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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身份，强调“在现今的数码技术范畴

内，唯有司铎能不断发展并实践牧职，

使天主临现普世……”，并可激励人们

更努力更有尊严地生活。教宗鼓励“在

传播界工作的男女奉献者，在开启新的

相遇模式，保持人际互动的品质，及对

个人在精神上的实质需求上，负有特殊

的责任。因此，他们能帮助我们这数码

时代的人们意识到天主的临在，在期盼

与希望中成长，并且走近那赐予救恩和

促进人类健全发展的天主圣言。

如此，天主圣言能走进这由不同交错

的「通路」所形成的「网络空间」里，

显示出在每一个世代里，包括我们的世

代，天主都有祂的适当位置，感谢这新

颖的传播媒体，天主因而能走在我们城

市的街道上，站在我们的家和我们的心

门外……”。

教宗除肯定司铎在新媒体中的牧民角

色外，还要求司铎们必须时刻谨记自身

的灵修：他们的牧民硕果来自基督，“

并在祈祷中接触及聆听祂，在讲道中宣

讲并活出见证”，不断地“透过圣体圣

事和修和圣事与基督共融合一”。

教宗忠告司铎，在投入新时代新科技

牧民工作的同时，不要忽略司铎与基督

的深厚友谊和共融合一的真实而传统的

灵修！教宗祝愿司铎“精干地运用现代

传播中提供的独有可能性。愿上主使你

们在正开发中的新平台上成为热心的福

传使者”。热衷于网络和福传的司铎，

如果内在失去了与基督相爱合一的事

实，他也很容易成为“发声的锣和发响

的钹”！ 

g推动尊重人的尊严与价值的文化
在世界传播日文告的结尾，教宗肯

定教会在“现今「数码世界」中履行的

「文化领域」的使命——“推动尊重人

的尊严与价值的文化”。这是教会和社

会不同族群对话的一贯出发点。对人的

完整概念的理解是教会在信仰之光下的

强项；教会也深知提升人性尊严本身就

是人的基督化进程，是福传的另一种表

达。所以，在「数码世界」和科技所提

供的文化平台上，我们要与各方面背景

的人对话，不知疲倦地向未认识天主的

人群传播基督福音！

最后，教宗肯定“新科技的发展和更

大的数码空间代表一个为全人类和个人

的重要资源，它刺激交流和对话”，这

发展为信徒提供了“重大的机会”。司

铎不能被排除在这个领域之外，特别是

新媒体为他们“提供在牧灵上更新更远

的可能性”。
文：赵宏春神父

giuseppeqiqihar@yahoo.it

“

我们在数码世界
中的牧灵服务，“要
向现代人....展示“天
主在基督内对全人类
的爱”是具体的、实
在的和体贴的。

在传播界工作的男
女奉献者，在开启新
的相遇模式，保持人
际互动的品质，及对
个人在精神上的实质
需求上，负有特殊的
责任。

“
哈

尔滨堂区在本堂赵宏春神父

的推动下，从三方面总结哈

尔滨堂区借助新媒体的牧灵

实践的描述：

 深入现实、目标明确  
我们深知天主教会在中国面临着许多

挑战，其中之一就是让基督福音如何与

中国现实社会和新技术所正在创造的数

字文化联结的问题。

教会在世界中的使命始终是一致的，

就是宣讲降生成人的天主圣言——耶稣

基督，并把福音带给所有的人。教宗已

在不同机会上鼓励教会团体努力用时代

的数码技术传播基督福音。

教会深知在忠实地继续基督的使命

时，不可避免地面对时代的挑战。我们

的时代更是各领域飞速发展，技术日新

月异的历史前沿。教会在执行它现世使

命时，必须重视处在各种境遇中的人，

用他们习惯了的言词和沟通方式与之建

起对话的平台。任何技术和技巧的运用

都要以福音传播为目的，并让耶稣临在

于今日世界的人们生活中，当然也要临

在于网络人群里！

教宗本笃十六世说：“教会的使命

是向第三千年的人类宣讲福音，它一方

