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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弓 黃小梅

美國是一個基督教國家嗎？(下) 慢生活
讓 我 們 繼 續 來 看 看 這

十誡中的第七誡，【不可姦
淫！】

「 性 解 放 」 或 「 性 革
命」在1920年代就出現，但
當時的原意是從性的知識方
面解放，諸如破除對性的迷

信，特別是對於處女的神聖化及非處女的歧
視等，並由此帶出男女在社會上各方面的平
等平權。但自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開始將
「性解放」的概念歪曲為「不再受宗教文化
等方面的正常道德倫理所約制，而一味追求
性慾方面的滿足，因此導致社會人慾橫流，
男女性關係亂七八糟，甚至違反自然的同
性、變性等心理變態行為由政府正式立法
「保護」，以使其成為「正常」。此等風氣
藉著荷裡活五光十色影視娛樂的流行，將這
種墮落意識向全世界傳送薰陶，現今有超過
半個世界的人倫道德敗壞到不可挽救的地
步。舊約聖經利未記20章13節：【人若與男
人苟合、像與女人一樣、他們二人行了可憎
的事…罪要歸到他們身上。】；又在新約
哥林多前書6章9與10節：【你們豈不知，不
義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麼。不要自欺，無論
是淫亂的、拜偶像的、姦淫的、作孌童的、
親男色的、偷竊的、貪婪的、醉酒的、辱罵
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國。】

美國是一個以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為主
的歐洲移民建立起來的，當這些白種人踏上
了美洲大陸，仗著他們較為先進的文明與武
器，對那些相對落後的原住民印第安人趕盡
殺絕，掠奪他們的土地與資源，這是否違反
了出埃及記20章13節：【不可殺人！】還有
15節：【不可偷盜】這兩個誡命呢？

為了在經濟上繼續稱霸世界，上世紀
80年代初，當日本的電晶體科技和產能起飛
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供應方。美國政
府指責日本竊取知識產權、向美市場傾銷
商品等罪，扳倒並收購東芝（Toshiba），
以產業間諜罪逮捕日立（Hitachi）及三菱
（Mitsubishi）員工。當法國的阿爾斯通
（Alstom）在許多國家和地區與美國通用電
力（GE）產生競爭後，美國警方在2013年
以涉嫌商業賄賂在紐約機場將正在過境的
該公司全球負責人逮捕，以《反海外腐敗
法》重罰阿爾斯通7.72億美元，並強迫收購
該公司的電力設備業務，肢解阿爾斯通。
2007年美國福特（Ford）汽車收買日本豐田
（Toyota）原聘用的法律顧問，將豐田內部
秘密提交美國，控告豐田隱瞞和銷毀因翻車
導致受傷跟死亡有關的資訊，並銷匿了車輛
工程設計與安全測試中的違規行為，最後在
2009年逼使豐田從市場上召回三百多萬輛汽
車，繼而在2010年再召回二百多萬輛，使其
部分車款停產、停售。

去 年 再 出 撇 步 捏 造 出 危 害 國 安 的 謊
言，隨意封殺華為（Huawei）等中國企業。
像這種卑鄙行為，我們來對照一下出埃及記
20章17節：【不可貪戀人的房屋、也不可貪

戀人的妻子、僕婢、牛驢、並他的一切所有
的。】

美國誣控伊拉克有大殺傷性武器，另
外以反恐為借口公然違反國際法，出兵侵入
這兩個國家，大肆殺戮，推翻其政府，讓這
兩個國家家破人亡，同樣也毀掉了阿富汗。
繼而進一步誣告中國對新疆的維吾爾族種族
滅絕和強迫勞動，每一兩個禮拜就出一齣新
戲，極盡荒謬之極。過去幾十年來，美國這
個國家的政客為了自己的利益，精心策劃，
在世界上多少國家與地區製造什麼顏色革
命，什麼花運動，利用謊言與虛假指控唆使
別國民眾推翻其政權，然後扶持那些願意服
從美國主子一切命令的奴才執政，以滿足其
為所欲為，巧取豪奪的罪惡慾望。

