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ERALD April 11, 2021Xian Feng Bao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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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内的兄弟姊妹：
「主真复活了！」门徒们彼此谈论，说
主耶稣已显现给西满伯多禄（路廿四
34）；玛利亚玛达肋纳也向门徒们报
告说：「我见了主！」（若廿18）；然
後，门徒们又对多默说：「我们看见了
主！」（若廿25）。直到此时，复活
的基督还只是私下地显现给某些个别的
人。
只有在今天，多默也在场的复活期第二
主日，「八天以後」（若廿26），主基
督才在同一个时间显现给「十二宗徒」
。祂来到他们中间，向他们展示自己手
掌和肋旁的伤痕，以证明自己并非他们
因极度思念而产生的幻影；祂真是那位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因此，教会
也只有从今天开始，才有了「基督复活
的官方见证」和「基督复活的官方见证
人」。这些基督复活的「官方见证人」
就是「十二宗徒」，他们的中心职务就
是为基督的复活作见证，所以他们都必
须亲眼看到复活的基督。伯多禄在拣选
玛弟亚取代犹达斯的「十二宗徒」职位
时，就定下了这先决条件说：「这些常
同我们在一起的人中，由若翰施洗起，
直到耶稣从我们中被接去的日子止，
应当有一个同我们一起作祂复活的见证
人」（宗一21-22）。
在五旬节圣神降临後，作为基督徒的先
决条件则从「亲眼看到复活的基督」转
变成接受基督复活见证人的见证，「没
有看见就相信」（若廿29）基督的复
活和复活的基督，并且如同当时听到伯
多禄作证的那些人一样，要立刻悔改，
「受洗，专心听取宗徒的训诲，时常团
聚、擘饼、祈祷，成群结队地前往圣
殿，也挨户擘饼，怀着欢乐和诚实的心
一起进食」（参阅：宗二41-46）。

今天《若望福音》所叙述的实在是基督
徒每主日「团聚、擘饼、和祈祷」的礼
仪庆典。圣史若望很清楚地说了，他记
述基督徒主日聚会的目的是要我们「信
耶稣是默西亚，天主子；并使信了的
人，赖祂的名获得生命」（若廿31）。
他也劝导我们「不要作无信的人，但要
作个有信德的人」（若廿27），并且敦
促我们同多默一起对复活的基督作出坚
决的信德宣认：「我主！我天主！」（
若廿28）。
我们听见了宗徒们对基督复活的见证，
也信了复活的基督是主、默西亚、天主
子。那麽，复活的信仰带给我们什麽真
实的效益呢？复活的信仰带给我们的就
是「平安」，基督真正的平安。耶稣基
督连续三次向我们说：「愿你们平安！
」（若廿19，21，26）。「平安」是福
音每次叙述基督复活奥迹时反复出现的
中心主题：「不要害怕！愿你们平安！
」耶稣基督要我们获享平安，祂也呼吁
我们与别人分享这平安。
教会积极回应基督的呼吁，以「平安」
作为教会的生活原则，坚信「基督复活
的信仰」是平安与和平的信仰。为了
更明确地活出这平安的信仰原则，「
互祝平安」就成了教会礼仪中很重要的
部份，实际地表达出基督带给我们的平
安。那麽，基督带给我们的平安又是一
种怎样的平安呢？
无可质疑地，当基督向我们说「愿你们
平安」时，这绝对不是一个一般的问
候。耶稣在受苦和死亡前，就给我们许
诺了祂的平安，说：「我把平安留给你
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给
你们的，不像世界所赐的一样」（若十
四27）；在临别赠言结束时，耶稣再次
许诺说：「我给你们讲了这一切，是要

你们在我内得到平安。在世界上你们要
受苦难；然而你们放心，我已战胜了世
界」（若十六33）。耶稣基督在复活显
现时实现了祂的许诺，把祂的平安当成
一份恩典赐给了我们，使我们都在祂内
得享「祂的平安」。
对耶稣而言，平安不是没有斗争或苦
难，也不是悠闲自在、事事亨通；对
耶稣而言，平安是一项实质的恩典，
感觉得到、摸得着，甚至可以给出去和
取回来。当耶稣派遣七十二门徒出外
传教时就对他们说了：「你们不论进了
哪一家，先说：『愿这一家平安！』
那里如有平安之子，你们的平安就要停
留在他身上；否则，仍归於你们」（参
阅：路十5-6）。这种「平安」的观念
源自圣经希伯来文的shalom，一个出
自动词shalem的名词；它的意思是内
在完整、完好与和谐的状态。这种状态
不一定是没有斗争或苦难，而是在斗争
或苦难中仍然保有内在的完整、完好与
和谐。换句话说，它给我们指出，不管
必须面对生活上多少的波折和挫折，我
们仍要让平安在我们心中作主，终始不
渝。
在基督复活後，「平安」的恩赐同时也
概括了罪赦、喜乐、以及圣神的倾注（
若廿19-23）。这观点与保禄的见解相
符，保禄说「平安」是藉着天主子的祭
献，经由倾流在十字架上的血所建立
的：「耶稣曾为了我们的过犯被交付，
又为使我们成义而复活。我们既因信德
成义，便是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
天主和好了」（罗四25～五1）；「天
主乐意叫整个的圆满居在基督内，并藉
着祂使万有，无论是地上的，还是天上
的，都与自己重归於好，因着祂十字架
的血立定了和平」（哥一20）。当平安

