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8 源自初心 89源自初心

 閱讀世界、閱讀自己

一切盡付笑談中
書本，就像通往世界各地的隨意門，可以任我們的想像力飛馳，更可透過各

種人性樣貌的描繪，讓我們逐漸認識、了解自己。試著打開自己這本書吧！

文‧圖片提供／邱麗文

▲ 學問，來自累積；這過程，沒有捷徑，也不需要捷徑，因為過程比結果更有意義。 

提到心靈成長，總不會錯過「認識

自己」的老生常談。只要我們認識自己，

就能選擇最適合的人生目標，也比較有機

會實現夢想。所以說，如果我們還沒有認

識自己，卻天天夢想成為什麼、什麼，真

是浪費時間的空談啊！閱讀的層次，完全

反映了個人的思考層次。真正見多識廣的

人，往往不是到處旅行卻走馬看花的觀光

客，也不是繞著地球跑卻到處血拼的空服

員，而是常保好奇心的寬泛閱讀者。書

本，就像通往世界各地的隨意門，可以任

我們的想像力飛馳，更可透過各種人性樣

貌的描繪，讓我們逐漸認識、了解自己。

試著打開自己這本書吧！

閱讀的話題   

總是令人感到沈重

閱讀的好處無窮，只要花些許的時

間，就可以一窺作者長時間嘔心瀝血的成

果，幫助我們從無知轉而大開眼界。哲

學家培根說，「歷史使人聰明，詩歌使人

有想像力，數學使人精確，自然哲學使人

深刻，倫理學使人莊重，邏輯學使人善

辯。」如果我們不斷閱讀與學習，還可能

缺乏競爭力嗎？這位始終強調「知識就是

力量」的哲人，為閱讀提出了可觸可及的

願景。

我們也許能夠一夜致富，卻不可能

在一夜之間成為學識豐富的人。學問，來

自累積；這過程，沒有捷徑，也不需要捷

徑，因為過程比結果更有意義。閱讀不只

是「看」而已，還要理解、還要思索，甚

至，為我們帶來啟示。當我們閱讀的能力

愈來愈精進，理解力與領悟力也會愈來愈

好。

據說，中古世紀的歐洲之所以如此

晦暗，並非文字的滅絕，而是大家不再閱

讀；因此，統治者可以隨心所欲地進行

思想控制。獨裁者厭惡書，厭惡書中的智

慧，厭惡書中的造反思想；而這厭惡，其

實更是恐懼。愈是自由開放的民主國家，

閱讀的風氣也愈高；因為，當人們擁有了

見識之後，就比較不易被政客愚弄了。

我們不管學習任何一種語言，甚至

自己的母語，都要經歷循序漸進的歷程。

閱讀，也必須經歷不斷進階的歷程，才能

夠逐漸體會不同層次的思考角度，讓自己

看得更深更豐富而擁有自己的獨特見解。

古云：「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

屋」，似乎給十年寒窗苦讀的考生們，一

些對未來的期待與憧憬，但，如要追尋更

高的閱讀境界，就不止於豪宅美眷那麼表

面了。

任何開卷有益的論述，從小到大已

經聽太多了；甚至，還會深感被嘮叨的不

耐與厭煩。也許長年受到填鴨式教學的

壓迫，讓我們對閱讀已感到反胃至極，導

致，任何關於閱讀的話題，總是令人感到

沈重。這，實在是可惜了。

置身無涯的書海  

容易迷失方向

如果有人引導，閱讀自然比較容易進

階，卻也可能喪失與眾不同的思考力；如

果自己摸索，往往很容易迷失方向，或是

摸不著頭緒，導致原地盤旋許久，卻也可

能成就一段獨特的心路旅程。

成長在吵雜的商圈，父母總是忙碌

著，讓我的童年格外孤寂。上學之後，就

開始迷上圖書室裡的故事書。這是我與閱

讀的初戀，隨時都神遊在書中的世界，讓

我不再那麼孤寂。但是，大人們卻不樂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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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人引導，閱讀自然比較容易
進階，卻也可能喪失與眾不同的思

