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焦點

永恆軍隊 出山
子遊戲暴力的律師指出，即
使是基督教內容也不能否定
這是一個暴力的遊戲。
電子遊戲的創作者認
為，遊戲讓青少年思想永恆
的重要性，因為遊戲裏有敵
基督，世界末日和地獄的情
節，讓人驚心動魄。有人這
樣評論永恆軍隊遊戲充滿了
基督教的內容，也充滿了酷
的東西。
這就是為何支持基督
教主題遊戲的人心存希望所
在。基督教主題的遊戲向來
賣得並不好。例如《跳舞讚
美神》，只賣出三萬個，而
非基督教主題的同類遊戲，
共賣出五百萬個。
好一點基督教題材的娛
樂產品，總難於脫離說教的
成分，但永恆軍隊確實沒有說教的產品。不過有些情
節看在基督徒眼中有些怪怪的。例如遊戲中的永恆戰
士在將壞蛋打倒之後，會說，“讚美主”，這讓基督
徒感到有些過分。
永恆軍隊是根據末日迷蹤來編寫的，該書的作者
認為遊戲不錯，可以教育青少年，在信仰上不致落
伍。
永恆軍隊跟以往的基督教內容的遊戲不同，以前
的這類遊戲都是小製作，但永恆軍隊看上去是個大螢
幕的大製作，而且永恆軍隊的內容是根據全球賣出
6500 萬冊的共十四卷的末日迷蹤。因此永恆軍隊可
能成為基督教遊戲在遊戲工業的開路先鋒。
往常，基督教遊戲放在網上和小型的基督教書店
中出售，銷量十分小，占全球遊戲總銷售額 250 億中
極小的一部分，但有了永恆軍隊，分析家相信，勢必
改變基督教在遊戲工業中的版圖，永恆軍隊將成為一
個開路先鋒，將帶動基督教遊戲的興起，在未來五年
基督教遊戲的銷售可達到 2 億元。
也許神學家和牧師對於將基督教納入遊戲工業，
不以為然，畢竟遊戲屬於娛樂，教導的成分少之又
少，連寓教於樂都談不上。但實際上，力主發展基督
教遊戲的基督徒真正的目的不是在教導信仰，而是想
發展出一套合符家長要求的遊戲來。
過去幾年他們不斷抗議遊戲界過於暴力和色情，
但遊戲界充耳不聞。於是他們終於行動起來，想生產
出可以取代暴力色情的遊戲的基督教遊戲，, 採取搶
奪市場的策略, 從而從根本上堵死壞的電子遊戲的
路子。
永恆軍隊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其過程還是
相當曲折。

朱易
從樓上的窗戶往下看，發現大樓已被裝備精良
的反基督軍隊包圍了，他們正從牆壁上爬上來，怎麼
辦？
不要緊, 你只須按動手中的按鈕，馬上就可調出
千軍萬馬的永恆軍隊，把反基督軍殺得片甲不留。
這是發生在五月初洛杉磯會展覽中心的電子螢幕
上的場景，當時正在舉辦電子娛樂產品展覽。有廠家
依照小說《末日迷蹤》的方式，把聖經啟示錄演繹為
供人娛樂的電子遊戲。
對基督徒而言，啟示錄是最難於明白的，末日何
時來？末日災難持續多久？誰是敵基督？它是什麼
樣？不同的教派不同的解釋。不同的學者不同的答
案。
但對於好萊塢而言，啟示錄可是他們取之不盡的
娛樂資源，因為從當中一句話他們就可演繹出一系列
電影來，著名的有《終結者》和《駭客帝國》。如今
電子遊戲也湊上熱鬧。
以聖經作為主題的電子遊戲在近年來有極大的發
展，這是所謂文化福音思潮下的一個產物，如暢銷的
蔬菜聖經故事系列就被製作成為遊戲。在該電子遊戲
中，有一個超人般的英雄聖經人，他與一位聖經少女
一同與各種邪惡勢力作戰，以捍衛神的道。
現在展出的永恆軍隊的電子遊戲，其目的更多是
為了減輕外界向來對遊戲過於暴力的批評的壓力，他
們推出基督教內容的遊戲，以改善電子遊戲在教會界
的形象。
遊戲仍然充滿了血腥的殺戮。一位元專門抨擊電

