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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前总统纳丹于8月22日，星期一晚

上与世长辞，享年92岁。8月25日起，遗体

停放在国会大厦，供公众瞻仰。至于旅居

海外的国人，则到新加坡驻外大使馆、领

事馆、最高专员署等签署名字与缅怀字句，

以示悼念。

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广品法师也率领僧

俗四众前往国会大厦向这一位前总统致敬。

最后的致敬

佛总率领僧俗四众
向新加坡前总统致敬

8月26日下午，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化

中心举行国葬仪式，之后送往万礼火化场。

纳丹从1999年起担任新加坡总统12年，

他在第二届总统任期结束之前，便宣布不再

连任。在担任总统之前，他曾经担任公职65

年，做过社工、海员福利官、外交官员以及

在国防部与全国职工总会等担任多个要职。

纳丹将其一生贡献予国家的发展，在不

资料来源: 联合晚报 © 版权属新加坡报业控股所有。未经授权, 请勿复制

■ 一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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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领域里有着显著的贡献。纳丹在卸任

后，于2013年获颁淡马锡勋章， 这是为表

彰民职人员卓越贡献的最高荣誉奖章，他是

第七位获得这个殊荣的新加坡人。

积极推动慈善活动
在他担任我国总统期间，建立不少功

绩。在2000年，他所启动的“总统慈善挑

战”活动，为500多个收益团体筹得超过1

亿元款项，帮助了不少缺乏资金的慈善团

体落实许多惠及贫苦大众的计划，积极推

进社会。

在关键期稳定我国经济	
2008年，全球经济因受美国次级贷款

牵连而掀起金融风暴，纳丹首肯政府动用

储备金以扩建经济措施，稳住了我国的经

济，确保新加坡经济在危机过后能够迅速

恢复增长。

关心华社活动
纳丹在任总统期间，经常参与华社举办

的联谊活动，并赢得华社领袖的赞扬。纳丹

一直与本地华社维持良好的关系，并倾力支

持华社的发展。他曾多次邀请华社代表到总

统府用餐，同时，也经常出席华社组织的相

关活动。

促进种族与宗教和谐
我国现任总统陈庆炎也赞扬纳丹对新加

坡发展的贡献，他在8月23日总统奖学金颁

发仪式上肯定了纳丹的功绩，他说纳丹积极

促进种族与宗教和谐，促进一个充满关爱与

凝聚力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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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专论

拥有绵长发展历史的佛教，它不是古老的宗

教，而是具有内在很强的生命力和适应力。因为

佛法本身是无始无终的真理，从不会过时。只不

过在发展的过程中，表现的方式会随环境，众生

的根器有所调整。然而，却不变佛法本质。正所

谓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不变的是佛法，随缘的

是对象。佛法是以广度众生为己任，一切以众生

的利益为大前提。故佛陀在经典里非常谦虚的

说，是因为众生佛才能成道。佛法中四重恩里的

众生恩说明了，我们要感激众生，没有众生在外

护上的支援我们生活的物质，环境条件；乃至他

们提供了我们一个广大无边的修行道场。没有众

生，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贪嗔痴已了？

由于我们处处，时时刻刻都在为众生修行，

为众生提供佛法和修行，我们便需要如四弘愿里

的法门无量誓愿学，时常精修自己，为的是与众

生佛道无上誓愿成。既然如此，观机逗教是佛教

徒度生所要知道，了解和掌握的技能。善巧方便

更是菩萨所要具足的智慧。因为众生闻法来自两

个管道：一个是自悟，另一是闻他。许多众生开

始时无法做到第一个，于是闻他变成闻法的主要

管道了。

■ 
新
加
坡
佛
教
总
会
会
长

广
品
法
师
■

的

转
型

佛
教

与

未
来
发
展

此文是广品法师发表于2016年9月18日
新山柔佛佛学会庆祝创会30周年，假新
山假日别墅大酒店举行的“佛教的转型
与未来发展”研讨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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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把善巧方便由个人度生的立场扩大至

佛教整体的发展，如何适应时代因环境和众

生的改变需自我调整？这种调整是必然的趋

势，所谓适者生存。也许有人会提出看法，

认为众生有其共业，非我辈能改变。然而，

我们的扪心自问，自己有无度生的愿和行？

若无，那我们是没有尽责，没有尽到四弘

愿里众生无量誓愿度的责任。我们又有何

颜脸面对诸佛菩萨；同时，制造众生得度

的未来缘？

综观佛教在印度的发展到传入中土后继

续发扬的历史来看。佛教有过无数的转型发

展，佛教才能在世上存在。甚至由亚洲传播

到欧美，非洲，澳纽，南北美，苏联等国

家。今年在泰国曼谷庆祝联合国卫塞日大会

就有世界上85个地区国家的四众参加。再再

的说明善巧方便的重要和可行。

首先，佛陀在入灭前对阿难尊者说道，

若众僧同意小小戒可舍。只可惜尊者当时没

进一步向佛陀请示，也导致后来迦叶尊者出

他十罪之一条。可见，佛陀已开先河，金口

给后代一个自由空间去发展佛教。然而，四

圣谛八正道是不可改，如佛陀所说日可令

冷，月可令热，四圣谛不可令异。这便是

随缘不变。

接着在首次结经后有了第二次的结集经

典，开始了大众部派的抬头。佛教开始步入

以菩萨愿行为主的佛教发展。这种转型一方

面来自佛教本身的要求，另一方面来自外界

的发展。

接着来看佛教传入中土的情况。开始

时，中国人学佛是以拜神的观念，属于祈

愿求福的心态。这当然无可厚非。一来佛教

非起源于中国；二来中国原有的宗教信仰是

属于民间的拜拜观念，故把佛当成大神来礼

拜。渐渐的，随着佛教经典的传入，尤其士

大夫，有学之士，对佛教的教义产生了惊讶

的赞叹，开始了研究和修行。另一方面，又

想把佛法传扬于世，于是，讲经与注解同时

注重。为让中土人士能认识佛法，必然遇到

解读的问题。如何让普罗大众能明白佛法深

意？开始时必要借助一般人明白的观念来述

说佛理。这是佛教在中国转型时所表现的特

点。于是，社会上层如文武百官，士大夫争

相学佛，这大大推动佛教的发展。道安法师

就这么说过，佛教要兴盛有赖帝王的护持。

随着教理的拓展，修行上也蓬勃起来。

净土的修行由道安法师提倡的弥勒净土逐渐

被弥陀净土的修法掩盖。然而，代之而起的

是 禅宗。禅宗活泼，不拘礼俗，非常适合中

土人的性格。这可说是一大转型代表。禅宗

从此独步佛教。许多人不懂禅也得装懂，成

了时髦。也因为禅宗的盛行，使得佛教在几

综观佛教在印度的发展到
传入中土后继续发扬的历
史来看。佛教有过无数的
转型发展，佛教才能在世
上存在。甚至由亚洲传播
到欧美，非洲，澳纽，南
北美，苏联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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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灭佛时可以生存下来。原因修禅不一定要

对着佛像。

可是，到了宋明，禅宗开始式微，佛教

逐渐走向拜忏的道路。许多忏本随着产生。

这种转变给后来佛教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影

响。它的影响直到清末明初，太虚大师大力

提倡人生佛教以取代过去人死佛教的局面。

太虚大师对佛教的转型贡献有几方面：针对

当时佛教丛林存在的积弊，就提出了“教理

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佛

教三大革命。这里，教理革命的中心是要革

除愚弄世人的鬼神迷信，积极倡导大乘佛教

自利利他的精神，去改善国家社会。教制革

命的中心是要改革僧众的生活、组织制度，

建立起适应时代需要的住持僧团。教产革命

的中心是要变按法派继承寺庙遗产的旧规为

十方僧众公有制，并作为供养有德长老，培

养青年僧伽，兴办佛教事业之用。

在这三大革命之中，大师又认为

以“教制革命”为根本。因为，只有培

养出合格的僧伽，建立起严格的组织制

度，“教理”和“教产”的革命才有可靠

的保证。所以，他在以后的实践中主要是

从兴办僧伽佛学院，培养新的僧伽人材着

手。由大师亲手创立、主持或讲过学的佛

学院有：“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

院”、“柏林教理院”、“汉藏教理院”

等。当时，在大师僧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影响

下，还创办了许多佛学院。这些佛学院为中

国近代培养一大批、好几代优秀的佛教弘法

人材，其流泽惠及于今。

太虚大师的成就在身后，在世时他说

过，五十年后后人见到效果，而他却无法。

他胸襟的伟大，心愿的宏深，力行的退扬，

使他对佛教的贡献大大超越同时代的大师。

影响深远及世界。如今世界佛教机构的成立

得力于大师的倡导。

再说南洋的佛教。它源自中国南方佛

教，故深受南方佛教特色的影响。由于南方

佛教广纳不少民间的习俗，形成了特色。也

使到后来佛教在现代的发展遇到一些问题。

尤其受过现代和科学教育的年轻人，在接受

上遇到困境。也令弘法者面对挑战。

然而，我们不能抹煞前辈对佛教的贡

献。毕竟初来此地，一切白手成家，几经辛

劳把寺院创立。到了六十年代，随着现代教

育系统的普及，大大提升了一般民众的教育

程度。由于受到许多科学的影响，这些受过

现代教育者，便以批判的角度看待宗教。佛

教必然面对极大的挑战。于是，新马两地的

佛教界开始了深思。如何推动教理？还好，

在六七十年代，不少本地受过现代化教育的

在这三大革命之中，大师又认为以“教制
革命”为根本。因为，只有培养出合格的
僧伽，建立起严格的组织制度，“教理”
和“教产”的革命才有可靠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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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俗青年把现代组织活动的方式引进佛教：

