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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新的团结共融 
 

这三年半以来，我们透过《信心在人间

朝圣之旅》寻找一些途径，将信中新的

团结共融的各主题，能够付诸实践。 

新的团结共融能聚集所有和平的朝圣者、

真理的朝圣者，不论他们是否是信徒。 

三年半的时间，足以使各大洲的年轻人

发挥他们的力量，汇聚他们的渴望、直

觉和经验。 

 

2012年：在人类中间，开辟信心的途径。 

2013年：在上主内，发现信心的活泉。 

2014年：在所有爱基督的人中间，寻找

可见的共融。 

2015年：成为「地上的盐」。 

此外，将概括这些探索，获得新的动力。 

 

在2015 年8 月： 
在泰泽， 
我们将为新的团结共融而聚会。 
泰泽团体成立七十五周年； 

罗哲弟兄诞生一百周年。 

为了使更多青年人的声音能被倾听，各

大洲正举行各项筹备聚会。
------------------------------- 

为了使新的团结共融，可以在人类的

各层面充分发展（包括在家庭、小区、

市镇和乡村，在国与国之间，和各大洲

之间），我们必须有勇敢的决定。1 

意识到那些重压着人类和地球的危

险和痛苦，我们不愿意再任凭自己感到

恐惧或听天由命。2  

                                                           
1 人类的团结共融一直都是必要的，但需要透
过新的表达方法，加以更新并恢复活力。今天，
或许在历史中是前所未有的，年轻一代预备在
各大洲、在每个国家里，公平分享大地资源，
平等分配财富，这是非常迫切的。 
2 迈向新的团结的推动力，是可能存在的。它
由一个信念所激发，相信世界的历史并非预先
注定。让我们回想几个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
之后，少数政治领袖抱着一丝希望，对彼此的
修和深信不疑，并开始勇敢建立一个团结的欧
洲；一九八六年，菲律宾的和平革命带来深远
的转变；在波兰，庞大的民间运动（「团结工
会」运动）以非暴力的方式，为好几个欧洲国
家预备通往自由的道路；一九八九年，柏林围

然而，人类的美好希望却仍有破灭

的危险。经济困难越来越沉重，社会上

有时令人措手无策的复杂状况，以及面

对自然灾祸的无能为力，这一切都企图

扼杀希望的嫰芽。3 

为要创造新形式的团结共融，难道这

不是更努力发现信心活泉的时候吗？ 

                                                                                                  
墙倒下，在事情未发生以前，仍然是不可思议
的；同时，拉丁美洲诸国亦开始踏上民主之路，
开始梦寐以求的经济发展，希望穷人可以同时
藉此受惠；南非结束了种族隔离政策，曼德拉
（Nelson Mandela）伸手带领人们盼望修和；
最近，在北爱尔兰和巴斯克等地区，我们目睹
政治暴力的结束。 
3 世界经济的动荡，为我们造成各项问题。政
治权力的版图正在改变；不平等的现象正在增
加。今天已向我们证明，昨天的安全感不再适
切。然而，这是否让我们反省：什么是我们生
活抉择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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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没有社会能够在没有信心的

情况下生存。 

当信任被人辜负，其创伤会留下深刻

的痕迹。 

信任并非盲目轻信；它不是随口说出

来的话。信任是抉择的结果，是内心挣

扎的成果。我们每天被召唤再次踏上

「从忧虑走向信任」的道路。 

 

人类之间的信任 

开辟信任的途径，是在响应一项迫切

的需要：虽然通讯变得越来越容易，但

我们人类社会仍是四分五裂。 

围墙不仅存在于各民族之间、各大洲

之间，也在我们身边，甚至在人的心里。

想一想不同国籍间的成见；想一想移民，

他们是那么近，又是那么远。各宗教仍

旧互不认识，而基督徒本身也分裂成很

多宗派。 

世界和平就从我们的心开始。 

为了开始团结共融，我们需要走向他

人；有时候双手空空，聆听、尝试了解

一个与我们想法并不相似的人……这样，

僵局就可以改变。 

力图关心最弱小的人，关心找不到工

作的人……我们对最贫穷者的关心，可

以透过参与社会而表达出来。在更深入

的层次上，这是一种向万物开放的态度：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近人[邻舍]，也就

是那些需要我们的穷人。4 

面对贫穷和不公义，有人最后诉诸反

叛，甚至引起漫无目的的暴力。暴力不

可能是改变社会的方法。5但是，我们需

                                                           
4 贫穷不只关乎物质生活。贫穷也可是缺少朋
友，找不到生命意义，未能接触诗词、音乐、
艺术等一切使我们向创造之美开放的资源。 
5 一九八九年在东德，柏林围墙倒塌的前夕，
街头示威的主办者要求每人手持蜡烛：一只手
拿着蜡烛，另一只手挡住风吹，所以没有手作
暴力行为。 

要聆听那些表达愤慨的青年，好能理解

他们感到愤慨的主要原因。6 

新的团结共融的推动力，是由根深蒂

固的信念所孕育而成：其中的一个信念，

就是对分享的需要。7 既然分享是如此的

迫切需要，这就能够聚集不同宗教的人，

也包括信徒和非信徒。 

 

