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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菩提学校与文殊中学特别以“Stylo

不同的方

Mylo”（此为新式英语，意指“很潮”、“很

式。她也指

范”，更传统一点的说法是指外貌与行为上的风格

出，老师应该为自己

特别有气质、有格调，可成为别人模仿的对象）为

所付出的感到自豪，并继续以各自的风格去

今年的谢师宴主题，所以老师们都摆脱了平日严谨

启发学生。

的作风，改以轻松自在的“酷”形象出席。

文殊中学校长沈聰文亦感谢老师们，在教

谢师宴的“潮”不止于出席宾客的穿着上，

育上对同学们的循循善诱，让他们可以迎向生活

也展现在节目的安排上。老师们除了放下身段，

上不同的挑战，并在教师节送上他至诚的祝福。

跑到舞台上表演歌舞。宴会上最大的惊喜莫过于

两校校长双双表示，感谢佛教总会的支持与

别开生面的“时装表演“，那是利用了循环物品即

赞助，使到谢师宴顺利举行。

场制造服饰，参赛者无不天马行空，充分发挥他们
的创意，为大家带来一个夺目炫灿的视觉飨宴。
菩提学校校长林惠珉在晚宴上指出，“今
日身为人师的确不易，因为老师不只是担任一个

由于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广品法师轮值新
加坡宗教联谊会正率领宗联会代表团访问中国，
所以由总务组副主任有广法师代为主持晚宴和致
词。

角色，而是在不同的情境担任不同的角色，去应

有广法师指出，培育人才需要时间，也需

付不同的挑战。”林校长表示，老师们各有“风

要精力。他引用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哲学家管仲的

格”，不在于穿着上，而是在于他们在教育上不

话，来阐述他的观点。他说：“ 管仲曾说：一

同层面的处理方式、例如，与孩子们的每日问

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

候，就有“ good moring class” “good after-

之计，莫如树人。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十年树

noon boys and girls”“同学们，早上好！”等

木、百年树人”，意思是指培养人才不但是立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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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邦的百年大计，也表示培育人才是很不容易。”

最后，有广法师代表佛总理事会和两校董事

法师指出了新加坡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占了很

会向老师们表达最诚挚的谢意，以感谢他们多年

大的比例，2019年的财政预算中，教育开支占

来的劳心劳力，孜孜不倦地为教育所付出的一切。

GDP的2.6%，仅次于国防的3.1%。因此，新加

是晚，主办单位颁发了对学校有不俗贡献教

坡佛教总会也深知教育在建国过程中的重要性，

职员，得奖人名单如下列：

它在1949年创会的同时，也创办了菩提学校，随
后在1982年创办文殊中学，为国家培育人才方面
作出了贡献。

Long Service Award 2019 Recipients / 教师节晚宴 / 9月4日
S/N

Name

No.of Years

School

1

Seah Kim Huah

35

MBS

2

Su-Teo Irene

30

MBS

3

Liew Sio Hong

25

MBS

4

Ong Sze Sze

20

MBS

5

Chew Wan Yee Grace

20

MBS

6

Lee Kai Ling

15

MBS

7

Wi Kar Lin Magdelene

15

MBS

来承担这项神圣和重大的任务。”他强调说，“

8

Oh Chui Hoon

10

MBS

9

Whenne Ho

10

MBS

从古至今，教师是受人尊重的，他们启蒙了一代

10

Huzailinda Bte Hamid

10

MBS

11

Tan Chew Ping

10

MBS

又一代的学生，在传授知识给学生之外，也开解

12

Lim Hui Ching

10

MBS

13

Dai Guiping

10

MBS

他们的任何疑惑，使学生们增广见闻，茁壮成长

14

Phang-Lee Jia Min Cheryl

10

MJR

15

Khairunnisa Bte Yahya

10

MJR

16

Ong Mui Mui

10

MJR

17

Teh-Tay Hwee Cheng Angeline

10

MJR

18

Chan-Tan Chiew Bee Yvonne

15

MJR

19

Hafiz Emran Khan

15

MJR

20

Han Ah Teck Michael

15

MJR

21

Salina Binte Abdul Majid

15

MJR

22

Ng Imei

15

MJR

长吴志伟、现任高等法庭法官胡小萍、人工部常

23

Tan Ai Hua

15

MJR

24

Wi Kar Lin Magdelene

15

MJR

任秘书甘泽诠、官委议员何伟山以及各个领域的

25

Su-Teo Irene

30

MJR

26

Lau Yoke Heng

10

SBF Sunday School

人才，从而深受家长和邻近居民的推崇与欢迎，

27

Sally Ong Ann Ngee

10

SBF Sunday School

28

How Sow Fun

10

SBF Sunday School

这是在座现任与前任全体老师与行政人员无私奉

29

Ho Choo Hong

10

SBF Sunday School

献所取得的成果。”

30

Kong See Wan

10

SBF Sunday School

31

Ng Siew Chin

10

SBF Sunday School

“ 有了现代化校舍和先进教学设备的硬体设
施之外，任何成功的办学都必须拥有一代又一代
具备高度专业水平和献身精神的老师和行政人员

为国家的栋樑。”
“菩提学校和文殊中学自创校以来，以德智
体育美五育并重的教学方针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
优秀毕业生，这许多杰出的校友包括：前政务部

菩提学校教师

文殊中学教师

新加坡佛教总会
周日学校教师
（义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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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春安居士荣获公共服务奖章PBM

文殊中学副校长
王玮珊女士

Vice Principal
Mdm Heng Wei Shan
荣获表扬奖章
Commendation Medal

菩提学校副校长
汪明慧女士

文殊中学数学部主任
叶惠玲女士

Ms Yap Wei Ling Evelynn,
HOD Mathematics
荣获表扬奖章
Commendation Medal

Vice-Principal
Mrs Koh Ming Hwee
荣获长期服务奖
Long Service Medal

文殊中学老师

菩提学校英文老师
张丽贞小姐

菩提学校英文老师
柳小芳小姐

Teacher (English)
Miss Chong Lee Chen
荣获长期服务奖
Long Service Medal

Teacher Mr Mohd Jawahir
荣获长期服务奖
Long Service Medal

Teacher (English)
Miss Liew Sio Hong
荣获长期服务奖
Long Service Medal

3

Ads 4C.indd 3

15/10/19 2:21 pm

佛总资讯

佛陀教了哪两件

重要事儿？
■

佑桂

■

佛教总会周日学校结业典礼花絮
时光飞逝，俯仰之间，又来到了佛总周日学
校结业之时。今年的结业典礼于8月25日在六楼
课室举行。应邀出席今日结业典礼的主宾是佛教
总会秘书长苏满纳法师。
在法师带领大众向佛陀行三问讯后，立即为
大众开示；法师告诉小朋友们，读书就跟学佛一
样；佛陀教导我们非常重要的两件事，学佛的人
一定要具备的，那就是慈悲与智慧。 看到他人有
困难，应当伸出援手，尽力帮助，不求回馈，才
是真慈悲。在帮助他人的当下，以欢喜心来做，
而不培养贪心，才是有智慧。
开示后随即展开颁发小六和中四结业证书，

