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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生命因他们 
而变得充实 
 
艾不释手 
 
细微服务 丰盛生命
 
他们是 地上的盐 
世界之光 
  
回忆与感恩
 
修和为缔造和平

普世教会动态 
中国教会消息 
 
 

03

06
08

16
12

10

编者的话
亲爱的读者

忙碌又炎热的夏天过去了，凉爽的

秋天又来临了。在新加坡虽然没

有四季之分，但我还是很喜欢秋天的感

觉，因为它是一个丰收的季节，果园里

处处都是硕果累累。记得多年前，我和

家人曾在以色列圣地短住，在那“流奶

流蜜”的地方，我们在果园的树上摘下

几个新鲜的橘子，那种喜悦兴奋心情，

毕生难忘。

本期我们为大家介绍几个中国大陆天

主教会主办的慈善机构，或称「社会服

务」。提到「慈善服务」，使我想起圣

经里耶稣讲的那位善良的撒玛利亚人的

故事：有一位撒玛利亚人在路上救助了

一个濒临死亡的犹太人，他是最好的一

个榜样。另外两个，一位是祭司，看见

那人伤势很重，已经奄奄一息，却无动

于衷，硬着心肠径直走了。又有一个利

未人经过那里，停留片刻，然后装作没

看见，也顾自离去了。

那撒玛利亚人做的非常好，停下来给

他抱扎，把他放在酒店里，继续为他养

伤。这位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因为幸运

地遇到善良的撒玛利亚人而得救了。没

有这位恩人的见义勇为，他深信自己必

客死他乡。我们的主耶稣用这个感人的

故事来比喻祂救人的大爱。祂就是天上

来的善良的撒玛利亚人。

本期我们将给大家简介四位中国现

代“善良撒玛利亚人”：他们是河北进

德公益，辽宁省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

西安教区社会服务中心，以及上海教区

光启社会服务中心。在此感谢他们的分

享，并祝福他们的工作。

g /木子  
mail @zhonglian.org     

进
德公益，中国天主教第一

家NGO(非政府机构)，1997

年5月以“北方进德天主教

社会服务中心”为名在河北省石家庄成

立；1998年获政府有关部门批准；2006

年4月在河北省民政厅注册为“河北进德

公益事业服务中心”；2011年5月，在河

北省民政厅注册为“河北进德公益基金

会”，简称“进德公益”。

g 两条腿走路的理念

每次谈到机构的发展史，发起人张

士江神父都会说，是当时社会和教会共

同的需要促成了进德公益的诞生。简言

之：社会中弱小的弟兄姐妹需要德肋撒

姆姆那样的人和团体去关爱；教会要以

充分展示的爱德见证信仰。他提出要两

条腿走路的理念，两条腿就是指宣讲和

服务，后者正好呼应教宗本笃十六世提

出的表达教会内在的本质的三重任务：

宣讲圣言、举行圣事、以及爱德服务。�

成立之初,北方进德只有三项服务：

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赈灾和个人家庭援

助）、为贫困学生的助学项目、偏远农

村饮水等社会发展项目。随着组织机

构、人才培育等各方面的不断完善，现

在进德公益的服务范围已经扩展到8项：

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社会发展、教育

培训、助学金、防艾、反拐卖、安老服

务、以及其它机构委托项目等。

从1997到2011，十四年来，本着笃

行仁爱、践行信仰的宗旨，进德团队

的足迹已遍及神州各地，合作伙伴也

越来越多。不但与国内的中国扶贫基

金会、爱德基金基金会等慈善机构合

作，还与一些海外慈善机构建立了长

期良好的合作关系，比如，包括国际

明爱在内的德国、澳大利亚、美国等

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明爱成员，法国

CCFD、圣座一心委员会、新加坡的The 

