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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取自網路 
文／王月冰

要國家富強，必須人人都從
心理建設做起，讓好人出
頭，尤其要有佛教的「無
我」心胸，才能救國家。

承歡膝下

名人行誼

貓眼看人生

齊白石的骨氣

阿嬤的紅包

文／侯興鋒

文／歸靜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3/1~3 
周五~日

雲水禪心生命體驗營

3/3 周日 社會關懷組老人院（9:00am）

3/7周四  光明燈法會（10:00am ）

3/8周五
探訪西來書院週末班開學
大悲懺法會（7:30pm） 

3/10周日 捐血活動（ 9:15am~3:15pm）

3/16周六
免費報稅服務
（10:00am~4:00pm）
英文佛學春季班開學

3/21周四 光明燈法會（10:00am）

釋迦牟尼佛傳

文／星雲大師

王師追至苦行林

爸媽棒棒噠
我的婆婆屬於不太能幹的那種人，菜燒

得不太好吃、衣服洗得不太乾淨，家務做

得有些邋遢。嫁到我公公家四十多年來，

始終是這樣，於是漸漸地，她在這個家的

權威被削弱了。等我嫁到他們家時，婆婆

已是花甲之年，但我發現，家裡誰都可以

對她指手畫腳，反正她就是什麼都做不好

，時時受到質疑，主婦的威信根本蕩然無

存。

婆婆似乎也習慣了這樣的待遇，連她自

己都說：「四十年前就被婆婆嫌，挑剔來

挑剔去，我還是老樣子，左耳進右耳出，

麻木了。」話雖這麼說，可我能感覺婆婆

心中其實還是有些不快，有時甚至故意馬

虎行事。

兩年前，婆婆來幫我們帶孩子，我與她

真正處在了一個屋檐下。剛來沒幾天，婆

婆就被我老公挑了好幾道刺，一會是煮飯

太稠，一會又是抱兒子的姿勢不對，要不

就是花澆多了水漏在地板上……其實，老

公心裡很愛他媽，東西總挑貴的買；可是

，婆婆感受最多的，大概是兒子的不滿意

。逐漸地，婆婆變得愈來愈沉默寡言，做

事也似乎愈來愈笨拙，我真擔心她這樣下

去會生病。

有一天，婆婆帶兒子到外面玩，採回來

一把水芹菜，老公說，這有什麼好吃的？

婆婆沒說什麼，但顯得有些不知所措，丟

掉也不是，炒來吃也不是。我連忙說：「

媽，炒了吃吧！我很喜歡水芹那股香味的

。」婆婆立刻輕鬆了下來，我接過兒子，

她馬上揀水芹去了。吃飯的時候，我夾了

一口水芹，讚歎說：「媽，這很好吃耶！

我好久沒吃了。」婆婆笑了笑，臉色舒緩

，顯得很開心，那一天做事似乎敏捷了很

多。我這才意識到，原來，婆婆是需要鼓

勵的呀！

從那以後，我總是盡量多讚美婆婆，給

她自信，同時也勸老公這麼做。例如，婆

婆餵兒子吃飯特別細心，我便稱讚她餵得

好，兒子能吃下好多。婆婆很開心，對自

己的要求便提高了，以前洗得灰撲撲、皺

巴巴的衣服漸漸亮爽起來，我故意驚喜地

說：「哎呀，這麼難洗的白襪子，您也洗

得跟棉花一樣白。媽，您真厲害！」

這麼一來，婆婆在飯菜、打掃等方面

也跟著用心起來，我們都能明顯感覺到，

六十歲的她竟然進步了許多，連做事的條

理也清楚多了。最重要的是，她以前總板

著個臉，現在整天笑盈盈的，有時還哼起

了她小時候的兒歌，就連我那兩個挑剔的

小姑都不得不承認：「媽可真像是變了一

個人呀！」

是啊，一輩子在挑剔中度過的婆婆，面

對我們的寬容與讚美，她像個小孩一樣，

一點點進步，一點點改變，一天天開心起

來。因此，對於家中的其他三位老人，我

也盡量多鼓勵、多讚美，不求他們再能幹

、再進步多少，但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

我們的鼓勵和讚美，老人家聽了心情愉悅

，這一點，絕對是百利而無一害的。

