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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的圣玛利亚生平

耶路撒冷宗主教圣索弗罗尼着

「隐藏君王的秘密固然是好，但对上帝的工程，却应该隆重地宣示和公认。 」（多俾亚

传 12:7）总领天使辣法耳神奇地治愈了多俾亚瞎了的眼睛时，这样对多俾亚说。其实，不保

守君王的隐秘是危险而可怕的，但是，对上帝的工程沉默不语，为人灵而言，却是极大的损

失。我担心因沉默而使上帝的工程隐而不露，因此准备撰写埃及的圣玛丽的生平。想到临

于那个将上帝所赏赐的塔冷通埋在地里的仆人的惩罚（玛 25:18-25），我就一定要将所传给

我的神圣记述传下去。但愿人们不要以为我竟然胆敢撰写谎言，或是对此伟大奇事心存怀

疑。但愿我绝不要在神圣的事物上说谎！如果有人读了这一记述后，不相信它的眞实性，

愿主可怜他们。由于人性的软弱，他们认为圣人们所做的这些奇事是不可能做到的。现在，

我们必须开始讲述这一最令人惊奇的故事，它就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中。

在巴勒斯坦的一座修道院里，有一位长老，他是一位度着圣洁的生活、言谈圣善的

司祭。从孩提时代起，就被人按修道的方式及习俗养育长大。这位长老名叫佐西玛。在

他所度过的整个修行生涯里，他在每一件事上都坚持遵守由他的导师所传给他的有关灵

性工作的规章。在努力使自己的肉身服从于圣灵的意志的过程中，他还自己增加了大量

功修。对他所追求的目标，他没有失败过。他的灵修生活享誉盛名，许多人从邻近的修

道院，甚至从偏远的地方，前来向他求教。在这一切过程中，他从未中止过对圣经的钻

研。无论是休息、站立、工作或是进食（如果他所咀嚼的少量东西可以被称为食物的

话），他都毫不中断地抱持着一个简单的目标：一直歌颂上帝，实践圣经的教导。

佐西玛曾讲述了他是如何被人从母亲怀中带走而交给修道院的，他在修道院里度过

了他的修行生涯，直到五十三岁。在这之后，他开始受到一种思想的困扰：他在凡事上

都已成全，不再需要由别人那里接受教导了。他在心里自言自语说：「在这世上，还会

有一位修士能成为我的榜样，给我显示一种我尚未完成的修行吗？在旷野里还能找到一

个超越我的人吗？」这位长老正这样想着的时候，突然一位天使显现给他说：「佐西玛，

你已英勇地进行了奋战，直到现在，你已在人的能力范围之内，英勇地努力修行。但是，

没有一个人达致成全。在你之前，有一位不知名者，她的修行奋战比你所完成的更伟大。

为使你能知道有多少带领人得救的其它道路，你要像著名的古圣祖亚巴郎那样，离开你

的本乡，前往约旦河边的修道院那里去。」

佐西玛按他所说的做了，离开了自幼生活于其中的修道院，前往约旦河那里。最后，

他终于抵达了上帝派他去的那个修道团体。他敲开修道院的大门，告诉守门的修士他是

谁，守门的修士向院长通报了此事。佐西玛获得准许来到院长面前，他按惯常的修道方

式行了跪拜礼，并诵念了经文。院长看到他是个修士，就问：「弟兄，你从哪里来，你

为什么要来到我们这些可怜的老人这里呢？ 」佐西玛回答说：「没有必要谈论我从何处

来，神父，我到这里来是为寻求属灵的利益，因为我听说了有关你擅于引领人灵到上帝

那里的大事。 」「弟兄，」院长对他说，「惟有上帝能医治人灵的疾病。愿祂将自己的

属神道路教导你和我们，并指引我们。感动你来我们这些可怜的老人这里参访的，是基

督的爱，如果这就是你来此处的原因，那么，你就与我们一起住下吧。愿为了我们的得

救而放弃自己生命的善牧，以圣灵的恩宠充满我们众人。 」之后，佐西玛向院长躹躬致

敬，请求院长为他祈祷，并祝福他。于是佐西玛就在这座修道院里住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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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他看到长老们都精于事功，又擅于默观上帝，在圣神内爱火炎炎，为上主

工作。他们不断地歌唱赞美，整夜站着祈祷，手中不停地作着工，嘴里则不停地诵念圣

咏。在他们中间从不会听到一句闲话，他们不知道谋求暂时的利益，不为生活而挂虑。

他们只有一个愿望──在肉身内死去，犹如一具死尸。他们恒久不断的食物就是上帝圣

言，按他们对上帝的爱所许可的，只吃面包和清水以维持他们的肉体所需。看到这一切，

佐西玛大受启发，预备与摆在他面前的这一切奋战。

许多日子过去了，所有基督徒的斋期、预备自己敬拜基督的属神苦难及复活的日子

邻近了。修道院的大门一直锁着，只有在团体里的成员被派出去办事时才会打开。那里

地处旷野，世上的人不但不会来参访修道院，甚至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些修士在那里修

