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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基督徒展现爱并为人类服务」，在新冠肺炎疫情造
成的痛苦席卷全球时，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这样的时
刻，普世教会协会（WCC）和宗座宗教交谈委员会
（PCID）呼吁基督徒爱护并服务我们的邻舍。在这点
上，我们强调与各个宗教人士或非宗教人士团结合作的
重要性。

本文件旨在为基督徒跨各宗教合作提供依据，鼓励所有
基督徒为这个不仅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也因为许多其他
创伤而伤痕累累的世界服务。虽然本文件的对象主要是
基督徒，但我们希望它将有益于根据自己的传统和相似
的想法应对这一场危机的其他宗教人士。全球应对当前
疫情挑战，需要我们加强基督教各宗派联合和宗教之间
的认识与合作。

好撒马利亚人的比喻（参见《路加福音》10:25-37）帮
助我们反思这个问题——“我们要怜爱谁呢？”并指导
我们了解“服务”与“合一”中暗示的复杂因素。耶稣
讲这个故事是为了让人们睦邻友好。一个人受伤，被遗
弃在路边，他自己所属的宗教社群的成员路过，却没有
帮助他。最终停下脚步帮助他的人是个撒马利亚人，这
个人所属的社群几个世纪以来围绕宗教身份、正确的礼
拜方式、参与政治事务的权利等问题与伤者的社群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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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休。这个故事是为了请求大家反思超越界限，服事于
受苦难之人并与受苦难之人团结的必要性。它也感召我
们要克服可能有的负面假设，谦卑且感激地认识到“他
人”（在这个故事中，即撒马利亚人）可能会向我们展
示服务和合一的真正意义。

这个比喻要求基督徒思考在一个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加上各种宗教互不容忍、歧视、种族主义、经济和宗
教不公正等其他罪恶造成巨大伤害的世界中如何生
活。我们要扪心自问：谁受伤了，我们伤害或忽略了
谁？而在哪里我们又会意外地看到仿效耶稣基督的怜
悯？这个故事劝诫我们，对于我们所服务的人和我们
与之合作一起服务他人的人，要克服宗教成见和文化
偏见，在这个多元化世界中努力减轻痛苦，恢复救恩
和整全。同时，当我们意识到行怜悯的是基督，藉著
意想不到的“他人”——撒马利亚人向受伤之人提供
救助，这个故事给我们以盼望，而这盼望是我们的信
仰和践行信仰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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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危机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迅速蔓延全球，带来无可避免的即
时危机，而我们对此毫无准备。它大大地改变了每个人
的日常生活，严重暴露所有人类共有的脆弱性。除了数
百万人被传染之外，更多人在心理、经济、政治和宗
教方面受到影响；所有人都无法在公众场合参加崇拜活
动。人们一直在努力应对死亡和悲伤，尤其是在亲人过
世时无法守在身边，并以尊严的方式举行最后礼仪和葬
礼的伤痛。封城导致世界经济崩溃，全球饥荒问题可能
因这场灾难而加倍。它还导致家庭暴力的增加。社交距
离的要求让许多人感受无穷孤独。绝望、焦虑和不安全
感笼罩人类生活。所有人——不论贫富、老幼、居于城
市或农村、从事农业或工业、工人或学生，都深受疫情
影响。

虽说人类整体都受到严重伤害，但它仍提醒了我们贫
富之间、特权阶层与弱势阶层之间的惊人差距。在很
多地方，病者、老人和残疾人遭受的痛苦最大，他们
往往很少或根本无法得到医疗照护。疫情加剧了种族
偏见，导致了暴力行为的增加，而遭受这些暴力的，
正是那些长期以来被视为对由不平等、排外、歧视和
统治制度所构成和维持的主要政体造成威胁的人。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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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人群，特别是移民、难民和囚犯，受此次疫情的影
响最大。

