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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健康廚房

文與圖／張翡珊

瓠瓜料理

朋友跟我分享了一盒別人送她的法國進

口巧克力，精美包裝、甚具巧思的巧克力

造型，真是吸睛，但味道與口感則不及它

在外觀上所帶來的賞心悅目，略略失望，

朋友說：「現在人不多以貌取『物』嗎？

」這句話如醍醐灌頂，我不也常陷入這種

迷思，無論物或人，都先從眼睛看到的片

面，來做初步的判斷與理解，儘管有時會

提醒自己不帶偏見，也想理性地做決定，

但不可否認仍經常受一些膚淺因素影響。

這讓我想起兩則故事。多年前，曾有位

手工巧克力專賣店老闆告訴我，店內打造

夢幻般的精品氛圍，同時以頂級可可原料

搭配頂級食材，作出最新鮮的手工巧克力

，挑戰愛吃甜點者的挑剔嘴，滿足愛巧克

力者的美胃，這是他的夢想，沒想到反而

讓很多客人卻步。在他們的隔壁是一家從

花蓮紅到台北又翻紅到台中的蛋糕店，每

天排著人龍，長長隊伍經過巧克力店門口

，往店裡張望，交頭接耳，不時透出「你

們到底在賣什麼」的眼神與「一定很貴」

的疑慮。

也曾有相同疑慮的我，親身經驗，果然

一如精品般尊貴、精緻，十分驚豔，重點

是還好好吃！因為距離無法次次親自抵達

，便上網購買，能重溫味道，卻無法複製

店面陳設，一種精品的氣質，一種屬於它

們獨特獨有的氣味。

用心經營還是能瓦解客人的誤解。只要

客人進門，店員立即送上熱茶與試吃的生

巧克力，優雅解說，從試吃到了解卸下心

防……經過了努力與調整，內外兼備的巧

「物」以貌取的巧克力
克力專賣店，不再寂寞，客人與口碑持續

上揚。

但另一個故事卻沒這番機緣，硬生生錯

過了文殊菩薩。話說迦羅越，發願能一睹

文殊菩薩真面目，於是，廣行布施，每逢

齋日，齋戒沐浴，敷設高座，種種供養，

即懇請文殊菩薩大駕光臨，以滿所願。

就在他不斷發願的某日，他看到一位容

貌醜惡，衣著邋遢，臉上還掛著深黃鼻涕

的老人，竟然坐在他莊嚴道場上留給菩薩

的座椅，他的一顆虔誠心，頓成怔忪心，

並自思念，我每敷高座，莊嚴壇場，皆願

求文殊師利菩薩光臨道場，慈悲一現，而

今座上，究是何人？竟然膽大包天，敢於

上座。遂走至座前，牽著老人下座，到一

旁用齋，老人倒也無慍，毫無表情，不一

會兒，老人又朝上座坐去，迦羅越急忙拉

他下來，一來一往，總共七次。

第二天，迦羅越照往例淨備香花水果，

恭獻佛前，虔禮默禱曰：「願現世得見文

殊菩薩。」同日，晚間就寢，於夢中有人

言：「你一向恭敬誠求，願見文殊菩薩。

卻見而不識，當面錯過，還求於何處得見

文殊？」

原來，前日讓他覺得骯髒不堪、被他拉

了七次下座的老人，正是文殊菩薩，每日

千求萬盼，近在咫尺，但卻有眼不識真面

目。

凡夫如我，只能透過一次又一次的練習

與提醒，不以貌取人與物，教化自己心性

，面對種種外境，不起分別與執著，以獲

真正的大智慧。

民初趣聞

夏元瑜野獸轉世
文／孫偉

福相心造

文與圖／林耀堂

劉育──仰望的心靈撫慰

人 ， 不 一 定 要 擁 有 金
錢、感情，只要擁有信
心 、 慈 悲 、 大 眾 、 人
緣 ， 即 是 最 寶 貴 的 財
富。

學習繪畫的人都知道，想要把自然界的

景物精準的表現出來，必須要經過良好的

