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铎主保

圣维雅内的故事

c作者：Philip Caraman S.J. c译者：黄若瑟

g充满圣宠的邂逅
他的脸不大，灰黄色，显得虚弱；嘴角周围布满
了富於表情的痕迹。他稀疏的头发象雪一样白，宽
阔的前额显得苍白、光滑又轮郭鲜明，他的眼睛深
陷在薄薄的眼皮里。
1854年5月18日，伯明翰主教伯纳德·阿尔索恩
阁下拜访了六十八岁的阿尔斯本堂神父若翰玛利亚
维雅内。二十多年来，这位本堂神父已经在法国闻
名遐迩。主教进了小教堂，他的目光首先落在了本
堂神父的头、脸和萎缩瘦削的体态上。阿尔索主教
说：“他当时在念日课，他的脸不大，灰黄色，显
得虚弱；嘴角周围布满了富於表情的痕迹。他稀疏
的头发象雪一样白，宽阔的前额显得苍白、光滑又
轮郭鲜明，他的眼睛深陷在薄薄的眼皮里。”
教堂里很拥挤。本堂神父拄着一根拐杖，身体
靠在教堂中央的一根柱子上，开始讲道理。本堂神
父愉快的神情和充沛的精力使阿尔索恩主教大为吃
惊。“当神父谈到罪恶的时候，他的声音轻柔而又
锐利，他的声调由於非常痛苦而升高，他皱纹的手
放在两眼之间，双眉紧锁，眼泪夺眶而出...他又
睁开眼睛，凹陷的眼窝闪烁着光芒。他讲了二十分
钟，他的话简单明了、洒脱、生动。随着题目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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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行。当每一位司铎与基督合成一体，我

在 这 司 铎 年 ， 徐 司 铎 的 《你是一位

们的教会处处到将充满基督的光辉与希

快乐的司铎吗？》分享如何活出丰盛健

望，将照亮每一个生命。但愿我们在这

康喜乐的司铎生命，另外还有两位教友

他们照亮每一颗心

司铎年，司铎与司铎、与全体教友，心

以《天主赐我宝贝神爸》、《影响我一

手相连，传到世间的每一个角落，让复

生的三位法国神父》分享她们生命中的

活主的爱，触动每一颗心灵。

几位重要的司铎，如何带领她们在耶稣

教

宗六月十九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
大殿主持耶稣圣心大瞻礼的第二

晚祷，为司铎年揭幕。
教宗六月六日在罗马接见法国修道
院师生时说，司铎年为整个教会提供机
会，更深入探索司铎身份，及其恩宠奥
迹和慈悲。
司铎年不仅为神父，也为所有人而举

圣若翰玛利维雅内神父犹如圣德的

基督内享受更丰盛的生命。《妙哉！保

天空上出现的一颗明星，发出熠熠的爱

禄》是 送 给 所 有 使 徒 工 作 者 的 一 份 礼

德之光，为我们这些人生道路上的旅客

物。

指引方向，愿《司铎主保圣维亚内的故

愿大家在这司铎年里，彼此鼓励代

事》也照亮普世司铎们和全体兄弟姐妹

祷，一起在主内更新自己，为福音作更

的人生，让大家一起用爱改变一个又一

有力的见证。

个“阿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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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他抑扬顿挫的语调，多变的动作都

体的进一步教育。那时正值翻晒干草季

约当时正在实施中，修道生们被免除了

油然而生，仿佛是一位天使通过一个衰

节，当时他十三岁。

兵役。可是处于疏忽，维雅内的名字没

竭的躯体在讲道。”

仰，阻止人们行圣事。在这种情况下，

己在阿尔斯是失败了，因此，他做出的

他曾一度尝试靠吃草活着......