与新冠肺炎疫情有关的人类苦难是在这个地球遭受更
广泛伤痛的背景下发生的。许多人呼吁我们不仅要聆
听受苦者发出的声音，还要关注地球以及在地球上生
存的共同生命体的长期呐喊，这些危机可能因为新冠
肺炎疫情后世界经济造成的影响而加剧。我们还可以
将这场健康危机视为未来与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遭
受攻击有关的危机的先兆。我们迫切需要改变对生态
环境的态度和行为，更有效地关心我们的世界，关注
万物的痛苦。

提高对我们共同脆弱性的认识，是对跨越所有界限，
达成新团结形式的呼吁。在此危机时刻，我们感谢医
疗工作者和所有服务提供者，不论个人身份，甚至不
顾自己健康的英勇奉献。我们还看到了人们纷纷通过
志愿服务和慈善活动，尽力支持困难人群。我们感到
高兴的是，基督徒以及心怀各种信仰和善意的人共同
努力，营造怜悯文化，从个人和机构层面出发，向有
需要的群体和弱势群体提供物质、心理和精神帮助。
因为我们是一个人类大家庭，我们都是兄弟姐妹，是
我们共同家园——地球的居民。我们的相互依存关系
提醒我们：没有人能靠自己就能得救。现在是时候发
现新的团结形式，重新思考新冠疫情后的世 
界了。

宗教间的关系可以成为表达和建立团结的有力方法，成
为接纳我们能力以外各种资源的得力工具，因此我们请
大家反思: 作为基督徒，我们如何能够与抱有各种信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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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的人团结合作。在这一走向团结的旅程中，不同团
体将受到我们在各自传统中秉持的希望所启发，并为此
获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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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一中持续盼望

所有人都心怀盼望和梦想，希望提供力量，支持人类即
便在困难时期也要生存下去的意愿。作为基督徒，我们
希望上主的应许之国终将到来，在这个国度里，宇宙万
物在公义与和平中实现和解、合一。这种希望将改变
我们的生活，指引我们超越现世，同时引导我们跟随基
督，为这个世界及其繁荣发展而服务。因此，我们呼吁
所有基督徒与其他宗教传统的信徒合作，实现我们对公
义、和平的统一世界的盼望。更广泛地说，我们要成为
充满盼望的人，与所有善意之人一同努力，建设一个更
美好的世界。

希望是所有宗教的本质特征。纵观人类历史，我们知
道，宗教希望往往激励信徒关爱和怜悯那些遭遇不幸
的人。今天，我们需要秉持普遍、共同的道德和精神
价值观念，为这个疫情肆虐的世界注入新的希望。
关于这个方面，为了唤醒和指导人类在地方、区域、
国家和国际层面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宗教可以作出宝
贵贡献。这个新的愿景需要建立在人类大家庭团结一
致、全人类共同的道德价值观遗产基础之上。今天的
世界有一种全球性的相互联系，促使我们基于共同的
宗教和道德价值观承担俗世责任，服务于并治愈后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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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世界。我们要重新与世界建立联系，特别是为了
应对我们自己、家庭、城市和国家以及整个世界遭受
的严重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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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合一的基础

作为基督徒，我们认宗教合一的基础是我们相信上主是
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

1. 芸芸众生皆为同一个神——圣父——的造物（参见
《创世记》1: 26-27），圣父对人类都采用相同的
好计划。我们是兄弟姐妹，通过爱、通过自然赋予
的平等尊严联系在一起。因此，作为由一位由造物
主联系在一起，按上主形象创造的大家庭，我们对
彼此负有责任。这种认识要求我们成为上主怜爱世
界、捍卫和恢复所有人类尊严的面孔和载具。我们
通过互相关爱，消除成为对彼此福祉负责之人的道
路上的障碍，表达对照着他的形象造出我们的神的
尊敬。正如好撒马利亚人这个故事向我们展示的那
样，这种团结是普遍性的，它超越界限，面向全人
类。人类之间的基本联系和我们的共同起源，比人
类构想的分裂重要得多。

