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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有愛 小品人間

文／丹米粒

金柑糖

為人師表 

文／接輿

貧窮的人渴望衣食，衣食無缺的人渴望

財富，富有的人渴望健康，健康的人渴望

快樂，每個人幾乎都有不滿的地方，一輩

子在追尋，欲望永無止境，竟成了壓力來

源，不斷的追求，心靈永遠空虛不滿足。

為什麼會不知足，一部分的原因來自攀

比，看見別人蓋豪宅，所以自己也想住大

房，絲毫不考慮自己的能力和條件，一心

追求自己達不到的。滿足物欲之後，還想

要名氣，有名氣還要追求利益，有利益還

要攀龍附鳳，欲望不斷擴張，終究黃粱一

夢。其實真正的富有不在於擁有多少，而

在於知足隨緣。

「知足」不是消極的安於現狀，而是心

靈的富有。盡人事聽天命，不追求能力以

外的非分之想，別人有名車豪宅，但我樸

素衣食也甘之如飴

。知足隨緣是一種

心態，盡自己能力

就好了，知足就是

幸福。

歷史上多少人興

於貧賤卻亡於貪念

，清朝第一貪官和

珅就是最好的例子

。他幼時家道中落，努力向學，十八歲時

已經精通滿漢蒙藏等四種語言，加上多才

多藝精通史書，後來擔任皇帝三等侍衛，

受到皇帝恩寵，富貴上身，慢慢升起貪婪

之心，不知滿足，奉承巴結，揣摩上意到

擁有權勢，有權還要有錢，無所不貪，家

中財富達到了八億多兩以上，是清政府年

財政收入的十幾倍。可惜富貴無常，需索

無度的下場就是被嘉慶皇帝以白綾賜死，

人心不足蛇吞象，再多的財富也花不上，

只留給後人唏噓嘆息了。

史冊昭昭，秦皇、漢武等皇帝一味的擴

張領土，野心勃勃，前者修驪山陵墓、阿

房宮縱情享受；後者迷信奢侈，斂財黷武

，種下衰敗的惡因。國外亞歷山大、拿破

崙等帝國也是如此，征戰討伐，侵略擴張

，企圖統治全世界，不知足的下場，最終

導致失敗，帝國也隨之傾倒。

坐這山望著那山高，說明了人的欲望無

止境，一個物欲橫流的人永遠是痛苦的；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如果能看透難以

滿足的欲望，淡薄名利，就不會陷入貪念

的苦海中；所謂知足常樂，凡事感恩惜福

，看開放下，隨緣隨喜，幸福就會常在。

知足隨緣也是一種活在當下的生活態度

，過往失去的不再懊悔，未來渺茫難測的

不會奢求，專心面對眼前，生活才會從容

快樂，知足讓自己坦然、灑脫、恬靜、達

觀，不攀比、不求勝，盡本分的努力，無

欲則剛，得到永恆的安詳自在。

知足隨緣

文／顏福南   圖／洪昭賢

如果我們相信有輪迴，
努力積德、結緣，道德
可以輪迴，因緣可以輪
迴；積德結緣的人生才
是幸福的根源。

言傳身教

兒子的愛心快餐
 文／茶中二

釋迦牟尼佛傳

文／星雲大師

太子少年時的教育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5/11周五 大悲懺法會（7：30 pm）

