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光山西來寺 Hsi Lai Temple(I.B.P.S.)
3456 Glenmark Drive, Hacienda Heights, CA 91745 

Tel: 1(626)9619697    Fax: 1(626)3691944
E-mail: info@ibps.org    www.hsilai.org星雲大師╱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Merit Times
CA

小園裡有幾株瓊麻，移來的時候只是幼

苗，幾年下來變成龐然大物，而且不斷增

殖，大有形成一個瓊麻群落的架勢。

瓊麻每一個葉子尾端都長著非常尖銳的

硬刺，種在小路邊，散步其間總是走得戰

戰兢兢，此時方知種樹的學問，除了要把

樹種活種好，更重要的是種對位置。

瓊麻只是一例，種樹種錯位置的豈只瓊

麻？園區小小，除了不斷要為已經種下去

而年年快速長大的花木傷腦筋，更多的是

自然繁殖出來的各種小苗，例如紫薇、苦

楝、土芭樂、台灣欒樹、木瓜、百香果…

…常常不知不覺就東一株西一株冒了出來

最美語言

名人行誼

人間植物禪

文／侯興鋒

文與圖／白石莊主人

冷言背後見真心

瓊麻的利刺

 媽媽有背後無盡的愛
文／汪洋    圖／洪昭賢

鮮師日記

幫老師也買一件
 文／劉素美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9/11
周日

英文佛學班開學（8：30am ）
慧福法師佛學講座（2：00pm ）
環保回收日（2：00~5：00pm ）

9/15
周四 

光明燈法會（10：30am）
 西來學校課輔班硬筆比賽
（2：00pm）
中秋節朝山（7：30pm）

9/17~
12/10 
周六

西來書苑中文班開學

9/17
周六

國際淨灘日（8：00am）
西來學校周六班硬筆比賽
（10：00am ）
月下慶中秋茶禪會（7：30pm）

土地必須經過開發，才
能建造樓房，發展工商
業；我們的心地也必須
經過開發，才能產生無
限的功用。

女兒渴望擁有自己的孩子，卻總是無法

懷孕。於是，心情陰鬱地前往醫院檢查。

醫生的診查結果非常殘酷——先天性無陰

道無子宮。一個幾乎鐵定的事實擺在女兒

面前：這輩子將與生孩子絕緣。

作為女人，不能孕育孩子，不能做母親

，世上還有比這更痛苦的事情嗎？答案自

然是否定的。女兒的天空崩塌了，覺得她

這一生完了、沒希望了。痛苦像一條兇狠

的蛇，一邊冰冷有力地纏繞著女兒無力的

身體，一邊張開大口吞噬女兒那顆千瘡百

孔的心。

女兒原本青春光采的臉頰，一時間烏雲

密布，見不到絲毫陽光。女兒的痛苦，媽

媽看得很清楚，也能理解，而且感同身受

。媽媽走到女兒面前，囁嚅著薄薄的嘴唇

，想要勸慰兩句，又不知如何開口。媽媽

真的心如刀割：「我要怎樣才能幫得到女

兒呢？」

或許是女兒不放棄的願力，或許是媽媽

對女兒的切身之痛，感動了上天。醫生終

於告知女兒目前唯一可行的治療方法——

子宮移植。知道女兒的病還有救，媽媽臉

上頓時燦爛了起來：「能治那就最好了！

」女兒一聽，眼睛為之一亮，但隨即更加

灰暗：「可是哪裡有合適的子宮進行移植

呢？」

女兒愁眉深鎖，認為醫生提供的治療方

法，聽上去猶如水中月鏡中花，完全不可

行，因為有哪個女人願意捐出自己的子宮

呢？作為沒有子宮的女人，女兒深知子宮

對於一個女人的重要性。就在希望消弭之

際，女兒耳邊響起了一聲猶如天籟般的聲

音：「媽媽有！」

女兒抬起頭，映入眼簾的是媽媽溫柔而

堅決的目光。這目光使女兒像溺水者抓到

一根繩索般，心再次活了起來。「可是，

媽媽把子宮給了我，她不就沒有了嗎？她

還不到五十歲，我不能那麼自私！」面對

女兒的遲疑，一向溫婉的媽媽以不容拒絕

的口吻說：「能讓妳擁有圓滿的人生，哪

怕是要媽媽的命，媽媽都願意，何況只是

一個小小的子宮呢！放心吧，媽媽有，媽

媽的給妳！」

在這聲「媽媽有」之後，看到一篇又一

篇觸人眼目的新聞，裡面無一例外均出現

一句話——國內首例子宮移植手術成功。

當然，「國內首例」，彰顯著手術的重要

性、複雜性和艱鉅性。但這能比「媽媽有

」來得重要嗎？肯定沒有。沒有「媽媽有

」這句話和行動，後續一切都不存在。為

了女兒的圓滿人生，媽媽走過怎樣的心路

歷程，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每一個孩子

的記憶裡一定珍藏著無數聲的「媽媽有」

。

「媽媽有」，這是多麼觸動人心的字眼

啊。對任何一個孩子來說，「媽媽有」一

定是這個世上最美麗的語言。在任何艱難

的處境裡，相信只要聽到「媽媽有」，我

們的生命便會獲得無與倫比的力量。這力

量催促我們不會被艱難擊倒，支撐我們的

生命亮出絢麗色彩。

「媽媽有」，媽媽有什麼呢？媽媽有力

氣、媽媽有辦法、媽媽有主意、媽媽有糖

果……無數個媽媽有，像雨後的一抹彩虹

，像陰雲中的一道陽光，像鮮花盛開的極

致燦爛。不管「媽媽有」什麼，我們都知

道它代表著一個人間真摯不變的事實：媽

媽有愛。而這，才是這世上最值得我們牽

掛，也是世上最神奇的珍寶。

 

