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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城的奮鬥

人間悲喜劇

文／聽語

藥物過敏驚魂記

來到巴黎時，正值法國總統大選的第一

輪投票。我在Philippe的熱心幫忙下，來

到了巴黎附近的碧西聖喬治市市政廳，觀

摩法國總統大選的投票。由於Philippe曾

當過碧西聖喬治市的市議員，在他的介紹

下，碧西聖喬治市的市長，還特別接受我

的臉書直播訪問，向台灣的朋友現場解說

法國總統大選的投票方式。

久居巴黎的Philippe，幾乎可以算是台

灣在法國的「民間外交官」，以他個人的

關係，幫忙台灣拓展許多僑務工作，我國

駐巴黎的前大使呂慶龍，在碧西聖喬治市

有一條街即以他的名字命名。這項創舉，

Philippe也是非常重要的促成者。

「何時離開台灣移居法國的呢？」我問。

「我不是從台灣來的，我是越南人。」

Philippe答道。

這個答案，讓我非常訝異，Philippe對

台灣如此熱心熱情，讓我想當然爾地認為

他是台灣移居法國的僑民。

Philippe是一九七九年離開越南來到巴

黎的，那是越南完全赤化的第四年。

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西貢陷落，當

時十五歲的Philippe，人生也被捲進了這

個大歷史的漩渦中。

Philippe的父親，在南越政府垮台之前

是經營旅行社和貿易事業，和南越政府的

官員互動頗深，因此，當越南赤化後，

Philippe一家也自然成為整肅的對象。

Philippe說，越共來的時候，有一件事

他的印象很深刻，他的母親還特意帶他去

做了一套西裝，因為擔心之後沒有辦法幫

他做西裝，要做一套西裝，讓他長大後可

以穿。後來他匆匆離開越南，那套西裝還

是沒能帶出來。

「不要聽共產黨所說的，要看他們做什

麼。」Philippe引了南越前總統阮文紹的

話，談起了在西貢陷落之後到他離開越南

這四年間的生活。每個禮拜都要接受勞改

，而Philippe被指派的勞改工作，是到荒

地挖引水灌溉的渠道。

「把你帶到一個荒地，給你一把鏟子，

然後，就叫你挖洞。」Philippe說，這樣

的勞改待遇還不是最糟糕的，有些在南越

政府工作的軍人警察，先被抓到集中營三

天，然後就被帶進人跡罕至、滿是瘴癘之

氣的叢林，給一把刀，要這些被勞改者，

自己把森林砍平，自己蓋屋、自己生產，

一去就是二十多年。

雖然是勞改的對象，但Philippe天生的

勤快，仍得到共產黨的肯定，還當上了共

青團的副祕書長。

和Philippe談聊時，我注意到他不喝咖

啡。Philippe談起了這中間的典故。原來

，有一天他接到體檢的通知，意謂著他要

被徵去當兵。

他不想要在共產體制下成為軍人，後來

他聽到別人建議，體檢前，喝大量的咖啡

，可以影響檢查結果。Philippe便在體檢

前喝了大量的咖啡，果然在檢查時，被判

定心臟有問題，給了很差的體位判等，可

以免去兵役。

但檢查單位可能有點懷疑，幾星期後又

通知他再去複檢，Philippe還是依樣灌了

大量的咖啡。

Philippe開玩笑說，如果他當時被抓去

當兵，現在可能就不在巴黎，而是在越南

當四星上將。

受這件事影響，Philippe此後就不再喝

咖啡了。

我很好奇，為什麼來自越南的Philippe

中文說得這麼好，又對台灣這麼的熱情？

原來Philippe的祖籍是廣東東莞，家族是

避共產黨而逃到越南的。Philippe受的是

華文教育，從小讀的還是正中書局出的書

，他讀的華人學校每周大家都還要到操場

