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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心仁術

醫者父母心
文／劉愛玲

文／吳姵瑩

只要有心，無處不是我

們學習的環境。

因此，社會就是我們的

學校，學與不學，端視

有心無心耳！

一個屋簷下

世界行旅

人生行路

 Bonjour! 法國

善待雙腳的人生

文／高毓霞

文／Maple Day

釋迦牟尼佛傳

文／星雲大師

家有成年小孩

現在佛陀並非是一個人獨自歸來，他是

帶領著很多的弟子，他們的穿著雖不美觀

，但整肅的威儀，安詳的舉止，使見到的

人不知不覺地流下眼淚，並且合掌作禮。

佛陀進入祖國的國界，並沒有急忙地趕

回宮殿，他帶領弟子進入迦毗羅衛城外的

尼拘陀樹林，先停在那兒休息一會以後，

再帶領弟子進入迦毗羅衛城中托缽乞食。

國中的人，見到很多乞食的沙門，師父就

是昔日的太子悉達多，大家都很驚奇，有

的前來致最恭敬的頂禮，有的奉送最美好

的供養。佛陀是不分貧富貴賤，在每一家

門前，都站立一會。想供養的人以及不想

供養的人，想求教的人以及不想求教的人

，佛陀都很歡喜微笑地向他們招呼。那莊

嚴的步伐，那慈悲的儀表，實在太令人感

動！即使對佛陀離國出家的行為有所誤解

而不信仰的人，見到佛陀也都生起恭敬佩

服之心。佛陀的風度，就這樣很快的被傳

聞開去，傳聞到淨飯大王的耳中，淨飯大

王驚奇太子的歸來怎麼不先來向他問安，

他趕快帶領百官大臣前來迎接。

在路上，佛陀和淨飯大王兩個行列相逢

，一邊是淨飯大王的行列，極其尊貴華美

；一邊是佛陀的行列，雖然整齊靜肅，但

不奢華美觀。

兩邊行列相逢的時候，淨飯大王慌忙地

下車，很歡喜地來見佛陀，淨飯大王想用

手來擁抱他的太子，他也以為太子一定會

投進他的懷抱，但昔日的太子，今日的佛

陀威嚴不動如山，淨飯大王感到非常失望

，因此說道：

「悉達多！你是我的太子，但現在究竟

怎樣稱呼你，我也不知道。我真不了解，

你回國後，為什麼不趕快地回宮呢？你為

什麼要使我焦急的在等待？你帶領很多的

人，到宮中來吃飯，你也知道，這是不會

成問題，可是，你好似故意和我為難，領

著這麼多的人在大街小巷乞食，你說，這

種生活怎不失去我釋迦種族的光榮？怎不

增加我釋迦種族的恥辱？」

佛陀的慈容，靜得如止水一般，很溫和

恭敬地說道：「父王！我已不是昔日的悉

達多，請您不要再呼我的名字，請您依照

我們先祖的規矩稱呼我吧。」

「不要喊你悉達多，照先祖的規矩是怎

麼稱呼呢？你的先祖總沒有在大街小巷乞

食呀！」淨飯大王還是沒有懂得佛陀的意

思。

「我說的先祖是我們出家的先祖，不是

在家的先祖，我的先祖是過去的諸佛，我

現在是證得佛果的人，您喊我佛陀好了。」

「你現在是證果的佛陀，你也不准我再

喊你的名字，你離開我一別就是十多年，

我對你的懷念，我為你的煩心，千言萬語

這時候都是訴說不能窮盡。你和我分別得

