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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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年常年期第二十三主日
（依35：4-7a；雅2：1-5；谷7：31-37）

主内的兄弟姐妹：
这主日我们诵读耶稣治好聋哑人的事
迹。这是《马尔谷福音》的独家报导，而
且报导的叙述风格也很特别。圣史马尔
谷藉此事迹表明依撒意亚先知的预言已
经在耶稣身上实现了：聋子听见，哑巴说
话，连心灵顽固的人也因看见上主的工作
而赞颂上主。依撒意亚先知以激励人心
的话描述天国的预象（依三五4-7）；圣
史马尔谷则叙述群众自己意识到，因耶
稣的作为天国已临现人间。耶稣给人恢复
了世界原本美好的境况，因此他们赞扬耶
稣说：「祂所做的一切都好」（谷七37）。
在群众对耶稣的赞美声中，圣史马尔谷明
显地影射天主当初创造的美好天地：「天
主看了祂所造的一切，认为样样都很好」
（创一31）；他同时也表明耶稣来实在是
为重整和革新世界，使人类回复原本应有
的面貌。
耶稣从提洛前往十城区的路程很不平常；
祂不是直接朝东南方向走到十城区，而
是绕道走了一个大圈子，先往北到达漆
冬，然後再经过裴理伯的凯撒勒雅境内，
最後才走到加里肋亚海东岸的十城区。
同样的，耶稣治癒那聋哑人的方式也很
不平常；耶稣不是直接地以一句话治好
他，而是附加了很多其它似乎多余的举
动，先把手指伸进他的耳朵，并用唾沫抹
他的舌头，然後又望天叹息，最後才以一
句话治好了他。
看到了耶稣这绕道而行的路程和绕圈子
的治癒方法，我们都得探究其中隐含的
重要意义。对於耶稣所走过的路程，我们
不难看出其个中原因。在耶稣的时代，提
洛和漆冬是犹太社会的边缘地带，而从
裴理伯的凯撒勒雅境内直到加里肋亚海
东岸的十城区则是外邦人的地区；前者是
一个不在乎信仰的犹太社会，後者是一个
外邦人的世俗社会。耶稣的行程因此预
示教会将来也同样要走到不在乎信仰的

世俗社会和外邦人的地区，并且同样也要
叫众人认出耶稣「所做的一切都好」；因
为虽然这些人忘记了天主，但天主终於记
得他们，让他们在那里也能与祂相遇。然
而，为明了耶稣治癒聋哑人的纷繁举动
则需要多费点心思琢磨了。
耶稣明明可以用一句话或单单给聋哑人
覆手就可以将他治好，但耶稣却先用指头
探入他的耳朵，又用手指蘸唾液抹他的舌
头，再望天叹息後才对他说：「开了吧！」
。平时言词简洁的圣史马尔谷，在此却大
费周章地叙述耶稣的冗繁举动。原来，「
天主的手指」在圣经词汇中是标示天主
与祂的受造物的互动关系。在《圣咏》第
八篇4-5节，达味有感而发地说：「上主，
我们的主！当我仰望祢手指创造的穹苍
和祢在天上布置的星辰月亮，世人算什
麽，祢竟对他怀念不忘？人子算什麽，祢
竟对他眷顾周详？」在《出谷纪》第八章
15节，当梅瑟听从上主的指示，为拯救以
色列子民出离埃及而行了法郎的巫士们
无法施行的奇迹後，他们不得不承认：「
这是天主的手指。」耶稣自己在驱逐了瘖
哑的魔鬼後，有人诬蔑耶稣仗赖魔王贝耳
则步驱魔，耶稣的回答更清楚地指出，是
「天主的手指」促使天国临在於人间。耶
稣说：「如果我是仗赖天主的手指驱魔，
那麽天主的国已来到你们中间了」（路十
一20）。
耶稣走到外邦人境内的行程和治癒聋哑
人的举动标示天国来临的状况，一切都
因耶稣的作为而变得美好：聋子听见，哑
吧说话，外邦人也认出了天主的圣者。在
这个美好的境况中，圣史马尔谷呼吁我们
要敞开心门，聆听和观察天主的作为。因
此，圣史马尔谷慎重地记述耶稣亲口说的
话：「厄法达！」，然後才给我们翻译它的
意思：「开了吧！」
「打开！」已经是一句足够强烈的命令。
这命令确实有能力开启人的身心灵，使人
成为完整的人。打开你的思想，好使你能
理解；打开你的耳朵，好使你能听见；打

开你的眼睛，好使你能看见；打开你的心
灵，好使你能明了，能够去爱。打开你们
的家门，迎接穷人；打开你们的教会，欢
迎寻求真理的人；打开你们的团体，容纳
异己。打开了，我们就会被革新，成为完
善。
虽然以上所讲的「打开」或「开启」确实
有其意义和功效，但它并不是耶稣的命
令。耶稣并没有命令那聋哑人「打开！」，
而是命令他「开了吧！」圣史马尔谷很强
调这微妙的差别，所以他直述耶稣用自己
的母语阿拉美语亲口说的话：「厄法达！
」这句话是阿拉美语被动式的命令。圣史
马尔谷记述耶稣在另一处使用被动式命
令是平息风浪的时候。那时，耶稣「叱责
了风，并对海说：『平定了吧！』风就停止
了，遂大为平静」（谷四39）。
若我们把这两个被动式命令连在一起看，
我们会看到被动式命令与主动式命令在
力度上有很大的差异。主动式命令只要求
人开始或停止做他现在正在做的事情；被
动式命令的要求则更为广泛。被动式命令
要求人回复到本来就该处在的状况；即
使没有这个命令，他自己原本就该做的事
情。对狂风和巨浪，耶稣不只要求它们平
静下来，更叫它们回复到原本应该平静的
状态。对这位聋哑人，耶稣不只叫他耳朵

