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当今迅速变化又复杂世界中，为传
播福音的使者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
战。说它为我们是一个机会，因为它
让我们时刻意识到我们是天主女性的
面容；说它为我们是一个挑战，因为
它使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在解决各种
面临的重要问题中的限度。

我们反省的主题，“穷人的融入”在
我们特定的背景和角度下涉及到了两
个复杂的内容：融入性（包容性）和
贫穷。融入性（包容性）就是承认人
的内在价值和尊严。无论人自身的条
件，地位和背景怎样，都使他们感到
自己的价值。它能促进人的归属感，
并使人相信：人是主体，而非只是一
个接受者。

贫穷是一个多方面的概念，它不仅仅
指缺乏赖以维持生存的资金和资源。
贫穷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解释，
这里我们从边缘化的角度来反省谁是
被迫生活在非人的境遇中的。其表现
包括饥饿和营养不良，受教育和其他
基本服务方面的限制，被社会的歧视
和排斥，以及缺乏参与制定决策的机
会。 

穷人融入社会是结束极端贫困和促进
共同繁荣的核心。它既是一个结果，
也是一个改善人们参与社会条件的过
程。这样的（融入性）包容性旨在使
贫困和边缘人士也能够有利用不断增
长的全球的机会。它确保人们在影响
他们生活的决定中有发言权，他们享
有平等的市场、服务和政治、社会和
自身的空间的权利。它致力于创造平
等机会和平等机会的条件。它构成充
分参与一切的事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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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天主慈悲、正义和包容（融入）之爱的圈子”，

使穷人融入社会。

作者: Sr. Helen Saldanha SSpS

简介

 理解:

在个人及团体层面
上谈贫穷和融入性 

我如何理解贫穷？我们对穷人的看法，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我们的世界观。它来自我们的行动和我
们让穷人如何定义我们的所是和我们的所做。在
这方面有许多的观点，还有我们自己的信仰，灵
修知识和个人经验等。我妈妈在我还很小的时
候， 就给我对贫困和融入性的观念上奠定了基
础，正如今日我理解它一样。  在许多例子中，
有一种情况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那就是
我母亲庇护了一个妇女，当时她冒着生命的危
险， 带着两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女儿从她的婚
姻家庭中逃跑出来。她们和我们一起住了六个多
月，我们生活在一起犹如一家。这样的决定对于
我母亲来说是很自然而然的行为。作为一个中产
阶级家庭，虽然在物质上我们家没有很多，但借
着她很自然的分享，帮助这位妇女重建了她的生
活。它给我们的信息是清晰且有力度的：与人分
享你的所拥有.......就是延伸你的生命。

融入是一种赋予给予者和接受者间的力量。当我
们在谈论穷人融入社会上时，就会使他们感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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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是有价值的，他们有能力改
变自己的处境，他们处理和改
造他们生活状况的信心就会增
强。 

（反省与分享）

• 我如何给贫穷下一个定义？
穷人如何定义他们自己？在
我的使命上谁是穷人？在我
们的使命和处境中，穷人的
融入指的是什么？

贫穷几乎影响到生命的每个层
面。根据美国粮食和农业组织
（FAO）的预估，在2014-----
2016年期间，世界上的73亿人
中有7亿9500万人，即每9人中
有1人患有慢性营养不良。在发
展中国家生活的人们，有7亿
8000万人挨饿，占发展中国家
总人口的12.9%，也就是说每8
个人中就有1人挨饿。在西方发
达国家已有1100万人营养不良
（粮农组织统计结果，2015）

。在发展中国家每5人中约有1人每天生活费不足1.25美
元。生活费每天不到1.25美元的人们中绝大多数分布在
南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贫穷也存在性别差异。
在这种情况中，最大受此影响的人群为妇女和女孩。
根据最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有
303000名妇女在怀孕和分娩中死亡，270万婴儿在出生后
28天内去世，同时260万这样的婴儿正在诞生。

