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传教会，这是一片美丽的古典建筑，

目，深钻下去其实是最有意思的题目。

中间有一个很大的花园，院子周围有几

我甚至有时候和他讨论语言学的问题，

个石头刻的纪念碑，纪念在异国的殉道

我发现诸科相通，虽然领域不同，但许

者，还种着一些果树（老实交待，我曾

多神学方面的思考对其他科目也有极大

经在树上偷摘过一个桃子，味道很甜）

的帮助。

。他告诉我们，这么大片的花园只有一
个园丁在照管。我们很惊叹，因为每一

父们在我们真正认识他们之
前是一群生活在另外一个
世界的人，他们没有家庭，一切
奉献给天主，就如同不食人间烟
火的“特殊族群”。我们敬仰他
们，但是也觉得他们遥不可及。

神

gg慈父MARIO神父
但是我认识的第一位神父MARIO却有一
点淘气，他是法国人，手舞足蹈地教我

朵花，每一片草地都好像得到了很精心

和沙神父的交谈总是很愉快，很放

的照料：草色碧绿，花朵嫣然。他说，

松，因为他从来不简单地批评，而是引

只要一个人爱自己所做的工作，就会创

导你自己去思考，寻求答案，有些意见

造奇迹。我们当时都还是正在选择前途

他并不赞同，但是在讨论中总是很和

的年轻人，他的话给了我们很大的启

气，我觉得他常常试图找出你想法中比

示，有许多人不一定喜欢自己的工作，

较合理的成分，并试图让你在这些地方

选择这条路只是因为赚钱多，前途好，

更深入一步。我在索邦大学学习时，教

或者是父母的要求....但是他一直不断

授们的辩论常常很激烈，那种唇枪舌剑

地告诫我们，要跟从心灵的真正呼唤，

的法国式辩论风格让我觉得很新奇，但

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在充分了解现

是也有一点不习惯，因为中国人常常“

实世界的同时，选择自己真正所爱的工

和为贵”。

作，人生伴侣，圣召...,这样才可能有

有时一些学者尖刻，声色俱厉的辩

幸福。他告诉我们，他从很年轻的时候

论把我弄得筋疲力尽，但是来到沙神父

就盼望有一天当神父，他很庆幸做出了

的办公室，思考是一件快乐，轻松，又

这个最适合他的选择，因为他正在做自

有趣的事。大家都能坦诚地说出自己的

己最喜欢的事。

见解，又有一种温馨的友谊。我了解索

们唱活泼的法国民谣，用法语讲一些好

他也告诉我们，神父们可不一定是我

邦大学的教授们的逻辑：真理不讲人

笑的故事，还从法国带回来一块很大的

们想象中的圣人，神父也有很多弱点，

情，辩论是一种检验你的反应，智慧，

法国乳酪，说谁的法语讲得不好就罚谁

毛病，坏脾气，教会内部也会有很多争

和是否能在逆境中坚持自己的观点的方

吃乳酪。那时我们这些中国人不太习惯

竞，就如同地上任何一个地方。甚至保

法，在法国的论文答辩中，学生一定要

吃味道很重的法国乳酪，所以大家都很

禄和伯铎路也有矛盾，所以每一个人，

顶得住教授们尖锐的批评，所以他们在

害怕被罚。

不论是不是神职人员，都应该谦卑自

平时就注意让学生习惯这种激烈的辩

省，彼此宽恕。我直到现在都还清楚地

论。我现在在某些场合也采用这种方

记得这些在巴黎外方传教会花园里的交

法，就像拳击比赛一样，很刺激，但是

信仰在他的讲述里也有一种很复杂的

谈，当时落日的余辉，花草的颜色，空

也容易伤人。但是在沙神父那里，我也

味道，就如同他逼我们吃的法国乳酪：

气中的花香，都像一幅油画，留在我的

了解了另一种看法：要在爱中交流真

开始味道很怪，大家都不太爱吃，但是

记忆中。

理，要勇敢，坦诚，清楚明了地阐明自

从法国乳酪中吃出另一种滋味

慢慢的，就会发现它有一种特殊的香

己的观点，但是尽量不伤害对方的自尊

味，越来越爱吃。他所讲述的耶稣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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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平衡真理与人情？