信赖上主 

人类之间的团结共融，可以找到一个

关系到上主的稳固基础，但对上主的信

赖却往往受到质疑。很多信徒在工作或

读书的地方，有时在家庭中，都有这些

负面经验。 

很多人不相信有一位亲自爱他们的上

主；也有很多人坦诚地提出这个问题：

我怎样知道自己有信德呢？ 

今天，信仰看似是一种冒险，即信赖

的冒险。 

信仰最首先、最重要的，并不是拥护

各项真理；信仰是与上主的关系；8信仰

呼唤我们转向上主的光明。 

                                                           
6 参与马德里「愤怒者运动」（indignados）
的青年写信给我：「如果情况没有改善，任何
事情都可能发生。很多人失业；他们正在失去
居所和基本人权。有很多人为此感到困窘和愤
怒，因为不公平的法律、经济和社会制度，虚
假的民主政制，当局没有保证宪法中列明有关
房屋、身心健全等公民权利……你问：『泰泽
可以为我们做什么？』我们的答案是：『你们
继续做你们正在做的事情，指示我们如何保持
内心的平安。我们需要你们的祈祷，以及你们
向我们所表现的友爱。你们也可以帮忙分享这
讯息，给其他与我们有同样忧虑的青年。』」 
7 例如，了解西方国家并不只是呼吁给予非洲
人道援助，他们也是为了确保非洲的公义。对
海地等其他国家来说也一样；海地人民拥有尊
严和真诚的信仰，但却是史上遭受最多粗暴对
待和羞辱的民族。 
8 教宗本笃十六世多次强调：人与上主的关系
是信仰的基础。例如，他写道：「成为基督徒，
不是由于一项伦理选择，或者一种崇高的理念，
而是遇到一个事件，遇到另一位，遇到一个能
赋予生命崭新的视野，以及决断性方向的事
件。」（本笃十六世，《天主是爱》导言，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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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主的信赖并不导致奴性，或压抑

个人的自我实现，9 反而在上主内的信德

[信仰]，使我们自由、使我们没有恐惧，

自由地过一个服事别人的生活，就是服

事那些上主交托给我们的人。10 

对上主的信赖越增长，我们的心灵就

越宽大，包容世界各地、分属各种文化

的人。我们的心灵也能够容纳各种减轻

痛苦、并促使社会进步的科学和技术。 

上主犹如太阳那样光辉夺目，使我们

不能注视。但是，耶稣显露上主的光明。

整部圣经引导我们信赖，是绝对超越的

上主进入我们人类的现实，并以可理解

的语言向我们说话。 

基督信仰如何与众不同？那就是耶稣，

以及与祂之间活生生的关系，而我们对

这关系的认知，也将永无止境。 

 

共融的基督 

我们都是朝圣者、寻求真理的人。相

信基督不表示占有真理，而是让祂（祂

就是真理）握住我们，并迈向圆满的启

示。 

那总是历久常新的、使人惊讶的，就

是耶稣透过简朴的生命，传达上主的光

辉。上主的生命使祂更加人性。11借着人

                                                           
9 我们的信仰需要不断净化，涤除各种投射和
恐惧，有时是透过内心挣扎于怀疑与信赖之间。
这是为什么今天很多青年不仅限于参照教会传
统；对他们来说，若要推动信仰的信心，个人
的参与和信念，都不可或缺。 
10 保禄宗徒[使徒保罗]说，「我原是自由的，
不属于任何人；但我却使自己成了众人的奴仆，
为赢得更多的人」（格前[林前]9:19）马丁路
德注释时，写道：「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众人
之主，不受任何人管辖。基督徒是全然顺服的
众人之仆，受任何人管辖。」（马丁路德，
《基督徒的自由》） 
11 耶稣不是伟大的苦修者，祂屡行奇迹，尤其
是治病。可是，在决定性的时刻，祂可以证明
自己是上主派遣的那一位，但在十字架上，上
主却选择沉默，这是所有受苦者都知道的沉默，
但这也是祂要分享的沉默。门徒们很难明白：
耶稣竟然是一位可怜的默西亚[弥赛亚]。他们

