路加却以极不平
常的方式来叙述这些事迹，总是从人们专
注的眼神，在人们的惊讶和赞叹、或抗拒
和反对声中把它们描绘成新奇的事情。的
确，耶稣的言行举止始终在平常中充满新
奇，在平凡中大有非凡。我们因此必须默
观耶稣的行动，深入省思耶稣的教训，懂
得心领神会。

这一个安息日，耶稣应邀前来参加一个
法利塞人首领的家庭聚餐。众人都留心观
察耶稣，看看祂是否又要在安息日治病。
果然不出他们所料，耶稣又在这一个安息
日治病，治好了一个患水臌症，也就是水
肿病的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因为祂认
为这个病人就像是掉进井里的儿子，哪有
不立刻把他拉上来的道理（路十四2-6；主
日福音略过这奇迹的叙述）。这是攸关人
命的紧急状况；紧急的事件要求迅速，甚
至不按常规的方式应对。教会遵循耶稣的
训诲，因而确认「人灵的得救，在教会中常
应视为最高无上的法律」（《法典》1752）
，并且明文规定「在死亡危险中」允许多项
圣事的施行（参阅：《法典》865，867，868
，883，976，977，1079等等）。

安息日原是天主完成一切创造工作并
祝福万物的圣日（创二2-3）。从此之後，
天主的创造工作便由人来延续下去，好使
人越来越相似天主的肖像和模样（创一
26-27）。人的工作也因此必要蒙受祝福，
使之成为走向天主的途径。然而，我们可
得小心留意：人的工作只是管理和守护天
主的创造（28节）。人并不是为自己工作，
而是为天主工作；人是为天主的光荣工
作，不是为自己的光荣工作。因此，人必须
常常谦卑自下，即使把工作做好，「仍然要
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不过做了我
们应做的事」（路十七10）。可是，具体而
言，谦卑是什麽呢？耶稣教训我们说：谦卑
就是「赴宴时先坐末位」，「设宴时邀请平

常不被邀请的穷人及困苦的人」（主日福
音：路十四7-14）。

耶稣注意到许多人都渴望受人尊重和崇
敬，所以争坐首位。然而，争坐首位者往往
都自取其辱，因为受邀的总有比自己更为
尊贵的人。那麽，「先坐末位」只是一种赴
宴的客套行为呢，或者它还有更深一层的
意义？若是为了想要被主人请去坐上座，
而假意先去坐末位，这显然不是谦卑。其
实，耶稣并无意教导我们客套的礼俗，祂
是在告诫我们天国宴席的实况，要我们始
终谦卑。虽然某个客人会自认为有权坐上
座，但只有主人才真正知道适合这个客人
的恰当位置，只有主人才能为这个客人安
排席位。

在耶稣的比喻中，上座看来似乎只有一
个，而人人都争着要坐上在这位子，以致很
多人自取其辱。其实不然，耶稣在比喻中
讲述的宴席不是一般的宴席，而是天国的
宴席。天国的宴席有很多上座，所有谦卑
的人都会被请到上座坐席，无论这些人早
到或是迟来。耶稣说过：「在我父的家里，
有许多住处」（若十四2）。耶稣还藉着另

一个「雇工的比喻」再加以解释说，家主在
清晨、中午和傍晚出去为自己的葡萄园雇
工人，每个工人最後都领取一个「德纳」，
也就是一天工作合理的工资（玛二十1-16
）。在这个雇工的比喻中，人人都得到相同
的工资所显示的是家主的慷慨和善良，家
主愿意与更多的人分享利润和富裕。而今
天，家主的「葡萄园」也包括许多的慈善事
业，例如：难民营、戒毒所、培育中心，以及
扶弱济贫的活动。

为了让我们更加了解天国宴席的实况，
耶稣接着又说：「你几时设宴，要请贫穷
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人。如此，你
有福了，因为他们无力报答你；但在义人
复活的时候，你必定得到赏报」（路十四
13-14）。设宴时当然不排除邀请亲戚朋友
和贵客，因为耶稣自己就经常去朋友的家，
也去富人的家吃饭，例如：耶稣在伯达尼
的朋友（若十二1-2）、富人税吏长匝凯（路
十九1-6），但耶稣强调也应同时邀请平常
不被邀请的穷人及困苦的人。这样的人有
很多，因此必须多多准备上座宴请他们。
穷困的人无力作出的回报，天主将以满全

