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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鄉味

文與圖／韓美慧

望月家鄉味 嘗食地三鮮

城市散步

坐擁書城
文／梁純綉老 師

文／劉鈺    圖／洪昭賢

佛教認為以無我觀才能
致力和平、以慈悲行才
能促進和平、以尊重心
才能謀求和平、以平等
心才能實踐和平。

記憶深處

退而不休

盡力發揮生命價值
文／陳心

小學一、二年級的記憶十分模糊，只記

得教我的是位很和善的女老師。進入三年

級，印象也只在每天重複上學走過的那條

路，不是無聊的用竹棍打著野草，就是踢

著泥土路上的小石頭，頂多駐足看著小水

漥中游動的蝌蚪。四年級時，老師常在放

學後，刻意把我留在她家，督促我把當天

的功課做完，因為我的動作慢，留下來吃

晚餐的次數不少。

五年級開始，換了一位年輕的老師，皮

膚很白，燙著捲捲的頭髮，她喜歡穿一條

粉色裙子，上面印染了零落的音符及小提

琴。課業漸漸繁重起來，國語要背，算術

也很難。我很討厭做功課，喜歡玩彈珠、

尪仔標，或打陀螺，要不然就是用彈弓打

鳥，還喜歡在村子中央打沒有壘包的棒球

，成績因此一落千丈。

有次我們幾個作業沒繳的，被叫到講台

上，老師問，為何不交作業？我們編了許

多天花亂墜的理由；接下來，老師像發瘋

似的，一面大聲地數落、一面把我們打到

竹掃把的柄都開了花。

我不再到教室上課，反而在學校附近的

田野間閒逛，累了就在樹蔭底下發呆或打

盹，有時候也會跳入田畦間的小水溝中捉

大肚魚或小蝦。在某個寒冬的晚上，逃學

的事爆發了，我挨揍、不准吃飯，還被關

在戶外一整夜。受到這樣嚴厲的懲罰，我

還是無法面對那樣的老師。後來，我被降

級轉到高雄一所頗知名的示範國校五年一

班，那是這所學校歷來升學率最好的班級

，家人都以為幫我找到救星，不料卻是我

遭遇過最可怕的夢魘。

班上同學約六十多位，大部分的成績都

很好，來自鄉下的我，永遠趕不上，每次

解數學題，只能站在黑板前困窘的發怔，

因此被老師處罰成了家常便飯。有次，周

一開班會，同學們循例把課桌椅圍成圓圈

，老師當著全班的面，捉住我的雙手，在

圓圈的中心，把我由東甩到西，再由西甩

到東，讓原就膽小的我，恐懼至極。

自此，我害怕見到老師，找理由不上學

，晚上補習也全程缺席。我還拿了每個月

的補習費吃喝玩樂，常去的地方是大新百

貨公司樓頂的遊樂場，也享受過圓環旁邊

麵包店牛肉乾美好的滋味。當錢花完了，

就躺在大公路口、國父銅像旁的噴水池邊

，望著夜色下閃爍的霓虹燈，重複地由綠

轉白，再由白轉黑的「黑人牙膏」四個大

字。

我再次轉學，進入鳳山一所規模不大的

學校就讀，五年級的級任老師高高瘦瘦的

，平常不苟言笑，望之即有威嚴，淡黃的

手指及滿口黑黃的牙齒，是經年累月香菸

、釅茶的刻畫。為了怕通車耽誤時間，老

師讓我在他家吃午、晚兩餐，晚上則到另

位老師的租屋處就寢。有次我忘了帶鑰匙

，無法進入屋內，又實在太睏了，屋旁有

處豬圈，一欄正好空著，我靠著牆坐在裡

面，一面餵著蚊子，一面打盹等候，直到

天色微微發亮。

老師安排我坐在教室的頭一排，旁邊的

同學是全班成績最好的，並且要我課業上

有問題可以隨時問他。剛開始考試時，成

績不達標一樣挨揍，但我心中沒有恐懼，

因為除了上課外，每天吃飯時都會在老師

家碰面，對膽小的我來說，老師有點像家

人。他很喜歡看武俠小說，常叫我到租書

店換新書，不意最先看完幾十集的卻是我

，這也是啟動我喜歡看閒書的開端。就這

樣，在老師的薰陶下，我的成績有了起色

，挨打的次數變少了。畢業前，老師信心

滿滿的對我說，考上第一志願沒問題。

多年後，我回母校探望老師，不料他已

退休了。他要我在學校的會客室等候，見

面的第一句話，他說：「你這輩子算是成

功了。」我連忙說：「感謝老師救了我。

」又過了好些年，我寄到老師家的茶葉被

退了回來，上面藍色的字標示著：「查無

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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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27~28
周六~日

