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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彥佑  圖／取自網路

所說非人不說、

說了無用不說、

涉人隱私不說、

諂媚阿諛不說、

出言招忌不說、

說了招禍不說。

生命的勇者

豐子愷．護生畫集

古人行誼

犬豕同乳圖

損己利人的大德通

文／林少雯  圖／豐子愷 

文／流念珠

釋迦牟尼佛傳

文／星雲大師

用意志力感動自己
很多事情，或許不是做不到，

而是根本不曾真正相信自己可以做到。

兩個月前，因為同事熱情的邀約與鼓動

，我在沒有全盤考慮之下，便貿然答應參

加鐵人二項的比賽。既然上千元的報名費

都繳了，就不得不加緊練習，力求完賽。

比賽當天，我一直對自己很沒有信心，

畢竟平時因為工作忙碌，也沒有多餘的時

間好好練習，一口氣要完成十三公里的路

跑和四十公里的自行車，確實頗有難度。

過程中，我不斷懷疑、擔心自己的能力，

甚至責罵、懊惱自己的選擇；然而，內心

卻有一股聲音告訴我：「彥佑，做了選擇

就不要後悔，你可以的，堅持下去吧！」

從小，我就不是什麼運動能手，充其量

只是一個「為健康而動」的奉行者，也從

來不曾挑戰自我，甚至參與運動賽事。然

而，生平首次的鐵人競賽，卻讓我更加了

解自己，也為自己的生命歷程，畫下了一

個驚嘆號！

十三公里的路跑，對我而言早已超越平

日運動的極限；更別提四十公里的自行車

，需上上下下穿越台地、丘陵，路程曲折

而蜿蜒。

路跑時，我一路傾聽自己心裡的聲音，

時而有路人加油打氣，時而與其他參賽者

相互信心喊話，在孤獨跑步的路上，給彼

此一點正能量，以意志力堅持下去。那一

刻，內心其實是很感動的。

騎自行車時，因為我沒有高檔的公路車

，所以騎起來特別費力，眼睜睜看著各種

公路車、越野車、競速車，從我身邊呼嘯

而過，只能付出加倍的心力追上他們。我

一路緊跟，忘卻了身體的痛苦，只知道：

「無論如何，我一定要完成比賽，趕在終

點關門前抵達！」

過程中，我曾一度想放棄。我看到有人

以「牽車」的方式前進，有人坐在路邊稍

做休息，有人向大會宣布放棄，甚至有人

直接上了救護車……在身體仍能勉強負荷

的情況下，我決定咬緊牙關，用意志力堅

持下去！因為，我看到十歲的小朋友也參

加了、六十多歲的中老年人也參加了，三

十多歲的我，更應該完成挑戰，沒有理由

放棄。

我踩著雙輪，以沿途的美景來稀釋肌肉

的痠疼感受，以旁人的加油聲來鼓舞自己

，以不認輸的信念來堅定繼續騎下去的意

志力……就這麼一路秉持著「就是要完賽

」的信念，終於在汗水與淚水中抵達了終

點。

那一刻，我聽到周圍一片掌聲，那是脫

離學生時代之後，便不曾再為我響起的掌

聲，那也是充滿了驕傲與感動的掌聲。在

不可能完成的挑戰裡，我完成了不可能的

任務！

在一旁歇息之時，我的腦際閃過了不少

畫面、想法與人生的道理。很多事情，或

許不是做不到，而是根本不曾真正相信自

己可以做到；再想想那些站在台上耀眼的

人們，背後肯定有著不為人所知的奮鬥故

事。

我只是一個平凡的參賽者，我用意志力

感動了自己，完成了一個既渺小卻又偉大

的夢想。我相信，每一個人不管做任何事

，只要有多一點的意志力，堅持下去，你

也將為自己而感動！Yes, You can make it!

