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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1:在大学里，每年的五四青年

节，我们都会去麋鹿村看望住在那里

的小朋友。他们是一群特殊的儿童，

他们的经历也是很特殊的。他们的父

母几乎是罪犯，父母入狱后没人看

管便来到了这里。他们不喜欢和人交

流，很是孤僻，他们穿的衣服用的东

西，全是社会上好心人送来的，他们

是真正需要关心的一个群体，希望更

多好心人能来关心他们，让他们感受

到大家的爱。

志愿者2:人需要快乐，快乐的来源

多种多样，但奉献的快乐却是其他快

乐不能比的。当我看到那个小村庄的

那么多人没有钱去看病，他们平时有

病就扛着的时候，我的心是酸的，我

用我们自己方式为他们服务，当看到

他们那样高兴，我的心有说不出的激

动和欣慰！！志愿服务就是一种生活

态度，选择做志愿者就是一种生活方

式。“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在奉

献的同时，收获精神上的愉悦与满足。

受助学生1：我觉得

没有比一句：“谢

谢”更有分量了！

请允许我再深深地向你们鞠躬，感谢你

们的大力支持，我最感动的莫过于在我

最困难的时候你们给我扶持!我会努力

学习，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也一定不

会让你们的投资偏了方向，相信我，这

个舵我一定会掌握好，以便将来秉承你

们的慈善事业，一代代永远传承。

受助学生2：我感谢你们这么多年来一

直对我们学习的支持和帮助，没有你们

我是不可能顺利完成学业的，是你们教

会了我要乐于奉献，告诉了我什么是真

善美，让我知道了当我奉献时我也同样

会收获更多的愉悦与满足。在以后的生

活中，我永远也不会放弃学习，我会努

力的充实自己，用知识武装自己，永远

跟上时代的脚步，不管走到哪里，心怀

一颗感恩的心，去奉献。世界上最大的

自私就是无私，因为无私可以让我们得

到被人都得不到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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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一群特殊的儿童，他们的经
历也是很特殊的 ...  他们是真正需要关心的
一个群体 ...“