八關齋戒

10/27周六

觀音菩薩出家紀念日-午供
（11：00am）
觀音菩薩出家紀念日-朝山
（7：30pm ）

釋迦牟尼佛傳

文／星雲大師

苦行林中勸諫仙人

厭離這世間上的欲樂，而用種種的苦行

預想將來天上的欲樂，這都是苦樂的執著

，用這樣的心來學道，是卑而不足道的。

你們不懈的努力精進修行，雖然是可尊可

貴，但如沒有智慧，那也不能走上解脫大

道。把苦與樂這兩個東西能夠永久的捨去

，這才是真理的世界。

假若說苦行是合理的，安樂行是不合理

的，苦行的結果能得到生天的快樂，那麼

，修的苦行是法的因，而希望得到非法的

樂果，這豈不是很矛盾嗎？

身體上所有的動作，都是由心意生出的

力量，假若離開心意，這身體就等於枯木

一樣。所以無論是智是迷，都是以心意為

主的。修習苦行，反而使心惱亂；希求快

樂，心便會偏著於情。無論是苦是樂，這

都不是成就大道的方法。

照你們剛才講的苦行，若以樹葉花果食

了就可以求得福樂，那麼貧人和禽獸，他

們有的也都以樹葉花果為主，他們的未來

，能不能得到第一等的福樂呢？再說，終

日游泳在水中，這就是最妥善的修行，那

麼水生動物的魚蟲之類，牠們即是第一等

的大修行者了。」

太子舉出很多的例子，向這些苦行者開

導苦行不是究竟的修行之道，不覺已說到

黃昏日暮。太子此刻見到很多事火的苦行

者，有的從火裡鑽來鑽去，有的跪在火旁

向火吹噓，有

的用酥油在火

上澆灑，有的

舉聲咒願，太

子看了這些苦

行，只覺得除

給身體受苦以

外，絕對不能

到達真理的領

域，因此，他

決心要告辭苦行林而去。

這時，很多的苦行者，都用誠懇的讚詞

來挽留太子，要求他同住在苦行林：

「你從非法的地方，很難得走來我們這

滿是正法的苦行林，你現在又要立刻離開

，我們不希望你再回到那非法的世界裡去

，請你留在這苦行林中，和我們共同地修

這淨行！」

很多年長的苦行者都走向前來，懇請太

子要留住在苦行林中，他們都知道太子是

一位不平凡的人物，但並不知道這是迦毗

羅衛國淨飯大王的太子。說話時，他們蓬

首垢面，身著草衣，積年累月的苦行，每

個人都是疲乏不堪似的。他們圍繞著太子

，向太子請求道：

「當我們初見你來的時候，苦行林中頓

時增加了歡喜與希望，你現在僅僅只逗留

一天的時間，如果就要捨此他去，則此林

將要成為最寂寞的世界。這一個苦行林，

沒有一個大仙人不在這裡修行，這裡和雪

山近鄰，說到增長人的苦行，沒有比這裡

更好的地方。因為這是一個美好吉祥的地

方，一定要留住你這樣祥瑞的人才好。如

果你能不捨棄此林，肯讓我們和你同伴修

行，則我們可以把你立為最高的長老侍奉

，或者我們可以把你當帝釋天一樣的尊敬

。」

這一群苦行者，雖然向太子表白這最真

誠的慰留，但太子為了要達到真實第一義

的信念，他是不會就這樣滿足他們的要求

，他向他們說：

「你們有這麼真實的心，對來賓是這樣

厚待，我將永遠難以忘記。你們文雅的言

詞，實在是叫人耐聽；如此的好心和美意

，非常叫人歡喜與感謝。 （待續）

⬆太子體悟苦行不能到

達真理的領域，因此，

告別了苦行林。

一日，騎著單車閒逛，突然聽到二胡的

聲音，來自一紅色木門的住宅，不禁佇足

傾聽；又瞧見屋內有一位老太太正在晒衣

服，她看到我，熱情的告訴我，樂音來自

她先生，並邀我入屋小坐。

想不到外表陳舊的老屋，卻別有洞天。

客廳除了桌椅都是書；另外兩個房間各放

有三層的鐵架，上面擺放的也都是書，「

坐擁書城」，就是這種感覺吧！

書籍以文史類居多，還有聞一多、謝冰

瑩、徐志摩……民國初年名家的著作，主

