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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普世夫妇恳谈会始于1968年，由美

国神父Fr Chuck Gallager带领夫

妇在纽约第一次举行夫妇恳谈周末，这

是全球第一个夫妇恳谈周末。从此，夫

妇恳谈周末在全球蔓延开来。

期待有一天，夫妇恳谈周末在中国

大陆开展，曾是一群海外华人天主教徒

的梦想。新加坡中联自1998年开始，尝

试为夫妇恳谈会开路；邀请中国的神父

和修女及夫妇们，参加在新加坡主办的

华文夫妇恳谈(简称「华恳」)的原始周

末。从2003年至2005年，他们成功办理

并资助沈阳4位修女，2位神父及2对夫

妇，参加新加坡「华恳」的周末。

从2000年开始至今10年，新加坡「华

恳」，多次派文龙+爱珠夫妇和林瑞德

神父，在中国的上海、宁波、辽宁、吉

林、邯郸，举办原始和更深周末；文龙+

爱珠夫妇克服很多困难，辛苦地培育和

辅导各地分享夫妇和神父。新加坡的萧

永伦神父、永义+月圆夫妇也曾来中国协

助周末作分享。从此，夫妇恳谈会进入

中国之梦，终於实现了。

2006年，新加坡「华恳」文龙+爱珠

夫妇和林瑞德神父建议，成立中国夫妇

恳谈会，并推荐仲权+秉选夫妇和夏庆田

神父为首届中国主席团。2008年，中国

主席团，正式得到亚洲夫妇恳谈(简称「

亚恳」)接纳，并参加了「亚恳」第33届

会议。从此，中国夫妇恳谈会成为「亚

恳」成员。

中国夫妇恳谈会，从无到有，不可

思议。天主的恩惠，通过新加坡天主教

会，施于我们。我们怀着喜乐之心，感

谢赞美天主，也要感谢新加坡所有帮助

我们的神师和夫妇们。中国有13亿人

口，天主教信友1200万（网上数字）。

截止到2010年7月，参加过恳谈周末的夫

妇有619对，参加过周末的神父和修女

156人，总计1394人（619×2+156）。

占教友总人数的0.000116%（1394/1200

万），约百万分之一。

目前，中国夫妇恳谈会，只在6个地区

举办周末。还有很多很多地区是空白...

任重而道远。“庄稼多，工人少”。我

们要不断扩展夫妇恳谈会，除自己努力

外，仍需要新加坡夫妇恳谈会的大力支

持和帮助。

夫妇恳谈在中国各地具体情况：

1。上海 > 爱首次在神州飞翔 

1998年10月27日，新加坡「亚恳」

主席文龙+爱珠，收到「韩国夫妇恳

谈会」丁允荣夫妇的传真，询问有关

「Marriage_Encounter」的中文译名。

隔年4月，韩国丁允荣夫妇邀三对上海夫

妇及陆裕春神父，出席韩国夫妇恳谈会

在上海为韩国人举办的韩语周末；并安

排黑龙江两位修女在周末中同步翻译。

2000年1月7－9日，新加坡华恳的文

龙+爱珠及林瑞德神父飞往上海，为当地

三对夫妇及陆神父举办「更深周末」，

新加坡「华恳」福来+雅典也前来帮忙；

同年7月21-23日，上海新出炉的七人分

享团队举办第一期周末，共七对夫妇参

加。周末中穿插着上海话和普通话，生

动有趣。新加坡「华恳」出钱、出力、

献神花。新千禧年伊始，这是夫妇恳谈

在中国大陆的第一次原始周末，可喜可

贺，美梦成真！

2。宁波 > 爱被列“重点福传项目” 

2005年10月3日-5日，新加坡「华恳」

的文龙+爱珠、与上海的刘嵘+爱奋、荣

截 止 到 2 0 1 0 年 7

月，参加过恳谈周末的夫

妇有619对，参加过周末的

神父和修女156人，总计

139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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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杨琼、陆神父携手在宁波举办第一期

周末；参加者有26对夫妇、3位神父、20

位修女，他们來自沈阳、上海、寧波、

杭州、常州。 

2007年，宁波胡贤德主教将「恳谈

会」列为教区的重点福传项目。「宁

恳」发展迅速，分享神父来自宁波、定

海、杭州、绍兴；分享夫妇则散布在宁

波、定海、慈溪。在主席永明+燕萍的领

导下，每年举办至少三次周末，其中两

次在春节期间（初二至初四，初四至初

六）接踵举行。

2007年，宁波胡贤

德主教将「恳谈会」列为

教区的重点福传项目。「

宁恳」从此迅速 发展...

