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之处的人却常彼此分争？也许还是

等等。一天的紧张生活过去后，第二天

流泪；当看到她的孩子需要帮助，即使

因为我们没有真的去实践福音吧？而这

大家一致决定去登山，登山回来后已经

自己累的快倒下了，也仍会帮助她的孩

个小团体内，大家所以聚在一起的目的

下午五点多，每人都非常累了，但因为

子，嘴上说自己并不累。她的孩子们的

只有一个：共同在日常的生活中去实践

这一天，我们中的一个巴西的修生过生

幸福就是她活着的意义，在她的心中，

一段时间我在一个小团体内

福音，彼此相爱，如同基督爱了我们一

日，而我们为此又提前邀请了其他大约

从没有自己，只有别人。当我默想这些

生活了一个时期，其中有很

样。我想，这也许就是彼此有

多让我感受很深的地方。

着如此巨大差别的我们，可以

前

这个团体，与其说是团体，不如说是一

4

和睦地生活在一起的秘诀吧。

时，我的内心很感动，心里决意在这一

这个小团体内，大家所以聚在一
起的目的只有一个：共同在日常的生
活中去实践福音，彼此相爱，如同基
督爱了我们一样。我想，这也许就是
彼此有着如此巨大差别的我们，可以
和睦地生活在一起的秘诀吧。

天里努力效法她。一天的紧张生活结束
了，在这一天中，我有时想到了要效法

个家更确切。只有六到八个人。其中，

在这个小家中，生活其实很

加上我，共有三个神父。其他的几位是

平淡，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修生。我有时笑话说，这是一个小联合

和我们平常的家一样：打扫卫

国。有一天，我数了一下，非常有意

生、买菜、做饭、洗碗、一起

思：三个神父，分别是：中国、法国、

祈祷及做默想、饭桌上谈谈每

德国；其他的修生分别来自：韩国、乌

人一天的生活等等，但我们彼

干达、肯尼亚、巴西、波兰，年纪从20

此鼓励，就是要在这样的日常

当一切结束后，已经过了半夜。这时

到60不等。

生活的小事上生活出福音来，

其中的两个修生说第二天早上五点左右

她，有时却忘得干干净净，也许这就是
我的软弱之处吧。我在生活中常是这

亲总是让我早早去休息，而她却在为我

让我四点多就起来为他们准备吗？我不

准备背包及我路上要用的东西，有时我

是疯了吗？”但内心那个声音仍特别

夜间醒来时还看见母亲在准备着什么，

强烈“你今天不是定志要特别效法她

我催她早点睡，她总说马上马上，却仍

吗？”我思想斗争了半天，这天实在是

忙着什么。第二天早上，母亲一定比我

太累了，最后还是决定原谅自己这一

早起好多，忙着做饭，又小心着不把我

次，第二天不起来那么早，并心里安慰

吵醒，直到饭做好了，才把我叫醒，让

自己说以后一定要做的更多来补上这一

我吃饭。走时又一定陪着我到车站，有

次。于是决定睡觉，但躺在床上却睡不

时遇到冬天，天仍很黑，我说我不需

着了。内心的那个呼声虽小了许多，却

要，她却每次都坚持，直到看着我坐上

仍在不停地向我说：“一个言而无信的

车走了才放心。不知为何这个记忆如此

伪君子，光说不做的小人，撒谎者，看

突然地浮现且如此强烈。

你死后见了圣母时你的脸往哪放……”

也许是因为这一天默想的都是关于圣

这个良心的遣责实在折磨着我，我根本

母圣心的缘故吧，我心里自然而然地把

不可能睡着。我的内心也开始意识到，

这一幅与圣母联系起来。我心想当年的

这个声音也许是来自天主，是他在叫我

圣母也一定是这样对待耶稣的。我又想

去这样做。我实在不愿承认自己是个小

起了圣经中记载，有一次因为耶稣和门

人、伪君子，在圣母前更是不愿意。后

徒们起的很早，没有吃早饭，耶稣寻找

心一横，心想就是四点多起来自己又不

无花果没有找到，因而诅咒无花果树的

会累死，就做一次又有何妨，我可不愿

事。在耶稣的三年传教生活中，圣母是

让圣母说我在撒谎。于是定好闹表，就

常和耶稣在一起的，但我觉得，这一次

睡了。

圣母一定没有和耶稣在一起。如果圣母

早上四点多，闹表响后，心中仍有

这一次在的话，她是决不会让她的圣子

无数个理由在告诉自己不用起来，但最
后还是咬牙起来了，心

有时想想国内教会的形势及教区内主
教、神父、修士修女、教友们彼此之间的
关系，心中真的很感慨，不知说什么才
好。为什么这些差别如此巨大的人可以彼
此和睦相处，而我们有着那么多相同之处
的人却常彼此分争？

