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西西, 2020年12月25日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一道皓光,光辉已射在那寄居在漆黑之地的人们身上。
(依 9：1)

所有方济家庭的兄弟姐妹：

方济会总会长们的圣诞家书

望德是勇敢的﹗
至亲爱的全方济家庭的兄弟姐妹们：

愿主赐给你们平安﹗

光亮和音乐是圣诞术语的两个组成部分｡多默薛拉诺在讲述格热桥的圣诞
节时,谈到｢这一黑夜明如白日,人畜皆大欢喜｡民众由各地赶来,都为了这
新奥迹而感到新的喜悦｡森林咏唱着圣歌,山岩荡漾着回音,弟兄们高歌着
圣诗,整夜洋溢着喜气｡｣( 参阅《方济典泉》 469)。

作为方济国际大家庭的代表,当我们已经看到来自天上的光时,我们用音
乐的语言向你们提议,对《众位兄弟》通谕的美妙回响作出一个反思。



1. 音乐的语言

1.1 一份新的乐谱

我们即将结束将临期,圣诞节就在眼
前!离2020年底只有几天的时间,但我
们已经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
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似乎经历
了整整十年的经历｡病毒､政治变化､
许多国家的抗议､紧张局势､战争､蔑
视､丢弃､资讯的混乱——我们所经历
的世界变得更加黑暗,还有各种封锁,
使人变得更加封闭(参阅教宗方济各着,

《众位兄弟》通谕(下简称《兄弟》)第一
章:封闭世界的黑暗,9-55)｡

就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收到了教
宗方济各的《众位兄弟》通谕｡在通谕
里,教宗与我们分享一份有勇气去梦想
的渴望,希望有一个团结的人类大家
庭,让全球的姐妹兄弟能彼此拥抱｡｢他
们是这片土地上的孩子们,而我们都活
在这片土地上｣(《兄弟》 8)｡

教宗介绍《众位兄弟》通谕时,特别提到
了由方济兄弟所生活和促进的手足情
谊,即对近人和远方的人的爱;是这份
爱,也是对上主的受造物所怀有的爱,
但首先是对｢与自己一样有肉体的人｣  
(《兄弟》2),其中包括对穷人和最小的兄
弟的爱｡教宗还回顾了方济兄弟在埃
及与苏丹马利克.卡米尔的历史性和谦
卑的相遇的深层意义｡亚西西的小穷
人视苏丹为兄弟,因为方济的｢心里并

没有国界,他能走往远方,超越出处､国
籍､肤色和宗教｡｣(《兄弟》 3)｡

教宗方济各承认圣方济是天主的爱的
伟大传意者,他是｢一个所有人的父亲,
激发了一个兄弟社会的愿景｣;这成了
写这份通谕的主要推动力｡(《兄弟》 4)｡

那么,这更应该成为我们方济家庭成
员的动力!我们作为方济家庭的总会长
们,在亚西西,在10月3日,在圣方济的
墓前,教宗方济各主持了神圣的弥撒,
并签署了他的信件!我们能代表你们大
家向教宗问安｡在这个天主上智安排
给我们的机会,我们把它解读为向整个
方济家庭发出一份特别的邀请,并首先
是邀请作为会长的我们｡

让我们认真理解《众位兄弟》通谕及其
指引,它是教宗在2020年给我们的礼物
和任务,像是圣方济通过教宗方济各推
动着我们,在伟大的历史工程中学习､
练习和演奏的新乐曲｡

1.2 在望德的和弦上不同的音符

教宗方济各是务实的,他毫不犹豫地
对各种情况直呼其名｡分析当今世界
所处的形势(《兄弟》9-55),他指出那           
｢不应忽视的密集阴影｣(《兄弟》54)｡但
这还不止于此｡对于所有人类所经历
的苦难,答案是什么?是望德!什么是希
望?它告知我们｢一份渴求､一种渴望､
一份对完满的追求､生命得到实现､一
件让自己感到伟大,能充满心灵并使
精神升华为伟大事物的东西,有如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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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美､正义和爱……｣｡望德是现实,是      
｢勇敢的,能够超越那限制视野的个人
舒适､小保障和补偿,而开拓伟大的
理想,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和有尊严｣           
(《兄弟》55)。

但从哪里带来望德?即时的答案大概是
这样:需要从天主那里获取希望｡而真
的是如此｡希望和喜乐的泉源是天主
和他的福音｡教宗方济各已在《喜乐的
福音》里陈述了,指出真正的喜乐从天
主与人,以及基督徒与耶稣基督之间的
盟约里而生｡(《喜乐的福音》1-8) 这是
望德和弦的第一个音符 – 发现自己是
天主的子女,是他的朋友｡

