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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娟瑜   圖／洪昭賢

擁有大慈悲、大智慧，
也要「敢」：敢說、敢
問、敢想、敢寫、敢學
習、敢疑惑、敢擔當、
敢提起疑情。

親子心橋

愛的料理

處世之道

養心鍋養生鍋

給人留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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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星雲大師

欺負媽媽的小孩

佛陀被給孤獨長者迎接到祇園精舍，這

裡的環境和風景優美得好比人間天上。園

中有的是奇花異木，精舍建築得又富麗堂

皇，禽鳥婉轉的鳴叫，流泉潺潺，佛陀和

弟子們就在這裡安住下來。

憍薩彌羅國的大王是波斯匿王，知道他

的太子祇陀將首都舍衛城的花園賣給須達

長者，須達長者又建築精舍供養佛陀。「

佛陀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他怎麼能感動人

民對他這樣崇敬與信仰？」波斯匿王心中

生起很大的疑惑。

有一天，波斯匿王終於帶領百官大臣，

駕臨祇園精舍來拜訪佛陀。

波斯匿王拜見佛陀的時候說道：

「聽說您是一位已經大覺大悟的佛陀，

不過我真不懂，很多的修道者，他們在深

山叢林之中長住數十寒暑，直到衰老之年

，尚且不能覺悟，您的年齡這麼輕，也不

過三十多歲吧，怎麼就能證得正覺呢？而

且您更不是婆羅門。」

佛陀慈悲而又有力地回答道：「大王！

很多人都經常蔑視年輕的人，這是一個很

不好的現象。世界上有四事不能輕視：一

是年幼的王子，二是初生的小龍，三是星

星之火，四是年輕的僧侶。因為王子雖幼

，他將來長大時可以做統治國家的主人；

小龍雖小，但他很快的就可以成為大龍，

而且大龍也隱身在小龍之中；星星之火雖

小，但可以燎原，森林、城市不都是星星

之火能燃燒的嗎？僧侶，只要心能清淨，

守護道業，抱有救度眾生的宏願與精神，

是不分貴賤，不論老幼，是誰都能得到無

上的正覺。對著覺悟的人，對著究竟的真

理之前，或輕視或惡口，獲罪是很重的，

這要懺悔才能滅除這深重之罪。」

   一席話降伏國王驕慢

過去從沒有人敢對波斯匿王直言，他是

一位性格很強很固執的大王，聽佛陀這麼

一說，他的心好像受了很強的震動，在有

特殊精神力的佛陀之前，終於降伏貢高我

慢的波斯匿王。

「佛陀！我什麼都不懂，請您指教我一

些道理！」波斯匿王慚愧似的又抱歉似的

囁嚅著說。

除了真理以外，不恐懼其他威力的佛陀

，用靜靜的威嚴懾服波斯匿王。佛陀沉默

一會，向波斯匿王說道：

「大王！你是一個國王，你應該愛民如

你的愛子一樣，不要以為做國王是來壓制

人民的，生命是平等的，沒有什麼比生命

更可尊可貴。要嚴厲地克制自己的惡念，

要以寬大對待別人。最要緊的是不要把自

己的幸福建築在他人的痛苦上。要幫助苦

難的人，要安慰煩惱的人，要救濟有病的

人，特別是站在王者的地位，不能聽信阿

諛的言詞，要知道王者是來為人民謀取幸

福，而不是要人民都來為王者服務。

做王的人，要知道愛是苦，要緊的是能

離開情欲；終日沉迷在情欲的漩渦中，只

有沉淪而不能獲救。樹林被火燒的時候，

飛鳥也不會聚集起來做巢，可是一般人生

活在情欲的火燄中並不知脫離。 （待續）

艾麗從小受到爸爸的疼愛，無論走到哪

裡，總是一把將她高高舉起，對著親朋好

友說：「這是我的公主！」

被舉得高高的她，看到的世界就是不一

樣。她看到爸爸寵愛的眼神，她看到親友

