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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奧林匹克游泳隊的風
雲人物菲爾普斯，年僅十九嵗 胸
懷大志，賽前誇下奪得八面金牌
的豪語，然而他的夢想，因爲 四
百公尺接力賽得到銅
牌而破滅了。隊友質
疑教練偏好菲爾普
斯，因此排擠了比他
更合適的泳將，反應
出了痛失金牌的挫折
感。
反觀美國女子四百公尺接
力賽跑的決賽，因爲 接棒失誤跑
了最後一名，他們的痛苦可想而
知，然而老將瓊斯擁抱隊友，拒
絕批評其中任何一位選手，只是
強調他們是一個團隊，很高興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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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成爲 隊友。這樣的反應實屬難
其中之一，就是團隊精神難
得，不但安慰了深深自責的隊
以落實。姑且不論贏的時候，只
友，也令我們這些旁觀者感動。 要輸了，我們傾向找個讓自己好
在我們現實的生活裏多半存 過一點的理由，最常用的，就是
將責任推到別人身
上，疏解自團隊而來
的挫折感。
其實，處理團隊挫
折並不容易，像孩子
劉艾青
一般的哭閙 不能解決
問題，於是用責怪別
在了類似前者的情形，除了一個 人來宣洩，這樣和孩子幼稚的哭
人可以完成的工作，敗了追究責 閙 沒有兩樣。成熟的做法，應該
任屬誰，贏了就想居功，真是應 不論別人的錯有多少，要用就事
驗了有人就有問題的説法。問題 論事的態度解決問題，改變“都
出在那裏呢？
是你”的埋怨習慣，避免人身攻
擊，才能持續團隊合作的精神。

改變 “都是你！”
的 埋怨習慣

我們被迷惑了

圖：游建國

謝文郁

丁果
我參加文革後第一屆
高考，從農場考回上海讀
書，畢業後留校任教。因
為想要為中國現代化找一
些成功的模式，八四年就
去日本留學，同時進行中
日比較研究。
因為我在日文上下過
很大功夫，所以到日本後
很快就適應了新的生活。
一方面在亞洲學研究的重
鎮——東洋文庫擔任外國
人研究員，在我之前，作
家張承志在那兒做研究
員，一方面則考上了東京
著名的私立大學——立教
大學，攻讀碩士和博士學
位。
同時，我也在日本的
報章雜誌寫評論，反響也
不小。好像雙語的寫作並
不怎樣困難。我在日本有
了知名度，生活緊張卻也
挺充實的。還有，我那時
年輕，感情充沛，當然不
會放棄談戀愛的大好時
光。留學生活，孤身在
外，“同是天涯淪落
人”，心與心的交流真誠
而自然。
於是，我 很快就陷
入熱戀，然後是結婚。誰
知，在國內是醫學院高才
生的妻子，竟然要放棄日
本的獎學金和名校的學
位，到北美來留學。理由
是她不喜歡日本這種男權
主義猖獗的封閉社會。
我尊重她的選擇。我
不贊成女人是男人的附
庸，在人生中能作出果斷
抉擇的女人是有魅力的。
於是，我把她送上了飛
機。兩個星期後，妻子從
渥太華打來電話，謂蠻後
悔放棄已經習慣的日本生
活，一個人到新地方重新
來過。言下之意，希望我
勸她回日本。
我學過心理學，知道
這只是暫時的動搖和軟
弱，是對過去生活的某種
慣性依戀。她的內心深
處，並沒有改變初衷。於
是我鼓勵她，堅持自己的
選 擇，不要讓將來的自己
後悔。
妻子來到加拿大兩個
月，我就去渥太華看她。
踏上這塊廣 和美麗的土
地，我就有一種感動。初
秋時節，正是楓葉開始飄
紅的時候。這是一塊年輕
的土地，尚沒有被現代都
市的極度貪婪所淹沒，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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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當今中國文化，一個顯著的現象便是西
氣中流蕩著處女般的馨香
與恬靜。
但是住了三個月，我
依然惦記著日本的學業和
那種如魚淂水般的生活。
我記得很清楚，那年的十
月七日，東京正是秋高氣
爽開運動會的好日子，渥
太華竟然下了第一場雪。
我拿天氣作藉口，說怕
冷，就飛回了東京。其
實，我的內心面臨著巨大
的掙紮。
博士課程已經進入寫
論文的階段，而且，我的
好幾篇論文竟然都在日本
最好的社會科學雜誌上發
表，學位已經遙遙在望。
那個時候，在日本那文科
博士學位很不簡單。換句
話說，我只要按步就班，
在日本的前途可以說有了
保障。再說，在北美生
活，我連一句英文都不
會，豈不是“五十歲學吹
打”，一切從頭來起？我
思考了八個月，在東京。
八個月，我走過的每
一個地方，甚至是酒吧餐
廳，都懷著最後一次來的
告別心態，頗為悲壯；卻
又帶著一絲絲戀戀不捨。
許多人都害怕，人生
要經常重頭開始。後來，
我再思想，當初毅然拋棄
在日本的一切，來到人地
生疏語言不通的北美，表
面上好像僅僅是為了家庭
感情。但再往深處想，也
有我性格中的倔強在起作
用。
能瀟灑對昔日的輝煌
說再見，才是對過去真正
的擁有；能充滿自信地走
向未知世界，才是瞭解自
己的最佳途徑。許多人安
逸於過往的習慣狀態，從
而喪失了達成自我完美的
天賜良機。
表面的安定，或許是
心死的囚牢；走向動蕩，
卻可以嘗到永久寧靜的甘
美。
在加拿大, 我體會到一
種前所未有的美好，那就
是重新發現自己。
人生的路，沒有浪
費，只要你滿懷誠意去
走，滿懷希望去走，滿懷
從容去走，無論從哪裏開
始，無論從什麼年齡開
始，無論從什麼階段開
始，到會走出動聽的旋律
與樂章。你相信嗎？

