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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本笃十六世教宗本笃十六世教宗本笃十六世教宗本笃十六世 

于亚尔斯的本堂神父逝世于亚尔斯的本堂神父逝世于亚尔斯的本堂神父逝世于亚尔斯的本堂神父逝世 150 年纪念年纪念年纪念年纪念 

宣布宣布宣布宣布「「「「司铎年司铎年司铎年司铎年」」」」书函书函书函书函 

 

 

各位亲爱的司铎兄弟， 

 

为庆祝普世堂区本堂神父的主保圣人，若翰玛利亚维雅纳  (Giovanni Maria 

Vianney)  逝世 150周年纪念，1 我决定在即将来临的 2009年 6月 19日星期五，耶稣

至圣之心这隆重庆节，亦即是传统上奉献为司铎的圣化的祈祷日那天，正式宣布「司

铎年」的开始。这是为了要深化全体司铎的内心更新的一年，好让他们能够在今日的

世界，为福音作出更勇敢和更彻底的见证，之后于 2010年的同一庆节结束。「司铎圣

职即是耶稣圣心的爱」，这是那位圣善的亚尔斯本堂神父 (il Santo Curato d’Ars) 经常

挂在口边的一句话。

2 这句震撼人心的话特别让我们怀着亲切及感恩的心，想起为教会

和为人类自己，司铎所代表的无限恩赐。我即时想到那些每日谦和地将基督的话及行

动带给教友和整个世界的司铎，他们设法使自己在思想、意志、感受和整个生活方式

都和基督一致。我又怎么能不提及他们的使徒工作的辛劳，他们那种永不言倦和人们

无法看见的服务，他们那惠及普世的爱德？我又怎么能不表扬那为数众多的司铎的英

勇忠诚，纵然处于困难和被误解中，他们却始终忠于他们作「基督的朋友」这圣召，

这位基督逐个召叫了他们、拣选了他们和派遣了他们？ 

 

 一直到今天，我心中仍然清楚记得，当年我作为年青司铎，与他一起工作的第

一位本堂神父：他给我树立了一个毫无保留地献身于自己的牧民工作的榜样，甚至为

                                                 
1 教宗庇护十一世于 1929年宣布圣若翰玛利亚维雅纳为普世堂区本堂神父的主保圣人。 
2 «Le Sacerdoce, c’est l’amour du cœur de Jésus» (引载自：罗迪主编，《亚尔斯的本堂神父。他的思想 — 他的心》，页 98) [法文原著： Le curé d’Ars. Sa pensée – Son cœur. Présentés par l’Abbé Bernard Nodet, éd. 

Xavier Mappus, Foi Vivante, 1966, p. 98 (下简称 NODET)]。《天主教教理》第 1589 号也引载了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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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要给一个重病者送临终圣体，以致他自己在这送圣体行动中死去。还有那数不清的

我曾经见过，之后也会继续遇见他们，包括那些在我前往不同国家的牧民探访中遇见

的司铎兄弟，也不断回到我的记忆中，他们慷慨地执行每日的司铎职务。可是这位圣

善本堂所说的那句话，也让人想起基督的心所受的刺伤和包着这颗心的刺冠。结果是

无可避免地，使人想起有众多司铎，他们或是因为有份于种种式式的人间疾苦，或是

因为他们的司铎圣职所服务的对象的误解，而致他们要忍受数不清的苦况：怎么可能

不记得有很多司铎的尊严被侵犯，被禁止执行他们的使命，有时甚至被迫害至要作出

流血的最高见证？ 

 