3。沈阳 > 爱把我们联起来... 

自1998年起，新加坡中联开始邀请中

国同胞到狮城参加周末：2003年,沈阳的

思维修女参加了华恳周末；2005年6-11

月，仲权+秉选、夏庆田神父、道明修女

等9人陆续参加了华恳第45、46期周末。

他们回国后，便着手成立辽宁夫妇恳谈

会；辽宁教区已故金沛献主教也在弥撒

公开表态支持夫妇恳谈会。 

2006年5月1－3日，新加坡的文龙+爱

珠、上海的刘嵘+爱奋、沈阳的仲权+秉

选及比利时的林瑞德神父于抚顺主持第

一期周末，参加者有20对夫妇、3位神

父、4位修女－来自沈阳、辽阳、抚顺、

盘锦、吉林。同年5月5日，沈阳仲权+秉

选及夏神父被推选为中国主席团。2008

年,中国夫妇恳谈会成为「亚恳」成员。

4。吉林 > 爱在雾凇树挂下开展 

「辽宁夫妇恳谈会」和「天主教吉林

社会服务中心」经过冗长筹备，终于美

梦成真。2009年1月1－3日，沈阳王喜文

神父、仲权+秉选、玉东+亚静，偕同新

加坡「华恳」文龙+爱珠，于吉林神哲学

院主持第一期原始周末。参加者有14对

夫妇、3位神父、7位修女。

周末后，文龙+爱珠留下来举办了四个

彩虹桥，并为圣家会32位修女作两次陶

成分享。他们也到吉林兴家村、长春主

教座堂为教友们做生活分享。

5。邯郸 >爱飞跃河北省 

2009年2月3日，河北省邯郸市的

朱喜乐神父与刘秀华神父一行人，在

新加坡和「华恳」林瑞德神父、永义

+月圆、文龙+爱珠开会，探讨在邯郸

举办周末的可行性。同年3月20－22

日，邯郸第一期周末终于诞生。参加

者有15对夫妇、4位神父、6位修女。

分享团队则由比利时林瑞德神父、新

加坡「华恳」主席永义+月圆、中国

主席仲权+秉选、宁波主席永明+燕萍

组成。

6。海门 >初尝爱的果实 

秉着坚韧不拔的精神，宁波团队持

续向邻近的省份拓展，让更多夫妇和

神职人员品尝「夫妇恳谈」的果实。

在宁波永明+燕萍的推动、圣神的带

领下，江苏省海门教区终于在2010

年的第一天（1月1－3日），迎来了

第一期原始周末。参加者有16对夫

妇、2位神父、8位修女。分享团队由

宁波王江飞神父、沈阳仲权+秉选、

宁波永明+燕萍，吴涛+娅玲组成。

目前，中国夫妇

恳谈会，只在6个地区

举办周末。还有很多很

多地区是空白.....任重而

道远。

g辽宁/仲权+秉选 

98wbx@163.com 
(中国夫妇恳谈会主席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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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妇恳谈会送给我俩很多

