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社區價值的運動

新聞焦點

Bill Gathard 所著的
《品格質量》。作者以
聖經人物的品格歸納出
個人品格，以此為訓練
同工教導個人品格的要
點。如今這種品格訓練
已成為家庭價值與社區
價值的延伸；從
Pacific Palisades 社
區價值中的七個品格，
就可以看出其影子。
推展個人品格和家

朱易
美國的基督徒曾推展重建“個人
價值”和“家庭價值”的運動，如今重
建社區價值的呼聲和行動不斷湧
現，似乎出現了另一波運動的苗
頭。
加州 Pacific Palisades 市的
十間教會, 和其它宗教組織聯合舉
辦了一次向該社區推介社區價值的
活動。活動之一是在該市主要大道
的兩旁豎立品格招牌，他們選的七
個品格是愛心、勇氣、尊重、正
直、熱情、勤奮和仁慈。在長達一
週的各種講座和活動中，他們向社

庭價值的教育已獲得極
大成功，相形之下，重
建“社區教育”僅僅是足
一個開端。這項運動能
否成功，依賴於幾個條
件。一是社區中的各宗
派教會必須同心合一，
充分配合。例如：
Palisades 合作的教會
就跨越宗派，集合了社
區中的主要教會。二是
必須取得政府的配合。
譬如在道路兩邊豎立標
語牌，就得獲得市政府
區介紹、分享和推展這些價值 的許可。這次 Pacific Palisades
觀。
未先獲市政府的許可而遭到一些麻
活動也包括一百人組成的合唱
煩。
團表演，希望藉此把“我們合一”的
聖經中的許多人物在西方是家
觀念帶回各自的家庭和教會。這次
喻戶曉的，同時這些人物的品格特
重建「社區價值」的負責人表示：
征也是西方人認可的。比如提到信
他相信這種活動將改變社區的生
心時，人們便想起亞伯拉罕，因為
活。
亞伯拉罕被稱為信心之父。又如﹕
這種大規模在社區推展社區價
摩西的剛毅，約瑟的智慧和高貴，
值的運動，並不僅在這個城市出
基甸的勇敢，但以理的謙卑等等。
現，亞利桑那州也有一城市，列出
人們從這些人物中找到了學習的榜
一些品格作為該市的社區價值。而
樣。
讓市民去遵行和學習。
( 歡迎在 www.a1126.org 論壇
以品格作為社區價值可以追溯
的回應版中發表您對本文的回應)
到個人的品格訓練，最早是出自于

摩西方案拯救威尼斯
山風
威尼斯城是舉世聞名的旅遊勝地，這個義大
利的城市從西元五世紀起，就一直向下沉。不過
世人從未把有一天威尼斯可能完全沉入水底之事
放在心上，威尼斯反而因此成為舉世聞名的水
城。當遊客坐在遊艇，而不是坐著汽車在威尼斯
穿街走巷時，他們可不想讓威尼斯有一天又成為
無水的城市。
不過由於威尼斯的下沉日漸嚴重，終於在
1966 年 11 月 4 日發生了歷史最嚴重的水災，水
面高出海平面足有六英尺，造成五千人無家可
歸。昔日詩意盎然的穿梭城中的運河上，漂浮著
狗，貓等寵物，城中有一周時間處於停電狀態，
而汽油漂浮在水面上，使得河水變為可怕的黑
色。這次水災成為威尼斯城的轉折點。從此全世
界有三十幾個組織專門為拯救威尼斯免沉於水底
而籌款。
當年的十二月份，政府迅速批准了一項新的
保護計劃。該計劃將安置 79 個可浮動的障礙
物，用於擋住水災。障礙物平時隱藏著，一旦水
災襲來，將會注入空氣使其膨脹至高達十英尺的

牆，將水擋在城外。
建立擋水牆，將水擋在城外的想法在 1970
年被提出了。這多少受到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過紅
海的故事的影響。據舊約聖經<<出埃及記>>的記
載，當時摩西按照上帝的旨意，帶領以色列人出
埃及時，遭到埃及法老王的追擊。當以色列人來
到紅海時，被一片汪洋擋住去路，正在這危急關
頭，摩西按上帝的吩咐，向海伸仗，耶和華使用
大東風，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開，海就成了
幹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幹地，水在他們的左右
作了牆垣。
威尼斯城的保護計劃中將水擋在城外，看上
去十分類似摩西分紅海的故事。因此，人們就將
此計劃稱為摩西方案，而將水擋在城外，保持威
尼斯幹地的空氣牆，就成為摩西牆。摩西方案的
花費十分昂貴，但至少好過任由水災侵蝕這個古
老的文化城。但反對該方案的人卻認為當全世界
有許多人死於風災，水災時，花費幾十億元來建
築現代版的摩西擋水牆來暫緩讓古老的城免於沒
頂（最終還是會沒頂的），似乎說不過去。正如
摩西分紅海是一個神跡，真正能拯救威尼斯於沒
頂之災的大概只有神跡了。