听见和说话清楚，更使他复原到本来理应
完好的身心状态，拥有完美无缺的健康，
尤其是信德的健康。耶稣特别使用这两
个被动式命令，恩赐祂的平安，使一切完
好如初。
就如耶稣绕了一大圈子才从提洛境内走
到十城区的中心地带，我们也绕了一大圈
子才得以用新的理解来认识耶稣。耶稣
是依撒意亚先知所预言的那要使世界恢
复原来面貌的默西亚；祂来是为使世界
回复到天主起初看了觉得样样都很好的
境况。这就是天国实现於人间的真正意
义。
在这主日的第二篇读经中，雅各伯宗徒首
先认定我们是因信仰耶稣而成为成全的
人，然後才从非常实际的层面，呼吁我们
以完整信仰耶稣的眼光对待所有的人：
不可以貌取人，不可偏心待人，更不可恶
意判断别人。换句话说，我们曾经因缺乏
信仰耶稣而作出以上种种行为，既然我
们现在「信仰了已受光荣的主耶稣基督」
（雅二1），那麽我们就应该以信德承认
和肯定自己是已被耶稣治癒的人。我们在
信德上若不再又聋又哑，那麽我们就要
聆听天主的圣言，我们也要与耶稣同行，
努力宣讲基督的福音。    阿们。
～ 张德福神父 ～

每位圣人都有他的过去, 罪人也都有未
来；每个圣人都有其不堪和不可告人的
秘密，但最终这秘密在天主面前降伏
了。达味，伯多禄，玛丽德莲，保禄，大德
兰在其著作中提到的井边的妇人（虽然
不在教会的圣人名单中），还有昨天纪念
的圣妇莫尼加和今天所纪念的，莫尼加
的儿子，奥斯定，最后大德兰自己本身，
也是自称为不堪的灵魂，最后却成为了
罪人皈依的见证生命者。
我们人是感观的动物，是肉欲的动物，
但天主给了我们特别的恩宠，在软弱
中，给了我们选择的自由意志。这意味
着什么？我们可以如同动物一样的活在
情欲，无法自我的节制的生命中，也就
如同圣十字若望所言，不懂得克制和平

息情绪，而陷入了本性的激情中，伤害了
自己，伤害了他人，也伤害了天，伤害了
地，这是正常的。尽管天主所拣选的也
一样，也一样会犯错。是人都不可能完
美，是人都会犯错。虽然大德兰称许奥
斯定和玛丽德莲道：他们一次被召唤，
就不再犯罪，我相信那是指不再犯了他
们曾犯上的大罪，并不会不犯，在不经
意中的小罪，或不成全的习惯，譬如：
骄傲，嫉妒，甚至进入灵性之后的贪吃，
愤怒来自无法彻底，也不可能炼净的污
垢。
大德兰说，问题不在犯罪这件事，因为
我们总是不成全，问题是知道自己做了
什么，并知道自己得罪了人，得罪了地，
得罪了天时，懂得立即的和好的态度和

勇气，这就成全了。这和好不是表面的，
是彻底的告明自己的罪，毫不留情的展
露在众人面前。这是尽失颜面的勇气，
如果不彻底的抛弃自己，如何能获得重
生？忏悔录中的奥斯定，自传中的大德
兰，都彻底的告诉读者，其实目的不是读
者，是对天主的公开式告解。
我们不怕跌倒，因为犯错，跌倒是人，
这是毫无邪念的事情。最怕的是，不知
道自己跌倒了，没有自觉是可怕；但更可
怕的，自觉到了，却视为无所谓，而人的
罪，大罪就是来自“知道了“却不想有任
何的作为，而继续妄为。
感谢天主对我们罪人的不离不弃，感谢
我们身边的许许多多守护着我们的天
使，感谢，他们哀恸我们的不成全，借着
他们的代祷，借着他们的眼泪，让我们
获得了求救的勇气和恩宠。
奥斯定和母亲莫尼加，我想用今天福音
这段话来感谢你们：做的好！你这又好又
可靠的仆人，没有因着害怕而放弃，把自
己收藏起来。感谢你们做了生命的见证，
让我这脆弱的灵魂，没有被天主天主丢
在外面的黑暗中，在那里哀号切齿。 

天国实现於人间
耶稣使一切完好如初

陈新伟神父默思日记
8月28日 圣奥斯定（St. Augustine）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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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在
9月1日接受西班牙主教团（Radio 
Cope）网络电台采访，谈论的主
题包括他于7月初在杰梅利综合医
院接受的肠道手术及目前的健康
状况、阿富汗危机及对该国人民
的担忧，然后是与中国的对话和
圣座的改革。这是教宗在手术后
接受的首次访谈。
教宗并不回避有关他个人的问
题，他首先表示，是圣座医疗机
构的一位护士救了他的命。这位
护士“有30多年的工作经验”，
他执意劝教宗去做手术。教宗陈
述道，“他救了我的命！他对我
说：‘您该做手术。’”这与一
些建议教宗“用抗生素”治疗的
人的意见相左。护士的执意却显
示这是天意，因为手术证明有一
个坏死部分。
教宗说，手术后，“我的肠道少
了33厘米”，但这不妨碍他过一
种“完全正常的生活”。教宗
说，“我什么都能吃”，服用“
适当的药物”，就能保持繁忙的
日程。“今天，我整个上午都有
接见活动，整个上午啊！”教宗
的日程也包括9月12至15日前往斯
洛伐克和匈牙利的访问，这将是
他的第34次国际访问之旅。
谈到他的健康，教宗斩钉截铁地
否认了一些意大利和阿根廷记者
关于他可能辞去教宗牧职的说
法。他在访谈中表示，“我从未

