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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和一位朋友聊到他家柿子熟了

的事情，隨口一問：「種柿子幾年可結果

？」他說：「大約總得五、六年吧。」一

聽這樣久，我當場打消了在小園裡種上一

棵柿子樹的念頭。 

我把這事告訴海外的兒子，兒子大大不

以為然，回我一句：「忘了前人種樹後人

乘涼這句話啦？」 

在海外努力經營農場的兒子，拒絕了將

農場變更成住宅區的誘惑，說是要為野鹿

野鳥護住一方樂土。他回答我的話，教我

好生慚愧，是呀，幾時我竟變得如此功利

了？ 

在台灣的白石莊，園區靠馬路的田溝中

有一排芋頭，長得非常好，年年有好吃的

芋頭可以採收，收完又長，採也採不完。 

這一長排芋頭，是幾年前這兒當里長的

叔叔幫我們種的。記得那天他開著小貨車

路過，見我在菜園中忙著，下了車，俐落

的找來了芋頭的苗，三兩下替我種上了一

排，從第二年起，我們年年有芋頭吃，而

這位叔叔卻已在兩年前仙逝。 

看到芋頭葉長得青青翠翠，總難免想起

叔叔的容顏。 

「前人種樹，後人乘涼」，正是這樣的

寫照吧！

全部的愛是多少

如果我們能以
愛惜生命的態度，
來使用一切物品，
不僅可以延長其壽命，
也會讓自己懂得珍惜生命。

無私付出

文／汪洋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12/31 
 周四

  佛光青少年交響樂團冬季公演
（7：00 pm） 

 1/1
 周五

  元旦祈福法會
（10：00 am）

 1/3
 周日 

  捐血活動
（9：15 am~3：15pm ）
  環保回收日
（2：00 pm~5：00 pm）

 1/9
 周六

  祈求世界和平法會
（9：30 am）
  愛與慈悲音樂會
（2：00 pm）

 1/10~16 
 周日~六

  惠提爾大學冬令營

 1/10
 周日

  佛光會慶祝法寶節
（9：00 am～5：00 pm）
  光明燈法會（10：30 am）
  環保回收日
（2：00 pm~5：00 pm）

 1/15
 周五 

  大悲懺法會
（7：30 pm）

人間植物禪

叔叔的芋頭
文與圖／白石莊主人

給四歲的女兒講《羊羔跪乳》的童話故

事：羊媽媽很疼愛小羊，餵牠吃最新鮮的

奶，保護牠不受欺負。小羊問羊媽媽：「

媽媽，您這樣愛我，我怎樣才能報答您呢

？」羊媽媽說：「你有這分孝心就夠了！

」小羊聽後，「撲通」一聲跪在地上，以

報答媽媽的慈愛。從此，小羊每次都跪著

吃奶以感謝羊媽媽的哺乳之恩。 

「羊媽媽很愛小羊嗎？」女兒張著她明

亮的眼睛問我。我輕輕摟著她回答：「是

的！」但女兒依舊鍥而不捨地追問：「有

麼小，吃激素飼料雞生的蛋，別說營養，

可能連健康都很難保證呢。」於是他們有

了自己養雞生蛋的想法，認為那才是地地

道道的土雞蛋，才有營養。 

岳父岳母商議後，就到距離社區幾百公

尺遠的一個小山坡上，養了十多隻雞。他

們不僅從老家農村運來了養雞的穀子玉米

，還親力為雞兒們修建住所（躲雨之地）

。每到晚上，岳父岳母又不辭辛勞地將雞

兒用扁擔挑回家，放到閣樓上專設的雞舍

裡；早晨，再用扁擔挑到小山坡那邊放養

。天天如此，挑著雞滿頭大汗地來來去去

，成了社區裡一道特別的風景，幾乎所有

的住戶都知道社區裡住著一對為外孫女養

雞生蛋的外公外婆。 

女兒一歲時，岳父岳母又有了新舉動，

在認為孩子吃化肥農藥輔助生長的蔬菜不

健康後，便到社區旁的荒坡上開墾出兩、

三分地，栽種了萵苣、白菜、大蒜、黃瓜