成了复活基督的恩赐时，它指向那种有
复活基督临在的正确人际关系，使复活
的信仰成为人们真正幸福喜乐的泉源。
今天取自《宗徒大事录》的读经一给我
们讲述的就是在信仰团体内正确人际关
系的典范。在复活基督的临在下，初期
基督徒都一心一德、同舟共济。他们之
间的关系以和谐与互爱为标记，在真实
生活中彼此分享世界的资源：「众信徒
都是一心一意，凡各人所有的，没有人
说是自己的，在他们中，没有一个贫乏
的人」（宗四32-34）。
今天取自《若望壹书》的读经二则以
信仰和慈爱，描述基督徒团体如何成
为天主的家庭。首先，这个天主家庭
的成员都相信耶稣基督是默西亚：「
凡信耶稣为默西亚的，是由天主所生
的」（壹若五1）；然後，他们都服从
基督的命令，以彼此相爱来表达他们
对天主的爱：「几时我们爱天主，又
遵行祂的诫命，由此知道我们真爱天
主的子女」（壹若五2）。当这互爱的
关系建立时，基督的平安就临在於我
们中间，使我们成为天主的家庭，使
我们结出复活信仰的果实。
因此，当我们「互祝平安」时，让我
们记住平安的这层意义。在圣祭礼仪
中，「互祝平安」并非普通的问候，
更 加 不 是 空 洞 的 举 动 。 它 一 方 面 准
备我们妥善地领受共融圣事；另一方
面，它也邀请我们越过礼仪的聚会，
让平安渗透到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因
此，我们要把基督赐给我们的平安，
即我们在礼仪中所庆祝的平安，落实
在日常生活中，带到世界上，使「互
祝平安」与「促进和平」成为我们信
仰团体的使命。    阿们。
～ 张德福神父 ～

陈新伟神父默思日记
2021年4月5日

陳神父默思日記2021.04.05. 
復活期第一週星期一
復 活 是 人 的 渴 望 ？ 還 是 一
個 事 實 ？ 人 的 渴 望 ， 所 以
會 因 渴 望 而 產 生 的 想 像 ？
或 幻 覺 ？ 這 是 怎 麽 樣 的 現
象？德籍猶太裔現象學哲學
家、赤足加爾默羅隱修會修
女，1942年在奧斯威辛集中
營被送進毒氣室致命。出生
虔敬的猶太教家庭，最後自
稱為無神論者，在一次和聖
女大德蘭所認識的天主内，
找到了最終她所肯定的真正
現象，那就是主耶穌基督的
復活所帶給人救贖的現象是
真的。
生命的現象，是在我們身上
活出的見證，怎麽樣的力量

能夠改變這個世界，首先是
否可以改變一個人。這個世
界，缺乏了什麽？所謂神的
角色是什麽？對生命，我一
點都不知道，存在的目的，
一切人類的罪惡現象又是怎
麽 一 回 事 ？ 哲 學 對 我 們 而
言 ， 雖 然 在 尋 找 生 命 的 答
案 ， 但 卻 無 法 真 正 找 到 答
案，最後我專注在一個點，
這 個 點 能 夠 讓 我 們 找 到 圓
滿，找到成全，找會人真實
的現象，世界的現象，聖女
大德蘭的信仰，她所相信的
主 ， 是 真 的 ， 是 存 在 的 想
象，是改變生命的唯一現象。
艾迪斯坦所看見的現象，就是

真正生活的神，生活的主。可
以感受的，可以體會的，在大
自然中，視覺，感覺和心靈
中；可以抽象的，也可以具體
的；可以用理智，也可以不用
理智，也就是說在神秘中，奧
秘中確認祂的存在。這個如此
的真實不過，人可以經驗到的
主耶穌，最大的肯定，就是祂
能改變生命。
因信祂，生命就能被改變，這
只有真主才能賜予的恩寵。聖
經的故事，就是人的故事，人
的改變，世界的改變，就是因
爲和祂有關係，一步一步的啓
示著所有的信仰的基礎，需要
的真神是與人同在的那一位。

天主創造萬物，包括祂的寶
貝，就是從我們人開始，就從
來沒有離開我們，放棄我們。
耶穌基督的苦難，十字架和死
亡，都在在的告訴了我們，真
實的人的生命中，不管我們是
怎麽樣的生命，我們不會一個
人，我們不會永遠都在痛苦
中，我們只要認識到一個真
理，那就是首先，安照我的法
律生活；接著，耶穌基督的見
證，我們只要追隨著祂，效
法著祂，祂來圓滿主所給的法
律。
所以，我們的生命，不會因
爲主耶穌基督離開人間就結束
了。耶穌基督的死亡，反而更

是延續了人存在的時間和空
間，人真實的一面，在人間存
在，但有限的存在，因主耶穌
基督的復活，這個無限的空
間，才真是啓示了給我們。空
墓，就是告訴了我們，我們的
存在超過有限的空間，不要難
過，死亡，因耶穌復活，空墓
讓死亡成爲一個美麗的境界。
復活的相遇，成爲美麗，人
存在的美麗邂逅。復活的第一
天清晨，主耶穌就開始和尋找
祂的人邂逅。真的，會父説的
對：只有你在尋找祂，其實最
後發現，祂也在尋找你！這
個現象是如此的真實，苦難真
實，十字架真實，死亡真實，
而最後復活也如此的真實，這
才是真正的主！
感謝天主，讚美天主，賜給我
們生命的主, 生活的主，陪伴
的主，就是愛的主！