面必须保持福音真理的完成，同时也必

须透过使用符合今日观念和文化的工具

和方式，使福音讯息变得容易了解”。

教会不在于拥有媒体和网站，而是愿意

通过此种渠道服务于新时代中的男男女

女。媒体传播技术的演变及它所带来的

人类社会生活上的变化，要求教会在牧

灵上的调整和更新。

我们哈尔滨堂区愿意借新媒体所具

有的特有功能，接受新科技带给福音

传播的新挑战，增进与堂区内外群体的

交流互动，加强信友对堂区团体的凝聚

力，同时也尝试着为他们提供教会资讯

和活的信仰见证。媒体和网络不是教会

牧灵活动的唯一途径，但这种传播工具

肯定对人们的沟通占有重要地位，而且

堂区推动网络福传的目的明确，就是利

用数码的空间和便捷的新媒体途径来宣

传耶稣基督。

 排除万难、循序渐进、多面开花   
我们是信仰上的专家，但不是新科技

和新媒体的专家。但我们必须学习运用

现代媒体科技来为信仰服务。

就像教宗本笃十六世在44届世界传

播日文告中所提示的：“司铎面临的挑

战便是，以最新的视听技术（图像、影

带、动画、部落格、网络），结合传统

方法，来宣传福音，如此能为交谈、福

传和慕道开创广而新的远景”。

面对这样的挑战，哈尔滨堂区在本

堂神父的推动下，克服了诸多困难，基

本掌握了运用新媒体的技术，并大胆开

拓，建立起多项网络福传渠道：

哈尔滨堂区网站

http://www.bchjh.org
哈尔滨堂区网站在教内朋友的技术支

持下，于2009年12月9日正式开通。网

络是亿万人的交汇点，我们天主教徒必

须通过见证，让耶稣基督临在这个家园

中。我们每天会更新堂区网站的内容，

在网上搜集有关教会的新闻消息和地方

教会动态，让读者能尽快知道普世教会

和自己所处团体的资讯。网站版块结构

简单清晰，实事新闻快捷，转载类文章

均精心挑选，精美且短小，即使快速浏

览也能有所收获。

以下是哈尔滨堂区网站的基本版块设

计：01推荐新闻：最新国际国内的教会

新闻（快捷）02堂区动态：堂区各地全

方位动态信息（凝聚力）03天国子民青

年会：天国子民信仰分享原创文章及网

络收集文章（教导青年）04好文共享：

人生哲理、励志、喻道故事等短小精美

的小文章（精美、短小、启发性强）05
圣召园地：与圣召相关的新闻、美文、

人物专访等（推动圣召）06婚姻与家

庭：信仰光照下恋爱、婚姻、家庭生

活、亲子育儿等（贴近生活）07合一之

路：为促进普世教会合一的呼声，各基

督宗教间，地上、地下间（推动合一） 

08综合参考：各领域普遍关注话题和相

关信息（五花八门、篇幅较长、内容深

刻）09信仰驿站：使人轻松愉悦的智慧

猜谜（娱乐与信仰的结合）10教会内的

运动：普世教会各地团体、善会情况报

导（看圣神在教会内的工作）11每日飞

信：以手机飞信为福传方式的福音分享

等（资料库）12礼仪与圣事：教会内

各项礼仪及圣事的介绍（信仰教育的平

台）13非信教徒认识天主教信仰：吸引

非信徒的信仰窗口（对话的平台） 

完善QQ群管理

QQ群是及时的通讯工具。堂区内有若

干QQ群，除了发布堂区通知外，还要分

享教会讯息和社会新闻，当然围绕特别

关注的话题也要展开讨论；QQ群帮助我

们堂区信徒更成为一家人，并提供了彼

此问候与关切、互爱的平台！

YY语音聊天室

天主子民YY语音频道号码是153570。

在这里，我们和堂区内外的教友一起诵念

日课、聆听梵蒂冈电台广播、进行圣歌卡

拉OK、分享圣经和一些有意义的文章等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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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传飞信