、南瓜等蔬菜。不管天晴下雨，岳父岳母

都辛勤地照料他們的菜園。菜園裡綠油油

的景象，總引來路人一片讚賞：「這些菜

絕對有機啊！」這片菜園，不僅保證女兒

吃到沒有汙染的蔬菜，也讓我和妻子有了

口福。其實，岳父岳母全心全意為我們付

出的還有很多。 

樓下的一位婆婆看到岳父岳母每天忙進

忙出，勸說：「你們應該有自己的生活，

別什麼都想著孩子。」但岳父岳母卻笑著

說：「孩子們好，就是我們的生活呀！」

這位婆婆還語重心長地對我和妻子說：「

你們爸媽把全部的愛都給了你們，你們真

幸福啊！」 

想到這位婆婆的話，我對女兒說：「全

部的愛就像妳外公外婆給予我們的愛那樣

多。」聽到我的話，女兒一臉認真地說：

「那我也要把全部的愛都給你和媽媽，還

有外公外婆。」抱著女兒，心想，我和妻

子能做到岳父岳母那種程度嗎？將全部的

愛都給予女兒。或許，我們能夠做到；但

是不是也該以同樣的愛，回報愛我們的父

母呢？

多愛呢？」「羊媽媽把全部的愛都給了小

羊！」我不厭其煩地繼續回答。只見女兒

自言自語說：「全部究竟是多少呢？是像

樓下婆婆說的如同外公外婆愛我們那樣多

嗎？」 

女兒的話，讓我心裡一震，情不自禁想

起岳父岳母。妻子臨產前，岳父岳母二話

不說放下年入數十萬的醃臘品生意，前來

照顧我們即將出世的孩子。 

在岳父岳母的細心照顧下，女兒健康地

一天天長大，到了六個月大時，開始吃副

食品。那段時間，電視和報紙都在討論食

品健康問題。岳父岳母很擔心：「娃娃這

文／魯秦兒

扣對人生第一個鈕扣

職場聊天室 

清晨，慌亂中給兒子穿好衣服，下來等

他吃飯時，遲遲不見兒子下樓，我跑過去

一看，他的兩隻小手正在擺弄鈕扣，兒子

奶聲奶氣地說：「媽媽，妳把我的第一個

扣子扣錯了，我要把它改過來！妳看，第

一個錯了，下面的扣子也都錯了，不好看

。」我笑的同時，不禁一驚，兒子的話似

乎很有哲理！是啊，第一個扣子扣錯，其

他後面的也都錯了，就像人生路，第一步

走錯，後面的路也跟著錯了。 

所以，任何事的第一步很重要。在一開

始選擇的關頭一定要有明智的思想和睿智

的頭腦，在人生這個大舞台上，找到適合

自己的角色，然後用心扮演，不要走錯彎

路，誤了歧途，浪費大好光陰。 

然而，有些人往往不注意開始的第一步

，總是匆忙行事，不知道自己最終想要什

麼，抱著試試看的態度，東走一下，西行

一下，浪費了大好時光，仍然沒有找到自

己的人生座標。 

我在公司五年的HR（人力資源管理）

職業生涯中，目睹了一些現象，例如，有

些員工穩定性很弱，尤其是一些應屆畢業

生，剛從學校出來，總以為自己能力很強

，可以勝任高職位，恨不能一進公司就能

當一個CEO（執行長），但卻連最基本

的工作都無法順利完成，分明眼高手低；

若是讓他從基層做起，又認為發揮不了他

的「人生價值」。 

其實，只要願意接受公司的磨練，堅持

下去，都可能成就一番事業。然而，他們

總是左顧右盼，幾個月後便開始跳槽。有

的人跳來跳來，漸漸喪失了意志力，甚至

連最初的「豪情壯志」也沒了，眼看別人

一步一腳印地走出一番天地來，自己卻還

處在「試用期階段」。 

看準了路，堅持以恆，就會有好結局。

打工「皇后」吳士宏從IBM公司的最低層

做起，剛開始她連打字都不會，面試後，

向親友借錢買了一台打字機，沒日沒夜地

敲打了一星期，雙手累得連吃飯都拿不住

筷子，可是卻奇蹟般地敲出專業打字員的

水準。 

吳士宏原本最早在IBM的工作是沏茶倒

水、打掃清潔，完全是腦袋以下的肢體勞

動。但她暗暗發誓，這種日子不會太久，

她一定有出人頭地的一天。於是在做最低

層工作的同時，她也默默在學習，學銷售