然而，不幸地，亦有一些我们永远无法完全表达心中的惋惜悲叹的事件，在这

些事件中，教会因为她部份司铎的不忠使她受苦不已。凡此种种，不但给世界树立了

恶表，更成为世界拒绝教会的缘由。教会从这些事件中获得的最大益处，不是让她完

全清楚地认识她的司铎的软弱，而是使她重新喜乐地意识到天主的恩赐的伟大，这恩

赐在那些光芒四射的慷慨牧者，热爱天主及人灵的会士，和善于教导及忍耐的神师身

上得以实践。关于这一点，圣若翰玛利亚维雅纳的教导和表样，足以成为所有人的重

要标记：这位亚尔斯本堂神父原是个极其谦逊的人，但是他也非常清楚，他作为神

父，对他的子民来说，却是个极大的恩赐：「一个好牧人，一个依照天主的心意行事

的牧人，是好天主可以赏赐给一个堂区最大的珍宝，是仁慈的天主其中最珍贵的一项

恩赐」。

3 在论及司铎圣职时，他显得有点不知该如何描述这个托付给一个人，一个受

造物，的「恩赐」和「职务」的伟大：「司铎是多么伟大啊！……如果他自己明白的

话，他会死去…… 。连天主都要听他的话：他只消说两句话，我们的主便得照他所说

的从天上降下来，把自己隐藏在一块小小的面饼内……」。

4 他给他的信友解释圣事的

重要时，对他们说：「取缔了圣秩圣事，我们将再没有主。谁把祂放进圣体柜内？是

司铎。当你们出生时，第一个接受你们的灵魂的是谁？是司铎。之后继续养活这灵

魂，给予灵魂力量，让它能够走完这段尘世之旅的人是谁？是司铎。是谁给灵魂作好

朝见天主的准备，最后一次在基督的血中洗濯它？是司铎。永远都是司铎。设若这灵

魂[因罪恶]丧亡，谁使它复生？谁把祥和与平安带给它？仍然是司铎……。天主之

                                                 
3
 NODET，页 101。 

4《同上》，页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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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司铎便是一切！……。然而连司铎自己，也要去到天上才完全明白」。

5 这些出自

那位圣善本堂神父的司铎心灵的话，听起来或许有点夸大。然而，无论如何，这些话

让人看到他是如何重视圣秩圣事。他心中对这件圣事所怀的责任感似乎是无限的：

「若我们真的明白一位神父在这世界上所代表的意义，我们会立即死去：不是因为恐

惧，而是因为爱……。没有神父，我们的主的死亡和苦难对我们可是一点用处都没

有。将救赎工作在这世上延续下去的正是神父……。若我们有一所装满黄金的房子，

却没有人来给我们开启房子的门，为我们又有什么用呢？神父拥有开启天上宝库的钥

匙：把门打开的那个人正是他；他是好天主的当家；是祂的产业的管理人……。如果

你们任由一个堂区二十年没有一个神父，该处会开始崇拜野兽……。神父不是为了自

己做神父，他是为了你们才做神父」。

6 

 

 他来到亚尔斯，一个有 230 名村民的小乡村，主教已预先告诉他，届时他会发

现自己身处一个缺乏宗教气氛的环境：「在那个堂区，并没有多少对天主的爱；你把

这爱放进去罢」。结果他完全明白，正是要他将基督的临在带到该地，要他到该地见

证天主的救恩的温情：「[我的天主]，请让我的堂区皈依罢；我愿意为此终身接受一

切来自你的苦痛！」，他以这祈祷开始他的使命。

7 为了使自己的堂区皈依，这位圣善

的本堂神父献出他的全部精力，他的每一个思想，都是专注于做好托付给他的子民的

基督徒培育一事上。各位亲爱的司铎兄弟，让我们求主耶稣赐给我们恩宠，使我们也

可以学习圣若翰玛利亚维雅纳的牧民方法！我们首先要学习的，是他完全将自己个人

和他的司铎职务视为同一这一点。事实上，在耶稣身上，个人和使命是一致的：耶稣

的整个拯救行动，正是祂，这位从永远便在父跟前，温柔地服从父的旨意的「我作为

儿子」的表达。因此，怀着谦逊，却实际上在类似的情况中，司铎也应该渴望去到这

种个人与职务达至同一的境界。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忘记了司铎职务的实质成效，

并不取决于司铎本人的圣德；可是，也不能忽略了，当司铎职务的客观神圣性与司铎

本人的圣德统一起来时，会带来异常的收获。于是这位亚尔斯本堂神父立即开始进行

使他的司铎生活，和托付给他的司铎职务的神圣性统一起来，这件谦卑和坚忍的工

作，他甚至下定决心，要实质上「住在」他堂区的圣堂内：「一抵步，他便选了圣堂

                                                 
5《同上》，页 98-99。 
6《同上》，页 98-100。 
7《同上》，页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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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他的住所……。黎明时他便进入圣堂，之后非要到念完晚上的三钟经他不会出来。

