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要內容：
國際萬象
漫畫文藝
令 YouTube 一舉成名的節目是一位自稱是 17 歲的
少女的作品孤獨的女孩.該日記式的電視系列有近五十
萬觀眾並有成千上萬的電視回應.不過該片中不雅的內
容以及在學校和親子關係上壞的示範,令人懷疑它的真
實性,同時令 YouTube 蒙上了壞名聲.有人稱 YouTube 的
唱片公司無緣於 YouTube 每天播放 1 億個電視作品的大 節目是慘不忍睹.
朱易
市場,而且還讓他們揚言要告別 YouTube 侵權的行為有
如今連白宮也要將政府的宣傳節目傳到 YouTube
時下年輕人中最流行的就是流覽可自行上傳個人電 點進退不得.
上,無疑給 YouTube 洗去了不少壞名聲.這有可能讓
視作品的 YouTube 網站. 以瘋狂來形容 YouTube 在美國
另一個更具革命性的進展是美國總統俯製作的反毒 YouTube 的使用者從年青人向社會大眾擴張.
社會中所造成的影響,一點也不誇張.
品的電視宣傳片放在 YouTube 上,此舉無疑將大大提升
YouTube 成為主導青少年思想的發展主動力,也是青
自從 1990 年代後期新經濟以來,商業新聞中的寵兒 YouTube 在廣大線民中的聲譽.有利於吸引更多的人來使 少年生活形式的大展示和大染缸.其負面影響多過正面
是非網路公司莫屬.先是雅虎,後是 AOL,再來就是穀歌. 用和觀看節目以及上傳他們的作品.
影響.許多教育專家和大部分的家長對 YouTube 在青少
不過媒體寵兒排行榜從來只有長江後浪推前浪,決不會
YouTube 造成對社會的衝擊是整個商業模式的改變. 年中的普及憂心忡忡,壞的東西以最快的速度,最大的範
風水輪流轉.因此總有新的公司成為大眾追捧的對象.
許多大公司,商業大機構受 YouTube 的成功的驅使,爭先 圍在迅速擴散之中,要想關閉這個管道幾乎沒有可能,唯
今天的寵兒是 YouTube.它的名字不斷出現在各大媒 恐後地與 YouTube 合作.
一可做的是使用 YouTube 去影響青少年.
體的商業新聞中,有時不到一天可以出現兩個大新聞.
YouTube 公司成立時間非常短,但其風頭之鍵,猶在
所有這一切表明 YouTube 已成功在社會中取得了
例如 9 月 19 日剛剛傳出時代華納與 YouTube 簽約, 穀歌(Google)之上,每天一億個電視在播放,這個業績令 合理的地位,但它造成的負面影響並未隨之而去,相反給
將允許 YouTube 的使用者在他們的電視作品中使用時代 CNN 等電視公司瞠乎其後.時代華納搶先一步,無疑是搶 家長和教育工作者幫助青少年帶來了阻力.家長們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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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狂的 YouTube 時代

華納的音樂.這個舉動可謂是網路時代解決版權問題的
一攬子方案,可謂是革命性的進展,此舉不但讓其他音樂

了一個先機,而白宮的跟進,無疑開創了所謂的 YouTube
的革命時代.

他們越來越難於適應網路時代父母的角色.不過父母們
並未放棄,祈望他們不會失敗.

加拿大，不，在整個北美，最有法
國風情的大都會當然是魁北克省的
蒙特利爾。在這個夏天的九月底，
我帶著 12 歲的兒子，來到這個世界第二
大的法語都會。對我來說，是一個飄洋過
海，來到加拿大定居的移民，來到心儀已
久的城市，不是朝拜，但卻是一圓走馬觀
花的夙願；但對出生在溫哥華的兒子來
說，則是來尋找這個國家的
發源地，這種歷史的尋根，
與他將來可能去中國尋找祖
先文化之根的意義雖然不

