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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媽媽的一封信
——謹以此文獻給媽媽六十周歲生日           

文 /王光旭

媽媽，下個月將是您六十歲的生日，我有很多話想和

您說：

我來到這個世間是在三十三年前的秋天，也是我們母

子今生緣分的開始。曾經看到同事懷孕時經歷了嘔吐、劇

痛等痛苦，我不知道我是否也讓您經歷過這些痛苦，但我

能想像作為腦外科護士長的您是如何懷著我在病房中奔

走、照顧著病人，在您肚中頑劣的我一定給您帶來不少的

麻煩。對於一個母親來說分娩不僅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

程，更是在鬼門關前走了一遭。

媽媽，我一直沒有感謝您，感謝您忍受著極大的痛

苦，甚至是死亡的危險，把我帶到了這個世界。

我總是想不起來兩歲前寄住在姥姥家的日子，聽說那

時候通往村子裡的路很難走，您每個禮拜都會坐一兩個

小時的車來看我，帶著滿滿的鵪鶉蛋和奶粉來給我補身

體，八十年代您和爸爸的工資都很低，我想省出來那些錢

一定不是件容易的事。後來，我跟您和爸爸一起生活，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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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沒人照顧我您就只能帶著我去上班。小時候的我總喜歡

被人抱著，您抱著我走到單位，抱著我開會，抱著我走回

家，胳膊常常酸得都抬不起來。

再後來日子慢慢的變好，鄰居阿姨們晚上會去打麻

將或是去跳舞，您從來不去，除了繁忙的工作外，洗衣

服、打掃衛生、照顧我，佔據了您所有的業餘生活。您知道

嗎，我有一個遺傳您的毛病，早上睡得不夠常常會頭疼精

神不好。初高中早自習很早，每天早上四、五點鐘，您和

爸爸都會準備好早餐，一次、兩次、三次，好不容易把我叫

醒，坐在我旁邊，看著我吃完早飯出門後，再去補一會兒

覺。高中下了晚自習很晚，回到家都已經十點鐘了。打開

光旭與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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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門，您常常是坐在沙發上看電視等我回來，有時候電視

還在響著，您卻已經睏得睡著了。但桌上一定會有準備好

的夜宵和水果，還有我很不喜歡喝的蛋白粉。

多年後回想起來，曾經走在樓下望著家裡透出的燈

光，還有那些桌上的水果、飯菜仿佛都帶著一種溫暖，而

這種溫暖即使行走在遠方都告訴我那裡是家，那裡有媽

媽的愛。「莫將容易得，便做等閒看。」可是那個沒有長

大的孩子又怎麼會明白這個道理，怎麼會知道那些溫暖

的背後是千辛萬苦的付出。這麼多年來，我總是對您提

出這樣、那樣的要求，而您總是盡力滿足。每年過年的時

候，您都一定要給我買新衣服而自己卻總捨不得買；每次

跟您要錢買書、買複習題，您從來不皺一下眉頭。剛剛大

學畢業的我吵著要買車，哪怕爸爸不同意，您最終也遂了

我的願望。家裡最困難那年，為了能讓我在上海買房，您

和爸爸費勁全力四處借錢給我交首付，而從不欠人錢的您

有多少個夜裡輾轉反側，那些壓力您從來不跟我說一句。

媽媽，我一直沒有感謝您，感謝您一直以來對我無微

不至的照顧和百般的付出。

我從小就和您親，一直跟在您的身後。小時候的我



157

華慧期刊

總是怕鬼、怕黑，每天晚上都要您陪我睡。晚上走樓梯的

時候，我總是邊跑邊叫媽媽，鄰居阿姨經常拿這個來取

笑我，可他們不知道，對我來講，待在媽媽的身邊才意味

著安全。您不僅僅給我安全，還陪伴著我、教我成長。小

時候的我很頑劣、倔強又愛發脾氣，您總是在旁邊耐心

的勸導。父母是孩子的第一個老師，您總是告訴我，「吃

點苦是好事」，「做事不要求結果，努力去做自然有結

果」，「犯了錯誤被批評甚至被冤枉了是幫助你進步，毛

主席說的『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要像姥姥說的一

樣，說好話，做好事」，一開始我並不接受這些，甚至很

反感，但在您常年的言傳之下，更重要的是以身作則的身

教，那些教導潛移默化的影響了我，內化成我的認識，改

變著我的行為。

聽外婆說您中學要走十幾里路，每天辛苦的割羊草背

著回來餵豬，恢復高考的時候您是在豬圈旁邊，邊餵豬邊

看書的。而在我的記憶裡，小時候放學我總是背著書包

到您的病房，吃著包子做作業等您下班，伴隨著我的永遠

是您忙碌的身影。有時候回家您腰疼的厲害，我幫您捶腰

的時候，您還在看護理專業的書。有一年過年，您在值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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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我和兩個護士阿姨一起放鞭炮、吃餃子。您常常跟我