5/12周六
環保回收日
（2：00 pm~5：00 pm）

5/18~7/1 林鉅晴佛像漫畫特展

迦毗羅衛國中淨

飯大王生下稀有的

太子，宗族王親，

都呈獻無數的象馬

寶車；鄰國的國王

，也贈送很多七寶

的器具，這表示祝

賀王家及太子萬歲

之忱。

這時，迦毗羅衛國的都城中，地下自然

湧出無量的寶物，喜馬拉雅山中的巨象群

一呼而來，難以馴伏的馬此刻也馴若羔羊

，雜色微妙的禽鳥從野外飛來城中鳴叫，

天空白色的瑞雲輕輕地飄遊，地上爛漫的

百花在微笑著開放。

慣於怨憎的人，心中忽而轉為平和；知

心的好友，加多深厚的情感；篤實的益友

，更有親密的交往；叛逆者的心，頓時消

滅；陰險者的惡念，立即驅除；風，微微

的吹，雨，及時的灑；雷霆沒有災害，五

穀豐收如山；飯食容易消化，懷胎的身體

平安。這都是因為太子的誕生，一切世人

才得見這吉祥的瑞相。

神宇園林，都增加莊嚴美觀；井泉池沼

，都澄清得有如明鏡；各國免除了饑饉，

世界停止了戰亂，天下沒有橫生惡疾之難

，世間沒有訴訟不平結果，因為太子降誕

時具備一切祥瑞之相，所以就命名悉達多

。悉達多，那是「一切義成」的意思，是

再好沒有的名字。

迦毗羅衛國中，像這樣一日復一日的歡

樂，持續到第七天，不幸的變故發生了，

那便是聖母摩耶夫人的辭世。

在不幸之中，幸好的是夫人有一個最小

的胞妹名叫摩訶波闍波提，姊姊去世以後

，他就自願代姊姊撫養幼年的太子。他的

容貌端麗，性情慈和，後來，他雖然生了

難陀，但對姊姊生下的東宮太子，照樣是

慈愛的撫育。

太子雖然有了姨母摩訶波闍波提夫人的

撫育，但是，淨飯大王還是很不放心，他

又選取三十二名宮女相助，八名宮女抱持

，八名宮女洗浴，八名宮女餵乳，八名宮

女陪著遊戲。太子的嬰兒期，仍然是再安

樂不過的。

光陰似箭，太子已長得是一個聰明伶俐

活潑可愛的幼童了。

這時在太子的周圍，堆積了很多兒童的

玩具，但太子的秉性高超，雖是幼童，但

其態度卻非常莊重，尤其性情，更是異乎

尋常的安靜。

太子的心，寄託在另外一個高勝的境地

，再玲瓏巧妙的兒童玩具，也絲毫不能勾

引起他的興趣和歡樂。

太子從七歲的時候起，就延請名師課讀

，當時印度最高的學術是五明和四吠陀。

五明即是：

一、語文學的聲明。

二、工藝學的工巧明。

三、醫藥學的醫方明。

四、論理學的因明。

五、宗教學的內明。

四吠陀即是：

一、養生之法的梨俱吠陀。

二、祭祀祝詞的沙摩吠陀。

三、兵法研究的夜柔吠陀。

四、咒術文獻的阿闥婆吠陀。

太子從七歲到十二歲的這幾年間，在文

事方面，把這科學知識的五明，哲學知識

的四吠陀，都學得精通爛熟。

假若說，世界上有聞一而知百的人，那

便是唯有這位悉達多太子。

淨飯大王見到太子的穎悟，心中非常歡

喜，他把國中有名的權威學者都請來教授

，不上幾天，他們就被太子的智慧所折服

，都是自動的辭職。

太子在文事方面打好基礎後，從十二歲

的那一年起，他又開始練習武術。

太子生來就有很大的膂力，一切兵戎法

式，百般武器，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太子

很快的都一一純熟通達。

淨飯大王一心一意的要把太子教育成文

武雙全的英明君主，因為他很了解當時印

度的國情，五天竺中的諸國分立爭霸，迦

毗羅衛國的釋迦族，在國際間的地位雖然

是很高，但在他的南方，出現了憍薩彌羅

與摩竭陀兩大強國，迦毗羅衛國常受到他

們的威脅，所以他無時不在盼望著，盼望

未來全印度民族理想中統一的聖君，乃是

屬於自己賢明無比的太子。

有一次，淨飯大王為了提倡武術，下令

諸釋種童子，舉辦一次武藝競賽大會。

在競賽的時候，太子的堂弟提婆達多一

箭射穿三鼓，太子的親弟難陀也是一箭射

穿三鼓，贏得觀眾無數的掌聲，輪到太子

的時候，他嫌弓力太弱，令到武庫裡取來

祖用的良弓，牽挽平胸，一箭射去，穿過

七個鐵鼓，四周的觀眾，歡呼喝采，鼓掌

若雷，他們看到太子的武藝，大家共慶未

來的國主一定能統一印度。

淨飯大王看看太子，望望觀眾，驕傲的

微笑了。� （待續）

⬆摩訶波闍波提

在教學路上也有二十幾年的時間了，自

己一直秉持的教育理念，就是「教育無他

，唯愛與榜樣而已」。雖然也會遇到困惑

，也曾經有過很深的失落感，但是學生給

我的回饋，點點滴滴都讓我走得無怨無悔