行。修道院有一个规矩，上帝带领佐西玛到这里来正是为此缘故。大斋期一开始，（在

宽恕主日）司祭会举行圣祭，众人都领受基督的圣体圣血。礼仪之后，他们来到餐厅，

吃少许斋饭。之后，大家齐集在圣堂里，热切地祈祷跪拜，长老们彼此亲吻，请求宽恕。

每人都向院长行一叩拜礼，请他祝福，并为摆在他们前的战争而祈祷。

之后，修士打开修道院的大门，唱着「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我还畏惧何

人？上主是我生命稳固的保障，我还害怕何人？」（咏 27[26]:1）及这篇圣咏的其它诗节，

离开修道院走向旷野，渡过约旦河。只有一两位弟兄留在修道院里，他们并不是留下看

守修道院的财物，因为修道院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抢的；他们留下是为仍能继续在圣堂里

举行圣祭。每个人都尽其所能或按其所需，按其肉身的需要随身带着路上的干粮：一人

带些面包，另一人带些无花果，又一人带些枣子或浸在水里的小麦。一些人则什么也不

带，只以破旧的衣服蔽体，以长在旷野的植物的果实裹腹。过了约旦河，他们众人就远

远地向不同的方向分开。这就是他们在这期间所过之生活、众人都应遵守的法则──没

有人彼此交谈，彼此之间也不知道他人是如何生活，如何守斋的。如果他们碰巧看到其

他人，就会到其它的地方去，独自生活，不断向上帝歌唱，在固定的时间，吃少量的食

物。

他们就这样度过了整个大斋期，在基督复前的前一周，于圣枝主日返回修道院。每

个人回来，只有他们自己的良心是他们在此期间辛劳奋斗的见证，没有人会问别人他是

如何在旷野里度过这段时间的。这是修道院的规矩。他们每个人在旷野里，在奋斗的审

判者──上帝──台前与自己斗争，不是为了取悦于人，也不是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守斋。

因为凡是为人而作、想要赢得赞美与尊敬的事，不但为做的人毫无用处，有时候也是招

致重大惩罚的原因。

佐西玛也像众人所做的那样做了。他远远地走开，走进旷野深处，心里暗暗希望能

找到某位可能住在那里、能够令他的渴望得到满足的圣父。他不知疲倦地走着，好像是

要去某个地方。他就这样走了二十天，到了第六时辰（中午十二点），他停了下来，转

向东方，开始咏唱第六时课经，诵念惯常诵念的经文。他每天都这样在固定的时辰停下

来，稍事休息，站着咏唱圣咏，跪着诵念经文。就在他这样举目向天，咏唱圣咏的时候，

突然，他看到在他所站立的小丘右边有一个人影。一开始，他很困惑，以为自己看到了

魔鬼的幻像，甚至开始感到恐惧起来。为保护自己，他划了十字圣号，将所有恐惧驱走，

他转过身去，朝那方向注目观看，确实看到有个身影正在朝南移动。那人赤身裸体，皮

肤黝黑，仿佛是被炎炎烈日暴晒所致，头髪像羊毛一样的白，长得并不长，只到脖子下

面。佐西玛为能看到一个人影而欣喜莫名，他跑过去追赶那人，那人则逃避他。 3 他紧

追其后，当他追到能被对方听到的距离时，就大喊道：「为何你要逃避一个老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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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人呢？真上帝的奴仆，不管你是谁，因上帝之名，为了对上帝的爱──你生活在旷野

正是为了祂──我求你等等我。」「为了上帝的缘故，求你宽恕我，但是，佐西玛院长，

我不能转身面对你，让你看到我的面貌。因为我是个妇人，赤身裸体，如你所见，我没

有遮蔽我身体羞耻的衣服。若你愿意满足罪妇的一个愿望，把你的斗篷扔给我，这样我

能用它蔽体，就可以转身请你祝福了。 」佐西玛感到很惊骇，因为他听到那人称呼他的

名字。他意识到，此人若无属灵的洞察力，是不可能在还不知道他的任何事情的情况下

这样做的。佐西玛立刻照她所说的做了，脱下他那又旧又破的斗篷扔给了她，并转过了

身去。那人拾起斗篷，披在了身上，这样至少能遮蔽她的部份身躯。

之后，她转向佐西玛，说：「佐西玛院长，你为什么想要看一个罪妇呢？你从未在

如此巨大的奋斗中退缩过。你想要从我听到或学到些什么呢？ 」佐西玛俯伏在地，请她

祝福。她也同样俯伏在佐西玛前。他们两人就这样跪在地上，彼此要求对方祝福。只听

到两人说着同样话：「请祝福我。

」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妇人对佐西玛说：「佐西玛院长，应该是你给我祝福并为我

祈祷。司祭神品使你尊贵，你站立在祭台前奉献圣体奥迹已有许多年了。 」这使佐西玛

陷入更大的畏惧之中。最后，他含着眼泪对她说：「母亲，妳充满圣灵，借着妳生活的

方式，很显然，妳与上帝生活在一起，已死于世界。所赐予妳的恩宠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妳称呼我的名字，知道我是一位司祭，虽然在此之前，妳从未见过我。恩宠被人认

