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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春日訪奚淞（一） 

 
2006 年 5 月 5 日下午，在尉天驄老師及丁敏老師的引領之下，我們一行人

包括鄭文惠老師、張惠珍老師、景美女中的陳嘉英老師以及筆者，得以拜訪奚

淞老師，一睹其風采，並且在其親自解說之下，欣賞其「大樹之歌」系列的畫

作以及「光陰」系列的靜物畫。奚淞老師和尉天驄老師是舊識，我們問起尉老

師初識奚淞時，他多大年紀，尉老師說：「那時他高中剛畢業，考取藝專，那時

他瘦瘦小小的，但是兩個眼睛發亮，用很詩意的話描寫，就像深夜的寒星一樣，

有一點小小的憂鬱、十七歲的憂鬱。」而現在的奚淞，是個頭髮花白，大隱於

市的學佛人。奚淞稱自己為「手藝人」，因為他發現自己在從事手藝時，精神可

以相當專注與集中，他謙虛地說：「我這一生就做這些笨的事情，當我做的時候

可以進入那種精神集中的狀況。」包括這二十年來，在亞洲探索佛陀整個教學

的源流，奚淞也是以手藝來推動他對佛法的瞭解。在整個拜訪的過程中，我們

從奚淞對其書法及畫作的解說，可以窺見其中所含藏的一份寧靜與美好。以下

便將當天的訪問過程整理成四個部分： 
 
 

一、兩幅聯語 

在奚淞的工作室門口掛了一副木刻聯語，上書「蟄隱」二大字，奚淞說那

是他父親留給他的溥心畬的字，他說父親一輩子想隱居卻沒辦法達成，倒是自

己實現了父親這個「蟄隱」的願望。在這兩個大字之下，便是奚淞以此二字為

開頭自製的聯語： 
 

蟄藏人間  感半瓢飲源自弱水三千 
隱居鬧市  謝一缽花擷出春光無限 

 
從這副聯語可以看出奚淞蟄居人間、靜觀萬物的生活態度，與對世間萬物

充滿感謝的心情。 
在奚淞的工作室內，另外有一幅對聯令我們印象深刻： 
 

天地同流  眼底群生皆赤子 
千古一夢  人間幾度續黃粱 

 
奚淞說那是他在民國八十年跟《漢聲》雜誌的工作伙伴去敦煌旅行時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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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綠洲的張掖發現的，那是一個很有名的大佛寺，非常漂亮，裡面是一個很大

