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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詞小天地 佛法真義

文／星雲大師

三分師徒，
七分道友蘇軾〈定風波〉 

文／惠馨   圖／心皓 

孟子說：「仁者無敵」

。用佛教的話來說，就

是慈悲沒有對手，慈悲

可以克服一切魔難。

LQ大聯盟

生活快門

用結果論 
檢視學習成效

色鉛筆圍籬

文／茱莉雅整理

文與圖／朱玲

為人子女

文／劉洪貞

這就是媽媽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

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

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

無晴。

詞源於晚唐五代，大多我們談到詞都會

以「風花雪月」、「男女情事」形容，認

為內容大多表現歌樓酒館中勸賓娛客的貧

弱事蹟，風格相對於詩則較狹隘單一。然

而，蘇軾這首〈定風波〉卻一反宋詞常態

，直寫磊落襟懷與曠達心境，坦蕩之中夾

雜幽微孤深的無奈，因而成為膾炙人口的

名作。

蘇軾一生經歷仁宗、英宗、神宗、哲宗

、徽宗五帝，踏入仕途後屢經波折，幾十

年的人生猶如一葉扁舟，不停在洶湧大海

中飄盪。「顛沛流離，疏貶放逐」的心聲

屢入詩詞，此闕詞作一方面闡述面對詭詐

官場的厭惡，另一方面亦抒發了面對人生

榮辱貴賤的坦然。神宗五年，蘇軾被人誣

陷譭謗朝廷，因而驚慌入獄一百餘日，受

盡精神與肉體折磨，即是有名的「烏台詩

案」。

此闕詞寫於蘇軾貶黃州第三年，乃是「

醉歸遇雨」的抒懷之作，以景生情，藉由

突遇大雨卻仍瀟灑徐行的心境，強調雖處

逆境仍不懼不頹的超然神情。上闕「莫聽

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

輕勝馬，誰怕！一簑煙雨任平生。」著眼

「雨中」，以「莫聽」點明不因外物縈懷

的自在，「穿林打葉聲」一面形容真實環

境，另一面亦是作者於官場忽逢打擊的寫

照。既然以身處風雨之中，與其狼狽閃躲

不如雨中吟歌慢步。以「竹杖芒鞋」的平

民裝扮顯示知足且輕快的適性感，並透過

「輕」表現對官場坐騎的不屑，更可以引

申為官場繁貴假象的厭惡，與其「狼狽躲

雨」（借喻官場險惡），寧願選擇「一簑

煙雨任平生」的歸隱生活。上片藉由雨景

推及人生之景，具備倔強，不畏坎坷的超

然情懷。

下闕「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

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

風雨也無晴。」陳述「雨後」之情，此時

酒意以被春寒之氣吹醒，轉晴之景看在蘇

軾眼中又是何種心境？此時猛然抬頭望見

夕陽斜照，溫暖餘暉頓時驅走料峭寒意，

雨過天青表面呈述風雨過後的喜悅之情，

更深一層以「相迎」之擬人手法，點出下

文「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

無晴」的人生感慨：自然界風雨陰晴、花

開花落，乃是多見不怪的宇宙規律迴圈；

生命中的人事興衰、宦途中的榮辱得失，

何嘗不也是天下變化的一環？詞中「蕭瑟

」二字，正隱隱與「穿林打葉聲」相應和

，最末的「風雨」一指外在自然環境，更

雙關指稱險致蘇軾於死地的政治風雨。

遭受風雨的人比尋常人更嚮往晴天，然

蘇軾卻更深入言：與其盼望晴天，不如無

風無雨也無晴，因為再也無須「盼晴」。

然而，人生際遇中如何「也無風雨也無晴