出，并非是由于人所领受的神品，而是借着圣领的恩赐，因此，请妳为了上帝的缘故祝

福我，因为我需要妳的祈祷。 」在佐西玛长老的愿望前，那妇人终于让步了，于是她说

道：「愿关心世人的得救及其灵魂的上帝受赞颂。 」佐西玛答道：「阿们。」于是两人

都起身站立。那妇人问长老：「上帝之人，你为何到我这样一个罪人这里来？为何你想

要见一个赤身裸体、毫无任何德行的妇人呢？尽管如此，我却知道一件事──圣灵的恩

宠及时带你来为我举行礼仪。神父，请告我，基督信徒现在是如何生活的？现在在位的

是哪位君王？教会是如何受到指引的？ 」佐西玛说：「母亲，因着妳的祈祷，基督赐予

众人持久的和平。求妳满全一个老人不配的祈祷，请为整个世界，也为我这罪人祈祷，

这样，好使我在旷野里的行走不致徒劳无益。 」她回答说：「你是一位司祭，佐西玛院

长，要为我及众人祈祷的正是你──因为这是你的召叫。但是，正如我们必须听命顺服，

我要喜乐地做你所要我做的事。 」说着这话，她转向东方，举目向天，伸出双手，开始

低声祈祷起来。

人是无法听明白断断续续的片言只字的，因此，佐西玛无法明白她在祈祷时所说的

话。那时，他站着，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心怦怦地跳着，两眼注视着地上，一句话也

不说。他发誓，呼求上帝作证，当他最终认为她的祈祷太长了时，他举目看到她由地上

升起了一肘的高度，正站在空中祈祷。当他看到这一情景，大为惊骇，遂仆倒在地上哭

泣起来，反覆诵念「求主怜悯」。当他俯伏在地上时，有一个念头袭来：「这不是一个

灵体吗？也许她的祈祷是伪善的。」就在此时，那妇人转过身来，将长老由地上扶起，

说：「院长，有关于我的思想在诱惑你，令你困惑不已，那思想告诉你我是个灵体，我

的祈祷是假装的，是吗？圣父，你要知道，尽管我受到圣洗奥秘的护卫，我只不过是个

罪妇。我不是灵体，只是地上的尘土血肉而已。」她一边说着这些话，一边为护卫自己，

在自己的前额、眼睛、嘴巴及胸前划十字圣号，说：「愿上帝由那恶者及其阴谋诡计中

保护我们，因为它们凶残地与我们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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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老听到并看到了这一切，就俯伏在地，抱着她的脚，含泪说：「因着基督我们的

上帝的名，祂由童贞女所生，为了祂的缘故，妳衣不蔽体，为了祂的缘故，妳耗尽了妳

的肉体，求妳不要由妳的仆人前隐藏起来，妳是谁，妳于什么时候，怎样进入这旷野？

请告诉我这一切，好使上帝的工程能被人所知。在隐藏的智慧与隐秘的宝藏里，有什么

利益？请告诉我这一切，我恳求妳。因为妳講述这些不是为了虚荣也不是为了自我表现，

而是为了向我这不堪的罪人启示真理。我信上帝，妳为祂而活，并且妳也事奉祂。我相

信祂带领我来到这旷野，好向我显示祂为妳设的道路。我们是无法对抗上帝的计划的。

若让妳和妳的生活为人所知不是上帝的旨意，祂就不会允许人见到妳，也不会赐我力气

经历这一旅程，像我这样的一个人，在先前决不敢离开我的修道小室。」

佐西玛院长还说了很多，但妇人扶他起来，说：「院长，向你讲述我可耻的生活，

令我感到羞愧，为了上帝的缘故，请宽恕我。但是，正如你已看到的，我赤身裸体，同

样，我也要将我所做的一切赤露地摆在你前，好让你知道我的灵魂所充满的是怎样的羞

耻与淫秽。正如你所想的，我这样做不是出于虚荣，因为像我这样一个魔鬼的特选之器

有什么可骄傲的呢？但是，若我开始讲述我的故事，你会远离我，犹如躱避蛇蝎一般，

因为你的两耳不能容忍我所做所为的邪恶。但是，我仍要告诉你所有的一切，毫不隐瞒

任何事，只求你先为我不断地祈祷，好让我在审判之日获得怜悯。 」长老哭泣了起来，

妇人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圣父，我出生于埃及。当我的父母还在世时，我十二岁时，我就抛弃了父母之爱，

