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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司徒鳳

記不清是哪一年的哪一天，

一個填滿土的小小塑膠袋裹

著兒時的我，來到了這裡。

我悄悄的睜開眼睛，啊！這

裡好美啊！碧空萬里如洗，

空氣通透清新，離開了汙濁

的世間，這裡就像一片世外

桃源一樣純淨。我抬頭望

去，遠山層層疊疊，那麼多

的哥哥、姐姐已經排著隊站

在那裡，整整齊齊的長成了

參天大樹。

仔細聽，潺潺的流水聲從山

間歡快的、或漫步、或小跑流淌

下來，叮叮咚咚在歌唱著這人間

仙境，四周各種小灌木正躲在松

林下休息，安閒而舒適。這就

是中國極北之地——大興安嶺的

美麗，我的小窩從此就扎根在 

這裡。

一陣清風吹來，枝葉扶疏

的哥哥、姐姐們跟我打著招呼：

「歡迎小妹的到來，讓我們並肩

而立，牽手長成參天之材，好

嗎？」我快樂的像隻小鳥，搖

擺著枝葉連聲應著：「好啊！好

啊！這裡有清涼的風兒吹拂我的

皮膚，叮咚的溪水潤透我全身的

血脈，甘甜而清冽，連骨骼都變

得純淨如玉啦！還有那麼多的哥

哥、姐姐的陪伴提點，這日子過

得真是舒心幸福啊！不用擔心自

己能不能長成參天大樹啦！」日

子一天天愜意的過著，時不時的

哥哥、姐姐們，也會傳授一些生

命的經驗，我也有一搭沒一搭的

聽著。

有一天，暴風雪撲天而降，

厚厚的大雪重重的壓在了身上，

我短小瘦弱的臂膀不斷折斷，痛

徹骨髓，腳下的泥土如極地的冰

川，凍僵了我的小腳，我小小的

身體抖成一團，不住的顫抖著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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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暈倒。淚水，痛苦的淚水順著

兩腮滑落，我大聲的呼喊著：「天

吶，不要下雪啦！好冷！好冷！

我需要陽光和溫暖！」我顫抖的

聲音透出極度的恐懼：「嗚嗚……

哥哥、姐姐們，我要回家，我要

回到從前的故鄉，我受不了啦！」

突然，我感到雪不再落到我

的身上，仰頭望去，大家正手牽

著手伸出了自己的臂膀，共同為

我抵擋著厚厚的積雪，同時語重

心長的話也在我耳邊響起：「妹

妹啊！不要怕吃苦，在成長的路

上，會有清澈的泉水、芬芳的空

氣，也會有嚴寒的歷煉啊！只有

在嚴冬下的考驗，你才能骨質堅

實，性格剛強。」我繃緊著小臉

聽著，淚水中已經漸漸的有了一

點力量。張開稚嫩的小嘴，我問

了一個同樣稚氣的問題：「那，

這種歷煉甚麼時候才能結束呢？」

大家聽了都搖著身子呵呵的笑了

起來，「妹妹，當你在寒冷中歷

煉到堅韌果敢能夠超越一切殘酷

的魔難時，在你面對任何巨難之

中，也就能輕鬆快樂的如同在清

風之中、在溪水之畔了。」我抬

頭看著大家愉快的笑臉，沒有半

分魔難中的痛楚，我終於明白

了，成長的路上那份艱辛的付出

是為了成就自己。

從那一天開始，我就一點點

的、默默的忍了下來。曾經在極

度痛苦中哭泣過，也曾經被寒風

吹斷過枝蔓，雖然不止一次的痛

苦呼喊，但我那堅定的信念再也

沒有動搖過一次。我仰向蒼天，

彷彿感受到那無比浩遠的欣慰和

默默無言的鼓勵與讚許。

在我忍受極度的痛楚時，有

時哥哥姐姐們也為我共同分擔一

些，尤其是那堅定的鼓勵與支持

的話語一直都沒有間斷過。我是

後生長起來的小樹，但我也要

像大家一樣長成堅實之材。慢慢

的，一切都在變化著，那種在嚴

寒中的痛楚在一點點的減弱，而

我卻密密實實的長出一圈堅實的

骨骼。走過了第一個寒冬，我的

本質發了巨大的變化。我知道哪

怕我現在還很弱小，但我已經是

一棵真正的小松樹了。

春天又如約而至，夏日的溪

水和去年一樣的流淌在我身邊，

但我的感受卻不同了，不再是從

前虛浮的快樂，取而代之的是一

種寧靜的心靈，我能夠靜心傾聽

小鳥的心聲，也能感應身邊灌木

的心境，溪水的歡快不能再讓我

的心動盪不停，而我也開始漸漸

的給予它們我的溫暖關懷。

日子還是像從前一樣過著，

這個冬天的狂風暴雪仍舊與從前

一樣的肆虐，我不再有從前的淚

水，在雪壓身軀的情形下，我也

不再需要哥哥姐姐的幫助，我

能夠微笑著面對這突如其來的痛

苦，而我小小的軀幹又密密匝匝

的多了一圈年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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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松樹長大了
童 話 樂 園

