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焦點

好萊塢
一手擁抱宗教，一手握剪刀

節，或者有基督教色彩的話
語和內容，有非基督徒感到
不舒服，認爲電視臺在傳播

基督教，要求 NBC 修改蔬菜
傳奇。
NBC 想來個兩全其美，想
既保有了蔬菜傳奇，有不冒
犯非基督徒的觀眾，不過,
NBC 要動剪刀,蔬菜傳奇的制
作人可就犯難了。
首先，蔬菜傳奇骨子裏
就是個基督教文學作品，要
刪除聖經,有時得刪去一大
段情節，同時許多引用經文
的地方都是起到畫龍點睛之
處。如果真刪除了這些，蔬
菜傳奇就缺少了靈氣，甚至
有可能失去了靈魂，蔬菜傳
奇，僅剩下外殼而已。
其次蔬菜傳奇的制作公
司的宗旨就是要傳遍聖經，
如今蔬菜傳奇成功了，反而
要把他們的使命挪去，如果
他們真的順從了 NBC 刪去聖
經的要求，豈不是一次失敗
的使命，成了聖經中的經文
“賺得全世界，陪上自己的
生命”的最好注腳?
NBC 與蔬菜傳奇的矛盾，
反映了好萊塢與宗教之間的
家電視網 NBC 采用大主意公 傳奇感興趣外,基本上沒有
剪不段理還亂的關係。一方
朱易
司制作的蔬菜傳奇卡通系
引起社會上的注意.
面，西方文化根植於聖經文
列,出乎電視網預料,NBC 的
但自從制作了<<約拿>>
化中，完全將聖經從文化中
福克斯電影看好基督徒 收視率大幅提昇,其昇幅是 一片後,聲譽大增,票房收入 除去，好萊塢就失去了源
電影市場,決定開設宗教部 自 2003 年以來所罕見.收視 高達 2500 萬元,加上沃爾瑪 頭，另一方面，世俗社會迫
門,全國電視網也不甘落後, 率比開始播放的前一周上昇 將其擺上貨架,使<<約拿>>
使好萊塢遠離宗教。
播放宗教電視系列.
16%,共有 43 萬兒童收看.
成爲最暢銷的 DVD 之一,從
事實上，大部分西方的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要
求所有電視臺每周必須提供
至少三個小時的兒童教育節
目,各大電視網通常都會選
擇卡通節目並安排在周六早
上播出,由於好的兒童節目
不多,故對電視網而言,提昇
收視率是件困難的任務.
在今年新的播映季節,國

蔬菜傳奇的制作發行本
身也是一個傳奇,制作公司
原本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
公司,他們首創以蔬菜,水果
作爲卡通人物外形,並以聖
經故事爲主幹,制作了專爲
兒童主日學使用的聖經故事
的卡通片.起初,除了少數教
會的兒童主日學老師對蔬菜

此蔬菜傳奇成爲家喻戶曉的
卡通系列.
這次 NBC 選定蔬菜傳奇
作爲新一季的兒童節目,收
視率果然狂昇，表明蔬菜傳
奇在兒童中有很高的歡迎程
度。不過影片播出後，NBC
接到一些抱怨，原來蔬菜傳
奇中有許多地方引用聖經經

價值觀都源於基督教。如果
完全將基督教從電影，電視
中除去，那麼電影，電視就
成爲純娛樂而無價值的作品
了，作爲兒童教育片，顯然
這是不可能的，看來 NBC 要
如何對蔬菜傳奇動剪刀，倒
是一個頗有觀察價值的事
件。

氣非常好，他說：「李醫師，
我要謝謝你介紹病人給人，謝
謝你把一些病人介紹到我診所
來。」
本來我很想提醒他：你在
外面講我那麼多壞話，現在我
給你好處，你還會打電話過
來，這個人心真是能屈能伸，
軟硬都可以。但我忍下來，我
知道這是神在工作，本來想說
我要報復他，我要跟病人講說
他不好，當有人問我說李醫
師，那一個婦產科醫生比較好
的時候，我說不要那醫師，有
幾次婦產科的孕婦跟我說，李
醫師，某某婦產科醫師你覺得
怎麼樣？我本來想說他不行，
不要去看他，他毀謗我，不要

放棄報復的權利
李世敏
放棄報復的權利是你要從
傷害當中得到釋放的第一個步
驟。放棄報復權利，不是這個
人不會承當他的後果，這個人
做壞事，他仍然有後果要承
當，但是你不要用自己的方法
去報復。
你要饒恕人，你要說,“我
不報復你，這個人這樣傷害
我，欠我的錢，我不要用同樣
方式欠他，偷他的錢，或騙他
的錢；這個人這樣傷害我，我
不要用同樣的手段報復他。”
幾年前，當我開業不久，
有一個婦產科醫師經常在病人
面前講我的壞話，說這小兒科
醫師怎麼不好，這小兒科醫師
怎麼樣，你不要去看他，所以
很多產婦生完孩子要看我，這
位婦產科醫師都說：「你不要
去看李醫師，這個人不好。」
後來我慢慢從別人口中知

