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中選舉後,美國政局會如何發展
朱易
有人戲稱美國的期中選舉日 11 月 7 日是政客們的
耶誕節,不過只有一半的政客會收到聖誕老人送出的禮
物.民主黨人成為贏家,以大比例奪得了眾議院多數黨地
位,在參議院方面,也以一票優勢成為多數黨.
這次選舉, 不像是地方性的選舉,更像是全國性的
公民投票.美國民眾不再認可布希的戰爭政策, 成為民
主黨人獲勝的根本原因.共和黨人盼望的地方議題壓過
對伊戰爭議題的情況並未出現,選民渴求改變,在伊拉克
戰爭問題上,選民甚至認為民主黨人的缺乏計畫,也好過
布希的計畫.民主黨人從布希種下的果樹上,收取了勝利
的果實.
民主黨人掌握了國會,下一步美國政治會如何發展,
成為觀察家們的焦點.美國民眾之所以希望民主黨人掌
控國會,就是想改變當前的現狀,因此民主黨人將以
“變”為主軸來推展立法,並試圖在未來兩年內讓選民耳
目一新,從而順勢在 2008 年時重返白宮.
由於民主黨成為眾議院多數黨,因此當然成為各委
員會的主席,從而掌握了各種議題的提案及聽證的主動
權.共和黨人私下流傳,說民主黨人掌握了國會後,首先
是要清算共和黨人過去的所作所為,尤其是檢討伊拉克
戰爭的得失,而矛頭指向是國防部長和副總統錢尼,民主
黨人似乎要讓這兩人失業才算甘休.
如果民主黨真的如傳言那般行事,美國政局將陷入

陳 馮富珍順利當選世界衛生組織總幹
事；說明了中國在外交上的實力，
顯示了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正日漸增強；
同時，代表了中華民族己走出二百年前，
列強欺辱的景況；在這種西方文明的擴張
景況下，餘其說是西方政治、軍事對中國
的衝擊，還不如說是文化、宗教對中華文
明的衝擊，使我們不自禁想起西方基督教
在中國傳播的情形。
二百年前的基督新教，藉
著船堅砲利之下，敲開了中國的
大門，更因著不平等條約的簽
訂，得到了宗教自由傳播的保
護，大批的西方傳教士進入了中
國；自馬禮遜自一八零七年九月進入廣州
宣教，他是基督教第一位入華宣教士，開
啟了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的新頁。
其實，在這之前，於唐太宗之時，
基督教即傳入中國，當時稱之為景教，曾
有「法流十道，寺滿百城」之盛況；因武
宗之禍而中斷，僅存「大秦景教碑」留
世。元朝之時，基督教隨蒙古大軍駐進中
原，與當時羅馬教廷有互派使節之實，因
戰亂而中斷。明末耶穌會利瑪竇，重開傳

一種僵局,錢尼在 11 月 5 日接受美國廣播公司<<本周>>
的採訪時表示,雖然國會的選舉結果對行政當局有些影
響,當在白宮仍將保持全速度去實現伊拉克戰爭的目標,

黨人占上風,故急的只有共和黨人.
另一個會對經濟產生重大影響的議題是環保,民主
黨人一定會有所行動,因為這可能是 2008 年的道德議

而民主黨人在參議院僅有多一票優勢,共和黨人足可以
技術性的拖延議事手法,使參議院成為防火牆,阻擋封殺
民主黨人所有的提案.這樣一來,民主黨人的確在一開始
讓美國民眾耳目一新,也展現了求變的努力,但兩黨惡
鬥,卻一事無成,民眾難免會對民主黨人失望,從而產生
不利於民主黨人競爭白宮寶座的情緒.
當然民主黨人還可選擇另一個建設性的策略,既在
戰爭議題上虛張聲勢,但卻把主要力量和時間花在經濟
議題,從而真正為美國民眾謀利益,促進經濟發展,而共
和黨或許願意在經濟議題上的合作來換取民主黨人不再
在戰爭議題上的苦苦相逼.
民主黨人的首要議題是提高最低薪資.這個議題也
得到了不少共和黨議員的支援,因此是最容易過關的議
案,當然它可為民主黨人帶來耀眼的成就.
民主黨人的第二大經濟議題是平衡財政預算,關鍵
就是減稅法案,共和黨人一直告訴民眾,民主黨人會加
稅,民主黨人卻一直信誓旦旦保證,他們決不會加中產階
級的稅,只是要加高收入家庭的稅,民主黨人的做法有兩
種,一是什麼都不做,就可保證未來的日子稅收增加, 因
為布希的減稅法案陸陸續續都到期了.另一個方法是與
共和黨人合作,提出兩黨認可的稅法修正案,不過這要看
兩黨的合作態度,由於時間的關係,在這個議題上,民主

