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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

生活體悟

文／篤

把壞日子過成好日子

溫暖的洛杉磯城
文／羅智強

在社會上生存，誰也脫離不了
政治。佛教徒雖不介入政治，
但應該關心社會，關心政治；
太虛大師的「問政不干治」是
佛教徒對政治的態度。

異城的奮鬥

名人智慧

林肯的相貌
文／海客

二○一六年三月，「全美台灣同鄉聯

誼會」正在洛杉磯舉辦三十九屆年會，在

Sarinna的引薦之下，我一次認識了「全美

聯」在各大城分會的會長，舊金山的王維

大哥、西雅圖的苔蒂、芝加哥的周大哥、

底特律的張大哥、紐約的惠珍、休斯頓的

陳大哥、達拉斯的谷大哥，以及拉斯維加

斯的曉琴，而我「二萬里路雲和月，野台

美加客廳會」的北美自駕壯遊計畫，就在

這些城市僑領的熱情協助之下，才終於有

了明確的定案與路線的規畫，並在逐一拜

訪這些城市之時，和這些熱愛中華民國的

華僑，締結足以回味一生的深厚情誼。

洛杉磯的三月天，介於攝氏十二至十五

度的氣溫，我特地起了個大早，漫步在洛

杉磯的街道，只見清晨的天空湛藍，風和

雲淡，清靜的馬路，筆直地伸向天際，這

座城市還在夢鄉之中，尚未甦醒，空氣寧

謐，偶有晨起運動的人們，神色安詳，令

人充分感受這個世界的美好。

下午是一場「全美聯」年會舉辦的演講

，我客觀分析了國內的政情與未來大勢，

僑胞們非常專注的聆聽，席間也提出很多

的問題，我一一點評回覆，原本因年初總

統大選國民黨大敗的低迷氣氛，逐漸一掃

而空。

晚餐的餐會非常熱鬧，大家酒酣耳熱之

際，一塊上台高唱〈中華民國頌〉，愛國

之情，溢於言表，也令我深受感動。不知

是誰忽然感嘆：「現在愛中華民國，反而

變成一種原罪。」只見許淑麗會長卻振臂

大聲高呼：「讓我們愛中華民國，從海外

愛回去！」所有在場的華僑們立即歡呼起

來，個個熱血沸騰。

亦如〈中華民國頌〉的最後一段歌詞：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千秋萬世，直到

永遠！」是夜，我們懷著熱血沸騰的心入

眠。

在洛杉磯最後一夜是在Melody家中度過

的，她是一位素未謀面的在美華僑，來自

屏東恆春，只是從臉書得知我的北美二萬

公里自駕巡講的壯遊計畫，便留言給我，

願提供我們一行三人一夜的食宿，令我們

感念不已。

我們大約在傍晚時分與她在居家附近的

停車場會面，她笑容滿面地迎面走來，身

材嬌小，卻是落落大方，帶領我們來到她

位於附近大廈裡的居處，已有她的幾位朋

友一起歡迎我們的到來。

只見她拿出早已備妥的晚餐食材，開始

張羅我們所有人的晚餐，尤其她親手為我

們煎烤的牛排，至今令人回味無窮。

酒足飯飽，Melody和她的幾位友人，團

團圍坐在我的周邊，他們非常關心台灣的

政情發展，於是我就我所見所聞以及所觀

察到的觀點，開始闡述申論，她的友人也

會提出問題，交換意見，我們同時做了直

播，和FB的台灣粉絲同步分享，在那個

當時，臉書直播還是非常新鮮有趣的事，

而這樣的客廳會一直進行到晚間十點多才

散場，我們感到特別溫馨。

早上七點，我們整裝完畢，帶著Melody

細心為我們準備的麵包、零食、水果、礦

泉水等等飲食，準備往舊金山出發。

Melody不斷提醒我們要注意路況及行車

安全，隨時補充飲食，保持體力，她的殷

殷叮嚀，令我銘感在心，雖然遠在千里之

外的洛杉磯，依然從Melody的身上，深刻

感受到台灣人親土親的溫暖。

坐上車，搖下車窗，我們一行三人向

Melody揮手道別，她留著一頭像三毛一樣