慈
善服务乃是我们彰显信仰生

活的重要部分，上海教区在

刚恢复阶段，从主教、神父

到教友都努力实行着主的训导——帮助

有需要的兄弟姐妹。但个人的力量是非

常有限的，而且因都不是专职而使信息

得不到很好的传递，真正有需要的人得

不到关注，项目的实施得不到跟踪和监

督等等。

以徐光启为名
鉴于以上种种不足，上海教区在金鲁

贤主教的倡议下于2005年5月成立光启社

会服务中心筹备组，以科学先驱、上海

天主教的奠基人徐光启的名字命名，并

奉徐光启及其孙女许甘第大（杰出的热

心教友）为服务中心主保。旨在弘扬光

启精神，服务社会、传递主爱。

光启社会服务中心筹备组自成立以

来，仰赖中心主保徐光启、许甘第大的

转祷、护佑，和主内弟兄姊妹的支持和

鼓励，并有教区作为后盾，几年来我们

实实在在的做了一系列的服务项目，许

多真正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得到了资助，

缓解和减轻了他们的困境。

光启社会服务中心有四个主要项目：

一、助学；二、敬老；三、外来务工；

四、医疗。除了以上项目，我们把有关

赠送宗教书籍、紧急救灾和一些特殊项

目都归入其它类，其它类的项目都以项

目的特殊性作个案处理。

g助学项目分为三大类： 

学生助学金：自2005年5月，光启社会服

务中心筹备组成立以来，我们已赞助过

近千人次，有来自上海、陕西、山西、

安徽、黑龙江、山东、河北、贵州、重

庆、甘肃和辽宁等地，其中有大学生、

高中生、技校生、初中生和小学生各个

阶段的。但从去年开始我们把助学金的

发放只针对大学生、高中生和技校生，

因为初中生和小学生属国家9年义务教育

范围。通过此项目，很多面临缀学的学

生得以继续完成学业。

令我们感到非常欣慰的是：很多学生

完成学业后走上了工作岗位，改善了他

们的生活境况，甚至是改善了全家人的

生活境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我

们接到一位我们曾经帮助过的学生的电

话，告诉我们说他毕业了，并当上了村

官，他愿意通过我们来资助一位学生。

资助希望小学和幼儿园：我们每年会资

助一到二所希望小学或幼儿园，有通过

当地教会机构或政府部门做桥梁，为边

缘地区的学校在校舍或设施方面得到改

善而给予资助，使“祖国的花朵”能在

较好的环境中得到培育。我们曾在安

徽、福建、贵州、陕西、山东、甘肃、

重庆、河南、河北等地资助过13所小学

和幼儿园。

资助教会孤儿院和残障人群：在陕西、

山西、甘肃、重庆万州和天津等地，我

们给予部分设施资助、生活费补助和特

教资助等。对于这特殊人群，我们希望

他们的基本生活有保障，他们的技能不

被埋没，尊严得到同等的尊重。

g敬老项目分为五大类：
探访本教区80岁以上老人：我们与教区

本堂神父合作，有堂区教友和光启服务

中心的神父或修女、义工们一起作拉网

式探访，带去教区老主教的关怀和些微

的慰问品，虽然因老人的数目太多，我

们的时间有限而不能给每位老人太多的

时间，但每次都有感人的故事发生，老

人们看到我们就如看到自己的亲人，拿

最好的东西招待我们，拉着的手不愿松

开。通过我们的探访，老人们感受到被

爱，给予了他们精神上的支柱，也唤起

更多的人共同孝爱、尊敬老人。看到老

人们的笑脸，使每一次的探访和每一位

探访人员都感到虽然辛苦，但我们得到

的更多。

补助孤寡和特困老人：在拉网式探访

中，我们发现有困难的老人和对于一些

外省市的贫困老人们，通过神父、修女

或教友的推荐，我们给予部分生活费用

的补助，使他们能得到些许的改善。除

上海本地外，还有来自陕西、甘肃、安

徽、黑龙江、山西等地。

敬老院的设施资助：鉴于社会老龄化严

重，教会内许多教区都努力在服务老人

方面积极面对，陆续开办敬老院，我们

对于有些教区缺乏开办资金的给予部分

设施的资助，使这敬老服务能得到更好

的发展。

探望病人和老人：对于一些老年病人和

孤寡老人，我们作不定期的探望。

上海教区光启社会服务中心四个主要项目：助学、敬老、外来务工、医疗。

《 中联通讯 》 第133期  秋  2011年



《 中联通讯 》 第133期  秋  2011年 《 中联通讯 》 第133期  秋  2011年

12 13

举办节庆期间活动：重阳节或新春期间

我们会举办一些适合老人的活动——例

如健康讲座，联欢等，活动后有神父为

他们行敷油圣事，给予了他们在灵性生

活的安慰。

g外来务工项目分两类：
为务工举办活动：我们在每逢佳节倍思

亲的中秋节和春节期间举办聚会活动，

使远离家乡的他们感受到在他乡也有节

假日的气氛而不那么孤单；每年我们也

竭力安排佘山朝圣活动，关注他们的信

仰生活。

为务工子女补习：针对教区内有些堂区

附近聚集着的外来务工子女，我们利用

周末给予他们学习补习。

g医疗项目分两类：
对个人的医疗补助：医疗实在是人们生

