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地中海（一）：「身为天主孩子的第一个祈祷」 

当我们深刻意识到自己是天主的儿女时，能改变一切，正如圣施礼华意外地发

现这个「新地中海」时，改变了他的生命。 

「我的子女们，现在正是时候，要越来越深入这世上的『默观道路』了！」1 主业团

监督用这一句话，给我们指出现世的优先重点之一。今天，一如既往，基督徒的使徒

工作是「我们内心生活的满溢。」2 首先，这意味著与他人沟通交流基督徒的生活，

即共享我们的生活。其次，如果我们要将信仰带给世界，我们自己首先需要深刻的理

解并实践它。简而言之，正如圣施礼华所说：这是「加深认识天主圣爱的良机，好使

我们能够藉著自己的言行，把天主的爱显示给他人。」3 

这种「深入」信仰的努力具有特殊的印记。关键不在於从我们已知的进入未知的领

域。相反的，意思是要我们更深入的去了解似乎是显而易见、自己已熟知的、经常听

到的东西，好能从中有所「发现」，因而领悟到新的力量和深度。圣施礼华将这种经历

称之为发现「新地中海」，这种「新地中海」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在我们眼前展开。例

如，在《鍊炉》中，他说：「我们必须坚持内修生活，正如坚持人性的爱一样。你必须

经常默想相同的主题，持续下去，直到你发现一个『新地中海』。你惊讶地问：『我从

前怎麽没有清楚的看到这一点？』只因为我们有时好像是水流过石头的表面一样，一

滴也没有吸收。因此，如果我们想吸收天主的祝福，就必须再三重温相同的事物 ─ 

因为它们每次都是不同的。」4 

「再三重温相同的事物，」以便发现其中内含的所有财富，从而发现「它们每次都是

不同的！」这就是我们受召去度默观生活的道路。这意味著探讨海洋中的深阔，乍看

之下，乏善可陈、了无新意，因为它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的景观。罗马人称地中海为

「我们的海洋」Mare nostrum：因它是众所周知，是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圣施礼

华谈到要去发现新的地中海（译註：即华文之所谓的「新大陆」），因为当我们深入自

己认为熟悉的海域时，摆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望无际、令人讚叹的水平视野。於是，让

