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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媽咪幸福花園 捷運車廂裡，鄰座一位年輕媽媽對朋友

抱怨：「好奇怪耶，兩個孩子都是我生的

，為什麼兩姐妹的個性差那麼多？有時候

，真讓我氣得想把姐姐丟掉！」

 把姐姐丟掉？哇，用詞好犀利，不過

她的話裡含笑，聽得出來是講氣話。在轟

隆的車行聲中，路人甲雞婆黛媽咪悄悄側

耳傾聽。

「其實，這孩子也不是有多『九』怪，

但和妹妹比起來，她就是不會『說好話』

。哎，姐姐太有個性了，好難教喔！」年

輕媽媽擔心地自問自答：「應該是天生的

個性吧？真怕以後她的人際關係……」

我忍不住在心裡跟她對話：「別急、別

急，愛就是慢教和等待……」腦海快速閃

過兩個兒子幼時說話差異的畫面。

比比、樂樂這對小兄弟，不喜歡媽媽剪

俐落有型的短髮。我跟他們再三解釋，媽

媽也想留一頭浪漫長髮，不過，既要上班

又要照顧家庭，實在沒時間操心三千煩惱

絲。但解釋歸解釋，只要看到我又去剪髮

回來，已經上小學一年級的比比馬上大叫

：「哎呀，媽媽好醜！」

這句話，讓坐在一旁的爸爸藉著默默看

報而偷笑，因為好高興兒子代他發言。

才上幼兒園小班的樂樂，反應含蓄多了

：「我比較喜歡妳以前長頭髮的樣子。」

 帶他們逛百貨公司，看到我試穿新裝

，心直口快的比比毫不留情地給建議：「

媽，妳太胖了，趕快換下來！」樂樂的說

法是：「嗯，有點好看，有點不好看，妳

換另一套試試看吧？」

 或許真是與生俱來的個性使然，樂樂

從小說話就比較懂得「修辭」。記得有一

哎呀，媽媽好醜

文／汪詠黛    圖／洪昭賢 回帶他去吃喜酒，喜宴上我請教幾位老同

學，如何做出營養、可口的便當菜？因為

比比較為挑嘴，常嫌媽媽做的菜不好吃，

令在辦公室忙累一天、回家還要挖空心思

張羅餐食的我挺洩氣。

五歲的樂樂原本安靜用餐，一聽媽媽在

跟好朋友「說哥哥壞話」，馬上停下手中

的筷子，大聲對著阿姨們表白：

「我媽媽做的菜最好吃了！不管她煮什

麼，我都會吃光光，妳們看我——」樂樂

一邊說，一邊把兩隻小胳臂舉起來，做健

美先生狀，「我就是吃媽媽煮的菜，才長

這麼健康！」

一桌大人被逗得笑翻了，直誇樂樂是個

會說好話的貼心暖暖包，也恭喜我這不善

烹飪的媽媽幸好還有一個捧場的兒子。

年紀漸長，比比慢慢懂得說話的禮貌與

藝術，加上坦誠、開朗的個性，結交了很

多好朋友，日後對他創業大有助益；樂樂

還是一貫的溫文，習慣思辨的他常丟出一

些科學、醫學、哲學、經濟學、社會學、

史學等話題，讓我們在餐桌上激盪出不同

角度的思維。

每個孩子不一樣，特別的個性很可能就

是他特別的亮點，只要我們願意接受他的

「不一樣」，提供孩子發揮潛能的環境，

不但孩子的個性易趨於成熟，而且很快就

會角色「翻轉」，讓做父母的喊他一聲老

師呢！

捷運門即將打開，年輕媽咪準備下車，

她突然側過頭，友善地對我一笑。哈哈，

她知道黛媽咪在「偷聽」。我也很有默契

地對她點頭微笑，相信慧黠的她一定懂得

我心裡在為她大聲喊話：「加油，媽咪！ 」

未成佛道，
先結人緣，
在學佛的過程裡，
結緣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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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昂貴的羊羹

