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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让慈悲与感恩之心增长，所以新加

坡佛教总会特以“知恩报恩”为此次庆祝

卫塞节的主题，希望佛子们能够在参与卫

塞的活动中，培养出知恩的价值观，并实

践报恩的善行。

知恩报恩，是一种饮水思源的美德。

一个人一生的成就，无论高低，都是由别

人促成的。比方说打从呱呱落地到成长、

靠父母养育栽培；读书的时候，靠师长的

循循善诱；出来社会工作，靠前辈赏识提

携。既然，人人都是自己的“恩人”，自

当感恩图报。

报恩，不是专指说回报对自己有恩的

人，而是指当自己有能力的时候，懂得报

佛总卫塞庆典花絮
答其他人，回馈到社会上。须知道，生活

绝对不是一座孤岛，而是众缘和合，互相

成就的。所以，懂得回馈、懂得报恩，是

做人的根本，也是促成人际之间的和谐的

重要因素。

报恩的思想在佛教经典中无处不在。

在《大乘本生心地观经》记述了这么一

段，佛陀曾对五百长者说：“ 我今为汝分

别演说世出世间有恩之处：一、父母恩；

二、众生恩；三、国王恩；四、三宝恩。

如是四恩，一切众生平等荷负。”四种恩

情涵盖一切，亦是人人应报答的对象。

知
恩
报
恩

知
恩
报
恩

■ 一帆 ■ 

佛总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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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大乘阿毗达摩的修学

菩提心因果次第，也依“知母、念

恩、念报恩”为菩提心所依，从无

始劫来，一切众生无不是己父母，

所以应视一切男子为己父，一切女

子为己母，如此一来，报恩之情便

油然而生，并通过发菩提心，行菩

萨道去实践。

诵念药师经与浴佛
早上10时，僧俗二众齐集于

光明山的无相殿，一起恭诵《药

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诵

念《药师经》可获佛菩萨加持，

拔苦免难，健体延寿。 信众可将

诵经功德回向予师长父母，也是

感恩的一种体现。

无相殿外设有浴佛池，信众

在为悉达多太子圣像淋上净水的

同时，也洗去自身的污垢，净化

内心，消除烦恼。

为母亲与学子祝福
庆祝卫塞当天，又适逢母亲

节。主办单位特别安排了一项“母

亲节与学生祝福仪式”的项目，

邀请法师们亲为母亲与学子们祈

福，同时也让孩子们通过祝福仪

式，了解父母对自己的恩情，培

养他们对长辈的感恩之心。

在仪式进行之前，新加坡佛

教总会会长广品大和尚为信众开

示有关祝福的意义，他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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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母亲节，佛总希望

通过这个祝福仪式，提醒孩子们

母亲的恩情，并顺道向天下母亲

祝福，愿她们身体健康，万事如

意。”法师继说，“从无始的生

命以来，一切男人是我父   一切

女人是我母，所以我们不仅要仅

记父母的恩惠，其中众生对自己

也有恩情在，所以当自己力有所

及，便要懂得回馈父母、回馈师

长、回馈社会。”

法师也指出南传佛教也有祝

福仪式，祈愿佛菩萨、龙天护法

的加持，消除障碍，顺利成事。

感恩座谈会座无虚席
为了深入感恩这个主题，主

办方也在庆祝会当晚办了一个“知

恩报恩的人生观座谈会”。仁虚法

师、永佳法师、洪孟珠博士、纪传

盛居士为座谈会的演讲嘉宾，他们

分别以出家众与在家众的观点提

出感恩的重要性，并通过一些生

活上的小例子来述说如何培养感

恩之心。

座谈会上座无虚席，很多信

众都是扶老携幼前来，聆听着讲

演者宝贵的建议，为自己往后的

人生增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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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Metta Convention 
Reflections
■ Ling Zhen Qian ■ 

Connecting of Hearts. That was the theme for this year’s Metta Convention, held at Uluru, Australia 
from 11 - 13 March 2016. This was the third installment in the Metta Convention Series, following up 
from the pioneer Metta Convention: Meeting of Hearts, which was held in Singapore (organised by 
SBF), as well as the Metta Convention: Healing of Hearts, held in Sri Lanka. This year’s convention 
was attended by over 200 delegate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e Metta Convention is the 
brainchild of Venerable Mahinda, 
with the wish for the widespread 
practice of Metta (Pali translation 
for Loving Kindness) around the 
world, and connecting all sentient 
beings through Metta. 

Uluru, being the spiritual heart 
of the Great Outback, was chosen 
as the holding grounds for the third 
Metta Convention, to allow partici-
pants to connect with the land; and 
feel the masculine energy of Kata 

Tjuta and the embracing feminine 
energy of Uluru. Even though Uluru 
has very scarce rainfall throughout 
the year, we were lucky enough to 
have rain a few days before the 
convention as well as during the 
convention (Some might say this 
was the work of deities).

The Convention was graced 
by a series of esteemed speakers 
- Professor Shane Houston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Dr Susan 
Murphy Roshi, the founder of Zen 

Metta Convention 2016 Delegates Photo credit: Metta Convention 2016

Open Circle in Sydney Australia, 
and Dr Charika Marasinghe, a 
Human Rights Law Consultant 
from Sri Lanka. We also had the 
pleasure and the honor to listen to 
stories and learn from Aboriginal 
elders, Uncle Max Dulumunmun 
Harrison and Sister Alison Hunt.

The topics discussed dur-
ing the convention ranged from 
connecting with the environment 
and valuing the land around us, 
to the trials of society versus indi-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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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nts in discussion during the Metta Workshop Photo credit: Metta Convention 2016

vidualism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boriginal culture and modern day 
cultures), to spirituality from the 
heart. 

On top of the distinguished 
panel of speakers, the other ac-

Representatives from SBF Youth, (L - R), Choo Si Ying, Jonathan Sua, Clorine Teo, 
Ling Zhen Qian, Melissa Soo and Michelle Ang, in front of Uluru, after the sunrise 
walk during the second day of the Convention. 

tivities that took place during the 
convention were refreshing and a 
tantalising delight for the senses. 
From dining under the stars, early 
pre-dawn walks at Ayers Rock, 
marvelling at the majesty of Kata 

Tjuta and having the privilege to 
see an Aboriginal dance. It was 
truly an enriching experience. I felt 
so fortunate to be able to witness 
the marvel of Ulruru, on top of the 
inner peace and joy that came 
with it. 

One unique segment of the 
Convention this year was the 
Metta Workshop, which was held 
on the second day. It involved 
all participants to come up with 
a short performance to express 
what it meant to connect with na-
ture, and to reveal various ways 
Metta could be interpreted. Each 
group’s performance was unique 
and presented their interpretation 
of Metta in various ways, through 
song, dance and role-pla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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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e are some of the reflections from myself and my fellow youths from SBFY. 

“How many of us in this current time face each and everyday by ourselves? How many of us 
are willing to look over our shoulder, to ask for help from people whom we thought to be less suc-
cessful or weaker than we are? To be able to swallow our pride and humble ourselves to request 
for aid? I was not one of these people. 

Professor Houston’s sharing on Aboriginal culture resonated with me because he so accurately 
painted a picture of what my daily life was like. Individualistic, competitive and stressful. He shared 
about how in aboriginal culture; everyone’s strength played a part in making the community stronger 
and more effective as a unit. This included not only the humans, but the environment as well. How 
each and every part of the world around is a small piece of the puzzle. Through the reiteration of 
aboriginal life, I understood how every person no matter how big, small, minute or massive. They 
are all essential in making this clock that is society, tick. 

How the doctors heal using the herbs they find from the plants around them, and the elders 
educate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from the wealth of knowledge that they have learnt from the land 
and their elders before them. We too could learn much from their culture. Just because they are 
older, and their bodies are weaker, doesn’t make them a dysfunctional part of society. Just because 
one of your new colleagues are less attuned to working in that environment doesn’t mean he or she 
should be excluded. All these gems around us are meant to be nurtured and by being a collective 
agency, like the aboriginals,  we would be able to achieve so much more.” 

- Ling Zhen Qian, 21 years ol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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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 Zhen Qian was one of the delegates from Singapore who attended the third Metta Convention. He 
was also a volunteer at the first Metta Convention in 2013, organised by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SBF). 
Currently the Chairman of SBF Youth, he will be studying Sociology at Nang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this August. 

You can start your own daily practice of Metta. Instructions on how to practice Metta Meditation can 
be found here  http://mettaroundtheworld.org/resources/downloads/ 

“When I heard that the Convention will be held in 
Australia, my first thought was that it would be held in the 
city. I was skeptical on whether it would fit the theme of the 
Convention, Connecting of Hearts. However, it was held at 
the red heart of Australia, also known as Ayer’s Rock. Uluru, 
a place of serenity, may be called a desert by some, but not 
me. Being able to experience the calmness and tranquility 
of the place was simply divine. 

Highlighting one of the events which was the most 
memorable to me; the Metta Workshop was my personal 
favourite. Usually, in a setting of a convention, participants 
would not like to be very active in any group activity. Much 
to my surprise, everyone in my group was active and vol-
unteered earnestly. It was an amazing spectacle to see 
everyone connected together as one, with the aim of por-
traying metta in an artistic manner. My group did a skit in 
a desert setting showing how we are able to connect with 
the nature and to give metta to our surroundings. It was a 
heartfelt experience as all of us were acting genuinely and 
sincerely even though it was a short 5 minute performance. 
It was an interesting experience to be able to connect with 
Uluru and also honoured to be able to participate in this 
meritorious event.” 

- Jonathan Sua, 21 years old 

“It was a really great experience going to Uluru for the convention. Getting connected with the 
nature and people there, learning about the history of Uluru and how Aboriginals pass down stories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ill today, is truly heartening. Being able to experience sunrise and 
sunset first hand; to dine under the beautiful starry night sky; and the privilege to take part and learn 
the Aboriginal dance make me feel connected to the Aboriginals who taught us their dance. 

During the talks, I felt really connected to Dr Charika. She used the Buddha’s teachings of The 
Four Nobel Truths to explain the life of those less fortunate than us, and the methods in which we 
who are living more comfortable lifestyles could do to raise their standards of living. On top of that, 
whilst helping, we should adopt an attitude in which should not expect any form of reciprocation.  

After hearing this, I was inspired to help those who are less fortunate in many different ways 
and help reduce their suffering. Even though they may or may not be grateful towards me or think 
wrongly of me, I will still be glad that I am able to help them in some ways. I was really glad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this convention and be connected to the nature of Uluru.”

- Choo Si Ying, 22 years old

L-R: Jonathan Sua, Choo Si Ying 
and Ling Zhen Q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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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28日至2015年12月4

日，菩提学校由杨慧珠老师带领的台湾

浸濡团去台湾进行了为期七天的参观、

学习。

浸濡团先去了宜兰的三星乡农场，在

导览员的讲解与示范下，同学们体验了拔

葱、洗葱，并学习如何制作葱油饼。最

后。同学们都吃到了自己做的葱油饼，

吃得津津有味。

离开了三星乡的农场，浸濡团就搭火

车离开台北，前往花莲。到了花莲， 浸

濡团去了慈济小学。慈小的李校长和小

天使们一大早就站在校门口迎接我们。

然后，同学们就开始入班学习，体验慈

小的教学模式，并参观了慈济环保站。

菩提学校
台湾浸濡记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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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濡团还去了凤梨酥工厂，并在那里

学习制作凤梨酥。我们把手洗干净后，在

讲解员的指导下就做起了凤梨酥。等我们

做好凤梨酥后，那里的工作人员就帮我们

放进烤箱。后来，那里的工作人员还用漂

亮的盒子帮我们打包好各自的凤梨酥，同

学们都决定把亲手做的凤梨酥带回家，给

爸爸妈妈品尝！

浸濡团在三峡染坊学习漂染技术，每

个人做出来的图案都不一样，不过都很漂

亮。而且，大家还可以把自己漂染的作品

带回新加坡。之后，我们去了“阿爸的客

家菜”吃当地的特色菜系。

“花姐姐”绘本馆带给浸濡团丰富的

学习体验。那里的大哥哥大姐姐先教同学

们如何制作饼干，然后给同学们讲了一个

有趣的故事，最后又带着同学制作了小卡

片。同学们都觉得很开心！

这趟为期七天的行程，活动非常丰富

多样化，寓教于学，使学生获益不浅。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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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inaugural An Evening 
with the Arts held on 30 May, aptly 
named Starry Starry Night, was 
indeed a star-studded night of cel-
ebration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of 
Maha Bodhi School that had partic-
ipated in the 2016 Singapore Youth 
Festival (SYF) Arts Presentation. 
It was organised to recognise and 
celebrate the efforts and achieve-
ments of our pupils who had spent 
many hours preparing for the arts 
presentation. It was also an eve-
ning to honour the efforts put in by 
the coaches, teachers and parents 
who had had been most supportive 
in helping with make-up, hairstyling 
and giving moral support. Vener-
able Seck Kwang Phing, our Guest 
of Honour, Mr Tan Yew Beng, our 
School Supervisor, Mr Wilfred 
Seet, President of MBS Alumni 
and members from SMC and the 
alumni EXCO team graced the 
occasion. Our guests and school 
leaders presented the Certificates 
of Distinction and Certificates of 
Accomplishment awarded in the 
2016 SYF Arts Presentation to the 

A Round, Herbstlied (a German 
song) and a Chinese xinyao song 
titled 历史考试前夕. Decked out 
in cheerful hues of the rainbow, 
our choir presented a joyful and 
pleasing sight. Indeed, the rous-
ing performance of our Chinese 
Orchestra, Guzheng group and 
Choir again testify that music can 
transcend cultures and boundaries. 