类生活的简朴，圆满地表达自己。上主

更新在人类中间的信心；祂使我们能够

相信人。由那一刻开始，我们不再对世

界或自己失去信心。 

耶稣接受横死，却没有以暴易暴；祂

把上主的爱带到只有仇恨的地方。12在十

字架上，祂拒绝宿命和消极被动。祂爱

到底，而且，尽管痛苦是荒谬又不可理

解，但祂仍继续信赖上主比恶更大，且

死亡没有得胜。相反地，祂在十字架上

的痛苦成为无限爱情的标记。13 

上主使祂从死里复活。基督不是只属

于过去；在每一个新的一天，祂都为了

我们而在这里。祂派遣圣神[圣灵]，使我

们能够以上主的生命而活。 

我们信仰的中心是复活的基督；祂就

在我们中间，与每一个人建立爱的关系。

将眼目转向祂，这唤醒我们对自己的存

在感到惊叹，并更深入认识我们的存在。 

当我们在祈祷中注视祂的光明，这光

明便会渐渐在我们之内照耀。基督的奥

秘成为我们生命的奥秘。我们内心的矛

盾和恐惧或许不会消失，但是，借着圣

神[圣灵]，基督完全进入我们的忧虑，以

致黑暗被照亮。14 

祈祷引导我们同时朝向上主，也朝向

世界。 

                                                                                                  
可能希望耶稣改变当时的社会或政治状况；但
他们不知道，祂来，主要是为了拔除恶的根源。 
12 「他受辱骂，却不还骂；他受虐待，却不报
复，只将自己交给那照正义行审判的上主。」
（伯前[彼前]2:23） 
13 面对无辜者要忍受难以理解的痛苦，我们往
往感到不知所措。而这个问题、在整个人类历
史中回响的呼喊，却触动我们的心灵：上主在
哪里？我们没有现成的答案，但我们能够把自
己交托给基督，因为祂已征服死亡，并且与我
们一同受苦。 
14 祈祷是默观上主的光明，是一种聆听。透过
圣经，我们明白：上主是对我们说话、有时向
我们提问的那一位。对我们而言，基督有时是
期待被爱的可怜人，祂告诉我们：「看，我立
在门口敲门。」（默[启]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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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利亚玛达肋纳[抹大拉的马利亚]在

复活的清晨看到活着的基督，我们蒙召

与人分享这个喜讯，就像她一样。15 

教会的呼召，是聚集世界各语言、各

民族的男男女女进入基督的平安。教会

是福音真理的标记；教会是基督的奥体

[身体]，由圣神[圣灵]赋予生命，她使

「共融的基督」临在。16 

「当教会孜孜不倦地聆听、17 治愈以

及修和，她就成了最光明的事（爱、怜

悯、安慰的共融），是复活基督澄明的

记号。教会从不是疏离的，也从不处于

防卫的状态，她避免各种形式的苛刻，

但教会能够让谦逊的信赖，直接照射到

我们的心灵。」18 

 

力求做「地上的盐」 

共融基督的到来，不是要使基督徒分

开，组成一个孤立的团体；祂派遣他们

服事人类，作信心与平安的酵母。19基督

徒之间可见的共融，本身并不是目的，

而是在人类当中的标记：「你们是地上

的盐。」20 

基督借着十字架和复活，在人类中间

建立新的团结共融。在祂里面，人类四

                                                           
15 参阅：若[约]20:11-18。 
16 「共融的基督」是罗哲弟兄的表达。这来自
年仅21岁的柏林神学家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基督以一个群体存在人世
中」，「借着基督，人类真正融入上主内的共
融。」（Bonhoeffer, 《圣徒相通》） 
17 在教会的各处，聆听的职份可以由愿意献身
于此的男女所实行。有些平信徒能够承担这聆
听的职份，这也能补足神职人员的职份。 
18 罗哲弟兄，《心灵平安之源》。 

19 虽然这服事是要采取相反的策略，以不同于
所有泯灭人性之社会的事；但这服事也试图超
越这一切，并与世界上不同文化，或历史中不
同的文化，进行有建设性又互相尊重的对话。
「酵母不会显示力量，直至它靠近面团，而且
不仅接近，而是与面团混合，直至它不能与面
团分别开来。」（圣金口若望，《玛窦福音讲
道》46） 
20 玛窦福音[马太福音]5:13。 

分五裂、互相对立的情况得以克胜；在

祂里面，众人成为一家人。21与上主修和，

这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修和。22 

但是，如果盐失了味……我们必须承

认，我们基督徒常常使基督的这个讯息

模糊不清。尤其是，假如我们仍在分裂，

我们怎能传播和平？ 

在历史的这一刻，我们要使这爱与和

平的讯息恢复生气。我们是否愿意竭尽

所能使这讯息不再被误解，使它能以原

始单纯的方法发光发亮？ 

我们可否在没有任何强迫的情况下，

与那些尚未分享我们的信仰、却全心寻

求真理的人一起踏上旅途？23 

在我们寻求创造新的团结共融，并开

辟信心途径的同时，总会遇到、也将会

遇到考验。有时候，这些考验似乎使我

们不知所措。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做？

面对个人考验，面对别人经历的考验，

我们的回应不就是爱得更多吗？ 

 

艾乐思弟兄 

 

 

                                                           
21 基督说：「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时，便要吸
引众人来归向我」（若[约]12:32）。「不再
分犹太人或希腊人，奴隶或自由人，男人或女
人」（迦[加]3:28）。 
22 参阅：弗2:14-18。基督消灭那分隔上主子
民和其他人之间的围墙，使众人都可以靠近上
主。团结共融不可局限于一个家庭、或一个民
族，它超越一切本位主义。 
23 例如，可以借着分享这些问题：我的生命意
义是什么？什么是我们的生命的指示？我的生
命和什么目标相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