不一樣的香蕉

海明威巧妙拒絕

鈍剪刀的救星

別急、別急，愛就是慢教和等待…… 

戰國時期，中山國國君正在宴請士人。

奢華的宴會，國君與眾人把酒言歡，現場

氣氛異常熱烈。酒酣耳熱之時，大臣開始

縱論天下大勢，國君也非常高興，眾人都

認為國君在亂世之中會大有作為，一統天

下也未可知。聽到這些令人激動的話，中

山國君也開始飄飄然了，命令把最好的美

食都端上來，與大臣們共享。

宴會在一片奉承聲中進入了高潮，又一

道美食端了上來，原來是費了很多時間才

成的羊羹。國君親自動手將羊羹賞賜給大

臣。無奈的是僧多粥少，輪到大夫司馬子

期之時，羊羹恰巧分完了，司馬子期的臉

色騰地就漲得通紅，中山國君卻誤以為是

喝酒所致。沒有了羊羹，國君淡淡地說了

一句：「司馬大夫，羊羹也不是什麼特別

稀罕之物，這次沒吃上，以後再說吧。」

司馬子期氣得七竅生煙，心想：「以我

大夫之尊，卻得不到一杯羊羹，實在是奇

恥大辱。」正所謂士可殺不可辱，他暗自

發誓：「此仇必報。」

怒氣沖沖離開了宴會，司馬子期回到家

中，愈想愈生氣；一氣之下，舉家離開中

人們的心中總是有非常多的界限，界限

也是界線，一條無形或是有形的線。

這條線區隔了你的，我的，他的；我國

的、外國的……

偶然這界線變得模糊，例如出現了所謂

的無國界料理的餐廳，打破不同國度和族

群的美食界線樊籬；然而，這卻又是另外

一種線，區隔了相對的「有國界料理」。

於是，線就成了限，將定義限縮於定義

之內或外──這便是人類的特有思維和行

為。

當我推開門窗，當我走進大自然的懷抱

，我便在瞬間進入了無線、無限的境界。

事實上應該反過來說，我走出了線與限的

框限。

看，人們用鐵柵欄區隔了裡與外，但落

葉卻無分彼此，只依樹的因緣、坡的因緣

、風的因緣定行止，決定它們飄過哪些空

間，飄落於哪個位置；人因為有界有線，

成為大自然的主宰者，事實上似乎也成了

大自然的局外者。

 

 