样，怀着好的意向开始，却在生活中把

中也有点惊讶自己的软
弱。效法圣母做这么一
件小事竟这么费力！不
知何年何月才能有一点
点真的德行，心中很感
慨自己力量的弱小。
我为那两个弟兄准备
了早餐，他们见了也的
确有点惊讶，没有想到

它忘得干干净净，如果不是有其他的弟

空着肚子上路的，就算是再早，圣母就

我会起这么早，因为在睡觉前我们已经

兄常鼓励自己，有时真的很难重新开

是不睡觉也会为她的圣子准备早餐的。

道了别，但看得出来，他们还是很高兴

始。

我几乎可以想像得到圣母为她的圣子准

有人为他们准备早餐并送他们。他们吃

备早餐时忙碌的样子。

过早餐后，那个送他的弟兄也起来，于
是开上车送他们去飞机场。

我内心的挣扎

虽然我们也知道这很不容易，但我们要

十一、二个人来参加晚餐，所以回来

要走，我们当中的一个会开车的弟兄决

努力去做，因为这不是我们自己的要

后，谁都没有时间休息，立刻开始做准

定把他们送到飞机场。当我们问他们两

这时心中忽然升起一个声音对自己

我们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国家、有

求，而是天主对我们的要求，是天主要

备，晚餐是七点开始的，一切都非常圆

个的早餐怎么办时，他们说因为太早就

说，“如果圣母今天是住在这儿呢？她

他们走后，我便立刻想接着再睡一

着自己独特的语言、却讲着另一种语

求我们生活出福音并成圣，所以我们必

满，但大家都非常累，我也一样。等那

不用早餐了，于是我们每个人就向他提

会怎样？”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耶稣说

会。但突然想起，那个弟兄走时没有带

言：意大利语来彼此沟通：坐在同一张

须尽力去做，别无选择。

十一、二个客人走了以后，我们开始做

前道别，之后大家就都去睡觉了，因为

了，我们对最小弟兄中的一个所做的就

上开门的钥匙，那么他回来时就只能按

善后工作。

大家都实在太累了。我也象大家一样告

是为耶稣做的，圣母对此一定最清楚不

门铃，这个门铃的声音很响，会把所有

别后就去了自己的房间去睡觉了。

过了，何况所有的人又都是她的儿女，

的人都吵醒的。我算了一下，送他们

她一定会起来为这两个要走的修生，也

去飞机场后立刻返回需要三、四十分

就是她的儿子，准备早餐，并一定会送

钟，这么短的时间我根本不可能睡着，

共融的秘诀

桌子旁一起吃晚饭。我们每人都有着极
不同的文化背景及个人经历，彼此的性

一次爱的体验
向圣母学习

爱弟兄身上的耶稣

格差别极大，但大家住在一起，彼此

有一次，这个团体请了六、七位他

是如此和睦，真可以说是如同一家人一

们的朋友（也是修生）来这里聚聚，为

这一天早晨我们当时默想的是圣母

样。有时想想国内教会的形势及教区内

的是大家彼此分享一下自己生活福音的

玛利亚。默想中说，她有一颗母亲的

当我躺在床上准备睡觉时，不知为什

他们而不让他们就这样走的。“你今天

不如等他回来后再睡更好些。于是拿了

主教、神父、修士修女、教友们彼此之

体会及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他们是星

心，像所有的母亲一样。即使内心承受

么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很早以前我在外读

不是要特别效法她吗？…”内心的那个

诵读，坐在门附近开始念诵读及早祷。

间的关系，心中真的很感慨，不知说什

期五来的，为了使他们在这里能有家的

着人所不知的痛苦，她依然会对她的孩

书时的一幅，异常清晰。那时我在外地

声音忽然特别强烈。我立刻意识到这个

我把门开了一个小缝，这样，万一他来

么才好。为什么这些差别如此巨大的人

感觉，我们做了好多准备工作，从清

子说她一切都好，会想方设法让她的孩

读书，有时遇上放假就会回家看看。每

声音所包含的全部意思。我的心立刻反

时我没有做完早祷，我不必特意中断祈

可以彼此和睦相处，而我们有着那么多

洁、准备房间及床位、日程安排、饮食

子喜悦，即使此时此刻她的内心可能在

次重新回学校时，都要赶很早的车。母

抗，“他们两个明天五点就要走，难道

祷去开门，而他也不会按门铃吵醒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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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我是在门的附近，把门开条缝绝

B2

不会有安全问题（这里的治安不是很
好）。
当我的祈祷快结束时，我听见车开

聚会太少。很少有个别的联
系和互动，困难无法解决。

团体的紧张拖得太久，造成分裂。

进院子的声音，是他回来了。因为还没

B3

有做完晨祷，就决定让他自己进来，
反正他见到门开着是不会按门铃的。但

缺乏对人的注意。 聚 会 只
集中注意力在工作、时间

奇怪的是，直到我念完了晨祷，仍未见

表、计划、主题等等，这种只重视职

他进来。我怀疑自己听错了，就开了门

务的导向，团体的人际关系就不会有

走了出去，看见开车的那个弟兄仍坐在

所成长，彼此的信任也难以发展，归

车里，觉得奇怪，就向他走去。这时我

属感很小，于是人人渐行渐远。

看见他正戴着耳机，隐隐可听见一点音
乐声，他是在车上听音乐。我心想，“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人，这么大的早晨，
天还没有全亮，不回去休息竟在听音
乐…”。
来，才能具体实践以上的精神。这个从

