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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你成長

婚姻之道

相親相愛

文／寧妍妍

文／月桂幽蘭

重溫他的好

回娘家

小學三年級的女兒小羽，是精靈寶可夢

的狂粉，每天六點必準時在電視機前報到

。這天，我一邊吃晚餐一邊陪小羽看了一

集，沒想到內容竟令我心生感觸。

在這一集故事中，訓練家可爾妮的神奇

寶貝「路卡利歐」進行了「超進化」，這

固然可喜可賀，但不久他們就發現，路卡

利歐無法適當地控制「波導」（一種心靈

能量），個性也變得暴躁、易怒，在戰鬥

中我行我素、不聽可爾妮的指令。不過，

可爾妮並沒有放棄，也沒有催逼路卡利歐

，而是用包容的態度陪伴、協助，帶著他

一起欣賞風景。之後經過一番摸索，路卡

利歐終於掌握了控制波導的方法，成為能

夠成功使出「波導彈」、非常優秀的超級

路卡利歐。

看了這個故事，在國中任教的我，不禁

想到：路卡利歐超進化的過程，不就跟國

中孩子們的青春狂飆，非常相似嗎？

光陰似箭、歲月如梭，彷彿不久前我才

走進新接任的班級，看到25個剛從小學畢

業、進入國中的孩子；轉眼間，這些孩子

已經升上九年級，不久，就要展翅高飛，

進入下一個人生階段。

回想起來，這三年來，他們的變化可真

不小。

七年級的他們，個個矮矮小小、天真稚

氣，成天嘻嘻哈哈、頑皮胡鬧，活脫脫還

是乳臭味乾的小朋友。八年級的他們，漸

漸長大、長高，脾氣多多少少變得比較浮

躁，有的同學甚至像是吃了炸彈，變得叛

逆易怒，在家頂撞父母、在校不服管教，

弄得父母、師長無力又痛心，不禁感慨道

：「這孩子以前很可愛的，現在怎麼變成

這樣？」

不過如今九年級的他們，功課固然有優

有劣，個性倒是都穩重多了。同學間不再

動輒吵架、打架，與父母、師長也能夠平

靜地溝通，而且個個比我高一個頭以上，

男的帥、女的俏，已經很有高中少年、少

女的樣子了。

其實，這就是國中生「超進化」的必經

歷程。要適應自己身心劇烈的變化，並不

是那麼容易，難免感到困惑，甚至遭遇挫

折；且適應期的長短因人而異，畢竟每隻

「神奇寶貝」的「屬性」是不同的。我們

只能耐心地指導、持續地關心，相信這些

「神奇寶貝」終有一天能發揮屬於自己的

「絕招」，蛻變為「超級神奇寶貝」！

每個父母和老師，都是責無旁貸的神奇

寶貝訓練家，在指導神奇寶貝的同時，不

僅分享了他們進化、超進化的喜悅，自己

也從中不斷學習和成長。讓我們和孩子一

起，勇敢地踏上神奇寶貝冒險之旅吧！

國中孩子的「超進化」 
文／陳慧文    圖／ 洪昭賢

忙，是人生的意義，也是發

心、進步、法喜，身心安住

的一種表現，進而做到人忙

心不忙，從積極參與中奉獻

身心，圓滿人生。

人間風景 

我們的菜園
 文／梁純綉

釋迦牟尼佛傳

文／星雲大師

相者的預言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4/21周六 三好羽毛球比賽
青年寺院體驗營（ 9：00am）