說：「護士是一個需要愛和奉獻的職業。」當時的我並不

是很理解，甚至有些委屈。您可能已經忘記，小時候我們

一家三口唯一一次在外面散步的時候，碰到一場車禍，您

和爸爸忙著救人送去醫院，留下七、八歲的我一個人默默

的走回家。小時候的我時常把您獲得的南丁格爾獎盃當作

玩具，在多年後讀到南丁格爾傳記的時候我潸然淚下，才

明白原來有些職業不僅僅是一份職業，更是一份需要為之

奮鬥、乃至奉獻的事業，而護理工作正是一份需要燃燒自

己，照亮他人的事業，如同弗洛倫斯・南丁格爾誓言：

「余謹以至誠，於上帝及會眾面前宣誓：終身純潔，忠

貞職守，盡力提高護理之標準；勿為有損之事，勿取服或

故用有害之藥；慎守病人家務及秘密，竭誠協助醫生之診

治，務謀病者之福利。謹誓。」

您不僅在工作上敬業，對人的困難也總是能幫就幫。

記得那時候農村的人來看病，總是找您幫忙。有一次我問

您為什麼，您說：「能幫人的時候，咱一定要幫。」我記得

有一位同事因為升遷了來送錢表達感謝，您和父親當場

退回，並告訴我：「別人升職是因為做得好，咱們應該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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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絕對不能收人家的錢，不該拿的錢咱們不能拿。」

媽媽，我一直沒有感謝您，感謝您這麼些年引導我做

一個敬業、善良、正直的人。

有時候想想小時候那個頑劣又倔強的我，您一定是

操碎了心。每次犯了錯，我總是不承認，喜歡和您發脾

氣，您都是默默的忍耐，等我脾氣過了或者過幾天再和我

溝通哪裡做的不對。初中三年級的時候幾個要好的夥伴約

著早上五點鐘去打籃球，我起不來，讓您叫我。您想讓我

多睡，不捨得叫我，我起來後對您大發脾氣。類似的暴躁

和頑劣不勝枚舉，而您往往是默默的忍耐，就如同《聖經》

說：「愛是恒久忍耐（Love is patient.）。」那些忍耐一定

是出於愛。

對於一些小問題您一忍再忍，但大是大非的錯誤您從

不姑息。小學四、五年級的時候，我總是偷家裡的錢，去

買玩具、請同學吃零食。後來被您發現了，從一開始嚴厲

的批評到後來爸爸的棍棒相加，我卻總是忍不住一犯再

犯。直到有一次我請一個同學坐公車上學，被您同事的

女兒看到，回家後您問我哪裡來的錢，我死活不承認是偷

的。您用燒煤的鐵鉤子狠狠的打我，把鉤子打到折了，我



160

也不肯承認。打到最後您坐在凳子上大哭：「我該怎麼辦

啊！我該怎麼樣才能讓你不成為一個小偷？」您哭著為

我上藥，我也抱著您大哭。從那以後，我慢慢的改掉了偷

錢的習慣，媽媽您知道嗎？您那天心疼的表情、悲傷的

眼淚，那種無可奈何的痛苦和絕望深深的觸動了我。媽

媽，讓我改變的不是身上的傷痛，是您棍棒下的愛。

媽媽，我一直沒有感謝你，感謝您這麼多年對我的忍

耐，教導我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那麼多年我跟在您的身後，總是有講不完的話。在我

眼中，您是完美的，對我無微不至的好，對我的愛從不打

折扣，我無比信任著您，也依賴著您。然而幼鳥總有一天

想要自己飛翔，孩子總有一天要走出家門。「愛是一顆幸福

的子彈，有多少愛就有多少傷害。」然而讓我們始料未及的

是，成長的代價竟然是如此的傷害和痛苦。愛是一顆幸福

的子彈，有了愛就會有傷害，曾經多少的親近，後來就有多

少的傷痛。在我二十七歲那年曾經親密的我們走入了冰點。

二十六歲那年，因緣際會，我開始學習佛法。從二十

年來堅定的無神論和反佛法者，到二十一歲聽聞佛法半

信半疑，再到二十六歲開始學習佛法，這中間的轉變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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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所能形容。對於我的轉變，您好像並不敏感，甚至有

