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花園中的樹

普仁羅華

這是個隱喻，但有它的真實
性：當我們來到這世界，我們
被賜予一些種子，然而問題是
—我們會把這些種子拿來做什
麼呢？而這些又是什麼樣的種
子呢？

有憤怒的種子，但也有仁慈的
種子。有愛的種子，有明白的
種子，有懷疑的種子，有困
惑的種子。不論你在自己生命
的花園中播下什麼種子，那終
究會決定你將坐在哪棵樹下來
休息，樹下有多寧靜悠閒，那
就要看你播下的是什麼種子而
定。

每顆種子都有它可提供的東
西。當它被種下去，然後長成
一棵樹時，它將具有十分獨特
的特性，你可能喜歡，也可能
不喜歡這些特性。

                  播下「愛」的種子，    
        
         最美妙的真愛感受會在你內心

    翩然起舞，這就是你會獲得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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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怒之樹
不僅是播種的問題，而且還要滋養
它，為它澆水，保護它，照顧它，
好讓它成長。

大多數人都已經種下憤怒的種子。
似乎我們毫不猶疑地去接近憤怒之
樹，但是我們卻不喜歡樹上掉下來
的東西。因此，你對自己發誓，永
不再接近這棵樹。但是，你要不是
忘記諾言，就是已經習慣無意識地
過活，以致你毫不猶疑地返回那棵
樹，然後沾得滿身黏稠的樹液。那
些樹液令人十分厭惡，有時候甚至
需要用到一輩子的時間去清除。兩
個人彼此相愛，然後他們各自輪流
探訪他們小小的憤怒之樹，然後
說：「我恨你，我希望世上沒有你
這個人。」

因此，那是一個關於種子和樹的好
例子。假如你種下一顆種子而且滋
養它，就會長成一棵樹。假如你想
知道你一直在滋養什麽，只要打開
窗戶，探視你的花園，察看那裏所
長的樹木。

懷疑之樹
人們種下懷疑的種子：「這事真的
會發生嗎？」懷疑之樹長出來，它
同樣令人十分討厭，因為懷疑之塵
到處瀰漫，它把可以是很美的東西
變得一文不值。在生命中，有一項
最大的課題是你必須學習的，這聽
起來很有趣，因為我們是在談「懷
疑」二字，這課題就是你必須假定
每一個嶄新的一天都是「對的」，
這是積極正面的。至於負面的懷疑
則是：「喔！天哪！有件事情弄錯
了。」

懷疑之樹的本質就是懷疑一切。它
對於你明白你的體驗、你的生命的

能力感到懷疑，這全都因為懷疑的

種子已經種下。

我和我的影子
假如你察看你的花園，你可能看
不到一棵明白之樹。因此你可能
會說：「嗯，哪一棵是明白之樹
呢？」然而，那是因為那顆明白的
種子從未種下。但美妙的是，不論
你在何時播下這些種子，它都會長
出芽來，永遠不會太遲。

但是，什麼是明白之樹呢？我們
被教導要去相信：「你只要去相
信。」然而，你不需要照做，因為
那可能是極危險的。你真的可以藉
著明白活著的意義來取代「只要去
相信」。你可能認為：「我知道活
著的意義。」不，你不明白。你將
你的生命與你的工作，以及圍繞你
身邊的種種事情聯結在一起，你的
生命可不是如此。

你與你的影子是有天壤之別的，是
不是？是的，你有一個影子，但你
並非影子。你必須記住這份區別。
有些事情之所以存在，全拜你的存
在之賜，但這些事情並非就是你的
存在。事情可能會出現，可能會消
失，但你仍然存在。你的中心是你
的存在、你的生命、你的明白、你
的步伐、你的旅程、你的興高采
烈、和以完完全全的滿足填滿你內
心的過程。

滿意或滿足？
你要滿意或滿足？要哪一樣？你可
以學習去感覺滿意，但滿足是自然
產生的。滿足是一種從你內在的基
本核心所散發出來的感受。滿足並
不等同於能夠說：「我不再需要什
麼」。那只是表示你很滿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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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想知道你一直在滋養什麼，
只要打開窗戶探視你的花園，

察看那裏所長的樹木。

有人問你：「你滿意嗎？」而你可以
回說：「是的，我有份好工作，我有
個好家庭，我有部好車，我有一些很
好的朋友，甚至我的寵物都很聽話，
因此，我一定很滿意。」好的，但是
你滿足嗎？你可有播下滿足的種子？

愛的種子
你可有播下愛的種子？我不是指情
慾，我知道你有播下那顆種子，那些
是你生命中首先播下的種子之一。

憤怒很早便開始了，懊惱很早便播下
了，情慾呢？很早便播下了，晚一
點，但還算是早啦！

愛是不同的，蝴蝶與風箏有什麼分
別？兩者都會飛，風箏是繫在風箏線
上的，沒有那條風箏線，它便會搖晃
而墜落。

從另一方面來說，蝴蝶並沒有繫在風
箏線上，而它會飛。假如你要將它繫
在風箏線上，它便會搖晃而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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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就像一隻蝴蝶，情慾就像一隻風
箏，兩者有天壤之別。