Our Chinese Dance group, 
which was awarded a Certificate 
of Accomplishment, put up an awe-
some performance. The dance, 展
翅高飞 , portrayed a flock of young 
birds that tried very hard to fly at 

Chinese Orchestra, Erhu section
Chinese Orchestra Suona section putting up 
a rousing performance

Guzheng members dazzle in their striking red outfits

Parents helping out in hairstyling 
and make-up of performers

Chinese Dancers doing one of 
their acrobatic stunts - We got 
our splits right!

performers. 
Our Chinese Orchestra per-

formed天and 小星星幻想曲; the 
latter based on the tune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was especially 
composed for the 2016 SYF Arts 
Presentation to bring out the inno-
cence and youthfulness in children. 
As always, our parents have been 
most supportive in moving the 
bulky instruments to the hall. They 
even loaned the school some of 
their own instruments that the pu-
pils have been using at home. Our 
Chinese Orchestra was awarded 
a Certificate of Accomplishment.

Our Guzheng group which 
was awarded a Certificate of Dis-
tinction, played the guzheng with 
such graceful light hand move-
ments, charming the audience 
with their winning entries, 火把节
之夜, a traditional festival in China 
and Haystack Turkey, an American 
folk song. 

Our Choir, which was awarded 
a Certificate of Distinction, sang 
their hearts out as they presented 
their winning entries, Voices In 

Maha Bodhi School Celebrates 
An Evening with the Arts

Happy faces of Guzheng 
members after their 

performance
■ Elizabeth So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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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ginning and, after much 
perseverance, they finally soared 
high, reinforcing our school value, 
Resilience .Their colourful yellow 
costume topped with bright orange-
feathered beak headgear and their 
acrobatic stunts so mesmerised the 
audience that they were rewarded 
with a resounding round of ap-
plause. 

It was also an evening for our 
Indian and Malay Dance groups to 
showcase their talent and dedica-
tion. Despite the cultural differ-
ences, these dancers made up of 
entirely Chinese pupils from Pri-
mary 3 to Primary 6, were able to 
embrace traditional dances beyond 
their own ethnic group. Our Indian 
dancers wowed audience with their 
footwork and hand movements 
as they danced to the classical 
rhythmic piece Thilanna in their 
gliterring costumes and ornaments. 
Our Malay dancers, dancing to the 
beat of Inang Si Gadis Cina as 
they picked flowers in the garden, 
impressed the audience with their 
synchronised elegant movement. 
Koh Jia Xuan from the Malay 

Dance group shared, “I’m happy 
and proud to dance for my parents 
on Starry Starry Night.” The admi-
rable dedication and commitment 
of the Indian and Malay Dance 
groups won them the Certificate 
of Distinction and Certificate of Ac-
complishment respectively. Indeed, 
the exposure, experiences and op-
portunities provided by the Indian 
and Malay Dance CCAs serve to 
enrich the cultural appreciation 
of our pupils and promote racial 
harmony in our society. 

Though our Symphonic Band 
was the last group to present that 
evening, it was a heartening sight 
to observe how the band members 
waited patiently for their turn while 
applauding and cheering for their 
friends in the other CCA groups. 
When it was finally their turn to 
perform, our band members did us 
proud as they enthralled the audi-
ence with their smooth rendition 
of the set piece, a joyful-themed 
march The Future of Tomorrow 
which uses excerpts from Malay 
folk songs Katak Lompak and 
Rasa Sayang. Our band has once 

Chinese Dance members taking time off before the performance: “We’re ready!”

Symphonic Band members with their smooth rendition 
of The Future of Tomorrow

Indian Dancers with their coach and teachers

Malay Dancers in their bright pink costumes 
performing Si Gadis Inang Cina

Enthralling performance by the Symphonic Band

again achieved a Certificate of 
Distinction. 

To round off the entertaining 
and inspiring night of music and 
dance, our guests and audience 
were treated to a specially pre-
pared video montage of the various 
performances. Appreciation of any 
performance is never complete 
without a peek into the behind-the-
stage preparation to share the tri-
als, chatter and laughter and above 
all the sheer exuberance of the 
performers as they came together 
as a team to practise and perfect 
their skills tirelessly under the nur-
turing guidance of their coaches 
and teachers. It was definitely a 
night worth remembering as we 
celebrate the young and budding 
talents in our midst!

After a two-hour non-stop 
revelry, our guests, parents and 
participants rose to their feet to 
sing the school song, bringing 
the celebration to a wonderful 
and memorable close with hopes 
for more Evening with the Arts to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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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17日是佛教总会附属机构，马林百列菩

提学生托管中心，老师、学生和家长们一起

出游的欢乐时光；目的地是新加坡第

一座室内具有迷你主题模型的高

尔夫球场。约有26位小朋友参

加，大家在这一天兴高采烈

的从中心出发。 

这所位于东海岸室内迷

你主题模型高尔夫球场非

常适合大人小孩，受过训练

或不曾打过高尔夫球的人，

不需要特别受训，都可以到

此一游，是兼具娱乐性与教育

菩提学生托管中心
假期花絮

马林百列

■ 佑桂 ■ 

佛总资讯

01_15_����.indd   12 7/18/16   4:10 PM



菩提学生托管中心

性的场所；当小朋友们在打高尔夫球

时，会一一经过迷你型樟宜机场、动

物园、滨海中心、圣淘沙等地。所

以，在小朋友们打完18杆洞后，他们

也“游历”了一回新加坡极具代表性

且颇有名声的游览胜地，真是“一举

数得”。 

看！小朋友们专注的持杆对准，

似模似样的神态，俨然就是小小的高

尔夫运动专家，说不定还会挥出了兴

趣，成为国家未来运动员呢！ 小朋友

们，尽情挥杆，用力击出去吧！好好

享受这难得的假期美好时光。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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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e Siddhattha Child Care 
Centre had their Family Sports 
Day last Saturday, the 25th of June 
2016 at the Bukit View Secondary 
School hall. A total of 64 families 
participated in the event. The 
teachers and staff of the centre led 
by its centre supervisor, Madam 
Ong Lay Khoon, were in full force. 
PSCCC was also fortunate enough 
to have Venerable Shi Xiang Yang 
grace the event.

The day started with an open-
ing remark from Venerable Shi 
Xiang Yang wherein he talke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family 
bonding and togetherness. It was 
then followed by an energetic 
Zumba warm-up dance led by one 
of the centre’s teacher. Everyone 

■ Patricia Atienza ■ 

definitely enjoyed grooving to the 
beat while stretching out their 
bodies in preparation for the 
games.

There were a total of 
10 games plus a surprise 
bonus game. The games 
were participated by the 
Play Group, Nursery 1, 
Nursery 2, Kindergarten 
1, and Kindergarten 2 stu-
dents together with their 
families. Everyone actively 
joined all the games. It was 
evident that they had loads of fun 
bonding together while also show-
casing their athletic abilities. The 
games were especially designed 
to strengthen the bond between 
families, encourage teamwork and 

trust, and also promote 
the importance of liv-
ing an active lifestyle. 
Game 10 was partici-
pated by both parents 
and teachers while the 
bonus game entailed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par-
ents only. These games 
encouraged the continu-
ous partnership between 
parents and educators 
and between parents 
with other parents as 

well. The games furthermore sym-
bolised the significance of parents 
working together with the teachers 
for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children. 

The concluding part of the 
event was the awarding of the 
medals, surprise gifts, and tokens 
of appreciation. The children, to-
gether with their parents, gleefully 
accepted their awards on stage. 
Even if it was a tiring morning for 
everyone, the smiles on the faces 
of everyone made it all worthwhile.

The event would not have 
been successful if it were not for 
the hard work and dedication of the 

Prince Siddhattha Child Care Centre 
Family Sports Day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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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ing committee of the Family 
Sports Day together with the rest 
of the PSCCC staff. Parent Vol-
unteers also went out of their way 
to help the committee in every 
way possible. The Family Sports 
Day was truly a fruitful event. 

On page 23 of the 494th issue of Nanyang Buddhist, the captions should be correspondingly 
interchanged as follow: 

“Our Vice Principals presenting awards (from left), M Lim Kim Min and Mdm Leng Bing Ling” 
“Our Vice Principal, Miss Teo Sook Lin, presenting awards”

Nanyang Buddhist’s Editorial Team

Corrigen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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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gkok Declaration
of the 13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Day of Vesak 
May 22–23, 2016 (B.E. 2559)  At the Main Campus, 
Mahachulalongkornrajavidyalaya University,  Wang Noi, 
Ayutthay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Centre, Bangkok

On 15th December 1999, rep-
resentatives from thirty-four coun-
tries proposed to the General As-
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at 
the full moon day in the month of 
May be recognized and observed 
at the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and the Regional Offices as the 
United Nations Day of Vesak. The 
General Assembly so resolved 
(Agenda Item 174 of Session No. 
54/115) and, accordingly, the UN 
Day of Vesak was instituted in the 
year 2000 with the support of all 
Buddhist traditions. In pursuance 
of the Resolution, we, participants 
from eighty-five countries and 
regions, have come together on 
May 22–23, 2016 (B.E. 2559) to 
celebrate the Birth, Enlightenment 
and Mahaparinibbana of the Bud-
dha. As in the previous years, the 
celebrations were graciously sup-
ported by the Royal Government of 
Thailan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upreme Sangha Council of Thai-
land and generously organized by 
Machachulalongkornrajavidyalaya 
University.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UN Resolution designating the 
day of international importance, 
Buddhis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join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Day 
of Vesak (ICDV). Its secretariat is 

located at Mahachulalongkornra-
javidyalaya University in Thailand 
(MCU), which acts as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Buddhists to organize 
commemorative activities in con-
junction with Vesak. As a result of 
the regular and ongoing activities 
by the ICDV,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ECOSOC) of the 
United Nations at its Substantive 
Session of July 2013 granted 
Special Consultative Status to the 
ICDV. The scope of this status cov-
ers four main are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limate change, edu-
cation and peace building process. 

This year the celebrations 
of the UN Day for Vesak were 
hel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His Majesty King 
Bhumibol Adulyadej’s Accession 
to the Throne and the 84th Royal 
Birthday of Her Majesty Queen 
Sirikit of Thailand; thus the par-
ticipants offered their sincerest 
prayers for Their Majesti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and wished 
Their Majesties good health, long 
life and eternal happiness. 

During the celebrations we 
have explored the theme of “Bud-
dhist Path to World Peace” pro-
moting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from all Buddhist 
traditions. Two symposiums were 

successfully convened parallel on 
the issues of Buddhist Education 
for Peace, and Buddhist Contribu-
tions to Environmental Responsi-
bility for World Peace. 

In the opening ceremony the 
keynote speaker reminded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importance of 
moral, psychological and cogni-
tive training, as illustrated in the 
teachings on the Noble Eightfold 
Path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Five 
Aggregates. The speech under-
lined the vital role of justice, good 
governance and security of indi-
viduals, families, communities and 
nations as crucial components of 
the World Peace. 

At the conclusion of our suc-
cessful celebrations and meetings 
we have unanimously resolved as 
follows: 

1. It was pointed out that the 
war is indeed a condition of mind, 
thus peace of the world cannot be 
legislated. Tracing the root causes 
of conflict and violence in the mind 
of the global citizens, education 
was identified as a powerful means 
to help mankind to move towards 
unity of man, global economy and 
earth citizenship. 