考力。

 填鴨式的教學，讓我們對任何關於閱讀的話題，都感到沈重與厭煩。

▲

我們沈迷「課外書」，因為考試不會考。

而愈禁忌就愈令人渴望，只要一有機會，

總會偷偷地閱讀故事書；這歷程，也讓深

受聯考壓迫的蒼白青春，變得多姿多彩。

大學時期，每每打工賺了錢，就捧

著一堆書回家。每本書，都是獨立又迷人

的世界，但卻不是每個世界都能輕易被理

解。有些書，我無法深刻體會，導致忘性

也極高。聽說，小說要說的話，總是意在

言外；我想，可能是自己的人生閱歷還不

夠，無法與書中的人物起共鳴，所以記憶

無法深心。有人說，當開始發現讀不懂的

書，就是遇到門檻了；而要跨越，沒有其

他的祕訣，就是繼續閱讀。

大學畢業後，我成為廣告文案。看到同

事們所閱讀的書，簡直多元到令人眼花撩亂的

程度，不禁感嘆，置身在無涯的書海中，究竟

何時才有智慧圓熟的一天啊！於是，我到處聽

演講，參加文藝營，深恐錯過任何可能的開悟

機會。但是，卻因此而越來越焦慮，因為，鑽

研得太廣，不懂的反而更多了！

忙碌的工作    

讓心無法專注閱讀

幾年後，我轉行成為媒體人。忙碌的採

訪，仔細記下受訪者所提及的書籍、觀點或專

有名詞，回來立即找資料，並大量閱讀相關的

書，一點一滴的累積，才讓我逐漸擺脫對自己

無知又缺乏常識的觀感。採訪書寫，是充滿時

效性的工作，必須要在極短的時間內讀完表列

的書單，還要瞬間吸收並轉化成淺顯易懂的報

導。這樣的馬不停蹄，雖然讓我懂得的事情愈

來愈多，卻也疲累至極。

投入採訪的那些年，我只顧得及閱讀與

採訪有關的書。當時，不斷超時工作的忙碌，

讓自己截稿後只想從事「不用花腦筋」的事

情，雖然還是會不時逛書店、買書，卻幾乎沒

有時間看，或是看了也忘了。那段忙碌的採訪

歲月，我幾乎沒有深刻的閱讀經驗。閱讀，如

果沒有讀進心裡，再多的翻閱，也不會有任何

影響力的；就像飲食一樣，如果失去了消

化吸收的能力，吃再多也無法提供維生的

能量。

吃飯無法吸收，那是天大地大的嚴

重；閱讀無法吸收，雖不會威脅生命，但

是長期缺乏心靈維生的能量，則會讓我們

的痛苦與壓力都不斷累積，造成情緒的隱

憂。書寫了超過百位的人物小傳，自然也

懂得只要深耕自己的專業，就能夠獲得定

位；我們不必急著懂得每一種人生，因為

所有的人生耕耘到了高階，都是相似的。

這是我十年來採訪各界人物的體會，而不

斷筆耕他們的樣貌，自己的身影卻始終模

糊。 

修行的目的    

只在了解自己而已

在一個機緣下，我開始透過內觀探索

自己、閱讀自己。慢慢體會到，內心像一

面被霧氣迷濛的玻璃，經過內觀一次次的

擦拭後，逐漸變得清晰又明亮。當我們逐

漸認識自己，一切，就此看得更清楚、更

明白。而一個知己知彼的明白人，又怎麼

可能像無頭蒼蠅到處亂闖呢？

許多靈修的思考多半都強調︰透過心

靈的眼睛才能看到真相。而真相是什麼？

往往又是見仁見智、各自表述。佛教云，

「迷時師渡，悟時自渡」；而是迷？是悟？

對於尚無能力一探虛實的求道者來說，簡直

就是天書。在迷悟之間，許多玄而又玄的偈

語，往往讓本就糾纏混亂的心思，更添變

數。導致，許多求道者的尋道之路越走越崎

嶇，甚至被困在迷宮裡再也出不來。

《閱讀的故事》有句話：「閱讀者愈受

書籍中更好世界的引誘，相對便離開眼前的

世界愈遠；愈理解存放在書籍中種種更好的

世界，相對便愈容易看清眼前世界的粗陋、

乏味和不義，甚至到達難以忍受的地步。」

而就我的立場來看，閱讀最重要的目的，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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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經浩劫，卻還能笑得如此無邪。孩子
的純然世界，往往蘊藏著智慧的寶藏！

