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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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梵蒂冈新闻网）警醒是至关重
要的态度，以免良好的分辨
和决定功亏一篑。教宗方济

各12月14日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主持周
三公开接见活动时，在要理讲授中强调了
这一点。这是教宗第12次以分辨为主题的
要理讲授，本周探讨的是警醒。此前的几
周，教宗以圣依纳爵为榜样，谈论了「分辨
的若干元素」，如：祈祷、认识自己、渴望、
生命之书、神枯和神慰。

讲到「确认所做的选择」，教宗指出，
其过程中的危险在于「魔鬼会摧毁一切，
使我们回到起点，甚至是陷入更糟糕的状
态」。因此，「警醒是不可或缺的」，它能

促使「分辨的进程达致成功」。
「耶稣在宣讲中非常坚持一个事实，

即：好的门徒要保持警醒，不可昏昏欲
睡，不可在事事顺利时过分自信，却要始
终提高警觉、随时善尽职责。」

相反地，假如不够警醒，邪魔就会趁虚
而入：牠等待我们过分自信的时刻。当我
们分心、迷糊、不够虚怀若谷时，邪魔就
会利用这时机，使得那些出于分辨的良好
决定前功尽弃。

教宗接著把内心的状态比作干净整洁的
房子。如果我们害怕心房受损，因此不再
接纳任何人，不邀请「穷人、无家可归者
等不讨人喜欢的客人」进来，那么心房也

会损坏。
「这其中藏有恶劣的傲慢、自充为义人、

自认为优秀、自以为独占一席之地。当我
们过度自信、而不信赖天主恩宠时，邪魔
就找到敞开的门。于是，牠安排好迁居事
宜，占据那个心房（参阅：玛十二43-45）
」。

教宗告诫道：有些魔鬼礼貌殷勤，牠们
进入心房时，主人毫无察觉。「牠们进来
时会礼貌地敲门，你根本察觉不到」，反
而会客客气气地欢迎牠们进来，「结果牠
们在你的心灵里发号施令」。

要是缺乏警觉心，我们恐怕会输得一败
涂地。很多时候，上主恩赐了许多圣宠，

但是「我们没能妥善守护，丢失了一切，因
为我们不够警醒。我们没有守好门，所以
被彬彬有礼的来者欺骗，放牠进来，还跟
牠嘘寒问暖」。

为此，教宗邀请每个人省思各自的经历，
因为光是作出良好的分辨和决定还不够，
更需要保持警醒，「守护这份天赐的恩
宠」。教宗表明，我们如果看到杂乱无章
的情况，会立刻警觉到魔鬼和诱惑，但是
魔鬼也会披著天使的外衣而来，说话客气
有礼，取信于人，却带来更糟糕的后果。

教宗最后提醒众人提高警觉守护心灵，
「因为警醒既是睿智的记号，更是谦逊的
记号，它是基督徒生活的康庄大道」。

“天主救众人的恩宠已经出现”弟铎书2
：11

主内的兄弟姐妹，
在经历了两年的严重疫情大流行后，今

天我们再次听到天使发出了令人欣慰的
圣诞节信息：“今天，为你们诞生了一位
救世主；他就是主基督”。更令人雀跃欢
喜的是，我们可以在教堂，向世人宣告这
喜讯。当我们回想起过去两个圣诞节的
庆祝方式时，都感到恐惧害怕；那时候，
主教座堂和圣堂渺无人烟，或者只有少
数会众出席，因行动管制令及出于安全
的措施——我们需要彼此保持社交距

离、戴上口罩并勤使用消毒液。
我们的圣诞报佳音也是通过

线上直播的方式进行。每个
家庭是在家中的客厅通过
线上直播来参加圣诞弥
撒。他们唯一的安慰是，

圣诞节的奥迹天主与
我们同在/“厄玛奴

耳”——信徒
们 继 续 体

验基督
伟

大的神圣之光。
今年我们要庆祝一个截然不同的圣诞

节；不像大流行期间的圣诞节，甚至不
是“新冠疫情之前的圣诞节”，而是激发
我们的信仰和希望，以世界主教代表会
议的精神与教会同道偕行的圣诞节，让
我们接受这个邀请与天主相遇并建立亲
密关系。