Participants discussed and 
agreed about a broad framework 
for a possible Buddhist strategy for 
world peace, in general, and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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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ree main stages of peace 
building, in particular. Prevention, 
conflict resolution and rehabilitation 
were identified as the key issues to 
be addressed. To prevent conflicts, 
the Buddhist leaders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peace education. 
In case of outburst of conflict, for 
the resolution of it the restoration 
of dialog among involved parties 
is of the vital and immediate task. 
Finally, if aggressive actions, or 
even wars have taken place, con-
centration on rehabilitation ought 
to be at the center of the efforts of 
the Buddhists. 

2. Based on the recommenda-
tion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Day of Vesak (ICDV), participants 
agreed with the decision to make 
available for the broad public the 
printed version of the Common 
Buddhist Text which has been 
examined and approved by three 
different panels of experts and 
Buddhist leaders. 

3. In discussing the issues 
related to the Buddhist Path to 
Peace participants emphasized 
that one of the hallmarks of the 
Buddha’s teachings is the promo-
tion of peace and non-violence. 
Buddhism has always stressed 
the path of peaceful resolution 
of disputes between individuals, 

communities, nations or institu-
tions. Excessive competition is to 
be avoided. Violence in all forms 
and manifestations is shunned. By 
and large, therefore, Buddhism is 
synonymous with peace. Because 
Buddhism firmly believes in free-
dom of choice for the individual 
and cherishes the diversity of hu-
man thoughts and ideas, it rejects 
the imposition of ideas on others. 
Tolerance is thus a central tenet in 
Buddhism. 

4. Participants expressed their 
strong belief that the universal 
message of peace, goodwill and 
compassion preached by the Lord 
Buddha more than 2,600 years 
ago has never been more relevant 
than today. Mutual understanding, 
kindness to fellow human beings 
and compassion are the hallmarks 
of the Buddhist faith. The Buddha 
himself once said that there is no 
problem in existence which cannot 
be resolved with the right under-
standing and the right effort. Every 
problem, however, intricate, how-
ever complex, contains within itself 
the means for its own resolution. 
Buddhism preaches moderation. 
The “Middle Path”, as Buddhists 
call it, is a way of life which seeks 
to avoid the pitfalls of extremism. 
The sense of moderation serves 
as a foundation for the actions of 

Buddhists towards others and, we 
hope, guards against excesses 
which all too often manifest them-
selves in our global village. 

 5. Regarding the Buddhist 
contribution to environmental re-
sponsibility for world peace it was 
recognized that the welfare of 
every living being, no matter how 
insignificant it may seem to us, is 
spiritually important and deserv-
ing of our concern, embracing the 
whole biosphere, and not limiting to 
our generation but extending to the 
future generations as well. 

 6.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collec-
tive development on the Buddhist 
path between Buddhist communi-
ties worldwide, the participants 
agreed to dedicate the full moon 
day of May, as recognized and 
observed at the UN Headquarters 
and Regional Offices, as the day 
of chanting of the Buddha’s words 
and meditation. 

 7. Participants univocally 
supported the newly established 
global standard as defined by the 
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he 
Climate Change sealed during 
the COP21 Summit in Paris last 
December and already signed by 
177 signatories and 17 parties, 
15 of which have already ratified 
it by now. 

 8. The participants acknowl-
edged the generosity of and the 
crucial role played by the Kingdom 
of Thailand in hosting the United 
Nations Day of Vesak over so 
many years, and to approve and 
support the Democratic Socialist 
Republic of Sri Lanka to host the 
next, 14th, Anniversary Celebra-
t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Day 
of Vesak 2017 (B.E. 2560) in Sri 
Lanka. 

Done as the Bangkok Decla-
ration of the Thirteen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Day of Vesak, this 23rd Day of May 
2016 (B.E. 2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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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山普觉禅寺
卫塞活动盛况

每年的卫塞节，光明山普觉禅寺都挤满了信众，

他们主要是参与三步一拜仪式。

5月20日，三步一拜仪式在傍晚5时才开始，但之

前已经挤满人龙，为佳节平添不少热闹。绕寺一周的

三步一拜，顾名思义，就是每走三步，礼拜一次，主

要表达了信徒的虔诚与信仰。整个仪式需要2小时30分

钟完成，需要的是坚毅无比的信念和强健的体魄。

每一年的三步一拜都吸引了无数的佛弟子参与。

虽然，三步一拜需要耗费体力，但其中也不乏年长

者，更有不少家长鼓励自己的孩子参与，从小培养他

们对宗教的虔诚。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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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寺内还设有浴佛

池，让信众们为佛太子圣像

灌洗净水，意义让信众们在浴

佛的同时，也洗净众信身心的

污垢，保持心灵洁净。

也有部分的信众们到龙池

上放许愿灯，祈愿求福。一盏

一盏的莲花灯飘放在水池上，

在夜里闪闪发光，象征着将智

慧的光芒散发开去。

当然，卫塞庆典也少不了

适合全家人一起互动的活动，

例如制作感恩之花、运用图案

创作巨画、以及学画卡通版本

的佛像等。

如果累了，可以静下心来

细细观赏例如击鼓表演、魔术

秀、讲故事表演以及汽球造型表

演等等。活动充满童趣意味，不

仅可增进亲子关系，还可促进家

庭和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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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济寺佛学研究会于6月19日(农历五月十五日)、星

期日，上午9时至下午5时，为该寺中兴祖师妙灯老和尚

圆寂三周年举行报恩追思法会。本地各寺院庵堂、佛教

团体的大德法师与护法弟子们，纷拨冗出席，一起追思

缅怀老和尚一生之德行功业。

妙灯老和尚是一名学养丰瞻，品格高峻的高僧，他

一生致力于宣扬佛学，尽心劳瘁。

1955年，妙灯老和尚原在中国锡泉州开元寺任监

院，于1957年9月受马来西亚槟榔屿的妙香林寺住持广

余法师的邀请南来弘法。翌年，新加坡龙山寺广洽老和

妙灯老和尚  
圆寂三周年追思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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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又邀请他出任龙山寺监院，妙

灯老和尚便移居新加坡。

1960年，创建普济寺的转

解老和尚，亦是妙灯老和尚早

年的戒师，邀请他出任普济寺

住持。

妙灯老和尚在新加坡弘法近

40多年，先后担任佛教居士林导

师、佛教施诊所分所主席、总所

秘书长。1992年，当选新加坡

佛教总会主席、及菩提学校重建

委员会主席、菩提学校董事会主

席。在任期内重整佛总执监会，

督导菩提学校重建，整理菩提学

校董事会，1994年任满，以年

近八十，辞谢不再连任。

退隐后的妙灯老和尚，静居

普济寺，二六时中，持经念佛，

修持净土法门。此外，也研读一

些佛学大师例如太虚、印顺导师

的作品，妙灯老和尚向学之笃，

老而不懈的精进态度，实在值得

我等后辈学习。	

妙灯长老纪念室

妙灯长老晚年静养的静修室现已整修为妙灯长老纪念室，室内基

本上维持原状，除了书桌卧具、还藏有长老平时修读的经典与一些大

师的佛学丛书，例如印顺导师的《妙云集》等。室内还存放着妙老的

灵骨舍利，在特别的节日将开放给信众瞻仰。

妙老的弟子，亦即普济寺佛学研究会的住持法达法师表示，妙老

在晚年深居简出，多数时间花在静室内阅读与静修。偶尔，有远方客

人或弟子来访，则在静修室隔壁的小厅接待客人，小厅也是妙老餐饮

的地方。	若妙老想要舒展一下筋骨，就会到大殿上经行。

妙灯老和尚
纪念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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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关怀
2016年6月25日吉祥宝聚寺的北区邻里关怀家庭

组，参加了由本地佛教与回教两大宗教团体所主办的

慈善活动，大家一同到万佛堂疗养院对院内病众付出

温暖的关怀，内政部政务次长安宁阿敏先生与吉祥宝

聚寺比丘尼僧团是这次关怀活动的贵宾。

吉祥宝聚寺将在2017年3月落成，届时会把寺务重点放

在弘扬佛法、推广传统文化、开办社区教育课程及从事慈善公

益活动上。这一次北区关怀组到万佛堂疗养院提供晚餐，除了

万佛堂疗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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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邻里关怀，与不同种族的病患同胞

庆祝开斋饭会外，也希望通过与兀兰三

巴旺区基层领袖、慈善团体间的合作，

增加彼此未来合办慈善活动的默契，携

手并肩为社区做出贡献！

吉祥宝聚寺为了落实邻里关怀、找回

甘榜互助的精神，目前先从吉祥宝聚寺

所在地兀兰地区做起，而这次的关怀活

动也让义工们对老苦、病苦有了更深层

的体会—虽然诸行无常，但大家不会

再无奈地面对，反而会更积极地行善，

更珍惜自己所拥有的，并且乐于主动与

他人分享！

这一次不分宗教、不分种族的活动，

让大家有机会对邻里、社区和国家贡献

出一份真诚的关怀与服务，体现了为民

为国服务精神，难怪大家脸上的笑容如

此灿烂，这不正是人间温情的写照吗？

希望有志于服务社区、分享关爱的

人士，主动地加入慈善、关怀的行列，

一起把爱传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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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佛教的精神是积极入世的，离不开对社会

的关怀。因此，本所的愿景就是“发扬佛教慈悲喜

舍精神，缔造关怀互助的健康生话”。当我们从事

慈善工作时，除了造福大众，自己也会得到心灵上

的快乐！所谓“ 予人玫瑰手有余香”！

为善的功德不在於所捐赠的财物有多少，最重

要、也最珍贵的是无私奉献的精神！

有能力帮助别人，其实就是最大的幸福！请将您

欢迎参加新加坡佛教施诊所志工团队

所拥有的知识、财富、时间无私地与大众分享，有一

分力发一分光，照亮自己也照亮他人！感受“施比受

更有福”的真义！

我们邀请您以自己的专长作出奉献，您可以选

择：参与本所的各项活动，当一名活跃的义工，如：

为售旗、 康乐行、义演筹款等。

在您的专业领域中发挥所长，如：摄影、录像、

艺术表演、节目策划、主持讲座、翻译等等。

热切期待您的咨询：电话63090599  / 67487292；电邮：sftang@sbfc.org.sg Website: www.sbfc.org.sg

Be part of our voluntary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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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素音，她带着一点慈悲，一点对生

命的热爱，8访不丹，120天，走过不丹

15个省份。不丹之旅，不只是风光明媚的

景色，也是启发心灵的生命体验。8次的

旅程，曾素音看了许多，也学了许多。

在曾素音心灵深处，不丹已经是她的第

二个家。

曾素音是马来西亚华裔，毕业于马大

理科，主修广播。目前，她是一位自由写

作人，之前曾经担任电视台华语广播记

者。今次莅新主讲旅游讲座，一来，为

推荐新书；二来，则是与读者分享她从

不丹旅程中学到的人生经验。

回家，回到内在的幸福感
每一次去不丹，与那里的人民产生

互动之后，曾素音就感到非常窝心，她

在最新出版的旅游书籍《爱上不丹的快

乐指数》的自序中这么写着：

“上至国王，下至小孩，大家都用心

的尊重山河天地的价值；接纳春夏秋冬、

阴晴圆缺、花开花落的自然定律；以谦卑

和感恩的心，顺应大自然的每一个安排，

自供自给，自足的生活着。”

曾素音表示，当不丹人能够以这样的

心态去接纳大自然给予的富足，也就能以

同样的心态接纳身边的每一个人。“ 不

丹人允许每个人，包括自己都有价值，

顺流的接受每个生命里都有喜怒哀乐、

悲欢离合、生老病死、缘起缘灭；接纳

不
丹
的
快
乐
感
悟 ■ 

火
阳
■

人物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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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件来到面前的事情都是好安

排，都是回归自己的爱的礼物，

做一个快乐自在自主的自己。”

旅途中学会放下
曾素音是一个对自己有要求

的人，为了让旅游摄影集尽善尽

美，她往返不丹数次，就是为了

求证一些民间传说的源头，或者

只是为了拍摄日光照射在雪山上

那一瞬间的画面。

现在，回过头来，曾素音认

为那一段曲折的旅程，让她对人

生有另一种感悟。“其实，之前

已经拍了一些，但都未能达到我

想要的效果。所以，便想再拍

过。可每一次回去，不是下雨，

就是下雪，总是不能拍成。最后

一次，刚巧遇上阳光普照，还以

为自己好运，却怎么也没想到遇

上森林大火，四处迷茫一片。”

