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Zh-GB 

 

2013 的四项建议 
发掘信赖上主的泉源 

 

去年在柏林发表的《迈向新的团结共融》书信（“Towards a 

New Solidarity”，可在 La Morada 取得相关信息，或浏览网址

www.taize.fr），将在未来三年继续支持我们的探索。我们将在 2013

年致力寻求各种方法，以「发掘信赖上主的泉源」，而这个「四

项建议」将帮助我们继续进一步的探求。 

艾乐思弟兄 

 

第一项建议 

一起谈论我们的信仰旅程 

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意义？我们如何面对痛苦和死亡？我们

在哪里找到那赋予生命的喜乐？ 

这是我们每个世代和每一个人，都应邀回答的问题。 

然而，答案不可能从现成的公式里找到。 

「神是否存在……？」有关神的问题从没有消失，但提

问的方式却已完全改变。 

在这个以强调「个人」为中心的时代，这观念有其积极的一

面：它增强人的价值、人的自由和自主。 

在宗教仍占有重要地位的社会里，对上主的信赖却越来

越不显而易见；它要求个人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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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住于不可接近的光中，没有人看见过，也不能看见的

上主」（弟前[提前]6:16）。保禄宗徒[使徒保罗]的一席话，

在今天仍有重大意义。我们可以从这些话得出什么结论呢？ 

让我们一起寻找，与其他信徒、不可知论者，或无神论

者一起谈论这议题！信仰与怀疑的分界线，同时穿越很

多信徒和非信徒的心。 

当寻求上主的人在表达信仰时，不再那么肯定的时候，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比较不虔诚，他们反而真正意识到上

主的超越性；他们拒绝以概念来束缚上主。 

如果没有人能看见上主，那么，初期的基督徒怎会表示「我

们在耶稣身上看见上主」？保禄宗徒[使徒保罗]也写道：「祂

是不可见的上主的肖像」（哥[西]1:15）。 

耶稣与上主是一体的，是真神和真人，没有分隔或混合。

为了阐述这些有关上主奥秘的矛盾用语，在历史过程中

出现很多争斗！然而，这些争斗并不会取代我们自身的

寻求；反而，它们是沿途的标志。 

耶稣借着祂整个人和所行的一切事，显示出「上主是爱」。

祂启示上主的心。上主不是恣意专横的权势，而是爱我们的

那一位。 

初期基督徒见证耶稣从死里复活，见证祂在上主之内。祂来，

就是要把上主的生命，放置在祂所遇见的人的心里，犹如宝

物一样。那宝物就是祂个人亲自的临在；祂的名字是「圣神 

[圣灵]」；祂要来劝慰和鼓励我们。 

「父」、「子」、「圣神[圣灵]」之名显示上主是共融、关

系、对话、爱……三位是一体的。也因为基督信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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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伟大的矛盾，以致我们不能够成为真理的主宰。 

第二项建议 

寻求与基督相遇的方法 

耶稣没有教授一套理论；祂像我们一样，过着凡人的生活。

唯一的分别是，在祂身上闪耀着上主的爱。 

即使在祂的一生里，很多人不相信祂：「祂疯了｣ （谷

[可]3:21），｢ 祂使自己与上主平等｣ （若[约]5:18）。 

没有人被迫相信祂。相信不仅是一种感觉，这也是理性的行

为；这可能是经过周详考虑之后，才决定要信仰基督。 

什么使耶稣是可信的？为什么在两千年来，祂有那么多跟随

者？是否是因为祂的谦逊？祂没有把任何东西强加在任何

人身上，祂只是走向众人，告诉他们上主已临近。 

祂信任那些被社会拒绝信任的人；祂恢复他们的尊严；

祂允许自己遭人鄙视和排斥，以致上主的爱不会拒给那

些穷人和被排斥的人。 

我们可以借着阅读福音，透过其记载基督的生平而与祂相遇。

今天，祂仍然向我们提问：「你们说我是谁？」（玛[太]16:15）。

祂也告诉我们：在感恩祭中，祂把自己交付给我们。 

当我们的教会成为热诚友爱的团体，我们便可在那些相信祂

的人的友爱团契中，与祂相遇。 

明年我们将寻求实际的方法，以实现在所有爱基督的人

之间，形成可见的共融。 

我们在贫苦的人身上与祂相遇。耶稣对他们怀有特别的爱。 

「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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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玛[太]25:40），我们将在 2015 年的聚会中，证