本堂神父夜里在圣器收藏室内用艰苦劳

第一个打算就是离开阿尔斯。教区代理

他似乎已经想到了要成为一个神父。

有被存入修生档案。1809年10月26日，

大主教几乎不会把他认为是比较有

动赶写的讲道稿，必然成为宗教信仰的

主教遇到了一个机会表明了自己对这位

讲完道理以后，本堂神父象往常一样

当他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就经常藏

他加入了里昂的兵营。不料二天后却又

能力和有才干的神父们派往阿尔斯去任

指导。每逢星期六的晚上，过路的人们

本堂的信任。主教肯定了本堂神父的成

又顶着烈日出去拜访一位生病的本教区

在马棚里秘密地祈祷；在地里干活儿午

发烧病倒了。当他第二年一月康复归队

职。阿尔斯是位于远离闹市区的一个偏

都来听他预演第二天的讲道稿。他尽量

果一一他把阿尔斯这个偏僻的小教堂区

教友，神父的身后还紧跟着一大群人。

间休息的时候，他躺在地上装做睡觉而

时，他发现他所属的分遣队已经动身去

僻、冷落的小村庄。只有大约四十户人

把讲道稿记熟，要是他在讲道台上乱了

改变得象一个教区教堂的状况，并就此

却在祈祷；从一开始他就把司铎的职务

了西班牙。他设法追上部队，不料在途

家，三百七十个村民。村里唯一值得注

头绪，就走下台表示歉意说他记不得该

向那些挽留本堂神父的村民们做出了保

看作是一种祈祷的圣召。

中他又发起烧来。一位陌生人救了他并

阿尔索恩主教很想看看本堂神父的住

意的建筑物就是座落在一小块高地上的

讲什么了。起初，他讲道时只是把引用

证，他们是不会失去自己热爱的本堂神

败不堪，仅有几件家具，睡觉的床又小

但是，当司铎可以说是不切实际的

把他带到朋友们的家中。第二天他被送

小小的教堂。维雅内带着巴莱神父留给

来的一些章节拼凑起来，过了几年，他

父的。

又硬。主教在这里一直等到神父回来，

空想，他受的教育很少。他的父亲马窦

往马德琳森林附近的莱斯诺斯市，在那

他的仅有的一点物品，坐着农场的一辆

才开始不用稿讲道。这时他才认为自己

从那时起，本堂神父就积极扩建他

然后两人谈起了英国天主教会的情况。

最近刚刚给他的女儿凯瑟琳办了嫁妆，

里他被市长的亲属收留下来。他对这个

大车驶向了阿尔斯去任本堂神父。当

是个讲道师了。他讲道时总是精神饱

的小教堂。他修建了一个钟楼，增添了

本堂神父说，“我相信英国的教会将会

因此这笔钱不能用来支付他的学费。然

地方产生了好感。在他的中年末期，曾

他第一眼看到那个小教堂时不禁脱口而

满，声音洪亮。

一个新祭台，教堂的两侧还建了两个小

恢复它昔日的光彩。”主教临走之前，

而两年后。他的父亲同意维雅内去他母

一度想退休再去那里。他曾写信给照料

出“真小啊！”。

请神父听自己的告解。“在每一个容易

亲的家里以便能够继续他的小学课程。

过他的寡妇，“我打算死在你们中间，

产生质疑的地方，他的询问简洁，富有

在学校里他的进步缓慢，他打算弃学回

要么死在沙特勒兹修道院里。”十四个

洞察力但同时又充满了仁慈、宽厚...

家。绝望之余，他准备去多芬的路维斯

月以后，他被免除兵役的决定得到了批

在每个具体的地方，他都作出具体、简

朝拜圣墓(圣若望弗朗西斯瑞吉斯，一

准。他因此可重新在巴莱神父门下继续

单明了而又令人满意的指示。听完告解

位耶稣会的传教士)。他上路了，沿途

中断了修道院课程。

之后他一如给我听告解之前，跪在我旁

乞讨，这也许是受到了他曾听说过的本

1813年10月的时候，维雅内已被认

每顿吃两个，周末的时候，剩余的土豆

不管以任何标准看，他都不是一个

边，我感到那真是充满圣宠的时候。”

