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伟大的事就是爱（二）：你可能会有什麽样的生活 

「今天，此刻，天主继续寻找并敲开每个人的心门。」这是分辨个人生活中圣

召一系列文章的中的第二篇。 

 

从美索不达米亚可以看到了一些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的兴衰：叔默尔人、巴比伦人、

加色丁人......虽然我们可能在学校里研究它们，但这些文化似乎很遥远，而且与今天的

我们好像没有甚麽关係。然而，这个地理景观是构成我们家族前辈的老家。他的名字

是亚巴郎，直到天主改名为亚巴辣罕。圣经说他在基督诞生之前 1850年就已经存在

了。四千年後，我们仍然记得他，特别是在弥撒时我们称他为「我们信仰之父」 1 因

为他开始了我们的大家庭。 

「我以你的名字召叫了你」 

亚巴郎是历史上第一批回应天主召唤的人之一。就他而言，天主向他提出了一个非常

特殊的要求：「离开你的故乡、你的家族和父家，往我指给你的地方去。」（创 12：

1）。在他之後还有：梅瑟、撒慕尔、厄里亚和其他先知……他们都听到天主的声音用

这种或那种方式邀请他们「走出」自己的乡土，并在祂的临在中开始过新生活。和亚

巴郎一样，天主应许每一个人，都会在生命中实践伟大的事：「要使你成为一个大民

族，我必祝福你，使你成名，成为一个福源。」（创 12： 2）。尤其特殊的是，祂「以

他们的名字」召叫了每个人；因此，除了叙述天主的行为之外，旧约还包括那些回应

天主召唤的人的名字。在给希伯来人书信中，对他们讚美不已。（参希 11：1-40） 

当天主派遣祂的儿子进入世界後，召唤的力度改变了。那些被召唤的人不仅听到天主

的声音；而且也看到了一张面孔：纳匝肋人耶稣。天主也召叫他们开始度一个新生

活，并在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我们知道他们的名字：玛丽德莲、伯多禄、若

望、安德肋……我们也要以感激之心记住他们。 

之後呢？也许看来，在耶稣升天後，天主即从人类历史中隐退了。事实上祂不仅继续

行动，而且更积极了。当祂在世上时，祂只拣选了一小群人。但在过去的两千年里，

天主已经「改变了成千成万男女的计划」，为他们开闢了他们自己永远无法想像的新视

野。我们知道其中许多人的名字，因为他们被教会列为圣人。然後，「来自各邦国、各

支派、各民族、各异语的庞大数目的男女，」（默 7：9）他们是真正「历史的主角」，

不为人知的圣人。2 

今天，此刻，天主继续寻找并敲开每个人的心门。圣施礼华喜欢思考先知依撒意亚书

中的这段经文：「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以你的名字召叫了你，你是我



的。」（依 43：1）。对他来说，冥想这些话语「就像蜂窝里的蜂蜜一样甜蜜。」3 因为

这些话让他的心灵感受到天主以个人、独特的方式爱上他。 

这些话对於我们来说也像是蜂蜜一样的甘甜，因为它们展示了天主对我们生命的重要

性。祂依赖每个人，并邀请每个男女跟随祂。每个基督徒的梦想都是将自己的名字写

在天主的心版上；透过回应祂的召唤，这个梦想是每个人都能实现的。 

「请你仰观苍天，数点星辰，你能够数清吗？」 

身为伟大圣人生命的延续，用这种方式看待自己的生活似乎有些誇张。我们体验到自

己的弱点。梅瑟、耶肋米亚和厄里亚都是一样，他们也都有软弱犯错的时候。 4 例

如：依撒意亚本人曾经说过：「我白白勤劳了，我枉费了气力而毫无益处。」（依 49：

4）。确实，有时我们的生活就像这样，没有意义或生趣，看到自己的努力轻易就被削

减了。似乎在经历失败、痛苦和死亡时，「我为何而活」这个问题就浮现了。 

天主完全了解我们的弱点，以及我们感到多麽的不安。然而祂仍寻找我们，先知不让

自己被抱怨的呐喊所淹没，而认出上主的声音：「我更要使你作万民的光明，使我的救

恩达於地极。」（依 49：6）。我们很软弱，但这并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写照。正如教