我们与圣女加大利纳一同向至圣圣三倾诉：「祢就像深海一般；我越进入祢，就发现越

多，而我发现越多，就更寻求祢。」5 

这些发现是天主在祂愿意的时刻，以祂的方式发出来的光照。如果，我们勤奋的去寻

求和沉思，也可準备自己的灵魂去接受天主这光照。「就像一个一直在黑暗中的人，突

然间用他的肉眼看到太阳，因而清楚地看到他从未见过的事物。同样，领受圣神之人

的灵魂也得到光照。」6 

在这一系列的新文章中，我们将介绍圣施礼华在他的内修生活中，所发现的一些「新



地中海」，以便与他一起更深入地「进入深邃的天主圣爱。」 

阿爸，父啊！ 

在初期的基督徒中，最根深蒂固的信念之一，便是他们能以受锺爱之子女的身分称呼

天主为父。耶稣本人曾教导他们：「你们应当这样祈祷：我们在天的父！愿你的名被尊

为圣，……」（玛 6：9）。祂将自己以天父疼爱之子的身分，呈现给犹太人，并教导门

徒以同样的方式行事。宗徒们曾经听到祂用希伯来人子女呼叫自己父亲的名称来称呼

天主。在领受圣神之后，他们也开始使用该称呼。对以色列人的虔敬方式而言，这是

一个崭新的称呼，但是圣保禄却认为这其实是每个人都熟悉的一件事：「其实你们所领

受的圣神，并非使你们作奴隶，以致仍旧恐惧；而是使你们作义子。因此，我们呼

号：『阿爸，父呀！』圣神亲自和我们的心神一同作证：我们是天主的子女。」（罗

8：15-16）。 

那信念使他们充满信心，并赋予他们意想不到的勇气：「我们既是子女，便是承继者，

是天主的承继者，是基督的同承继者。」（罗 8:17）耶稣不仅是天父的独生子，而且还

是众多弟兄中的长子。（参罗 8：29；哥 1：15）於是，基督带给他们的新生命，被视

为天主锺爱子女的生命。这既不是理论，也不是抽象的真理，而是让他们充满喜乐的

事实。我们在宗徒圣若望第一封书信里，可看到洋溢著欢乐的反映：「请看父赐给我们

何等的爱情，使我们得称为天主的子女，而且我们也真是如此。」（若一 3：1）。 

我们基督徒从小就知道天主的父性、祂对我们每人独一无二和百般温柔的爱情。儘管

如此，我们仍然被召要用个人生动的方式去发现这份爱，从而改变我们与天主的关

係。这样一来，平静与信赖的地中海就在我们眼前呈现了，让我们人生的视野，能更

深入其中、无穷无尽。对於圣施礼华来说，是个意外的发现，突然为他掀开了一张隐

藏在他很熟悉的东西中的全貌。 

这是发生在 1931 年秋天，正如他多年之后的回忆：「我可以仔细地述说，发生在哪

里、在哪时，我第一次身为天主儿子时的祈祷。早在我童年就已学会称呼天父，一如

『天父经』教导的。但是，真正感受到、看到、惊讶於天主渴望我们成为祂的孩子…

是在大街上、在电车上。历经了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我不知道。我禁不住得大声

惊呼：『阿爸，父啊！』」7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圣施礼华反覆思考那件不寻常的事。譬如，一年后，在避静时

他写下：「第一天。天主是我的父亲。我决不离开这思念。」8 他一整天都在深思天主

的父性！儘管沉思的时间那麽漫长，我们起初可能会感到惊讶，但实际上，充分表现

出那份神圣父子情义的孝爱经验，深深地紮根他的心中。我们也应该在祈祷中，及每

次转向天主时，首先要培养一个信赖的交託，和感恩的态度。如果，我们想要与天主



建立一份关係，我们需要再次亲自去发现祂确确实实渴望成为我们的父亲。 

谁是我的天主？ 

也许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像圣施礼华一样，也学过天主是我们的父亲。可是，在我们

能把自己是天主子女的事实视为一个根本的道理、生活的整体之前，我们很可能还有

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我们如何促使这个新发现的到来呢？ 

首先，要真正发现天主的父性，我们经常需要恢复祂的真实形象。对我而言，天主是

谁？有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天主是实施法律者，祂威胁要去惩罚不遵守法律的

人。有人期望祂的旨意能承行，并在遇到不服从的情况时，会激怒祂；简而言之，我

们只是不愿顺服师傅的下属。在其他情况下（对某些基督徒也是如此），基本上天主被

视为是我们必须表现良好的原因。祂被认为是我们需要努力实现、「应该」追求的，但

实际上，「不想」追求的目标。然而，天主「不是一个残酷的暴君，也并非是一个顽固

和不解人意的判官；相反的，祂是我们的父亲。祂向我们提起我们的私心小器、我们

的罪恶和过错，祂所以这样对待我们，是为了解放我们，赐给我们祂应诺的友谊和爱

情。」9 

有时，在许多情况下，父亲的身分引起质疑，使人难以理解「天主是爱」。（若一 4：

8）我们与朋友或同事交谈时，也许会看清这一点；他们的父亲并没能在他们身上带来

美好的回忆，因而天主身为父亲的事实，也不会特别吸引他们。因此，在与他们谈论

信仰时，最好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生活中缺乏父爱的痛楚，显示出他们对父爱的渴求，

是多麽深远的铭刻在他们内心：一位可走在他们前面的父亲，并呼唤他们。他们能藉

由和一位朋友或神父亲近的关係，帮助他们去发现：「上天下地的所有父亲都是由天父

而得名。」（弗 3:15）；并体验到每人心中怀有温柔的「成为『保护者』的圣召。」10 

在父亲或母亲身上表达自己「已为人父母」，或有一天想要成为父母。这样，他们就可

以继续在他们的灵魂深处发现天主的真实面貌，去过我们－祂的孩子－被召唤的生活

方式，同时我们知道祂以无限的爱情关注我们。父亲爱他的孩子，不是因为他所「做

的」事情，或是为结果，而仅只是「因为他是自己的孩子。」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过个