需要他的人，只有在那儿才可以找到他」，他的第一本传记这样说。

8 

 

 这位虔诚的传记作者的超常热诚不应该令到我们忽略了，这位圣善的本堂其实

也懂得积极地「住在」他堂区的整片土地上：他有系统地探访病患和家庭；他组织信

友的传教工作及主保圣人的瞻礼的庆祝；他为他的爱德和传教工作募捐金钱并自己管

理这些金钱；他装饰他的圣堂，添置祭衣等圣堂用品；他亲自照顾「天道」(一个由他

创办的团体) 的孤儿和她们的女导师；他从事教育儿童的工作；他成立善会并邀请教

友和他合作。 

 

 他的表样引发我提醒大家，应该要不断扩展和教友合作的空间，因为信友与司

铎共同组成惟一的司祭百姓，

9 而司铎基于他们的司铎职务，他们置身于信友中间，

「正是为带领大家进入爱德的团结中，『以兄弟之爱彼此相爱，以礼遇彼此争先』(罗

12:10)」。10 另外，我们也要记得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在这方面向司铎们所作的热

切呼吁，鼓励他们「应该诚心承认并促进在俗信友的地位，以及他们在教会使命中的

本有职分 …… 要欣然聆听信友的意见，友爱地考虑他们的期望，承认他们在人类生活

的不同领域中所拥有的经验及专长，好能和他们一起辨别时代的征兆」。

11 

  

 这位圣善的本堂神父首先教给他堂区的教友的，是他以自己的生活所作的见

证。从他的榜样，他的教友学会祈祷，他们为了要朝拜圣体中的耶稣，乐意留在圣体

柜前。

12 「为了要作好祈祷，并不需要说太多的话」— 本堂神父向他们解释说 —「人

人都知道耶稣就在那儿，在圣体柜内：所以我们只要向祂敞开我们的心，并因为祂神

圣的临在而欢欣。这就是最好的祈祷」。

13 他继续鼓励他们说 ：「请你们来领圣体

罢，我的弟兄们，请你们到耶稣这里来罢。为了使你们能够和祂一起生活，请你们到

                                                 
8
 蒙尼着，《亚尔斯的本堂神父。若翰玛利亚维雅纳的一生》，第一册，页 122 [义文原著： MONNIN 

A., Il Curato d’Ars. Vita di Gian-Battista-Maria Vianney, vol. I, ed. Marietti, Torino 1870, p. 122 (下简称
MONNIN) ]。 
9
  参看《教会 Lumen gentium》宪章，第 10号。 

10《司铎职务与生活 Presbyterorum ordinis》法令，第 9号。 
11《同上》。 
12「默观就是以耶稣为焦点的信德的凝视。『祂望着我，我望着祂』，一位在圣体柜前祈祷的亚尔斯村民，这样告诉他那位圣善的本堂神父」：《天主教教理》，第 2715号。 
13

 NODET，页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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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以祂作为你们生活的食粮罢……」。

14 「当然，你们真的不堪当，可是你们却实在

有此需要！」，

15 当那些教友看着这位圣人举行弥撒的祭献时，这种向教友灌输有关

耶稣在圣体中的临在，和领圣体的重要的教导，在他们身上发挥了非常特别的效应，

那些在场参与弥撒的人都说：「没有人比他更能够表达什么叫朝拜……。他是如此情

意绵绵地观望着那块面饼」。

16 「就算将一切善工加在一起，也及不上弥撒的祭献，

因为那些善工只是人的工作，神圣的弥撒却是天主的工作」，

17 他这样说。他更深

信，一位神父的生活的热诚，完全来自弥撒：「不重视弥撒，正是导致一位司铎变得

懒散的原因！我的天主，当一位神父举行弥撒时，就像在做一件没有价值的普通事情

一样，那是多么令人伤心难过啊！」。

18 于是他习惯每次举行弥撒时，也一起将他的

人生作为祭品奉献给天主：「每天早上将自己作为祭品奉献给天主，对一位神父来

说，其益处是多么大啊！」。

19 

 