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天使宣告的喜讯
令人深感安慰：“不要害怕”，天使对

受惊的牧羊人说，“看，我给你们报
告一个大喜讯：普天同庆的日子”
。这个时候我们多么渴望听到这

句话：“不要害怕”。我们经历了我
国的政治动荡，我们也厌倦了世界
上所有持续不断的地缘政治、以发展为
由的人类活动一直不间断而导致气候变
化、疫情大流行所导致的经济不确定性
的直接后果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
争，我们也面临通货膨胀，生活成本飙升
的问题。我们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在
这种情况下，我们渴望好消息是很自然
的；我们寻找一线希望，憧憬更美好的未
来！

在本地和全球发生如此多令人不安的
事件中，圣诞节每年都向我们传达喜乐、
和平与希望的信息。贤士朝着东方所见
的那星的信德和决心令人敬畏。他们的
信德使他们在达味白冷城的马槽里，寻
找到婴儿耶稣并体验到与天主相遇的和
平与希望。同样，当我们处在不确定性和
未知时，我们的信德也可以成为我们的
引导。我们坚信，造就我们、救赎我们、
拯救我们的天主圣神的引导之手永远在
我们身边，免得我们迷失漂泊。

对于基督徒来说，圣诞节是庆祝人与
天主相遇的节日，教宗本笃写道：“基督
徒的开始，不是做一个伦理的决定、或
者一个伟大的观点，而是与一个事件的
相遇，是与一位的相遇，这会使生命有
一个新的起点，因而有一个决定性的指
引。”（Deus Caritas Est 1）。因此，两
千多年前进入我们人类历史的天主圣子

继
续诞
生 在 每
一 个 信 徒
的心中，并且通
过洗礼，我们有能力
与他人分享这个喜乐
的信息。正如天使对牧
羊人所说的那样，这份
礼物是天主赠予的，并且
要“与普世同庆”。我们可
以通过贤士展示的例子来做到
这一点；他们朝拜天主圣子，并向他献上
他们最宝贵的财富。今天，作为基督的追
随者，我们要继续他的爱、同情、关怀、
宽恕、医治和慈善的传教工作，从我们的
家庭、我们的邻居、陌生人，尤其是我们
社会中最边缘化的人开始。通过向有需
要的人和受苦的人伸出援手，并扩大到
我们对天主的创造物的关心，我们让基
督的光继续照耀世界，从而实现我们基
督徒的呼召。

祝大家和家人一起度过一个充满恩宠
的圣诞节和2023年新年快乐。

余廉主教 
(Bishop Datuk Julius Dusin Gitom)

山打根教区

2022年圣诞节文告

教宗公开接见：
保持内心警醒，

因为魔鬼披著天使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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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兼作家瑞雀．娜欧米．雷门
(Rachel Naomi Remen)在她
的书《自然心药：会治疗的故

事》(Kitchen Table Wisdom, Stories 
That Heal)中分享了这个故事。

在她十四岁那年，她找了一份暑期工
作，在一家养老院当志愿者。这对她来
说并不容易。她年轻、害羞，而且害怕面
对年长者。有一天，她被安排要用一个小
时的时间去陪伴一位96岁的老妇人，这
位老人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说话并患有严
重的痴呆症。瑞雀随身带着一篮子玻璃
珠，希望可以和这位老妇人一起串珠子来
度过时光。但事实并非如此发展。

当她抵达时，她敲了敲门，没有得到
回应，然后进门看到那个老妇人坐在椅
子上，凝视着窗外。她坐在老妇人旁边的
椅子上，尝试不断地在接下来的一个小
时里去吸引老妇人的注意。可是，她并没
有成功得到老妇人的回应。就如她自己
说道，“房间里一片寂静”。那个老妇人
一直没有注意到她的存在，甚至都没有
看她，只是继续盯着窗外看。

当铃声响起表示她与这个老妇人的
时间结束时，瑞雀起身要离开前，转向老
妇人，问道：“您在看什么呢？”老妇人
转身对她说：“为什么，孩子，我在看着
光。”瑞雀瞬间大吃一惊，不是因为这些
话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是因为老妇人脸上
有一种非同寻常的表情，一种喜乐表情。