我們還能強烈地感覺到反宗教情緒。於是，盡管
佛教，基督教，道教，伊斯蘭教以及形形色色的
民間宗教（或迷信）在普通百姓中有廣泛的活動
空間，它們無法參與主流文化運動。
然而，當我們轉而瀏覽西方文化時，發現宗
教是作為一種主導力量在參與思想運動。具體來
說，如在美國社會，基督教的滲透在每一思潮中
都有明顯的體現。
實際上，當我們把一些西方思潮中的反宗教
傾向加以擴大而忽略其中的宗教情緒時，我們就
被迷惑了，而且無法深入理解這些思潮。於是，
一方面，我們跟隨這些思潮而高喊反宗教口號，
另一方面，我們又不得不為這些思潮的內在的宗
教情所支配，進入到一種連自己也不知道的宗教
生活中。這是一種可悲的境界。

方思潮橫流天下。五四運動以降，我們經歷了一
次又一次的西方思想潮熱。人們希望在西方諸思
潮中為中國文化的未來發展找到新方向。即使是
以中國文化傳統自居的新儒學也不得不在康得哲
學中尋找支持。
於是，在當今大陸思潮中，西方思想成為顯
學，諸如相對主義，懷疑主義，實證主義，科學
主義，和個人主義霸佔了思想論壇。近些年來則
有後現代思想和西化了的新儒學嶄露頭角。
由於這些西方思潮都以反宗教的新式向中國
人展現，因而在西方思潮橫流的當代中國文化中

歷史煙雲:

君臣恩怨
朱易 圖：游建國

以色列大衛王朝有一位重要人物，就是以色列
國的軍事統領約押。
約押早在大衛逃避掃羅追捕時就跟從大衛出生
入死, 轉戰曠野，幾次與掃羅王擦肩而過。後來他
隨大衛下到非利士的土地，參加了大衛以少勝多，
大敗亞瑪力人的洗革拉之役。當大衛回到猶太地作
猶太王時，約押率領大衛的軍隊，與以色列軍隊爭
戰。這時的約押展現出其出色的軍事才能。他率軍
隊在叢林中與以色列軍隊展開了生死搏鬥，幾年下
來，由弱變強，在戰場取得了優勢，造成以色列君
臣們倒戈相向大衛，成就了大衛登上以色列的王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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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風
在華府，一直就有所謂的連任總統醜聞陷阱之說。
因爲 自二戰以來的總統，在其第二屆的任上，多多少少
總要鬧出醜聞來。
前任總統克林頓是“拉鏈門”醜聞，雷根總統是
“伊朗門”醜聞，尼克森則是水門事件。在往前去是艾
森豪威爾總統，他的首席助手因商業醜聞而去職。
學者對爲 何連任的總統總得鬧出些醜聞有解釋，他
們認爲 總統連任成功，權力空前鞏固，正好落入了權力
使人腐敗的規律之中。因此總有人會因守不住道德的標
準而落入陷阱之中。
但歷史表明，白宮醜聞似乎對華爾街的行情無負面
的影響。1959 年艾森豪威爾的助手因醜聞辭職時，標
準五百上升了三十八個百分比。1974 年尼克森總統因
醜聞下臺時，標準五百上升了十二個百分點。1986 爆
出伊朗門醜聞，諾斯辭職那年，標準五百上漲十四個百
分比。1988 年，又有人因伊朗門被定罪，標準五百上
漲十二個百分點。1998 年，克林頓醜聞爆發，面臨被
彈劾股市逆勢而上，上漲 26.7%。而在 1999 年國會彈劾
總統時，股市上漲 19.5%。
華爾街的醜聞行情，也許真的應許了詩人的名言，
高貴是高貴者的墓誌銘，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世道
越混亂的時候，金錢就越是滾滾而來。一帆風順讓當政
者栽跟鬥，日進鬥金者也難免不了落入陷阱之中。
有人辯稱基督徒幷 不應該排斥金錢，畢竟幫貧救
困，傳揚福音沒有錢辦不成。但光想著如何賺更多的
錢，就會落入貪財的萬惡之根去了，成了服事金錢的奴
僕。因此在富足亨通時，仍能保持敬虔的心，是基督徒
必須面對的功課。