如青年团的组织，佛学班，周日学校，并通

过文化艺术音乐等表演把佛教带入民间。而

佛学会的组织更使佛教在偏远的地区也能接

触到佛教。此时，佛教也由本地青年开始出

家为僧，使佛教本地化。

总结过去南洋佛教的转型有几方面：僧

众已在七十年代本地化；组织走向注册化；

弘法的科学化；佛教教育系统化；活动的多

元化；讯息的网络化；慈善的多面化；僧俗

的年轻化；移民的融入化。在以上的基础，

未来必朝这些方向发展，无回头路。现综合

试论其发展方向及可能面对问题，希望衮衮

诸翁提出宝贵意见，共商发展大计。

1) 本地僧众与外来僧众：
由于现代化交通工具的进步，在速度和

量度都提高。如今，本地的在家信众很容易

接触并申请外国僧人来本地演讲。由于对外

来者的背景思想不明确，对本地的佛教界相

对的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从诵念到弘法方

面，也造成本地僧的疑虑。

而在外国，许多亚洲僧到外国去传法面

对当地人接受的问题。当地人有抗拒的表

现，甚至做出暴力的行径。故如何培养当地

人成为僧人或信众是最佳良策。

2) 说法笼统化与科学化： 
我们应网络一些有智之士针对许多现代

的问题深入探讨和具说服力：如基因改造，

堕胎，安乐死等社会问题。甚至国际问题。

我们如何从现代科学，社会，心理，政治等

领域结合佛法的观点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和

解决之道。

3) 推展的保守与网络化：
佛教界的网站或新媒体是否能获得一般

网民的喜欢和接受？走向现代电子是佛教必

然的转型，然而，如何在应用科技和正见取

得一致。许多非正见的网站为什么能吸引许

多网民浏览？是否佛教人士一般做法过于保

守一点 ？原因佛教中人深怕因果，不敢随便

说道。这优点是对的，值得鼓励。只要我们

把内容和表达方式现代化，生活化，随缘不

变的作正见传播，必受欢迎。

4) 僧和俗的共同参与化；
我个人不喜欢用居士佛教或为弘扬佛教

冠上任何标签。佛法和佛教只有一个，三法

印，一实相印，四圣谛，八正道等等是日可

佛教界的网站或新媒体是否能获得一般网
民的喜欢和接受？走向现代电子是佛教必
然的转型，然而，如何在应用科技和正见
取得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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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冷，月可令热，不可令异的。那么，哪来

的人生佛教?居士佛教？入世佛教？如此把

佛教分化了。不论您修什么，只要是佛法，

您本身就在修佛道，四圣谛八正道全在您心

中，只是您有如古代开悟的禅师所说不识自

身宝罢了！其实佛教本来就是生活之道，包

括一切法，适合僧俗。本来出入世一体，僧

和俗都是佛的弟子，都能证道。故清净僧包

含了初果，二果，三果向和果位的在家人。

初地菩萨以上也有俗家佛教徒！今后，僧俗

如何消弭彼此间的隔阂和增进信任与合作，

是一大挑战！

 

5) 佛教的老化与年轻化；
佛教往往被视为老人的宗教。其实，佛

陀成佛时是35岁，度化了许多年轻人证果成

罗汉。而是佛教在中国往后的发展里，逐渐

固步自封，倾向重仪式而忽略了实修，加上

清谈的影响，许多人光说不修，以致佛教逐

渐对知识分子，和年轻人失吸引力。

还好，在六七十年代，许多受现代教育

的知识分子开始学佛，自觉应时代的需求，

必须在弘法上有所改变。然而，这种想法和

做法，还未能普及至所有的寺院。故这是佛

教未来的挑战！

6) 教育的古板与生活化： 
如何让佛法走入俗人的生活? 佛教教育

是有关一个人的终身生活。能有佛法的熏陶

和内涵，生活必定充实和有意义。而家庭扮

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试想孩子一生下来首

先接触的环境和受教的地方就是家庭。由此

可见父母在孩子来到世间的第一时间直到其

终生是深具影响力的。父母如何让孩子能有

佛法教育影响其思想行为和待人处世，终身

受用无穷！

然而，如何让孩子在寓教于乐里受到佛

法的熏陶是极为重要，也需具善巧方便和忍

耐力的。父母如何从小至大与孩子建立亦师

亦亲亦友的关系是至为重要。如何在孩子生

长不同阶段给予佛法的熏习，是需要用心和

技巧的。

7) 传教责任大众化：
如何训练每个佛教徒本身就是一位弘

扬佛法者，身体力行。这应是我们最终的

目标。四弘愿是佛教徒要发的大愿，是成

佛的弘愿。意即除了自度外，另一项使命

便是广度众生。

8）经济来源的现代化： 
时代在变迁，过去寺院主要依靠出租田

地产，佛事，捐款和举行法会筹集善款。然

而，随着现代人观念和地区经济的情况，过

去依靠经济的来源似乎应作调整？是否佛教

团体可以开拓企业？

9) 移民的融入化： 
随着世界逐渐成为一个地球村，加上现

代交通工具的发达，国家政策的开放，意味

人口的流动会比过去任何时候来得迅速和量

多。自然外来移民带来许多优点，也带来了

文化，思想，生活上的冲击。我们又如何去

作调和？如何自他互相的融合？

总的来说，世界在改变中，我们如何像

扁鹊的哥哥一样，先做好预备的工作和计

划，如此可以从容的面对未来一切的挑战！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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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飞逝如白驹过隙， 又是年终师生

道别声响起的时候。佛教总会周日学校一

年一度的结业典礼也在2016年8月28日，

在佛总六楼课室举行。应邀参与这次典礼

的正是佛教总会会长广品法师。 

法师入席，典礼即刻开始。按照惯例， 

首先由法师颁发小六结业证书，共 9 名。 

接下来是颁发勤学奖，共24 名。今年还有

一个特别奖项，就是法师特别准备的小礼

物送给老师们，感谢老师们这年来的辛勤

教导，无私的奉献。 

在颁发奖项典礼过后，法师为大家

开示；法师以《妙法莲华经·方便品》

里，“乃至童子戏，聚沙为佛塔”中“聚

沙为塔”的典故，告诉小朋友们读书应有

的态度，如已故前总统纳丹先生，小时候

佛教总会
周日学校结业典礼

■ 佑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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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境贫苦，但他努力、好学，每天坚持不

懈一点一点的学习，最终成为国人敬仰的

总统；又如一位老和尚告诉前来求教的居

士，每天去认识一个字，结果百日之后，

他认识了三百字，正因他一日一字，二日二

字， 慢慢的积少成多。 所以，法师鼓励小

朋友们应当抱持着这样的学习态度，每天认

真学习，该玩耍的时候玩耍，该读书的时候

读书，专心的做好每一件事，如此才能有所

成就。 最后， 法师以念诵“心经”为家长

和学生们祈福结束对大众的开示。 

接下来的活动是由吴如玲老师教导制作

无需针线缝制的袜子娃娃。通常袜子给人的

感觉是臭的，只能用来穿在脚上保暖。这次

如玲老师化腐朽为神奇，将无生命的袜子，

以巧妙的手法赋予可爱的造型，让人看了爱

不释手！ 感谢如玲老师的巧思。 时间随着

小朋友们专注制作手工中流逝，典礼也已来

到了尾声，祝愿小朋友们年终考试顺利！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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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老师们的工作已经变得更复杂

和多元，而且更具挑战性，在信息科技发

达、各种知识与资料在网络上垂手可得的情

况下，加上家长们教育程度的广泛提高，老

师们的角色和职责已今非昔比。”

上述是佛教总会会长广品法师在2016年

教师节谢师宴上所说的一段话。每一年的教

师节，佛总属校菩提学校、文殊中学与托管

中心等联合举办谢师宴，以慰劳学校的教职

员。今年，也不例外。佛总会长广品法师受

邀出席，并在宴上赞扬两校的老师。

老师职责更多元
佛总属校2016年教师节谢师宴

“今天，老师们的工作已经变得更复杂和多元，而
且更具挑战性，在信息科技发达、各种知识与资料
在网络上垂手可得的情况下，加上家长们教育程度
的广泛提高，老师们的角色和职责已今非昔比。”

广品法师表示，新纪元里的老师们，不

单要把传统的知识传播者或道德典范的任务

做得好，还必须是学生们的替代家长、辅

导员、激励者、甚至是他们的哥哥和大姐

姐，在情绪低落给予指点迷津，更在他们

身心成长和学习旅程上不断给予学生们鼓

励与支持。

法师还说，佛总的学校和托管中心深受

家长们的信任和热爱，学生在学术、课程辅

助活动以及品德发展上都有均衡与优异的表

现。学校教职员是功不可没的。

■ 火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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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登

2016年国庆日荣誉榜
Heartiest Congratulations 

To Recipients of National Day Honours 2016

衷心祝贺

前校长周美丽女士
Ms Chew Bee Lay

Former Principal
公共行政奖章 (银)

Public Administration 
Medal (Silver) 

副校长张淑玲小姐
Miss Teo Sook Lin

Vice Principal 
表扬奖章

Commendation Medal

部门主任沈美娇女士
Ms Sim Mui Keow

Head of Department
表扬奖章

Commendation Medal

高级教师谢金华女士
Mrs Seah Kim Huah

Senior Teacher
表扬奖章

Commendation Medal

教师李明发先生
Mr Lee Beng Huat

Teacher
长期服务奖章

Long Service Medal 

协作教育工作者

卡来希凡战备中校
LTC (NS) Kalaisselvan

Allied Educator
表扬奖章 (军事)

Commendation Medal
 (Military)

菩提学校 Maha Bodhi School

文殊中学 Manjusri Second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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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F Youth Community Project: 
A Day Out With Old Folks From 
Bright Hill Evergreen Home
■ Ling Zhen Qian & Paduma Ang ■

On the 3rd July,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Youth (SBFY) organised a mass community project, 
in collaboration with Bright Hill Evergreen Home. 70 
youths from the Youth group together with about 70 
external volunteers brought 50 elderly from the home 
to Suntec City.

The volunteers were down at the event site as early 
as 7.30 am in the morning. Despite coming from places 

as far as Tampines and Jurong, they wore a bright smile 
on their face and were eager to receive the residents. 
Volunteer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different groups, led by 
SBFY President, Zhen Qian, New Project Initiative Head, 
Jeff Foo and Vice-President, Lim Woo Chiang. Each 
resident was accompanied by three or four volunteers. 

Group A was led by Woo Chiang, who brought the 
group to catch a movie, Jack Neo’s ‘Long Long Time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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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1’ at Golden Village Cinema. The other two groups, 
Group B and C, went for a tour around the East wing of 
Suntec City; visiting the renowned Suntec Fountain of 
Wealth. After their respective activities, the volunteers 
brought them to the Kopitiam Food Court and Food Re-
public, where they helped to order the old folks’ food and 
ate together with them. 

SBFY group leader Ho Zi Xing, found the day out 
with the residents enjoyable and meaningful. Although 
there were some communication barriers at the begin-
ning, she managed to befriend the elderly she was at-
tached to. She shares, “We started off by wheeling her 
(the elderly her group was attached to) around Suntec. 
We tried to ask her questions and joked with her, to make 
her feel comfortable. While shopping at GIANT, she kept 
asking for the price of each item. I could tell that she was 
worried about the price, but we assured her that it was 
okay,” 

She quips, “One of the things she really liked and 
chose was a duck soft toy. We hope that it will keep her 
company at the old folks home, and that she will think of 
us whenever she is hugging it, or recall the happy mo-

ments she had during the 
day out at Suntec, even 
though it was only for a few 
hours.” 

For her, the two main 
take-aways she had from 
this experience were - 
patience when dealing 
with others and cherish-
ing the people around 
you. “Interacting with the 
old folks allowed me to 
exercise my patience and 
made me recall the times when I interacted with my own 
grandparents; to listen and try to understand what they 
really want,” said the 16 year-old student from Manjushri 
Secondary School.