每一个行动､每一个团队､每一份社会
友谊都是基于这个发现,因为如果我们
都是同一天父的孩子,这意味着我们生
活在兄弟姐妹之间｡你对你的兄弟姐
妹也不是无动于衷｡《众位兄弟》通谕
正要提出这一点:｢希望｣并不是靠你自
己便能得到和活出来,也不是与他人
无关的｡不是的,｢希望｣是要我们在一
起时建立的,并重新发现我们彼此是兄
弟姐妹｡这是和弦的第二个音符:我们
发现没有任何一个是孤立的,他人是存
在,我们都是连系在一起的,都是必须
的,而｢没有人能独自得救的｣(《兄弟》 
54)。

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星球上,在这个特
别的历史时刻,我们的希望也关乎我们
的家园:地球｡教宗方济各在《愿祢受赞
颂》中,虽承认｢共同家园的严重恶化｣,

却邀请我们抱有希望,因为｢只要心怀
希望,总可看到出路,总可再调整步伐,
总可为解决问题尽一分力｡｣(《愿祢受
赞颂》61)｡因此,希望的第三个音符有
清水的味道,像没有污染的森林里清新
的空气的味道,还有充满着成千上万只
鸟儿歌唱的热带森林的声音｡这个音
符让希望的和弦变得完整,如果它是一
个单音,或缺少三个音符中的一个,听
起来就不太好。

2. 在音乐会里

2.1 起初的几个小节 – 关系和相遇

《愿祢受赞颂》问我们将来想要一个怎
样的世界,怎样的地球;《众位兄弟》通
谕问我们未来想要怎么样的关系｡《众
位兄弟》通谕有种直觉,要求我们去发
现和培养对这个｢一切都是开放的｣的
世界的希望｡(参阅《兄弟》第三章:思考
和创造一个开放的世界,87-127) 它当
然也在问我们的身份､使命,以及培育
的课题｡在方济家庭中,我们可以问自
己:我们作为方济的子女,未来的方济
世界是怎么样的,我们希望向那些将要
追随我们的人传达怎么样的价值观､
风格和思想?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的方
济世界里,我们想要怎么样的关系?最
后,我们是否希望我们的方济世界对所
有人都开放？

《愿祢受赞颂》指出,世界是一个关系
网(应记住:｢关系｣是方济传统的主要
范畴之一),在这里一切都是互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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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阅《愿祢受赞颂》117)｡《众位兄
弟》通谕指出,这种关系网络正在不幸
地恶化;其威胁是孤立;但它也提出了
解决办法,并重申希望在于相遇的文化
(参阅 《兄弟》 30)｡

如何形成相遇的文化?教宗方济各回忆
说:｢若欠缺动机和教育,改变就无法成
就｣(《愿祢受赞颂》15),而这文化必须
使人能够从｢基督信仰灵修宝库｣(《愿
祢受赞颂》15)中取材｡我们还可以补
充一点,即也能够从方济灵修宝库中
取材｡因此,我们认识到有必要在我们
所有的｢培育计划｣中,以及在我们所有
的｢学习计划｣中,考虑到基于教宗的这
些信念,特定而明确的人性､社会和｢环
境｣培育的主题｡似乎有必要抚心自问,
如何在我们的培育过程中,插入一个关
于如何促进相遇文化的大议题｡因为
正是这种亲密关系拯救了人类,不仅拯
救了人类,也拯救了他的家园,即地球。

2.2 前奏 – 关注与对话

教宗方济各在阐释撒玛黎雅人的比喻
时,提醒我们:｢我们都非常关注自己的
需要｣(《兄弟》65),因此我们有可能被
归入某一类,即司祭和肋未人,对｢受伤
的､在路旁倒地､被袭击的人｣(《兄弟》 
63)漠不关心｡为了衡量我们对他人的
关注程度,我们可以抚心自问:｢看到一
个遭受痛苦的人,会否让我们感到烦
恼､不安,因为我们不想因为别人的问
题,而浪费时间｣(《兄弟》65)｡因此,有
个祝愿,不仅是在圣诞节这个时候,也

祝愿人们有更多的勇气,树立｢撒玛黎
雅人的榜样｣(《兄弟》 66),并｢再次唤醒
我们作为国家和全世界的公民､新社
会枢纽的建设者的这份召叫｣(《兄弟》 
66)｡事实上,｢任何其他的选择要么来
自强盗的一边,要么来自那些路过而对
受伤者的痛苦毫无怜悯之心的人｣(《兄
弟》 67)｡伴随着这一份祝愿,我们要问:
如何才能更具创造性,而不是自我放弃
地去｢建立一个排斥社会｣,造就｢他人
的脆弱｣(《兄弟》67)?我们怎么能更留
意到近人呢?我们怎么能更大胆地接近
最小的兄弟呢?(参阅 《兄弟》233-235)。

