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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出台灣

和中文；

被採訪的

藝術家甚

至把報導

她的報紙

裱框起來

放置櫥窗

裡。有一

次，還當

場為觀看

的一群瑞

士觀光客

就地畫出台灣的地理位置和介紹台灣，而

真的就有二位不知道台灣在哪裡。

回台灣前，我直接寫信給新北市消防局

局長，承蒙局長看重，幾經聯絡、交涉，

如今，消防安全帽和臂章已經遠渡重洋來

到德國（為了它，我少帶一點八公斤泡麵

，那可是我的救命鄉愁菜啊），親手交給

Brinkmann先生，和其他國家的消防器材

共同展現它們「使命必達」後的曾經輝煌

事蹟。

而我，還要繼續更努力於讓更多德國人

認識台灣的「必達使命」。

文與圖／陳牧雨 

唯有般若智慧才能分別
善惡、判斷正邪、轉迷
為悟、去染為淨。

遊藝筆記

來自台灣

惜福煮藝

使命必達

百變番茄 上桌囉

文與圖／李燕瓊

文與圖／三日月

釋迦牟尼佛傳

文／星雲大師

頻婆娑羅王俗利勸誘 

百變番茄 上桌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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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你要明白這是從我心裡發出的真實的

話，一點都不虛偽，我的確為你的威容德

性而深深的感動。不過，可能你不肯委屈

受人的恩惠，那麼，我可以供給你驍勇善

戰的軍隊，優良的車馬，豐實的物資，你

去占領一個別的國家，這也是我誠心誠意

幫你的忙。凡是聰明的人，一定知道識時

務者為俊傑，機會是難得再有，時間是難

得再來。我想，一個人如果不獲得法、威

、五欲的三大寶貝，那麼，這個人的終身

，也不過是徒然的勞苦罷了。

人若崇法而忘了威，人間對你將不會重

視與恭敬；有威而無法，則又容易招引仇

嫉與反抗。有法有威，而沒有五欲的歡樂

，那到底還不能得到人生的情趣！

所以，具備法與威以及五欲，別人因羨

慕你的五欲而才恭敬你，你的盛德才能流

布宣揚，也才能實現你自己的主張。

你現在的生活，把威捨棄了，把五欲遠

離了，只求一個渺渺茫茫的法，你不過是

徒然使自己受苦罷了。我現在看到你如此

希有的尊容，相信你一定是振霸人天的大

人物！我講的都是至誠之言，我絕不是用

王者的權力來挽留你的。

我看到你出家的相好，心中不覺生起恭

敬，我聽說你要去修學苦行，因此才感到

非常的同情。你現在過的是行乞的生活，

那麼，我就以我的國土供養你。

在少壯的時候，應該要享受五欲的快樂

；在中年的時候，要儲蓄財寶；到了年老

的時候才再去求法。若是年輕的時候求法

，最後終不免要為情欲所壞的。因為在年

輕的時候，有著很豐富的熱情，心輕易亂

，終究是很難得到法。若是老時求法，就

不會有這種現象發生。因為老年的時候，

欲望、氣力，都已逐漸地衰弱，這才能自

然生起隨順樂法的心。

希望你接受我的摯誠之言，像古代聖賢

一樣，先作一度世間的聖王，然後舉辦一

次祭祀大會，終究可以去到天上享受福樂

！」

悉達多太子聽後，對這位尊嚴與仁愛都

兼備的大國之王的頻婆娑羅王，也很恭敬

地回答道：

「大王！假若有人在苦難之中，能忘記

自己的痛苦而去救別人的苦難，那這個人

一定是世界上的善知識。為了朋友毫不慳

吝金錢名位，這才是用之不竭的寶庫；假

若守著財寶高位，只圖為著自己，這一切

終究還會亡失。

國，這種財，是難得的寶。你能歡喜地

惠施給我，我很感謝你的厚意。我相信你

並不是說虛偽的話，而是真實的意思。不