的臥佛，整個是一個完整的建築，門聯大部分已經斑駁不清楚了，只有這一個

門聯是清楚的，他說：「在那裡看到這個門聯特別感動，特別是經過戈壁沙漠，

你會有時空無盡的感覺，如果不是經過戈壁沙漠的旅行，不會有這麼強的感受。」

奚淞從空間與時間兩方面來談這幅聯語帶給他的感動，他說：「在沙漠中感覺空

間無限，在公路上覺得永遠都在追逐地平線似的，車行一小時的時間，差不多

是過去的商人騎駱駝要一天一夜的時間，在沙漠裡走就可以想像當年唐朝三藏

法師往印度去，以白骨為記，走在沙漠裡是多麼的艱辛。在天地的闊大中，可

以感受到個人的渺小，在西藏也有這種感覺。天地同流，眼底群生皆赤子，在

戈壁沙漠遼闊的風景中，你會感覺人在底下行走，跌跌撞撞像小孩一樣，如果

站在比較高的佛菩薩的視野，所有的眾生就像跌跌撞撞的小孩，這是就空間來

說。」就時間上來看，奚淞說：「在漫長的時間中，一個無窮無止的生命不斷地

複製擴張，好像是一個黃粱夢的不斷輪轉。」奚淞接著說：「這樣的對聯，在綠

洲沙漠中看到，覺得很感動，寫得這麼好，可是它不是中國人寫的，它是西夏

國使用漢文的一個文學作品。西夏國是一個很優秀的小國家，等他們有了自己

的文字之後就滅亡了，它整個的文明在歷史上可以說是一閃而過，但是它有非

常優秀的歷史文化。」 
 

二、說法印 

在這副對聯中間，懸掛著一幅佛像，佛像作「說法印」的手勢，佛像上方，

奚淞以毛筆小楷書寫著《雜阿含經》中的開示，奚淞說這個說法印的手勢對他

來說很有意義，是他去印度進行佛蹟之旅後真正感受到的。以下便是奚淞對說

法印的說明，他說： 
以前都覺得佛陀不知道是何方神聖，等我發現佛陀在印度開始被造像的時

候，覺得非常感動。佛陀去世五百年，人們才開始給他造像，造出一個什麼像

來呢？用什麼東西來代表佛陀呢？我發現了這麼一個手勢，這個手勢代表他是

一個老師。我第一次看到這個手勢是在阿疆塔的一個石窟中，光線投射進去，

看到很大一個佛陀坐著，手作這樣的手勢，看守洞窟的印度老先生用英文說：「解

開、解結」我覺得太棒了！怎們會有一個偉大的天才，造出這種手勢，表現出

他是一個老師的身份，他在教你什麼呢？他在教你解結。這個結不是一個現實

的結，所以雙手中間沒有東西，這個結顯然是一個內在的結，他是在解開你內

在的結，如果你真正在看你當下的狀態，你就可以看清他的來龍去脈，就可以

順勢解開這個結。這個是佛陀真正要教的，他說你可以解開你的煩惱，世界上

一定有痛苦，可是你可以沒有煩惱，這是很了不起的佛陀的代表，就是解開一

個看不見的結，這是一個偉大的創造。這代表一個老師的身份，他真正在教你

一個技術。 
進入大乘以後，這個手勢慢慢不見了，佛像越來越多，大家覺得很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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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漸漸轉換成三身：本質上的佛、報身佛和化身佛，這一個哲學性的分化之後，

那個「人」不見了，你會發現這個手勢也很少有人在注意了，變成崇拜敬仰的

多、哲學性深奧的多，真正這種教你當下解結的手勢就慢慢不見了。可是這是

初期最明顯的，我對這個手勢很有興趣，它牽涉到佛法某一些原理的部分以及

禪修的部分。 
我整個學佛的過程，其實就像從波瀾壯闊的大河往上游探尋，像鮭魚一樣。

佛法就像一個學派，剛開始點點滴滴、涓涓細流，很清澈、魚很少，後來就是

波瀾壯闊，各種東西匯流，形成非常複雜的生態。整個亞洲的旅行對我來說，

就像溯流而上，找到最清澈的源頭。慢慢我發現原來佛教是一個人類的大學派，

因為佛陀有一個很好的普世性的瞭解、原理跟修行法，這個東西太棒了，因為

它絕對是一個偉大的普世性的心理學，以至於後來的人一注意到心理學的問

題，一定要跟隨佛。後來有無數的優秀的人加入，就變成一個龐大的學派、好

像醫學的大的派系就出來了，這當中因應不同的病人要求，很多治病的方法就

出來了，就變成人類精神的大病例表，佛法無邊、摸索不清的就在這大的醫學

體系表當中。可是追本溯源往前走，你會發現那個源頭清澈的那一點點，有一

些非常重要而單純的東西，那是我非常喜愛的佛陀教法的美。 
 

三、「大樹之歌」佛傳油畫 

接著奚淞為我們解說「大樹之歌」系列的佛傳油畫，雖然這一系列的作品

在其《大樹之歌》一書中皆能看到，但是親眼目睹這一幅幅大型油畫，讓人覺

得震撼，得以聆聽奚淞親自述說其創作理念，亦令人覺得興奮而且感動。以下

即是奚淞對其作品的說明： 
 
（一）走向藍毘尼園的摩耶夫人 

早期佛陀說法的手印慢慢消失，隨著佛像的成熟而慢慢有神格化的傾向，

早期在開始為佛陀造像之前，大概有五百年的時間，大家懷念這樣一個人，至

少用四張畫來代表這樣一個老師的一生：就是出生、得成正覺、初轉法輪－－

就是他第一次上課，在鹿野苑；另一個是佛陀去世，在北印度。這四張畫代表

佛陀的一生，所以回來之後，我重要的工作就是畫這四幅作品：出生、得成正

覺、初轉法輪以及涅槃。我常跟朋友說，如果學佛的話，至少要知道這是一個

人、這是一個老師，他有他一生的故事，要知道他第一次上課是一次關鍵性的

上課，第一次課是他開悟後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猶疑所定出來的說法大綱，也

就是四聖諦，後世有很龐大的學派完全起源於這個綱領。 
這一張畫就是佛陀誕生之處，有野生的蓮花和園林，水池中有一種子宮和

受孕的意象，好像有卵子跟精子在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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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釋迦下山 
佛陀在六年苦行當中，覺得苦修無益，於是下山，在迦耶一帶的山頭往下

