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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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對手，這個
對手在前面二次比賽當中，都
把兩個對手打死了，所以他上
去的時候非常的緊張，非常的
擔心，這位先生相信神，他在
他的回憶錄說，他那時候要出
去跟這個人比賽的時候，一直
跪在地上跟神呼求，他說：
「神啊！我需要你的幫助，神
啊！你讓我面對這樣的挑戰，
我相信你一定有一個美好計
劃，我相信即使對手那麼的強
壯，但神與我同在，我相信我
絕對可以克服的，我相信絕對
不會失敗，相信可以勝戰這樣
的對手。」
結果他在一場大家都不看
好會擊敗對手的比賽中，擊敗

有時候碰到困境，婚姻關
係失敗，人際關係失敗，工作

作一樣。他那時候落魄到在碼
頭等工頭來說：我選你，你進
來，我一天給你十塊、二十

對手.非常轟動，整個美國人都
把他奉為英雄，因為他是從失
敗當中不被環境所擊敗，不被

事業失敗，有時候是我們錯誤
的決定所造成的，有時候是別
人故意的或無意造成的，以至
於我們要面對這樣的困難，但
神說不管怎麼困難，神都可以
讓這困難變成對你有幫助，這
困難看起來對你有壞處，但是
只要你相信神，神可以把情勢
逆轉過來，成為對你有幫助。
所以聖經說：凡事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影電「CinderrillaMan」
中文翻譯成「灰姑娘先生」，
它描述一個真實的故事，發生
在 1930 年代，美國大蕭條經濟
不景氣的時候，一位家庭的先
生，他是三個孩子的爸爸，他
怎麼面對困難，而成為許許多
多人景仰的榜樣。
他年輕的時候，非常喜歡
拳擊，所以他經常在業餘的比
賽中擊敗很多人，後來成為職
業拳擊選手，不幸在出道沒有
多久，他的手就因為打拳太多
受傷了，加上經濟不景氣，找

塊。他落魄到了那地步，進去
要搬東西，因為手痛，又不能
搬太多，因此經常沒有被選上
去搬東西，因為沒有家收入，
因此家裡電被斷掉，因為沒有
錢撫養孩子，只好把這三個孩
子送到其他家撫養，讓別人家
養，這位先生非常痛苦，他非
常愛他太太，也非常愛他的孩
子，他希望能夠供應這個家庭
一個很好、穩定的生活空間，
但不幸他所面對的困難太多
了，以至於他只好面對這樣的
情形。
在那其間他慢慢把他的手
療傷好了，他仍然在碼頭裡面
不斷苦力搬東西，碼頭的東西
非常吃重，而且那工頭監看著
你，絕對沒有一分一秒可以讓
你休息的。
過了幾年以後，他終於決
心要重回拳擊擂台上面，他又
開始進入訓練，開始比賽，就
這樣子一次一次的比賽，到最
後一次比賽的時候，他面臨的

困難所擊敗的人，他堅持下
去，因為愛他的太太，愛他的
孩子，保護他的家人，提供一
個更好的生活，他堅持下去，
他終功成功了，到現在他仍然
活著。這是一個非常感人的故
事。
人生所面對的挑戰、困
難、險阻是永遠不斷的，也許
你現在人生當中，像這位先生
一樣面臨困境，也許你的經濟
出現問題，也許你的婚姻出現
問題，也許人際關係出現問
題，也許你的工作出了問題，
也許你的身份出出現問題…，你
面臨人生一個大的挑戰，但你
千萬不要放棄，千萬自暴自
棄，要像這位先生一樣，要像
大衛王一樣，說：「我相信這
些難處將會成為我的幫助，我
相信當我過幾年回過頭來看，
這些難處將會成為我的幫助，
使我展翅高昇，成為我的生命
另一個階段的踏腳石而不是絆
腳石。」

帶著使命闖蕩好萊塢

在今年的猶太人傳統
的亞達月結束的時候，有
一部有關猶太人亞達月的
歷史的電影在全美發行上
映，該片取材於聖經書卷
以斯帖記影片名為《一
夜》。
該片在 10 月 13 日上

《歐密迦密碼》被認為是
基督教市場的報春燕子，
其後果果然有了氣勢如虹
的《基督受難記》和賺錢
的《納尼亞傳奇》。不過
克羅齊的公司並不賺錢。
公司去年仍然虧損 370 萬
元。
不過克羅齊是帶著使命
去闖蕩好萊塢的，故是明

