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婷婷大學時

想唸諮商與

輔導或心理

系，這才是

她真正送給

我的禮物！

文 |吳雁門

停好車子，一隻黑色的中型

箱子小心翼翼地從車後座被提了

出來。遠遠地，在二樓我看不清

楚兩人臉上的表情，但由王太太

和婷婷走起路輕快便捷的身影上

看來，雖然是奔馳了六十里路，

但可以推知這第三回的見面，母

女倆應是載欣載奔而來的⋯⋯

近半年前，首次接到王太太

無助而哽咽的電話，她告訴我監

護權歸她的婷婷「拒學」在家已

經有兩個月的時間了。孩子彷彿

是自囚般，整日守著電視、電

腦，就是極少出房門來；平時脾

氣卻忒大，回話的內容常常充滿

了敵意而難以溝通。孩子從臺北

轉回來後，原本明朗的個性不見

了，在新學校裡少有朋友，功課

自然是大大地退步，最後索性就

中輟在家了。

婷婷的情況讓我想起了初至

口湖國中服務時，帶回中輟生維

謙的往事。維謙已經接近一個學

期未至校上課，第一回於事先通

知下準備請回孩子，可惜的，因

為與維謙從未見過面，我雖然在

緊閉的房門外舌粲蓮花地吹彈良

久，結果還是吃了閉門羹，大夥

兒悵悵然無功而返。

改日，因有前車之鑑，我、

主任和導師三人與維謙家人裡應

外合、掩旗息鼓地，我們一號

人摸上他的房間，久不見生人的

孩子見狀大驚失色，維謙雙手抱

頭蜷曲著身子，無論怎麼用力翻

轉也轉他不過來。直到孩子回校

後，我們才發現因為作息晨昏顛

倒，致使維謙臉上滿布紫黑的大

青春痘，此刻，方瞭解孩子避不

見人的主要原因了。我猜著，婷

婷莫非也有相似的困擾？

八月中旬暑假間我們約好

的見了面，媽媽期待新學期伊

始，孩子能結束自我放逐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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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校上課。下午二時許，王太太

