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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更和諧社會、幫助生活在貧困和社會邊緣的中國民眾達致他們永續且美滿的社會經濟生
活及自給自足；使他們個別和作為一個社群，能主宰自己的命運並為國家整體發展獻出力量

聖誕節與陸毅神父的四個教訓
親愛的朋友們，
一年前我和一班利瑪竇之友的同工說起:「如果陸神
父去世後，誰來繼續他在內地開展的服務呢？誰會
繼承他的工作呢？」大家都沉默了，最後我們其中
一位資深的同工望著其他組員說：「我們會繼續陸
神父的服務。屆時人們會發現陸神父仍與我們一起
工作」。有些特別的人，不單只可以影響個人，還
可以影響社區及機構。陸神父就是
這樣與眾不同的一個人！他如何影
響我們呢？他教導了利瑪竇社會服
務這個社團或機構一些什麼呢？我
認為他給了我們四個基本的教導。

我們應該以一個社區模式工作，社區的使命就是建
立更多的社區。所有這些社區的人要共同學習怎樣
以關心去抵抗各種歧視。所有這些社區的人，無論
是身體上、心理上或是社會上的傷口均會獲得治
癒，人的尊嚴會得到肯定，親切交流會得以恢復及
重新創造。瑪利諾神父會譚建平神父形容我們的建
立社區使命有如一場 “社會運動”。陸神父在他生命
後期的十五年，邀請了超過100名教會修女，離鄉
別井去與這些痳瘋病人或受感染的艾滋病人共同生
活，不只是去照顧他們，而是從他們身上學習。
陸神父的第三個教導是，不要過信
本身的力量，也不要沮喪於本身的
限制。他的祕訣是只要依賴天主的
無限愛心，無須懼怕跟隨祂的指引
去開展新的挑戰。無需否認我們複
雜的工作、問題、困難、挑戰或是
我們本身的苦痛，陸神父教我們微
笑對待，將我們的眼睛、信心及希
望全部交給上主。

陸神父的第一個教導是關心別人，
即與受苦的人建立友誼。陸神父從
不將歧視及排斥視為深奧問題，他
認為這兩者是實際發生在日常生活
內。對他來說，歧視及排斥的行為
最後，陸神父的第四個教導是，我
是沒有尊重天父的兒女，沒有尊重
們應該堅決地相信每一個人都有愛
人的尊嚴及生存權利，這破壞人的
人之心。陸神父經常寫一些簡短但
健康、喜樂及希望、教育及將來、
社會經濟及文化。為了解這些人所 沒有比令人快樂更快樂！ 感動人心的信給他的朋友及恩人，
向他們介紹他在澳門及中國大陸的
受的苦，陸神父親身會見、聆聽及
﹣陸毅神父 工作。他不斷地邀請新朋友加入他
接觸這些痳瘋病人、艾滋病人、孤
的工作。他希望這些朋友能親自參
兒及無依的人。從這些受苦的人臉
與服務這些在澳門及中國大陸很貧窮及被排斥的
上及身上，他看見唯一的解決辦法是給予個人友誼
人。陸神父堅定地相信天主賦予每一個人都有愛人
及關心他們。這友誼需要很大的勇氣、個人獻身及
及奉獻之心。不用計較每人付出多少，只要你是從
自我克苦。亦需要恩寵為受苦的人作出此個人選
心底付出的就可以了。即使是最貧窮或卑微的人，
擇。此恩寵令我們可以與受苦的人身同感受，同甘
也能夠對有需要的人奉獻及表示關心。
共苦。
陸神父的第二個教導是，他讓我們認識到什麼是真
正的友誼，即與可憐及被排斥的人共同生活及與他
們一起設立社區。歧視及排斥別人都是因自私及自
我而起的，要去除這些惡行的良策就是建立團體。
CRSS-2011年11月

