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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感悟

文／也真

鐵窗外的玫瑰

當咖啡遇上巧克力的無常

當一個人真正袪除了貪
瞋痴，不但自己向善，
更可以感化別人向善；
推己及人，善莫大焉！

話說佛光山

敬佩大師無私 
李奇茂藝術護教

吃素的故事

文／呂慧齡

文／郭士榛

雞腳讓我改吃素

我不在家

就在去咖啡館的路上

杯子空空的

正要去煮一杯咖啡

你問我想喝什麼想吃什麼

沒說出口的答案永遠都是

一杯熱咖啡

一個巧克力

關於跟咖啡第一次見面的歷史，已不可

考，什麼時候愛上咖啡，不復記憶；唯一

可以確定的是，每天一早起床，第一件事

情不是刷牙洗臉上廁所，而是煮咖啡，屋

內飄溢的咖啡香氣，閉上眼睛，很溫柔的

吸氣，優雅的呼氣，感覺一整天都會在這

樣的氛圍中度過。當然，嗜甜的我還會搭

配巧克力，一天忙碌的最佳解藥，有苦有

甜，恰似生活的日常。

日常果然無常，不明原因，骨頭發生前

所未有的大問題，醫生也兩手攤攤無法給

我一個解釋，找不出任何理由，你知道的

，沒有理由的結果總讓人輾轉難眠，於是

，眾說紛紜，非得幫我找到咖啡這個代罪

羔羊──再次印證那句老話，出來江湖行

走，遲早都要還的。

「早就叫妳不要喝這麼多咖啡了！」這

句話我至少聽過一萬零六次，不誇張。

「我知道，我有減少，現在只有喝兩杯

了。」無力反擊的我。

「還喝兩杯，不喝不行嗎？」還是又一

拳打在我身上。

「現在只有一杯了，有時好多天才一杯

。」感覺很像狼來了，沒人相信。我沒說

出口的是：「吃巧克力沒有咖啡，這就像

吃涼麵沒有黃瓜一樣的不對味。」

之後，又因另外一場病，七嘴八舌，大

家又把咖啡因當成致癌的兇手之一，「總

之，咖啡不是什麼好東西。」眾人下了這

個結論。但其實，許多文獻報導指證歷歷

，一天一杯咖啡有益身心。所以咖啡到底

能喝還是不喝呢？

我無法告訴你喝或不喝，但我自己則從

「無常」的角度來解讀，不妨一聽。

其實，世間的人、事、物，沒有恆久不

變的，都在不斷地流逝、轉變，往往令人

難以忍受的無常的苦，不只是環境的變化

無常，就連我們自身也是無常的，最常就

是健康，昨天還好好的一個人，忽然就倒

下。面對、接受無常，就能對內外的變化

有所準備。正因為一切無常，逆境，也是

無常的，這樣理解了之後，慢慢的，當我

遇到任何逆境，就想著這個逆境也是無常

，反而不再擔憂。

所以能喝咖啡佐巧克力，這件美好的享

受，自然也會無常；不合適繼續享用，要

停下來，也就坦然接受，自有其它的美好

會出現。

好比手術禁食前，忙著辦理住院手術的

老爺，竟然在醫院後門買了一杯不怎麼好

喝的咖啡，苦澀異常，好像提醒我這麼難

喝，也就不用留戀了。術後，整整五十天

，一滴都沒碰。這不是醫生囑咐，而是我

想讓家人安心。沒想到，喜歡喝茶的老爺

，某天假日去買早餐，返抵家門，我的雙

眼不可置信的盯著他右手拿的85度C，我

不敢問，深怕期望落空，更有一種是我想

咖啡想瘋了所產生的幻覺──

「是熱拿鐵！」老爺看穿了我的心思。

是給我的嗎？我還是不敢開口，怕幻覺

消失。

「給妳喝的，久久喝一杯，沒什麼關係

的。」你看，是不是不能喝咖啡的逆境也

是無常，那麼忽然能喝咖啡，也是無常，

不宜太過欣喜。

至少，今日我擁有一杯香醇的85度C。

過了幾天，弟弟給了我從重慶出差帶回

來的星巴客杯，特別撂下一句：「給妳喝