有过这个念头。我不知道他们从
哪里想到我会辞职！”教宗有点
嘲弄地解释说，他很晚才知道这
个消息。“人们还告诉我，这是
上个星期的热门话题”。教宗
说，这个消息是Cope网络电台驻
意大利和梵蒂冈的记者厄娃·费
尔南德斯（Eva Fernández）告诉
他的。
“我告诉厄娃我毫不知情，因为
我在此只阅读一份早报，罗马的
日报。我阅读这份报纸，因为我
喜欢它安排的标题，我很快就会
读完，这就够了，不让自己卷入
游戏。我不看电视，但多少收到
当天的新闻简报，但我发现得太
晚了，是在几天之后看到关于我
辞职的传闻。在教宗每一次生病
时，都总会有一股选举教宗会议

的微风或飓风。”
接著，教宗谈到在阿富汗的危
机，最近的自杀式攻击和塔利班
掌权后国民的流血事件。教宗
说，“这是一种艰难的局势”。
他没有详述圣座为避免当地人
民遭受报复而从事的外交活动，
但称赞圣座国务院的工作。他
说，“我坚信圣座国务院正在帮
助或至少在提供帮助”。教宗称
赞帕罗林国务卿是他“从未遇到
的最好的外交家”，他“不是那
种避开问题的外交家，而总是寻
求共识的人”。
教宗也提到德国总理默克尔，
称“她是世界政治上的伟大人物
之一”。她于8月20日在莫斯科的
讲话中说：“需要结束不负责任
的政策，它从外部介入其它国家

并在那里建立民主，不理会当地
人民的传统。”
关于美国从阿富汗的撤离，教宗
表示，在20年的占领后，这是“
正当的”行动，尽管他所想的是
另一回事，即这样就“让阿富汗
人民听天由命”的事实。教宗认
为，应解开的结是另一个：“如
何放弃、如何就一条出路进行谈
判”。教宗说：“就我所能看到
的，在这件事上不是所有可能发
生的事都考虑到了，我不愿评
断，但不是所有可能发生的事都
考虑到。”
在有关中国和主教任命临时协议
的问题上，记者提到，“有人执
意劝您不要延续梵蒂冈与中国签
署的协定，因为这会危害您的道
德权威”。教宗答道，“中国并
不容易，但我深信我们不该放弃
对话。在对话中有可能落空，会
发生错误，尽管有这一切，却是
应走的道路。这是要走的道路。
到目前为止在中国所取得的至少
是对话，一些具体的事，如新主
教的任命在缓慢地进行。但这些
也是可商议的步伐，能从一方或
另一方得出结果”。
对教宗方济各而言，在若望廿三
世时期就已在圣座国务院服务、
又在若望保禄二世牧职期间担任
国务卿多年的卡萨罗利（Agostino 
Casaroli）枢机是一个参照点和
启迪，这位枢机“领命与中欧建

立桥梁”。教宗提到枢机写的一
本“非常美好的书”《耐心的殉
道》（Il martirio della pazienza）
，其中叙述了他在共产国家的经
历。
教宗表明，“这是一小步、一
小步迈出的，为了搭建桥梁，缓
慢、缓慢、再缓慢地迈出，保存
住外交关系，最终得以任命新主
教及照顾天主的忠信子民，意义
深远。今天，在某些方式上，我
们必须在最有矛盾的情况下一步
接一步地走对话的路径”。与伊
斯兰、与塔伊布大伊玛目的经验
在这方面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即“对话，总是对话，或乐于对
话”。
教宗方济各的牧职已有8年，这些
年来他在圣座内进行改革，面对不
同的挑战。他在访谈中表示，“我
想还有一些事要办，但没有一件是
我发明出来的。我所作的是在服从
当时已作出的决定”。关于圣座的
改革，教宗担保“正在逐步顺利进
行”，并透露今年暑期他在审核一
份新的宗座宪令，因住院做手术，
文件的公布会推迟。
教宗解释说，与目前所看到的相
比，这份文件“不会有任何新内
容”，无非是部会的一些合并，如
圣座教育部与圣座文化委员会合
并，促进新福传委员会将归入圣座
万民福音传播部。这都是“些微的
调整”。

（梵蒂冈新闻网）我们是否将死
而复活的基督的爱当作生活的核
心、「救恩的泉源」，或者我们
满足于「宗教的某种形式，以求
良心安稳」？教宗方济各9月1日
上午在周三公开接见的要理讲授
中敦促众人省思这个问题，反省
我们如何活出信仰。这正是当年
圣保禄宗徒向迦拉达人提出的邀
请。这位宗徒提出多个质疑来撼
动迦拉达人的良心，以免他们因
其它的宣讲而误入歧途（参阅：
迦三1-5）。

教宗解释道，「保禄的用意在于
催促基督徒意识到自己处于危险
当中，切莫听信那些诱惑的声
音」，免得陷入一种只讲求严格
遵守戒律的宗教情愫。事实上，
当时有「新的宣讲者」来到迦拉
达，试图说服当地百姓「走回头
路」，以为遵守戒律就能达致成
全。
《迦拉达书》点出了形式主义的
危险。教宗阐明，形式主义的诱
惑「会把我们带往虚伪，使我们
否认我们所领受的新尊严」、「

那蒙基督救赎的尊严」。而这种
危险处境一再地在历史中出现。
教宗指出，保禄给迦拉达人的书
信不同一般：这位宗徒在其它书
信中常会称呼收信人为「弟兄姊
妹」或「亲爱的诸位」，这里却
直呼迦拉达人，甚至两次说他们
是「无知的」。这是因为迦拉达
人「几乎没有注意到」自己恐怕
要丢失对基督的信仰。
保禄宗徒以刻薄的语气来刺激迦
拉达人想起这位宗徒对他们的初
次福传，给他们机会「获得自
由」。迦拉达人深知，对基督的
信仰是经由宣讲福音而来的恩宠
果实。保禄的话语著重于「在耶
稣死而复活的奥迹中完全彰显出
来的天主圣爱」。对此，保禄宗
徒概述说：「我生活已不是我生