過，你所要給我的與我所要求的完全是背

道而馳，我現在不能不向大王說出我的看

法來求得你的了解。

我為了畏懼生老病死的痛苦，想要斷除

此患而求得真的解脫，所以捨親戚離恩愛

，出走王城而來出家，我哪裡還想再回到

那個五欲的古巢裡去呢？我現在不畏做毒

蛇的餌食，不怕寒風吹僵我的身體，我唯

怕被五欲所囚。

流轉的相，實在憂勞了我的心，我想到

五欲的賊能劫奪人的功德法財，我的心就

不覺戰慄起來。五欲好像幻化的人一樣，

只能暫時的迷惑人的眼睛，其實它是欺詐

虛偽不實的東西，它是求真理的一個最大

的障礙。」

悉達多太子接著說：「天上的快樂尚且

是招苦的因，何況人間這更短暫的五欲的

歡樂呢？恣情縱欲，能增加人的憂執的念

頭，最終他也不會有滿足的時候，好比正

在風勢很盛中燃燒著熾烈的火，再多的薪

投下去，也會感到不足。在世間上所有的

過失之中，是再也沒有超過貪欲的，可是

沉溺在其中的人並不覺可畏；因此，有智

慧的人，才知道畏懼五欲。誰能夠畏懼五

欲，誰就不會招到痛苦。

做王者已經領有四海，但他還有另外的

希求，要更多的財寶，更多的美女，更想

長生不老。貪欲像大海似的，終難有滿足

的時候。

貪欲是不會滿足，把他的國家滅了，把

他的身體亡了，他還是不要命的執著放逸

的生活，古今不知有多少國王都是如此。

 （待續）

芙蓉常出現在古人的詩詞裡，但由於有

「水芙蓉」與「木芙蓉」的區別，因此，

常令人混淆不清。

比如：「江上芙蓉不勝秋」一句，就會

令人混淆，秋天，是木芙蓉花盛開的季節

，木芙蓉又稱為「拒霜」，不畏霜寒，又

如何會「不勝秋」？

事實上古人認知的芙蓉，大部分說的是

水芙蓉，也就是荷花。荷花開在水裡，至

秋天萎謝，所以「江上芙蓉不勝秋」就說

得通了！

白居易喜歡以芙蓉，也就是荷花，來形

容美女的臉龐。他在〈長恨歌〉裡，就有

名句：「芙蓉如面柳如眉」，因為此句的

前句是：「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

央柳。」對照之下，「太液」是皇宮裡的

水池，因此當知白居易是說楊貴妃的臉龐

有如荷花般的嬌嫩粉紅、眉毛如柳葉般的

細緻。他的另一首〈簡簡吟〉也說：「蘇

家小女名簡簡，芙蓉花腮柳葉眼。」也是

同樣的比喻。

唐代詩人孟郊的〈怨詩〉說：「試妾與

君淚，兩地滴池水。看取芙蓉花，今年為

誰死！」想比較兩人的淚水，看誰最苦澀

，可以把池裡的芙蓉花苦死？真是痴情得

可愛。既是池裡的芙蓉花，當然也是指荷

花，而不會是陸地上的木芙蓉了！

生長在陸地的木芙蓉，一般開在八至十

月，正好接續了另一種芙蓉，也就是荷花

的花期。

木芙蓉是一日花，花只開一日，如同其

他的一日花一般，花苞特別多，因此才每

天都有花可開。

木芙蓉另有一個特色，早上開時為白色

，到中午因陽光的照射而轉成粉紅，到黃

昏時變成深紅，然後萎縮在花托上，並不

掉落，因此已經枯萎的花朵常被誤為花苞

。由於這種一日三色的特性，猶如美人喝

酒，臉頰由白轉紅，因此又有「醉芙蓉」

之稱。

南宋詩人呂本中有〈木芙蓉〉一詩：「

小池南畔木芙蓉，雨後霜前著意紅。猶勝

無言舊桃李，一生開落任東風。」春花原

就比秋花多，願意在「雨後霜前著意紅」

，必然是有個性的花，詩人說她不願意「

一生開落任東風」，讚美其勝於桃李。

或許又鑒於木芙蓉與水芙蓉名詞的容易

混淆吧？唐代詩人柳宗元的〈岸移木芙蓉

植龍興精舍〉詩中說：「有美不自蔽，安

能守孤根。盈盈湘西岸，秋至風露繁。麗

影別寒水，穠芳委前軒。芰荷諒難雜，反

此生高原。」這種花生長在高岸之處，芰

荷應該是很難跟它混雜的。

後蜀後主孟昶的寵妃徐氏，號稱花蕊夫

人，因她特別喜歡木芙蓉，孟昶特地為她

在成都遍種木芙蓉，從此，成都就有「芙