实基督的这句话是真确的。 

当我们看见那些依赖祂的见证人时，便可以与祂相遇。 

让我们（不论是独自一人，或与其他人一起）会见一位

因与基督相遇而改变生命的人，并与对方交谈。 

或者，让我们一起阅读一位信仰见证人的生平，例如：

亚西西的方济（Francis of Assisi）、柏姬达（Josephine 

Bakhita）、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德兰修女

（Mother Teresa）、罗梅洛（Oscar Romero）、亚历山

大·文（Alexander Men）及很多其他人。 

他们彼此各有不同的，每人拥有自身独特的恩赐。我们不必

企图抄袭他们，而是留心他们对基督的信赖，是如何改变了

他们。 

他们也有过失。即使有些人经验过内心的黑夜，但是，

他们都在祈祷中向上主说话。与基督的友谊使他们自由，

并藉此发挥他们身上最好的一面。 

 

第三项建议 

寻找倚靠上主的方法 

相信上主，信赖上主，意思就是倚靠上主。怀有信仰并不意

味着能够解释一切，或可以轻松自在地生活，怀有信仰是找

到坚定和起始点。 

这不意味着要依靠我们的成败，而最终依靠我们自己，

而是靠着那爱我们的那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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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能够活着而完全不仰赖任何事物，因此，在这意义上，

每个人都相信某些东西。就像耶稣所做的一样，也因为耶稣

所做的，祂邀请我们倚靠上主；祂教导我们祈求「我们在天

之父」。 

静默的崇拜培养反省和理解。但是，更重要的是，它把

我们置于上主的奥秘前，并在这奥秘之内。 

发展「安息」的时刻。每星期腾出几个小时，让自己停

下来，不做任何事，把我们的时间奉献给邻近的圣堂，

与其他人一起祈祷，每星期偕同地方教会纪念基督的死

亡复活……这让上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找到位置。 

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在生命，在此，交织着光明与黑暗、喜乐

与恐惧、信任与怀疑。令人惊讶的突破，也可以在那里发生。 

当我们知道我们是被爱的，或当我们爱的时候；当我们

经验友谊的关系，或当创造之美、人的创意触动我们的

时候，这将使我们发现生命确实是美丽的。这时刻是我

们意想不到的；即使在痛苦的日子里，这些时刻也可能

出现，犹如来自别处的光一样。 

在这些时刻，我们可以单纯地看到圣神[圣灵]临在我们的生

命中。 

在这个世代，当我们经历破裂的关系，或生命出现出乎

意料之转变的时候，我们与基督的关系便可以提供延续

性和意义。 

信仰并不使我们内心的矛盾消失，但是，圣神[圣灵]使我们

过着喜乐与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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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项建议 

无惧地向未来和向别人开放 

信仰并不会使我们故步自封。信赖基督使我们乐于相信未来、

相信别人。信仰鼓励我们勇敢面对这时代的问题，以及自己

生活的问题。 

信仰就像锚一样，让我们稳固地与上主的未来、与复活

的基督连在一起，彼此紧密相系。福音不容许我们对死

后生命进行任何猜测，但它却传达给我们一个希望：我

们将看到基督，祂已经是我们的生命。 

信仰引导我们不再害怕未来或别人。 

来自信仰的信心并不是天真幼稚的。它也意识到那存在

于人类，甚至存在于我们心灵中的恶。但是，它没有忘

记「基督是为了众人而来」。 

对上主的信赖，让我们内心产生新的方法来看待别人、世界

和未来，包括感恩、希望，以及对美的关注。 

对上主的信赖使我们自由，并富有创意。 

因此，我们可以与第四世纪的圣额我略（Saint Gregory）一

起咏唱：「祢，超越一切万物，什么意念能抓住祢呢？万物

都在颂扬庆祝祢，所有的渴望都在寻求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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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在人间朝圣之旅：从基加利到罗马 

 