gg良师沙百里神父

和情感，也不要用高深莫测的词汇炫耀

苦和死亡也是喜欢“吉利”的中国人不

也就是在这片美丽的建筑里，我认识

学识，这是一种很难掌握的平衡，要用

太爱听的道理，但是从他讲述时出自内

了另一位司铎，沙百里神父，他是法中

一生去学习。后来我读了杨克勤博士的

心的表情，让我们觉得他不是在讲一件

联络处的主任，也是著名的汉学家。我

一些关于圣经中的论辩艺术的文章，提

可怕的事，这里面包含的爱和牺牲，是

那时刚到法国不久，法语还说得不畅，

到保禄在阐述有关于基督徒团体生活的

人类所能得到的最大恩典。

所以有一点畏惧和他交谈。可是沙神父

原则时，也注意爱与真理的结合，考虑

他淘气的特征一点也没有随着年纪的

一开口就是一口流利的汉语，而且很和

听者的感受。中国人所讲的“人情”，

增大而改变。他经常发一些幽默的信件

蔼，让我松了一口气。我那时在巴黎索

只要所表示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彼此尊

给他的家人或我们。这个特点是年轻人

邦大学学语言学，同时在巴黎天主教大

重，而不是出于畏惧权势，收买感情，

很喜欢的。那时我们还不到二十岁，不

学修读神学，我发现在他的办公室里有

则并不会与“坚持真理”的原则相悖。

也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他有时也会对

很多神学方面我需要的参考书，中文的

沙神父在这方面可以说综合了东西文化

我们的决定感到担忧和生气，但是这并

法文的都有，所以常常去那里借书，也

的特点，既有开放率直真诚的西方传

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想到他就

和他谈谈上课时候的疑难，他总能以非

统，又有谦和，委婉的中国传统。

如同想到从小陪伴自己长大的家人，大

常清楚简单的方式讲述这些问题，一点

家会有矛盾，争执，但是家人永远是家

即通，又帮我找一些有关的参考书，让

人，家人永远彼此相爱。

我再深入地钻研下去。我发现一个有趣

后来，我在做语言学博士论文时，也

的现象，许多我开始最觉得困难的题

常常接触到各国学者，参与各种学术性

喜欢沉闷的说教，他将道理隐藏在有趣

他伴随我们成长

的故事里。大家在轻轻松松的故事里慢

他几乎看着我们每一个人长大，从

慢咀嚼一些余味无穷的人生哲理。我们

十几岁的学生，到工作，结婚，有的现

从他身上看到，虔敬不一定是死板，教

在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也把我们看

条的同义词，一个爱天主的人也可以是

成是他的孩子，我们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淘气活泼的。

告诉他时，他总是很投入地帮忙，为我

们一些提点。我们已经长大了，自己也

们祈祷，分担我们的痛苦和快乐，给我

有自己的主见，并不一定听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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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去过他在巴黎的母会：巴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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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到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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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我慢慢发现，象牙塔内也有许多