人李伯伯笑著說：「除了書，我什麼都沒

有。」又說：「想到自己年紀大了，應該

為近五千本藏書找新主人，或捐贈給圖書

館，最近正積極處理這事。」

李伯伯提到，他因家貧，原先只有小學

畢業，做過許多勞力工作；三十歲以後，

報名國中補校、高中夜間部，一路念到大

學進修部。發現自己對文史有興趣，於是

大量買書、看書、藏書。李伯伯說：「每

當坐下來閱讀的時候，環顧四周圍的書，

『帝力於我何有哉』之感便油然生起！」

知道我也是「悅讀人」，李伯伯任意我挑

選書架上的書帶回家，我真是太幸運！

巷弄裡的老住宅，幽藏著「人生唯有讀

書好」的實踐者，多麼富饒的主人！

在職場上的力不從心，讓我在年過半百

之後，依依不捨地退休了。雖然做的是自

己從小就嚮往的工作，但是近三十年的變

遷，讓我的熱情不再。但要感謝老天，讓

我仍然擁有健康的身體，可以繼續找尋發

揮生命價值的舞台。

生活的腳步變慢之後，許多的回憶及感

受紛紛湧上心頭。我嘗試寫作並且投稿，

意外地刊出了幾篇文章，點燃了我的寫作

魂；把這些文章分享在臉書上，做為自己

的人生紀錄，也得到一些朋友的肯定，讓

我更加驚喜。

另外，我也參加佛教團體的助念活動。

一周一次的助念，讓我看到了許多生命故

事，體驗到家屬的悲痛與不捨，也陪伴他

們一起面對；結束時，家屬誠摯的感謝，

讓我體會到生命的珍貴，也了解到世事無

常，更加珍惜自己擁有的一切。

為了保持一顆年輕的心，我還走入校園

，到小學說故事。每次看到孩子們好奇與

投入的神情，就覺得自己身上注入了一股

活力，想要和他們一起學習、探索；也因

此認識了一群充滿熱情的義工媽媽及阿嬤

，克服病痛與種種困難，為下一代奉獻心

力的她們，是我學習的榜樣。

除了當別人義工，我也是家人的後援部

隊。每周固定找時間回娘家，和年老的父

母親閒聊，排解他們苦悶的心情，也陪伴

他們就醫或去戶外走動；老公依然在職場

上辛苦忙碌，身處空巢期，更需要兩人相

互支持、體諒，偶爾主動當他的司機溫馨

接送，老公的一句感謝更讓我感覺窩心。

佛經說「人身難得」，我希望能夠好好

把握這輩子剩下的時間，繼續發光發熱！

這道料理是整個大東北地區的家常料理

，只要把三種食材備好，個人口味隨自己

調配，如不喜油炸，就用蒸煮、紅燒都可

以，將馬鈴薯（土豆）、茄子、青椒3種

蔬菜拌炒在一起，滋味鮮美，道道地地的

東北名菜，加上色彩鮮美油亮亮、爽口，

不單單好吃，還能止血濃稠、健脾開胃。

食材：

❶茄子1條，馬鈴薯（土豆）1顆，青椒1

顆。如果想要色彩感官更豐富，也可以

搭配紅椒、黃椒。

❷植物油300克（含油炸），鹽巴適量，

醋少許，香油一些，水一些。

作法：

❶將馬鈴薯（土豆）削皮，滾刀切塊，放

進清水中去掉澱粉備用，30分鐘後放進

鍋子裡蒸煮5分鐘左右。

❷茄子也是切滾刀塊狀，如果家裡有牙口

不好的長者，可以去皮較好入口。

❸青椒洗淨去籽切片。

❹油鍋溫度加熱，將茄子過油1分鐘起鍋

，蒸好馬鈴薯過油30秒後，撈出瀝油。

❺另一個鍋子熱油，將炸好的馬鈴薯茄子

快速翻炒，放進青椒，放入一些水，接

著放進些許鹽巴，一些醋，起鍋滴些香

油即可，接著盛盤上桌。

小叮嚀：
由於茄子用油炸的方式較可保持顏色，

馬鈴薯（土豆）蒸煮過後可以不需要比較

長時間油炸，而青椒不需油炸，最後加進

去快炒，因青椒原食已有微甜，不需放味

精。

這是道極速快炒的菜，醬料應事先準備

好。如果覺得油膩，就改用紅燒或是蒸煮

的方式，亦可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