的赏报，即复活的赏报补足。这般设宴是
人性的善行，同时也是虔诚的信仰行为。
这是人性的善行，因为人做了善事总该期
望获得善报；这也是虔诚的信仰行为，因
为所期望的善报是来自天主圆满及永恒的
赏报。总而言之，耶稣仍然在教训我们要
热切渴望天国，以谦卑的态度尽一切努力，
尤其透过善待弱小者，从窄门进入天国。

这种谦卑是基督的记号。它强而有力，犹
如圣事的标记；它让人认出基督的权威，
同时也把人引向天国。谦卑不是静态的
美德，而是致志於服务的态度，是爱德的
具体表现。基督以自己的谦卑给我们立了
榜样，但祂不只是要我们效法祂的所作所
为，更叫我们认出祂是谁，明白祂为什麽
要这样做。耶稣在给门徒们洗完脚後，对
他们说：「你们明白我为你们做的吗？你们
称我师傅和主，说得正对：我原来是。我给
你们立了榜样，叫你们也照我为你们做的
去做。你们既知道了这些事，如果实行，便
是有福的」（若十三12-17）。耶稣为我们
而成了基督——天主的受敷者，要我们因
祂而成为基督徒——天主的人。所有的穷
人、弱小者、罪人、病人都是耶稣的朋友，
後两者也包括富人在内。由於他们都是耶
稣的朋友，所以我们也必须把他们当成朋
友，为他们服务。这才是谦卑，先坐末位的
真正意义。

这主日取自《德训篇》的第一篇读经继
续训诲我们说：只有谦卑的人才能获得天
主的恩宠；而谦卑本身就是对伟大天主
的尊崇（德三19-21）。我们之所以必须谦
卑，是因为天主自己先谦卑地走向我们。
在耶稣基督身上，天主使自己空虚，屈尊
就卑，甚至「取了奴仆的形体，与人相似，
形状也一见如人」（斐二7）。天主以谦卑
来彰显祂对人的伟大慈爱。这主日选读的
《希伯来书》更向我们肯定：天主耶稣既
然成了我们人类的一员，祂就不再是遥
不可及、令人望而丧胆的天主（参阅：出卅
18-19）。祂现在是我们的中保耶稣，使我
们从此得以无畏无惧地走近天主，参加天
国千万天使的盛会，与所有获得成全的义
人共聚一堂。    阿们。

～ 张德福神父 ～

33岁作基督徒、36岁为司铎，41岁升主
教。对于希坡的奥斯定简传，每一个

人都耳熟能详，但真能认识这个由罪人
回头成圣的人，却是难得的经验。

他生命之热中迅速地揭开了，不管他
的道路是领他离开天主，或是归向天
主。他母亲所流的泪，圣盎博的循循善
诱，最重要的是天主在圣经中对他的谈
话，引领奥斯定对生命的热爱而至一生
都为了爱。（我爱祢爱得太迟了！啊！这
久远而弥新的美！）

在早年，他沉溺于肉欲和骄傲的生活，
而深受其痛苦，故他后来回头改过，以
一种神圣的威力反对当时那些附魔的狂
暴者，不足惊奇。他的时代确是腐败不
堪--不论政治上、社会上、道德上，都
是如此。别人敬畏他，也爱戴他，像对基
督一般。人对他的批评永远是：他太严
厉了！

他在生之年，确尽了先知之责，像耶肋
米亚及其他伟大先知一般，虽然感到先
知使命之难当，但不能推卸。“假使我
说：我不再想念祂；不再以祂的名发言：
在我心中就像有火在燃烧，蕴藏在我的
骨髓内；我竭力抑制，亦不可能。”