初轉法輪教團成立

優波迦！我沒有驕傲的心，我不是名聞

的奴隸，更不是一切利養的使役，我是專

門為了流布正法，救濟沉溺在苦海中的眾

生。過去我就有作一個船師在苦海中度人

的誓願，現在我已具備度人的條件，我應

該去實踐我的誓願，讓一切有善根以及與

我佛陀有緣的人，都能得度。

儲貯無量的財寶，獨自耽於那榮華之中

，這絕不是一個義士所應為，要將自己所

有的財寶，兼利天下，才名為大丈夫。自

己已經得到好處，而忘記別人，這豈能稱

為一個善良的人？要離開貪圖利樂的觀念

，拯救在眾苦沉溺中的眾生，這才能被稱

為是一個勇者。我現在已經是一個大醫王

，我可以治療眾生心中種種的大病，我現

在已經是一個明白過去現在及未來的大覺

者，我可以導引迷途的人走上合理的正覺

之路。

優波迦！你不要以為我說話時沒有向你

謙虛客氣，要知道謙虛客氣也含有虛偽欺

騙的成分。我向你說的，都是真實的話，

我是有一句說一句。

燈，不是因為有黑暗才發亮的，驅除黑

暗乃是燈自然的性質，我已經是成就佛陀

大道的人，我對這個世間本一無所求，我

所以燃起正覺智慧的光明，乃是順乎自然

而來破除眾生愚痴的黑暗。鑽木就能得火

，空氣流動就成為風，鑿地則必定得水，

這都是自然的道理。

優波迦，我現在是人間的佛陀，我此刻

要前往鹿野苑去說我第一次的佛法。」

優波迦靜靜聽完佛陀所說的話，連聲讚

歎，約定將來必定做佛陀的弟子，說後就

分道而去。

佛陀繼續向前走，漸次的到達鹿野苑。

這裡的土地，是介在恆河與波羅奈河兩大

河流之間，樹林繁茂，鳥獸溫馴，是一個

靜寂幽雅的世界。

在這個地方，也有一個苦行林，鹿野苑

就在這個苦行林中，現在日以繼夜在這裡

修習著苦行的是過去侍奉佛陀的憍陳如等

五人。

當佛陀還沒有到達鹿野苑的時候，憍陳

如等已經就遠遠地眺望到佛陀的聖顏。

   鹿野苑度五比丘

「你們看，那不是悉達多太子來了嗎？

」正在準備坐禪的憍陳如告訴阿捨婆誓等

四人。

「不要理睬他，他是一個捨棄尊貴的苦

行，耽於世樂中的墮落者，他來時，我們

絕對不要向他表示敬意。」

「大概他現在已悔過也不一定，如果他

沒有懺悔的意思而來到這裡，哪有這麼厚

的臉皮。」

「一定是他一個人嫌太寂寞的關係，所

以又再來找我們做伴，不要招呼他，把他

當一般來拜訪我們的客人一樣看待，我們

絕對不要起座向他慰問長途的辛勞。」

這五個人，共同立下約言，緊閉著雙目

，像是一心在用功修行。可是，當佛陀漸

漸走近他們的時候，他們都忘記剛才的約

束，心想不看佛陀但又自然的睜眼看他。

他們這一看，心裡不覺也驚疑起來，僅僅

分別一個月，太子的面容怎麼變成那樣的

威嚴圓滿呢？他們不由自主的請佛陀上座

，五個人都在下面叩頭。

「你們看見我來時不是約定不迎接我的

嗎？怎麼現在又要站起來呢？」佛陀向五

個人這樣一問，好似一面光明的鏡子，照

徹五個人的心，五個人都驚怕慚愧起來。

「悉達多！我們不敢這樣想，您疲倦了

吧？」五個人都懇切地跪在地下慰問。

「你們不要再喊我悉達多，那是我在俗

的名字；我現在已經成為佛陀，我是宇宙

的光明，我是苦海中的舟航，我已經是一

切眾生的父母。」

「你什麼時候成就佛陀的大行呢？您修

學苦行都沒有成為佛陀，怎麼捨棄苦行反

而能成為佛陀？」憍陳如向佛陀這樣問道

。 （待續）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即日起
~6/30

器蘊風華黃大安柴燒陶藝
世界巡迴展

6/1~30
周六~日 

佛光西來英文書院

6/2周日
社會關懷組老人院探訪
（9：00am）
英文共修法會（1：30 pm）

6/3周一 光明燈法會（10：30 am）

6/8~9 
周六~日

鑒真東渡音樂劇

6/14周五 大悲懺法會（7：30 pm）

⬆佛陀於鹿野苑度五比丘

郭世儁，太原人，家門雍睦，七世同居