聖經中有好幾處談到說謊、作假見證
的經文誡命。

【所有習慣說謊的人都會喪失永遠的
救恩。】——啟示錄21章27節

【他們的口裏沒有真話，他們的內心
充滿毀滅人的意圖，他們的喉嚨是敞開的墳
墓，他們用舌頭弄詭詐。】——詩篇5章9節

【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
說『不是』；如果再多說，就是出於那惡
者。】——馬太福音5章37節

【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出埃
及記20章16節

因此，這國家的衰亡是必然的，馬太
福音7章24至27節中，耶穌說：【所以凡聽
見我這話就去行的、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
子蓋在磐石上。雨淋、水沖、風吹、撞著
那房子、房子總不倒塌．因為根基立在磐石
上。凡聽見我這話不去行的、好比一個無知
的人、把房子蓋在沙土上。雨淋、水沖、風
吹、撞著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並且倒塌
得很大。】

已故國際著名的美國基督教佈道家葛
培理（Billy Graham）的女兒安妮（Anne 
Graham Lotz）在一次接受CBN新聞採訪時
說：「我們的國家一團糟…它正在瓦解。我
們正在內爆，首先是在道德和精神上。……
這就是我認為我在美國看到的情況，我相信
我們正在進入審判階段，上帝正在退縮。祂
正在移開祂的祝福和保護之手，……我們擁
有豐富的知識、巨大的技術，但我們所做的
一些事情似乎從未如此愚蠢。」

美國是否與配不配稱為信奉基督信仰
的國家，讀者可以自行衡量，筆者不應

妄自論斷，只是簡單的將所知的事實
舖陳在大家面前！順帶一提的是人們不好將
一個人或一個國家的不當行為等同於其自稱
的宗教信仰，而批評甚或咒罵該信仰，這是
不公平的。

最後我們以新約聖經最後一本書啟示
錄21章8節【惟有膽怯的、不信的、可憎
的、殺人的、淫亂的、行邪術的、拜偶像
的、和一切說謊話的、他們的份就在燒著硫
磺的火湖裡，這是第二次的死。】作為一個
總結。

小 雪 時 節 卻 無 雪 的 小
城，午後的陽光，透過落地
玻璃門，斜照在書房淡粉色
的釉面地磚上，門的邊框便
在地板上映出了格子，陽台
上掛曬著的衣服，在微風中
懶懶地動了動，它的影子，

便在書房的地板上印成了黑色的不規則圖
案，輕輕地搖曳著。蘇小瑩把身子埋在籐
椅裡，靠著玻璃門，怔怔地看在地板，暖
陽在她的身上虔誠地貼著，周圍一片寂
靜，想必人們都在午休了。

蘇小瑩很喜歡這份恬靜。不久前，她
成了一個無所事事的女人，想著自己的前
半生，韶華已逝，馬齒徒增，她彷徨過、
鬱悶過，甚至自責過，對生活是那樣的不
甘心，可是，現在，她很喜歡這樣的生
活，她說這是一種慢生活，張馳有度，能
迸發出一個人潛在的激情，愛吾所愛，樂
吾所樂，慢生活是一種態度，甚至多了份
優雅。

清晨，不再需要為上班而匆匆忙忙，
不再為服飾而精心打扮。然而，蘇小瑩依
然早早起床，她習慣了溫一壺茶，倒一杯
在白色的大瓷杯中，再裝滿一個保溫瓶，
留著慢慢品味。

早飯之前，她就在書房的籐椅上，慢
慢地喝著茶，欣賞著陽台上成排的花兒，
她的內心充滿著幸福感。

喝茶後，她便在書桌前，開始了她的
早讀時光，在這種慢時光的生活裡，閱讀

成了她的最愛！
沒有功利性的閱讀，如同與高人對

話，卻不受任何的羈絆，這樣的方式讓人
非常地放鬆。蘇小瑩也常常與朋友們外出
采風，也會寫寫小文，權當自娛自樂，至
於文章能否發表，她並沒有在意，她覺
得，自己的水平低，順其自然就好，只要
自己堅持閱讀，仔細捕捉生活的點點滴
滴，定會有進步的時候，或許，到那個時
候就水到渠成吧。

