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第一次见到巴黎的圣心教堂是在

洁白的颜色，那天与周围的阴郁和寒冷

的气氛所感染，不愿意说话。沉默是这

一个冬天的夜晚，我是经过那

形成的反差，让我想起耶稣圣心那种温

里最适合的语言。

里，而且那时我刚来巴黎不久，对巴黎

柔的纯洁。

的地形一点也不熟，所以并不知道这就
是圣心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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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夜时分，几位穿会服的本笃会修

讳，在这里大摇大摆地游逛，小街的每

Piaf,…. 都葬在这里。同时，这也是巴

在这里，艺术找到了他最原始的含义，

个窗沿都种有鲜花，流光溢彩，生机勃

黎公社（1871年三月18日到五月28日）

它不是在博物馆玻璃窗内展览的陈列

勃。

最后的激战地点，死亡无数…

她与艺术家共舞

她所处的位置并不在市中心，而在巴

女缓缓地走上前台，唱晚祷的圣咏，她

黎与北部郊区的交界地带的蒙玛特高地

们的声音纯净悠长，如同从天国飘来，

后来我也在阳光明媚的日子来过这

无数名留青史的艺术家：莫奈，毕加

里。蒙马特高地是艺术家聚居的地方。

索，梵高…都在这里留下过他们的足

在街上摆摊的艺术家，衣妆艳丽的酒吧

在阳光明媚的日子，这里有洋溢的欢

迹。画家们在这里摆摊，给人画肖像维

女郎，衣衫褴褛的流浪者… 走进来，就

那天天很冷，又是阴雨天，所以街上

上。这是一座小山丘，俯览整个巴黎。

然后静静地离去。而朝拜圣体的人依然

冷冷清清，几乎没有人。我的衣服没有

圣心教堂好像并不愿意完全进入巴黎的

留在那里，直到天明。

穿够，裹紧大衣疾步而行，一心只想快

繁华，而是以一种若即若离的方式，从

点回家，没有任何兴致驻足观赏街景。

高处俯视的角度和巴黎联结。

许多著名的法国电影都在这里取景，

品，艺术是生活的同义词。

她是安慰的力量

乐，音乐和流淌的色彩：一些街头艺人

生，卖画，在街头流浪，过饥一顿饱一

如同走进自己的家一样，他们跪下，长

特别的气氛：整个巴黎都在沉睡，而圣

在拉着手风琴唱歌。我第一次在法国听

顿的潦倒日子，…在蒙马特高地，无论

时间地静默…

子夜时分进入圣心教堂会感受到一种

但是我无意中扭头一看，忽然看到一

她的地理位置的特点让我想起耶稣在

心教堂依然是醒着的。我想起耶稣在受

到那首流传于世界各处的法国歌“La

是名画家，无名画家，还是业余画家，

圣心教堂就是在这样一块纷繁复杂

座白色的教堂高高地耸立在一块俯览整

地上的一生，他生活在人间，但是又好

难前的最后一夜，叫几位门徒陪伴他彻

vie en rose”(玫瑰人生)就是在这样一

都是平等的。我相信即使他们在成名以

的高地上安静地矗立，她的高度使巴黎

个巴黎的高地上。她的白色在阴雨天蔓

像远离人世间；他以神性的目光俯览人

夜地祈祷，而门徒们太困了，忍不住睡

个街头，站在被歌声吸引而驻足倾听的

后依然会怀恋这里，这里象征着一个艺

人很容易就能从城市的各个角度看到

延的灰暗色调中凸现出来。那种白色很

类的世界，但是又与人类的一切保持着

着了。而耶稣在这个夜晚是多么渴望有

人群中，

术家真正的生活：享受自由，经历贫

她。无论是阳光明媚的春天还是冰冷的

温和，并不刺眼，但是在夜幕下，我只

一种息息相关的联系。圣心教堂一一这

人陪伴啊！但是他依然孤孤单单地度过

听一个流浪女歌手唱的。而将这首歌

困，在各种奇遇中唤醒他们的灵感，化

冬天，她那种恒定的气息，那些用巨大

注意到了这一座建筑，并忍不住停下来

是多么美丽的名字。

了这最后一夜。他在痛苦中流汗如血，

带到世界各地的法国女歌手EdithPiaf也

作创作的源泉。我想，在一切的艺术

的石块垒成的墙壁，里面昼夜祈祷的人

