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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广品
在这“豕去鼠来新换旧、星移斗换腊迎
春”的交替时际，我衷心祝愿僧俗四众与各
界同胞吉祥如意团结互助，我国繁荣进步万
众一心、世界和平稳定惠泽众生！
二零一九与己亥金猪瞬眼间已悄悄从我
们的身边消失。尽管过去一年来不论在国际
上、区域内或在岛国内有未让人遂心之事与
务，但若我们秉着感恩的心，尤其是四重
恩，过去一年依然是值得我们庆幸的一年，
而来年更会是我们引领企盼的庚子瑞年。
以感恩之心处事待人，它可让我们解脱
心中的枷锁而积极看待一切人与事，从而珍
惜每一天和充实地度过每一天，更期待更充
实和更美好的明天。
让我们用今天的微笑，迎接明天的良
辰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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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能量满满的一年
新加坡佛教总会2019年回顾
■

文 • 一峰

■

2019年是新加坡佛教总会创会70周年，适逢我国开埠200周年，正是“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一
个理想时机。佛总秉持着一贯的宗旨，继续在弘法、教育、慈善、文化四大方面作出贡献，同时也在各
种公开场合发放正能量，凝聚国民，团结各族，为新加坡创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新春团拜呼吁民众共创未来
2月16日，于佛总礼堂举行己亥猪年新春团拜。僧俗二众每年都会聚集于此，互相祝贺。佛总会
长广品法师也借此机会呼吁大家，同心协力守护着先辈们努力创建的安稳社会，他指出两百年前来自
世界各地的先贤们，披荆斩棘排除万难才建立起今日繁荣的新加坡，作为后辈们，更应该承先启后，
携手共创下一个辉煌的两百年。

2019年妆艺大游行促进和谐
佛教总会再次组队参与新加坡的年度盛会“妆艺大游行2019”，招募了不同信仰、不同年龄层的
成员，以增进各族群之间的融洽关系。团队成员为了呈献一场精彩的演出，除了拨出近三个月的时间
筹备与排练之外，领队与组长为了配合大会主题“聚梦妆艺，奇想腾欢”，还特别设计了浓彩缤纷的
表演服装在游行日靓丽登场。当然，最可贵的还是，来自本地各区各族的队员们在参与这个活动时，
都非常享受这个过程，而几个月来的相处也加深了他们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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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历2563卫塞庆典：“心净世和”
为庆祝佛历2563年卫塞节，佛总以“心净世和”为主题，于4月28日，假义安城广场举办卫塞庆
典。会长广品法师指出，佛教的教旨之一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其重点在于互相包容和互相尊
重，虽然新加坡已经实践了这个理想，也不能有丝毫松弛，更不要将一切视为理所当然，而必须时时
警惕自己，居安思危。
担任庆典主宾的教育部长王乙康也指出，政府会继续维护我国宗教和谐，保持社会的安定。他说，
特别是在民粹主义和各宗教极端主义抬头的国际大环境下，种族与宗教依然是分裂社会的导火线，所以
我们要以此为鉴，致力于维持社会和平。

多元化普及佛学教育
2019年佛总秉持一贯普及佛学教育的宗旨，为不同年龄层、不同语言源流的人提供佛学教育。例
如为成年人举办的中英文佛学课程、为儿童所设的周日佛学班、每年两次的佛学营等。此外，为了有
足够的师资教学，佛总还每年开办师资培训课程，致力于佛学人才的培养。
教育，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事业；学习，更是要有持续不断的态度。出席2019年佛总佛学班迎新暨结
业、以及周日学校师资培训结业典礼的法师们一致地鼓励学生们，学习佛法，要坚持到底，莫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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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法会聚福修慧
每年，佛总除了固定在一月一日举办“心净身安八关斋”，让在家众体会出家人清净离欲的生活的
同时，沉淀思想，提升身心的品质。另外，也分别在三月、六月、九月举办“礼千佛集福慧法会”，让
信众通过礼拜千佛，念诵经文来集福增慧；八月，举行“护国佑民大斋天”法会，祈愿我国国运昌隆，
人民安居乐业，致力维护社会和平。

佛总率领宗联会访问中国
宗教联谊会轮值会长为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广品法师，他带领20人代表团出访北京、南京及上海
民族宗教事务局及宗教团体和南京大学现代经学与世界文明研究中心。新加坡佛教总会是1949年创立
的宗教联谊会发起人之一。

与时并进用手机阅览南刊
2019年新加坡佛教总会庆祝创会70周年的同时，附属于佛总文化部的《南洋佛教》也迎向创刊50
周年。南刊自1969年创刊以来，一直秉持着弘扬佛教文化，福利社会人群为宗旨，承担起传播法音的
任务，致力于报道本地与东南亚的佛教活动。走过50年，时代更替，物转星移，南刊一直紧随社会的
步伐，从实体杂志到网上杂志，再到手机浏览。自去年7月开始，读者可用手机扫描杂志上的二维码，
直接进入南刊的电子页面，用手机阅览。
FZHuangCao-5095

大斋天

佛化家庭，
幸福美满
知恩
感恩

斋天

30 April 2017

运隆 民安康 福慧圆

不丹的快乐感悟

th

积福聚财
• 星期日 Sunday
• 10am
to 5pm
居家安稳快乐的修法

• 义安城广场
Ngee Ann City Civic Plaza
浅释三种福业
(乌节路 Orchard Road)
佛教理财之道
八退法与八精进

祈世和 国运隆 民安康 福慧圆

万佛堂疗养院献关怀

地点 Venue

Sunday 星期日
10am - 7pm

日 (星期日)
:30am

光明山普觉禅寺 -

主宾

王乙康先生
教育部长

光明殿前／戒坛外走廊

Kong Meng San
Phor Kark See Monastery

日期
时间
地点
赞助费

in front of Hall of Universal Brightness /
Corridors off Hall of Precepts

:
:
:
:

Guest-of-Honour

2017年8月6日 (星期日)
8:00am ~ 10:30am
本会3楼大殿
$100.00

Mr Ong Ye Kung

Minister for Education

浴佛与供养的意义
活动项目
Activities

免向隅

浴佛／供灯、供花及祈福仪式／游戏／素食义卖会
Bathing of Prince Siddhartha / Offering of Lamps,
Flowers & Blessings / Games / Vegetarian Food Fair

询问电话／网站
Enquiries / Website

ist Federation

6744 4635

固本开始发售
Coupons Are
On Sale Now

名额有限 登记从速
佛教的饮食习俗

活动包括 Activities:

以免向隅

· 浴佛·供花·供灯、祈福仪式·表演·游戏·素食义卖会
· Bathing of Prince Siddhartha · Offering of flowers · Lamps
· Blessings · Performance · Games · Vegetarian food fair

学会放下

www.buddhist.org.sg

询问 Enquiries ：6744 4635
网站 Website ：www.buddhist.org.sg
地址 Address ：59 Lorong 24A Geylang
Singapore 398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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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ore 398583
618 www.buddhist.org.sg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主办者

Organiser

59 Lorong 24A, Geylang Singapore 398583
�������_Poster_2017.indd 1

10/6/16 3:5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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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Day Celebration

妙老三周年圆寂追思

7/19/16 10:36 AM

FBCover.indd 1

心
南洋佛教
净
世
和

| ISSUE 499 | JUL - SEP 2017 |

PURIFIED MIND • PEACEFUL WORLD

Happy Buddhists Blissful Families

从另一个视角阅读人生

卫塞庆典
新加坡开埠200年
佛总创会70周年

新加坡佛教总会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场地赞助

Venue Sponsor

南洋佛教

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办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organises

礼千佛 集福慧佛
教
经
典
的
人
生
法会期间设有供智慧灯，供佛斋众，消灾项目。
意
欢迎出席，共植福慧！
义

Prostration to Thousand Buddhas in the
Future Aeon Dharma Assembly
日期 Date

: 9月1日(星期日) 礼未来千佛

时间 Duration : 9am - 5pm
地点 Venue

: 新加坡佛教总会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电话 Tel

: 6744-4635

| ISSUE 507 | JUL - SEP 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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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佛教

70

新加坡佛教总会创会

周年特辑

59 Lorong 24A Geylang
Singapore 398583

You may participate in the items of Dana, offering lights etc.
《吉祥经》中的伦理思想
《六祖坛经》的名言警句

售票处：新加坡佛教总会
Coupons can be purchased at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主要赞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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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sak Celebration 2561

国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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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塞节庆祝

从另一个视角阅读人生

坡佛教 总会主办

All are welcome!

佛陀的最后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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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音堂佛祖庙

Main Sponsors Kwan Im Thong

Hood Cho Temple

12/6/17 9:05 am

5/4/17 5:01 pm

7/7/17 8:4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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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佛教总会全体理事、会员及职员
•• 文殊中学全体董事及师生

属
珍
功
德

•• 菩提学校全体董事及师生
•• 菩提学校校友会全体执委及校友
•• 南洋佛教编辑部全体执委及职员
•• 悉达多托儿中心全体管委及师生
•• 马林百列菩提托管中心全体管委及师生
•• 新加坡佛教总会佛学班同学会
•• 薝蔔院
•• 妙音觉苑
•• 能仁精舍  
•• 新加坡佛教施诊所
•• 旃檀林
•• 福慧讲堂
•• 善德堂                           
•• 光明山普觉禅寺                                        
•• 海印古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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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名佛教中心                                                                    

竖
幢
扬
善

•• 万佛林                           
•• 大悲佛教中心                                               
•• 般若念佛堂  
•• 慈航念佛社
•• 洛伽山庄
•• 观音亭
•• 香莲寺
•• 积善堂
•• 佛教会                
•• 宝光佛堂
•• 善福堂
•• 菩提佛院
•• 海印学佛会                    
•• 观音堂佛祖庙       
•• 法轮社   
•• 宽济堂念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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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华藏院     
•• 竹林寺                 

殊
法
⽆
量

•• 福善庵
•• 如切观音堂
•• 准提宫
•• 观音救苦会
•• 新加坡佛教青年弘法团
•• 普济寺佛学研究会
•• 吉祥宝聚寺  
•• 善缘堂
•• 莲池阁寺
•• 南海飞来观音寺
•• 東眴閣
•• 天寿堂吕祖宫
•• 护国金塔寺
•• 大悲院
•• 国际佛光会新加坡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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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觉宗（新加坡）
•• 释迦善女会

速
圆
善
缘

•• 大愿共修会
•• 天南佛堂
•• 十方佛林
•• 天竺山毗卢寺
•• 福寿堂
•• 新加坡佛牙寺
•• 莲池精舍
•• 观音斋
•• 仁婷贸易私人有限公司
•• 益群旅行社（新加坡）
•• 长青佛教文化服务社
•• 国营印刷
•• 先锋印刷装钉私人有限公司
•• 释广品
•• 陈友明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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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总佛学班

老挝之旅
■

文 • 妙静

■

10月5日天刚露出鱼肚白, 在樟宜国际机场第

众人也参观了由Ban Xanghai生产Laolao米酒的过

2航站第12柜台, 时间才5点30分, 一团79名团员闹

程及参观以制作手工纸闻名的Ban Xang Khong村

哄哄, 兴致高昂齐装待发, 他们即将展开一段6天5

庄。午后，则前往拜访人种学和传统艺术中心, 从

夜的老挝之旅，这是由新加坡佛教总会佛学班同

中了解了老挝少数民族的文化

学会主办的朝圣旅程。

第三天，团员们特地提早出发去见识当地僧

老挝是东南亚唯一的内陆国家。是一个拥有

众化缘的情景。众团员虔诚地坐在路旁小凳上，

多种民族的国家。主要宗教是佛教，是佛教信徒

等着一群身披袈裟的僧侣托着钵徐徐鱼贯而入。

众多的国家。

他们脸上淡定、坦然、安静有序地接受信徒们布

抵达琅勃拉邦办理入境手续后, 同学们在当
地导游带领下参观了国家博物馆，它又名王宫博
物馆， 馆里主要展示了老挝皇室的珍贵文物。接
着，是考验大家的体力的时候了，在大太阳底下
登上400级琅勃拉邦最高的西山丘。但是，当大家
气喘喘登上山顶, 从山顶上以360度鸟瞰整个城镇
美景时，也就感觉辛苦是值得的。
次日，前往琅勃拉邦最大及最壮丽的寺院香
通寺，寺内大殿背后的墙面有一幅让人过目难忘
的镶嵌画“生命之树”，是游人定必参访的地方。
过后，乘坐当地传统的小舟沿着湄公河前往
帕鸟石窟岩洞，洞窟内供奉着上百尊大小不一的
佛像，形态各异但都雕塑得栩栩如生。在途中，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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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主义的精神领袖所创建。他尝试将
宗教与雕塑融合而建立这些塑像。
后来，前往老挝第一家私人纺织博
物馆，它坐落在一个典型老挝风格
的木屋里。周围环绕着宁静的花园,
它展出旧织布机、纺纱机、不同民
族制作的丝绸及古老的家居用