我还没有走到跟前，他也许从反光
镜里看到了我，就走了出来。忽然我的
心一动：也许他也想到了按门铃会把大

任何一个团体形成，必然会经过几个阶段。

家吵醒；而他并不知道我在等他，也不

G1

然充满挑战，但却收获丰硕，不仅使一

分享信息。 听到一些事，

群人成为团团，有团队精神，个人的人

碍脚。聪明的人想法子让工作看起来

找到一本有用的书，发现

格、灵修也一起成长。

更复杂，好摆脱其它人，让自己独自

01虚有其表的假团体阶段

是真的喜欢听音乐，而是在等，在消磨

一开始是个虚有其表的假团体，大家报喜不报忧，问题一大堆，大家仍是

时间直到有人起床为止。可这样一来，

你好我好大家好，彼此很客气，好像没有问题。因为不敢面对存在的问

了重要的会议后，向大家作完整的报

他要等两个多小时呀。我很感动，他为

题，表面上很和睦，实际上没有共同的目标，彼此之间没有真的关系。为

告。团体中有人缺席，告诉他大家知

面子怕得罪人，当面不能讲真话，可是背后却诸多批评，这是假团体。

道的事。如果有人忘记要做的事，提

G6

醒他。

为了增强团体的共融。

时！显然，如果我不出来，他会在车上
一直等下去。

02有话敢敢讲的考验期

当我们进屋后，我建议他再睡一会，

过了"假团体"的阶段，大家开始敢把真话讲出来了，一讲出来，很多事情

他显然毫无异议，因为他一进了屋，就

就爆发，此时是一个危机，也是一个转机。我们开始面对问题，冲突很

直接返回房间睡觉了，一刻都没有停。

多；没有说话的技巧，让人受伤害；也都有好心愿意团体好，可是却剑拔

这更证实我的猜想是正确的，我的心非

弩张，伤害很大。

常感动，其实大家都在努力地爱弟兄，

6

个人“我”迈向团团“我们”的过程虽

知道门是开着一条缝的，所以，他并不

了不吵醒大家，宁愿在车上等两个多小

某些好机会，愿意和团体分享。参加

G2

03以尊重和聆听建立共融

为什么我总是想着我自己的劳苦？一时

到了这个阶段，假如大家都不愿意放弃这个团体的话，就会开始思索，开

中某些人特别的尊敬，或对某

些人特别的礼遇、赞美。避免这一切是

有透过聆听才会有真正的了解，并建

G7

立起信任的关系。

习为他人着想。也会发现每个人都有不

G3

足之处，都需要互相帮助、彼此互补。

彼此聆听。 聆听，让人觉
得被接纳，和有归属感。只

个团体意见能够完全一致，

每个人有权表达自己的看法。接纳你

我仅有的一点抱怨烟消云散了，心里充

始寻找解决方法，学习到尊重、聆听别人。要尊重别人，就要先接受每个

满了对天主的感激。如果我今天没有起

人是不同的这个事实。聆听别人，也必须要先空虚自己，放下自己的想法

与他人不同的事实，即使所有人都努

这么早，怎么可能对弟兄心内的爱有这

和成见，放下自己的经验，放下自己的学问，跳出自我的框架来听别人，

力适应团体，差异仍会存在。重视差

么深的认识？一切都值得。

并学习站在别人的观点、立场来想，更把天主请进入，用天主的观点超时

异的价值。才能克服它所带来的张

后来，这一天我也真的为早起付出

空的观点看事情。这时候是非常痛苦的，因为前一阶段的痛苦，是来自外