羨慕的表情，唯獨她的媽媽，常站在一邊

不以為然地說：「把她放下來，你把她寵

壞了。」

   母女關係疏離

爸爸把她放下，拍整衣裙後，回敬媽媽

：「女兒就是寶，女兒要富著養，妳懂什

麼呀？」當爸媽你一嘴、我一句時，她學

著爸爸說：「媽媽，妳不懂啦！」

逐日長大後，艾麗才注意到媽媽在家裡

的地位低落，不是被爸爸嘲笑，就是得忍

受爺爺、奶奶的「入侵」。

老人家就住在同棟樓的對門，隨時會拿

著鑰匙直接開進門來。小時候，艾麗還看

過媽媽剛洗完澡，穿著內衣走出浴室，發

現爺爺坐在客廳看電視，嚇得她躲回浴室

，趕緊叫艾麗拿運動衣褲給她。

艾麗高中時，對人際關係、心理學產生

興趣，才發覺自己和媽媽的關係，比跟爺

爺、奶奶還生疏，而她最常對媽媽說的話

就是：「哎呀，妳不懂啦！」有幾回，見

到媽媽欲言又止，默默轉身離去，她還洋

洋得意，覺得「媽媽被我打敗了」。

讀大學後，見到幾位閨蜜的母女關係情

同姐妹，可以一起逛街、看電影、出遊，

她才意識到，自己和媽媽的關係，彷彿是

隔了一層紗的陌生人。

   委曲求全的氣質才女

而當學校教育推廣兩性平權觀念時，她

也才明白，爸爸對媽媽的態度是一種「不

尊重」，不是笑媽媽「妳都讀到碩士了，

連這個都不懂？」不然就是說：「妳這一

生有賺過一毛錢嗎？」

好殘忍啊！媽媽聽到這些話全無反擊能

力，往往一聲不吭，最多嘟噥兩句：「是

你不要我出去上班。」「你到底要我怎樣

？」

大學四年級時，艾麗自認已有能力面對

爸媽之間的問題，於是，決定先從關係比

較好的爸爸著手。

「爸爸當初是怎麼認識媽媽的？」「你

有愛過媽媽嗎？」爸爸往往一臉不屑，回

說：「就是瞎子摸象呀！」

媽媽是很有才氣的現代女性，她認真地

回答了艾麗的問題。

「我和妳爸爸在讀書會認識，我分享閱

讀心得後，他就直接來找我聊天。我在中

文系念研究所，他是高職生，很喜歡文藝

。後來不知道為什麼，他對閱讀失去了興

趣，而且不喜歡我去聽演講、參加成長團

體。」

那天，母女從超市走回家的路上，艾麗

很認真地瞧著媽媽的臉龐，多麼有氣質、

有魅力的一張臉，難怪爸爸當初會被吸引

；但如今，卻被埋沒在都市一隅、被冷落

在家庭的角落。

   自卑的大男人

「妳上幼稚園後，我準備上班，但是你

爸爸說，爺爺、奶奶年紀大了，無法照顧

妳，堅持要我留在家裡。我和他吵了好幾

回，正好當時妳嚴重感冒，為了照顧妳，

我也就算了。」

艾麗好像能體會媽媽的感受，她問：「

爸爸這樣頤指氣使，妳為什麼不反抗呢？

」

「哎呀！」媽媽把提在手上的水果和青

菜交換了一下，伸了伸肩膀，幽幽地說：

「小麗，媽媽不是不想離開這個家，但是

妳還小……」

「我現在已經長大了，媽，妳要勇敢做

自己！」艾麗脫口而出，連自己也嚇了一

跳。

「媽，我拿得不多，那袋水果讓我拿吧

！」媽媽把沉重的袋子交給女兒，並說了

聲「謝謝」。

返家的路上，秋陽和暖令人感到十分舒

暢，而艾麗也明白了一件事：爸爸覺得自

己高攀了媽媽，因而以大男人的姿態來壓

抑潛意識裡的自卑；結果，這樣的相處模

式，讓小時候的她有樣學樣，成了一個欺

負媽媽的小孩。

「媽媽，不好意思，以前對妳講話不禮

貌是我不對，以後不會這樣了。」

「哦！妳長大了。」媽媽停在紅綠燈前

，笑盈盈地看著她。

祇園精舍的建立

⬆僧侶，只要心能清淨，守護道業，抱有

救度眾生的宏願與精神，是不分貴賤，不

論老幼，是誰都能得到無上的正覺。

輕風吹拂的歸途中，我仔細反芻道場法

師剛才在共修會時，提及星雲大師所寫的

〈生命的藥方〉：「好心腸一條，慈悲意

一片，道理三分，敬人十分，道德一塊，

信行要緊，老實一個，中直十成，豁達全

用，方便不拘多少？此十味藥，用包容鍋

炒，用寬心爐燉，不要焦，不要燥，去火