施的糯米、饼乾等食品。老挝的僧人是佛教徒心
中的圣者, 据知化缘是他们修行的一部份, 而化缘
食品是他们每天伙食的全部来源 。早餐后，前往
参观一座祥和古老的寺院维苏娜拉特寺 。下午前
往著名的光西瀑布 , 背后石灰岩悬崖相映在清澈的
池水中，景色宜人，让人看了心中无舒畅。回程
中经过Ban Tha Pane (克木族)和Ban Na Ouane
(苗族), 从而了解这群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而
Ock Pop Tok手工艺画廊出售的传统及现代化的
手工印染丝绸及棉布中，传达了老挝丝绸及在中
心工作女性们的一些信息。
第四天，乘内陆航班飞往万象首都。抵达后
参观建於16世纪的翁得寺。它在1828年，在一场
老挝与暹罗的战争中全部摧毁, 并在战争结束后重
建。还有具暹罗风格的西萨格寺, 寺内的回廊摆放
了上千大小不等的佛像，气派万千。 过后，游访
了老挝的驰名地标凯旋门纪念碑，它与法国凯旋
门很相似, 却另具当地建筑特色。
第五天参观了佛像公园，它融合了印度教和
佛教的雕塑。其中200座奇特的佛像可追溯到500
多年前, 由一位著名神

10

品。接着，参
访了当地的地雷受害者中心，这是一个非营利组
织，主要是协助在爆炸中的受害者。 最后一站是
到了金光闪闪的塔銮寺，外貌贴上金箔的佛塔, 属
於老挝国家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行程资料参考益群旅行社分发之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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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学校

荣誉日
■

2019年11

文 • 一帆

■

与二年级的学生则通过学校评估测定他们的学习

月13日是佛总属

结果和学习倾向，为父母提供有关学生学习的定

校菩提学校的荣誉日。

性反馈，让父母对孩子有更全面的了解。”

这一天，学校为了表彰校内学生取得卓越成绩和

换言之，教师可以利用腾出的时间为学生创造

教职员对学校所付出的贡献而举行了颁奖典礼。

更有意义的学习体验，而学生则有更多机会通过课

菩提学校监理员陈友明受邀为主宾，他连同菩提

堂内外的课程进行自我发现，发展更好的自己。

学校林惠珉校长与林锦明、王明慧、梁冰凌三位
副校长，先后颁奖给获奖学生与教职员们。

让学生展现更好的自己
林校长也指出，学校也将颁发首届的弥陀艺

教育关乎热诚

术和教育基金奖予五年级与六年级的学生，她表

菩提学校的监理员陈友明在他的致词中，表

示：“我们感谢弥陀基金每年慷慨捐赠$10,000

彰同学的辛勤付出并取得不俗成绩的同时，他也

来支持这个项目。凡是在艺术和运动方面表现突

赞扬了学校领导和老师多年来的劳心劳力。

出而入选的学生，他们将接受资助去进一步发展

“教育关乎热诚，我们需要学校领导和老师，他

自己的才华。今年选出了49名来自小学5年级和6

们除了传授知识和技能外，还热衷地为我国培养好公

年级的学生，其中一些完成培训的学生将获得今

民。我们亦需要对与学校紧密合作充满热情的父母，

天的人才发展计划结业证书。”

为孩子成长和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
陈友明也不忘叮嘱学生们要对新加坡佛教总
会、学校领导和老师、以及父母亲感恩，并在往
后学习旅程中更上一层楼。

不再过分强调考试与分数
林惠珉校长在台上分享了她的喜悦，也发布
了一些学校的信息。她表示，今年菩提学校回应
教育部的呼吁，不再过分强调考试与过分注重分
数，她说：“三年级的学生不必参加年中考试，
而是通过评估来检查他们的学习进度。而一年级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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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要饮水思源
林校长在颁奖礼上也表示对菩提校友会与教
职员的感激，“我们的校友一直在提供财务支持
和充实计划，为学生的学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让他们健康成长。此外，我也为学校的教职员工
感到骄傲和喜悦。没有他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
我们的孩子，不可能走那么远。”
林校长还语重心长地提醒学生，追求卓越是
一个旅程，而不是目的。即便是今年在学术，体
育，美学和领导能力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以后还要继续前进，做得更好，把世界当作自
己的舞台，任由翱翔。在向前飞翔的时候，要
懂得饮水思源，感谢曾指导过自己的老师、父
母和朋友。
“我们在珍惜成功的同时，也不要忘记指导
和帮助需要学习支持的朋友。个人的成就只是短
暂的。只有当您能帮助他人也取得成功时，您才
是真正的成功。因此，我促请所有获奖者帮助您
的朋友，以便大家共同努力，共同创造更好的学
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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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ght Hill Evergreen Team

ACE it and
Make a Difference
■

The school’s Values in Action (VIA) programme
aims to develop pupils into socially responsible
citizens who contribute meaningfully to the community, through the learning and application of values,
knowledge and skills. It replaced the Community
Involvement Programme (CIP) in 2012. The change
signalled a shift in emphasis - from providing community service to developing desired values in our
pupils. There is a need for pupils to reflect on their
experiences, the values they have put into practice,
and how they can continue to contribute meaningfully through the VIA experiences.
In Maha Bodhi School, we inculcate our school
values through the ACE approach so as to instil a
sense of empathy and duty in our students. The ACE
approach stands for:
Be Aware: Pupils are first made aware of the
issue at hand or the intent of a project.
Care to make a difference: Nex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 of their actions on the
people involved seeks to encourage our pupils to
make a difference.
Express it through words or actions: Finally, a
platform is provided for the pupils to do their part for
the community or the environment.
The school seeks to encourage pupil ownership
in the conceptualisation of the VIA projects. Pupils
exercise responsible decision-making within their
spheres of influence and play their part through
meaningful contributions. To achieve that, both
level-wide and school-wide VIA projects have been
put in place.
For level-specific VIA projects, the domain of

Written By: Mrs Chung-Wee
Shi Ming(HOD CCE) ■

involvement moves from Self to Family, School
and Community. The design of the VIA projects is
aligned with our school vision, mission and values.
It references the CCE (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learning outcomes, knowledge, skills
and values to be reinforced based on FTGP (Form
Teacher Guidance Periods) lessons for the level
as well as the age-appropriateness of the project.
The focus of the respective level VIA projects is as
follows:
P1 “I Can Do It on My Own” Project focuses on
developing self-management competency. Pupils
learn to cope with challenges that they face in school

Clean Plate Campaign 2019

Showing our appreciation for our unsung her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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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ake pride in learning to do things on their own
and seeking help, where necessary.
P2 “My Family and Me-Helping Hands” Project
focuses on developing self-management competency, social awareness and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Pupils identify their roles at home and learn
to contribute as a member of the family by picking
up several simple chores such as folding of clothes
and cleaning of dishes.
P3 “My School, My Responsibility” Project
focuses on responsible decision-making. Pupils
are tasked to work on promoting cleanliness and
conservation issues.
P4 “GROW” Project and “Hanging Bottle” Project
focuses on Social Awareness and Responsible Decision-Making. In “Grow” Project, pupils learn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nutrition for the elderly. They grow
vegetables via hydroponics and sell the vegetables
they harvest. The proceeds are donated to the three
homes for the elderly adopted by the school, namely
Jamiyah Home for the Aged, Bright Hill Evergreen
Home and St. Theresa’s Home. In the “Hanging
Bottle” Project, pupils develop a greater appreciation
for plants and their role in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They reuse old plastic bottles to grow plants.
P5 “Want Not, Waste Not (Go Green)” Project
focuses on Social Awareness and Responsible
Decision-Making. Pupils learn about the waste
management system in Singapore and understand
the challenges faced in Singapore. Thereafter, they
share information about Pulau Semakau as well as

St Theresa’s outing

Willing Hearts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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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 efforts with their
family members and
neighbours to promote responsible
decision-making
related to going
green.
P6 “Paying
It Forward Jumble
Jamiyah Team
Sale” Project focuses
on Social Awareness and
Responsible Decision-Making.
Pupils self-organise, plan and prepare for a fundraising jumble sale. Proceeds from the event are
used to purchase items such as wheelchairs for the
three homes for the elderly adopted by the school.
In our school-wide VIA Projects, we seek to
strengthen the social fabric by enabling our pupils
to recognise the value of active citizenry. They are
educated on how they could put others before self
and how their contributions can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lives of the needy in the community. We hope
to nurture volunteerism in them as they move to
participate in similar projects on their own. Some
examples of school-wide VIA projects are as follows:
In “CNY Blessings from the Heart” Project,
pupils contribute a portion of their ang-bao money.
Donations go to the three homes for the elderly
adopted by the school.
In “Food from the Heart Donation Drive”, pupils

Beach Clean-up Team In action

P2 students learning
how to fold their uniforms

Prefects learning about the plight
of migrant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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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te non-perishable food items to Food from the
Heart. Scouts and prefects help with the sorting and
packing of food items.
In “Project Befriender”, pupils learn about the
hardships of migrant workers, a group of unsung
heroes, through sharing by Prefect EXCO Team.
The prefects visit and interview migrant workers
under the care of Transient Workers Count Too
(TWC2) and show their appreciation for the workers
with thank-you cards and gift packs put together by
each class.
The school supports Community Chest to
provide holistic and comprehensive help to the
beneficiaries so that they can lead a better quality
of life. For our unwavering support in the Community
Chest Children’s Day Appeal, our school received
the Community Chest Charity Award for our efforts
in 2017 and 2018.
All staff and pupils participate in Walk for Rice
(WFR) @ South East which was conceptualised in
2009 to encourage the able-bodied individuals or
organisations and corporations in the community to
participate in a simple activity, such as walking. For
every 200 metres of walking completed, FairPrice
Foundation will donate one bowl of brown rice and
one bowl of white rice for the needy families in the
South East District.
In “FairPrice Share-A-Textbook” Project, pupils
donate their used textbooks for a good cause.
In “Food from the Heart - Clean Plate Campaign”, pupils’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of reducing food waste is heightened. They ensure that
they ask for only what they need during recess and
share their learning with their families so that their
family members will learn and strive towards zero
food waste at home.
Our pupils fulfil their roles in caring for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Use Your Hands Campaign”
and “Classroom Cleanliness Competition” which requires the pupils to maintain classroom cleanliness.
Prefects also give their peers daily feedback on their
collective efforts in canteen cleanliness.

and instructors, our pupils also showed their gratitude towards unsung heroes such as non-teaching
school staff as well as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The school staff walk the talk. Led by the school
leaders, we exemplify the importance of doing our
part for the community and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our Staff VIA efforts. The Staff VIA Teams plan and
carry out our Staff VIA Projects twice a year. The
teams visit the three elderly homes that the school
has adopted. Goodie bags consisting of necessities
and foodstuff are packed and contributed to the
homes. The staff put on performances and organise
games at the homes to ensure a fun and engaging
time for the residents. The team in charge of St
Theresa’s Home takes the residents out to places
such as Gardens by the Bay and Jewel Changi
Airport. The Clean Beach Project team, carries out
litter-picking at the assigned beach by NEA. The
Weeding Team takes on weeding and horticulture
project under NPark and does its part in trail maintenance. The last team helps out at Willing Hearts,
preparing and delivery food to the needy families.
Guided by Mother Teresa’s adage “It’s not how
much we give but how much love we put into giving”, Maha Bodhi School will continue to spread our
love, joy, hope and blessings to the needy in our
community from our heart.