《圣人传记》
8月28日 圣奥斯定（St Augustine）  

谦卑是准备上座宴请穷人

圣赖孟多别名农纳都，译意为“非自
然产生者”，因为他出生的时候，母

亲因难产死亡，医生用外科手术将胎儿
取出。赖孟多生于1204年，原籍加泰罗尼
亚。青年时，入圣母赎虏会。核准他发圣
愿的，是该会会祖圣伯多禄•诺拉谷。    

赖孟多圣德猛进，发愿后仅两三年，会
方派他任赎虏员的艰巨职务。他带了一笔
款项，到巴伯利回赎俘虏，银钱用完，他自
愿献身为人质，将若干有丧失信德危险的
俘虏优先赎回。赖孟多在充人质的期内，
饱受虐待，其后获准在街头行走。他利用
这机会安慰鼓励教徒，并劝化大批异教徒
归正。当局闻讯，用毒刑拷打他；赖孟多
的勇气一点不挫折，照常热心从事救灵的
工作，训诲公教徒和异教徒。总督大怒，
将赖孟多游街示众，用皮鞭笞打，口唇穿
孔，用锁锁住，仅在饮食时，方将锁打开。
赖孟多被关在地牢，8月后，赎金收到，赖
孟多获释，他很希望能留在那里，继续为

俘虏服务，但是迫于环境，怅然回国。     
赖孟多于1239年回到西班牙。教宗额我

略九世擢升他为枢机，他照常保持隐士的
本色，服装朴素，住的仍是巴塞罗那修院
的那间小室。     

1240年，教宗召赖孟多赴罗马；赖孟多
中途突患重病，安逝主怀，享年仅36岁，
遗体葬在圣尼各堂小堂。   

　　赖孟多是产科医生的主保。 

《圣人传记》
8月31日圣赖孟•
多农纳都(枢机)
(St. Raymond 
Nonn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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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8月
24日在例行的周三公开接见

活动的要理讲授中，以对耶稣的母亲
圣母玛利亚的蒙召升天的反思结束了关
于“老年价值”主题的系列讲授。

教宗以新约圣保禄的书信《罗马书》
（参阅：罗八22-24）为省思的依据展
开他的要理讲授。在该书信中，圣保禄
将分娩的痛苦比作“我们肉身的救赎”
。教宗表示，荣福童贞玛利亚的蒙召
升天，照亮著我们人生之旅的终点，在

西方拉丁教会和东方教会的传统中对圣
母升天有不同的描绘。“在西方的传统
中，我们凝视著被举起、笼罩在荣耀的
光辉中的圣母；在东方的传统中，她被
描绘成在侧卧睡眠中，身边簇拥著在祈
祷中的诸位宗徒，而复活的上主将她抱
在手中，她如同一个女婴孩”。

接著，教宗说道：“在圣母玛利亚与
复活的基督重聚的神圣行动中，不仅仅
超越了人类死亡的正常肉体腐朽，而且
还预示了获得天主生命的肉身升天。”

随后，教宗表示，耶稣经常用婚宴或
与朋友的庆祝来描述天堂。教宗解释，
这些图像帮助我们期待来世的生命和“
天主创造性的爱”。教宗说：“在我们
的晚年，生活中许多重要的细节，即轻
抚、微笑、手势、一个被赏识的努力、
意外的惊喜、热情好客的愉悦和一个忠
诚的纽带变得更加重要。”

“老年是编织智慧之处，这智慧反过
来照亮著年轻一代和整个团体的生活。
我们整个的生命就像一粒种子，它必须

被埋葬，才能开花结果。”人类的生
命“就如世界上所有的生命一样将会诞
生”（参阅：若十六21-23）。最后，
教宗总结道：“肉身复活后的生命将比
我们在此尘世品尝过的更加生气蓬勃千
千万万倍（参阅：谷十28-31）。”

（梵蒂 冈 新 闻 网 ） 意 大 利 教 会
于8月22日至25日在萨莱诺

（Salerno）举行第72届全国礼仪周活
动，该活动由意大利礼仪行动中心主
办。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代表教宗致
函全体与会者，鼓励与会者借此机会来
重新审视教会生活和促进教会神圣职务
的发展。