在了解自己而已。當我們真正了解自己，

就知道該在社會上扮演怎樣的角色，又何

需在這些似是而非的辯證中虛擲光陰呢？

閱讀，會隨著自己的能力提升而看

到更多層次的道理，不管是增廣見聞，或

是修養身心，都有莫大的幫助。觀察大環

境，發現隨著傳播管道的四通八達，人們

可以輕易聽聞許多觀念與見解；但是，隨

著閱讀風氣的低迷，與社會的步調太快，

真的花時間去研究的人，比例並不高。導

致，二手傳播充滿了我們的生活。愈來愈

多人過著心口不一的日子而不自覺，因為

他們根本不夠認識自己。

張大春在《認得幾個字》中提到：

「近些年，台灣進入一個集體弱智時代。

在名嘴炒作政治議題的誘導之下，不但付

說：「可以幫忙找一些不錯的書，說不定

可以從中感受到一些鼓舞與能量。而且，

如果透過閱讀而更認識自己，也能釋放累

積而不自覺的壓力源，對病情也會有助

益的。」不料，朋友竟冷冷地說：「命都

可能不保了，還要浪費時間看什麼書！況

且，認識自己又有何用？」我沒有反駁，

只說，「那，讓自己多想一些開心的事

吧！」就收了線。情緒，卻因不捨又無計

可施而傷感不已。

就我長年的觀察，喜歡閱讀的人，往

往比較能夠宣洩壓力，因為閱讀的過程，

也是與自己對話的過程。常常，我們會在

別人的故事裡，看到自己；就此，得到許

多的提醒與建議。如果我們都是一本書，

那麼在彼此交會的過程中，有沒有試著閱

讀彼此呢？這個社會，真需要更多的閱讀

人口，特別是那些特別ㄍㄧㄥ的男人。

出了時間，還賠上了情緒，所以『多言以及

胡言亂語』成了極其普遍的傳染病。」多傳

神的描寫啊！任何事情，總由於個人的生命

歷程不同，而有全然相異的解讀，加上網路

的資訊萬箭齊飛，如果心中沒有一把具判斷

力的尺，又整天聽著各種角度的觀點，怎能

不「多言以及胡言亂語」呢！

沖走心中的石頭，自然更健康

經常聽到友人們感嘆，為何要男人投

入心靈成長如此困難？其實，許多男人也都

有心靈成長的渴望，只是在父權社會中，被

功成名就的壓力綁得很緊，導致不能像女性

一樣，總將這類的話題掛在嘴上。所以，他

們投入心靈成長的態度，總是比較低調。有

回，聽到圓神出版社的簡社長，提及自己

「哭點很低」的特質，他說：「如果眼中進

了沙子，可以流淚將沙子沖走；那麼，淚水

應該也可以沖走心中的石頭，讓我們的心理

比較健康。」這樣的說法，我覺得很棒。

許多卡在多重角色夾縫裡的男性，早已

習慣不斷累積自身的責任與壓力，又不懂得

適度宣洩情緒，又悶氣不找朋友傾吐，長久

下來，自然與自己愈來愈疏遠。如果，再碰

上親密、人際關係的失衡，還能不悶出心病

嗎？有回，與一位長期抗癌的朋友講電話。

他說：「面對反覆不斷的化療，幾乎要喪失

鬥志了。」我聽著，也不知從何安慰他，就

許多人在歷經重大災難、疾病或失

去親人之後，人生也跟著轉變了。而這些

人回顧轉變的契機，往往是在最絕望的時

刻，聽到或看到了某些話；而閱讀，時時

都在提供這些訊息。如果我們總是漫不經

心地翻著書，訊息自然無法進入心門，改

變也無從發生。

活在當下     

是最有意義的開示

近期，台灣南部歷經了「88水災」

的浩劫，早已退出採訪線的我，雖然沒有

親臨第一線，但只要看到災情報導，淚水

就不斷地流下。從921大地震至今，我已

寫過太多充滿憂心的建言與提醒，卻還是

要親賭天災或人禍所造成的無邊哀傷。心

痛啊！為何所有的建言與提醒，總在新聞

熱潮過後就無人聞問了。政府沒有接續長

期的規劃與嚴格的落實，民眾也心存僥倖

又持續前往危險地質開發；如果我們都願

意傾聽大地，閱讀世界因暖化而導致的極

端氣候示現，就不可能如此由上到下的螺

絲鬆脫。閱讀，真的不是拿本閒書打發時

間而已；閱讀，更不只是有機會坐擁黃金

屋、環抱顏如玉的手段而已；閱讀，可以

發現明鏡、發現人生導師，看到世界觀、

看到自己，甚至，找到一生追尋的大目

標。 

▲ 當我們逐漸認識自己，一切，就此看得
更清楚、更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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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眼中的世界是什麼，都是人生中難
以取代的美景。