We engage our pupils’ hearts and minds and
educate them on the importance of having others’
perspectives, and of showing gratitude and empathy
to people around us. The lifelong values and skills
they have picked up will enable them to continue
to do good, feel good and spread good. This year,
apart from showing appreciation for their parents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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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重要的
■

■

2019年高年级佛学营

语言；（五）正命：拥有一份正当的职业；（六）

新加坡佛教总会于11月8日，为菩提学校高年

正精进：努力使到我们的行为具有慈悲和利人；

级学生举办佛学营。佛学营是新加坡佛教总会为普

（七）应以宁静和镇定的心待人处事；（八）注意

及佛学教育的一个常年活动，每一年将以不同的佛

我们的念头，一定要利人。

学主题，将学习、修行、游戏与手作等不同的活动

导师蓝文盈和曹瑞虹为了让学生容易吸收，并

串联在一起。今年，以“八正道”为主题，鼓励学

增加上课的趣味性，她们特别以轻松的快板表演，

生以此为生活中最重要
的指导原则，走向身心
健康的佛化生活。
以快板教授八正道
八正道是佛陀为
了让众生从烦恼痛苦中
解脱出来的重要修行法
门，也是修持佛学的基
础入门。八正道的内容
包括：（一）正见：了
解四圣谛的真义；
（二）
正思维：培养慈悲，无
仇恨和有智慧的思想；
（三）正业：行一切善
法，不做恶事；（四）
正语：不说不利他人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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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配对。其实，这也等于是变相的“考试”，测试
学生们学习的程度。
动静皆全的修行
开成法师领导学生静坐与经行是佛学营的另
一个重要环节。静坐，是静中修
心；经行，是动中修心，两
者皆能修养身心，消除烦
恼，获得清净安乐之功
用。
虽然，让一向
活力充沛的学生们
静下不语是一项挑
战，可参与当天佛
学营的学生都能够接
受法师的指导，很有
秩序的随着老师绕着礼
堂经行。之后，他们也能
够静下心来，安静地向法师
学静坐，大家就在这谧静的一刻，
让思想沉淀，身心净化。
配合说唱形式来呈现上述的内容。一来，让学生在
一个愉悦的氛围下学习；二来，可让学生吸取佛学
知识的同时，接受中华传统说唱艺术的熏陶，一举
两得。
绘本故事传达正语信息
今年，导师为了强调“正语”的重要性，特别
通过色彩缤纷的绘本故事来讲述正语的重要性，她
说：“ 在这一个资讯发达的社会，充斥着各类社交
媒体平台，不管脸书、YouTube，还是微信，学生
可以接触的不同的信息。 今日社会信息泛滥还是其
次，假新闻混淆视听，挠乱人心，严重的会制造族

营友领导的团康游戏
最让学生雀跃的应该是前营友回校带领学生玩
的团康游戏。
其中一项毛巾传水的游戏中，先将学生分组，
然后让每组的学生握着一条毛巾，并在毛巾中央置
放一杯水，大家必须同心协力地在限定的时间内，
把水杯从起点运到终点，最后保存最多水的那一组
获胜。
当然胜负不是游戏的目的，团体游戏旨在培养
学生的团队精神，大家众志成城完成任务，并从中
培养他们领袖的素质。

群纷争，社会不安。所以有必要让学生了解正确运
用语言的重要性，抑制假新闻的传播。
此外，导师也安排学生制作八正道法轮，通过
投入在手工艺的制造，将八正道的内容深刻地印在
脑海中。
通过游戏手工加深印象
导师也安排学生制作八正道法轮，让学生投
入手工艺的制作，并将八正道的内容深刻地印在
脑海中。
最后，学生们将在寻宝游戏中，将八正道的意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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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佛教总会新春团拜
谨订于2020年2月1日正月初八(星期六)上午10时在本会佛教礼堂举行
新春团拜及上供祈求世界和平、国泰民安、众具福慧。敬备薄素

		
		

恭候
光临

								
								

新加坡佛教总会
会长及全体理事 敬邀

*出席者请于9时45分前入席，僧伽请自备海青衣，在家众海青。
………………………………………………………………………………

SBF LUNAR NEW YEAR GATHERING
President and Council Members of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cordially invites you

to its SBF Lunar New Year Gathering
on 1 Feb 2020 at 10am at SBF Buddhist Hall
to pray for world peace, prosperity of our nation, bliss and wisdom
for all
Vegetarian lunch will be served.
st

*Guests to be seated by 9.45am
Sangha, please bring along your Haiqing and robe; Laities, Hai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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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界活动

“华严法会”
与“传授在家五戒瑜伽菩萨戒”
81周年庆

佛教会

■

文 • 福智

■

佛教会（Buddhist Union）为庆祝成立81周年，
于2019年11月15日至11月17日，一连三日，启建华
严法会，祈愿世界和平、国泰民安、社会和谐。

华严法会
“华严“全称为《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大乘
佛教修学最重要的经典之一，也是被大乘诸宗奉为宣
讲圆满教法的“经中之王”。《华严经》宣讲了佛教
最完整的宇宙观，彰显了佛陀广大圆满，无尽无碍的
因行果德，无所不摄，展现了一个巍巍壮观不可思议
的宇宙。能够参与法会的佛子，实属是难得的因缘。
法会首日，僧俗四众齐聚于佛教会大殿，早
上举行斋天与上供，下午共同念诵《药师宝忏》，
在紧接下来的两日，与会四众则一起诵《大方广佛
华严经》，梵音绕坛、庄严殊胜，在场的每一位佛
子，无不法喜充满。
法会也设有供僧活动，让佛子弟随喜供养，以
令植福增慧，成就护僧功德。
值得一提的是，佛教会秉持着佛陀慈悲济世的
精神，在如此殊胜的日子里，特别拨出善款捐助本
地的学校、佛教与慈善团体，受惠的包括新加坡佛
教总会、佛教施诊所、药师行愿会、菩提学校、慈
光学校、精神卫生学校、景万岸老人活动中心、释
迦善女会与新加坡宗教联谊会。上述机构除了新加
坡宗教联谊会获得两万捐款之外，其余的各获得一
万元的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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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授在家五戒瑜伽菩萨戒
佛教会为引导信众步入正信，护持戒法，特别
于2019年12月6日至12月8日，圆满举行了“传授在
家五戒瑜伽菩萨戒”，并恭请佛教总会会长广品大
和尚为得戒和尚、宽净大法师为教授阿阇梨、传显
大法师为羯磨阿阇梨，戒会进行得如法如律。
三皈五戒是居家学佛弟子修习的根本，也是伦
理的基本道德。佛教的戒律很多，但都离不开五戒
的根本原则，其他一切戒都是由五戒分支开出，菩
萨戒也是根据五戒引申出来，以保护五戒的清净。
故《璎珞经》有云：一切众生，初入三宝海，以信
为本；住在佛家，以戒为本。即已誓为佛子，应敬
信三宝，守持戒法，以是因缘，当成佛道。”
五戒的内容包括：戒杀生、戒偷盗、戒邪淫、

戒，可说是更上一层楼。菩萨是上求佛道以自觉，

戒妄语、戒饮酒（包含戒服用毒品）。受戒后的弟

下化众生以觉他，要做菩萨，必须先接受菩萨戒，

子，必须好好守护，才能期望得到佛法的真正利

在《梵网经》记载了这么一段：“ 菩萨戒是诸佛之

益。须知凡是佛弟子都朝向戒、定、慧的修学，如

本原，菩萨之根本。”

果没有戒作为基础，修学其他法门也很难有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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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机缘成熟了，佛弟子会进一步接受在家菩萨

此次法会传授了四重四十三轻瑜伽菩萨戒。四

教界活动

重戒包括：（一）自赞毁他戒；（二）吝啬财法
戒；（三）噌不受他人忏戒；（四）诽谤坏乱正法
戒；四十三轻戒则包括了不供养三宝、不敬尊长、
不布施法、两舌、恶口、绮语等戒，恕不在此一一
尽录。

戒，是一切修行法门的根本，一切善根功德都
是由持戒而生。佛陀曾经苦苦叮嘱佛弟子们，在他
灭度之后，以戒为师。戒如良师，它会指引人生的
正确方向；戒亦是生活的轨道，规范了人的日常身
心行止。持戒的人，可通过持戒，净化身语意，提
升生命的品质，做个得体的学佛人。
在《佛遗教经》中一段记述：“ 当尊重珍敬菠
萝蜜提木叉（戒律），如闇遇明，贫人得宝。”由
此可见，持戒的好处不能说尽，一切还是由自己亲
身实践，才能体悟。
此次受五戒与菩萨戒的有，受五戒共10名，菩
萨戒的则有60名。

由于场地所限，此次欲参加的戒子非常踊跃，
戒委未能全部接受，深感抱歉。
祈望此次未能如愿者，能在不久的将来圆满
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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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的

口语传播

■

文 • 唐黎标

■

在整个人类的传播史中，口语传播是最原始

书》，此书记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

也是最重要的传播方式。在中国佛教的传播中，

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这条记载明

口语传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佛法的诞生

确了佛经传入中国的时间、途径，还明确了传播的

和传法过程来看，口语传播起着佛法传播肇始的

方法——口授。东汉灵帝时，安息国的居士安玄来

作用。在公元前六世纪的中叶，释迦牟尼佛诞生

洛阳，他常与沙门讲论佛法，并与汉族的第一位出

于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是当时国王的长子。后

家者严佛调翻译了大乘经典《法镜经》一卷。据释

来出家学道，在菩提树下夜睹明星而悟道，证得

慧皎《高僧传》记载，“玄口译梵文，佛调笔受，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是慨然叹道：“奇哉！

理得音正，尽经微旨”。隋唐之际，智者大师设置

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著，

拜经台，礼请《楞严经》传入中国。印度天竺国法

不能证得。”随后，释迦牟尼佛来到鹿野苑，为

师般剌密谛，发愿要达成此事。前后三次东行，最

憍陈 如 等 五 人 宣 说 苦 、 集 、 灭 、 道 的 义 理 ， 这

后将经文缝在上臂的肌肉中，才带到中国。正式译

在佛教里称为初转法轮。释迦牟尼佛从成道到涅

经之际，般剌密谛法师任译主，一句一句口授梵文

槃， 一 直 在 不 懈 地 宣 扬 佛 法 ， 其 所 运 用 的 传 播

原经，北印度弥伽释迦法师翻音，怀迪法师证译，

方式主要是口传身授、耳提面命的口语传播。直

房融宰相笔录润饰文采。这才有了号称“经中之

至佛陀涅槃之后，佛的弟子们才开始结集佛的说

王”的《楞严经》出现中土。为什么西域法师来中

法，汇成经典。尽管如此，佛法的流传，在当时

国以口语传播佛法？梁启超在《佛典之翻译》中认

仍然以口语传播为主。

为，“印土僧徒，夙贵呗诵，所治经典，类能暗
记。最初移译，率凭口传。故安清、支谶、安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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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授佛经

康僧会诸《传》，皆言其‘讽出某经’或‘诵出某

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记录见于《三国志·魏

经’。”

本期特稿
之际，朱士行开讲《道行般若经》，这是大僧讲经
之始。东晋的尼师道馨开讲《法华经》和《维摩诘
经》，成为尼师讲经之始。这些法师在讲法之际，
都有很多学人参学。
南朝梁武帝崇信佛教，多次开设法会，开讲佛
法。在大通七年（537），设道俗无遮大会，梁武
帝亲自宣讲《金字摩诃波若经》。据史书记载，参
加听讲的有太子百官近700人，僧人约1000人，其
他人众超过3万人。听法众之多、规模之大，实属
罕见。唐宋之际，寺院有讲经科，专事讲经工作。
百丈怀海禅师制《百丈清规》之后，寺庙大多建有
法堂或讲堂，成为开讲佛法和传戒做佛事等之处。
这些制度规范一直流传至今。因为有了制度和物质
上的保障，使得口宣佛法得到了延续和发展，直至
现在依然是主要的传法形式。
三、诵读佛经
诵读佛经是佛门的早晚功课，也是僧人和在家
居士等增长佛学知见、提升佛学修养的必要途径。
西晋著名的佛经翻译家竺法护，8岁出家，天资聪
颖。据唐代《开元释教录》记载，竺法护“诵经日
万言，过目则能，而天性纯懿，操行清苦，笃志好
学”，正因为如此，他方能博览六经，涉猎百家，
为以后传播佛法的奠定基础。后赵名僧佛图澄“清
真务学，诵经数百万言，善解文意……”而后勤的
二、口语宣法

鸠摩罗什“日诵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万二千

中国佛教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典故，慧能禅师

言”，每天诵32000字，一年就是上千万字，这个

做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

诵读量是很大的。中国净土宗初祖慧远法师出家后

物，何处惹尘埃”，得到五祖弘忍的赞赏。于是五

也勤于诵读，据《高僧传》记载，“精思讽持，以

祖弘忍半夜来到慧能房间，口传心法，付以衣钵，

夜续昼”，法师精进勇猛的修持，吸引了当时很多

慧能终成禅宗六祖。此后六祖说法教化不立文字，

名士一起来修行并且得到成就，使当时他们所在的

直指人心，以音声、棒喝等形式，令门下弟子数十

庐山成为净土宗的祖庭。

人开悟，所谓“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成就

读经在佛教中是非常重要的修行法门，所

佛门的一段佳话。这种传法与接法的过程，往往是

谓“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根据佛经所言，读经

一对一进行的，是面对面的口语传播，是口传心授

可以开智慧、修定力、积福德、利众生。《法华

的典型代表。这种传法虽然信息传播的范围非常有

经》卷七陀罗尼品记载，若能于本经受持、读诵、

限，但是产生的传播效果却很大。与一对一传法相

解义，如说修行，功德甚大。读诵经典还可有助于

比，一对多乃至一对众传法，在佛门则更为常见。

净业成就。在《佛说观无量寿经》中指出，上品往

按照佛门礼仪，僧众每日过斋，主持和尚可以对大

生极乐的条件之一是“读诵大乘方等经典”。正是

众讲话，进行佛法上的开示或者其他方面的嘱咐。

因为读经是如此重要，在历朝历代的出家法师乃至

禅门在打禅七的时候，禅堂里一般都不讲话，只有

在家居士中，都尤重读经，通过大量的诵读佛经，

维那师父可以讲一句话，方丈和尚、班首师父各讲

使得佛教得到进一步巩固与传播。

一句话，香灯师讲半句话，加起来叫三句半话。这
些都是典型的一对多口语传播。佛经传入中土后，

四、梵呗传播

僧尼二众主要是以口语的形式进行讲经说法。曹魏

梵呗是佛教举行法会仪式时，在佛菩萨前歌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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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供养、赞叹的音声修行法门，包括赞呗、念