教宗方济各在谈到他的通谕《愿祢受
赞颂》的灵感来源时,除了是来自圣方
济外,也来自｢亲爱的大公宗主教巴尔
多禄茂｣(《愿祢受赞颂》7)｡说到《众位
兄弟》通谕的灵感来源,他直言是来自
对伟大的Imam Ahmad Al-Tayyeb
的欣赏(参阅 《兄弟》 29)｡有了这一点,
它提供了一个具体和重要的对话例子,
即基督徒从他们不可否认的身份(参阅 

《兄弟》3),被蒙召为｢与所有善意的人
一起｣(《兄弟》 6)去探索｡作为方济兄弟
姐妹,我们已经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
的方式进行这种对话;但也许我们可以
抚心自问,如何增加对话的空间,如何
与所有人接触,特别是与那些与我们没
有共同信仰,但经常与我们一起生活和
工作的人｡

圣方济留下了一些实际的指引:你可以
从问候开始:愿上主给你平安!(参阅《方
济典泉》121)｡因为要与某人这样打招

4  |  望德是勇敢的 !



呼,你首先得｢见到他｣｡另外,问候是对
话的序曲!然而,我们记得,圣方济的问
候是有着同样的程度和同样的善意(也
请参阅《兄弟》222-224)!无一例外,因
为他在每个人身上都认出了一个姐妹
或一个兄弟,他知道在天主的心中没有
二等孩子！

2.3 在音乐的学堂里

我们从教宗方济各那里得到了一个新
的乐谱｡这首歌似乎很复杂,但我们知
道所有曲目一开始都是复杂的｡一个
接一个音符,一个又一个小节,慢慢地
你就获得了良好的演奏能力｡这首新
歌讲述了一个梦想,梦想着一个开放的
世界､一个让相遇为王的世界,一个可
有着新的生活风格､新的看法和思想
的世界｡我们便要负责去演奏这首歌;
因此,有必要产生内在过程(在修会里,
例如在培育时),和外在过程(在我们为
世界服务时),这些过程有助于进入《众
位兄弟》通谕乐谱中隐藏的音乐逻辑｡

在哪里学这首新曲的音符?圣诞节是我
们的援助,它邀请你去一所更好的音乐
学校｡圣方济指出,圣诞节是演奏新曲
的最佳时机,事实上:｢在那一天,上主
显示了他的怜悯,在晚上,他唱出了他
的歌｣｡(参阅《方济典泉》303)｡看哪,白
冷是一个相遇的地方｡正是天主自己
为这个相遇的文化做出了贡献,并使自
己与我们接近:他成了我们中的一个｡
它建立了一个对话,最初没有语言,只
是用目光来编织(它应该是令人印象深

刻的──而纳匝肋的玛利亚确实做到
了!──自创世以来,第一次看到天主
的眼睛﹗)──天主在圣诞节的盛宴上
把他的面容送给了我们,因为｢没有爱
的具体面容,没有人能体会到生命的价
值｣(《兄弟》 87)｡天主是第一个教导我
们如何活出一份先知性和默观的生命,
能够有份深厚的喜乐,而不是痴迷于消
费之中｡

请看,这是我们身份的来源;请看,我们
学会了与那些相隔遥远､完全不同的
人相遇的意义｡培育从这里开始:从耶
稣基督的面容开始,裹在襁褓,被纳匝
肋的玛利亚所亲吻,被若瑟拥抱｡正是
在这张脸上,我们可以看到天主是爱    
(若一4:16);爱不知别的,只知道完全地
奉献自己,并且意识到我们需要拯救,
就来与我们相遇｡｢至圣至爱的婴儿,他
被赐给了我们,他在路上为我们诞生,
被放在马槽里｣(参阅《方济典泉》303),
是天父用以更新与全人类对话的圣言;
为了对话,圣言成了血肉身,寄居在我
们中间(若 1:14)｡

请看,这就是希望之源!在那里有天主,
同时又有兄弟姐妹:是那已来了的那一
位,来到我们中间居住的｡

我们作为方济家庭的总会长们,也希望
在新的乐谱上写下希望､关系与相遇､
关注与对话的和弦,献给天主的学堂:  
｢白冷的婴儿｣(参阅《方济典泉》470)｡
我们这样做,是一同唱出祝愿圣诞快乐
的音符:在这个特别的圣诞节,我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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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音符祝愿你们所有的人,能无畏地
希望时时､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情况下,
与每个人､所有的姐妹和兄弟们,聆听

天使们传布的歌声:｢天主在至高之天
受光荣,主爱的人 (即所有人﹗) 在世享
平安﹗｣(参阅 路 2:14)

图像:于意大利格热桥的马槽装置档案编号 01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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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方济联会-正规第三会主席 在俗方济会总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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