開水用的。」哇，好特別的喝水杯──安

於接受不也是一種無常觀。

常這麼想著，我的前世必定是狗，而且

是一隻傳統啃骨頭的狗，不是現代吃狗罐

頭的狗。

因為我會搖頭擺尾般的討好迎合，深怕

受他人冷落；我也忠誠的與眾相處，善盡

職守；更貼切的是，我從小到大不喜歡吃

肉，卻超愛啃食別人想丟棄的雞腳、雞骨

頭。

這個癖好家人皆知，也會特別為我留著

。靜靜的，獨自享受那如同抽絲剝繭的快

感。一段段細小的關節被折離，一絲絲的

肉屑被剝落，吸吮、咀嚼，全進入這貪婪

無底的口腹之中。

隨著食用次數的增加，啃噬的技術愈來

愈精確快速，口齒唇頰被訓練得和諧同工

，不一會兒功夫，光溜溜的骨頭肢節被完

美的吐出來。沾沾自喜的以為，比狗還厲

害。

這麼愛吃雞腳，不斷的吃雞腳。直到有

一天，我的手變成了雞腳……

午夜夢迴，瘦骨嶙峋的雙手不自主的扣

十緊握，讓我感到惶然迷惑。乾扁的指頭

、紅腫的關節，還真像紅燒雞腳！

那段時間，這樣的感覺不斷的浮現。內

心揪緊著，念頭掙扎著，恐懼的氛圍環繞

四周。嗚呼……真的是報應嗎？

總算熬到天亮，一切的不祥，煙消雲散

。我竊喜著，故態復發。

一如往常的與家人共餐，享用所謂的海

陸大餐葷食美味。把家中唯一學佛吃素的

先生擺脫一旁，把他常提及的慈心不殺、

因果輪迴的告誡當耳邊風。只覺得他真是

破壞氣氛啊！又讓備食料理的婆婆增添麻

煩！其實，婆婆還曾冀望我能讓先生改吃

葷呢！

先生每餐的說教，令我們備感壓力；沒

辦法改變我們的飲食，令先生很不安。餐

桌上的拉鋸戰不停上演。

那陣子正逢母喪，聽從法師的建議，諷

誦《地藏經》回向母親，表達孝心。一遍

又一遍的讀誦，終於明白，嗜睡的我無法

如常一覺天亮，正是菩薩給的警訊。

當時的我，被自體免疫疾病攻擊，瘦得

不成人形。蒙受乾燥症及類風溼性關節炎

引發的疼痛，就像經文描述地獄中的刑罰

「百肢節內，悉下長釘」；刺痛灼熱的雙

眼正是「復有鐵鷹啗罪人目」；喉唇乾燥

難嚥猶如「復有鐵蛇絞罪人頸」；嚴重的

便祕腹脹恍若「饑吞鐵丸，渴飲鐵汁」。

從小愛啃雞腳，搶食魚眼珠；用細繩綁

住金龜子的頭腳，任牠怎麼飛也逃不出我

的掌控；用彈珠打小鳥，灌水入地逼出小

蟲子……往昔愛吃、貪玩、調皮、搗蛋所

造成的種種過錯，不止歷歷在目，還真的

身受報應啊！

還記得那次用餐，習慣性地塞入滿口葷

食。心頭一震，總覺得「前罪未贖，絕不

能再造新惡」的聲響迴盪於虛空。終於吐

出口中咬碎許久，卻怎麼也吞不下去的葷

食。現在與家人用餐時，仍是一桌葷素兩

制，不同的是，多一個人吃素說教。吃素

後的我，果真業障消除，健康狀況改善許

多。

是啊！自己被打針拔牙都怕得要命，怎

麼忍心讓眾生受刀俎之害呢？

此時真希望全家都能吃素，祈盼餐桌大

統一！

二○一六年四月間，我們夫婦前往佛光

山禮佛，卻和星雲大師在電梯不期相遇，

當時我和大師都坐輪椅，星雲大師開心地

說：「你是李奇茂，我是李國深，現在兩

個老李竟還可以做人間事。」我聽了大師

的話很感動，也很感慨，感動於大師真的

將我夫婦放心中，是朋友才會直呼名號，

感慨地是，一眨眼，星雲大師和我們已有

一甲子情誼。

第一場佛化婚禮 接引入佛
談起我們與星雲大師結識的因緣，要推

回到五十多年前的一場「佛化婚禮」。當

年，我與張光正相戀，論及婚嫁。我的岳

父疼愛女兒，為了要女婿謹守「一輩子互

敬互愛、相知相惜」的承諾，安排我們在

宜蘭雷音寺舉行婚禮，更邀請星雲大師福

證。

太太張光正常說：「我心中一直感謝父