活，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我现
今在肉身内生活，是生活在对天
主子的信仰内；祂爱了我，且为
我舍弃了自己。」（迦二20）
迦拉达人曾经体验过圣神在团
体内的化工。教宗表明，「迦
拉达人最初得到信仰，便是出
于天主的行动，而非人为的结
果。圣神是他们经验的主角；
而今，让圣神屈居次要地位，
以自己的行动为先——换句话
说，就是以遵循戒律为先——
这会是荒唐的作为。圣德来自
于圣神，而且是耶稣救赎之恩
的白白赏赐：这使我们成义」
。
接著，教宗指出，今天发生的
许多事跟当年迦拉达人的情况
类似。今天也会有人说：「圣

德在这些戒律当中。」这种
话带领我们走向严苛的宗教情
愫，使我们丧失在圣神内的自
由。教宗叮嘱众人「当心严苛
态度，因为每个严苛态度背后
都藏有丑陋的事，没有天主圣
神。因此，《迦拉达书》将有
助于我们不听信这些使得我们
在灵修生活中走回头路的提
议，并且将协助我们在耶稣逾
越的圣召内向前迈进」。
教宗最后阐述了《迦拉达书》
的这句话：「天主赐与你们恩
宠。」（三5）教宗解释道，
这句话使用的动词时态是现在
式，因为无论我们会给天主的
行动制造多少的困难，天主都
不会遗弃我们，却始终与我们
同在，向我们广施祂的慈爱。

教宗公开接见：圣德来自于圣神，
而非遵守戒律的结果  

（梵蒂冈新闻网）教宗方济各8月29日
主日午时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
主持三钟经祈祷活动时，省思了当天
福音的内容（参阅：谷七1-8、14-15
、21-23）。福音内容显示一些经师
和法利塞人对耶稣的态度感到惊讶，
因为祂的弟子们没有遵行传统的沐浴
仪式就拿起食物。经师和法利塞人认
为“这种行为的方式违反了宗教惯
例”。
对此，教宗方济各提问到，既然这些
传统也提供了良好的仪式习惯，比如
饭前要洗手，耶稣的弟子为什么不遵
守这些传统呢？教宗回答说，在所有
的事情上都要把信仰置于我们关注的
中心，而应避免只关注外在的形式。
外在的形式能成为一个虔诚的习惯，
这习惯就是以外在的虔敬和表现为
重，而却忽视了耶稣渴望的、以“触
及心灵的信德”的崇拜。
在福音经书中，耶稣说：“不是从人
外面进入他内的，能污秽人，而是从
人里面出来的，才污秽人。”（谷七15
）教宗解释那是“从里面，从人心里
出来的邪恶”（谷七21）。耶稣的教导
是祂那个时代的新奇事，它改变了将
外在因素视为罪恶根源的传统观念。
接著，教宗表示，这样的情形也与我

们有关，特别是因为我们倾向于认
为所有的问题都是由他人的行为与品
行造成的，我们责备他人、社会或世
界，仿佛所有的问题都来自外部；所
以，我们责怪他人，说这是他们的错
或是管理者的错。教宗强调，责怪我
们身外一切的人和事是浪费时间，它
会使我们变得愤怒和痛苦，让我们的
心远离天主。当这些问题潜入你的
内心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虔敬，因
为愤怒、怨恨和悲伤关闭通往天主的
门。
教宗说，为纠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
祈求天主把我们从这些诱惑中解救
出来；我们需要祈求恩宠，不要把时
间浪费在以抱怨“污染”我们的世界
上，这不是基督徒的行为。“相反，
耶稣邀请我们从内心开始审视我们的
生活”，诚恳地祈求天主净化我们的
心灵。“由此，我们将开始使世界变
得更洁净”，因为战胜邪恶的法宝
是“从征服自己内心的邪恶而开始”
。
最后，教宗鼓励我们仰望那“以纯洁
的心灵改变历史”的圣母玛利亚，好
能帮助我们净化心灵，从而克服责备
和抱怨的恶习，保持信德在我们生活
的中心。

（梵蒂冈新闻网）“愿祢受
赞颂运动”一个7人代表团于
8月26日上午前来梵蒂冈，在
保禄六世大厅蒙教宗方济各接
见。该运动董事会主席戈尔德
（Lorna Gold）女士表示，他
们与教宗谈到环境状况、当务
之急、《愿祢受赞颂》通谕，
以及这个运动名称的更换，设
法一起了解这个在教会内正在
兴起的运动的概况。

“愿祢受赞颂运动”的前身
是“全球天主教气候运动”，
于一个月前的7月29日才改换了
名称，以教宗方济各关于照料
共同家园的通谕命名。该运动
于2015年由各大洲的17个天主
教组织、12个代表学术机构和
民间社会的团体共同创立，致
力于唤醒信友们回应《愿祢受
赞颂》通谕中提出的挑战。
如今这个运动已有800多个团