到了青少年時代，都沒有踏足過多倫多，
蒙特利爾，還有首都渥太華 ，但對亞洲的
大都會都知之甚詳，如數家珍。顯然 ，第
一代移民的家長們，並沒有尊重自己孩子
的出生地尊嚴， 國家尊嚴， 這對他們的身
份定位和自信帶來了不少的困惑。
我一向理解，第一代移民，有許多歷
史的包袱，他們的移民理由及目的也各有

同，但卻是不可缺少的一
課。
然而，當周圍的朋友知
道我花將近每人八百加元的機票費，還有
可觀的酒店住宿費用帶孩子去蒙特利爾，
就覺得很不划算，說為何不帶他回去上海
北京？
許多華裔父母，總有一種錯覺，以為
自己的出生地，不管是香港上海還是臺
北，都自然是他們下一代的出生地和祖
國，因此，在溫哥華出生的孩子，許多人

由。兒子也很興奮，平常在
課堂上學習的法語，如今可
丁果
以在蒙特利爾的街頭一試，
不同。因著語言的障礙 ，他們沒有辦法從 的選擇上，我們看到亞洲父母所謂為孩子 平常在社會學習科目中讀到的加拿大政治
深度和廣度去瞭解這個移居的國家， 從而 們做出犧牲的“ 虛偽”，因為他們對孩子 中心渥太華國會山莊，在加拿大國家起源
也產生不了深厚的感情，其關注的焦點， 出生尊嚴的漠視，對孩子出生國家的漠
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聖羅倫斯河，如今可以
仍然在亞洲，在祖國， 兩岸三地的一舉一 視，正體現出家長們是按照“ 我情，我
親眼目睹，那是多麼的精彩！
動，他們都興奮追逐， 甚至瞭若指掌，但 思，我想”的模式來教育孩子，而不是給
我一直認為，愛國主義不是洗腦和狂
對身邊發生的大事，常常相當麻木或者一 與孩子們自由的選擇空間，這當然是自
熱的意識形態灌輸，而是一種親切和自然
知半解； 由於思鄉情切，他們在孩子暑假 私。
的認同，對這塊土地的認同，自信和融入
寒假的時候，總是想方設法帶孩子們回
我們只要按照常識想一想，如果我們 就源於這種認同！

在

去，美其名曰讓他們不要忘本，要有尋根
意識，但實際上還是犧牲和剝奪了孩子們
巡遊加拿大和北美的機會，無形中剝奪了
他們瞭解出生國家的權力，滿足父母們
“ 剪不斷，理還亂”的亞洲情意結，這真
的是很不公平。
我們常常說，亞洲的父母最願意為孩
子做出犧牲，但是，就在暑假寒假旅遊地

的孩子在第一代移民家長的“ 薰陶下”，
連自己的出生地和出生國家都不當回事，
他們在這塊土地上，怎麼會有主人翁的意
識？同樣，他們又怎麼能夠對父母的出生
地有真正的尊重呢？說到底，他們最後是
加拿大人也做不好，中國人更做不好。這
不是父母害了孩子嗎？
至少，我希望我的兒子，對這個養育
他的國家和山水土地，有一
個完整的地理上和歷史上的
認識，至於將來他會選擇怎
樣的國家忠誠，是他的自

不要剝奪孩子們的出生地尊嚴

《文心沙龍》歡迎海外文化人
10 月 8 日

透過鏡片看創造

（主講人：陸繼國 先生 JPL 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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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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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講人：王大衛 先生

11 月 5 日

宣教士

、中醫師

（主講人：施 瑋 女士 詩人、作家。北京魯迅文學院、復旦大 學 ）

11 月 12 日

千江有水千江月

（主講人：邱吉斯 女士 旅居 南美 厄瓜多爾 多年牙醫師 ）

11 月 19 日

公共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

（主講人：季國清 教授 訪問學者，哈工大、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11 月 26 日

感恩節音樂演唱會

（演出團體：希望之夜 音樂事工 團）

12 月 3 日

文化良心的甦醒

（主講人：陳志平 先生 北京大學、富勒神學院哲學博士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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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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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博士）

現代人的精神放逐

夢中夢(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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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