To raise funds, the youths held a Carnival at the 
Federation on the 25th and 26th of June, where they 
set-up game stations, mended food stalls and a car wash 
booth. In addition to the carnival, the youth members 
shared the event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and raised over 

$16,000 over 2 weeks. This event was 
made possible with the generous sup-
port of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and the donations from SBFY members’ 
family, friends and the public.

The youths will be organizing more 
of such community projects in the future. 
If you are interested to join them in their 
community projects, or if you would like to 
make a donation, drop them an email at 
youthsbf@gmail.com. For more updates 
and events, go to www.facebook.com/
Sbfyouth

Ling Zhen Qian is the current Presi-
dent of SBF Youth, and a first year stu-
dent at Nang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
sity of Singapore. Paduma Ang, is one of 
the advisors to the group and is an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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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台北实践国中和北政国中的11名师生在7月

中旬来到文殊中学，进行七天的学习交流活动。活

动期间，文殊中学为每一名台北学生安排了一名 学

习伙伴，进行一对一的交流，让两地学生能更好地

建立友好关系，并通过亲身体验，了解彼此的风土

人情以及文化历史，从而开阔学生的视野。

7月5日早晨，台北师生浩浩荡荡到达文殊中

学，开始三天的校园活动。首先，台北学生上台介绍

了自己的学校，并带来了一段口琴演奏以及一段相声

表演，让文殊学生大开眼界。随之，本校学生带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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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熟悉校园环境后，就展开一系列

的特色课程，如到化学实验室进行

实验、研究，在烹饪课上与学伴一

同烹煮印度煎饼等。休息时间，学

生们到食堂一边品尝亲手烹煮的食

物，一边享用自己在学校食堂买的食物。这样的经

验对他们来说很新鲜，原来台北学生在休息时间都

必须回到班上，跟同学生们一起吃学校订的餐食。

下课后，台北学生陪同学伴一起参加课程辅助

活动，即台北学校的“社团活动”。课程辅助活动

种类繁多，有舞蹈社、学生军人、篮球社等等。学

生们虽然无法一一参与，但还是全情投入，很快就

与其他学生打成一片。

除了校园活动，学生们也参观了新加坡著名的

旅游景点，如河川生态园、环球影城、滨海湾花园以

及摩天观景轮。当然，大家都不亦乐乎地拿出相机拍

照留念，为这几天的活动留下美丽的回忆。

几天的活动下来，学伴们在校内一起上课、

用餐，彼此变得更加熟悉。通过这样的交流，双

方更深一层地了解对方国家的语言环境和文化历

史。离别前夕，文殊中学和文殊学伴的家长安排了

送别晚会。文殊学生带来大合唱《朋

友》，为彼此建立的友谊高歌。“朋

友不曾孤单过，一声朋友，你会懂。

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 还有我。”

动人的旋律、真挚的情谊，让全场师

生一同歌唱。

临别依依，道不尽的祝福与想念。

短短七天的行程，竟然这么快就结束，

让三校师生带回了真挚的友谊与满满的

幸福回忆。期待年底11月再见！

文殊中学供稿与图片

15

佛总资讯

1-17_����.indd   15 11/10/16   3:58 pm



Math Week made a comeback 
this year after a long hiatus! It was 
carried out from 29 August to 31 
August and is part of the school’s 
Maths Alive! Programme to ignite the 
joy of learning Mathematics and ap-
preciate the relevance of Mathemat-
ics in daily lives. Pupils’ learning is 
consolidated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their learning in fun and authentic 
experiences created during Math 
Week.

The theme for the Maths Week 
was “We love toying with Mathemat-
ics”. At the launch, our pupils were 
tickled and quizzed with teasers 
and humorous problems posed by 
our teacher, Mr Preston Tan, who 
was dressed up as Grandmaster: 
Count Numbers in association with 
our Maths mascot, Count Everitt 

Math Week 
at Maha Bodhi School

P3 to P6 pupils participating in the station games during recess.

Mark. Exciting competitions such as 
Poster Design and Game Design got 
pupils to apply what they have learnt 
in class and set their creative juices 
flowing in the design of the posters 
and games. Station games involv-
ing volume, mass, time and spatial 
visualisation were carried out during 
recesses. Pupils had lots of fun using 

their estimation and computational 
skills to complete the tasks in order 
to exchange for attractive prizes.

Math Week was definitely a 
success. We look forward to running 
another round of exciting Math Week 
in 2017!

Grandmaster: Count Numbers at work during the launch of Math Week

 Lower primary pupils participating in the station games during recess.

■ Mrs Lee-Ho Sz Wh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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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ion games were very engag-
ing. Pupils enjoyed the activities so 

much that they kept the station masters busy 
with questions and they just kept coming back 
to attempt the tasks at the stations.”
Mr Fabian Loh 
P6 Math teacher

As a Countculator*, I was assigned 
to man one of the stations for the P1 

and P2 pupils. The pupils showed persever-
ance and did not give up in answering the 
questions. It was a fun day for me and I hope 
I can do it again.”
Alrik Koh
P4 Integrity

I like the activity on estimating the ca-
pacity of the container. I can learn how 

to estimate volume. I hope I can participate in 
Math Week again as it was fun.”
Famous Fong
P5 Excellence

Letting the kids have some fun while 
learning some Maths concepts is 

great. I love the fact that the kids can experi-
ence how heavy is 100 g or how much 250 ml 
is. I guess there are so many things we take 
for granted.”
Jessica Chia 
Parent Support Group

Feedback from teacher, pupils and parent

Winning entries for P4 Poster Design Competition

Winning entries for P5 Game Design Competition

*It is a position given  to a Math class leader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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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尼泊尔发生大地震，我和几位朋友原本有个想法，计划去当地当义工或

者以其他方式来帮忙灾民，过后由于时机不成熟，事情也就搁下来了。不过，这

件事我一直没忘记。

也许就是一个机缘吧，记得是今年6月初，我们才开始有行动。快接近年底了，

尼泊尔灾区，似乎也没什么消息，不过根据当地我认识的一位旅行社老板A.D说，

好些地方还是残垣断瓦，重建工作缓慢。地震灾区偏远处，就更不用说了。尼泊尔

是个山国，无法想象住在高山区受灾情影响生计的贫民如何生活，我和几位好友

经过商量后，就决定登山送一些他们最需要的物资，经过调查，原来他们最需要

的是铁皮，也就是类似锌板之类的铁皮屋顶(Tin roof)。

6月到8月雨季之后，气候就开始凉了，海拔两千多米的山区到了冬季特别冷，

于是我们就决定在8月5日启程，在冬季来临前，给山上灾民送上一百五十片的铁

皮盖房子。

予
人
玫
瑰
    
手
留
余
香

八
人
小
组
尼
泊
尔
赈
灾
纪
实

第一天分发铁皮前祈求一切顺利

山上一景

■ 
梁
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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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做准备，重

要的是筹款。我们都是平凡人物，

我和几位参与登山送铁板的好友，

也只能向家人，认识的朋友当中筹

款。我想，一心要完成这项任务的

信念，诚恳地进行筹款，也总能打动

人心，善心人还是有不少的。就这样

8月5日那天，我们带着新加坡友人，

亲属的心意和祝福出发了。

我们去的地方是尼泊尔北部较

偏远的灾区，新图巴尔恰克(Sindhu-

palchok)和努瓦科特(Nuwakot)。 

记得8月7日，我们第一天上山是坐

吉普车。两部吉普车一起走，先到

一个叫Gyalthum的村落。也是我们

的第一个派发物资的集中地点。途

中弯弯的山路，崎岖不平，遇到泥

泞路凹陷下去，司机还得用力踩油

门。一路上，山风吹来，田野风光尽

入眼帘：稻田，甘蔗，玉蜀黍，芭蕉

还有不知名的野菜，山区景色，让

我们忘记了疲劳⋯⋯

半山飘雨半山晴，吉普车摇摇

晃晃；车里的人，腰部左右摇摆，也

算是一种情趣吧！

三 个 多 小 时 车 程 ，抵 达

Gyalthum村落的一个客栈，当地人

叫Tea house。村长还有工作人员，

都来迎接。吃过午餐，打点一切，下

午开始第一站的分发物资的工作。

山区的居民，为了表达谢意，

欢迎我们的到来，好多都献上“哈

达”(khata是一种丝质布条，送哈

达表示对客人的尊敬)，我们整个脖

子上都挂满不同色彩的哈达，我想

这是我生平挂得最多的一次吧！村

民的感激，快乐，都挂在身上了，刹

那间，我觉得自己很“富有”。

四点左右，村民纷纷到达。我

们的铁皮就搁在一间放杂物的房

屋，一捆捆的铁皮是在昨天送到

的，先分发给27户家庭。村长很有

秩序地拿出名单，叫每户家庭的代

表排好队，他们都是经过村长挑选

的，事前我们在新加坡也已经和旅

行社负责人沟通好，以有限的资源

帮忙最贫穷的家庭。可是山区居民

的生活都在贫穷水平下，我们只好

选择帮忙特别贫困的家庭。

看村民的表情，那股感激之情，

我们感受到。大家井然有序地排队，

喊到名字，一代表就从我们新加坡

义工手中接过“一套”铁皮，有三，

四个帮手，拖着，快步地把铁皮移

到一旁，大多数村民就是把这些铁

皮捆绑起来，然后卷成一个“圆柱”

形，再用粗绳子绑，扎扎实实地把这

24片铁皮扛在肩上或背上，满心欢

喜，慢慢地走回家⋯⋯

二十七户家庭的铁皮，在一个

小时左右发完，我们亲眼看到各个

家庭都拿到铁皮，数目也点算，准

确无误，今天半天的任务总算完成

了。天气晴朗，我们带来的三箱衣服

也发完了，剩下的三箱要留给明早其

他的村民了。

获赠铁皮，村民都展露欢颜，难掩喜悦之情

铁皮盖的住宿拜访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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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吃过晚饭，余兴节目开始

了！村民们好久没这么开心了。约有

30多人，聚在客栈的门口，大家手牵

手，唱歌跳舞，像是在庆祝丰收，我

们也被他们的热情感染，也加入舞

群。刚下过一场雨，今夜，大家兴致

高昂，我们几位义工，在尼泊尔海

拔一千多米的山上，与山区居民，

心手相连。“予人玫瑰，手留余香”