帕罗林枢机在信函中首先高兴地代表
教宗向活动主办方、礼仪行动中心主任
马尼亚戈（Claudio Maniago）总主教
及所有与会者表示亲切的问候，并提醒
他们要紧扣礼仪周活动选定的主题“为
一个同道偕行教会服务的使命”，“在
当前的历史时刻对教会具有特殊的意
义”。

接著，圣座国务卿著重提及关于教
会 职 务 的 宗 座 训 导 ， 例 如 5 0 年 前 圣

保 禄 六 世 教 宗 颁 布 的 《 某 些 职 务 》
（'Ministeria quaedam）手谕。在该手
谕中，圣保禄六世教宗审视了小品级的
所有因素，保留了读经与辅祭职，但领
受这些职务的信友不再作为圣秩圣事的
候选者。教宗方济各以《天主圣神》
（Spiritus Domini）手谕规定女性可担
任读经员和辅祭员的职务，而通过《古
老的职务》（Antiquum ministerium）
手谕，教宗方济各正式设立了要理传道
员职务。帕罗林枢机鼓励参与活动的人
士，教会的所有成员应始终谨记，教会
的每一个职务都必须受到耶稣生活服务
精神的启发，全国礼仪周的活动能够是
一个很好的机会来重新审视教会生活和
促进这些职务的发展。

随后，帕罗林枢机继续写道，作为“
共融奥迹”的教会团体应加强平信徒的

作用，在多重使命中，应培养平信徒对
他们圣召有更清晰地认识。圣座国务卿
提醒道，在这个培育过程中，需要注意
的是不要把普通司祭职与公务司祭职混
淆起来，并随意解释“补充代理”和“
平信徒神职化”的概念，如果这样，就

会产生与圣职圣事平行服务的一个教会
结构的危险。

最后，帕罗林枢机向所有与会者表
示，教宗保证为他们祈祷并降福他们，
以及他个人对礼仪周的祝愿，“祝这个
重要的牧灵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教宗公开接见：
老年是智慧的编织之处 

（梵蒂冈新闻网）梵蒂冈于8月19
日周五宣布，全球性的生命基

金会（Vitae Foundation）将于8月31日
至9月1日在梵蒂冈举行首届峰会。教宗
方济各将会亲自出席部分会议，而且西
班牙王太后索菲亚将为峰会提供支持。
一份新闻稿指出，多名享誉国际的艺术
家和表演者将一起讨论如何「运用艺
术、媒体和娱乐来激发文化上的改变，
增进公众利益、普世价值和人际相遇」
。

艺术家、演员和音乐家将参加会议，
针对那些有助于在世界上启发改变的策
略和有创意的提案，分享他们的见解。

本届峰会主要是要激发团结、希望和欣
赏多元等改变。生命基金会创始人和主
席基内利（Luis Quinelli）和该机构的领
导团队成员近年来曾多次晋见教宗方济
各。教宗时常谈到艺术家在增进社会福
祉方面的角色，称他们有如「美的守护
人、相遇文化的大使、人类希望的见证
人」。

基内利表示，生命峰会旨在凸显许多
组织和个人在促进文化上的贡献。「极
端化的社会里充斥著负面的信息和冲
突。生命基金会致力于邀请艺术家和拥
有全球影响力的领袖们一起展开对话，
探讨要如何通过艺术带来希望、缔造公
益，使之再次成为一种时尚，从而给人
的心灵和精神带来正面的影响」。基内
利出生于阿根廷，他希望这项活动也能
有助于在艺术家之间建立网络，让他们
能携手合作，发出那些能「启发世人迈
向更美好的世界的讯息」。一个更美好
的世界应当「以普世价值为基础，加强
相遇和希望」。

生命基金会是一个非营利组织，由艺
术家、执行团队和世界闻名的领袖所组
成，宗旨是通过艺术、大众传播和娱乐
向人们传达正面的影响力。

教宗方济各将出席
在梵蒂冈举行的首届生命峰会 

信友参与弥撒圣祭  (Vatican Media)

