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新聞 《梁燕城》《 丁果 》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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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拯救我們的神

《丁果》：
面對美國新帝國的發威，
世界在討論一個問題，走了一百
多年的現代文明之路，會不會重
新走回帝國主義時代「弱肉強
食」的叢林原則？單邊主義的強
權政治是否再次摧毀共識協調的
全球理念？事實是，當美國打贏
戰爭，「生米煮成熟飯」，國際
社會對美國沒有懲罰的手段，基
於現實，大國也只能進去參與利
益的分配，這等於是否定自己之
前反戰的原則。這就使國際關係
陷入一種困境，大國應該怎樣與
美國互動？
以中國為例來看，其對美
國的關係有三條路可走：一是對
抗；二是像沙地阿拉伯和埃及那
樣，雖然同美國是異質的國家，
但親美；三是向美國學習，成為
與美國同質的國家，但在具體事
務與美國平等互動，有時甚至是
良性制約。
在第三世界有這樣普遍的
看法，中國未來強大起來之後，
可以為第三世界代言，跟美國討
價還價，因為中國具有古老的文
化傳統，具有人口市場的優勢，
具有龐大的國土，再加上現代化
的實力，只有這樣的大陸國家，
才能成為美國重視的對手。那
麼，中美將來是競爭的對手，還
是支配世界的雙雄？

《梁燕城：》
我想中國的道路，當是第
四條，就是接近與西方同質化，
但同時又保有自己的特色和尊
嚴，是一條「和而不同」的路，
用朱熹的概念，是「不即不
離」。用西方話說是 Not
identify yet not separate 及

harmony in difference。
在當前的形勢下，要中國
走與美國對抗的道路根本走不
通；從以往的歷史來看，反美也
沒有給中國帶來好處。
如果走沙地阿拉伯，埃
及，巴基斯坦以及中南美洲國家
那種親美的路，可以得到美國的
尊重，但這些國家自身的進步卻
不大，因其沒有建立美好的法治
系統，其政府不論有無民主都變
成腐敗的權力。
最重要一點，我到過這些
國家所見的，是其人民沒有奮鬥
心，政府也無克服腐敗的勇氣。
相較之下中國人有向前邁
進，改變貧窮狀態的銳氣，我親
身在中國農村扶貧，見到連農村
的孩子都非常努力希望改變現
狀，我參與過中國反腐敗工作，
發現政府亦有消滅腐敗的決心。
我觀察中國發展的目標，
不可能是成為沙地阿拉伯這樣的
國家，而是要躋身於西方強國的
行列，這是中國自己應有的定
位。既然如此，中國就要面臨跟
西方國家同質化的挑戰，這會帶
來一些矛盾。
中國既要保存發揚幾千年
文化的傳統，即強調整體的安
定，各方的和諧，但又要尊重個
人的尊嚴和自由權利，以符合西
方的一些共同標準。這就形成發
展中的吊詭。
但依中國國情，一個原是
多種族，多文化的古帝國，如何
民主化呢？我想或許可以提出一
個觀念：
「和諧的民主」。
這種民主不是反對黨形態
的互相對罵和鬥爭，卻是多元不
同的利益和觀點可以協商調解，
如此即向民主邁進了一步，既非
政黨抗爭，也非一黨獨大，卻以
和諧協商為本建立民主制度，與
西方雖有不同，但已是接近同質
化，不會被視為敵人，但對其他
第三世界國家來說，又不是與美
國一樣的國家。

身與心

終日乾乾

「終日乾乾」一辭，語出易乾卦九
三爻辭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
若，厲無咎。」；「君子」是中國每
一個人最高的人格境界，「乾乾」即
健建、其意是勤奮努力，「惕」是警
惕，「厲」是嚴謹小心，「咎」是發
生錯誤、產生災難。
全句的意義是指「做為一個人，
無論所處之地位與環境，從事任何工
作，都應該像君子一般，隨時警惕自
己，整天勤奮努力工作，就算處境危
險，也不致發生錯誤或災難。」，這
是一種超越自我高標準的努力。
人類的本性是好逸惡勞的，能有
這種上進態度，也正是佛洛伊德所謂
的人格心理上之「超我」
（superego），方使我們有向上前進
的原動力。
何謂「超我」？
超我不是與身俱來的，超我意識
的形成是先有具體的典範，譬如父
母、師長是兒童心中的「超我」，隨
著成長過程中的經歷，加上客觀的社
會道德規範、傳統文化風俗，而慢慢
形成的超越自我，卻又歸屬於自我之