難關，往往也是讓人生變得更好的轉變契

機。

置身令人身心歡愉的美景，卻只顧拿

著手機講個不停，相信，日後對這美景的記

憶，也是不深心的。最快樂的時光，永遠是

當下的時光。 要讓生命的記憶更豐富，就要

保持學習和用腦的習慣。如果我們真正找到

了閱讀的樂趣，就不可能再安於觀看綜藝節

目毫無新意的笑料，如此一來，也能刺激更

多兼具娛樂性與啟發性的節目出現，讓我們

的孩子，可以在耳濡目染的情況下，成為渴

望求知與熱愛閱讀的人。

孩子們純然的世界，往往蘊藏著智慧的

寶藏。而這寶藏，有時會被成長的淤泥不斷

覆蓋，而失去了曾經的純真。這時，我們只

需要發現自己本來的樣子，就夠了！不斷閱

讀自己的人，也會很有同理心；不管看到任

何人，都會有更多的包容與體諒，甚至，看

到因迷惘而不斷犯錯的人，也會心生悲憫。

時時做自己、對人付出關懷、不帶成見的族

群互動，生活中的快樂泉源，不也就是來自

這幾件事嗎？

反璞歸真，    

有書無書都像在閱讀

《查令十字路84號》有句話：「一本

書的再閱讀，不僅僅只是可能，而是必要，

你不能希冀自己一眼就洞穿它，而是你15歲

看 、20歲看、40歲50歲看，它都會因著你不

同的詢問、關注和困惑，開放給你不一樣的東

西。」如果要透過閱讀看到更多層次的智慧，

自己也要有相當的人生閱歷！閱讀的過程，如

同我們對著鏡子看自己，能夠看到更多的細

節，也能夠對自己更加了解。當過去讀不懂的

書，突然開始讀懂了，就會與閱讀結下更深的

情緣。但是，以有涯的人生，面對無涯的閱讀

之海，終究得有所取捨，不可能照單全收。

曾經，深恐書念得不夠多而瘋狂閱讀，導

致，本該日漸清明的心，卻變得愈來愈迷亂。

修習內觀後，我經常置身在靜默之中，也放

慢了閱讀的速度，有時乾脆放下書本，只是發

呆；一段時日後，竟慢慢體會到，就算我真的

看盡全世界的書，應該也是一樣的。人生，往

往只要領悟某些道理，就足以安然歡快了；而

那些不斷推陳出新的書籍，也都脫離不了這些

道理的反覆啊！況且，時間還沒有到時，某些

書也是無法閱讀的，不如就此放下吧！

閱讀的過程很像練功，歷經渴望、苦修、

停滯、開悟，再反璞歸真，有書無書都像在

閱讀。其實，我們不必為閱讀打造一座天梯；

因為不管是一知半解的亂看亂讀，還是不得其

法的心急迷走，甚至是智慧通熟而心清氣爽，

都是人生中難以取代的美景。當我們讀到一段

話，而感動到痛哭又狂喜時，那就是真的。誰

有資格說，自己的領悟比較珍貴，而別人的想

法就一無是處？

為了幫「88水災」的災民祈福，達賴

喇嘛來到台灣。當他面對飽受苦難的民眾，

除了感同身受的向前擁抱，也不斷提醒著：

只要我們好好度過每一天，就沒有什麼好恐

懼的。類似「活在當下」的話語，不斷透過

媒體重覆傳送，這是達賴喇嘛不厭其煩的叮

嚀，是他的慈悲，也是最好的安慰，更最有

意義的開示！

有些人總是不斷在追逐，想要無與倫

比的東西，卻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這樣的

人，很容易被慾望吞噬而無法自拔。生活總

是不停地讓我們經歷各種不同的考驗，總是

會有自我感覺最困難的問題擺在眼前；而往

往事過境遷，總會發現，每每認為走不過的

閱讀自己，一切盡付笑談中

每每看到藏傳佛教裡的「沙畫」，內心就

無比感動。看著喇嘛們認真專注地製作，每個

細節都要求到極致，但，當作品完成時，卻又

毫不眷戀地毀掉。這「沙畫」，似乎也像是我

們每個人，當我們認真地走完人生旅程，最後

還是帶不走任何成果的。我們的生活，也總是

一次次的伴隨著困惑，跟了一大堆問題，如海

浪一般，沒有停歇的一天。 

在《生命的時間學》中，提及了「新時

間觀」，那是：「擁有時間的主控權、順應生

理時鐘、保留一份悠閒的興致、感受當下、學

習專注、列出優先順序。」我相信，這也是閱

讀自己的最佳步驟。心，如果沒有專注在閱讀

上，閱讀也不會回報給你任何體悟的。唯有了

解自己的人生意義，才有智慧度過一次次的困

境。閱讀世界、閱讀自己，一切盡付笑談中。

當我們看著書，笑得像個無邪的孩子，就宛如

置身天堂。還需要再解釋閱讀的意義嗎？

▲ 921大地震，已經過了10年。天災或人
禍所造成的無邊哀傷，卻還在繼續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