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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娟瑜   

煩惱大都根源於不認識自
己。既然身為「人」，就要
知道人的舉止行為、進退分
寸，做好自己為人父、為人
母、為人師、為人子女、為
人弟子的角色。

親子心橋

異鄉食情

第二人生

酸甜苦李

一畝田的幸福樂章

文與圖／童言

文／杜瑋洳

釋迦牟尼佛傳

文／星雲大師

王師追至苦行林

不睡覺，會頭痛？

頻婆娑羅王迎接佛陀住在王宮中，得到

無上的法樂，他心中老是想著不知如何報

答佛陀才好。

忽然，王舍城的迦蘭陀竹林浮現在他的

腦內，那竹林之中，寂靜雅潔，富有園林

的優美，在那竹林中建築一座精舍贈送給

佛陀，他想佛陀一定也很歡喜。有一天他

向佛陀說道：

「佛陀！世間究竟的真理，從佛陀大覺

海中流出，我每聽佛陀說法以後，內心總

覺清涼。記得在十多年前，當佛陀路過我

國的時候，我就看出佛陀不是一位平凡的

人物。後來我知道佛陀在伽耶山修習苦行

六年，我終日在盼望著佛陀得到正覺以後

，就來向我宣教，現在能滿足我的宿願，

我真不知如何形容我內心無限的歡喜。

現在，我看到佛陀像是將要離別我的王

宮，又要遠遊的樣子，我真焦急得快要張

惶失措，我不知如何才能挽留住佛陀，以

便我們這些凡愚的人常能親近座前，聽聞

正法。佛陀已經知道迦蘭陀竹林是一個清

淨幽美的地方，我想在那裡建一座精舍，

供養給佛陀長期安住和說法。這是我的誠

意，我帶著滿腔殷切的熱望，願佛陀能夠

慈悲接受！」

佛陀慈悲地回答道：

「你就開始興工吧！我很歡喜的接受！」

頻婆娑羅王當即傳下敕命，命令臣下迅

速的在迦蘭陀竹林為佛陀建築一座精舍。

精舍不久完成，計分十六大院，每院六

十房，更有五百樓閣，七十二講堂，定名

「竹林精舍」。

頻婆娑羅王親迎佛陀及諸弟子住於精舍

之內，佛陀很高興地說道：

「布施是去除貪欲，忍辱是止住瞋怒，

智慧是遠離愚痴，布施、忍辱、智慧這三

者是能進入涅槃之門的路徑。說到布施，

不一定是財寶，見到別人布施，心亦隨喜

，將來所得的果報，和布施的人相同。」

佛陀講這話的時候，佛陀的慈祥和靄之

光，完全流露在面上。

有的人雖然是知道而沒有力量去布施，

可是只要他見到布施的人而心生歡喜，這

也和自己布施相同，一樣可以得到福報功

德。像這樣的事什麼人都可以做到，因此

，接受佛陀的慈愛憐憫，是什麼人都可以

的。佛陀是人間一個真正的宗教家，他什

麼人都要救度，不限於有金錢財富的人。

「看到他人布施而心生歡喜」，佛陀指示

的法語，足為千千萬萬年後的我們來深思

和讚美！

佛陀帶領著一千餘名的弟子，住在竹林

精舍裡，這些弟子們都以佛陀為中心，共

同過著像漸漸形成的僧院生活。在佛陀還

沒有到王舍城來以前，已有很多皈依佛陀

的弟子，他們奉了佛陀的慈命弘化在各方

，這時都陸續歸來。當他們走進竹林精舍

，看到那些佛陀的眾多的弟子，現在都是

如兄如弟，他們每個人都非常的歡喜！

佛陀也很歡喜他們的歸來，和他們一一

敘說別離之情，並詢問他們弘化的狀況。

   頻婆娑羅王的皈依 

佛陀從他大智覺海中流露出的法語，是

他認識自己，認識宇宙的真實之言，頻婆

娑羅王聽到這裡還不能完全了解，他以帶

著驚奇的口吻請問佛陀道：

「哎唷！佛陀！你說沒有我，那麼果報

是哪一個來受呢？ （待續）

黃昏時刻，我正在一家幼稚園演講，家

長帶著孩子們聚集在校內的操場，煞是熱

鬧。

當我問起：「最近惹爸媽不高興的小朋

友，請站到前面來。」這時，跑來一對可

