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主的沉默：一个在人灵内的细语 

「天主借着自己的沉黙使祂子民的信德和爱德增长。祂更新他们，又藉此『更

新了一切』。」这是一篇在「信德的光」系列之内的新文章。 

—— 我们听到祂的说话是如何微弱啊！ 

—— 我们从天主的沉黙中认识祂 

—— 沉默的云层 

* * * * * 

出谷纪叙述天主在西乃山上以充满光荣的方式显现给梅瑟。「全山猛烈震动……梅瑟

遂开始说话，天主藉雷霆答复他。」（出 19:16-22）在场聆听的羣众都因天主的大能

和尊威而惊叹。虽然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天主类似的显现也多次出现过1，但是天主

一般都不是满载光荣地显现给祂的子民，而是静静地、暗中地显现。  

梅瑟去世几百年之后，厄里亚先知在他被依则贝耳迫害时，也受到天主的引领而走到

天主的圣山。他藏身于一个山洞内，看到与出谷纪所记载如出一辙的天主的显现：地

震、暴风、烈火。但是天主不在这些东西里。列王纪的作者说，在烈火之后出现的是

「轻微细弱的风声」。厄里亚立即用外衣蒙住脸出来，站在洞口。天主遂向他说话。

（参阅列上 19:9-18） 

圣经希伯来原文记载厄里亚听到的是「一个细弱的沉默的声音（demama）。」希腊文

《70 贤士版本》和《拉丁文通行版本》的译本则是「轻微细弱的风声」，大概是由于

要避免「沉默」和「声音」两者之间表面上的矛盾。《标准译本修订版本》译本把它

译作「一个宁静而弱小的声音」。但 demama 的真正意思正是沉默。列王纪原著的作

者用这个矛盾来指出，沉默并不是空的，反而是充满天主的临在。「沉默保卫着奥

秘」2，即天主的奥秘。而圣经正是邀请我们进入这个沉默，以便能够找到天主。 

我们听到祂的说话是如何微弱啊！ 

可是，用这个方法来谈论天主，对于我们来说是困难的。圣咏强而有力地表述这点：

「上主，求祢不要一言不发，天主，求祢不要静黙无话！」（咏 83:1）「祢为什么掩

起祢的慈颜？」（咏 44:25）「为什么让外邦人们常说：他们的天主在何处居住？」

（咏 115:2）在整部圣经里，天主都亲自把这些问题放在我们的口中，放在我们的心

里。祂要我们在我们的祈祷这个炼炉里面默想它们。它们都是重要的问题。一方面是

因为它们直指天主在一般情况下如何给我们表露祂自己，祂的行事方式；它们帮助我

们明白该如何寻觅祂的面容，如何聆听祂的声音。另一方面，因为它们显示出掌握天

主与我们接近的难处，尤其是在人生中的痛苦时刻时，是一个任何人，信者和不信

者，都有过的经验，纵使各人的经验都是有所不同。信德和恩宠生活并不会使天主对

我们来说更加明显。信天主的人也会经历天主表面上的隐藏不露。 

为什么天主要沉黙不语呢？圣经常常指出祂对我们沉默，祂与我们疏远是由于人类的

不忠。正如我们在申命纪中读到的：「这人民要起来，在要去的地方内，同异邦之神

行淫，而离弃我，破坏我与他们所订立的盟约……因了他们归向其他的神所作的一切

邪恶，那天我必掩面不顾他们。」（申 31:16-18）罪过，拜邪神，就是那使我们看不



见天主、阻碍我们与祂相见的「面纱」，就好像那使我们听不到祂的说话的杂音。然

而天主正在耐心地在这块我们亲手架起的、耸立在我们与祂之间的屏障后面等候着，

静候适当的时机来重新找回我们。「我不会对你怒容相向，因为我是仁慈的。」（耶

3:12） 

因此，经常出现的情况不是天主默然不语，而是我们不让祂说话，不聆听祂的声音，

因为我们的生命中充斥着太多杂音了。「人类不但有失聪，它使人的社交生活大打折

扣。对于与天主有关的事物，人类也有听觉失灵，而这种情况在我们这个年代更甚。

我们就是不再能够听到祂的声音；充塞着我们听觉的有太多频道了。与祂有关的说话

对我们来说都看似是不科学的，对我们这个世代已经不再适当了。在这种听觉失灵，

甚至是对天主的事情完全失聪的情况下，我们自然也丧失了与祂谈话，向祂说话的能

力了。可是，我们这样就失去了作决定的知觉。我们各种内在的感官濒临退化的危

机。失去这种知觉后，我们与周围的现实的互动大大地和危险地收窄了。」3 

然而，有时候不是我们听不到天主的说话，而是祂似乎不在聆听我们的说话，是祂在

处于被动状态。例如约伯传记载天主似乎长期地充耳不闻一个正在身处各种试探中的

义人的祈祷。「我们所听到的语句，何其细微！」（约 26:14）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有同