看，要去哪一個地方修行。這就是他從山上往下走，要去尋找一個修行禪定的

地方。 
我們一定要瞭解印度人思考事物的方法，以及對神話與象徵事物的運用，

我們常被弄混，有點神話與現實分不清楚，在我來講，慢慢地發現佛法就好像

是對自然法的一種透徹的瞭解，所以慢慢覺得光線的透徹，就像佛法的透徹。

印象派大師莫內說最清潔的光線中會有一種紫羅蘭的顏色，是一種微紫的顏

色、空氣的顏色。慢慢的我把畫佛傳的緊張放到大自然的透徹裡去，剛開始畫

佛傳時我是很緊張的，慢慢的我就覺得原來他就是一種自然的光線的透徹。 
 
（三）得成正覺 

菩提樹下是石頭雕刻的一個華貴的座位，佛陀來到泥連禪河邊，開始靜坐

的時候，來了一個砍柴草的牧者，這個人叫做吉祥，吉祥看到這個修行人儀態

很不錯，想要供養他，可是他沒有什麼好供養的，於是他供養了八把草，這八

把草就成了佛陀金剛座的寶地。這一幅畫同樣的描述樹林裡灑落的光。 
台灣看到的菩提樹比較小，葉子比較大，在印度尼泊爾一帶，他們有很巨

大的菩提樹，可是葉子很玲瓏嬌小。書中說因為這個樹很有功德，所以它很乾

淨，鳥雀不會在上面大便，所以不會骯髒。菩提樹上面因為有一種蠟質，所以

在日光下閃閃發光，其實也是無花果樹的一種。 
我的畫風倒不是那麼印度，是印度的感覺跟我的新店溪的結合。我畫佛傳

時常跑到新店的山頭去看早晨的光線，這幅畫說成是在三百年前的新店溪畔也

是可以的。 
這幅畫畫的是佛陀在菩提樹下，就是將佛陀放在中線的位置，然後把整個

風景開展開來。後來慢慢地將感覺澄清下來，發現也就是所謂的地水火風吧！

觀察大地是怎麼承載這些東西？空氣是怎麼流動的？光線的原理是什麼？整個

就是自然的元素。在平穩的大地上，曾經有這麼一個人物、一個老師經過。藉

由這樣今古相同的光線，我希望可以把我心裡去印度旅行時對佛陀的感覺表現

出來，不自禁會有深奧玄秘的嚮往慢慢被釐清，當自己心裡複雜的要求放下來

之後，你會看到佛陀在說一些很簡單的原理，這些原理不是你拼命讀書讀到的，

是你慢慢把心裡一些複雜的、個人主觀的要求放下來之後，你好像慢慢可以看

見佛陀當年教的東西，這是一種透徹。我們常不自覺地帶著很深、很主觀的眼

鏡，這是慢慢可以清除的。佛陀講的真正永遠不圓滿的、苦的、無我的，這個

無我的部分，我覺得是用真正很乾淨的眼光在看世界上的一切。 
 
（四）初轉法輪 

現在印度德里附近還有一些修行人的洞穴，印度人大概是首先開始到郊外

敲一個洞來修行的，他們會順便把床敲出來，牆壁上會有一些放東西的小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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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簡單的東西可以放進去的地方，以前大概會有一個簡單的門。最主要的