教育功能，真正適合基督
徒看的電影可謂少之又
少，基督徒電影幾乎是不
存在的，立志要把基督徒
電影帶進好萊塢的基督徒
不在少數，但成功者寥寥
無幾。
原因是明擺的，好萊塢
電影是錢堆出來的，無論
是請演員，拍戲，市場推

腰包，獨立製作和獨立發
行，甚至連市場推廣都得
不到好萊塢的支持，也虧
吉森身為電影明星，名導
演，功力不弱，拍了一部
好電影，讓好萊塢大吃一
驚。
而納尼亞傳奇則是由名
著改編，是魔幻文學的開
山作，擁有眾多的讀者，
加上趁著《基督受難記》
開創的風潮，又有眾多教
會的追捧，才算取得了好
成績。
至於自比好萊塢的摩西
的克羅齊，則有其老爸的
大力相助，他老爸不是別
人，正是全球最大的基督
教電視網三一廣播網 TBN
的創始人保羅．克羅齊。
保羅至今為止，已為
他的兒子的公司投入 320
萬元，又專門為《一夜》
投入 160 萬元，成為馬
太。克羅齊最有力支持
者。有了父親的資金的後
援，馬太。克羅齊才能不
受前三部電影虧損的影
響，拍攝《一夜》。
《一夜》所講述的故事
是猶太人歷史以斯帖的傳
奇故事，記載在舊約聖經
中，但與大衛的故事相比

映，首周紀錄為票房第九
名，票房收入 430 萬元，
第二周排名十四，收入為
220 萬元，一部小成本製作
且以宗教為題材的電影有
如此收入，已十分難得。
該影片的製作人，馬
太。克羅齊也曾製作過三
部基督教電影，其中一部

知虧錢還要往前走，他對
公共廣播台記者說，他有
時覺得他好象是摩西，正
站在好象是紅海的好萊塢
面前，說讓我的人民進電
影院吧!
好萊塢是世俗文化的製
造者和推動者，基本上它
只是個娛樂工業，無所謂

廣都要花大錢而進影院是
為了娛樂，而不是為了上
課，基督徒電影難免讓人
感到是說教的電影，故不
會有人掏腰包去資助，資
金籌不到，電影就不必談
了。
當初吉森拍《基督受難
記》時准備虧本，他自掏

較，西方人並不十分熟悉
這個故事。
克羅齊於 1990 年時成
立了新製作公司，一開始
是在南加州的橙縣的家中
辦公，1995 年遷入好萊
塢，他以幫助牧師製作
TBN 的節目獲得資金，投入
電影製作工作。

朱易

在一場不看好的
比賽中，擊敗對手

苦難是一種祝福
有一天，看到一位老先生正在鄰舍
割草；馬上走過去向他請教，如何做到
這樣漂亮的青地。他說：「很簡單，只
要每三天割一次草，常常灑水；因為每
割一次草，它就會發一次芽，久而久
之，整片草地就都會變成嫩芽；雖然我
們感覺割傷了草，其實，在水的滋潤下
草很快就茂新芽了，變成厚厚如絨毛一
般！」
其實，人生也是像草生長一般！一

山雨
看到鄰居的草地，像天鵝絨般柔軟
青綠，反觀自己家前的綠地，像禿了頂
的頭髮，心不甘情不願般稀疏的貼在那
兒，因而，十分羨慕鄰家的那塊草地。

歡迎上網

切生命偉大的成就，都是經歷了無數的
苦難、挫折而磨練出來的。有時我們有
悲痛受傷的過去，往往卻轉化為我們未
來生活上的本錢，屆時，我們會感激曾
擁有的苦難與折磨。
「荒漠甘泉」書中曾問道：「你是
不是正在被神的鐮刀修割呢？不要怕鐮
刀～鐮刀后面定規有細雨跟著的。」
是的，或許我們都是幸運兒 ，未曾
受過一絲的傷害！如果真是如此，我們
的人生有趣味嗎？正如沒有割草機的修
整，又那來碧綠連天的草坪呢？
聖經曾說：「衪必降臨，像雨降在
已割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潤田地。」；
原來，一切的苦難是受到 神的祝福！
《基督新報》是一家網上日報 ，與美國主流基督教報章 The Christian Post
共享信息資源及新聞內容。為全世界華人提供最新的環球基督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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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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心沙龍每週講題與主講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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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4 日 范學德弟兄見証佈道。（主講人：范學德弟兄 吉林大學哲學系，中央黨校理論部
取得哲學碩士。 現旅居於美國芝加哥，著有《我爲什麽不願成爲基督徒》、《心的呼喚》 ）
12 月 31 日

生命旋律的分享（主講人：萬 雍 女士

台福神學院進修、文心基督教會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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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