样的经历，就是我们向天主发出的，希望能获得祂安慰自己的回应的呼号，有时候似

乎落了空。圣经和基督教理常说的天主的慈悲，对一个因病苦或不公而身陷困境，祈

祷又似乎得不到回应的人来说，有时候真的是难以感觉到的。为什么天主会充耳不闻

呢？如果祂是一个父亲，而祂又是全能的，为什么祂不来解救我呢？「天主的冷漠、

祂的黑暗、祂的疑难，今天比以前更加严重。甚至努力要成为祂的信徒的我们，也经

常有一种天主的真实感已经从我们的手心溜走了的感觉。我们不是经常问自己祂为什

么似乎在今世的万籁俱寂之中隐藏起来吗？我们不是有时候感到自己在不断反思后，

剩下来的只有说话，而天主的真实感却比以前更加遥远呢？」4 

然而，让我们能够更好地掌握天主沉默的奥秘的，不是我们从自己所经历过的事中，

而是在默示录，在耶稣自身的历史中。耶稣，这位真正的义人，忠信的仆人，天主的

爱子，却不能豁免面对苦难和十字架上死亡的煎熬。祂在革责玛尼所做的祈祷，得到

的答复是一个天使前来安慰祂，但不是来把祂从即将承受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耶稣在

身悬十字架上时用圣咏第 22 篇里的一句诗词做祈祷也是惊人的：「我的天主，我的天

主，祢为什么舍弃了我？祢又为什么远离我的恳求，和我的哀号。」（咏 22:2）这个

不认识罪（格后 5:21）的祂也经历到这么严重的苦难，显示出人生经常遇上的，激烈

的痛苦和忧伤，不能被解读为一个天主摒弃人的记号，或视祂的沉默为祂的不在或冷

漠。 

我们从天主的沉黙中认识祂 

当门徒们在路上遇到那个胎生的瞎子时，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反映当代许多人都共有的