」？蘇軾提出「歸去」，映照著「一簑煙

雨任平生」，我想，蘇軾大概是想：寧願

感受煙雨霧濛的自然景色，也不願再去經

歷仕宦的「風雨」了吧！

在佛教裡有一句話：「三分師徒，七分

道友。」佛門的僧侶之間，因為年齡的相

差，學佛的前後，就有一些年長者，為了

佛教的傳承，接受青年學子為徒眾，自己

成為老師；等於今天學校裡面，所謂師生

關係，佛教也有師徒關係。

但是，師父和徒弟之間，不是主僕的關

係，不是做師父的就很有權威，就可以任

意使用不合理、不合法的打罵教育，才是

師徒。現代的佛門教育，講究彼此要尊重

，不只徒弟對師父要尊重，師父對徒弟也

要尊重，所以你要有「三分師徒，七分道

友」的觀念，不可以憑著師父的身分，為

所欲為，以為對弟子可以像古代那樣的打

罵、責備。

例如：講經說法時，叫徒弟跪下來聽講

幾個小時，或是叫徒眾合掌聽講幾個小時

，這都是違背教育的原理。現在的教育不

同以往，他不能跪，因為要坐下來抄筆記

；聽經不能合掌，他要用手寫文字、做紀

錄。

所以，對於佛門的教育，要有一些新的

方式，要不斷的改進。過去常有人說，西

方的教育最進步，東方的教育比較落伍，

因此學子們都到西方遊學，都到歐美留學

。其實，佛教的教育是最進步的，應該在

教育的問題上，不妨給予師徒彼此的空間

多一些、大一些吧。

現在對於徒弟的教育，一樣也要看：上

等根機的人，可以用千錘教育；中等根機

的人，要用佛法、善語來教導；下等根機

的人，需要用很多的方便、愛護、感動、

幫助。等於父母對兒女一樣的愛心，讓弟

子有所改進，這樣師徒的倫理關係才能維

持，如此今後在佛教的傳承上，也就容易

為社會所接受。如果不能這樣建立師徒關

係，如父母子女，如道友一樣的親密，在

教育上，必定會有不好的效果。

    
感受師長期許 力量道心增長

古代的叢林教育，講究「師嚴道尊」，

慣用打罵教育，師父說黑的，徒弟不能說

白的；師父說白的，徒弟不能說黑的。甚

至師父說生薑長在樹上，桃果是地上生的

，徒弟也要能接受。像這種無理的教育、

無理的打罵、無理的責罰，在今後的時代

，必然是行不通的。今後的教育，要用鼓

勵代替責罵，讓弟子感受到師長對他們的

期許，其力量會更大。

像過去禪門有很多的教育，如介紹你到

別處參學，叫作易師調教；等於自己的兒

子讓別人來教。或者用不說破，呵護你、

讓你感動、接受的教育；或者用方便法門

，不一定只能用關閉式的。或者叫你到處

去雲遊、參學，在外面受盡風霜雨雪的淬

鍊，體悟社會人情冷暖，慢慢地道心就會

增長。

過去佛陀時代，佛陀也曾為弟子穿針、

縫衣、倒茶等等，甚至對弟子有所要求，

佛陀都很高興的嘉許說：「這個太好了！

」例如，為讓阿難擔任侍者，對於阿難所

提出的三個條件，佛陀通通遵照他的意思

。所以，師門教育也是當今佛法傳承上很

重要的課題，所謂「三分師徒，七分道友

」，還是值得我們用心參考的。

5/20周六
西來學校周六班結業典禮暨成
果展（9：30am）

5/21周日
南加州佛教界聯合慶祝佛誕節
大會（10：30am ）

5/23周二 西來學校課輔班教學成果展
（7：00pm）

 5/24周三 學校課輔班教學成果展

5/24~31  三好快樂營

5/26周五 
光明燈法會
（10：30 am）

5/27~29
周六~一 

兒童夏令營輔導員訓練營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每年溫馨

的五月還沒

到，商家就

開始在媒體

上打廣告，

希望天下為

人子女的，

能在母親節

送份禮物給

媽媽，聊表

孝心。而廣告的禮品真是多到不勝枚舉，

最常見的是保健食品、化妝保養品、珠寶

、旅遊、美食，甚至健康檢查……反正你

想得到或想不到的，只要和媽媽沾得上邊

，商家都會替你想到，就是要你掏荷包。

