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要內容：

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與世界和平之路
朱易
暢銷書作者, 歷史學家克倫阿姆斯壯在她的新書,
<<偉大的轉型 >>中指出,世界上偉大宗教的共同出發
點, 可以用孔子的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來概括.阿姆
斯壯認為,世界上的各種宗教雖不同,但卻有一個共同
點,就是不要傷害他人.但令人遺憾的是,秉持這一原則
的任何一種宗教,在堅持教義之下, 卻常常會傷害到宗
教外的人.
其原因是, 每個人都有這種想法, “我的宗教比你的
宗教好”, 作為一個信仰者, 認可自己的宗教, 原本是
天經地義的, 但不知不覺中, 這種排它的思維卻正好與
“不傷害他人的”原則相左了.
阿姆斯壯指出, 不管人們願意與否,世界已在政治,
經濟上融成一體, 迦沙和伊拉克發生的事,將會影響到
紐約的社區生活.而唯一可以讓宗教間和平共處的方法,
就是孔子提出的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阿姆斯壯將它
稱之為黃金律.
阿姆斯壯認為, 宗教之間之所以會走到水火不相容
的衝突地帶, 是由於每個宗教中的極端主義者所作所為

香港前香港政府司長陳方安生，帶
領了的群眾上街遊行。民陣宣稱有五萬八
千人參加；但是，香港警方則估計只有二
萬八千人參加。同樣的事件，為什麼有兩
個數據呢？
台灣有位部長先生曾說：「台灣地
圖應該橫過來看，如此一來，中國大陸的
位置就在台灣下方，台灣就居高位，且是
世界地圖的中心。」，為什麼不顧世界的
習慣用法，作出這樣的說法？
有人常常示出他與政要們的合照，
以暗示他個人在政要之間的穿梭。照片就
能証明一些事情嗎？
有商界的朋友，指著「商業名人
榜」的精美獎牌，述說他登榜心情，用以
表示他事業成功，受主流社會的注目；事
實真是如此嗎？
一位名不見經傳的教授，拿出獎
章、獎狀告訴你，他已榮登世界 200 大
的世界知名學者，你會相信嗎？
以上這些事實，使我想起古代漢朝

的結果, 而產生宗教極端主義的根源, 是由於有一部分
人對其宗教生存產生了懷疑, 從而生產了恐懼心理.宗
教極端主義往往先在其宗教內部產生衝突, 最後在擴張
到宗教外部.
阿姆斯壯認為宗教間可以和平共處, 因為她認為大
部分人有信仰, 是因為他們想每週有一次在靈性上有些
提升,然後在繼續過常人的生活,因此宗教極端主義沒有
多大市場,也正因為大部分對教義並不認真,才讓極端主
義對宗教的生存產生的懼怕心理.從而用力地推展他們
的價值觀, 隨之而來的是外部矛盾的激化.
阿姆斯壯認為, 耶穌提出的 “愛你的仇敵”, 則是
最高的境界, 因為在古代, 愛不僅僅是同情,關懷的心
理,而是一個具有法律意義的條文. 愛是合同或條約中
的一種責任,如果愛一個人,就得關照他的利益,給他實
際上的支持.所以, 愛仇敵, 就是讓仇敵的利益不致損
失,給仇敵實際的支持, 的確它比孔子的黃金律更上了
一層樓.
阿姆斯壯是從宗教比較的角度給出了不同宗教的共
同點.但近年來, 不同宗教之間的良性互動漸漸熱洛,
原因之一就是, 越來越多的宗教人士認識到, 不同的宗
教之間和平共處, 是讓世界各國和平共處的唯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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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文藝

第 2版
第 3版

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教義, 只要找到共同的價值觀,這
樣才能達到宗教間的和平共處.那些 “宗教共處活動”的
活躍人士, 雖然堅持自己的宗教原則, 但他們更渴望尋
求出一條世界和平之路.
例如六月中, 在洛杉磯的一所聖公會教堂裏,聚集
了來自三個不同宗教的五十多位神職人員,學者和作家,
輪流向近千人作演講, 他們不是在論證那個宗教更好,
他們是為了尋找三個宗教的共同點, 從而找到世界的和
平之路. 這五十幾個人分別代表了基督教和伊斯蘭和猶
太教,他們參加的討論會是一個名為 “宗教共處,尋求和
平”的計畫的一部分.
參加演講的宗教人士的結論是, 要宗教共處,尋求和平,
就必須從實際行動中,尋求共同的價值觀,從而尋求世界
和平的道路. 這些宗教共處尋求和平計畫參予者的共同
價值觀, 就在於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祖先:先知亞伯拉
罕.
阿姆斯壯和 “宗教共處”活躍人土之間有一個共同
點, 就是追溯宗教的根源來尋求對話的平臺. 人類間的
仇恨都是歷史沉澱而來,如果能順著時間的線索,回溯到
祖先,仇恨就可以化解.從這個意義上看,這些學者和宗
教人士的求索,為人類和平帶來了新的盼望.