我國古代經典著作眾多，《三

字經》可說是最淺顯、易懂的

讀本，有學者把它比喻為通

俗的《論語》。《三字經》文

詞精簡，三字一句，朗朗上

口，十分有趣，能迅速啟迪

心智，將人導向正途，讓人胸 
懷大志。學會《三字經》等

於開啟了傳統國學的大門，

不僅懂得了中國幾千年的歷

史，還懂得了做人的道理。

所以《三字經》廣為流傳、歷

久不衰，一直以來都是兒童

啟蒙教育的首選教本。

【原文】

香九齡，能溫席。

孝於親，所當執。

融四歲，能讓梨。

弟於長，宜先知。

【字詞義解釋】

（1）香：指黃香，東漢時江

夏人。（2）能溫席：溫，作動詞

用，把東西弄溫暖之意；席，是

指蓆子，睡覺時鋪墊的草織物。

（3）親：就是父母的意思。（4）

所當執：當，是應該、應當之意；

執：執行、實行。（5）融：指孔

融 (153～ 208)，東漢文學家，字

文舉，魯國（今山東曲阜）人。

為建安七子之首，文才甚豐。（6）

讓：禮讓、謙讓。（7）弟於長：

弟，同「悌」，指友愛兄弟；長，

兄長之意。（8）宜：應該的意思。

【譯文參考】

黃香九歲的時候，就懂得在

寒冷的冬天夜晚，用自己的身體

先把蓆子睡暖了，然後再請父親

上床睡覺。因為孝順父母，是為

人子女應該做到的本分。

孔融四歲的時候，就知道謙

讓的道理，把大的梨讓給兄長

吃，自己吃小的梨。友愛兄長，

是做弟弟、妹妹的從小就要先行

懂得的道理。

【讀書筆談】

孝敬父母為先

記得上一課是講「人不學，

不知義。」要學習義理，懂得做

人的正理，將來才能成為對社會

有用的人才。所以教導孩子要

「親師友，習禮儀。」親近良師益

友，跟他們學習良好的禮儀和為

人處世的正理。

這一課是以古代兩個孩子的

真實故事作為榜樣，要想懂得

為人處世的正理，最開始的兩個

做人的基本要求首先要牢記，那

就是對待家中的父母和兄長要講

「孝悌」二字。對孩子首先教導

的就是孩子要以孝悌的心態面對

自己身邊最親的，並處於「年長」

的人，這是一切為人的基本。孔

子的《論語》說：「孝弟（悌）也

者，其為仁之本與！」也就是說

孝敬父母、友愛兄弟是一切仁愛

的根本。

中國漢字裡，孝的本意，指

對父母的敬愛之心、感恩之心，

是下對上的義理，是將來出到社

會後對別人父母與自己父母同輩

的人和一切長輩，或者是職場中

面對上司、長官的基本態度，這

一切都基於在家對父母的孝心，

養成最基本的敬上謙卑、有涵養

的為人禮儀和態度。

以孝治國

孝，上邊是老，下邊是子，

專門用於子弟面對長輩的老人

和師長，所以輩分不同，用孝來

表示下輩對上輩的敬愛的態度。

因此廣義的孝，會推廣於整個社

會，讓你面對所有的長輩和老

人，都要敬重仁愛。整個社會都

能這樣，國家就會安定，因此從

漢代開始，就留下了帝王以孝治

國的傳統，帝王面對自己的父

母，也要做出表率，並以這樣的

仁愛之心，照顧天下百姓。

因此古代推薦人才為官，多

有舉孝廉一說，人們最欣賞也最

信任孝子，認為一個人在家懂得

孝敬父母，才會有仁愛之心，才

會懂得感恩和照顧作為衣食父母

的百姓，是最值得信任的人，只

有這樣的人，才能放心地把照顧

百姓的任務和職責交給他。

悌的內涵

悌，同樣有敬愛之意，同樣

是下對上的基本態度和修養，不

過與孝不同的是，它不是面對長

輩和上司，這些輩分和職位都高

於自己的人，而是專門用於跟自

己同輩，但是年齡比自己大的

人，當然首先就是面對家中自己

的兄長，要懂得禮敬友善，也是

一種仁愛之心。懂得這種關係和

基本態度後，言行要禮讓謙恭。

做人首講孝悌

很多孩子會不服氣，為何要

首先強調下對上的態度，而不是

上對下的慈愛之心呢？其實父母

對子女的照顧和關心，那是發自

內心的視為珍寶一樣的愛，那種

為了孩子奉獻一切，操心竭力的

親情是天性使然，太過了反倒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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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溺愛，讓孩子變成不知感恩、

