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停！不要抱怨，不要羨慕，

不要嫉妒

我們會不時停下腳步，思考人生的

下一步該怎麼走嗎？還是總跟著「大

家」走，輿論鼓吹什麼，就跟隨什

麼？近來，社會的氣氛非常凝重，舉

凡黑心食品、金融風暴、失業、通

膨。似乎只要接觸人群，就會立即

被這些消息淹沒，讓人不免情緒低

落。但，始終低落的情緒，不但無

濟於事，還會讓人的運氣愈來愈壞；

喜神，也會因此繞路走開的。面對氣

氛不佳的大環境，何妨再往深處想一

想，有時，最壞的時代，往往也是最好

的時代；不然為何常言：危機就是轉機

呢！

經常發現，景氣愈差，算命尋求改運

的人也愈多。所謂窮算命、富燒香，不管處

於逆境，還是順境，都還是不斷外求；而這種

永不滿足的追求，真能讓人從此離苦得樂嗎？

超越逆境的心法

停！看！聽！
人生是個多元呈現的舞台，輪番

上演著各種境遇的戲碼。一個好的

演員，知道人生本就有起有落，所以

不管面對順境還是逆境，都懂得累積

人生智慧；而不好的演員，總是不斷抱

怨，又不斷羨慕與嫉妒，導致，不管面

對順境還是逆境，都無法累積人生的智

慧。如果順境的人生是無比美好，那，逆

境的人生肯定就是驚濤駭浪了；但，如果

不經歷一些風浪，又如何能深刻體會美好

呢？只要懂得超越逆境的心法，逆境，

就不只是逆境，而是幫助我們的智慧寶

庫。當遭逢逆境時，再多的焦慮與慌

亂，都無濟於事！只要讓自己先穩

住，慢慢地，就會發現，所有問

題的答案，都在自己的內心

深處。

文．圖片提供／邱麗文

▲ 逆境的意義，就在我們往後的生活，都會比現在更好。（邱進雄《雨後虹心》，
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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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在心裡建立這樣的信念，那就是：