關心那些受苦的人及向他們伸出友誼之手；和他們
一起建立社區；將你所有的信心及希望交給天主；
相信每人都有愛人之心。這就是陸神父在利瑪竇服
務之友所教導我們的。這就是上主教導給陸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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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後，上主為要向我們展示這些教導，故決定
在伯利恆誕生在簡陋的馬槽。這四則教導可用簡單
的一個字來概括：「愛」 ，就是那個由我們湖南洪
江中心的艾滋病人為你們刻在2012年的年曆上很大
的中文字。在這一期的刊物內，你們會讀到有關陸
神父如何影響所有人的故事。我相信你們會喜歡這
些故事。我謹代表利瑪竇之友以及所有我們服務的
人，祝各位聖誕快樂！在2012年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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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使我到這裡找到了家的溫馨與溫暖。現在的我
真的很快樂與自在，我也願意做一名志願者，幫助
那些生活不方便的人們，協助修女姐妹做一些能力
所及的事情。我也願意非常高興地種一些蔬菜，每
當自己種的菜能吃的時候我心裡一種由衷的自豪，
我常記起神父給我說的一句話：每一個人對社會都
是有用的，別自己看不起自己，要堅強地面對。自
己有時難免會犯錯誤時，你知道嗎，陸毅神父，這
時我就想起了你對我的諄諄教誨。現在我終於明白
了，一個有信仰的人，一生感受到幸福多於沒有信
仰的人，可是這一切我都明白的太晚了。感謝蒼
天，終於使我有機會認識了你神父。

陸毅神父於1945年在中國進鐸

傅南渡神父
澳門，11月
陸神父探望及安慰病患者

(CRSS工作組譯)

愛心永恆
(作者為一艾滋感染者)

他就這樣走了，匆匆地離我們遠去了，留給我們深
深遺憾與無盡思念。這是發生在我身邊一個真實，
沒有一點誇張和虛偽的故事。當時我還不知洪江區
關愛中心，就是他一手創辦的，當我在一家報刊上
閱讀的一篇報導，說一位慈祥和藹的九十多歲的神
父老人在我們湖南，幫助那些生活艱難、身體有各
種各樣的的疾病和弱勢群體的人們，我被這篇報導
深深地震撼了、感染了。說真的，我被這位老人崇
高地付出、愛人的陽光、堅定的信仰所感動。
一般人想不到的是這位神父老人為了崇高的信仰，
捨棄了自己的國家和親人，萬里迢迢地來到我們國
家，幫助我們這些有疾病的人和各種弱勢群體的人
們，這是何等胸襟，也是我們有緣。 2006年的一個
秋天，在我們關愛中心，一個拿著拐杖的老人在檢
查中心的工作，對病人問寒問暖。哦，他就是陸毅
神父，看著他被疾病所折磨，每天都要注射胰島
素。他告訴我們怎樣堅強，有病不要怕，怎樣保持
心態平衡。真的他的話語一直在我身邊迴盪。陸毅
神父，我真的很感激你，你的教誨使我明白了生命
的價值與意義，是你幫助我找到了做人的尊嚴。我
因有病在社會上受到這樣或那樣的歧視，有時情緒
低落，不能找到自己的工作，是神父你創辦的關愛
2

又是一個金秋，你帶著九十六歲的高齡，再來到我
們中心，慰問病人，檢查工作，可這一次你和上次
不同，這一次是坐著輪椅。你在和病人交談的時
候，你盡量不坐輪椅，你每走一步，身體就會承受
一次痛苦，你無形之中告訴我們堅強戰勝病魔，看
著你那樣的樣子，我們地眼淚止不住的流出來。疾
病雖然禁錮在你身上，但你身上的笑容，就像一縷
和煦的陽光，融化著我們心靈，是你告訴我們生命
就是一個愛不斷的奉獻過程，生活就是一個不斷為
別人付出的過程，如果沒有你默默地付出，我們能
擁有如此美好的生活和世界嗎？陸毅神父，我堅信
你在天堂裡看著我們，同樣地關愛著我們，請你相
信，你辛勤播下愛的種子，會生根發芽，你的教誨
我們會永遠記在心裡。
2011年8月

關愛中心康復者正為利瑪竇社會服務趕製掛曆

website: http://www.casaricc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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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懷念陸毅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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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陸神父走進痳瘋村，當他把那溫暖的雙手伸向幾
十位痳瘋病患者時，病友們無不為這位白髮蒼蒼的
老人家親自冒雨前來探訪感動得痛哭流涕。