這麼長久，相見的時候一點感情都沒有，

使我怎不悲傷？如同有人口中早就乾渴，

忽然遠遠看見路邊有一清涼的泉水，及至

奔馳到那兒要飲的時候，那個泉水忽然枯

乾，怎不叫人失望呢？

現在我也不必向你敘述那麼多，你雖已

遂了久遠的願望，具足一切的德慧，總之

，你是我的太子，你應該繼承我的王位，

統領全國的人民！」 （待續）

「我妹妹在家裡就是個公主，每次都空

手回家，要走時還會把後車廂堆滿食物，

然後才心滿意足地離開。回到家裡也不會

幫忙整理，吃完飯把碗堆在水槽，端著水

果就去客廳看電視。她都不會覺得媽媽辛

苦買菜、煮晚餐，還要整理廚房，是一件

很累人的事情，一點也不懂得要幫忙分擔

！」

那天與個案工作完後，聽著他訴說對家

人的不滿，覺得妹妹都已經成年也成家了

，為什麼回到家裡卻還像個小公主，什麼

事情都要老媽做。聽他如此生氣的描述，

讓我想到了我自己。

母親剛過世時，哥哥有一段時間就想充

當媽媽的角色，想要照顧我、對我好；爸

爸也一樣，想學媽媽買好早餐等我起床，

想要送我到車站，一直目送到我的身影隱

沒在人群中。因此我知道，當我們習慣於

家人照顧，也習慣了「妹妹」或「女兒」

這個角色時，即使我們已經成年，但在面

對家人時，還是會有許多不成熟又不負責

任的行為，因為，我們已經太習慣有人在

身邊打理一切大小事。

還記得，自己有一陣子經濟非常困窘，

每當感覺將瀕臨破產時，我就會想到哥哥

；因為我知道，只要我開口，就算自己手

頭也很緊，他還是會想辦法幫我。可是，

這些年學了心理學之後，我告訴自己：難

道我要繼續當家裡那個長不大的屁孩嗎？

我什麼時候才要對自己的財務負責呢？於

是，我從那個習慣對家裡伸手的小公主，

逼著自己開始獨立與承擔，練習當一個成

熟的大人。

雖然，只要屁孩願意開始覺醒與負責，

就能感受到獨立與自主所帶來的自由感；

但困難之處在於，有些人會在家裡繼續當

屁孩，是因為感受到家人希望他依然是個

孩子，那個：

．不分擔任何家事的孩子。

．習慣他人服侍、打點、張羅的孩子。

．經常出點亂子，讓家人疲於奔命的孩

子。

．講話總是嗆嗆的又自我中心的孩子。

所以，當家中出現屁孩，通常不只是屁

孩本身的問題，而是家中也有人需要屁孩

這個角色的存在，以滿足自身的情感需求

或價值感──這其實也是家庭界限混亂的

情形。孩子無法根據時序而成家立業，父

母無法根據時序而安養天年，這種情況，

向來就不是一個人所能造成的。

親愛的，如果你家也有屁孩，請退出來

一點看看整個家庭。如果你也是家中的一

份子，那你可能也共同造成了目前的局勢

；但別忘了，你永遠有機會看懂你的角色

、鬆動你的位置。

而當家開始動起來，屁孩也就跟著長大

了。

（本文摘自遠流出版《不願放手的父母

，過度涉入的你：脫離原生家庭糾結關係

、重新定義自己，不再當「成年小孩」》）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11/8周五 大悲懺法會（7：30 pm）