理所當然的享用父母所給的敗家

子了。

再者人活世間，無條件付出

的愛，唯有父母能做到，人們也

一直把他人無私的愛比喻為父母

般的愛心。比如師父、師長的教

導之恩，也如父愛般偉大，所以

被人尊稱為師父，這份恩情怎能

不知感激呢？如果連最愛自己的

父母，都不懂敬愛、侍奉，也就

不配為人了。

那麼兄長呢，付出雖不如父

母，但是一樣會擔負起一部分照

顧弟妹、教導弟妹的職責，幫助

父母分憂，還會經常被父母首先

問責沒帶好弟妹。中國有長兄如

父、長嫂如母的古訓，就是說兄

長會為了照顧弟妹，而承擔很多

責任，會為了家庭付出很多的犧

牲，因為年長就沒有弟妹的相對

任性和自由，所以弟妹同樣要懂

得感謝、尊敬和謙讓兄長。

對長輩上司如父母，對年長

的朋友如兄長，進退合宜，謙恭

有禮，人生順遂，就來自家庭的

孝悌之心。所以孔子才強調：「孝

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中國的整個做人的禮儀文化，

核心都是守護「仁義」二字，這

個道理首先在父母子女和兄弟姐

妹之間打下基礎，長大後出到社

會才會懂得如何對待別人。所

以，所謂的「親師友，習禮儀。」

就是要首先懂得禮儀的核心在於

仁義，仁義之基本又在於孝悌。

春華秋實，時光如梭，不記

得過了多少個年頭，又迎來了一

個大興安嶺的冬季，在暴雪中，

我卻驀然間看到了美麗的雪花，

六角形的晶瑩閃爍著純淨的光

澤，美麗的像天女散花一樣從天

空飄飄灑灑的落下，狂風從枝葉

中吹過，瑟瑟的已經不再是我，

而是散落了一地灰塵，強勁的筋

骨舒展開來，翩翩起舞。而我也

漸漸的長成了一棵參天大樹，如

同身邊的哥哥姐姐一樣，再也沒

有絲毫的分別。在寒冷的冬季，

我彷彿也感受到了上天對我生命

的恩賜。

又一個春暖花開，我的身邊

也多了一棵稚嫩的小松樹，今天

我也能像從前哥哥、姐姐一樣，

講我成長的故事，我也能夠給予

它深深的鼓舞。就這樣，我們肩

並肩的生長著，茂密的松林覆蓋

了整個大興安嶺，冬天的銀裝素

裹遮不住我們鬱鬱蔥蔥的身姿，

全世界都知道了我們那不屈的 

靈魂。

終於到了收穫的季節，山上

來了許多採伐工人，我微笑著面

對他們，就如同一顆成熟的果實

靜靜的等待採摘。他們在山間不

斷的走走看看，突然眼中放出異

彩，我剛勁英挺的身姿印入了他

們渴望的眼簾，我被人們興高彩

烈的抬回了家，又經過了一番精

雕細琢，我變成了一棟建築中刻

有花紋的美麗梁柱。人們在我的

支撐之下遮風避雨，享受溫暖的

天倫之樂。

而我直到今天才真正明白了

生命的真諦：那種堅毅的勇氣和

無畏的氣概、那種完美而堅實的

身軀，絕對不是為了展示和自我

陶醉，而是為了給予其他生命永

恆的付出，不能放棄自我而無私

的為別人存在，生命將失去了他

的真正意義所在！

而如今我也終於懂得了，我

與兄弟姐妹的成長是上天有意的

慈悲栽培，那溪水、那空氣、那

雨露、那嚴寒之中飽浸了多少上

天的恩澤，深深的感恩湧動在

我整個身體之內，從無私清淨的

靈魂到今天我成為其他生命的支

柱，從人們的幸福笑臉到整個世

界的欣欣向榮，永恆的生命感

恩、永恆的世界美好，只願這樣

的靜好永駐於寰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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