四者音声不坏，五者诸天欢喜。”《法华经》上

唱等。梵呗是从古印度传承而入中国的。梵，在

说：“或以欢喜心，歌呗颂佛德，乃至一小音，

印度语种是“清净”的意思。呗，义为赞颂或歌

皆已成佛道。”可见梵呗在佛教的重要性。

咏。根据《长阿含经》所述，声音具有“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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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雅、清透、深邃饱满、周遍远闻”五种特质才

五、中国佛教口语传播利弊

可以被称为梵音。中国最早的梵呗，是三国时期

中国佛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利用口语传

的曹植所创的《鱼山呗》。据《法苑珠林》记

播的方式，将佛法深入人心。从口语传播的媒介

载：“尝游鱼山，忽闻空中梵天之响，清雅哀

形态分析，佛教的口语传播有其优势。

婉，其声动心，独听良久，而侍御皆闻。植深感

首先，佛教的口语传播具备便捷、易于掌握

神理，弥悟法应，乃摹其声节，写为梵呗，撰文

和使用的特点。在口语传播中，口和舌就是最好的

制音，传为后式，梵声显世始于此焉。”曹植将

传播媒体，比起书籍文献传播、佛像建筑雕塑等实

音乐旋律、梵经的音韵与汉字发音的高低平仄相

物传播要容易得多。尤其在生产力、科技不发达的

配合，使得佛经在唱诵时音声相和，天衣无缝。

封建时代，印刷术没有普及，物质水平有限，口语

这种以梵语发音为基础，以新制偈颂为内容的方

传播的优势更加明显。一切信息从头脑发出，用口

法，成为后世僧俗二众创制中国梵呗的范本。魏

语表达出来即可，因此口语传播成为最古老、最易

晋之际，支谦、康僧会等高僧，结合当时中国

于使用的传播手段。其次，口语传播具有双向互动

民间音乐以及汉地文学，开创了中国佛教音乐

的优点。口语传播无论是一对一，还是一对多，传

体系——中国梵呗。隋唐时期，中国梵呗进入辉

受双方都可以进行沟通交流，从而及时获得信息的

煌时期。在《乐书》中，记录了唐代乐府所采用

反馈。在互动的过程中，传受双方，除了进行口语

的梵呗，包括《普光佛曲》《弥勒佛曲》《释迦

交流，还可以辅助表情、语气、肢体语言等，从而

牟尼佛曲》《观音佛曲》等26曲。净土宗第二祖

使传播的信息内容更加丰富。口语传播还可以借助

善导大师曾做《转经行道愿往生净土法事赞》和

俗语、白话等形式，让不认识字的信众听闻明了。

《依观经等明般舟三昧行道往生贊》，均是依照

这些特点对于中国佛教的传承与发展，对于吸引更

梵呗声调来拟制的。敦煌经卷所载唐代佛曲就有

多的信众，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当然，中国佛教

《悉昙颂》《五更转》《十二时》等多种音调。

的口语传播也有其弊端。比如，传播的时间限于当

可见当时唐朝梵呗音乐的兴盛。

下，不能进行时间的延后。传播的空间有限，只限

中国第一首现代梵呗歌曲是《三宝歌》，由

于传授的现场，远处的受众无法听到。声音转瞬即

弘一大师谱曲，太虚大师作词。歌曲旋律优美，

逝，无法保存。所有这些缺点，使中国佛教的口语

歌词意境深远，至今依然广为传唱。当代国力强

传播不能流传久远，必须借助其他传播手段，比如

盛，科技发达，各种先进的艺术表现手段融入到

文字、印刷、艺术、雕塑等，才能完成中国佛教的

了梵曲的创作之中。各地的佛教乐团陆续出现，

本土化过程并发扬光大。随着当代技术的进步，电

对梵呗的研究推陈出新，中国佛教的梵呗传播正

话、手机、录音机日益普及，声音的传递已经突破

在逐步发扬光大。唱诵梵呗，在佛教中有积极的

了空间的限制，远传到千万里之外。声音的保存、

意义。《十诵律》载：“如听梵呗，其利有五：

转发也不再是难事，这为佛教的口语传播带来了新

一者身体不疲，二者不忘所忆，三者心不懈怠，

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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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心
不乱
■

文 • 圆缘

■

一心不乱，是指专注一

心不乱。《往生论》曰：
“心常作愿，一心专念，毕

事，使心不散乱、动摇之意。

竟往生安乐国土。”善导大师《观经疏》四曰：“

《华严经·离世间品》中说十

一心专念弥陀名号，行住坐卧，不问时节久远，念

种菩萨行时，提到“一心不

念不舍者，是名正定之业。”

乱，修三昧行”。《华严经》

在《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中，

卷三十九云：
“汝等应离诸疑

大势至菩萨讲述了念佛要“都摄六根，净念相

垢，一心不乱而谛听。”窥基

继”，终至一心不乱，才能证得圆通。经云：
“佛

大师《阿弥陀经疏》曰：
“一

问圆通，我无选择，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

心不乱者，专注无散也。”佛

地，斯为第一。”

教不论修学哪一种法门，都要

佛曾问大势至菩萨：“我今问汝，最初发心，

求一心专注，达到一心不乱，

悟十八界，谁为圆通？从何方便，入三摩地？”因

才能取得修学的成就。禅宗坐

为佛陀有所问，所以，大势至菩萨对自己的修行方

禅修定，净土宗的持名念佛，

法作了回答。因为佛陀在前面经文中详细讲述了六

都是为了降伏修行者的妄想，

根功德，嘱咐大势至菩萨选择可以入道者用之。大

使他们达到一心不乱，入禅定

势至菩萨在最初修行时，也是从根修证，没有其

之境或进入念佛三昧。

他的选择。但在修行实践中，大势至菩萨能够做

“一心不乱”是净土宗

到“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即使眼、耳、鼻、

的主要修持方法，意思是收

舌、身、意六根都专注于念佛，做到除念佛之外，

摄众念归于一念，专念“阿

心中没有任何杂念。这样念佛，念念相续，一心不

弥陀佛”名号，念到“一心

乱，无有间断。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

不乱”，妄尽真显，就能同阿

佛。如此，则即心即佛，即佛即心。

弥陀佛的愿力“感应道交”，

修行者若能都摄六根专注念佛，除了念佛之

顺利往生西方净土。《佛说

外没有任何杂念，这就是一心不乱。以这种修行方

阿弥陀经》云：
“闻说阿弥陀

法，能得定慧等持，由定慧平等，从而得定。由

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

此，大势至菩萨认为，都摄六根的念佛法门，是各

日……，若七日，一心不乱。

种法门中最为殊胜的法门。

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

因为修行者在念佛时“都摄六根，净念相继”

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

可达一心不乱，最终能往生西方，因而印光大师将

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

《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归入“净土五经”

乐国土。”

之一。印光大师在《净土五经重刊序》中谈到将《大势

净土行人在修念佛法门之

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归入净土五经的理由时说：

时，以至诚之信心持诵弥陀名

诸大乘经，带说净土者，多难胜数。而楞严经

号，令心不散乱，而与“南无

大势至念佛圆通章，实为念佛最妙开示。众生果能

阿弥陀佛”之称念合为一，称

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以念，岂有不现前当来必定见

为一心不乱。

佛，近证圆通，远成佛道乎哉！故将此章，列于三

净土念佛法门特别强调念
佛要达到一心不乱，才能在临

经之后，而以普贤行愿品殿之，以成净土法门之一
大缘起。

命终时感得阿弥陀及诸圣众前

对于当代的学佛者来说，我们不仅修学净土法

来接引。净土经典中说，念佛

门时要做到念诵佛号是一心不乱，而且修学其他法

求生极乐世界，能不能往生的

门也需要一心不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修学各

关键，念佛之心专一，达到一

种法门时做到“制心一处，无事不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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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佛教”对
“人间佛教”构建的影响
■

文 • 王春华

■

佛教是人间的佛教，是现世的佛教，更是

本改变佛教传播的环境和手段。人人能够整合佛教

一个与时俱进的佛教。如何运用自媒体推动传

知识，人人能够共享知识，人人能够获取和使用知

统佛教与人间社会相结合，从而构建“人间佛

识。“微佛教”的各种公众平台的广泛建立，推动

教”，是当今佛教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正

着佛教向数字化、信息化方向发展，传统以纸质书

如净慧长老所言：
“‘人间佛教’不只是一个口号，

本和人为主要媒介的传播方式，正在逐渐倾向数字

而是一个不断地推进传统佛教与现实社会人生相

化的音、频、图、文等方式的传播。如网络上很多

结合的漫长过程。”本文通过对自媒体中典型的

佛教僧侣自媒体运用微信群的形式进行宗教传播活

社交工具“微信”的研究，来探索“人间佛教”

动，改变了传统面对面传播的情况。然而，“微佛

在“微时代”的发展，以及“微佛教”对“人间

教”不是给佛教文化带来颠覆，而是促使其在传播

佛教”构建的影响。

方式上革新和升级。佛教文化的传播，将形成一个
以数字化、信息化的“微佛教”为主，以寺院、纸

一、“微佛教”对传统佛教文化传播的影响

质书本和人际交流传播为辅，具有共享性、泛在性

（一）打破时、空限制

和多元结构的传播方式。

以往佛教文化资源主要集中在全国少数几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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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弱化了传统的教育和学习

的寺院中，对于小寺院和偏远地区的信众本身就不

在开放的“微佛教”的文化知识传播过程中，

公平。长期落后的传播方式，使得很多人没有足够

像五祖弘忍大师耳提面命为慧能讲解《金刚经》的

的机会很好地了解和学习佛教文化。微信等自媒体

传统教育的模式将可能被弱化，“尊师重道”的传

的使用促使了佛教文化广泛地传播，它推送便捷自

统也有可能会受到挑战。更多的人趋向利用“微佛

由，不需要占用空间资源。如北京华藏图书馆、世

教”平台满足自己对佛教文化的需求，使得社会中

界佛经图书馆和大象图书馆等微信公众号平台，极

多了一丝冰凉网络气息，少了一份师徒间面对面暖

大地促进了佛教资源的汇集和整合，实现了全球性

暖的人情味。学习者与传播者之间更多的是体现在

优质佛教文化资源的共享。传统因地域、时间和佛

知识和信息层面的交流，尤其是在家学习者和出家

教资源力量导致的文化鸿沟正在逐渐缩小，“微佛

弘扬佛教文化的僧人之间更为明显，宗教教育之中

教”突破传统的佛教传播的时、空资源限制，使得

的那种教人、育人的功能将受到极大弱化。

人们获取知识更加便捷、高效。

此外，“微佛教”时代触手可及的佛教文化音

（二）促进传播方式的变革

频、图文等资料，给人们的学习提供了便利。在乘

“微佛教”让佛教文化的传播从封闭走向开

公交车、工作休息之余，人们根据自己的兴趣随时

放，而且随着智能手机微信的使用，智能手机、手

随地就可了解一些佛教文化。学习者虽然拓宽了知

提电脑、平板电脑等泛在化移动的传播方式，从根

识面，但是由于“微佛教”资源的庞杂和碎片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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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在学习的深度上明显有所差距；另外，只言

