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伟大的事就是爱（九）：我们是使徒！ 

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使徒身份不仅仅是一项「任务」或每天占用一定时间所做的活动。

这是一种来自于「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一个灵」的内心需要。 

 

耶稣在世上所开创的使徒冒险始于葛法翁。我们知道十二使徒中至少有四位是那个镇上

的渔民。「当我主召叫首批宗徒们时，他们正在一艘旧船旁边，忙着修补破烂的鱼网。

我主告诉他们要跟随祂，而他们 statim 立即，relictis omnibus 舍弃一切！然后跟随了

祂。……」1 

耶稣召唤第一批使徒的时候，明指出一条永远改变历史进程的道路:「来跟随我！我要

使你们成为渔人的渔夫。」（谷 1：17）。祂没有说得更详细。他们则继续捕鱼，但从现

在开始，他们将捕捉另一种「鱼」。他们也会进一步了解不同的「海洋」，但他们在工作

中学到的技能仍然有用。那些顺风顺水、渔获量大的日子会到来，但也会遇到日子过得

很慢，没有鱼，或者只捕到一点鱼，他们会带着空空的两手回到岸上。但决定的关键不

在于鱼的数量，也不在于人们判断成功或失败的标准；重要的是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

从一开始，耶稣就希望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新身份，因为祂召唤他们不仅要做些事—一项

美好而非凡的事业—而是要成为完成一项使命的人：成为「渔人的渔夫」。 

「都是为了福音」 

在回应天主的召唤时，我们的身份被重新配置。「这是一种新的人生观，」圣施礼华说。

意识到耶稣亲自邀请我们分享祂的使命，即激发每个人「把他们最高尚的精力专注投入

到一项活动中，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活动就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因此，一点一点地，

「在不知不觉中，圣召引导我们在生命中占据了一个位置，我们热切而快乐地护守着它

直到临终。这给了我们的工作一种使命感。」2 随着时间的推移，塑造了我们的生存的

方式、行为的方式以及看待世界的方式，并使我们快乐无比。 

就像范康仁蒙席强而有力地说的：「我们并非是『做使徒工作』，我们就是使徒！」3 在

我们的个人生活中，使徒的使命并没有占据一个特定的时间或地点；相反的，它影响到

我们做的每一件事，触及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圣施礼华从一开始就坚持对从事这项

工作的人说：「不要忘记，我的孩子，你不只是一个和其他人联合在一起去行善的人。

那已经很不错了，但仍是不够。你是一个使徒，要实践基督必须服从的命令。」4 

「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圣保禄高喊。（参格前 9：16-23）这是他灵魂深处的信

念。这种爱的冲动对他既是邀请，也是责任：「我若传福音，原没有什么可夸耀的，因

为这是我不得已的事；」因此，他所寻求的回报，就是「传布福音时白白地去传。」因为



他自以为「使自己成了众人的奴仆，为赢得更多的人。」保禄向我们敞开了他的心：他

是宗徒中最末位的、当不起的、没有功绩，但他「是」位宗徒。所以他的使徒职分是无

条件的：「我所行的一切，都是为了福音。」这是他的「介绍信」，以及他愿意怎样被人

认识：「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禄，蒙召作宗徒，被选拔为传天主的福音。」（罗 1：1） 

同样地，使徒工作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不单单是一项「任务」或每天占用一定时间的一项

活动，甚至也不是必须做的重要事情。这个需要来自于与整个教会「在基督里成为一心

一体」5 的合一。成为使徒「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荣誉头衔。它具体地甚至戏剧性地涉

及到当事人的整个一生。」6 有时候，我们需要别人的鼓励和建议来努力倡导基督。但

既然我们知道我们的召唤是天主的恩赐，我们就应该求祂让使徒热忱从我们心里流出来，

像水从泉源流出一样自然。（参若 4：14） 

世界的盐、光和酵母 

我主经常用比喻向门徒解释他们要在世上扮演的角色。「你们是地上的盐……，你们是

世界的光。」（玛 5：13-14）还有一次，耶稣对他们谈到酵母，说一点酵母使全面团发了

酵。（参玛 13：33）因此，耶稣的使徒必须成为：带来喜乐的盐，引导别人的光，引起

众人反响的酵母。这就是圣施礼华对他的子女作使徒的预见：「天主召唤你们走上一条

特定的道路：把你们放在世界所有的十字路口，同时把你们的心放在天主身上。并在那

里成为酵母，世上的光和盐。为了发光、给咸味、发酵、使人奋发向上。」7 

主业团的信徒们，像许多其他的普通基督徒一样，在世界中间，以自然和慎重的方式履

行他们的使徒工作。虽然这有时会引起误解，但他们只想将这些关于我主的比喻，实现

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当盐适当的调配在菜里时，是看不到的；给原本无味的食物增添