歷史教材
成政治角力場
有明說。
重新以同性戀的觀點看歷史,
會是更大的混亂.比如有人出書
加州參議員的一位議員，
異想天開地提出了一個法案，該 說,林肯總統是同性戀, 如果屬
法案要求州的中學教材的審編委 實, 該不該把它寫入歷史.林肯
員會要重訂立是教材，要把同性 的性向真的會影響歷史嗎? 再
戀在美國和加州歷史上的貢獻作 說,由該如何去核實這不是某些
為一個題目寫進歷史教科書中。 人嘩眾取寵的八卦呢?
網球女明星比莉.金是一個女
法案於五月十一日在加州參議院
權運動者,也是同性戀,在新編的
通過了。
歷史書中,該如何來形容她呢?
該法案將造成教育界的一陣
混亂，新編的教材該如何寫？應 她的性向對歷史產生的影響, 又
該在那個年級開始？法案中並沒 該如何去評估呢?

山風

支持法案的人認為性向與偉人
對歷史的貢獻是相關的,正如與
種族相關一樣.比如提到馬丁路
德金時, 必須提到他是黑人, 提
到為婦女爭權利的蘇遜.安遜妮
時,必要提及她的性別,為什麼就
不能提及比莉金是同性戀呢?
不過歷史專家指出,除非一個
人的種族,性別在他所產生的歷
史影響中扮演了關鍵的作用,才
需要去討論,否則,種族,性別不
應成為歷史的重點,性向亦應如
此對待。
這個打著平等旗號的法案畢竟
太不靠譜，連一向以自由立場著
稱的洛杉磯時報也發表社論進行
抨擊，稱其為荒謬 ，只不過是
一個政治正確的操作。
社論指出，教材編審委員會
不應該受到立法機構的干擾，只
憑專業行事。
議員們以其提出這種無意義
的提案，倒不如去關心民生大
事，如員工家事等法案。
中學的歷史教材就得以同性
戀的眼光來重審美國和加州歷
史，並且以此眼光對歷史進行聯
合。如此一來，歷史可能成為政
治的僕人，學生將被誤導。
加州本來就有一個陣營強大
的教材編審委員會，共有十八位
成員，他們憑專業進行教材的選
編，但如果該法案一旦通過，必
然損害到他們的專業原則。
如果此例一開，各種類似法
案難免不層出不窮，最後，中學
教材就豈不成了政客推銷的分類
廣告了嗎？

有問號就有問題，如何問也是一門學問。父母
進門看到滿地碎片，不明究竟之前，對孩子劈頭
就問：是不是你打破的？這是封閉式的問話語
劉艾青
氣，似乎父母已經認定了答案，因此製造了孩子
曾經聼 過這麽一個有意思的問題：你會選擇那 害怕回答的焦慮。如果改用開放式的問話：發生
一個標點符號代表自己的個性呢？逗號，分號， 什麽事了，有人受傷嗎？這樣的態度，至少表現
問號，驚嘆號，句號，或是冒號，每個人不一
出願意多了解狀況的誠意。
樣，也各具特色。那麽，你是那個符號呢？
問號型的人喜歡探索，他問：企鵝爲 什麽不
問號型的人充滿了好奇，積極一點的，打破砂 會飛呢？原來是企鵝的骨頭密度太高了。若不是
鍋問到底，就求知的角度來看，是值得鼓勵的， 有人好奇去研究，也不會知道這個有趣的現象。
不過要留心，可別侵犯了別人的隱私。 英諺:
揭開大自然的奧秘需要好問的人，他們好奇的念
CURIOSITY KILLED THE CAT，意思一個人的好奇
頭創造了科學；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也靠著好奇
心也可能製造危險。好奇心是一種本能，藉著
對方近來可好的問話 ，傳遞了愛與關懷。所以，
它，可以洞察隱而未現的奧秘，尤其要鼓勵孩子
只要不是探人隱私，或是故意使人難堪，多問還
發揮好奇心，有助開啓 他們的智慧。然而，我們 是不錯的，不但豐富了生活的内 容，也擴展了我
也要懂得約束自己的好奇心，千萬不要成了探人
們的眼界。
隱私的工具了。