與婷婷如約地來到我的辦公室，

一見面，我差些將「教授」二字

叫出口來。婷婷一派都會區長大

深富教養的舉止與清秀的學者型

外表，令我即刻以貌取人；也只

有我自己知道，這是諮商關係中

我的獨門秘技「新標籤」的破冰 

技巧。

但我尚不擬發此驚歎句式的

辭彙，震懾了已有兩個月未上學

的孩子。因而，我選擇優閒而雍

容地先幫遠來的客人上了茶，當

婷婷緩過神來之後，我大獻誠

懇的說道：「我是否可以稱呼您

教授，您的氣質，我的學生們沒

有幾位能比得上的！」利用學生

們不在現場之際，我將婷婷的

人際心理地位不著痕跡地拉抬

了數級，但我確信自己是說了 

真話。

「校長，我想轉學到你的學

校來！」我投了桃，婷婷俐落的

回了李，我知道是教授的讚辭起

了作用。孩子的家在數十里路

外，自然不可能轉到海角來的，

繼而我又夾施內勁：「教授您如

果真的轉來，一定會被很多老師

和同學們喜歡的！」孩子和媽媽

聞得邀請，不約而同地笑開懷，

王太太還特別趨過身徵詢婷婷轉

學的意願。我不準備與孩子探討

父母親關係生變的事實和轉至

新環境後對她的負面影響，我深

知，原因分析只會讓孩子繼續陷

在「問題」當中，我要孩子知道

她有能力被許多人喜歡，同時，

也有能力喜歡別人和學校的。

話匣子一打開，我驚異地直

讚歎婷婷不僅是談吐優雅，思路

更是清晰；另方面，她也喜歡閱

讀小說和拉小提琴。我會習慣性

地搜尋個案的亮點，此次得來竟

不多費功夫，一下子就找著了。

「小說我還略知一二，小提琴我

只有崇拜教授的份了！」我教授

長、教授短的經營悅納的情境之

外，也預備將促成孩子改變的機

會置於可見的潛能上；所以，我

接著表示非常期待能聆聽到孩子

的小提琴獨奏。後來我得知兩個

月來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婷

婷，外出找她的小提琴老師練 

琴去了。

學校尚未開學，婷婷催著媽

媽要再次來找我聊天。於溫馨的

氣氛裡，我們將改變的重點擺在

與同學、家人的互動過程中的信

息處理，學會正向的解讀上，藉

以提升婷婷對自己、對他人、對

未來能抱持著發展性的看法，此

項的學習安排對孩子而言，收穫

頗大。

開學後兩個月，我一直沒有

婷婷的消息，因此，有天特意利

用出差的空檔到婷婷就讀的學校

探訪她。在謝校長的辦公室裡看

見了身心愉悅、適應良好的婷

婷；也瞭解了開學以來，孩子不

僅僅是能正常的上、下學，成績

更有大幅度的進步，她本來的英

語程度就好，而原先討厭的數學

科的學習成就竟然出格的優異。

婷婷的改變著實令人感到驚喜與

安慰。

上週五婷婷的學校舉行運動

會，她特別請了下午的假，攜著

小提琴，跟著媽媽，第三度到

口湖來，目的是要兌現她先前

的承諾，另層意思是要送我一項

禮物：「謝謝您叫我教授，而我

有此榮幸為教授的校長拉首小提

琴嗎？」孩子表面上似回贈了我

一頂尊榮的帽子，具體的說，是

孩子學會了表達「積極情感」的

技巧。適值下課時間，我隨即禮

邀了近二十位學生歡喜入座，

持著琴的婷婷怡然而出，美籍教

師Mark先生為她翻譜。稍後琴

聲忽起，那柔美的樂音直發人 

遐思⋯⋯

當二十位小嘉賓陶陶然之際，

我想著婷婷表演前的最新決定：

「大學時我想唸諮商與輔導或心

理系，立志當個諮商心理師，幫

忙有身心困擾的人；開業時，我

會邀請校長當諮商中心的顧問！」

想著、想著，我不由自主地笑出

聲來，竟也同時悟到：這才是教

授她真正送給我的禮物！

教授的禮物
校 園 風 情

編輯 |雲書

同仇敵愾

明末清初刊行的《幼學瓊

林》，內容上自天文神話，下至

地理人文，旁及人倫制度、治國

之道，包羅萬象，可以說是一本

簡易的培養全才之百科全書。

【原文】

緩帶輕裘，羊叔子乃斯文主

將；葛巾野服，陶淵明真陸地 

神仙。

【字詞義解釋】

（1）緩帶：放寬衣帶。緩，

寬鬆。帶，衣帶。（2）輕裘：輕

便的皮衣。輕，簡單方便。裘，

皮衣。（3）羊叔子：即羊祜，

（音護，hu）字叔子。西晉人，

為官清廉節儉。（4）斯文：此指

儒者或文人。（5）葛巾：葛布做

的頭巾。葛，植物名，莖皮纖維

可紡織成布。（6）野服：鄉居樸

素的粗布衣服。野，民間。（7）

陶淵明：即陶潛。東晉人，不為

五鬥米折腰，辭官歸隱。

【譯文參考】

羊祜不喜歡穿戎裝，即使在

指揮大軍時依舊穿著輕便的皮

衣，繫著寬鬆的衣帶，所以大家

稱他為斯文主將；陶淵明辭官歸

隱後，常戴葛布頭巾，穿農夫的

粗布衣，恬然安適，有如陸上 

的神仙。

【讀書筆談】

這一課以西晉開國元勛的大

將軍羊祜和東晉著名詩人陶淵明

為典範，講述他們高潔守志，不

會被功名利祿所束縛或動搖的節

操。他們是古代讀書人完美形像