的大事。
約押善於用兵，他率領的軍隊，與敵人相較都
處於劣勢，但約押總能出奇制勝，變不可能任務為
勝利，堪稱為常勝將軍。當年大衛剛登基為以色列
王，定下建都耶路撒冷的戰略，不想還未攻下耶路
撒冷，北方的強鄰，非利士人就想趁大衛根基未
穩，一舉將其殲滅。他們追趕大衛到了礦野，在利
乏音穀兩次將大衛團團圍住，但兩次均被大衛擊
敗，作為大衛軍中元帥，約押在這兩次生死之戰
中，充分展露其軍事才能。
當大衛軍隊兵臨耶路撒冷城下，守城的耶布斯
人自以為有天險可守，不把大衛軍放在眼中，他們
甚至放話說，耶布斯中只要派出瞎子，瘸子就可守
住耶城，可見耶城是一個易守難攻之地。在約押的
指揮下，大衛軍隊很快就攻下天險耶路撒冷，使大
衛能進城定都，為迅速平定全國混亂，安定天下起
了重要作用。
此後約押率軍隊南征北戰，不但擊敗了外敵的
多次入侵，還收復了許多失地，以色列的境界在大
衛王朝時擴大了許多，其中約押的功勞最大。
大衛年間，曾發生兩次政變，兩次都是由約押
指揮平定了叛亂。約押不但追隨大衛共患難，是開
國元勳，還是定國將軍，立下安邦大功。可以說大
衛能得天下，坐穩江山，約押功居首位。
說來，約押不是外人，他還是大衛的至親，是
大衛姐姐的兒子。因此對於這位戰功赫赫的功臣和
外甥，大衛理應寵愛有加才是。但是，早在大衛未
做以色列王時，大衛就想更換約押元帥之職，但不
想約押不但打仗有一套，為官也十分精明，他與大
衛暗中較量，憑著心狠手辣，竟次次化解了解職的
危機。
大衛家與掃羅家爭奪掃羅留下的王位，到了最
後關頭，以色列的元帥押尼珥來降，大衛大喜過
望，吩咐其回以色列兵營，將以色列軍民一同召來
歸順。約押聞訊，心中大驚，他深知押尼珥在以色
列軍中的地位無人可比，一旦他召了以色列軍隊來
降，大衛順利當上以色列王，以色列軍隊的元帥就

