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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情記趣

文／蔡劭璞

桂花午茶

異鄉遊子

難忘的中秋月餅

文／劉錦得

美在哪裡 
文／顏福南    圖／彩虹樺樺

具備自由、民主，且
能帶給全民幸福、快
樂的法律，才是真正
法的生命。

釋迦牟尼佛傳

人間有愛

文／星雲大師

幸福路上

兒子當義工
文／接輿

一棵未經修剪的樹久了就會橫生枝枒，

枝葉亂竄，但經過園藝師的巧手後，枝條

有序，造型生動，往往能吸引人們的目光

。同樣的，一顆粗糙的岩石要經過工藝師

不斷的精雕細琢才能顯現石塊的光輝，所

謂玉不琢不成器，美麗的背後往往經過了

苦難的折磨，生命的淬鍊，才能成就唯美

的價值。

有人說女生十八姑娘一朵花，我認為那

是單純樸拙的美，女性最美的時刻在三、

四十歲之後，經歷了婚姻家庭的磨合，養

兒育女的辛苦，職場工作的艱難，孕育出

包容、善解、耐苦的個性，母愛的慈祥洋

溢在臉上，那是女生最美的面容。男性最

有魅力的時候在四、五十歲時，這個時間

事業有成了，經歷的事情多了，看過的人

事豐富了，做事不會毛躁粗心，講話穩重

中肯，臉上散發出自信的風采，是同事與

家人心目中的英雄，這是男人最成熟的時

刻。

所以，真正的美在於我們的心，心美就

會散發出吸引人的芬芳，心美就能讓自己

外在光亮，那是內在的包容善良以及豐富

閱歷所呈現的美感。有人說台灣最美的風

景是人，因為台灣人純樸，富有人情味，

懂得助人付出，說的也是內在的心。

有一則社會新聞，報導在高雄市鳳山區

發生一場車禍，原本以為只是普通車禍，

獲報後趕到現場才發現原來傷者已經沒有

了意識，但當下有兩位民眾不斷輪流為傷

者實施心肺復甦術，還有兩位路人幫忙替

傷者撐傘遮陽，另一個民眾熱心指揮交通

，警員到附近議會借心臟電擊器，沒想到

經過大家搶救後，傷者慢慢恢復意識，救

護車送到醫院才能撿回一命。這些陌生的

路人與傷者無親無故，卻能視病猶親，同

體慈悲，展現大愛，這也是人性最美的風

景。

我在偏鄉學校服務，目睹很多人性芬芳

的美麗風景。有企業家贊助十餘所學校每

個月一萬元弱勢扶助，還有趙鍵斌先生長

年默默送愛到偏鄉「可麗餅愛心活動」，

還送葡萄乾給小朋友，獲熱烈回響。天下

雜誌教育基金會推展希望閱讀，每年送百

本書以及巡迴書車到鄉下學校，國語日報

社「送報到山巔讀報教育」，佛光山文教

基金會的雲水書車、獎助學金等等不勝枚

舉，證明台灣這塊土地的美麗是因為充滿

了愛與溫暖。

美在哪裡？美就在我們的心中，一個人

的修養內涵以及仁慈的愛心，散發出來的

氣質與成熟的智慧、圓融，都是美麗的所

在，但願我們都能成為美的代言人，不畏

困難，勇於磨練，對人充滿愛，成就溫馨

的社會。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每周一
至周四

KSCI 18台
《星雲法語‧人間生活禪》
（11：55am~12：00noon ）

9/21
周五

大悲懺法會
（7：30 pm）

9/22
周六

人間學院秋季班開學
西來學校硬筆比賽（10：00am）
中秋節戶外茶禪（7：00pm）

9/23
周日

中秋節朝山（7：30pm）

9/24
周一

光明燈法會
（10：00am）

太子立志去出家

優陀夷把今日的情形照實地稟告淨飯大

王，淨飯大王聽後，知道太子決心不染五

欲，認清世間的無常，心中生起極大的憂

愁和悲苦，像一把利刃插進他的心房，他

感覺傷心到極頂！他立刻召集一個緊急的