一點是這個地方應該有很好的山泉，在一大片石頭當中，往往可以引出山泉的

水，會有一個蓄水池，水接著可以流到另外一個修行人的洞穴，也許流了大概

一百步，到了另一個較大的洞穴，是他們可以一起共修或是禮佛的地方，那個

地方風景很優美，大概是早晨托缽走一個小時可以到鄰近村莊的地方。那個地

方兩千年了，可是那個水有些地方還是在流動著，有些池塘裡還有魚，讓人很

感動。我們現在看敦煌是佛教藝術的地方，其實它過去的原型應該是修行人的

洞穴，他們有一些禮拜的地方，他們覺得這些東西很美，應該把它弄得更漂亮，

弄得漂亮人家就會聞風而來，可是它的原始應該是修行人的地方。所以在佛陀

初轉法輪這幅畫中，紀念當時看到修行洞穴的感動，旁邊左邊我畫的是古老的

修行洞穴，右邊用開花來表示他曾經猶豫要不要說法，因為他說的東西和世人

主觀的習性剛好相違背，我們沒辦法脫離貪愛這樣的習性，因為這是無數輪迴

中太久的生物習性，我們一講到這個，一定將他視為顛撲不破的真理，所以電

影戲劇最後解決不了的問題，會說「愛」就解決了所有的問題，因為再也說不

下去、因為碰到最原始的關鍵。可是佛陀認為因為愛這個世間會產生，可是如

果消除了貪愛，你會看到一個真正涅槃寂靜的世界。這剛好跟世人的看法相違

背，所以佛陀曾經很猶豫他要不要教這個東西、能不能教這個東西。 
經過長考以後，他講了四聖諦，真是偉大的課程。他第一個講苦就太偉大

了，沒有一個人真正從苦切入來看生命。一個永遠的不滿意其實是宇宙基本的

動力，我們現在只知道追求幸福是一種動力，我們忘記了追求幸福是因為我們

不幸福，如果我們完全幸福，為什麼去追求幸福呢？因為不幸才去追求幸福，

這個不幸、不滿意本身是一個很值得去分析的東西，這很深刻，值得我們好好

的去看它。    
因為我們現在整個的文明就陷在這個僵局當中，我們現在是前所未有的快

樂主義、前所未有的不要看痛苦、爽就好的時代，我們現在就活在這個時代。

很嚴重，爽就好，以至於不爽就不好、不想看，如果不爽，絕對是別人不對，

大家追求的是爽，不要看的是不爽，以至於將很多痛苦的事掩蓋起來，以至於

我們稍微不愉快就說我們得了憂鬱症，就變成病，大家都要吃百憂解。這個前

提是快樂是對的，不快樂是不對的，這不是真正面對人生問題的態度，這絕對

要出大問題。 
佛陀相反的是他說我們能不能像面對世界上唯一的孩子一樣，去對待你所

面臨的不滿意和痛苦。你能不能去接納他，就像你有一個小孩，很胡鬧，哭鬧

不休，你能不管他、把他摔死嗎？你一定是去抱他、好好對待他，你哄他，等

他鎮定下來。人面對痛苦時，應該有一個很好的學習，因為這是一個人真正的

實相，所以這個課程太偉大。 
開始時你會覺得四聖諦好像是一個很普通的教學，越學佛、越體會，你會

發現它真正是一個了不起的教學。佛陀說的苦有三轉：一、知道是苦。很多人

說我不苦，我很幸福快樂，我的字典裡沒有苦這個字，不要看永遠的不滿意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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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第二、要遍知苦。你應該深深瞭解這個苦的真相，你應該知道它。第三