相信很多人，都曾被廣告上既溫馨又感

人的廣告詞感動，心想，反正是母親節，

就買份禮物送媽媽，也算盡一分孝心。就

這樣，很多媽媽的桌子上，擺滿了健康食

品或化妝品，至於媽媽們有沒有照著子女

的吩咐，認真吃健康食品或用心地保養皮

膚，那就很難說了。

我就常聽身邊的長輩說：「那些東西這

麼貴，捨不得吃；那些名牌包也很貴，捨

不得用。」因為媽媽們勤儉持家慣了，一

時之間要接受高價位的東西真的很難，於

是她們常把東西「暫時」放著，直到食品

過期或腐壞。這樣的故事屢見不鮮，當子

女抱怨時，媽媽們也覺得自己很無辜。

記得好些年前，鳳梨釋迦剛上市，我

覺得它又香又甜，就買了一顆給媽媽。她

覺得這個水果又大又香，一定很貴，當時

我沒有多想，直接說：「不貴！只花了

一百七十元，難得吃一次無所謂啦！」媽

媽把釋迦放冰箱後，沒再說什麼。雖然隔

天我要回台北時，一再叮嚀她，釋迦熟了

要記得吃喔！但一個月後，我再回娘家時

，那顆釋迦還在冰箱裡，只是變黑了。

那次以後，我買東西給媽媽從未說過真

實的價錢，所以每一回她吃著我買的東西

，都開心地表示：「真是好吃又便宜！」

吃的如此，穿的亦然，每次我都會告訴她

：「這是朋友賣的，算我很便宜。」當她

穿上我買的衣服總是說：「質料好，價錢

公道！」也因為不覺得貴，所以她穿得很

開心。

其實，天下的媽媽都大同小異，生活中

總是有很多捨不得。我想，與其改變她們

的觀念，不如當子女的換個方式，皆大歡

喜製造雙贏，多好。

閒來無事，我總喜歡隨興穿街走巷，因

此常不期而遇「驚喜」。圖／朱玲 閒來

無事，我總喜歡隨興穿街走巷，因此常不

期而遇「驚喜」。

那日閒逛至一處私人庭園前，遠遠即看

到一行依紅橙黃綠藍靛紫顏色排列的色鉛

筆，喜歡繪畫的我眼睛為之一亮，待走近

才發現，原來是造型圍籬，想必主人也是

個喜歡畫畫的人吧！

相較於傳統充滿防禦性的圍籬，如此創

意的設計，彷彿是想告訴過往行人，雖然

你無法進入我的私領域，但仍期待你能欣

賞我的巧思，讓繽紛的色彩帶給你愉快的

心情。

學習達人：第五德嘉

（風險管理師）

很多父母只要看到孩子在讀書時聽音樂

，或是寫功課時轉筆、玩橡皮擦、畫小人

，就會十分生氣，甚至開罵：「你怎麼這

麼不專心！如果你專心一點就不會拖拖拉

拉，每天寫（讀）到那麼晚……」

其實，就像人有百百種，適合孩子學習

的模式也有百百種。有些小孩在讀書時一

定要聽音樂，目的是為了隔絕外界的雜音

，讓自己沉浸在特殊的次元中才更能專注

；也有些小孩在算數學時，喜歡聽快節奏

的音樂，因為快！快！快！還要更快！更

快！寫數學題猶如過關斬將，快節奏就是

快速解題的進行曲。

至於有些孩子寫功課時要轉筆或畫小人

、玩橡皮擦屑，原因可能是孩子在寫功課

的過程中，正承受著莫大壓力，必須先想

辦法紓壓，才有辦法繼續完成功課，此時

如果父母出言阻止或責備，反而變成「最

大的干擾源」，孩子沒辦法適當紓壓，連

帶也拖延了完成的速度。

其實父母在陪伴孩子寫功課時，不妨以

「結果論」來檢視孩子的學習成效。以寫

功課為例，親子可以約定一個最後完成的

時間，只要孩子能夠依約定達成，父母就

不要插手管孩子過程中究竟是「一氣呵成

」或是「邊玩邊寫」，說不定會很神奇地

發現：當父母不再干擾孩子時，孩子反而

提早完成作業。

同樣地，父母可依孩子的能力，約定出

彼此期望的成績，以及孩子玩電腦或遊戲

的時間、次數，如果孩子的成績並沒有因

為玩遊戲而退步，父母應適度讓孩子自我

管理；相反地，如果孩子做不到，那麼就

要重新議約，另訂一個標準，再試行孩子

能否達標。

換句話說，父母只要用「結果論」來檢

視孩子的學習成效，既不會傷害親子情感

，也兼顧了孩子的課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