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伟大的事就是爱（十二）：婚姻的圣召 

「建立基督徒家庭的圣召是美好的，这成圣的召唤不是次等的，而是优等的。」 

 

几乎一个世纪以前，当圣施礼华第一次谈起婚姻的圣召时，他把这两个概念连结在一

起，即使不会令人发笑，也会使人感到不安；就像在谈论一只没有翅膀的鸟或者一个

方形的轮子。「因为我说你有『结婚的圣召』，你觉得好笑吗？那么，你正是有这个圣

召。1 在那个时代的心态中，甚至在现世，「有圣召」意味着放弃正常的生活，以便能

够服事天主和教会。对大多数人来说，正常的是指有家庭、孩子、房子、工作、购

物、账单、洗衣机、冰箱里的剩菜……。 

这个清单，就像生活本身一样多变和无法预测，不仅符合「方形轮」的婚姻，而且找

到了最佳的表达方式。「婚姻是天主真正的召唤」2 的观点直接源于这样的信念：天主

祝福正常的家庭生活，并想「居住」在那里。「但是你居于圣所，作以色列的荣耀！」

（咏 22：4）耶稣在十字架上默祷的圣咏。天主，这位神圣的天主，想要居住在最正

常的家庭生活的中间。通过在家庭生活里表达的情感，生命被召唤，去赞美祂：成为

一个「天堂」，尽管我们此世这个暂时、俗世的生活有种种不可避免的缺陷。 

祝你旅途愉快 

那个年轻人听到「婚姻的圣召」这句话时，笑了起来，但他也开始思考。有人给了他

一些具体的建议：「把自己托付给圣辣法耳天使，就像他引领多俾亚般，让他保守你的

纯洁直到旅途的尽头。」3 

圣施礼华在这里提到《圣经》中唯一有关这位总领天使的故事，他对这位天使有着特

殊的感情；所以他很早就把他对年轻人的使徒工作委托给了圣辣法耳。4「多俾亚传很

迷人，」他曾经说过。5 虽然整本书是个旅程的叙述，但让我们深入到两个家庭的生

活，并见证了第三个家庭的诞生。即使旅程本身也有一种「家」的氛围，几世纪以

来，艺术家们一直注意到一个小细节。这本书是圣经中我们唯一能看到一只狗的故

事，牠全程陪伴着多俾亚和圣辣法耳。（参多 6：1；11：4） 

当多俾亚要离开的时候，他的父亲祝福他说：「愿天上的天主使你们一路平安，愿他的

天使与你们同行，救助你们！」（多 5：16）圣施礼华在祝福那些要踏上旅途的人时，

释义了这句话：「愿上主使你一路平安，愿祂的天使与你同行。」6 真正的旅程，最有

决定性的一个，是生命的道路，当丈夫和妻子在婚姻中互相奉献自己给对方，响应天

主的梦想，于是回到世界的起源。7 因此，是多么重要去帮助年轻人发现，并在多年

的旅程后重新发现，「建立基督徒家庭的圣召是美好的，」8 这成圣的召唤不是次等



的，而是优等的。 

当生命真正开始 

一个人的圣召始于一个简单的发现，并会带来许多后果：我们坚信生活的意义和真理

并不在于为自己、为自己的利益而活，而在于为他人而活。我们发现自己在生活中得

到如此多的爱，我们也被召唤去做同样的事：给予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找到自

己。给予爱，不仅是在我们空闲的时候，让我们的良心平静下来，而是让爱成为我们

生活的核心目标，成为我们所有在意之事的重心。 

在他和撒辣结婚之前和之后，多俾亚得到了一些关于这方面的劝言，诉诸他内在最崇

高的事物。他的父亲托比特送他去旅行，为他们未来的钱财着想，（参多 4：2）首先

想把他一生中最珍惜最重要的遗产传给儿子，「孩子！我若死了，你要好好安葬我；

要孝敬你母亲，在她一生的日子里，不可离开她；要履行她喜欢的事，在一切事上不

可使她伤心。……永远要记得上主我们的天主，孩子！要遵守诫命，戒绝一切淫