 这种将个人与十字架上的祭献同化的做法，引领他 — 以一个单一的内心行动 

— 从祭台走向告解亭。作神父的，永远都不该因为见到他们的告解亭杳无人迹而放

弃，或只是诉说他们的教友如何不喜爱这件圣事。在这位圣善本堂所生活的那个年

代，在法国，由于革命的风暴，宗教生活有一段长时间被窒息，那时告解的情况与今

日差不多，不比现在容易，也不比现在频繁。可是他用尽一切方法，借着讲道和令人

信服的劝勉，让他堂区的教友重新发现圣事性悔罪礼的意义和美丽。他让他们看到，

告解圣事其实是圣体圣事的一个内在需求。他更成功地在他的堂区，带起一种圣德的

循环感染：因为他自己长时间在圣堂中朝拜圣体，他最终令到他的教友开始仿效他，

也到圣堂拜访耶稣，或许，也同时，因为他们肯定在那儿，一定会找到他们那位随时

准备聆听他们和宽恕他们的本堂神父。最后的结果是，来自全法国的悔罪者不断增

加，为了听他们的告解，他甚至一天有十六小时是在告解亭中度过。于是当时有流传

说，这位亚尔斯本堂神父已变成「一座专门医治灵魂的大医院」。

20 他的首位传记作

者这样写道：「他[为了罪人的皈依]所获得的恩宠是如此巨大，以致这恩宠亲自前往

                                                 
14《同上》，页 114。 
15《同上》，页 119。 
16

 MONNIN，第二册，页 430等。 
17

 NODET，页 105。 
18《同上》，页 105。 
19《同上》，页 104。 
20

 MONNIN，第二册，页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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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罪人，一刻都不放松他们！」。

21 当这位圣善的本堂神父说：「并不是罪人回头

转向天主以求祂的宽恕，却是天主自己在后面追赶着罪人，并令罪人回到祂身边」，

表示他也有同样的想法。

22 「这位善良的救世主是如此充满着爱，以致祂四处寻找我

们」。

23 

 

 我们所有作司铎的，都应该视他借着基督的口所说的话，与我们自己有关：

「我会指派我的司铎去向罪人宣报，告诉他们我随时准备接受他们，告诉他们我的仁

爱是无限的」。

24 从亚尔斯这位圣善本堂神父的身上，我们作为神父的，不但可以学

到对悔罪圣事的无限信心，以致我们重新让这圣事成为我们牧民工作的中心，我们也

可以学习他在悔罪圣事中所采用的「救恩的对话」这方法。亚尔斯这位圣善本堂神父

接待悔罪者的方式因人而异。谁因为内心感到需要天主的宽恕而来到他的告解亭，他

会鼓励他们，并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正浸泡在「天主的仁慈的激流」里，这激流的冲击

力，将一切都带走。若有人因为想到自己的软弱及没有恒心而忧心忡忡，害怕将来会

再跌倒，这位圣善的本堂神父会以这些扣人心弦的话，把天主的秘密告诉他：「好天

主什么都知道。在你们告解之前，祂已知道你们会犯罪，可是祂一样宽恕你们。我们

的天主的爱何其大哉，这爱竟然令到祂刻意忘记将来要发生的事，就只为了要宽恕我

们！」。

25 相反，对那些在忏悔自己的罪时一点都不热切，甚至有点儿冷淡的教友，

他会透过自己那些因深切哀痛而流出的眼泪，让他们看到他们的态度是多么惹人「厌

恶」：「因为你们不哭，所以我才哭」，

26 他说。「如果主不是这么善良的话还说得

过！可是祂却是如此善良！在一位这样的慈父面前，有必要态度如此嚣张无礼

吗！」。

27 就这样，他令到那些冷淡的心生出悔意，迫使他们亲眼看到天主因罪所受

的痛苦，因为这痛苦在那位听他们的告解的神父的脸上，几乎一览无遗。至于那些切

望又同时有能力再深化他们的灵修生活的，他向他们展现爱的深奥，给他们解释，能

够和天主及祂的临现结合在一起的生活，真是美得没法形容：「一切都在天主的注视

                                                 
21《同上》，第二册，页 10。 
22

 NODET，页 128。 
23《同上》，页 50。 
24《同上》，页 131。 
25《同上》，页 130。 
26《同上》，页 27。 
27《同上》，页 139。 



