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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省资料

主题：原住民
By Sr. Mariblanca Barón, SSpS

在伊泰普的不同种族和原住民-

阿瓦瓜拉尼

巴拉那河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坝之
一。1973年4月26日，以巴拉圭和巴
西两国政府为首的独裁者们就伊泰普
问题协商同意篡改了阿瓦瓜拉尼和令
人疼痛的民族的历史。因此协议，巴
拉那河域失去了它自己的身份和语
言，即失去了它的保护者。 根据阿

瓦瓜拉尼，沿河居住的环境很豪华，
美丽，有很多的瀑布，所有的河流和
小溪都流向巴拉那河。‘南德.胡乌
苏” （意即：我们伟大的父亲）给
了他们这个神圣的地方，让他们去照
顾，享受生活，依靠河里的鱼和山上
的动物生活。

“巴拉那河是我们生活的来源。它供给我们的鱼，我们每
天都有肉吃，这些都是河流和山脉提供给我们的。在巴拉
那河岸，我们有足够使人得以果腹的食物。每当我们还
在辽阔的牧场上工作的时候， 妇女们已经从河里取了食
物，在几分钟之内就把饭准备好， 给我们送来了。我们
从来没有缺少鱼吃。”
(选自 Carmelita Benitez y Christobal Martin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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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他们的宗教传统还保
存的完好无损，
他们每月
都拜访不同的团体，以舞蹈
的形式祈祷，给他人分享他
们的宗教“当我们到了一个
团体，我们男人们就去打
猎，并且看望那里的宗教领
袖。”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
就能得到很多的肉，妇女们
就开始做饭--烤肉。我们住
在那里做一周的祈祷。人们
从不同的地方来到这里，我
们从来没有为食物或任何事
情担心过。因为在那里有足够的食
物，内含丰富的蛋白质， 每样食物
都很好吃而且对身体也很有益。

的时候，河水已经漫过堤坝，而那些
伊泰普人却没有给我们任何解释。如
果我们不离开，我们就只能呆在湖里
了。” (茹可利的克莱森西物.第亚
斯)

在阿瓦瓜拉尼，公认巴拉那河是极
其神圣的。截流为他们来说是一件不
可思议的事情，被认为是一种反自然
的罪行。他们很肯定的认为他们是南
德.胡乌苏的保护者。那.伊匹法尼亚
告诉我们，当她第一次听说有人去堵
塞巴拉那河时，她说：“他们不能这
样做，因为是天主把这些水安置在那
里的。”

以上提及到的这些情况给人们的精神
带来很大的危机。当时的宗教领袖在
质疑：“难道南德.胡乌苏不比白人
强大？”阿瓦瓜拉尼人面对上涨的河
水脸上布满了惊愕。在那里没有路可
逃生。皮拉伊.波尔图的赛尔吉亚.
卡尔弟祖.阿德拉说他们当时受到的
待遇比动物还差。因为动物至少被救
出来并被安置在避难所或广阔的保护
区。

有一部分人一直在反抗截流，直到他
们看到河水上涨并漫过堤坝，才向此
不可避免的情况低下了头：“因为我
们不想被淹死。”当我们离开那里

当巴拿马河被截流，其沿途就变成了
暴力和吞噬一切的场所。更可悲的是
38个土著团体被强制驱逐，却无人关
注此事，这些人们得到的待遇还不如
动物。因着他们被迫放弃了他们的祖
传的出生地的压力，他们生病了。整
个AVA
巴拉那人地区陷入水下或是
变成了动植物避难所和保护区，而且
戒备森严。他们失去的他们祖传的土
地----他们合法财产被剥夺。但他们
从来没有得到根据联合国在巴拉圭已
经签署的（国际劳动组织OIT）协议
107条所规定获得的新土地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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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防御
他们努力争取他们土地证， 但最终
还是以失败告终。原住民团体决定
去了黎茂伊生物保护区附近的一个
地方，但他们得知那地方是属于国
家的。当他们来到了从前的居住之
处，AVA 巴拉那人就建造一所他们的
传统宗教的寺庙，建造房屋和一所学
校。一年后，他们被依法驱逐，原因
是在民事法院，某人提出他拥有此地
方的财产所有权。
在他们被驱逐的前一天晚上和在9月
30日的大清早上，他们费了很大的劲
搬迁到了伊达因柏伊河支流水库大坝
区内的一个地方，此地距离他们原先
住的地方有八公里的路程。这是原住
民四十年来首次冲破了围栏，返回到
他们祖传的土地上。