或许，这就是生活。世事又

岂能尽如人意？但也往往在人没

有预料之间抛来惊喜。

“当时，我自然很失望，可

就当我决定放弃时，不期然望

出车外的那一刻，我看到烟雾弥

漫的树林所散发的一种美。或

许，美，就是活在当下的一种领

悟。”

就在那一刻，曾素音放下心

中对那一道阳光的执着，去感受

当下的喜悦。

曾素音还说，“ 生活，就像

爬山。当我们设定一个目标后，

就一直攀爬、前进，往往太过专

注，忽略身边的其他事，偶尔回

头望，其实我们做过很多东西，

其实自己没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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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7年爱上单身旅游之后，曾素音游走了南美洲四国，并于

2007年出版《29个阿智玻秘》旅游文学摄影集。

2008年与不丹结缘之后，至今游访不丹6次，分别在春夏秋冬走

入不丹15个州属，探索不丹的真善美。《爱上不丹的快乐指数》是作

者多次游走不丹的心血结晶，曾素音以朴实的文字与绚丽的彩照，带

领读者进入一个宛若世外桃源的国度。

绚丽图片＋感性文字的旅游摄影集
《爱上不丹的快乐指数》

自供自足    与众分享
曾素音说，不丹人都是从生

活中获得最基本的快乐，“那里土

地大，粮食够。每一年秋收之后，

就积存了大量食物，除了供应自己

食用，还可用来招待客人。他们的

快乐，来自对物资的满足、以及与

别人分享的喜悦。”

曾素音另一次体验是在山林

中的一个村庄。当时，已经是夜

晚，因为村庄内没有旅馆，她只

好硬着头皮向一名村妇借宿。本

来曾素音心中还盘算着不知道会

碰多少钉子呢，谁料对方竟然二

话不说，就挪出房间让给她住。

“那位女房东还为我准备棉

被、晚餐的，我都有点不好意

思。最让我感动的还是她对我这

一个外来的陌生人，并没有任何

疑虑，就是纯粹为别人解决问题

而伸出援手。”

不丹人的快乐，就是来自内

心的富足，愿意分享。看，快乐

原来可以这么生活，这么单纯。

懂得观心   就会快乐
曾素音，对于如何保持心境

怡悦，也有自己的一套看法。

她表示，“别人是自己的一

面镜子，因为自己如何看别人，也

潜在性，隐藏着自己的态度。有时

候生别人的气，其实是因为不能接

受部分的自己。所以，与其一味怪

罪别人，不如检讨自己。”

换言之，一日三省己身，沉

淀思维，净化内心，就会感觉到

一种平静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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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生

存，就是成功地从硝烟中突围。生存

的智慧则是我们所必须领会的学问。

智慧是一粒种子，能让你收获

粮仓；智慧是一丝清风，能让你乘

风破浪；智慧是一捧清泉，能让你

拥抱海洋。

倘若没有智慧，没有人能够生

活。

史铁生身患重病，他凭着坚强的

意志和信心创作出许多优秀作品，他

是靠智慧使他在另一个天地展现白己

的才华。

布鲁诺用智慧开启心中的锁，宣

传哥白尼的“日心说”；阿基米德用

智慧打开自己心中的锁，提出了浮力

的定律，霍金用智慧发现了宇宙中的

黑洞秘密。欧亨利小说中的一位画家

用其智慧，让“最后一片叶子”拯救

了那位病危中小姑娘，使她获得第二

次生命。而素食则是一种养生之中深

藏不露的大智慧。

这个世界上的生存法则是物竞

天择，适者生存。弱者生存之道也

充满了智慧。

黄鼠狼会放救命屁逃过追杀；幼

小的刺猬可以缩成一团，让天敌难以

下口；壁虎可以断尾保命；蜥蜴的生

存之道无非是“适应”。它可以随着

环境变化不断地变换自己的肤色而常

常逃过一次次的生命劫难。

生
存 智
慧

■ 
达
亮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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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示弱的人，往往能更有力地存活

下来。

项羽强悍英武，飞扬跋扈，结果兵败垓

下，英雄末路，自刎乌江，而汉高祖刘邦善

于示弱，结果一统江山，坐拥天下，成为一

代帝王；韩信居功自傲，功高盖主，结果招

来杀身之祸，而与他同朝的另一位大臣萧

何，却懂得处处避其锋芒，赢得了朝野一

致的好评，也确保了他一生的地位和平安。

人类是最能求生存的，古有一句经典

的话，大丈夫能屈能伸，这也是生存的大

智慧。

现代人要想在社会中获得成功，首先具

备不服输的品性；其次要懂得认输。因为懂

得认输，从而以退为进，赢得潜心发展的主

动权；懂得认输，而是需要有更新的观点。

要明白，有时认输并不代表懦弱和窝

囊，而是一种清醒的理智。学会认输，将

有助于我们在前行的路上成为更大的赢家。

生存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而智慧

恰恰是解决所有难题的灵丹妙药。不囿于

常规，全力求新求异，也许生存不仅会显

得比较容易，更会焕发出夺目的性灵之光。

墙头上的草，相风而动，因风而摆。墙

头草固然是左右摇摆，但这也不失为一种求

存之道。审时度势，相机而动。这是一种人

生的智慧。

有一只夜莺，竟然要一寸虫量量它的歌

到底有多长。歌要怎么量呀？如果它量不出

来，就要被吃掉了。一寸虫该怎么办呢？

别紧张，一寸虫急中生智，想到了一个

很棒的方法，它还是用身体一寸一寸地量，

然后边“量”边跑掉了。

孩子是生活的弱者，为了避免生活的伤

害，孩子最需要生存的技巧和智慧。怎样学

会自我保护?怎样和陌生人打交道?怎样面

对不怀好意的行为?怎样让自己在生活中立

足，并处于不败之地?怎样让自己活得精彩?

父母最舍不得告诉孩子的，就是这个世

界的险恶，然而，这的确是真实存在的，一

寸虫的智慧就是生存的智慧。

其实，适时示弱也是一种人性智慧，这

是一种获取成功的手段。

强者示弱，不但不会降低自己的身份，

反而能够赢得别人的尊重，留下“谦虚、和

蔼、平易近人、心胸宽广”等美名。

生存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而智慧恰恰是解决所
有难题的灵丹妙药。不囿于常规，全力求新求异，
也许生存不仅会显得比较容易，更会焕发出夺目的
性灵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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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称二十念为一瞬，二十

瞬为一弹指，都是比喻时间的短

暂。佛教本来大力提倡通过长期的

艰苦的修行获得佛的最高智慧。经

过长期发展，到了《维摩诘经》等

为代表的大乘佛教，开始主张“直

心是菩提净土”，认为一个人如果

本心清净无染，做到识心见性，就

能悟到佛的智慧，外在的各种修行

形式并不重要。所以我国禅宗提倡

顿悟成佛，只要内省“直心”，就

能悟见佛国净土。

禅宗故事说有个人志在学

佛，辞别父母独自到四川拜访无

际菩萨。路上碰到一个和尚，和

尚对他说：“你找菩萨，还不如找

佛。”这人大惑不解，问：“佛在

哪里？”和尚说：“你快回家去。

有人会披着毯子，反穿鞋子，开门

接你，那人就是佛。”这人听了和

尚的话，打道回府。到家已是大半

夜了，他母亲听到儿子叫门，高兴

得来不及穿衣，就披着毯子冲出来

开门，连拖鞋也穿反了。

禅宗用这个故事说明：母爱

是人的本性，率然流露内心的真

诚本性就是“禅”的境界。向外

远求，不识自心，只会离正道越

走越远。

六祖慧能在《坛经》中云：

“善知识，一行三昧者，于一切处

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是也。”其

大意是大师指示大家：所谓一行三

昧，是指在任何地方，无论或行或

住，或坐或站，都保持一种没有是

非、对一切事物和现象都不作区别

的心理状态。

“常行一直心”，禅宗常运

用此语意为指导人们学会常用一

种没有是非、区别的心去对待诸

般事物，那样就不会因生活中的

一些“生死大事”而提心吊胆、

惴惴不安了。

生活中，人们总是不能摆脱

这样或那样事物的束缚，因此面对

众多突如其来的“大事”、“烦恼

事”，大多数人不但不知该如何

应对，有时还会背上沉重的心理

负担。这样对身体和心理健康都

是不利的。

我认识一位居士，她和她的

姐姐先后被查出来得了乳腺病，她

的姐姐反应非常强烈，从医生口中

得知病情后就害怕得不得了，每天

愁得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而

且常常对家人朋友发无明怒火，还

常常觉得自己的病情会恶化成为癌

症，因此连遗嘱都立好了。但是居

士却没有像她姐姐那样，她只是按

照医生所说的按时吃药，其他的时

间还都象往常一样，早上起来依然

去公园打太极拳，和孩子们一起去

旅行，每个星期还是去那个固定的

彩票点购买几张彩票，依然会为家

人准备一大桌他们爱吃的饭菜。三

个月之后，居士和姐姐去复查，得

到的结果却是截然不同，她姐姐的

乳腺病没有丝毫的好转，反而严重

了。而居士呢，许多增生部位正在

消失或者减少。

事实上，大部分人的身体机

能都是大同小异的，有很多情况下

人们得病的关键还在于“心”—

有的人遇到点事儿就受不了、生闷

气、焦急、上火，那病准找上他；

有的人遇到天大的事，也依然乐

观地对待，及时地调整自己的心

态，这样的人即使是有病也不会

病到不可救药，甚至还会有医学

奇迹发生。

人的经历不同，承受能力不

直心

净土
是

■ 安小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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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面对压力的处置方式也不同。

倘若能够深刻领悟“直心”的妙旨

所在，就会排解许多的心理压力，

活得比别人轻松开心很多。

“直心”的智慧，不仅仅表

现在人们面对重大压力时，在更

多的时候还表现在得失观上。如

果我们能够保持一种冷眼观得失

的心境，那便真正做到了“常行

一直心”。

《孔子家语》里记载楚王曾

经出游时遗失了一张他心爱的弓，

他手下的人要去寻找，但是楚王

说：“不必了，我掉的弓，我的

人民会捡到，反正都是楚国人得

到，又何必去找呢？”孔子听到这

件事，很感慨地说：“可惜楚王的

心还是不够大啊！为什么不讲人掉

了弓，自然有人捡到，何必计较是

不是楚国人呢？”

“人遗弓，人得之”应该是

对得失最豁达的看法了。就常情

而言，人们在得到一些利益的时

候，大都喜不自禁，得意之色溢

于言表；而在失去一些利益的时

候，自然会沮丧懊恼，心中愤愤

不平，失意之色流露于外。但是

对于那些志趣高雅的人来说，他

们在生活中能“不以物喜，不以

己悲”，并不把个人的得失看得

太重，面对各种际遇都能够心平

气和，冷静地处理。

当我们在得与失之间徘徊的

时候，只要还有抉择的权利，那

么，我们就应当“常行一直心”。

以一种平常的心境去思考得失，去

衡量利弊，心里便不会再产生那么

多苦恼与怅惘了。

“直心”还可以代指做人要

正直，光明磊落。

正直，是立身处世之本。一

个人首先要培养正直的心胸，而

不是一味地盲从或顺应，它具有

更强烈、更积极的内容，它是指没

有私心、天真而不受物欲支配、据

实探索事物真相的态度。缺乏正直

的心胸，会常常被自己的欲望、利

益或立场所蒙蔽，并曲解事物的真

相，与他人对立冲突，最后使彼此

都遭受不幸。

拿精忠报国的岳飞与奸臣秦

桧来说，虽然岳飞被“莫须有”