去了亚历山大里亚。我在那里是如何丧失我的童贞，之后，我毫无节制贪得无厌地淫荡

度日，忆及这些，我都感到羞耻。更应只是简短地讲述这些事，这样你就可以只知道我

的情欲与我的放荡。有十七年之久，请原谅我，我就像这样生活着。我就像一团公然燃

烧的淫荡之火。这并不是为了谋利──在此，我说的纯属事实。经常当他们想给我钱时，

我拒不接受。我这样做，使得许多人能够得到我，免费做那能带给我愉悦的事。你不要

以为我很富有，也不要以为我不收钱是为了这个原因。我以乞讨为生，常以编麻绳过活，

但是，我却有着毫不知足的欲望与难以遏制的情欲，想要生活在污秽之中。对我而言，

这就是生活。每一种对本性的滥用，我都视之为生活。我就是这样生活的。后来，有一

个夏天，我看到有一大群利比亚人和埃及人向大海的方向奔走。我问他们中的一个人，

『这些人急速跑往何处？ 』他回答说：『他们都要去耶路撒冷，参加几天后要举行的举

扬尊贵及施生命十字圣架的庆典。 』我对他说：『如果我想去的话，他们会带我同他们

一起去吗？ 』『如果妳有钱支付旅途及膳食费用，没有人会阻止你。 』我对他说：『说

实话，我没钱，也没有食物。但我要与他们一起去，我要出国。他们会养活我的，无论

他们是否想要如此。我有肉体──他们可以得到，以支付旅途的费用。 』我突然充满了

想要去的欲望，院长，想要拥有更多可以满足我的情欲的爱人。我告诉你，佐西玛院长，

不要强迫我将我的丑事告诉你。上帝作证，我担心我的话会玷污你和空气。」

佐西玛一边哭，一边回答她说：「请继续说，母亲，为了上帝的缘故，请说，不要

中断如此有教益的故事的思绪。 」

于是，她重新开始叙述她的故事，继续说：「那年青人听到我的这些无耻言语，哈

哈大笑，就走了。而我则丢下我的纺线车，朝着大海，沿着每个人都行路的方向跑去，

我看到一些年青人站在海岸边，大约有十几个人，他们充满活力，行动谨慎，我确定他

们会按我的意图做的（他们中的一些人似乎在等更多的旅伴，而另一些人已向岸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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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我像往常一样，不知羞耻地混入人群，说：『请带我和你们一起去你们要去的地