歸給押尼珥，而與他無分。加上押尼珥在戰場上曾
殺死了約押的兄弟，約押是恨從心頭起，惡向膽邊
生，他在押尼珥回營路上追上他，謊稱大衛有新的
吩咐，押尼珥不知是計，俯首過來，被約押一刀刺
死。
大衛聞訊，即氣又驚，氣的是約押公然抗命，
驚得是約押如此強大，大衛不得不順著他，免得引
火焚身。但大衛心中下了決心，一旦機會成熟，必
定除去約押。
約押對大衛心事，了然於胸，但他羽毛已豐，
照樣我行我素，這君臣兩人，一邊同肩共抗外敵，
一邊卻挖空心思相互攻防。
當大衛之子押沙龍叛王自立為君，押沙龍的軍
隊與大衛的軍隊決戰于叢林，大衛吩咐手下，千萬
別殺死押沙龍，但當押沙龍兵敗身陷重圍時，約押
下手將他的心刺透，並令手下亂刀將押沙龍殺死。
大衛得訊大悲，心中暗下決心，不除約押，誓不為
人。
於是他趁平定另一股叛軍的機會，起用他的另
一外甥，也是押沙龍的元帥亞瑪撒，並有意將軍隊
交給他指揮，但大衛犯了一個錯誤，他僅給了亞瑪
撒三天的時間去招聚軍隊，亞瑪撒過期未歸，大衛
不放心，派約押的兄弟去查看，約押趁機會跟著他
的兄弟見了亞瑪撒，趁其不意便殺了亞瑪撒，重新
奪回帥印。大衛百般無奈，只好繼續用約押作元
帥。約押靠陰謀和恨辣，度過了幾次難關，君臣怨
恨，越結越深。
當大衛行將駕崩，他對新王所羅門千叮萬囑，
要所羅門對約押要照智慧行，不容約押白頭安然下
陰間。顯然，大衛要所羅門不必計較他與約押之間
的恩怨，將約押除去，一來算是君臣恩怨了結，更
重要的是，大衛擔心，如不除去約押，所羅門恐難
掌握得住約押，從而危及政權。
大衛駕崩，所羅門即位，約押也因謀反罪和謀
殺罪被殺，這場幾十年的君臣恩怨人間戲總算是落
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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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行小故事

《文心沙龍》
歡迎海外學子來相聚

「文心沙龍」上個星期天，來了一位新朋
每個星期日下午 3 ： 00—5 ： 00P.M.
友，劉女士；她是因為看了「山行電子報」，
〔晚餐招待〕
後開了 2 小時的車程來參加「文心沙龍」。
5 月 14 日
韓國風、儒家情
劉女士曾在 U.C.L.A.修完「比較文學」的
（主講人：楊宇紅 女士 北京大學哲學，
韓國大學博士班研究）
博士課程，看了「文心沙龍」的討論，很有興
5 月 21 日
猶大原來不是叛徒？
趣；答應成為 7 月份的「主講人」之一。

《英雄帖》
6、7 月中的每個周日下午 3 ： 00—4 ：
00P.M.《文心沙龍》廣邀對基督教的教義有
興趣且曾深思過的個人成為《主講人》；
請將您的簡歷、討論提綱、日期，
E-mail 至 info@a1126.org
我們會與您連絡，安排時間，歡迎大家成
為「文心沙龍」的主講人，讓您的研究成果
與大家分享。

（主講人：莊政誠 博士 中華福音神學院
北美分校 遠距離教學部主任）
5 月 28 日
漫畫人生、人生漫話
（主講人：游建國 漫畫家 飛揚雜誌 ）
6 月4日
「道」不同、相為謀
（主講人：楊丹荷 女士 北京大學
哲學博士候選人）

地址： 813 E. Chestnut Ave.,
San Gabriel , CA. 91776
（文心基督教會）
電話： (626) 285-6249 陳傳道( 909 ) 322-9563 曾傳道

第一屆希望杯桌球邀請賽

新書介紹

山行文化書籍

將於五月二十日晚上七時正式展開

免費贈送

邀請賽將採取兩階段賽程，第一階段為單循還
賽，選手勝一局得一分，取得最高分的前八名進入
第二輪的淘汰賽。邀請賽將決出冠，亞，季軍，發
給獎盃和獲希望杯種子選手榮謄。

作者：李世敏
書名：驚奇之旅

報名方式 ：先電郵報名至

tanlianping@gmail.com,
然後到比賽地點填寫表格。
地點： 希望之夜 – 讚美之家,
9468 Broadway, Temple City, CA 91780 .
時間： 每週六晚七時至十時.
請到” 希望杯桌球邀請賽報名處”報名。

主辦單位：”希望之夜”主辦
協辦媒體：山行文化報.
請上網 www.noh6.org 查看詳情,
或 到 www.a1126.org 查看.

作者：朱易
書名：教會復興中的平信徒

2006 年 山行文化報 主辦
1、來函索取者，寄至：
14520 Walters St., Corona ,CA 92880
2、每星期日下午 3:00— 5:00P.M.，
請親自到《文心基督教會》找 曾傳道
813 E. Chestnut Ave., San Gabriel , CA 91776
3、有任何需要；可電話連絡。
電話：（626）378-1851 朱傳道
（909） 322-9563 曾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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