作为一 个 十四岁的孩
子，瑞雀不知道异乎寻
常的面部表情背后隐藏
着什么。她可是在很多
年过后才能弄明白。

她后来成为一名医
生，一名帮助接生的儿
科医生。当她第一次帮
助产妇接生时，新生儿
睁开眼睛的那瞬间，她
在 那个婴儿的脸 上看
到了她 多年前 在老妇
人 脸上看到的同样的
表情。那个婴儿也在看
着光——无法理解，宁
静，在一种喜乐中，注
视着他以前从未见过的
光。

从新生儿第一次睁
眼的表情和老妇人 凝
视着光的表情有什么相似之处？瑞雀．
娜欧米．雷门就捕捉到了这个崭新的体
验。

从本质上讲，如果你活得够久，你会
越来越发现到你所知道的旧事物总有一
天是不属于你的，你的心将被迫去抚平
创伤，你过去的安全感将全部消失，你将
凝视着截然不同的光。这将彻底改变你
的目光，剥夺你过去认为有意义的事情，
让你再次变得幼稚，让你变得沉默，静静

地凝视着未知，凝视着
它向你招手之光。为什
么呢？这里发生了什么
事？

当婴儿出生时，他
就离开了一个狭小、封
闭和黑暗的地方，虽然
是保护他、滋养他和安
全的地方。他也是离开
了他唯一熟悉的地方，
然后他 对出生后 等 待
他的世界也 是一无所
知。的确，如果他有意
识地思考，他会毫无疑
问地 发现任何事情都
很难被相信，包括他的
母亲（他从未见过）因
她是存在于子宫之外。 
因此，当婴儿第一次睁
开眼睛看着光时，他的

面部表情是敬畏、困惑、喜乐的。
我们从一个子宫出生，然后来到另一

个子宫。我们生活的世界是在第二个子
宫里，在这个世界有更多的活动空间，更
明亮些，也像我们在母胎的子宫一样提
供保护、滋养和安全感。在我们生命的大
部分时间里，第二个子宫为我们提供了良
好的服务，为我们提供了所需的东西。当
我们年轻、健康、强壮时，似乎没有理由
将目光转向任何其他的光。我们生活的

子宫提供了足够的光。同样，这是我们唯
一熟悉的地方。确实在这个舒适的空间，
我们自然而然地习惯，我们也无法去保
证在它之外还有任何舒适的地方了。

此外，我们也与子宫中的婴儿分享这
一点。从受孕的那一刻起，婴儿就已经在
其身体和灵魂中编码了即将出生的必要
条件。总有一天他必须诞生于更广阔的
世界。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我们也在
我们存在的子宫里，在我们的身体和灵
魂中编码即将出炉的生命。因此，随着子
宫中未出生的婴儿，我们也分享了某种“
精神错乱”以获得更广泛的光。

在德国著名作家— —约翰·沃尔夫
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诗歌大全中，有一首题为《幸福
的憧憬》的诗中，诗意地表达了这一点。

你再也不能够蛰伏
在黑暗的影里困守，
新的怅望把你催促
去处那更高的婚媾。
　　
你不计路程的远近，
飞着跑来，象着了迷，
而终于，贪恋若光明，
飞蛾，你被生生焚死。
（转载梁宗岱 译） 

版权拥有者：荣·罗海瑟神父（Fr.Ron 
Rolheiser)

凝视着光……

这是天主救恩更为具体地与人同在
的开始——天主圣子降生成人，

取了肉体，以人的语言和行动，揭开天
主爱的奥秘的神圣时刻。在旧约圣经里
首先记载了天主是如何透过大自然的
现象与人说话，后来又借着先知们与人
说话，最后人类不断地在罪恶与神圣之
间徘徊，甚至对天主的奥秘总是无法理
解，更是觉得天主是遥不可及的天主。
于是，天主拿自己的亲生儿子耶稣给
了人类。从此，天主亲自就在人类的中
间，时时刻刻与人同在。

圣诞节庆祝天主救恩的实现。天主
救恩的实现不是遥不可及的，而是具体
的，尤其是天主亲自跟我们说话。整个
大地首先因着东方贤士的报告救主的
诞生而震惊了起来，接着是天使们向牧