复活期第二主日：让平安在我们心中作主
复活的信仰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

复活的真实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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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4月4
日复活主日中午，在圣伯多禄大殿
的宗座祭台前发表了复活节文告，
然后降福了罗马城和全世界，颁赐
全大赦。教宗在文告中指出，复活
的宣告今天在全世界回响著，「所
彰显的并非海市蜃楼，所启示的并
非神奇的配方，所指出的并非一条
逃生之路」，而是「涵盖了一个事
件，使人获得永不落空的希望」，
即使面对当前的复杂现实状况。
教宗说，复活的宣告所彰显的并非
海市蜃楼，所启示的并非神奇的配
方，所指出的并非一条逃生之路，
躲避我们正在验历的困境。新冠疫
情仍在猖獗；社会与经济危机十分
严重，最贫穷者的情况尤其如此；
尽管这样，武装冲突并没有停止，
而且军备变本加厉，这是令人无法
接受的。这是今日的恶表。
面对，或更好说，身处在这复杂的

现实中，复活的宣告以几个字就涵
盖了一个事件，使人获得永不落空
的希望：「耶稣──被钉死的那一
位，已经复活了。」在此谈及的不
是天使或鬼魂，而是一个人，一个
有血有肉的人，祂有面容和名字：
耶稣。福音证实，这位耶稣因自称
默西亚──天主子，在般雀比拉多
执政时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
活了，正如圣经所载，并如同祂向
祂的门徒们预先说过的那样。
复活者是那被钉死的耶稣，而不是
别人。天主父使祂的圣子耶稣复活
了，因为祂彻底地完成了天父救赎
的旨意：祂背负了我们的软弱、我
们的病痛、我们自身的死亡；祂分
担了我们的痛苦，肩负了我们罪恶
的重担。为此，天主父举扬了祂，
现在耶稣基督永远活著，祂是主。
对于那些因疫情而仍然受苦的人、
病患，以及失去挚爱的人，复活的

基督是他们的希望。愿上主赐予他
们安慰，扶助医护人员承受劳苦。
众人，尤其是最脆弱的人都需要协
助，他们有权利得到所需的照顾。
在这我们众人都蒙召抗疫的日子
里，这更为显明，而疫苗则是抗疫
的主要工具。本著「疫苗国际化」
的精神，我呼吁整个国际社会共

同努力，以克服在疫苗分配上的延
误，促进疫苗的分享，尤其与最贫
穷的国家分享。
为那些失去工作，或遭遇严重经济
困难且失去相应社会保障的人，死
而复活的基督是安慰。愿上主启发
政府当局的行动，好使所有的人，
尤其是最需要帮助的家庭，能得到
所需的援助，足以维生。疫情不幸
地使穷人的数目和无数人的绝望剧
增。
许多青年人被迫长期无法前去学校
或大学上课，以及与朋友们相聚，
复活的耶稣是他们的希望。我们众
人都需要真实的、不只是虚拟的人
际关系，特别是在建立个性与人格
的年龄期中。我们在圣周五的拜苦
路中听到了孩子们的这个心声。我
接近全世界的青年，此时更接近缅
甸的青年，他们努力促进民主，以
和平的方式让人听到自己的声音，

晓得仇恨只能用爱来驱散。
愿复活的基督之光成为移民重生的
泉源，他们因战争和贫困而远走
他乡。我们在他们的脸上认出上主
前往加尔瓦略山时被毁和受苦的面
容。愿他们不缺少团结互助和人类
兄弟情谊的具体标记，那是我们在
今天庆祝的生命战胜死亡的保障。
我感谢那些慷慨接纳逃难和受苦者
的国家，尤其是黎巴嫩和约旦，它
们收容了如此 众多的逃脱叙利亚
战乱的难民。
基督的复活自然也把我们带到耶路
撒冷。让我们为耶路撒冷向上主祈
求和平与安宁（参阅：咏122），
好能回应它的召叫，成为相遇的场
所，众人都感到彼此都是弟兄，以
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重新找到对话
的力量，好能达致稳妥的解决之
道，看到两个国家肩并肩地在和平
与繁荣中度日。

教宗方济各于2021年复活主日在
圣伯多禄大殿宗座祭台主持了大
礼弥撒，感谢所有为逾越节三日
庆典辛勤服务的人。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于
4月4日复活主日上午在梵蒂冈圣
伯多禄大殿主持大礼弥撒。虽然
在现场参礼的信友人数不多，但
在世界各地通过数字媒体参加这
台感恩祭的天主教徒却数不胜
数。比方说，光是在本新闻网英
文脸书专页上同时庆祝耶稣复活
的人数，就有将近9千人。超过
170个新闻广播网和媒体渠道进
行了复活节礼仪的直播。
在基督信仰的这个至圣庆典里，
教宗方济各选择以静默省思取代
侃侃而谈，在弥撒讲道的时刻默

观基督从死者中复活的奥迹。在
教宗带领信众静默祈祷之前，礼
仪中以拉丁语和希腊语恭读了《
若望福音》所记载的耶稣复活奥
迹（参阅：若廿1-9）。
在圣祭礼仪中，教宗诵念了感
恩经第一式。这段又称为「罗
马正典」（Roman Canon）的
经文是拉丁礼仍在使用的感恩
经中最古老的一个，至少可追
溯至七世纪大额我略教宗的时
期。
当天装饰圣伯多禄大殿的鲜花
来自于荷兰。由该国花农献花
点缀教宗主礼的复活节弥撒，
至今已有35年之久。去年由于
新冠疫情突然爆发，暂停了这
项传统。今年荷兰花农敬献给

圣伯多禄大殿宗座祭台的花卉
是雪山玫瑰（Avalanche roses）
。与此同时，花农也捐献给罗
马若干安老院同样品种的玫瑰
花，对疫情下的受苦者表达关
怀之情。
这台大礼弥撒结束之际，教宗
方济各向圣伯多禄大殿新任总
铎甘贝蒂（Mauro Gambetti）
枢 机 表 示 欢 迎 ， 并 向 卸 任
总 铎 科 马 斯 特 里 （ A n g e l o 