丈微语、大德开示、佛光掠影）、普陀教育（初入

片语，蜻蜓点水和朝秦暮楚式地学习，更使得学习

佛门、僧伽培养、佛门义工、微话人生）普陀环保

者难以建立一个完整的佛教文化体系。加之“微佛

（禅茶素味、社会公益、健康人生、人生广角）、

教”内容鱼龙混杂，学习者的层次不一，以及部分

在线礼佛等不同佛教文化平台，从而满足了不同群

的贡高我慢、不尊师重教的心理情绪的存在，致使

体对佛教文化品味的需求，从而扩大了佛教在不同

人们很容易走错路、弯路。

群体之间的影响。
（三）因地制宜发掘文化，彰显本寺和地域特色

二、“人间佛教”的构建对“微佛教”的利用

佛教对微信等平台的建设不必做到千篇一律，

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佛教在城市化

要因地制宜地根据自身条件、建设富有本寺院传统

进程中对于城市文明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人

和区域化的特征，同时在弘扬某一教法、使得佛法

间佛教”已经为如何发挥佛教的道德、文明作用指

深入浅出易于被现在的人接受和吸收时，做到化整为

明了方向。“法无定法”，“微信”等自媒体只是

零，注意前后连续性，以适应人们在琐碎时间阅读和

一种社交网络工具，自身并没有任何的价值和道德

系统性吸收。如上海玉佛禅寺微信公众号中“方丈微

属性，但佛教对微信等自媒体的开发和使用是在

语”，短短几句平实的禅语，几秒钟就可以读完，但

践行“人间佛教”，是为城市文明建设服务的一

却给人们留下无穷的禅味和无尽的启迪；西安的华严

件“如意宝”。

宗祖庭至相寺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在对《景德传灯录》

（一）以实体为体，以虚拟为用

弘扬时，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划分为十五个部分，

“微佛教”之所以能在现实传播中发挥强大

每天早上六点四十左右发送微讯，十五天弘扬完毕，

功效的原因，是其有着一个强大的有形的实体佛教

从而保持了其思想的系统性。

存在，如寺院、居士林、佛教慈善组织等等。“一

另外，要注重深入发掘本寺院悠久的佛教文化

种理想的佛教文化传播的方式是充分整合虚拟的场

和地方区域的历史文化。西安鄠邑区三论宗的祖庭草

景与现实场景的各自优势，以互联网新媒体作为向

堂寺微信公众平台，发掘和继承鸠摩罗什大师的弘法

社会人士传播佛法、引导信众的虚体，以佛教寺庙

利生的精神，设“草堂寺佛学大讲堂”专栏，体现本

及相关的基金会、慈善组织作为让社会人士体验佛

寺的特色文化；河南嵩山少林寺官方网站的微信公众

法并服务信众实体在虚拟、现实之间形成的良性的

平台，设有“少林武术”一栏，无形之中对河南地方

人际与信息环境。”实体的佛教形式的存在是网络

的武术文化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弘扬佛教寺院文化

虚拟佛教发展的一个强有力的后盾和保障，而虚拟

与地方文化相得益彰，在促进佛教文化传播同时，也

的“微佛教”又为实体佛教寺院、慈善机构、念佛

为带动地方和区域社会发展提供动力。

团等组织发展的带来牵引力。倘若二者缺失其一，
在佛教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就不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三、结语

（二）发挥僧、俗各自优势，打造优质公众平台

佛教是古老的，佛教又是充满着时代朝气与时

当今中国佛教的创新发展和“人间佛教”理念

俱进的。佛教的历史是古老悠久的，但是佛教的传

的践行，既要抓住契机立足于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需

承者们和佛教焕发的慈、悲、喜、舍的精神是年轻

要，又要发挥“一个核心，两个主体”的作用，即

的、充满朝气的。佛教的“圆融”思想不仅仅体现

以“人间佛教”理念为核心，发挥僧、俗两个主体

在哲思上，还体现在理事和事事的圆融上，“人间

的在家、出家的优势；在共同的理念指导下，安守

佛教”积极把佛法与日常生活相融合，在处理社会

本职，求同存异，通力协作，施展各自的优势。

事情之间无处不彰显佛法圆融。同时“人间佛教”

法门八万四千，法法平等，无高下优劣，因

不仅仅表现在对佛教思想的践行上，还表现在佛教

不同根器而宣示不同教法。“佛法是应该契机的

传播途径的与时俱进上。“微佛教”便是传统佛教

（不是迎合低级趣味）了解现代中国人的动向，适

与当代网络自媒体相适应的产物，其对佛教文化的

应他、化导他，为以佛法济世的重要一着。”因

传播蕴含着无穷的潜力。我们应当“扣其两短，允

此“微佛教”公众平台的建设，应注意不同年龄

阙执中”，既要看到它的远大前景，又要洞悉它的

段、不同职业的群体，有针对性地开发不同专栏，

不足。使其对传播佛教文化，弘扬佛教的慈悲、平

打造优质的微信公众平台。如南普陀寺的公众号平

等等普世精神，构建“人间佛教”发挥更加积极的

台针对不同的群体设有：普陀佛学（经典导读、方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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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道要门
发心为首
		发心为首
■

■

清代净土宗高僧省庵大师(1686—1734)在

安乐国。”《大乘义章》卷九曰：“发菩提心者，

《劝发菩提心文》开篇即说：
“尝闻入道要门，发

菩提胡语，此翻名道。果德圆通故曰菩提。于大菩

心为首；修行急务，立愿居先。愿立则众生可度，

提起意趣求，名发菩提心。”
《显扬圣教论》卷二

心发则佛道堪成。苟不发广大心，立坚固愿，则纵

云：
“发心者，谓诸菩萨发菩提心。若诸菩萨、住

经尘劫，依然还在轮回；虽有修行，总是徒劳辛

菩萨法性，为欲利益十方世界所有有情，依彼行相

苦，故华严经云：
‘忘失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

强胜因缘，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发大誓愿，受

业’。忘失尚尔，况未发乎？故知欲学如来乘，必先

发心法。谓我必定当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度

具发菩萨愿，不可缓也。”省庵大师指出，修学并进

十方一切有情，令离诸烦恼故，及离诸苦难故。”

入佛道的要门，以发心为首要条件。发心是脱离六

菩提心是一切诸佛之种子，净法长养之良田，发

道轮回，成就佛道的基础和条件。一个修道者如果

此心，勤行精进，能够速证无上菩提。菩提心是

忘失菩提心修学各种善法，不仅难以入道，还往往

一切正愿之始、菩提之根本、大悲及菩萨学之所

会受到各种魔障的困扰。对于修学者来说，任何时

依。一切大乘菩萨学菩萨道，修菩萨行时，必须

候都不能忘失菩提心。如《华严经》云：
“勤修清静

发起菩提心。

波罗蜜，恒不忘失菩提心。”因此，省庵大师劝修
道者首先要发菩提心，才能与道相应，进入佛道。
发心，又称初发意、新发意、新发心、初心，
为发菩提心之略称，指发愿求无上菩提之心。也就
是发起求解脱苦难，往生净土或成佛之愿望。
对于发心的意义与作用，诸经典中都有论
述。《观无量寿经》曰：“三者发菩提
心，深信因果。”这是《观无量寿经》
论说净业三福中的第三种福行福，也就
是修行者要发大菩提心、深信因果、读
诵大乘经典、劝进行者、发愿往生净土
等。《无量寿经》卷下曰：“舍家弃欲
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无量寿
佛。”出家沙门既然舍欲出家，就应当发
菩提心，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华严
经》曰：“初发心时，便成正觉。”
《维
摩经慧远疏》曰：
“期求正真道，名为发
心。”上求无上佛道，就是真正发心。
《观经玄义分》曰：
“同发菩提心，往生
28

文 • 张瑞

菩提心依种种因缘得以发起。据《菩萨地持
经》卷一载，发菩提心有四种缘，以如是四种缘为
增上缘，欣乐佛之大智而发心。这四种缘分别为：
一、见闻诸佛菩萨之不可思议神通变化。二、
虽未见神变，但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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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及菩萨藏。三、虽不闻法，但自见法灭之相，

语，不顾身命，决定依行。佛遣舍者即舍，佛遣行

故护持正法。四、不见法灭之相，但见浊世众生

者即行，佛遣去者即去，是名随顺佛教，随顺佛

为烦恼所扰，而难得发心。《发菩提心经论·发心

意，是名随顺佛愿，是名真佛弟子。”

品》载有四缘：一、思维诸佛，二、观身之过患，
三、慈愍众生，四、求最胜之果。

第三为回向发愿心。回向发愿心，是指将自己
过去世及今生身口意三业所修的世间善业（五戒、

发心有不同的类别，其中常为修道者提及的

十善）与出世间的善根（持戒念佛，三学六度），

为三种发心。《观无量寿经》曰：
“佛告阿难及韦

以及随喜其他一切凡圣身口意三业所修的世间善法

提希，上品上生者，若有众生，愿生彼国者，发三

与出世间功德，悉皆于真实深信心中，回向愿生彼

种心，即便往生。何等为三？一者至诚心，二者深

西方极乐世界。能将一切修行功德如是回转趣向往

心，三者回向发愿心。具三心者，必生彼国。”如

生成佛的目标上，即名回向发愿心。回向发愿心的

果有众生发至诚心、深心、回向发愿心等三种心，

另一含义是说，欲将自己所修的善根、功德回转给

就能往生西方极乐国土，得上品上生。

众生，使往生净土。善导大师在《观经四帖疏》中

第一为至诚心。至诚心，是指真实愿生净土之

解说回向发愿心云：“三者回向发愿心。言回向发

心。隋高僧净影慧远在《观无量寿经义疏》中称，

愿心者，过去及以今生，身口意业所修世出世善

诚心者，起行不虚，实心求法。对修净土之人来

根，及随喜他一切凡圣身口意业所修世出世善根。

说，只有发真诚求生净土之心，才能为实现这种愿

以此自他所修善根，悉皆真实深信心中，回向愿生

望切实努力修行，以期早日往生净土。善导大师在

彼国，故名回向发愿心也。”

《观经四贴疏》中对至诚心有如是解说：“一者至

善导大师又言：“又回向发愿愿生者，必须

诚心，至者真，诚者实。欲明一切众生身口意业所

决定真实心中回向愿作得生想。此心深信，由若金

修解行必须真实心中作，不得外现贤善精进之相，

刚，不为一切异见异学，别解别行人等之所动乱破

内怀虚假，贪瞋邪伪，奸诈百端，恶性难侵，事同

坏。唯是决定一心，投正直进，不得闻彼人语。即

蛇蝎，虽起三业，名为杂毒之善，亦名虚假之行，

有进退，心生怯弱，回顾落道，即失往生之大益

不名真实业也。”善道大师认为，所谓至诚心，就

也。”也就是说，回向发愿愿生西方净土的人，必

是真实无伪之心。善导大师在《往生礼赞偈》中又

须从真实心中回向发愿作往生西方净土之想。将自

云：“至诚心者，身业礼拜彼佛，口业赞叹称扬彼

己的一念深信心，固若金刚，不会被异见异学，别

佛，意业专念观察彼佛，凡此三业必须真实。”也

解别行之人所动乱破坏。通过自己的决定一心，投

就是说，修净土之人，要身口意三业谦恭至诚拜

正直进，不会因为听到他人的话语，便有进退之

佛、赞佛、观佛，方可称为真实。

心，心生怯弱。

第二为深心。深心，指信乐殷切至诚，欲生

在《翻译名义集》卷十二中，也记载有有三种

西方极乐国土，即深愿净土之心。隋净影慧远《观

发心，即：一、发大智心，是指以智慧广求一切佛

无量寿经义疏》曰：“求心殷重，故曰深心。”

法，普令众生皆得法喜之乐。二、发大悲心，是指

《天台疏》曰：“深者佛果深高，以心往求，故

悲悯一切在生死中轮回，受尽各种痛苦的众生，发

曰深心。”善导大师在《观经四帖疏》解说深心

愿救拔众生的痛苦。三、发大愿心，依据四弘誓愿

云：“言深心者，即是深信之心也。亦有二种：一

的要求，发无上菩提之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

者决定深信自身现是，旷劫以来常没常流转，无有

在《释氏要览》中记载有三种发心：一、厌

出离之缘；二者决定深信彼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摄

离有为发心，即厌恶世间都是有为之法，因此会招

受众生，无疑无虑，乘彼愿力，定得往生。”善导

感三界生死之苦，为了能够出离此苦，就会发心修

大师认为，深心包涵两方面涵义：一是要深信自身

行。二、所求菩提发心，宿有善本，具正知见，欲

现是罪恶生死凡夫，旷劫以来经常在生死中流转，

求出世妙道，即发心修行。三、饶益有情发心，起

没有出离生死的殊胜机缘；二是要深信阿弥陀佛的

慈悲心，愍念世间一切众生受生死苦，即发心修

四十八种大愿，每一愿都是在摄受众生。只要众生

行，愿拔其苦而予其乐。

对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深信不疑，并且发愿求生，念

发心是修学各种法门的基础和首要条件。只

佛修行，就一定能顺利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善导大

有发大菩提心，修行才有足够的动力，最终成就佛

师又说：“深信者，仰愿一切行者等，一心唯信佛

道，广度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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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与岸—诗四首
■