素描訓練。素描是一門對照的藝術，要能

把眼睛所看到的景物，正確無誤的畫下來

，靠的就是要能絕對掌握對象的形態輪廓

和比率。

繪畫時具備這樣的能力是基本的要求，

那還只是在平面上的表現，至於要做到立

體表現的雕塑，那就需要有更高超的素描

訓練了。好的素描能力大部分靠後天的努

力而來，但是也有人先天上就具備這樣的

才華，就如同學音樂的人，有的人具有絕

對音感，不待學習就能掌握表現音韻節奏

。劉育是我在復興商工美工科教學時候的

學生，當年他在繪畫與雕塑的表現上就給

我具有「絕對能力」的感覺。在雲林出生

的劉育八歲時隨著父親的工作搬遷到台北

的永和，國中畢業之後順著父親的安排在

自家的鐵工廠工作，一年後姊姊覺得他有

畫圖的天分，鼓勵他報考住家附近的美工

名校，於是走上了繪畫雕塑這一行。

劉育在學校最後一年選擇的是立體組的

雕塑訓練，甫一畢業就找到一份雕塑公司

的工作。當完兩年的兵役後回來，再度投

身一家更大的雕塑公司，製作了兩百多尊

阿彌陀佛和不動明王，因著他精湛的技術

深受倚重，職務上也步步高升，工作量也

增加很多。

這時期有同學提議自己創業，幫人捏塑

頭像。於是三、四個年輕人就開著一部小

貨車開始跑碼頭。第一站就來到彰化的員

林鎮，選一個寺廟附近的地點，開始擺攤

作生意，剛開始

，小鎮的居民都

好奇這些年輕人

是做什麼的，終

於有人壯膽給他

們一試之後，發現居然塑像做得又快又相

當傳神。很快地，就有好幾個客人也來塑

像，甚至有拿著先人的照片來要求塑一尊

頭像的。

捏塑頭像的工夫對劉育來說不是問題，

可是後製的翻模、修模等工序就有些耗時

費事，就這樣辛苦了三個月後就收攤回到

台北了。當街為人畫像的街頭藝術家在世

界各國都有，但是當街為人塑像我還是第

一次聽說，可見劉育年輕時代的勇氣與自

信。

當年台灣的經濟正在蓬勃發展，接著大

型的餐廳和娛樂場所也應用雕塑，裝潢得

美侖美奐，這時期也給劉育帶來很多的工

作機會。爾後，劉育有一次在基隆拜訪了

一位雕塑前輩陳昭明，因為陳大師的啟迪

，讓劉育對雕塑有了更深的了解與體會。

近年來，劉育專注在大型戶外的神像雕

塑上，一尊尊從五尺高的小型神像雕塑放

大到六、七層樓高的神像，他都研發出一

套精準的計算方式，能夠毫無失誤的銜接

堆砌起來。目前立在宜蘭四結二十公尺高

的土地公，從設計到完成都是劉育一手創

作的，其他還有楊梅的觀音神像（十二公

尺高）也是他的作品。

用自身拿手的技術創作出神像，讓人們

在信仰中有一分具體的依靠，更增對心靈

的撫慰，是何等的功德啊。

台灣前台北師範大學夏元瑜教授，北

京人，畢生提倡保育愛護動物不遺餘力

。他曾說：「自己上輩子是山中走獸，

這輩子轉世為人，所以還保留著愛護同

類的脾氣。」夏教授學養深厚，談吐幽

默詼諧，人皆稱呼他「老蓋仙」。

夏教授是製做動物標本的專家，他認

為牠們死了之後，隨便一扔太可惜，要

是做成標本，就可以永久保存。他家中

擺滿了栩栩如生的動物、鳥類標本，宛

如動物園。夏教授常言：「人愛動物，

動物也會愛人。」早年居住北京，動物

園有隻失怙的小獅子，夏教授把牠抱回

家，每日餵牛奶，清理窩裡屎尿，愛牠

如同子女，小獅子把他當成保母，依偎

著跟他一塊睡覺。

他一時詩興大發，吟道：

「失怙獅兒苦饑寒，權充慈母慰愁顏

。數杯鮮乳生情愫，再撫肌毛起忭歡。

故弄爪牙為嬉戲，親依臂膝失兇殘。

百獸率皆通人意，愛力真能化梗頑。」