我有一次有一个问题不太明白，下课

不那么纯洁的事物，有许多利益，野心

后去问他，他犹豫了一会儿，说：“我

和权力的竞争，我对此很失望，也对许

可以过几天再回答你吗？”过了几天，

多所谓“学术辩论”感到疲倦，我问在

他对我说：“我这几天都在想你那个问

学术界多年的沙神父他怎么看这件事，

题，我觉得是这样...你觉得怎样？”他

是否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漩涡，最终所

的这种诚实，认真，谦和的态度让我再

有人都会被吸进去。神父的表情有一点

一次诠释教师的定义：他是引导者，也

复杂，他说，不要参与和真理无关的竞

是探索的同路人，在探索人生的意义，

争，永远以对真理的纯洁追求作为一个

天主的奥秘时，无论是教授，学生，神

学者的真正使命，不同意见的人可能比

父，信友....都是旅伴，大家彼此启

较难成为朋友，但是也不是不可能，不

发，互相帮助，一同走这条追寻真理的

过不要为了保持友谊而隐瞒自己的真正

道路。

看法，不要为利益和个人感情牺牲真

他是一个很腼腆的人，与学生交往总

理。这是我最想听到的答案，尽管这听

是很谨慎，但是决不拒人千里之外，他

起来很“理想化”，但是当我看到一个

平常讲话和他上课有同样的特点；很有

在学术道路上走了一辈子的前辈依然相

礼貌，耐心倾听，话不多，但是总是能

信这个原则，让我这样的年轻人松了一

触动你的心灵。

口气，觉得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上，美丽
的理想并不一定是虚幻的海市蜃楼。

他后来调任另外一个职务，不再教
这门课，我们很遗憾，但是也同时祝贺

巴黎外方传教会法中联络社那个以

他荣任他的修会的会长。他说“每个人

书为墙的办公室并不大，但是却可也涵

都要不断面对生活中的变化，但是教你

盖古今，连通宇宙，这里有许多不同语

们的这段时间是我最快乐的日子”。我

言，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的人通过他们

们知道这不是应景的客气话，他说的是

留下的文字与我们交谈，也有很多有意

真话。我后来在当老师的日子里也常常

思的人物出入，我在这里慢慢懂得“探

回忆他这句话，提醒自己要像他一样真

索”“思考”“交流”一个学者一生要

诚地爱每一个学生，陪伴他们成长，为

在传教生活中与他遭遇相似者，分享到

做的事情。

他们祈祷，带领他们去探索新的，有意

一分支持与鼓励。

gg 灵修导师CADOUX神父
而在巴黎天主教大学的神学院，我认
识了另外一位司铎RICHARD

CADOUX

义的领域，并且在他们离开的时候将他

《保禄的传教策略》或许给您的传

们的未来交托给天主，愉快地向他们告

教工作一些启示与反省；《不倒翁》与

别，祝他们勇敢，坚强，快乐地迎接人

主

内亲爱的神父们，没完没了的福

您分享保禄不倒的秘诀；《十字架的智

传、牧灵、堂口行政工作....

慧》有个讽刺性很强的小故事，能给我

等把您们累坏了吗？希望高夏芳修女的

们当头棒喝，提醒我们常反省耶稣基督

这本，以妙人妙语介绍保禄的《妙哉！

在我们心中的价值。不可不看；《身上

保禄》能在您的福传与牧灵工作当中，

的一根刺》再次提醒所有基督使徒，痛

生的挑战和变化。

神父，他是我灵修学课的教授。他第一
次上课时，让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他好

10

生命就是见证

像有一点紧张，讲了一会儿竟然开始脸

在与神父们的交往中，我明白了生命

红。我在下面偷偷地笑了，心想这老师

就是见证，就如同耶稣当年生活在世人

是不是第一次上课呢？后来我自己当了

当中，他传讲的不是抽象的知识，而是

老师才明白这种状况，好几年以后，我

他生命的原则。他对所有人说，爱是最

已经所谓有经验了，但是有时候还是会

深的奥迹，爱的源头就是天主。同时，

紧张，也时不时会脸红。

他的生命就是爱和牺牲最完美的诠释。

诚实，认真，谦和的引导者
他上的灵修课和释经课看圣经的方

n孙基立
(作者目前与丈夫定居美国)

法很不一样，释经课常常是以一种“科
学客观”的方法去看圣经，找当时的历
史资料，一字一句地分析经文结构，用
词....他的课却很灵动自然。我觉得他
有一种很特别的角度去看一件事物，既