不断地祈祷。

们，就是一种令人心中有平安的力量…

凝视它：我觉得她有一种纯洁又伤感的
气息，仿佛在对我说话一样。这座当时

子夜里的圣心堂

曾是一个贫苦的街头歌手。在巴黎的街

中，都有一种对人类生活的思索。即使

而他的不眠之夜今日化作了圣心教

头，艺术家无论是多么贫困潦倒，永远

最平凡的生活，在艺术家的眼里，都有

我常常回忆起我第一次看到她时的感

有他们的忠实听众和崇拜者，永远受尊

极深的含义。在这里，艺术找到了他最

受，虽然当时我并不知道她的名字，但

重，永远有理解他们的知音。

原始的含义，它不是在博物馆玻璃窗内

是她却在那个寒冷的深夜和我的心灵进

展览的陈列品，艺术是生活的同义词。

行了一次交谈。我相信许多巴黎人和来

我连名字也不知道的教堂不知为甚么会

整个巴黎都在沉睡，而圣心教堂依然是

堂昼夜不断的祈祷。无论是白天还是黑

让我在匆忙和寒冷中驻足。

醒着的....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有人

夜，都有人在这里守望，祈祷，等待黑

在这里守望，祈祷，等待黑夜的降临和

夜的降临和黎明的到来…

她座小山丘，俯览整个巴黎市

黎明的到来…

我在那个深夜明白了为何当我第一次

在圣心教堂旁边有许许多多画廊和自
由艺术家摆的小摊,每一个小摊都有自

从蒙马特高地往下走，是巴黎最灯红

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看到她的时候也有

圣心教堂好像并不愿意完全进入巴黎的

我第一次走进这个教堂也是在一个安

看到这个教堂时会有一种莫名的忧伤：

己的特色：有的是典雅派，有的是抽象

酒绿的红磨坊一带，有许多性感歌舞表

同样的感受。耶稣的圣心就借着这所教

繁华，而是以一种若即若离的方式，从

静的深夜，我有一种感觉：她愿意在夜

这个教堂承载了耶稣受难前心灵的孤单

派，有的是怪诞派，有的是…，小摊主

演，街上常常有浓妆艳抹的酒吧女郎出

堂触摸到许多人的灵魂。

高处俯视的角度和巴黎联结。

晚第一次让我进入她的内心世界。这并

和伤痛：在他最需要门徒的陪伴和安慰

人的装扮也各式各样，有的留着长发，

入。夜晚来到这里，很多酒吧里的灯光

而她所处的地域也赋予了她特别的含

后来，我知道了她的名字：这就是

不是弥撒时间，推开门，里面只有几个

的时候，门徒未能分担他的重担。也许

有的穿着吉卜赛长裙，有的一身牛仔

都有诡异的神色，也有许多神情怪异的

义：她不是一个远离尘世的宁静之处，

著名的巴黎耶稣圣心堂，我一听她的名

人，每个人都安安静静地坐着或跪着，

正因为此，这里永远有人醒着，以不间

装，有的戴着装饰羽毛的帽子…在这里

人在徘徊。

她在最复杂，最具争议性的巴黎第十八

字，马上觉得这几乎是她最贴切的名字

眼睛凝视着前面的圣体龛，长时间地静

断的祈祷陪伴他。

了。圣心：圣洁的心灵…她那种特殊的

默。任何一个人走进来都会被这种肃穆
《 中联通讯 》 第126期  冬 2009年

不远处是巴黎著名的贝尔.拉雪

漫步就像身处化妆舞会：绅士淑女，侠
客仙人，异国奇士，各色人等，毫无忌

兹

(Père-Lachèse)

公墓：肖邦,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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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靠近红灯区，在艺术家自由主义的
氛围中，与巴黎贫穷的，有许多种族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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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和暴力的巴黎北郊毗邻。但是圣心教