個是你已知苦。這個苦你明白了，它過去了。這是佛陀整個要教的東西，我這

輩子好像沒有一個真正的老師，當我開始真正傾向佛學的時候，有一個出家人

跟我說：「你要不要皈依呢？」我說：「怎麼樣叫做皈依？」他說：「那邊有佛像，

你就跟他行禮，然後你就守五戒，你就說你是他的學生。」我說：「那以後怎麼

辦呢？」他說：「以後你就研究老師教的東西。」我從此就將佛陀當做老師，以

至於我發現他真正是一個偉大的老師，他真正教導的是當你一個煩惱生起時，

怎麼細細地去看它，順勢將它解開，那一種輕鬆跟解脫感。比如我突然生起一

個嫉妒的老情結，以前我會很討厭這種感覺，覺得我怎麼這麼丟臉，這樣去嫉

妒人家，我不能夠告訴別人，我想趕它走，我會做任何事情趕它走，我只是要

把這樣的小孩摔掉而已。現在我知道這就是一個永遠的不滿意啊，你好好地對

待它，安住在它上面好好地面對它，它胡鬧時你就哄它一下，安忍一下，這一

安忍你會發現你跟它的關係改變了，你不是跟它打架，你會發現問題不在這個

痛苦，你跟它的關係弄不好，這才是痛苦。所以我突然發現佛陀只教一點，他

只教煩惱跟煩惱的解脫，我覺得這是非常了不起的，以至於後來的人發展出許

多深奧的學理。可是要等我們慢慢將自己的慾望釐清了，我們會發現他的原理

其實很簡單、很單純，問題是我們的心太複雜了。所以覺得我自己能夠在餘生

從事禪修，瞭解老師的教誨，我覺得對我來講是最幸福的事。 
這是佛陀第一次在鹿野苑上課，後面呈現的是比較像印度的風景，印度的

平野有一點蒼老的感覺。那一次上課的五比丘，是佛陀過去苦行的同伴，據說

因為上課的時間比較長，所以中間必須去尋找食物跟飲水。當三個人去拿食物

跟飲水時，佛陀就跟兩個人講；當兩個人去拿食物跟飲水時，佛陀就跟三個人

講。一直講到憍陳如說：「啊！我明白了！」他第一個開悟，那時佛陀呈現出所

有經典中唯一一次驚喜的聲音，他說：「啊！你明白了！」隨後其他四個人也就

聽懂了，這變成佛教僧團的原始狀態。 
可是原始的僧團跟現在的僧團有很大的分別，原始的佛教藝術跟今天的佛

教藝術有很大的分別，原始的佛教教誨跟今天的也有很大的分別。我們是後世

的人，常常先入為主，有一堆的東西，看到原始的就會覺得有點驚訝，以至於

我接觸了很多佛教藝術，再去看到紀元前的佛教藝術，我會吃驚。今天我從大

乘佛教《心經》、《金剛經》到比較源頭的《阿含經》到更源頭所謂南傳經集的

部分，經集中那些單純的、簡單的、很有詩意的句子，簡直讓人跌破眼鏡。那

時很鼓勵獨修，沒有很多嚴重的僧團的問題，佛陀很有名的話是他說：「你要依

靠我這些分析法，也就是法義，你要依靠你自己修行，你不要隨便去依賴別人。」

他保證你自己可以知道、可以證明你的解脫，不須要老師來摸你的頭說你解脫

了。 
我們現在看開悟，常覺得那怎麼可能呢？好像要修生生世世。可是我現在

慢慢發現這其實是可能的，因為那一剎那當我的嫉妒出來時，我用佛陀的原理

及禪修法去面對我的嫉妒的老情結時，每一次我都會覺得對這個事情有新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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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一種 release 的感覺。有時是一種長久的習性，比如我抽了四十年的香菸，