 7 

之下，一切都偕同天主，一切都只为了要取悦天主……。真是何其美哉！」。

28 他又

教他们这样祈祷说：「我的天主，请赐给我圣宠，让我可以尽我的一切所能爱你」。

29 

  

 在他那个年代，由于他成功地帮助人看到主那仁慈的爱，这位亚尔斯本堂神父

结果改变了许多人的心和生活。在我们所生活的今日，我们也迫切需要为爱的真理：

「天主是爱」(若一 4:8)，向人作同样的宣讲及作同样的见证。若翰玛利亚维雅纳懂得

以他的耶稣所说的话和圣事教导他的子民，纵然他经常因为肯定自己无法胜任而颤

抖，以至他多次想逃避那个他认为自己不堪当接受的本堂神父职责。他却以标准的听

命服从，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原因是因为救灵的宗徒热火已把他整个吞噬。他透

过严峻的克苦来使自己依附着个人的圣召和使命：「对我们本堂神父而言 — 这位圣人

悲叹地说 — 最大的不幸是灵魂受到扰乱」；30 他这句话的意思指的，是当一位牧人已

习惯了自己众多的羊群生活在罪恶中或冷淡中，这实在是件危险的事。为了免得他的

肉身不服从他那个司铎灵魂的指挥，他以守夜祈祷和守斋来约束自己的肉身。为了那

些托付给他的灵魂的益处，和为了使那众多他在告解中听到的罪得到赦免，他愿意克

己苦身。他向一位司铎兄弟解释说：「我跟你说我的秘诀罢：我只要罪人做小部份的

补赎，余下的我代替他们做」。

31 撇开这位亚尔斯本堂神父实际所作的补赎不说，他

的教导的中心思想却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适合：那些灵魂是以基督的血作为赎价而得

以赎回。因此，如果一位神父拒绝参与分担达成这救赎的高价，他无法献身于拯救这

些灵魂的工作。 

 

 在今日的世界，一如在这位亚尔斯本堂神父所生活的艰难岁月里，作司铎的，

应该让人可以在他们的生活和行动中，看到他们为了福音所作的强而有力的见证。事

实上，教宗保禄六世观察得好，「当代人更乐于聆听的，是见证人的话，而不是导师

的话，几时若他们聆听导师的话，那是因为那些导师也同时是见证人」。

32 为了让我

们的人生不致流于空白，和使我们司铎职务的效能不受到危害，我们有必要时常重新

问我们自己：「天主的话真的渗透我们整个人吗？这话真的是我们赖以为生的食粮，

                                                 
28《同上》，页 28。 
29《同上》，页 77。 
30《同上》，页 102。 
31《同上》，页 189。 
32《在新世界中传福音 Evangelii nuntiandi》宗座劝谕，第 4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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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一般的食品或世上的其它事物吗？我们真的认识这话吗？我们爱这话吗？我们

的内心真的重视这话，以致这话在我们的生活留下印记并形成我们的思想吗？」。

33 

就如耶稣为了要那十二人常同祂一起，而召叫了他们(参看谷 3:14)，之后祂才派遣他

们出去传教。今天也是一样，今天司铎们一样被召叫融入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中，

这生活方式是主耶稣所肇始，并且是专为宗徒们而制定。

34 

 

 正是对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毫无保留的接受，成为这位亚尔斯本堂神父的司

铎职务的特性。1959 年，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他那篇为庆祝圣若翰玛利亚维雅纳逝