的罪名陷害而屈死风波亭，秦桧

却飞黄腾达享受着高官厚禄，但

最终是“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

无辜铸佞臣。”、“人从宋后少名

桧，我到坟前愧姓秦。”正直的人

流芳百世，不正直的人遗臭万年，

这就是直与罔的不同结局。正直意

味着自己具有很强烈的道德感，并

且高标准地要求自己，随时准备服

从自己的良知，勇于坚持自己的信

念，在需要的时候义无反顾，不计

较自己的利益得失，站出来表达自

己的意见。

正直，是人格的桂冠。一位

顾客走进一家汽车维修店，自称

是某汽运公司的司机。“在我的

帐单上多写点零件，我回公司报

销后，有你一份好处。”他对店主

说。但店主拒绝了他的要求。顾客

纠缠着：“我的生意不算小，会常

来的，你肯定赚很多钱！”店主再

次告诉他这事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

做。顾客气急败坏地嚷道：“谁都

会这么做的，我看你是傻瓜！”店

主火了，他要那个顾客马上离开，

到别处谈这种生意去。这时，顾客

露出微笑并满怀敬意地握住店主的

手：“我就是那家运输公司的老

板，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固定的、

信得过的维修点，你还让我到哪

去谈这笔生意呢？”

面对诱惑，不怦然心动，不

为其所惑，虽平淡如行云，质朴

如流水，却让人领略到一种山高

海深的韵味—这种发光点就来

自于“直心”。

宋代高僧天童正觉禅师写有

一首诗偈，云：“粥罢教令洗钵

盂，豁然心地自相符。而今餐饱丛

从客，且道其间有悟无。”

古来许多学僧参访学道时，

师父并没有跟他们讲说什么高妙的

佛法，总是叫他们先去洗碗扫地，

很多人却不明白禅师的教化，为什

么我来参学，你不教我禅法真理，

却只让我做些琐碎的事情？但是突

然的一天，在担水砍柴或烧火这无

心于道的过程中，学僧忽然根尘脱

离，心地开朗，见到了自己的本来

面目。诗偈的后两句则是说，许多

修行人的通病是没有恒心、毅力，

没有安忍，或者计功求速，不明其

中“无心于道道自得”的道理。

所以六祖慧能说：“自家修

清净，即是西方。”陶渊明亦诗

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识心

明道的人，即便身居喧嚣尘世，也

能持守恬淡自然的本性，不为外

物所动。无论周围环境如何，都

不会改变。

平常心就是道，道就是要在

你没有任何想法，自自然然的时

候悟得，是靠一颗直截了当的心

来成就的。

不妨以一颗直心来生活，

适时地放松心态，从容地看待那

些“大事”、“烦恼事”，用一

颗做“小事”的心态去面对、去

处理。不但我们的身心会得到放

松，“大事”同样会变为“小事”

甚至化为“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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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养凡夫僧
■ 智海 ■

经常会遇到一些在家人，没

事的时候喜欢评论出家人的是非

对错，用佛教戒律来衡量出家僧

人，看到个别僧人的不良行为，

就把所有的僧人否定了，就失去

供养、恭敬和赞叹僧人的信心，

更可笑的是竟然有信徒说：“我

们不要皈依佛、法、僧三宝了，

我们只皈依佛、法二宝。”要知

道佛、法、僧三宝，犹如鼎之三

足，缺一不可，佛陀为何成立僧

团，目的就是为了正法久住。众

生觉悟当成佛，正法弘扬本在

僧，僧人是佛法的弘扬者、传播

者，没有僧宝佛法就无法延续下

去。是故僧团是佛陀慧命所寄，

出家人的责任重大，他的使命非

常神圣。例如教育信众，护持道

场。因此供养出家修行人，其所

得的功德，当然是极其殊胜！

凡夫僧是三宝之一，既然是

宝，那就不同于木石瓦砾，有

别于愚夫愚妇。一个再不好的僧

人，一个破戒的比丘，他依然还

是一块宝。比如一块金银首饰

或珠宝玉器，既使它坏了，但

是它依然是宝。譬如一块砖头或

瓦砾，即使它完整无缺、毫发

无损，那它也只能是一块砖头

瓦砾，绝对不是黄金珠宝，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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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夫僧虽然没有证罗汉果，

仍有贪嗔痴三毒，可是他已经脱

离了红尘，远离了人我是非、六

亲眷属，每天都在吃斋念佛、

用功办道。许多凡夫僧肩负着重

任，为社会和谐、世界和平、寺

院建设、弘扬佛法等默默无闻地

奉献着自己，为佛教事业的健康

发展作出贡献！

即使是菩萨再来、活佛转

世，也是现的凡夫相，如果我们

轻慢了就有很大罪过。又凡夫僧

因有念佛、修持、利人的功德，

所以能堪受人天供养，令供养者

得福，恭敬者受益，由此因缘，

可使人由声闻乘到菩萨乘，从菩

萨道入解脱道，得阿耨多罗三藐

三菩提，证得无上正等正觉。

从此可以看出，供养凡夫

僧，一样功德大！经常看别人的

错误，挑僧人的毛病，那是因为

我们修行不够，一个真正的大修

行人，念佛修持的时间都不够，

哪里还有时间去对僧人评头论足

呢？学佛要明白广修供养的道

理，不能有分别心，每一个凡夫

僧都是我们求福田、行供养的对

象，其功德与供养十方三世一切

分的功德一样大，人生难得，佛

法难闻，切莫错过良好时机！

飞、物欲昌盛，人人沉迷于声色

之乐，能够发心出家者实在难

得。如来慧命寄托出家僧人身

上，住持三宝中的僧宝，其地位

和责任也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昔 日 唐 太 宗 问 玄 奘 大 师

说：“我本欲供僧，但听说许多

僧人无有修行，应当如何？”又

问：“供养凡僧也能求福吗？”

玄奘大师说：“能啊！’接着玄

奘大师又开示说：“昆山有玉，

但是混杂泥沙；丽水产金，岂能

没有瓦砾？土木雕成的罗汉，敬

奉就能培福；铜铁铸成的佛像，

毁坏则会造罪；泥龙虽不能降

雨，但祈雨必须祈祷泥龙；凡僧

虽不能降福，但修福必须恭敬凡

僧。”

意思是说你不要以为出家人

也是个凡夫，和俗人没有什么两

样，供养凡夫僧就没有功德，其

实凡僧虽不是罗汉，也不是菩

萨，但他现的是僧相，他有三衣

（福田衣）披搭在身，既然是僧

相那就是三宝相，既然福田衣在

身，那他就可以为众生种福田，

这就值得人天供养、求大福报。

唐 太 宗 听 后 恍 然 大 悟

说：“我从今以后即使见到小沙

弥，也应如同见佛一般。”

个道理很简单，我相信人人都能

明白。

中国近代高僧印顺导师曾开

示过一首法偈：“敬僧莫呵僧，

亦莫衡量僧，随佛修行者，住持

正法城。”意思是说我们信佛的

居士，要依教奉行，依法修行，

赞叹和恭敬僧人，不能讥嫌、嘲

笑和轻慢僧人，也不要用镜子或

戒尺来衡量僧人的好坏对错，凡

是跟随佛陀出家的人，就是正法

久住的使者，我们应当恭敬至

诚、供养礼拜！

印 顺 导 师 还 非 常 感 慨 地

说：“近代中国，信佛敬法的还

有，而信敬僧伽的实在太少。或

是但敬归依师，或是敬一二人，

三宝的归敬不具足，难怪佛法的

希有功德，不易生起来。” 供养

戒行庄严、德才兼备的比丘僧，

或老实念佛修行的出家人，当然

功德无量；假使供养 不学无术，

恶行比丘，岂非罪过无边？ 

不然，依地藏十轮经说：“出

家者虽破戒行，而诸有情睹其形

相应生十种殊胜思惟，当获无量

功德宝聚：念佛、念法、念僧、

念戒、念施、念忍、念出家、念

远离、念智慧、念宿植出离善

根。”如今科技发达、经济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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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佛教的当代意义，只要看看当下物欲横流的世道就可

知道。当世人匆匆为利而来，为名而去的时候，当权贵与金融联

手控制整个世界的时候，当生态被人类永不满足的贪婪破坏殆尽

的时候，所幸还有佛教的教诲像屡屡清风吹醒人的神志，看透浮

尘荣华中的虚空。

对于佛教，现在常常听到两种质难：一种是批评佛教违背了

进化论思想，因而责难佛教有碍社会进步；另一种是批评佛教不

讲理性，因而质难佛教不符合现代社会的科学理性潮流。这两种

责难是不是有道理呢？让我们做一下分析。

为什么批评佛教违背了进化论思想呢？因为在这些批判者看

来，生物进化的动力是生物的意志或欲望，生物维持生存和进行

竞争的欲望是生物进化的动力。生物的进化论告诉我们，物竞天

择，适者生存。生物进化的原理同样适用于社会，社会也在人与

人的竞争中前进，最好的社会制度就是让人的各种竞争活动得以

充分展开的体制。市场竞争促进经济繁荣，科技的竞争促进科技

论    

当代意义佛教的

■ 唐黎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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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竞争被视为历史前进的主旋律，而在

这一切背后真正起着推手作用的是人的维持

生存、追求物质财富和享受的欲望。佛教否

定人的这种欲望，就会使得社会失去前进的

动力。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就流行这样的论

调：希腊文明崇尚竞争，从而导致西方社会

的进步和国力强盛；印度文明囚于佛教的禁

欲，从而落后，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中国文

明处于西方文明和印度文明之间，社会发展

处于半停滞状态，所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

建”的国家。而要复兴中国，必须向西方学

习，肯定物欲，引入竞争机制。

时至今日，对这样一种物欲推动竞争，

促进社会发展的理论必须加以反省。首先，

生物是一个共生的机制，生物的生存依赖于

生态环境。破坏了生态环境，任何生物都难

于生存。生物的进化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竞争不应视为生物进化的唯一因素；即使在

低于人类的动物的层次上，动物群体中也有

分工机制和互助行为，如母兽本能地养育和

照料幼崽。在人类这样的社会性的生物中，

如果只讲竞争不讲合作，甚至把弱肉强食的

掠夺性、破坏性竞争奉为至宝，肯定不利于

人类的生存发展。

其次，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不应取决

于强者如何战胜弱者，而应取决于老弱妇幼

在社会中得到应有的照顾和生活保障，取决

于社会的和谐和团结。中国的孔夫子在谈到

他的社会理想时说，他愿使“老者安之，朋

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

他不是从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而是从人与人

之间的帮助、信任和关怀谈论他心目中的

好的社会。佛教讲究的是“慈悲”和“怜

悯”：“我佛慈悲，怜悯为怀”。佛经上说：

一切佛法如果离开慈悲，则为魔法。生存竞

争把邻人当作占有和利用的对象，以满足自

己的欲望。而佛教有关怜悯的学说则告诉我

们：竞争者应能知晓其他人也有生存意志，

也有痛苦。当别人痛苦时我也痛苦，这就是

怜悯的含义。通过怜悯我们把自己的情感与

别人的情感联系在一起，佛教称为同体大

悲。这样，自己的个体就与别人的个体同

一起来，进入一种解脱自己和超越自己的

境界中去。固然，生物为维持和发展自己个

体的生存，有着自私的倾向；但当一个人能

领悟佛陀的教诲而意识到这种欲望所导致的

普遍的痛苦时，他就能超越个体的局限，把

他人乃至全世界的痛苦都当作自己的痛苦。

为此，他能牺牲他自己个体的利益，甚至自

己的生命。怜悯是道德上善的行为的基础，

是社会关怀和互助的发端之处。一个和谐和

团结的社会的建立有赖于怜悯之心的培育。

最后，西方社会是否因为竞争而进化和

繁荣，印度和中国社会是否因为禁欲而扼制

竞争，从而落后和衰败，是一个值得商榷的

论点。实际上，禁欲是西方宗教和东方宗教

中都有的现象，但就以世俗社会为主的社会

整体而言，不论西方还是东方，从来都没有

禁欲过，也不可能禁欲。问题在于对物欲的

态度，是放纵还是节制。据我所知，希腊哲

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是提倡节制的。因

此，不能以禁欲与否来刻画东方文明和西方

文明的差别。然而，在近代西方流行一种“

社会达尔文主义”，把生物进化论中的“生

存竞争”绝对化，并把它当作社会进化中的

根本原理，其结果是把弱肉强食当作公理，

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张目。这不仅给全世

界带来灾难，而且也给列强所在国的人民带

来战争造成的牺牲和痛苦。有关西方社会在

近代为何崛起而中国和印度为何落后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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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我想还是五四时期就提出的“科学”