的披肩直髮，只見她覷起雙眼，向我們揮

手再見時，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三毛作詞的

一首歌──〈夢田〉。

「每個人心裡一畝、一畝田，每個人心

裡一個、一個夢，用它來種什麼？用它來

種什麼？種桃、種李、種春風……」

謝謝Melody，妳已在我們三個人的心裡

，種下一把期待人們幸福的種子，我們將

沿著這二萬里路的行程中，替妳散播出去

，並且在我們回到台灣之後，再用我最大

的能力，播種在每個我所能接觸到的人們

的心中福田。

氣溫十二度的早晨，洛杉磯的天空正下

著大雨，間歇還有雷鳴閃電，往舊金山約

莫七百公里的路程，可預見的，這將會是

一趟充滿風雨的旅程。

出洛杉磯市區前的5號公路堵車嚴重，

細雨飄飛在擋風玻璃，雨刷來回刷著雨滴

，發出沙沙的聲音，重重的烏雲籠罩整個

洛杉磯城，似乎正用一種落寞的心情，替

我們告別這座人情溫暖的城市。

釋迦牟尼佛傳

文／星雲大師

太子出城去郊遊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9/7
周日

社會關懷組老人院探訪
（9：00am）

9/7~9/9
周五~日

中文正念禪修研習營

9/8
周六

環保回收日
（2：00pm~5：00pm）

9/9 
周日

青少年佛學班開學
（10：30am）

9/10 
周一

光明燈法會
（10：00am）

9/15
周六

國際淨灘日
環保回收日
（2：00 pm~5：00 pm）

9/16
周日

捐血活動（9：15am~3：15pm）
英文佛學秋季班開學

悉達多太子走進園林，許多被國王選派

來的宮女，都出來迎接。她們競向太子獻

媚，極盡妖艷之姿，努力想要博得太子的

歡心。

原來，淨飯大王事先派了一個謀臣名叫

優陀夷的，他慫恿和鼓勵那些宮女們說道

：「美麗聰明技藝佳勝的宮女們，你們的

才藝容色是世間稀有的，你們真是一點缺

陷都沒有，就算什麼天人見了你們，他也

要和他的妃后離婚而來討娶你們為妻；無

論什麼神仙見到你們的容貌，他也不能不

動心。因此，人間最寶貴的是什麼東西呢

？那就是被人一見會生起歡喜感情的姿容

。宮女！我告訴你們，我們太子現在的心

，實在是很清淨的，像金剛似的堅固，不

會為女色所動。可是不管怎樣，以你們嬌

美的身體，艷麗的容貌，一定非得要打動

太子的心不可。憑你們的鳳眼含情，蛾眉

帶秀，腰如弱柳臨風，面似嬌花拂水，一

定能征服太子的心！往昔有一個美人孫陀

利，他依靠他的容貌之美，言詞似蜜，終

於惑動那通力自在大仙人，通力自在大仙

人從此為色欲所囚，孫陀利的足放在他的

頭頂上，他也認為最美最快樂不過。還有

一個長年累月的瞿曇仙人，只為一個美女

對他的一笑，弄得他夢魂顛倒，廢棄長年

累月的苦行之功。更有一個勝渠仙人子，

為了女人，也陷進無底的愛欲深淵。毗尸

婆仙人積有一萬年的苦行之功，為一個天

女，只在一天的時間之內，就完全喪失他

的定力。宮女！這樣看起來，女人的力量

，實在是要勝過梵行！像你們有天仙似的

美麗，以這樣優勝的條件，一定能夠讓太

子產生愛執的心。假若你們不能惑動太子

，那你們也要設法努力尋求方便，不要給

太子厭離豪華的王宮，斷絕繼位的王嗣！」

優陀夷的一席話，說得一些宮女們的心

躍躍欲試，他們的心中都想在太子的面前

，儘量博取他的歡心。

   太子心如淨蓮

充滿喜悅和自信的宮女，此時見到太子

一來，很快的像蜜蜂見到芬芳的花朵一樣

，飛也似的一擁向前。妖艷媚態，或歌或

舞，微笑似的斜著眼睛送媚，揚著眉露出

白齒來撒嬌，穿著薄薄的衣衫現出白淨的

皮肉靠近太子，甜蜜的言詞，迷人的嬌態

，他們為了努力引起太子喜好愛欲的心，