Comastri）枢机致以感谢。后
者担任圣伯多禄大殿总铎一职
长达16年，因年满78岁届龄退
休。教宗感谢科马斯特里枢机
的牧职、灵修、宣讲和慈悲。
最后，教宗也感谢所有为逾
越节三日庆典辛勤服务的人
员，包括圣咏团、辅祭员、读
经员和执事等人。因著他们的
付出，圣周的礼仪得以尽善尽
美。

教宗复活节文告并降福全世界
复活的宣告有助克胜战争思维

（梵蒂冈新闻网）“我们在祈祷
时，从来都不是单独地祈祷：即
使我们不去想，我们也都沉浸在
祈祷的浩瀚江河中，这江河先
于我们存在，并在我们之后继续
奔流”。教宗方济各4月7日上午
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以祈祷
与“诸圣的相通”的联系作为当
天要理讲授的主题。
在教宗讲解前宣读了一段《希伯
来书》，其中谈到初期基督徒在
他们的行程中有“众多如云的证
人”围绕著，双目常注视著耶
稣。教宗指出，我们在《圣经》
内的祈祷中看到个人和子民，以
及我们人类的经历交织在一起，
其中有获得释放、被流放和流
亡，以及如同玛利亚与表姐依撒
伯尔相遇时，唱出《赞主曲》的
喜悦。在祈祷中，一个人的悲痛
或欢喜成了众人的悲痛或欢喜。
“祈祷总是有激发能力：每当我
们合上手掌，我们就会向天主敞
开心门，就会有无名和有名的圣
人陪伴我们，与我们一起祈祷，
为我们转祷，他们是已经抵达我
们人类同一个命运的大哥大姐。
在教会内没有一个哀伤是独孤
的，没有眼泪被忘却，因为一切
都呼吸并参与共同的恩宠。”
教宗提到，过去的坟墓都安排在
圣堂附近，“好像在说，这些先
我们而去的人以某种方式参与每

台感恩祭”。“圣人依然在这
里，离我们并不远”。他们是“
我们敬仰的见证人”，以各种方
式“将我们打发到耶稣基督跟
前，祂是唯一的上主及天人之间
的中保”。
教宗说：“不将你打发到耶稣基
督跟前的圣人就不是圣人，也不
是基督徒。圣人让你记住耶稣基
督，因为他走过那条活出基督徒
的道路。圣人提醒我们，即使在
我们的生活中有软弱和罪过，也
能绽放出圣德的花朵。”
教宗表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也能归向上主，耶稣亲自册封的
首位圣人是一名强盗，一个善
盗。“成圣是与耶稣相遇的一条
生活道路，有的长，有的短，有
的在瞬间已走完”。圣人们“
不停地照顾留在尘世的人”，因
此“我们能够且必须恳求他们为
我们和全世界转祷”。这是我们
与先我们而去的人在基督内彼此
间的“一种神秘的团结互助”。
“在我们与圣人之间，即在我们
与已经抵达终点的人彼此之间维
系著一种祈祷上的关系，我们在
尘世这里已经体验到了：我们彼
此祈祷，恳请和奉献祈祷。为某
人祈祷的首要方式是向天主倾诉
他或她。如果我们每天经常这样
做，我们的心灵就不会封闭，而
向兄弟姐妹敞开。为他人祈祷是

爱他们的首要方式，并督促我们
有具体关怀的行动。”
教宗也提到，我们许多人在领洗
时都取了玛利亚和一位圣人或圣
女的名字，这并非没有意义。圣
人们无非是等著“拉我们一把”
。“如果我们在生活中的考验没
有超出极点，如果我们还能够坚
持不懈，怀著信赖继续前行，也
许这一切与其说是我们的功劳，
不如说归功于许多圣人的转祷”
。
“他们有的在天乡，有的同我们
一样是尘世的旅行者。他们保护
和陪伴我们，让我们知道在这尘
世上存在有圣德的人，他们是活
出圣德的男人和女人，他们自己
并不知道这一点，就连我们也不
知道，但存在这样的圣人、每日
的圣人、默默无闻的圣人，或我
喜欢说的‘邻家的圣人’，他们
与我们在生活中相处，与我们一
起工作，度一种圣善的生活。”

教宗公开接见：圣人在天乡
总是不断地“拉我们一把”

教宗主持复活主日弥撒。

教宗主持公开接见活动。

教宗在天皇后喜乐经祈祷中吁请
信众在这复活期，“在心中、在
家中和家庭中迎接复活节宣报的
喜讯”。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4
月5日复活节八日庆期星期一，在
梵蒂冈宗座大楼图书馆主持了诵
念天皇后喜乐经祈祷活动。念经
前，教宗提及来到耶稣的坟墓并
发现坟墓已空的妇女们的不安和
喜悦。天使对她们说：“你们不
要害怕。”（参阅：玛廿八5）
教宗指出，“从天使的话语中我
们可以得到一个宝贵的训诲：就
是永不疲倦地寻找复活的基督，
祂赐予那些与祂相遇的人丰富的
生命。找到基督意味著找到内心
的平安”。
接著，教宗说：“在这复活期，
我祝愿所有人都有同样的灵性经
验，在心中、在家中和家庭中迎
接这复活节宣报的喜讯，‘基
督即从死者中复活，就不再死；
死亡不再统治他了’。复活的宣
报，基督活著，基督陪伴我的生
活，基督在我身边。基督敲我的
心门，让祂进来。在这复活期的
日子里多次重复主活著，将对我
们大有裨益”。
天使对妇女们说：“我知道你们寻
找被钉死的耶稣。祂不在这里，祂
复活了。”教宗说，这个“祂复活
了”的表达“超出了人的能力”，
只有天使能说。天使的“容貌好
像闪电，他的衣服洁白如雪”，这

