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焦點

福音派
與民主黨人的綠色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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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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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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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化。
民主黨人視基督徒右
派的綠色化為一個黃金機
會，民主黨人長期被人視
為無神論的黨派，原因之
一是他們所倡導的縮小貧
富差距和環保並不被廣大

會，在選情最激烈的六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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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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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福音派領袖們堅
稱，他們並沒有放棄原有
的價值觀，他們仍然反墮
胎，反同性戀婚姻，但他
們一樣也要保護環境，當
然他們承認，隨著他們將
環保作為基督徒的核心價
值觀，使得過往 80%的會眾
支持共和黨的情況發生了

福音派所認可。
如今民主黨的智庫趁
勢製作了收集聖經中有關
環保的經文的小冊子，送
給那些在教會中宣講地球
暖化的牧師們講道時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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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易

就是罪，顯然如果基督徒
采納了他們的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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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黨人利用以地球
暖化為主題的紀錄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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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支援來取得福音派選民
的認同，從而在一定程度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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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法律規定，教會不
能公開支持候選人，只能
支持或反對選舉議題，因
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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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會打擊到
共和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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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裏仍然是保守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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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石油業的關聯，並非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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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民主黨人
又可回到被福音派認可的
位置中了，而共和黨也不
再當然是屬上帝的黨了。

健康的自我形象
人以後可能的成
就，也大大的決定
這個人是不是會經
歷一個豐盛的生
命。你裡面那個你
才是真正的你，裡
面那個你，就是我
們所說的自我形
象。也許你的外表
很漂亮、很美麗，
也許你外表看起來
很活潑、很開朗，
但是裡面那個真正
的你呢？我看過很
多報導，他們訪問
過很多很出名的明
星們說：「你那麼

李世敏
我們看東西，是用視覺經
過我們腦中，在腦中是用圖畫
儲存起來的。如果我告訴你這
是一隻狗，那你腦中馬上的印
象就是一隻狗；如果我告訴你
這是一隻黑色的、生氣的狗，
你馬上在腦中有一個圖畫，就
是這隻黑色的、生氣的狗。
我們每一個人在內心深
處，都有一個你怎麼看自己的
一個照片在你腦中，不是外表
的你，而是如果你從你的心裡
把你這個關於你自己的照片拿
出來，你會是怎麼樣的一個
人？是一個很剛強的人？是一
個很正面、很積極的人？或是
你覺得說，裡面這個我，好像
充滿了害怕，好像覺得我沒有
什麼條件可以成就任何事情，
好像我是一個很退縮的人，我
是一個很沮喪的人。
很多的研究顯示，一個人
怎麼看待自己，大大影響這個

有成就，那麼多人喜歡你，你
在影劇界這麼的亮麗，但是你
內心呢？」那些人經常回答：
「我內心非常的孤獨，我內心
非常的害怕，我內心非常的沮
喪，我覺得我沒有價值。」最
出名的一個電視劇叫
Rosanne，那個胖胖的女主角，
她說她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
她覺得自己是一個很沒有價值
的人、充滿害怕的人。那個裡
面的你才是真正的你。一個人
的自我形象，不是你的外表，
是你的自我形象，你怎麼看待
你自己，決定你的生命怎麼走
下去、決定你會成就什麼事
情。
聖經告訴我們：“ 他心怎
麼思量，他為人就是怎麼樣”。
一個人怎麼相信自己，一個人
怎麼看自己，決定他是怎麼樣
的人，決定他怎麼面對人生，
決定他怎麼反應他人生所碰到
的一切事情。所以聖經說：
“ 他的心怎麼思量，他為人就

是怎麼樣”。不是你的外表、不
是你的成就、不是你的體格，
不是你擁有什麼東西，決定你
會是怎麼樣的人，而是裡面的
那個你。我想問問你，當你夜
深人靜的時候，當你獨處的時
候，你檢視你自己，你是怎麼
樣的一個人？你是一個充滿積
極、活潑、盼望的人？還是你
總是覺得自己不可能成就什麼
事，心想：「我的成就就是這
樣子了，我已經到達這個年齡
了，不可能有什麼突破了。」
你的自我形象大大的影響你怎
麼過這個人生。

成功的年輪
山風
少年人以爲
成功只是一個個的車站
只要車子往前開
總可以一站一站到達
青年人以爲
成功只是一件件的時裝
只要敢去試
總可以一件一件穿上
中年人以爲
成功只是一個個的笑話
只要無聊時說說
總可以一個一個嘲笑
老年人以爲
成功只是一個個的遺憾
只要時光能倒流
總可以一個一個實現

愚昧人背道，必殺己身
為：「道可道，非常道。」，希臘、蘇
格拉底則不認為在求道，他說：「我非
智者，愛智而己。」。
猶太人約翰認為：「太初有道，道
與神同在，道就是神。」，直指宇宙實
質的本体，如「人」能與「道」合，即
讓「人」與「神」相連，接受真理的光
照。可見，「道」是生命的泉源；人人
需要，人人可得，是一種生活的法則，
是一真理。
人在「道」的面前有兩條路可循，
一是走真理光照的大道，接受一種守法
則、從善的生活；一是自高自大，心中
充滿驕傲、不聽教誨，從惡的生活。人
就是在這種善、惡交錯迷惘中，走向背
道的生活而不自知。
但是，人內心「本我」的原始衝
動，克制了「超我」即是「道」的呼
山雨
喚，沉迷在情欲肉体之中，忘掉了道的
什麼是「愚昧人」？是 I.Q.零蛋 存在；不知當今人類己面臨生存、生態
之人嗎？我想不是。語意很清楚的表示 危機，忘掉了人還有許多除了個人之外
是「背道之人」；那麼我們要問；什麼 的社會責任，要如何遵循「道」來化
是「道」？
解，或許是現今人類必須急迫思考的課
「道」；是世界各地的人類都在追 題。
求的人生真理，每個人都有自己尋
箴言早就告誡：「愚昧人背道，必
「道」的方法與主張；中國、老子認
殺己身」，現在是我們再思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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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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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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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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問學者，哈工大、北師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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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0 日 道可道（主講人：蘇文峰 先生 「海外校園」雜誌總編輯
12 月 17 日 如何促進人際關係（主講人：劉圓圓 女士 資深媒体人 中國西北大學新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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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