群臣會議，大家商討計畫應該用什麼方法

才能使太子改變他的厭世之心？

諸大臣都異口同聲地回答：

「除了增加五欲之樂能改變太子的心外

，再也找不出其他更好的方法！」

從此，淨飯大王又在太子的宮中，增添

更多的財寶、美女，他想用這些來不分晝

夜地娛樂太子的心，但是，太子對這些一

點留戀的心情都沒有，每天他都為老病死

而憂患而煩惱！他好像是銳箭射中的獅子

，在高山茂密的林中著急。

淨飯大王除此以外，又選擇很多年齡很

輕，容貌端正，聰明伶俐的貴族少年，日

夜的侍候在太子之側，進退都有一定的禮

儀。淨飯大王真是費盡苦心，他想以這樣

來使太子感到王者的權威。可是，在太子

的心中，對這一切人為的排場，一點榮耀

驕傲的念頭都沒有。

有一次，太子又啟稟父王，他要和貴族

子弟們到城外的園林中去玩，父王只要他

高興去玩的，從來沒有不准許。當太子在

園林中玩的時候，他總歡喜一個人獨坐在

樹下思索冥想，他叫那些貴族的青年，各

人自由的去遊樂，只要不驚擾到他。

他靜靜地端坐在閻浮樹下，生死、起滅

、無常轉變的道理，像海潮一樣的在太子

的心中起伏，他想：「世間實在是一個苦

的地方，人之一生是有限的時間，可是一

般人都不明白這無常轉變的道理，終日拚

著命來營求生活，這真是最大的悲哀！見

到別人的老病死也知道可怖，但不了知自

己生命的短暫而驚懼。呵！這就是人生的

大患！我不能像世間的常人一樣，我要戰

勝這騙人的青春健壯，我要征服恐怖的老

病死，我更不讓世間上的人，永遠這樣受

苦，現在我急需要的是求得解脫這些的道

理。」

太子正在思惟的時候，忽見前面有一個

沙門向他走來，太子趕快站起來迎接，並

很恭敬地問道：

「請問你，你是什麼人？你為什麼要穿

與眾不同的服裝呢？」

「呵！你要問我這個嗎？我告訴你，我

是離開家庭束縛的沙門。我厭離老病死的

苦惱，我為了要求得自由解脫的大道。眾

生，沒有人能免除老病死，沒有人能逃脫

瞬息萬變的無常，因此，我才出家來做沙

門。我沒有什麼可以憂愁，也沒有什麼可

以歡喜。我的希望只是能夠獲得不生也不

滅，達到冤親平等的境地！

我，沒有財欲也沒有色欲，終日隱居在

山林寂靜的地方，斷絕世間名利的關係，

沒有『我』的觀念，也沒有『我所有』的

東西，沒有淨穢的選擇，也沒有好醜的分

別，在市鎮或村莊上乞食，滋養這假合的

色身。

遇到別人有苦難的時候，我就設法為他

解救，我沒有希望別人報酬的心理，更沒

有求功德的念頭。我只覺得眾生的苦惱都

應該讓我一個人承受，我不努力去解救生

死大海中的眾生，還有誰呢？」

太子聽沙門的話後，滿心歡喜地說道：

「我也是和你一樣的思想，遠離一切欲

念，尋求解脫的境界。同時，我也有救度

眾生的願力，只是我還沒有懂得怎樣去作

，今天幸而遇到你，我彷彿見到黑暗的世

間上一盞明亮的燈光！」 （待續）

假日至郊區散步，除了紓解工作的煩躁

心情，更為了把握機會欣賞大自然。

繞著彎彎的山路前行，遠遠就聞到桂花

飄香。走近一看，花瓣呈現淡黃色澤，細

細小小的，就像一顆顆麥粒。看到滿地散

落的桂花覺得很可惜，頓時興起自己調製

桂花茶的念頭，於是輕輕摘取幾朵，放入

袋中，準備返家製作專屬的午茶。

回家後立刻衝到廚房，仔細將花瓣洗乾

淨放入玻璃壺中，加入適量的開水、茶葉

與蜂蜜，攪拌幾下，多種材料混合出清新

的香氣，實在迷人！自己嘗了幾口，調配

的比例剛剛好，便迫不及待分享給家人，

大家喝了都讚不絕口，媽媽甚至說：「原

來我的女兒有一手泡茶的好功夫，深藏不

露呀！」

將平凡的桂花化為午茶樂趣，對於家人

與我來說，都特別難忘呢！

暑假前，小兒子的導師在群組上邀請班

