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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古堂为新时代福传求新求变
领洗感言
“你来看看”敞开大门把外面的朋友请进来
海河儿女们追寻信仰的心路历程

从观察 判断 行动 到要理讲授
为堂区教友办培训班慕道者悄悄走进来
《跟随基督》简介
由信友发起推动的慕道班
我在狮城成了主的儿子

16

正视人生问到底走到底

北

京天主教南堂（宣武门天主教

年领洗两期改为现在的一年领洗三期（

地区的人群不断涌入北京，同时，北京

堂）坐落于北京最为繁华的商

领洗时间为复活节、圣母升天节、圣诞

众多大学的不断扩招及相对宽松的人口

业地带，其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交通发

节）同时还针对特殊情况成立了短期慕

准入制度，使大批外地的大学生选择留

达，紧邻中国的政治、商业中心，可以

道班（时间为一个半月）。这些调整为

在北京寻求就业机会，由此产生了人口

说天主教南堂已经成为中国福传事业的

的就是使更多有信仰需求的人能够更快

激增，我们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

最前线。

的走进天主的圣殿。

一年三期，第50期已开课

2

热的夏天过去了，凉爽的秋天又

炎

道班/福传经验分享：北京南堂，天津

来临了。秋天，是个丰收的季

西开堂，成都平安桥堂，新加坡永援

节，果园里处处硕果累累。

圣母堂以及香港徐锦尧神父。这是一

天主的葡萄园里也是一样:各地天主
教会主办的慕道福传活动，在圣神的光

桌可口美味，色香味具全的「福传盛
宴」，请诸位慢品。

照下，结满了硕果。这期中联通讯，让

本期由於文章太多，因此暂停原有

我们一齐走进这个金秋收获硕果的葡

的「普世教会动态」，「中国教会消

园，“品尝”各地教会丰盛的福传经验

息」及「中联简讯」三个单元。下期(

与成果。

冬季)内容暂定「夫妇恳谈活动」。

感谢天主，这是自《中联通讯》创刊
g /木子

以来第一次向各地教会约稿，得到良好
的回应。我们共收到五个地方教会之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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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北京面积广阔，但是相应配套

为了更好的适应新时代福传，为了与

的宗教场所不能充分满足福传工作的需

不断变化的世界同步，天主教南堂作为

要，大量寻求信仰的人不得不花费大量

北京的近代福传事业，可以追朔至傅

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著名教堂，在天主

的时间往返于教堂和住所之间，消耗了

铁山主教时代，从开办之初，到今天已

及圣神的光照下，继续忠信的履行其传

大量的精力，尤其是那些准备领洗的慕

经举办了49期慕道班（第50期慕道班于8

播福音的使命，但是，作为处在变革中

道者，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考验。

月28日正式开课）北京早期的牧灵工作

的教堂我们也面临着许许多多的挑战与

是由教区统一管理，地点就设在北京天

问题。

主教南堂（宣武门天主教堂），当时作
为北京唯一一处牧灵场所，南堂从那时

第四，就是不同文化教育之间的差
距，导致寻求信仰的方式也有多种不
同。

北京福传的四个挑战
为新福传，求新求变

起就站在了福传事业的最前端，随着时

首先，北京作为中国的文化、政治中

代的变迁，以及大量神职人员的努力，

心，同时又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即

面对这些如马纳一样的青年，面对这

我们的福传事业也随之进入到了一个崭

有着上千年的建城史，又在2008年举办

些饥渴慕义的人，如果我们依然选择长

新的时代，现在北京市内的六大教堂（

过奥运会，所以现在的北京面临着中西

久的慕道期，死板，教条的慕道方式，

宣武门教堂、西什库教堂、西直门教

方文化的激烈碰撞、古老文明同新生事

恐怕就要将相当一部分年轻人，流失

堂、王府井教堂、东交民巷教堂、南岗

物的冲突，以及各种阶层的摩擦，可以

掉。如何扩大羊站，如何让处于快捷、

子教堂），都已陆续开展牧灵工作。在

说现在的北京就是一个挑战与机遇并存

繁忙的都市人接触天主的爱，了解天主

此同时北京教区为了充分得满足现今社

的竞技场。

教，成为福传工作的当务之急。基于以

会的慕道需要，还针对不同人群将原来

其次，是人口的不断膨胀，随着城市

上几点我们在天主的助佑下，在各位神

的半年期慕道班进行调整，把以前的一

化的不断发展，大量的农村及北京周边

父的大力帮助下，南堂墓道中心的各位

《 中联通讯 》 第129期  秋 2010年

3

同仁们，集思广益制定了许多适用于当
今社会的新的福传策略。
1)南堂慕道中心：首先，为了使福传
事业的效果最大化，真正的做到人尽其
才、物尽其用，在本堂刘永斌神父的积
极倡议和大力支持下，由刘哲神父牵
头，建立了慕道中心。

