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焦點

史上預算最大的聖經電影

朱易
說起來有些怪，西方人年
年過聖誕節，在聖誕節時參加
教堂各種紀念耶穌誕生的活
動，例如詩班獻詩，演馬槽中
的聖嬰的故事等，但竟然沒有
一部完整的講述耶穌出生故事
的電影。
今年這種情況終於改變
了，主流媒體時代華納旗下的
新線電影發行公司將推出《耶
穌誕生的故事》。該影片投資
6800 萬元，完全以聖經中有關
耶穌誕生的故事為主線。創下
投資聖經題材電影最高記錄。
《耶穌誕生的故事》的演
員陣容十分堅強，女主角馬利
亞由曾是奧斯卡最佳女主角提

的《基督受難記》成為熱賣影
片，是史上最賺錢的十部電影
之一。難得的是，影片完全按
聖經的記載而拍攝，堪稱為聖
經電影，去年十二月上映的基
督教電影《納尼亞傳奇》的成
功，使電影業者認識到基督教
電影市場已經開始形成，因為
《納尼亞傳奇》的市場推廣，
完全是結合了教會的推動力

資金土法煉鋼拍攝了《挑戰巨
人》，該片只有資金十萬元，
卻創造了佳績，首映在一千多
家影院上映，從 9 月 20 日上
映至今(11 月 20)票房收入
800 萬元。另一部改編自舊約
以斯帖記的聖經電影《一
夜》，從十月上映後，至今已
收入 1300 萬元，已經將成本
收回一半。
與以上兩部影片相比，
《耶穌誕生的故事》可謂是好
萊塢中等製作的電影，也是預
算最大的聖經電影。雖然美國
人對耶穌的故事並不陌生，但
該電影能否被觀眾接受一成為
基督教電影市場是否已經成熟
的一個重要指標。
實際上，《耶穌誕生的故
事》的市場推廣完全是照搬
《納尼亞傳奇》的市場方式，
即通過教會的網路將影片的宣
傳傳播出去。新線電影公司至
今為止已舉辦了 300 場的試
映，這些試映大部分的對象就
是教會工作者，基督徒領袖和
基督徒學者，觀眾人數高達千
人以上。這些觀眾所能達到的
範圍是遍及全球 1 萬 2 千間教
會，11 月 26 日該影片還通過
基督徒通訊網路向全球 3000
間教會，共 2 萬位基督徒播
放，當中還包括了天主教家

量，顯而易見的是，影片的成
許多看過試映的觀眾認為 功應歸功於教會的動員。
影片稱得上是基督教初級教育
電影業者已經意識到基督
片。十分符合聖經記載，而分 教電影市場的形成，福克斯電
析家們相信，如果該片上映成 影公司已成立福克斯宗教部
功，就可以說基督教的電影市 門，專門拍攝推出基督教電
場已基本上形成。
影，不過目前福克斯還只是打
基督教電影市場的里程碑 雷不見下雨，而已經有教會開
是由梅吉森所豎立的，他推出 始行動起來。例如有教會自籌

庭。因此《耶穌誕生的故事》
的宣傳迅速傳遍了全球教會。
雖然《耶穌誕生的故事》
在 11 月份才完成剪輯，真正
做市場推廣的時間不夠，不過
這正顯示出基督教電影市場的
一個特徵，就是全球教會的組
織性和動員力量，這正是好萊
塢動心的地方。

名人飾演，而以利沙伯的扮演
者也是曾獲得奧斯卡最佳配角
的提名。
該影片原打算小範圍內上
映，但由於在試映期間，好評
不斷，因此新線發行公司決定
大範圍地推出新影片。12 月 1
日，即傳統的聖誕節期開始的
第一天，《耶穌誕生的故事》
將在全美 2700 間影院同時上
映。