方吧；你们会发现我不是个多余的人。

』我还说了更多引人哄堂大笑的话。他们看到我情愿不知廉耻，遂欣然带我上船。他们

等待的那些人也来了，我们立刻起航。我要如何给你讲述在这之后发生了些什么事呢？

有谁的唇舌能够讲述这些呢？又有谁的耳朵能聆听在航行过程中船上所发生的一切事

呢？我频繁地与那些可怜的年青人做这一切事，甚至违背他们自己的意愿。没有什么提

到过的或是未提到过的腐化堕落是不能教给他们的。院长，我很奇怪，当我将如此众多

的灵魂陷入我的罗网时，大海怎能容忍我的淫荡，大地怎么不裂开，地狱怎么不活活将

我吞下？我想上帝是在寻求我的悔改。因为祂不愿罪人死亡，却宽宏地等待他回头归向

祂。最后，我们到了耶路撒冷。在庆节到来前，我在城市了住了几天，我仍过着同样的

生活，也许甚至更糟。我并不以我在海上所引诱、帮我来到耶路撒冷的年青人为满足；

我还诱惑了许多其他人──城里的居民和外来人士。举扬十字圣架庆节的一大早，我仍

四处奔走──猎捕青年人。天亮时，我看到每个人都快速前往教堂，于是，我也和其他

人一走跑去。举扬十字圣架的时候到了，人群拥挤着通过教堂大门，我也想在人群中分

开一条路好进入教堂。

「最后，我费尽力气终于快要挤到教堂的入口处，施予生命的十字圣木就在教堂里

向民众展示。当我踏上众人都通过的台阶时，某种力量阻止我进入教堂。那时，我被人

群推到一边，发现自己独自站在教堂的走廊里。我以为这事发生是因为我身为女人力气

衰弱的缘故，我再一次开始进入人群，用手分开道路，想要挤进去。但是，我的努力都

是徒然的。我的脚再次踏上台阶，其他人正从台阶上毫无阻碍地进入教堂。似乎惟有我

被阻止不能进入教堂。好像有一队士兵站在那里不让我进去。我再一次被同一种强大的

能力阻挡在外，我又再一次站在教堂的走廊里。我反覆尝试了三四次，最后，我精疲力

尽，再也没有力气推挤，因此，我走到一边，站在走廊的角落里。只有花了九牛二虎之

力后，我才渐渐地领悟过来，我开始明白为何我被阻止不能进去瞻仰施予生命的十字架

的原因了。救恩的话语温柔地触动了我心灵的眼目，它启示我，正是我不洁的生活禁止

我进去。我开始哭泣哀号起来，用手捶自己的胸口，从我的内心深处发出叹息。」

「于是我站在那里哭泣，我看到在我之上有一幅至圣上帝之母的圣像。我目不转睛

地看着圣母说：『圣母，上帝之母，妳在肉身内诞生了上帝圣言，我知道，我确实清楚

地知道，永贞者，妳的身体与灵魂都保持纯洁，像我这样一个不洁而又腐化堕落的人，

仰望妳的圣像不会受人的尊重与赞美。在妳的童贞洁德之前，我理应感到可憎可厌。但

是，我听说，由妳所生的上帝成为人就是为了召叫罪人悔改。求妳帮助我，因为我没有

其他的援助。求妳命令教堂的入口为我开启。求妳许我瞻仰可敬的十字圣木，由妳所生

者在肉身内在其上受难，为了罪人的救赎，为了像我这样的一个不配的人，祂在上面倾

流祂的圣血。求妳在妳的圣子前成为我信实的见证，我决不会再次以邪淫不洁玷污我的

身体，当我瞻仰到十字圣木时，我就要弃绝世界及其诱惑，我要去妳引领我去的地方。』

我这样祈祷了，仿佛在坚定的信仰中获得了某种希望，感到对上帝之母的仁慈的抱有信

心，我离开我站立祈祷的地方，再次前去与拥挤进入圣殿的民众一起进去。这次没有人

阻止我，也没有人挡住不让我进入教堂。我战战兢兢，几乎神志失常。

「我到达了先前不能到达的教堂大门口，仿佛先前阻挡我的同一力量在为我开道，

现在我毫无困难地进入教堂，发现自己在圣地内。于是，我亲眼看到了施生命的十字架。

我还看到了上帝的奥迹，主是如何接纳忏悔的。我仆倒在地，朝拜神圣的大地，战战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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兢地亲吻大地。我走出教堂，来到应许成为我的保护的圣母那里，去了我发下誓愿的地

方。我跪在上帝的童贞之母前，以这些话语对她说：『亲爱的圣母，妳向我显示了妳对

世人的大爱。荣耀归于上帝，祂通过妳接纳了罪人们的忏悔。我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人，