笃若瑟拉巴尔的事迹鼓舞。但是别人把

为有资格进入里昂市的圣爱瑞纽斯大修

往往都发了霉，可是他决不糟蹋。他曾

内行，然而他的工作却卓有成效。开始

他看作一个贼，而拒绝向他提供食宿。

院。但是他的拉丁语的水平依然很低，

一度尝试靠吃草活着，后来他不得不承

挤满了人，村里大多数人都晚祷，村民

生活在近乎与世隔离的环境，使他不

在朝圣期间，他了解到那些真正的穷人

因此他不得不接受专门的培训。九个月

认这样做是行不通的。他几乎把屋内所

们沿街道行进，本堂此时总是向大家讲

时陷於沮丧和绝望。这种考验的起因是

的境遇，所以日后他曾把一双新鞋赠送

后，他的成绩在终考时很差，以致修道

有的东西，连同床垫都送给了别人，自

道。1854年当教宗向普世教会确定圣母

他尝到了一次足以使人信服或者说足以

给了一个乞丐。为此，他的父亲大为生

院院长决定开除他。他没有回家，而是

己却睡在地板上。他似乎急於马上成为

无染原罪为当信的道理时，阿尔斯的每

能够被证实的神秘的体验。本堂神父有

气。

去找巴莱神父。巴莱神父劝说大主教允

圣人。慢慢地他转变了看法，后来他把

一户人家都张灯结彩来庆祝，小教堂的

一回劝告一位来告解的人时提到了这一

许他回去。1815年8月13日，在格勒诺

宅。他发现神父的住宅里空荡荡的，破

g七岁开始在农场干活
一开始他就把司铎的职务看作是一种
祈祷的圣召
若翰玛利亚维雅内生於1986年5月8日
午夜前。生於离里昂市约6英里的达地
利。他的家族几代人有一个农场。在法

g障碍重重的修道生涯

这位新上任的本堂神父，三十二岁，

教堂，其中的一个是圣母小堂。本堂神

g一个偏僻冷清小堂的转变

父平日就在这个圣母小堂按照里昂的仪

就要在这里度过他的后半生。他的主食

阿尔斯的每一户人家都张灯结彩来庆

式举行弥撒。每台弥撒的时间通常是半

一般是吃土豆、喝清水，还吃一种难以

祝，小教堂的钟声终日响个不停，通明

小时，本堂神父从不拖延时间。在教堂

消化的面粉做的饼。每逢星期一，他就

的灯火与鼎沸的人声把救火车引到了村

附近，他为孤儿们和贫穷的女孩子们建

把本周要吃的土豆煮熟，挂在厨房里，

子里

立了一所学校，目的是培养他们干农活
和做家务劳动的技能。为了筹措资金援
助，他经常去里昂求乞。

这种做法称做“青年人的愚蠢行为”，

钟声终日响个不停，通明的灯火与鼎沸

神秘的体验，他说：“决不要求天主使

勃，他终于被祝圣为神父。那时正是滑

并且警告来办告解的人：“魔鬼不太怕

的人声把救火车引到了村子里。

你完全明了你自己是多么的可怜。我曾

国大革命之后的动乱时间，他们全家人

他发现学习很困难，一切都不顺利....