今年结业典礼的节目异常精彩，邀请到菩提学

共17名。接下来颁发全年勤学奖，共33名，每人

校三年级的学生表演快板—“说星星”及四年级

可获礼券一张，以资鼓励同学们一年来的坚持不

的学生表演相声—“ 不说数目字 ”。学生们动

懈。今年的特别奖人数超过往年，共9名，令人欣

作一致的拍板，字正腔圆的说唱，赢得了热烈的

慰。此奖项是颁发给持续修读6-7年的小朋友们以

掌声。老师们也不落人后，呈献给大家两首陶笛

及修读4年中学课程的大朋友们，特以此鼓励他们

吹奏—“点灯的孩子“及 爱国歌曲 —“家”

这么多年孜孜不倦的精神。此外，法师也颁发纪

，让人刮目相看。

念品给予劳苦功高的教师们，答谢他们这年来大
无畏的奉献精神。

典礼在影片欣赏中圆满结束。祝福小朋友们
身心健康！考试顺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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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百列菩提学生托管中心
假期活动花絮

又到了小朋友们
最爱的学校假期了！佛教总会属下
机构马林百列菩提学生托管中心的小朋友们
这次假期又会上哪儿去呢？十分凑巧地，新加坡
裕廊飞禽公园宣布从9月6日起免费开放给公众，于是
中心决定在9月11日带领小朋友到园里一游，一同找寻园
里的珍奇鸟兽！虽然有些小朋友来过不下数次，但是可爱俏
皮的动物永远是他们的最爱，永远百看不厌！所以这天出游
的小朋友人数也特别的多。看！大家浩浩荡荡的出发了哦！
这天虽然是个艳阳高照天，小朋友们个个走到汗流浃背，但
兴奋、热情的心不减，大家还是兴致高昂、笑容可掬的跟
鸟兽打招呼！个个目不转睛、比手划脚、指指点点，
非常的投入。午餐时间到了！小朋友们席地而
坐，开心的吃着中心为他们准备的汉堡包，
和鸟园里的飞禽动物们度过一个非
常愉快的一天！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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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turing future-ready
learners through

Mindfulness
Written by:
Ms Jerene Ang (HOD/CCE)
Mdm Salina Binte Abdul Majid (Senior Teacher/CCE)

Mindfulness refers to paying attention in a

Mindfulness is widely practised in some of the top

particular way: on purpose, in the present moment,

organisations and education institutions worldwide.

and nonjudgmentally (Jon Kabat-Zinn) - simply put,

Manjusri Secondary School began introducing

it is the art of being in the ‘now’. Promoting a mind-

Mindfulness strategies in 2019 as a means to

set galvanised by meaning and backed by research,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and well-being. It wa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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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s. These weekly practices which are led by
our 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CCE)
Committee teachers help our students to tune
in to themselves, their learning and well-being.
Additionally, these Mindfulness practices are
thematically introduced to bring about a range of
outcomes. For instance, in order to help our students
stay focused during lessons and calm down when
they are anxious, mindful listening practices and
mindful breathing exercises were taught to our
students. In order for our students to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and achieve optimal physical well-being,
practices such as mindful eating, mindful stretching
and mindful walking were shared with them. Before
our annual Road Run at Pasir Ris Park in April, we
presented tips on mindful running to our students so
that they could apply them during their races.
For Secondary One students, Mindfulness
intended to complement the school’s existing
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CCE) and
Building Learning Power (BLP) programmes. In
line with the school’s emphasis on building a vibrant
learning community of passionate and future-ready
learners, this programme aimed to equip Manjusrian
students with a repertoire of learning and selfregulation strategies which can enhance cognitive
outcomes, individual well-being and social-emotional
skills. The simple Mindfulness practices that are

practices were integrated with Social Skills lessons,
which are a part of the Secondary One CCE
curriculum. These are aimed at equipping students
with better impulse control and stress management
skills. This helps them transit to a new environment
in secondary school and establish good peer
relations because they are empowered to be fully
present and ready to learn.
At Co-curricular activities level, the Buddhist
Interact Club (BIC) members went through 10 weeks
of .b (pronounced as ‘dot-be’) workshop during

taught encourage them to be aware of and manage

their co-curricular sessions in the first Semester.

their thoughts, behaviours and emotions when

The course was conducted by certified Mindfulness

interacting with peers and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trainer, Mr Ong Pee Eng. Each session was expertly

successfully navigate their learning experiences. It

crafted to teach a distinct skill. The BIC students

also aims to help students become engaged learners

found the .b course enjoyable, useful and practical.

who strive for excellence as they take ownership in

The Mindfulness Learning Programme

purposefully directing their actions and processes

implemented in Manjusri Secondary School is

towards self-directed acquisition of information or

premised on the belief that better student outcomes

skills.

can be achieved by promoting students’ ownership

The Mindfulness Learning Programme is

in their learning and well-being. Such an approach

conducted at several platforms to help our students

that nurtures self-directed learners is aligned with

at different levels. MJR Moments takes place once

the emphasis on holistic student development and

a week after assembly in the multi-purpose hall

a well-rounded total curriculum that characterise

where the whole school is introduced to Mindfulness

Singapore’s education milieu.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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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于2019年6月3日举办了三年级文化营，

■

Hu Shanshan

■

一幅幅独一无二的指画。

此次活动旨在提供更多机会让学生了解中华文

黄梅戏作为中国五大剧种之一，其本身包含

化，从而提高他们对中华文化的兴趣，乃至让他

着非常浓厚的传统文化特色。我校此次的黄梅戏

们终身受益。

表演的剧目是《猪八戒巡山》。这次的表演不仅

此次的文化营共分为两大板块：课室活动和

充分向学生展示了传统文化的魅力，还结合了本

黄梅戏表演，而且这两大板块的主题都取材于中

地特色，从而让学生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而且，

国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西游记》是一
部经典的浪漫主义神魔古典小说，里面塑造了很
多个性鲜明的人物，深受大家的喜欢。
其中，课室活动又包括棒偶和指画，棒偶
来源于皮影戏，是中国传统艺术皮影戏的一种延
伸。学生跟着老师学习如何手工制作《西游记》

这次表演在最后更是点出主题：做事一定要认真
负责，学本领一定要有虚心、恒心和巧心，以此
来教导学生。
在活动进行中，可以看得出学生对课室活
动和黄梅戏表演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且能积极参