驱逐
在2016年9月30日的早晨，一辆很大
的满载警察的大篷警车，一辆载着马
匹和骑警的卡车，两辆很大的拖拉机
（据说是为带走原住民准备的），一
辆从巴拉圭原住民协会来的满载“礼
物”的卡车，一辆满载特别行动组警
察的卡车，和一群农民（他们是负责
拆卸房屋并把材料放在卡车的）来到
了他们的住处。.
这一切看来好像
他们是在去捣毁一个非常危险的集团
组织。使他们感到大为吃惊的是，在
那里除了圣神婢女传教会的 Ángela
Balbuena 和 Mariblanca Barón 两
位修女外，在找不到任何一个人。她
们两位修女是为了记录原住民运动留
下来的。如同战利品一样， 他们带
走了一些小动物，如几内亚母鸡、鸭
子、小鸡和两辆摩托车，这些都是原

住民离开时没能带走的东西。当他们
拆毁房屋和学校后，他们就放火烧毁
了一切。
在黎茂伊生物保护区，原住民的土地
占有面积还不到1公顷。而除了属于
原住民的水库-----------他们埋葬
死者的地方外，这个生物保护区的总
面积是14842公顷。伊泰普地区的总
面积为234619公顷（包括134878水库
和99741个保护区）。目前， 政府当
局却要求他们腾出他们占有的这片只
有半公顷的土地。
巴拉那河不再属于人民了，它也不再
是保护神了。它们停留在水里，但终
将有一天，它们会浮出水面，伸张正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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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省：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一个现实情况，还
有许多的原住民仍然生活在这个世界
上。它向我们显示出某一符合原住民
的身份确切的要素,但这个问题即使
是在人类学领域中也是不容易给予明
确解释的。

在这里，我们面临一个可能我们很
少问自己，但又确实左右我们的思想
和行动的问题。
»» 谁是“他人”？
»» 我们怎么看待他人？

在不计其数的事件中指出了社会不
正义的要素，这也引导我们注意到原
住民或土著人找到了他们与大自然、
与他们的团体，与他们的时间观念，
与他们的祖先，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所
建立起的关系。其次，他们也与天主
教信仰、教会圣统制、神学等建立起
了关系。

»» 我的使徒服务的神学基础是什
么？

为我们来说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神学框
架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不仅能引导我
们去欣赏不同的文化，而且也能引导
我们在缺乏以福音生命性的基础的前
提下的对话进行评判。

耶稣是我们的楷模
在降生成人的奥迹内，天主取了我们
人性。耶稣是一个普通的人。他生于
犹太民族，被第一世纪巴勒斯坦的犹
太文化所塑造和熏陶，当时此地为罗
马的殖民地。他讲的是当时被鄙视的
带着加里肋亚地区口音的阿辣美语。
他不吃猪肉或其他被犹太律法所禁止
的食物。他相信地球是平直的，是宇
宙的中心， 太阳围绕它旋转。正如
菲2:6-8关于耶稣的描述：他是在一
个具体的时间内和具体的情况中成长
起来的人。

耶稣生在一个具体的文化背景内告诉
我们关于天主的一些重要的讯息。天
主用“不完美”的文化来启示自己。
S. D. 戈登曾经说过：
“ 耶稣是天主， 他用人类可以懂得
的语言把自己启示给了我们。”
这个人们能懂得的语言就是人类文化
的语言。
“天主圣言，在某一具体的历史
时刻和文化中，在耶稣内取了人
性。”(Benedict XVI, 在阿帕雷西达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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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认真地看待降生成人的
奥迹，它对我们的传教服务有着
具体的含义。这也是我们可以影
响现实情况并开始使之改变的唯
一方式。
天主教社会训导（CST）没有制
定任何关于原住民的具体文件，
也没有关于它的具体理论。这一
事实很可能是因为它是教会对天
主全体子民的一个通用的指南的
目的，它所涉及的是基于普通的
人类学远景内关于整个人类的尊
严的范围。
详查关于这一主题的相关资料，
可以从教会社会训导的文件
CST（从1891年以来历任教宗的写的社
会训导及梵二文献）中选用标准排除
法开始，或者是寻找更多的资源，包
括历任教宗在不同有原住民的国家的
牧灵访问文件。 在此，我们可以看
到，教会与原住民（土著人民）开始
拉近距离，在此， 我们也看到天主教
信仰在这些团体的本地化上和对原住
民的需要的支持上的挑战。
近来，教宗方济各给了我们启发我们
说：