Archdiocese Crisis Coordination 

Team (ACCT)、CHARIS和李氏基金、香港

圣保禄基金会、台湾南怀仁基金会、西

班牙ANESVAD、美国的Conrad N. Hilton 

Humanitarian Prize、英国的中国教

会之友、德国米索尔、OPAM和Kolping 

Society、MIVA、PORTICUS等。除了这些

专业慈善机构，进德也得到了众多修会

团体（耶稣会、圣言会、玛利诺会、遣

使会、高隆邦、MEP、PIME、金邦尼等）

的支持。当然，这里所说的合作与支持

并不限于捐款，更有专业上的交流和分

享，这些合作与分享帮助进德不断提高

自身能力，在专业上与国际标准接轨。

g 施比受更有福

如果说国际合作伙伴的支持像是给

了进德一副臂膀，那么来自国内教会的

信任和支持就是给了进德一个成长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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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多年来，进德公益得到了很多国内

神长教友的支持。目前，来自全国各地

的4000多位进德之友，除了每年的固定

捐款外，还会在堂区中互相鼓励，成为

当地的爱心群体的骨干。很多主教、神

父都会帮忙募捐、组织教友协助进德开

展项目。退休的张振华神父的来信就非

常具有代表性：

“我老了（92岁），退休在堂，今后

已没有经济能力支持公益工作，敬请谅

解，但我天天可以为你们的工作献祭，

祈求天主赐福大家，荣归于主！今把教

友慰问我的伍佰元汇上，聊表心意。”

施比受更有福。今天的进德公益不

单从国际合作伙伴吸收资金，也能通过

国内募捐支持国外灾区。比如最近几年

的印尼海啸、海地地震、意大利地震等

灾难，进德都收到了来自国内教会的捐

款。这既意味着中国大陆教友慈善意识

的增强，也标志着中国教会的慈善事业

正在走向成熟。

g 无私奉献的志愿者

今天，进德公益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

到教会志愿者的重要。因为无论在哪里

赈灾、服务，都有当地的神长教友做我

们无私奉献的志愿者。可以说，志愿者

的服务使进德的工作事半功倍。

修女的贡献特出：这些志愿者中，修

女们是极具特色的一群。2008年5.12汶

川地震后，修女们组成的医疗队伍来到

灾区照顾受灾群众。《中国民族报》的

《宗教周刊》在6月3日曾这样报道说：

“修女们头戴修会会帽、颈戴十字

架、身穿白大褂、肩背喷雾器，在废墟

上、垃圾堆上、道路上、救灾帐篷内外

等多个场所进行消毒。由于是在镇政府

周围，来往的人员很多，他们看到修女

们特殊的装束后大都会问‘你们来自什

么地方，是做什么工作的’等问题。当

人们听说是天主教的修女在为灾区服务

时，都非常欢迎，并给予称赞。”

修女们初到灾区做心理援助时经历了

极大的考验。那时，老乡们对心理咨询

师极为反感，曲山镇曾流传着一句话：

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师，原因是地

震后很多短期的心理辅导志愿者和记者

来到灾区，让老乡一次又一次揭开自己

的伤痛，但是他们很快就带着各自的调

查报告和报道离开他们，老乡受到的是

一次又一次的伤害。所以，在开始走访

老乡的两个多月，修女们吃了无数次闭

门羹，但她们坚守着那份爱的承诺。终

于，她们的工作慢慢得到认可、受到欢

迎。一位乡书记在调任另一板房区时，

还特别邀请修女到他新上任的地方去服

务。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史占彪博士亲

睹修女们的服务后由衷地说：

“我们有的是专业，但修女们有的是

爱！人们对她们和我们的接受态度是不

一样的，因此，后者更难能可贵。进德

的团队是最了不起的，是最成功的，因

为她们的爱心没有人能比！”