4/23~29
周一~日

中文七日禪

4/28周六
禪淨共修（7：30pm）
環保回收日
（2：00pm~5：00pm）

淨飯大王在夫人與太子的身旁，見到世

間上都在變動的情形，一面歡喜，一面又

在憂懼。

這時有一位在藍毗尼花園左近的婆羅門

相者，博學多聞，高才善辯，他帶著歡喜

踴躍的心情跑來，口口聲聲說要為太子相

命，而淨飯大王正在驚疑不決的時候，就

允許他的請求。他先看看安詳而臥的太子

，然後又望望且驚且怖的淨飯大王。他開

始滔滔不絕地說道：

「大王！人生在世上，第一是希望生一

個出類拔萃的兒子，大王今天生下這一位

像滿月似的太子，真是可慶賀得很！這位

王子的長成，必定是釋迦族的光榮。王呀

！你心中不要驚疑，我告訴你，實在沒有

一點掛念的必要。」

「學者！你說得不錯，我心中真是驚疑

憂懼得很！」

「大王！你不但不要憂懼，並且你此刻

就可以下令，讓全國的臣民都來慶祝。從

現在起，將是我們全國的殊榮。我們國家

出生這麼一位賢明的王子，必定能成為世

間上的救世主。我拜望王子的尊容，絕不

是世間上那些智者或學者可以比擬，他將

來定可以開啟眾生解脫的大道。他若繼承

王嗣，不但可以做我國的君主，而且他將

是統領四天下的一位稀有的聖君，廣布善

政，廣行王法，使五印的諸王，都望風屈

膝地乞盟於他。他能夠賜給世界之光！」

「是真的嗎？學者！他能夠統領四天下

，那真是太好了。」淨飯大王露出歡喜的

笑容。

「不過」，學者莊重地說道：「假若他

厭惡這塵世的喧囂，愛居在寂靜的山林，

必定能求得最高的解脫大道，必能成就真

實的智慧，為一最尊最貴的佛陀。佛陀，

是世間上最偉大最尊貴的覺者，佛陀在人

間，好比須彌山是山中之王，一切眾寶中

是以黃金第一，萬川是以海洋最為廣闊，

無數的星宿中是以月亮最為光明，一切光

明中又以太陽為最勝，佛陀是人天的導師

，沒有一樣可以和他比擬。」

「學者！你又怎麼知道他將來會喜愛寂

靜而且會出家呢？」淨飯大王懷疑地問。

學者指著太子說道：

「你看，王子的尊顏，明淨的眼睛廣而

又整，上下的睫毛長而又勻；紺青色的眼

珠，高修而直的鼻梁，像這樣的相貌，絕

非和尋常的人一樣，他一定能成就佛陀的

功行，願大王速離驚怖，趕快忙慶賀吧！」

   阿私陀仙人的悲喜

婆羅門的相者說到這裡，淨飯大王不免

又驚又怪起來，他就向這位婆羅門的相者

問道：

「我最敬重的學者！假若你所說的都是

真實的話，像如此奇特的相，為什麼不生

給我賢明的先王做嗣子，卻生給我這個不

肖的做嗣子呢？」

「大王！不是像你這樣說法哩！」婆羅

門相者搖了搖他的頭：「凡是世上的人，

即使他是同一個家族同一個父母所生的兄

弟，都有各個不同的命運。有智慧超勝的

，聲譽遠播的，博學多能的，事業隆盛的

；也有淺知淺識的，愚昧笨拙的，惡名四

傳的，事業無成的。這些賢愚不肖，絕不

可以看做與父子生養的前後有關。你現在

應該見到如此奇特的相後，生起歡喜的心

，永離這些多餘的疑惑！」

⬆苦行仙人阿私陀仙預言太子將來會

成為偉大的覺者。

話說舜因為

孝順感動了天

地，於是上天

派遣了神象及

神鳥來幫他耕

田。而無德無

才的我，居然

也能出動長者助我整理菜園、栽種蔬果，

這是怎麼回事呢？

我家原有約二十餘坪的菜園，自從婆婆

生病了，無人耕種，只有任其荒蕪。自己

退休後，無職一身輕，心想該接手婆婆的

菜園，於是便開始「下土」了。

本著陶淵明的努力精神，自己確實是「

晨興理荒穢」，約半個大人高的雜草，全

都一一被我剷除。可是從沒種植經驗的我

，開墾的菜畦像被貓狗蹂躪過的土堆；號

稱生命力最強的地瓜葉，居然被我種成枯

枝瘦葉；連蔥蒜最後也成了雜草。儘管如

此，我還是天天「戴月荷鋤歸」。

該是這股傻勁，讓左鄰右舍覺得無法袖

手旁觀吧！總要讓這個既憨且拙的女子有

些成就感。首先是黃爺爺，有一天，他自