里面唐僧师徒等人的形象，并自行上色，做出了

与。而通过学生作品，也可以看得出他们确实从

一个个鲜活的棒偶。

中获益匪浅，基本上学生都能很好地完成棒偶和

而指画则是用手指沾上印泥或颜料之后印在

指画的创作。

纸上，就会出现一个个奇妙而独特的指印，这些

因此，此次举办文化营的目的也算达到了。

指印再加上一些点和线，就会变成有趣的图案。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要非常感谢家长义工们的

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发挥自己的创意，完成了

支持与帮助.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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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h Hoon Kian

■

2019年6月4日，菩提学校为四年级学生举办

学生就着手在灯笼上彩绘《三国演义》人物。有

了文化营活动。这一次的活动内容非常丰富，学

别于团扇的平面彩绘，学生要在圆形的灯笼上作

生除了在课堂上学习彩绘《三国演义》人物，体

画，会有一些难度。但是学生都能在老师的指导

验传统游戏《华容道》的游戏玩法，还有机会参

下，顺利地完成了各自的作品。

与文化常识比赛。

学生完成了彩绘《三国演义》人物后，就

菩提学校作为一所特选学校，一向都很关注

是他们最喜欢的游戏时间了。还没进行游戏之

学生的品德与文化素养。学校通过举办多姿多彩

前，老师先跟学生讲解《三国演义》里头的故

的文化营活动，播撒中华文化的种子，教授学生
中华文化常识，并让学生在快乐中学习，激发他
们对中华文化的兴趣，以学习文化知识为乐事，
从而成为中华文化的乐知者。
当天早上，学生七时三十分就到学校报到。
他们先到课室学习团扇彩绘。指导老师先讲解扇
画的文化背景知识、扇画的布局、绘画的基本技

事—华容道。接着，老师才教学生游戏的玩法
和规则。学生体验了华容道的游戏后，都纷纷表
示这个游戏很有趣。
休息过后，学生在表演艺术中心集合，参加
文化常识比赛。四年级文化常识比赛举办至今已迈
入第七个年头。经过初赛，老师们从每班选出了三

巧及注意事项，接着才切入绘画人物主题。老师

位学生代表班级参加决赛。决赛除了有必答题，还

给学生介绍要绘画的《三国演义》人物，他们的

有抢答题、动手题和观众题。比赛的题目是学生在

主要特征、性格特点等。每个学生就根据老师的

一至四年级文化课上所学的内容，涵盖了各种历史

指导在团扇上面绘画一个《三国演义》人物。学

故事及名人、华乐、象棋、茶艺、汉字发展等各种

生都很喜欢这个活动，他们在团扇上面绘画张

中华文化知识。学生们积极参与，比赛现场反应热

飞、关羽、刘备等。

烈。通过比赛，学生们的文化知识得到巩固，对华

学生完成了团扇彩绘后，接着又学习灯笼彩
绘。老师讲解了灯笼彩绘的文化背景知识、灯笼
彩绘的构图、绘画的基本技巧以及注意事项后，

文和文化的学习兴趣更浓了。
今年的四年级文化营活动圆满结束，学生们
表示参加了文化营活动，他们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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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g Meng San Phor Kark See Monastery (KMSPKS) celebrated our nation’s 46th birthday
on 9 August 2019 by holding The Compassionate Samadhi Water Repentance Puja.
Hundreds of devotees prayed for our nation’s prosperity during the annual ritual. The puja
is also performed to repent one’s unwholesome deeds, eliminate negativity, and dedicate merits
to departed 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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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lambana 2019

Grand Offering to Buddha and
Celestial Beings

On August 15 2019, KMSPKS hosted the annual

K M S P K S h e l d T h e G r a n d O ff e r i n g t o

Ullambana Festival prayers (also known as the

Buddha and Celestial Beings on 21 and 28

“Hungry Ghost Festivals”).

September 2019.
Led by esteemed Venerables, devotees
made offerings to the Celestial Beings (also
known as the “Celestial Dharma Protectors”)
as gratitude for their role as protectors of the
Triple Gem. Participating in the prayer yields
several benefits such as attaining good fortune
and health, increasing wisdom, and leading a
peaceful life.

Great Compassion Prayer Ceremony
‘Ullambana’ is a translation of the Sanskrit
word meaning deliverance from suffering,
signifying the liberation of tormented souls. The
festival also reinforces the importance of filial
piety. As such, devotees provide offerings and
prayers to their ancestors, while expressing
appreciation for their sacrifices.

The Great Compassion Prayer is held at
KMSPKS on the 27th day of every lunar month
as well as Avalokiteshvara Bodhisattva’s Birth,
Enlightenment and Renunciation Day.
The monthly prayer allows one to
repent for past negative karma and practise
Avalokiteshvara Bodhisattva’s noble qualities
of compassion, wisdom, motivation, and
right action. The prayer also cultivates selfawareness and purify their mind through the
Bodhisattva’s blessings.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Great Compassion
Prayer Ceremony, visit www.kmspk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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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经演唱会
将登陆狮 城

■

福智

■

国际著名佛乐唱作人黄慧音将于2020年1月

融合传统和新世纪佛乐精髓，由黄慧音及其组员净

11日莅新呈献一场别开生面的《心经》音乐会。

世金刚虔诚演唱。此外，制作也邀请了特别嘉宾与
艺术界舞者一起打造空灵唯美的舞台艺术，期待为

去年，黄慧音也曾率领她的团队到新加坡佛

观众带来触动心灵的感动与启发。

教总会属校菩提学校，举行一场小型的佛曲分享
会，与佛友、乐友分享新出专辑的歌曲。黄慧音

黄慧音说：“在這個新时代新世纪，音乐舞台

表示， 那一次的分享会属于一个专辑发布模式，

艺术属于强大且高效的弘法工具和渠道。身为佛教

一为宣传当时新专辑《地藏菩萨本愿经》的歌曲，

徒，音乐人和製作人，每一个舞台呈献都会尽心

二为与本地观众作近距离接触的同时，普及佛教教

尽力编排构思。除了内容要丰富，更想制作的诚

义与地藏菩萨行大愿的精神。

意和高水准不断吸引新的人群前来观赏或观摩。

跟上一回演出最大的不同是，《心经》演唱会

黄慧音是新世纪佛教音乐的佼佼者，曾为不

选择在滨海艺术音乐厅，单看场地就知道将是一个

少佛典经咒谱上清新悦耳的乐曲，并亲自唱诵，

整体性，大规模的制作。黄慧音开心地说：“ 这

她过去谱过曲的佛典经咒包括《慈经》、《金刚

是一个《心经》的专场，因为《心经》是除了佛

经》，《大悲咒》与《六字大明咒》等，二十年的

教徒以外，最多人知道的一部经文。我们将以八

耕耘产生了五十三张专辑和接近500多首的佛乐。

种语言来编乐唱诵，除了要宣扬心经的普世性，
更透过音乐体现世界一心，无分语，国界，种族
甚至宗教的融合。”