一位修女的分享：静谧的修院、简朴

的生活、淡雅的会衣，大概是人们心目

中的修女形象，也许大多数修女当初都

是怀着这样的心愿走进了修会的大门。

但是，爱的圣召又让大家走出修院，去

面对人间伤痛、服务社会。一位修女在

结束灾区的心理援助服务返回修会时写

道：

当看到绝望的宋姐生下可爱的女儿、

重新组合了家庭、搬了新家、脸上洋溢

着幸福的时候；当看到陷入困境的明志

从痛苦的泥潭中挣扎出来、一步走向坚

强和成长的时候；

当看到从废墟中爬出来的丽丽和失去

哥哥的营营找回了青春的朝气与活力的

时候；当看到昔日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

的时候；当看到一张张沮丧、失望的愁

容被一副副充满着阳光和希望的笑脸所

代替的时候；

当一支支优美的、甜蜜的歌曲响起

来，热情、豪迈的锅庄舞跳起来的时

候，我从心中唱起了圣母的谢主曲： 全

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他的名号何其

神圣！

一位教友志愿者的分享：因着服务不

断加深信仰的不单是修女们，还有很多

教友。奉献爱心让他们的灵性生命也得

以提升。教友吴琦做进德志愿者时领洗

还不到两年，参与慈善的经验让她感慨

颇多：

 “基督信仰告诉我，他们的希望就是

我们的希望，他们的苦难就是我们的苦

难，我们的生命因他们而变得充实，我

们的胸襟也因他们而变得宽厚。自以为

饱经风雨沧桑，阅透人生，心已磨出厚

茧的我，逐渐意识到奉献的意义和生命

的价值，享受内心真正的喜悦。”

不单爱德行为能带来内心真正的愉

悦，其行动本身就是一种慈善理念的推

广。进德志愿者的洪梅女士帮朋友打理

一间茶楼，特别做了一个进德的捐款箱

放在吧台。为她来讲，慈善已成为她生

活的一部分，她也号召茶楼的顾客和朋

友加入到这个行列。目前，她还没有领

洗，但把基督的爱传播开来 -- 这种让

进德引以为傲的爱心传递不就是福传的

工作吗？

g 风雨同舟14年

今天，进德公益有了基金会的身份。

充满了朝气的20人团队会更加努力，继

续以主基督的博爱精神去服务，不断提

高专业水准，把好事做好。当今很多国

人在关注、在质疑公益机构的捐款是怎

么花的。进德愿不断增加透明度，让社

会中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有教会背景的

进德公益是值得信赖的爱心平台！

回首过去，进德公益充满感恩，这是

天主一路陪伴的十四年，是神长教友风

雨同舟的十四年。天主的护佑、神长教

友的信任与厚爱，让进德公益有力量一

次次走进灾区，走近有需要的人。

据说，5.12地震后，灾区的宗教界人

士曾聚在一起，探讨从各自宗教信仰的

角度如何解释灾难。其实，灾难面前，

任何说辞都显得苍白。只有去陪伴，才

能体现教会悲悯的情怀！从马槽到十字

架，从牧羊人到左右二盗，天主的光荣

和慈爱就是在对穷人和罪人的陪伴中得

以彰显。福音就是厄玛奴耳 – 主与人同

在。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有信心去服

务；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以言行

告诉别人：主也与他们同在！

g 进德的朝圣之路

从灾难与不幸中，进德去学习相信

和依靠；在弱小的弟兄姐妹身上，进德

学习如何发现基督的面容；由慈善工作

中，进德学习常常“怀有基督所怀有的

心情”（斐二：5）。人间疾苦中履行基

督托付的爱，这就是进德的朝圣之路。 

g任大海神父
renjohndahai@yahoo.com

河北进德公益
http://www.jind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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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槽到十字架，从牧羊人到
左右二盗，天主的光荣和慈爱
就是在对穷人和罪人的陪伴中
得以彰显。

修 女 们 头 戴 修 会 会 帽 、 颈 戴 十 字
架、身穿白大褂、肩背喷雾器，在废墟
上、垃圾堆上、道路上、救灾帐篷内外
等多个场所进行消毒....  

“
我们有的是专业，但修女们有的是

爱！人们对她们和我们的接受态度是不
一样的，因此，后者更难能可贵.... 

基督信仰告诉我，他们的希望就是我
们的希望，他们的苦难就是我们的苦难，
我们的生命因他们而变得充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