蓉城」的稱謂；至今成都仍然以木芙蓉為

行道樹，而且成都的簡稱仍為「蓉城」。

花蕊夫人同時也是五代十國時著名的女

詩人，著有《花蕊夫人宮詞》，《全唐詩

》中將其詩歸為孟昶妃所著。

據說，後來後蜀為宋太祖趙匡胤所滅，

花蕊夫人因此成為宋太祖的妃子，後蜀人

士對此事非常不諒解，花蕊夫人聽聞之後

作了一首詩：「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

宮哪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

男兒。」真是罵得好！一下子君臣全部投

降，怎能怪罪一個弱女子？

元朝畫家兼詩人王冕有一首題畫詩〈芙

蓉山雉圖〉：

「錦屏重重錦官宮，錦官宮苑多芙蓉。

芙蓉花開仙子容，滿城歌館延秋風。

秋風吹涼渡江滸，江上月明人笑語。舉

頭無限是青山，富貴繁華定何許？

風雲變滅事已非，西宮南苑殊曩時。荒

台野草氣慘慘，翠筠冷雨秋離離。

日暮蕭聲動霄漢，山雞起舞雲零亂。孤

懷回首不勝情，對酒令人發長歎。」錦官

城是成都的另一別稱。

王冕說的就是這一段史實，感嘆繁華富

貴轉頭空，歷史常做這樣的見證。

⬆天上的快樂尚且是招苦的因，何況人間

這更短暫的五欲的歡樂呢？

這頂消防安全帽並不美觀，卻有無敵溫

柔的心，打火弟兄們頭戴著這頂一點八公

斤的帽子，出生入死地拚搏火場，救出過

無數生命。

它斑駁的帽體有著無數寶貴生命交織過

的「感恩底蘊」，彷彿在說著故事。

如今它已光榮退休，頤養天年在德國小

鎮 Staufen的「國際消防事物博物館」。

受館長Rainer Brinkmann之託，希望台

灣能夠捐贈相關消防器材給博物館留存，

我滿口答應，因為，經由展出可以讓更多

人看到台灣。

之所以有如此強大的使命感，是因為剛

到德國，幾次自我介紹來自Taiwan時，大

家都回應：喔！Thailand。我知道，泰國

米很好吃。（池上米更好吃，好嗎？）

（真是沒國際觀，奧斯卡金像獎大導演

李安的家鄉都不知道？）

當下好強獅子魂油然冒升，暗自發誓：

我一定要讓更多德國人認識台灣。

因此，我帶著地圖，藉由一次次的採訪

⬆Brinkmann先生感謝新北市消

防局捐贈消防安全帽和臂章。

 

以前把番茄當水果，自從知道番茄中富

含可以防癌的「茄紅素」，加熱後更利於

人體吸收後，便開始嘗試煮番茄。

一開始只會煮簡單的「番茄蛋花湯」，

有一年冬天連吃了幾天菜頭湯，忽然想換

換口味，試著將紅蘿蔔、白蘿蔔和大番茄

都切丁，部分番茄先入鍋煮，一邊煮一邊

用湯匙將番茄壓碎，待湯呈現番茄微紅色

澤後關火；再將已經煮滾的番茄湯盛入電

鍋內鍋，切好的紅蘿蔔丁、白蘿蔔丁和大

番茄丁一併放入，加入少許味噌，一起放

入電鍋，等電鍋開關跳起、再將蔥花和一

些些味噌撒入。原本只是想這樣的湯有紅

有白有綠，視覺上好看，想不到滋味極好

，從此之後「番茄蔬菜湯」便成了冬天的

必備料理。

這道湯品的配料可以隨意增減，若買到

南瓜，就加南瓜丁，有洋蔥就加洋蔥丁、

玉米也可以一起煮食，若沒有其他根莖類

蔬菜也可以加高麗菜，只要有味噌、番茄

和大同電鍋，就可以創造出美味又暖胃的

蔬菜湯！剩餘的蔬菜湯還可以留到下一餐

，加點蔬菜、打顆蛋就可以端出營養均衡

的番茄湯麵，非常適合平日要上班沒太多

時間洗手作羹湯的職業婦女。

至於擅長做麵食的友人，料理番茄的功

力就更高了。將部分番茄熬成醬、部分切

片，再將上述食材與起司條鋪在自製餅皮

上，放入大烤箱，半小時候，四片熱騰騰

的現烤披薩就完成了。這自家製的番茄披

薩（不！時髦點的名稱是瑪格莉特披薩）

，因為酸中帶甜又有起司香，老少咸宜、

葷素食者皆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