和“民主”这两个诊断最为恰当。

现在让我们来看有关佛教非理性、反科

学的质难。这种质难以如下方式展开：佛教

主张“五蕴皆空”，这就是说物质世界和对

物质世界的认识都是空无的，如若这样，认

识物质世界既无必要也不可能，理性和科学

也就无从谈起。我认为这是对佛教“五蕴皆

空说”的曲解。佛教主张“五蕴皆空”，这

不是主张物质世界和人对此的意识活动不存

在，而是宣告一种不迷恋于物质的生活态

度。《阿含经》中记述了释迦摩尼世尊对

比丘的告诫：“当观色无常；如是观者，

则为正观。正观者，则生厌离；厌离者，喜

贪尽；喜贪尽者，说心解脱。如是观，受、

想、行、识无常。如是观者，则为正观。正

观者，则生厌离；厌离者，喜贪尽；喜贪尽

者，说心解脱。”这里说的“正观”，是指

一种正确的对世界的看法，也是一种正确的

人生态度。如果我们正确地观察物质现象，

认识到一切物质现象都随因缘条件的生灭而

无常变化，就不会把财物当作永恒的东西执

迷地抓住不放，就能克服贪婪欲，从而使得

自己的心灵从物欲中解脱出来；当我们正确

地认识到物质现象是无常的，也就能正确地

认识到与物质现象相关联的“受、想、行、

识”的意识活动也是无常的，从而不会被由

此产生的贪婪的念头和思想所束缚，才能使

得自己的心智获得解放。简而言之，佛教说

的“五蕴皆空”，是为了培养一种正确的对

世界的看法和人生态度，是一条从“我执”

和“法执”中获得解脱的途径。

佛教发展了“量论”和“因明”的学

说，重视认识论研究，讲究论证的逻辑推理

的严密性。由此可见，佛教是讲理的，在这

个意义上可以说佛教是“理性的”。佛教批

评物欲横流的世道，教诲人们应从名利中解

脱出来，不是反理性，而是倡导一种更高的

智慧，一种圆成的大智大德。而批评佛教违

背理性和反对科学的人，所缺少的正是这种

大智慧的理性。

为什么说这些批评者缺乏大智大慧的

真正的理性呢？因为他们把理性曲解为一

种“工具理性”。他们不考虑人的生活真正

应该具有的目的和意义，只考虑理性如何能

帮助个人达到自己的目的。理性被视为实现

自己目的最佳的手段，因此这样的理性被称

为“工具理性”。在当代社会科学中有一种

非常流行的“工具理性”的社会理论，美其

名曰“理性选择的理论”。佛教告诫人们要

从名利中解脱出来，而“理性选择的理论”

的第一个预设就是“原型人”，即：人被设

想为是自私的，理性的人就是追求自身利益

最大化的人。在他们看来，投资者总想取得

最大的投资收益回报，而消费者总想购得价

廉物美的商品。自私自利和追求自身利益最

大化被当作普遍有效的规范来解释人性和人

的行为。他们认为，每一个个体在市场竞争

中的理性选择，是推动经济实现效益最大化

的原动力。

现在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释迦摩

尼佛宣告的佛教的“正观”是大智慧，还

是“工具理性”是大智慧？

据我看来，工具理性不考虑什么是真正

具有人生意义的目的，是不明智的。健全的

理性应该包括目的和实现目的的手段两个方

面。如果目的错了，方向错了，手段再高明

也不能帮助我们到达正确的目标，甚至会助

纣为虐。理性选择的理论把“手段”作为

可选择的问题，即选择其中最佳地实现目

的的手段，而目的本身不被纳入选择的范

围，因为在他们看来人的目的就是追求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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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欲望。他们把“追求利益最大化”设

定为有关人性和人的行为方式的普遍有效

的定理，把这种人视为“标准型”或“常态

型”的人，而把那些“利他性”的人和行为

当作“反常的”和“非理性的”。这样，人

就被彻底地“物化”和“工具化”了，人生

就失去了任何崇高的意义，并且无时无刻不

处在一种互相争夺私利的紧张状态中。这种

理论显然不利于人的道德意识的培养和和谐

社会的建设。

佛教看到了尘世中的人的追求私利的倾

向，看到物欲横流的世道的危害，但佛教相

信人性中本有“佛性”，有悟道的可能性。

认识到“色是空”，认识到贪婪的欲望带来

的痛苦，人有可能恍然醒悟，使得自己的

身心从对名利的追求中解脱出来。有句成

语“利令智昏”，说的是在利益的驱使下，

人的心智会昏乱。我想这种人生经验并不罕

见。佛教教导人们不要被物欲牵着鼻子走，

会使得人的心智豁然开朗。这比起工具理性

的狭隘的理性观，更具高明的智慧。

毋庸否认，现实的社会依然是市场经济

的利益驱动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人难免

习以为常地把追求利益最大化作为自己的目

标。但对此，真正有智慧的人必须看破。首

先，欲望永远不会被满足；富还有更富，名

利没有边界。其次，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

的，人类每一时期所能创造的财富是有限

的，那种能满足所有人的欲望的足够丰富

的财富涌流的社会，是一个永远可望不可

即的童话。再其次，很多欲望是被人为地

制造出来的；在广告等的渲染下人不易分

辨和把握什么是自己真正的需求和什么是不

必要的奢侈的需求；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现

在对汽车的消费成了许多人显示自己身份和

财富的象征，即便空气的污染使得市民喘不

过气也在所不惜。最后，真正的幸福其实不

是占有，而是施予。拎一个奢侈包去炫富，

满足的只是可怜的虚荣心；而把仅有的一件

棉袄与受寒的邻人一起披上，分享的是高贵

的同情心。

一个社会中，总有强者和弱者，强者照

顾弱者和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帮助才是社会

的正道。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要体现在“幼有所教”、“病有所医”

和“老有所养”上。市场竞争所激发出来

的经济活力不是为了使得富人更富，穷人

更穷，而是通过合理的分配，建立完善的

社会保障制度，使得全体人民走共同富裕

的道路。佛教批判物欲横流的世道，弘扬慈

悲，倡导怜悯，培育人的道德意识。在一个

喧嚣、繁华、追逐名利的现实社会中，佛教

的教诲像缕缕清风吹醒人们的头脑，使人谈

定、安详、恢复平常心，体悟被隐蔽的“佛

性”。在我看来，这就是当代佛教的历史使

命和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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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邪归正的 
摩诃俱希罗尊者

■ 常静 ■

摩诃俱希罗又作摩诃拘希罗、摩诃俱瑟

耻罗、大拘希罗。或单称俱希罗、拘希罗、

俱耻罗、拘瑟底罗。汉语意思为大肚持、

大胜或大膝。摩诃俱希罗是佛陀十大弟子

之一，以擅长辩论，能应答疑难质问而闻

名，他也是佛弟子中舍邪归正的一位弟子。

摩诃俱希罗本是王舍城中的长爪梵志，

幼年即具有慧根，后跟从佛陀出家修道。关

于他的身世，在《撰集百缘经》中记载：佛

陀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讲经弘法时。当时在

王舍城中有一个名叫蛭驶梵志（清净离欲的

修行者）。他有两个孩子，儿子名叫长爪，

女儿名叫舍利。长爪聪明异常，博学多闻，

擅长论议。长爪经常和他的姐姐舍利一起辩

论，两人每次辩论，都是长爪获得胜利。他

的姐姐怀有身孕之后，依然经常与长爪一道

辩论。但出人意外的是，此后每次辩论弟弟

都不能取胜。弟弟长爪暗自思忖：我姐姐以

前和我一起辩论，每次都不如我。自从怀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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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她却辩才无碍，一定是胎中孩子的福

德之力的助缘所致。如果孩子生下来，其辩

论的才能一定会胜过我。我现在应当游方参

访，广学四韦陀典籍和十八种咒术。然后再

回到国内与外甥辩论，这样他就辩论不过我

了。长爪如此想着，便到南天竺国，学习诸

种经论。长爪发愿，若不能通达教典，成为

第一论辩师，誓不剪指甲。

长爪梵志的姐姐怀胎十月满足，生一男

孩，跟从母亲之名，叫舍利弗。舍利弗相貌

端正殊特，聪明黠慧，博通经论。当时没有

人能够与他对答。王舍城中诸梵志等人不

服，击打大金鼓，召集国人十八亿，开设论

场，敷设四高座。当时的舍利弗还是个八岁

小孩，他到论场问众人说：“敷设四高座，

准备等待谁？”众人回答说：“一为国王，

二为太子，三为大臣，四为论士。”当时，

舍利弗听说此语，就来到论辩之士的高座上

坐下。当时德高望重的梵志和一切徒众，无

不惊异怪奇。大众心中默念，我等众论士，

与这个小孩辩论，即便是胜过小孩，也不值

得感到荣耀。如果不能够取胜，就会深感惭

愧。众梵志如此想过之后，就派遣处于下座

的小婆罗门与舍利弗辩论，相互问答辩驳。

当时婆罗门词穷理屈，相互推荐，最后选出

梵志登上法座。他们的论议不过几个回合，

都不能胜过舍利弗。

舍利弗由于论辩取得了胜利，名声远播

十六个大国。他智慧通达没有人能够与他匹

配。后来有一次在王舍城，他站在高楼上

四顾瞻视，见城内人节庆聚会，便自己思

惟，这些人待到百年之后，全部都归于虚

无。这样想着，就走下高楼，于外道法中

出家修道。

当时世尊刚成佛不久，十六个大国都不

曾听闻世尊成佛之事。如来以慈悲之心，欲

教化他们，便派遣阿鞞比丘到王舍城，与大

众一起乞食。舍利弗见他威仪详序很有可

观。便作是念言：这是何人，福德竟然如此

大。我从过去到现在，没有见到这样威仪具

足的比丘。如此想着，就上前问道：“你是

什么师父，佛法竟然如此神通微妙。”阿鞞

比丘就以偈语回答说：

吾师天中天，三界无极尊。

相好身丈六，神通游虚空。

阿鞞比丘说完这首偈语之后，便坐一旁

默然不语。舍利佛对阿鞞比丘说：“你师父

的容貌神通，我早已经听说。他悟的何种

道，能得到如是瑞相？”阿鞞比丘就以偈

颂回答说：

花熏去五阴，拔断十二根。

不贪天世乐，心净开法门。

舍利弗又问阿鞞比丘说：“你师父所

说学习的是何种法？”阿鞞比丘又以偈回

答说：

一切诸法中，因缘空无主。

息心达本原，故号为沙门。

舍利弗听说此偈颂之后，当下悟道，证

得须陀洹果位。这时，目连尊者见舍利弗颜

色怡悦，就问他说：“我过去与你有约，如

果先证得甘露法味，应当相互告知。我现在

看你的气色，颜色怡悦，光明无量，一定是

证得了果位。”舍利弗就将上面所听到偈颂

为目连尊者连续说了三遍。目连听过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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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开意解，证得须陀洹果。此时的舍利弗和

目连尊者都证得了圣果，心中欢喜充满。他

们回到徒众中间，将自己所证果的事情告知

大众。他们询问弟子：“我今想跟从佛陀出

家，你们认为如何？”众弟子都表赞同，对

两位尊者说：“大师如今学习瞿昙所说，众

弟子也当跟从受学。”舍利弗和目连听到弟

子们的回答之后，带着二百五十弟子，跟随

阿鞞比丘一起来到迦兰陀竹林，见到佛陀具

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光明遍照如同千日放

光。大众心怀欢喜，顶礼佛足，请求跟佛出

家。佛陀见到大众出家之心至诚恳切，即便

听许。佛陀便说：“善来比丘！”大众听佛

此语，须发自落，法服着身，便成为沙门。

大众精勤修习，证得阿罗汉果。证获三明六

通，具足八解脱。为诸天世人共同敬仰。

长爪梵志听说舍利弗出家修道，心生瞋

恚懊恼之情。自语说：“我这个外甥舍利

弗，禀性聪明，博览群书，具大智慧。十六

大国的尊宿论师都叹服其德行。为何现在忽

然舍弃自己的高名，侍奉佛陀。”长爪梵志

就从南天竺来到佛陀住所，与佛陀辩论。

佛陀告诉长爪梵志说：“你现在所见到

的，并不是究竟的涅槃之道。”长爪梵志听

佛此语，默然不答。佛陀如此三问，仍然默

然不语。这时密迹金刚在虚空中用金刚杵指

着梵志的头顶说：“你若不回答，我就以金

刚杵砸碎你。”梵志此时心怀恐怖，浑身流

汗，满面羞愧，不知归趣，便来到佛前礼敬

佛陀，请求跟佛出家。佛便听许他出家，

说：“善来比丘！”长爪梵志听此语即须

发自落，法服着身，成为沙门。梵志出家

后精进修道，即证得阿罗汉果位。众比丘见

此情景，对佛说：“世尊，这位梵志比丘，

过去世修何等福业，舍邪归正。得值佛世尊

出家修道。”佛陀告诉众比丘说：“你们细

心听，我现在为你们分别解说。过去无量世

时，波罗奈国有一位辟支佛，在山林中坐

禅修道。当时有五百群贼，劫掠了他的财

物。”贼人将要进入山林树间之时，其中

一个贼帅，先派了一人，到树林中看林中

是否有人。这个贼人见到辟支佛在一树下

端坐思惟，就前来将他捉走，捆绑之后带到

贼帅跟前，准备将他杀掉。辟支佛当时即自

思惟：“我若默然不语，就会被他们杀害，

这样就会增加他们的罪业，导致他们堕落地

狱，永无出期。我现在应当示现神通，令他

们信服，不再为恶。”辟支佛如此想着，便

升入虚空，从东边升起，从西方消失；又从

南方升空，北方隐没。有时身上出现水火，

有时示现大身，遍满虚空之中。最后变小，

如是辗转，作十八变。群贼见辟支佛如此神

变，心怀恐怖。即便各各五体投地，至诚忏

悔。辟支佛于是接受他们的忏悔，贼人又施

设上妙饮食供养辟支佛。然后发愿而去，缘

于这种功德，于无量世中，不堕落地狱、畜

生和饿鬼之中，常在天上人间受各种快乐。

今生才有因缘遇到我出家修道。佛陀告诉

众比丘说：“当时的贼帅就是现在长爪梵

志。”众比丘听佛讲述长爪梵志过去时因

缘，都欢喜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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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说佛法