《心经》演唱会在移师狮城演出前，已于去年
在吉隆坡首演。因为表现手法新颖，引起了佛教
和艺术界的轰动和好奇，场场爆满，座无虚席。

据悉，这一次演出，除了跨越语言，还会善巧

黄慧音指出最大的挑战是，因为介绍不同语言不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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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版本《心经》的缘故，演唱成员净世金刚都要

黄慧音也表示，与她一起演出的净世金刚八

学习不同语言的心经，除了背诵，还有掌握发音

位成员，只有两位是全职，其余的，日间都有固

和拿捏不同乐种和时代背景的韵味。而对她个人

定工作，他们都是勤奋的安排好时间来排练，为

而言，她所面对的挑战就是在不同曲目演绎替换

佛乐尽一份力。“自2015净世慧音首演成立此男

的当下，尚能保持心无挂碍的空性。

唱团后，几年以来的默契越见成熟。更珍贵的是
互相之间的情谊和对佛乐弘法的一致目标，这些

“我们亦希望不同版本的《心经》，可藉着

已足于客服所有面对到的困难。”

不同舞台艺术的亮点带给观众视觉和听觉上的感
悟，是一个很特殊的经典演绎。曲风方面也尽量

在舞台上，黄慧音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音乐人；

多元，有传统也有现代风格，有扎实亦有空灵的

在生活中，她则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她感恩地

意蕴。”除了《心经》之外，黄慧音也选唱了几

说：“修学佛法的路程，《心经》肯定都在每一

首与观音法门相关的曲子来圆满整个乐章。

日点点滴滴的学习中体验着。站在舞台上是表演
也同时在诠释经文的内涵精髓，这也是修行。台

音乐之外，舞蹈也是黄慧音重视的一个表

上唱的台下是否在做，这个所谓的虎度门，对我

演元素，她说：“在一个世界级庄严前卫的舞台

来说，和每一天进出家门把持的那一股来去自如，

上，为配合经文而舞动的肢体韵律自是少不了。

无碍自在状态是一样的。”

刚柔兼备，体现观世音菩萨心经的大无畏大慈悲
是我要的舞蹈方向。”黄慧音对每一个大小制作

每一次的演出，黄慧音都是以一位弘法者的

演出都很重视。据她说，整个节目的筹备与排练

定位出发，她认为这是一位佛教徒必定修行的功

约有半年。

课，正为聚集资粮而努力。

14

HHY Concert.indd 14

15/10/19 1:40 pm

本期特稿

《法华经·分别功德品》
的思想要义
■

王欢

■

《法华经》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之一。是

示现灭度。佛陀常在此娑婆世界说法教化众生，

释迦牟尼佛晚年在王舍城灵鹫山为众弟子讲说的

也于十方无量无边国土教化利导众生。如来寿命

一部如何开悟成佛的重要经典。本经讲说了一乘

不可计数。当时，有无量无边阿僧祇众生听闻如

圆教，表达究竟圆满，微妙无上的清净了义。由

来寿命长远之后，得大饶益。本品中，佛陀告诉

于本经中所宣讲的内容至高无上，明示不分贫富

弥勒菩萨，在自己讲说如来寿命长远时，有六百

贵贱、人人皆可成佛，所以，也被誉为“经中之

八十万亿那由他恒河沙众生证得无生法忍；又有

王”。本经《分别功德品》分别讲述了众生信解

千倍菩萨，得闻持陀罗尼门；又有一世界微尘数

佛寿命劫数长远的功德，受持供养本经的功德，

菩萨，得乐说无碍辩才；……又有二四天下微尘

以及佛入灭后的众生受持本经的诸种功德。

数菩萨，于二生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又
有一四天下微尘数菩萨，于一生中当得阿耨多罗

一、信解佛寿长远的功德

三藐三菩提；又有八世界微尘数众生，皆发阿耨

本品是佛陀接着《如来寿量品》讲说的，在上

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一品中，佛陀应弥勒菩萨三请，讲说如来已于久远

佛陀在讲说诸菩萨因听闻如来寿命长远所得

劫前早已成佛，但为方便教化众生，令入佛道，而

利益时，当时虚空中的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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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下雨一样散落在无量百千万亿众宝树下、狮子

缯盖，香油、酥灯等物品供养这部经典，这个人

座上、诸佛身上。还有的花散落在七宝塔中、狮

受持、供养这部经典的功德无量无边，并由此而

子座上；也有散落在一切诸大菩萨及四众弟子身

证得佛的一切种智。经中的“一切种智”，即佛

上。又有细末旃檀、沉水香像下雨一样从空中落

智。相对一切智，一切种智则特指惟佛能得之智。

下。此时，空中天鼓自然鸣响，妙声深远。又有

即能以一种智慧觉知一切道法、一切众生之因种，

一千多种各种璎珞装饰的天衣像下雨一样从空中

并了达诸法之寂灭相及其行类差别之智。《大乘

落下；又有众宝香炉烧无价香， 自然皆悉周遍，

起信论》云：“诸佛如来离于见相，无所不遍，

供养大会。

心真实故，即是诸法之性。自体显照一切妄法，

这时，佛陀告诉弥勒菩萨言：“阿逸多，其有

有大智用，无量方便，随诸众生所应得解，皆能

众生，闻佛寿命长远如是，乃至能生一念信解，所

开示种种法义，是故得名一切种智。”《大智度

得功德、无有限量。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为阿耨

论》云：“所谓禅定、智慧等诸法，佛尽知诸法总

多罗三藐三菩提故，于八十万亿那由他劫，行五波

相、别相故，名为一切种智。……一切智是声闻、

罗蜜：檀波罗蜜、尸罗波罗蜜、羼提波罗密、毗梨

辟支佛事，道智是诸菩萨事，一切种智是佛事。”

耶波罗蜜、禅波罗蜜、除般若波罗蜜，以是功德比

佛陀又告诉弥勒菩萨言：

前功德，百分、千分、百千万亿分不及其一，乃至

阿逸多，若善男子、善女人，闻我说寿命长

算数譬喻所不能知。若善男子、善女人，有如是功

远，深心信解，则为见佛常在耆阇崛山，共大菩

德，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退者，无有是处。”