些無視和默然。對於我分享給您的道理，您並沒有我想像

中的認同，哪怕是瞭解的興趣都沒有，甚至有些敷衍和排

斥。我鬱悶的是，那個鼓勵我成長、希望我成為更好的人

的媽媽為什麼不見了？每週的電話中，我總是像發現新大

陸和您談論著我學到、讓我觸動的佛法道理，而您卻總是

關心我什麼時候找一個女朋友。當時的我不禁納悶，為什

麼會這樣？

二十七歲那年，過年回家，我決定和您講十善（不殺

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綺語、不兩舌、不惡口、不

貪、不嗔、不癡），讓您也瞭解佛法不是迷信，是在理論和

行為上要幫助人如何棄惡從善，成為更好的人。讓我開心

的是，您聽得很認真，也很認同。就在好像一切都要變得

光明的時候，一場風暴已經悄聲無息的來臨。

除夕前一天，我剛好在修習「世間一切不可樂」法

門，除了引導爺爺、奶奶如何念阿彌陀佛，教嬸嬸如何念

藥師佛，其他事情我都感覺不到樂趣，當時的我並沒有意

識到沉浸在「世間一切不可樂」的我對周圍有多大的影

響。大年三十，爸爸扔了筷子，拍了桌子，大罵我走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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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走入歧途，我也針鋒相對拍了桌子，和爸爸回嘴。爸

爸要打我，您趕緊把我拉到西邊的房間，安慰說爸爸只是

擔心我，沒有惡意。我心情十分低落，很希望您應該能理

解我、支持我，就像您曾經理解我、支持我一樣。特別是我

剛剛和您講了十善啊，您知道我在學什麼啊，您知道佛法

不會讓人變壞的啊，可惜您沒有。我默默的看著春晚，心

亂如麻、倍感失落的同時，並沒有看到您眼中的愁容。

大年初一一早，我還在睡夢中，您跑來叫醒我說，不

想我學佛，怕我不工作，怕我出家。我一再的解釋，不會

的，可您完全聽不進去。後來小姑、姑父把您叫了出去，我

不知道他們說了什麼，回來您就開始哭泣。看到您哭泣，我

難過的同時，心中冰涼。為什麼您不肯聽聽我的想法？為

什麼您不能理解我追求的道路？僅僅是別人的蠱惑，您就

選擇相信他們而不是信任自己的兒子？不是您教給我努

力向上成為更好的人嗎？全家所有的親戚一個個跑進來

勸我，彷彿我正走在萬劫不復的路上，成為千夫所指的敵

人，僅僅因為我想學佛。那一刻，我感到無比的悲涼。在這

個家中，我孤立無援，曾經我的依靠、我信任的媽媽在關鍵

時候不見了，她站在我的對立面和其他人一樣反對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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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我從來沒有告訴您，那時候我在心裡流著眼淚和自己

說，如果這個家不讓我學佛，那我就離開這個家吧。

回到上海之後，和您打電話的頻率變得越來越少，我

越來越少告訴您我經歷的事情、我的改變，您也越來越少

告訴我該怎麼成長。除了簡單的詢問全家人的近況，我們

彼此小心翼翼的接近，我選擇性談著佛法的道理，您貌似

照單全收。您隱晦的透露出希望我早點結婚的意思，可一

旦收到我可能不結婚的打算，立馬從隱藏的不支持變成直

白的反對。

當感情一旦出了裂痕，人就會漸行漸遠。您對我的一

舉一動越來越敏感，而我對您的信任也越來越少。信賴一

旦退卻，懷疑便會滋生。我懷疑您在掌控我，您懷疑我走

上了邪路，我甚至惡意的懷疑您是否愛過我，您其實只是

愛自己，因為真的愛孩子不應該是這樣的。

真的愛孩子，應該是去努力去瞭解他在想什麼、他在

學什麼，而不是漠不關心。

真的愛孩子，應該是關心什麼樣的品質能讓他成為合格

的員工、合格的兒子、合格的丈夫、合格的父親，而不是催

促他進入一種毫無準備的角色、走入一段毫無認識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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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愛孩子，應該是成全、是給予，而不是把自己的意

志強加給他，把他變成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所有物。

真的愛孩子，應該是教給他如何正視這個世界，如何

正視自己的問題和痛苦，而不是告訴他一切的美好都會發

生在他的身上、一切的痛苦不會降臨在他的身上。

真的愛孩子，應該是教給他如何超越自己的問題和痛

苦，歸到本來的平靜。

真的愛孩子，應該是自己努力成為更好的人，

就如同紀伯倫在詩中所說：

〈你的孩子其實不是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其實不是你的孩子，

　　他們是生命對於自身渴望而誕生的孩子。

　　他們通過你來到這世界，

　　卻非因你而來，

　　他們在你身邊，卻並不屬於你。

　　你可以給予他們的是你的愛，

　　卻不是你的想法，

　　因為他們自己有自己的思想。

　　你可以庇護的是他們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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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卻不是他們的靈魂，