教宗出席在梵蒂冈举行的会议  
(Vatican Media)  

教宗方济各：
教会职务的多元化是财富，
而非平信徒“神职化”

（梵蒂冈新闻网）8月22日是联合
国订定的“基于宗教或信仰的

暴力行为受害者国际纪念日”。教宗方
济各前一天21日在三钟经祈祷活动中特
别提到那些因信仰而受苦、但继续去爱
和祈祷的人。教宗的担忧不能不令我们
想起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这几天教会
经受严厉考验：仅8月21日一天，在尼
日利亚就有四位天主教修女在前往参与
弥撒的途中遭绑架；8月19日，在尼加
拉瓜逮捕了马塔加尔帕教区的主教。

因宗教或信仰而遭受暴力的受害者
纪念日于2019年由联合国确立，促
使我们省思这个日渐猖獗的现象，并
寻找解决方案。罗马宗座额我略大学
政治伦理学教授丹布罗西奥（Rocco 
D’Ambrosio）教授向本新闻网表示：
目前的情况促使所有宗教团体自问，什
么样的活动能有助于对话和弟兄情谊。

丹布罗西奥教授提到圣若望保禄二世
教宗在牧灵访问爱尔兰的机会上说的
话，“假借天主之名杀人的人不相信天
主”。教宗方济各也多次强调这一点。
这表示在宗教团体之间没有任何施暴的

理由，而且显示出暴力纯粹出于欺压他
人的欲望。丹布罗西奥教授解释道，制
止针对宗教的暴力的其中一个核心原
则，是要了解到他人始终是一个珍宝，
即使在宗教层面也不例外。就如教宗方
济各在《众位弟兄》通谕中教导我们的
那样，增进弟兄情谊是最具体、最脚踏
实地的和平愿景。

宗教自由跟集会结社、言论表达的自
由一样，都属于广义的基本人权。丹布
罗西奥教授指出，可惜的是，1948年
的《世界人权宣言》只停留在纸面上，
因为很多政治势力与宗教团体有关，它
们结盟的唯一理由是要取得权势，但这
注定会压迫他人。重要的是，愿宗教领
袖扪心自问，他们正在传递的讯息究竟
是教导要尊重每个人的尊严和自由，或
者是在煽动暴力，用宗教的名义加以掩
饰。

联合国纪念
因仇恨宗教
而受害的人

尼加拉瓜  (EDGARD GARRI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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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保讯)感谢天主，行动管制令后，
怡保圣米高堂能续2019年的“笑

傲人生之一”后，于2022年8月21日再次
特邀专业心理辅导师李丽芬硕士为长青组
开讲“笑傲人生之二”。当天，讲师及参
加者的心情可说是百感交集。共有约八十
位教友参加这三小时的讲座，值得一提的
是，有几位年过八载的出席者，甚至有一
位行动不便者，必须以轮椅代步，真是我
们大家学习的榜样。

首先，李导师先让大家根据年龄分组

别，并让大家分享在各年龄阶层所注重
的是什么。她分析道若要活出有品味和更
有意义，银发族必须要有四动：运动、劳
动、活动以及互动。在整个讲座中，她也
让大家体验到了这四动。

讲座开始前，李导师以圣咏七一：5-6
，8-9，14作为开会祷。这是一篇贴切的
祈祷文，提醒大家年迈不代表没有，天主
一直都垂顾祝福每一个。随后，李导师先
约略让大家回顾2019笑傲人生之一的点点
滴滴。

生老病死是每个人必经的阶段，但每段
生活过程都值得被善待、被欣赏。然而，
又如何在晚年生活得幽雅、从容自若呢？
李导师分享了教宗的话：我们都能成为他
人的祝福，长寿是一个祝福。教宗方济各
建议大家勤读圣言、每日祈祷、常领圣
体，在生活中，尽可能认出天主的临在。
把我们比喻为“天主殿中的茂盛橄榄树”
（咏五二：10），成为近人的祝福。

