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焦點

霍力斯斗風車︰好宗教運動

朱易
以暢銷書《上帝的政治
學》聞名的詹。霍力斯牧師
正在推動一項稱為“ 好宗
教”的全國性的運動，他九
月上旬在南加州召開的主題
為政治與靈性的個人討論會
上，宣稱美國有太多的壞宗
教，他號召基督徒投身于推
展合一的好宗教的全國性運
動。
霍力斯指出，好宗教應
該體現出人類美好的一面，
即公義，和平和聯結，而壞
宗教當然就體現出恐懼，分
裂仇恨和自私。霍力斯認
為，對基督徒而言，好宗教
應該是關懷和照顧窮人，倡
導社會公平，他指出，今天

的奴隸就是存在貧困，因
此，必須解放它。
霍力斯為了倡導社會公
平和照顧窮人，于 1995 年
成立了“ 呼召更新 ”的機
構，專門從事影響有關社會
公平的公共政策的工作，他
本人更是身體力行，將住家
搬進首都華盛頓市內。首都
華盛頓雖貴為美國首善之
都，但真正居住在市內的居

多，同時美國為了維護美國
利益，保有了世界上最強大
的軍隊，布希總統更是提出
了先發制人的戰爭觀點，美
國人中認為是基督教國家的
人達 67％，但多達 63％的
人認為不應以聖經治國，而
應以人民的意志來治理國
家。
因此美國人置國家利益
于聖經原則之上，這幾條加
在一起，足見霍力斯的想法
並不會被普通接受，因為美
國的現狀是，維護個人財
富，維護戰爭立場，維護國
家利益，而霍力斯卻說好宗
教不能只是這樣，要關心窮
人，幫助窮人，要和平，要
聯結。
大多聽過霍力斯演講的
人，都對他的講道稱不絕
口，不少人表示非常興奮，
聲，不應只是貼上“左派 ” 但是在現今的環境下，願意
可以了事的。不過許多立場 象霍力斯身體力行，去關心
保守的基督徒領袖，還是認 窮人，做到象耶穌教導門徒
為霍力斯是左派。要知道， 的那樣“我餓了，給我吃，
在美國被人安上 “左派 ” 我赤身露體，給我衣服 ”的
的名字，在維護道德的立場 人並不多。顯然好宗教運動
上，就站不住腳了。
與美國的基督教主流文化並
霍力斯卻認為基督教被 不相同，要展開一場全國性
右派們狹持了，他們把基督 的運動，還非得有唐吉柯德
教弄得只剩下反對墮胎和反 戰風車的勇氣才行。
對同性戀兩項議題的團體。
不過，霍力斯並不算孤

民，幾乎是清一色的非洲
裔，素有巧克力城之稱。當
然也就成了美國的貧困地
區。
霍力斯作為一個白人牧
師，出身於中產階級，願意
與貧窮人作鄰居，多少體現
了基督愛世人的道成肉身的
精神。因此由他發出的呼

顯然他們向世人展示的基督
教已經被歪曲了。霍力斯顯
然認為真正的基督教應該是
個好宗教，是關心窮人的宗
教，而不是只是維護富人利
益，只是維護戰爭立場和只
是維護美國利益的宗教。
美國是中產階級的國
家，富人也比世上其他國家

單，會員人數超過兩萬，暢
銷書《標竿人生》的作者華
理克也在推展扶貧的工作，
他號召基督徒一同投入關懷
窮人的工作，他說，“改革
宗傳福音總是從農民開始，
而不是從富人開始”，顯然
工作雖然艱難，但相信會有
更多人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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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的一生

經歷掙扎，美麗飛翔
李世敏
神在我們生命當中都有一個很美好的計
劃，這個計劃如果沒有讓你碰到困難或者阻
力的時候，有時候我們在太順利當中，往往
我們的生命沒有辦法不斷成長，人的生命是
在不斷壓力、阻力挑戰當中不斷的成長，一
定要經歷這些壓力挑戰，你的生命才會更往
上提昇到一個層次。所以一個人生都沒有經
歷任何挫折困難或是阻力的人，他的生命將
很難達到神為他預備的生命，他的生命將很
難成熟到神要他成熟的階段。
蝴蝶要出來之前,它是在一個繭裡面。有
一個小孩子無意中撿到一個繭，它是一個蝴
蝶的繭，他把它帶回家，每天放在瓶子裡觀
察，觀察一、二個星期，發覺開始有一點動
靜，裡面的繭開始在動了，慢慢的旁邊的繭
就有一個小洞出來，小洞變成中洞慢慢擴
大，他看了好幾天，發覺裡面的蛹好可憐，
每天不斷的掙扎，不斷的掙扎，只能把殼破
一點點，他覺得好可憐，就想幫它的忙，他
就拿剪刀出來，把外面的繭稍微剪大一點，
讓裡面的蛹容易出來，當然一剪開來，那蛹
就很輕易出來，後來發覺蛹出來，竟然身體