當你表現好的時候，要肯定自己；當你表

現不好的時候，也要肯定自己。藉由始終

自我肯定的心態，我們就能真正擁有自

信，也比較能發現自己的優勢。世界，永

遠都是多元樣貌並存的，如果眼前的環境

與自己格格不入，就不是我們的歸屬。懂

得在人生碰壁時轉彎的人，才有機會發現

真正適合發揮的場域。

幸福是什麼？沒有標準的答案。不管

我們深信的幸福是什麼，都是需要被尊重

的，幸福的藍圖，由各自的心境所描繪，

沒有人可以替你回答。多年來，我書寫過

近百位名人的生命故事，這些故事的背

後，有的經歷過痛苦的童年、有的長年為

某些條件自卑、有的經歷了破產、失親、

疾病、婚變、背叛等等；總之，沒有人是

一路順遂的。對此，我深深體悟到，真正

的成功不會偶然造就，而是必須歷經不斷

與苦難共舞的漫漫長路，才能踏穩邁向成

功的基石。所有夢想實現的成功人士，都

不斷強調著樂觀的重要；對他們來說，人

生愈是痛苦，愈要樂觀看待；否則，不用

等環境來傷害自己，就先陣亡了。

有沒有想過，成為世界最高樓的命

運，就是成為各界超越的目標。置身在世

界的頂端，如果不懂順境逆境會自然循環

的道理，那麼，順境往往會遭來極大的傷

嫉妒呢？不管是羨慕還是嫉妒，出發點都

是基於比較心，而總愛羨慕或嫉妒的人，

是很難感到幸福的。旁人的，總是比自己

好，這樣的自損與自貶，就算坐擁滿滿的

幸福，也是渾然不覺的。

看！透過閱讀與思考，

重新認識自己

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強調一個理想

的國家必須由哲學家治理；古希臘哲學家

伊比鳩魯，強調為了追求精神快樂與靈魂

平安，應學習自然學。歷史上非常多優秀

的哲人，都不斷鼓吹著讓人生更好的生活

模式，而成為人類思想的領導者，他們的

學說，也因為深植人心而流傳數千年，卻

不一定適用於普遍貪婪的歷代政治環境。

在成王敗寇的心態下，這些充滿智慧的思

想也愈來愈不受重視。普世價值是強調現

實利益，以及一味洗腦的狂信思想，導

致，世界充滿了被野心家操控的民眾，大

家不追求智慧，只跟隨輿論的浪潮起舞，

並心懷各種滿足私慾的慾望。這，自然會

與優秀哲學家們的理想國度樣貌，漸行漸

遠了。

有些人，始終無法贏得同儕的認同，

也無法累積足夠的成就感，時日久了，就

會自覺不如人；其實，這些人不是不好，

只是挑錯了領域。不管際遇是好是壞，都

高；而抱怨，則會讓我們不斷陷入負面的

情緒中，覺得一切的錯，都是別人，因此

而缺乏反省力。《不抱怨的世界》將思想

化為行動，隨書提供了紫色手環，讓人們

透過佩戴手環的提醒，逐漸養成不抱怨的

習慣。依循「吸引力法則」的道理，當我

們不再抱怨時，快樂與幸福也就會如影相

隨了。

世界上，沒有一種生活是絕對好或壞

的，只有自己的想法把生活看成好的或壞

的。既然如此，為何不放下無謂的羨慕與

在尋求心靈安慰之前，我們也該想想，自

己的努力夠不夠？畢竟，人生如果從不付

出，又何來收穫呢？有些人，總將心力全

放在外表上，卻忽略了也該為心靈化妝；

時日久了，外表隨著自然法則而失色，又

沒有心靈的美來彌補，人就真正醜了。而

成功，如果單靠風水擺陣，而不必經由努

力達成，自然也不可能長久；只有循序漸

進的累積實力，才可能造成開枝散葉的成

功規模，並獲得踏實的滿足感。

憤怒像皮球，拍得愈用力，反彈得愈

▲ 找不到出路的求職者，不妨找個輕鬆的角落歇歇。讓好心情來幫助自己更順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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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一直焦慮著生活的困頓，並到