。這是一股堅實的力量，為我的教學生涯

注入滿滿的正能量與希望。

近幾年，陸續接到幾個畢業好些年的學

生，不管是寫給我的信還是卡片，都透露

出濃濃的感謝，令我意想不到，也讓我對

「老師」這個角色，更加誠惶誠恐。因為

自己只是盡本分而已，竟然會對一個孩子

產生這麼大的影響。

我看到小怡寫給我的卡片：「謝謝老師

！在父母離異又各自再婚的那段時間，我

我不要小看自己

很苦悶，感覺自己是沒人要小孩。是老師

聽我訴苦、陪伴我，在夜色已深的情況下

，還陪著我發呆，讓我很感動；也讓我知

道，在這個世界上還是有人在乎我。」

這是小儒的卡片：「父母吵架，媽媽離

家出走，身為長女的我，必須照顧底下的

四個弟弟、妹妹。如果不是老師不時對我

噓寒問暖，並且允許我在非上課場合，可

以把弟弟、妹妹帶在身邊，就近照顧，我

真不知路該怎麼走下去。」

這是阿成的信：「我的成績和在學校的

表現都不出色，但老師卻在我生病住院時

，特地到醫院看我。看到老師這麼看重我

，我想一定不能讓老師失望，所以發憤讀

書，從一個必須補考才能升級的學生，變

成學校考大學時的榜首。我想，這是我能

報答老師最好的方式。他日，我也會為社

會貢獻自己的才能，不辜負老師對我的用

心教導。」

我做的事，都是老師應該做的。但想到

我不經意的言行舉止，竟能給孩子帶來一

輩子的影響，我能不扮演好「人師」與「

經師」的角色嗎？教學路上的荊棘與險阻

，又算得了什麼呢？

也許，整個大環境都在改變，親、師、

生之間的關係也產生了微妙的變化，但是

不管整個社會的氛圍對老師多麼不友善，

也不管將來遇到什麼樣的難題與挫折，我

想，我都會一本初衷，好好發揮「老師」

這個志業的良知良能。

「良師興國」所言不假，我絕對不要小

看自己！

又硬又圓，紅白相間的線條，顆粒突出

的糖粉，純粹的甘甜。吃一顆，可以含好

久好久。偶爾在老舊的雜貨店或童玩店發

現它們的蹤跡，一袋約莫十顆，只要二十

塊錢。

一次周末看電視時，父親在糖果袋裡發

現一顆金柑糖，拿出來放在桌上備著吃。

沒想到被我一口吞掉，像孫悟空吞金丹，

只當炒豆兒一嚼！差別在孫悟空知道自己

吃了神丹，當時的我連糖果的名字都不知

道，唯記化在舌尖的甘醇甜美。事後父親

笑著說那是金柑糖，是他童年的甜食。還

回憶說一次家裡親戚來訪，帶來一大袋金

柑糖，兄弟姊妹為了分糖果吵得不可開交

，他趁機默默往嘴裡塞了一顆又一顆，撿

了漁翁之利。

現在形形色色的糖果眾多；古早味的金

柑糖卻能挺過了時代的篩選，除了顏色多

了黃、綠、橘以外沒什麼變化。它們靜靜

地待在老店的櫃子上，低調含蓄，等著某

個人經過時露出懷念的微笑，拾起一包童

年回憶……

隨著兒子進入青春期，我對他也更加關

注了，兒子讀的初中是一所寄宿學校，每

到周末回家，我都會給他一筆生活費。這

筆生活費，對於他在學校一個星期的日常

花費是綽綽有餘的，因此，他每次都會把

剩下的錢乖乖交回我手上。但從上個月開

始，兒子再也沒有交回過錢，有時候還會

向我多要；而且什麼超級戰車、變形金剛

之類的玩具，他也不再買了。

兒子的「變化」，讓我覺得可疑。雖然

我們的生活愈來愈好了，但總不能縱容他

亂花錢啊！他是不是逃課，拿錢去網咖打

遊戲了？在各種猜測與擔憂下，我絞盡腦

汁想了大半夜，終於想出了一個法子。

那天，我起了個大早，花了番心思喬裝

了一下，決定跟蹤他一天。

我悄悄地蹲在他學校門口，一個早上過

去了，兒子沒有逃課。到了中午吃飯的時

候，他來到一家叫「一點點暖」的快餐店

，店門口立了一塊小白板，寫著「待用快

餐」，下面一行小字是「富而有愛，貧而

有助」。我知道所謂的「待用快餐」，是

近些年在國內興起的一項微公益活動，由

愛心人士提前買下一份快餐，寄存在店裡

，以便提供給真正需要的人。

只見兒子在結帳時，多給了五十塊錢，

買了一份「待用快餐」，我才恍然大悟，

原來這小家伙挺有愛心的嘛！同時也感到

了一絲安慰，我和老公這些年來，一直盡

我們所能默默做公益，顯然這種言傳身教

對兒子產生了影響。如今，他沒有學壞，

也沒有拿去買玩具，而是懂得善用自己的

零用錢了。

兒子吃完飯回到了學校，看著他的背影

，一股暖流在我體內湧動。而我跟蹤兒子

的「工作」，也圓滿結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