抽象價值觀，在指導我們個人的人生
與方向；因此，超我與自我兩者常常
是處在矛盾與衝突之中；所以，我們
必須在處境中，常常做心理調適的工
作，以舒緩心理的壓力。
聖經中，使徒保羅也是以超自我
的高標準告誡基督徒：
「要將你們的心志改換一新， 並
且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著 神的形
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
「心志」即是指我們人心理的「超
我」，也就是包含了人內心的意念、
態度、價值觀…..等；「新人」是指
受聖靈工作後叫人徹底改變，就如同
人更換了新衣服一樣，讓人耳目一
新；「照著 神的形像造的」是指人
又回到神當初造人的樣子，人有神的
形像、有理性、有道德責任感，在靈
性上與 神相通、順從 神的旨意；因
此，人能充分過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
的生活。
願 我們不論基督徒或非基督徒，
都能以基督耶穌為典範，作我們內心
的「超我」，成為我們人生的最高指
導，使世界充滿「愛」與「和諧」。

罕，信心不足時，會想下埃及避饑
撒母耳傷心欲絕，一旦立
荒，也不象雅各，心機重而顯得狡 王，改神治制度為王治制度，他一
物，舊約中的撒母耳肯定會上榜。 詐，與大衛相比，撒母耳簡直是個 生的努力就付之東流。但問題出在
撒母耳堪稱是完美的典範。他 品格上的完人。
他兒子身上，他是百口難辨，只有
未出生就被獻給神。他一斷奶就被
不過，想挑撒母耳毛病的還是 暗自傷神。
送到耶和華的殿中，隨著大祭司一
因
同服事神。那時他還是個孩子，穿
此，
著細麻布的小外袍禮服，侍立在耶
後人
和華面前，晚上就睡在神的約櫃
中有
旁。他是在神的面前長大的，深得
為撒
神和人的喜愛。
母耳
當撒母耳長大後，神與他同
辯護
在，不斷將話語賜給他，讓他把神
的，
的默示傳給以色列人，且一句都不
認為
落空。在大祭司還執掌大權時，撒
逼宮
母耳已成為公認的先知。
事件
當約櫃被非利士人擄走，大祭
罪不
司氣絕身亡，以色列面臨國破家亡
在撒
之際，青年的撒母耳挑起了重整山
母耳
河的重任，他巡迴各地，以神的話
的教
語，律法教導以色列人，把他們帶
子無
回到上帝面前。在他治理下，以色
方
列人團結在一起。終於在米斯巴大
上，
朱易
敗非利士人，自此非利士人不敢再
而是
入以色列人的境內。在撒母耳的帶 大有人在。有人指出撒母耳什麼都 在以色列人的叛逆上。他們認為，
領下，以色列人不斷收回被非利士 好，就是教子無方。
聖經中明白指出，以色列人此舉是
人佔領的城邑，恢復了以色列的榮
聖經中並未提到撒母耳如何 對神的背叛，但卻未有一個字說撒
景。
教子，但卻告訴後人，由於撒母耳 母耳的不是。
撒母耳一生都在努力完善和建 的兩個兒子作士師時，貪圖財利，
撒母耳的前任也是因為兒子
築大祭司治國的神治制度，在他的 收受賄賂，屈枉正直，因而激起公 的倒行逆施而失敗，但他受到了神
教導下和治理下，這個制度達到了 憤，從來不敢對撒母耳說“不”字 嚴厲的指責，相比之下，上帝竟未
歷史上的高度，國泰民安，以色列 的以色列長老們聚集起來，上演了 對撒母耳置一詞，反倒好言相勸。
全數歸向上帝。
一場逼宮戲，迫撒母耳立王，廢去
為撒母耳辯護的人指出，既
人們幾乎無法從撒母耳一生中 他兒子的士師職務，改神治制度為 然撒母耳的兩個兒子是成人了，成
的經歷中挑到毛病，他不象亞伯拉 王治制度。
人所犯之過，不能算到父親頭上。