铁卢战役结束后二个多月。他在哪儿做

苦行、苦衣，却怕人们在饮食和睡眠上

本堂神父在教学工作方面，堪称是

向天主求过一回。当我明白、认清了自

依然保持着传统的天主教教友的热心。

1806年，若翰玛利亚维雅内开始了日

了第一台弥撒，但是还没有听告解的权

刻苦”。他喜欢不时地去村里他创立的

当时的典型神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所

己的可怜状态时，我本来马上就陷入了

他的父母曾向一位名叫本笃若瑟拉巴尔

后当神父的学业。他受教於查尔斯巴莱

力。来这里对他进行能力鉴定的教区代

孤儿院去就餐。

有神学上的发展都被终止了。本堂神父

绝望，但我马上又求天主赏给我忘记自

的乞丐圣人提供食宿，而后收到他的一

一一一位年约55岁的教区神父。在恐怖

理主教又让他回到了艾克利，作巴莱神

当他初到阿尔斯的时候，只有妇女、

在神学院学习期间的发展过程，就靠一

己这种状态的恩宠。天主赏给我足够的

封感谢信。这位圣人在维雅内出生前三

时期，巴莱神父在里昂周围的农村帮助

父的助手。又过了两个月，他才被允准

女孩子们和儿童们参与主日弥撒。因此

本实用手册为指南，该书的作者是土伦

神光使我认清了自己的虚无并进而使我

年死於罗马，终年35年。圣人曾几度入

信友们保持了信仰。由於部分被挑选在

听告解。巴莱神父是第一个请他听自己

他把走访本教区的教友家庭看做当务之

市的主教，1750年出版，为了培养神学

懂得假如没有天主的恩宠，我自己什么

修会都被拒绝接纳。因为他太年轻或许

神父的住宅内学习的徒弟有可能日后成

告解的人。这两位神父合作得非常融

急。这是他最喜欢干的工作的一部分。

院的神父们是本书的宗旨。这本书给本

事也做不成”。后来，其他的情况下曾

太柔弱，也许由於性格气质上还不够成

为神父，这些修生们在他的指导下学习

洽，这种关系直到1817年12月17日巴莱

为此，他得穿过田野和树林，在中午前

堂作为所的基础知识。大概没有疑问，

谈到他自己，总是与这次启示有关。他

熟稳定。后来圣人就毕生去各处朝圣。

修道院的必修课程一一拉丁语和别的科

神父去世时为止。巴来神父的继任者与

赶到教友们的家，因为这个时候，他极

即使按照当时的时代标准来说，本堂神

总认为是个最无知和最不称职的神父。

目。

维雅内相处不来，因此两个月后维雅内

可能碰上全家在一起吃午饭。

父也是位受教育很少的。有时候，他讲

从七岁起，维雅内就开始在农场里

44

g从阿尔斯开始成圣之道

g受魔鬼的骚扰

帮着干活儿，通常是看守羊群。由於受

维雅内已经二十岁了。他发现学习

当教区代理主教任命他为阿尔斯本堂

道时不受教科书的限制，例如，他经常

到革命政府的迫害，不时地有神父或修

很困难，一切都不顺利。首先，他病得

神父时说：“在那里你会发现多数人不

痛斥跳舞，认为这种行为本身就是有罪

女来到维雅内的宅院寻求避难。弥撒往

很厉害以至于他不得不被送回家。后来

热心恭敬天主，不过你得向人们宣扬天

的，虽然教科书上认为这只是一个犯罪

往是在他家或是在朋友家里秘密举行。

当他康复以后，他收到了应征入伍的通

主。”事实上，他还发现村里的墓地上

的机会。他以更加肯定的理由抨击了醉

维雅内曾多年前受到魔鬼的骚扰，有

虽然只有几位神父，但还是能够为信友

知书：他须加入一支即将动身去西班牙

都长满了野草；小教堂很少有人光顾；

酒，从那时起，就没有人再去酒馆了。

时受到魔鬼的殴打。他说魔鬼先试图制

们举行圣事。维雅内一直等到十一岁才

的分遣队。根据拿破仑与教宗庇护七世

人们愚昧无知。这一切都是由于在法国

不足为奇，他给自己树了敌。有人去大

造巨大的噪音和可怕的形象恐吓他。第

获准开始领圣体。他后来说：“我将永

1803年签署的宗教事务协约一一该协

被派往阿尔斯。

他的床突然着火了，床上方的画像玻
璃碎了....

大革命的动乱时期缺乏神父。在那时，

主教那里控告他、诽谤他，甚至卑劣地

一件事发生在1824年的冬天。他听到铁

远记住我初领圣体的时刻，那是在我家

儿童们只接受了肤浅的宗教教育。十八

迫害他。与此同时，本堂神父还在祈祷

锤重重敲打住宅的门，同时院子里传来

里，一个大挂钟的下面。”后来，他被

世纪的詹生(荷兰神学家)天主教改革派

方面感受到极大的神枯，并经历了几个

象似奥地利军队或哥萨克军队野蛮叫喊

教义泛滥并依然侵蚀着人们的虔诚信

心情忧郁的阶段。二年后，他认为自

声。他原以为是夜贼想破门而入。於是

送往三英里外的祖父母家去接受初领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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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村里的朋友们询问。为了预防，他