(作者譚泓是雲南省紅河州外事僑務辦主任)

離開小水塘痳瘋村時，天還在下著瀝瀝細雨。村長
老楊說，上坡容易下坡難，遇到這種鬼天氣，連小
伙子出門也難免摔進山溝，只能套輛牛車，繞行另
外一條泥巴路送陸神父出山了。
回程的那條泥巴路，爛得很難把它稱之為路，坑坑
洼窪裡積攢的稀泥，足有一尺多深。老牛拖著破車
一步一步地艱難前行。護送陸神父的痳瘋病人和村
民渾身泥水，他們緊緊抓著車幫，一腳高一腳低，
一會兒推，一會兒抽，直至傍晚才把老人家送到虹
溪壩子邊緣。

1996年陸毅神父第一次探訪雲南高原。

前幾天打開電腦，驚悉澳門利瑪竇社會服務97歲高
齡的陸毅神父不幸逝世，痛楚陣陣襲來，眼前總是
浮動十幾年前我拍攝的那幅攝影作品《深情》，腦
海中不斷回放著我第一次陪同他老人家翻山越嶺，
前往雲南省彌勒縣小水塘村探訪痳瘋病人的艱難歷
程。

那一天，是我第一次陪同陸毅神父走進痳瘋村，也
是平生第一次接觸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痳瘋病人。
那天以後的十幾年間，我曾數十次陪同陸毅神父探
訪過紅河州、文山州、西雙版納州、曲靖市的許多
痳瘋病院。每次陪同他老人家同行，內心深處都會
受到強烈衝擊和洗禮。

1996年8月，紅河州陰雨連綿。陸神父從澳門飛抵
昆明後，對我說他想去彌勒縣虹溪鎮小水塘村探訪
痳瘋病人。我告訴神父，前往小水塘村沒有正規公
路，老鄉們平時行走的只有一條牛車便道，昨天我
嘗試著開吉普車去探路，車子差點滑進山溝。陸神
父說，那我們就走小路去吧，沒有看到痳瘋病人生
活的情形，我就無法確定今後應該如何幫助他
們…..。
次日清早，沿著老鄉指引的山坡，我和另外幾位工
作人員輪換著左右攙扶這位83歲高齡的老人家，踏
上了探訪小水塘痳瘋病人的羊腸小道。
雲南素有紅土高原之稱。那种红壤泥土經雨水浸泡
後粘性極強，每走一步，就會有一層泥巴粘到鞋
底，走出十步八步，鞋底重如千斤。我們艱難地攙
扶陸神父三步一停，五步一歇行至半途，突然遭遇
狂風暴雨來襲。那風吹得之強勁，差一點把我們吹
進山溝，那雨下得之猛烈，似乎要把我們全都捲
走。情急之中，我們幾個年輕人手挽著手，緊緊把
陸神父圍進裡層，用身體擋住狂風暴雨的肆虐，抱
團渡過艱難一劫。

陸神父堅持要探訪痳瘋病患者以瞭解實情

也就在這十幾年間，我與陸毅神父密切合作，相繼
完成了援建紅河州皮防所龍潭田療養院等幾十個慈
善項目，使數以千計的痳瘋病人及貧困山區群眾，
在最困難、最需要幫助的時候，得到了猶如旱苗逢
甘露般的關愛和溫暖。
陸毅神父留給我們的感動，留給我們的摯愛，永遠
珍存在紅河州各族人民心間。
譚泓
2011年7月28日

漫漫三公里泥水山路，我們喘著粗氣，頂風冒雨足
足爬行了四個小時。
CRSS-2001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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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心中最美的微笑天使
(作者王永林是利瑪竇社會服務其中一兒童之家負責人)