班）。
丰富福传经验的人员组成的洗前服
务组（在上课期间为来堂听课的学员提
供课程的相关服务与慕道期的关怀，利
用网络，将慕道期延长，如建立学员专
属的qq群，如在新浪建立自己的博客，
根据教堂的课程进度，提前一周刊登相
关的博文，帮助学员提早了解，让学员

2)青年互动弥撒： 在 周 六 晚 上 举 行

带着问题，来教堂，通过神父面对面讲

青年互动弥撒，弥撒互动性很强，被香

解，通过每课结束后，为学员提供分享

港的恩神父称为福传的弥撒，通过这台

与交流的机会，通过qq群的分享与讨

弥撒，很多的年轻人，走进了圣堂。此

论，扫除学员心中的疑问）。

外，将慕道期缩短：由原来的6个月，缩

鉴于慕道时间短，再慕道就成为慕道

短为3个月。将参与慕道班的方式进行改

中心工作的又一重点，于是在堂区其他

革和多样化，不仅开办周末慕道班，同

神父的大力帮助下，慕道中心又引入了

时加开平日晚间慕道班，为所有需要慕

洗后关爱团队，这支团队是由一批热心

道的朋友最大限度的提供慕道时间上的

奉献，且拥有一定神学基础的的弟兄姐

多种选择机会，让他们可以在教堂内，

妹组成，主要为领洗以后的学员提供再

可以与神职人员面对面的沟通，了解！

慕道的帮助，与灵修关怀。

3)网络慕道班：针对流动性较高的人

6)陪伴员： 针 对 慕 道 期 短 ， 代 父 母

群，出于对他们工作特点的考虑，南堂

水平有限的问题，慕道中心特为学员设

墓道中心启用了网络慕道班，通过网络

置“陪伴员”。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带领

这一现代化手段，使这些经常出差，没

学员参与课后分享。通过课后分享，使

有办法按时来堂里上课的朋友可以通过

学员了解入教的基本知识，比如，圣母

网络及时了解教堂内的课程进度，自行

山怎么回事？为什么进堂点圣水？如何

补充自己缺失的课程。

请安，主教宝座是什么，如何参与弥撒

4)根据学员需要/开设特别课程：为了

圣祭等。

最大限度的做好福传工作，解决慕道期
短等问题，慕道中心根据以往学员的反

4

圣母升天节：一百五十人领洗

馈问卷，掌握了学员接触教会的动机并

总之，在各位神父和主内的各位弟

进行认真细致的分析（学员走入教堂一

兄姐妹们的大力支持下，慕道中心成立

方面是依靠教友们的自发福传，一方面

之后首次领洗入教的朋友就达到了150

是因为在圣诞节或者其他大瞻礼，被人

余人，值得一提的是这次领洗团中，平

潮、被好奇所吸引，或者是因为浏览文

均年龄36.1岁，七成以上是大专以上学

艺作品，或互联网，知道了教会。）

历。

我
去
教
堂
给
姥
姥
祈
祷

八

十年代初我就住在与天

她领洗。每次下课后，我们都会一起交

主教南堂仅一条马路

流，一起探讨，一起分享。有人可能会

在这里我发自内心的说我要感谢天

堂都有很多活动，只不过一直也没有

之隔的海柏胡同，每次从教堂

问我，你怎么没有和女儿一起领洗呢，

主，这么眷顾我，领我走进了这神圣的

参加过，去年刚巧在南堂附近，当然

门前走过看到进出教堂的人，

我觉得当时我还不够资格，我还需要再

教堂，让我学习到了更多的知识，进一

要来看一看，人很多，排很长的队才

我就会问自己教堂可以随便进

学习，这也是我继续参加四十九期慕道

步懂得了做人的道理，也让我体会到有

能进去。不过进去之后，真是给了我

吗，进门是不是还要证件呢？

班学习的原因。

了信仰是多么重要，它让我活的更加充

很大的震撼：来的人很多，但是却一

我加入天主教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

实，让我做事不再盲从，让我的家庭更

点都不嘈杂，在心里感觉很宁静，每

受当时社会和周围环境的影

就是发生在我家人身上的事，给我感触

加和睦幸福，让我以后的生活更有意

个服务人员都会问候你，脸上还带着

响，多少次我从教堂门前驻足

特别深，那是2009年底前，我妈妈因肺

义。我加入天主教决不是一时的冲动，

发自内心的笑容，这种感觉真是很美

都未进去过，总之一直没有踏

气肿、肺心病和肺部感染被送到医院抢

我相信有天主的存在，我愿意成为虔诚

好。

进教堂的大门。

救，情况很不好，医生几次下了病危通

的天主教徒。g /崔美玲

我报名参加慕道班是受女

知书，并告诉我病人随时都有可能因缺

儿的影响，虽然她加入天主教

氧窒息而死亡，你们家属准备后事吧，

时间不长，但我能感受和看到

我当时急的都不知怎么办才好，女儿安

通过以上这些数字，我们可以欣

慕道课程进行精心安排：开设天主教信

喜的看到福传的受众人群，正在从过

仰与人生意义、科学证明有神存在（清

去的周边化、老龄化、低端化逐渐转

华大学教授）、天主教圣经（王金凤老