活中的一座大山，每次接到的申请都使

我们没有勇气拒绝，但我们也无法担任

起完全解决申请人的问题，所以我们只

以主内弟兄姊妹之爱作一次性和安慰性

的资助。

对单位的资助：我们资助一些教会开办

的医务室和诊所和一些偏远地区的卫生

院，帮助他们改善或增添设施等；与当

地的卫生服务中心合作做医疗帮困的项

目。

g其他类：

对修士修女的资助；有些修院的在培育

修士修女方面资金短缺，有些修女院修

女们大都服务于堂区，没有稳定的收入

来维持，我们给予部分补助。

特殊项目：有建桥、打井、治理沙漠、

农村留守人群项目等。

赈灾项目：对于灾后重建，我们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项目。

赠送光启社宗教书籍：对于资金短缺的

各地修院、修女院、堂区等建立阅览

室。我们会大力支持，书是知识海洋，

希望教内外朋友能在书中得到滋养，更

在宗教书籍中找到信仰，坚固信仰。

物资捐赠、手工作坊、义卖：有爱心人

士和公司或单位捐赠我们崭新的或二

手的物资，经我们整理分类后捐赠到有

需要的地方，或放在堂区义卖，义卖所

得作为助学项目资金。我们也有手工作

坊，义工们奉献她们的时间制作各种各

色美丽的花朵、圣诞树等；编织围巾帽

子；串连各色手工艺品… 或作礼品或

义卖，同样，义卖所得也作为助学项目

资金。

他们是地上的盐，世界之光
我们只有四位专职人员，所以除了

有教区、堂区神父们的帮助和支持，我

们依赖光启仁爱服务人员（志愿者）来

展开以上一系列的仁爱工作。她们奉献

爱心、时间和才能，利用自己生活在社

会上，与周围近人接触的便利，努力使

自己成为“地上的盐、世界的光”，以

言以行，为基督的福音作见证。

“好事不好做”，这是我们在面对

许多的不理解、不支持、信息不足、沟

通困难时的感受，普遍人群对慈善理念

的无知，和我们自身缺乏管理慈善事业

的技能，着实给我们带来不小的困难，

更是因为我们是教会的慈善团体，而要

面对很多的限制、约束等。但不管怎

样，我们一路走来，在蹒跚中学习，调

整，改进，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使更多

有需要的人得到帮助，无论是物资方面

的还是精神方面的，也更希望成为所有

爱心人士献爱心的平台，共同编织爱心

网络，使基督之爱得到彰显。

g 文/ 潘秀芳修女
marypanxf@yahoo.com.cn
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会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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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务工子女聚会活动)

我写这篇美好的回忆，不但是回

忆我在新加坡的经历，也是对您

们的思念 ：

当我通过了中国的海关时，我

在想梦寐以求的得到了。当我下

了飞机时，我在想我今天终于出

国了。当我在机场见到接我们的

敏仪和众姐妹时，我在想来到这

里并不陌生。当我上了巴士客车

时，我发现新加坡的车与中国的

不一样。当我看到新加坡的环境

时，这里真不愧是世界花园。

当我到了依纳爵灵修 中心时，

我感觉到了家。当我上了二楼见

到老师，尤其在拥抱时，我得到

了一份母爱。当我把房间（201）

的钥匙接到手时，我有一种主人

的感觉。当我进到房间时，啊！

舒适宁静自由对越天主的地方。

当我见到吴神父时，他那亲切微笑的

目光使我感动。当我见到中联夫妇，尤

其给我们红包时，体验到他们的付出和

细腻的爱。当我们围着圆圈上课时，我

感受到团队精神的重要。当我们一起做

游戏时，找回了在天主内的天真浪漫。

当我们一起吃饭时，我意识到我是个外

国人。当我进入到依纳爵圣堂时，让我

马上回忆起96年我的小团体和老鼠一起

居住的生活，我落泪了！这里真的配耶

稣的临在。

当我穿上会衣在鱼尾狮和大街上行

走时，啊！我在想当修女真好！当我走

进圣伯纳德教堂时，让新加坡的教友看

到了苦难教会的修女。当我见到杜神父

时，民间的这句“老乡见老乡，俩眼泪

汪汪”的谚语应验了。

当我在四天的避静时，我真的很荣

幸得到了一对一的神师指导。当我想起

那老修士时，他那默默无闻的工作精神

使人钦佩。当老师离开我们时，真的热

泪盈眶。当我离开避静院中，有些依依

不舍。当我和中联的负责人分手时，真

的有一种说不出是悲还是喜？当我走进

机场时，我在想要对新加坡说——再见

了！

新加坡我永远想望您！中联我永远怀

念您们！！                g文/ 忆烁

 

 

提笔之际不由得使我心潮澎湃，

感激之情又一次沸腾起来。感谢

为我的生命成长而付出代价，做

出牺牲的恩人们.....