在他受难的前夜，他也盼望有人陪他度

堂在这里却不觉得有丝毫的不和谐。她

过这最艰难的最后一夜。他在这一夜，

洁白的颜色仿佛是这一区最明显的标

他在十字架上，就如同任何一个有血有

记，最具有安慰性的颜色。

肉的人一样，感到痛苦，无助和冰冷的

在这里，我有时会看到在街上摆摊的

凄凉。

艺术家，衣妆艳丽的酒吧女郎，衣衫褴

也许正因为此，没有人会惧怕来到他

褛的流浪者… 走进来，就如同走进自己

面前，没有人会觉得他的家----圣心教

的家一样，他们跪下，长时间地静默…

堂会拒绝他们，因为她的主人耶稣也曾

而耶稣在地上的日子也生活在混乱的

如同他们一样忍受孤独，受人抛弃和轻

历史时期，在有无数难以解决的现实问

视。但是在这里，却没有失望和痛苦所

题的社会中，但是无论是税吏，妓女，

带来的苦毒和仇恨，宽恕和安慰渗入每

寡妇，麻风病人，无名小卒，知识分

一块石头，每一幅壁画，每一点摇曳的

子，上流人士…都成为他的朋友。他即

烛光…

使在最繁忙的时候，依然会在任何一个

我想，无论是谁，无论他过去有过

需要他帮助的人面前停下来，和他们交

怎么样难以启齿的羞辱，无法重提的痛

谈，成为他们的知己和安慰者，尽管他

苦，折磨人的悔恨，无法宽恕的人和

是神，而他们是有各种各样问题的人。

事，无论他现在有怎样的罪恶，空虚和

巴

在远东福传的足迹

在神州服务, 见证, 殉道

有些返回法国服务中国移民，有些投

黎 外 方 传 教 会 (Missions

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空间及园地在

郎伯特主教负责管理南越，並兼理华

Etrangeres de Paris 简称

几个世紀中逐漸扩展开來。在暹罗〔泰

南四省。郎主教与几位同伴首先起程，

三百五十年來，巴黎外方传教会

身服务香港。

MEP)，于1658–1663年间在巴黎正

国〕、越南、中国、柬埔寨以及中国的

到了暹罗（泰国），並在曼谷附近的大

共派遣了一千二百位神职人员到中

式成立。

几个省份开展传教工作之后，在1776年

城(Ayudhya)设立修道院，栽培本地神

国。許多神职人员为了传播福音，受

教廷邀请该会的传教士接替耶穌会会士

父。由于受到迫害，该修道院要迁往马

到迫害，甚至丧失生命。

在印度南部的传教工作。

來西亞槟城，成为日后的「槟城总修

巴黎外方传教会神父有許多殉道

这是一个起先由热心神父和教友组
成的团体,后来教廷指定了宗座代牧

院」。十八世紀，四川省一位傑出的宗

者、精修道士，已有23位被列为圣人

別为栽培当地的圣职人员，並为服务

国与日本的传教使命托付于巴黎外方传

徒---中国籍李安德神父也是该修院培育

其中三位列为中国藉圣人：圣徐德新

地方教会。自创会开始已派遣众多传

教会负责；並分別在1838年将沈阳(包括

出來的。

主教，圣马賴神父，圣文乃耳神父及

教士前往中国传杨福音，拓展教会。

整个东北)，1841年将马來西亚，1846年

陆方济主教负责管理北越，並兼理华

将西藏和亚薩姆的传教工作相继交托給

西四省和兩湖各省。1684年陆方济主教

(自第十七世紀以來，巴黎外方传

后，派遣传教士往外方宣讲福音，特

在1831年，教宗額我略十五世将在韩

疑惑，无论他的将来怎样令人绝望…在

她是最亲爱朋友

这里，当他们静静地跪下，在天主面

他了解人类的痛苦和欢乐，就如同他了

前，他们就得着安息，成为无瑕疵的

解这里每一个艺术家的感受，每一个酒

人，天主所爱的儿女，再无高低贵贱之

吧女郎的迷茫，每一个无家可归者的苦

分，再无浅薄的彼此轻视，再无对他人

楚...

的戒惧，只有爱和宽恕。天主的家也成
为他们的家，他们可以随时进来，在沉
默中向神倾诉一切。他们只要愿意，就
永远不会成为心灵意义上的“无家可归
者”。

耶稣圣心, 人类心灵的家园
圣心教堂以完美的方式表达了耶稣
心灵：纯洁的，怜悯的，苍凉的，孤独
的…不断祈祷的耶稣的圣心。
对于我来说，巴黎之心就在这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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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是神，但是他同时也在过一种