是“新时代”的标志。只有天使能
把坟墓前的大石头滚开，教宗表
示，这不是自然现象，“而是由于
上主的干预”。
“那块大石头应该是战胜死亡和
邪恶的印记，石头放在脚下成了
上主的天使的脚蹬。天使坐在坟
墓石头上面的图像，具体地、可
见地展现了天主战胜邪恶、基督
战胜世俗领袖、光明战胜黑暗。”
面对空坟墓和耶稣的遗体不见了
的现实，有两种不同的反应。教
宗指出，妇女们接受了“不要害
怕”的邀请，她们充满喜乐。“
至于看守坟墓的兵士无法面对天
主的势不可挡的力量，他们被
内在的地震所震惊：他们被吓昏
了”。教宗说，那些兵士该做
什么呢？“他们去了命令他们看
守坟墓的人那里，并说出事情的
真相。他们面临著一个选择：说
实话或者让命令他们看守坟墓的
人说服。说服他们的唯一方式是
金钱，这些可怜的人非常贫困，
他们出卖了真理，拿了钱，就去
说，‘耶稣的门徒夜间来了，把
祂偷去了’”。
最后，教宗总结道，死亡不再有
力量，正是这种确定性来引领我
们诵念“天上母后，欢乐吧”。
现在，圣母玛利亚充满喜乐：耶
稣活著，爱胜利了。“愿这也是
我们的喜乐”。诵念天皇后喜乐
经后，教宗问候了透过媒体参与
祈祷的人和年长者。

教宗天皇后喜乐经：与祂相遇
找到基督就能找到内心平安

教宗主持复活主日弥撒
默观基督复活的奥迹

教宗复活节文告并降福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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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讯) 吉隆坡总教区共有
204名候洗者（2019年有572名）
，于今年的复活节（4月4日）前
夕弥撒中领洗，皈依基督，加入
天主教会的大家庭。去年因新冠
疫情严峻，教会不能举行圣周和
复活节庆典，同时也影响了教会
的福传及开办成人慕道班。

逾越节三日庆典
各地圣堂于3月28日举行了圣枝
主日弥撒后，即展开圣周庆典，
并以逾越节为中心；“逾越节三
日庆典”是指一连三天，由圣周
四主的晚餐开始，周五耶稣受难
至周六复活守夜礼；接着的复活
节主日，达致庆祝的高潮。

圣周六隆重守夜礼的意义，是纪
念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死亡、庆祝

主的光荣复活、分享主带来的救
恩和新生命。在各圣堂举行隆重
的复活节前夕弥撒，神父为成人
慕道班的望教友主持领洗，是每
年庆典礼仪重要的部分，增添了

节日的气氛。

复活节是教会重要的节，但今年
因新冠疫情仍未消退，各地教会
举行的弥撒或圣道礼仪须限制

参加教友的人数，并须
严守防疫安全措施，致
弥撒礼仪有所精简，包括没有举
行游行和往年的教友亲吻了十字
架，故今年的复活节不能出现普
天同庆的热烈场面。

但教友对主感恩之心不减，诚
如教宗方济各指出，在与复活
主相遇时，我们能发现内心的
平安。

（八打灵再也讯）八打灵再
也圣依纳爵堂今年在防疫新常
态之下，以稍微简化的方式，
庆祝圣周各项礼仪，包括周四
的耶稣晚餐弥撒（没有濯足
礼），周五的耶稣受难拜苦路
及圣道礼仪，以及周六傍晚复
活前夕弥撒；及至周日（4月4
日）则举行复活节主日弥撒，
由于防疫措施限制了参加教友
的人数，教会特为不能实体参
加的教友举行了线上弥撒。

 该堂在复活节前夕举行了
中、英文的弥撒，隆重的礼仪
包括候洗者领洗的入门圣事。
今年共有37名新人加入上主的
大家庭，计中文组新领洗18
人，7人领坚振；英文组则有
19人新领洗，10人领坚振。

该堂复活节前夕的华语弥
撒于傍晚6时开始举行，弥撒
礼仪共分成4个部份，即烛光
礼、圣道礼、洗礼及圣祭礼，
由该堂副主任邓英伟神父主祭
以及由本堂黄聪颖神父共祭。
黄聪颖神父也协助新人的洗
礼。

候洗者除接受洗礼外，也兼
领坚振圣事，随后在弥撒中初
领圣体，正式成为天主的子
女，受到在场教友的鼓掌欢
迎。

复活节前夕的英语弥撒则于
晚上9时半举行，由本堂黄聪
颖神父主祭，副本堂黄大华神
父共祭，并协助新教友的洗
礼。

黄聪颖神父在证道时，指出
耶稣的复活是无可置疑的，除

了大量的预言外，也有多名目
击证人，可谓铁证如山。今晚
是胜利和自由之夜，

光明战胜黑暗之夜；救主
的复活战胜黑暗和死亡，给
我们带来了复活与主同在的
希望，让我们高呼阿里路亚
吧！我们基督徒既分享了主的
荣光，就负有责任为主作证。

弥撒结束后，教友都迅速离
开教堂，避免团聚，没有了以
往在耶稣复活夜大家互相握
手，热烈祝贺的场面。

（吉隆坡讯）国盟在2020年
3 月 掌 政 ， 适 逢 2 0 1 9 冠 病 疫
情肆虐。国盟政府随后颁布
行动管制令，期间大量逮捕
难民、寻求庇护者及无证移
工。根据国际特赦组织4月7
日发布的2020年度报告，大
马的人权状况倒退。
国际特赦组织马来西亚分会
执 行 总 监 卡 特 琳 娜 发 文 告
称，大马政府应对2019冠病
的方式显露既有的不平等问
题。
“穷人、移民、难民、寻求