 話說佛光山 

文／李武彥口述
        李祖翔記錄

大師言教身教 
李武彥以忍處世

回想與佛光山的第

一個因緣，是我十一

、二歲時在往台北的

火車上，清晨五時，

火車經過福隆，我往

海面看去，竟浮現觀音菩薩聖相，當我問

旁人有沒有看到菩薩？他們都說沒有。我

足足看了五分鐘，後來與家人提起，爸媽

讓我到雷音寺禮佛、參與共修。

我一直有幸跟在師父（星雲大師）身邊

，師父總是為我講故事。記得高一時，師

父帶歌詠隊到鄉下弘法，師父吃素，我卻

吃葷，忍不住問：「師父，你吃這個，我

吃那個？」一向慈藹的師父忽而嚴肅地對

我說：「你吃你的，我吃我的，什麼你的

我的。」當時我並不明白師父的意思。

    
修行修心 不起心動念

直到我五十三歲，涉入師父動心臟手術

的爭執中，師父又親身教導我一次。參與

動心臟手術的歷程，我慢慢體會到《地藏

經》「閻浮提眾生，起心動念都是罪」的

意涵，原來師父要我忍，是因為我起心動

念要與人爭論。師父說，受辱、忍耐是普

通的功夫，他口中的忍意義更深，說的是

不起心動念。

暑輔期間這三姝走得異常近，下課圍在

一起嘰嘰喳喳搞神祕就算了，這天早自習

竟然穿著同款不同色，一字領右肩繫條細

肩帶的上衣出現，全班驚豔，我，著實也

給它有點「驚、厭」！

此風不可長，我得好好了解一下，是否

要成立啥少女團體，缺不缺我這個經紀人

？找她們來私下聊一聊，我先釋出善意。

「厚，妳們今天可真搶眼，同學看得眼

睛都要脫窗了！哪兒買的？」原來是三人

一起逛街挑選的。「老師很喜歡欸！」我

挺著肩，展露「性感地帶」說：「老師的

鎖骨不錯吧？這件挺適合我的，下次有大

號的，幫老師買一件。」

三人面面相覷，賊賊地笑，一人開口了

：「老師，這您穿不太適合吧？」我有點

不悅：「是嫌我老？太辣？太露？還是校

長看了會嫉妒？」三人又抿著嘴偷笑。

「妳們今天這樣穿，害同學分心，上課

都不看老師了，下課時，隔壁又飛來一堆

蒼蠅，我心裡很不平衡欸！」三人臉紅頭

低垂，我趁勝追擊：「記得喔，下次有這

種好康的，一定要幫老師買一件！」三人

不好意思地趕快溜，我緊急追加一句：「

幫校長也買件吧！」好主意，當成全校制

服也不錯。

但從此，再也不見這三位佳麗別出心裁

穿著非校服出現在課堂上了。

一八八○年初夏某天，在巴黎格納內爾

大街夏龐蒂埃夫人豪華的沙龍上，初出茅

廬的雕塑家羅丹受到了眾人的吹捧，一時

成為被注目的焦點，他內心非常得意，於

是就藝術方面的話題高談闊論起來。

聚會中，夏龐蒂埃夫人又特地介紹一個

人，那就是法國著名浪漫主義詩人、作家

維克多．雨果。羅丹當下愣住了，沒想到

已經八十歲高齡的雨果也在這裡。片刻的

恍神之後，羅丹就立即被雨果那充滿激情

的臉龐、深深凹陷著的眼睛、微笑著的嘴

唇以及那布滿著皺紋的面容給迷住。他極

想為雨果塑像，這種欲望簡直難以抑制。

憋了好久，他終於按捺不住自己的創作

衝動，冒昧地向雨果提出了請求。雨果沉

默了一下，竟十分冷淡地拒絕說：「對不

起，我不願意讓你那雙並不靈巧的手，把

我現在的這幅老態龍鍾的形象塑造下來，

去留給後人。」

羅丹尷尬極了，不由在心裡狠狠地罵道