11/9～12/15
國際佛光緣小藝術家「幸福
樂」兒童巡迴展

11/10周日 英文共修法會（1：30pm）

11/11周一 光明燈法會（10：00 am）

11/16周六
《我不是「呷教」的和尚》
主題論壇（1:30pm）

11/17周日
佛光合唱團年度公演
（2:00pm）

11/23周六
國際佛光會洛杉磯協會
會員代表大會（2:00pm） 

歸城施法雨

佛陀進入祖國的國界，並沒有急忙地趕

回宮殿，他帶領弟子進入迦毗羅衛城外的

尼拘陀樹林，先停在那兒休息一會以後，

再帶領弟子進入迦毗羅衛城中托鉢乞食。

「我花了四萬美金買鞋子，卻沒地方可

住，看來等我變成老女人，就只能住在自

己的鞋子裡！」影集《慾望城市》的凱莉

，愛鞋勝過一切。

仔細想想，每天的生活，不在床上的時

間，都有鞋相伴，一個人對鞋子的偏愛與

選擇，的確某種程度呈現當時其生活的狀

態與理念。

不禁想起那位一年四季只穿拖鞋的主管

。拖鞋很有型，並不平凡，主管更有一股

別於常人的不羈與瀟灑，以及品味；我還

認識一位連爬山都堅持要穿高跟鞋的女子

，她的金句：「穿平底鞋我不會走路。」

至於我，曾犯過「鞋子太漂亮，不合腳

也要買，穿一次就束之高閣」的矛盾；特

別鍾愛夾腳鞋，兩公分高度的跟，還一定

要在腳趾擦上指甲油，否則就像裸體沒安

全感，幾度臨出門前，還在慢條斯理塗指

甲油，朋友嘲笑會遲到都是指甲油的錯。

直到我收到幾張來自史瓦濟蘭的照片，

那是我助養的第一個小男孩，他總是穿同

一雙破洞球鞋，露出卡著泥巴趾頭的畫面

，尤其在我塗腳指甲油時，浮現縈繞……

後來我送他一份耶誕禮金，拍來的照片，

他買了米、衣服，以及穿在腳上還可塞入

三根手指的新球鞋，手再拎一雙大皮鞋，

臉上有羞赧也有開心的微笑。震動，也潛

移默化了我。

儘管我依舊在意鞋子的造型，儘管腳型

沒變，穿上曾經喜歡的夾腳涼跟，竟然步

履蹣跚；不知不覺，淡然了欲望，歛藏腳

趾，幾雙按照場合可以替換的鞋，足矣；

再喜歡的鞋子，不合腳就別勉強，否則只

會傷了自己──懂得善待雙腳，意味也善

待自己的人生。

人生行路，走來不容易，更需要一雙能

夠庇護自己的鞋，好讓雙腳舒遊其間而能

夠施其力。

「別人看到的是鞋，自己感受到的是腳

，切莫貪圖了鞋的華貴，而委屈了自己的

腳。」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寫的這段，

真該給凱莉看看的。

年前整理衣物時，翻出了一件藍白針織

衫，想起去年冬天我在法國換宿時總是穿

著。

應該鮮少人和我一樣，第一次到法國旅

遊，竟不是去著名的巴黎看鐵塔或里昂吃

美食，而是到遊客幾乎不會佇足，地處偏

僻的東法小鎮Bonneville（博訥維爾）。

法國友人在當地買下了一棟古屋，打算

經營民宿，得知我正處轉職期，便邀請我

去幫他打工換取食宿，假日時還可以帶我

一同去滑雪。多麼難得的機會啊！我便二

話不說的答應了。

飛越了半個地球，來到這個人們稱之為

浪漫的國度。一下機，那溫柔帶點喉音的

法語便此起彼落的入耳。而我隨即又搭了

六個小時的火車再轉巴士，一路從繁忙的

巴黎駛入人煙稀少的綠野鄉村。

那裡的天空特別藍、樹特別高、山特別

壯闊，每日放工後，便和友人沖杯熱咖啡

，配上黑巧克力，一起在火爐邊生火取暖

，然後倚著雪山、看日落、賞繁星，腳邊

還有隻可愛小貓在呼嚕呼嚕，讓人忘卻煩

憂、享受生命的美好！我就這樣體驗了一

個月法國人的愜意日常。

歸國前，還是不免俗的去參觀了羅浮宮

、香榭麗舍大道、凱旋門等必遊之地，將

自己浸淫在歷史和文化之中。但現在回想

起來，仍然覺得那清幽的小鎮才是我心目

中法國的樣子，亦是讓我不虛此行的所在

啊！

 Bonjour! 法國

住家附近有位骨科醫師，待人親切和善

，講話直言不諱，看診前也會與病患閒話

家常。我公婆皆為蕭醫師的老病號，雖已

仙逝多年，他仍常提及公婆昔日看診的往

事，甚至還記得公婆的出生地。

調皮好動的兒子念小學前從不曾好好走

路，不是蹦蹦跳跳就是跌跌撞撞，只要一

有任何閃失，我總是立馬跑去向蕭醫師求

救。有時碰面，他還不忘關心地詢問：「

如今你兒子大了，應該會乖點了吧？以前

真是調皮啊，好奇寶寶一個。成績怎樣啊

？考上哪一間高中？」

有位姐妹因為工作必須搬運重物，造成

椎間盤突出，做了很長時間的復健仍不見

起色。蕭醫師曾建議她辭去工作或請長假

休養一段時間，但朋友很依賴這份收入，

遲遲未付諸行動，蕭醫師於是直言不諱地

說：「你遠嫁來台無法就近奉養父母，至

少要將自己的身體顧好，以免父母為你操

心，也算是盡一分孝心呀！」

有位老鄰居，因怕痛想放棄復健，蕭醫

師語重心長地勸導他：「你要忍痛復健才

會好得快，不然生活不能自理就得請看護

。如果將請看護的錢用來栽培孫子，孫子

成材，你也高興啊！」鄰居心服口服，從

此乖乖復健。

某次在小吃店用餐時巧遇蕭醫師，我原

想請客，孰料他卻早早買好單，還幫我多

加了一盤菜，離開時更不忘提醒我：「看

你弱不禁風的，颱風一來就會把你吹走了

！要吃胖一點才有體力。」

我也調侃仙風道骨的他：「醫師你也要

加油，讓我們的健康多一分保障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