萨、诸声闻众，围绕说法。又见此娑婆世界，其

佛陀告诉弥勒菩萨，如果有众生听闻佛寿命长

地琉璃，坦然平正。阎浮檀金，以界八道，宝树

远不可计数，能生起一念信解，所得功德不可限

行列，诸台楼观、皆悉宝成，其菩萨众，咸处其

量。如果有善男信女为了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在

中。若有能如是观者，当知是为深信解相。

八十万亿那由他劫中，修行布施、持戒、忍辱、

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听闻佛寿命长久，能

精进、禅定等五种波罗蜜，虽然修这五种波罗蜜

够深心信解，以此功德，就能见到佛陀常在耆阇崛

的功德很大，但与信解佛寿命长远的功德相比，

山中，有众多大菩萨、声闻弟子围绕佛陀四周，

百分不及其一，千分不及其一，百千万亿分不及

听佛说法。这些善男子、善女人还能见到娑婆世

其一，乃至于用数字计算，用比喻来形容，都无法

界的土地，均以琉璃为地，平坦如镜。四面八方

穷尽。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具足了听闻佛寿命长

的大道都以阎浮檀金为界限，金、银、琉璃、玻

远的功德，他们将会证得佛果而永远不会退转。

璃、砗磲、赤珠、码瑙等七宝之树，都整齐地排
列成行。所有的亭台楼阁都是由七宝建造而成。

二、受持供养《法华经》的功德

众菩萨都住在这些亭台楼阁中。如果有人能观察

佛陀告诉弥勒菩萨，如果有人听闻佛寿命长

到这种境界，应当知道此人是对《法华经》有深

久，理解其中的义趣，这个人所获得的功德将不

心信解的。

可限量。他能开启与如来无二无别的无上智慧。
接着，佛陀告诉弥勒菩萨若人受持供养《法华经》

三、佛入灭后众生受持《法华经》的功德

的功德。经云：

在本品中，佛陀还向弥勒菩萨讲述了在佛灭度

阿逸多，若有闻佛寿命长远，解其言趣，是

之后，有人受持《法华经》的功德。经云：

人所得功德，无有限量，能起如来无上之慧。何

又复如来灭后，若闻是经而不毁呰，起随喜

况广闻是经，若教人闻，若自持、若教人持，若

心，当知已为深信解相，何况读诵、 受持之者，

自书、若教人书，若以华、香、璎珞、幢幡、缯

斯人则为顶戴如来。阿逸多，是善男子、善女人，

盖、香油、酥灯，供养经卷，是人功德无量无边，

不须为我复起塔寺及作僧坊，以四事供养众僧。所

能生一切种智。

以者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是经典者，

如果有人能广泛听闻《法华经》，并教别人听

为已起塔、造立僧坊、供养众僧。则为以佛舍利起

闻此经，或者自己受持、教人受持，或者自己书

七宝塔，高广渐小、至于梵天，悬诸幡盖、及众宝

写、教人书写此经，或者以花香、璎珞、幢幡、

铃，华、香、璎珞、末香、涂香、烧香、众鼓、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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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箫、笛、箜篌，种种舞戏，以妙音声、歌呗赞

定、勤求智慧，其功德最为殊胜，无量无边，如

颂，则为于无量千万亿劫作是供养已。

同虚空一样，东西南北、四维上下都无量无边。

在如来灭度之后，如果有人听闻这部《法华
经》，不诽谤本经，生起随喜之心，应当知道这

这些人的功德无量无边，他们很快就能证得与佛
无二的一切种智。

个人对《法华经》是有深心信解的，更何况有人

佛陀告诉弥勒菩萨，如果有人受持《法华

能够读诵、受持本经。这个人就是常由如来住于

经》，并且能够建造佛塔和僧房，供养赞叹声闻

他的头顶上。这些善男子、善女人，不需要为佛

众僧，此人便已经走向成佛道场，接近成就无上

建造塔寺，也不需要建造僧房；也不必以衣服、

正等正觉。经云：

饮食、汤药、卧具等四事供养僧众。这些读诵《

若人读诵受持是经，为他人说，若自书、若

法华经》的善男子、善女人，相当于已经为佛建

教人书，复能起塔，及造僧坊、供养赞叹声闻众

造佛塔、造立僧房、供养众僧。 这也相当于用佛

僧，亦以百千万亿赞叹之法，赞叹菩萨功德；又

舍利建起七宝佛塔，塔上悬挂着各种幡、盖以及

为他人，种种因缘，随义解说此法华经；复能清

宝铃，又有鲜花、妙香、璎珞、末香、涂香、烧

净持戒，与柔和者而共同止，忍辱无嗔，志念坚

香、众鼓、伎乐，箫、笛、箜篌等各种舞戏和微

固，常贵坐禅，得诸深定，精进勇猛，摄诸善法，

妙音声，歌颂赞扬善男子、善女人于无量千万亿

利根智慧，善答问难。阿逸多，若我灭后，诸善

劫中，作以上种种供养。

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是经典者，复有如是诸

佛陀还告弥勒菩萨，在自己灭度之后，有人

善功德，当知是人已趋道场，近阿耨多罗三藐三

听到这部《法华经》，能够坚信受持、或者自己

菩提，坐道树下。阿逸多，是善男子、善女人，

抄写，或者教别人抄写，他所成就的功德，就相

若坐、若立、若经行处，此中便应起塔，一切天

当于建造了僧房的功德。这座僧房是用赤旃檀木

人，皆应供养如佛之塔。

造成，有三十二座殿堂，有八棵多罗树的高度，

如果有人读诵、受持这部《法华经》，能够为

高广严饰。成百上千的比丘住于这座僧房中。僧

他人讲说，或者自己书写、教人书写这部经典，又

房中还有园林、浴池、经行处、禅窟、衣服、饮

能建造佛塔和僧房、供养赞叹声闻众僧，能以百千

食、床褥、汤药，以及一切乐具，充满其中。这

万亿种赞叹方法，赞叹菩萨的功德。又能以种种因

样的僧房楼阁数量可达百千万亿座，这就相当于

缘为他人随义解说这部《法华经》，使人信寿修

用如此众多的供具呈现在佛的面前供养佛，以及

学本经；又能够持戒清静，与柔顺温和之人共同

供养诸比丘僧。因此，佛陀说，在如来灭度之

修学；还能忍辱无嗔，志念坚固，并且经常坐禅

后，若有人能受持、读诵、为他人解说这部《法

修定，入禅定境界；也能精进勇猛，广修众善，

华经》，或者自己书写、教人书写、供养这部《

诸根慧利，善于答问《法华经》难解之义。在佛

法华经》所获得的功德，与建造佛塔和寺院，以

灭度之后，这些善男子、善女人能够受持、读诵

及建造僧房，供养众僧的功德是一样的。从这个

这部经典，又能勤修以上各种善业，这些人已经

意义上来说，受持这部《法华经》人，不需要再

走向成佛道场，近于获证无上正等正觉，相当于

通过建造佛塔和寺院，以及建造僧房，供养众僧

已经坐在即将成就佛果的菩提树下。在这些善男

来实现这种功德。

子、善女人坐、立，或经行的地方，均应建造佛

佛陀还向弥勒佛讲说了有人受持《法华经》
，同时兼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
若等六度的功德。经云：