庇护者及原住民等群体原本
因制度歧视而处于边缘，如
今更遭遇严重挑战，如缺乏
食物、多次的大扫荡逮捕、
失业、工作场所及拘留所疫
情 爆 发 ， 以 及 排 外 情 绪 兴
起。”
“此外，（政府）调查人权
分 子 、 异 议 分 子 、 大 逮 捕
无证移民、将难民船推回海
上，都加剧人权情况。”
“移民局逮捕和拘留人的地
区，是那些聚集许多移民及
兴起排外情绪的地区。”

这份报告举的例子还有：移民
局拘留间超过600人确诊，驱
离罗兴亚难民船，以及拘留及
遣返难民等等。有的人遭援引
移民法被控、被定罪，甚至在
案件推翻前就遭监禁和鞭笞。
除 了 提 及 马 来 西 亚 的 人 权
情 况 ， 这 份 报 告 也 涵 盖 全
球 1 4 9 国 的 状 况 。 此 报 告 发
现，2019冠病在全球都对人
权情况造成恶劣影响。
“这场全球疫情揭露了那些蓄
意分裂且带来破坏的政策，巩
固了不平等、歧视、压迫，使
得疫情的破坏更趋严重。”
国际特赦组织认为，世界各国
长期以来的歧视政策，让原本
遭排挤的妇女、难民等群体，
在疫情时期遭受沉重的打击。

黄聪颖神父为一名新教友付洗。

全国各地举行耶稣复活庆典
疫情下教友受限但热情不减

复活主为人类带来新生命
圣依纳爵堂37新人领洗（亚庇讯）今年新冠疫情减

缓，沙巴州进入 复原行管令状
态，教會的活動也逐渐恢复。
今年的聖油彌撒是于3月29 日晚
上舉行。在新常態下，教區神
職人員向總主教黄士交重發司
铎誓愿，以及由总主教祝聖 聖
油。
在遵守安全社交距离之下，仅
有七几位神父代表站在祭台
前，而其他的神父则在聖所两
旁的座位重宣誓愿。四十一名
神父和一名執事，参与在聖心
主教座堂舉行的聖油彌撒。
在講道中，主祭指出常年的聖
油彌撒是教區内神職人員与主
教共融的表现，并由在场或居
家参与直播彌撒的信友给予祈
祷与支持。 大家彼此在主聖神
内合一，使我们在悔改時，天
主赐给我們的慈爱与宽恕，是
世界所不能给予的。 
主祭又说，聖油彌撒提醒我們
耶稣藉着有形的聖事，赐给我
們力量，引导及鼓励。 透过坚
振聖油（用在聖洗聖事，坚振
聖事及聖秩聖事  ），聖化聖
油（领洗前）及病人聖油，主
教或司铎把聖油敷在领受者身
上，意味着耶稣触摸他們，带
给领受者的灵魂不同的效果，
例如藉着司铎的手，聖化聖油
被敷在候洗者的胸口，赐给他

們力量战胜罪恶与魔诱；领受
病人圣油的病患者领受基督赐
给他們灵魂的治愈，也带给他
們身心的康复。 简言之，聖油
彌撒是有關耶稣温柔与慈爱的
触摸。
的确，大家爲天主所赏赐的聖
事感到鼓舞欢欣，纵然面对疫
情的挑战，因爲基督把祂王者
的司祭職赐给祂救赎的全体子
民，又拣选某些人，透过覆手
禮而分担祂的司祭聖職。他們
以基督的名义，重行祂救赎人
类的祭献，给祂的子女們摆设
逾越聖筵，以爱心领导祂的子
民，藉聖事带给他們力量。
主祭在講道后，給司铎們更新
司铎誓愿及主持祝聖聖油仪
式。 彌撒後，Primus Jouil 副
主教給教友带来的橄榄油行简
短降福禮。 

黄士交总主教祝圣教区圣油     
象征神职人员与主教共融

圣依纳爵堂复活前夕弥撒场景。

邓英伟神父为新教友付洗。

国际特赦组织报告称
疫情下大马人权倒退

教友在圣方济堂参加复活主日弥撒。

（亚庇.普吉巴登讯）復活節三日
慶典華语弥撒和礼仪都在无玷聖
母堂舉行。在新常態及复原行管
令之下，教堂与禮堂的五十巴仙
座位开放给教友，并有优管现场
直播，讓居家的教友线上参与。
4月2日， 聖週五纪念主受难日下
午三時举行，主禮羅志康神父在
聖道禮儀中提到教會以齋戒、讀
經、祈禱，來紀念並參與救主基
督的苦難、聖死；但不是在哀悼
基督的死亡，而是慶祝基督在十
字架上的逾越。藉著這個紀念，
十字架上的救恩重新臨現在我們
身上。
4月3日聖週六，復活守夜禮以四

部份进行：烛光禮， 聖道禮，洗
礼及聖祭禮。當晚主禮以一盆炭
火當做新火來祝聖，再由這火燄
点燃復活蜡。復活蠟的火焰，傳
點每個人手中的小蠟燭，生命之
火源自復活的基督。
守夜礼晚上共有六位聖心堂華语
慕道班候洗者接受入門聖事（洗
礼、聖體聖事及坚振聖事），另
有三位转教及一位教友领坚振。 
基督在受難、死亡後，進入光榮
的復活，完成了祂的「逾越奧
蹟」。我們也透過「聖洗聖事」
，死於舊我，分享了基督的永恆
生命，並且在生活中，不斷和基
督在一起，自我逾越。