令人几乎喘不过气来，冬天又冷得不得

病，他才相信自己的死期临近了。他想

请来了阿尔斯的一位制作轮子工人与他

了。他一天差不多要听告解十二至十五

预备灵魂。这时候他说：“你不知道通

一同守夜。第二天夜里，当敲打声再次

个小时，他从不休息一会儿。他总是那

过救别人的灵魂到达天主的宝座前意味

开始的时候，他的朋友握着一杆枪往窗

么善良，看问题有时有预见性并经常凭

着什么。”这次他出走后回到了他的家

外看，可什么也没看见。这天晚上院内

着知觉。他劝勉办告解的人语言简洁，

乡，之后他认识到：阿尔斯需要他。最

发生的一切使本堂神父明白了一一这切

有时只有一句话。当人们指责他过於仁

后这次出走是在1853年，他原打算加入

都是魔鬼在捣乱。我感到害怕，可是天

慈时，他说他不能严厉地对待那些为了

特拉比斯特修会，但他还是接受了劝告

主不让人们害怕魔鬼。

办告解远道而来的人。人们还注意到，

回到了阿尔斯。

当本堂神父在堂里或是村里或是某个
别的教区传教时，类似的现象都会在神

当他教导儿童时，他坚持认为要让儿童
熟记教义问答集。

岁，他在阿尔斯度过了41年生涯。他死

父的住宅看到。有一回，当他听完告解

众多的朝圣者们往往要等上几天才能

前患病三个星期。当他病倒时告诉周围

准备做弥撒时，他的床突然着火了，床

轮到办告解。铁路当局获准签发一种往

的人说他要在三周内去世，事实正如他

上方的画像玻璃碎了。神父现在已经对

返车票，有效期是八天。在夏天，朝圣

生前所预言的。

魔鬼的捣乱习以为常，於是他嘲笑魔鬼

者们经常在田野里露宿过夜，维雅内在

那天是1859年8月4日。阿尔斯的七月

和他的恶作剧。这样的骚扰与恶作剧断

被祝圣为神父后的一段时间，没有得到

份格外炎热，很多朝圣者在等待办告解

断续续地持续了21年。本堂神父确信，

听告解的许可，因为该主教管区的教会

时晕了过去。7月29日是本堂最后一次在

魔鬼的目的就是想通过不让他睡眠进而

当局认为他没有足够的学职。而现在，

圣堂内露面。那天他还能做弥撒并且还

毁掉他的健康。

这个问题对于主教管区教会当局来说成

象往常一样讲解教义问答课。后来他被

实际上，魔鬼差点儿把本堂从阿尔斯

了一个有待解决困难的良心问题。本堂

迫上了床。他安然地去世了，有一位主

赶走。这种怪现象终止前的两年，本堂

神父终于引起了政府的瞩目。1850年，

教和20位神父在床的两侧为他念经。

神父的健康已经要垮了。他因为经常抗

他被正式任命为法国勋级会荣誉军团帝

1905年1月9日，教宗庇护第十将阿尔

拒魔鬼而患了神经紧张症。他尝试到由

国神职爵士。当他听说要付12法郎的档

斯本堂神父真福品。这位教宗本人日后

于年轻时的轻率刻苦行为所带来的不良

案费时，他说：“什么！我可以用这笔

也象阿尔斯本堂神父一样，先被列入真

后果了。他患着严重的牙痛、颜面神经

钱给十二个穷人买面包吃。”本堂神父

福品，而后列入圣品。1925年5月31日，

痛和疝气发作。他显得实际苍老得多。

的有生之年从来没有佩戴过授与他的神

教宗庇护十一世将本堂神父列入圣品。

教区来了一位助理神父帮助他工作。

职爵士绶带，他死后当人们把他安放在

因此他想到一个小教堂去并休息一段时

棺材里时，这条绶带才别放在他胸前。

间，在那儿他的唯一职责就是做弥撒，
每天其余的时间他可以静下心来祈祷。
后来他经过考虑，认为这是一种诱惑，
就打消了这种想法。

g名声远近闻名
每天大约有三四百人。人们来到这里

c 徐锦尧《快乐的司铎》
c 整理：编辑室

(完)