塔，一切天人都应当像供养佛塔一样恭敬供养善
男子、善女人坐、立，或经行的地方。
综上所述，《法华经·分别功德品》分别讲

况复有人能持是经，兼行布施、持戒、忍辱、

述了若人信解佛寿命长远的功德，受持供养本经

精进、一心、智慧，其德最胜，无量无边，譬如虚

的功德，以及佛入灭后的受持本经并兼修各种善

空东西南北、四维上下，无量无边，是人功德，亦

行的无量功德。修学本经的人，如果能够依照经

复如是无量无边，疾至一切种智。

中所说，读诵、受持、为人解说这部经典，同时

有人在虔诚受持《法华经》的同时，还能够广
行布施、严持戒律、修忍辱行、精进勇猛、一心入

兼修持戒、建造塔寺、四事供养等各种善业，就
能够趣证菩提，成就佛果，圆满进入佛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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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中
观世音菩萨形象探析
■

汪文忠

■

观世音菩萨在佛教中是慈悲和智慧的化身，

会立即听到每一众生的音声而即时予以救济，所以

无论是在民间信仰还是在文学创作中，都具有极

叫做观世音。其实，菩萨这一称谓在佛教中并不是

其重要的地位。观世音菩萨不仅是慈悲精神的代

佛，而是佛的助理，是帮助佛来传播佛经教义的，

表，也是人们对于平等无私愿望的化身。因此，

也是来救助世人众生的。明代时期，社会的宗教氛

本文从《西游记》中观世音菩萨人物形象入手，

围越来越浓厚，人们对于观世音菩萨的崇拜也越来

深入的、立体的探析观世音菩萨的精神。

越高，其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已经远远超过了文殊菩
萨和地藏菩萨，甚至一度远高于如来佛祖。这正是

一
观世音菩萨这一形象并非出自小说，其自身就
是一尊古佛，是民间最受人尊敬的菩萨之一。随着
两汉之后佛教的不断深入发展，其形象也逐渐的本

因为观世音菩萨在人们看来是无所不能、无所畏惧
的菩萨，这一信仰盛况至今仍没有改变。

二

土化，并在文学作品中引入、演变。观世音菩萨的

观音菩萨在《西游记》中担任了两个重要的角

全称尊号是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色——西天取经的组织者和保护者。书中第八回写

《妙法莲华经》云：“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念恭

到如来佛祖想要找一个有法力的信士在东土寻找一

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若多嗔恚，常念恭敬观

个教徒经历千难万险取得三藏真经，永传东土，劝

世音菩萨，便得离嗔。若多痴愚，常念恭敬观世音

化众生，达到极乐世界。当观音菩萨从众佛中毛遂

菩萨，便得离痴。”

自荐时，如来佛祖笑称：“别个是也去不得，须是

观世音菩萨的形象在佛教中有两种解读，第一种

观音尊者，神通广大，方可去得。”只是寥寥几语

在《楞严经》第六卷中提及的：这位菩萨最初的修行

就把观音菩萨推到了众人前面。这一细节描写不仅

方法是向内自闻耳根中能闻的闻性，由此做到“动

是对其法力的肯定，也是直接表明了唐僧师徒四人

静二相，了然不生”。这段经书所言之意是观世音

的选取是由其决定的。观音菩萨策划了这一系列的

菩萨所代表的的是佛教中最基本也是最难做到的修

人物、路线和必要的经历，也就是说没有观音菩萨

行——切断欲望，不受外界的任何干扰和诱惑，不

的出现，西天取经的故事情节可能就是另一番风貌。

能有复杂的情感和想法，修行者就是要做到耳目清

观音菩萨在《西游记》中最大的特点就是法力

净和六根互通。第二种解释是《法华经·普门品》

高强，总是在师徒四人一筹莫展的时候出手相助，

所说：“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

扭转局面，帮助他们脱离险境，这也是取经者们能

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

够顺利到达西方取回真经的关键所在。她甚至对孙

声，皆得解脱。”也就是说，凡有众生，若在苦恼

悟空承诺，当他遇到危险的时候一定是叫天天应，

之时，只要能虔诚地称念观音圣号，观音菩萨便

叫地地灵的，必要时刻自己会出手帮助的，还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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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悟空三根能变换万千的毫毛，以求自身难保的情