力。抗拒这种差异所带来的紧张则会

了代价，早晨的默想、祈祷及工作都是

在一他人，此时的痛苦则是面对自我内心、面对天主，面对大我而非小

强迫团体划一。

迷迷糊糊的，但每次想起那个弟兄静静

我，也面对天主的召叫和团体的前途。我们的争辩不为面子或是想争胜别

地坐在车上等着的样子，心中又重新充

人，我们据理力争，是为了沟通、为了分辨，为了寻找一个共同的目标。

G4

彼此帮忙。 每个人都有弱
点，即使最有才能的人也如

满了一种感激、喜乐与平安。我想，虽

此。取笑、批评他人的弱点不如想办

然这一天早晨的祈祷默想很糟糕，但天

04一个真正的团体形成了

主一定不会怪我，天主也许反而会高兴

只有不断的朝内看自己，认识自己，整修自己，并空虚自己，我们才听得

法帮助他们。鼓励害羞的人，给缺乏

吧。

见天主微弱的声音。透过彼此的聆听，我们觉得被接纳和被了解，信任感

经验的多一些锻炼的机会。如果一个

也慢慢加深，愈来愈清楚天主对我们的旨意。此时，大家对团体的认同及

人不知道自己在犯错，可以告诉他。

归属感产生，团体的凝聚力愈来愈大，一个真正的团体形成了。

帮助别人而不炫耀。

n作者 ：Pietro

避免个人特权。避免对团体

一起策划工作。即使一项工
作能由一人独自完成，最好安

排两、三人去做。他们会彼此熟悉和学

尊重他人的意见。 没有一

爱弟兄身上的耶稣，每个人都在付出，

资料取自：基督徒团体沟通神学教材

8种障碍

B1

对信息守密。 一 些 人 决 定 某
些事，却不告诉某些人，使人

感觉自己被人遗忘、孤立。某一个小圈
子知道所有的事，但其他圈外的人却不
知道。一些人保留自己得到的新知，有

对他人弃之不顾。有才能的
人觉得没有经验的同伴碍手

完成，独享荣耀。

B5
B6

袖手旁观。对别人的需要漠
不关心。

不给别人时间。 对 某 些 人
的作法没有耐心，或对某

些缺乏经验的人，马上要求把事情做
好。

B7

偏好或结党结派。 不 接 受
某些观点与自己不同的人，

而产生对某些人或事的偏好或嫌恶。

B8

缺少主动。每个人都等着别
人先跨出第一步，结果浪费

了许多宝贵的时间，不仅丧失了成长
学习的机会，也延误了工作。

意不让他人知道。团体中不少人怀疑某

g 资料取自：

些事被隐瞒了。感觉自己被利用。努力

基督徒团体沟通神学教材

工作却得不到鼓励或信任。先从外人口
中得知某些信息，使人觉得不是团体中
人。

G5

牺牲小我。以上所有行动
都包含了牺牲在内。对一个

基督徒来说，只有空虚自己让基督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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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7个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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