还能想起并说些什么呢？圣母，是我按照妳所做的见证来满全我的誓愿的时候了。现在，

求妳亲手引领我行走在悔改的道路上吧！』说完这些话，我听到从上而来的一个声音说：

『如果妳渡过约但河，就会找到荣耀的安息。 』听到这声音，我相信它是对我说的，我

向上帝之母高呼道：『圣母，圣母，求妳不要抛弃我！ 』说了这些话之后，我就离开了

教堂的走廊，开始了我的旅程。

「当我离开教堂时，一个陌生人看到了我，给了我三块钱，说：『姐妹，请带上这

些。 』我拿了这钱，买了三个饼，在旅途中随身带着它们，犹如蒙受祝福的礼物一般。

我问卖饼给我的人：『到约但河的路怎么走？ 』他指给我通往那条路去的城门。我往前

奔跑，经过城门，在我的旅途中，我仍一直在哭泣。我向遇到的人问路，在那一天的其

余时间里，我一直都在行路（我想我是在白天第九时辰瞻仰十字圣架的），终于在日落

时分来到座落在约但河边的洗者圣若翰堂。我在教堂里做了祈祷，之后，我下到约但河

里，用约但河圣水洗脸洗手。我在前驱圣若翰堂里领受了神圣而施生命的圣体圣血，吃

了半块我所带的饼。之后，我喝了一些约但河水，躺在地上过了一夜。早晨，我找了一

艘小船，渡到河对岸。我再次向我们的圣母祈祷，求她引导我到她想要带我去的地方。

之后，我发现自己在这一旷野里，自那以后，直到今天，我都远离众人，与人们保持很

远的距离，远离每一个人。我生活在这里，与我的上帝住在一起，祂拯救所有由懦弱与

风暴中归向祂的人。」

佐西玛问她：「从妳开始生活于这一旷野至今已过去了多少年？ 」她回答说：

「我想，从我离开圣城至今，已过去了四十七年。 」佐西玛问道：「妳以什么为食？」

妇人回答说：「当我渡过约但河时，我有两个半饼。它们很快就干了，变得像石头一样

地坚硬。我一点一点地吃，终于在几年后把它们全部吃了。 」佐西玛问：「妳住在这里

这么多年，难道没有生病，面对如此彻底的改变，难道妳没有受过任何苦吗？ 」妇人回

答说：「佐西玛，你提醒了我那些我不敢谈论的事。因为当我回想起我所克服的所有危

险，以及所有困扰我的恶念时，我害怕它们会再一次占据我。 」佐西玛说：「不要对我

隐藏任何事；请告诉我，不要隐瞒任何事。」

她对他说：「相信我，院长，我来到这旷野，与野兽──疯狂的渴望与情欲──作战了

十七年。当我想要吃东西时，我曾开始为鱼肉而懊悔，我在埃及有那么多鱼肉可吃。我

也为没有我所深爱的酒喝而后悔，因为当我生活在世界上时，我喝了许多酒，而在这里

我什至连水也喝不到。我曾因口渴而焦灼难忍，如被火烧。想要唱淫荡歌曲的疯狂渴望

也进到我内，使我大为巅倒混乱，它慢慢地使我想要歌唱我所学会过的撒殚歌曲。当这

些欲念临于我时，我就捶胸，以我进入旷野时许过的誓愿提醒自己。我事物思想回到了

接纳了我的上帝之母的圣像前，我在祈祷中向圣母呼号。我祈求她将那些使我可怜的灵

魂屈服的思想驱走。经过长时间的哭泣与捶胸之后，最后，我看到一道光好像从四面八

方照耀着我。经过狂风暴雨之后，持久的宁静降临了。

「院长，我要如何向你述说那将我再次推向肉欲的思想呢？一团火在我可怜的心里

燃烧，仿佛要将我彻底烧成灰烬，要在我内激起再次投入别人怀抱的渴望。这一欲望一

临于我，我就将自己摔倒在地上，以我的眼泪滴湿大地，我仿佛看到我的见证人在我面

前，因我的背命，他显现给我，似乎预示着罪罚的来临。直到一道宁静甜蜜之光降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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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我，将占据我的思想驱走，我才从地上起来（有时，我就这样俯伏一天一夜）。但是，

我总是将我理智的双眼转向我的女保护人，求她继续帮助在旷野的波涛中快速下沉的这

个人。我总是以她为我的援助者及收纳我的忏悔者。我就这样在持续的危险中生活了十

七年。从那时直到如今，上帝之母在一切事上帮助我，好像是亲手引领我一般。」

佐西玛问道：「妳怎能不需要食物与衣服呢？」她回答道：「当我吃完我所带来的

饼之后，我曾谈到这些饼，十七之久，我以青草以及凡能在旷野里找到的东西为食。我

所穿的衣服在我渡约旦河时被撕破了，后来都穿坏了。我备受严寒酷暑。有些时候，太

阳炙烤着我，而其它时候，我则在冰雪中颤抖。我常常仆倒在地，毫无气息、一动不动

地躺着。我与众多痛苦及可怕的诱惑斗争。但是，从那时起直到如今，上帝的大能以许

多方式引导我有罪的灵魂与卑微的身体。只要我想起我们的主拯救我出离的邪恶，我就

有了希望得救的不朽食物。我以全能的上帝圣言──万有之主──为食为衣。因为人生

活不只靠饼。那些被剥去了罪恶的衣服的人没有庇身之处，将自己隐藏在磐石的缝隙之

中。」

听到她引用了圣经上梅瑟和约伯的话，佐西玛遂问她：「难道妳还诵念圣咏和其它

经书吗？」听到这话，她笑了，对长老说：「请相信我，自我渡过约但河以来，除了今

天看到你外，我没有见过人的面。自我进入这片旷野以来，我也没有见过一只野兽或是

一个活物。我从未由书本学习过。也从未听任何人咏唱或诵念书籍。但是上帝圣言是生

动活泼的，祂亲自教人知识。这就是我故事的结尾。但是，正如我在一开始就请求你的

那样，现在我仍因降生成人的上帝圣言的缘故求你，请为这样的一个罪人祈求上主。」

她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故事，俯伏在佐西玛面前。长老含着眼泪高呼：「赞颂归于

上帝，祂创造了无限伟大、神奇、荣耀而又神妙之事。赞颂归于上帝，祂给我显示了祂

是如何赏报那些敬畏祂的人的。的确，上主，你不舍弃寻求你的人！ 」妇人不许长老俯

伏在她面前，说：「神圣之父，我求你，为了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及救主的缘故，在