是您，匆忙的脚步，在中國大陸不停穿梭。
在生與死的路口，在沒有硝煙的戰場中，
在生命的地震帶上。
是您，點燃了生命的火炬，
讓多少徘徊在死亡線上的生命得到重生。
多少個萬家燈火通明的夜晚，您奔走在路上，
拖著沉重的腳步與星月相陪，汗水浸透了您的衣
裳，您也無怨無悔。
是您，沒有忘記自己神聖的職責，基督的精神在這
裡發光，終身純潔、忠貞職守。
是您，樂於奉獻卻不求回報，總是帶著微笑，把愛
和青春灑在這激情燃燒的歲月！
走在夜幕小徑，回想著我們成長的路程，
春去春又來，花謝花又開；
您的事蹟是那樣的不平凡，您的身影是那麼的偉岸
，您是我們心中巍峨的大山。
多少人，為名利鬥角勾心；
多少人，為錢權生死無悔。
您基督忠實的追隨者—可敬的陸易神父，
您卻為基督的事業，廢寢忘食人憔悴。
多少人，因世事輪迴淡漠前程；
多少人，阿諛奉承活得疲累。
您基督忠實的跟隨者—可敬的陸易神父，
卻過得豁然，活得漂亮而精彩。
您是我們心中的微笑天使，
您是山間清澈的小溪，您是林間動聽的花語。
無私奉獻，默默耕耘。
您是我們生活的楷模，靈魂的嚮導
您是我們的好爸爸、孩子們的好爺爺，
我們永遠牢記您的淙淙教誨。
有愛花開的才更美，您是我心中最美的玫瑰。

您是我們心中最美的天使—微笑天使
渴盼已久的日子，終於來臨了。
2011年6月6日，97歲高齡的您
靠他人的幫助，坐著輪椅，帶著感動，帶著堅強，
帶著生命的希望向我們走來，
我們每個人，感動的無法言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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淚水在我們心中止不住的流淌，
這是喜樂之淚、這是幸福之淚。
生命中能與您相遇，是天主對我們的特別恩賜，
在生命中能與您見面，更是天主所賜的洪恩，
雖僅三天的時間，您雖沒有更多的言語，
您的行動卻告訴了我們一切，
我們心裡的暖意變成了笑容，
每個人的臉上都泛起了紅暈，
那幸福、那暖意，看到的人都會被感染。
見到您我們的心已足。

陸神父指揮各康復者投入唱歌活動

但未曾想到，這次相見，
卻成了一個道別，您悄無聲息的就這樣走了。
帶著天主的祝福，帶著所有人的期盼，
渴盼天堂我們能夠再次相遇；
黑夜只是暫時的，我們睜開眼睛，
就會迎接黎明的到來，您天使般透明的心。
您天使般最美的微笑，您的每一個感人事蹟，
永遠留在我們心中；吸引著我們、感動著我們，
激勵著我們積極地去生活，
促使我們更懂得，一切隨主聖意。
不要吝嗇天主對你的所賜，
活著就要服務、做個有愛心的人；
發揚基督博愛的精神，敏銳的去發現，
處於邊緣的群體，給他們更多的愛；
要懷有基督的心情去看世界，
把基督博愛的種子，散播在世界的每個角落。
無論環境如何，都要常常高唱：
常常喜樂、向主高歌，
不論環境如何，高山低谷主都看顧，
相信就蒙福、有主就有了一切，
歌聲，觸動心靈最深處的希望，
讓生命永遠變得充滿陽光，
伴歌聲唱響希望。
天使的羽翼張開了愛的翅膀，
守護陪伴著我們的成長，
風雨裡我們也無懼，只因有您守護的翅膀，
衷心祝福神父一路走好，渴盼我們天堂再次相遇！

website: http://www.casaricci.org/

王永林，2011年9月
CRSS-201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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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陸毅神父
(作者鄭亞芯是利瑪竇社會服務其中一兒童之家負責人)