性三分（脾氣不要大），於整體盆中研碎

（同心協力），三思為本，鼓勵做藥丸，

每日進三服，不限時，用關愛湯服下，果

能如此，百病消除。」

心開意解地領受「養心鍋」的禪味妙膳

之餘，也不禁對婆婆滿懷感恩。因為，她

就是用如此慈悲、包容的藥引，每日以天

然食材為我們準備營養豐盛的「養生鍋」。

善解人意的婆婆常說：「顧身顧胃，暖

胃暖心。」為了守護家人的健康、凝聚家

人的向心力，同時體恤我這媳婦家事、工

作兩頭燒，毅然承擔了廚房的「自煮權」

。不理會三姑六婆「為兒女做牛馬」的揶

揄，婆婆秉持「寧可侍奉家人，也不願躺

著被家人侍奉」的覺悟與歡喜，為我們精

心料理正餐及點心。她站在烘熱的爐火旁

烹調，涔涔的汗水逐漸浸溼了衣裳，就像

是涓涓的甘露，滋潤著子孫們饑渴的身與

心。

近年來，年邁又經歷手骨折的婆婆仍然

堅持「自煮權」，不諳廚藝的我只好從旁

協助，成了婆婆的另外一雙手。還好，「

一山不容二虎，一個廚房容不下兩個女人

」的俗話，未曾應驗在我和婆婆之間。每

日清晨，我沒有二話地順從婆婆的吩咐，

舉凡食物種類的揀選、清洗蔬果、切塊刨

絲等，總能滿足其所願，讓婆婆自在地燉

煮、調味；餐後的清理我同樣不馬虎，連

醬油瓶罐等都擦得晶亮閃爍呢！

事實上，婆媳同框的廚房，盈滿我尊重

、感恩、回饋之心，不啻是養心且養生的

最佳處所。

樹活一層皮，人活一張臉，我們說話辦

事，要注意給人留面子。

宋真宗有一次大宴群臣，寇準吃飯沒留

意，鬍鬚上沾染了湯汁，參知政事（副宰

相）丁謂看見了，出於好心，就過去用衣

袖給他擦拭。孰料寇準不近人情，厲聲呵

斥：「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邪

！」一聲吆喝，鬧得宋真宗和文武百官哄

堂大笑，聲震屋瓦。丁謂羞得大臉通紅，

恨不得找條地縫鑽進去。從此，丁謂對寇

準懷恨在心。

天禧三年（1019），宋真宗得了風疾不

能臨朝，丁謂「微服夜乘犢車」，尋找到

寇準的錯誤，告了御狀。寇準當即被降職

為太常卿、知相州，貶出京城，後又遠謫

雷州。寇準因為一句話，傷了丁謂的面子

，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因平定「安史之亂」，被唐德宗稱為「

尚父」的大將軍郭子儀，從不居功自傲，

還尊重任何人的臉面。他得了病，盧杞來

探視。盧杞長得臉頰又寬又短，還有半邊

是青色，兩個朝天鼻孔，兩個小眼睛，奇

醜無比；郭子儀更知道盧杞品行奸詐，便

叫妻妾都退到後堂，由他獨自來接待，表

現出無比的客氣和尊敬。

送走盧杞，妻妾們不解，詢問原因？郭

子儀說：「你們有所不知，此人相貌醜陋

，內心陰險，你們看到他醜，萬一忍不住

笑出聲來，他一定要懷恨在心，倘若日後

掌權，我們家可就遭殃了。」果然，後來

盧杞當了宰相，對得罪過他的官員全都報

復，唯獨對郭子儀還是很尊重，甚至郭家

人犯了法，他也會想辦法來保護。

給別人留面子，別人愉快，自己也愉快

，世間相從來如此。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10/11周五 大悲懺法會 7:30pm

10/12周六
觀世音菩薩出家紀念日朝山
7:30pm

10/12~13 英文青年寺院體驗營

10/13周日
光明燈法會 10:00am
英文共修法會1:30pm

10/17周四
觀音菩薩出家紀念日─午供
11:00am 

10/19周日 寒冬送暖教育獎助活動

10/20周日
英文共修法會1:30pm
秋季追思祭典三時繫念法會
（玫瑰陵）1:30~6:00pm

10/24~27
周四~ 日

藥師法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