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要內容：
國際萬象
漫畫文藝

期中選舉: 紅藍相爭中的綠色因素
墮胎,反同性戀婚姻為核心的價值觀的選民群體.

民主黨人長期被人視為無神論的黨派,原因之一是他們

期中選舉進入膠著狀態,有兩個與共和黨有極深淵
源的基督徒機構基督徒聯盟和福音派全國協會,在選情

近兩年來，不少福音派基督徒領袖開始反省他們堅
持的基督徒價值觀，有人認為應把環保作為基督教價值
觀，並要求政治人物應支持環保工作。一開始，福音派

所宣導的縮小貧富差距和環保並不被廣大福音派所認
可,民主黨的智庫還製作了收集聖經中有關環保的經文
的小冊子,並送給那些在教會中宣講地球暖化的牧師們

最激烈的六個州聯手推展一個以阻止地球暖化為宗旨的
教會行動,他們號召基督徒們必須把環保作為道德問題
來看待.
而在選舉前的週末，一部以地球暖化為主題的紀錄
片大警告將在全美上映，在這之前已經有超過兩百間教
會收到 DVD，許多牧師們也在講臺上談環保問題，福音
派的領袖們要求基督徒選民在選舉時要將綠色因素作為
基督徒的價值觀，並作為選舉時的參考。
福音派基督徒占了選民的 25%,而道德議題又是福音
派選舉指南,因此,福音派基督徒的核心價值,就成為選
舉結果的關鍵指標.例如最近十年來,反墮胎和反同性戀
婚姻成為福音派的核心價值觀,而一般認為民主黨人在
這兩個議題與福音派基督徒看法不一致,因此,福音派基
督徒選民在選舉時幾乎八成的會支持共和黨.十年前,福
音派對核心議題並不注重,當時福音派一半支持共和黨,
一半支持民主黨.但隨著社會自由化的日益廣泛,墮胎合
法化,同性戀婚姻開始盛行,因而凝聚了福音派基督徒的
力量,他們在著名的基督徒右派領袖的帶領下,成為以反

領袖們的看法並沒有被廣泛接受，許多福音派基督徒半
信半疑，認為這是民主黨人的選舉手法。這當中的原因
有三：首先共和黨人在石油業上有利益掛鈎，石油業的
政治獻金大多流向共和黨的候選人，因此共和黨人否認
有全球暖化這回事。當然提倡環保就是反對共和黨了。
其二，最早宣導環保的福音派領袖們，左派色彩太濃，
例如推展環保最力的如高爾，曾是 2000 年總統候選
人，因此，福音派基督徒對他們的話聽不進去，他們要
聽牧師說什麼，而不是政治人物說什麼，在大警告之
前，還上映了由高爾製作的環保紀錄片，也邀請教會參
與推廣，但反應冷淡，而當大警告發行時，教會踴躍參
與，又是另一番景象。
由於環保議題一直就是民主黨人的議題,許多人視
基督教機構在這個問題上與民主黨人合作是福音派基督
徒轉變的一個先兆,尤其是長期代表基督徒左派的機構
也開始推動民主黨的議題,使分析家感到共和黨的草根
選民基礎正在動搖.
民主黨人視基督徒右派的綠色化為一個黃金機會,

講道時參考,他們的主要依據是地球是神創造的,破壞地
球,就是破壞神的創造,就是罪,顯然如果基督徒採納了
他們的觀點,就不再會視對環保工作不熱心的共和黨為
屬上帝的黨派了.
民主黨人利用大警告所引發的效應,作為中期選舉
的動力,他們再次強調他們對環保工作的支持來取得福
音派選民的認同,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鬆動了共和黨人選
民的基礎,由於這次選舉處膠著狀態,如此此長彼消,共
和黨人眼看就要失去對國會的控制權了.
福音派基督徒將核心價值觀擴大到民主黨人的環保
議題時,民主黨人顯然是占了便宜.不過觀察家認為,就
長期而言,民主黨人未必會占到多大的便宜.原因是這些
福音派基督徒,雖然接受了環保概念,但骨子裏仍然是保
守,如果共和黨轉換心思,放棄石油業的好處,也接受環
保概念,福音派基督徒便會回到共和黨陣營中,不過要共
和黨人割斷與否石油的關聯,並未易事,因此基督徒的綠
化,必然會是今後紅(共和黨)與藍(民主黨)相爭中一個
變化因素..