变。同时，基于此次的经验，我们

师）历史中的耶稣与信仰中的基督（赵

会针对北京的特点：地大，堂少，

建敏神父）以及宗教对话（杨宇神父）

需要慕道的人多，大力开展网络慕

等，由浅到深的课程，满足慕道基本所

道工作，通过网络，通过宣传，让

您不如陪我一起上慕道班吧，

读圣经，我不管她听见没听见，听懂没

需知识。

更多的人，认识教堂，走进教会！

在这里您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听懂，都坚持慢慢地给她读。半个月以

作，需要应对不同人群不同需求的特

北京南堂网络慕道班 ：

http://blog.sina.com.cn/nantang2008

点，慕道中心组织了由老年人组成的对
外福传小组（利用他们时间充裕，要

g资料来源/北京南堂慕道中心

理知识丰富的特点，安排每日教堂内
值班。不仅为朝圣的教友介绍南堂，同
时主要为教外参观的朋友，提供指引与
慕道帮助，邀请有兴趣的朋友参加要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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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一直都知道每年的圣诞节在教

由于我对天主教不了解，同时

因此，在慕道中心成立之初，就对

5)老人对外福传小组： 针 对 福 传 工

谢主。

她身上一点一滴的变化，看到

慰我说：妈妈您不要着急，我去教堂给

了有信仰给她带来的益处，这

姥姥祈祷，您给姥姥读圣经，有主保佑

也是天主给予她的关爱和指引

我姥姥准能好起来。在我妈妈病重的这

的结果。有一次女儿对我说，

些日子里，我除照顾她以外，每天给她

还能结识一些朋友，在女儿的

后，谁也没有想到的奇迹发生了，在医

劝导下，我也参加了慕道班的

生和护士的精心治疗下，在天主的召唤

学习，我每听一节课都会有所

下，我妈妈的命从死神手里夺回来了，

收获，既增长了有关的知识，

她的病情在一天天好转，并于2010年春

又认识了新的兄弟姐妹，既愉

节以后出院了。出院后我每天还一直给

悦了心情，又使心灵得到了净

她读十来分钟的圣经，现在我妈妈从出

化。就这样，一直陪我女儿学

院时只能坐轮椅，目前已能在房间里走

完了余下的十节课程，直到

动了，连她自己都一个劲地说我也要感

究
竟
是
什
么
力
量

？

在圣母玛利亚和耶稣基督的神像
前，这里没有人类的自私，贪婪等一

在

小时候，我看过一部名

切罪恶的东西，这里只有人们之间的

著，故事的其中一位主

相互爱护和关怀，这是我在其他宗教

人公最终成为了神职人员，从

的教义中所未感受过的。我相信这种

这本书中，我第一次知道了天

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的爱是其他宗教所

主，知道了耶稣基督的存在。

不具备的。

儿时的我虽然对天主教没有多

而后，我时常来教堂参与弥撒，而

少认识，但是，这部名著却给

在整个弥撒过程中，人们恭读福音，

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好

唱着圣歌，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我更

奇，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

深切地感到，神在我生命中真实的临

故事的主人公勇于放弃自己在

在。无论世俗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在

世俗所拥有的一切，义无反顾

这里，我都体会到发自内心的平静和

的投向天主的怀抱。

愉快。也许，在生活中，我们会遇到

在这之后，我也看过一些
与宗教有关系的书籍，但是我
依然会时常想起这个问题。直
到去年圣诞节，我想我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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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的困难，但是我相信，主在陪伴
我们，他引导我们最终走向真理。
g /张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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