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易
美國的文化戰爭的戰火已經燃燒
到了校園，而且有可能越燒越熾熱。
四月二十六日星期三，在全美的
大中學校園裏，有不少學生身穿特別
的汗衫，貼上小招貼，並且在學校午
餐時間時沈默不語，有些學生甚至在
整個星期三的時間裏保持沈默。他們
這樣做的目的是，抗議校園內對同性
戀的歧視。

這項被稱為“沈默日”的活動，
是由十年前維吉爾亞大學的學生們發
起的一年一度的爭取同性戀權益活
動。他們認為沈默是更嚴厲的抗議。
今年的活動，似乎是更為張揚，
不少大，中學生，廣為散發支持同性
戀的小帖子和汗衫，到了星期三時，
雖然他們不說話，但預備工作和排場
都顯得十分張揚。
連主流媒體都注意到了，顯然已超
過了“沈默”的意義了。

見。

楊丹荷
我的朋友裘蒂在一家中文學校教
書，她今天告訴我一件慘事。她一個
學生的最近學習下降，她與這個孩子
的母親聯繫，孩子的母親告訴她，最
近沒有精力管教孩子，因為她這些天
一直在陪伴自己的朋友。這位家長的
朋友也是一位母親，來自中國上海。
她的先生在上海做事，為了孩子受到
更好的教育，她帶著兒子在美國生
活，夫妻常年兩地分居。
她的兒子很爭氣，不但考上了名
校，還拿到了全額獎學金，令父母驕
傲、朋友羡慕。不幸的是，這位兒子
不久前在車禍中喪生，年僅二十歲，
他是這位母親唯一的孩子。這位母親
受到巨大的打擊，簡直痛不欲生，所
以朋友整天陪伴著她，以防她尋短

聽到這件慘事，心中很同情那位
失去愛子的母親，設身處地想像一
下，這種痛苦的確讓人很難承受。
人間最重的是親情，這位母親把
兒子的教育和前途視為生命中首要的
大事，培養出了如她所願的優秀學
生，卻又突然間失去了她生命中最大
的期盼，這種打擊真可謂是滅頂之
災。
人人希望趨樂必苦，福、祿、
壽，即榮華富貴、子孫滿堂、名利雙
收、長命健康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理
想的一種人生經歷。但是人生往往不
會這麼順利、幸運。《論語》中說
道，“生死有命，福貴在天”，《莊
子》中說道，“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
若素，德之至也。”德，指甯和、平
靜的人生態度，有德之人，對人生的
榮辱、安危、順逆，甚至生死都能泰
然處之。
能夠做到這一點，是由於超越了
對小我和個人身家性命的關注與執
著，能夠大處著眼，自覺到個體的小
生命不過是宇宙大生命的一個微小的
部分和片斷，自覺到生死存亡乃是一
體。
人生即使長壽百年，在宇宙的大
生命中，也不過是如“白駒之過
隙”，只是極短的一個瞬間。
最重要的是，人活著的時候，要
用愛心和善意對待一切人、一切事，
無愧於我們的造物主，這樣的話，個
體小生命就會與天地精神一致，個體
小生命肉體的消亡，不是生命的真正
結束，而是匯入了永恆的宇宙大生
命，這也就如同基督教所說的天國一
般。
每一個個體的人都要經歷肉體的
生死，但是心中有了大愛和善意，就
會有永生的盼望，就不會絕望、無
助。

有些基督徒學生認為，這些同性
戀組織的行為己超越了維護權利的界
線，實際上是在做同性戀的宣傳工作
了。
因此，有少部分學生組織反制活
動，他們在沈默日的第二天（四月二
十七日），發起“真相日”的活動，
宣傳基督教反同性戀的立場和理念。
同性戀組織之所以選在今年大張
旗鼓，當然與美國整個社會的發展有
關，連鼓吹同性戀的電影都可堂而皇
之進入奧斯卡，當然學子們就無所畏
懼了。
另一個原因是同性戀受到了刺
激，聖地亞哥一所高中的學生在校園
裏分發印有反對同性戀的汗衫，汗衫
前面印著羞恥：“我們的學校擁抱的
行為，是受到上帝譴責的”，汗衫後
面則印上“同性戀是可恥的”。
結果被告上法庭，就在沈默日的
前幾天，第九巡迴上訴法庭作出決
定，禁止在校園中穿帶有反同性戀資
訊的汗衫，法庭認為，這些資訊有可
能妨礙到其他人的自由，和傷害到他
人的權利。
當然支持者認為，他們只不過在
行事言論自由的權利而已。
這類爭執，被分析家認為是文化
戰爭。如今燃燒到了校園，不知是
福? 是禍？