親愛的爸爸、媽媽辛勞了一輩子，也許

現在老態龍鍾、體弱多病，需要人照顧，

也許觀念落後、動作笨拙，跟不上我們的

生活節奏。可是，也因為如此，他們更需

要我們的鼓勵和讚美，甚至比孩子更需要

，因為，他們更缺少這些。

國王所領有的土地，也不是常住堅固的

東西。從喧囂的王宮走向山林，披草衣，

食花果，飲清流，默默無語，沒有名聞利

養的苦行者，最後又回到貪欲染著的生活

裡去，他長年修積的功德，畢竟還是歸於

泡沫，王位、愛樂、財色，無一不是修學

正道的仇敵與冤家。人若貪求名位、愛樂

、財色，終不免要招致苦果。智者知道這

是苦中之苦，所以必定會滅除貪欲的心！

世間上一般的所謂善意，有時也不免有

錯誤的時候。勸人執著不究竟的世俗之樂

，容易使人流於放逸，反而害他將來要招

受苦報。這樣的善意，聰明的人一定是不

肯接受。

王位、財寶，在我看來，那些都好像借

來的東西，假若一定要說是自己的話，我

們只應該為這個人可憐，而不該羨慕他。

追求貪欲，若是得到了，增長愛著的念頭

；若是失去了，更是煩惱不安；這一切都

唯有使身體受苦。好比一個人手中執著火

炬，這火炬已經漸漸燃到手掌，為什麼不

把它捨棄，而執著在手中做什麼呢？

可憐那些愚痴卑賤的人，被貪的毒燒灼

著心，終身受著苦。安樂的心，一瞬也不

可得。貪欲好比毒蛇一樣，任何人也不能

靠近。我已經離開它，你叫我再向它走近

，我不是有心辜負大王的美意，因為那樣

將使我恐怖戰慄不安！

   太子以無常曉喻大王

尊貴的王位，廣闊的土地，在我看來就

好似一塊臭而不可聞的臭肉，但一群鳥還

要集在臭肉的四周爭奪競食，牠們還以為

這是珍饈美味。你說，大王！這怎麼值得

去貪求？雖然蒙你好意惠施給我，但我要

來毫無用處。金銀財物種種珍寶，這一切

所積聚的地方，最容易生起怨憎，人與人

間的勾心鬥角，國與國間的戰爭不寧，不

就都是為這些嗎？經過市場屠殺的地方，

心中自然就會感覺一陣噁心，貪瞋痴三毒

的境界，有智慧的人怎能不避得遠遠呢？

被那些三毒所使役，就好似走進狂風大

作的森林裡，或坐船浮在白浪滔滔的大海

上，這都是失敗多而安穩少。你若要爬到

很高的樹上去採摘果實，因為你過度的欲

望反而會有墮死的危險。貪欲的境地也是

如此，這些都是只能看而不能取的。

用種種的方法去求財，雖是為財而不怕

一切辛苦，但聚集財寶還是非常困難，而

散失的時候卻很容易。好像在做夢的時候

，有這樣有那樣，但只要有一聲響動，你

從夢中一旦醒來，一切就會散失精光！

貪欲好比火坑的口，那上面不過只有一

層虛偽的蒙覆，你若以為可以平安的過去

，但陷下去必定會燒死。我前時在苦行林

中，見到許多的苦行者，他們為貪求天上

的福樂，所以綑縛著身體投入水火之中，

或者坐在懸崖危險的地方修行。這是徒使

身體受苦而沒有一點利益。

孫陶與鉢孫陶，是阿修羅王的二位王子

，當初二人非常友好，等到父王一死，為

了爭奪王位財寶，互相殘殺鬩牆，結果雙

雙共同亡身，這不都是因貪欲所致的嗎？

貪欲的心，使人卑賤下劣墮落，使人像牛

馬一樣做著使役而不覺得可恥！

麋鹿貪聽聲音而死，鳥為色情飛行而忘

記了歸巢，魚兒貪餌而上鉤，世間上不知

有多少眾生都為貪欲而亡！ （待續）

⬆爬到很高的樹上去採摘果實，若過度的

欲望則會有墮死的危險。

往年除夕，老

爺跟貓奴中午就

回老家，我跟西

西里得等到快半

夜才有年夜飯。

但我們也有我們

的儀式，他會先拍拍我的頭頂，我摸摸他

的下顎，倒地擁抱一起翻滾，喵喵的歡喜

聲，不絕於耳；偶爾，夾雜鄰近孩子們的

笑聲或哭聲，總之，熱熱鬧鬧，過年氣氛

，凝聚我們的美好記憶。

今年過年，感今思昔，沒有西西里作伴

，也少了一個紅包。

還記得我的第一個農曆年，除夕晚上，

貓奴和老爺回來，就先在西西里脖子上掛

了一個紅包，接下來，準備在我脖子也套