行……。对一切穷人不要转面不顾，这样天主也总不会转面不顾你。若你多有，就该

多施舍；若你少有，也不要怕少施舍……。 你该时时赞美上主天主，求他使你的道路

正直，使你的前途与计划顺遂。」（多 4：3-19）。最近结婚的多俾亚，过了几周以

后，想要回去父母家的旅程，他的婆婆厄得纳，做了一个离别的要求：「亲爱的孩子和

兄弟！愿上主护送你们回去！巴不得我生时，能看见你和我女儿撒辣的子女，好使我

在上主面前得到慰藉。我把我的女儿托付给你，你一生不要使她难受。」（多 10：13） 

天主呼召丈夫和妻子互相保护，互相关心，为彼此倾注他们的生命：从这产生他们个

人成就的秘密－从此绝不再仅仅以自我成就为成就。生命最深刻的意义是给予生命。

这就是我们在耶稣的生命中所看见的：「我来，却是为叫他们获得生命，且获得更丰富

的生命。」（若 10：10）。圣若瑟和圣母就是这样生活的，他们怀着世上最谦卑、最温

柔、最细腻的、可见的爱，彼此关爱，尤其是关爱那道成肉身的生命。天主也希望祂

的门徒这样生活，无论我们在哪里，都会散发出祂的喜乐、祂对生命的渴望。这是我

们基督徒使命的核心意义。 

「因缺乏爱情和微笑，已经把我们的城市变成了沙漠。那么多的娱乐，那么多浪费时

间、制造欢笑的东西，但是缺少爱情。家庭的微笑可以克服我们城市的沙漠化。这是

亲情的胜利。任何经济和政治工程都无法替代家庭的这种贡献。巴贝耳工程建造的是

毫无生气的摩天大楼。相反的，天主的神使荒野变为田园。」（参依 32：15）9 

「生命最深刻的意义是给予生命。」即使在青少年时期，也能有此发现，但有时只有到

达晚年才会发现，标志着他从童年到人成熟的真正道路。我们可以说，只有到那时，

人才真正开始成为一个人：只有到那时，生活才真正开始。因为「拥有伟大的梦想是



生命的标志；爱－就是生活的意义。爱到能够为被爱的人奉献自己的程度；能够忘记

自己，就是做自己；能够为某事而死，这就是活着。一个光想自己的人甚么也不是，

是空的；只有一个能忘记自己、能付出自己、能爱的人；一句话，才是活着的。」10 

「是」的范围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出婚姻的圣召与「平常所谓的爱，似乎是指餍足私我的

冲动，或指满足个人嗜好的自私欲望。」11 相距多么遥远。当然，只有当我们能够把

自己交付给别人时，我们的人格才能真正得以发展。婚姻生活也是许多满足和快乐的

泉源；但无人不知，它也带来问题、要求和欺骗。然而，想要从这张不是很有吸引力

的爱情之脸上逃脱是多么容易啊！ 

在这里，我们可以连想到一些如何精心策划的婚礼庆祝活动，不惜一切代价，要配得

上家庭的社会地位，尽其可能的确保是场难忘的经历。但随后而来的，是日常生活的

现实，经年累月美梦的幻灭，当面对家庭生活的不完美：问题开始出现、一方更清楚

的看到配偶的缺陷、要向对方倾诉内心的感受或真心的倾听都变得很困难。然后，你

就会开始忽视婚姻是项「来自天主的真正召唤」的这一个事实，这召唤要求身为父

亲、母亲、丈夫、妻子……的配偶真正地奉献自己。一个天主想要它即使在困难重重

中也希望能得到幸福的家庭，最终却偏离了正道，将彼此的相处仅仅满足于「将就的

容忍」，这确实是不幸的。 

一男一女结婚的那天，当他们被问及他们是否相爱时，他们回答「是」。但真正的答

案，只有用自己的生命才能回答：以他们一起在「永远」的慢火中熬炼出来的「是」。

「一个人总是用一生的功夫去回答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一个人回答什么、用什么字眼