在人與人的相處中，蘇小瑩不喜歡家
長裡短與流言蜚語，她覺得每個人都有優
缺點，這讓她的生活多了份平和。在家務
上，蘇小瑩做得有些隨性，決不讓自己超
負荷運作，她說，這樣傷了自己的身體，
也會成了家人的累贅，大不了下回再做，
照顧好各自的身體便是一種責任。

有人羨慕蘇小瑩有大把的自由時間
供自己支配。蘇小瑩也覺得這樣很幸運，
因而，她常常感恩和珍惜現在的生活。然
而，在蘇小瑩的慢生活中，我們卻看到，
她幾乎沒有浪費光陰，她的閱讀時光，總
是串連著她的生活，不離不棄，而且，這
種閱讀不是跳躍性的，她會一定一字地
看，甚至做了筆記，她追求一種慢，慢慢
地品味作者的意境，或者加強史料的記
憶，儘管如此，記憶還是很調皮，常常捉
弄她，而她卻樂得笑呵呵地重頭再來，不
緊不慢。

蘇小瑩溫柔地、堅韌地過著自己的慢
生活，其實那是一種耐人尋味的慢……

醺人

返步奉和

亦勵女史《絕詩二首》
（一）七絕

 冠頂賀《德潤集團》

德基仁礎立精神，潤益群倫四季春。
集力流行凡廿歲，團頭聚面不因循。

（二）五絕
冠頂「金井甘泉」

 《讚井》

金質恆光璨，井深惠遠揚。
甘霖恩典厚，泉晉譽芬芳。

原玉：
 《絕詩二首》/ 亦勵

 ——近日步和絕詩二首——

 （一）七絕
步韻奉和樂儒齋主冠頂

《祝賀德潤集團發展二十年》

德善為懷繩墨循，潤時應勢廿年春。
集思廣益成功業，團結前行倍奕神。

（附樂儒齋主冠頂原玉）

德澤深耕廿載循，潤之地產每逢春。
集賢立本同心啟，團隊相從精氣神。

（二）五絕
 ——冠頂「金井甘泉」——

步韻奉和陳貼新詩家
 《讚井》

金聲傳後世，井邑孕蘭芳。
甘壤鄉情重，泉清永頌揚。
（附陳貽新詩 [建亨] 家原玉）

宋皇欽御旨，金井永傳芳。
諱字鄉愁寄，謳歌世代揚。

謝如意

思念
思念，是人之常情，也

耐人尋味。
思念是有豐富的感情，

也有巨大的力量的。「思」
與「念」都與心有關，前者
由心「田」動心，後者從當
「今」用力。感情由此生，

力量因斯發。
我的二舅父叫葉東昇，這跟他出生於

農曆三月十九日「日公生」有關。到他老年
的時候，他改為葉東生。今年是我的二舅父
逝世的第四個年頭，就在這一千多天裡，我
腦海與心中，時常縈繞著對他的深深的思
念，也常在思念中獲取一些動力加持。

二舅父旅居馬來西亞操勞一生，在他
享年87歲中，我是在他年及花甲才有緣和他
見上第一面暢敘的。然而自那以後，我就較
有機會與不時因共益慈善事務自費回國探親
與辦事的他見面，因而，從小接受家母垂訓
的我，對二舅父的印象才由抽像而致具體，
從模糊而到清晰。尤其是在他逝世的那一
年，他還在他的兒女協力陪同下帶著病體回
國探親拜佛，更登上家鄉海拔近千米的朝天
山頂，在成功返回後心情大悅，還想隔年再
回國這件事，讓他那臨終瘦骨嶙峋的身姿，
卻在我的心中豎起血肉豐滿的豐碑。

思念是有豐富的感情的，我一直想，
為啥二舅父臨終前還拚命要回國探親拜佛和
敬奉自然？這大概就是今日常說的永保美好
的「初心」吧。

至今，每一次再看看二舅父在舍弟廈
門家大廳裡與家母親切依偎的合影，我就不
僅毫不懷疑他們極其深厚的姐弟情，而且基
本理解作為海外赤子之一的他的「中國心」
生死不渝！也許正因為如此，我感到他雖死
猶生，美好精神永恆。