上孩子，撥出一個晚上的時間，到長庚的

兒童病房關心癌症病童。因為覺得醫院是

病菌的溫床，再加上兒子疏懶的個性，所

以這則訊息我並沒有讓兒子知道。

隔天，兒子到校得知此一訊息，回來跟

我說他要去當義工。雖明知是好事，但地

點在醫院，總是讓我有所顧忌，但又不忍

澆熄他的熱情，於是講了好多的「可是」

，希望他知難而退。誰知兒子意志堅定地

說要去，也只好成全他了。

在一旁的哥哥聽到了，就順勢表示，他

想利用暑假到醫院當義工。因為怕我不答

應，所以之前遲遲不敢提起，現在他看我

讓弟弟去了，才鼓起勇氣跟我說，希望我

能答應。

我一開始用狐疑的眼光看著哥哥，因為

三個孩子就屬他最養尊處優了，如何能勝

任醫院義工的工作？但既然他有心，我哪

有不成全之理；同時也是想，他必只有三

分鐘熱度，很快就會棄械投降，不做了。

哪裡想到，兒子到醫院當義工之後，一

反平日要我三催四請才肯起床的習慣，總

是鬧鐘一響便一骨碌地爬起，完全不用我

多費唇舌。回到家之後，也會跟我分享當

天在醫院的點點滴滴，包括他會幫行動不

便的病患推輪椅，也會幫忙哄哭鬧的小孩

、幫不識字的老婆婆填資料，也會幫忙碌

的叔叔、阿姨送病歷和資料等等。當兒子

在講這些的同時，我看到他的臉上散發出

前所未有的光采與驕傲。

自從孩子到醫院當義工之後，生活態度

也有了180度的轉變。從前的他愛賴床，

總是說的比做的多；可是現在的他不但不

再賴床了，每次我要動手做什麼事情時，

他總是搶先一步說：「我來就好了。」

我曾問兒子，為何想到醫院當義工？他

聳聳肩說，因為自覺生活太委靡了，漫漫

暑假可能就是在睡覺和3C產品中度過，

因此希望強迫自己做些事，讓暑假過得有

意義。而到醫院當義工，就是最能幫助人

、也是最有意義的事，因為他看到長年在

醫院當義工的奶奶，每天都笑咪咪的，很

快樂。兒子俏皮地說，所以他也想體會一

下，什麼叫做「助人為快樂之本」。

結果出乎我意料的，兒子竟然紮紮實實

地當了兩個月的義工。而且我發現，孩子

到醫院當義工之後，除了增強了他的同理

心之外，整個人也變得更溫暖，真是額外

的收穫！

看到市面上已有店家開始在販售月餅，

不禁使我想起那個讓我回味再三的中秋月

餅。

那是我到北部念師校的第一個中秋節，

由於當年沒有連假，我想來回太匆忙了，

便決定留在學校。

當天，北部的同學全都回家過節了，幾

個住中部的同學，也搭早班車趕回去與家

人們團聚。哇！偌大的校園顯得空蕩蕩的

，只有十來個同學在校園裡閒晃，我心想

，與其待在學校，不如出去逛街透透氣。

沒想到才走到校門口，住在市區的同學

王聖志攔住我，劈頭就問：「要不要到我

家去吃個月餅？」這意外的邀請讓我驚喜

萬分，毫不遲疑地猛點頭。

「來，這兒有蛋黃、肉鬆和綠豆椪三種

口味，你自己挑吧！」一到他家，聖志馬

上端出一盤月餅，要我挑選自己喜歡的口

味。那三種月餅又大又圓，看起來都很好

吃的樣子，還飄著濃濃的餅香，讓我直吞

口水，一時不知要挑哪一種好呢！

「怎麼了，難道這些月餅都不合你的胃

口？」他見我盯著月餅遲遲不下手，滿腹

狐疑地問道：「還是三種口味的都想吃？

」沒錯！因為看起來都很好吃的樣子。但

也不能一下就吃三個吧，於是，我拿了一

個蛋黃口味的月餅，哦，還沒拿到嘴邊，

早已垂涎三尺了！一口一口細細咀嚼著，

月餅的香氣在嘴裡迴盪著，讓我吃得津津

有味！

那一天，我與王同學的家人一起閒話家

常，吃著柚子共賞一輪明月，彷彿回到家

鄉與家人共度秋節一般，使我這外地來的

遊子備感溫馨，月餅吃起來也覺得格外香

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