好生活，并尝试从每个孩子身上激发最大的善，但他始终知道孩子在自己眼中是个无

价珍宝。 

这可帮助我们记住一点，尤其是当我们在某事上失败时，或是当自己的生活与世俗公

认的「模式」之间有落差、导致我们自尊心低落时。「我们的属灵身份才是我们真正的

『身分』：我们一直都是天主疼爱的孩子。因此，你们可以看清，如不接受自我、生活

得忧鬱寡欢、看法负面消极，意味著不认识自己最深层的身份。就像天主想要凝视

我，我却故意走开，破坏祂对我的梦想。天主依我们的原貌爱我们，不会因我们的罪

过、错误或过失让祂改变主意。」11 



意识到天主是我们的父亲，还包括让我们自己被祂视为「锺爱的孩子」。然后，我们才

领悟到，自己的「价值」并不取决於我们拥有的才能，或我们所做的事、我们的成

功，而是取决於创造了我们的圣爱，「因为他於创世以前，」（弗 1：4）就「梦想」并

肯定了我们。鑑於在现世中有时存在对天主的冷漠，本笃十六世从他上任之初，就回

想起「我们不是进化的偶然和毫无意义的产物。我们每个人都是天主思想的结晶。每

个人都被天主意愿，每个人都被祂所爱，每个人都是必要的。」12 这个想法真的影响

著我们的日常生活吗？ 

天主儿女信赖的希望 

圣施礼华经常提醒主业团的信友们，「我们灵修生活的基础是我们神圣父子情义的感

受。」13 他将其「与那根把一条美妙的珍珠项鍊串在一起的线相提并论。神圣的父子

情义是把所有美德联繫在一起的那根线，因为它们是天主儿女的美德。」14 因此，是

非常重要的，我们请求天主为我们打开这个「新地中海」─维持并塑造我们全部的灵

修生活。天父义子女的「线绳」使我们「每天充满盼望地操练託付一切给天主旨意的

态度。」15 这态度在孩童身上可以发现，尤其是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因此，在圣施礼

华的生活和著作中，神圣父子情义经常会与神婴小道紧密地连在一起。当孩子在学习

骑自行车时，经常摔倒，但是他都觉得无所谓，只要他看到爸爸在旁边，一定会鼓励

他重试。那就是他「希望的交付」的意思。「爸爸说我可以…那麽就让我再来一次

吧！」 

意识到我们是天主的儿女，即给了我们执行我主赋予我们的使命所需的安全感。我们

感觉好像那个父亲对孩子说：「孩子！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工作罢！」（玛 21:28）。也

许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感到忧虑，立刻想像出各种可能的困难。但是，我们马上就

认出是天父对我们极大信心的表现，并且期待著我们能做到。像基督一样，我们学会

把自己捨弃在天父的手中，发自我们灵魂的深处告诉祂：「但是，不要照我所愿意的，

而要照你所愿意的。」（谷 14:36）。圣施礼华一生以基督的形象教导我们要如此为

之：「多年来我坚信要在快乐现实中获得支持，不论处境如何，虽有少许改变我都这样

祈祷：『主，你放我在这里，交託我办这办那，我完全信靠你，我知你是我的父亲。我

知道小孩对父母绝对地信任。』」16 

我们不能否认会有困难。但是我们知道，无论发生什麽事情，我们无所不能的父亲都

会陪伴著我们；祂在我们身边、关照我们。祂在做我们正试著在做的事，因为到头来

那是祂的工作。祂可能会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做，但是会更有效果。「只要你已经真正