道，他一直在外面講我的壞
話，我很生氣，當有人毀謗
你，當有人傷害你的時候，我
們的第一反應是，我要報復
他，我要給他好看，我也要講
他的一些壞話，我也要到處講
這位婦產科醫師怎麼不好。後
來我覺得我不應該這麼做，因
為聖經裡面講，伸冤在神，你
應該怎麼做？你說：「神啊！
我把這婦產科醫師交給你，神
啊！我相信你會親自管教他，
神啊！我不要緊緊的抓住這樣
的苦毒，這樣的痛苦，這樣的
傷害，神啊！我把這樣的傷害
交給你，我相信你會對付
他。」
沒有想到兩年以後有一
天，我接到他的電話，他說：
「李醫師，我是某某婦產科醫
生。」我真的嚇了一跳，因為
我討厭他，根本不想見他，很
討厭聽到他的電話，當你恨一
個人的時候，你真的不想接他
的電話，他居然打電話來，口

去看。
我想我不應該這樣做，其
實他的技術不錯，可能他的人
品不像我想像中的好，他其實
不錯，你可以去看他。幾次以
後，這位婦產科醫師受到感
動，他知道他到處在講我的壞
話，我居然把病人介紹給他，
他的心受到了感動。
聖經特別講到，你不要為
自己伸冤，你寧可讓步，因為
聖經裡面說：伸冤在我，我必
報應。神說我一定為你申冤，
你說我等了好久，這個人還逍
遙在那地方，這個人傷害我這
麼深，我這麼的痛苦，他還在
平平安安過日子。
我告訴你，你要學一個功
課，你愈想到他的壞處，你心
裡愈苦毒愈想報復，他愈得不
到神的管教，神不會處罰人，
但神會管教人。
我們不要存著報復的態
度，放棄報復的權利，把那個
人交給神，神一定會親自管教
他，神不僅會管教他，神也會
為你伸冤，你所失去的，那一
天神一定為你討回來。

福克斯 (Fox Faith )
進占基督信仰領域
基督新報/陸國祥
（基督新報/ 陸國祥 ）提
到「好萊塢」電影，釵 h 人就聯
想到光輝耀目的片場、衣香鬢影
的飲宴及燈紅酒綠下的大明星
們。
可是，在這種嚮往名、利、

影〈十誡〉上映至今經已五十年
了。
有見及此，二十世紀福斯影
片公司(Fox Movies)已於十月中
旬正式成立了新的部門── Fox
Faith。在面對全美高達八千多
萬的基督徒社群，Fox Faith 主
打的信仰/福音電影無疑極具開

萊塢影圈而言，最難為宗教、社
會人士釋懷的，就是其鼓吹違反
傳統倫理的價值觀，在商業化的
包裝下，藉由電影媒體把色情暴
力、物質主義和崇尚享樂的文化
宣揚出去、腐朽人心；但是，
〈耶穌受難記〉的熱賣卻打破了
好萊塢片商的迷思，他們毫不向

情的世界裡，一股心靈清鮮的力
量──尋找自我的歸宿、思索人
生的意義的思潮正逐漸形成，而
走在時代潮流前的好萊塢，亦不
得不回應這樣的需求。
自去年〈納尼亞傳奇〉旋風
吹襲之下，其全球電影票房連連
報捷、總收入合計七億四千五百
萬美元；而緊接而來的〈達文西
密碼〉，雖然內容偏離傳統基督
信仰，並遭受社會、宗教領袖的
強列批評，但仍然高據全美票房
之首，進占 2006 年全球票房冠
軍電影之一。
而首部以「聖經」為材的電

發的潛力。
此波信仰熱潮再度掀起緣於
〈耶穌受難記〉，正當電視、廣
播傳媒紛紛推出信仰節目之際，
Fox Faith 的成立無疑為這個領
域注入更多元素，同時，在每年
營收逾四十三億美元的利機下，
連一向視「信仰電影」為畏途的
好萊塢片商，亦不得不看在
「錢」的份上，爭先投入資金、
多拍些洗滌心靈的好片。
此外，這群熱忱信仰的觀眾
朋友，對呈現基督信仰的好片當
然是好不釋手的支持者。
對長期充斥暴力、色彩的好

宗教人士招手、示好。
起初宗教界對此不為其所
動，但在福斯市場營銷主管
Jeff Yordy 的大力遊說下，並
讓他們擔任影片肉容的評審後，
始獲他們的相信和認同。
不過他們強調：「我們不是
來傳教的，我們仍是以娛樂為目
標。」Fox Faith 至今投入五百
萬美元的預算，預計未來一年將
會推出六部以基督信仰為材的電
影。
（轉載自：基督新報
www.gospelhera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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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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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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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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9 日
11 月 5 日
11 月 12 日
11 月 19 日
1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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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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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0 日 道可道（主講人：蘇文峰 先生 「海外校園」雜誌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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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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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至 info@a1126.org 或電 (909)322-9563 曾慶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