宗写道：「我们应看清我们的软弱，但也要让耶稣掌管我们的软弱，并派遣我们去履行

使命。我们是软弱的，但也是一个宝藏的传递者；这宝藏使我们变得伟大，并使那些

接受它的人变得更美善、更幸福。」5 

神圣的召唤是出自天主伟大的慈悲：祂爱我、祂重视我的记号。「天主指望你的是因为

你是什麽，而不是因为你所拥有的。在祂眼里，祂绝对没有兴趣你穿什麽或是你用那

种手机。祂也毫不在乎你是否跟上时尚；祂关心你，就是你这模样！在祂眼里，你是

宝贝，无价珍宝。」 6 天主的召唤，释放了我们。祂让我们摆脱小器度的生活－一味

地追求永远无法消除我们对爱情饥渴的小小满足感。「当我们决定对上主说：『我把自

由交在你手裏，』就发觉以前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可笑的掛虑，幼稚的野心，都不

足以捆绑我们了。」7 天主释放了我们的自由，帮我们挣脱锁链，开放给我们祂大爱

的无限视野，而每个男女都是主角。 

「圣召向我们揭示生命的真谛。也就是说，依靠信德，我们能掌握人生在世的缘由终

向。我的生活，无论今昔未来，藉以取得焕然一新的境界，产生前所未有的深度。一

切人事的发展变迁，都去伪存真，各得其所。我们恍然觉悟……天主在引导著我们；

祂交给我们的使命，在鞭策我们前进。」8 对於那些听到并回应天主呼叫的人，没有

任何行为是微不足道的。我们生命中的一切都因这个回应而变得高尚：「我要使你成为

一个大民族。」（创 12：2）用你的生命，我会作出伟大的事业；你会造成影响，你会

因散播快乐而快乐。因此，「当祂对我们有所求时，实际上是祂要送我们一样礼物。不



是我们在帮祂的忙。而是天主照亮了我们的生命，使其充满意义。」9 

与此同时，圣召之光让我们明白，生活的重要性并非由我们所做事情的「人性的」伟

大来衡量。只有极少数人让自己的名字列入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然而，「神圣的」伟大