并不重要。最后，答案来自人一生的行为。你是谁？你到底想要什么？答案只能从人

的一生中找到。」12 而这一生的「是」，每天，一次又一次地成为现实，变得越来越

深刻，越来越真实。婚姻生活开始时，那种不可避免的天真标志，现在变成了一种充

满光明的天真，没有任何玩世不恭的态度：成为一种「是的，亲爱的」，现在知道

了，但仍爱着。 

如果爱是真实的，那么这个「是的」的巨大深度，是无法撤销的，也是教会为何坚持

她关于保留订婚时间的必要，和对生命开放的教导的原因。尽管这立场招致不开明和

苛刻的指责，但她耐心地坚持，因为她知道天主在召唤她捍卫人性爱情的真理，尤其

是在她的「所属之地」13。这样做，教会并非在捍卫一个抽象的真理，好像一个出自

手册的规则。相反的，她是在保护特定生活的真相，家庭的真相；她是保护人类关系

免于罹患致命的疾病：毒液以微妙的方式慢慢侵入，起初流露着浪漫和凯旋的姿态，

也许只有在多年之后，真面目才突然揭露开来：让配偶堕入他或她陷阱里的自私自

利。 



确实，生活，在一个人身上有一种耀眼的宽宏大量和快乐，当他决定：「我要享受身

体所能给予我的一切，并与任何想加入我的人分享。」这种对待生活的态度，我们可

以从《创世纪》的第一章中得到清晰的呼应：青春是如此美味的水果……，为什么不

充分地品尝它呢？为什么天主要剥夺我的甜蜜呢？（参创 3：2、6）今天寻求过基督

徒生活的年轻人也感到同样的吸引力，但他们看到的只是一种幻觉，他们想更深入地

把握真理。透过他们的努力保持他们爱的纯洁，或者万一他们失去，他们会力争的纯

真，他们准备去爱，而不是「占有」另一个人、不是「消费」他们。无论如何，他们

问自己：我该和谁分享内心感受到的对生活的渴望？我们是想真心相爱，还是只对彼

此有欲望？他们知道，不仅要付出自己的身体，也将付出自己的心、自己整个人、自

己的自由。他们知道，所有这一切都只适合一个「永远是的」回答；他们知道，自己

和每个人都值得一个「无条件的是」。如果缺少这个决定，他们就还没有准备好送出

这份礼物，也不会有人接受它；这份礼物会让他们内心感到空洞，尽管他们可能因随

着时间的流逝才发现这一点。 

同样的「逻辑」也存在于那些独身的圣召中，以及那些想要用自己的身体去爱天主的

人，因为他们日复一日地把身体交付于天主。是的，婚姻和独身相互启发，彼此需

要，因为它们都表达出无偿的、只有在天主的光照下才能理解的感激，从天主放在我

们内的自我形象，让我们视自己为礼物，我们也视他人为礼物，我们猛然意识到自己

受召是去给予生命：父母、子女、孙子女……每一个人。 

当耶稣启示爱的深层含义时，祂的门徒感到困惑，以至于祂不得不对他们说：「这话

不是人人所能领悟的，只有那些得了恩赐的人，纔能领悟。」（玛 19：11）那些想要

过基督徒生活的年轻人和父母们，虽然有时会遇到别人对他们的不理解，但应该意识

到，其实有许多人在内心深处敬佩他们，尽管有时他们无法表达出理由。他们羡慕他

们，因为他们以真诚的爱，清楚地表达了天主之爱的喜悦和自由，表达了每个人内心

深处的渴望，「无可言喻的叹息。」（罗 8：26） 

一颗不想受苦的心 

辣法耳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天主治愈」。意思是天主看顾和照顾每一个人。总领天使

介入托彼特、亚纳、多俾亚和撒辣的生活中，是个可见的表达的现实，但常常被我们

所忽略：天主对家庭的保护，祂对家庭成功和幸福的重视。（参多 12：11-15）天主想

要亲近我们，然而我们有时拒绝让祂亲近自己，因为我们真的不想。在浪子远走他乡

的故事中，（路 15：13）我们不仅看到特殊的人物，也看到整个社会和文化：一个远

离天主的世界，因此成为一个充满敌意、许多家庭受苦受难、有时甚至遭遇灭顶的地

方。尽管如此，就像寓言中的父亲一样，天主从不厌倦的等待，总是设法出现在这些

有时很悲惨的现实中，寻找每一个人，即使有很多的伤口需要治愈。 



多俾亚传也告诉我们，天主对家庭的亲近和关心，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免除所有的困