題,是吸引保守派基督徒支持的價值觀,同時該議題還可
限制石油工業的巨額利潤,而石油工業是共和黨人的最
有力的支持者,但環保議題對經濟的影響最不確定,方向
對了,經濟發展,錯了足可拖垮經濟,民主黨人有可能是
雷聲大雨點小.
民主和共和兩黨最想改革,但卻最難成功的議題是,
社安基金的改革和健保制度的改革.10 月 29 日布希在接
受美國廣播公司<<本周>>的採訪時,表示這是他最想在
選舉後要解決的內政問題之一,雖然他無法解釋這兩個
議題在共和黨主控國會時都失敗了,又如何在民主黨人
掌權時完成改革,但至少表明在這個議題上兩黨合作空
間十分大,只是這個問題牽涉面太廣,難於獲得任何實質
性的進步.
縱觀未來兩年的美國政局的發展對伊戰爭仍是焦
點,由於行政當局仍是外交政策的主導者,民主黨人只能
產生一些政治紛擾,或許只能與白宮鬧僵.不過選後第一
天,國防部長就換人,表明白宮想與民主黨人合作.
在經濟議題上,兩黨制衡的局面,有可能創造出經濟
佳績.如同柯林頓執政最後兩年的情形.不過就看民主黨
人是把大部分時間花在清算共和黨人呢,還是花在與共
和黨人合作上了.民主黨人可以做到其中任何一項,但卻
不能兩項都做到.

教大門， 因「禮儀之爭 」，清康熙帝頒禁
教令而中斷。
回顧歷史，我們會發現前三次基督
教在中國的傳播手段是和平的，在文化上
是一種對話、傾聽，甚至採取融合的方
式；用佛教的語言、穿儒服 ，介紹西洋文
化為手段，深受民眾與皇室 、達官貴族的
歡迎。對中西文化的交流上 ，做出了一定

「文化」使然。
因為，「人」是受文化影響而塑造
的。人是可以接受任何文化，而改變個人
氣質；一旦在一種文化中成長，久而久之
就會被其文化定型，對外來文化，就會產
生排斥的現象。
所以，「人」是以文化為依歸，惟
有在自我的文化中才能體現出主體的意

這種中西文化的南轅北轍的實況，
引起了中西雙方的不能互相理解。偏偏西
方傳教士，對待中國文化存有相當的偏
見，總認為基督福音可以改造中國文化；
但從文化的角度上而言：這是一條行不通
的死胡同，因為文化是不能移殖的，文化
只能在對話之中加以融合。從文化的意義
上而言：近代西方傳教士到中國傳播基督
教，是對中國文化的一種直接
撞擊。因此，於其說是「傳教
衝突」，還不如說是「文明衝
突」。
綜觀而言：近代中國基督
教的傳播史，可以說是一場文
明衝突的紀錄史。我們再次談論這段歷
史，讓我們在認識文明衝突上具有有一定
的意義與價值。
總之，陳馮富珍執掌世衛的當下，我
們更應該真切的反思，在文明的衝突下，
體悟到文化只有差異之分、沒有高下之分
的，尊重文化的多元性；學習如何通過對
話、傾聽、交流，使得各文化之間能更和
諧的相處，促進世界在互助互利的合作下
更和平。

陳馮富珍執掌世衛所想到的

11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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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慶華
的貢獻。
近代，第四次基督教的傳入時，中
國是處在一種委屈、被壓迫的境界中 ，加
上一些不肖的傳教士為虎作倀，如為東印
度公司翻譯者有之，為不平等條約作出貢
獻者有之，鄙視中華文化者有之，袒護教
民、欺壓鄰里者有之…….等等，無數罪
行；激起了十九世紀的連連 「教案」，以
及二十世紀初的「非基督徒運動」。
為什麼會有這些衝突呢？答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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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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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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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講人：蘇文峰 先生 海外校園雜誌 總編輯）

12 月 17 日

地址： 813 E. Chestnut Ave.,（文心基督教會）
San Gabriel , CA 91776
（位於 San Gabr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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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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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識，主體的利益，主體的活動的表現，作
為與其他文化的一種區隔；而宗教正是文
化主體意識活動的一種展現方式。
從文化的表徵上發現，西方傳教士
所關心的是向落後的中國傳播福音，推廣
西方文化；而中國盼望的是吸取西方科
技、富國強兵。可見，不同文化下成長的
個體，都是將自我文化為世界的中心，站
在自我文化的立場去考慮文化主體的利
益。

)

歡迎您成為「沙龍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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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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