“由此看来，必须特别照顾和保护原住
民团体及其文化传统。他们不知是诸多
种族群中的一个少数族群，尤其是在
推出的大型计划影响其安身立命的土地
时，他们更应该是主要的协商交谈对
象。对原住民而言，土地不是商品，而
是天主和安息于该处的祖先所赐的礼
物。是他们与之互动的神圣空间，微保
持他们的身份和价值观，他们继续在自
己的土地上生活，他们就必定给予土地
最好的照顾。然而，在世界多个地方，
原住民团体已受到压力，要他们放弃自
己的家乡和土地，转让给农业或矿业的
发展计划，毫不顾及大自然和原住民文
化的逐渐崩溃。 ( 愿你受赞颂 146)

“人类环境和大自然环境正一同恶
化，除非我们处理导致人类和社会堕
落的源头，否则无法抵抗环境的恶
化。事实上，环境和社会的衰落恶
化，伤害了地球上最弱小的人群。
。”( 愿你受赞颂 48).

以下为一些可以帮助我们反省的圣经
章节：
申10:19
“为此，你们也应友爱外方人，因为你们
在埃及是曾做过外方人。”

教会维护合法的私产权，但也提醒我
们不可忽视社会义务。 (愿你受赞颂
93)

创18:18
”亚伯拉罕将成为一强大而又兴盛的民
族，地上的所有民族，都要因他蒙受祝
福。”

“…我们需要尊重各民族和各文化的
权利，并且了解各社会团体在历史中
发展的过程，而这过程需要生活于当
地文化背景的人们持续积极参与…”
( 愿你受赞颂 144)

依56:7
“我要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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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的殿里欢乐。他们的全燔祭和牺牲在
我的祭坛上要蒙受悦纳，因为我的殿宇将
成为万民的祈祷所。”

祈祷

列上21: 1-43

载自“Mass of the Land without
Evil” of Pedro Casaldáliga)

阿哈布和纳波特的葡萄园

迦 3:28
“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奴隶或自由，
男或女，因为你们众人在基督耶稣内都成
了一个。”

我是瓜拉尼，
这是瓜拉尼人的歌，
在此大洲上所有的人民都是我的人
民，
现在我们正在唱自己的哀歌。

反省指南:

1

回忆我们十四届总大会的主
题：“借圣神的力量，在人群中
宣讲福音”, 我是如何理解和接
近不同的“人们”来分享此好消
息的?

在我服务的国家，哪些人是属于
原住民？教会为了走近他们做了
些什么？那里有与此相关的教会
文件吗？

3

我已拥有一千年的文化，
我的寿命可与太阳媲美，
就如山脉和河流--伟大母亲的乳汁，
我养育了我的子子孙孙并给了他们属
于自己的语言
我种植了玉米和甜木薯，
我用笛子的旋律歌唱，
我用月光和鸟的羽毛装饰了我的舞
衣。
我的文化是-------

2

我们的团体，省/区会为原住民
所处的困境做了什么？教会的社
会训导CST帮助我们/我理解对他
们的责任并与他们站在一起吗?

在我们不同的牧灵服务中如何扩
大我们的服务范围，为了使被今
日社会抛弃的那些人们，特别是
把原住民也包括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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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面来的兄弟 姐妹们，
若果愿意成为我的兄弟姐妹，
就来倾听我的歌曲吧！

与大地母亲保持和谐 ，
与我自己和土地保持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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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我们的共同使命，我们
对原住民收复他们祖传领土保
持何态度？我如何参与到他们
所关注的事件中？

我们是否愿意以团体的方式来反
对那些破坏或解散整个原住民团
体的大型项目吗？我们如何与那
些志同道合的组织一起工作，尤
其是我们自己的VIVAT，使他们的
合法呼声在国家或地方政府的层
面变得更为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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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Sr. Martha Wang SS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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