委身信赖天主，便马上会明白怎样万事随遇而安。如果你的事业，没有取得预期的结

果，甚至在你用尽了一切必要的方法的情况下，你也不会丧失你的平安。因为你的事

业，毕竟会按照天主安排的光景成就的。」17 



「加强我们的『神圣父子情义』的感受」我们注意到，圣施礼华并没有将「神圣的父

子关係」作为主业团精神的基础，而是明指我们神圣父子之情的「感受」。「做为」天

主的儿女还不够；我们需要「意识」到自己是天主的儿女，以致我们的生命深具有这

份「感受」。在我们心中深信不疑的确定性才是最坚固的基础。那麽，我们神圣的父子

情义的真理就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特殊的影响。 

为加强这份「感受」，我们的思想和内心最好能更深入地进入该现实。首先，「用我们

的思想」，在祈祷中，仔细默想圣经中有关天主的父性、我们人性的父子关係，以及身

为天主孩子生活的一些章节。在这里，我们可以从圣施礼华诸多的著作中汲取很多启

示，明白成为天主的子女的意涵，18 或来自其他圣人和基督宗教作家的反思。19 

凭著「我们的心」，我们可以信任天父，在祂的圣爱中捨弃自己，从而更深入地了解我

们是神的孩子。我们可以试图了解祂对我们的爱情，来激发我们的孝爱、信赖，无论

有无言语。这样做的方法之一是以简短的诉求或愿望向祂求助。圣施礼华建议：「你要

每天多次在心里唤祂『父亲』，告诉祂：你爱祂、仰慕祂、因自己是祂的儿女而骄傲、

强壮。」20 我们还可以利用一些简短的祈祷，帮助我们意识到自己是天主子女的安全

感，来面对每天，或发感恩、忏悔和希望的祈祷。方济各教宗向年轻人建议的祈祷

词：「主，感谢祢爱我；我确定祢爱我；帮助我爱上自己的生活！不是爱上自己的过错

－需要纠正，而是因为生活本身是件伟大的礼物，是爱与被爱的时刻。」21 

回到父亲的家 

家庭被描述为「我们回去的地方，」我们在那里寻求庇护和休息。正如圣若望保禄二

世喜欢说的，家是「爱与生命的庇护所」。22 在那里，我们再次找到了赋予我们生命

意义和价值的圣爱，因为它是家庭的源头。 

同样，在感到疲惫、受到虐待或感到受伤……以及在我们冒犯了祂时，感知到我们是

天主的孩子，使我们满怀信任地回到祂身边。重新返回父亲身边是另一种生活上「希

望的交付」。我们应该经常默想一个有两个儿子的父亲的寓言，圣路加向我们讲述了这

个寓言。（参路 15：11-32）「天主正在耐心地等候我们，像比喻中的慈父一样，伸开双

臂，虽然我们是不敢当的。无论我们是否犯了滔天大罪，那并不要紧。就如浪荡子一

般，只要我们敞开心扉，思念父亲的家园，即使我们对祂的回应非常冷淡，天主会赐

给我们恩惠，称作祂的子女－真正的子女，带给我们无比的惊愕与欢乐。」23 

也许那个儿子丝毫没有考虑到自己给父亲造成的折磨；他最怀念的是他在父亲家里的

生活方式。（参路 15：17-19）他出发回家的想法是降格成为另一个僕人。儘管如此，

他的父亲还是款待了他－出去见他，拥抱了他，并用亲吻接纳他！－令他记起自己最

深的身份：他是他的儿子。父亲立刻下令将儿子的衣服、凉鞋和戒指归还给他，父爱



的种种迹象，即便他的恶劣行为再多，也无法抹灭。「多少也使父亲受到牵连。可是，

做错事的毕竟是自己的儿子，这个关係不能因任何行为而遭改变或破坏。」24 

即使有时我们可能将天主视为一位我们是其僕人的主人，还是一位冷血的法官，但祂

仍然忠信於祂为人父的圣爱。在我们跌倒后，尝试著去接近祂，总是真正去发现祂的

绝好机会。也揭示给我们自己的身份。不仅只是祂已经决定爱我们的这个事实（因为

祂愿意），而是由於透过恩宠，我们真的是天主的儿女。我们是天主的儿女：没有任何

人或事可以夺走我们的尊严。甚至连我们自己也都不能。因此，当我们看到自己软弱

的现实，以及我们明知故犯罪恶的现实时，我们绝不应失去希望。正如圣施礼华所

说：「但其实不然，最后抉择的一句说话是来自天主自己的，而这句话就是祂的救赎和

仁慈的爱，亦即是使我们成为祂的义子的定论。」25 

被爱占据 

神圣父子情义的「感受」改变了一切，正如这改变了圣施礼华的一生，因为他意外地

发现了这个「新地中海」。当我们以走在我们前面、等待著我们的圣爱为核心，而不是

建基於自我的进步或改善的决心上，内修生活会有多麽的不同！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所

作所为放在首位，那麽我们几乎就让灵修生活围绕著自己个人的进步打转。从长远来

看，这种生活方式不仅冒著可能把天主之爱遗忘在我们灵魂角落的危险，而且会导致

灰心丧志，因为我们是孤军奋鬥，抵抗失败。 

但是，当我们把一切都集中在天主的作为上，让自己被祂爱著，每天欢迎祂的救赎

时，我们的奋鬥即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格调。如果我们胜利，感激和讚美就会自然而

然从我们内心湧现出来。如果我们遭受到失败的痛苦，我们可信赖的回到天父身边，

请求宽恕，并让祂拥抱自己。因此，我们了解到：「神圣父子情义不是一个有其行动的

特殊德行，而是美德主体的恒常状态。我们所有的行动，在操练我们所有的德行的当

下，都能够且应该是在操练我们的神圣父子情义。」26 

对於一个每天都在迎接天主圣爱的人而言，被击败是不存在的。甚至罪恶也能成为一

个机会，让我们牢记自己的孩童身份，并回到天父那里，祂坚持前来招呼我们，说

著：「儿子，我的儿子！」就像圣施礼华一样，这份认知将使我们重获力量再次跟随我

主。「我很肯定地说，藉著恩宠的光明和助佑，你和我可以看清一切：应该焚烧的，我

们会把它烧尽；应该根除的，我们会把它连根拔除；应该捨弃的，我们会把它完全抛

弃。」27 

但我们这样做，不要感到焦虑或沮丧，要展现出基督徒生活的理想，但不与完美主义

混淆。28 然后，我们把生活的核心聚焦在天主对我们的爱上，只顾著去爱。我们将像

小小孩一样，只要他们发现了一些父亲的爱，就寻找各式各样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感激



之情，以他们所能够表达的或多或少的爱来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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