簡直忘記了人間的慚愧與羞恥！

雖然這些宮女們是竭盡最大的努力，但

太子如金剛似的心還是一點也沒被動搖。

太子的心，一絲雜念妄想都沒有，他雖被

這一群鶯啼燕語的女人所包圍，但他還是

逍遙在寂靜的境界裡一樣。好比帝釋天，

在他的四周，終日都有環繞如雲的美女，

而帝釋天並未因貪愛而被那些天女所動心

。

太子走進園林，這些宮女仍不斷地誘惑

著他，有的牽著他的手，有的為他洗足，

有的以香華塗在他的身上，有的用瓔珞裝

飾在他的頭頂，有的和他細語，有的橫臥

在他的腿上，有的和他作世俗的調戲，有

的說些風流的話，想打動他的愛情，有的

作著愛欲的淫態，總之，這些宮女們，為

了要引動太子愛情的欲念，不論什麼再可

恥的方法，她們也都搬演出來。

但是，太子的心，好像一朵清淨的白蓮

華，雖然有很多的汙泥，怎樣也不能染汙

他。

太子被這些宮女所包圍，他們誘惑的百

態，撒嬌的情話，他好像完全沒有看到也

沒有聽到，他的心裡還是想著別的問題，

面對這些美麗的宮女，他竟一點沒有憂怨

也沒有歡喜！ （待續）

現在流行一個詞——顏值，但其實重視

顏值不是近年才開始，有史以來似乎一直

就是顏值當道啊！美國的總統大選也不例

外。當年，甘迺迪與尼克森的總統大選，

是第一次進行電視直播，而這次直播竟直

接改變了選舉結果，本來被大家一致看好

的尼克森，因大病初癒，帶著一臉病容，

結果敗給了年輕帥氣的甘迺迪。

林肯是美國著名的總統，其外貌的確讓

人不敢恭維，起碼算不上帥氣，這本來是

他的一大短處，而林肯卻巧妙地將這一劣

勢轉化成了優勢，反而用相貌作文章，贏

得了選民的心。在競選總統時，競選對手

攻擊林肯「兩面三刀，搞陰謀詭計」。林

肯回應攻擊的方式就是——轉化到自己的

相貌上，他

指著自己的

臉說道：「

大家可以評

判一下，如

果我還有一

另外張臉，

我會一直使

用現在這張

嗎？」

另一次，

一名議員諷

刺林肯是一

位成功的自

我設計者，自然是說林肯自私自利。而林

肯又拿自己相貌說事：「你覺得一位成功

的自我設計者，會把自己的臉設計成這幅

模樣？」

林肯以自己的相貌幽默地回應攻擊，這

不僅體現了他的聰明才智，更顯現了他大

度的生存智慧。

最近什麼不多，就是時間很多。

時間多，讓人可以把心靜下來，將閱讀

的文字沉澱在心裡，細細咀嚼文字帶給自

己的觸動。

不知在哪看過這樣一句話：「重複相同

的事，卻期待不一樣的結果，這人肯定有

毛病。」人生，不也是這樣？每天過著一

樣的日子，內心不停抱怨和後悔，自己沒

有行動，卻希望他人能有所改變，這不是

強人所難？

「把壞日子過成好日子」，在雜誌讀到

的一句話，讓我深深記在腦海中。其實「

好」與「壞」，真是因時、地、人與心情

而異。

那天，大夥在飯店喝下午茶，照慣例又

是怨嘆話「配」高檔點心，口渴了就豪爽

地喝著花茶，嚥下嘴裡殘留的甜點膩味。

真的大家都懷才不遇？天天都歹運？至少

，此時此刻我們還能坐在這裡「起肖」，

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不壞啦！

人就是這樣，嘴裡說著怎樣不好，發洩

完壞情緒，肚子吃飽了，回家睡覺。天亮

了，還是在「好」與「壞」的念頭間，繼

續過日子。

當人真的走到絕境時，才會破釜沉舟去

想辦法，身體力行去翻轉，也才能絕處逢

生。因為已經壞到底，再也壞不下去，才

能真正體會如何「把壞日子過成好日子」

，改變在一成不變的日子裡期待奇蹟的想

法。比起努力撐下去，此時，只有勇敢做

出選擇，才能讓改寫自己的命運，讓自己

在感恩中過好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