一枝看不見的蓮花

神要跟你守一個約定
李世敏
我記得幾年前一個下雨天的早上，
中文學校開班的時候，我們一些同工應
該早上九點半的時候就到了，結果那一
天只有我一個人到，我在那邊搬桌子，
擦著濕濕的椅子，覺得自己好像蠻可憐
的，心裡想說：「我在幹嘛啊？一早來
這個地方擦椅子，搬桌子，沒有人看到
你，沒有人鼓勵你，也沒有人讚賞你，
幹嘛在這裡自找事做？」我就在那裡自
艾自憐，覺得自己為什麼要這樣。
我這樣想的時候，突然神告訴我
說：「你知道你在為誰做嗎？你不是為
你自己做，你是在為神做。」哇！那句
話大大的提醒我，我們服事真的是為了
神，為了別人的需要。當你服事別人的
時候，當你給予別人的時候，當你奉獻
你的時間、你的精力來服事別人的時
候，神在天上都看到。而且祂不僅看
到，祂還紀錄起來。祂不只紀錄起來，
祂還因著你所做的事來賜福給你。你知
道嗎？你所做的事，你所做的每一樣選
擇，都影響到你自己以及你的後代。你
所做的不管是正確的決定，或是錯誤的
決定，不只影響到你，也影響到你以後

的世世代代。我們所
做的事，我們的決
定，可以成為我們下
一代的踏腳石，讓他
們生活比較容易一
點，經過比較少的挫
折，可以有更高的成
就。也可以成為他們
的絆腳石，讓我們的
下一代，他們的生活
越來越困難，越來越
多的掙扎，讓他們活
在平庸或是悲慘的生
活當中。
所以，我們不是
為我們自己活而已。
不要以為活在這個世
界上，高興怎麼做就

怎麼做，高興罵孩子
就罵孩子，高興對我
太太不好，我高興對我先生冷眼相
待……，其實我們所做的一切，不僅影響
我們自己，也影響到我們的世世代代。
聖經說：神是信實的神，向愛祂守祂誡
命的人守約施慈愛。神說祂向愛祂守祂
誡命的人守約施慈愛。意思是說：如果
你因為我的緣故，饒恕別人對你的侵
犯；因為我的緣故，你遮掩別人的過
錯；因為我的緣故，你願意去服事別人
並慷慨的給予別人，你願意去做那個原
本不應該是你做的事，讓別人因為你所
做的得到益處的話，神說：我要跟你守
一個約定。
這約定就是你們是做神所取悅的
事，每一次做討神喜悅，讓神得到榮耀
的事，你跟神就有一個約定，這個約定
就好像你在天上有一個帳號，每一次你
榮耀神的時候，每一次你饒恕人，每一
次你幫助人，每一次你去服事那些在醫
院的人，每一次你安慰那些需要的人，
你就在天上的帳號裡面存了東西。
聖經說：存了神的愛, 憐憫。當你
存那個憐憫, 慈愛的時候，你的下一代
會得到祝福！不僅你的下一代，你的下
一代的下一代，一代一代的下去都會得
到祝福。

夕陽西下，一朵朵
的蓮花，在使出混
身之力、爭奇鬥艷
之後，懶洋洋的、
心不甘情不願的，
慢慢的收斂起來，
以備來日的再戰！
瞬間，我明白了！
為什麼叫「睡
蓮」？原來蓮花，
晚上也要睡覺！
有外國基督徒
以蓮花隱喻為聖
潔，認為：「最聖

潔的靈魂，往往存
在于那些聲名不顯
赫的人物身上，他
們聖潔的內在生
活，象清澈的池塘
山雨
隱僻之處，藏著一
每日的清晨，總是站在後園的水池 枝看不見的嬌嫩蓮花。」，此刻，才明
邊好半天，望著出水之蓮，從含苞待放 白蓮花不見得是佛教信徒的獨占物，基
到慢慢的盛開，那個過程約半個鐘頭到 督教信徒也稱讚有加。
一個小時，其速度是要看陽光的強弱而
蓮花；也一直被中國人當作純潔的
定。清風中，飄逸的蓮花；亦如箴言所 代表；有一句常被用的話：「出污泥而
說：「寡少言語的，有知識；性情溫良 不染。」，就是直指「蓮花」。
的，有聰明。」的境界；那種恬靜的滋
願我們都能像蓮花一般，散發出一
味，一絲一絲的躺進心靈與蓮之間，彷
股有知識、有聰明的清秀氣質！
彿世界己經停止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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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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心沙龍每週講題與主講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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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 1 月 7 日 哲學與生命（主講人：莊 教授 蘇州大學教授、克萊蒙大學訪問學者）
2007 年 1 月 14 日「榮耀的光輝」讀後感（主講人：賀安慰 女士 中興大學、新亞書院碩士）
2007 年 1 月 21 日 近代中國基督教概況
（主講人：陳懷宇 先生 西來大學教授、普林斯頓大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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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