　　因為他們的靈魂屬於明天，

　　屬於你做夢也無法達到的明天。

　　你可以拼盡全力，變得像他們一樣，

　　卻不要讓他們變得和你一樣，

　　因為生命不會後退，也不在過去停留。

　　你是弓，兒女是從你那裡射出的箭。

　　弓箭手望著未來之路上的箭靶，

　　他用盡力氣將你拉開，

　　使他的箭射得又快又遠。

　　懷著快樂的心情，

　　在弓箭手的手裡彎曲吧，

　　因為他愛一路飛翔的箭，

　　也愛無比穩定的弓。

懷疑的種子一旦種下，便會長出怨恨的果實。那年的

下半年，一件小事引爆了積攢已久的情緒。一位親友要

來上海，本來說好提前幾天聯繫，結果變成了臨行前的

突然來襲。我十分惱火，和您說：「他沒有按照約定提前

通知，我很生氣。」您像往常一樣安慰了我，但是聽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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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我工作也很繁忙，請假也要時間的，收拾房間準備

難道不需要時間嗎？更何況這已經不是第一次突然襲擊

了，這是對人極其不尊重，我堅決的不會去見的。」您和

我講道理，說：「別人即使有做的不對的地方，但是我們

不能和不對的地方比，要理解。」我氣憤的說：「他道理也

不對，他也不理解我，我為何要理解他？」您說：「我們要

懂事，要體諒。」我冷笑：「您一直教育我要體諒、照顧比

我年齡小的，現在作為晚輩我還要去理解長輩？是不是您

更在意別人說您有個好兒子，更在意親友的感受和他能給

您提供的幫助，所以每次委屈的總是我？」我掛了您的電

話，心中極為悲涼。第二天晚上，您打來了電話，要我去

見他，我死活不肯。您對我曉之以情，說：「我養了你這麼

多年，你就看著我難過嗎，算我求你。」我更加的難過，我

咬著牙狠心的堅持，最後電話在不歡而散中掛斷。第三天

晚上，您打來電話，要我去見他，我仍然不肯。您生氣的

表示：「你不要忘恩負義。」我掛了電話，大哭一場，難道

過去種種的愛和關心都是假的嗎？ 

之後我們進入了冷戰期，您打過一個電話給我，我們

沒有就之前的事情再做任何的溝通。您只是語氣十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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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沉。我不禁的想：「真的在意一個人不都是報喜不報憂

嗎，您這是要表達身體和心情都處在低潮嗎？用這種方式

讓我服軟嗎？曉之以理不行就動之以情，動之以情不行

就呵斥，現在又用示弱的方式想要我道歉嗎？二十幾年

了，您還要繼續控制我嗎？」彼此問候中，我們匆匆的掛

了電話。接下來的時間，雖然很擔心您，但我硬是忍著沒

給您任何電話。中途姥姥勸我，說您心情不好，我說除非

把這個事情講清楚，您道歉，否則免談。爸爸打電話呵斥

我，我數落著他過去種種的失職，說他不配做個父親。我

們冷戰了一個月，您打來了電話，妥協了。

媽媽，後來我才明白：

在父母的眼中，那個有著獨立思想，努力在這個世界

生存著，乃至嚮往更廣闊空間的成年人，在他的父母眼裡

依然是那個在他們後面依賴著、跟隨著的孩子。而那個急

於被父母認可、渴望父母像成人一樣平等對待的孩子，毫

無章法、不知所措的穿上了盔甲、拿起了武器，笨拙的戳

開了曾經溫情脈脈的面紗，用一種撕心裂肺、兩敗俱傷甚

至不惜決裂的方式，告訴父母，他是個獨立的生命，他已

經長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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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東風壓倒西風，便是西風壓倒東風。在這場戰爭

中，到最後父母往往是妥協的那一方。而孩子只有多年後

才能意識到，這場自認為勝利的戰爭中，其實並沒有輸贏

之分，而結果卻往往是兩敗俱傷。

媽媽，從那次之後，我們恢復了以往的溝通頻率，但

是又發生了很多變化。以往總是我和您談論發生了什麼

事情，您告訴我該怎麼做，那幾年更多的是談論我的認

識，對於以前和現在發生的事，對於我、我們之間、以及您

發生的事，而您更多的是耐心的傾聽。我和您說：「人生

要不停的學習和成長，無論在什麼年紀。」您也逐漸接受

和認同這個觀點，但您偶爾會跟我感慨：「原來作媽媽那

麼多年，我過去有太多沒有做好的地方。」但是一旦涉及

到我的什麼時候結婚、要不要孩子的問題，您就好像陷入

了難以走出的死結，即使能理解這事要緣分，但是每每一

想到我不結婚，就好像會陷入說不出來的難受，甚至無法

去面對。這種困擾折磨著您，到最後，您不得不開始服用

抗抑鬱症的藥物。

我不停的要求您面對自己，希望您多念觀世音菩

薩，但那時候的我並不是很理解您的痛苦。我總是想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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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認為既然知道了自己的問題，那不就要去改正嗎，這