：「雨果的行為簡直像一條狂妄的狗！」

他發誓這一輩子決不再和雨果打交道了。

一晃，一年過去了，這一年裡，羅丹發

憤努力，雕塑技巧更加純熟了，成了著名

的雕塑大師。有一天，夏龐蒂埃夫人忽然

前來拜訪羅丹，告訴他雨果要邀請他塑一

尊頭像。羅丹想到了一年前受到雨果奚落

的情形，馬上冷笑著說：「偉大的雨果先

生怎麼能看得上我這雙不靈巧的手呢？」

夏龐蒂埃夫人嘆了一口氣，解釋說：「你

誤會雨果先生了，當年他告訴我，這個年

輕人很有藝術天分，將來一定非同凡響，

只是現在太自滿了，很容易就此止步，得

適當地潑一盆冷水降降溫才成。」羅丹聽

了，為自己的幼稚羞愧不已。

人生閱歷豐富的雨果，看到了羅丹犯了

驕傲輕狂的毛病，出於愛惜年輕人、提攜

後輩，才故意說出了一些「冷言冷語」。

其實，在人際關係中，只有這種不巧言討

好，不人云亦云的人，才最值得交往和信

賴。

。為了盡可能尊重他們的選擇權、生長權

，往往是重新鋪過步道來遷就他們的成長

，小小園區也更近乎自然的散亂狀態了。

有一天，驚見一大棵瓊麻靠近步道方向

的每一個利刺都被剪掉了，一看便知是非

常疼愛小孩子的女婿所為，這是多麼貼心

的爸爸呀！但是看著被剪掉半身利刺的瓊

麻，卻有了一個思考：再尖銳，再剛硬，

又有什麼用呢？還不是一剪剪掉。

做人也一樣，伶牙利齒，甚至渾身是刺

，真能防衛自己嗎？瓊麻這麼漂亮，若非

利刺，誰捨得利剪侍候？如果瓊麻有個柔

軟的枝葉，就不會慘遭利剪凌身之刑了。

佛祖就曾問大勢至菩薩：「如何得到圓

通？如何無生法忍？」菩薩說：「我無選

擇，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

為第一。」師父說學佛要修心，心未修功

夫就差，所以儘管我一生習練少林拳、柔

道及太極拳，也從未出手傷人，單憑謝謝

、對不起二句話，保得一世平安，師父還

曾開心地對我說，我是他真正的弟子，因

為我很能忍。

許多人羨慕我能照顧大師，從四十歲一

直到八十歲，然而在我想來，寶貴的不在

相處時間多寡，在於能否聽懂師父開示。

師父隨時隨地照看著我，讓我循序開悟。

    歡喜服務 學習慈悲心

師父創建佛光山時我就參與其中了，永

遠都記得那天是民國五十六年五月十六日

，跟著心平和尚、心定和尚、慧龍法師、

慈莊法師、慈惠法師、慈容法師和依字輩

的師父弟子一起開山，只有大悲殿、朝山

會館，沒有柏油路，不過我從不因開山而

苦，很歡喜有這麼多因緣。

有人問我，服務過程中最感動的事是什

麼，我最記得的反倒是師父給我的感動。

師父六十八歲生病住院，我七十八歲的父

親也病倒，我們五兄弟輪流照顧父親。我

因為要照顧師父，較少為父侍疾，手足不

諒解，為什麼我把師父看得比父親還重要

？我獨自承受兄弟的質疑，沒有對師父提

起隻字片語。

恰巧有人送了一盒日本桃子給師父，我

看正好是父親喜歡吃的，師父堅持要轉贈

父親，父親很感動，叮囑我要用心照顧師

父，兄弟也在那時理解了我的堅持。

師父慈悲，身為他的弟子，亦應以慈悲

為堅持，依教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