体负责举办定期课程，帮助学
员加深认识这道通谕的思想。
课程结束后，学员就成了《愿
祢受赞颂》通谕的推动者，在
各自地区或团体内促进通谕所
倡导的价值。戈尔德女士向本
新闻网表示，这道通谕能激励
每个人对阻止气候变化作出行
动，因为教宗邀请人们聆听受
造界和穷人的呼声，然后“需
要一起行动来改变现状”。
戈尔德强调，在家庭中许多事
情能够改变，如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量、更有意识地做选择；
此外，也能集体行动。“教宗
在《愿祢受赞颂》通谕中说，
我们所需要的皈依也是一种团
体的皈依，这很重要”，因为
促成所必须的所有改变，就需
要团结起来，需要不同运动联
合在一起，促使在政治上也发
生改变。
戈尔德女士最后谈到即将举行
的联合国第26届气候峰会，她
说“愿祢受赞颂运动”发起一
项为气候保护签署请愿书的运
动，让人听到天主教徒的声
音，凸显新冠疫情、大自然、
气候变化，以及生物多样化危
机之间的关连。

教宗三钟经：审视生活始于内心深处 “愿祢受赞颂运动”：
为保护全球气候需要共同行动

教宗在外科手术后：“我从未想过要辞职”

教宗接受西班牙主教团Cope网络电台采访时，他提到
的女记者厄娃也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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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届亚洲天主教医学协会 (AFCMA) 的
代表大会定于 9 月 16 日以线上的方式举
行，共有来自亚洲地区的 14 个国家成员
参与，一起讨论医学专业的各个方面事项
及其与基督教教义的关系。 
第 17 届 亚洲天主教医学协会 (AFCMA) 
的代表大会的主题是‘通过治愈和灵修来
建立桥梁’，将于 2021 年 9 月 16 日至 19 
日在线上举行。
今年的代表大会的筹委主席，罗得星医
生(Dr.Freddie Loh) 告诉先锋报，马来西
亚今年获得主办权来承办第 17 届代表大
会，此代表大会是每四年举行一次。
罗医生声明；“上届的代表大会是在日本
京都举行，当时 [马来西亚] 投标争取主办
第 17 届的代表大会，并且我们获得了这
个机会。” 并补充说这将是代表大会历史
上第一次以线上的方式进行的活动。 . 
吉隆坡总教区廖炳坚总主教将为此代表大

会主持开幕弥撒。
罗医生分享说，代表大会将邀请来自亚洲
甚至罗马的许多不同的讲师来一起讨论天
主教的医生如何在职业与信仰上做出正确
的调和。
在为期四天的代表大会上，演讲者将分享
他们在各个领域所实践的例子及其与基督
教原则的关系。  
罗医生说道；“这些话题将涉及 [医疗实
践] 的许多领域，以及天主教教会在这些
问题上的训导。”
马来亚大学的黄群雄教授将在代表大会中
发表演讲，主题为“在逆境中治愈人类之
心”。在黄教授的摘要中写道，在这新冠
疫情大流行肆虐之下，作为医护人员，除
了站在最前线为大众服务以外，我们还要
积极地开展临床服务、研究和教学。 我们
以玛窦福音 25:31-40 的精神，成为志愿
者。而作为天主教医疗工作者的我们可以

如何更完善地行使我们的管理权？ 作为一
名治疗师，我们又可以如何促进心灵的愈
合？ 作为天主的儿女，我们能否更好地照
顾我们共同的家园？ 
同时，代表大会也涵盖了其他主题将包括
姑息治疗、安乐死、成瘾的医学和精神方
面、天主教教会批准的计划生育方法、人
工避孕问题、在新冠疫情期间取消对患者
的呼吸机护理等课题。   
天主教医学协会 (AFCMA) 是国际天主教
医学协会 (FIAMC) 的四个区域组织之一
（另外三个区域为美国、欧洲和非洲）。 
它的成立是为了协调在医学界研究的成果
和宣扬基督教信仰原则的努力做奉献。
第 17 届 天主教医学协会 (AFCMA) 向有
兴趣来了解更多有关天主教信仰和医学实
践的医学生和从业者开放报名。 马来西
亚医学协会将为参与者颁发 20 点的持续
专业发展积分给于奖励。 若想要了解有关

代表大会的更多信息或是报名方式，请游
览此网站: https://afcma2021.vfairs.com 。 

（吉隆坡讯） 今年，我国庆祝独立 64 
周年，可是在疫情的笼罩下，没有了
盛大的欢庆游行和各项表演，特别是
在国庆日前夕午夜12点的五彩缤纷的
烟花表演。在这延续至今的疫情中，
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无法想象的世界，
让原本的生活常态增添了许多不确定
性和担忧，而一系列变化也让不少人
感慨颇多。 同时，我国当前的政治局
势的不稳定，给人民的保证也是难以
企及。 
为了重燃爱国的精神和鉴赏我们国家
的独立，来自吉隆坡耶稣圣心堂的基
信团委员会（BECCOT） 和天主教神
恩复兴 (CCR) 事工在 8 月 30 日，国
庆日前夕举行了一场线上玫瑰经和朝
拜圣体的活动。 该堂区的本堂神父Fr 
Edwin Peter为此活动拉开序幕，向该
堂区的教友简单的解说来自马来西亚
半岛主教文告信息后，与教友一起奏
唱国歌。 大约有60 多位教友通过此线
上平台方式，一起心连心地诵念玫瑰
经和朗诵圣咏。 随后是在一片宁静的
环境中，朝拜圣体和彼此代祷。 
在这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活动结束后，
每个人都精神振奋，并保持互相祝
福‘国庆日快乐’。 作为基督忠实的
门徒，我们继续怀着希望为一个更美
好的马来西亚祈祷。.