估计有24亿人卫生设施没有得到改善，11亿人没有享有
电力供应，8亿8000万人居住在城市贫民区。对于世界上
最脆弱的人群来说，机会依然稀少，5900万名小学适龄
儿童已辍学，青年失业率为15%，是成人失业率的三倍
以上。在发展中国家，每二位孕妇和学龄前儿童中大约
40%为贫血。全球绝大多数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
受到的教育程度低，主要从事农业，超过一半的人口年
龄在18岁以下。（2015年联合国数据显示）除这些数据
外， 还有许多具体的事实。

（反省，分享）

• 在这种情况下，穷人的融入意味着什么？为了促进穷
人的融入，作为一个团体，我们蒙召在个人，社会，
政治层面能做些什么？我们该怎样践行？ 

鉴定:  反省---蒙召朝向整合 

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我们有幸接触到“融
入”的深刻含义。我们感谢教宗方济各，他
说，“我们每个人都被称为天主的工具，为
解放和提升穷人，使他们完全成为社会的一
部分”（福音的喜乐187）

在2015年9月25日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教宗
在美国给所有成员们的讲话中， 他强调改变
和融入的需要，以使这些男性和女性真正的
摆脱极端的贫困，我们必须允许他们成为自
己命运的神圣代理人。因为全人的整合和充
分的活出人的尊严不是强加给的。

《福音的喜乐》 第186段至216段的标题
就是“穷人融入社会中” 这31段是教宗
关心世界上穷人和弱小者的圣经依据。他
们也呼唤我们去恢复那些我们经济体系中
为他们的正确权益所关闭的门。“教会由
慈悲的福音和对人爱的引领，她听到哭
求正义的呼喊，想要以她全部的力量回
应 “(对解放神学的若干训令153). 基督
成为穷人，而且总是接近穷人和被遗弃的
人，我们关心社会上被遗弃的人的全人发
展，这关心建基于对基督的信仰。每位基
督徒和每个信仰团体都蒙召成为天主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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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为穷人的脱贫和进步效力，让他们能完全融入社会。
（福音的喜乐186，187）。在任何地区和情况中，基督徒
在他们牧者的辅导下，蒙召去聆听穷人的呼喊。(福音的喜
乐191). 穷人在天主的心中有一个特殊的位置，以至于他
自己成了贫穷的(格后. 8:9 ，福音的喜乐197). 整个救恩
史以穷人的临在为标志。救恩的完成是来自于大帝国边缘
的一个不起眼的小镇中一位卑微的女子。救世主降生在马
槽里，并且在动物中，如同贫困家庭的孩子；当他被奉献
于圣殿时，同时献上了两只雏鸽--和那些买不起羔羊的穷
人一样。（参阅路2:24；肋5:7）；他在普通工人的家里长
大，靠自己的双手谋生。当他开始宣讲天国时，围绕他周
围的是一贫如洗的人们，正如他所宣讲的：“上主的神临
于我身， 派遣我向贫穷的人传报喜讯。”（路4:18）。

在与穷人同舟共济的精神与承诺中，VIVAT是我们在联合国
国际性的平台。联合国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 创建于1945
年，由193个成员国组成，联合国的使命和工作是遵循其宪
章所载的宗旨和原则，对我们世界上面临的各种问题采取
适当行动，如人权，可持续的发展，和平与安全，气候变
化等，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ECOSOC）是其六个主要组织之
一，创建于1946年，它是联合国反省，辩论，对可持续发
展的创新思维以及衔接各种利益相关者----决策者、国会
议员、学者、专业团体、基础，业务部门的代表和3200个
注册的非政府组织通过会议和程序编程周期的可持续发展
建设性对话的中央平台。 