「信心在人间朝圣旅程」的其中一站，于 11 月 14

至 18 日在卢旺达的基加利（Kigali, Rwanda）举行。这

是继南非的约翰内斯堡（1995 年）及肯尼亚的奈罗比

（2008 年）之后，第三次在非洲聚会。参加者来自卢旺

达各地，来自东非的大湖地区及以外的地方，共有来自

三十五国家，超过八千五百名青年，并被四千个家庭所

接待。 

我和两位弟兄从基加利到北基伍的戈马（Goma, North 

Kivu）；因为多次动乱，导致数以万计流离失所的家庭

涌到该区。 

 

卢旺达经历了一段极度痛苦的时期，一切仍然记忆

犹新，创伤也依旧。但是，国家正在重新振作。我们钦

佩那些带来怜悯和治愈的人，例如：他们照顾孤儿，视

如己出。 

我们从卢旺达带回来的，首先是呼吁修和。教会希

望促成深度的修和；不是一种被迫的共存，而是心灵的

和好。这是对我们众人的呼吁：我们如何使那些看来是、

也或许是互相排斥的双方修好？因为基督来，就是要使

那些看似永远对立的双方，能够彼此和好，所以我们不

是注定要勉强接受，也并不是非要顺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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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马处于特殊的情况，纵使当地面对极大困境，且

常是彻底的贫穷，但是，我们仍然遇到缔造和平的人，

以及爱的见证人。由于他们的信仰，即使身处于混乱、

恐惧和遗弃当中，却仍然能够站立得稳。所以，在我们

眼前所看到的，还是保有教会的形象；即使没有其他架

构在运作，它依然是欢迎众人的地方。  

非洲的年轻基督徒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动力是

福音的鼓励，它使人在盼望中坚定不移。 

 

在罗马举行的欧洲聚会，给予在欧洲和其他地方的

青年一个机会，一起反省信仰的泉源，在宏伟的罗马大

殿祈祷、前往宗徒[使徒]的墓穴和地下墓穴朝圣，并发

现当地教会两千多年以来的传统。在聚会的第二天，有

45,000 名青年分属东正教、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云集在

圣伯多禄广场，与教宗本笃十六世共同祈祷，一个简单

的共祷、咏唱泰泽诗歌、恭读上主的圣言，加上长时间

的静默。然后，在皎洁的满月刚升起时，见到整个广场

燃起成千上万枝蜡烛，每人手持着它，作为复活的标志，

而青年人最后以聆听教宗的谈话作为结束。 

 

如果我们在 2012 年特别关注非洲的青年，那么，在

2013 年，我们将聆听亚洲青年的声音：今年 10 月至 11

月，有几位弟兄将在一些国家朝圣，包括韩国首尔，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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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瓦塞（Vasai）和孟买。而我们也会前去那些渴求更

大的正义和自由的国家，去表达团结共融。 

 

我们将在 2013 年伊始之际，同一百名青年前往伊斯

坦堡，与宗主教巴尔多禄茂（Bartholomew），以及当地

不同教会的基督徒庆祝主显节。祂们来自 25 个国家和

许多宗派，重要的是：我们发现所有人都有根生发于此，

我们的信仰在那里制定了「信经」；某些教会教父在那

里开启了基督教信仰，他们原本是不知道「圣经」存在

的文化。然而，今天在伊斯坦堡的基督徒是少数，他们

身处在基督宗教成为边缘宗教的社会中，他们是主显之

光的一个标志，从伯利恒卑微的洞穴，向整个创造界和

世界闪耀其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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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欧洲青年聚会 
2012 年 12月 29日于圣伯多禄广场的祈祷 

 

艾乐思弟兄向教宗本笃十六世的问候致言 

 

至圣圣父*， 

对于「信心在人间朝圣之旅」来说，今天是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日子。我们来自欧洲的不同国家，还有