唱中華民國國歌，他的哥哥也是到台灣讀

書的。這讓他對中華民國有著深厚的情感

，充滿「愛國情操」。

一百元議員

文／羅智強

一九七九年，Philippe決定離開越南，

在親人的協助下，來到巴黎，他先投靠一

位遠親，在他們家住了三個星期，然後找

了他在法國的第一份工作，到一間釀香檳

的酒廠工作。

就這樣，一晃眼三、四十年過去，

Philippe做過無數工作，還包括當了碧西

聖喬治市的市議員。不過，這個「市議員

」，和台灣對「市議員」的認知是有些不

同，比較像義務職。依城市的人口規模不

同，市長和市議員的津貼也不相同，例如

，若只有一、二萬居民的城市，則市長的

津貼大約是二千二百歐元，議員大約就是

一百歐元。

Philippe笑道：「接一通國際電話，一

不小心，漫遊費說不定就超過一百歐元了

。」

監獄可以關閉
一個人的身體，
但不能關閉
一個人的思想、
智慧與成就。

給孩子的國學勵志故事

諾言的重量
文／錢文忠

人間系列

文／星雲大師

素食與護生

當然，佛教講「不殺生」，重要的還是

在於不要有殺心。記得過去我到小琉球弘

法，有一位校長告訴我：「師父啊！你們

要來這裡傳教是不可能的，我們這個地方

以捕魚為生，叫我們不殺生，日子要怎麼

過啊？」

我一聽，心想：問題嚴重了，佛教講「

不捨棄任何一個眾生」，這該怎麼辦是好

呢？當然，當地人民也可以就聽從我們的

話不再殺生，但將來他們的生活怎麼過呢

？後來我就說：「雖然殺生的行為沒有辦

法禁止，但是只要不要有殺心就好。」

就等於有人問：醫學上以動物做實驗，

不免會要傷害生命，這樣不就犯殺生戒了

嗎？人往生後，用以舉火荼毘的木柴裡，

藏有許多寄生蟲，一把火燃起，牠們全都

被燒死了，是否也算殺生？或者問說：人

生病了，給醫生看病，一針扎下去，會殺

死很多的細菌，該如何是好？固然慈悲愛

物、愛護生命是一個文明社會的基本道德

，但是這個世界，畢竟還是一個以人為主

的世界，許多事情有時也是叫人無可奈何

的。

總之，佛教講「不殺生」，有「殺行」

與「殺心」的分別，起心動念才是主要的

關鍵。就如釋迦牟尼佛過去世修行時，見

到一個壞人要殺害五百個過路的商人，他

毫不猶疑地就將這個壞人殺害了。這麼做

，無非是佛陀的慈悲，因為他為了救人，

也免得壞人殺害更多人，而不得不擔負起

這個責任啊！

在佛教的戒律中，有所謂的「三聚淨戒

」，除了防非止惡的「攝律儀戒」，修習

善法的「攝善法戒」，更重視的是利益一

切眾生的「饒益有情戒」；在佛教的主張

，積極的行善更勝於消極的不做惡事。所

以，佛陀這種「殺一救百」，為了饒益眾

生而以慈悲心殺人的行為，又哪裡是瞋心

殺人所能相比的呢？

話再說回來，數十年前，西方人士總批

評台灣落伍，不愛護動物，為了這些輿論

，我也曾經向當時的高雄縣政府相關負責

人表示，高雄有很多山區，不妨選擇一處

，撥出兩千畝土地，在不破壞水土的原則

下，就著山勢，將它圍成一個獨立的動物

保護園區，讓各種各類的動物得以自由自

在地在裡面生活，避免受到無知民眾的侵

害。

   眾生平等 善待關懷動物

尤其近年來，依據台灣〈動物保護法〉

條例的規定，凡抓到收容所安置的流浪動

物，十二天之內若沒有人領養，就要施予

安樂死。但是就在最近，報紙上刊登了一

則新聞，有一位台大獸醫系畢業的高材生

，考上獸醫執照後，選擇到海邊偏僻的動

物保護教育園區服務，由於職務的關係，

必須為動物安排執行安樂死，卻因此受到

動保人士指責，最後承受不了壓力，而一

殞性命。� （待續）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10/13周五 大悲懺法會（7：30pm）