国际性的VIVAT,作为一个以信仰为基础，联合国的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特别认可的机构，是一个由12个修会组成的网
络工作项目。它在联合国临在的意义是机构成员们直接通
过教育，卫生，社会牧灵，环境保护和正义和平的使徒服
务使穷人和边缘人士的生活有所改善。国际性的VIVAT在联
合国积极的参与努力消除极度贫困，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
所有贫穷者的人性尊严的项目。VIVAT的成员们工作主要
有四个重点领域，即消除贫困、妇女权利、和平的文化以
及可持续的发展。鉴于问题的严重性，与他人携手势在必
行。 VIVAT与志同道合的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团体合作
倡导提升生命和人性的尊严及权利的政策。优先服务的群
体为儿童、妇女和女童，移民和难民，被贩卖者，原住民
团体，在健康有顾虑的地区，教育，反贩卖人口，自然环
境如：采矿和采掘业。这些途径均按照联合国的优先任务
而进行的。

VIVAT通过在日内瓦地区的办公室报告和报表将呼吁，声
明，侵犯人权的问题，改变人权体制的提议呈交于联合
国.没有本地或国家层面的成员，VIVAT便做不了很多事。
它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来自基层在正义、和平与
万物整合的真正冠军的成功的故事与文件编制。VIVAT的
27000成员将边缘人的呼声带到联合国的行为将会造成积极
正面的影响。

联合国在未来的15年内将聚
焦于2030年行动议程---为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正式称为“转变我们的世
界：2030可持续发展工程”
是一组十七个梦寐以求的“
全球目标”，其中包含169
子目标。此为千年发展目标
所取得成功 （千年发展目
标：2000-2015年）。这些都
是在联合国带领下，由193
个成员国及全球公民社会参
与，经过两年的协商过程于
2015年9月25日通过的。各
成员国决心解决遍及各地的
贫困和饥饿，与国内与国家
之间的不平等而战，建立和
平，公正和包容性的社会，
保护人权，促进性别平等以
及妇女和儿童的权力；确保
地球和自然资源的持久保
护，为可持续性、融入性和
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共享繁
荣和体面的工作而创造条
件，顾及到不同层次国家的
发展和能力，以至于不使任
何人掉队。这个工程被所有
的国家接受，也适用于所有
的国家，它顾及到各国的实
际情况，能力和发展水平，
也尊重各国的政策和优先任
务。以不同的方式和规模消
除贫困，包括极端贫困是第
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目标（SDG 
1）。如果不把使穷人和被边
缘化的人融入社会，消除贫
困是不可能的。然而，要将
言语转化为行动，需要与政
府合作，并得到其支持，并
在国家层面上拥护2030年工
程的具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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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14届总大会指南中说： “我们生活在
这星球淹没在各种需求里而且在不断的变化
中， 我们的神恩召唤我们去服务那些最需
要领受天主大爱的人群......（因此），我
们要认识了解造成贫穷和不正义的根源并进
行有计划地改变。

体系变革到底指的是什么? 

在遣使会会士的承诺中，把实现穷人的爱和
融入的体系变革作为他们使命上的重要方
法。 遣使会的罗伯特神父介绍体系变革时
说：“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已经把社会看作
是一个体系。当体系内影响人们生活的因
素----家庭，机构，工作，住房，食品和饮
料，医疗保健，教育，道德价值观，灵性的
发展等------一起都能起到积极作用时，人
们便会茁壮成长。如果缺少这些元素中的一
个或几个，整个系统就会开始崩溃。

在大自然统一整合的现实中，越来越多的思
想领域和发现共享着同一个信念。所有的领
域都认识到现实是复杂的，但同时也肯定“
一切事物间互相均有联系。”

许多在穷人中间工作的人们均有这种信念。
他们知道改变贫穷状况要求我们的焦点必须
比任何特定问题都要宽广。例如，为饥饿者
提供食物固然重要，但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
大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人们忍饥受饿？我

们现在知道，从长远来看若仅是“快速的修
复”是远远不够的。

以饥饿为例，真正的问题不是如何供应食
物，而是如何解决人们没有足够的食物的原
因：即他们生活的社会经济体系。解决造成
的原因就是意味着要介入一种修改整个体系
统的方法。

这种做法必然是跨学科的。它涉及到许多不
同的社会行动者。其中包括：穷人自己，有
兴趣的个体，捐助者，教会，政府，私营部
门，商业领袖，工会，媒体，国际组织和网
络。