给予您启发；也希望它带领大家进入圣

苦愈多，就更深入地参与基督的苦难，

保禄宗徒更深层次的生命之旅，让更多

更密切投入他的奥迹，保禄学会了怎样

人，基督的爱是的广、宽、高、深，并

将撒殚加在他身上的刺，化为耶稣的烙

知道基督的爱是远超人所能知的。

印，藉这根刺在自己身上彰显天主的德

在堂口搞各种活动，拉近信徒们爱

能，变成福传工具；《在主内常喜乐》

主爱人的热情不易，要让大家持久团聚

提到保禄是个快乐的人，掌握了在主内

在基督徒团体内，就更难了，要怎样使

常喜乐的秘诀，连在狱中也满心欢喜，

团体有持久的凝聚力呢？希望书中的《

设法将这喜乐传给人。

保禄的领袖风格》告诉您，如何让教会

幽默能加添生活的色彩，令人会心

团体通过"神视"的滋养，在天人关系密

微笑，同时又一针见血，有当头棒喝之

切，心火旺盛的情况中，保持团体的凝

妙。《保禄的幽默》告诉您他在最严肃

聚力与士气。

的训言中，也会有一两句幽默话，令人

保禄的传教生活，十分艰苦。他自

保持客观全面，又能触动人心中最敏
锐，最感性的部分，让你觉得圣经的这
句话简直就是天主单单对你一个人所说
的。这是一种少见的才能，我想，这可
能是任何老师都梦想达到的境界吧。

会心微笑。

己也谈到劳碌、监禁、受鞭打、旅途的

教宗在圣保禄年、司铎年交替之际，

辛苦及危险、饥饿寒冷，还有孤独、挂

称许圣保禄宗徒是司铎的楷模。我们特

虑、困难、失败等。但苦中也有乐。在

将高修女的这本《妙哉！保禄》送给司

书中的《传教生活趣事》也许让所有正

铎作为司铎年的贺礼。以下载录书中的
其中一段精彩部分，让大家先睹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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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禄的幽默
在我国文坛中林语堂对“幽默”

迦5：15)这个图象讽刺得来又很。又

情有独钟，他在《论幽默》一文写

或他写信给格林多这个问题多多的团

道：“幽默本是人生的一部分，一国

体，谈及他很想来探访他们时，这样

的文化，到了相当的程度，必有幽默

风趣的发问：“你们愿意怎样呢？愿

的文学出现。人之智慧已启，对付各

意我带着棍棒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

种问题之外，尚有余力，从容出之，

怀着慈爱和温柔的心情到你们那里去

遂有幽默”。

呢？”(格前4：21)，他好像一位慈

幽默是一种满盈，一种流溢，一种

父，亲切地给孩子们开玩笑。

游刃有余的生活格调。它流露自情趣

保禄也很懂得取笑自己。在格林多

的浓郁，活力的充沛，品格的豪逸，

团体中有些假宗徒，以传福音为名扰

才智的丰厚，思考的灵活，生活的从

乱信友，他们喜欢夸耀自己的才能及

容自如。精简轻松的一言两语，便耐

功绩；谈及他们时，保禄激动又带讽

人寻味，令人会心微笑，同时又一针

刺地说：如果他们可以夸耀自己，他

见血，有当头棒喝之妙，能收一言惊

也可以，“我就要夸耀我软弱的事...我

醒蒙中人之效。

在大马士革时，阿勒达王的总督把守

保禄幽默吗？他甚富幽默感，虽

了大马士革人的城，要逮捕我而我竟

然，他写的信不是休闲小品，幽默感

被人用篮子从窗口沿着城墙系下，逃

没那么容易发散，但就算在最严肃的

脱了他的手”(格后11：30-33)。别人

训言中，他也会偶有一两句幽默话，

表彰自己的丰功伟业，他就拿出自己

来得那么出人意表，那么俏皮轻松，

的失败作炫耀；别人显露光荣威风，

令读者会心微笑。比如，他劝告迦拉

他就表扬自己的尴尬，不但传教得不

达人彼此相爱，彼此服务时，突然弹

到成效，还要狼狈的被人从城墙吊

出这样一句：“如果你们彼此相咬相

下，偷偷逃生。

吞，你们要小心，免得同归於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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