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要內容：

走向下一個十年的 “積極性思維”
朱易
有關青年的話題,總是離不開未來,如,“青年是
八.九點鐘的太陽”,“得到了青年,就得著了未來.”因
此,知道現今青年人的想法,就多少知道未來發展的一個
趨勢.
有一個方法可以知道未來的精英們今天在想什麼,
只要看看大學裏選課最多的課程是什麼,多少就可以看
出來未來的社會精英們會有什麼樣的發展.
1980 年代末期,美國大學校園選課最多的是經濟學
入門,到了 1990 年代中後期,那些熱衷於經濟理論的大
學生在社會上歷練幾年後開始創業,果然造就了新經濟
熱潮.

然不全是沖著畢業的要求而去,他們完全是出自本身的
需要.
積極性心理學無非是教導學生如何積極性思維看待
世界,並教導學生如何快樂起來,並感到幸福.哈佛大學
是世界一流的學府,它的畢業生可謂是前途無量,按世人
的標準.他們乃天之驕子,或是受上天寵愛的一群,但他
們最需要的,卻是要被教導如何快樂,如何有正面積極思
維.
正面性積極思維在上世紀最後幾十年裏十分流行,
一個不快樂的人,一個失敗的人,可以借著積極思維,脫
胎換骨,重新做人,他要做的不是努力工作,而是改換思
維,只要對著鏡子重複說,“我是一個成功的人,我決不
會失敗”,就可將生活中難處一掃而光.

的隱形人.
因此，每週日牧師帶領他們高喊“我是個人物”
時,心情就舒暢了,感覺上自己也就成了社會上有用的
人.
如果正面的感覺給人帶來向上的動力,真正通過努
力,來改善自己的環境和生活,那麼每天對著鏡子說“我
是個成功的人”,並無不可,如果這種口號並不能轉化為
行動,那麼它只是個麻醉人靈魂的迷幻藥.
未來的社會精英們,慣于用積極思維,凡事看正面,
對於世界而言,這或許有兩重意義,一是未來的十年,社
會精英們是一群有積極性思維的人,是重視快樂的人,社
會將呈現出積極向上,快樂幸福的文化特徵來,這是好的
一方面。

現今的大學生最想學什麼?以哈佛大學為例.今年春
季選課最多的是<<積極性心理學>>這門課,共有八百多
人選課.這門課程教學生如何使用積極性的思維,對事物

這只是一個口號,誰會相信這個?
實際上,越來越多的人相信喊口號的作用,並努力去
實行,在一些貧困地區的教堂,星期天崇拜的開始,是牧

另一方面,這群社會精英,看事情只看正面,忽略負
面,從不承認失敗,因為凡事都用正面的思維去看,因此
壞事被說成好事,好事被說的大好事,社會將呈現出虛幻

有樂觀態度,和學習如何快樂.大學生選課一是為了畢
業,二是為了將來的發展,選積極性心理學的學生中,顯

師帶領會眾一齊高呼“我是個人物”,這些貧困的會友,
家裏的冰箱是空的,從事的工作是低薪的工作,是社會上

的幸福光景.人們將沉浸在不切實際的幻覺之中,直到災
難的降臨.

據來自市場調研發行商 Packaged
Facts 一份名為《美國的香辛料及
調味料》(Spices and Seasonings in
the U.S.) 的新報告，到今年年底，鹽/
鹽代用品、香辛料、提取物/調味品/食用
色素和胡椒調料的銷售額將達到 29 億美
元。可見，美國人對異族和多元文化的烹
飪方法興趣的增長，大大推動了對各種香
辛料的需求。
當貨物飄洋過海去到他鄉，加上運輸
成本、利潤，其價格必然攀昇，這是不爭
的事實，同時，這些舶來的香料產品也為

根

原產地創造了大量的外匯；反觀舶來的
「新移民」，就趕不上這些舶來物品受歡
迎；甚至有些新移民來美後，生活在社會
的最底層，天天為最基本的生存而拼命掙
扎。這樣的處境，正印證了一句古話：
「物離鄉貴，人離鄉賤。」
為什麼「人離鄉賤」呢？因為，人離
了鄉；人就從傳統文化的創造與參與的行
動中，被拋絕出來，進入新的在地處境
中；整一顆心被完全的倒空，那種失落與

空無的感覺，代之的是無限的挫折與失
望。是一種異鄉過客的情愫 ，是一種客旅
的生涯； 在新鄉之地， 他們失掉了創造之
力，能感念的就只剩下對母國的風俗 、傳
統不能分割的文化臍帶；如同重回母親子
宮內的胚胎，僅靠著一根臍帶，在黑暗羊
水中無根漂浮。

地社會之外，成為一個只為賺錢的機器
人、一個不顧在地社會文化活動的局外
人。
人離了鄉，總是一心一意以打入在地
的主流社會為思考原則。因之，往往忽略
自我移民次級文化圈的社會，甚至保持了
相當的距離，以免受到自我同胞的干撓，