这句话，也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

隔天一早又开始工作了。早上已

经有村民步行三个小时，赶到这个

集中站，山区很大，他们散居各处，

来自不同山头，行走不易，我们等大

家到齐了，十点多才开始分发第二

部分的铁皮。

这次有四十七户家庭来领取

物资，有了昨天分发的经验，今天

我们闹哄哄地先拍张团体照，在大

太阳底下，大家很有耐性地等待拍

照，“咔嚓”，“咔嚓”，好啦，村长

点名，开始发铁皮咯！

语言不通，全靠带领我们上山

的旅行社老板A.D传话，我们先把

此行的目的告诉村民，还有好多新

加坡捐款人无法来，我们几位义工

代表这些善心人士，来完成他们的

任务，我相信村民也完全明白，那热

烈的掌声就是最好的回应。

隔天早上，收拾好行李，坐吉普

车续程前往第二个集中站，约四个

小时的车程来到Thankune Bhan-

jyang.一抵达我们住宿的旅舍，就

听到小喇叭的声音吹起来，还有庭

院也摆了一些供品，花朵，都为了准

备迎接我们。这是一家砖瓦盖的旅

舍，相信是这村落最好的住宿了。

村民们围绕在旅舍左右，给远方客

人献上哈达。

寒冷的夜晚，想着明天的工作，

最怕是下雨⋯⋯

第二个集中站，分成上午和下

午的时间分发物资，共有三个村落

的居民在此会合，有的在一天前已

经走到这里，我们无法想象为什么

他们这么渴望得到这些铁皮，后来

得知，若向政府申请，需要填写很

多表格，手续繁杂，还要向政府官

员“说很多话”，却还不一定能申请

到呢。像我们的派送方式，直接送

到他们手中，更快，更直接！所以，

为了二十多片的铁皮，他们心甘情

愿翻山越岭，毫无怨言。生活，就是

要坚强。

早上九点多分发，不到一小时，

又帮了三十八户人家。老天爷似乎也

很体恤山民，天气阴凉，让大家捆绑

好铁皮(有不少是妇女来扛)，登上阶

梯，穿越蜿蜒曲折的山路，一步一步

往上“爬”，沉甸甸的铁皮，拿回家，

可以盖房子，或者把生锈破损的屋

顶换掉，或者⋯⋯每个山区人，有

不同的小故事。

有一户家庭，孩子要读书，每

可以盖一间房屋了

就这么扛回家

不知这位老人家走了多远的路来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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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雨天，屋顶漏水，雨点一滴一

滴地落下，滴到小孩的书本，现在

有了新屋顶，以后下雨就不怕了。就

是如此这般。就是只要那片铁皮盖

屋顶。我们也无法去挖掘太多的故

事，因为生活就是如此，他们是无

奈地生活着。

下午继续分发工作，村民之间

也很合作，互相帮忙搬运沉重的铁

皮，心痛他们用最原始的方法扛一

套套的铁皮，停停走走，肩膀承载

人生的重担，我们又能为他们做什

么呢？至少给铁皮让他们盖个完好

的屋顶啊，一想到这里，快乐又钻

进来了！

两个集中站的派发物资工作

完成了，心情特别舒畅。离开旅舍，

又再接受哈达，把当地人的情谊一

并带走。我们今天一早要去另一个

村落，叫Chisopani village ，早上

九点多出发，也开始我们的徒步登

山之旅。

过了雨季，十月的天气就逐渐

转凉了。我们八个义工(东兴，和益，

淑惠，祀聪，秀玉，玉婷和昌升)在

寒冷天气到来前，给予贫苦村民最

需要的铁皮，盖好房子，或让原有的

房子更坚固，也好过冬，我们没办法

帮助所有在山上被人遗忘的一群村

民，因为我们的资源有限，也只能

尽力，期盼能“抛砖引玉”，往后有

更多善心人士能做得更多，更好。

结束任务，当收拾“予人玫瑰，

手留余香”尼泊尔赈灾活动布条

时，我们八人小组也许从来就不曾

想过，这么小的队伍，也能完成这

项有意义又快乐的工作！环顾山

区，那四天与村民短暂的相聚与互

动，我们坚信，“雪山无玫瑰，满山

玫瑰香” 准备离开旅社，登山到另一村落

工作圆满结束

快乐的一天！开心写在脸上

小弟谁来帮你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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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副会长圣辉大和尚、泰国摩诃朱

拉隆功大学校长Brahmapundit 法

师、斯里兰卡克拉尼亚大学副校

长Madduma Bandara教授等。当

日，海内外大德法师云集、善信

齐聚，四众弟子一起见证这意义

非凡的一刻。

主宾李显龙总理表示，佛学

院对光明山普觉禅寺和新加坡来

说是一个非常有意义和重大的里

程碑。他说：“ 光明山普觉禅寺

在新加坡的佛教与建国历史中扮

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从教育到慈

善工作方面都不遗余力，贡献良

多；同时不断推广人文教育，弘

意义重大的

新加坡佛学院建校10周年暨
新教学楼落成庆典

里程碑

扬佛教。”

李总理也指出，佛教在新加

坡要持续发展，并在英语世界流

布，就需要培养一批具有正知正

见，精通中英双语，有能力从事弘

法、管理和佛教研究的僧伽人才。

对此，李总理觉得普觉禅寺方丈广

声大和尚非常有远见。为国家、为

佛教、为宗教和谐费了一番心思。

李总理还特别强调，在新加

坡这个多元种族、宗教的社会背

景、宗教的教育、宗教的和谐是

非常重要的。

新加坡佛学院于2005年由广

声法师开始着手筹办，2006年成

2016年9月10日，新加坡佛学

院庆祝建校10周年暨新教学楼落

成，我国李显龙总理亲临主持揭

碑仪式，受邀观礼的嘉宾包括总

理公署、外交部、交通部高级政务

部长杨莉明、总理公署、人力部政

务部长陈振泉、通讯及新闻部、卫

生部政务部长徐芬达、中国佛教协

■ 一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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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招募了第一届的学僧。为了开

拓学僧的眼界，以及追求更高的

教育质量，佛学院于2008年与海

外大学签署了合作办学备忘录，

包括斯里兰卡克拉尼亚大学与泰

国摩诃朱拉隆功大学。2009年，

开始筹建新学楼，为佛学院今后

的发展铺路。

新学楼是一座占地10272平方

米的6层大楼，大楼设备包括教学

课室、研究室、办公室、运动场、

宿舍等，是一座多功能、多设施的

综合大楼。此外，除了在硬件的提

升之外，佛学院也重视教育本身的

质量，所以也与海外大学联办中英

文的研究生课程。

十年间，佛学院已培养了一

批具正知正见，精通中英，有能

力从事弘法、管理、研究佛学的僧

伽人才，为汉传佛教的可持续发展

和英语世界的流布提供人力资源。

广声法师说：“ 先后在佛学院毕

业的中英文本科生有70名，中英

文研究生11名。目前，毕业的学

僧，有的在进修博士学位，有的担

任住持，有的从事寺院管理和学院

任教，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佛教事

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广声法师也表示，回顾10年

的办学历程，感触良多，从筹办

到创办，从筹建校舍到日常教学，

众多工作纷然杂陈，承蒙多方面的

人员配合与支持，佛学院才得以逐

步成长。

法师说，举办庆典，并非趋

于形式，而是对10年做一个总

结。“这是对热心护持办学的护

法信众的一种答谢，对各界人士

关心支持的一种感恩。”他也强

调，10年仅是一个开端，希望在

今后的发展中，加强与各方的交

流合作，向其他佛学院借鉴办学经

验，同心协力推进国际佛教间的友

好往来和僧伽教育事业的发展。

鸣谢：光明山普觉禅寺提供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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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新加坡护法会于8月7

日举行《圣严法师八十年谱》推

介会，由年谱编者林其贤教授主

持，本地各寺院团体代表和媒体

均受邀出席。

林其贤教授是法鼓山僧伽大学

讲师，曾参与圣严书院之规划与建

置，现任国立屏东大学中文系副教

授。林教授花了不少精力与时间，

将圣严法师的著作、开示、生平事

迹等逐一编排整理谱写系列，以

编年次第的形式呈现圣严法师弘

法历程。

林其贤教授表示，在此之前，

他曾为圣严法师编写过《圣严法师

七十年谱》，记述到1997年，法师

七十岁止；之后，续补至2009年法

师八十示寂。

《圣严法师年谱》
新书发表会

■ 福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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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严法师年谱》全书四册，精装

呈现，共两千多页，百万余字，收录了

近百张法师的生活照片。四本书册分别

以蓝、绿、红、黄四色寓意人生四季，

象征着法师的少年、青年、壮年、晚年

等四个不同阶段。第一册记述至1988年

法师五十九岁。第二册记述至法师七十

岁。编者用了第三册、第四册篇幅记述

了法师最后的十年，显示法师的生命随

着年龄增长愈见丰富厚重。

书末也载有圣严法师国际弘法的活

动记录及重要著述年表，林其贤教授表

示由于法师著述太多，若全部收录恐怕

篇幅超长，所以只是筛选记述具有影响

性的著述，若要参考完整的资料，则可

到其网页搜查。

林教授指出佛徒可通过阅读年谱，

看到一代的宗教师的养成过程。一般的

读者可从年谱中领略圣严法师一生行谊

和思想精华，与法师一起经历人生的种

种考验，以便学习他的智慧，感受他慈

悲。

法师的徒弟们则可藉此重温师父的

教法，延续法师的弘法工作。

林教授最后还特别强调，这一套年

谱，不仅是阅读，还要精读，才能领略

书中的精粹。而且，一个人读，只是一

个阅读观点，但如果组成读书会，大家

通过互动，可以从多视角来阅读年谱，

扩大阅读的广度。

一般的读者可从年谱中领略
圣严法师一生行谊和思想精
华，与法师一起经历人生的
种种考验，以便学习他的智
慧，感受他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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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农历七月，在佛教界中

一向被视为“孝亲月”，新加坡

佛教青年弘法团为让众善信对先

人致敬、对已逝亲人表孝道而启

建“地藏法会”。

在为期一个月的法会中，共

持诵《地藏经》上、中、下三

卷、《梁皇宝忏》十卷、《八十

八佛经》与《弥陀经》等。每天

傍晚，则举行蒙山施食仪式。

此外，为迎接农历九月二十

九药师琉璃光如来之圣诞，青年

弘法团于2016年10月1日至29日

举行药师法会，供信众们消灾延

寿，免难得福。参与者可借由燃

灯功德及药师如来之威德加持，

消灾解难，祈愿身体安康。

新加坡佛教青年弘法团分别在8月
与10月举办“地藏法会”与“药师
法会”。

新加坡佛教青年弘法团

启建地藏、药师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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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会期间，众善信及亲属们皆燃点药师灯

供佛。据知，该团也设有其他佛菩萨长年灯，

让善信们一整年无间断地在佛寺的大殿上供长

年灯，保佑平安吉祥。

新加坡佛教青年弘法团向来弘法不遗余力，

在过去的五月卫塞庆祝中，便举办了传灯、浴佛

及三步一拜等活动，让我国佛徒同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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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度集经》是一部讲说佛陀与众菩萨弟子前世修菩

萨行的一部经典。在这部经典中，分别讲述了佛陀与菩萨

弟子前世修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度

化众生，以此功德今世成就道业。在《六度集经·布施度

无极章》第二十五中，介绍了佛陀前世为大理家(大富之人)