母，因他們的引導而認識星雲大師，他的

人間佛法指導我一條正確而平穩的人生之

路，因而我常說一生中有兩位大師，一位

是深藏內心崇敬的星雲大師，另一位則是

每天陪我身旁的藝術大師李奇茂。」我這

一生非常有福報，所以只要佛光山的事、

星雲大師的事，我們夫婦都是心甘情願的

做。

我們的婚禮中有段插曲，讓人記憶猶新

，新郎、新娘互換「念珠」做信物，我記

得大師將念珠交與我們手中時，雙手直發

抖，後來問大師原由，大師說：「你們是

第一次結婚，我也是第一次做證婚人，要

在很多人面前致詞很緊張，怕說錯話。」

全力支持佛光山 廣邀捐畫
走過世界一百多個國家，認識的人也不

少，但星雲大師是我見過的少數幾個具有

大氣度的出家人，他深遠開闊的眼界無人

能及。大師推廣人間佛教，從慈善、教育

、文化、藝術等方面為佛教扎根。尤其他

創建佛陀紀念館，使佛館成為宗教、學術

、文化、藝術的重鎮，這是非常了不起的

創舉。

星雲大師真正無私無我，將自己的生

命都奉獻給大眾。像是他在全球各地創設

二十五座美術館，是可以讓藝術家發揮的

空間，可是這二十五間美術館的管理和經

營都不容易，所以我也不怕辛勞，除自己

捐畫外，也力邀全球藝術家捐畫，只希望

增加佛光山的文化寶庫，豐富藝術文化的

內涵，除了讓國人了解自己的文化外，也

期望佛光山的文化寶藏，成為全球人的精

神寶庫。

「李奇茂在兩岸也有屬自己的美術館，

像是安徽、山東、廣東、金門、台灣共有

七個美術館。」我內心早就認定我個人美

術館也是屬佛光山的美術館，凡需要隨時

可用，不需徵得任何人同意。

學習大師慈悲心 以愛度眾
星雲大師是兩岸最負盛名慈悲的佛教上

人，為了作育天下英才，推廣佛教慈悲無

私的人間佛法，在南京大學捐建星雲樓，

以作為推廣人間佛教及藝術的教育基地。

而我也在星雲樓成立李奇茂美術館，除

展自己畫作數十幅外，也展出兩岸畫家作

品四百幅。我追尋著大師的精神，用「愛

」心服務大眾。一份心意、一個承諾，是

我們夫婦和星雲大師相知相惜的情誼。

創建佛陀館時，為籌募經費，星雲大師

將張大千送他的三十六尺畫作〈張大千一

花一世界白荷花〉義賣，當時有一台南來

的老太太叫價六千萬，後又抬價至一億，

當時遠東關係企業及元智大學創辦人徐有

庠坐我旁邊，我鼓勵他出價一億二千元，

標得此畫。

那時我心想，若是台南老太太買得此畫

，可能會流傳至民間，下落不明，徐有庠

買下定會好好保存。前段時間大師曾寫篇

文章〈失去一花一世界，擁有佛陀館〉，

我能理解大師心中夢想，我要做個圓夢之

人，現正苦思方法，但願能讓大師歡喜。

⬆一九六○年，星雲大師為李奇茂先生與

張光正小姐福證。

即將褪去的紅顏和那十八歲的青春，都

逃出了鐵窗。

早晨的陽光慵懶地甦醒，當三十五度角

遇見真愛，光影彈奏起一首舞曲，再平凡

的小巷，再卑屈的角落，也能遇見美麗的

故事。

冷冷的鐵窗，鐵條冷冷的站立，它總認

為再怎麼力大無窮，再怎麼孔武有力，也

無法扳開這冷冷的桎梏，它不明白真愛的

力量遠在想像之外。

光影的陳述裡，快門脫離正常的軌道，

進行一場生命的洗禮，如果可以重來，不

被鐵窗桎梏的靈魂，無關青春歲月，需要

的只是勇氣！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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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