2. 我们的信心和盼望来自耶稣基督，因他受的鞭伤，我
们得医治（参见《彼得前书》2:24）。因着耶稣基
督，我们敢于直面苦难，却不丧失内心深处的盼望。
从他的牺牲中，基于共同受苦或苦难的本意，耶稣通
过怜悯展现救赎，他的爱超越我们的理解程度。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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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我们要同样地去治疗“患难”，成为撒播他
的爱的渠道，同时依赖他治愈我们自己。正是好撒马
利亚人的慈悲，让我们将他看做基督的形象，以抚平
世界的创伤。我们认识到：对所有受苦受难之人仁慈
和同情的美德在其他宗教传统中也有共鸣，这些宗教
传统也拥有慷慨关心最需要帮助之人的诸多例子。

3. 我们也在路边伤者身上看到了基督。在我们兄弟姐
妹的痛苦中，我们看到了患难中的基督的脸（参见
《马太福音》 25: 31-46）。这种基督与全人类共
同受苦的理解，要求我们基督徒认识到所有受苦之
人都有着同样的尊严，有着同样的医治诉求——甚
至是“小子”（参见《马太福音》18:14），也一
个都不能抛弃。对我们来说，耶稣与受难者的团结
既激进，又具变革意义：它充分包容世界的创伤，
不与他人的痛苦保持距离，而是与他人一起承担。
然而，从耶稣死后复活，这种团结也为所有人开辟
了一条新的存在之路。耶稣复活证明和保证：爱比
任何伤害——不论多么深重的伤害——更强大，死
亡并不是终结。

4. 当我们团结他人，我们就通过圣灵互相联系。圣灵“
随着意思吹”（《约翰福音》 3:8）。当我们向有需
要的人施予援手，正如好撒马利亚人那样，我们可能
会因为看到的上主的神迹而感到惊讶并满怀谦卑。 
灵性的力量在祈祷中引领我们朝见上主，在服务和合
一中连结邻舍，它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将我们与所有有
信仰之人联系在一起。它赋予我们才能，让我们用于
支持他人。它有能力在我们身上产生仁爱、喜乐、和
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引导我



跨宗教合一服务，负伤的世界 15

们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参见《加拉
太书》5: 22-23, 26）。圣灵差遣我们到世界，分享
好消息，也成为基督照顾受难者的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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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WCC和PCID一起编写这份文件，体现了我们对共走这
条道路的重要性的信念。我们认为这份文件的构思过程
和内容反映了我们作为基督徒，与其他宗教传统信徒进
行对话的开放心态和责任感。我们认识到以下原则，以
指导我们与所有抱有信仰和善意的人一起在这个饱受创
伤的世界中为彼此服务。这些原则源于我们对上主、圣
父、圣子、圣灵的共同信念以及上主对全人类的计划。

1. 谦卑、脆弱：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存谦卑的心与我们
的主同行（参见《弥迦书》6:8、《马太福音》11:29
），愿意分担基督的苦难和世界的苦难。秉承“勇敢
与关怀”的开放态度，我们学会一同为自己作见证。
保持谦卑、脆弱，我们遵循基督和他牺牲的爱，以他
为榜样，充分发挥我们的潜力（参见《腓立比书》 
2：5-11）。正是骄傲和无法充分对他人持开放成长
心态，让我们陷入造成分裂并让分裂持续存在的根深
蒂固的立场。就像雅各与天使摔跤而胜之中一样，我
们必须冒着被伤害的风险来接受赐福（参见《创世
记》32：22-32）。我们因面对权力说真话，为那些
遭受不公的人大声疾呼而变得脆弱。我们也相信公义
是宽恕的基础，没有公义，就无法解决冲突，我们遵
循基督徒的悠久传统，这些基督徒在为公义的挣扎中
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体现了耶稣基督的无私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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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尊重：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尊重每个人独特而复杂
的处境，尊重他们讲述自己故事的权利。我们要将人
们看成自己故事的主体，而不是我们故事的客体，抵
制将他们的权利和自由限于他们的身心健康、国籍、
收入、性别、肤色等因素上。在这一点上，我们见证
了上主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道成肉身的自我启示（
参见《约翰福音》1:14），肯定了所有人类都是按照
上主的形象创造的。这敦促我们努力弥补差距，弥合
随时随地出现的不平等，包括贫富、男女之间的不平
等，且与生活常常被这些不平等压制的人保持密切对
话和合作（参见《马太福音》 7:12）。