羊人宣布了这个大喜讯。牧羊人们都听
说有关东方贤士们寻找默西亚的下落，
他们对这件事是有注意到的。他们也没
想到，天使也亲自显现给他们，同样报
告了这个大喜讯。于是，牧羊人他们按
照天使的引导找到了躺在马槽里的小
耶稣。

玛利亚听到了牧羊人的报告，但玛
利亚并不惊讶，因为她的信德回应了天
主的召唤而成了天主之母，玛利亚心里
很清楚所发生的这些事将会影响整个
世界。玛利亚不知道天主会如何施展救
恩，但玛利亚相信她的新生儿耶稣将会
为这个世界启示天主的爱的奥秘。

教会因着耶稣而诞生。整个教会也
为天主的爱不断作见证。就在宗徒传下
来的教会里，也在天主圣神的光照下，

我们基督徒很幸福地成了天主的子民。
我们有福了，因为我们不会是这个世界
留下来的孤儿，因为天主的爱与慈悲不
断给了我们希望的力量。玛利亚——教
会的母亲，她也是天主救恩的见证人，
她知道天主确实就是唯一的真爱，只要
顺服于天主，必能明白生命的意义。

贤士们的寻找，天使们的报告以及
牧羊人的见证，摇醒了大地，默西亚诞
生的消息传开了，这使得很多人也从世
俗的焦点中，把目光再一次投射到信仰
的救恩事件里。耶稣时代的犹太人都在
古经中知道来自达味家族中将出现的
新希望。他们听到了很多很震撼灵魂的
消息，他们相信这意味小耶稣将来一定
有很大的使命。不但是玛利亚把在耶稣
身上发生的事放在心里而已，其实也有
很多期待救恩的人，他们同样也把耶稣
诞生的这件事也默存心中，反复思索。

教会也是一个入世的教会。教会不
是远不可及的国度，反而教会更是与人
同在的天主亲自临在的记号。每一位基
督徒就是教会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每
一位基督徒都在经验和见证天主爱的

故事，甚至是天主爱的行动。我们基督
徒特别在耶稣的生活语言和行动中，看
见了爱的具体意义。天主的爱就在耶稣
的行动中，祂也命令教会：『你们要这
样做来纪念我。』

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也去报告和在
生活中一行动宣传天主救恩的大喜讯，
我们一起把对耶稣的爱也在生活中相
互去分享吧！牧羊人找到了主，我们也
在教会的圣事中找到了主。欢欣踊跃
吧！

～撰文/王安当神父～

他們找到了主！

耶稣圣诞节（节日），
黎明感恩祭

依62：11-12
弟3：4-7

路2：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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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种讯）蒲种瓜达卢佩圣母
堂于12月8日圣母无染原罪节开
始了堂区主保瞻礼的庆典。

瓜达卢佩圣母堂因堂区人口
的增长，需要扩建于今天年中
搬迁到临时的堂区牧民中心。
麻雀虽小但是五脏俱全。这没
有阻碍到堂区居民来与天主相
会。

瓜达卢佩圣母堂的教友多元
文化，为了服务各语言组的
需求，在平日的主保感恩圣祭
庆典是以四个语言进行。在
主保庆典弥撒前，教友聚集
一起颂念瓜达卢佩圣母串经。
本堂主任司铎彭睿明神父（Fr 
Raymond Pereira）邀请了几位
神父以及廖炳坚总主教来与教
友同欢共庆。 

彭睿明神父在圣母无染原罪
节讲道中以天主教教理491条
说道教会意识到玛利亚既充满
了恩宠，在她受孕时就已蒙受
了救赎。这就是教宗比约九世
于1854年所宣布的始胎无染原
罪的信条。玛利亚因天主的恩
宠，被拣选成为耶稣的母亲，
在独特的圣德光辉中，在天主
面前，借着爱而成为圣洁无瑕
的。彭神父说道，我们要学习

圣母玛利亚的榜样，一心一意
的找到天主，跟随祂，那我们
每一位基督徒一样获得恩宠。

第 一 天 的 主 保 庆 日 ， 主 题
为“赋予青年权力”，由苏兰
神父（Fr Surain）主礼。苏神
父说道今日的青年对世界是充
满的好奇，他们会去寻找，发
现，探索。若要得到他们的注
意力，苏神父说有四个方式：
不要把他们当作普通人，而是
我们堂区的一份子；陪伴青年
但是要给与他们空间，安排地