（槟城讯）槟岛华文教务促进会的活出信
仰系列  X的主题为在疫情中看圣母军的
百年庆。此讲座的主讲人有两位，第一位
是来自主徒会马来西亚省会长及吉隆坡圣

依纳爵堂主任神父的黄鏓颖神父。黄神父
是怡保人。
第二位讲师是潘西满。潘弟兄是来自加影
圣家堂的教友。他活跃于堂区、教区的服

务，是教友领袖，吉隆坡圣母军区域团前
任团长, 非常积极于圣母军，是见证圣母
军成长的“老”军友。
圣母军在一九二一年，九月七日，于爱尔
兰的都伯林市，由一位平信徒杜辉先生创
立的, 并已遍布到全球一百七十个国家，
约有一千万名团员。
今年他们庆祝百年庆。让我们一起与黄鏓
颖神父及资深圣母军团员，潘西满一起认
识这历史悠久的教会团体。
这线上的讲座会即将在2021年9月5日 (星
期日)，3:00pm – 4:30pm，通过脸书链
接 : https://www.facebook.com/槟岛华
文教务促进会-Penang-Island-Deanery-
Chinese-Apostolate-106412311003931/ 
和YouTube链接 : https://youtube.com/
channel/UC0qGxIvk1eijkJ9uUkQskUQ  来
观看。
资料：许庆国 (保禄)

（吉隆坡讯）在8月12日，吉隆坡总教区青
年局ASAYO与青年团体协办信仰之十万个
为什么线上信仰活动第一季第六集，主题
为“在炼狱的灵魂还可以上天堂吗？”主讲
者是来自主徒会会士的谢启龙神父，目前谢
神父是在马六甲培训院。
在活动开始前，谢神父以万民四末（死亡、
审判、天堂、地狱）来解释人终会经历这四
阶段，特别在这疫情期间死亡是时时刻刻都
在发生的。

死亡
神父藉着圣人们对死亡的反省录引述什么是
死亡，其中内容意义非凡，让参与者细细思

想圣人们对死亡的观念和体会。天乡是我们
永恒的家，天上才有不散的宴席。

天堂
神父说到天堂是达到人的灵魂被造的目的，
达到了天主造了人的目的，天主的召叫是要
人们都能回到天堂 – 我们天父的家。

地狱
神父最后和我们讲述了地狱有七苦，每一个
灵魂的状况：
第一种：折磨便失去了天主
第二种 ：深受良心永恒的谴责
第三种：每个灵魂的痛苦状况永远不变
第四种：烈火燃透灵魂而不毁灭它，这是非
常可怕的痛苦折磨，因为那是天主的义怒所
点燃的纯精神火焰
第五种：无穷无尽的黑暗，及令人恐怖窒息

的气味，而且尽管在黑暗中，魔鬼和诅咒的
灵魂还能看见彼此。
第六种：所有的灾难，包括他人和自己的折
磨;折磨是永远与撒旦为伍。
第七种：恐怖的绝望，憎恨天主，口出秽
言，各种诅咒和亵渎神明的话。 
炼狱
炼狱是指已亡者灵魂因罪法不能直达天堂 
但又不属地狱的灵魂。神父与参与者分享了
两本书来与参与者以一个真实事件看炼狱的
境界是怎么样的，也证实了炼狱的存在和炼
狱灵魂得救的过程。这两本书是玛利亚.辛
马撰写的不死的灵魂 – 我与炼狱接触的经
验，以及伊曼诺修女访问玛利亚.辛马写成
的炼灵的奇妙秘密。这两本书都引述为炼灵
祈祷和献弥撒是对它们的灵魂炼净是有多大
的帮助。 
资料：林淑恩

马来西亚主办亚洲天主教医学大会
定于 9 月 16 日以线上的方式举行

（吉隆坡讯）从8月24日起，吉隆坡
总 教 区 基 督 徒 合 一 和 宗 教 交 流 事 务
部 (AMEIA) 与天主教徒在家播客
（Catholics at Home Podcast）合作，
启动了为期七周的“了解世界宗教”的
系列活动对话。第一周的活动是谈有关
于回教的信仰。
在 这 线 上 活 动 的 讲 师 有 来 自 天 主 教
的 Clarence Devadass 神父、他也是
总教区基督徒合一和宗教交流事务部
（AMEIA） 的宗教顾问，事务部的神
师 Xavier Andrew 神父、联合国人口基
金的顾问Ustaz Dr Nurul Haq以及马来
亚大学、Department of Aqidah和伊斯
兰思想研究学院的高级讲师Dr Alwani 
Ghazali。 
Fr Xavier说道，吉隆坡总教区基督徒合

一和宗教交流事务部（AMEIA）的任务
是鼓励研究不同宗教的文化交流并敦促
彼此间的对话，给与培训和讲解，以及
基督徒合一的对话交流。这一系列的活
动宗旨是建立沟通的桥梁来促进天主教
教徒和其他宗教的信徒彼此间理解并相
互尊重。
Ustaz Dr Nurul Haq谈到了回教/伊斯兰
教和古兰经的五个支柱，而 Dr Alwani
向我们解释了伊斯兰教中的一些禁令。
最后， Clarence神父在长达一个小时多
的会谈结束时说到：“当我们在一起生
活时，我们可以聚在一起彼此分享我们
的信仰。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争论
谁对谁错，因为永恒的真理是属于天主
的，所以我们应该彼此欣赏。”
想要重新观看此网络视频的，可以游

览https://bit.ly/UnderstandingIslam_
A M E I A _ Y T ， 或 者 如 果 您 想 了 解
有 关 回 教 / 伊 斯 兰 教 信 仰 的 更 多 信
息，Dr Alwani推荐您可以阅读来自
Hammudah Abdalati 所著做的书籍，
书名为《聚焦伊斯兰教》/Islam in 

Focus。
第二周，8 月 31 日举行了第二场
的“了解世界宗教”活动，谈关于佛
教。可以通过此链接 https://bit.ly/
UnderstandingBuddism_AMEIA_YT 
去观看。