常有一些不肖獵戶，罔顧政府法令，

濫捕鳥獸，不論季節一概殺之，一槍打

死個鳥媽媽，餓死一窩鳥娃娃。「勸君

莫打三春鳥，幼子在巢待母歸。」古有

明訓；孟子言：「無惻隱之心，非人也

。」釋迦的愛，不以人類為限，普愛眾

生，眾生也知道愛人。

藝術天地

作品、文字／尤尉州

別讓遺憾陪著你

8/12~14 
周五~日

雲水禪心生命體驗營

8/13 
周六

佛光青少年交響樂團甄試
（9：00 am）

8/13~10/16 星雲大師筆墨書法著作展

8/14 
周日 

洛杉磯協會人間音緣
歌唱比賽（9：30 am）

8/17 
周三

光明燈法會
（10：30 am）

8/19~21 
周五~日

英文三日禪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瓠瓜是屬夏季食材，小時候阿嬤會煮瓠

瓜粥或炒或煮湯，也經常看到她做成瓠瓜

水餃、瓠瓜煎餅等。

今天我們也來就來做個瓠瓜二吃好了，

一是做涼拌，二是做煎餅。學員們說：「

沒聽過瓠瓜可以做涼拌的，好新奇，好期

待喔！」

瓠瓜做涼拌要取靠外皮較脆綠的部分，

先切片再切絲；因為內膜部分較軟，做成

涼拌口感欠佳！

這道簡單又易學的涼拌菜，做完後學員

們說：「以前只知道瓠瓜可以做熱食，沒

想到還可以做涼拌菜。我還告知學員們配

料可以自由搭配。只要注意顏色不要太暗

沉就可以了。

最後剩下內膜較軟部分的瓠瓜，就來做

個雙瓜煎餅了，這樣就能讓瓠瓜成為二道

截然不同的料理了。

涼拌瓠瓜海帶絲
材料：

海帶絲200g、瓠瓜150g、中芹50g、乾

金針100g、嫩薑20g、鹽1小匙、糖1/2匙

、香油少許。

作法：
1.將瓠瓜洗淨去皮取邊沿較硬部分、乾金

針泡開打結、海帶絲洗淨、嫩薑洗淨切

絲。

2.備一鍋，水煮開後將食材分別燙熟後瀝

乾，再加上薑、調味，放10分鐘再淋上

香油即可。薑遇熱較有味道、調味料遇

熱容易調開。

小叮嚀：
1.汆燙瓠瓜時加少許鹽，水要保持沸騰；

分次汆燙以免時間太久瓠瓜會太軟。

2.做涼拌適合使用嫩薑，味道才不會搶了

主材料的味道。

雙瓜煎餅
材料：

瓠瓜200克、南瓜300克、芹菜葉30克、

中筋麵粉50克、鹽1小匙、糖1/2匙、白胡

椒粉適量、番茄沾醬。

作法：
1.瓠瓜切絲，南瓜去皮、去籽切絲，芹菜

葉洗淨擦乾切末。

2.取一容器先將雙瓜絲加1小匙鹽拌勻軟

化約5分鐘。再加芹菜葉、糖、白胡椒

粉拌勻後加入麵粉拌勻即可。

3.備一平底鍋，將2入平底鍋煎。可以煎

大片或小片，形狀依自己喜好而定。

小叮嚀：
1.瓠瓜容易出水，所以做煎餅時建議南瓜

要比瓠瓜多，煎熟即可，才不會越煎越

軟。

2.加中筋麵粉適量就好，加太多餅會比較

硬。

3.芹菜葉洗淨後要擦乾再切，才不會太溼

，或因水分太多使葉片變黑。

4.芹菜葉也可以改用香菜、九層塔，加黑

胡椒粉又是不同口味！

兩個孩子期待明天的太陽，想要放風箏

打球。

我呢？

我心中的太陽，就是希望這兩個小太陽

健康微笑。

人生扮演的角色當中，

「父親」這個角色我最用心，

用一生最美的時光，來陪伴彼此。

有些不可錯過，不然，遺憾就會陪你一

生。

龍陶藝術工作坊 https://www.facebook.
com/m874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