音菩萨在接到如来佛祖的任务之后，在去往长安的

况下能顺利脱险。此外，观音菩萨在取经过程中也

途中她就以慈悲之心为唐僧寻觅护送的队伍：先是劝

降拿了许多妖魔鬼怪，如第十七回所述孙行者显示

解孙悟空安心在五指山下修行，等待唐僧的救赎，继

神通，观音院大小和尚并头陀知道惹了大祸，皆提

而在福陵山“指身为姓”收服了猪八戒，使其免受灾

心吊胆，盼望能寻到袈裟。悟空来到那妖所居住的

瘴之苦，又在流沙河边收了沙和尚，为他剃度，解除

洞旁，听见三人商量佛衣之事，悟空挥棒打死了蛇

了他每七日就要被利剑穿刺胸膛的磨难，最后又拯救

精变得白衣秀士，悟空又与那黑汉熊精相斗，结果

了小白龙，帮助他修成正果。这一系列的操行不仅顺

熊精逃走，悟空在洞外打死小妖得到请帖去参加却

利的组成了取经队伍，还救赎了几个灵魂，没让他们

被识破，悟空找菩萨。菩萨变为道士，拿着一个装

在成为妖魔的方向上深陷泥潭。而后，取经过程中，

着两颗丹的盘子去赴会，菩萨劝熊怪服下悟空变的

观音菩萨更是以其善良之心和宽广胸怀包容了更多的

仙丹。悟空在肚内使劲的折腾，熊精只好将偷来的

妖魔神兽。如在第十七回中，孙悟空大闹黑风山，

袈裟交回悟空，菩萨将黑熊怪收为自己的弟子。悟

一棒子打死了苍狼精，而观世音菩萨先是嗔怒孙悟

空回去后将袈裟交给唐僧。师徒二人又上路了。又

空为撒泼、滥杀，后配合孙悟空一同取回袈裟，且

如第四十九回中观音菩萨帮助悟空救唐僧的时候收

收服黑熊怪看管落伽山。又如第四十二回，菩萨在

了本事莲花池中金鱼精，算是领回了自己的宠物。

对战红孩儿之前特别嘱咐号山的本土神灵 道“我今

第七十一回的中，观音菩萨在孙悟空盜取了三个金

来此擒魔王。你与我把这团围打扫干净，要三百里

玲后顺势收去了金毛犼，飞身高坐回南海了。这些

远近的地方不准有一个生灵。”甚至强调要把小兽

小说情节都表现出了观音菩萨对取经者的保护与照

雏虫都安放在巅峰上。就连孙悟空都感叹“果然是

顾。不仅如此，当唐僧师徒四人遇到棘手的问题时，

一个大慈大悲的菩萨”。最后，她对红孩儿也是留

悟空也必然向观音菩萨寻求帮助。如在第二十六回

有恻隐之心，只是念咒让他悔过。

中，孙悟空偷取人参果之后还将树打倒毁坏，道士

知人善任是观音菩萨在《西游记》中的第二个

们要求赔偿恢复原貌，他四处寻求办法不得，只好

形象特点。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是慈悲和智慧的

再次去找观音菩萨，而菩萨只是将杨柳枝仔细洒上

化身，同时也是位心存慈善、不舍智谍的教育家，

净瓶中的水，口念佛经，人参树就又变得玉树葱葱

令四海八荒之人皆信服于她。在面对性格不同的四

且二三十个人参果完好如初。由此可见，观音菩萨

人时，她会从不同角度、有针对性地去进行教育和

不仅法力强大而且其法物也是很有威力的。

激发。在面对孙悟空的狂妄自大时，观音菩萨并没
有强硬的要求，而是通过点化的方式，在逐步的引

三
修行的路上必定会有千难万险，所遭受的一切

导中让孙悟空明白现实的苦难，从而主动的选择护

都是神佛对教徒的考验，人在困境中越坚韧，越有

送唐僧一路西天取经，顿悟佛门。对待猪八戒时，

毅力，那么他对信仰的坚定性就会越高。因此在百

因为他性本乖张，所以观音菩萨则是比较严厉的教

回本《西游记》中，师徒四人经常会遭到观世音菩

育和斥责。对待沙僧时则是温柔的鼓励和引导。观

萨所设计的考验。有的时候观音菩萨还会亲自去设

音菩萨在面对唐僧时，运用的不再是单一的方法和

局以考验他们的决心和毅力，而这种考验是全方位

情绪，首先是要帮助他建立自信而且要有众人面前

的。观世音菩萨从“色，受，想，行，识”这个方

有威信。如小说第十二回中有段对观世音菩萨的描

面对师徒四人做出了验证，这反而成为了他们成佛路

写：“瑞霭散缤纷，祥光护法身。九霄华汉里，现

上的助推。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观音菩萨是师徒四人

出女真人。那菩萨，头上戴一顶金叶纽，翠花铺，

的指引者，更是他们的朋友，是他们在危难时刻的化

放金光，生锐气的垂珠缨络。身上穿一领淡淡色，

解者。从让他们取经开始到取经归来，观世音菩萨始

浅浅妆，盘金龙，飞彩凤的结素蓝袍。胸前挂一面

终是他们“度一切苦厄”的幕后操作者和陪伴者。

对月明，舞清风，杂宝珠，攒翠玉的砌香环珮;腰间

观世音菩萨作为《西游记》小说的一个人物形

系一条冰蚕丝，织金边，登彩云，促瑶海的锦绣绒

象，其主要特点主要是：宅心仁厚、知人善任。宅

裙。面前又领一个飞东洋，游普世，感恩行孝，黄

心仁厚。慈悲为怀是观音菩萨与生俱来的特点，也

毛红嘴白鹦哥。手内托着一个施恩济世的宝瓶，瓶

是她作为小说中佛菩萨形象的主要标志。首先，观

内插着一枝洒青霄，撒大恶，扫开残雾垂杨柳。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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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穿绣扣，金莲足下深。三天许出入，这才是救苦
救难观世音。”作者用大量的笔墨从穿戴到法物，
从首饰到配件，对观世音菩萨的外在形象进行了描
绘，不仅传递出她的圣洁、和蔼、慈善，使她成为
读者心目中一位集真善美于一身、普济世人的女神
形象，而且从侧面肯定了唐僧的讲解，让他相信自
己可以顺利的到达西方并且拿到真经。等到唐僧开
始上路西行的时候，菩萨则是对唐僧用了劝诫和开
导的方式，让他明白作为师父要合理的掌握团队领
导者的身份和主导权，协调好徒弟之间的关系，削
弱矛盾以求顺利的得到真经，返回东土。
作者在塑造观世音菩萨形象的时候恰当的融入
了中国古代女子的元素，从而使原本就普及世人的
菩萨增添了女性的善良体贴、关爱生命、呵护弱小
和广博母爱的性格特征，因此《西游记》中的观世
音菩萨不再只是佛教救世主，而是多了些社会责任
感和符号化了的女性光辉。在书中诸多情节中，观
世音菩萨在解决完事情之后，都會从一位母亲的
角度出发去教化妖魔鬼怪，最后又把他们收入门
下，在这些过程中观世音菩萨都会带有一种女性的
光辉和母爱的伟大。尤其是在面对孙悟空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大都是一种“惜之用之”，“束之诲
之”、“勉之助之”、“谅之容之”，表现出了一
种广博母爱的情怀。如若除去观世音菩萨的神圣的
光环，那么吴承恩塑造的观音菩萨的形象，是真善
美的礼赞和广博母性的颂歌，观世音菩萨的心济天
下的宏愿。
观音菩萨身上具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在民间
信仰中，她是众生在痛苦和困难时刻想要寻求的
对象，是能平等爱人的圣洁菩萨。
在《西游记》中是一位内外
兼修的菩萨形象，内有涵养
外有修行，是小说中堪称完
美的理想型人物形象。观世
音菩萨是一位带有神奇光环
的佛教人物形象。
（注：《西游记》是著名
的中国长篇小说，而非佛学经
典。但是小说借用了大量佛教
佛菩萨、道教圣人等阐述故事，
让一部分人误解《西游记》是佛
教故事，本文作者借由小说创作
来说明佛教中的观音菩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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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众生友
代众生苦
■