朱易

十 年前，香港保釣勇士陳毓祥在釣魚
臺列嶼的波濤中獻身，讓海內外華
人倍感傷痛。為了紀念他，北美和中港臺
保釣健將們再次簽下生死狀，乘著保釣船
向釣魚臺發起登島突擊。保釣勇士們精神
可嘉，壯志淩雲，但卻遭遇四方面的明暗
夾擊，未成行之前，就已經知道功敗垂
成，更添其淒涼悲壯的色彩。
首先當然是日本的夾擊。日本雖然
換了首相，“ 牛仔”小泉換成“ 紳士”安
倍，表面看是強硬變成柔軟，但實際上
安倍是堅定的傳統民族主義者，在領土
糾紛上持更強硬的立場，在維護釣島“ 主
權”上，態度更為堅決，不但海上追堵攔
截，同時在外交上也先出手，要兩岸政府
約束保釣人士的行為，“ 先禮後兵”，把
海內外華人發起保釣形成的壓力，轉化成
在日本國內確立強硬派領袖的角色，並獲
得更多的選票和支持率。
其次是中國政府的軟性夾殺。北京對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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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釣的立場，素來有矛盾。 一方面期待保
釣運動凝聚海外華人的愛國熱情，並能由
此向東京施壓； 一方面又擔憂保釣行動無
法控制， 有時候會影響北京對日外交的全
盤計畫。 這次保釣，北京先是技術上扣押
船隻的維修出廠，迫使保釣人士改變計
畫，從而不影響安倍上臺後的首次出訪中

民間保釣遭遇四種夾擊
丁果
國；接著 ，北京又在保釣船即將出海之
際，象徵性地發出聲明 ，要日本不要無理
對待保釣船隻， 更不能製造“ 人命慘
案”，但卻不派出海軍護航。北京這種態
度的背後，還有一個間接的原因，那就是
海外保釣健將， 大部分也是民主人士。但
是這次保釣隊伍中，有人大代表，北京無
法怠慢。

秩序與倫理

（主講人：陳忠 先生 哲學博士
克萊蒙大學 訪問學者 蘇州大學 副教授）
11 月 5 日

再次是臺灣政府的有意夾殺。民進黨
政府，本來就是持向日本示好，來換取東
京對台獨暗中支持的立場，泛綠精神領袖
李登輝更不諱言釣島是日本領土，因此他
們根本不顧釣島屬於臺灣管轄的事實，千
方百計阻攔保釣船出航，甚至幹出封港的
舉動，引起保釣組織的大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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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月 12 日

千江有水千江月

11 月 19 日

公共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

最後是海外華人漠視的無形夾擊。七
十年代保釣運動風起雲湧，蔚為壯觀，全
都是仰仗海外華人群體的支持，才形成可
觀局面。
如今的華人，一方面由於三十年保釣
無成，有灰心喪氣的疲態，另一方面又以
兩岸政府的臉色行事，不願關心參與。加
拿大唯一的保釣勇士朱文征在溫哥華募

款，出席者寥寥無幾。
保釣的生命力在於民眾的全力支持，
如今名義渙散，保釣變成了幾個“ 專業
戶”的行當，其挫折的前景自然是一目了
然。
更何況，這次的保釣時機稍稍晚了一
些。如果是在小泉 815 參拜靖國神社的時
候成行，恐怕產生的轟動效應更大，得
到民意的支持更多，但安倍上臺，主動
走訪北京破冰之旅，使北京宣佈中日關
係已經改善，在加上北韓核危機問題發
酵，中日韓等國需要彼此合作，此次保
釣，被政府看來是“ 添麻煩”，從而使民
眾的支持更少。
不管怎樣，保釣勇士冒著生命危險，
勇闖釣魚臺水域，還是值得大家致敬，因
為這樣的保釣，沒有任何私人利益可圖，
他們揭櫫的是中華民族的浩然正氣。
我認為，保釣能否有效持續，端賴民
眾的再次支持，不然她已經是強弩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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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邱吉斯 女士 旅居 南美 厄瓜多爾 多年牙醫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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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0 日

道可道

（主講人：陳志平 先生 北京大學、富勒神學院哲學博士班研究）
(主講人：蘇文峰 先生 海外校園雜誌 總編輯）

12 月 17 日

如何突破人際關係

(主講人：劉圓圓 女士 資深媒体人 中國 西北大學 新聞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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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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