如 果評選令人最喜愛的聖經人

歷史煙雲

曾慶華

他們為撒母耳辯解情有可
原，但卻是脫不去撒母耳所犯的過
錯。撒母耳最後親手終結了他為之
奮鬥一生的神治制度，究其因，撒
母耳竟是主要根源，撒母耳年記老
邁時，就立他兒子作以色列的士
師。
撒母耳兒子所犯的錯，用今
天的話來說是貪污腐化，可以想
像，如果撒母耳不立他的兒子做士
師，就不會出事。因此撒母耳至少
是有不識人之錯，更嚴重的是用人
唯親，想把權力交給他的後代。
從舊約的士師記發現，士師
是神興起的，標記就是，耶和華的
靈降在他的身上，大有能力，能救
以色列人脫離仇敵之手。
反觀撒母耳的兩個兒子，是
撒母耳立的，而非神興起的，且無
任何的才能。是撒母耳年邁糊塗了
呢？忘記了士師是神興起的，而不
是人立的？還是老英雄私心重了，
想傳位給自己的後代？我們不得而
知，不過至少可以說明撒母耳立他
兒子為士師是不對的。
常言道，智者千慮，必有
一失，大智大勇，品格高尚如撒母
耳，終究還是犯了一個錯誤。這個
錯誤葬送了他一生努力的結果。
面對以色列人的逼宮，撒
母耳選擇順從神，把政權交給了新
立的王，讓政權和平轉移，撒母耳
此舉，可謂是高風亮節，體現出一
個偉大政治家的品格，足以名垂青
史，為後人所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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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沙龍》 歡迎海外遊子來相聚
每個星期日下午 3 ： 00—5 ： 00P.M. 〔晚餐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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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們心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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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慰文化人的鄉愁。歡迎參加，免費供應茶點、晚餐。

《 座談主題：中國文化與福音 》
4 月 23、30 日 中國人的女性觀 與 聖經的女性觀
（主講人：賀章蓉 博士 ，華南師範大學教授 克萊蒙大學訪問學者 ）
5 月 7 日 中國傳統倫理觀 與 聖經的倫理觀
（主講人：曾慶華 山行文化報 社長）
地址： 813 E. Chestnut Ave., San Gabriel , CA. 9177 （於 San Gabriel Bl.和 Chestnut Ave 的交口靠
近順發超市， 可停車在「現代牙醫廖述佑博士」的停車場內，走路到後面房子。）

電話：(626) 285-6249 陳志平 ( 909 ) 322-9563 曾慶華

克萊蒙國語浸信會 新書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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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一家 歡聚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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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參加我星期日
上午 10 ： 45A.M.的聚會（午餐招待）

作者：李世敏
書名：驚奇之旅

周五晚 7:30P.M.的《輕鬆之夜 》
（6:30P.M.晚餐招侍）
歡迎帶您的朋友、長輩、孩子一起來。
慕義團契活動聚會（周五晚 8 ： 00-9:00P.M.）
讓成人聚在一起、查經、

分享如何培養孩子成長的經驗。
地址： 1364 N. Towne Ave.
Claremont, CA.91711
電話： (909) 720-6371

牧師：鄭更榮

作者：朱易
書名：教會復興中的平信徒

2006 年 山行文化報 主辦
1、來函索取者，寄至：
14520 Walters St., Corona ,CA 92880
2、每星期日下午 3:00— 5:00P.M.，
請親自到《文心基督教會》找 曾傳道
813 E. Chestnut Ave., San Gabriel , CA 91776
3、有任何需要；可電話連絡。
電話：（626）378-1851 朱傳道
（909） 322-9563 曾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