了味道，即使食物质量很好。酵母也是如此；它使面团变大而不被人注意。灯「是放在

灯台上，照耀屋中所有的人。」并且总是「在人前照耀。」（玛 5：15-16）然而，灯并没

有唤起人们对它本身的注意，而是唤起人们对它所要照亮的事物的注意力。基督徒应该

享受和别人在一起，分享他们的梦想和计划。「我们是基督的盐和光，当我们周围没有

人的时候，应该感到不舒服。」8 此外，这种开放意味着与那些与我们想法不同的人互

动，怀着在他们心中留下「天主印记」9 的宁静渴望。我们要按圣神建议我们的方式这

样做：有时为他们念个短诵；其他时候，一句友好的话语或姿势……。 

一个人生命的使徒成效不能被简化为数字。许多果实仍然藏着，我们今生将永远不会得

知。但在我们这边，我们需要培养不断更新的渴望，与主亲密地结合在一起生活。「我

们天主教徒必须怀着天主的光、天主的盐毕生做为使徒。我们不该害怕，却该十分自在；并

怀着深邃的内修生活，与主紧密结合，这样，我们将发出光亮，防止自己的腐败和黑暗，并

在我们四周散播宁静的果实，和基督教理的效能。」10 天主自己将使我们的努力卓有成效，

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去担心自己的缺点或外在的困难：人们似乎不理解我们、他们已经开



始批评我们、途径非常累人、湖太大了、我无法克服这场风暴……。 

自觉自发的 

当我们再次考虑十二宗徒的名单时，我们意识到他们彼此是多么的不一样，有着截然不

同的个性。当我们念及那些被教会封为圣人的男女时，情况也是如此。当我们考虑到许

多跟随我主的普通人生活，他们慎重而坚定地奉献自己。他们也都是不同的，然而他们

同时都是忠诚、热爱我主的宗徒。 

在把自己交给天主的过程中，我们不会失去个人的天赋和质量；相反的，因为「当上主

想到你们每一个人，当祂在思索应赐给你们什么时，祂将你们看作朋友。若祂决定赐给

你们某种恩宠……，必会使你们内心深处感到欢乐，且比任何其他事物更能令你们振奋。

那不是因为祂赐给你们的是非凡或罕见的神恩，而是因为祂的恩赐非常适合你们，完全

为你们的整个人生量身订做。」11 因此，那些决定跟随我主的人知道，随着岁月的逝去，

恩典伴随着他们个人的努力，甚至改变了他们的性格，使他们更容易去爱和服事众人。

这并非是意志力和追求完美的结果。反倒是，基督对使徒生活的热爱的结果。 

在蔡浩伟蒙席当选为监督后不久，有人问他是否曾与创办人和他的第一任继承者一起生

活过：「你能做自己吗？」他的回答非常感人，反映了一个人的观点，他回顾自己的一

生，看到天主所做的一切。「是的，我的确过着我自己的生活。然而我做梦也无法梦到

会有这样充实的生活。若我是一个人，我的视野和目标会狭隘得多……。我，作为那个

时代的我，身为一个基督徒和神父，有着非常丰富的个人生活。我的心向全世界敞开，

感谢我一直和两位男士(圣施礼华和真福欧华路)生活在一起，他们都有一颗超大的基督

徒的心。」12 

一个被基督差遣的人，让祂为他们的生命设定道路的人，永远不该忘记，祂期待一个「全

然自由」的响应。自由，首先，出自自私、骄傲和出人头地的欲望；但是，也可以自由

地把自己所有的才能、主动性和创造性奉献给祂的服务。正如圣施礼华所说：「主业团

最显而易见的精神特征之一，就是热爱自由和理解他人的需要。」13 

可是这自由的精神并不意味「可以随心所欲，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14 就好像所有