天有不测风云，每个人都应随时准备好
自己，任何时候都可以被召回到天乡。该
如何准备好自己，让自个人的灵魂准备妥
善呢？又如何能让要离开的人善终、彼此
间能善别以及仍活着的人善活呢？李导师
逐步引导出席者成为晚年的设计师。

第一讲注重于与自己保持身心灵健康的
联系。她先让参加者两个两个地坐在一
起，彼此分享2019年封国后的生活。由于

疫情的爆发，无数人陷入忧虑、焦虑中。
但无论多煎熬，她感谢天主，让我们大家
能走到现在。她提醒我们，人生每个阶段
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欣赏并善待自己是
必须的。尤其是疫情缓和后，是时候让我
们正视我们的情绪，聆听我们的情绪，接
纳我们的情绪并表达我们的情绪。我们应
该开始与他人多连接，多互动了。她示范
了一些欢笑的瑜伽，让大家在生活中能自
用。同时，李讲师也介绍了三个教区在去
年成立的天主教Shalom关怀热线来让有
需要的人有个聆听的对象。

让自己保持身心健康后，那么，就得为
自己生命规划。晚年设计师的第二讲：
留爱；不留遗憾。李导师认为人生四道极
为重要。四道即是道爱、道歉、道谢、道
别。这四道不需等到最后一口气才表达，
应养成每天的一种习惯。诚如教宗所说
的，每个人都能成为别人的祝福。一声问
候，一个微笑也能改变别人对生活的热
爱。李导师也与大家分享了一些方式让大
家可以参考，譬如准备遗嘱、大体捐赠、
捐赠器官，为我们生命里的一些人写下些
信件，把对方在你生命中的意义一一倾诉
出来。

最后，李导师再次叮嘱大家把爱留在这
世上，多说些积极的话，减少负面的话
语。这次的讲座，让参加者获益不浅，谨
记要好好地爱惜自己，莫虚度晚年的时
光。

印度因新冠肺炎造成的天主教神父
和修女死亡人数达到570人。最

近一名年长神父于8月18日在东部奥里
萨邦去逝。

圣言会东印度省副省长维笃·罗德
里格斯(Victor Rodrigues)神父说，该
会的保禄·库鲁(Petrus Kullu )神父与
病毒搏斗后在奥里萨邦巴尔加尔的一
家私立医院去世。

罗德里格斯神父说，库鲁神父自8
月12日起患上季节性流感，并服用了
药物。但药物并没有改善他的健康状
况。

在出现呼吸问题后，他于8月16日被
送入圣玛利医院。

医生于8月17日发现了新冠症状，但
他的检测结果为阴性。他的肺部受到
严重感染，第二天他在医院的新冠病
区离世。

罗德里格斯神父说，库鲁神父的葬
礼于8月20日举行。

本身是一名新闻工作者的嘉布迁会
士苏雷什·玛窦(Suresh Matthew)神
父汇编了疫情期间印度天主教神父和
修女死亡的数据。他说：「随着库鲁
神父的去世，印度天主教会因新冠肺
炎失去了304名神父和266名修女。」