时，行菩萨道，救度国王(弥勒菩萨的前身)太子生命，国王

大为感动，听从大理家讲说佛法，劝其信佛的言说，信奉佛

法，广修布施，救度贫民，深得民众拥护，国家得以繁荣昌

盛。而且国王由于信佛修善功德，今生成就弥勒菩萨之果。

佛陀前世的菩萨行
佛陀在前世行菩萨道时，曾经身为大理家，家中积累财

富数亿，经常尊奉供养三宝，悲悯众生。一次，大理家到

集市上看到有人卖鳖(鳖为阿难前身)，心怀怜悯。他向卖主

问鳖价的贵贱，鳖主知道大理家有慈悲之德，普度众生之

愿。鳖主知道大理家财富无数，不论贵贱，他都会买。鳖主

便回答说：“百万。你能买很好，若不能买，我就将鳖煮来

吃。”大理家为救鳖命，于是高价买回此鳖，在家中为鳖养

伤。几天之后，他将鳖放归河中，亲眼看着鳖自由地游走。

大理家见鳖获得新生，不禁悲喜交集，发誓云：

太山饿鬼众生之类，世主牢狱早获免难，身安命全如尔

今也。稽首十方，叉手愿曰：众生扰扰，其苦无量。吾当为

天为地，为旱作润，为漂作筏，饥食渴浆，寒衣热凉，为病

作医，为冥作光。若有浊世颠倒之时，吾当于中作佛度彼众

生矣。

大理家将鳖放生的当天后半夜，鳖来到其家啃噬他的大

门。大理家听到门上有声作响，遂即出来观看，见到被自

己放生的鳖又回来了，大理家大为惊异。这时，鳖作人语

说：“我受你重恩，得以不死，无以报答。我居住水中，

知道水之涨落。如今洪水将要到来，必将为害，希望备办舟

船，我引你们逃难。”第二天早晨，大理家即告知国王洪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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狸供养大理家百斤之金，遂即生起贪心。他

对大理家说：“请分我一半金子。”大理家

即布施给他十斤金子。这个漂人说：“你挖

坟劫金，若不分我一半，我当报告官府治

罪。”大理家说：“贫民困乏，我将平等

布施给他们，而你却想独享，不是有偏颇

吗？”漂人不顾大理家的指责，随即捏造

事实报告官府。官府接到报告，迅速将大

理家拘捕押入监牢。大理家被拘捕后，也不

作辩解，一心皈命三宝，悔过自责。祈愿众

生早离三涂八难之苦，不要再有像我今日这

样的怨结。

蛇和狐狸得知大理家被捕，一起商量

说：“恩人被拘捕，将怎么办呢？”蛇

说：“我将会去救他。”蛇于是衔着良药来

到狱中，见到大理家颜色受损，不禁伤感。

蛇对大理家说：“你将药物带在身边，我将

前去咬伤王太子，其毒很厉害，没有人能够

救他。你到时可将药物献给王太子治病，

他的病就会瞬间痊愈。大理家即按照蛇所

言而行。

不久太子被蛇所咬，性命危在旦夕。国

王下令，有能救太子性命的人，将封为相

国。大理家听说王令之后，即奉献身藏之

药。太子服药后遂即痊愈。国王高兴地询

问其缘由。大理家就将自己的遭遇详细地说

了一遍。国王听后怅然自责说：“我太昏暗

了，让你遭受委屈。”国王随即下令诛杀漂

人，赦免国中罪人，封大理家为相国。国王

亲自拉着他的手入宫并排而坐说：“贤者说

何书，怀何道，而为二仪之仁，惠及诸多众

之事，国王素知大理家的善名，信用其言，

然后迁移到高处得以全身远祸。

这时，鳖来告诉大理家说：“洪水来

了，可速乘船逃生，跟在我身后，可保无

患。”大理家于是乘船跟着鳖后面。途中

有蛇(目连前身)请求上船，大理家说让蛇上

船，鳖点头答应了。他们又见到水中飘浮

的狐狸(舍利弗前身)，大理家说让放船上，

鳖也点头同意了。后来，大家看到一个漂人

(水中飘浮的人，即提婆达多前身)在呼喊救

命，大理家想打捞上船，鳖不肯其救漂人。

鳖说：“不要救他，凡人心多虚伪，很少有

守信的。而且这些人忘恩负义，好为凶逆之

事。”大理家说：“虫类我们能救，人类不

救，我不忍心。”于是将这个落水之人救上

船。鳖说：“将来你会后悔。”大理家就将

船开往远离洪水的丰土上去了。

在将大理家送到安全地带之后，鳖便感

恩告辞。大理家说：“我获得如来无所着至

真正觉，应当相救。”鳖走之后，蛇和狐狸

也各自离去。狐狸以穴为居所，获得古人所

藏的紫磨名金百斤，送给大理家以报恩。狐

狸说：“我受你相助得以保命，我是穴居之

物，有洞穴以自安，今获得百斤之金，愿意

供养给贤者。”大理家思惟：“不取所捐之

金，贫民得不到救助。取来布施，众生获

利，也是件善事。”大理家于是接受了狐狸

的百斤之金的供养。

二、佛陀度化弥勒菩萨
被大理家打捞上岸的落水之人，见到狐

佛陀在前世行菩萨道时，曾经身为大理
家，家中积累财富数亿，经常尊奉供养
三宝，悲悯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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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大理家回答说：“我所说佛经，心怀

佛道。”国王问：“佛有要诀吗？”大理家

回答说：“有。佛说四非常，明了此者，众

祸消除，福慧增长。”国王说：“善哉！希

望能详细解说。”大理家说：“乾坤坏灭之

时，七日并列，巨海枯干，天地无光，须弥

崩坏，天人鬼龙，众生生命，霍然焦尽，前

盛今衰，即所谓非常矣！明士守无常之念，

说天地尚且这样，官爵国土，焉得久存。

能有这样念想的人才会具有普遍慈悲的心

志。”国王说：“天地尚且如此，更何况

国土，佛说非常，我信受奉行。”大理家

又说：“苦之犹苦者，国王应当知道。”

国王说：“希望听取明白教诫。”大理家

说：“众生识灵微妙难知，视之无形，听之

无声。弘也天下，高也无盖。汪洋无表，轮

转无际。然而饥渴于六欲，犹如大海不足于

众流，以斯数更太山烧煮诸毒众苦。或为饿

鬼，洋铜沃口役作太山；或为畜生，屠割剥

裂，死辄更刃，苦痛无量。若获为人，处胎

十月，临生急笮，犹索绞身，堕地之痛犹高

陨下。为风所吹若火烧己，温汤洗之甚沸铜

自沃，手 摩身犹刃自剥。如斯诸痛甚苦难

陈。年长之后，诸根并熟，首白齿陨，内

外虚耗。存之心悲，转成重病。四大欲离，

节节皆痛，坐卧须人医来加恼。命将欲终，

诸风并兴，截筋碎骨，孔窍都塞，息绝神逝

寻行所之。若其升天，天亦有贫富贵贱，延

算之寿，福尽罪来，下入太山饿鬼畜生，斯

谓之苦。”

国王听大理家讲说佛教之苦后，点头赞

许说：“善哉，佛说空要，我心信奉。”大

理家又说：“人身是地水火风四大合成，

强为地，软为水，热为火，息为风，命尽

神去，四大分离，不能保全，因而称为非

身。”国王听后说：“善哉！佛说非身，我

心信受奉行。自身且不保，何况国土乎。痛

哉我先王，不闻佛陀无上正真最正觉、非常

苦空非身之教。”大理家说：“天地无常，

谁能保护国家呢，为何不将库藏之物布施给

贫穷饥饿的人呢？”国王说：“善哉！明师

之教令感到快意。”国王随即将国库中财物

分施给贫民百姓，将鳏寡孤独之人作为亲人

和儿子，贫富等同对待，人民皆为信服，举

国欢欣，共庆太平盛世。国王含笑且行，仰

天叹曰：“菩萨神化乃至于此，四方民众共

赞国王之德，遂致天下太平。”佛陀在讲说

完理家、国王、鳖、狐狸、蛇和漂人之后，

对众沙门说：“当时的理家就是我的前身，

国王是弥勒菩萨的前身，鳖是阿难的前身，

狐狸是舍利弗的前身，蛇是目连的前身，漂

人是调达(提婆达多)的前身。”

弥勒菩萨前世为国王时，由于得到大理

家(佛陀)的药物救了太子的性命，由此对大

理家恭敬有加。在听从大理家为其讲说非

常、苦空、非身之教之后，心大欢喜，依教

奉行。佛陀在弥勒菩萨信奉佛法之后，乘机

劝他以国王的权力，将库藏的财物分施给贫

穷之人。国王由于布施的功德，得到民众拥

护赞叹，国家也因此成为太平盛世，后世也

以学佛布施功德成就弥勒菩萨之果。

弥勒菩萨前世为国王时，由于得到大理家(佛陀)的
药物救了太子的性命，由此对大理家恭敬有加。在
听从大理家为其讲说非常、苦空、非身之教之后，
心大欢喜，依教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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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兴传播媒介大放异彩的微时代，新

型佛教文化传播方式也应运而生。大量佛教

微博如雨后春笋。之后随着智能手机的普

及，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开通了很多佛教文化

传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也有人针对手机用

户开发了佛教APP应用软件：比如专门听佛

经佛乐的“佛经梵音”，专门普及佛教知识

的“佛—智者的世界”，有提供网络烧香拜

佛、早晚课诵的“大行普贤菩萨”等诸如此

类的佛教应用软件。佛教文化传播也形成了

独特的“微佛教”现象。

一、“微时代”下的“微佛教”
微佛教的“微”，有两层意思：一是指

通过微博、微信、APP、结缘流通、公益讲

座等社会化媒体传播方式，传播佛教只是普

及为己任，构建成佛教社会化传播平台，也

是佛教信息化、生活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二

是通过“微”型社会化媒体传播，将佛法

逐步渗透到生活中，微佛教的标志，为莲

花法器元素，寓意法轮常转，将佛法渗透

微传播
佛教文化传播

与

到生活中。

在某种意义上，“微”媒介的沟通将

极大地取代人们纸质作品阅读，甚至取代

大量的佛教活动。通过网络进行的佛法传

播会成为一个非常鲜明的佛教文化活动方

式。“微”时代的佛教文化辉煌已经初露

端倪。

二、佛教文化在“微”传播中形
成的特性

在先进的信息传播技术的支持下，海量

信息以人们无法想象的速度和广度向全球范

围的网民传播。有学者将未来信息传播方式

概括为“六化”：传媒网络化、信息多媒体

化、通讯移动化、服务个性化、管理现代

化、技术趋同化。很多与时俱进的佛教组

织和信徒也充分认识到新媒介传播的便利

和高效，有意识地自觉利用这些媒介传播教

法，使得佛教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呈现出自己

新的特性。

■ 吕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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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内容简练精悍且更新较快，以弘化教理为主。

