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期選舉有三大特色
朱易

了面子.
更為嚴重的是,上週四,又有驚人爆料,全國福音協
會主席,科州一間超大型教會的主任牧師被人揭發在過
去三年召男妓,此事一出,無疑是一顆重鎊炸彈.該牧師

臺灣政局進入 “ 一翻兩瞪眼”的攤牌階段,而美國

但是隨著美軍士兵陣亡人數上升,連原有支持共和
黨人的選民也猶豫了,他們雖然還有些相信對伊戰爭是
反恐的一部分,畢竟美國沒有再出現類似 911 的事件,但

是反對同性婚姻,推動憲法修正案,要求禁止同性婚姻的
基督教右派的領軍人物,是共和黨人的堅定支持者,誰想
竟被人揭發他也有同性戀的愛好,這下子共和黨的士氣

政局也到了歷史轉折時刻,再有兩天,就是中期選舉,民
主黨人遇上了十幾年難得的好機會,有機會奪回國會參
眾議兩院的多數黨地位,從而結束共和黨人主控行政,立
法的局面.
共和黨人從原本篤定可繼續掌握國會,到可能只失
去眾議院,最後到參眾兩院均可能失受,選戰是越打越艱
難,越打越喪氣.總統從上周起就在各州奔波,為共和黨
人打氣,連週末也不回華府,而本週末所到的選區,原本
是共和黨的鐵票區,如今要勞煩總統親臨,可見選情之
緊,選戰之烈.
回顧整個中期選舉,可以發現這次選舉有三大特色:
對伊戰爭,負面廣告和花錢如流水.
首先是對伊戰爭仍是選舉主軸,但共和黨人正失去
優勢,成了民眾要求改變的主要理由. 對伊戰爭是 2001
年以來選舉的主軸,共和黨人以反恐戰爭為訴求,把民主
黨人壓得抬不起頭來,民主黨幾乎成為不愛國的政黨,即
使是這次選舉初期,共和黨人還譏笑民主黨的有關對伊
戰爭的政策是向恐怖分子舉白旗投降.

不斷傷亡的新聞,讓他們懷疑.
而原本反戰的選民,更是理直氣壯,共和黨眼見反恐
牌不好打,改打地方牌,他們在接受採訪時,常常避開戰
爭話題,強調所有政治都是地方性,試圖以就業,減稅等
議題來轉移注意力,不過調查顯示,對伊戰爭的態度決定
了選民的最後選擇.
第二,負面宣傳特別多,醜聞也不少.負面廣告,可謂
無孔不入.有候選人的辦公室的工作人員不小心撥錯號,
打了一個色情電話,雖然助手馬上掛斷,但被對手抓住大
做文章,廣告詞甚至煽情到如此. “ 有人打了色情電話,
用了納稅人的錢,此人就是 XXX”. 這節廣告成為負面廣
告的範本.
醜聞是這次中期選舉的一大特點,先是國會中專門
負責保護兒童委員會的國會議員對青少年有不當的行為
辭職,上周又爆出一位國會議員在半夜送一位酒吧女郎
到停車場,被告性騷攏,雖然議員堅稱他的行為良好,但
三更半夜送女子去停車場畢竟引人懷疑,偏偏這兩位都
是共和黨人.共和黨人一向以維護道德形象,這次可是丟

便受大大打擊,因為反對同性戀婚姻是福音派基督徒團
結起來支持共和黨人關鍵,失了這關鍵,共和黨人想贏選
戰,恐怕只是夢想.
第三特色是,兩黨花錢如流水,選戰越激烈,花錢就
越多,兩黨在最後一個週末,把錢投向選情繃緊的州,期
盼用金錢打破僵局,他們是成百萬元,成百萬地投入,尤
其是東部州,因為廣告費特別貴,因此花錢花的更凶,政
治分析家常常用注意兩黨經費的流向來判斷選情的變
化,而不少原本是共和黨的鐵票區,共和黨人的廣告增加
了,這說明原本無望的民主黨人追了上來,而民主黨便因
此加大了資金的投入,選舉成了資金的競爭.
民主黨人終於等到了一次勝選的機會,有可能打贏
這場 2008 年奪回白宮的前哨戰,政治評論家,諷刺民主
黨人說,如果民主黨人失去了這次機會,表明民主黨人選
擇做政治人物是入錯了行.
本週二,11 月 7 日是選舉日,華人朋友們,如果你是
公民,又完成了選民登記,千萬記住去投票,以此展現華
人社區對美國的期盼.