文/图 • 心绢

墨池】

【

原谅风，腐朽前方故事
书页发黄，卷毛泛起光阴
草木枯萎书签一行字
狼藉的心，一季又醒

匆匆过江，月亮啊
翻过一座山峰一个草原，流浪
再往哪一处岸边
徘徊 观望

海韵】

【

千山之外，归来
浪花说着天外有天
白花花脚印，走过

五音不全汹涌，一排排
不成调的歌，一口口
鲸吞白岸，席卷沙洲

洗不净铅华容颜
白花花江水，一波波
勺起涛声 依旧
掌上一座围城，不得渡

沙洲蜃楼，拈一朵
水漩涡 梦镜露
亭亭莲荷，出尘千年
蘸湿老实墨池

翻来覆去，折叠云雨碎片
零落了哪一页
失魂断章

倘徉无意念的海
心，畅想
一道斜阳 攀登远山

青山隐隐，水静清明
月影剪开流霞
光，一缕缕婆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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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

【

划不出灯塔的线路
这一程巍巍高山开道
影子深沉，在日头透亮

海和潮拍打去不到的远方
心念的锚索 摇曳
拴在哪一个港湾

海和潮拍打靠不到的边防
摆渡的眼睛，远航
茫茫海域，苍凉了灯塔

黑夜背叛了星星

树】

【

落地前，风悄悄伏贴耳畔

白昼抛弃了阳光
而，岸的容颜一再变装

这一身残枝 剥落
曾经红黄黛绿，青春秀色

一张大经幡竖起
梵音，一束束光无量

看尽月儿，厮守朔望

陀罗尼 风中赞叹

初一瘦身十五丰盈
又何妨，再画一轮虚空

梦一再幻，褪去华裳
肉身醒来
无失亦无得

一了繁尘，真心就好
何苦，为一朵白莲
翩翩色染

潮来汐去，轻舟离岸
星光，缓缓滑落
一生荣灿，斯时已过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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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
构成了这个世界
■

佛说，一昼夜四万三千两百念。

张家珍

■

是我们的念头，而如何控制这些缥缈的念头，则
是佛教最基础的入门。通过念经、禅定、回溯等

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念头，念头就是你的想

等方式，佛教不断探索人该如何改变或者说纯净

法，看似好像来自于你，属于你，其实则是最难

那些念头。因为念头是构成这个世界的真实存在。

以控制的，所以禅宗总是说“调服诸心，见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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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我们可以想象，某件事情的出现，你的第一

量子物理已经通过双缝实验来证明，世界是由

个念头，是好是坏？如果你是一个悲观的人，你会

你的想法构成的。双缝实验中，科学家把构成这个

不由自主的想到不好，比如有人说，你中了4D，

世界的最小粒子，一颗一颗如弹珠般打在两道缝隙

你第一个念头或者会是“怎么可能是我？”；又

中，如果那些电子是一颗颗物质，那么它们通过两

或者我们在做善事的时候，我们是否会想到“自

条缝隙后，你会在缝隙后面看见两条线，但如果

己该有多少福报？”；我们在祈祷一件事情成功

它们是水波一样的能量的话，因为两条缝隙的相

的时候，是否会先想到失败怎么办？— 这些都

互干扰，它们会变成几条以上的线条。当实验开

佛化生活

始时，电子穿过缝隙后，呈现出了波的痕迹，科

举个例子，比如你的念头是“钱是最重要

学家认为电子是一种能量，可是，更神奇的是，

的”，那么当你面临亲情和钱的时候，你一直都

当他们安装了摄像机想要看到电子是如何变成波

会选择“钱”而放弃亲情或者家庭，就好像迷宫

纹的时候，电子居然变成了两条线！这个神奇的

之中，你一直选择同样的路线去走，所以你得到

现象在量子科学中称为“观察者效应”— 是指

的答案都一样，这就是所谓的“轮回”。而当你

构成世界的最小元素，其实会根据你的观测而呈

堪破了这个念头，你会选择亲情，你的轮回就随

现物质的样子。它直接证明了佛陀对于这个世界

之破除，你会跳出这件事的轮回，而走向新的方

理论：万物唯心造。

向，这就是生命的进步。我们荡尽轮回，是为了
体验和跳出，而非一直停留在原地重复。

或许，很多人会问，如果世界是我想象出来
的，那为何我的世界是现在这个样子？拥有烦恼、

那么如何让自己跳出这些念头呢？首先必须面

痛苦、执着、匮乏？而不是喜悦和丰盛的呢？原因

对过往形成这些念头的经历，为何你会认为“钱是

很简单，在于你是否真正能够控制你的心念。这也

最重要的？”是曾经有过什么样的过往经历，让

是佛学中龙树菩萨所提及的“唯识学”理论，你心

你产生了这样的念头？— 这就是佛陀成说的，

念中的内容，是如何产生的？

众生畏果，菩萨畏因— 因才是最重要的！什么

当2500年前佛陀在菩提树下证悟的时候，他

样的原因，成就了现在的果？你必须先要找出这
个因，它或许在累世累劫，又或者只在今生 ……

曾经回忆道，自己看见了自己百万世的轮回，而这

当你发现生命中开始了某些事情的轮回发生，你

些轮回的过程构成了他的信念—也就是心魔，他

就要开始注意，你的念头停留在何处？轮回并非

最终战胜了魔王的三个女儿和百万大军—象征着

一生一世，日出日落、花开花落、潮起潮落，都

自己的贪嗔痴和恐惧。他说，大地是他的见证。他

是轮回，生活中类似的发生也是，它是可以通过

是如何做到的呢？

你的念头而改变的。

很简单，他必须先去面对自己过往的人生经

接下来，你要找到自己的信念所在，用更加高

历。有人曾说，当你的心曾被魔侵入过，你未来

维的意识去看待，也就是《金刚经》中的，无我

的每一个决定都会与它有关。举例来说，如果你

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也就是所谓

经历过婚姻的失败，你在开始下一段感情的时候，

跳脱我、他人、个体、整体、时间、空间，去看

是否会被上一段影响？你小时候如果被人否定某类

待这件事。而这则需要更高维度的修行，去拉高

事情做不好，你长大后是否就会觉得那类事很难

每个人的意识维度。就如同你站在山顶，去看待

做到？如果你曾经被人伤害，你是否会讨厌那类

山下，你会更加清明的了解，真正的实相。

人？— 这个世界会让你沾染上许多你需要摆脱
的业力因果，而这些因果会形成你的信念，你要

当你通过生活中的情绪，回溯到某件事情，

做的，只是解脱这些信念，而进入觉悟的境界。

再通过这件事情，找到自己的信念，你真实地看

所以佛教才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并非

见自己的心念停留在哪里，你就能够去真实解决

放下杀生，而是放下一个念头：“为何我只有做

这些信念。穿越了时间、空间、个体、整体，你
就会开始体会佛陀所说的觉悟 ……

屠夫才能生存？”，当你放下这个念头，你就是
觉悟的开始，佛即是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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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
人生四大财务挑战
中文有句俗语，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尽早开
始打理个人财富可到帮到我们应对财务一生的财务挑

■

文 • 胡昌明

■

甚至几百万的花销。保守估计在这方面要耗费150万
以上。

战。
很多刚刚工作没几年的学弟学妹最初开始跟我谈

应对买房子的财务挑战

他们的财务状况的时候，都是月光族，即每个月收入

年轻人第一次担负大额债务通常都是从买房子开

支出相当，完全存不下钱。学弟学妹们一方面还没有

始的，特别是亚洲人的文化里拥有一处自己的住房是

转变学生时代奖学金也好父母资助的钱也好基本都是

成家立业的前提。我们假设一个人一生买两套住房，

有多少花多少的消费习惯，另一方面刚刚从校园步入

第一套是结婚之初买一套政府组屋，第二套房可能是

社会，满目琳琅的各种商品服务非常有吸引力，加上

有第二个小孩且经济更稳定以后换一套大一点的公

最初步入职场生活工作节奏紧张也来不及在财务上做

寓。这样把首付印花税还贷都算上在房子这方面是要

长远的规划，感觉反正一时也没什么地方需要花钱，

耗费150万以上。

不如及时行乐，乐得自在。事实上，我们真的有那么
多富余的钱可以随便花吗？我们不妨把关注点放的长

应对养小孩的财务挑战

远一点，来算一算寻常百姓从开始工作到退休能挣多

成家立业，有自己的小孩是幸福的事情，但是在

少钱，再算算这一生有哪些常见的财务挑战要花销多

财务上，孩子也是我们甜蜜的负担。亚洲人的文化如

少钱来应对，看看两者的差值，再来感觉一下自己的

果有能力，父母会尽力供养一个孩子读完大学，这样

财务状况富余不富余。

一个孩子身上光学费生就要花销二十多万，两个孩子
的话就要准备50万。

我们一生可以挣多少钱
我们一生可以挣多少钱呢？方便我们做这个头脑

应对自己的退休

实验，我们做一些合乎逻辑典型的假设，假设小明是

我们回到计算一生能挣多少钱的时候的假设，假

25岁离开大学开始工作，起薪是年薪4万，假设按每

设小明25岁开始工作年薪是4万计划65岁退休不再工

年涨薪幅度5%估算，35岁的时候大约年薪是6万，45

作，在65岁的时候打算至少可以准备供自己享受到85

岁的时候年薪大约是10万，读者可以比对自己的年龄

岁的钱（85岁大约是新加坡当下的平均寿命），这笔

和实际薪资参考估算的偏差，工作到65岁退休，这样

钱大约是250万到300万的样子，这个具体估算方法由

小明工作40年总收入大约是500万。下面的人生财务

于篇幅有限再次不赘述，未来有机会在我们专栏做一

挑战每项挑战可能的开销都是根据小明这样的人设来

期做退休财务规划的专题分享给大家参考。

进行合理估算的。

我们总结一下人生的四大财务挑战，应对疾病需
要准备150万以上，应对买房子需要准备150万以上，

人生四大财务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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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养小孩需要准备50万，应对自己退休需要准备

应对疾病的财务挑战

250万以上。这样估算，我们潜在可能要花销600万才

新加坡是一个医疗技术和条件非常发达的国家，

能过得好这一生，然而我们的实际总收入可能才500

也是医疗费用非常昂贵的国家。大学期间有个朋友不

万左右，加上父母辈的赠与和遗产可能总收入和总支

幸罹患过丙型肝炎(Hepatitis C)，接受快两年的时间的

出才差不多持平。难怪大家总是感觉，道理我都懂，

治疗，每周打一针，一针大约200新币，每个月要去

但是就是过不好这一生，真的是压力山大。

医院做血全检监察药物使用情况，一次200新币，出

难道在这么一个科技发达财富飞速增长的时代我

现药物副作用的时候还要接受其他辅助治疗。前前后

们普通老百姓的财富命运真的只能如此艰难吗？其实

后花了好几万。除了日常疾病医疗，每个人在人生的

如果早一点开始做个人的财务规划，早一点开始打理

最后阶段都可能面临一次重大疾病，可能需要几十万

个人财富，你会发现柳暗花明又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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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理财改变艰难的个人财富命运