是通过我们与唯一真正伟大的计划：救赎的关係来衡量的。「当然，世界历史上最具决

定性的转折点是由历史书上未曾提及的灵魂共同决定的。我们只能在当所有隐藏的事

被揭示的那一天，我们才得认知我们亏欠的那些灵魂，他们曾在我们个人生活的转折

点中作了决定性的决定。」10 

「救赎工程如今正在进行中！」 11 我如何帮助推进一步？以千千万万种不同的方

式，知道天主自己会赐给我们光照，帮助我们去发现帮助祂的具体方式。「天主希冀个

人不仅在回应时，并且也在塑造自己的圣召时，运用他的自由。」 12 儘管这个人的

回应仍是自由的，但也是受到发自天主的宠佑所促成的。如果我们开始行走，从我们

所在的任何地方开始，天主会帮助我们看到祂对我们生活的梦想。随著我们的前进，

这梦想「更清晰的成形」，因为它还取决於我们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圣施礼华说，

如果我们做梦，我们的梦想都不够大气，因为那些真正梦想的人，与天主共同梦想。

天主鼓励亚巴郎要有「远大的梦想」：「请你仰观苍天，数点星辰，你能够数清吗？」

（创 15：5） 

两者之间共享 

天主进入、留驻在亚巴郎的生命里，以某种方式将自己与亚巴郎的命运结合在一起：

「我要祝福那祝福你的人，咒骂那咒骂你的人；地上万民都要因你获得祝福。」（创

12：3）。亚巴郎的故事是「共享的主角」。这是亚巴郎「和天主」，及天主「和亚巴

郎」的历史。因此，从这一刻开始，天主将自己以「亚巴郎的天主」呈现给所有其他

男女。13 

召唤最重要的成分：与天主同住。不仅是在做特殊的事情时，意味著要试著与天主做

一切事，「凡事都要为天主的爱去做！」14 同样的事件发生在第一批门徒身上。耶稣

拣选了他们，特别是「为了同他常在一起」；只有在此之後，圣史才补充说：「并为派

遣他们去宣讲。」（谷 3:14）因此，当我们听到天主的声音时，我们也不该视为是件

「不可能的任务」，是件由天降下困难度极高的任务。如果是来自天主的真实召唤，那

将是个进入祂生活里的邀请，祂的计划：邀请他们遵守祂爱的诫命（参若 15：8）。因

此，从天主的心中，通过与耶稣的真实友谊，我们可以将祂的爱带到整个世界。与我

们在一起时，祂想依靠我们。或者更确切地说：祂希望与我们在一起，同时依靠我

们。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为什麽那些经历天主召唤并跟随祂的人，也寻找鼓励那些开始感



受祂的召唤的人。通常他们一开始可能会感到害怕。这点是很自然的：面对一些意想

不到的事情，未知的事物，更广阔的视野，天主寻求我们的现实，起先这些可能会排

山倒海的压迫我们。但这种恐惧并不会持久；这是种非常普遍的人性反应，不该让我

们感到错愕。如让自己陷入瘫痪，才是错误的。相反的，我们需要面对恐惧，找到勇

气去镇静地分析。凡是生活中伟大的决定，及造就长远影响的计画，首先几乎总是感

到恐惧，通过冷静的反思可以克服这种恐惧；当然，也得好好注射一针勇气。 

圣若望保禄二世当选教宗时，他的邀请至今仍然不绝於耳：「为基督打开大门……不要

害怕！」15 本笃十六世在他当选时，追忆引用这番话，指出「先任教宗是针对每个人

在说话，特别是年轻人。」他问自己：「我们也许不都是在某种程度上感到害怕吗？如

果我们让基督完全进入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完全向祂敞开心扉，我们不也是害怕祂

可能会从我们身上拿走一些东西？我们不也是害怕捨弃一些重要的、独特的、使生活

美好的东西？难道我们不是冒著自由被削弱和被剥夺的风险吗？」16 

本笃十六世继续说：「先圣父想向我们保證：不会的！如果我们让基督进入我们的生

活，我们什麽都不会丢失，什麽都不会，绝对不会让生命里自由、美丽和伟大的东西

丢失。绝不会的！只有在这份友谊中，生命的大门才开得更宽阔。只有在这份友谊

中，才能真正彰显人类存在的巨大潜力。只有在这份友谊中，我们才能体验到美善和

释放。」17 他结合了自己与圣若望保禄二世的劝言，总结说：「所以，今天……基於

长久的个人生活经验，我告诉你们亲爱的年轻人：不要害怕基督！祂什麽也不会夺

去，祂反倒给了你们一切。当我们把自己交付给祂时，我们能得到百倍的偿报。是

的，敞开，敞开通往基督的大门－你将找到真生命。」18 教宗方济各也经常提醒我

们：「祂要你抛下让你心灵沉重的东西，为祂清空自己，腾出空间。」19 因此，我们

体验到所有圣人所行的事：天主不会从我们身上夺去任何东西，反而会以世界无法给

予的平安和喜乐充满我们的心。 

跟随这条道路，恐惧最终让步给深深的感激之情：「我感谢那赐我能力的我们的主基督

耶稣，因为他认为我忠信……原先我是个亵渎者、迫害者和施暴者；但是我蒙受了怜

悯，因为我当时是在不信之中，出於无知而作了那些事。」（弟前 1：12-13）。事实

上，我们都有个圣召，显示天主的慈悲不会受到我们的弱点和罪恶的阻碍。祂将自己

以Miserando atque eligendo－祂动慈悲之心选择了我们－呈现给我们，(教宗方济各以

此为他的主教座右铭)。因为，对天主而言，祂选择了我们，怀著慈悲之心－轻视了我

们的卑微，是同一件事。 

正如亚巴郎、圣保禄和耶稣的所有朋友一样，我们知道自己不仅被天主召唤和有祂的

陪伴，而且确信祂的帮助，「我深信，在你们内开始这美好工作的那位，必予以完成，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斐 1：6）虽然我们清楚我们的困难，有时很严重，但绝非