山風
猶太人與回教徒在各種政治議題上恐怕是
南轅北轍，談不到一塊，但你可以準備一桌既
合符猶太教教義，又符合回教教義的酒席，讓
他們坐在一起和平共處。
3 月下旬，在洛杉磯安那罕會展中心舉行
的世界民族市場展上，出現了許多既符合猶太
教，又符合回教教義的食品.飲料。
置身于會展中心，參觀的人反而感到, 其
實猶太民族與回教民族的距離其實並不太大。
他們在食物上的要求如此相似，透露出他們能
走到一起的希望來。
猶太教和回教對于食物的限制，和該如何
屠宰動物的要求如此相似，使得商人能以共同
開發這對在政治上談不攏的民族的市場。比如
猶太人和回教徒不吃豬肉，某些種類的魚也不
能吃，其根源當然是依據聖經中的食物律。

當年摩西頒布這些律
法，讓猶太人遵守，當然
流傳至今成為猶太教和回
教的傳統，依據這些食物
律而製作的食物當然就成
為所謂宗教食品，而猶太
教和回教竟然可以共同使
用同一種食品。
換句話說，猶太教與回
教是當今世界上文明衝突
最為明顯的兩個民族，但
當他們遵守教義坐下來吃
飯時，他們之間的差別比
起世界任何兩個民族在此
中的差距還要小。
圖：游建國
按最新的數據，美國的
猶太教在 500 萬至 600 萬
之間，人數呈下降的趨勢，原因是與其他族裔
通婚。但近年來猶太教的食品的銷量卻呈上升
的趨勢， 食品的種類從 2002 至 2004 年增加
了 15%達到 8 萬 6 千種。
凡是符合猶太教要求的食品都貼有標簽 ，
吸引許多非猶太教的人前往購買，因為他們相
信猶太教的食品更符合健康， 這是猶太教食品
銷量上升的原因之一。
即使是猶太人，因遵守聖經食物律購買猶
太教食品的人比例只有 15%，有一半的猶太人
說他們之所以選擇猶太食品是因為猶太食品比
其它食品對健康更有益 。
這次展會是美國有史以來猶太教食品和回
教食品首次聯合展出， 這是兩個宗教間對話的
一個良好開端， 一些大學也開設了宗教食品的
生產課程 ，更是將兩者融為一體。
從飲食的同源，到今天相似的食物，人們
似乎看到了世界上兩大宗教合作的可能性。

身與心
舒服的日子吧！』
可是 ，神卻對他說 ：『你
這個糊塗人，就在今夜 ，你得
交出你的生命； 那麼， 你為自
己所積存的一切財物要歸給誰
呢 ？』
最後 ， 耶穌結論說：「凡
為自己積財，在 神面前卻不
富足的。 所以， 我告訴你們，
不要為生活上所需的食物，或
身上所穿的衣服操心； 因為生
命勝於飲食，身體勝於衣
裳 。」」
圖：游建國

曾慶華
我們都是異鄉的客旅，在移民的生涯
中，除了忙碌還是忙碌；我們追
求財富，我們會認為累積了可觀
的金錢，在此岸的移民生活就成
功了！
但是，擁有可觀的財富是成
功嗎？使我想起在「聖經」中耶
穌曾提到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中，財主自以為擁
有了一切 ，甚至以為擁有了快
樂的生命；但忘掉了生命的主權並不在我們
自已手中，隨時都有可能喪失生命的；如此
而言，財富就不是成功的唯一要素了。
但是，在生活中一定要為自己定下短期

的自我目標，才會累積起成功的本能，使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能維持高仰「激動
力」。
心理學上有一個公式來表達激動力的
能量：
激動力 = 目標效價 x 期望概率
換言之，我們在從事一件工作的激動
力，是來自目標的本身價值與目標達成的
可能性，如果目標效價、期望概率都屬高
值量，那麼我們就會有高亢的激動力，向
前邁進。
因此，我們在選擇工作目標時，必須
目標確定、易於計量；期望值要高乎自己
的能力、卻屬於可以承受壓力的範圍。在
這樣一種即具有挑戰性且有可能性的目標
下，累積每一段的生活與成功，使我們生
活永遠處在挑戰中，分享生活的愉悅。
成功應是一種生命的心靈境界；它是
一種身與心平衡的境域；我們追求的應該
是生活不論在任何景況中，願我們永遠保
持一份寧靜的心，快樂的迎向每一天的生
活。

「有一個財主，田產豐富；
他心裏盤算著：『我沒有夠大的
地方來儲藏所有的榖物，該怎麼
辦呢？』
他又自言自語：『對了，我
要把原有的倉庫拆了，改建更大
的，來存放五榖和別的貨物，然
後我要對自己說，幸運的人哪，
你擁有一切好東西，足夠你多年
花用，慢慢享受，吃吃喝喝，過

歡迎上網閱讀 《焦點新聞》‧《歷史煙雲》專欄‧《身與心》專欄‧《小說‧詩歌‧小品》‧《網上教會》
山行文化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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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慰鄉愁，一起拾回那曾經擁有的「文心」。歡迎參加，免費供應茶點、晚餐。

《 周日 3 ： 00—5 ： 00P.M. 的快樂時光 ：文心沙龍 》
5月7日

中、西 倫理的相遇

四海一家 歡聚一堂

免費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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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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