每一次都有抽煙的慣性，所以我決定要戒煙，從抽煙的習性中解脫。雖然下了

決心，可是每一次那個癮會重來，你每一次都要過關，可是一段時間後，你會

發現以前可能每天都會有癮上來，可是現在可能十天半個月才會有個遙遠的聲

音說抽根煙不錯，越來越遠，這就是我從煙癮走向解脫。可是人的習性多麼深，

這個不過是我後天四十年的習性，人一堆的習性啊！特別是貪愛。人的貪嗔癡

跟主觀的無明都是很深很深的習性，這個東西真的是每一次過一點關，就會覺

得比從前輕鬆。我覺得解脫跟涅槃不是突然有一天我大開悟、我什麼問題都解

決、我什麼事情都知道。我現在知道所謂的解脫涅槃、心靈的平靜跟喜悅，是

一個漫長的旅程、是一點點地在體會、是一個流程，它不是最後給你的一個獎

牌，說：「啊！你開悟了，你的問題都解決了！」而是在生命一連串的體驗當中，

你會知道一個不斷的禪修，不斷地向解脫之途邁進，而且你越來會知道這是一

個千真萬確的事情，他不是一個最後的禮物。 
我認為佛陀從苦說起的教誨是我一生學到最名貴的東西，我從小就像尉大

哥所說的，是一個憂鬱的小孩，有特別的問題。一直到青少年時代接觸到存在

主義時，如火上加油，突然有很多的不滿意，問題全都出現了。其實就是有一

個先天性的不安定，覺得有一種對這個世界不安全與跟這個世界的不協調。現

在有佛陀這樣的老師可以解決這樣的心病，解決這個心病，對我來講我覺得是

真正這一生的收穫。我覺得有意義是說我這個餘生還可以繼續步步安穩地走下

去，每一步都可以是解脫的實驗，這個解脫就好像每一次煙癮過去了，你知道

你比以前更輕鬆了，這一點來講我覺得修行很好。 
 
（五）佛陀教子說慈悲喜捨 

這是在《增一阿含經》中描述佛陀對兒子羅睺羅的一段教誨，佛陀向獨子

羅睺羅教了很好的一課，關於關呼吸、不靜觀和四無量心－－慈悲喜捨。經文

我很喜歡，描述當年他們在祇樹給孤獨園－－那些有錢人所擁有的園林，讓這

些出家人在雨季須要定居時，可以在園林中有簡單的房舍。當時佛陀在祇樹給

孤獨園中走向羅睺羅，開始那天的課程。遠處有一點水光，樹林裡頭灑落的陽

光就像一點心光從兩千五百年前傳來，透徹的、可以感受到的。那時候上了慈

悲喜捨那一課，那一課的完整性使得後代整個大乘佛學可以開展，早期是重智

慧的部分，到中晚期開始偏向另一個部分就是重慈悲的部分，就是從慈悲喜捨

的教誨裡發展出來。  
這裡是兩個修行人的基本一天的動作，一個是行走、一個是靜坐，所謂行

住坐臥，怎麼樣可以在行住坐臥中念念分明地注意自己的身體所在，以至於我

們慢慢有能力去控制我們心猿意馬不斷變換的心靈。因為心靈是一個太難掌控

的東西，心靈有心靈的規律，心靈自己會去抓一堆東西、去演一堆戲劇出來，

你簡直沒有辦法去控制它。有一個很簡單的基本訓練，就是說借用你的身體作

樁子，來繫住你的心，你的心如果以身體作樁子，就不能夠亂跑，當你的心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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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注意力放在身體上的時候，你就會發現那個心有時很努力地掙扎，想將你