推迟买房，按需买房

用医疗保险和重疾保险应对疾病财务挑战

我们最后说房子。前两天一个朋友自己工作攒钱

前面估算在疾病财务挑战方面，我们潜在要面

加上父母的资助攒了三十万，心血来潮想把这笔钱全部

临150万以上的开销，但是这个开销其实不一定都是

用来做首付直接买套公寓。这个朋友还不到三十岁，单

从自己的口袋里出。如果在年轻身体健康的时候及时

身。我问他为什么不考虑先用少量的现金流支出租房，

根据自己的财务情况配置了合适的医疗保险和重大疾

未来更稳定了根据实际需求再买房呢？这个朋友说反正

病保险，就可以很好的应对这方面的挑战。计算一下

早晚都是要买房子的，而且这笔钱如果不买房子也不知

新加坡各大保险公司的医疗保险保费，从25岁开始投

道还有什么地方用到，说不定就乱花掉了。后来我就是

保缴费，按照可以在私立医院住院手术报销的标准，

带着这个朋友做了前面的一些估算，算一算是不是真的

续保到100岁总共的费用大约是50万到60万，其中在

这笔钱没有其他用处，算一算是不是真的富余到可以把

70岁以前总的费用还不到15万，请注意这个计算没有

这笔钱全部用来买房子。最终朋友决定买房子的事情从

考虑未来通胀可能造成的保费提价。按照前面预设的

长计议。

小明的一生的收入情况，假设小明再额外配置一个一

我们这里讨论的是住房需求的买房不涉及到投资

旦生了重疾可以赔付50万的重疾保险，那么在医疗保

目的的买房，毕竟自住房并不能为我们有效的带来租

险和重疾保险这两种保险上小明的一生的保费成本大

金也不太可能未来因为增值会把它卖掉赚钱。买自住

约是70万到80万。也就是说小明从自己口袋掏七八十

房建议当做是一种消费，根据实际需求紧急程度量力

万，就可以有效应对这方面150万以上的开销。

投入。要知道真的租一辈子房子也是可以过日子的。

用长期稳定的储蓄计划为孩子准备大学开销

但是如果因为过早在住房上投入太多成了房奴而没有

养小孩的财务挑战估算当中，最主要的开销是

闲置的钱去配置在财务风险转移，养孩子和个人退休

为孩子准备上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如果今年喜得贵

上那可能得不偿失。而且前面的几个财务挑战和住房

子的话，算上通胀假设20年以后小孩子开始上大学，

相比，更难躲避并且更适宜及早开始规划。值得庆幸

大约要为孩子准备15到20万的钱，两个孩子就是30到

的是，在新加坡有政府组屋的制度，年轻人就更没有

40万的钱。准备退休的钱相比，准备教育开销没有那

必要那么急着买住房，要警惕在购买住房的时候特别

么灵活，可能不适宜用风险比较高的投资方式理财，

容易掉进奢侈消费的债务里面，很久都难翻身。

可以考虑用较低风险的长期储蓄计划来存。做一个估
算，为两个孩子分别用20年通过长期储蓄计划一共存

个人理财及早规划，收益良多

50万教育储蓄，假设年化回报率3%，则每年需要存约

现在，我们来看看通过合理的理财方法以后，应对

18500，20年需要存37万。也就是说提早规划从口袋

疾病的150万财务挑战我们只需要从收入里拿出80万，

里拿出37万就可以解决50万的供孩子上大学的开销。

应对养孩子的50万财务挑战我们只需要从收入里拿出37
万，应对退休的250万财务挑战我们只需要从收入里拿

用长期的科学定投提前准备退休基金

出40-65万。应对买房子这边假设还是需要拿出150万收

我们假设小明从25岁开始有收入的时候就开始

入，这样总共需要拿出300万多一点就可以有效的应对

通过可靠的渠道做基金定投，如果目标年化回报率是

600万的财务挑战。如果一生的收入有500万的话还能多

8%，坚持投资到65岁，积攒250万资产作为退休开销，

结余约200万可以用来在其他方面享受人生！

实际上每年只需要投资9700新币，40年一共需要投资
不到40万，如果目标年化回报率是6%，积攒250万需要

胡昌明，专业个人理财规划师，保险顾问。长期在各种

每年投资约16000新币，40年一共需要投资65万。也就

社群做线上线下科学理财相关的分享讲座。

是说从人生总收入里面拿出40-65万，就可以有效应对
到65岁要准备250万的退休财务挑战。再次提醒投资有
风险，并且合适个人的退休计划是需要综合考虑很多
其他因素的，比如如何用好CPF，个人风险承受能力都
要考虑在内。如果有需要为自己量身定做合适的退休
理财还是要寻求专业的个人理财顾问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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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大师的
		 日常

修炼

星云大师提倡的《人间佛教》与一行禅师弘
扬的《入世佛教》，重视佛教贴近社会，融入生
活，佛弟子可从他们的著作中理解佛法如何顺应
时代要求，启迪人心。
星云大师：“佛教管理学”
星云大师曾在其文章《佛教对应用管理的看
法》一文中指出：佛教自释迦牟尼佛创教以来，
就有一套独特的管理学，佛陀所建立的僧团，也有
健全的组织与完整的制度。法师分别从佛教经典、

好素养，加强自我管理的意识。《维摩诘经》指

丛林制度，以及佛陀对世俗社会的管理法做一次整

出了理想的社会管理制度，以期达到大小互融、

体性的整合，出版了这一套《佛教管理学》，全套

男女平等的公平社会。

共五册，内容分为《经典系列》《丛林系列》《弘

第二部分的《丛林系列》展现了丛林寺院内

法系列》与《两岸系列》四大主题，可说是星云大

整理有序，僧众相安无事的规矩管理；另外还有

师弘法十方，接触了社会各界，结识了各阶层人士

禅门公案也提供了丰富的管理教材，通过参禅问

后，管理实务与理念的一个结集。

道的师徒对话，启发了一套由内至外，由个体到

在《经典系列》中，大师以13部佛教经典来
宣说诸佛菩萨的管理法门：

第三部分的《弘法系列》记述了大师在社会

例如以《阿弥陀经》谈论自然生态的保护、

上、教育界、监狱、军中、警察部队中的弘法经

居住建筑的规划、经济生活的富足、人事制度改

过，如何在广结善缘的同时，让他人摄受佛法、

革的完善、三根普被的教育，以及和谐共生的倡

认识佛法，星云大师作了一个最佳示范。

导；另外，也可从《普门品》中学习观音菩萨的
慈悲、达到人际关系圆融无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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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管理法。

最后分为上下两册的《两岸系列》，大师则
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胸怀，为台湾社会

《华严经》中，可从善财童子的五十三参得

和谐及两岸和平，提出深刻建言，跨党派、跨族

到启发，学习不忘初心、吃苦耐劳、脚踏实地、

群、跨地区、跨宗教，期待创造出两岸和平发展

疑而好问、平等尊重、自我要求，解行并重等良

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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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禅师

		 《呼吸禅》《怎么吵》
你有多久没好好觉
察自己在做什么？
你的身体时时处在
紧张与不安？
你忙到忘了停下
来看看自己与身边的
人？

依，身行安住，禅就在你的一呼一吸间。
呼吸禅是最简单最即时的修行，也是专注与放
下的练习，一呼一吸，一出一入，调息、调心、调
身，觉察你的身体、感觉、思维正在经历什么，保
持正念，全心全意投入你所做的事情；明觉息触，
重拾内心的平静和自在。
一行禅师在书中提供具体的呼吸练习：从察觉

现在，只要一

日常的一动一行、摆脱习惯束缚、安度情绪风暴，

个呼吸，你就可以

到寻得内心归依。禅师还将祖师传承给他的教导

回到自己，转化内

为基础，创作了54首优美的修行偈颂，让你真实

在的焦虑；心息相

体验存在的喜悦，深刻地活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刻。

本书主张透过觉察力，还有对自己和他人的仁

禅师的方法非常直

慈之心，学习去松绑我们的愤怒、依赖、妄想及其

观，从聆听、感受下

带来的束缚。一行禅师以一贯清晰的理路、慈悲

手，讲的是一般人都

的感染力及幽默感，指出我们一般人在生气、挫

能体会，理解的方

折、失望、错觉的情境中，是如何反应。同时，

法。尤其是被忙碌

介绍切实的方法，来转化我们的欲望与困惑，如

生活节奏带着走的

果人人都学会善待自己的痛苦经验，就能帮助其

都市人，更能在

他人跨越类似的障碍，让世界更美好。

一切回归简单的

《怎么吵》是“跟一行禅师过日常”系列的第

过程中，找到自

六本，已经出版的包括《怎么坐》《怎么吃》《怎

己，碰触生命的

么爱》《怎么走》《怎么松》。禅师通过这一系列

肌理，实实在

丛书，为正念禅修的人提供简单明了的指导，书

在感受生活的

末“和平与和解的练习”列出实际可行的步骤，

喜悦。

让你感受何谓“苦他人之苦，减少无谓的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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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

与

青少年成长
■

漫画起源及社会效应

文 • 萧瑶

■

推广与创新。

漫画，是一种艺术形式，是用简单而夸张的

一直以来动漫作品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及

手法来描绘生活或时事的图画。一般运用变形、象

东南亚各国都大受欢迎、风靡一时，就如同日本人

征、暗示、影射的方法，构成幽默诙谐的画面或画

发明的卡拉OK一样，虽随时光流逝、斗转星移，就

面组，以取得讽刺或歌颂的效果。

算在互联网已经非常发达的今天，漫画依然被许多

漫画作为绘画作品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从

青少年所追捧，深深地沉迷其中。

最初作为少数人的兴趣爱好，已成为人们的普遍读

漫画有着各种故事情节和夸张的人物造型，

物，更是学生的最爱，并成为了漫画控。近年的作

构思可以天马行空。也可以把古今中外的人物同时

品主导一般为日本漫画和美国漫画。

邀集到一起，让他们在一个画面上演出奇异怪诞而

说起漫画，人们都以为它来源于日本，其实早

又意蕴深邃的喜剧。它不受时空观念的限制，人与

在十六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

物之间也可以对话，不同质、不同类的事物可以嫁

我们所熟知的画家列奥那多达芬奇作为代表人物在

接、交汇，可以借物喻人，借古喻今，可以人神交

十六世纪开始使用夸张的表现手法，本是作大壁画

游，幻想与现实同存，从而使画面产生幽默、诙

时，在小纸上的速写，但因夸张的画作，滑稽的表

谐、怪诞、风趣的艺术效果。

现，而开始了西洋的漫画。

动漫创作者对于动漫创作和其制作成本的投
入，让人们对于漫画进一步有了新的认知和欣赏，

日式漫画只是漫画的一种类型。16世纪漫画

娱乐效应所带来背后丰厚的经济收益，不得不承认

自西方传入日本，并发展出独特的绘画风格，逐

改编自漫画的故事情节，将故事搬上屏幕是影视界

渐在日本形成了拥有大量读者群的庞大产业，其

的一大创意。

影响也延伸到其他国家，其中宫崎骏入选美国漫

漫画的周边产品，如漫画人物形象，随动漫的

画殿堂。日式漫画并不局限于日本漫画，在华人

热播被广泛地制作并且投放市场，很难说是漫画人

地区、韩国、东南亚和欧美等地区也有许多这种

物被现实中的人们所接受和喜爱，还是完美的漫画

风格的作品。

人物不知不觉中影响了我们几代人的生活。

笔者最早接触它是通过电视媒体播放日本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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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大量的日本动画片被引入亚洲其他国家，这期

青少年看漫画的利与弊

间同时也产生了纸媒，如：漫画读物连载和漫画杂

凡事有利有弊，先谈有利的方面：

志等。那么当然也少不了漫画周边产品及Cosplay(动

最近笔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喜爱漫

漫真人秀、角色扮演)等的盛行。各国漫画协会也会

画的青少年会通过日本动漫学日语和绘画，多掌握

在世界各地轮流举办国际高峰论坛及漫画绘画作品

一门外语无疑是件好事，但任何学习都需要系统化

展，让各国漫画家们在一起交流、进行漫画文化的

学习，才会学有所成；临摹或创意的漫画都可能是

佛化生活
日后进行系统学习绘画的良好开端，无论语言或绘

途。由于各国动漫还没有严格的分级制度，同时在

画，兴趣都是最好的老师。

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长期以来，动漫的创作者

由于漫画创作的材料相比较其他绘画而言，较

与青少年的家长就处于一种博弈之中。

为简单和方便，所以起步并不难。首先用铅笔在普
通纸张上设计线稿；当线稿绘制完成，需要把线稿

图像文学新概念规避漫画的阴暗面

透写到原稿纸上以便进一步加工描边上色；用漫画

最近笔者刚从日本考察文化艺术回来后，随即

专用笔各种笔尖配合黑色墨水分别对不同的线条进

连线了国际上知名漫画家本人，也是漫画研究会理

行加工；用漫画专用笔各种笔尖配合彩色墨水分别

事，曾因漫画作品的影响力接受日本NHK电视台专

对画面上不同的元素上色；最后用修白墨水加以修

访报道。与他就目前各国漫画的业态及未来作了深

饰和绘制高光等画面效果；绘制完毕后可将原稿纸

入探讨，并且他提出了更好的创意和发展方向，规

用于印刷、出版、扫描等技术处理，最后的画面效

避漫画的阴暗面。

果会变得非常专业和具有欣赏价值。
再者，动漫是一种思维，一个人所具备的各项
素质靠思维决定。动漫首先是一种联想和形象的思

他说：图像文学是在传统漫画、绘本等连环画
读物基础上的创造性发展。它不仅要拓展图文叙事
的表现范围，更会提升该表现形式的艺术内涵。

维，能开发右脑的形象思维，而右脑恰恰是创新能

图像文学的学术核心为“美文美图”，是指具有

力的源泉。学习动漫、需要从总体把握，学习统筹

较强艺术性的文学与绘画作品。其表现形式是通过

能力，进而刺激右脑的想象力、创新力，让孩子敢

图像叙事手法将二者完美结合形成类似漫画、连环

于大胆想象，学会创作，提升原创能力。

画的新型图文绘本读物。其题材范围除小说以外更

另外，漫画所带来的娱乐性也深具其义，让学

扩散至诗歌、散文、哲学等更广泛的文化领域。图像

生们在紧张压力的课余可以放松、减压，其故事情

文学的创作定位更侧重于艺术性、思想性与学术性。

节和美工方面足以让青少年喜闻乐见。
日本动漫会社影响力最大的杂志会社宗旨是：
友情、努力、胜利，这会兼顾良好的社会影响及商
业影响。

图像文学概念的确立利于向世界推广和宣传世
界优秀文化，通过这种更有深度的表现形式与世界
经典文化相结合。
我们诚挚期待未来的漫画能带给世人更多有内

我们能够在《火影忍者》中学习到漩涡鸣人永

涵、有精神力量的追求，照亮莘莘学子心里软弱的

不言弃的精神和决不放弃的勇气；能够在《死神》

角落，指引他们青春岁月的成长；让青少年们从漫

里学习黑崎一护为了守护而迸发的果敢；能够在

画中受到良好的启发，更健康、更乐于拥抱梦想；

《海贼王》里享受纯粹的友情和说一不二，敢于争

只有深植于心的经典才能铸造出永恒。

取自由的“海贼王精神” 。
无数的经典作品和经典人物已经深入人心，
远到阿童木、樱木花道、哆啦A梦、近到艾伦.耶格
尔等，现实生活中难以教给我们的勇气、坚定、友
谊，在这里很简单就能得到。
而弊端也是显而易见，如今的漫画很多为了追
求商业方面的效益，迎合大部分没有素质观众的审
美，也是屡见不鲜，因此市场上逐渐充斥着各种恶
俗，甚至是暴力和色情的动画角色；作为缺乏辨别
能力的青少年来说，如果接触到这些毫无内涵的漫
画是弊大于利的。虽然不是每个学生都会看与自己
年龄不符的漫画，但在缺乏自制力和好奇心的驱使
下，难免做出错误的选择；与此同时，学校和家长
双管齐下的监管也显得尤为重要。以免因为青少年
的心智不成熟，看了带有负面影响的动漫而误入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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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说