方给青年做活动；让青年从错
误中学习，给青年去表现，不
害怕失败；青年在看着我们的
言行举止。这一天，堂区有售
卖玫瑰花，好让教友可以奉献
给圣母。

第 二 日 的 主 保 庆 日 ， 主 题
为“家庭为教会单位”，由
Fr Gregory Chan主持弥撒。当
天早上本堂的彭睿明神父也为
年长以及病患举行傅油圣事弥
撒。

接着是主日天，主保庆日第

三日，也是将临期第三主日
（喜乐主日），主题为“玛利
亚，福传之母”。当天有四台
感恩圣祭。早上7点30分的淡米
尔语弥撒，由Fr Michel Dass主
礼。廖炳坚总主教在百忙中，
也为9点30分的英语弥撒主礼。
国语弥撒是在11点30分举行，
由Fr John Anandan主礼。接着
是下午4点30分的华语弥撒，由
刘志坚神父主礼。刘神父生动
的讲道中，让教友受益良多。
他说道，我们的心需要留给天
主一个位子，无时无刻的思念
天主，不要因外在的诱惑、灿
烂的灯光、美丽的装饰、漂亮
的服装、舒适的享受而逐渐地
把天主的位子给替代了。

瓜达卢佩圣母堂主保正日，
主题为“作基督的门徒”，
由本堂前主任司铎阿尔贝神父
（Fr Albet Arockiasamy）主
礼。阿尔贝神父告诉教友反思
我们有与天主保持亲密关系

吗？像圣母玛莉亚，服从天主
的旨意一样作基督的门徒。我
们的生活中，面对着许多的诱
惑，打乱了我们的生活纪律，
不要因一些小麻烦而离开了。
要成为基督的门徒，神父说
道我们要自我实现，像圣母一
样‘看，上主的婢女，愿照你
的话成就于我吧’，以言以行
谦卑地服从天主。而我们作基
督的门徒，在生活信仰中活出
基督的肖像。

最后，彭睿明神父感谢主保
庆典的筹委，售卖玫瑰花的亲
善员，歌咏组，以及所有来自
各个语言组的教友，大家的默
默付出为瓜达卢佩圣母主保庆
典完美的画上句点。

（北海讯）槟城教区青年小站于
12月9日至11日在槟城北海圣母
圣诞堂举办了三天两夜的青年
生活营，主题为：蹦吧 年轻的
心！此生活营的目标是为了让青
年增进与天主的关系，在教会内
重拾归属感。 

这次的生活营筹委和营员由来
自各个堂区的青年组成，分别是
北海圣母圣诞堂，大山脚圣安纳
圣殿，槟城圣神主教座堂，双溪

大年耶稣君王堂，峇冬丁宜圣母
圣名堂，居林耶稣圣心堂和怡保
圣米高堂。槟城教区青年小站首
次聚集了多个堂区的青年代表组

成了生活营筹委团。 
生活营以7个堂区的青年代表

点燃7根蜡烛为简单却富有意义
的开幕仪式，为生活营拉开了

序幕。接下来的夜晚由北海圣
母圣诞堂圣神同祷会带领营员
们以歌声敬拜上主，这样的氛
围也让营员们慢慢地进入了与
天主更亲密的连接，自动开口
赞美天主。 

倚着生活营的主题，也邀请了
黄启升兄弟作为讲师为青年们
做分享。他把金鱼带到讲座中
以最简单生动的例子：我们离
不开天主就像鱼离不开水，让
青年们领悟了天主的重要，时
时刻刻提醒自己天主就在我们
身边。此外，他也与青年们分
享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他与天
主密不可分的关系，相信青年
们能从中得到启发，更庆幸和
珍惜在教会长大的自己。 

生活营里重点活动也包括了泰
泽祈祷，由雷文州神父带领青
年们静默寻求上主和祈祷。祈

祷当中，雷神父让青年们自愿
把枯叶从树上摘下并换上新生
命的树叶以表达此刻的自己愿
意一直跟随主耶稣。青年们在
雷神父的带领和圣歌的渲染下
都把自己献给天主，诚恳地与
耶稣对话，增进了与天主和耶
稣的关系。 