更新迅速、及时是运用新媒体取得良好传播效果

的一个重要前提。相关佛教微博端口几乎时时都在更

新、转载，而微信公众号则是在每天更新。佛教传播

不同于一般的信息传播，对于传播媒介也有着自己

的认知和定位。两千多年来，佛教传播传承一直重

在教义。佛教经典浩如烟海，具有独特严谨的人生

观、价值观、世界观和宇宙观认知体系，且以擅长

治心著称，专以治疗众生心病、驱除烦恼痛苦为己

任，其教理具有极强的认知、解惑、教化功能。微

博、微信内容比较短，但是精炼的佛教思想更适合

用“微”媒介传播。因为这些教义都如同孔子的语

录一样，不长，但喻意深刻。佛教传播保持着“重

在教义”的特点，同时符合“恒顺众生”和受众心

理，采取多种方式和组合积极发布信息展现自我。

(二) 注重个体互动，提高受众对佛教文化的兴趣。

学诚法师、延参法师等各位佛教法师微博都具

有强烈的互动交流色彩，法师的及时亲自答复也成

为其微博吸引粉丝参与和浏览的一个重要原因。重

视粉丝反馈，从每个个体的具体问题入手进行互动

双向传播，再辅以佛教教义宣说的单向传播，既有

相对静态严肃教义道理的深思，又有最新动态的寺

院新闻信息、漫画轻博客的轻松，这些传播策略既

提高了粉丝的亲切感与满足感，又促进了粉丝对于

佛教及佛法的认知兴趣与认可程度，达到了良好的

传播效果。

(三)佛教“微”传播渗透力强，提高并发挥了新媒

体的教育功能。

“微博传播具有很强的渗透力，对网民的影响具

体表现为长期的思想道德(包括是非观、价值观等)形

成和心灵渗透。如果微博使用者能够将社会公众的思

想道德素养渗透于日常的微博中，对网民的日常行为

发生影响”。在学诚法师微博中，传播者和受众都

显示了较强理性的特点，同时也反映出了传播者对

于受众影响力不仅涉及态度影响，更有人生观、价

值观的认知与指导，能为其思想观念中提供“有效

的、可以学习的、大量行为和问题的解决办法”，

有效提高和发挥了新媒体的教育功能，熏染默化，

润物无声，体现了一种平和的“柔性效果”，使消

极抑郁渴求的心理得到了有效释放、抚慰、引导与

满足，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三、“微”传播时代给佛教文化发展带
来的局限与思考

得益于微传播的高速化、广泛化和丰富化，佛教

在现代社会的传播态势越来越广泛、越来越立体，

人们可以很方便地获取佛教教义、佛教动态和佛教

信息等等。“微”传播方式已经成为佛教在现代社

会推广、普及的重要手段。但是，“微”传播的快

节奏和高信息量也使得人们无暇细参佛教教义的深

刻意蕴，更容易停留在浅层次的接触和了解上，因

此很难将佛教信仰深刻地根植于人们的心灵空间。

事实上，目前大多数佛教接触者对佛教的认识

和理解比较模糊，与真正意义上的佛教信仰有较大

差距，在群体的层面上呈现出明显的“浅层化”特

征：第一，由于“微”传播平台发布的信息相对简

短，只是对佛教教义的某个部分、某个点加以阐述，

导致大家对佛教的理解非常模糊，对佛教的界定不明

确，有些甚至把各地民风民俗中带有佛教色彩的传

统文化成分都归入佛教范畴；第二，微传播的传播

主体是比较庞杂，由于个体差异，每个人对佛教的

理解认知程度不同，还有更多对佛教的核心信仰没

有深刻的体认，在信仰层次上停留在佛教的附加信

仰层面，更趋近于文化兴趣而非宗教信仰；第三，

过分地或者选择性地强调佛教的积极意义，过于夸

大佛教中的道德戒律和道德规范在稳定社会秩序和

净化社会风气中的作用，而忽略部分佛教教义中客

观存在的消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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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人生，品味舍得”，这短短八个

字却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犹如一杯醇香

的陈年老酒，悠远的文化气息扑面而至。

“舍得”一词最早出自于明代袁了凡所

著的《了凡四训》一书中，细品“舍得”二

字，可谓是一语双关、意境深邃─小舍小

得，大舍大得，不舍不得─充满了先人造

词的智慧，凝聚着通

古达今的绵长意蕴。

“舍得”是一种

理智一种豁达。只有

舍去浮躁、坚守淡

定，舍去虚荣、坚守

纯真，舍去铅华、坚

守本色，舍去名利、

坚守气节，舍去贪

婪、坚守清廉，这

样的人心才会充盈阳

光，这样的头脑才会

时刻清醒，这样的生

活才会甜美幸福，这样的社会才能和谐融

洽。

“舍得”是一种选择。人生如棋，我们

时时刻刻都面对着取舍与选择，有时主动舍

弃一些东西，往往会“失之东隅，收之桑

榆”。孔子不为诸侯所用，授徒三千；孙膑

中奸计，而著兵书；李白因命运多舛，诗情

万丈；苏轼仕途不畅，开一代宗风。可见学

会了“舍得”，才能挣脱前进道路上的各种

羁绊，才能解脱内心深处名与利的煎熬，才

能放下生活中患得患失的苦闷，才能心无旁

学会
骛、专心致志，才能百折不挠、一往无前。

“舍得”是一种境界。无数革命先烈，

为了人民的幸福安康，抛家舍业，甚至献出

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舍得”对他们来说就

是无私地奉献。不为名所困、不为利所累、

不计个人得失。

“舍得”是一种智慧。有“舍”方

能“得”。有人为官

清廉，两袖清风；有

人夙夜在公，鞠躬尽

瘁；有人见义勇为，

奋不顾身。也许有一

些人会说，在这物欲

横流的时代，他们太

迂腐了，他们的头脑

缺少智慧。殊不知这

些人一点也不迂腐，

这些人恰恰是大智

慧，他们虽然舍弃

了金钱、地位甚至生

命，但却得到了万众的赞誉和爱戴，使自己

的人生臻于至善，流芳千古。这样的“舍”

是值得的，而这样的“得”也是必然的。在

利益面前学会“吃亏”，在诱惑面前学会“

舍得”，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人生收获。

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在“舍”

和“得”中度过的，尽管我们不得不舍弃

很多的东西，也无法穷究所有的得失，但如

果总是念想他人，时时利于大众，这样的人

生，脚步一定会轻快而坚实。

舍得

“舍得”是一种选择。
人生如棋，我们时时刻
刻都面对着取舍与选
择，有时主动舍弃一些
东西，往往会“失之东
隅，收之桑榆”。

■ 依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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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佛之后，我终于学会了感恩，特别是

感恩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

曾经的我内心充满忿恨，一直感慨，为

何有的人表面是那么友好，背后原来藏着无

形的刀；为何有的人明知我真心相待，换回

的却只是无情的利用；为何有的人能将黑的

说成白的，指鹿为马，还不感到丝毫愧疚！

于是，我将这类人归纳为——“小人”。

爱憎分明的我，看到他们虚伪的笑脸便

内心充满鄙视。经常会想着法子逮住机会就

冷嘲热讽那些“小人”们，看着他们的窘态

而暗暗窃喜，心满意足。直到学佛多年之

后，有一天，我突然反省到，原来，正是那

些被我定性为“小人”的人帮助我认识到了

自己的过错！

当我为自己能滔滔不绝讲出很多佛教名

相、名词而沾沾自喜时，是他们让我从我慢

高山跌落谷底，让我领悟到：原来，懂得多

学    

佛之后
■ 王春华 ■

并不代表已经有修行，因为当面对人我是非

时，自己的内心依然跌宕起伏，难以把持。

真正觉悟了的人会用身体行动，而不是用嘴

巴打诳语。

当我为自己能把经文背得滚瓜烂熟而自

鸣得意时，是他们给了我当头一棒，让我冷

静，终于明白了：原来，经文中的境界并不

代表我的境界！

当我为自己认识很多的法师乃至于知名

当家师而飘飘然时，是他们制造出事端，让

我醒悟到：原来，师父的修为与才华并不代

表我也有如同师父他们一样的修为与才华！

而那些真正有大智慧、大才华的人，必定是

低调的。如同那成熟的麦穗，永远是低下了

头的。但才华和智慧像悬在精神深处的皎洁

明月，早已照彻了他们的心性。他们行走在

尘世间，看待每一位众生，眼神是慈祥的、

脸色是和蔼的、腰身是谦恭的、心底是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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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灵魂是宁静的。正所谓“大智若愚”，

大才华朴实无华！

某一天的深夜，当我因为被“小人”的

毁谤而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时，突然想到，

嘴里经常挂着的“缘起无自性”，在面对生

活中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时怎么早被抛诸

脑后？世尊教导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

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在明知道面

对的是虚幻的生灭法时，却依然放不下，我

不由泪流满面。原来，自己在学佛修行的路

上还只是一个刚刚起步、蹒跚学步的幼子。

只有放下夸夸其谈、好高骛远，脚踏实地的

从身边的小事、从为人处事做起，时时修正

自己错误的言行，努力的时刻去反省内心，

提醒自己“当体即空”而不被境风所转，才

是一个佛弟子应该去做、去实践的呀！

猛然想起多年前，一位法师曾送给我的

一张题字，“感恩斥责你的人，因为他助长

了你的定慧；感恩绊倒你的人，因为他强化

了你的能力；感恩遗弃你的人，因为他教导

了你应自立；感恩鞭打你的人，因为他消除

了你的业障；感恩欺骗你的人，因为他增进

了你的见识；感恩伤害你的人，因为他磨练

了你的心智。”于是连夜将它找出，贴在床

头对面，终于放下怨恨，甜甜睡去。

学佛之后，慢慢体会到：少欲知足的平

常心是一种享受，是一种心境，是内心经过

善恶念头争斗历练后的修养。平常心不是对

人间一切事物的否定，更不是思想麻木、

无所作为的得过且过，而是懂得“青菜豆

腐”与“朱门酒肉”是一样的养活人；懂得

了“平凡”与“荣耀”是一样的过眼云烟；

更懂得了只有将心灵净化成晶莹剔透毫无杂

质的宝玉，才能如鱼得水，自由自在地欣赏

美妙的世界，才能得意时不张扬，失意时不

消沉的实实在在的快乐！

学佛之后，我终于明白：不能因为他人

的所作所为而改变自己内心的善良。因为世

间无常，所有的生命都有可能遇到不幸，所

有遇难的生命都会渴望来自另一个生命善良

的关怀。善良，像一颗缀在叶尖的露珠，也

许很小，但它可以滋润一朵花儿并让它美丽

的开放；善良，像一座草屋，也许它很破

旧，但它可以让疲惫无助的旅人过一个平

安的夜晚；善良，像一座心桥，也许它并

不宽广，但它可以联结所有相隔已久的陌生

与期盼。一颗善良的心灵就像是一片春天，

可以悄无声息地温暖着那些遇到危难和受伤

的生命。

学佛之后，我终于学会了换位思考，尊

重他人，因为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生活经

历、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视野角度，

所以不能强求别人一定要和我有着同样的

认知。

学佛之后，我学会了宽容，学会了承

担，学会了付出，学会了用微笑去面对每

一天，用微笑去对待人生，对待他人，对

待困难。

学佛之后，我终于明白——昨天，已

经从生命中流走；明天，在生命中还是个

未知数；此时此刻，才是我应该把握和珍

惜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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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指月录》是著名禅宗高僧的传记，共有二十卷。清代