某日夜晚，竹林寺住持七里禅师正在静修
这时，来
了一个强
盗⋯⋯

钱在柜子里，
别打扰我修行，
自己去拿。

和尚，
快把
钱拿
出来
⋯⋯

不要都拿走，留一
些给我，明天买花
供佛

这简单，哈！哈！

你拿了别人
的东西，不
说声谢 谢
就走吗？

过了半个月，这个强盗被官方抓获了。

■ 梁云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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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说佛法

啊⋯⋯
这是竹
林寺的
东西

你
们
去
请
七
里
禅
师

七里禅师来到衙门。

法师，这是竹林
寺的吗？

这
不
是
他
抢
劫
的

是
我
送
给
他
的

强盗听到这里⋯⋯

师
父
啊

我
错
了

强盗出狱后，来到竹林寺，向七里禅师谢罪，
恳请禅师收为徒弟。 呜⋯⋯呜⋯⋯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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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说佛法

一行禅师谈 正念工作的奇迹
作者：一行禅师 

被骂的幸福
作者：川澄佑胜

工作的喜悦不是它为我们带来多少收益，而是它带来多少喜悦、满足与

幸福。一行禅师呼吁着忙碌的人将正念注入日常的工作中，不用多花时间，

只须一点专注力就够了。

在本书中，一行禅师依循着上班族的日常作息：起床、梳洗、吃早餐、

通勤、做简报、开会，以及一天之内轮番升起的内在情绪：开心、烦躁、羡

慕、气愤⋯⋯等等，给予一系列、可实际操作的正念修习，例如如何让自己

不生气，如何减轻工作上的紧张情绪等。

禅师还列出30种工作的减压法，从基本的自我调适到一些实际可行

的“放松”建议，让您重拾对工作与处事的信心。

“感觉被骂是幸福”是日本僧侣川澄佑胜50年修行的精华体悟。他觉得

优秀的人都是在骂声中成长、成功、成熟的，他指出“人在一次次被骂中，

修习社会的规则，并学会思考与自己不同的想法，才能得到克服人生障碍的

力量。”所以，川澄佑胜一直倡导着“被骂”的修行概念，并以“被骂是幸

福”作为主题进行演讲。

川澄佑胜将“骂人“分为三种境界，其中，把对方骂得暴跳如雷是最次境

界，把对方骂得无言以对，是中等境界，把对方骂得醍醐灌顶感恩涕零为最高

境界。本书是作者将自己的体验来分析“骂”的技巧与艺术。

以下书本由长青佛教文化服务社诚意推荐，电话：6220 6360

新

书

推

荐
让工作充满正能量 
现代人的生活，总是匆匆忙忙。忙着赶完手头上的工作，然后再接下另

一项工作，无休无止，渐渐成为一种习惯，以为生活本该如是，但生活不

应如此。诚意为您推荐两位法师的新书，望能从中得到启发，在工作中

找到新的方向与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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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说佛法

漫

画

书

籍

以下书本由长青佛教文化服务社诚意推荐，电话：6220 6360

借用学诚法师在序里所说的一句话，“太严肃的东西，大家往往有畏惧

感，心生远离”，为了让“佛法更亲切”，贤帆与贤书两位法师，从师父学

诚法师历年的文章、随谈与讲话中摘选出精华片段，配以图画，以充满童趣

意味的漫画格式传达给普罗大众。

以漫画传播佛学的先驱人物首推蔡志忠，蔡志忠的漫画素材以经典为主，

主要内容是诠释佛经经义。有别于蔡氏漫画，学诚法师系列的漫画则重视故事

情节与人物的互动，通过贤二这一名小师父与其他法师、有情众生之间所发生

的小故事，启发读者思考，与贤二一同成长。

学诚法师系列漫画塑造了多个风趣的漫画角色。除了上述提到的不二法

师之外，还有专解答迷津的方丈、历经坎坷的倒霉蛋、还有喜欢求签算卦的

迷信小丫头。这一群风趣人物的喜怒哀乐构成本书的主要内容，其中以方丈

与贤二的一问一答，道出人生真谛。

每则漫画的结局都收录了学诚法师的语录，展现了法师对佛学精辟的见

解。例如：

－	 不执着，就是要放下自己；不执着，是用来要求自己的，不是要求别

人的。

－	 和睦，不一定要相同。既不必要求自己与他人一致，也不必强求他人

认同。

－	 无我，不代表不存在，而是不实在。

－	 没有一件事情能让所有人满意⋯⋯不必把取悦所有人当成追求的目

标。

－	 你不会样样顺利，但你可以事事尽心。

－	 只要有看不起、看不上、看不惯、看不顺眼的人，就是自己心里有鬼。

－	 管好你自己，不要老想着管别人。

－	 事情过去了，我们的心却没有更新，久积的垃圾要删除，人才不会生

病⋯⋯

漫画以全彩印刷，已出版了三部，分别是《烦恼，都是自找的》、《放下，

是舍更是得》与《快乐，就这么简单》。

轻轻松松学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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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食  林
承办正宗斋宴席、素食小品
及饱点自由餐、上门到会

一律欢迎

100 Eu Tong Sen St. #03-16
Pearls Centre S (059812)

TEL: 6 2226141
Business Hour: 11.00am- 8.30pm

长青佛教文化服务社

专流通中英文佛书、佛像、
各类念珠、卡带、水晶与法器等

佛教文物 。欢迎光临

   Tel:  6220 6360  Fax: 62219284
e-mail: egbudcul@singnet.com.sg 

website:www.evergreenbuddhist.com         

 EVERGREEN BUDDHIST CULTURE SERVICE

净 园 干 湿 洗
WASH-LAND

11  Ceylon Rd  S (429607)
    TEL:  63440820

* 专营各种佛教文物

* 各式佛像、佛牌、念珠、海 

青、缦衣、音带、法器、陶

  瓷、水晶、字画、刺绣、佛

 教用品等等。

批发零售、一律欢迎
Blk 134 Geylang East Ave 1,  01-225 
Singapore  380134   TEL : 67419995

Business Hours:  10.00 am-9.00 pm  (Daily)

大大自然有限公司

5 Koek Road #01-25/27
 Cuppage Plaza (S) 228796

Tel: 67362089    Fax: 67371824

提供新鲜空运有机无农药水果
与蔬菜，有机五谷杂粮，

维他命及草药增补品，长生相饮
食法材料，精油，天然治疗

药物及书籍。

星期一及星期六
早上十点至晚上七点，

星期日早上十一点至下午四点。

Ko’s Vegetarian Pte Ltd
专营五谷杂粮、糙米、营养冲泡

饮料及各类饼干零食等
   Blk 24 Sin Ming Road #01-33  S (570024)

      Tel:  6452 1132   Fax: 6451 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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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时间：每天上午七时至晚上十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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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服务 Our Service
 ❖ 自助餐 Buffet
 ❖ 生日宴 Birthday Party
 ❖ 婴儿满月 Baby Full Month
 ❖ 外送服务 Delivery Service

营业时间
Business Hours (Daily)
11:00am~3:00pm
6:00pm~10:00pm

Food Stalls
•	 Blk	134	Geylang	East	Ave	1,		
#01-229	Singapore	380134

•	 Blk	126	Lor	1	Toa	Payoh,		
#01-577	(Stall	8)	Singapore	310126

•	 Blk	5	Banda	Street,	#01-52		
(Stall	4B)	Singapore	050005

•	 Blk	269	Queen	Street,	#01-236		
(Stall	12)	Singapore	180269

•	 Blk	221	Boon	Lay	Shopping	Centre,	
#01-170	Singapore	640221

•	 101	Upper	Cross	Street,		
People’s	Park	Centre	#B1-13		
(Stall	07)	Singapore	058357

主
办
传
统
健
康
正
宗
素
食

地址 Address:
338 Tanjong Katong
Singapore 437110
电话 Phone:
6348 0019
6348 2770
传真 Fax: 6348 1689

Miao Yi Vegetarian Restaurant Pte Ltd

Clover 8 Bistro @ Leisure Park Kallang
Clover 8 Bistro @ High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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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蔬菜，有机五谷杂粮，

维他命及草药增补品，长生相饮
食法材料，精油，天然治疗

药物及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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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k 24 Sin Ming Road #01-33  S (57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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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k 333 Kreta Ayer Road #02-24
Singapore 080333

我们的服务 Our Service
 ❖ 自助餐 Buffet
 ❖ 生日宴 Birthday Party
 ❖ 婴儿满月 Baby Full Month
 ❖ 外送服务 Delivery Service
营业时间
Business Hours (Daily)
11:00am~3:00pm
6:00pm~10:00pm

Food Sta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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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Upper	Cross	Street,		
People’s	Park	Centre	#B1-13		
(Stall	07)	Singapore	058357

主
办
传
统
健
康
正
宗
素
食

地址 Address:
338 Tanjong Katong
Singapore 437110
电话 Phone:
6348 0019, 6348 2770
传真 Fax: 6348 1689

Miao Yi Vegetarian Restaurant Pte Ltd

Clover 8 Bistro @ Leisure Park Kallang
Clover 8 Bistro @ High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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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172880

旅杰贸易佛教文物批发中心
LIjay Trading

专营各类佛教文物

 台湾“满庭香”名香糸列，“满香缘”名香系列， 
腊烛，灯油，水晶杯，沉木念珠，法器等⋯⋯

欢迎世界各地佛堂，寺院，庵堂，网上选购， 
宅配服务。批发零售，一律欢迎。

No.160 Paya Lebar Rd, #01-04 Orion @ Paya Lebar
Singapore 409022   营业时间: 9:30am - 6:30pm
星期六9:30am - 6:00pm(星期天及公共假期休息)

Tel: 6841 4404(3 Lines) Fax: 6741 4404
E-mail: enquiry@lijay-incense.com

欢迎上网购物 Website: www.lijay-incense.com

联络:  郭秀桔 (法名: 普铭)
 HP 9679 3004
 JASON CHUA (亚龙)
 HP 9668 5632

BOON BOON SWEE KEE
UNDERTAKERS

文文瑞记寿板店

24小时一站式丧事服务

  一切正信佛教丧葬礼仪

Blk 4  #01-1339 Lor 8
   Toa Payoh Industrial Park

 (S) 319056
   Tel: 6250 0202   6250 1094

UNION CASKET
五 福 寿 板 店

小 时 一 站 式 丧 事 服 务
Hours One Stop Funeral Services24

助导光明世界
引航菩提彼岸

郭绪泽居士
（法名：开泽）

Blk 4 Lor 8 Toa Payoh Ind. Park #01-1329 S (319056)
Tel: 6353 8449   Hp: 9118 8449