生活营中其中一个环节为角色
扮演,让营员发挥他们的表演创
意和团队合作能力,以圣经角色
为出发点呈现出精彩的表演，
也把经典的圣经故事里的精髓
传递给大家。 

生活营于12月11日圆满落
幕。愿青年们能从中认识天主
所赐予的恩惠，并时刻记住天
主的教诲。希望能在下一次的
活动再次相聚，也期待见到更
多新的面孔。 

蹦吧，年轻的心！

作基督的门徒

（关丹讯）关丹圣多默圣堂华文
促进会于2022年12月4日降临期
第二主日弥撒后举办了有关“圣
诞节的意义”信仰讲座。此信仰
讲座邀请来自文冬圣心堂的本堂
神师林进发神父主讲。当天出席
参与的华文教友相当踊跃，促进
会也贴心地为教友们准备了午
餐。

讲座会开始前，促进会主席慧
仁姐妹联同翠翠姐妹一起用吉他
伴奏带领众人歌唱赞美主。接着
林神父便引领教友们从认识降临
期的概念出发而去理解降临期的
意义，最后进而引伸到基督徒庆
祝圣诞节的实质意义。

林神父非常详细地讲解有关降
临期的特殊解读和特点。其中内

容包括：
（一）降临期传统礼仪颜色和

其象征意义，例如教堂的装饰
品，祭坛布，横幅等。在整个
季节通常都有紫色，粉红色和
蓝色的组合，并且避免使用绿
色和红色的世俗圣诞颜色。

（二）降临期四个主日的礼仪
读经内容所带出的讯息和启示。

（三）降临期花环上每一支蜡
烛所赋予的特定象征意义。

（四）降临期的四周，分别

赋予四个不同的阶段：希望，
信仰和悔改，喜乐，准备与和
平。在降临期内，每一主日按
顺序点燃其中一枝蜡烛。烛光
象征基督的光，进入这个世
界，驱散了黑暗，带来真光。

（五）善度降临期：醒悟、祈
祷、改过与补赎。

林神父也阐述了在天主初期教
会最早的庆节是耶稣的复活，
因为祂的复活是当时信友们信
仰的基础，而不是祂的诞生。

到了公元245年，有些学者愿意
锦上添花，于是设法探索耶稣
的诞生日，惟教会却认为庆祝
耶稣诞生是没有意义的，因恐
怕把耶稣当作国王般敬拜。

耶稣诞生的具体日期，整部
圣经没有记载。直至公元349年
当时的教宗儒略一世才正式宣
布12月25日为耶稣圣诞节。在
此事之前，12月25日在罗马帝
国境内已经是一个民间节日，
罗马人庆祝他们的“无敌太阳

神”。教宗选择这一天来庆祝
耶稣圣诞节是很有意义的，因
为耶稣基督是“义德的太阳”
，正如圣史路加所说的：“
使旭日自高天向我们照耀”（
路—78）。依撒意亚先知预
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
见了一道皓光，光辉已射在那
寄居在漆黑之地的人们身上（
依 9:1）”的确，耶稣基督就
是这道光。圣教会移风易俗，
借此帮助人们脱离太阳神的迷
信，重新赋予了它基督信仰的
内涵。

圣诞节是基督徒庆祝耶稣降生
的特别节日。2000多年前，天
主预许祂圣子耶稣为了我们人
类的得救，从天降下。祂因圣
神由童贞玛利亚取得肉驱而成
为人，出生在白冷，开始了祂
救赎普世人类的伟大工程。

林神父嘱咐教友们圣诞节要做
的除了庆祝耶稣的诞生，也要
向天主谢恩，同时也应效法圣
母接受上主的圣言，在生活的
岗位上，承行上主的圣意。

最后在一片歌唱赞美主的歌声
中圆满结束了此次的信仰讲座。

陈美兰姐妹 报道

关丹圣多默圣堂降临期信仰讲座
《圣诞节的意义》

蹦吧 年轻的心! 
2022槟城教区青年生活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