聂先撰着。本书接续明代瞿汝稷撰着的《指月录》。瞿汝稷的

《指月录》记载了从七佛开始到六祖下十六世止的历代高僧弘

法传记。《续指月录》则从六祖下十七世(南宋)记至三十八世(清

初)为止，前后约有五百年的禅宗高僧传记。《续指月录》卷首录

有《瞿录补遗》一篇，系补记瞿汝稷《指月录》所遗漏的六祖下

第十六世人物机语。最后一卷为《尊宿集》，专记南宋以下师承

关系未祥的禅宗高僧。在《续指月录》一书中，收录了南宋以后

的禅宗高僧近千人。这些高僧中，基本是比丘高僧，但也收录了

少数几个禅法高僧的比丘尼高僧。这些比丘尼高僧主要有慧温禅

师、妙道禅师、妙总禅师、智悟禅师和法灯禅师等少数几人。

一、净居寺尼慧温禅师
慧温比丘尼，乡里记载不详，少年时辞亲出俗，发愿弘扬禅

法，广度有情众生。出家受具足戒之后，参谒龙门清远禅师，并

在清远禅师指点下深悟禅法要义。悟道之后，慧温比丘尼应请住

锡温州净居寺。从此，慧温在净居寺开法传禅，广泛接引徒众。

慧温常向禅子举扬向上一着(彻悟之法)，跟从参学之人如

水赴壑。慧温上堂：举法眼宗开山祖师文益示众法语曰：“三

通鼓罢，簇簇上来；佛法人事，一时周毕。”慧温曰：“山僧

道：‘三通鼓罢，簇簇上来。’拄杖不在，苕帚柄聊与三十。”

《续指月录》中的

比丘尼高僧
■ 如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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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主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

成佛”的禅法宗旨。一旦禅子以言语向禅师

请问开悟的方法，禅师常会以顾左右而言他

的话语作答，或者举起拂尘或拄杖加以棒

喝。禅师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斩断禅子的

妄想情见，使禅子在“言语道断，心思路

绝”的绝境下，豁然悟入佛之知见，从此

不再迷茫。慧温禅师在法语中，先是举扬文

益禅师的上堂法语作例举，然后说“拄杖不

在，苕帚柄聊与三十”，意在警示弟子观照

清净自心，切莫心向外求，否则，便于见道

背道而驰。

二、净居尼妙道禅师
妙道禅师是延平尚书黄公裳之女，大慧

宗杲禅师法嗣。妙道在开堂之日曰：“问话

且止，直饶有倾湫之辩，倒岳之机。衲僧门

下一点用不着，且佛未出世时，一字全无。

我祖西来，便有许多建立。列杀相望，星

分派别，以至今日累及儿孙。遂使山僧于

人天大众前，无风起浪，向第二义门通 消

息。语默该不尽底，弥亘大方；言诠说不

及处， 周沙界。通身是眼，觌面当机，

电卷星驰，如何凑泊？有时一喝，生杀全

威；有时一喝，佛祖莫辨；有时一喝，八

面受敌；有时一喝，自救不了。且道那一喝

是生杀全威？那一喝是佛祖莫辨？那一喝是

八面受敌？那一喝是自救不了？若向这里荐

得，堪报不报之恩，脱或未然，山僧无梦说

梦去也。”

妙道禅师教化弟子的方法与慧温禅师相

同，都主张不执著言语文字，多从自心觉

悟。在妙道禅师看来，所谓的言语经教，

对悟道者来说，全然都用不着。诸佛未出世

时，一句禅语也没有，等到达摩西来，中国

的禅宗便有分宗立派的变革。仅仅禅宗，在

惠能禅师门下就分裂为五家七宗，并且每个

宗派的修行方法也有一定的差异。由于有了

诸多禅宗宗派的分立，给那些修习禅法的学

徒的修学带来了负累。很多学禅者不知道自

己究竟应当修何种法门，也不知道如何掌握

正确的修学方法。

由于谁也说不清什么是禅，谁也无法告

诉你正确的修行方法，真所谓“向上一路，

千圣不传”。为了追寻正确的修行方法，于

是很多禅子便踏破芒鞋走千山，希望能得到

高僧大德的明眼指点。可是，当他们历经千

辛万苦，走遍千山万水，最后，回过头来才

发现，自己的一切功夫都是徒然。

为了令学徒在修禅时不再走弯路，妙道

禅师索性直指人心，告诫禅子，所有的语默

言诠不过是障道因缘，不如来一个电卷星驰

的一喝，喝得禅子头晕眼花，佛祖莫辨。

等到他回过神来时，方才发现尽大地春花

烂漫，自己再看大千世界，见山是山，见

水是水。

诸佛未出世时，一句禅语也没有，等到达摩西来，中国
的禅宗便有分宗立派的变革。仅仅禅宗，在惠能禅师门
下就分裂为五家七宗，并且每个宗派的修行方法也有一
定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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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道禅师又一次上堂，拈起拂子

曰：“还见么？若见，被见刺所障。”师

又击禅床曰：“还闻么？若闻，被声尘所

惑，直饶离见绝闻，正是二乘小果。跳出

一步，盖色骑声，全放全收，主宾互换。所

以道：‘欲知佛性义，当观时节因缘’。敢

问诸人：‘即今是甚么时节？荡荡仁风扶

圣化，熙熙和气助升平。”说完投掷拂尘

下座。

三、资寿尼无著妙总禅师
无著妙总禅师是平江府(今江苏苏州)资

寿寺比丘尼。无著妙总禅师在出家受具足戒

之后，随大众一起到径山结夏安居。当时，

大慧宗杲禅师见师机锋峻烈，以其远到迅即

加以激发悟道，但妙总却默然不顾。

一日，妙总正闭目结跏趺禅坐之时，忽

然尽大地一片茫然，师由此豁然大悟，洞见

大慧宗杲禅师往昔委婉提示之处。妙总不觉

腹胀，厉声说：“这老贼！这老贼！”妙总

于是呈偈颂给宗杲禅师，颂云：“蓦然触

着鼻孔，伎俩冰消瓦解。达磨何必西来，

二祖枉施三拜，更问如何若何，一队草贼

大败。”

妙总在偈颂中指出，所谓禅宗的彻悟本

性，丝毫由不得外人的指点，完全要从自心

觉悟。一旦你能明见自性，你就会发现你先

前心中所有的疑团都冰消瓦解。到那时，你

就会发现，所谓的禅宗初祖达摩东来传法解

救迷情，二祖慧可立雪断臂虔诚求法，都是

多此一举。禅子也用不着“衲僧走千山”寻

求禅法真谛，更用不着向祖师请教“如何若

何”之类的禅语。

妙总作偈呈送大慧宗杲禅师之后，宗杲

禅师也以偈颂为妙总印可曰：“汝既悟活祖

师意，一刀两段直下了。临机一一任天真，

世出世间无剩少。我作此偈为证明，四圣六

凡尽惊扰。休惊扰，碧眼胡儿犹未晓。”宗

杲禅师对这位女弟子的禅心悟解大加赞赏，

称妙总已经“悟活祖师意”，并以偈颂给予

印可。

宋孝宗乾道六年七月，妙总禅师集众说

偈完毕，遂即寂然不动，弟子上前摇动两

下，发现已经坐化了。

四、大庆尼了庵智悟禅师
了庵智悟禅师是福州(今福建福州)人，

俗姓王，雪峰北山信禅师法嗣。智悟年幼

时，父亲过世，由母亲独子抚养。十一岁

时，产生出家志向，遂即禀告母亲发愿出家

为尼。母亲见其出家志愿坚定，便同意了女

儿的出家要求。智悟出家之后，勇猛精进，

毫不放逸，因诵读《维摩诘经》至“诸佛国

土，亦复皆空”一句，言下豁然开悟。后前

往参谒云峰信禅师，信问：“上座在什么处

住？”智悟回答说：“不住南台江边。”信

又问：“毕竟住在什么处？”智悟没有回答

就走了。信禅师呵斥说“走作什么？合 山

僧手中棒。”智悟面热汗下。

禅宗不执著言句，但云峰信禅师却故意

以言句勘验智悟根性如何。既然禅师有问，

不答也不好，依照禅师的意思回答又与禅旨

向抵触，因而，智悟便以八杆子打不着边

的“不住南台江边”作答。禅师又穷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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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问“毕竟在什么处住？”智悟知道禅师

在考验自己是否执著言句，于是不作回答就

走了。在云峰信禅师看来，不作答虽然不与

悟禅宗旨犯触，但也并不能证明智悟已经见

性，为促使她悟道，断除智悟的妄想杂念，

接着就是一下棒喝，直将智悟从梦境中拉回

现实中来。

次日，智悟又前往请益说：“某甲

昨日 对和尚，有什么过？”信禅师厉

声说：“更来者里觅过在”。智悟释然

曰：“月明照见夜行人。”信禅师看着其他

的僧人说：“看你根器不凡。”信禅师就以

偈颂加以印证，偈中有“相逢若问其中事，

风搅螺江浪拍天”之句。

智悟自认为自己昨天对信禅师的一番应

对没有过错，而且还十分对机。她自己虽然

认为这样作答是对的，但并没有得到信禅师

的印可，心力总觉得不踏实。为了得到信禅

师的明确印证，智悟第二天特地再来走一

遭。信禅师一句“更来者里觅过在”，肯

定了智悟已经见道。此事，智悟悬在心头的

石头方才落地，遂即说出了“月明照见夜行

人”，表达对信禅师的感激之情。信禅师向

大众称赞智悟根器不凡，并当众以偈颂给智

悟作了印证。

得到信禅师的印证之后，智悟便开始

弘化一方，接引徒众。一次上堂，拈拄杖

云：“天乖十二阑干角，风满三千世界中。

热恼变成清净境，禅心顿觉悟真空。”说

完，靠着拄杖，问众僧：“有甚共语处？”

又一次上堂云：“大阳门下，日日三秋；明

月堂前，时时九夏。古人甚么道，未免坐在

者里。大庆即不然，山转疑无路，溪回别有

村。”