3. 共享、怜悯、公益：这些价值观构成我们与世界交
流的基础（参见《马太福音》 5:7）。我们被召唤
去包容人类生活中复杂而痛苦的现实，就像耶稣
基督道成肉身一样。只有在人际关系中，我们才能
充分体验我们的人性，通过关爱他人，分担他们的
痛苦，我们才能以上主盼望的方式，以耶稣基督的
榜样向我们揭示的那样成为全人。我们团结的动
力在于通过像耶稣与被世界抛弃的人——“在城门
外”——一起受苦，更多地关注世界的创伤，建设
公正包容的社会，培养怜悯心并促成公益（《希伯
来书》13:12）。

4. 对话和互相学习：我们要在这次危机中互相学习。我
们还应对上主通过我们最没预料到的人所能教导我们
的知识持开放态度（参见《使徒行传》11:1-18）。
贫穷和受苦者往往有重要的课要教给我们，有才能要
赋予我们。我们都需要承认我们内心的贫穷和伤痛。
我们要做好准备，在我们寻求改变他人的生活时，将
自己的生活也作出相同程度的改变；例如，当接纳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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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和难民时，他们以及收容他们的社区都可以改变。
在苦难和脆弱中，我们有机会遇到上主的作为（参见
《约翰福音》9:2-3）。每个人都是以上主的形象创造
的，都能向我们反映神圣的形象，帮助我们反思我们
在展示上主对世人的爱方面做得如何。

5. 悔改与更生：为了成为整全医治的一部分，我们基督
徒要承认我们在许多压迫制度中作共犯，这加剧了很
多人的痛苦（《撒母耳记下》12）。有了上主宽恕的
保证，我们要扪心自问：我们如何伤害他人——我们
自己又因罪受到伤害，如何更广泛地伤害上主的所有
造物。我们要倾听大地母亲和我们受苦的兄弟姐妹的
哭喊。怀着一颗痛悔的心，我们认识到，作为团体，
我们也有虐待他人且伤害了人类最脆弱群体的历史。
真正更生的起点在于承认我们是在苦难中作共犯，这
将让我们更富有正义感地生活。这种自我批评的反思
也将帮助我们抵抗诱惑，不指责穷人的贫穷或那些受
苦者。它还帮助我们拒绝上主根据人的价值或行为，
选择让一些人成功、让另一些人受苦的想法，并战胜
我们因为沉默和中立而默许的不公义制度。

6. 感恩与慷慨：基督徒要感恩、慷慨。我们必须记住，
我们得到上主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并非通过我
们自己的美德（参见《雅各书》1:17）。为此，我
们应感谢上主。我们必须抵制抓住财产不放的诱惑。
早期教会的一个决定性标志是它激进的分享经济，伴
随着欢喜、诚实的心（参见《使徒行传》2:45, 46）
。我们也看到了通过上主的恩典——他以耶稣基督的
形象为我们成了贫穷，即便在严重的痛苦和极端贫困
中，早期基督教群体亦充满喜悦、慷慨的例子（《哥
林多后书》8:1-9）。上主以耶稣基督的形象向我们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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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自我，我们对此的喜悦和感激为我们提供了安全和
信心，我们要全心投入，受出乎意料的慷慨示例的鼓
舞，服务于这个受创的世界。