愛的小兄弟，一個約五歲，一個約三歲，

哥哥指著頭頂說：「媽媽說，不乖乖睡覺

，我會頭痛。」

站立一旁，眼睛咕嚕咕嚕轉的弟弟，依

樣畫葫蘆地說：「我會頭痛！」

一定要早睡早起？

乍聽之下有點奇怪，我立刻請教了他們

的媽媽。

媽媽很靦腆，約莫三十多歲，她面露尷

尬地說：「看他們不好好睡，一直吵鬧，

我就講一些話嚇他們。」

「早睡早起當然是好習慣，但為什麼告

訴孩子會頭痛呢？」

「我也不知道，可能聽過有人這麼說吧

。」年輕媽媽很誠實，她大概沒想到自己

是受到「集體潛意識」的影響。

集體潛意識，按照瑞士心理學家榮格的

說法，是指人格結構最底層的無意識，也

包括了與祖先相關的遺傳痕跡。若要細分

，這類的遺傳又可分為「原生家庭」和「

原生家族」的潛意識。

此外，集體潛意識也包括非血脈相傳的

影響，涵蓋於各個民族、社群自然形成的

一些想法，深植在價值觀裡，自己不一定

清楚來源。

目前，3C產品不斷演化，國際交通便

捷，全球各地的人透過網路與運輸的大量

交流，更醞釀出許多新的集體潛意識。

   不自覺的錯誤暗示

這位年輕媽媽，就是從報章雜誌或電視

新聞等環境暗示中，形成了一項「集體潛

意識」──早睡早起身體好，如果不這樣

，可能會傷害到身體。

夜晚入睡前，若兩個兒子吵鬧不休無計

可施時，她就出言恐嚇，但兩個幼兒尚未

有足夠的覺知能力，只是把那些字句當成

遊戲。

這些話語，在懵懵懂懂的年紀裡看似無

傷大雅。但講久了，深植於潛意識，身體

、心靈接受了這樣的負面暗示，又會產生

另一番的影響。

年輕媽媽聽了我的分析後心生警惕，也

願意接受建議。我告訴兩兄弟：「你們去

盪鞦韆，但不要說『我會頭痛』，要說『

我很健康，我很好』，好嗎？」

活潑可愛的男孩們，歡喜地奔向遊樂場

，年輕媽媽也笑著說：「吳老師，我懂妳

的意思了。我要改變說法，不要給孩子錯

誤的暗示。」

「沒錯！」我讚許她能快速領悟，也讓

現場的家長們見識到，集體潛意識在親子

關係裡原來有這樣的威力。

   扭轉潛意識

集體潛意識，以社會群體共生所形成的

占大多數，例如：小孩網路遊戲玩多了會

成癮；這個時代養兒不能防老啊；成年子

女不婚不生，家長也無可奈何；或是，失

智人口愈來愈多，哪一天會不會輪到我？

然而集體潛意識並非全屬負面，例如：

尊重子女的自由意志，鼓勵他們探索自己

；或是女兒一樣是人才，需要好好栽培等

等。這些，就是正向的、積極面的，屬於

新一代的集體潛意識。

人生的選擇，有多少受到集體潛意識的

影響而不自知，等到回頭追溯時，才發現

這些念頭早已烙印在成長路上。

以我為例，十歲即喜歡閱讀世界名著，

無形中吸收了許多成功人士的思維和作風

。長大後從國中教師、報社主編轉到電視

台、企業機構，之後又到美國留學。此刻

回想起來，我因為閱讀的潛移默化，吸收

了一個集體潛意識──人需要不斷自我突

破！

我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然而那兩個小兄

弟，就需要有人從旁拉一把了。

半小時後，他們蹦蹦跳跳地跑回來，一

路念著：「我很健康，我很好！」家長們

忍不住鼓掌歡迎他們。可見只要及時調整

，一切都還來得及的。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8/9周五 大悲懺法會7：30pm

8/11周日 英文共修法會1：30pm

8/15周四 光明燈法會10：00am

8/16～18
周五～日

雲水禪心生命體驗營

8/18周日 英文共修法會1：30pm

8/21周三 大師華誕暖壽7：30pm

8/25周日 英文共修法會1：30pm