智悟又一次上堂云：“柳絮飘风，杏

华沐雨。好 生机，快须荐取。”说完，以

拂子击打禅床说：“咄！三十年后，不得

错举。”

智悟禅师在法语中，告诫禅子要常怀清

净心，自悟本心，从而化热恼为清凉，转烦

恼为菩提。同时，禅子要不被外物所转，见

相而离相，将外境作为证道因缘，从而抓住

时机，当下明心见性。

五、无相法灯禅师
温州净居寺无相法灯禅师是净居寺慧温

禅师法嗣。法灯生平及接法事迹缺乏史料

记载。在跟从慧温禅师悟道后，常以禅法

教化禅子。法灯一次上堂，拈起拄杖卓地

曰：“观音出，普贤入，文殊水上穿靴立。

抬头鹞子过新罗，石火电光追不及。咄！”

以上几位比丘尼禅师是《续指月录》中

最具代表性的高僧。他们出家志向坚定，出

家后跟从名师参究禅法，并在开悟禅师的点

化下彻见本性。她们悟道之后弘化一方，自

利利他，广接十方禅子。她们是与比丘高僧

相比肩的禅门高僧，她们也为中国禅宗的发

展撑起了半边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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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说佛法

一碗粥的修行
作者：吉村 洋 

跑得过一切	
作者：史考特·杰瑞克

通过每天都必须做的事情 ─ 吃东西，用心感受经常视为理所当然的一

切，其中蕴含着令人心怀感激的生命能量，从而体悟生命智慧的丰盛美好。

对作者来说，一碗粥并不只是他每天早上的早餐，他从准备食物、品尝

食物的经验中体悟出生命的真善美。

本书是作者十年来推广“禅宗饮食哲学”的心得整理。全书分为“饮

食”、“烹调”、“整理”、“生活”四个章节，四十五篇深入浅出的精蕴

况味，饱含丰富人生的生命真谛。

作者史考特·杰瑞克是跑步界的传奇，他说他从来不是一开始跑得最快的

那个，但他却往往是最快抵达终点的那一位。

史考特的成功一直引起无数运动好手的好奇，他主张素食，这一度让许多

选手质疑，然而史考特却用成绩来告诉大家素食绝对可以提供充足的蛋白质。

史考特也说，跑步是“心”的运动，所以他不只是锻炼身体，也锻炼一

颗坚韧无比的心。

本书记述了作者面临一次又一次的挑战，然而他每一次都能扩展生命的疆

界、彻底更新自己，活出一切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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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跑步皆修行 
何谓修行？从自我审思到吃饭、跑步都是一种自我修炼，唯有经过不断地

磨练，人生的品质才能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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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说佛法

觉醒父母
作者：喜法莉·萨贝瑞博士

重生	
作者：王

教育孩子是现代父母的挑战，但是也可能是灵性觉醒的大好机会。作者

以简单而通俗的方式描述了慈悲心的重要，作者主张以开放、尊重及同理心

教养孩子。

例如如实地接受孩子的本貌，自己相应地作出改变，而不是将自以为是

的“最好”强加在孩子身上。

如此一来，在互动过程中，孩子也引领父母去发现自己的内在人格，促

进双方的灵性成长。

作者在“序”中写了这么一段：“《重生》这本书用短约隐喻和引人省思

的方式凝著成书，目的是希望现代人能够在日理万机、喧闹烦嚣的环境中，有

一片属于自己的淡定静虑尘世净土。让在这举世混沌不明的世局中，当自己迷

惘不确定时，让思绪有不断重生的机会，这也是当下每一个人所需要的吧！”

何谓“重生”？“重生”就是 ：

－ 在跌倒的同一时间又站立起来的勇气，因为失败只是一个经验，比失

败更可怕的是对失败的恐惧感。

－ 当行事不利于己的时候，有智慧的人通常会让自己成为一个有价值的

清闲人，不会让自己变得百无一用又令人嫌弃。

－ 与其终生说同样的一句话，不如从现在开始丢弃和放下你觉得可以做

到的小事情开始。

作者认为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必须经历一次重生，生活的品质才能

有所提高。

新

书

推

荐

41

40-43_����.indd   41 11/10/16   1:47 pm



趣说佛法

不同的禅师有不同传授方法

清水禅师弟子众
多，他经常用事物
作比喻

有一位弟子以为自己学得不少了

修行方法因人而异，各有不同

■ 
梁
云
清 
■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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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说佛法

在你离开之前，
给我盛一盆石
子来，注意，一
定要盛满

清水禅师也不阻拦

一会，这个弟子按照清
水禅师的要求，端来了
满满的一盆石子

满了吗？

满了

满了吗？
满了

老禅师拿起一碗沙子， 
倒进石头里，问满了吗？

满了吗？

满
了

清水禅师拿了一瓶
子水，浇在石头和沙
子上，水全渗进去

老禅师指出：
“ 空”才是事 物
的本质，所以说，
人不要自满，虚心
才能使人进步

站在一旁的弟子看到这些
现象，内心惶恐，再也不敢
提出离开的要求了

师父，弟子忘
记关窗户了

你去吧

噢

弟子有事，
特向师父
辞行

5 6

7

9

10

1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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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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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apore 080333

我们的服务 Our Service
 ❖ 自助餐 Buff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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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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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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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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s.indd   46 3/29/10   2:57:5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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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s.indd   46 3/29/10   2:57:5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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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s.indd   46 3/29/10   2:57:5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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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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年佛教圣地游
 *全程素食 *部分收入将充作慈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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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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泊尔~13天建寺祈福行 2016年11月14日 约S$2988
印度/菩提迦耶~13天时论金刚大法会 2017年1月3日 约S$1988 
(Land only)  
印度/尼泊尔~12天新春亲子行 2017年1月20日 约S$2688
印度/尼泊尔~12天与色拉杰寺学僧同行 2017年4月5日 约S$2500
随喜赞助70位学僧(每位S$1000)

中国 - 8天九华山/普陀山(2人天天成行) 2017年3月9日 约$1888
中国 - 11天丝绸之路 2017年4月23日 约$2688
中国 - 11天西藏 2017年5月18日 约$2788
中国 - 8天五台山/峨眉山(2人天天成行) 2017年6月1日 约$1988

5天不丹 (2人天天成行) 12月6日/16日/2017年2月11日 约$2998
3天金洲(占碑) (至少8人) 天天成行 约$498
3/4天婆罗浮屠(2人天天成行) 2017年3月17日 约$598/698
6天斯里兰卡 2016年10月10日 约$1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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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 Sohu Travel, 101, Upper Cross St., #03-42A,  

People’s Park Center, Singapore 058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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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刊鸣谢

Tan Seng Boon 祈愿陈育杰智慧增长，回向陈育明福慧双增 $500.00

Lin Hui Yu 回向林门历代祖先莲增上品 $200.00

Lin Hui Yu 回向林明荃陈氏(已故)莲增上品 $200.00

Lin Hui Yu 回向林道岸、云若卿(已故)莲增上品 $200.00

Lin Hui Yu 回向林师永(斯雄)(已故)莲增上品 $200.00

吴志湘 回向一切众生与冤亲债主 $200.00

李亚女 祈愿李亚女合家智慧增长、身体健康、业障消除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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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愿朱俊源今年小六会考顺顺利利。

$180.00

徐国南(仁勤)
祈愿一切有情无情众生们智慧增长、身体健康、业障消除、无灾
无难。回向众生们福慧双增、生辰快乐、莲增上品、与佛同在

$60.00

王莉莉 祈愿王有明(父)，博珍莉(母)身体健康 $50.00

Eugene Tan Yew Meng 祈愿三宝常住、正法永存 $50.00

Teo Yew Khim 祈愿张友利合家、岑建强合家身体健康、业障消除 $40.00

吴顺来 $200.00

Koh Mun Hong $200.00

普济寺佛学研究会 $200.00

林玉珍、林尤英 $200.00

Ng Lay Choon $200.00

吴莉贞 $150.00

Tommy Lim Kian Meng $200.00

刘皆均 $100.00

曾福成 $50.00

能仁精舍 $50.00

吴令莪 $20.00

陈亚琼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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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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陈孟春 回向先严陈绍虞、先慈何世美莲增上品 $40.00

许丽珍 祈愿许丽珍合家智慧增长、身体健康、业障消除、工作顺利 $30.00

杨庆伟 回向先父杨善年莲增上品、往生极乐世界 $30.00

张友利
回向张金兴(已故父亲)、颜玉美(已故母亲)、张友钻(已故妹妹)莲
增上品

$30.00

范庆云 祈愿王金明合家业障消除 $30.00

尤莲珠 祈愿尤莲珠，吴荣源，吴佳美身体健康、业障消除 $22.00

Teo Yew Khim 祈愿岑文欣、岑文豪智慧增长、身体健康 $20.00

Koh Siok Lee 祈愿Koh Siok Lee 身体健康 $20.00

陈顺源
祈愿吴亚珍身体健康、业障消除，回向吴亚珍福慧双增、生辰快
乐

$20.00

陈靖龙、许美玲 祈愿陈靖龙合家身体健康、业障消除 $20.00

张友利、张友琴 祈愿张友利、张友琴身体健康、业障消除 $20.00

张友利 回向一切众生莲增上品 $10.00

吴幼山、庾珍(已故)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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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方一切众生往生净土，成就菩提

$70.00

陈木浩，谢梨娟(已故)
祈愿新加坡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国富民强、国运昌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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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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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register on line or visit us @2nd floor office
请上网或到二楼办事处报名

新 加 坡 佛 教 总 会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59 Lorong 24A, Geylang Singapore 398583
Tel 电话: 6744 4635     Fax 传真: 6747 3618
website 网站: www.buddhist.org.sg

1/1/2017 至 2/1/2017
1/1/2017 早上8点30分报到
 9点受戒

2/1/2017 早上7点30分出堂

赞助费$50

备皈依仪式
1/1/2017 中午12点30分

由广品法师领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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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rolment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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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佛教总会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Tel 电话 : 6744 4635 Fax 传真 : 6747 3618
email 电邮: buddhist@singnet.com.sg   website 网站: www.buddhist.org.sg

佛
学
班

招
生

Adults Dharma Class 成人佛学班
 Adults Group 成人组  

-  In English 英语 / Mandarin 华语

 Friday 星期五 
from 开课 3rd March 2017 
8.00pm to 9.30pm

Sunday School 周日学校
 Children Group 儿童组  

- 6岁 to 12岁 years old / In Mandarin (华文)

	Youth Group 少年组  
- 13岁 to 16岁  years old / In Mandarin (华文)

	Sunday 星期日 
from 开课 8th January 2017 
9.30am to 11.30am

Please register on line or visit us 
@2nd floor office
请上网或到二楼办事处报名

NYBuddhist_Poster2017.indd   1 27/9/16   1:54 pm

FZHuangCao-5095

佛教
未来发展与

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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