难，无论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例如，托彼特是一个义人，甚至是英雄，但天主却允

许他瞎了眼（参多 2：10）。结果，他的妻子不得不为家庭另找收入，有一天，在她的

工资之外，她得到了一只小山羊。托彼特可能因为失明而心情不好，认为妻子偷了小

山羊，无意中引起了家庭的骚动。这是托彼特亲自告诉我们的。「但我不相信她的话，

我叫她把牠还给原主。我为她脸红了。她回答我说：『你的施舍在那里？你的善行在那

里？看，人都知道你得到了什么报应！』」（多 2：14）。面对这严厉的响应，托彼特充

满了悲伤，开始哭泣和祈祷，求天主带他去祂那。（参多 3：1-6） 

尽管如此，托彼特仍然竭尽所能让妻子开心，尽管他并不常成功。例如，多俾亚已经

幸福地结了婚，拿到他父亲要他收回的钱。可是他的母亲亚纳打开始就反对多俾亚出

外，一直担心最坏的情况会发生：「我的孩子已死了，已不在人间了！……儿啊！可

苦了我！你是我眼中的光，我竟把你放走了！」托彼特也是忧心忡忡，但试图安慰

她：「住声，不要忧虑！他必定平安。」亚纳答说：「给我住嘴！别骗我啦！我的孩

子已经死了！」但是，一个母亲的心总是反复无常，她继续暗暗地盼望儿子回来：「她

每天出去向她儿子去的路上四处观望，也不吃饭，太阳落了，她才回家；终夜饮泣痛

哭，不能入睡。不停地哀悼她的儿子多俾亚。」（多 10：1-7） 

我们眼见多少世纪以来，家庭所面临的日常挑战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叫人感动。「如果

认为爱情与喜乐面临危机时，便是到了寿终正寝的关头，那就是对婚姻与人的爱情，

缺乏正确认识。14 最初堕入爱河的经验，为梦想成立家庭，提供了所需要的力量，却

往往掩饰了另一个人的缺陷。可是，在同一屋檐下生活没有几个星期，就足以让你意

识到，没有人在婚礼那天是完美的，因此，婚姻生活需要结为夫妻的双方不断修改调

整道路，像个一起工作的小团队一样。只要丈夫和妻子每天继续给对方一个新的机

会，他们的心会每天成熟得更美丽，尽管他们的一些限度仍然存在，甚至早已定型。 

有首老歌：「一颗不愿受苦的心，终其一生都在没有爱中度过。」15 C.S. Lewis曾这样

写道：「只要去爱就会变得脆弱。爱任何东西，你肯定会有揪心之痛，甚至破碎。如果

你想确保它完好无损，你必须不能把你的心交给任何人，即使是给宠物。用爱好和小

奢侈品把它仔细包起来；避免任何的纠葛；把它安全的锁在你自私的棺木里。」16 当

然，新婚夫妇不会遇到类似多俾亚和撒辣一样的危险，他们俩因由一个邪灵的恶意，

必须在新婚之夜面对死亡的危险。（参多 6：14-15；7：11）然而，自私这个魔鬼—致

命的敌人—不断的威胁着所有的家庭，诱惑着人们把「因自私心过份夸大的小磨擦，」
17「放大成为一座大山。」 

因此，丈夫与妻子之间，话一定要说清楚是多么重要，即使这涉及到困难的话题，而

不是在高墙后面一点一滴地巩固自己：他们需要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开始，让感觉成为

可能的爱情。圣施礼华说：「夫妻之间，要完全避免分歧争论，是不可能的。偶尔有点



小小的争论，也不失为爱情存在的证明。」18 水需要自由流动，否则就会被藻类覆

盖，而停滞。因此，「父母应当花时间同孩子们相聚相处，同孩子们谈心。孩子是头等

大事，比事业、比工作、比休息都重要得多。同孩子谈话时，要用心倾听，要集中注

意力，以求了解他们的心声。要承认这个事实：有时孩子的倔强反抗，并不是完全没

有道理的；有时甚至很有道理。」19 

最重要的是，丈夫和妻子需要与天主交谈，请求祂赐给他们祂的光明：「你的言语是我

步履前的灵灯，是我路途上的光明。」（咏 119：105）。虽然《多俾亚传》中从未提及

多俾亚和撒辣之间的争议，但我们很容易想象这些在托彼特和亚纳之间所发生的分

歧，就跟所有家庭一样。但我们也可以想象他们的婚姻透过与天主亲密的结合而更加

稳固，直到生命的尽头：「我们祖宗的天主，你是应受赞美的！」多俾亚在新婚之夜的

祈求，「求你怜悯我和她，赐我们白头偕老！」（8：5、7） 

* * * * * * 

具有「家庭的教宗」20 之誉的圣若望保禄二世曾将雅歌中的夫妻之爱比作多俾亚和撒

辣之间的爱情。「在雅歌中，夫妻们用热烈的语言向彼此宣称他们之间的爱情。在多俾

亚传中，新婚夫妇请求天主让他们能够对爱做出回应。」21 将这两桩对婚姻爱情的描

述结合在一起，他想提出一个问题：在这两桩描述中，哪一种更好地反映了婚姻。答

案很简单：两者都是。当两颗心找到彼此的那一天，他们的圣召呈现出 

清新而年轻的面貌，就如同雅歌中的夫妻一样。但在他们的一生中，每当他们俩再度

迎接对爱作出响应的召唤时，这张脸就会恢复青春。然后，是的，这份爱情强如死

亡。」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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