2009年11月起，每天早上包含本日弥

撒圣经金句、分享、本地天气预报等资

讯的福传飞信都会发到申请接收飞信的

教内外朋友的手机上，提醒他们在生活

中实践信仰和应有的处事态度。这个效

果非常不错，很多人都习惯了每早等待

这个堂区短信的到来。

信仰视频制作

视频早就被人们接受和喜爱；但目

前，在中国内地还缺少反应信仰的纪录

片和宣教片。大家传播的都是少量的、

非原创的、国外和海外的作品。这些虽

带给教友们很多信仰上的启迪，但不能

让更多的人了解现实生活中的平信徒的

信仰状况。

我们开设了视频制作中心，旨在让更

多的人了解认识教会内的真实的信仰见

证，并力求给时代的人们带来信仰上的

鼓励和安慰。这也是最有效、最直接的

牧民与福传方法之一。《山沟里的赞美

声》是我们第一次的尝试。这个纪录片

见证了堂区的一个农村小堂口在天主教

信仰上从无到有的历程。我们发现，借

助视频，信仰的宣讲可以到达更远的地

方，并历时长久，生动形象、可多次回

放，在看和听中让人转向祈祷，朝向天

主。

 建立团队、持之以恒  
在世界传播日文告中，教宗鼓励司铎

们能够发掘新的机遇，运用新科技以履

行他们的职务，迈向及服务天主圣言。

因此，为了更好地履行教会的现世使

命，哈尔滨堂区在第四十四届世界传播

日当天（2010年5月16日）任命首批四位

哈尔滨堂区网络福传员。他们的年龄都

在30岁左右，信仰成熟，人格成熟，且

都有辅助本堂神父在网络福传上奉献时

间和精力的意愿。

他们将通过堂区网站、QQ群、YY语

音、移动手机飞信等现代科技传媒传播

基督福音和教会的训导声音；他们将

在本堂和副本堂神父的领导下实践教会

的使命。在数码科技的新媒体中，致力

作传播福音工作的人，我们就把他们称

为“网络福传员”。

为了给他们更多的信心和使命感，我

们教会团体正式派遣他们，就像耶稣在

升天前叫宗徒们做的，“你们往普天下

去，向万民传播福音”，这里的“普天

下”和“万民”再也不是地理和民族意

义上的概念，而是成为了各种原因和纽

带下的新领域和族群，例如网络人群，

手机用户，移民等等新事物！

2010年6月12日圣母无玷圣心纪念日，

因新媒体福传业务的扩展，哈尔滨堂区

又任命了第二批四人为堂区“网络福传

员”。我们希望和祝愿这些“网络福传

员”成为这个时代的“网络宗徒”，并

真实地实践教会的使命。他们也要在网

络上“因复活基督之名宣讲天国福音并

活出信仰见证”。作为本堂神父的我，

鼓励他们深度认识这项使命，利用“新

科技的发展和更大的数码空间”刺激主

内的交流和信仰上的对话，让耶稣基督

在网络上不断“散步与散布”；致力于

以基督为中心的拉近众人的和平工作！

任何事业都需要有自己相应的服务团

体，这些“网络福传员”就是我们的维系

可持续网络福传的团队。他们的年龄介于

22至38岁之间，当中有我们的神职人员、

在职青年和在校学生。选择不同领域，并

有深度信仰热忱的人作“网络福传员”，

是因为新时代的人更认识时代的需要，也

知道基督的教导，让他们彼此相互补足，

集思广益，更有效率和更有特色地使基督

临现在网络世界中。

总结
面对数码世界的新媒体，我们不保守

观望，并大胆地运用它们的功能为宣讲

圣言服务。在当代人类社会的具体生活

空间内，也就是要在数码时代内，呈现

基督的教导，我们在尝试中求稳定，在

稳定中求发展，只愿基督在世间和人们

的心中为主，为王。“传布福音者的脚步

是多么美丽啊！” （罗十：15）

文：赵宏春神父

giuseppeqiqihar@yahoo.it

[注：以上两篇文章是赵宏春神父在澳门《
网络世界与牧灵服务交流会》的讲稿]

我们深知天主教会在中国面临

着 许 多 挑 战 ， 其 中 之 一 就 是 让 基

督福音如何与中国现实社会和新技

术所正在创造的数字文化联结的问

题...

任何技术和技巧的运用都要以

福音传播为目的，并让耶稣临在于

今日世界的人们生活中，当然也要

临在于网络人群里！

“ 天
津西开总堂的网络福传工作

起步于2002年，这个时期，

正是整个世界网络技术和应

用迅猛发展的时期，这为传统的福传工

作开辟了新的领域，网络打破了时间和

空间的限制，给那些渴望寻求天主的人

们带来了生机。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第36届大众传

播节文告中即提出了网络福传的重要意

义，他指出网络福传是当今福传的新契

机，应当加以很好的利用和普及，西开

总堂的网络福传工作正是积极地响应了

当时教会的号召而积极的开展起来。

g突破困难，开启福传的新契机

在2002年的那个时期，我们的网络

福传工作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因为即

使是在整个中国，网络技术及应用较世

界各国来说还是刚刚起步的时期，网站

技术不是很完善，功能有限，特别是面

对这么庞大的人群应用网络来做各项工

作，都仅仅在尝试当中。更何况是教会

中要从事福传工作，更是想都不敢想的

事，懂得网络应用的专业技术人员也是

凤毛麟角，可遇而不可求的。

即使是这样，西开总堂还是突破了

重重的困难，在天主的祝佑下，在神父

和教友们的努力下，在全国率先推出了

堂区网站。当时的网站即能实现图文并

茂，动态显示、更新及时等特点。网站

包括堂区新闻、团体介绍、《圣神之

光》、爱德板报、论天主教、瞻礼提示

等内容丰富的信仰版块，开拓了网络福

传的先河。当时对新建立的网站，堂区

也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办法，设专人进行

日常的管理和维护工作。

回顾那个时期，我们的网站的发展也

仅仅是一种福传的尝试，没有任何的经

验可谈，因为当时网络对于教会来说还

很陌生，那时候家庭的宽带上网也还没

有普及，能够接受这种福传方式的人群

耶稣说：“划到深处去，
撒你们的网捕鱼吧！”..他们
照样办了，网了许多鱼，网
险些破裂了。(路五：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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