物離鄉貴，人離鄉賤
曾慶華
人離了鄉，總感覺到自我是少數的一
群，是不被關懷的一群 。因為，人總是在
自我的文化生活中展現生命與創造， 人就
在這種行動中發現自我的存在。但異鄉的
處境是生活在不同文化領域中，因著文化
的差異， 這種自我的參與， 自我的創造，
都是完完全全無法實現。
因之，產生悲情， 從而自我棄絕於在

增加自我的負擔與麻煩。然而，卻又找尋
不到進入在地主流社會之門。這種異鄉客
的矛盾心理，常常困擾著新移民者的身
心；久而久之，會產生嚴重的疏離感，形
成了自閉心結的意識，造成對自我同胞的
疏離、且對在地主流社會的疏離的心態，
在這種雙向疏離感的情緒中，有時也會有
一些傷害，諸如自殺、他殺、甚至瓦斯氣

《文心沙龍》歡迎海外文化人
9 月 10 日

鍾素明傳道及女兒汪蕙欣的見証
（主講人：鍾素明 傳道佈道，智障女兒的獻詩及彈琴特別感人。來自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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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慰文愁，一起拾回那曾
經擁有、卻已失落的
———「文心」。

9 月 17 日

用智慧的心，數算你的錢財
（主講人：郭維國 先生

9 月 24 日

（主講人：蔡登文

10 月 1 日

台灣師範大學、霍甫金斯大學 M.B.A.）

做神國人？或做中國人？
先生

時仲論壇報社長

台灣海洋大學）

生命的樂章

爆……等事件，並且引起在地社會對新移
民的不滿。
異鄉客在主觀上有這三種情愫交錯煎
熬，在客觀上又會碰上在地社會的壓迫；
因為，對在地的社會而言：新移民是一個
外來的「入侵者」，是一個異類、是一個
資源的刮分者。以歐洲為例：當社會經濟
下滑時新移民就首當其衝，成了待罪的羔
羊；利用振興經濟為藉口，設立了各種法
案，壓制移民者的成長。
事實上，以加州矽谷為例，眾多的人
力資源中，有 40%的人才是出自新移民
者。可見，移民者對在地社會、經濟是帶
來繁榮與正面貢獻的。
雖說「物離鄉貴，人離鄉賤。」是不
爭的事實。但是，全球化的今天，地球村
中「何處適合生存，何處就是吾鄉。」
實際上，從許多成功的移民者身上，
看到他們「側耳聽智慧，專心求聰明」，
他們守「安樂之道」、行「平安之路」；
身為移民者的我們，實在是不須妄自菲
薄，自閉其自我的前途。

透過鏡片看創造
（主講人：陸繼國 先生 JPL 工程師

10 月 15 日

南達科達州大學電機碩士）

蘇拉蜜女、林黛玉、揚振寧
（主講人：劉志剛 先生 作家 國際神學院道學碩士）

10 月 22 日

文化中的信仰力量
（主講人：鄭更榮 先生 牧師 中華歸主神學院教牧博士）

10 月 29 日

靈魂的感覺

11 月 5 日

現代人的精神放逐

（主講人：王大衛

先生

宣教士

、中醫師

中醫博士）

（主講人：施 瑋 女士 詩人、作家。北京魯迅文學院、復旦大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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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相聚

地址： 813 E. Chestnut Ave.,（文心基督教會）
地址： 813 E. Chestnut Ave.,（文心基督教會）
SanSan
Gabriel
CA 91776
91776
Gabriel,, CA
（位於
GabriiBl.和
Bl.和 Chestnut
（位於
SanSan
Gabrii
ChestnutAve.，可停車在
Ave.，可停車在
「現代植牙中心」的停車場內。）
「現代植牙中心」的停車場內。）
連絡人：陳志平
連絡人：陳志平
(626)236-3451
(626)236-3451
, 曾慶華,(909)322-9563
曾慶華 (909)322-9563

（主講人：張慶祥 先生 西安音樂學院 曾任東方歌舞團作曲指揮 ）

10 月 8 日

國際萬象
漫畫文藝

《英雄帖》歡迎您成為「沙龍主講人」
歡迎大家成為「文心沙龍」的「主講人」
每周日下午 3 ： 00 — 4 ： 00
讓您發表您個人對基督教的研究心得。
隨後 1 小時，大家與您共同討論。
請盡早連絡，將您的簡歷，討論提綱，日期。
E-Mail 至 info@a1126.org
或電 (909)322-9563 曾慶華 我們會安排時間及廣告。

WWW.A1126.ORG
歡迎 上網
閱覽各項專欄
焦點新聞、歷史煙雲、今日以斯帖、靈修日記
健康資訊、Read with me、山行文化天地
山行基督徒教育研究中心、山行文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