世一百周年纪念而颁布的《我的司铎圣职的开始 Sacerdotii nostri primordia》这通谕

中，谈到这位圣人的灵修生活时，他特别提到有关那三个「福音训谕」的主题，并且

指出，其实所有司铎都需要这些训谕：「纵然司铎基于他的圣职人员身份，无须遵守

这些福音训谕，以达至这样圣善的生活，可是就如对主的所有门徒一样，这些训谕对

他来说，是基督徒成圣的正常途径」。

35 这位亚尔斯本堂神父懂得采用和他的司铎身

份相配合的方式，实践这些「福音训谕」。譬如说他的「神贫」，事实上并不是一位

会士或隐修士的神贫，而是对一位神父所要求的神贫：他虽然经常要处理大量金钱(那

些富有的朝圣者都乐于帮助他的爱德工作)，他却非常清楚那些金钱并不是他的，而是

属于他的圣堂，属于他的穷人，属于他的孤儿，属于他的「天道」这团体中的女孩，

36 

和属于那些有困难的家庭的。因此「他的富有是为了帮助人，他自己可是一贫如

洗」。

37 他时常解释说：「我的秘诀非常简单：全部拿出来给人，一丁点儿都不留

下」。

38 当他身上不名一文时，他会开心地对那些前来求助的穷人说：「今天我和你

们一样穷，是你们当中的一个」。

39 于是他可以在去世前绝对安祥地说：「我实在一

无所有，因此好天主现在可以随时召我回去」。

40 他的「贞洁」也是一样，是对一位

                                                 
33

 教宗本笃十六世，《圣油弥撒中的讲道 Omelia nella Messa del S. Crisma 》(2009年 4月 9日) 。 
34

 参看教宗本笃十六世，《向圣职部全体大会的讲话 Discorso all’Assemblea plenaria della Congregazione 

del Clero 》(2009年 3月 16日) 。 
35

 第一部份。 
36「天道」(Providence) 是他专为收容和教育超过 60 名被人遗弃的女孩的女童院的名字。为了维持这所女童院，他可谓出尽混身解数：「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买卖，我都做了」，他微笑着说 (NODET，页214) 。 
37

 NODET，页 216。 
38《同上》，页 215。 
39《同上》，页 216。 
40《同上》，页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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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的职务所要求的贞洁。可以说，这贞洁适合那些经常要接触圣体，经常喜乐地默

观着圣体，并以同样的喜乐将圣体分给他们的教友的人。人们都说「他眼中闪烁着贞

洁的光芒」，事实上，那些教友发现，当他以一个在恋爱中的人的目光，那样凝视着

圣体柜时，他便会这样。

41 同样地，圣若翰玛利亚维雅纳的「听命」，亦完全化身在

他对自己司铎职务那些日常要求的尽忠职守中。我们都晓得他经常受到觉得自己不配

当堂区本堂神父，这思想的困扰，而想一走了之，「好让他能够，在孤独中，痛哭他

可怜的一生」。

42 完全只因为听命和对灵魂的热爱，才能够让他留下来紧守着自己的

岗位。他向他自己和他的教友解释说：「服事天主的最好方法只有一个：以祂自己要

的方法服事祂」。

43 因此，「只作那些可以奉献给好天主的事」，似乎就是他那个听

命的人生的金科玉律。

44 

  