、學管理。皇天不負有心人，後來，她終

於做到微軟中國公司總經理的位置。 

在自己的優勢上發展，也是一種成功的

捷徑。大陸撞球王子丁俊暉，小時候對撞

球就特別有興趣，每次放學後，就跑去打

撞球。父親發現兒子有打撞球的天賦，硬

是縮衣節食培養兒子，甚至借錢讓兒子參

加比賽。可以說這位父親是明智的，替自

己的兒子選對了人生的第一步。一路走下

來，丁俊暉不僅為大陸多次爭光，也實現

了他的人生價值。 

選對路，堅持走下去，我想ㄧ定會有一

片屬於自己的藍天。

文／林少雯

豐子愷．護生畫集

雍正初，李家窪佃戶董某，父死，遺一

牛，老且跛，將鬻於屠肆。牛逸至其父墓

前，伏地僵臥，牽挽鞭捶，皆不起，惟掉

尾長鳴。村人聞是事，絡繹來視，忽鄰叟

劉某憤然至，以杖擊牛曰：「渠父墮河，

何預於汝，使隨波漂流，充魚鱉食，豈不

大善！汝無故多事，引之使出，多活十餘

年，至渠生奉養，病醫藥，死棺斂。且留

此一墳，歲需祭掃，為董氏子孫無窮累，

汝罪大矣！就死汝兮，牟牟者何為？」蓋

其父嘗墮深水中，牛隨之躍入，牽其尾得

出也。董初不知此事，聞之大慚，自批其

頰曰：「我乃非人！」急引歸。數月後病

死，泣而埋之。此叟殊有滑稽風，與東方

朔救漢武帝乳母事竟暗合也。 

 ──閱微草堂筆記，朱幼蘭書寫

 

「躍出深水」這幅漫畫取材自《閱微草

堂筆記》一書，這書是清朝紀昀（紀曉嵐

，乾隆進士）所編寫。 

這則「躍出深水」，敘述清朝雍正初年

，李家窪這村莊發生的故事。有一名佃戶

董某的父親去世了，留下一條又老又跛的

牛，董某想要將老牛賣到市場去屠宰。老

牛似乎知道少主人的心思，跑到老主人墳

前跪倒地上一動也不動，用力拉牠或用鞭

子打牠，牠都不肯起來，只是搖著尾巴，

一聲聲的哀叫著。 

村民聽說了這件事，紛紛跑過來看。這

時候鄰居劉老頭忽然出現，很生氣的用拐

杖去打這頭老牛，嘴裡還大罵著：「他父

親有一次掉到河裡去，關你老牛什麼事？

你讓他隨水流走，給魚鱉吃掉就好了，為

何要多事的跳進水中，將他救起來，讓他

又多活了十幾年，讓他兒子要奉養他，生

病了要看醫生吃藥，死了還要買棺木埋葬

他。而且還留了座墳，每年要掃墓祭祀，

讓董氏子孫增添了許多麻煩事，你的罪可

大了！你真該死！還叫什麼叫？」 

原來董某人的父親曾經不小心失足墮入

深水中，牛見主人落水，立即跟著跳入水

中，讓主人捉住自己的尾巴，再游回岸邊

，牛救了溺水的主人。董某人並不知道這

件事，他聽劉老頭這麼說之後，非常慚愧

，打自己耳光還邊罵道：「我不是人！我

太不應該了！」將老牛牽回家中奉養。過

了幾個月，老牛死了，董某人悲傷地含著

眼淚將老牛埋葬。 

這位鄰居劉老頭滑稽得讓人發笑，很像

《西京雜記》書中，東方朔救漢武帝乳母

的故事。

旅行快門

真人版的城堡婚禮
文與圖／鄭素敏

來到愛丁堡，導遊賣力地講解英格蘭、

蘇格蘭的戰爭，但我對英國最印象深刻的

就是蘇格蘭裙和風笛，那是源自小時候看

的卡通《小甜甜》，卡通裡帥氣的安東尼

穿著蘇格蘭裙，吹著風笛的樣子，多迷人

啊！。 

這天來到矗立於嶙峋花崗岩上的愛丁堡

城堡，我彷彿真的聽到陣陣的風笛聲，循

著樂聲爬上城堡高處，原來那裡有間小教

堂，正舉行著婚禮呢。我們這些觀光客能

夠巧遇城堡婚禮，真是既新鮮又驚喜。 

只見新娘笑盈盈地挽著充滿陽光笑容的

新郎，兩旁風笛手穿著蘇格蘭裙，專業認

真地吹奏祝福的樂曲。我們有幸參與婚禮

，分享這對新人的快樂與幸福，真是太棒

了，也讓我真實感受真人版的小甜甜和安

東尼的婚禮，一圓小時候的幻想呢！

躍出深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