珍贵的礼物，宽恕和治

愈就是其中之一。身为夫妇恳

谈的分享夫妇，我们也和其他

夫妇一样，在日常生活也会有

矛盾和摩擦。

有段时间，因工作中遇到一

些烦心的事，心里特别烦躁和

不安。以下是我们的分享...(

秉=秉选，仲=仲权)。

秉：有一天，仲权在厨房一边

切菜，一边和我聊工作的事，

我并没有在意。当我看到仲权

把刚用过的刀，没擦就放进刀

架，立即把菜刀拿出来。边擦

边说：「我和你不知说过多少

次了，刀要擦干净了，再放进

刀架，不然，刀架木头长毛。」

仲：本来我的心里就很难受，看到秉选

心不在焉，我很生气。现在，又来指责

我，顿时，火冒三丈，操起菜刀，把刀

架劈了。喊道：「这回没事了，不能长

毛了。」

秉：我目瞪口呆，仿佛劈的不是刀架，

而是我的心。我强忍着泪水，跑回卧

室。我气得晚饭也没有吃。那天晚上，

一个睡卧室，一个睡客厅。我几乎整夜

没合眼。

仲：我在沙发上辗转反侧，这一夜格外

长、特别熬人。越想越觉得对不起秉

选，心里非常内疚。第二天，上班后，

找人帮忙做了一个新菜刀架，由我精心

设计。下班拿回家，请求秉选的宽恕。

我俩相互写了情书，手捧情书，仔细阅

读后，我俩都泪流满面。

秉：这是仲权写给我的情书：

亲爱的秉选：在工作生活中，遇到不

开心的事，我会感到受挫、难过。

首先想到的，是对你说。在这个世

界上，找不到另一个人，可以代替你聆

听我。我的情绪，随着事态炎凉起变

化，有起有落。当我落寞的时候，会失

望、焦虑，感到无助。需要你的安慰和

帮助，专注地、静静地聆听或许是最好

的安慰。能进入我的内心，站在我的角

度，去体验我的焦虑和无助，是对我最

大的帮助。

那天，我把心中的不平、难过、委

屈，向你诉说时，心情是复杂的、矛盾

的，一方面，把压在心底的话，向你说

出来，心里会痛快一点，好受一点；另

一方面，婆婆妈妈，唠唠叨叨，又怕你

小看我。

看到你心不在焉，心里很不是滋味，

很生气。和别人生气，也和自己生气，

也生你的气。当你对我说“刀应擦干净

再放进刀架”时，我就爆发了。

我很后悔，很内疚！不论怎样，不应

该对你发火。我毁坏了刀架，也伤害了

你的心。真心地请你宽恕我，原谅我。

现在，我又重新做了一个刀架，比上

一个还好，可以同时放四把刀，还可以

放剪子，还有铝合金底座，我把夫妇恳

谈会的标志贴上去，让它监督我，提醒

我。

和你说了这些，我的心里很轻松、

舒畅！只是还有一点不安，害怕你不

原谅我。

爱你的仲权

仲：以下是秉选回应的情书。

亲爱的仲权：仔细看你的情书，我

心里的怨气，渐渐没有了。再看，我

感到内疚。原来，你心里有那么多的

烦恼，我不但没有安慰你，反而“火

上浇油”，磨叽无关紧要的事。对不

起。

昨天，我只盯着菜刀架，没有认真

听你诉说，更没有设身处地体会你的

感受。请你宽恕我，原谅我的心不在

焉。

今天，看到你拿回来的新刀架，

我很高兴。自制刀架，比买的功能还

多。你怎么想出来的！你呀，一定费

了不少劲吧。它也是提醒我要用心聆

听你的一个警示架。

告诉你这些，我心里很舒服，也很

愉快。

爱你的秉选

秉:我俩仔仔细细地阅读情书后，心

里的结都打开了。我俩相拥而泣，重

归于好。

                     g沈阳/仲权+秉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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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自己缺乏信心，当主

席夫 妇邀请我做一名

分享神父时，我犹豫不定，心

情十分复杂，我几次想开口拒

绝，但受到良心的谴责。

我记得一连几天听到这样的

责问：“徐神父要出国去了，

你不担负这项使命，宁波的夫

妇恳谈会怎么办呢？你难道没

有没有看到分享夫妇们的热情

吗？你难道没有看到很多的夫

妇参加周末后，他们的婚姻质

量提升了吗？夫妇关系改善了

吗？他们真正享受了婚姻的幸

福吗？这些责问迫使我就范。

我回应了主席夫妇的邀请，答

应做一名分享神父。说实在

的，当初我是出於责任，也为

了良心平安。

随着原始周末的临近，我的

心很乱也很紧张，甚至出现了

较大的恐惧，我抱怨，我后悔，为这件

事我的生物钟乱了。

写分享稿时，要挖掘生命的真实感

受，有多少次我停止了手中的笔，因为

实在太难了。我可以在一个小时内写出

一篇讲稿，而写生命的东西，即使写一

个感受却要花上几个小时。因为这里有

难为情，有胆怯，有矛盾，有争执，我

害怕写出真实的生命，会让我在众人前

难堪，我要用这块遮羞布掩盖自己的虚

伪，我为此很泄气，也没有信心。就在

这时，文龙+爱珠不断地鼓励我，耐心而

细心的启发我。经过几天几夜的挖掘和

挑战，我流泪了，因为它就是我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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