吉隆坡总教区基督徒合一和宗教交流事务部
举办“了解世界宗教”系列的线上活动

吉隆坡耶稣圣心堂
关怀马来西亚-
玫瑰经和朝拜圣体

信仰之十万个为什么
在炼狱的灵魂还可以上天堂吗？

在疫情中看圣母军的百年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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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城（亚洲新闻）- 在圣
座与中国对话中所采取的措施和
取得的成果“可能仍有待考究”
，但我坚信“我们绝不能放弃对
话”。由红衣主教阿戈斯蒂诺·
卡萨罗利 (Agostino Casaroli) 跟
进的东方政策（Ostpolitik）仍
然是“灵感的源泉”。教宗方济
各于9月1日接受西班牙广播电台
《Cope》的采访，并特别谈及
对华关系问题。
当采访者问及关于教会内部也存
在对中梵主教任命协议续签的质
疑声音时，教宗回答说：“当我
还是一名平信徒和神父时，我也
很喜欢为升任主教铺路，如果
是以善为本，我会说这是一个合
理的诱惑。中国问题——他补充

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但我坚信我们绝不能放弃对话。
在对话中可以被欺骗，可以犯
错，但这是应该遵循的道路。到
目前为止，在中国取得的成就恰
恰是对话……还有一些逐步达成
的具体事项，比如新主教任命。
但这些措施和结果——教宗承
认——可能仍有待考究。”
教宗随后重申，“一直激励我
并帮助我的重要人物是卡萨罗
利（Casaroli）枢机”，“若望
二十三世将与中欧搭建桥梁的
重任交托给他”（他曾在东方政
策期间任圣座国务卿）。教宗
方济各特别援引枢机主教的回忆
录——题为《耐心的殉道》——
评论说：“建立桥梁是一步一个

脚印。他逐步建立外交关系，最
终意味着任命新主教并照顾信徒
天主的子民。今天，在某种程度
上，我们必须在最矛盾的情况下
逐步遵循推进对话的道路”。
教宗补充说，这是曾与穆斯林世
界走过的相通的道路。“从这
个角度来看，我与大伊玛目塔伊
布（教宗与阿玆哈尔伊玛目在
阿布扎比签署了《人类博爱宣
言》）的经历非常正面，我向
他表示感谢。此次对话就像是
通谕“众位弟兄”的种子。但
对话是必要的，必须要一直愿
意对话”。
李辉于7月28日被祝圣为（甘
肃）平凉教区助理主教数周
后，教宗方济各发布了上述言

论。这是继2020年10月中梵主
教任命协议续签之后的第三次
主教祝圣。与此同时，河北新
乡张维柱（Giuseppe Zhang 

Weizhu）主教至今下落不明，
他与10名神职人员和修士（随
后被遣送回家）因拒绝加入爱
国会的“独立”教会而被捕。

马 尼 拉 （ 信 仰 通 讯 社 ） —
Covid-19疫情继续肆虐之际，
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首府三宝颜
的公教团体将举行为期四十天的
守斋、悔改，为疫情结束祈祷。
三宝颜宗座署理莫伊塞斯·奎瓦
斯蒙席向本社表示，这一活动“
旨在慰问饱受疫情煎熬的人”。
特别是十月十三日特别的“秋季
四旬期”开启之际，总主教区所
有圣堂都将在每晚二十点诵念玫
瑰经后敲响钟声。悔改周前，堂

区将举行要理，帮助教友们准备
特别的悔改和祈祷期。宗座署理
要求各堂区安排好听告解，帮助
信众在精神和道德上更新。十一
月二十一日基督君王瞻礼之际，
为期四十天的“秋天四旬期”将
落下帷幕。届时，将在无玷圣母
朝圣地大殿举行特别的“悔改历
程”，总主教区内的神长教义应
邀踊跃参与。
奎瓦斯蒙席在接受教宗任命后发
表的第一封牧函中宣布了这一决

定。同时，还介绍了系列牧灵
活动：如在二O二二年一月二
十三日“天主圣言主日”前举
行天主圣言要理讲座。通过视
频展开的网络要理，“是在此
艰难时刻伴随信众以及所有在
天主圣言中寻找慰藉的人的一
种方式”。
宗座署理还表示，总主教区正
在安排定点堂区设立爱德与关
怀点，为穷人提供具体的物质
帮助。“让我们有需要的兄弟
姐妹们得到必要的帮助”。新
成立的“总主教区疫情事务办
公室”将负责全面协调工作。

菲律宾-疫情下守斋悔改四十天

首尔（亚洲新闻/通讯社）- 在全
州附近发现了第一批（三名）韩
国天主教殉道者的遗髑。9月1日，
位于首都首尔以南243公里的全州
教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一
消息。
经过考古调查和 DNA鉴定，可以
确认遗髑属于1791年被斩首的保
禄·尹持忠（Paul Yun Ji-chung）
和雅各伯·权尚然（James Kwon 
Sang-yeon），以及尹持忠的弟弟
尹智贤（Francis Yun Ji-heon），
后者在十年后被害。这三人是亲
兄弟和表兄弟关系，他们均来自
全州一个贵族家庭。尹持忠是第
一个皈依基督教并受洗的人。1791
年——依照北京教区古维阿主教
的指示，后者在其管辖领土内禁
止祭祀祖先——，他破坏了家族
祠堂。此事在法庭上引起轰动：
他与堂兄詹姆士权相妍一起被
捕，并因拒绝放弃基督教信仰于
1791年12月8日被杀。十年后，他
的弟弟弗朗西斯·尹智宪也在新
一轮迫害基督徒浪潮中死亡。

今年3月，三人的遗度在万州被发
现，这里曾是殉道者墓地，且正
被改建为朝圣地。
全州教区主教金仙泰（John Kim 
Son-tae）说到：“遗髑的发
现确实是一个意外且重大的事
件。”“因为我们的教会是建立
在殉道者的鲜血之上壮大，现在
终于找到了开启殉道历史者的遗
骸。”
这位主教接着补充说，他为这一
发现“向天主表示深深的感谢、
赞美和荣耀”。“我想与其他