 在这个以实践「福音训谕」作为滋养的灵修生活中，我特别向各位司铎呼吁，

请大家于这专为你们而奉献的一年中，懂得接纳目前圣神正透过那些教会运动和新团

体，带给教会的新春天：「圣神的恩赐是多方面的……。祂吹向祂自己选择的地方。

祂以人们意想不到，在人们无法预料的地点，采用以前根本无法想象的方式行

事……，然而祂也让我们看到，祂是为了这个独一的『身体』及这个独一的『身体』

的合一而工作」。

45 关于这一点 ，《司铎职务与生活 presbyterorum ordinis》法令的指

示，仍然适用：「要考验神是否出于天主，[司铎们]要在信德意识下，去发掘信友们

的各种不同的奇恩，无论是卑微的或是高超的，欣悦地加以辨别，用心地加以培

养」。

46 这些令到不少人追求一个更高的灵修生活的奇恩，除了对平信徒教友有益

外，对司铎本人一样有益。事实上，透过晋秩圣职和教友的神恩职务这两者的共融，

可以给教会要向世界的每个角落，宣扬和见证希望和爱的福音，这个更新了的承诺，

作出「有效的推动」。

47 另外，回应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我要给你们牧者 Pastores 

dabo vobis》这宗座劝谕所说的，晋秩圣职具有根本的「团体形态」，并且只有在与其

                                                 
41

 参看《同上》，页 112。 
42

 参看《同上》，页 82-84；102-103。 
43《同上》，页 75。 
44《同上》，页 76。 
45

 教宗本笃十六世，《圣神降临节守夜礼仪中的讲道 Omelia nella Veglia di Pentecoste》(2006年 6月 3日) 。 
46

 第 9号。 
47

 教宗本笃十六世，《向普世博爱运动及圣艾智德团体的主教朋友的讲话 Discorso ai Vescovi amici del 

Movimento dei Focolari e della Comunità di Sant’Egidio》(2007年 2月 8日) 。 



 10 

本主教的共融下方能实现，

48 我还想指出，这个以圣秩圣事为基础，并透过感恩祭的

共祭显现出来的，司铎和他们个别的主教的共融，亦需要以不同的具体方式，于司铎

彼此在精神与物质的互相协助上表达出来。

49 惟有如此，司铎们才懂得完全生活出独

身的神恩，和有可能建立生气蓬勃的基督徒团体，在这些团体内，那些曾伴随着福音

的初次宣讲的奇迹，将会再次出现。 

 

正在接近尾声的保禄年也邀请我们将我们的思想，转向这位外邦人的宗徒身

上，保禄代表的，正是一位完全献身于自己的职务的神父的光辉表样。「基督的爱催

迫着我们 — 他写道 — 因我们曾如此断定：既然一个人替众人死了，那么众人就都死

了」(格后 5:14)。他接着说：「祂替众人死，是为使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生活，而是

为替他们死而复活了的那位生活」(格后 5:15)。请问对一位正在基督徒成圣的路上努

力前进的神父来说，还可以提出比这个更好的计划吗？ 

 

各位亲爱的司铎兄弟，圣若翰玛利亚维雅纳逝世 150 周年纪念的庆祝 (1859)，

正好紧接着刚结束的，圣母于露德显现 150周年纪念的庆祝 (1858)。早于 1959年，教

宗真福若望二十三世已经观察到：「正当亚尔斯的本堂神父结束他那段漫长和功全德

备的人生时，无染原罪荣福童贞玛利亚，却在法国的另一个地方，显现给一位卑微纯

朴的女孩，原因是为了叫她传递要世人祈祷和悔改这个讯息，而这个讯息在接着的那

个世纪中，结出了不可胜数的灵修果实。事实上，我们现在正在庆祝其逝世一百周年

纪念的，这位圣善司铎的一生，正是圣母教给那位马萨比尔利 (Massabielle) 先见者，

那些伟大的超然真理的一个活生生的预象。他自己本人非常热爱无染原罪的至圣童贞

女，早于 1863 年，他已将他的堂区奉献给无原罪始胎的圣母玛利亚，当 1854 年宣布

这端真理为教义时，他是怀着如此深切的信德和喜乐接受这个消息」。

50 这位圣善的

本堂神父经常提醒他的教友，「基督在把我们可以向祂祈求的一切都赐给我们后，祂

还愿意我们成为祂所拥有的最珍贵的东西，即祂那位圣善的母亲，的继承人」。

51 

 

                                                 
48

 参看第 17号。 
49

 参看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我要给你们牧者 Pastores dabo vobis》宗座劝谕，第 74号。 
50《我的司铎圣职的开始 Sacerdotii nostri primordia》通谕，第三部份。 
51

 NODET，页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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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别将这个「司铎年」托付给至圣童贞玛利亚，求她在每一个司铎的灵魂

内，激起他们大方地更新他们向基督和向教会的完全自我奉献，这些理想的承诺，这

些理想曾启发了圣善的亚尔斯本堂神父的思想和行动。正是他那热切的祈祷生活，和

他对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热爱，使到若翰玛利亚维雅纳对天主和对教会的完全自

我奉献，每天都不断增加。但愿他的表样也带领所有司铎在他们与自己的主教、与其

它司铎，及与平信徒教友的团结共融，作出见证。这在今天，一如过往，都是如此需

要。尽管目前世界上邪恶充斥，可是，基督在最后晚餐厅中曾经对各位宗徒说过的

话，祂今日继续对我们说：「在世界上你们要受苦；然而你们放心，我已战胜了世

界」(若 16:33) 。对我们的师傅的信德，让我们有力量怀着信心向前望。各位亲爱的司

铎，基督信赖你们。愿你们跟随这位圣善的亚尔斯本堂神父的表样，让自己整个被祂

占有，如此一来，你们同样可以在今日这个世界上，成为希望、修和、和平的传讯

者。 

 

我给你们颁赐我的祝福。 

 

发自梵蒂冈 

 

2009年 6月 16日 

 

教宗本笃十六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