7. 爱：我们要践行基督的爱，向世界展示上主的形象。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参见《约翰一书》4：19
）。生活中的爱显示了基督教的真实面貌（参见《约
翰福音》13:35），即便有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所呈
现的面孔、或他人所构建的面孔让人很难去爱。我们
的信仰在践行基督的爱的行动中产生活力。因此，从
许多方面来说，共同建设更美好的世界，就是建设上
主的公义、和平、喜乐之国度。它使得我们的信仰和
使命保持活力，它将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塑造为基督存
在的爱的标志，它在我们与我们联手行动表达爱的人
之间建立爱和理解。当我们为缓解痛苦而努力时，我
们也在为基督的应许之国而努力，在那后的将要在前
（参见《马太福音》20:16）——这与我们时代的帝
国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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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我们呼吁所有基督徒考虑以下建议，服务我们的邻舍，
并与他们一起服务社会。

1. 设法见证苦难，提醒他人关注苦难，并挑战任何旨在
压制或排斥我们中间受难者和弱者声音的势力，追究
这一苦难背后的人和组织的责任。

2. 提倡一种将差异视作上主恩赐的包容文化，对抗我们
今天在社会各层次看到的所有排外主义的迹象。这需
要从家庭生活开始，通过其他社会组织继续下去。为
此，我们建议负责任地使用社交媒体，加强健康和建
设性沟通，传播和平与团结的信息。

3. 通过灵修培养团结，考虑传统的灵性实践——如祈
祷、禁食、克己和施舍——如何能更深地融入对广泛
世界需求的觉醒，以及我们支援苦难者的感召。

4. 扩大神职人员、宗教团体成员和圣职（男女不限）、
一般信徒、教牧工作人员和学生的组成，以培养他们
的同理心，让他们拥有与他人合作、帮扶受苦者的最
佳知识和工具。

5. 动员并支持年轻人，他们的理想主义和精力可以对 
抗玩世不恭的诱惑，努力治愈我们所处饱受创伤的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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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为对话创造包容的空间，正如本文意旨所在。向不
同宗教成员学习，了解他们在跨宗教合一工作中的动
机、原则和建议，这样我们也许可以加深理解，更密
切地合作。为社会边缘人士提供被倾听和尊重的空
间，提供属于他们的处所。为不同的群体打造相互陪
伴的平台，这样他们就可以在爱与理解中成长。

7. 调整现有的跨宗教合一事工和进程，审查现正进行的
项目及其优点，以确定将从与其他社区、组织或机构
合作的工作中获益。调整项目，确保我们社会的多样
性。如果我们能抵抗“只顾自己”的诱惑，我们的工
作才能体现人性的圆满。让我们共同服务于这个充满
创伤的世界，让大家成为邻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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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普世教会与跨宗教之间的合一，使得我们的宗教承诺成
为团结人类，而不是分裂人类的因素。当我们与不同宗
教信徒和善意之人携手合作时，我们就树立了和平、公
义和相互联系的典范，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同时又重
新创造和巩固了这些价值观。

对于基督徒来说，宗教间的团结既是一种践行耶稣基
督爱他人诫命的方式，也是与他人合作寻求和平，这
正是上主对世界的意愿。心怀对我们帮助之人、对我
们一同携手帮助他人之人、对帮助我们之人的爱成
长，为我们创造了许多方式，让我们充分践行上主创
造我们形象的目的——成为神圣形象的载体，并与他
人分享上主的形象。

当我们敞开心扉，通过普世教会与跨宗教之间的合一，
服务饱受新冠肺炎伤害的世界时，愿我们追随耶稣基督
的榜样，并从中获得力量。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马太福音》20:28）。效仿好撒马利
亚人的爱和良善，努力支持伤者和弱者，安慰受苦者，
减轻他们的痛苦，确保所有人的尊严。愿我们在对话中
敞开心扉，在合一中张开双手，共同建设一个充满医治
和盼望的世界。





封面由方济各圣体女修会（FSE）Judith Zoebelein修女（宗座宗教交谈委员会）

构思，描绘了合一之手包围心灵，它表示承受和分担新冠肺炎疫情和危害人类及地

球的其他问题所造成的创伤。口罩象征着人类在这段时间里保护生命的努力、牺

牲、合一和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