不是很容易的事嗎？既然您以前也在家裡供了觀世音菩

薩，平時初一、十五都會敬香、拜佛的，那念觀世音菩薩不

也是順理應當的事情嗎？我甚至經常會難以理解，人為什

麼會這麼矛盾？

明明讀書的時候父母鼓勵你不談戀愛，而讀完大學卻

恨不得立馬就會碰到好的對象結婚、生孩子。

明明自己和身邊的人婚姻都有那麼多的不幸福，甚

至沒有一對是圓滿的，為什麼父母總認為自己孩子的婚

姻會幸福？

明明世間有那麼多不幸，包括疾病、意外、殘疾乃至死亡

等等，憑什麼父母就認為這些不會發生在自己和孩子身上？

明明是唯物主義者，為什麼還會拜菩薩？如果拜菩

薩，又為什麼不去了解什麼是菩薩？了解了什麼是菩

薩，又為什麼不去向菩薩學習？

明明說相信菩薩，為什麼一到事情發生就不念菩薩

了，痛苦中也不向菩薩求助，反而總是相信自己呢？

媽媽，我想不明白這些問題，也不理解您的痛苦和難以

跨越的心結。直到遇見了我的老師大禪師張公尚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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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參加老師的禪七學習，開始逐漸了解什麼是佛

法，特別是唯識。

唯識是人生的智慧之學，唐太宗曾盛讚：「隻千古而無

對。」

它告訴我們：

人的存在究竟是什麼？

主觀和客觀世界是如何發生聯繫的？

人有善的一面、同時也有惡的一面，而且是在經驗上

可以在實際的生活中相對照的。

人可以超越自己的惡一面，歸到善的一面，這是人人

都有的能力。

隨著理論的逐漸深入， 我也自認為有不少的進步。

我曾經想在上海換更大的房子，到後來覺得有個住的

地方就挺好。

我曾經想要更好的車，到後來把車送回了老家，覺得

上下班坐公共交通也很方便。

我曾經經常扒算著自己卡裡有多少錢，到後來很久沒

關注自己的銀行卡裡有多少餘額。

我曾經很想升職、漲工資，到後來覺得老闆對我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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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工資足夠生活了。

我曾經經常對周圍的人大發脾氣、甚至惡言相向，到

後來越來越能護住口業，對人很少嗔怒。

我不殺生、只吃三淨肉、上下班念心經、常常在喜悅

中並觀想把這種喜悅希望分享給所有人……

我落實著我知道的佛法道理，當看似一切都一帆風

順，我甚至有些驕傲和洋洋得意的時候，媽媽，我從沒有

告訴您，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痛苦。

明明知道「欲為不淨、大患、污穢，出離為要」，可我

就是想要去追逐。

放開了去追逐欲望，伴隨的卻是追逐過後的失落。

明明退回來重新歸到平靜和喜樂，可是又陷入難以抑

制的躁動。

壓抑的躁動後是更猛烈的爆發，更猛烈的爆發後是陷

入混亂、難以回歸秩序的生活。

面對陷入混亂後痛苦，好不容易積攢起來力量，又努

力歸到平靜。

平靜中用盡各種方法，預防也好、警覺也好，斬斷也

好，到最後又回到痛苦的原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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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遠劫來眾生在三界六道中輪轉，何其痛苦，而這

短短的幾年又何嘗不是種輪迴？那種陷入五蘊熾盛的煎

熬，我痛苦過，懺悔過，努力過，求救過，從大哭、默默地

流淚、無奈、麻木到最後甚至已經絕望。

在那幾年中，我每年至少參加老師的禪七兩次。期間

有一次禪七，老師問我怎麼樣？我心裡想著那些煎熬，對

老師說：「不太好，在紅塵中翻滾，不知道該怎麼辦？」老

師說：「慢慢來，累生累世的業力。」那期間每一次見到

老師，老師都跟我說：「沒有事」，或者鼓勵我。我像是一

個即將溺亡的人，緊緊的抓住老師，彷彿是最後的救命稻

草。我在微信的朋友圈寫到：「在黑暗的地獄中行走，仍

然仰望著光明。」媽媽您知道嗎？人在痛苦中還有求救的

物件，有求救的力量並不可怕，可怕的是當你覺得連求救

的力量都沒有了，那種感覺真的讓人絕望。

絕望中，我想我這輩子大概完了。那一次，我參加老

師禪七，我在心裡默默的對老師說：「老師，我沒有力量

了，求您幫我。」臨行的時候，我去和老師道別，老師突

然和我說：「現在你有力量了。」我當時並沒有意識到我

有力量了，也並不知道那是一種什麼力量。在後面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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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依然面臨著同樣的問題，然而在後面跟著老師學習