8月3日在澳門主教座堂參加陸神父殯葬禮後回程中
腦海裡不斷湧出神父多次來“喜樂兒童之家”和孩子
們相聚的畫面，在他95、97大壽我們有幸迎接他在
兒童之家歡慶，我們全家大小老少全體出場不拘表
演的精彩與否他都笑得那麼開心，那麼滿意且給予
不停的掌聲，讓孩子們樂透了。
今年開學前的“生活營”回家省親和度假的孩子們都
回來了，我向孩子們提及陸神父爺爺—兒童之家創
辦人—7月26日榮歸天鄉了，大夥頓時黯然肅穆鴉
雀無聲。 “生活營”中刻意安排看 “喜樂之源”—陸神
父的故
事 光
碟，看
後各自
寫下對
陸神父
的感懷
恩念，
接著到
庭院十
字架前
圍圈每
2011.8.27 雲南祿豐喜樂兒童之家追思陸毅神父
人手持
燭光將
寫 好 的
信自由念出或以默禱方式再將之燒毀讓冉冉上升的
煙灰猶如每人的心香一瓣—呈到天庭的陸神父爺爺
面前，孩子們的泣綴聲此起彼落，每個人籠罩在濃
濃的感傷、感恩、懷念思親和深誠的祝禱氛圍中。
當得知陸神父爺爺曾對友人譚天德神父說：下個月
要來祿豐喜樂兒童之家看孩子們時剎那間感動的哭
聲更響徹了雲霄，久久無法抑制.....。神父所關懷支
助的人無數，而在臨終前還惦念著這裡的孩子們，
怎不會令我們感激又感動，陸神父在孩子們的心目
中的重要、安全、溫暖…..，是任何人無可替代
的，而他那無私忘我的大愛和他那發自內心純真樸
實的笑容更令我們全家大小永銘於心。
雖身為傳教修會的修女也有機會參與各項牧靈工作
但心中總覺得還缺點什麼？—如何全心履行聖經上
耶穌說的“為我最小弟兄做的即為我做”一直是內心
默默渴求的。感謝天主祂垂顧了卑微的人的心願。
2005年6月應陸神父之邀成立雲南祿豐第一所專為
痳瘋病患者子女及孤苦無依兒童的家。從此“為最
需要幫助的人服務”成了自己的座右銘。

CRSS-2001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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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多和孩子們的相處中及與外界來往中才真正體
會到陸神父那句深具人生哲理的話—“沒有比令人
快樂更快樂”，更從神父身上看到什麼才是“天主的
人”放下自我全心依靠上主一心響應天意並喜悅的
承行。讓
自己更放
鬆自由也
讓天主更
隨心所欲
在他身上
奔放並做
出更多令
人意想不
到的美妙
工程、特
別為那些
兒童追悼陸毅神父及為他禱告
不為人重
視被排斥
活 在 陰
暗、邊緣中的人。 90好幾的陸神父其毅力和活力更
不亞於年輕人的，也感召了早已屬“奶奶級的我”。
另一深受影響的“返璞歸真”“換老還童”在陸神父身
上彰顯無遺，他教我學習凡事回到真理之源看真
相，在主前找真我常保赤子之心。陸神父的一言一
行皆為師表這正可實踐“活到老學到老”。
2011-9-14光榮十字架

2007年兒童之家為陸毅神父慶祝生日

向微笑的臉致悼辭
(作者瑪利諾神父會譚建平神父是利瑪竇社會服務長期合作伙伴之一)

在陸毅神父的感恩追思彌撒上，其中一位佈導者這
樣說：「今天，我們要為一位聖人的誕生而慶
祝。」我坐在教堂那兒，望着湧濟的、無盡的、來
自不同背景的人群紛紛到來瞻仰陸神父的遺容。每
一位都感激陸神父曾給予他們深厚的關愛。佛學常
言：「成道奧秘藏於心懷」。

