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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美 水弓

以不變應萬變 美國是一個基督教國家嗎？(上)
我們每日看到的新聞，

皆是疫情廣傳悲慘的局面，
有些朋友告訴我說，他們現
在不看報紙，因為全部都是
負面的新聞，特別是黑版一
大堆，而每天的首版新聞，
更是報導疫情的近況，如是

我們天天注意這些問題，則精神不崩潰才
怪。由於天意難違，身不由己。我們還是要
倍加注意，才能確保安全。坦白地說，如
今如我們能保命，就心滿意足了。語云：
“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人無遠慮，必
有近憂。”“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有
八九”。“我們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別人騎馬，我騎騾，回頭又是推車漢，皆
上不足，下有餘”。人生在世知足常樂。我
們的一生誰才能陪伴我們。不是我們的伴
侶。是我們的“金錢”。如果你勤儉過日，
想把你所有的財富都留給你的子女，那才是
天下的“大傻瓜”。中國的老人是退休年
齡六十歲算起，平均男女的壽命是七十二
歲，你如果自己有錢，不必你的兒孫來“養
老”，你可以擁有樓房，能豐衣足食，有
“養老金”，一旦生病，可能把你一生的積
蓄都花光，如果你沒有錢，人老了，就不要
再節儉，應該花的錢就不要想得太多，只要
不是嫖賭飲奢，其他的事情你都可以去做，
老年人活一天賺一天，不必去計較什麽？更
不要伸手向兒女要錢，你的眼淚會流入的，
凡事三思，所謂“花言巧語，鮮於仁”也。

這幾天來，我國菲律濱的疫情並沒有好
轉，看起來還是會繼續地惡化，如今確診的
病例，已遠超三百萬計，根據菲OCTA研究
小組於十一日在其最新的報告中，由正月四
日至十日大馬尼拉區NCR的每日平均罹患率
ADAR已再上升至89.42已高於ADAR每天十

萬人中有七十五人以上確診的門檻。他們形
容為嚴峻的爆發，而該地區最近七天新冠檢
測確診率也從一週前的20%升到48%。

另一方面，大岷理事會主席、巴蘭玉計
市長奧利描禮示週二說，首都地區對十七歲
和以下的未成年人實施從晚上十時至淩晨四
時的宵禁。

馬拉干鄢週二說，政府做好準備，如果
大岷的警戒級別因新冠肺炎病例上升數目從
第三級升為第四級。

衛生部表示，大岷的新冠肺炎病人60%
在該地區之外的病人，較不用住院，由於高
疫苗接種率。

根據我們的瞭解，這次的病毒感染，
輕症患者為數較多，但對於年長者，或是有
慢性病者的威脅會比較利害，因為如不幸中
標，會引發其病症的爆發，特別是心臟梗塞
或腦中風的現象。

另從事教育工作者，如學校的老師，據
稱有超過50%受到感染，這些老師最常見的
症狀是感冒46.6%及咳嗽44.5%。因此學校要
在今年回復面對面上課的機會，將會特別困
難。

得到很多讀者對我的鼓勵及支持，這
幾天在朋鎂國內外的讀者來電表示歡迎，多
位閱讀我的文章，已成為他們的茶餘飯後
必讀的刊物，有些人甚至希望我幫助他們解
決一些難題。在我能力所及之下，我當盡力
而為，我不會在我的寫作中發表，請你們安
心，很多時候，我會打電話與耀哥談論一些
報社的運作，以及人事方面的安排，這對我
寫作有很大的幫助。謝謝。

疫情之下，我們只好以不變來應萬變，
另無他法，避免遠勝於醫治。如這樣下去，
可能新冠肺炎的疫情會發展成為一個普通的
流行症也說不定，但是我還是要繼續防範。

「美國是一個基督教
國家嗎？」對這個問題相信
在大部分世人的認知中都會
覺得「是」。

根據維基百科在2020
年提供有關美國的資料中
這個國家的人民中有百分

之六十五是屬於廣義的基督教徒，就是不
同教派，但其教義基本上與基督救恩有
關的，比如羅馬天主教﹑東正教與被稱為
「新教」的基督教。其中有百分之四十二
是屬「新教」的基督教，它包含了好幾個
宗派，例如浸信會﹑福音教會﹑五旬節
會﹑長老會﹑聖公會……等等，這些宗派
在傳統儀式及禮節上稍有不同，但基本教
義是一樣的，故此可以互通，都接受被稱
為是「新教」的基督教派。羅馬天主教與
東正教教徒佔有百分之二十一。剩下的百
分之二是屬於一些教會，耶穌在它們的教
義中的定位是人，不是神，故嚴格說來，
應不屬基督信仰。但這些數字，每年都在
下降，上升的是無神論者的數字。因此要
把這個國家算作基督教國家是非常勉強而
不實際的。既然談到基督信仰，讓我們就
以聖經的道理來探討這個問題吧。這個國
家大部分人民既是上帝與耶穌救恩的信
徒，當初也是以基督的信仰教義作為立國
的精神，相信聖經是記載著上帝的教導﹑
律法，按理是應該遵照它行事，我們來看
看，這國家開國二百多年來是否如此。