Fax: 6353 9040
Website: http://www.unioncasket.com

Blk 88 Geylang Bahru #01-2724
Singapore 339696

Tel: 6292 4376, 6294 4061
Caring Funeral Directors

For Your Moments of Need

洪 振 茂 寿 板 店

For 90 years we have 
provided a service with 
respect and dignity

WESTERN CASKET
HP 9862 3026

Golden Pagoda Hearse
Golden Palace Hearse

ANG CHIN MOH CASKET

Ang Yew Seng Funeral Parlour
洪友成殡仪馆（清墓骨）

小 时 服 务

本号尚有从美国入口上等铜
棺。如在夜晚可领尸寄放在
本殡仪馆，承办处理施棺,火

化费一切免费。

Blk 38 #01-537, Sin Ming Drive,

电话：64568557/64567387
传真：64587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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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金洲(占碑) (至少7人) 天天出发 约 $498

3/4天婆罗浮屠(2人成行) 天天出发 约 $598/698

5天柬埔寨 7月10日 约 $988

8天普陀山/杭州/苏州/九华山 7月22日 约 $1988

3天泰国/合艾供万僧 8月18日 约 $598

7/10天不丹 (3人行/天天出发) 9月1日 约 $3798

11天西安/西宁/西藏 9月08日 约 $3188

5天斯里兰卡 9月26日 约 $1288

13天印度/尼泊尔 (佛陀八大圣地)斋僧 11月14日 约 $2988

5天不丹 12月6日/12月16日 约 $2998

3-13Jan 2017时轮金刚大法会 2017年1月3日 约 $1680
(10晚含餐+接送)   (机票自理)

每团至少25人，或有法师随团。报价含机场税及燃油费。
可按您的要求自行组团，报价另计。

其他圣地如：尼泊尔, 日本，韩国，中国四大佛山, 丝路, 柬埔寨，寮
国，斯里兰卡，台湾等

免费结缘：达赖喇嘛尊者传授之莲花湖，道次第摄义，
藏传佛教珍宝释，三十七佛子行，菩提心释。

欢迎来电索取详细行程。请联络 雪燕: 9188 2508
或电邮  lgwtp@yahoo.com.sg    http://www.lgplanners.com

LG WORLD-TRAVEL PLANNERS 乐期世界
188C, Rivervale Dr, #07-1054, Singapore 543188

By appointment @ 48, Tras Street (near Maxwell House)

2016年佛教圣地游
全程素食·部分收入将充作慈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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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rls Centre S (059812)

TEL: 6 2226141
Business Hour: 11.00am- 8.30pm

长青佛教文化服务社

专流通中英文佛书、佛像、
各类念珠、卡带、水晶与法器等

佛教文物 。欢迎光临

   Tel:  6220 6360  Fax: 62219284
e-mail: egbudcul@singnet.com.sg 

website:www.evergreenbuddhist.com         

 EVERGREEN BUDDHIST CULTURE SERVICE

净 园 干 湿 洗
WASH-LAND

11  Ceylon Rd  S (429607)
    TEL:  63440820

* 专营各种佛教文物

* 各式佛像、佛牌、念珠、海 

青、缦衣、音带、法器、陶

  瓷、水晶、字画、刺绣、佛

 教用品等等。

批发零售、一律欢迎
Blk 134 Geylang East Ave 1,  01-225 
Singapore  380134   TEL : 67419995

Business Hours:  10.00 am-9.00 pm  (Daily)

大大自然有限公司

5 Koek Road #01-25/27
 Cuppage Plaza (S) 228796

Tel: 67362089    Fax: 67371824

提供新鲜空运有机无农药水果
与蔬菜，有机五谷杂粮，

维他命及草药增补品，长生相饮
食法材料，精油，天然治疗

药物及书籍。

星期一及星期六
早上十点至晚上七点，

星期日早上十一点至下午四点。

Ko’s Vegetarian Pte Ltd
专营五谷杂粮、糙米、营养冲泡

饮料及各类饼干零食等
   Blk 24 Sin Ming Road #01-33  S (570024)

      Tel:  6452 1132   Fax: 6451 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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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  郭秀桔 (法名: 普铭)
 HP 9679 3004
 JASON CHUA (亚龙)
 HP 9668 5632

BOON BOON SWEE KEE
UNDERTAKERS

文文瑞记寿板店

24小时一站式丧事服务

  一切正信佛教丧葬礼仪

Blk 4  #01-1339 Lor 8
   Toa Payoh Industrial Park

 (S) 319056
   Tel: 6250 0202   6250 1094

UNION CASKET
五 福 寿 板 店

小 时 一 站 式 丧 事 服 务
Hours One Stop Funeral Services24

助导光明世界
引航菩提彼岸

郭绪泽居士
（法名：开泽）

Blk 4 Lor 8 Toa Payoh Ind. Park #01-1329 S (319056)
Tel: 6353 8449   Hp: 9118 8449

Fax: 6353 9040
Website: http://www.unioncasket.com

Blk 88 Geylang Bahru #01-2724
Singapore 339696

Tel: 6292 4376, 6294 4061
Caring Funeral Directors

For Your Moments of Need

洪 振 茂 寿 板 店

For 90 years we have 
provided a service with 
respect and dignity

WESTERN CASKET
HP 9862 3026

Golden Pagoda Hearse
Golden Palace Hearse

ANG CHIN MOH CASKET

Ang Yew Seng Funeral Parlour
洪友成殡仪馆（清墓骨）

小 时 服 务

本号尚有从美国入口上等铜
棺。如在夜晚可领尸寄放在
本殡仪馆，承办处理施棺,火

化费一切免费。

Blk 38 #01-537, Sin Ming Drive,

电话：64568557/64567387
传真：64587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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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佛教》是新加坡佛教总会出版的季

刊，创刊于1969年5月30日，至今40年，从未间

断，是我国历史悠久的长寿佛教杂志。

本刊一直以来秉持着净化社会人心、弘扬

佛教教义的宗旨，运用文字般若以培养大众对正

信佛教的认识。“南洋佛教”是以免费赠阅的方

式流通于我国各个角落，发行网尚遍及中港台及

东南亚一带。杂志的营运与印刷费用，全赖四众

佛徒的助印与微少的广告费用支持，不敷之处，

全由佛总承担。

佛经有云：“诸供养中，以法供养为最” ，

欢迎大家助印，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佛法滋润，

使法音永远流传。

助印方式随喜，所谓“滴水成海，积沙成

塔”，无论多寡，您的支持就是弘扬佛教文化的

一股力量。

The Nanyang Buddhist  is a quarterly jour-
nal published by the Singapore Buddhist Fed-
eration with the release of its inaugural issue 
on 30 May 1969, it remains one of the longest 
on-going Buddhist journal in Singapore.

The main objectives of publishing this 
journal is for purification of human minds  and 
propagation of genuine Buddhism through dis-
semination of selected high quality articles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on Dharma and Pra-
jna. Through subscription and complimentary 
distributions, this Journal has not only reached 
every corner of Singapore, but also being read 
by avid readers in this region. To maintain this 
publication, we rely heavily on sponsorship 
while the Federation absorbs the deficit.

With your strong support and sponsor-
ship, we believe this wholesome publication will 
continue to enlight our readers tremendously 
and indefinitely.

欢迎助刊
We need your support! 

南 洋 佛 教 助 刊 表 格

姓 名   助印款项 
Name : Amount :

联络电话  支 票 号 码
Contact No : Cheque No :

地     址    邮          区 
Address :   Postal Code :

* 助刊10元以上者，可在A.祈愿或B.回向类别中选择1至2项，在  中加上符号。

A. 祈 愿 （ 姓 名 ）

       智 慧 增 长            身 体 健 康          业 障 消 除            其 他

B. 回 向  （ 姓 名）

       福 慧 双 增            生 辰 快 乐          莲 增 上 品            其 他

 

请填妥表格，连同划线支票（注明：NanyangBuddhist）寄至：59 Lorong 24A Geylang, Singapore 398583（我们将按以上地址寄上正式收据）

 注：   请寄来最新一期《南洋佛教》                   请不必寄来《南洋佛教》

南 洋 佛 教 助 刊 表 格

欢迎助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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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	 2016年8月7日	(星期日)
时间	 :	 8:00am	~	10:30am
地点	 :	 本会3楼大殿
赞助费	 :	 $100.00

新加坡佛教总会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59 Lorong 24A, Geylang Singapore 398583
Tel: 6744 4635     Fax: 6747 3618 www.buddhist.org.sg

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办

护国佑民

大斋天

名额有限   登记从速   以免向隅

祈世和		国运隆		民安康		福慧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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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刊鸣谢

麦庆良
祈愿母亲刘宝玉身体健康，业障
消除

$200.00

陈亚叶

祈愿陈亚叶身体健康、业障消
除。祈愿、回向故儿张耀坤求生
于佛国净土，消除业障，早日跳
出轮回，莲增上品，速证菩提。
回向十方一切众生，莲增上品，
离苦得乐，往生净土，速证菩提

$102.00

孔宪基 祈愿孔宪基智慧增长 $100.00

黄丽霞
祈愿黄丽霞业障消除。回向冤亲
债主释怨得乐

$100.00

李亚女
祈愿李亚女合家智慧增长，身体
健康，业障消除

$100.00

白玉珠
祈愿朱俊源，朱劭恒智慧增长，
身体健康，业障消除，孝顺长
辈、学业进步

$80.00

张耀阳

祈愿先父张金成求生于阿弥陀佛
的佛国净土，西方极乐世界。 回
向先父张金成、十方法界一切众
生，业障消除早日跳出轮回，去
佛净土

$70.00

黄 兰
祈愿佛弟子莲花黄 兰合家身体
健康、业障消除、智慧增长。回
向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福慧双增

$50.00

吴炳彦  吴昕宜
祈愿吴昕宜、吴炳彦智慧增长，
业障消除，学业进步，回向累劫
冤亲债主，十方法界众生

$40.00

陈顺源
祈愿陈顺源身体健康。回向陈顺
源福慧双增

$40.00

陈亚叶

回向第五胎落孕水子婴灵，化解
彼此冤结、业障消除、离苦得
乐，早日跳出轮回到佛国净土、
莲增上品、速证菩提

$32.00

胡廷达
回向已故大哥胡廷近莲增上品，
往生极乐世界

$30.00

陈顺源 祈愿陈顺源智慧增长、生辰快乐 $30.00

黎惠珊 福慧增长 $30.00

陈亚琼 请三宝常住世间，正法永住 $30.00

张耀阳

祈愿张耀阳身体健康、业障消
除。回向先父张金成、十方法界
一切有情与无情众生，离苦得
乐，莲增上品，速证菩提

$22.00

Ang Suan Pheng $400.00

严升春 $200.00

Tommy Lim $150.00

吴家端 $100.00

张友利
张金兴(已故)、颜玉美(已故)莲
增上品

$20.00

江秀芬
祈愿蔡斯凯智慧增长、身体健
康、业障消除

$20.00

陈丽云合家
祈愿智慧增长、身体健康、业障
消除

$20.00

陈先合家
祈愿智慧增长、身体健康、业障
消除

$20.00

唐金顺合家
祈愿十方法界众生智慧增长、业
障消除。回向十方法界众生离苦
得乐，求生净土

$20.00

黎惠莹 福慧增长 $20.00

Steven Teo
祈愿张材祝、林兰音智慧增长、
身体健康、业障消除

$20.00

张耀阳

祈愿张耀阳身体健康、业障消
除。十方法界无祀男女孤魂等
众，业障消除，早日跳出轮回去
佛国净土，莲增上品，速证菩
提。

$10.00

张耀阳

祈愿、回向累世历劫冤亲债主化
解彼此冤结，消除业障，早日跳
出轮回去佛国净土，莲增上品，
速证菩提。

$10.00

陈亚叶

祈愿陈亚叶身体健康、业障消
除。十方法界无祀男女孤魂等
众，业障消除，早日跳出轮回去
佛国净土，莲增上品，速证菩
提。

$10.00

陈亚叶

祈愿、回向累世历劫冤亲债主化
解彼此冤结，消除业障，早日跳
出轮回去佛国净土，莲增上品，
速证菩提。

$10.00

张友利 张友钻(已故)莲增上品 $10.00

张友琴 祈愿岑文欣身体健康、业障消除 $10.00

陈睛营、陈心慈 福慧增长 $10.00

罗巧珠(已故） 回向罗巧珠 $500.00

陈木浩，谢梨娟
(已故)

回向十方一切有情与无情众生福
慧双增，莲增上品，离苦得乐，
速证菩提

$70.00

Florence Low $100.00

Boon Ai Peng $60.00

陈秀琴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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