告奮勇幫我重新打造了四股菜畦，又為我

示範如何栽種葉菜類；接著，吳奶奶指導

我怎麼把雜草變成有機肥；仁松大哥告訴

我撒菜種的技巧……這些種菜達人，化身

為我家菜園的貴人。

從此，貴人們心照不宣認養了「我家」

菜園，他們三不五時現身技術指導，或幫

忙做這做那，他們常說：「哇！『我們的

』菜長高了。」「『我們的』菜園愈來愈

像樣了。」

「我家」菜園變成「我們的」菜園，也

讓我看到了濃濃的人情味。

一日，幾個

姐妹在一起閒

聊，不知不覺

扯到了各自的

老公。這個話

題一打開，就

連一向寡言的莉也變得口若懸河。

莉說：「不提他還好，一提我就來氣。

昨晚出去喝酒，凌晨快兩點才回來，滿身

酒氣不說，還吐得滿床都是。平時家裡、

孩子從不管，就連他爸媽也是我在操心，

真後悔當初怎麼會嫁給他！」

話音剛落，娜就搶著說：「不要說你家

了，我比你更慘。讓你和一年到頭見不了

幾次面的人過一輩子試試？孩子從出生到

現在，他抱的次數都能數過來；家裡有些

事我實在沒辦法，只好厚著臉皮去找樓下

的鄰居幫忙，我這不是活守寡嗎？」

輪到我，同樣不甘示弱。「老公的單位

沒有發展，好多人都去另找工作。可我老

公是個死腦筋，他說當了幾十年流水線工

人了，除了這個什麼都不會！」

我們愈說愈氣憤，恨不得立馬和他們離

了婚。但過了一會兒，待心中的怒氣稍稍

平靜後，我們又聊起當初談戀愛的事。

莉說：「當年他又矮又瘦，長得不好，

可我就是看中他機靈，啥一學就會。我媽

說我跟了他，以後不會受苦。」娜說：「

當時我看他長得不錯，最重要的是他心胸

大，我爸也說，他一看就是個有志向的孩

子。」

我說：「當初是看在他對我好的分上，

才嫁給了他。下雨天，他會跑很遠來給我

送傘；在一起吃飯，我說吃啥就點啥；冬

天，他把我穿髒的棉衣拿回家，背著父母

偷偷幫我洗，那時還沒有洗衣機，他擔心

我碰冷水把手凍著了。」

莉的老公是銷售經理，每天應酬不斷，

莉不上班，家裡所有開支都靠老公一人支

應，雖然如此，生活依然頗有餘裕。娜的

老公做大生意，幾年下來已車房兼備，還

有不菲的存款。我的老公雖不會掙錢，但

人老實本分、顧家顧孩子，還沒有任何不

良嗜好，做飯、打掃、洗衣服，他做得比

我還勤。

此時，我們三人都不由得笑了。是啊！

愛情過後，便是和柴米油鹽相伴的婚姻，

生活中，每個家庭都會出現各種不如意。

婚前，我們只看到了對方的優點；婚後，

卻總盯著他的缺點。試著重溫他的好，生

活才會幸福！

結婚之後，才真正明白所謂「後頭厝」

的意義。

我有三個兄弟及一個姐姐。我和姐姐目

前住桃園，三兄弟都沒有離開屏東市，彼

此相隔不遠。媽媽就像一隻母雞，不論她

住在哪一個兄弟家，所有的小雞就會跟著

跑過去，有媽媽在的地方就會變得熱鬧非

凡。

大家習慣擠在一間房間，不論長幼，或

坐或躺或臥，隨意聊天喝茶，分享兒時的

記憶或是子姪輩的搞怪事，每隔一會兒就

會傳出陣陣爆笑聲。要是爸爸在家的話，

就會出來喊說：「聲音小一些，天花板快

掀開來了！」

媽媽想住哪裡，兄弟就接她去那裡，沒

有固定的輪流照顧公式；三個媳婦也都非

常孝順，沒有所謂的妯娌問題，嫁雞隨雞

、嫁狗隨狗，她們都是我學習的好榜樣。

媽媽已經臥病十幾年了，無法親自下廚

，也無法打理給女兒帶回家的伴手禮。但

是，兄弟們都得到媽媽的真傳，只要回娘

家，就能享受媽媽的獨門絕活與味道，兒

時的記憶也跟著翻湧而出。

兄弟們也會代替媽媽，幫我與姐姐打理

伴手禮，提著大包小包，真的很像村婦上

京城。現在年紀大了無法拿重物，兄弟們

會說，帶幾顆自家種的水果在火車上吃，

其餘用寄的，明天就會到。火車裝載了我

滿滿的幸福。

希望我也能得到媽媽的真傳，用智慧把

夫家不同個性的人，全都攏聚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