破 天荒的一顆政治炸彈，炸開了！台
灣的阿扁夫人吳淑珍，因國務機要

忠的投票支持， 讓他坐上總理寶座； 正是
因為選舉無法解決泰國政府的貪腐政治，
費案，涉及貪污，遭到起訴；她的丈夫台 迫使泰國軍方乘塔信赴紐約參加聯合國大
灣領導人陳水扁先生，同樣被認定涉案， 會時，發動政變 ，趕他下台 。
只因為是元首身份，擁有任期豁免權而被
「貪瀆下臺」幾乎是亞洲新興民主國

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換句話說，就
是：「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要趕快的謹
慎注意個人的道德操守，然後依著道德的
法則，去治理政事，唯有如此作法，方可
祈求上天祝福國家長治久安。」，可見，

最高的道德標準，方能使自我的靈魂深處
得到覺醒，理解到什麼事正直與公義，才
會讓自己走上正道，使我們的生命有生
機。當「人」能認識到自我的不足，謙卑
在神的面前之時，將是行事為人最佳的心

免訴，但仍保留至解職或被罷免後，將行 家領導人的宿命。為什麼有這樣的結果？ 自古而今，「良好的道德操守」是國家領 理境界，平民如此，君王更應該如此。
覆究。「貪瀆」是這次國務機要費案的偵 筆者認為是整個東方國家社會道德觀念出 導人必備的個人風采 。
陳水扁是否會以菲律賓的總統馬可士
查重點；其實，放眼亞洲新興民主國家的 了問題， 當這些領袖們爬上了國家權力的
後現代的今天，我們談論對國家領導 模式下台、或南韓總統全斗煥模式下台、
領袖，貪瀆的行為，非僅僅是陳水扁所獨
有。
看看台灣鄰近的
菲律賓的總統馬可
士，因貪瀆；遭到對
手艾奎諾夫人領導的
非暴力和平抵抗，於 1986 年 2 月 25 日被
迫辭職下台，流亡美國夏威夷，其在位
20 年間約貪瀆 50-100 億美金。
南韓總統全斗煥，因其不法的官商勾
結的行為，於 1996 年 8 月 26 日被續任總
統金泳三下令調查，造成了南韓輿論所謂
的「世紀大審判」，判處死刑；後經上
訴，改判無期徒刑，在 1997 年 12 月 22
日經南韓總統金大中特赦而獲得釋放，但
仍需支付高額罰款。
泰國總理塔信，雖時時被控貪腐濫
權，但鄉間的窮人不顧這些指控，仍舊死

頂峰，忘了自我的社會責任 ，導致個人道 人的道德要求，是否還有實質的意義呢？ 或泰國總理塔信模式下台，我想都不是；
因為，從目前台灣民
主的發展而言，或許
可以走出以上亞洲新
興民主國家政治模式
曾慶華
的困境，我們暫且稱
德精神不彰；雖是民選的領導人，而百姓 答案是肯定的。人類科技發達，使得科技 之為：「施明德模式」或曰：「紅潮模
仍視領導人如古代的皇帝， 縱容他們為所 支配了人類社會的生活，讓生活走向忙
式」，這裡結合了公共知識份子的良心與
欲為，在這樣的景況中又如何能讓他們不 碌，使人無閑，葬送了人類精神生活。經 正義；我們可以斷言：是「天下圍攻」紅
貪腐呢？
濟高度發展，使人類養成了見利忘義的習 潮的直接壓力與影響，使得也是深綠色彩
因此，一位領導人必須有高度的自我 慣，社會失序，道德淪喪；這是今日社會 的檢察官做出了天人交戰之下的決定，創
節制能力與良好的道德行為，才是國家之 最大的危機所在，可見，倫理道德的提倡 下了總統夫人貪瀆被起訴的第一例。
幸，百姓之福。《左傳 》指出：「凡君即 應是今日當務之急。
台灣國務機要費案，提醒了選民，在
位，卿出並聘， 踐修舊好， 要結外援，好
西方古代的大衛王也曾歌詠道：「耶 民主社會中，一次錯誤選擇，直接受害的
事鄰國， 已衛社稷，忠 、信 、卑讓， 德之 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 還是選民自己。因此，美國即將於十一月
基也。」，可見 ，忠、 信、 卑讓這三項是 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
七日舉行的中期選舉，新移民的我們除了
領導人必須常記於心的道德操守。《 尚
路。」，大衛王指出，人應該是以神為自 考慮候選人的「能力」外，也別忘了考慮
書，召誥 》也指出：「 惟王其疾敬徳 ，王 我的牧者，來管束自我，亦就是說為自我 候選人的「道德操守」。

台灣政治能否走出亞洲模式的困境

11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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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人的精神放逐

（主講人：施 瑋 女士 詩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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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813 E. Chestnut Ave.,（文心基督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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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絡人：陳志平
連絡人：陳志平
(626)236-3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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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慶華,(909)322-9563
曾慶華 (909)322-9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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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帖》歡迎您成為「沙龍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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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成為「文心沙龍」的「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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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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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