亚庇无玷圣母堂新常态       
举行复活节三日庆典

英文组新教友与黄聪颖神父及黄大华神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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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各答（亚洲新闻）–来自各
个教派和城市各地的基督徒参加
了复活节集会，该集会在复活节
主日晚上举行。
该呼吁汇集了约1100人，现已成
为加尔各答的一项传统。它始于
10年前，但由于冠状病毒大流行
而于去年未举行。
集会始于主教学院，并在圣雅各
伯学校的花园举行了感恩祭典
礼，天主教徒、圣公会基督教徒
（印度北部教会）、浸信会和五
旬节派（全能神）参加了集会。
上 个 月 ， 圣 公 会 基 督 教 肯 宁
（Paritosh Canning）、天主教
总主教多默‧德索萨、全能神教
会大会负责人萨雅夫拉塔（Rev 
Ivan Satyavrata）牧师和孟加拉浸
信会联盟负责人比斯瓦斯（Sudip 
Biswas）在致各社区的联合信中

宣布了会议。
“一年前，我们面临着新冠肺炎
大流行的挑战，教堂被关闭，
但我们的信念使我们得以维持。
今年教堂已经开放。对于复活节
来说，这是希望与和平的讯息之
一。
他解释说：“爱带来团结与和
平，它摧毁了仇恨，即使在绝望
中，我们也不应绝望或放弃。我
们必须作为好基督徒和好公民生
活。”
“在社会动荡之际，集会汇集了
不同的基督教组织。”因此，
北印度教会加尔各答教区书记约
翰·高什（ John Gosh）说：“
我们必须团结起来。”
加尔各答总主教区的道明会神
父多米尼克·戈麦斯（Dominic 
Gomes）表示同意。 “我们一

直在进行这一游说，以团结来
自不同教派的基督徒。传达的
信息是，我们需要积极和充满希
望。”他说。
德索萨总主教说：“这是一次基
督信仰教派的集会，各种基督教
派聚在一起，花时间在祷告、敬
拜、听主的话语上。”
主持人指出：“每年我们都有很
多人，但是今年，由于新冠肺
炎的限制，参加人数有限。”不
过，仍然要庆祝“复活节信息
与当今世界息息相关，在当今世
界，甚至在美国的某些地区都充
满了仇恨和暴力。”
对于加尔各答的总主教，复活节
教导说，由于基督的安宁，仇恨
被爱击败了。他解释说：“由于
大流行，其他情况或焦虑而使人
们感到绝望的地方，复活的主来

了并带来了希望。”基督继续生
活在我们里面并通过我们生活，
我们必须成为他的见证人。我们
的信念必须生活在我们的日常生
活中。 ”
在谈到加尔各答教会领袖之间的

兄弟情谊时，德索萨总主教将这
种关系描述为亲切的。 “我们曾
经定期开会，但是在大流行期间
这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
觉得我们需要经常见面，这次复
活节集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缅甸主教团主席、仰光总主教貌
波枢机特别向军方讲话，催促军
队返回军营，尊重投票结果且不
再继续攻击和杀害民众。貌波枢
机也呼吁，将种族团体和宗教间
的仇恨一次而永远地埋葬起来，
使缅甸再次实现和平与包容。
（梵蒂冈新闻网）“一个受伤的
国家可以在基督内找到慰藉，基
督遭受了我们正在遭受的一切：
祂受鞭打、虐待，被狂妄的权力
钉死在十字架上。祂感到被天主
舍弃，我们的许多青年也有同样
的感受”。缅甸主教团主席、仰
光总主教貌波枢机在复活节牧函
中如此强调。他邀请大家在“缅
甸历史上最悲伤的日子里”期待
它从坟墓中死而复活。今年的复
活节有著军队血腥镇压反对军事
政变的抗议活动，自2月1日发生
政变至今，已有500多人丧生，
至少有2500人遭逮捕。
据印度的一份线上报刊称，貌波
枢机在复活节牧函中提到一个真
实的苦路，一个走不完的加尔瓦
略山。枢机这份牧函于3月31日
发表，他谴责说，“有数百人被
杀，流血事件在我们的土地上

再次发生。青年和老年人，以及
孩童被无情杀害。成千上万的人
遭逮捕并投入监狱。另外，有成
千上万的人为了躲避追捕也在逃
亡。数百万人忍饥受饿、朝不保
夕”。这悲剧让人想到圣经中约
伯的提问，“在这一切中，天主
在哪里？”为得到答案，貌波枢
机请大家参阅福音中有关三位妇
女看到耶稣的坟墓已空的事迹，
这让人想起缅甸正在发生的事
情：青年、妇女和空的坟墓。他
们传达出复活和新世界的讯息。

仰光总主教邀请众人相信缅甸将
能重新站起来，他也特别向军人
讲话，并吁请在四个层面起死回
生。首先，“过去两个月内，有
关民主的梦想被埋葬在镇压的坟
墓”。其次，军事政变埋葬了民
政政府，貌波枢机要求协助民政
政府起死回生并催促军队返回军
营，尊重投票结果，不再继续攻
击和杀害缅甸公民。第三，枢机
的复活节牧函也要求，将缅甸种
族团体和宗教间的仇恨一次而永
远地埋葬起来，让“一个拥有和
平、包容与关怀最弱小者的新的
缅甸”从这仇恨的坟墓中兴起。
貌波枢机说，第四个层面是把70
年的极权主义埋葬在空墓中。
缅甸主教团主席也向游行示威
者，尤其是向青年说话。他再次
呼吁不要使用暴力。“你们要使
用非暴力方法。不要做不必要
的牺牲”。貌波枢机在复活节牧
函最后表示，“如果你们活得更
久，民主才会得到加强，邪恶才
会削弱”。要记住，仇敌“只懂
得一种语言：即残酷的暴力”。
因此，别把优势拱手让给仇敌。