8/30周五 光明燈法會10：00am

⬆說到布施，不一定是財寶，見到別人布

施，心亦隨喜，將來所得的果報，和布施

的人相同。

李子總教我想起童年的端午節。平日不

喜吃酸的母親，在每年端午這一天總會特

意準備李子，要求全家老小務必吃它。那

年代的李子如櫻桃般大小，口感既酸且澀

；若非台灣端午「食李瘦」的習俗，我根

本不愛吃李子；即使日後聽聞進口栽植的

李子又大又甜，我還是不願朵頤。婚後定

居挪威奧斯陸，一日搭乘捷運，無意暼見

一名小女孩專注吃李子的模樣，毫無蹙眉

怕酸的享受神情，讓我嘖嘖稱奇。爾後復

燃起我對李子的食趣，完全翻轉了記憶中

酸澀的偏見，並將它列進私人「大啖當令

蔬果」的名單上。

相較於我挪威夫婿的經驗，李子則是夏

季的代表。他兒時老家附近有處果園，夏

天李子盛產，他們經常買一大箱回家；抑

或在園內摘下直接入肚。挪威的李子如雞

蛋般大，甘甜爽口，他整個暑假幾乎以李

子果腹，險些吃壞腸胃，卻樂此不疲。

我小時不愛李子，或許深受「道旁苦李

」故事的影響。《世說新語．雅量》敘述

王戎七歲時，曾與同齡的孩子出遊，忽見

道路兩旁樹上結滿李子，所有孩童爭相摘

取，唯獨王戎無動於衷。一名同伴好奇王

戎為何不摘，他回說無人問津的李子必苦

；眾人嘗後，李子果然味苦。王戎因此享

有「神童」之譽，長大後卻也因李子而成

為「摳門」的代表。《世說新語．儉嗇》

述說王戎家種的李子味道極佳，自己捨不

得吃，打算兜售牟利，卻又怕人取得他的

好李品種，於是先在每顆李子核上鑿一個

眼兒再賣出。古今中外因李子而聲名大噪

者，恐怕僅王戎此人吧。

酸甜苦李的三種反應，不啻說明了李子

品種繁多，大小有別，顏色各異，品嘗起

來自是酸甜苦味皆具。在眾多的李子種類

中有一品「桃接李」，用桃樹稼接李樹，

生長結果便是「桃接李」，果實小，於端

午節前後採收。我不禁臆測，莫非兒時端

午吃的李子就是它？

猶記去年驅車赴德，時值酷暑，與友人

於咖啡館點李子蛋糕，外加一杯蘋果蘇打

水，實為消暑良品。想起數年前於台灣盛

暑的七月天至武陵一遊，回程行經梨山，

適逢玫瑰李產季。烤個玫瑰李蛋糕，遙解

家鄉之暑氣。

食材：
玫瑰李6顆、奶油150公克、糖100公克

、蛋3顆、牛奶100 c.c.、麵粉240公克、泡

打粉2茶匙、些許糖粉

作法：

❶取一大盆放奶油、糖，打至乳白色氣泡

狀。

❷蛋一顆顆分別打入作法1攪拌，再續加

牛奶、麵粉、泡打粉拌勻。

❸取直徑24公分的糕模，盤底塗抹奶油，

將作法2的麵糊倒入模中。

❹李子洗淨切半去子，攤分在麵糊裡。

❺放進預熱的烤箱下層。以175℃烤約50

至60分鐘，烤熟即可取出放涼，食前再

撒糖粉。可以鮮奶油代替，風味更佳。

王姐退休後，和先生回鄉下養老，夫妻

倆還親自整修荒蕪的田地，享受田園生活

的喜樂。

王姐和先生是頂客族，年輕時喜歡旅遊

，足跡踏遍世界各地，沒想到退休後居然

能捲袖當起小農，著實讓人感到吃驚。不

過也因為他們的努力耕耘，假日同事常相

約到鄉間嘗野菜、聽聽蟲鳴鳥叫，過過偷

閒的日子，倒也愜意。

前陣子，王姐把菜園開放給附近幼兒園

作為校外教學的場地，夫婦倆還負責跟孩

子解說蔬菜的生長過程。看著王姐眼睛閃

著光彩、嘴角上揚的神情，想必稚子的純

真，為她增添了退休之樂。

其實剛決定回鄉下養老時，王姐還擔心

自己無法適應步調緩慢的鄉間生活；沒想

到，一到新的環境，種種菜、畫畫圖，以

及跟小小孩的互動，在在都讓她驚喜不已

。看著王姐，我思索著：其實退休不可怕

，端看如何調整心態，去迎接生命的另一

段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