的過程中，我越來越認識到：

原來並沒有人在搞我，一直是我自己在搞我自己。我

在輪迴中因為緊緊的抓著自己不放，緊緊的被自己的貪嗔

癡捆綁，不停的折磨著自己，擾亂著其他人。我這一生不

僅僅是過去生所造惡業的結果，更是我累生累世自己造作

的習氣，困住我自己，而生生世世不得解脫。

悲己所以悲人。媽媽，當我越陷入自己痛苦的同

時，就越能理解和體會您的痛苦。我今生投胎和您成為

母子，您對我的愛又豈是無緣無故？如同我所經歷的一

樣，您對我、對我婚姻的執著何嘗不是您累生累世的習

氣？我過得不容易，您又何嘗容易？您也有您的我執、法

執，您也有難以跨越的障礙。我有多痛苦，您便有多痛

苦，我有多絕望，您便有多絕望。

媽媽，我跟您說：

老師告訴我因為有「我」，便有「我想」，「我想

要」，「我想要按照自己的形式和內容活下去」，更有甚

者便有了「我想讓周圍的人按照自己的形式和內容活下

去」。我勸您的同時，我自己又何嘗不是陷入「我」，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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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陷入「我想讓您按照我的形式和內容活下去？」我一直

要您理解我、包容我，我又何嘗理解過您，包容過您？我要

您愛我，給予我，我又曾愛過什麼，給予過您什麼？

媽媽，我要向您懺悔：

我懺悔一直以來我對您的索取。我懺悔一直以來我

對您的傷害。

老師說：「當對自己無比的絕望，對一切的眾生深深同

情的時候，便可以開始修行了。」

媽媽，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痛苦，但正是這種痛苦

來臨的時候，讓我們要生起超越的力量，同樣的，想想那

些陷入同樣痛苦的人，我想無論自己是否還在痛苦中，都

要向老師學習，能夠生起幫助別人的力量和能力。

高証師兄告訴我：「只要你確定了人生的目標，記得你

的願望，那一切都會慢慢平息。」

通過學習唯識，我更加認識到：

執著是因為「愚癡」，念不起來菩薩是因為「失

念」，遮蔽自己的問題是因為「覆」，等等……唯識告訴

我們，原來我們一個人都被自己「識」的二十個大中小

隨煩惱心所所束縛，而每一個人是透過六根（眼耳鼻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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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意）和六塵（色聲香味觸法）相觸而生六識（眼耳鼻舌

身意），在這個過程中，因為我們的情執（第七識），我

們愛自己、緊緊的抓住自己不放，從而有上述的種種煩

惱，這種煩惱既來自於我們過去的造作，又因為現在的造

作而變成種子深藏在我們的阿賴耶識（第八識）裡面，在

未來因緣和合之下，再一次發生。這就是我們凡夫被識

所捆綁，輪迴不斷，不得解脫，而佛菩薩則是轉「識」成

「智」，《六祖壇經》云：「但轉其名，不轉其體。」我們每

個人都有這種力量，不和一切的染汙相應，而相應自己本

有的清淨、無事，便所謂「一念回機，便同本得」。

所以我要努力向佛菩薩學習，發願生生世世為一

切眾生服務，學習並在行為中落實六波羅蜜（佈施、持

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不再緊緊的抓住我和我的

認識，才能超越自己的存在，最後連超越也超越。

媽媽，我們兩個人的努力是我們轉變的契機。去年

年初的時候，我和您溝通了辭職去書院的想法，您除了

憂愁並沒有反對。老師慈悲，去年七月份，我來到湘潭

道南書院專修，跟著老師學禪，八月份您也被批准到臺

灣達摩書院第一次參加禪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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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去達摩書院的前兩天，我牽著您的手在臺北逛