處尋找更多的生財契機，而這些人，其實

並沒有這麼窮，至少，與我認知的貧窮，

還有一大段落差。以馬內利修女的人生，

經常擺盪在富裕與貧窮的兩極，引發她書

寫《貧窮的富裕》，書中描述：「當我們

認清何謂真正的貧瘠與富有時，內心深處

將出現一種深厚安詳的和諧，在財富的貧

窮中，發現生命的富裕。」有時，天天活

在豐足與熱鬧中，反而讓心變得沈重；有

動，而因此有了實現的可能。

詠給明就仁波切，被稱為「世界上最

快樂的人」。這位曾經罹患恐慌症的仁波

切，透過精進的禪修，獲得了心的平穩，

擺脫了恐慌症，還找到源源不絕的快樂，

並將快樂的果實分享給更多人。自己也經

歷過禪修，深深認同仁波切的說法，卻又

經常感到納悶，台灣到處都是佛教徒，為

何沒有到處都看見快樂的人？聖嚴法師曾

表示：「佛教看似興盛，但正信學佛人卻

很少。」也就是說，多數人接觸佛教，都

是為了求發財、想改運，而不是學習佛陀

的生活智慧。

住在海邊，我天天看著瞬息萬變的

景觀，深感無常的恆常。景觀，從不會永

遠陽光燦爛，有時，細細咀嚼一片深藍淺

藍的黯淡，也能體會到苦澀中的美感。畢

竟，人生沒有經歷苦澀，又怎會珍惜燦爛

的美好？面對眼前雜亂無章的前景，不是

沒有機會，只是我們沒有用心去想，自

己是誰？該做什麼？學習禪修，可以讓人

心胸開闊，心思專注且充滿慈悲心，就

算人生遭遇了挫折，也多半能坦然面對。

如今，全球的景氣持續衰退，負面消息連

連衝擊著生活，何不試著也去接觸禪修，

讓自己有機會也成為「世界上最快樂的

人」。

岸，受到海中仙子娜芙守護並心息相通、

共存共榮；後來人類受到引誘而遠離水

邊，就再也無法感應到娜芙的守護力量

了。片中的絲朵莉，從一棟公寓所附設的

游泳池上岸，目的為了傳遞訊息給特定的

人，而被選定的人，只要與絲朵莉對望，

就會在心口產生微微的刺痛感，隨後就會

覺醒，人生也將開始有意義。

當公寓管理員相信絲朵莉的說法後，

除了要幫她找尋符合特質的人，還要保護

她避免受到黑暗勢力的阻撓與攻擊。於

是，一棟住滿失意人的中途公寓，竟因絲

朵莉的造訪而忙碌起來，並產生了難以想

像的微妙變化。歷經連串的訊息解讀錯

誤，公寓裡的每個人，都無意間發揮了本

來不熟悉的潛質，他們不但幫助了絲朵

莉，也各自解決了自己的問題，甚至找到

全新的人生方向。電影讓我體會到，當你

覺得已有力量讓自己更好，就不會再浪費

時間憤怒與虛度了，夢想，也因為開始行

害。只有經歷過逆境，並獲得其中的智

慧，才能自信站上自己人生的屋頂，真實

擁抱夢想成真的幸福。而這樣充滿微笑與

自信的示範，一定會吸引人們起而效尤

的。

生活中，如果遇上了難解的困難，不

妨先等待一段時日，或許放下一切到處走

走，或許找個輕鬆的角落歇歇，等心情沈

澱了之後，再面對；往往，屆時因應的智

慧也將萌生。讓好心情來幫助自己更順利

吧！

聽！內觀自己的心，

真正想要做什麼

人生的選擇，如果都是為了逃避，

那麼，不管身處何處，前途都是茫茫無措

的。人生不怕選擇錯誤，只怕放棄選擇；

而始終放棄的人生，也將失去意義與價

值。電影《水中的女人》，緣起於一個床

邊故事：人類遠古的先祖，世代居住在水

▲ 面對眼前雜亂無章的前景，不是沒有
機會，只是我們沒有用心去想，自己

是誰？該做什麼？

▲ 自然的景觀，也不會永遠陽光燦爛。而，細細咀嚼一片深
藍淺藍的黯淡，有時，也會散發出苦澀的美感。人生沒有

經歷苦澀，又怎會珍惜燦爛的美好！90 源自初心 91源自初心



讓冰緹慢慢感受到，同樣是做苦工，叔伯

們的自私自利與祖母的無私付出，感受竟

如此的不同。在祖母身邊，再累再苦都覺

得快樂，而過往的自私與自戀，也在經歷

許多苦難後而消失無蹤了。人生，走到了

一無所有的時刻，冰緹才發現，自己竟是

如此富有。過往，我曾隨醫療團到愛滋肆

虐的國家，看著滿街都是哀傷的眼神，才

體會到自己所謂的哀傷，很多成份都是顧

影自憐的情緒罷了！因為真正的苦難，其

實是會讓人更堅強的。

愈是聰明的人，往往愈難被教導。

但是，台灣的教育不重視啟發，導致一些

知，念憶的叔叔得了愛滋病，並聽信與處

女睡覺就能痊癒的說法，強暴了念憶，還

生下了愛滋寶寶。從此，她就開始善待念

憶，進而成為好友。有回，冰緹難過地對

念憶說：「妳不懂曾經擁有非常美好的

東西，而後失去，是怎樣的感覺」。念憶

回應：「既然它如此美好，而妳也擁有

過了，這不是很值得高興嗎？」念憶的苦

難歷程，給了她超齡的智慧，讓她總是沈

穩而安定，也總能及時安撫冰緹的焦慮情

緒。

祖母常說，「有時候，做些好事會讓

妳感覺還活著。」祖母始終慈愛的態度，

累。

在非洲的馬拉威，有三成人口是HIV

（人類免疫缺陷病毒，即愛滋病毒）陽

性。一間名叫「天堂小店」的棺木行，每

天總有忙不完的生意；這代表著，死亡在

這裡，不是件罕見的事。小說《天堂小

店》裡的冰緹，父親就是棺木行的老闆，

她在父親的呵護與栽培中成長，不但就讀

貴族學校，課餘還擔任地方廣播劇的主

角，優越感讓她顯得自戀又自私。某一

天，父親突然因愛滋病過世，加上母親早

已亡故，所以就當地的法律規定，冰緹與

未成年的兄姐都要交付親戚們照管。

由於叔叔伯伯都是貪婪的人，他們

沒收了財產，不讓冰緹與兄姐們唸書，還

用無止境的工作來虐待他們。與兄姐離散

的日子，冰緹的境遇，彷彿從雲端掉到地

獄，不願安於現狀的她，決定不顧一切逃

亡，終於來到祖母所在的村落。冰緹本

想，生活可以回歸原貌了，卻發現，祖母

的家中，竟住滿了大大小小的孤兒，讓她

幾乎無處容身。小說的重點，就在冰緹心

性轉變的歷程，來到祖母的家，祖母仍用

無比的慈愛來關心她，卻不讓她有任何特

權，她必須將一切都與孤兒們分享，並幫

忙照顧幼小的孩子。

剛開始，冰緹是滿心的不情願，也

處處與年齡相近的念憶嘔氣；後來，她得

時，心甘情願過著匱乏生活，反而讓靈魂

得以解放，變得輕盈且喜悅。此時，所謂

的貧窮或富裕，就不只是字面上的意義

了。持續的分享與關懷，心靈就會愈來愈

充實滿足，因為靈魂的點點空虛，都被

一一填補了。

人生際遇的好壞，

只在思考的角度而已 

只要願意保持樂觀，逆境就不是逆

境，而是超越的契機。真正的逆境，不在

無邊的環境，而在自己的心。只要我們學

會超越逆境的心法，往後的人生，自然都

會樂觀面對。人生的各種選擇，只要是自

己真心想要的，都不容易感覺到壓力與疲

▲ 人生的各種選擇，只要是自己真心想
要的，都會充滿喜悅與快樂。

▲ 真正的逆境，不在無邊的環境，而在自己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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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動輒得咎的火爆脾氣，都是太用力的