「夜郎自大」的故事。漢朝的時候，在中 是表現在地圖位置的上與下，世界的中心
國西南方有一個很小的國家叫夜郎，約在 也不是某個人說了算，但他仍然顛倒是非
今天貴州省桐梓縣境內。有一次，漢朝使 作出一些愚昧的說法。
者出訪夜郎，夜郎國王驕傲地問道：「漢
誰都知道，那些與政要們的合照，
朝與我們夜郎國，究竟是那一個國家大
是出錢參加政治餐會的附產品，並無實質
呢？」，當時的夜郎國王受困於環境、窮 的價值，但他們仍然自欺欺人、炫耀於人
山惡水、交
前。
通不便、資
所謂「名人
訊不發達的
榜、獎章、
限制，不知
獎狀」也都
外界實況，
是商業社會
曾慶華
不知別人的
中花錢買來
大也不理解
的廉價榮
自己的小，自然而然產生了自大、愚妄的 譽，但他們仍然沾沾自喜、自我膨漲。
心態，說出這一番話來，我們是可寄予同
他們真的個個都是那麼愚昧無知
情的。
嗎？其實，他們個個都明白知道外面的世
但是，在今天是資訊、科技發達的 界，但他們寧願選擇封閉自我的心靈，限
時代裡，他們明知警方是科學儀器讀出的 制了自己的世界，陶醉在自我塑造的美景
精密數字，但他們放棄，寧用自己的誇大 假像之中；這種心態較之古代夜郎還更夜
之詞。
郎，可稱之為「現代夜郎」亦不為過。
三歲小孩都知道，國力之大小，不
古代夜郎的自大是局限於事實，被

現代夜郎

客觀世界所限制而生；現代夜郎的自大則
是以自我為出發，大膽妄為的抹殺事實，
自封世界第一。
現代夜郎者不顧外在的客觀世界，
他們自掘一口井，自願跳至井內，他們的
天空就是那井口，做一隻井底之蛙。
他們用自封的心靈，矮化別人、自
我膨漲，去建構自我的世界；他們自己劃
出一塊狹窄的世界，在自我的空間裡，關
起門來自己當大王。
看起來現代夜郎的心態是一種個人
的自閉行為，與社會大眾無關。
但是，最可怕的是：如果現代夜郎者
是一個群體的頭頭、是一個機構、教會的
領袖、甚至是一個國家的領導，那麼這一
個現代夜郎就會帶出一批古代夜郎，把一
批人的視野狹窄化、自我化、絕對化，進
而做出一些狂妄無知的行為，如 911 事件
一般，造成傷害個人、社會、甚至國家無
法彌補的災難；這是作為一個現代人的我
們，必須加以警惕的。

抽思心情

漫話人生
生活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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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問答
稅務資訊

婦女家庭
江山多嬌
華夏文化
文學拾穗
五花八門
演藝綜合
藝術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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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沙龍》歡迎 文化人 來相聚
每個星期日下午 3 ： 00— 5 ： 00P.M.，我們相聚在一起 〔免費茶點、晚餐招待〕
我們是一群來自大江南北、五湖四海的異鄉客旅；不論我們現在從事任何行業，但我們有基督的愛以及對中國文化關懷的那把「文
心之火」永不止熄。如您有空，又有一顆「文心」；請來《文心沙龍》，讓我們溫馨的聚在一起分享基督的愛、一起談天說地，以慰鄉
愁，一起拾回那曾經擁有、卻已失落的「文心」。
7
7
7
7
8
8
8
8
9

月 9 日
月 16 日
月 23 日
月 30 日
月 6 日
月 13 日
月 20 日
月 27 日
月 3 日

憂鬱與信仰
（主講人：趙 君 女士 黑龍江大學 ）
（文心基督教會全体，參加退修會；本週停止討論。）
文學與靈魂
（主講人：劉慧娟 女士 自由作家 加州大學博士班研究）
從戲劇看人生
（主講人：李世宗 先生 作家 美國格林威治大學土木工程博士 ）
比較以斯帖與張愛玲筆下女性的描寫 （主講人：賀安慰 女士 英國文學碩士）
讓生命更完整
（主講人： Shirley 譚 女士 四川大學 數學碩士）
旅美一年情
（主講人：賀璋瑢 女士 華南師範大學教授 歷史學博士）
五教并談話真理
（主講人：夏天恩 先生
加州州立大學行為科學碩士）
生命與死亡
（主講人：朱 斌 先生 華東師範大學生命科學、加州州立大學 M.B.A.〕

地址： 813 E. Chestnut Ave., San Gabriel , CA. 91776 《 文心基督教會 》（於

San Gabriel Bl.和
Chestnut Ave 的交口靠 近順發超市，可停車在「現代牙科廖述佑博士」的停車場內，走路到後面房子。）

連絡人： 陳志平 傳道 (626) 236-3451 ； 曾慶華 傳道 ( 909 ) 322-9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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