胖胖腫腫的，翅膀竟然是非常細小，飛不起
來。他觀察好幾天，這個蛹總是沒有辦法像
本來像蝴蝶一樣可以展翅飛翔，為什麼？因
為這個蛹需要在掙扎當中，在不斷突破阻
力，突破困難，突破重圍當中，它身體的液
體才會跑到翅膀，它的翅膀才能堅硬起來，
才能展翅高飛。這個孩子用剪刀把繭剪開的
時候，蛹因為沒有奮力掙扎的阻力，它身體
的液體沒有辦法跑到翅膀，以致於它的翅膀
出來是非常弱小的，沒有發育到很好、很強
壯的硬度，以至於可以飛翔。
人也是一樣，神有時候把我們放在一個
壓力環境當中，或是神沒有讓我們很輕易去
解決困難的事情，神把我們留在當中，其實
是要我們經過這樣的掙扎，像蛹一樣不斷的
掙扎，因為神知道只要我們不斷的掙扎，就
鍛鍊出來我們的品格，鍛鍊出我們的生命的
韌度，以至於可以像蝴蝶展翅高飛。
所以聖經說：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
為要成就那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神說我
給你忍受的掙扎是很短暫的，比起以後要為
你成就的，其實是非常輕微的，就像蛹一
樣，蝴蝶一樣，它忍受一點掙扎的苦楚，但
以後要成為美麗的蝴蝶，展翅飛翔。

英國利用胚胎細胞培育出活老鼠
引發生物倫理爭議
基督新報/Chris Chan
（基督新報/ Chris Chan）最近英
國科學實驗室成錯誤! 尚未指定
檔名。利用老鼠精子培育出活生
生的老鼠，此研究引發基督教生
物倫理學家及專家關注未來研究
是否合乎道德的問題。專家表
示，此技術用於動物身上並不構

教授 John Kilner 表示，清楚分
辨人類及動物胚胎幹細胞研究，
以及思想此類研究背後可引發的
道德問題是十分重要的。
他又表示，無論對仍在胚胎
階段還是已成長的動物而言，在
研究裡毁掉其生命並不構成嚴重
倫理問題，問題出於玃取胚胎幹
細胞的過程中必須破壞人類胚

果這類實驗能幫助人當然是好，
但如果過程中要破壞人類胚胎幹
細胞，那將會是完全不同的講
法。」
在紐卡斯爾大學實驗室利用
老鼠胚胎幹細胞所培育出來的老
鼠一般都有較大或較小的情況，
並且在 5 個月內全都死掉，而一
般老鼠則能活上兩年左右。

成道德問題，一旦用於人類身
上，將會是嚴重的道德爭議。
美聯社報導英國新堡大學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細胞發展》期刊
(Developmental Cell) 本月公
佈其實驗室利用類似人類精子性
質的細胞注入卵子，成錯誤! 尚
未指定檔名。培育出老鼠胚胎。
此研究目的是治療男性不育症。
胚胎幹細胞現時為一些支持
生命者及少數基督徒接受，然而
生物倫理與人性尊嚴中心 (The
Center for Bioethics & Human
Dignity)資深學者、生物倫理學

胎，這對不少人來說是十分不道
德的行為，因為胚胎被認為是人
類生命最早的成形階段。在此實
驗裡，由於胚胎幹細胞取自老鼠
胚胎，所以不構成嚴重道德性的
矛盾。
另一位學者、自由大學創造
研究中心 (Center for Creation Studies, Liberty University)生物系教授 David
DeWitt 表示認同：「我不認為
從人類胚胎攫取胚胎幹細胞與在
老鼠胚胎取得是同樣的道德問
題。人類被賦予對動物的治理權
柄，但不是用於其他人身上。如

生物倫理及人類尊嚴中心
的 John Kilner 又表示，此問題
所引發的道德爭議在於科學家將
會如何把這實驗用在人類身上：
「如果此實驗的目的在於幫助人
類而非老鼠，那麼問題徵結將會
在於科學家會否將同樣實驗套用
在人類身上，並不道德地破壞人
類胚胎以取得胚胎幹細胞。」他
寫道：「如果他們打算這樣做的
話，今次的實驗將會是向不道德
的人類胚胎幹細胞研究走向一大
步。」
（轉載自：基督新報
www.gospelhera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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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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2 日
10 月 29 日
11 月 5 日
11 月 12 日
11 月 19 日
11 月 26 日
12 月 3 日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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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化中的信仰力量
（主講人：鄭更榮牧師 中華歸主神 學院教 牧博士）
靈魂的感覺
（主講人：王大衛 先生
宣教士、中醫師 中醫博士）
現代人的精神放逐 (主講人：施瑋 女士 詩人 作家 北京魯迅文學院、復旦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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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共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主講人：季國清 訪問學者，哈工大、北師大學教授）
感恩節音樂演唱會
（演出團體： 希望之夜 音樂事工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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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可道（主講人：蘇文峰 先生 「海外校園」雜誌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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