是无解的。圣施礼华向主业团的第一个团员保證：「当天主我主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做计



划时，祂首先想到要用谁作为祂的工具……并给予他们必要的恩宠。」20 

因此，天主的召唤是值得信赖的邀请。只有信任才能让我们生活，而不是依靠自己的

力量而被奴役，因为我们以呼叫我们的那位的力量和才能创造自己生命的奇蹟。就像

在攀爬高峰时，我们得依赖在我们上头的那个人，甚至得与他共用同一条绳索。走在

我们前面的那个人告诉我们脚该踩在哪里、下一步该怎麽走，如果独自一人，自己可

能被恐慌或晕眩所困扰。这就是我们走在人生道路上的状况，不同之处在於我们不会

把信任放在像自己这样的人身上，甚至最好的朋友身上；现在我们会把信任放在天主

身上，祂总是「忠信的，因为他不能否认自己。」（前弟 2:13）。 

你能开闢一条道路 

「亚巴郎遂照上主的吩咐起了身。」（创 12：4）。从而开始了他生命中永远改变了他

的存在的阶段。从那一刻，他的生命就受到天主不断召唤的指引：从这到那；逃离那

些邪恶的人；相信会生子的可能性；看到儿子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然後甚至愿意

牺牲他。要继续不断的答应天主说：「好的」，亚巴郎的回应总是少不掉自由。跟随天

主而生活的人，情况也是同样的，不仅显出与天主的亲密和共融，而且显出真实、完

满和持续的自由。 

正如圣施礼华所说的，确切的回应天主的召叫，不仅给我们的自由一个新的视野，而

且给予最圆满的意义：「伟大的事就是爱」。21 并要求我们要不断地运用自由。委身给

天主并不是像被放在别人控制的「输送带」上一般，违背自己意愿的被输出，直到生

命的结束为止；或者像乘坐一辆完美顺利进行的火车，没有给旅行者带来任何惊喜的

空间。 

相反的，我们会发现在一生中，对第一次召唤的忠信要求我们做出不仅是新的，而且

代价可能昂贵的决定。我们意识到，天主的召唤刺激我们每天在自由中成长。为了像

任何爱的途径一样，要展翅高飞，我们需要不被汙泥玷染的双翼，并具有超大的耐力

负起自己生活的责任，而这种生活却往往被琐事所奴役。简而言之，伟大的天主邀请

要求同样伟大的自由，通过自己对恩典的回应和美德的增长，那份自由更为之扩大，

使我们的自我更为真实。 

在主业团的早期，圣施礼华曾经告诉他身边的那些年轻人，他们需开创一切，包括开

闢道路。他们被召唤在世上开闢我主向他们指示的道路：「没有现成的路给你们，要穿

山越岭，靠你们自己的脚步走出路来。」22 他指的是每个召唤的「开放」特质，需要

被发现和培养。 

现在和过去一样，在某种意义上，回应天主的召唤意味著用我们自己的脚步开闢道



路。天主永远不会给我们一个完美的脚本，祂也没有给亚巴郎、梅瑟或宗徒们。在耶

稣升天时，祂只告诉他们：「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谷

16:15）。他们是怎麽做到的？去到哪里？所有这一切逐渐变得清晰。同样在我们的情

况下，随著我们的生命往前迈进时，那条道路才变得更加清晰，这要归功於天主的恩

典和自己的自由之间的美妙结盟。在我们的一生中，这个召唤「都是在天人之间无法

用言语表达的对答的历史，也就是召唤者天主的爱，与以爱回应祂个人的自由之间的

交谈。」23 我们个人的历史，将是我们对天主灵感的关注及我们创造力的交织，并以

最好的方式实现它们。 

圣母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她在纳匝肋对天主说「是」。而且，因为她一生仅只关怀天

主的意志，显示出信仰是「充满光明的隐晦」。「玛利亚却把这一切事默存在自己心

中，反覆思想。」（路 2:19）。伴随著她的儿子，我们的母亲在她生命的每一步，都知

道天主要她做什麽。这就是为什麽我们也称玛利亚为「最完美的门徒」。我们将自己交

託给她，这样她就可以成为引导我们脚步的晓明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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