website: http://www.casaricc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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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67年的神職生涯，雖然已年屆98歲高齡，陸神
父的辭世，畢竟對我是沉重的打擊！在過去的18年
裡，我一直跟隨陸神父為尋找最貧窮的、被隔離的
痲瘋病人而走遍中國內地。在那些歲月裡，他教了
我兩個重要的人生課題。第一個是：要特別為窮者
和被遺棄者而奉獻自己，以犧牲來燃點心中的愛
火。而第二個是：若我們選擇為服務他人而活，那
麼，生命中最美好的歲月正迎着我們。陸神父死前
一週還計劃另一國內行程。
陸神父擁有一顆「火熱的心」，他用愛照顧那些貧
窮和被遺棄的一群。我收藏了大量照片，都一一印
記我們到中國尋覓這些被隔離的痲瘋村的點點滴
滴。每一幀你都可以看到他燦爛的笑容。他喜歡在
村裡到處走走，跟那兒的人握握手或來一個擁抱，
甚至有時我看見他親吻病人恐懼和還在發病的肢
體。他會細心聆聽他們的需要，亦會與政府官員商
討，然後取得一個「可給予病者微笑」的方案。他
亦經常提及痲瘋患者在我們的支援下是否真的充滿
「笑容」。我們時常親身回訪查核計劃進度亦是這
一原因。
當陸神父在中國創辦他的重大工作，他並沒有想及
他將會遇到需要支援的範圍與其程度。每一條痲瘋
村或每一所痲瘋醫院都有其優先處理之急務。只要
探訪偏遠的痲瘋村一次，陸神父便會收到來自另一
條痲瘋村的病者的書信，因為後者知悉陸神父的工
作。陸神父給予的援助包括最基本的：提供糧食，
為每一條村開發潔淨的水源，以及可靠的電燈照明
供應；此外，他亦會與每一位病者交談，並且細聽
他們各項需要：義肢、一部流動診所以便進行白內
障手術、送小童上學、修葺屋頂、築路，甚至為痲
瘋病者建造新的院舍，更安排多位修女入住，方便
照顧他們肉體上的傷痛。以上種種，全因陸神父在
「愛之旅」後延續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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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然後他補充說：「還有我們的支援者 / 朋友
都是非常慷慨的」。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理解為何在陸神父的臉上總是掛
着一副燦爛的笑容。他充滿上主對窮者和病者的
愛，也但願其他人都能分享那份愛，並藉此，以上
主的愛「點燃」他們自己的容貌。當窮者和被遺棄
者對愛感到憂慮時，他們會變得非常無助；若一旦
感受到主愛的存在，他們的恐懼便會消失。而當內
地的痲瘋病者與陸神父接觸的剎那，剛好印證了主
愛的臨在。陸神父無論做甚麼，總會首先衡量對那
些窮者和被遺棄者所擁有的「燦爛的笑容」有多大
的轉變。
祗有一份紀念品可向陸神父致敬的 ─ 就是我們要儘
力使所有在內地曾被陸神父觸摸的窮人仍然微笑。
我們更要評估「利瑪竇社會服務」的工作以便繼續
擴大其在內地為最貧窮及被隔離的弱者的服務範
圍。我們要堅持令「燦爛的笑容」永無休止！

利瑪竇社會服務快訊
我們利瑪竇社會服務致力繼續陸毅神父的使命，為
中國貧窮及受邊緣化的人服務。請繼續用上主引領
你的方法支持我們，捐款可透過我們網站三個途徑
http://www.casaricci.org/en/help/index.html。以下
是。期較重要的項目：
12月在廣東珠海將開設一個艾滋輔導中心
2011年在澳門舉行兩次「利瑪竇之友」聚會，
以聯絡澳門有興趣利瑪竇社會服務工作的朋友。
陸毅神父特別出席了第一次於五月的聚會。

陸神父出席利瑪竇之友聚會

我向來都認為陸神父是一位「天才」社會福利工作
者，但另一方面我認識到他的無畏、迅速的決定，
以及實現許多病人的夢想，全賴他對上主深厚的信
德 ─ 就是上主施予窮者和病者的愛。當我們的行程
完畢，帶着數個項目回澳，並且要在幾個月，甚或
幾個星期內完成的項目，我便會問他：「我們已有
很多承諾要跟進，我們怎能應付這些新項目呢？」
陸神父會這樣答：「我不知道，但上主會賜給我們
6

由於空間所限，請溜覽我們的網址：http://
www.casaricci.org/zh/whatnew/index.html 及澳門利瑪竇
博客：http://aomenlimadou.blogspot.com/以參閱最新
消息及故事。
祝願你和家人聖誕快樂及在2012充滿平安喜樂！

website: http://www.casaricci.org/

CRSS工作組，2011年11月
CRSS-2011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