你是那個符號？

給讀者一個真實的早期教
會歷史﹐並幫助基督徒不
致被《達芬奇密碼》動搖
了他們的信仰。
由於基督教新教教派
林立﹐故不會有統一的針對電
影上映的行動﹐倒是天主教對
天主教徒發出不應讀該書的指
示。
天主教教廷通常不會對那些
對教會不友好的文學作品或電
影發表評論﹐以免成為炒作的
題材﹐但在對待《達芬奇密
碼》上卻是一反常態﹐不但針
對該書對信徒警告。
同時還有一些不尋常的舉
動。例如就在上月﹐當一個五
層樓高的《達芬奇密碼》電影
海報﹐豎立在羅馬城一座天主
教堂對面時﹐教廷出面干涉﹐
很快廣告牌就被取下。
隨著上映時間逼近﹐有人曾
擔心的教會的抵制行動並沒有
出現﹐不過人們發現教會選擇
不抵制的原因是﹐他們希望借
《達芬奇密碼》熱﹐將聖經傳
播工作更上一層樓。

《達芬奇密碼》各方較勁

山鳴
五月十九日﹐改編自賣出

四千冊的《達芬奇密碼》的同
名電影﹐在全球上映﹐索尼電
影製作公司祈望買過書的讀
者﹐也會買票去看這場電影。
如果從擺列《最後晚餐》的巴

黎羅浮宮﹐自該書出版後
人潮大增看﹐索尼公司大
概不是在白日做夢。
對於教會和基督徒而
言﹐這似乎不是好消息﹐
因為該書的內容與聖經相
抵觸﹐因此有人盼望教會
應作出抵制行動。
不過教會並沒有作出抵
制的行動﹐倒是有人控告
作者剽竊﹐一狀告到法
庭﹐雙方較勁﹐還是作者
贏了。
教會的牧者﹐神學家雖
沒有號召基督徒抵制看
《達芬奇密碼》﹐但他們
卻在暗中較勁。他們寫了
大量的有關耶穌生平和早期教
會歷史的書﹐並舉辦講座﹐訓
練會﹐發行 DVD﹐例如《達
芬奇密碼的背後》﹐《達芬奇
密碼的真相》等等﹐他們希望

山行文化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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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杉磯愛修園校本部將於

《希望之夜》

7/10--15 舉行

歡迎報名參加

「博士班及暑期密集訓練程」
7/17(一)--19(三)舉行
「基甸精兵營」

晚上公開復興聚會: 講員有: 郭美江牧師、吉爾．奧斯丁牧師、曾子雨牧師、麥約翰牧師

地址 ： 1040 Walnut Avenue Pomona, CA 91766-6527
電話

：

P 909 287 0300

廣邀天下好手, 以球會友, 以棋會友

F 909 287 0368

《 開放諮詢時間 星期一到星期五 10:00 a.m. - 6:00 p.m.》

每週六晚上九時, 羽毛球, 桌球(乒乓球), 撞球, 象
棋, 圍棋愛好者們相約于《希望之夜》, 共同切磋球藝, 棋藝.。
這是一個寓運動與交誼于一時, 使鍵康同靈性共成長的希望之家.
歡迎大家加入這個大家庭.

地點：希望之夜 – 讚美之家
9468 Broadway, Temple City, CA 91780 .

時間：每週六晚七時至十時.
連絡我們 E-Mail ： info@NOH6.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