在教会营运的英文新闻周刊《Indian 
Current》担任主编的玛窦神父8月19
日接受天亚社访问时，谈到了印度教

会因新冠病毒而遭受的巨大损失。
他说，这些死亡是「印度天主教会

的巨大损失，因为我们需要更多有奉
献精神的传教士为偏远地区的人们服
务」。

玛窦神父说，大多数神父和修女死
亡的报告都来自国内偏远的传教站，
那里没有良好的医疗设施。

他说：「许多人要么在最初阶段没
有发现疾病，要么没有得到适当的治
疗，导致他们死亡。」

神父补充说，许多人有机会搬到更
好的地方接受治疗，但他们留在了那
些没有更好治疗的人身边，最终死
了。

自2020年4月以来，玛窦神父一直在
记录死亡人数。

耶稣会失去的神父最多，共有44
名，其次是慈幼会，他们失去17人。
圣言会失去了16人。

仁爱传教女修会失去了23名修女，
其次是圣衣会，有12名修女离世。

玛窦神父也不排除该国爆发疫情初
期死亡的神父和修女记录丢失的可能
性。

他说：「但这可能不是那么大的数
字。」

根据「我们世界的数据」，印度在
新冠疫情中已录得约4,430万宗感染和
约56.7万宗死亡。

笑傲人生II
银发组自我关怀工作坊

（吉隆坡讯）在2022年8月20日星期
六，蕉赖圣方济亚西西堂举办

了一场由吉隆坡总教区全人发展办公室
（AOHD）组织的退省营。

一 共 有 2 3 位 堂 区 全 人 发 展 局
（PIHDM）代表以及圣云先会（SDVP）
成员参加了2022年吉隆坡总教区全人
发展办公室（AOHD）的2天1夜的灵修
退省营。其中的参与者还有来自偏远的
关丹和波德申。这次灵修退省营的主题
是“你是世界的盐和光”。

吉隆坡总教区全人发展办公室的指导
神师阿尔贝·阿罗基萨米神父（Rev Fr. 
Albet Arockiasamy）为灵修退省营拉开
序幕，并欢迎参与者。他敦促参与者成
为地上的盐和世界的光，努力为有需要

的人服务。
阿尔贝神父也欢迎这次灵修退省营的主

讲人，来自加尔默罗修会的何正建神父
（Rev Fr Nicholas Hoh）。何神父以三个
环节来带领参与者：每个环节有不同的
主题，分别为“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
泉源，借你的光明才能把光明看见。”
（咏36：10）、“在天主的脚下”和“
革命者与小花。”

除了何神父的三场讲堂外，参与者还体
验了唱颂赞美诗、三钟经、晚祷和夜祷
的体验。参与者还在教堂里度过了安静
的时光，及办和好圣事。

参与者都表示，他们度过了一个充实而
丰富的周末。他们很享受所有环节的信
息，并获得了丰富和鼓舞人心的体验。

在灵修退省营的结束尾声，这次灵修退
省营的协调员Andrew Lim感谢何神父富
有洞察力的分享。他还感谢圣方济亚西
西堂的工作人员帮助他的核心团队组织
了这次活动。

最后，吉隆坡总教区全人发展办公室主
任，张巧音姐妹向参与者介绍吉隆坡总
教区全人发展办公室（AOHD）目前的重
组架构和该组织的未来计划为活动画下
句点。

召唤成为世界的盐和光

印度教会逾五百名神父修女
死于新冠肺炎

（梵蒂冈新闻网）8月15日至18日，全
球天主教传播组织（SIGNIS）在

韩国首尔举行的大会圆满落幕。天主教媒
体工作者发表声明，承认自身在建设和平
社会方面的关键角色，并且承诺不仅要报
导时事，更要积极支持那些能促进和平的
故事。

在为期三天的大会闭幕时，与会者们在
声明中表示，他们带著「新的洞悉力、意
识和决心」离开，明白有许多事情值得省
思：「贫富之间存在著数字鸿沟」；人们
虽然高度连接，却面临彼此脱节的挑战，
恐怕会导致「孤独、困惑和绝望」；「虚
假信息对当代社会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同时，与会者们也指出，需要「从个人参
与走向团体建设」，「以信仰和希望的真
理与美来编织一张网」。与会者们相信，

要是能「更加自觉地与不同文化、信仰、
宗教和意识形态的人和睦合作，必定能建
设新的社会」。

在这份声明中，与会者们表明「真心关怀
那些被边缘化的人，承诺要传播真正有意
义的信息，好能对他们的奋斗有所帮助」
。「媒体工作者和公民应当采取行动，保
护那些陷入战乱和冲突地区的平民百姓的
人权」。记者不仅要报导事实，更要支持
战争受害者，并为解决冲突尽一份心力。

与会者们在声明的结尾表示赞赏青年投身
于建设和平，并邀请世界各地的青年与他
们「携手投入建设和平的进程」。与会者
们最后写道：「在我们离开这次大会时，
我们感到在灵性和专业层面得到充实。我
们相信，通过圣神使一切焕然一新的威
能，我们能在数字世界促成和平。」

全球天主教传播组织首尔大会落幕：
分享那些能促进和平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