「愛」在有愛的人的心中起舞，愛不
單是使感受到這份愛的人感覺很好，
還讓周遭所有人也開始感受到愛。有
句名言說：「這世界愛一個『有愛的
人』。」因為愛就是那樣的。

無知覺的種子
人們為每件事尋找理由。業障的觀念
在那些受苦受難的人之間頗為流行。
「這件事為何發生在我身上？一定是
我的業障，我上輩子必然造了什麼
孽。」這與你在一生中選擇要做什麼
完全沒有關係，不是嗎？是你孕育出
來的「無知覺」嗎？！

假如你的工作是從眼鏡蛇王身上擠取
毒液，有一天眼鏡蛇若咬
你一口，可不要
覺得太驚訝。這是
蛇的本性，可能眼鏡蛇
那一天受到刺激，或者是
牠知道你會做什麼事，而牠不是
真的想獻出牠的毒液，也可能是你
上一次將牠的頭擠得太用力了，因此
牠被你惹惱了，或者牠本以為你要帶
食物給牠。天曉得？

我們孕育出「無知覺」，然後我們對
生命中發生的事覺得莫名其妙，不能
是那樣的。

再次檢視你所被賜予的種子，並且做
一些簡單的決定。尤其是當你往內觀
看你的心，發現有幾棵你認為應該存
在，你假定應該存在的樹，它們卻不
見了。

沒有問題，永不嫌遲，種子就在你手
裡，播種吧！好好照顧它。

為了誰？
在你生命中滋養仁慈，你就會得到仁
慈這份禮物的回報。播下愛的種子，
最美妙的真愛感受會在你內心翩然起
舞，這就是你會獲得的回報。播下明
白的種子，你就會得到明白的回報。
播下清楚的種子，你就會得到清楚的
回報。

然後，在這一生之中，感激之情每一
天都能表露無遺。但現在，你沒有時
間，你太忙於清理從憤怒之樹、誤解
之樹、仇恨之樹所流出的汁液。無論
如何，不要再播下「無知覺」的種
子。那確實是很糟、很臭的東西。播
下「知覺」的種子，所獲得的回報將
會是一份單純而美妙的真實。

享受這生命，因為那是你能做的事。

這樣子會很好，會非常的好。但是不
要經由懷疑的眼光來看，不要經由憤
怒的眼光來看，不要經由仇恨的眼光
來看。

我不是說你應該去愛每一個人，到
處去說：「我愛你，我愛你，我愛
你。」那不是我的意思。

不是要把愛之樹種在你鄰居的花園
裡，你甚至不要嘗試去你鄰居的花園
裏種那棵樹，愛之樹要種在你的花園
裏，為什麼你應該種下愛之樹？或許
你以為你應該變得仁慈，好讓其他人
也對你仁慈，但那不是你應該仁慈的
原因。

  播下知覺的種子，
            回報會是
               一份單純而美妙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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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感受仁慈，去感受真愛，去
明白不處於懷疑之中的感覺，
去明白有一個地方是充滿答案
的；這是你為自己所做的事，
不是為其他人。  

然後，當然人們會說：「那不
是很自私嗎？」

是嗎？當我明白一樣東西，我
有從別人那裏搶來那份「明
白」嗎？難道說「明白」的數
量是有限的，因此，假如我得
到一份，其他的人就不會獲得
明白了？

假如「明白」是那樣子的話，
那麼獲得明白是自私的，你是
不應該明白某些事情，因為別
人可能會比你更加需要那份明
白。

然而，情形並非如此。當你明
白一樣事情，你並沒有從任何
人那裏奪走那份明白。當你接
受一個答案，你並沒有從任何
人那裏奪取那個答案，其他人
也可以接受它，這就是它美妙
的地方，並不會犧牲別人。

我們大多數人播下憤怒的種子，
但是我們不喜歡從樹上掉下來的東西。

懷疑之樹也令人厭惡，
它掉下來的懷疑之塵到處瀰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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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只與你有關，只與你的旅程，你的存
在，你的心，你的滿足，你的生命有
關。你並不會因為盡你所能去接納，而
奪走別人的任何東西。

不論你在此生必須做什麼，去做吧！但
是也要去做這件事：播下你想要播的
種子，並且滋養它，保護它，幫助它成
長，然後你就能夠享受你生命花園裡的
樹。

本文是普仁羅華一系列編輯過的演講

內容裏的一篇。普仁羅華，又以馬荷羅
基之榮銜廣為人知，他一生致力於傳遞
一個既單純又深邃的訊息，亦即，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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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大學獲頒「和平大使」的榮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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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下你想要播的種子，
滋養它，保護它，幫助它成長，

然後你就能夠享受你生命花園裡的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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