，犬豕同乳，烏鵲同巢，時人以為義感之

應。 ──見《魏書》，虞愚書

這幅護生圖，述說的是一隻剛生產過小

狗仔，尚在哺乳的母犬，安穩的趴臥在地

上，讓小寶寶吃母乳。小狗仔吃飽了，退

到一旁去看著媽媽，因為媽媽正在餵養小

豬吃乳。

這樣犬豕一家親的畫面，可真是少見的

稀奇事兒，怎不叫人感到驚異！想探詢一

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原來是有一戶住在太原的郭姓人家，主

人名叫郭世儁，一大家子居住在一處，是

個很大的家族，老老小小共有七世族人生

活在一起。

這樣七世同堂的大家庭，也是少見的；

可見郭家族人中的年長者，一定很大年紀

了，能如此長命百歲，在從前醫藥不發達

的年代，是不容易的；可見郭家是積善人

家，福蔭子孫，族人才能這般健康長壽。

郭姓人家雖然人口眾多，但是家風仁厚

，族人之間晚輩知道孝順父母，同輩之間

兄友弟恭，妯娌也相處融洽，全族人和睦

和樂地生活在一起。更奇的是，連郭家飼

養的狗和豬，都能不分種族一起吃乳，連

烏鴉和鳥鵲也能彼此相容，情同家人般地

相敬如賓，還同住在一個籠子裡。

這是個什麼樣的家族啊！莫非是神仙家

庭，全家人都是倒駕慈航來娑婆世界的菩

薩，相約來俗世向人們示現極樂世界的境

界，讓眾生可以觀摩學習。

當時的人，對郭家必定是尊敬的、佩服

的，也一定是另眼相看、讚不絕口的。這

家人的事蹟，想必也一傳十、十傳百，才

會引起注意，而被記錄在《魏書》裡而名

傳千古。

當時的人認為連郭家飼養的家畜和家禽

，都能表現出如此奇特而且不可思議的行

為，是因為深受郭家忠義和孝悌的傳家門

風所感應和影響。這樣的人家，想必是慈

悲喜捨而且尊重生命的好人家，的確是值

得人們敬重和學習的啊！

有些老字號消失了近百年，卻還是被人

們記在心裡，比如喬家大院第三代主人喬

致庸一手創辦的票號——大德通。大德通

於二十世紀四○年代倒閉，據說，當初若

不是大德通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或

許還能存活許多年。

清末社會動蕩，再經辛亥革命改朝換代

，許多票號的業務不是被官方銀行奪走，

就是因為時局艱難、存款大幅萎縮而面臨

歇業倒閉，連資本實力雄厚的大德通也難

逃劫難。

1926年，馮玉祥的部隊在北撤途中，

五百萬石糧食、150萬銀元都攤派到大德

通。遭此劫難，大德通元氣大傷。

屋漏偏逢連夜雨，1930年，蔣、閻、馮

中原大戰。當時山西發行的一種鈔票叫晉

鈔，閻錫山戰敗後，晉鈔急劇貶值，最終

貶到25元晉鈔只抵1元新幣，晉鈔幾乎成

了廢紙。其實，這是大德通的大好機會—

—它可以拿晉鈔兌付儲戶的存款，趁機發

一筆橫財。

可是，大

德通的東家

喬映霞思來

想去，竟做

出這樣的決

定：把大德

通歷年積累的老本投入到兌付存款之中，

按照新幣給儲戶兌換！

原本可以趁機大撈一把的大德通，放棄

了機會，幾乎把全部積蓄都投入這有始以

來最大的一次賠本買賣之中，這對原本就

在困境中掙扎的大德通來說，無疑是雪上

加霜。此次兌付，大德通虧空了30萬兩白

銀。

兩年後，有著80多年歷史的老字號大德

通悄然歇業。事後人們才得知，喬映霞讓

大德通那樣做，並非一時衝動。喬映霞做

決定前，曾大義凜然說過這樣幾句話：「

我們認認真真算過一筆良心賬。此次兌付

，即使大德通倒閉，我們的財團也不至於

讓自己陷落到衣食無著的地步；但對於一

個個儲戶來說，如果我們將晉鈔兌付給他

們，他們的身家性命就會受到威脅。兩者

相比，孰輕孰重？不言自明。」

喬映霞眼裡，良心高於利益，因此只能

做出「錯誤」決定。他真錯了嗎？如果喬

映霞當時也唯利是圖、趁火打劫，如今還

有幾人記著大德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