了兩天。您喜悅的笑容中帶著掩飾不住的愁容，這我都

知道，您的抑鬱始終糾結在我是否會結婚，是否會有孩

子，我的未來何去何從這些上面。

禪七的前一天，老師召集您和幾位新道友談話，過

了一段時間我也被老師叫了進去。我不知道之前您和老

師說了什麼？我聽到老師和您說：「你擔心你兒子不結

婚，誰知道未來會怎麼樣？說不定他會有很多老婆呢。」

老師談了很多，最後和我說：「這幾天你和你媽媽要保持

距離，不然這次修行不會有成果的。」我謹記著老師的

話，禪七期間專注在自己的修行上，您也聽從了老師的建

議和我保持著距離。

在禪七頭幾天，老師幾次在課堂上叫您起來，問您的

感受。您也很坦誠的回答希望我結婚。老師說：「你的兒

子想救這個社會，而你只想著是要他結婚……你要學習

做孟子的媽媽。」您表達了您對我要做的事情有了一些了

解，老師囑咐您這幾天好好用功。

雖然您從未打過坐，那幾天一上座您一動不動，每次

念准提咒的時候您都在拼命的念，我知道您一定也想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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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痛苦。老師告訴我們：「人只有自己救自己。」自

助而後他助，佛助。在您自己救自己的時候，也一定會有

善友和菩薩們來幫助的。您後來也和我說，美秀姐和您聊

了一晚上來開導您，其他像劉貞鈴師兄、徐永生師兄、呂

晨師兄、劉林師兄等等很多我認識、不認識的道友都來幫

助您，和您分享他們的理解和感受，而這些都讓您感到鼓

舞。就像您說的一樣，來之前有種種的猜測，來之後發現

來上課的人都是有著極高素質的人。

努力一分便會有一分的收穫。短短的幾天，從愁容滿

面到滿臉的笑容，您告訴我：「我好開心，以前的時候一想

到這些，哪怕知道自己不該干涉你的生活，心裡卻忍不住

的難受。現在我就好像是心裡『咯噔』一下，有個什麼東

西打開了，那感覺沒辦法形容。」我也和您說：「媽媽，從

我有記憶以來，三十年，您經常微笑，但是我從來沒有見

到您像現在一樣發自內心的笑，那是一種從心底裡透出的

喜悅。」短短七天，判若兩人，恍若隔世。

我還記得，最後的時候，老師在課堂上問您的感受。

您站起來大聲的彙報：「老師，我要謝謝您。來之前，我

和他爸爸一直擔心他，也做了很多不好的揣測，包括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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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經過這幾天的學習，也見到這麼多高素質的道友，我

徹底的放心了。我知道他在學習什麼，在做什麼，我把他

拜託給您，我也會盡我的力量全力支持我的兒子走這一條

路。」

媽媽，我無比感謝您理解我在做什麼，並支持我，但

更讓我喜悅的是您自己也慢慢認識到自己也有解脫的力

量，並為之努力。

兩個月後，您參加了在道南書院舉行的十一禪七。

在禪七中，老師說：「不讀《華嚴》，不知道人的富貴，人

本來是富貴的。」「王光旭他媽媽……上一次你愁眉苦

臉，這一次，我看紅光滿面，高高興興的。那你為什麼這

麼一個轉變呢，你上來稍微說個兩三分鐘，為什麼現在轉

變的沒有愁眉苦臉，高高興興，為什麼呢？」

您說：「我上次來的時候，確實很愁眉，心裡有很多的

疑慮。來了以後啊，看見有這麼好的老師，有這麼好的道

友，確實我這麼想得話，我自己以前的顧慮全給拋棄啦，所

以回去以後的話，我就天天念觀世音菩薩，念阿彌陀佛。」

老師和您說：「你是一個懂事，有福氣的母親……你

慢慢的會知道，哦，你自己原來是那麼樣的富貴啊！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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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旭的母親與張老師在苗栗通霄海邊

不是名利，不是那些，是人本來有的富貴，在智慧中本來

有的富貴，在富貴中本來有的智慧。」

在那以後我和您彼此在心中和解了。雖然您還是偶

爾會擔憂我的婚姻、我的未來，但是您也會努力調節自

己，努力念佛。我也會時常陷入自己難以面對的問題，但

是我也學著不去覆藏自己的缺點，並努力去改正它。我們

雖然還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只要我們有信心並為之

努力，就一定有克服他們的希望，更何況在這背後，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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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諸佛菩薩也始終在幫助著我們，即使我們貪玩、陷入煩

惱，忘記了他們，他們也從未放棄過我們，就如同的母親

對孩子一般。

〈大勢至念佛圓通章〉說：「譬如有人。一專為憶。一

人專忘。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見非見。二人相憶。二

憶念深。 如是乃至。從生至生。同於形影。不相乖異。十

方如來。憐念眾生。如母憶子。若子逃逝。雖憶何為。子

若憶母。如母憶時。母子歷生。不相違遠。若眾生心。憶

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佛不遠。不假方便。自

得心開。」

在去年六月禪七的最後，老師帶著大家念阿彌陀

佛，並告訴大家阿彌陀佛就是無盡的光，無盡的愛。念完

之後，暢通道友哽咽的說：「我感受到阿彌陀佛像媽媽一

樣，愛著我們，幫助著我們成長。祂就在我們的身邊，一

直伸著手等著我們，而我們卻一直不肯伸手去握緊祂。」

媽媽，在孩童無助的時候，是母親的愛讓他在黑暗中

也倍感溫暖和安全，而在我們無助的時候，是老師、是佛

菩薩的愛讓我們在穿越死亡的幽谷也能生起「無有恐怖」

的力量。世人都講母親對孩子的愛是無私的，那種十月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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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的艱辛、那種犧牲自己也要哺育子女的愛是無比偉大