在台灣土生土長的我，香蕉是再普通不

過的水果了；直到去波多黎各玩一趟後，

才發現還有一種不一樣的香蕉。

我所熟知的香蕉英文名banana，通常要

等外皮變黃變熟才吃，甜度高，適合作甜

點。我在波多黎各看到不一樣的香蕉，英

文稱為plantain，外型比當水果、甜點吃的

香蕉來得肥大，本身比較沒什麼甜味，卻

富含纖維質，專作烹調料理，並且要在表

皮深綠、未熟之時使用。

「磨豐果」（mofongo）應是最具代表

波多黎各的一道菜，就是拿烹飪用香蕉作

成的主食；作法不難，但很費工。首先，

以刀切開厚皮取出整根香蕉後，先浸鹽水

五分鐘左右，拿出切成約四公分大小的薄

片後，再次泡在鹽水十分鐘，瀝乾放到熱

油裡，煎成兩面略黃，則可放在吸油紙上

去油。緊接著拿六片油炸過的香蕉片至小

磨臼，加入半茶匙蒜頭和橄欖油，以及一

點酸辣調味醬汁，便可用杵推擠敲打佐料

，最後從磨臼中取出混合團，將之弄成球

形，即大功告成。

這不一樣的香蕉在磨豐果製作過程裡，

煎成略黃瀝油後，若把它壓扁成兩公分厚

的薄片，快速浸鹽水瀝乾，再二度油炸成

金黃香酥的香蕉餅，則成一種前菜tostones

（煎炸兩次之意）。此外，仍有許多不同

料理方法，足教我大開眼界，頓感我對香

蕉的所知，竟然微乎其微。

來到波多黎各邂逅了不一樣的香蕉，行

萬里路果然是勝讀萬卷書啊。

山國，投奔了楚國。在楚王面前，司馬子

期竭盡所能，終於說服了楚王出兵，滅掉

了中山國。

國家滅亡了，中山國國君只能逃亡。逃

亡的途中，那些阿諛奉承之徒一個也沒有

來護駕。正在絕望之際，中山國國君發現

有兩個人執戈跟隨著自己，他卻一個也不

認識。難道是來殺自己的嗎？中山國國君

詢問二人：「你們跟著我幹什麼？」二人

回答：「我們的父親曾經靠著您賞賜的食

物，避免了餓死，他曾經囑咐我們，如果

您有難，我們一定要拚死護駕。」

聽了這番話，中山國國君非常感慨：施

與別人的東西，不在於多少，而在於要雪

中送炭；與別人結仇也不在於深淺，而在

於是否傷了別人的心。僅僅因為一杯羊羹

，失去了國家，這個教訓太慘痛了。

《戰國策》中的這個故事，讓人頗多感

嘆。中山國國君賞罰不明，為國家埋下了

禍根。正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受到

不公正待遇的人，往往會爆發出意想不到

的破壞力。

 不過，對司馬子期而言，僅僅因為一

杯羊羹，或者說是自己的面子，就讓自己

的祖國滅亡，人民變成了亡國奴，從這一

點來說，司馬子期的做法實在是太過分了

，難道一己私利就真的那麼重要嗎？

說來說去，這杯導致亡國的羊羹，實在

太過昂貴。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4/7 
 周四

光明燈法會（10：30 am ）

 4/8 
 周五

大悲懺法會（7：30 pm）

 4/9-6/5 
 周六~日

梁政均水墨書畫

 4/9
 周六

社會關懷組老人院探訪
（9：00 am ）

 4/10 
 周日

玫瑰陵春祭法會《三時繫念》
（1：30 ~6：00 pm）
環保回收日
（2：00 ~5：00 pm ）

 4/17 
 周日

環保回收日
（2：00 ~5：00 pm ）

大作家海明威的《老人與海》等書受到

全世界讀者的喜愛，可是很少有人知道，

他曾經拒絕過一條漂亮領帶的付款。

美國的一家百貨商店裡出售許多漂亮的

領帶。在這個城市裡，人們繫的領帶幾乎

全是從這家商店購買。百貨公司的經理很

希望大作家海明威也能成為他們的顧客。

 因此，公司給海明威寄去了一條漂亮

的領帶，並附上一封信說：「人們非常喜

歡戴我們的領帶。我們真希望您也能成為

我們的顧客，盼望您能為這條漂亮的領帶

，寄給我們二美元。」

 對這封半是認真半是玩笑的信，該怎

麼處理呢？老老實實寄去二美元顯然不好

，可是，置之不理也不是海明威的風格。

海明威稍作沉思，就想出了一個好辦法。

幾天後，百貨公司收到一個郵包，裡面

也有一封信，是海明威寫給他們的：「人

們非常喜歡讀我的書。我很希望你們也會

成為我的讀者，並購下我新近出的一本小

說，現通過郵包寄上。小說定價是二美元

八十美分，扣除領帶的錢以後，你們應付

給我八十美分。」

海明威機智巧妙地應對了百貨公司寄來

的領帶，這樣一種充滿個性的拒絕付款的

方式，給百貨公司的經理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這就是海明威的性格和智慧。也正

因如此，百貨公司的主管很快成為了海明

威的朋友。

家裡的剪刀用久變

鈍是極其自然的一件

事，變鈍就要將它丟

棄嗎？這似乎太浪費

了些，那有什麼補救的方法呢？

其實，利用錫箔紙，就能讓剪刀煥然一

新。方法很簡單，撕下一張錫箔紙，用不

利的剪刀慢慢去剪它，剪著剪著，就會發

現原本卡卡的剪刀愈來愈滑順好剪了。所

以，當下次家中有剪刀鈍了，請不要急著

丟掉，用這個方法試試看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