首先來談談種族和階級歧視，在整本
包括新﹑舊約的聖經中至少有幾十處論及
種族與階級的。我們簡單舉出幾處特別有
代表性的：

（一）使徒行傳第10章34﹑35節：
【彼得就開口說、我真看出　神是不偏待
人．原來各國中、那敬畏主行義的人、都
為主所悅納。】

（二）加拉太書3章28節：【並不分
猶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為奴的、或
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
了。】

（三）羅馬書2章11節：【因為　神不
偏待人。】

（四）啟示錄5章9﹑10節：【……你
曾被殺、用自己的血從各族各方、各民各
國中買了人來、叫他們歸於　神、又叫他
們成為國民、作祭司、歸於　神．在地上

執掌王權。】又7章9節：【……此後、我
觀看、見有許多的人、沒有人能數過來、
是從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站在寶座和
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樹枝。】

（五）約翰福音第3章16節：【神愛世
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
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在此，上帝很清楚的借各使徒的口與
手宣佈了祂對世人的愛，是不分種族和階
級的。但反觀美國的白種人殖民美洲時，
首先屠殺打壓原住民-印第安人，使其幾
乎種族滅絕，目前只佔全國人口的百分之
一點一而已，其文化幾乎完全被消滅掉。
繼而在非洲像打獵一樣，大肆抓捕黑人販
賣到美洲當奴隸，盡其所欲，欺壓剝削。
雖然在十九世紀中期由第十六任總統亞伯
拉罕•林肯發動的南北內戰，擊敗了以支
持奴隸制度的極右白人掌權的南方邦聯州
份，聯邦政府從此廢除了奴隸制度，但一
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國家在各方面的
利益仍然全面傾向於白人社會，導致種族
矛盾日益嚴重，一樁警察濫用暴力跪殺一
名手無寸鐵的黑人青年導致發生「黑人的
命也是命」的嚴重暴動，其實這種事例在
這兩百多年來，在全國各地是家常便飯。

南北戰爭後，美國決定建築橫貫東西
的太平洋鐵路，工程浩大，欠缺勞工，於
是從中國廣東省僱用了一萬两千多人到美
國當修路工人，每天二十四小時輪班不停
工作，而工資却不夠白人工人的一半，在
生活等各方面也極盡壓榨，惘顧勞工的安
全，華工因公殉職，保守估計最少有數百
人，最多可達千人。繼而在1882年，國會
通過了帶有種族歧視的排華法案。 

以前的不說了，就這二十幾年來，
美國為了懲罰那些不服從的國家，在阿富
汗、伊拉克、敘利亞等國製造事端，使其
內亂，然後以維和的名義公然出兵進入這
些國家，扳倒人家的政府，對這些國家狂
轟亂炸，殺害了多少無辜平民，使這些國
家國破家亡，倖存人民四處逃難，途中因
海難和其他災害死亡的不計其數。在這些
事上，哪一件符合基督信仰裡仁愛公義平
等的教義呢？再說，在舊約聖經出埃及記
中20章13節，上帝藉摩西頒布的做人十大
誡命，或簡單說十項準則，其中第六誡：
【不可殺人！】。美國政府可謂之滿手鮮
血！

小華

走紅地毯的心波
以外祖母身份，跟隨

著外孫女的結婚典禮走紅地
毯，步步激發我腦海思潮波
盪，似乎隨波逐流捲入光陰
隧道——

一 九 六 一 年 七 月 二
日，老爸挽著我隨著結婚

進行曲，走在長長的紅地毯上，潔白婚紗
遮面，矇矓中看到觀禮的親友和站在聖殿
上身穿白西裝的他，爸停止腳步把我的手
交給了等在聖殿上的準女婿，爸一鬆手，
轉身而去，頓時我像失去了什麼慌張地抖
擻。二十二年活在父母呵護下，過著少女
無知的幸福日子，爸的放手與他交替，及
時，我掉下了無名的眼淚。嚴肅的婚禮在
神父的教誨和祝福中結束，他掀起我的面
紗在紅唇上親吻了一下，我羞澀、緊張又
像失落了什麼的！