个光彩夺目的城市有圣心教堂，有巴黎

最简单，最具体的人的生活：在困难的

圣母院，几乎每隔几个街口就有一所知

世道中，将天主的爱以令人感动的方式

名或不知名的教堂…巴黎永远不会变成

告诉每一个心灵有挣扎，需要他帮助的

一个低俗无聊的城市，她永远会有一种

人。唯一能使他止步的只有人类自己对

高尚典雅，生机勃勃的气息，拥有对人

他的拒绝。他甚至也尊重这种拒绝，从

性深沉的思索，同时有绚丽的色彩，震

不强求人类对他的接纳，只在内心为他

撼人心的艺术。

们祈祷，盼望他们有一天会明白他的善
意和苦心。

巴黎的灵魂也在这里，即使是在最阴
冷的寒夜，人们无意中一瞥，就会看到

他了解人类的痛苦和欢乐，就如同他

那座洁白的教堂。人类无论走到何种绝

了解这里每一个艺术家的感受，每一个

境，永远会有这样一个处所，静静地等

酒吧女郎的迷茫，每一个无家可归者的

待他进去：这就是天主的圣心，人类心

苦楚，每一个身处豪华世界，但是没有

灵的家园。

人可相信的人的孤单。他也了解人类在
阳光普照的日子的欢乐和在阴冷的雪雨

g 作者/孙基立

下的悲凉…这就是最确切意义上的“神

（2009年10月）

成为人”：他的爱和宽恕是无止境的，

1652年,为能給予在亞洲新生的天
主教教会所需要的神职，罗马教宗

该会负责。在1849年，该会接受教宗比

首先登陸中国，在巡視自己的传教区期

教会向亞洲派遣了将近4500位传教

Innocent-X決定派遣三位主教到远东

約九世的交托在中国另外三个省份的传

间，他极力支持任命罗文藻为第一位中

士。雖然它的会員人数減少了，但仍

去服务当地教会和培训当地神职班。

教使命，並在1855年接管在緬甸的传教

国主教。登陆数月后，他积劳成疾，于

忠于自身的使命，继往开來，继续派

主教们奉教廷传信部之名和按照它的

使命。最后，于1952年教宗比约十二世

福建省穆阳镇去世。

遣传教士到亞洲和印度洋去，为所建

方针负责支援远东各地的传教和培训

邀请巴黎外方传教会负责在台湾花莲教

工作。所以被称为"宗座代牧”。

区的传教事业。

十八世紀禁教时期，传教士们堅持

立的那些地方教会服务。)

秘密传教。1803年，徐德新主教(Mgr

1658年，教宗亞历山大七世

在近代时期，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

Taurin-Dufresse)于四川崇庆召开会

「除非是明显地相反信仰及伦

(Alexandre-VII)在1655年间继承教

士们被陆续從中国，緬甸，越南，柬埔

议，兩位传教士及十三位国籍神父参

理，不要热衷于游说或提出任何理据

宗Innocent X 之位。他开始委任法国

寨和寮国几个国家驱逐出來。他们被迫

与。是次会议定出了在中国的牧民指

來劝服这些民族，改变他们的礼仪、

主教为宗座代牧。

重新分配传教士们。一些传教士由于年

南。1815年，徐德新主教及赵荣殉道；

风俗及习慣...

龄与健康原因留在了法国。而其他的传

随后成都的另三位国藉神也为信仰殉

教士则前往那些传統传教区之外的新传

道。

首三位法国宗座代牧主教

介紹他们信仰而不是介紹我们
的国家。这信仰並不褒贬某种礼仪

随著传教士数目的増長，在中国陆续

或某些民族的风俗，只要不是邪

开辟十多个代牧区。除了翻译圣经外，

惡的便应受保护，按人的本性，

为協助培育当地神父，並为一切人成

传教士还积极地对当地语言、文化、人

一般都会爱护、重視自己的国家

为一切，传教士们专务教授要理、举行

民生活进行深入的研究，在辞书編撰、

及民族的传統，絕不要以这些民

1658年6月份，陆方济主教和郎伯

圣事和实踐福音精神。那时期，天主教

动植物及语言学、历史学的研究方面贡

族的风俗与欧洲作比较，相反地

特(Pierre-Lambert-de-la-Motte)主

的礼仪用语是拉丁文。然而，传教士多

献良多。白日升神父(Jean-Basset)在

你们要尽量适应他们的风俗。」

教被命名为宗座代牧。1660年9月依

次向罗马申请在礼仪中用本地语言；但

1707年逝世时，已差不多将整部新約全

（1659年教宗亞历山大七世給予第一

纳爵高托兰第(IgnaceCotolendi)主

最终都要等待至梵二后才获准用本地语

书翻译成中文。

批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的指示）

教也获得任命，他们都被派到远东去

言。

1658年4月份，教宗派遣了方济蒙
莫朗西(Francois-de-MontmorencyLaval)主教到法屬加拿大去，当宗座
代牧。

负责这使命。

教区，例如：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
印尼及新几內亞等国。

二十世紀初，一些新的传教会登陸中
国，巴黎外方传教会遂与他们分担牧养
工作。1952年外籍传教士离开中国后，

只有神才能如此，但是他同时也是人，
盼望别人能理解他，陪伴他，接受他…
《 中联通讯 》 第126期  冬 2009年

真福梅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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