的，而佛菩薩也一直在無私的給予著我們，幫助我們喚起

本有的力量，那種「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大愛又何嘗

不是媽媽的愛，又何嘗不是超越媽媽的愛？而在老師的

身上，我感受到這種愛，那是真正無私、無分別的愛。媽

媽，我希望、也相信我也能有這種愛的力量，同時也相信

您也一定有這種力量。

今年臺灣新春禪七上有一對母子參加。三十歲的兒

子從小被媽媽管得很嚴，很少得到肯定，後來因為感情受

了傷害，放棄學業，和人溝通有障礙工作也不做了，離不

開母親又常常沖她發火，大吼大叫，整個人陷入嚴重的心

理問題和精神錯亂。而她的母親在禪七中說她感謝她的

孩子，讓她在痛苦的同時，認識到正是因為自己過去沒有

給孩子肯定，一直要求他而折磨著她的孩子和她自己。但

是，很遺憾的是即使她認識到這一點，她的習氣仍然讓她

不認為或者說不肯承認自己的孩子有心理問題而習慣性的

想管教他的孩子，她的習氣更讓她難以看到她的痛苦是她

自己造成的，她仍然在折磨她自己，繼而和他的兒子相互

折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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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他們的經過，我很難過。同時，我也想到了我

們，我們能在這一世經歷了種種的分歧和磨難，最終有機

會在老師的幫助下走到了和解，甚至有機會解脫，這不能

不說是一種幸運。

媽媽，我能夠想像在過去無盡的輪迴中，我們有多少

世做過母子、父女、夫妻、朋友甚至是路人、仇人，有過

給予也伴隨著傷害，在彼此親密、疏離的關係中生生世世

糾纏在一起，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中不得解脫；我也能夠

想像在過去生中我們多少的父母、多少的兒女、多少的愛

人，他們仍然在輪迴中痛苦著、哭泣著、掙扎著、絕望著。

媽媽，當我睜開雙眼，我總是難以欺騙自己，我的身

邊、這個世界上還有千千萬萬如同那對母子一樣陷入無盡

的痛苦和折磨中，就如同我們曾經一樣。。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

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有誰敢說，子女像小草那樣微弱的孝心，如何能夠報

答得了像春暉普澤的慈母恩情。

媽媽，兒子也想報答您的恩情。

可是，在廣闊的世界中，又有多少數不盡的慈母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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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去報恩？

在無盡的輪迴中，又有多少數不盡的慈母等著我們

去報恩？

更何況，我們又該如何報答如同媽媽一般在給予我們

的諸佛菩薩？

媽媽，誰不想有美滿的家庭？誰不想過輕鬆的生活？

可是每每想起這些，我都堅定的告訴自己無論百轉千

回、千回百轉，我都一定要解脫自己，超越自己，乃至超越

一切。這一世不成，下一世，下一世不成再下一世，我相

信總有一世能夠成就。只有這樣能夠真正報答您、報答生

生世世的父母、報答一切諸佛菩薩的恩情。

媽媽，釋迦牟尼佛當年捨棄了王位，尋求解脫

生、老、病、死的方法，歷經種種磨難，在菩提樹下成道。

成道之後，他的父親、母親、兒子、親友都因此聞法，多有

解脫。不僅是佛陀，古今中外的往聖先賢都示現了如何通

過各種努力來超越自己，利益他人。他們也告訴我們，人

人都可以有這種力量。

媽媽，我們今生有緣成為母子，有幸在老師門下聞

法，我衷心的希望，我們不要辜負這段緣分、這份幸運，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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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我們能一起努力，不僅作世俗的母子，更攜手作求道路

上的母子。這是作為兒子的願望。

最後，媽媽，就像您和父親在我每一個生日的早上都

會吃一碗長壽麵，我也會在遠方吃一碗長壽麵，遙祝您生

日快樂，健康長壽，早日歸到本來的無事與平靜。

    

 兒
 光旭  敬上

尚德讀後：

我是在淚水中讀完光旭向媽媽自白的。尚德一生經

歷人世的悲歡離合，終於瞭解到：

禪是宇宙的花園，放曠宇宙必得自在。

尚德 於台灣達摩書院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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