信徒分享这种如波涛般汹涌的感
动”。
这些殉道者是首批被韩国统治者
杀害的天主教徒，前者担心天主
教的传播可能会破坏以儒教为主
流的国家意识形态。
2014年，教宗方济各在韩国的使徒
之旅中，将这三人以及其他120名
韩国殉道者封真福。今年恰逢当
地教会庆祝第一位神父圣金大建 
(Saint Andrea Kim) 诞辰200周年，
他也于1846年因对仇恨信仰被杀
害，享年25岁。

胡志明市（信仰通讯社）—越南
胡志明市总主教区代表阮宇神父
在总主教区派遣医院牧灵志愿者
的圣道礼仪上指出，“我们是发
自耶稣内心的爱的传教士。为
此，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
努力克服重重困难满足兄弟姐妹
的需要，确保他们获享爱与救恩
的信息。我们努力像守护者那样
工作，在精神上，用治疗、关怀
与爱支持病患们。这是真正的天
主之爱；天主让我们获享恩宠、
力量和激情：我们的行囊中只有
一颗充满爱的心和天主的大能”
。接受医疗牧灵派遣的教区司
铎、修会会士和平信徒志愿者，
将在疫情下努力为医患服务。
德尔塔变异病毒肆虐之际，越南
的抗疫形势严峻。特别是胡志明
市以及周边各地，目前通报一
万多人感染。许多教区、堂区
和修会团体，响应教会主教的号
召敞开大门接纳感染患者、建成
临时流动医院。五百多名志愿者
男女修会会士和平信徒坚守在第
一线，为患者提供最重要的服
务——爱。
经过短期医疗培训后，他们被分
派到各地的公立医院。医院医务
人员对教会人士的专业精神深感
敬佩，盛赞他们的激情和关爱会
对病人产生巨大的作用。不仅是
整理病房、送饭等服务，修女和
会士们还带领病患一起诵念玫瑰
经、读经、解答他们关于信仰的
问题、让临终患者看到十字架上

的耶稣。部分医院在教区主教许
可下，建成了祭台，司铎们给大
家送圣体、主持圣事。受益的不
仅是病人，还有医务人员、被隔
离人员。
阮宇神父继续表示，“教会人士
日常举手投足和生活见证赢得了
患者和医务人员的心”。同时，
大家努力做好自身防疫、避免被
感染。“只用耶稣的去是感染整
个世界”。
胡志明市的情况具有代表性：一
位非天主教徒医生要求会士们为
去世病人祈祷。随后，修女和会
士们表示希望能每天为新亡者和
患者们祈祷、举行简短的圣道礼
仪、在医院殡仪馆为亡者圣尸。
这一建议得到了医院的支持。

韩国全州：发现三名天主教殉道者遗髑 越南-将天主之爱带入医院：
五百多名志愿者和教会人士
为病患服务

雅加达（亚洲新闻）- 从9月
起，印尼首都的大伊斯蒂克拉
尔清真寺和圣母升天主教座
堂，将由一条地下隧道连接。
这两个敬拜场所位于雅加达。
上星期五，印尼副总统基艾·
哈吉·马鲁夫·阿明 (Kiai 
Hajj Ma'ruf Amin) 参观了
隧道，然后与雅加达总教区
依纳爵·苏哈约·哈乔特莫
乔枢机 (Ignatius Suharyo 
Hardjoatmodjo) 一起进入主教
座堂范围。
公共工程和公共房屋部部长巴

苏基·哈迪穆利奥诺(Basuki 
Hadimulyono)和伊斯蒂克拉尔
清真寺大伊玛目纳萨鲁丁·乌
马尔(Nasaruddin Umar)出席了
活动。
印尼基督徒说，副总统的访问
不仅仅是拍照或技术检查。直
到2017年，阿明还是印尼乌拉
玛理事会主席，过去曾在政治
问题上施加影响。
例如: 他批评雅加达省长巴苏
基「阿霍克」贾哈贾·普尔
纳马 (Basuki "Ahok" Tjahaja 
Purnama) 因亵渎罪被解职。

上周四的访问是印尼总统佐
科·维多多 (Joko "Jokowi" 
Widodo) 希望促进宗教宽容，
并将极端主义观点边缘化。
2017年，他的政府解散并取缔
了极端伊斯兰组织，包括伊斯
兰保卫阵线和伊斯兰解放党 

Hizb ut-Tahrir。
阿明说：「这个中心不仅是不
同宗教小区之间良好关系的象
征，而且促进了所有印度尼西
亚人的宽容与和平。」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政
治分析师J.克里斯蒂亚迪 (J. 

Kristiadi) 在接受《亚洲新闻》
采访时说：「一切都确实非常
具有象征意义。」
「阿明访问和进入主教座堂的
举措，释放一个强烈信息，即
该国各方应捍卫宽容。
伊斯蒂克拉尔（独立）清真寺
的历史，可追溯到苏加诺总
统 (Sukarno) 任期，苏加诺总
统于1955年宣布建造这座清真
寺的设计比赛，最终由基督徒
建筑师弗里德里希·西拉班
（Friedrich Silaban）赢得。
当时，这座清真寺不仅象征着
这个国家新发现的独立于外国
占领，而且象征着一种宽容的
精神。
因此，当局建造圣母升天主
教座堂，该座教堂于1901年奉
献，并在1988年至2002年期间
进行了翻修。

方济各谈北京：“我们不能放弃对话”

连接雅加达清真寺和
主教座堂的隧道九月开通

教宗接受西班牙主教团Cope网络电台记者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