40天生命之旅

2010年的11月，我离开了平日

那熙熙攘攘的人群，在繁忙的生

活环境中，乘坐飞机飞过那美妙

的天空来到了新加坡——这一全

新的环境和生活中，有幸参加那

次40天的学习，我梦寐的天堂生

活终于实现了。40天梦境般的生

活旅程使我陶醉在幸福、喜乐和

平安以及基督的爱内，我的整个

生命沉浸在内心深处，沉浸在基

督的爱内，喜乐洋溢在我的生活

中。

回想这一次旅程就如同我生命

的一次洗礼与更新。美好、幽静

的生活环境，每日的生活，所学

习的内容以及整个团体的关系与氛围都

成了使我成长的阶梯。我的生命在向我

宣布一个事实：爱情生活真是太美了，

与基督在一起的生命太幸福了，我要把

这爱的幸福与喜乐渗入我的生活中，并

把它通传给我所遇到的每一位天主所爱

的子女们。

与良师学习心理与灵修

此次的更新尤其得益于所学习的内

容。吴良国神父所讲的《心灵与灵修的

整合》，使我认识到了人的情感、理智

和意志在信仰内所能得到的整合与提

升，可以促进一个全人的发展。神父那

深刻的信仰经验，给予我圣神的光照，

我开始逐渐更深地认识我自己、自己的

家庭、圣召与奉献生活。

默观祈祷以及八天的神操避静让我更

深度地经验到天父慈爱的吸引和陪伴，

引导和塑造，与主同在的喜乐与幸福溢

于言表。曾经很认定我被召的恩宠与在

他内被确立的身份，如今借着学习更是

一次深度的了悟。我对自己的奉献生

活，再一次地得到了更新和深化。

我被团体的爱触动

在最后十天里，我参加了陈丽文老师

主持的《沟通神学》。从中我对教会、

基督徒团体，尤其是奉献生活团体，有

了更清晰的认识。我肯定一个事实：一

个基督徒团体的基督的团队精神所产生

的强大爆发力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以这次学习的经验来说，大家来自不

同的修会团体，不同文化背景，甚至不

同的种族，借着这次的相遇，大家的感

触是如同处于一个家庭，彼此的心灵没

有界限，都向每一位敞开，相亲相爱。

我不禁要问，这不正是见证了在基督内

的相通所结的果实吗？尤其为我个人来

说，如今一个人的情绪起伏，或是一件

突如其来发生的事，不在使我压抑、萎

缩，反使我不断向深处扎根，明白团体

共同生活的目标。

那小红包的故事

还有一件事实我一定要分享。我当

初以为你们为我们办理一切的费用是由

一些恩人捐赠的。经了解之后，原来是

你们辛苦的工作换来的。真不知我们此

次学习、旅途用费和观光所到之地的花

费需要你们多少个日夜、多少心血与汗

水，用多少个红包换来的。由此我越发

惊讶天主在你们身上所施行的美妙工

程。

我们能有秩序地、舒服地、轻松地享

受那些天的生活和学习，也是出自你们

精心的计划和安排，并随时放下你们的

工作，拿出你们宝贵的时间；更使我惊

奇的是：你们对于我们生活各细节的无

微不至的照顾和服务。我在你们身上看

到的是那在晚餐厅中为门徒们洗脚的基

督 。

感谢天主，感谢圣母玛利亚让我能

与你们相遇，在你们了身上看到了信友

们对教会生活的参与与投入，甚至拿出

自己的所有来支持教会的发展。正如同

初期教会的信友们拿出自己的一切放入

教会内，以使教会中没有一个感到匮乏

的。这一切的一切都应归于天主的无限

慈爱，我们对祂的感恩与赞美实在应当

响彻云霄。阿门！           g文/ 德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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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顾 中 联 过 去 3 0 年 的 岁 月 

里，的确有许多值得回忆与感恩

的事。以下是两位大陆修女近期

在狮城教会学习的美丽故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