各教派基督徒在加尔各答
举行复活节集会促进团结

（真理电台讯）4月3日晚，北京教
区李山主教在西什库主教座堂，
带领众神父及教友举行复活前夕
守夜礼。据“三只小羊工作室”
微信公众号报道，在当天的礼仪
中，有77位兄弟姐妹领受了洗礼，
成为了教会大家庭中的一员。
李主教在弥撒讲道中强调，我们
要首先与基督同死，才能与祂一
起复活，而圣洗圣事就是我们真
正的复活。我们从不信到信，从
认识到跟随，最终都要活出基
督的样子。李主教继续指出，当
晚领洗的兄弟姊妹们是天主新生
的子民，而已领洗的信友也要借
着重发领洗誓愿和司铎所洒的圣
水，反省自己是否真正跟随了天

主。
当今社会，人们面临私欲偏情
和自我追求的诱惑，李主教勉励
信友们，用信仰统一所有行为
和生活，放下一切，跟随耶稣。

接着，李主教提醒信友看清所有
事物，包括生与死、病与痛；同
时，在疫情面前，也要知道天主
的圣意，这是祂在警醒我们每一
位信友，要在困难面前反思，更
好地信赖和跟随天主。
最后，李主教邀请信友们在大圣
若瑟年，祈求圣若瑟转祷，完成
天主在我们身上的工程，为天主
作证、传播福音。

加尔各答基督徒庆
祝复活节

仰光总主教貌波枢机。

北京复活前夕守夜礼
教区增77位新教友

貌波枢机：特别向军方讲话 
愿缅甸从仇恨的坟墓中复活

北京李山主教点燃新火。

（真理电台讯）近日，香港教区
官网公布了该教区宗座署理汤汉
枢机的复活节牧函。汤枢机在牧
函中，回顾过去、着眼当下、期
冀未来，希望香港教区能够发挥
桥梁教会的使命。
该牧函以教宗方济各于2014年末《
致全体度献身生活者书函》的三
句话：“以感恩心回顾过去，满
怀热情活在当下，秉持希望迎向
未来”作为架构。汤枢机在牧函
中，先后回忆起其圣名为若瑟的
生父、香港教区前主教胡振中枢
机，及玛利诺会传教士宋化民神
父三人。
汤枢机感谢天主给他一位好爸
爸，并使他跟随过胡枢机善牧，
也得沾宋化民传教士的恩德。在
提到胡枢机留给他的印象时，他
表示胡枢机有点像大圣若瑟般沉
默寡言；胡枢机曾应邀访问中国

大陆共三次，以及1988年应台湾主
教团之邀请访台，每次都是履行
桥梁教会使命。
最后，汤枢机感谢天主过往带领
及扶助香港教区，并恳求教区主
保无原罪圣母代祷，恩赐教区继
续共融团结，既秉承优良传统，
亦与时俱进，努力福传，与社会
各界人士促进交流，并与各地教
会发挥桥梁教会使命。

香港汤汉枢机复活节牧函
望教区发挥桥梁教会使命

香港汤汉枢机。

（真理电台讯）福建宁德，是中
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
之一，也是天主教传入中国的重
要地域，很多传教士都曾踏足过
这片土地，把美丽的信仰，留在
了这里。在宁德飞鸾，就有一个
小村落——岚口，矗立一座具有
370多年的中西合璧的老教堂。
岚口天主堂始建于1647年间，教
堂坐北朝南，高高的风火墙有一
扇正门和两扇边门，顶部竖着十
字架，正门横匾是楷书“天主
堂”，横匾上方有竖匾刻着“
圣旨”二字，两门楣上写着“门
通”和“正道”。从外看，这是
典型的清式建筑，高高的风火墙
有一扇正门和两扇边门，顶部竖
着十字架。正面灰墙，高大宽
阔，端庄典雅，两侧的马头墙高
高耸立，侧面是左右对称两扇边
门，精致的飞檐下分别刻有两
匾，正墙与边门，构成一个小天
井。
大门外有低矮的镂空围墙，围墙
东西侧设有边门，精致的飞檐下
分别有“崇正”、“黜邪”的牌

匾，整座教堂是中西合璧的建
筑。中国寺庙是迎着滴水方向进
入庙宇，那样建筑显得低矮，而
面阔，进深短。与中国寺庙不同
的是，天主堂教堂滴水方向在左
右两侧，从山墙面进入，因而建
筑显得高大，进深长。
天主堂教堂内部为中式抬梁式木
构架，中间两排为石柱，两旁为
木柱。天棚为中间大，两边小的
三个连续拱顶。教堂圣祭台正中
央是圣母怀抱耶稣，她身穿白色
丝绸的牡丹花。显得格外贞洁和
尊贵。圣母玛利亚怀抱耶稣的塑
像肃立在鲜花丛中，耶稣塑像后
挂一块大幕布，遮住天主神像。
在圣坛的右前方耸立着汉白玉的
白主教塑像。
相传清雍正元年（1723年，）雍
正皇帝上台后，清政府加大禁教
力度看，严厉禁止天主教活动，
为此很多传教士躲到宁德县岚口
村，此洞乃从前外国传教士的避
难藏身之处。教堂左边是是若瑟
圣像。墙壁上现雕刻古代的木雕
花。右边是圣多明我圣像。

始建于清顺治年间中西合璧
福建岚口370年天主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