上帝将我由此世提走之前，不要把你所听到的告诉任何人。现在请你平安地离去吧，明

年你要再来看我，如果上帝以自己伟大的仁慈保守我的话，我也会见到你。但是，为了

上帝的缘故，请按我所请求于你地去做。明年大斋期间，你不要按修院的惯例渡过约旦

河。 」听到她知道修院的规章，佐西玛很惊奇，他只能说：「愿光荣归于上帝，祂赐予

那些热爱祂的人伟大的恩赐。 」她继续说道：「院长，你要留在修院里。即使你想要离

开，也无法这样做。在奥秘的晚餐的圣日日落时分，你要为我带一些基督施生命的圣体

圣血，存放在一个相称于存放它们圣器内带来。你要在四下无人居住之地的约旦河边等

我，我好前来领受施予生命的圣体圣血。因为自从我在渡约旦河之前在前驱圣若望堂里

领圣体血以来，我至今尚未走近过至圣奥秘。我以无法抑制的爱渴望领受圣体血，为此

我恳求你能满全我的愿望，在我们的主使自己的门徒吃祂的神圣晚餐的那天，给我带来

施予生命的奥迹。你要把你所住的地方告诉修院院长若望。你要照看自己及你的弟兄，

因为有许多需要改正之处。只是不要现在就说这些，只有当上帝引导你时再说。请为我

祈祷！ 」说完这些话，她就消失在旷野的深处。佐西玛跪伏在地，向她站立过的地方俯

首，光荣感谢上帝。在旷野各处漫游之后，他在所有弟兄返回的那日回到修道院。

整整一年，他都不对他人讲论此事，不敢将他所看到的告诉任何人。他自己则祈求

上帝再次将他所想望的那张脸显示给他。他自己备受煎熬，焦虑万分，自己设想着一年

有多长，假如可能，他真希望一年能被缩短成一天。终于到了大斋期第一主日，所有人

念完惯常的祈祷经文，唱着圣咏，都离开修院到旷野里去了。只有佐西玛因病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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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因发烧而卧病在床。那时，他就想起了圣人对他说过：「即使你想要离开，也无