的来自各大洲，同时也来自不同的宗派。那将我们团

结在一起的，比将我们彼此分离的更强而有力：同一

个洗礼、同样上主的圣言使我们合一。今晚，我们来

到这里，并围绕在您的身边，庆祝我们的合一。这是

一份真实的合一，即使这合一还没有完全达致。当我

们共同转向基督的时候，这份合一就不断在我们里面

根深蒂固。 

罗哲弟兄为我们的团体留下来一份宝贵的「遗

产」：他特别切愿把福音传扬给青年人。他深深意识

到，基督徒彼此间的分裂与纷争，是传递信仰的阻碍。

他开辟了修和的途径，这是条我们尚未探索完毕的途

径。许多人受到他的见证所激励，愿意以他们的生活

去预尝修和，生活得像是已经修和的人一样。 

已经修和的基督徒，能够成为和平与共融的见证

者，在人类中成为缔结新的团结共融的人。 
                                                 
* 对于天主教教宗的尊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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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行动的基础，是寻求与上主建立个人的关系。

祈祷的合一运动并不鼓励轻易的容忍，而是提倡彼此

认真地聆听，以及真挚地对话。 

今天我们在这里祈祷，不能忘记在罗哲弟兄惨死

前，他写给您〈至圣圣父〉的信中提到：我们的团体

愿意同您走上共融的道路。我们也不能忘记在他去世

后，您对我们的支持是如此珍贵，勉励我们继续向前

行。请允许我再次向您本人和您的圣职表示衷心的敬

意。 

最后，我想把众多非洲青年对希望的见证带给您。

一个月前，我们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与他们相聚。他

们来自 35 个不同的国家，一同参与修和与和平的朝

圣之旅，其中包括刚果、北基伍的青年。这些青年基

督徒的深厚活力，是教会未来的希望。 

这些非洲的青年期待我们可以带回象征盼望的

高粱种子，好使它们可以在欧洲生根发芽。圣父，我

可否被准许，将这小小的传统卢旺达篮子（称为

agaseke），一及一些从非洲带回来的希望种子，一起

奉献给您？或许可以种在梵蒂冈的花园里，让它们在

那里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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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本笃十六世在欧洲青年聚会的谈话 

 

谢谢！艾乐思弟兄，感谢你这温馨又充满温情的

问候。亲爱的青年们，亲爱的信心朝圣者，欢迎你们

来到罗马！ 

你们来自全欧洲和其它大洲，来到圣宗徒伯多禄

[使徒彼得]和圣宗徒保禄[使徒保罗]的墓前祈祷。事

实上，在这座城市，他们为了基督流洒鲜血。激励两

位伟大基督之宗徒的信德[信心]，也同样勉励你们踏

上今日的旅程。在即将开始的新的一年，你们致力发

掘这个信心的泉源，为要在日常生活中活出对上主的

信赖。我很高兴看到你们这样做，这体现了自去年十

月份开始的「信德年」的目标。 

这是你们第四次在罗马举行欧洲青年聚会。趁此

机会，我想引用第三次在罗马聚会时，前任教宗若望

保禄二世对青年的谈话：「教宗深深地感受到，我和

你们每位走在『信心在人间朝圣之旅』的人，我们是

彼此交织在一起的……我也是因着基督之名，而被召

叫[呼召]成为信心的朝圣者。」 

七十多年前，罗哲弟兄建立泰泽团体。来自世界

各地成千上万的青年人，不断地前往泰泽，在那寻找

生命的意义。弟兄们也欢迎青年人与他们一同祈祷，

并提供青年人机会，去经验与上主间的个人关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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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协助青年人走向基督，这也正是罗哲弟兄开始「信

心在人间朝圣之旅」的初衷。 

这位永不疲倦的和平与修和的福音见证者，被具

圣德的合一运动的热火所推动，罗哲弟兄鼓励所有经

过泰泽的人，都能成为共融的探索者。我们必须在内

心的深处，倾听他活出属灵的合一运动的声音，让我

们被他的见证所引领，使我们朝向真正内蕴和属灵的

合一运动。跟随他的脚踪，愿你们所有人都能肩负这

合一的讯息。我向你们保证天主教教会这不可撤回的

承诺，即继续寻求修和的途径，以实现基督徒之间可

见的合一。今晚，特别向你们当中的东正教和基督新

教的朋友们，表示我衷心的敬意。 

今天，基督向你们提出一个问题，这问题也曾经

向祂的门徒提出过：「你们说我是谁？」此时我们聚

集在伯多禄[彼得]的墓前回答说：「你是默西亚[基督]，

永生上主之子。」（玛[太]16：15-16）祂用自己全部的

生命，具体地回答这个问题。基督愿意接受我们那份

来自我们内心深处自由的回应，而不是在强制与畏惧

中回应。回答这个问题，你们的生命将会找到最强的

意义。刚才听到的若望[约翰]书信，帮助我们明白如

何用最朴实的方法回答：「我们信祂的圣子耶稣基督

的名字，并彼此相爱。」（若一[约一] 3：23）相信祂，

并彼此相爱，还有什么可以比这更令人兴奋的吗？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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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可以比这更美的吗？ 