拍結婚團體照時，母親站在我身旁，
我們手臂相靠，感受到脈博的跳動，很傳統
的我們沒有西洋人貼面吻別的習俗，我輕聲
地叫了一聲「阿嫁」（媽之意），此刻才體
會到出嫁要遠離家的愁滋味。閃光燈一閃一
閃，相機卡嗒卡嗒地拍下了結婚紀念照，
他挽著我在Ave Maria 幽美歌聲中踏出紅地
毯，走出教堂。我生疏地踩上另一個踏腳
板，走向未來，適應新的人生起點。

二十七年後——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九日，漂亮的女

兒在多位男仕的追求下，終於擇下如意郎
君。這天是她出嫁的喜慶日子，是我所擔
憂和最不願意看見的一幕終於來到，穿婚
紗進教堂的女兒沒有爸爸可帶她走紅地
毯，這是我藏在心中對她的一份歉疚。

隆重的婚禮，少了一家之長，總有份
美中不足的悽然，女兒由她三叔挽手隨著
悠揚的結婚進行曲緩緩地走過紅地毯，我
憂喜參半不知道女兒那時的心情感受，相
信她沒有父親相送，心緒必定悲喜交集，
她可是老爸的掌上明珠，一段緣薄情深的
父女情，只成為她的美好回憶。

堂皇的婚禮，豪華的喜宴終告一段
落，曲終人散，女兒含淚依依不捨地在我
臉頰上吻別，輕輕地一聲「Bye Ma！」，
我倆親蜜擁抱一下，她揮揮手隨著身邊的
夫婿走向未來，二十二年母女相依，霎
時，感覺她似關在鳥籠的鴿子展翅飛向天
空，飛入一個陌生的時空，祝福和煦陽光
照耀她新的人生路。

六十年後——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十九日，一晃六十

年，我要嫁外孫女了，此時不認老的我不
得不舉起白旗搖曳投降認老。

當女兒說要我在結婚典禮走紅地毯
時，我一口辭掉，原因我是外祖母，那有
走紅地毯的份額。翌日，外孫女親自打電
話來以很感人的理由說服了我，轉念一
想，今年的二月十三日，他們在大雅台一
個非常幽美的山谷裡舉行別出心裁的訂婚
典禮，山谷上面是遮天的濃蔭，小小的人
造瀑布，花香鳥鳴，彩蝶紛飛，在溪水涓
涓逐流下她一聲「Yes」，求婚得勝的他高
興地套上了訂婚戒子，羅曼蒂克的氣氛激
起我的靈感，寫了一篇「求婚新風潮」，
後來想想，故事有上篇應該有「續集」。

一答應，難為了我。兩年來的疫情
沖擊，封城、隔離，人人宅家，我也不例
外，沒應酬、沒開會、沒逛街，過蝸牛似
蜷縮在蚌殼裏。愛美的我十幾年來就染髮
充年輕，因沒出門，乾脆不染它，日復一
日，洗髮精洗出一頭黑、赤、灰、白五彩
繽紛的髮絲。為了要走紅地毯，染不染，
糾纏著我難以決定，前思後想，終決定不
再染，把歲月摧殘留下該有的白見天日。 

參加婚禮走紅地毯的女生，一律得穿
淺褐色的長禮服，吝嗇的我，知道訂做禮
服，價錢雙倍，因只穿一次太浪費，我只
好去逛幾家百貨公司裏賣現成晚禮服的單
位，都沒中意的，無可奈何！只好去訂做
給人敲詐。女人就是這點麻煩，禮服得配
搭同顏色的皮鞋和手提包，我疼惜買來只
穿一次就要高擱，我「無歹勢」向常當結
婚乾媽的四妹借來皮鞋與小提包。

結婚是日，三點就起床，帶著禮服、
鞋子、手提包趕到親家姆的家化裝。親家
姆很甚重拿孫女和未來孫婿的生辰日期，
找風水師選日擇時，時間是十二月十九曰
清晨八時，因此苦了每位參加婚禮走紅毯
的人，天未亮就得到預訂的地方給化粧師
美容。我經化粧師在臉上塗脂抹粉，再把
錯綜雜色的頭髮梳成髻，穿上淺褐色的禮
服，鞋子，「佛要金裝，人要衣裝」，煥
然一新的我，皺紋、黑斑被粉黛遮蓋，很
多人稱讚我看來年輕十歲。