汽球能飛上去 不是因為顏色
在很久以前，紐約街
「你知道嗎？汽球能飛上去
頭，有一個賣汽球的小販， 不是因為顏色，不是因為紅
他經常在那裡賣汽球，他為 色才會飛上去，不是因為藍
了要吸引小朋友來，經常就 色才會飛上去，不是因為很
把那個五顏六色的汽球一個 漂亮的顏色才會飛上去，黑

李世敏
不管你現在的景況如
何，也許過去一年,你諸事
都不順利，你做什麼，失敗
什麼，你投資的，你享受不
到，也許你覺得很氣餒，你
想說，我還有希望嗎？也許
有些人你覺得我應該放棄，
我的夢想破碎了，我投資失
敗了，我想做的計劃，已經
沒有辦法達成，我想放棄
了。我要告訴你，你永遠不
要放棄，因為基督徒的生命
是一個永遠不放棄的生命，
我們的生命永遠不會放棄，
因為神不放棄我們。

接著一個吹氫氣，然後讓它
飄上天空。那過去的人看到
天空，有那麼漂亮的汽球,
就往上看，不知不覺就走到
他那個賣汽球的地方來。紅
色的、白色的、藍色的、綠
色的一直飄上去，飄了好
久.
終於很多人圍過來，一
個小朋友很好奇圍過來，他
說：「先生，先生，那個汽
球好漂亮，都是顏色很美麗
的汽球，但是，先生，如果
我給你一個黑色的汽球，你
能不能讓它飄起來？」這個
小販找了好久，好不容易找
到一個汽球是黑色的，因為
很少人要黑色的汽球，這個
小販把它灌了氫氣以後，那
個汽球就飄上去了。那小孩
子看到黑色的汽球飛上去
了，非常的興奮.
那小販對那孩子說：

色的汽球也可以飛上去。問
題不在於顏色，問題在於裡
面裝了什麼東西？因為你只
要在裡面裝了氫氣，汽球就
可以飛上去。」
我們的生命也是一樣，
不在乎你的出生怎麼樣，不
在乎你的背景怎麼樣，不在
乎你過去有多少失敗、多少
挫折，不在乎你的夢想是不
是破碎了，沒有關係！只要
有神的能力在你的裡面，你
就會像那個汽球一樣，永遠
可以飛上去。你也許覺得你
不行，你也許想要放棄了，
但是我要告訴你，只要有神
的生命在你的生命裡面，不
管你現在景況如何，不管你
的年紀多大，不管你的境遇
多糟，神都可以使用你，完
成祂讓你完成的事。因為神
的愛、神的憐憫、神的能
力，所以我們永遠有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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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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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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素明傳道及女兒汪蕙欣的見証

（主講人：鍾素明 傳道佈道，

智障女兒的獻詩及彈琴特別感人。來自台灣）
9 月 17 日

用智慧的心，數算你的錢財 （主講人：郭維國 先生 台灣師範大學、
霍甫金斯大學 M.B.A.）

9 月 24 日

做神國人？ 或做中國人？ （主講人：蔡登文 先生 時仲論壇報社長 海洋大學）

10 月 1 日

生命的樂章（主講人：張慶祥 先生 西安音樂學院 曾任東方歌舞團作曲指揮）

10 月 8 日

透過鏡片看創造

（主講人：陸繼國 先生 JPL 工程師

台灣成功大學 、

南達科達州大學電機碩士）
10 月 15 日

蘇拉蜜女、 林黛玉、揚振寧 （主講人：劉志剛 先生 作家 國際神學院道學碩士）

10 月 22 日 文化中的信仰力量
10 月 29 日
靈魂的感覺
11 月 5 日

（主講人：鄭更榮牧師 中華歸主神學院教牧博士）
（主講人：王大衛 先生
宣教士、中醫師 中醫博士）

現代人的精神放逐 (主講人：施瑋 女士 詩人 作家 北京魯迅文學院、復旦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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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您的簡歷，討論提綱，日期。
E-Mail 至 info@a1126.org 或電 (909)322-9563 曾慶華
我們會安排時間及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