在罗马的这几天，让这个对基督说的「是」，能

够在你们的心中萌芽，可以利用一段长时间的静默，

这也是你们团体祈祷的一部分，在聆听上主圣言之后

的静默。伯多禄后书[彼得后书]曾经写道：你们当十

分留神这话语，就如留神「在暗中发光的灯」，「直到

天亮，晨星在你们的心中升起的时候」（1：19 ）。「留

神在暗中发光的灯」，更应注意后面继续说：「直到天

亮，晨星在你们的心中升起的时候。」你们必须意识

到：「晨星必须每日在你们的心中升起，是因为并不

是每天都在那里见到。」有时在你们心中无辜的罪恶

和苦难，会制造疑问和困惑。对基督说声「是」可以

变得困难。但这些疑惑不会使你们成为非信徒！在福

音中，耶稣并没有回绝男子的呼喊：「我信！请你补

助我的无信罢！」（谷[可]9：24） 

在这场战役中，为了使你们不会丧失信仰，上主

并没有使我们孤立无援。祂给予我们教会共融的所有

喜乐与安慰。 

在你们逗留罗马的期间，感谢那些盛情款待你们

的堂区和修会团体，让你们可以有全新的体验去经历

教会。当你们回到家中，回到不同的国家，我邀请你

们去发现：上主透过各种的召叫[呼召]，使你们成为

祂教会的共同负责人。基督身体的共融需要你们，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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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她里面都会找到自己的位置。从你们不同的天赋

和每人所具有的特质，圣神[圣灵]型塑、并将生命的

气息吹进这共融的奥秘中，这就是教会，这是为了向

当今世界传布福音的喜讯。 

连同静默，歌咏在你们日常祈祷中占有很重要的

地位。在这些时日，泰泽的赞美歌咏回荡在罗马的大

殿中。 歌唱是一个激励，以及是种无与伦比的祈祷

方式。当我们向基督咏唱时，你们便向祂希望的奥秘

敞开。不要怕在黎明之前举心赞美上主，你们将不会

感到失望的。 

亲爱的青年朋友们，基督并没有把你们抽离世界。

祂将你们派遣到那些暗淡无光的地方，以致于你可以

将祂的光带给别人。你们被召叫[呼召]去做身边的人

的微小亮光。因为你们关注地球上的财物的公平分配；

因为你们委身奉献于公义、人类的新团结共融，所以，

你们将帮助周围的人更加了解：福音将如何引领我们

去到上主那里，同时也引领我们去到他人那里。因此，

因着你们的信德[信仰]，你们将对于「在人间发掘信

赖的泉源」有所贡献。 

愿你们充盈着希望！愿上主降福你们、你们的家

人和朋友。 

 

 



16 

 

罗马聚会所收到的贺电 

请参阅 http://www.taize.fr  

 

回响与见证 

为了与其他人分享个人的聚会经验，或继续反省

新的团结共融，可以写信至： echoes@taize.fr 

 

第 36 届欧洲聚会于法国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 

2013 年 12 月 28 日至 2014 年 1 月 1 日，欧洲聚

会将在两国的边界举行，斯特拉斯堡象征欧洲的修和，

而这是个开放且团结

共融的欧洲。我们将

在法国的阿尔萨斯市

（Alsace），和德国的

巴登市（Baden）受到

欢迎款待。 

 

 

2015 年 8 月： 

在泰泽举行新团结共融的聚会 

泰泽团体成立七十五周年 

罗哲弟兄诞生一百周年 

 

http://www.taize.fr/
mailto:echoes@taize.f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