由於疫情洶湧，所有天主教堂多家關
閉，僅有幾家星期日的早上必做彌撒，女
兒只好在她住的村子裏的教堂預訂時日，
但因八時教堂有彌撒，只能在教堂旁邊一
間大禮堂舉行結婚儀式，大禮堂經過設計
師佈置，亮燈結綵、花卉芬芳，紅彤彤地
毯，大廳喜氣洋洋，又加上聖誕佳節臨
近，氣氛尤為樂融融。

結婚典禮遵循政府衛生署規定的防疫
措施，不許鋪張，人數限制。所以邀請的
人只有男女雙方家眷、四對誼父誼母、四
對男女賓相和幾位極親執友參加，人數只
有五、六十位，難得相聚一堂，可惜都面
戴口罩半遮面，花容月貌如月亮被烏雲遮
住一半，雖是如此，彼此恭喜祝賀新年快
樂，歡聲笑語繚繞聖壇，隆重美觀的結婚
鐘聲敲起，婚禮隊伍隨著結婚進行曲走進
紅地毯。

本就美麗的外孫女經過彩妝更顯漂
亮，長長的頭髮垂到背後，鑲著晶片的白
蕾絲結婚禮服披紗長長拖地，我與親家姆
走在新娘的前面，在眾目睽睽下我大方地
走過紅地毯。新娘子獨自走紅地毯，到半
路由父母親迎接陪伴走向聖壇，此時，父
母和新娘子眼睛裡皆閃著淚光，各自感受
到悲歡離合的愁滋味。英俊高佻的新郎官
接過新娘的手轉身面向神父，一段天主教
儀式，神父的訓導和祝福，締結良緣，正
式結為夫婦，此起彼落的掌聲下，新郎掀
起新娘的面紗，在嬰唇上親吻，新娘子綻
開一朵羞澀美艷的微笑，一顰一笑都是
美。

紅地毯我走過；女兒踏過；外孫女越
過；我們三代的步履穩穩地穿過，不知道
有沒有福氣再走還有七位待嫁待婚的內外
孫的紅地毯，我期待著。          2021/12/25           

王承天

觀梅花聯想詩
（前言：世人頻愛梅花那別俱風韻和精神，每當百花枯萎零落時，梅花却昂首怒放，散發
清逸幽雅的清香，笑傲乾坤。梅花能在艱苦的環境中生存的毅力是佳得我們學習的。）

（一）
天時節換雪花飛，正是寒梅怒放時。
瘦骨錚錚生籟韻，幽香縷縷繞瓊姿。
詩人吟唱無窮盡，墨客揮圖未有期。
不與百花爭嫵媚，先將春訊報君知。

（二）
前年邂逅惹相思，冬月重逢喜展眉。
雪地枝枝誇窈窕，冰崖朵朵見清奇。
花能醉客無須酒，香最怡人可賦詩。
已許東風傳律管，芳春將到莫用疑。

（三）
時臨冬月雪華皚，邀友前山共探梅。
雲宇遙觀真廓落，冰崖遇見數枝開。
多因傲骨多英氣，不憾孤單不乞哀。
無妒群芳爭鬥美，欣當使者報春來。
無妒群芳爭斗美，欣當使者報春來。

逸峰

《早梅香 • 管控核武*》
                                       恐佈平
                                       核武強權，互相精瞄，凶險昭著。
                                       保證安全，防意外、五強通聚。
                                       妥善談，超常慎重，極端艱鉅。

                                       管控共毀危，慎除無辜滅亡慮。
                                       五國聲明，生效可期，塵寰暫時安裕。
                                       造福民眾，大同夢、地球機遇。
                                       美好人間，和平共處，慧光溫煦。

*註： 中、美、俄、英法五國，最近針對核子武器管控問題，慎重密會。取得共識後，發
表共同聲明。（2022/02/07）

返步奉和
逸峰兄《早梅香 • 管控核武》/ 醺人

                                       戰禍瘟災，兩懼折半除，早春梅煦。
                                       核射銜威，地球生靈，唯恐遭遇。
                                       捨暴安和，功德厚、世間垂裕。
                                       掛寶刀，空拳赤手，了無猜慮。

                                       拼命或乾杯，孰高誰低至軒鉅。
                                       滾滾紅塵，多苦少歡，寧該醉觴交聚。
                                       笑泯恩怨，釋私念、共嬴申著。
                                       搏殺沙場，怎如煮酒，智珠明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