教

宗本笃十六世曾强调每位司铎都

睡好每个觉。”即是在良好的人神关系

该专心致力于“成全的德行”，

中尽忠职守，作好那圣化、训导、牧养

司铎的身体要健康，即拉丁文所说

使能有效地善尽自己的职务。司铎要按

的三重职务，同时享受天主赐予的一

的“健全的智力寓于健全的身体”(Mens

1845年，魔鬼停止了殴打本堂神父，

照梵二大公会议的精神去生活，在“道

切，惜缘惜福，然后把其余给主，安睡

sana in corpore sano),俗语也说健康的

可还在不断地利用他想去过隐居生活的

德风尚”和行为外表上，都要让人看得

在他的怀中。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第二，理性要客观

想法引诱他离开阿尔斯。1840年，他感

出这是一个属于基督的人。

g得善终，列圣品
1859年神父去世了，终年73岁，他在
阿尔斯度过了41年生涯。

感情、道德、宗教和灵性六方面。

当然，一个快乐的人必须是一个积极

而冷静，并要具备学习与沟通的能力。

沮丧并被一种失败感所征服，就再次想

圣德、梵二、世界、父性、职责、

而有用的人，而教宗所说的“成全”也

第三，感情要丰富而正确，特别要亲亲

阿尔斯现在已经变得十分拥挤。1827

出走。但他还没走出本教区的管辖范

礼物、共融、文化、灵修....这一切加起

有“完整”和“整全”的含义。灵修学

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第四，道德要高

年来了第一批朝圣者，现在每天大约有

围，就改变了想法往回走了。三年后，

来，不就是一个天主的、属灵而完整的

有所谓“圣神就是完整”。天主是神圣

尚而执着，要有所为也要有所不为。第

他曾再度想离开阿尔斯。经过一场大

人吗？这不是一个快乐的司铎吗？

的，因为是神圣的，因为他是最完最健

五，宗教生活要虔诚而与生活结合，尤

全的。

其行圣事时要投入、专注和感情。最后

办告解或接受神修方面的指导.....

三四百人。人们来到这里办告解或接受

6

六年后，本堂神父去世了，终年73

神修方面的指导，也有些人来这里是出

天主造人只有一个目的，让人快乐、

於好奇心的，本堂神父不得不坐在他的

快乐、再快乐。父母希望孩子快乐，老

憋闷的听告解室里。这个听告解室夏天

师希望学生成材，天主也一定乐于见到
他的司铎活得快乐。

司铎的灵性生命意谓能以基督的眼睛去

司铎的身体要健康
又当教宗说今日的司铎“不是经济
和政治专家，而是推动人与天主相遇的

铎职的两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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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世事，以基督的心去爱世人。

好司铎是教会，国家民族的祝福

专家”时，我的理解不是司铎只需教人

今天的世界不缺司铎，只缺好司铎，

踏遍大半个地球，我看到两个现象，

祈祷、读经、灵修、领圣事便够，而是

快乐、积极而有用的司铎。这种司铎是

一是教会内“成也司铎，败也司铎”；

指司铎要人在万事万物中接触天主，具

教会的祝福，也是国家民族的祝福，他

二是凡不称职的司铎或离职的司铎，多

有“举头三尺有神明”的天主无所不在

们的这种生命，本身就是天主的光荣，

数都是不快乐的司铎。或更好说，正因

的意识，从而达到“慎独”和“不欺暗

因为有一个活泼的人就是天主的光荣

为司铎不快乐，所以才不称职或离职。

室”的人生境界。

(Gloria Dei, Homo vivens)。

快乐其实很简单，做一个“好司铎”

司铎自己的生命也应是一个健全、健

就够了。更老套点说，就是司铎要“念

康的生命，即耶稣所说的“更丰盛的生

好每句经，做好每件事，吃好每口饭，

命，它包括司铎的身体、理性、感性、
《 中联通讯 》 第125期  秋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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