的注意力帶到天南地北去，可是你又把它拉回來，有時候你的心就會回到樁子

的身體這邊休息下來，你就會發現它不會亂動了，好像一個野蠻的動物或是調

皮的小孩，突然在媽媽身邊靠著睡著了，有一種本心出現，一種心靈意識的本

質出來了，那種寧靜安定可以用來調伏你不斷亂跑的心。這是很簡單的一種技

術，就是把你的注意力放在你行住坐臥的身體上。 
 
（六）向世尊致敬 

這一幅是過去讀《阿含經》時，描述園林中出家人有時會在步道上遇到佛

陀走來，向佛陀行禮，對我來講也是對老師的一種感覺。陽光透過樹梢，看到

佛陀向你走來。我就想到年輕時讀芥川龍之介的小說，他信手拈來，從很多印

度或是中國的小故事中擷取一些題材來寫，有一篇他說在舍衛城中有一個挑糞

的人，在印度古典城市中，巷道很狹窄曲折，挑糞的人蒐集了大糞，就挑著跌

跌撞撞往前走，一路潑潑灑灑的。那時佛陀正好在那裡教學，挑糞的人看到遠

處走來一個神采飛揚的人，看看是佛陀，就是最近在這裡教學的聖人，他嚇壞

了，因為巷子很窄，佛陀走過來，他走過去，糞水潑灑出來，豈不是要弄髒佛

陀了嗎？幸虧巷子是曲折的、四通八達，所以他一轉身，趕快從橫巷子中跑了。

跑了以後，他正在想剛才的事情，前面又出現一個神采飛揚的人，又是佛陀，

那怎麼得了呢？他想這下子又撞著了，他於是一頭大汗地又從另一條巷子跑

了，他想無論如何不能沾污了佛陀。第三條巷子，走著走著又遇到了佛陀，這

個挑糞的知道沒有辦法，他只好把糞水桶放下來，跪倒在地上，涕淚交流，他

說：「我沒有辦法躲過你，那麼無論如何請收我做你的弟子吧！」芥川龍之介寫

過這樣一個故事，那時給我一個很深的印象，在人生不明就裡的時候，你總是

會出其不意的遇到佛陀，在人生的某一個境界裡，總是會遇到佛陀。對我來講，

我就以我一堆跌跌撞撞的問題遇到了佛陀，這幅畫就是向他行禮的意思。 
 
（七）大般涅槃 

這是佛陀的涅槃，在北印度的沙羅樹林。當我畫到森林裡那一束光的時候，

我深深感覺到，佛陀雖然是一個非常透徹的理性主義者，可是他的慈悲也是非

常明顯的。佛陀最後在一個鐵匠那裡吃壞了肚子，那東西非常不消化，後來許

多學者在研究佛陀最後到底吃了什麼？有人說是豬肉，很多人可能要大吃一

驚；有人說是某種野生的菌類，吃壞了肚子。佛陀在幾年前就換過了血液，所

以在這時候往前走時，阿難扶著他，停停走走，途中他跟阿難說：「以後你一定

要告訴鐵匠純陀，也就是招待我吃最後一頓飯的鐵匠，告訴他說我這一生接受

供養有兩次最有功德。一次就是牧羊女給我的奶，使我精神能煥發起來，能夠

開悟；一次就是涅槃前的最後一餐。」我想佛陀的用意很明顯的就是要讓純陀

不要為了這個事情起很大的自責，認為把佛陀吃壞了。其實佛陀到最後我們知

道他是會鬧腰背痛的人，他說法時常常要靠柱子，他也說自己像快要散掉的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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車子，用繩索綑綁一下勉強可以行走。 
在最後四十多年中，基本上他就是一直遊行的出家修行人，一直在北印度