法这样做。」

许多天过去了，他的病终于痊愈了，他留在修道院里。当修士们返回后，在奥秘晚

餐的那天黎明，他按那妇人所嘱咐地做了。他在一个小圣爵内放了一些至洁的圣体圣血，

并在一个小篮子里放了些吉斯（一种食物）、椰枣和在水里浸泡过的扁豆，离开修院前

往旷野。他来到约旦河边，坐在那里等圣人来。他等了很久，开始怀疑起来，他举目向

天，开始祈祷说：「上主，求你赏赐我看到你曾允许我看到的。不要因我罪恶的重负，

让我徒劳地离去。 」就在那时，另一个念头浮上他的心头：「如果她来会怎样呢？这里

没有船，她要如何渡过约旦河到我这个如此不配的人这里来呢？ 」正当他这样思量时，

他看到那位神圣的妇人出现了，就站在河对岸。佐西玛欢喜地站起身来，光荣感谢上帝。

她无法渡过约旦河的想法再次袭来。他看到她在约旦河水上画了十字圣号（按他后来所

说，那天晚上月光明亮），立刻就踏在水上，开始由水面上朝他走过河来。 7 当他想要

俯伏下跪时，她一边在水上走，一边喊道：「院长，你在做什么，你是一位司祭，且带

着至圣奥秘。 」他听从了她的话，她一到河岸边，就对长老说：「神父，请你祝福，请

你祝福我！」佐西玛战战兢兢地回答她，因为当他看到这一神迹，一种困惑的状态临于

他：「上帝真地没有说谎，祂曾应许，若我们净化自己，我们就会像他一样。基督，我

们的上帝，愿光荣归于你，你借你的这位仆人向我显示我离成全还有多远。 」妇人要他

诵念信经和主祷文。他就开始诵念，妇人念完经文，按当时的习惯，给他行了平安的亲

吻礼。她领圣体血之后，向天举起自己的手，满眼泪水地叹息道：「上主，现在可照你

的话，放你的仆人平安离去；因为我亲眼看到了你的救恩。」

之后，妇人对长老说：「院长，求你宽恕，我求你满全我的另一个愿望。现在你要

回修道院去，愿上帝的恩宠引导你，明年请再次到我第一次遇到你的那地方，为了上帝

的缘故，请你前来，因为你要再次见到我，因这是上帝的圣意。」长老对她说：「从今

日起，我想要跟随妳，好能一直看到妳的圣颜。现在求妳成全一个老人唯一的愿望，请

妳吃一些我给妳带来的食物吧。」他将篮子给她看，而她用指尖碰了碰扁豆，吃了三颗，

说圣灵守护未受污染的灵魂。之后，她说：「为了上帝的缘故，请你祈祷，请为我祈祷，

请纪念一个可怜的人。 」佐西玛抓住圣人的脚，求她为教会、为国家、并为他自己祈祷

后，含着眼泪让她离去，他一边叹息忧伤，一边离开，因为他无望战胜不可战胜者。她

再次在约旦河上画十字圣号，像先前那样，徒步从水面上过河。长老怀着喜乐与敬畏之

情回去了，他自责没有问圣人的名字。但他已经决定明年要问她的名字。

又过了一年，他再次来到旷野，到了同一个地方，但却没有看到任何人的踪影。佐

西玛像先前那样举目向天，祈祷说：「主啊，求你给我指示你隐藏在旷野里的纯洁宝藏。

我向你祈祷，求你给我们指示世界不配拥有的在肉身内的天使。 」那时，佐西玛看到在

河对岸圣人的脸朝向初升的旭日，躺在地上死了。她的双手照习俗那样地交叉着，她的

脸朝向东方。佐西玛跑过去，以泪水滴湿圣人的脚，亲吻它们，他不敢碰圣人身体的其

它部位。他哭了很长的时间，之后，他吟咏指定的圣咏，诵念殡葬经文。他自己思量说：

「我要埋葬一位圣人的遗体吗？这相反她的意愿吗？ 」那时，他看到在圣人头边的地上

写着一些字：「佐西玛院长，请将卑微的玛利亚的遗体埋在这地方。让尘土归于尘土，

请为我向主祈祷，我于埃及人的费茂丁月（罗马人称之为四月）的第一天，亦即我们的

主受难节的当天晚上，在领受了基督的圣体圣血之后离开此世。 」长老读了这些话，因

为得知圣人的名字而高兴。他还知道了，当她在约旦河边领受了至圣圣体后，立即就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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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到她离世的地方。佐西玛用了二十天的时间才到达那里，玛利亚显然只用了一个时辰

的时间就到了，并立刻就将自己的灵魂交付给了上帝。

于是，佐西玛思量道：「是按她的希望做事的时候了。但我手头什么也没有，如何

挖坟墓呢？」那时，他看到附近有块行人丢弃在旷野里的木头，就拾起它来，开始掘地。

但是地又硬又干，长老的努力并没有什么效果。他越来越累，汗流浃背，长叹一声。他

举目观看，见一头巨大的狮子站在靠近圣人遗体的地方，舔着她的脚。一看到狮子，他

恐惧惊起来，尤其是他想起玛丽曾说过她在旷野里从未见到过野兽。他画十字圣号来保

护自己，一个思想袭上心头，躺在那里的人的大能会保护他，使他不受伤害。就在那时，

狮子走近他，用种种动作表达善意。佐西玛对狮子说：「这位伟大的人命将她的遗体埋

葬。但我是个老人，没有力气挖掘坟墓（因为我没有铲子，去取一把铲子要花很多时

间），因此，你能用你的爪子挖掘一个坟墓吗？这样我们就能将圣人的可朽圣殿埋在地

里。 」他还说话的时，狮子就开始用前爪挖了一个足以埋葬遗体的深坑。长老再次以眼

泪洗圣人的脚，求她为众人祈祷，在狮子面前用土掩埋了圣人的遗体。

圣人的遗体就像先前那样，除了佐西玛给她的那件破旧的斗篷外，什么也没穿。玛

丽穿着它离开，设法用它遮蔽自己的身体。之后，长老和狮子离开了那里。狮子像羔羊

一样地进入旷野深处，佐西玛则荣耀赞颂着我们的主基督返回修道院。当他回到修道院，

把一切都告诉了全体修士，众人都因听到上帝的奇迹而惊异。他们怀着敬畏与爱心将圣

人的事迹记在脑海。修道院院长若望正如圣玛丽预先告诉佐西玛院长的，发现在修院里

有许多错误，在上帝的帮助下，他更正了这些错误。圣佐西玛在同一座修道院里去世，

进入了永生，享年近一百岁。

修士将这个故事口口相传，但却未将它记录下来。但是，我一听到这故事，就把它

写了下来。也许其他更好地获知此事的人早已把圣人的生平写了下来，但我尽我之所能，

记下了一切，将真理置于一切之上。愿施行惊人奇迹、慷慨地赐予那些怀着信德归向祂

的人恩赐的上帝赏赐那些在此故事里为自己寻求光明的人，这些人聆听、阅读并热切地

写下它，但愿上帝连同所有在不同时候以自己的虔诚思想与劳苦取悦于上帝的人，赏赐

他们蒙福的玛丽应得的份额。但愿我们也能将荣耀归于上帝，永恒之君，愿祂为了我们

的主耶稣基督也在审判的日子垂怜我们，愿一切荣耀、尊威、权柄及钦崇，都归于基督，

偕同永恒之父及至圣而施予生命的圣灵，自今至永远，及于万世。阿们。

埃及的圣玛丽生平终。荣耀归于上帝！

注：本文圣经引文采用天主教思高圣经，故人名亦按天主教译法译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