上一個，我趕緊一溜煙，跑為上策，不一

會兒工夫，就被老爺抓住，抱到貓奴面前

，掙扎不掉，唯有就範。

「你乖哦，這是阿嬤的祝福。」阿嬤？

就是老爺的媽媽，上次來住，天不亮，我

就跳到床頭，抓她的頭髮，為她按摩頭皮

，是我貓孫的孝心，格外使勁。

起床後，阿嬤告訴貓奴，貓奴竟然罰我

站在高板凳之下，四隻椅腳圈住我，不准

我出來，原來阿嬤會告密的呦！

所以，阿嬤因為內疚，才給我一個紅包

嗎？可是為什麼西西里也有呢？這是有故

事的。

阿嬤的子女，只有老爺跟貓奴沒孩子。

每逢除夕，阿嬤都會給孫子孫女紅包；忽

然有一年，阿嬤拿出兩個綁了紅繩的紅包

給貓奴：「這給你們家兩隻小貓。」裡面

是有錢的哦！從此，每逢除夕，貓奴就會

將阿嬤的紅包掛在兩貓脖子上。前幾年，

波先生走了，我來了，遞上空缺，阿嬤繼

續發兩個紅包，維持這個既窩心又甜蜜的

傳統。

去年除夕，貓奴沒有帶紅包回來，原來

，阿嬤失智症比較明顯，拿完孩孫們的紅

包，就去睡覺了，壓根忘記還有我們痴痴

在等。其實，當下我還挺歡喜終於脖子不

用再綁紅包到元宵節才解脫。但，脖子空

蕩蕩的，我忽然又懷念掛紅包的感覺，那

好像才屬於過年的味道。年味，也因此而

逐漸黯淡，低迴不已。

今年，我孤單守歲，觸景傷情。貓奴臨

出門，為我掛上紅領結，還特別端了一碗

暖鮮奶，暖意從喉頭湧到腳底，貓奴的愛

，家的溫暖，多少彌補了今年的失落。

民國32年（1943年），齊白石83歲。當

年距離盧溝橋事變，已過了六個年頭，齊

白石天天提心弔膽，在憂悶中過著苦難日

子。在此期間，迫於生計，齊白石只好以

賣畫為生。敵偽的大小頭子，不少人來找

他，請他吃飯，送他東西，跟他拉交情圖

接近，甚至要求齊白石跟他們一起照相，

或是叫他去參加什麼盛典，齊白石總是婉

辭拒絕。

最難應付的，就是那些給敵人當翻譯的

漢奸，假借買畫的名義，常來訛詐搗亂。

萬不得已，齊白石只得在大門上，貼了四

個大字：「停止賣畫」。家鄉的老朋友聞

訊，很關心他的生活，來信詢問他的近況

。齊白石回詩一首，有句是這樣寫的：「

壽高不死羞為賊，不醜長安作餓饕」，表

現了齊白石寧可挨凍受餓，也不願意去取

媚那般人的決心。

有一天，胡冷庵拿他所畫的山水卷子，

要齊白石題詩。齊白石信筆寫了一首七絕

，說：「對君斯冊感當年，撞破金甌國可

憐，燈下再三揮淚看，中華無此整山川。

」此詩吐露出了齊白石身處困境中的苦悶

以及感慨祖國的大好河山被日寇占領的悲

憤之情。

門生李苦禪畫了一幅鸕鶿鳥畫，請齊白

石題字，齊白石寫了一段短文道：「此食

魚鳥也，不食五穀鸕鶿之類。有時河涸江

乾，或有餓死者，漁人以肉飼其餓者，餓

者不食。故舊有諺云：『鸕鶿不食鸕鶿肉

。』」諷刺了為虎作倀的漢奸們不知羞恥

，還不如那些鸕鶿鳥呢。

齊白石還在自畫的螃蟹畫上題詩：「處

處草泥鄉，行到何方好！昨歲見君多，今

年見君少。」此時，抗日戰爭已經到了關

鍵時刻，日寇漸漸有敗退的跡象，齊白石

用這首螃蟹詩寄寓敵人的泥腳愈陷愈深，

日暮途窮就在眼前。有人勸齊白石：「你

應該明哲保身，這樣露骨的諷刺是會招來

殺身之禍的。」齊白石回答：「殘年遭亂

，死何足惜，拚著一條老命，還有什麼可

怕的呢？」

民國33年（1944年）的6月7日，齊白石

忽然接到藝術專科學校的通知，叫他去領

配給煤。那時各學校的大權都操縱在日籍

顧問之手，齊白石脫離學校已有七年之久

，為什麼憑空給配給煤呢？其中必有原因

，齊白石立即把通知條退了回去，並附了

一封信道：「頃接藝術專科學校通知條，

言配給門頭溝煤事。白石非貴校之教職員

，貴校之通知誤矣。先生可查明作罷論為

是。」煤在當時，非常不易買到，齊白石

毅然決然地拒絕領取，絕不肯做沒有骨氣

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