在穷人中工作，体系变革的目标超出仅仅是
提供食物、衣物和住所，以减轻穷人的迫切
需要，而是着重于帮助有需要的人改变他们
生活的整体结构。它依靠他们自身发展的策
略，使他们可以摆脱贫困。

许多优秀的项目只是处理紧急的、即时的需
要，但不针对造成问题的原因。以下为借项
目定位实现体系变革的五个准则：

1. 长期的社会影响： 体系变革的最基本的特
征为： 该项目帮助改变那些从中受益的人
群的总体生活状况。

2. 可持续性: 该项目帮助创建一个长久改变穷
人生活所需的社会架构，包括就业、教育、
住房、干净的水和足够的粮食供应，和现任
的地方政府官员。

3. 可重复性: 项目可以适用于解决其他地方的
类似问题。 该项目以哲学和灵修为基础，
它采用的策略和使用的技术可以应用在各种
情况下的。

4. 范围:具体而言，这是指该项目实际上已经
扩散超出了其最初的境况，已成功地在其他
国家或在国际上的实际情形中开始应用，不
但在最初发起之情形中，而且也能适应不同
的情形。

5. 创新: 项目借转变传统的习惯来实现重大的
社会变革，通过理念模式的转变及发展和其
成功的实施来实现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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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全球公民。我们的相互联系可以帮助我
们做出积极的改变。对于此问题及其回应，它
要求我们------

• 在我们的使命范围中发现促进使穷人融入
的具体的方法

• 为改变贫困的境况并使其融入社会，应寻
求创新的方法与非政府组织/社会群体/政
府合作。

• 借国际性的VIVAT分享好消息及故事。 

我们能做什么?

在农村和城市从事对弱势群体的工作，特别是
我们所关注的群体-----妇女和女孩，原住民
群体，艾滋病毒感染者/患者，国内无家可归
者，移民和难民，以及其他弱小者。

• 10月17日，在自己的学校、工作的地方或
团体庆祝消除贫困国际日；

• 与国家、地区政府部门及感兴趣的群体一
起理解和接受联合国2030工程；

• 向国际性的VIVAT提供消除国际性贫困的最
佳实践事例；

• 与联合国扶贫项目机构伙伴合作； 

• 进行研究和支持消除贫困的政策，提供基
层投入；

• 与 VIVAT合作举办以消除贫困为主题的研讨
会，圆桌会议等。

• 支持国家层面的扶贫项目。

• 邀请演讲者到你的祈祷小组、教室、教堂、
社区中心等做宣传。

• 在你所在的地区，发现当地开发的项目并支
持辅导中心、医疗中心、住宅开发等。

• 动员社区的政府部门：帮助国家扶贫计划中
心建立可持续项目；与政府合作做融资预
算。

• 跨部门规划和整合人权。

消除贫困的优先行动包括：

• 改善获得可持续的谋生之技、创业机会和生
产资源；

• 为基本社会服务提供普及高等教育；

• 逐步发展社会保障体系来支持那些无以为生
者；

• 帮助生活贫困的人们和他们的组织；

• 解决贫困对妇女的不均衡的影响； 

• 与感兴趣的捐赠者和接受者一起工作去分配
ODA的份额以消除贫困；

• 加强国际合作，消除贫困。

反省与分享

帮助我/我们更能与边缘人士和被排挤的人士的共融和友谊的转化过程是什么？ 

祈祷
天主圣神，我们感谢你临于我们中间和我们每人心中，公义之神，请赐给我们勇气和毅力，使我们
能为那些在贫穷的恶性循环中挣扎的人们而工作。智慧之神，请将智慧赐给世界各国的领导，赐给
他们决心，使他们能够找到保护世界上最弱小者正义的解决方案。 圣爱之神，请给我们力量，好使
我们在我们的软弱和恐惧中， 能继续在希望和信德内前进。阿门。 

翻译器: Sr.  Martha   Wang  Dong  Lan, SSpS

行动:  对创新的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