的代表，氣質儒雅、才德兼備。

羊祜出身漢魏名門士族，

祖輩歷代為官，母親蔡氏是漢代

名儒蔡邕的女兒，家風以廉潔有

德著稱於世。羊祜的德行更是比

先人有過之而無不及，當時的

太原人郭奕讚歎他是「當代的顏

回」，可見他的仁德天下聞名。

連當時的敵國東吳名將陸抗都敬

佩他，兩人各為其主，都是荊州

主將，一次陸抗病了，居然向羊

祜求藥，不顧屬下怕對方下毒的

勸誡，深信羊祜君子的為人，依

然喝下羊祜送來的湯藥。面對羊

祜因寬厚仁義感化眾多將士投降

對方，陸抗不僅不妒恨，反而感

服敬佩，內省自己更加注重信義。

羊祜待人仁德，做事只問是

否符合仁義之道，不計自身得

失。比如正始十年，司馬懿發動

政變，大舉剪除曹爽集團，與曹

爽有關的很多人遭到株連，而羊

祜的岳父夏侯霸就是其中一人。

他岳父為逃避殺戮，投降了蜀

漢。岳父的親屬怕受牽連，大都

與其家斷絕了關係，只有羊祜毫

文 |劉如

《幼學瓊林》筆談：羊祜緩帶輕裘
不懼怕，安慰其家屬，體恤其親

人，親近恩禮，反勝過以前。由

於他彬彬有禮，謙恭忍讓，不居

功自傲，待人公正，內心坦蕩，

不計較名利得失，也從不為子孫

置辦產業，所以不管是國君還是

敵將，都十分敬重和信任他。

羊祜十二歲喪父，孝行哀思

超過常禮，奉事叔父羊耽也十分

恭謹。當母親和長兄相繼去世，

羊祜拒絕應召為官，服喪守禮十

多年，以道素自居，篤重樸實，

是真正的儒者。可見他深得儒學

教養的根本，以仁孝為本，才善

用了一身的才華，獲得後世敬

仰，功名不求自得。

學識淵博，舉止儒雅，能言

善辯，還文武兼備，幾乎完美地

集中到羊祜的身上，所以世人多

仰慕他的儒雅風度。他最值得人

學習的是仁孝、廉潔公正和踐行

道義的精神。

解釋：指大家都懷著相同的

仇恨與憤怒，齊心同力對付敵人。

出處：

1.「同仇」出自於《詩經・秦

風・無衣》：豈曰無衣？與子同

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

同仇。

2.「敵愾」出自於《左傳・文

公四年》：衛寧武子來聘，公與

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

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

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

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

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

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

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

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

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

干大禮以自取戾！」

【故事闡述】

「同仇敵愾」是由「同仇」及

「敵愾」二語組合而成。

「同仇」是出自《詩經・秦風

・無衣》，內容為：怎麼說沒有軍

衣？和你共同穿戰袍，君王正調

兵去打仗，整理好我的戈矛，和

你共同去殺敵。此段《詩經》中，

描述了戰士們慷慨赴戰的氣慨，

及戰士間的友好情誼，從穿衣、

殺敵，大家都願意患難與共。

「敵愾」則出自《左傳・文公

四年》，據記載，春秋衛國寧武子

到魯國訪問，晉文公設宴款待他，

席間晉文公命令樂工們演奏〈湛

露〉及〈彤弓〉這兩首詩歌。當時寧

武子沒有辭謝，也沒有賦詩應和，

而依當時的外交禮節，是很失禮的

行為。於是，晉文公派管理禮賓事

務的官員私下去探問寧武子。

寧武子回答說：「我以為那

兩首詩，是樂工們為了練習而演

奏的。從前諸侯正月到京師向天

子朝賀時，天子要宴請他們並奏

樂，此時吟詠〈湛露〉這首詩，就

表示諸侯願意共同抵禦天子所痛

恨的人，為天子效命。天子因此

賜給他們紅色的弓一把、紅色的

箭一百枝、黑色的弓十把，和箭

一千枝，用來彰顯他們的功勞，

並設宴樂酬賞。現在我只是奉命

來繼續兩國的友好關係，承蒙君

王賜宴，豈敢觸犯大禮，來自取

罪過呢？」

後來，這兩個典源被合用為

「同仇敵愾」這句成語，用來指

大家都懷著相同的仇恨與憤怒，

齊心同力對付敵人。

聽 故 事 學 成 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