一个想法：「谁犯了罪？是他，还是他的父母，竟使他生来瞎眼呢？」（若 9:1）虽说

假如今天我们听到有人说这样的话会觉得奇怪，但是它与现代人的思维仍然距离不

远，因为他们仍然视痛苦为人在竭尽己力后仍然避无可避的情况下勉强接受的一个

「厄运」。耶稣给门徒们改正说：「也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而是为叫天

主的工作，在他身上显扬出来。」（若 9:3）有时候，天主会缄默不语，似乎对我们的



情况漠不关心，那是因为祂要开辟一条能够进入我们心灵的道路。只有这样，我们才

能明白，例如祂为什么容许圣若瑟在察觉到圣母玛利亚在他不明所以的情况下怀了孕

时所受的煎熬（参阅玛 1:18-20），而祂的而且确可以有另外的安排。天主是为了使圣

若瑟能够接受一些更加伟大的事而磨练他。「祂永不会扰乱祂子女的欢乐，除非祂要

使他们能够接受更大、更确切的欢乐。」5 

安提约基雅的圣依纳爵写道：「任何一个明白了主的说话的人，都明白祂的沉默，因

为人在天主的沉默中认识祂。」6 天主的沉默往往就是我们可能听到祂而不是听到自己

的「地方」。假如没有在我们的祈祷中出现的天主的「沉默的声音」，「人性的『自

我』最后会陷于自困的僵局，而理应回向着天主的声音的良心就有陷于变成一块反照

自我的镜子的危险，使人内心的对话变成独白，成为千万个自我解脱的方法。」7 再

者，倘若天主时时刻刻都在说话，都在介入我们的生活里去给我们排难解困，那么我

们不是容易会有低看祂的临在的危险吗？我们不是像福音比喻里的两兄弟（参阅路

15:11-32）一样，所寻求的只是祂能赐给我们的恩惠，不是与祂活在一起的欢乐吗？ 

「沉默可以在我们内心深处划出一个地方，好让天主能住在那里，好使祂的圣言会存

留在我们心内，我们对祂的爱会在我们的心智里植根，感召着我们的生活。」8 我们借

着明白到当面对困难时需要以满怀信心的祈祷去寻找天主，就可免于自满。我们会动

用所有潜能，而且我们与周围的人的沟通会得以强化。天主的沉默，祂不是经常都立

即出来解决我们的问题这个事实，会唤起人的自由的动力。它会召叫我们去主导自己

的生命，去察觉到自己对周围的人，对他们的具体需要的责任。「那股静静地、不将

锣打鼓地改变世界，把它转化为天主的国度的力量就是信德 —— 而祈祷就是表达信德

的方法……没有我们的皈依，天主不能改变什么东西，而我们的真正的皈依始于灵魂

所发出的、恳求宽恕和救赎的『呼号』。」9 

在耶稣的教训里，祈祷经常被视为一个孩子与在天之父的对话，其中求恩占了很重要

的部分。（参阅路 11:5-11 及 玛 7:7-11）孩子知道天父经常都会聆听自己，而他所获

得的承诺不是远离苦难和病痛，而是圣神的恩惠。（路 11:13）天主的回复，祂前来帮

助我们的，就是慈爱圣神的大恩。这个大恩比任何俗世的、使我们的问题得到解决的

方法更加珍贵。它是一个我们应该以子女的信心来接纳的恩赐，但是它不会免除我们

必须尽己所能去面对困难。纵使有天主同在，我们有时候必须走过的「黑暗的幽谷」

不会自动亮起灯光；我们仍然要继续行走，或许仍是满怀惊栗地，但却是一种充满信

赖的惊栗：「我不怕凶险，因祢与我同在。」（咏 23:4） 

天主这种可以鼓动我们的决心和信赖的行事方式，可见诸于祂如何在人类历史中完成

祂的启示。我们可以想想亚巴郎怎样离开他的故乡，凭着对天主的许诺的信赖而动身

前往一个天主要带领他去的，他不知道在哪里，也不认识的地方（参阅创 12:1-4）。

我们看到以色列子民对天主的救赎的信赖，甚至在一切人性的希望都似乎荡然无存时

（参阅艾 4:17）。我们也读到当天主似乎屈服于一个地方国王反复无常的行径时，圣

家三口如何宁静地逃往埃及（参阅玛 2:13-14）。再者，如果我们以为生于耶稣当代、

亲眼目睹祂所言所行的人会较为容易相信祂，那是不正确的，因为甚至这些人也不能

避免要在信与不信之中做一个重要的抉择，在祂的身上认出天主的临在与行动。10 新

约圣经中有很多段落都给我们指出，这个抉择绝对不是很明显的。11 



今天和从前一样，纵管天主的启示给我们提供了祂的可信性的确证，然而掩盖天主的

临在的面纱仍没有完全被揭开。祂的沉默继续是在挑战我们。「人的存在是一条信德

的道路，说它道路，它是一条大多是半亮的，很少是全亮的道路，有暮色低垂的时

候，甚至有漆黑一片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要达到与天主亲近的目标，靠着听觉比靠

着视觉就更加重要了。」12 这不只是说出天主经常都是比人类的智慧伟大。它也指

出，天主显示祂自己的方法，与我们身为按祂肖像造成的人而拥有的自由是如何紧密

地联系在一起。天主的启示仍然是一个充满亮光的朦胧，它让我们自由地抉择是否对

祂开放怀抱，还是瑟缩在自己的自满之中。天主是 「一位有血肉之心的君王，一位有

着我们同样的人心的君王。祂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但对我们毫不作威作福，却黙然

出示伤痕，哀求我们稍给祂一些爱心。」13 

沉默的云层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祢为什么舍弃了我？」（玛 27:46）耶稣以这句祂身悬十字架

上时做的祈祷「使人类在感到天主表面上看似不在而发出的呼号成为属于祂自己的，

并且把这一呼号送到天父的心里去。祂借着与整个人类一起喊出这句孤单无助至极的

祷文，给我们打开了天主的圣心。」14 事实上，这句耶稣向天父呼号所用的、圣咏中

的悲怆祷词，在其后接踵而来的就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瞭阔的视野的赞颂（参阅咏

22:20-32）15。纵使在痛苦的深渊之中，耶稣也永不会忘记这个希望：「我把我的灵魂

交托在祢的手中。」（路 23:46）祂知道祂在十字架上的圣死会永远地改变历史，纵使

有时候，邪恶和死亡似乎得到最后的胜利。祂身悬十字架上时的沉默，制胜了那些定

祂为有罪的人的喊声。「看，我已更新了一切。」（默 21:5） 

「信德也是指一直信奉天主，信奉祂确实爱我们，信奉祂是活的，信奉祂有奥秘的能

力介入，信奉祂对我们不离不弃，和信奉祂以德能和无限创造力在恶中带出善来。这

意指信奉祂常常胜利地前进……天主的国已临现世界，并在这里和那里以不同的方式

成长。」16 天主借着自己的沉黙使祂子民的信德和爱德增长。祂更新他们，又藉此

「更新了一切」。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以一个充满专注力的沉默、一个能够聆听的沉默回应天主的

「轻柔的沉默」。「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上主如何奇妙地在我们的心灵中运动。而这

就是可以掩盖着的，大能的，以遮盖我们的奥秘的天主圣神的可谓风格。这种在我们

内、在我们的生命中掩盖着的就是沉黙。沉默就是遮盖我们与天主之间的关系、我们

的圣德、和我们的罪过的云层。它是一个我们不能解释的奥秘。但是当我们的生活中

没有沉默时，我们便会失去奥秘，它会舍我们而去。」17 

Marco Vanzini - Carlos Ayxel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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