10/14周六 英文共修法會（10：30am）

10/15周日
環保回收日
（2：00pm～5：00pm）

10/20周五 光明燈法會（10：30am）

10/21周六 英文共修法會（10：30am）

10/22周日
玫瑰陵秋季九九重陽三時繫念
法會（1：30pm～6：00pm）

10/28周六 
寒冬送暖教育獎助
（9：00am）
禪淨共修（7：30pm）

10/29周日
環保回收日
（2：00pm～5：00pm）

⬆佛教講「不殺生」，重要的還是在於不

要有殺心。

一早就覺得身體不太舒服，有點想吐，

於是到公司附近的醫院掛號看門診，醫生

說是腸胃型感冒，開了藥給我。

回到公司後，依照醫生的吩咐吃了藥，

可是過了不久，我就開始不對勁，眼球僵

直，坐在椅子上，眼睛只能直視天花板，

什麼都不能做。一時間各種念頭閃過腦海

，心想這到底是什麼怪病，會不會從此就

不能工作了？這病到底能不能治好，治療

期間的家計該怎麼辦？會是罕見疾病嗎，

為什麼成年了才發病？我難道這輩子就只

能這樣盯著天上看嗎……各種問題在腦中

如跑馬燈閃過，除了不解，其實更多的是

害怕。

由於無法直視前方，所以我只能用手猛

拍隔壁座位的同事，此時眼睛仍然直瞪著

天花板。我跟同事說我不能工作了，因為

眼睛只能往上看，同事一頭霧水，我的心

中更是充滿疑惑。由於我們從事金融業，

平常壓力就比較大，所以同事第一反應認

為我是精神崩潰，發瘋了。

因為無法正常走路（根本看不到路），

於是，我被同事七手八腳地架上計程車，

充滿效率地送到醫院；只不過，他們跳過

了公司附近的大型醫院，直接把我送到一

家離公司較遠的精神病院。

幸好我的運氣不錯，遇到一位蠻有經驗

的醫生，他看我那副狼狽樣子，劈頭就問

我最近吃了什麼藥。於是本姑娘趕緊伸手

入包包，摸出早上從醫院拿到的那一袋藥

，醫生一看就斷定我是對當中的止吐劑過

敏，幫我打了退藥效的針，在病床上休息

了一陣子，剛才的怪異症狀終於解除。

雖然被同事送到精神病院有點無言，但

換作是我可能也會這麼做，當時覺得很可

怕，事後想想超好笑。下次，當你的同事

眼睛望向天花板，跟你說他無法工作時，

可千萬別以為他瘋了。

後來查了查藥典，裡面確實記錄有極少

數的人會對該藥物過敏，看來我真的很特

別，這麼小的機率也被我碰上。之後每次

提及此事，我都會開玩笑說，我得了一種

看高不看低的病。

真的很感謝醫生，讓我這場驚魂記在驚

恐中開始，搞笑中落幕。

開口說話，誠信為先；言必信，行必果

。「同窗踐約」，講的是一個東漢時期的

故事。兩個在洛陽讀書的好朋友，一個叫

張劭，一個叫范式。兩人學成後，在分別

的那一天，張劭難過地對范式說：「今日

一別，不知何時才能相見。」

對古人來講，交通不便，走二百里路是

一件大事，范式安慰張劭說：「張兄，你

不要難過，兩年後中秋節的中午，我到你

家，與兄台見面，並拜見令堂。」說完這

句話，兩人便各自回家了。

兩年後的中秋，張劭一早就開始洗菜、

做飯、準備好酒。他媽媽一看說：「兒子

，你這是幹麻呢？平時沒有那麼好的菜啊

！」張劭說：「我在洛陽讀書時的同學，

兩年前說今年的中秋節中午要來看您，我

準備招待他。」老人家說：「他的家遠在

山陽，相隔幾千里啊，兩年前的一句話，

今天還會來赴約嗎？」張劭說：「范兄是

個講信義的人，必定會來。」

正當他們說話時，就看見村外的道路塵

土飛揚，一匹快馬駝著范式到了他家，正

好是中秋節的中午。

很多年以後，張劭生病了，臨死前他對

妻子說：「把我們的孩子和家事，託付給

范兄，他是一個值得託付的人。」

後來范式果然精心為張劭辦理喪事，並

照顧他的孩子。這個故事在歷史上傳為美

談。

碧西聖喬治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