不是来自自己的东西，都是强加给我们的，我们必须让自己摆脱那些束缚。而是，以基

督的精神行动：「因为我从天降下，不是为执行我的旨意，而是为执行派遣我来者的旨

意。」（若 6：38）如果使徒工作被简单地视为另一种「活动」，就会感受到被那些使徒

工作协调者的指示所限制的风险。相反的，一个意识到自己是基督派遣来的，会感激天

主透过祂的许多工具所提供的帮助和动力。以精神的自由生活的，就是让圣神来塑造和

引导我们，并且善用祂所安置在我们身边的人。 



当我们面对使徒使命的挑战时，精神的自由导致我们成为「自我启动器」。也就是说，

这样做不是被动消极的态度，而深信这一挑战就是天主现在要求我们的，身为使徒的我

们的回应。这样，在我们渺小的日常生活环境中，我们能持续感觉到圣神的「清新的微

风」，推动我们「划到深处去，」（路 5：4）以便继续天主对我们奇妙的爱情史。 

如果我们的使命是「去做使徒工作」，当我们面对一个引人入胜的工作计划、或一场疾

病时、或想请个使徒工作的「假期」时，我们就可能会受到把它搁置一边的诱惑。但是

「我们是使徒啊！」－这是我们的生活！因此，当我们上街时，把福传的渴望留在家里，

是荒谬的。当然，使徒的使命经常需要努力和勇气来克服自己的恐惧。然而，这种内在

的抗拒不该造成我们不安，因为圣神在那些顺从祂的人的心中孕育出一个真正的使徒性

的自发性和创造性，使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况都成为做使徒工作的机会。 

我们要养成「在前哨站岗值班的警觉意识，」15 一个持续的「为爱守夜，保持清醒和警

惕，努力工作。」16 这是「为爱守夜」，所以我们不应该变得焦虑或紧张。我们肩负着

伟大的使命，让我们幸福，也让我们身边的人幸福。我们在上主的葡萄园里做工，确知

是为祂效力。因此，如果我们感到自己的灵魂缺乏平静，过度紧张，那么此刻就应该走

近祂，说道：「我这样做是为了祢；帮助我冷静地工作，确信祢会做好每一件事。」 

神圣之光赐人温暖 

在婚礼的比喻中，主人邀请人去赴婚筵，当主人得知一些被请的人用借口不来的时候，

他就吩咐仆人把「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路 14：21）带进来。宴

会厅开始坐满了，但还有空间可以容纳更多的客人。于是对仆人说：「你出去，到大道

上以及篱笆边，勉强人进来，好坐满我的屋子。」（路 14：23）「勉强人进来」，compelle 

intrare：祂的渴望到达极致。 

这命令是绝对的，因为对救恩的召唤是普世的。圣施礼华说：「这不是肢体的推动，而

是丰富的光亮、教义。是你祈祷和工作的精神刺激，教义的真实见证。是你所奉献的一

切牺牲。你的嘴边带着微笑，因为你是天主的儿女：这份父子情义，注入你内一种恬静

的幸福(尽管生活中有时不免会遇到挫折)，这是别人所看到和羡慕的。再加上你的人情

味和感染力，这就是「勉强人进来」的意思。17 因此，这不是一个强迫任何人的问题；

而是祈祷与友谊、见证与慷慨牺牲的全新结合—一份共享的喜悦，一种人性的温暖，自

由的吸引他人。 

天主透过「吸引」来行动，18 借着基督徒生活中的喜乐和感召来感动灵魂。因此，使

徒工作是爱的满溢。一颗懂得如何去爱的心，懂得知道如何去吸引别人：「我们用心去

吸引每一个人，」圣施礼华说。「因此我要求每个人都有一颗非常宽大的心：如果我真爱

灵魂，我们就能吸引他们。」19 的确，没有什么比真爱更能吸引人了，尤其是在一个许



多人尚未感受到天主之爱温暖的年代。真正的友谊是「圣施礼华在福音陈叙中所找到的，

是做使徒工作模式的中心。」20 斐理伯吸引了巴尔多禄茂；安德肋带来伯多禄；那些带

着瘫子到葛法翁见耶稣的人，一定都是耶稣的好朋友。 

「在基督徒的身上，在天主子女的身上，友谊与爱德是同样一件事。它们是圣神的光辉，散

播温暖。」21 交朋友需要勤奋的个人接触；榜样和真诚的忠信；乐于助人，互相帮助；

同理心和倾听；承担他人需求的能力。友谊不是使徒工作的工具；更确切地说，使徒工

作本质上就是友谊：一种想与他人分享自己生活的慷慨愿望。当然，我们希望自己的朋

友更接近天主，但我们已准备好，让这一切在天主想要的时间和方式发生。虽然一个使

徒想看到好的结果，想要对别人有影响力，这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不应忘记，使徒们

在几乎所有人都走开了的时候，仍然继续跟随耶稣。（参若 6：66-69）随着时间的流逝，

结果将会出现。（参宗 2：37-41） 

一个年轻人曾经问圣施礼华：「父亲，我们能做些什么让很多人『吹口哨』呢？」22 圣

施礼华马上回答：「多多祈祷、忠诚的友谊和尊重自由。」那个年轻人不十分满意他的答

案，就说：「可是，父亲，这样步调不是太慢了吗？」「不是的，因为圣召是超－自－然

－的。」他强调每一个音节的回答他。「一秒钟就足以使扫禄变成保禄。他祈祷了三天，

就变成耶稣基督热诚忠心的宗徒。」23 

是天主召唤我们，是圣神打动一个人的心。使徒的角色是以祈祷和牺牲陪伴他们的朋友；

当朋友不接受他们的建议，不要失去耐性；也不要因他们拒绝你的帮助而生气。一个真

正的朋友会依靠别人的优点来帮助他们成长，并且尽量不做任何批评。他知道什么时候

最好保持沉默，什么时候需要采取不同的「策略」，不要老是往消极的一面想着，而要

努力挖掘出每个人的优点。 

总是面带微笑，静静地提出有礼貌的建议，而不要觉得是麻烦，就像我主所做的。我们

心中也要常存着火热的渴望，让许多人能更认识祂。「你和我，天主的儿女，当我们看

到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要看到他的灵魂：这是一个灵魂，我们应对自己说：一个需要帮

助的灵魂，一个人需要被理解的灵魂，一个要和我们在一起的灵魂，一个要得救的灵魂。」
24 

José Manuel Antuñ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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