也因如此，他雖然逝世了，但是，我

對於他的感恩之情卻與日俱增，不可遏止。
正因如此，在我近半年來在廈門舍弟家幫助
陪護家母中，總覺得彷彿他每天都在我身邊
一起傾談，一起為照料家母為我們兄弟出謀
獻策獻力。二舅父還在我們的心中，給我們
指導、給我們助力！因此，我說思念是有巨
大的力量的。

在思念的感情和力量的作用下，我分
明又覺得:思念也是一個顯微鏡和放大鏡。
思念讓我們把有關二舅父的一切美好重新觀
察和放大，格外清晰地重溫，思念又透過許
多往事的表象，見微知著地透視到其深刻的
本質和精微的蘊含。

我現在情不自禁地格外深切地感受到
什麼叫做「失去才更知道可貴」和「機不可
失，時不再來」的道理，也鞭策我「及時當
勉勵，歲月不待人」。這也是我在日常庸碌
中不忘每天早課的原因之一。

「世間沒有後悔藥」我早已堅信，我
可以欣慰的是，在與二舅父相處的日子裡，
我如今沒有什麼需要後悔的。二舅父給我的
美好的一切，我在這裡是難以細表的。無論
是當年他對我們家從感情但物質金錢的雪中
送炭，還是他臨終之前歸國對眾親友的一往
情深，還是他對天地神明的由衷敬仰，都是
給我們留下了「金不換」的美好範本，讓我
們從中溫故知新溫馨不絕日久彌深，更讓我
們信心百倍勇氣陡增渾身是勁——我因此更
明白該怎樣繼續人認真地做事和做人！

思念是有豐富的感情的，也是有巨大
的力量的。我正在這種感情的大海裡楊帆啟
航，我也在這種力量中勝利挺進新的長征！

感恩二舅父的栽培，我們一定要在生
活中取得新的勝利！

牢記二舅父的諄諄教導，我們一定會
在生活中取得新的勝利！

2021年10月9日早課問早安於廈門

春秋雨

「老三篇」的時代價值
毛澤東，20世紀世界歷

史上絕無僅有的革命家、戰
略家、理論家、詩人，他的
著作集哲學性、思想性、藝
術性於一體，在中國革命和
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具有
重要指導引領作用。幾十年

來，毛澤東三四十年代撰寫的《紀念白求
恩》《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始終為
廣大黨員幹部群眾常學必讀篇章，而且被譽
為「老三篇」。

「 老 三 篇 」 所 以 傳 世 不 衰 ， 關 鍵 在
於：一篇頌揚了抗日戰爭時期「不遠萬里來
到中國」的加拿大醫生白求恩，為了中國人
民的解放事業而犧牲的「毫不利己，專門利
人」，對工作對人民極端熱忱的國際主義精
神；一篇謳歌了因炭窯垮塌而犧牲的延安中
央警備團戰士張思德，全心全意人民利益工
作的為人民服務精神；一篇通過典故「愚公
移山」的故事，號召全黨全國人民在中國革
命勝利道路上，要堅定弘揚「愚公移山」
「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敢於鬥爭精
神。正是毛澤東提出的國際共產主義精神、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精神和不畏艱難的革命
精神，凝聚起黨心軍心民心，激勵起中國人

民鬥志，讓曾經飽受欺辱、積貧積弱的舊中
國屹立在世界東方。

信仰的力量無堅不摧。人民有信仰，
國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今天，中華民族
已經踏上「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偉大征
程，不但仍然需要不畏艱難困苦的勇氣鬥
志、革命精神，更需要堅定「以人民為中
心」信念。

正如毛澤東當年指出的那樣，共產黨
人務必要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
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
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要積極涵
養正氣、清氣、和氣、豪氣，杜絕戾氣、濁
氣、傲氣、匪氣。只有這樣，才能很好保證
黨的先進性、純潔性、革命性、人民性，
齊心合力挖掉擋在我們前行道路上的「大
山」。

歷史表明，無論一個國家、民族、政
黨，興衰盛敗往往取決於有沒有科學正確思
想理論、制度文化，是不是堅持「以人民為
中心」。換言之，就是執政黨、政府是否完
全徹底地為人民大眾利益而工作，是否牢固
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之「共商共建共
享」價值觀，民眾是否對執政黨、政府保有
信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