反作用力；直到他理解了這些，歌聲才開

始溫暖人心，多年未竟的音樂夢，也在無

數的掌聲中實現了。

當大街小巷都熱燒著「海角七號」

時，我們有沒有試著內觀自己，是否也因

為太用力而始終生氣呢？那，就試著在電

影散場後，也幫自己找回內在的溫柔吧！

當全球景氣低迷，何不順勢放慢追逐金錢

的腳步，給自己一個身心放鬆的假期。相

信，只要生活變得更簡單，煩惱也會跟著

變少，快樂也會跟著變多，久了，就不難

發現，富足，不只是有錢而已。

經常休耕的田地，才能保持收穫的

質量。生活，也該如此，需要不斷為自己

規劃或長或短的假期，或旅行，或學習新

的技能再出發，或就是休息。相信，只有

不斷休耕的人生，才能常保喜樂與健康。

面對困境，生氣是無濟於事的，何不順勢

放鬆，也許更美好的生活，就等在生命轉

彎的所在。氣候，春夏秋冬循環不息；景

氣，也是一樣的循環不息。一個有智慧的

人，必是懂得在榮景時展現所學，在低點

時休耕養息，這樣的生活哲學，自然是超

越逆境的。讓自己廣泛閱讀與思考，讓自

己樂觀生活，讓自己慈悲喜捨，如果已經

開始這樣過日子了，明天的你，一定比昨

天更美。

的。如果願意試著咀嚼苦澀生活中的美

感，對人生的悟，自然也會更多。人生際

遇的好壞，只在思考的角度而已。

幫自己找回內在的溫柔吧！

好幾次，看到胡德夫用粗大的厚實

雙手彈琴，就感到一種生命的韌性在琴鍵

上流動！厚實的手，經歷了多少磨難？而

透過音樂，我們只感受到喜悅的分享。當

我們快樂時，總覺得時光太匆匆！如果我

們願意學習，欣然面對每一段為了織就美

好的漫漫艱辛，相信，這些苦難的經歷，

也會匆匆走過的。所以，對有智慧的人來

說，快樂與痛苦，都是一樣匆匆！

《海角七號》的亮麗票房，就像不景

氣中的一道彩虹，給許多失意的遊子無限

溫暖。夢想，一定在遠方嗎？也許，回到

故鄉，擁抱熟悉的人際雜音與感受海風溫

柔的吹拂，更是一種幸福。電影中的小人

物，也正反映著廣大市井小民的心聲，觀

眾各自從別人的故事中，流下自己的淚。

電影尾聲，來自日本的歌手中孝介在海邊

彩排，彈鋼琴的姿態，自信又自在，溫柔

的歌聲，給人暖暖的感受；在一旁的阿

嘉，聽著聽著，突然有感而發地說：「我

覺得，自己一直太用力了！」這句話，也

是我在經歷禪修後的體會。一直太用力的

阿嘉，在台北摔碎了吉他，一路飛車回恆

聰明的孩子都表現得不如預

期。此時，如果家長又忽略

對孩子的心性磨練，甚至只

用主觀的想法來壓迫孩子，

往往，就會造成孩子的心靈

創傷，甚至誤入歧途。對孩

子心性的磨練，不是責罵與

體罰，而是幫孩子找到一種

了解自己的方法。在這個聲

光刺激來源氾濫的大環境，

只有真正了解自己的人，才

不會迷失在論點總是萬箭齊

發的社會；而當我們愈早學

會認識自己，就愈早走出摸

索人生方向的迷宮，也更容

易累積成就。

生命中所經歷的每個

階段，不管時間是長？還是

短？都會成為過去。當人生

超載時，唯有放下，才是最

好的選擇。在遇到問題時，

除了面對它，接受它，還要

放下它；放下後內心會更滿

足踏實，放下後再提起，能

夠提起的會更多，也更懂得

珍惜。當人生走到了匱乏

的處境，也正代表著，接下

來的日子，都會比現在更好

▲ 只要懂得，人生際遇的好壞，只在思考的角度而
已。歡笑，就會是生活中的常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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