走來走去。最後在北印度時，離他的家鄉－－雪山下的迦毘羅衛國很近，他似

乎是要回到他的家鄉，再重新回去看一看，可是他還沒抵達。他的國家已經亡

了，那時是一個城邦國家很多的、戰亂紛紛的情況，很多大國可以併吞小國。

他曾經有一兩次要禁止其他大國進入迦毘羅衛國，他曾經有一次在大兵壓境

時，自己一個人在迦毘羅衛國城外，坐在一個斷了的樹樁上。他是很有名的聖

人，當敵人來時，問他：「這裡連樹蔭都沒有，你坐在這裡做什麼？」佛陀說：

「如果一個國家亡了，就像沒有樹蔭一樣，就只好接受驕陽曝曬。」敵軍那次

沒有攻擊就回去了，可是後來還是阻擋不了，就滅亡了。 
他太太也參加僧團，比他早去世，據記載他的兒子也比他早去世，他最重

要的兩個助手舍利佛和目犍連－－一個是智慧第一、一個是神通第一，可以說

是他教學的基本助教，也比他先死。當時比丘們會在月圓之夜討論他們戒律的

問題，看有沒有人犯錯，一個月圓的晚上傳來舍利佛和目犍連去世的消息，佛

陀突然覺得大家靜悄悄的，好像這個世界是空的一樣。他曾在月圓的晚上說過

這樣的話，沒有什麼悲傷的流露。你看他晚年經歷了很多的不圓滿，痛苦的事

實都在他身邊，也說明了一點，就是我到今天對佛法的瞭解，所謂痛苦的解除

不是世間的不圓滿能夠消失，世間的不圓滿是永遠的、世間的痛苦是永遠的，

可是煩惱是可以解決的、可以消除的。痛苦是一個本質，我們今天的痛苦其實

是我們的貪嗔癡，如果我們能夠把貪嗔癡解除了，那麼痛苦來到我們身邊，我

們也可以像佛陀一樣那樣很平淡寧靜地面對這一切。 
佛陀在最後涅槃的時候，躺在那兒，進入彌留的狀態，阿難一直在護衛他。

這時有一個年老的外道拼命趕過來想見佛陀一面，你想那時是一個自由思想的

時代，每一個人都獨立去追求生命問題的解決，大家都很辛苦，是一個真正春

秋戰國諸子百家的時代，也就是奧義書的尾期。所以在當時有一個聖人的存在，

那是不得了的事情，如果你這輩子見到聖人，是何等希罕難得的事情。那個外

道聽說聖人要在樹林裡去世，他拼命地趕過來，深怕以後沒有這個機會，所以

再三地衝上前去要見佛陀。阿難三番兩次地將這個人攔下來，說：「世尊現在非

常疲倦，你不要來打攪。」世尊聽見之後，說：「他不是要來打攪，他是來向我

求法的。」所以他收了最後一個弟子，所教的就是四聖諦中所謂「苦、集、滅、

道」的「道」、所謂八正道的修行問題，這是他最後的弟子。 
最後居然滿座的人沒有任何人有任何關於法的問題，佛陀就說：「整個生命

的變遷是非常快速無常的，大家要趕快修行，各自要精進才行。」這就是老師

最後的在樹林裡一個寧靜的角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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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光陰系列」靜物畫 

奚淞說畫靜物就是放下主觀，讓自己放空，純粹讓光線、讓靜物說話。奚

淞的靜物畫所呈現的是在自然光線之下的一缽水、一個魚缸或是一朵花、一個

盆栽，單純、自然而寧靜。奚淞說：「我這一輩子經歷了大自然的很大的變動，

我們常說陽光、空氣、水，但是現在大氣層破了洞、空氣污染、水污染、海洋

污染、洋流改變，整個地球的變遷是從我們這一輩開始的，等將來才要開始做

環保已經來不及了。」在複雜的生態改變中，一杯水的平淡觸動了奚淞，在靜

物畫中，奚淞追求的是生命最基本、樸素寧靜的幸福快樂。奚淞覺得現在人們

的生活太複雜了，充滿官能的刺激，人們活在一個百分之百廣告的世界，從對

一缽水的靜觀中，奚淞特別覺得佛陀教人內觀、解結，真的是斧底抽薪解決人

類困境的方法。 
奚淞說：「古老佛教中有一種修行，因為人太容易心猿意馬了，為使自己專

注集中，將一個簡單的東西放在眼前，以之為緣，達到禪定集中，將精神投射

在很單純的事物之上。」這樣面對靜物作畫，就像禪修一樣，奚淞說巴黎一個

老畫家曾留下這樣的遺言：「我的創作就像祭祀裡的火供一樣使得生命得以提升

轉化」奚淞說自己去年畫靜物的感覺，就覺得這像是一種心靈的供養，使得生

命得以提升轉化。 
最後奚淞舉了一個西班牙畫家的故事來說明這樣靜觀的創作態度，他說：

「西班牙有一位寫實派的畫家，當他的紀錄片在拍攝的時候，他正在畫院子中

的梨樹，為了很準確地畫，甚至在院子中搭了一個棚子，完全是這個梨樹在教

他東西，他不隨便用感情因素來轉移自己的注意力。很多畫家感情豐沛，會用

自己的方式去詮釋，但是他非常冷靜。這時有一個中國的女記者問他：『你為什

麼費這麼大的功夫畫它，你是不是很愛它？。』這個畫家不肯回答，當其他人

問完其他問題之後，這個北京的女孩子又說：『你這樣畫它，你一定是很愛它！』

最後這個畫家說：『它陪著我，我陪著它。』他抵死沒有說『我愛它』，他多少

說出一種靜觀時的全然融入。這並不是一個愛或貪欲的問題，真的是一種合一、

是一種很謙遜的跟對象的合一，不是一般人所說的愛的問題，或是怎樣的華麗、

美、炫耀，都沒有，就是平淡的融合跟瞭解，類似禪修的快樂。這裡說明了生

命一種很靜觀的態度。」回顧自己一生從事文藝創作的歷程，奚淞說：「我年輕

時以為我很愛藝術、愛好文藝，你說我愛藝術，我不覺得我愛藝術，只是『它

陪著我，我陪著它』，是藝術使我進入修行的境地。」從對自身存在感到疑惑焦

慮的少年哪吒到在佛法中安身立命靜觀萬物的修行者，六十歲的奚淞平靜地

說：「現在回顧起來，寫哪吒的我恍如前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