漫
画

烧
像
御
寒

释迦牟尼佛创始佛教，
并不主张立像

■

梁
士
清
■

2
后人为了怀
念佛陀的教
诲 ，竖 立佛
像以示敬意


( 从佛 家 来 说 ，它 是 彻 底 破
除“相”的观点，因为佛家重
在“心”“性”方面的修行，
成佛是由“心”脱去烦恼尘埃
所致，凡是执外境的‘相’,一
切烦恼皆由此而生)




(‘禅道'法门，所谓“心无外法”，
把“一 切像”(包括 佛像)，统统否
定，最典型的例子是“丹霞烧佛”
的故事

一日，郑 州 的
丹霞禅师前往
惠林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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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寒冷，他随即拿起
木头佛像烧火御寒，寺
主因此大声责备他



我正在寻找
舍利子啊




既然是木头，
那为什么还要
责怪我呢？

于是，寺主也走上
前烤火，结果眉毛
全部给烧掉了

这是木头哪
里来的舍利
子呢？


有人 问 真 觉
大 师 ：丹 霞
烧 木 佛 ，上
座(指惠林
寺主人)有什
么 过 错 呢？
真觉 大 师 回
答 ：上 座 看
到的是佛


丹
霞
烧
的
是
木
头

那么丹
霞又怎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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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
画
说
禅

不住

色

■

赵宏编写并配图

■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有提到“色不异空,
空不异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行识, 亦复如
是, 舍利子, 是诸法空相, 不生不灭, 不垢不净, 不
增不减, 是故空中无色, 无受想行识, 无眼耳鼻舌身
意, 无色声香味触法, 无眼界, 乃至无意识界, 无无
明, 亦无无明尽, 乃至无老死, 亦无老死尽,无苦集
灭道, 无智亦无得”，佛弟子都是熟知的，这里面
提到了色，那色到底是什么呢？
大德南怀瑾曾在一部书中这样解释：佛学里
有四种色，它们是：有表色、无表色、极微色、
极迥色。
有表色是指世界上的光色，青黄蓝白黑，以及
长短高矮等，是可以表示出来的，就连我们地火水
风的物质世界，包括我们的肉体，都属于有表色。
无表色是指精神方面的，是抽象的，没有办
法表示，只是知道有这样一样东西，科学上也可
以证明存在，但却无法表达到的，叫无表色，比
如意识、晕眩、恶心。
极微色差不多就是现在所说的原子、核子等
各种微粒子，人的眼睛看不见，但科学仪器还是
可以探测的到的，称为极微色。
极迥色指的是很远大的东西，比如宇宙、银
河系等等。
那么，什么是不住色呢？
佛法上说，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意
思就是不要我们在色、相上布施，不要有对象的
观念，或者说，这个世界原本是空的，虚妄的，
不要把心念放在你能感受到的周遭世界上，四大
皆空，只要心中有佛，放下即可，不必有牵挂。
42

佛化生活

佛
教
文
物

素
食
●

斋
料

●

书
籍

●

健
康
食
品

15 Shaw Road, #05-01
Teo Industrial Building, Singapore 367953
Tel: 92323692 (Monday to Friday) 10am-6pm
www.blueskydelig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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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服
务

5 Koek Road #01-25/27
Cuppage Plaza (S) 228796
Tel: 67362089 Fax: 67371824

素 食 林

殡
仪
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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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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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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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园干湿洗
WASH-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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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Ceylon Rd S (429607)

TEL: 63440820

长青佛教文化服务社

殡
仪
服
务

EVERGREEN BUDDHIST CULTUR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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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s.indd 45

3

有意刊登广告着，请拨电询问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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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佛教总会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2020年 活动表 Year 2020 Activities

59 Lorong 24A Geylang Singapore 398583
Tel: 67444635 Fax: 67473618 email: buddhist@singnet.com.sg website: www.buddhist.org.sg

心净身安八关斋
Eight Precept Retreat
1/1 / 星期三 Wednesday / 9am - 9pm
皈依仪式 @12.30pm - 广品法师主持
赞助费 Sponsor Fee $30

新春团拜
Lunar New Year Celebration
1/2 / 正月初八 / 星期六 Saturday
10am - 12pm
备素食午餐 Lunch is Provided

礼千佛集福慧法会
Prostration to Thousand
Buddhas Dharma Assembly

周日学校 - 华文
Sunday School - In Mandarin
第1学期 : 5-1 至 17-5
第2学期 : 5-7 至 30-8
星期日 Sunday / 9.30am - 11.30am
报名费 Registration Fee $100 / yearly 每学年

Adult English Dharma Class
1st semester : 6-3 to 12-6
2nd semester : 3-7 to 25-9
Friday / 7.30pm - 9.30pm
Registration Fee $100 / yearly

成人华文佛学班
Adult Chinese Dharma Class

Organized by Adult Dharma Class
Students' Society
New Year Countdown to Usher 2021
Whole Night Chanting & Meditation
31-12 to 1-1-2021 / In English
Thursday to Friday / 11pm - 6am
Light Refreshment is Provided

Organized by Adult Dharma Class
Students' Society
Puja Service / In English
Sunday / 9.30am -11.30am
8/3, 12/4, 10/5, 14/6, 12/7, (16/8), 13/9, 11/10
Lunch is Provided

成人佛学班同学会主办
常月共修 / 华语
Adult Dharma Class
Students' Society
Group Chanting / In Mandarin

第1学期 : 6-3 至 12-6
第2学期 : 3-7 至 6-11
1/3, 7/6, 6/9 / 星期日 Sunday / 9am - 5pm
星期日 Sunday / 9.30am -12pm
星期五 Friday / 7.30pm - 9.30pm
备素食早午餐 Breakfast & Lunch is Provided
29/3,
(3/5),
31/5, 28/6, 26/7, 30/8, 27/9, 25/10
报名费 Registration Fee $100 / yearly 每学年
备素食午餐 Lunch is Provided

护国佑民大斋天
Zhai Tian Ritual
2/8 / 星期日 Sunday / 8am -11am
赞助费 Sponsor Fee $100

卫塞庆典
Vesak Celebration
26/4 / 星期日 Sunday / 10am to 5pm
@义安城广场 Ngee Ann City Civic Plaza
( 乌节路 Orchard Roa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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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学校师资培训班 - 华文
Sunday School Teachers' Training
In Mandarin
19/4, 17/5, 21/6, 19/7, 16/8,
20/9, 18/10, 15/11-日営
星期日 Sunday / 2pm - 5pm
赞助费 Sponsor Fee $50

友园 - 活动
You Yuan - Gathering
每星期日 / Every Sunday / 2.30pm to 5.30pm

成人佛学班迎新暨结业典礼
Adults Dharma Class
Orientation & Graduation Ceremony

清洁组 - 清洁活动
Housekeeping Team
Cleaning Task

29/2/星期六 Saturday / 7.30pm - 9.15pm
备素食晚餐 Dinner is Provided
(6pm-7.30pm)

21/3, 18/4, 20/6, 18/7, 15/8,
19/9, 17/10, 21/11, 19/12
星期六 Saturday / 2pm - 5pm

欢迎助刊

欢迎助刊

We need your support!
The Nanyang Buddhist is a quarterly journal
published by the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with the release of its inaugural issue on 30 May
1969, it remains one of the longest on-going
Buddhist journal in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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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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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ain objectives of publishing this
journal is for purification of human minds and
propagation of genuine Buddhism through
dissemination of selected high quality articles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on Dharma and
Praj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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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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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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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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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 洋 佛 教 助 刊 表 格
姓名

		

Name

:

助印款项
Amount

:

联络电话		

支票号码

Contact No :

Cheque No :

地

址				

Addres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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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

区

Postal Code :

中加上符号。

A. 祈 愿 （ 姓 名 ）
  智 慧 增 长

  身 体 健 康

  业 障 消 除

  其 他

  生 辰 快 乐

  莲 增 上 品

  其 他

B. 回 向 （ 姓 名）
  福 慧 双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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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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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刊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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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皆均

$300.00

吴莉贞

$100.00

Boon Ai Peng

$60.00

Tommy Lim Kian Meng

$50.00

杨春荣

$50.00

林徽妤

回向林道岸（已故） 莲增上品

$300.00

杜来珠

祈愿杜来珠合家身体健康、业障消除。回向已故家翁黄怡北莲增上品

$300.00

卓云云

祈愿苏张于，黄英身体健康、业障消除

$200.00

卓云云

回向卓进金莲增上品

$200.00

Cheong Wee Hun

祈愿章维汉，潘丽琼，章伶励，章慈恩智慧增长，身体健康，业障消除

$100.00

Yeo Keng Kheong

祈愿 Yeo Keng Kheong 业障消除

$70.00

Lu Yew Sing

祈愿吕思宏、吕思融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生活美满

$50.00

吴昕宜、吴炳彦

祈愿吴昕宜、吴炳彦智慧增长，业障消除，学业进步，身体健康，工
作顺利。回向累劫冤亲债主，十方法界众生皆共成佛道

$40.00

萧雪梅

祈愿周兰芳智慧增长，业障消除

$30.00

许丽珍

祈愿合家智慧增长、身体健康、业障消除

$30.00

杨庆伟、杨庆銮

回向已故父亲杨善年莲增上品、往生极乐世界

$30.00

尤莲珠

祈愿尤莲珠、吴荣源、吴佳美，身体健康，业障消除

$20.00

已故宏船长老

回向众生皆得大涅槃

$60.00

已故妙理和尚尼

回向众生皆得大涅槃

$60.00

陈木浩，谢梨娟
（已故）

回向历代祖先、厉劫冤亲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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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佛
学
班
招
生

新加坡佛教总会
2020年招生
周日学校－华文

儿童组－6 至 12 岁
少年组－13 至 16 岁
一月五日开课 / 每星期日
9.30－11.30am / 报名费$100

成人佛学班－华文 / 英文 ( 17岁以上 )
三月六日开课 / 每星期五
7.30－9.30pm / 报名费$100

周日学校师资培训班－华文

四月十九日开课 / 每个月第三个星期日
2 －5pm / 赞助费$50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Adults Dharma Classes (In English)
Enrolment for year 2020
17 years old & above / Fee: $100 per year
Friday from 6th March 2020 / 7.30pm to 9.30pm

请上网或亲临二楼办事处报名
Pls register online or visit us@2nd floor office
59 Lorong 24A Geylang (398583) Tel 67444635 Fax: 67473618
email:buddhist@singnet.com.sg website: www.buddhist.org.sg

慈行
利世
COMPASSIONATE DEEDS
FOR UNIVERSAL WELL-BEING

主宾 Guest-of-Honour

黄循财先生

国家发展部长兼第二财政部长
Mr. Lawrence Wong

Minister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Second Minister for Finance

卫塞庆典2564

VESAK CELEBRATIONS
26 April 2020

星期日 Sunday
10am to 5pm

义安城广场 Ngee Ann City, Civic Plaza
(乌节路 Orchard Road)
活动包括 Activities:

· 浴佛·供花·供灯、祈福仪式·表演·游戏·素食义卖会
· Bathing of Prince Siddhartha · Offering of flowers and Lamps
· Blessing ceremony · Performances · Games · Vegetarian food fair

主办／售票处：新加坡佛教总会
Coupons can be purchased at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主办者

Organiser

新加坡佛教总会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询问 Enquiries ：6744 4635
网站 Website ：www.buddhist.org.sg
地址 Address ：59 Lorong 24A Geylang
Singapore 398583

主要赞助者

Main Sponsors

观音堂佛祖庙

Kwan Im Thong
Hood Cho Temp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