徐惠娟

■

普度众生是诸佛菩萨的重要行愿。诸佛菩萨为

为众生作不请之友，大悲安慰，哀悯众生，为世

了救度众生出离苦海，常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之

法母。”诸佛菩萨像慈母一样哀悯众生，安慰众

心，作众生不请之友，代众生受各种痛苦。诸佛菩

生，常为众生作不请之友。《佛说普贤菩萨行法

萨作众生不请之友，是为了增进与众生的情感，

经》云：“视一切人犹如佛想，于诸众生如父母

方便度化众生。比如，四摄法中的同事摄，就是

想。”我们应当以平等心将一切人都当作佛想，

菩萨随应众生之机缘而示现，和光同尘，与一切

一切众生作父母想。把一切众生都当成自己的亲

众生共事，令得利益，由此因缘，菩萨得以摄受

人。《佛说无量寿经》卷上曰：“以不请之法施

众生，众生亦因之依从菩萨信受教法，而得入于

诸黎民庶，犹如孝子爱敬父母，于诸众生视之若

涅槃之境。观世音菩萨的随缘示现，也是观世音

己。一切善本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

菩萨为度化众生的方便，先示现与众生同事的身

慧圣明不可思议。”修行之人应当像孝子爱敬父

份，作众生之友，然后再善巧方便度化众生。《

母一样，将众生当成自己，布施佛法给众生，令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云：

众生都能得到解脱。

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国土众

《华严经·升兜率天宫品》曰：“一切诸佛庄

生，应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

严清净,莫不皆以一切智业之所成就，常守本愿，

为说法；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

不舍世间，作诸众生坚固善友。”一切诸佛都经

为说法；……应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

常守护自己行菩萨道时所发的大愿，不舍弃世间

为说法；应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现宰官身而为说

众生，经常作众生坚固善友。

法；……应以执金刚得度者，即现执金刚神而为

《华严经·十回向品》云：“我应如日，普照

说法；无尽意，是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以

一切，不求恩报。众生有恶，悉能容受。终不于

种种形游诸国土，度脱众生，是故汝等应当一心

此，而舍誓愿。不以一众生恶故，舍一切众生。”

供养观世音菩萨。”

诸菩萨就像太阳一样，普照一切，从不会有令众生

在诸多佛教经典中，都有关于佛菩萨为救度众

怀报恩之念。众生即便造作恶业，菩萨也都能容

生作众生不请之友的论述。如《胜鬘经》云：“普

受。不会因为众生作恶，就舍弃所发的誓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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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因为一个众生作恶，舍弃一切众生。菩萨能

生。”诸佛心中常系念苦海众生，当见到众生受

以等念怨亲之心，不舍一切有情众生。

苦恼时，诸佛感同身受，欲救济众生的痛苦。

诸佛菩萨不仅心怀众生，常作众生不请之

《华严经·十回向品》云：“设满世间一切

友，而且常悲悯众生，为救度众生出离苦海，愿代

众生，悉不知恩，菩萨于彼，初无嫌恨，不生一

众生承受各种痛苦。《佛说八大人觉经》亦云：“
第八觉知，生死炽然，苦恼无量。发大乘心，普
济一切，愿代众生受无量苦。令诸众生，毕竟大
乐。”菩萨行菩萨道时，常发大乘菩提之心，普
济一切苦恼众生，愿代众生受无量诸苦，令众生

念求反报心，但欲灭其无量苦恼。”菩萨对于世
间一切不知道感恩的众生，不会产生怨恨之心，
也不会生起一念求回报的心，而是时时想着灭除
众生无量苦恼。

得到究竟涅槃之大乐。《优婆塞戒经·发愿品》

《涅槃经》云：“如来等视一切众生，犹如

云：“见他受苦，如己无异。”诸佛菩萨常以“

一子。譬如一人，而有七子，是七子中，一子遇

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大悲情怀，见到众生受

病，父母之心，非不平等，然于病子，心则偏多。

苦，就像自己受苦一样难过。

如来亦尔，于诸众生，非不平等，然于罪者，心

《华严经·十回向品》云：“我当普为一切

则偏重，于放逸者，佛则慈念。”诸佛像对待子

众生备受众苦，令其得出无量生死。我宁独受如

女一样平等对待一切众生。在平等对待众生的同

是众苦，不令众生堕于地狱。以身为质，救赎一
切恶道众生，令得解脱。”菩萨常愿为一切受无
量生死众苦的众生受苦，让处于三恶道中的众生
都能得到解脱。

时，更侧重于慈念救度饱受罪苦和放逸的众生。
诸佛菩萨在度化众生过程中，为了令众生出
离苦海，常作众生的不请之友，以众生之苦为己

《观佛三昧经》云：“诸佛心者，是大慈悲，

苦，生起哀伤之心，愿代众生承受无量诸苦。这

慈悲所缘，缘苦众生。若见众生，受苦恼时，如

体现了诸佛菩萨发大慈心救度众生的悲愿，以及

箭入心，欲拔其苦。佛光所照，常照如此，无间

观一切众生与己身同体，而生起拔苦与乐、平等

无救，诸苦众生。佛心所缘，常缘此等，极恶众

绝对之悲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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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善法与
出世间善法

■

继平

■

佛教将合乎善的一切道理称为善法。善法分为

四“十地品”中说：“偷盗之罪能令众生堕于三恶

世间善法与出世间善法两种。五戒、十善为世间之

道，若生于人中，亦必得二种果报，一为贫穷，二

善法；三学、六度为出世间之善法。世间善法与出

为失财不得自在。”

世间善法虽有深浅的差别，而皆为顺理益世之法，

“邪淫戒”中的“邪淫”，为在家居士所持之

故称为善法。《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三

戒。指对在家之二众禁止奸他妻等不正之淫事也，

十五云：“国界人民，日见增长，善法无损。”

若为出家戒，则正邪皆制之，故云不淫戒。《梵网

一、世间善法

经疏》卷下曰：“五众邪正俱制，二众但制邪淫。”

世间善法分为五戒和十善。五戒即杀生戒、偷

对在家男性而言，指与妻子以外的女性行淫，又虽

盗戒、邪淫戒、妄语戒、饮酒戒。十善即不杀生、

与妻子，但行于不适当之时间、场所、方法等，亦

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

为邪淫。

语、不贪、不嗔、不痴。

“妄语戒”中的“妄语”，又作故妄语、虚妄

（一）五戒

语、虚诳语、妄舌、虚伪等。即说虚妄不实之语。

五戒是在家男女所受持之杀生戒、偷盗戒、邪

妄语为十恶业之一，指以欺人为目的而作的虚妄语

淫戒、妄语戒、饮酒戒等五种制戒。“杀生”，指

有大小之分。大妄语者，不得圣道，言我得圣道，

杀害人畜等一切有情之生命。杀生为十恶业之第

或受天龙鬼神之供养等，总说过人之法也。小妄语

一，五戒之一，八戒之一，十戒之一。大乘佛教为

者，谓其他一切不实之言语。佛教禁止一切妄语，

避免杀生，不但禁止食肉，并进而提倡放生作为奉

但如果是为救度众生的急难等因缘，而说方便妄语，

行不杀生戒的表征。《大智度论》卷十三中说：“

在佛戒中是允许的。

诸罪中杀罪最重，诸功德中不杀第一，世间惜命亦

“饮酒戒”，指禁止饮酒之戒。不论在家、出家

为第一。断人畜之生命，不论亲自下手杀，或教人

皆有此一规定。酒不只妨碍佛道修行，亦令人心狂

杀，皆属同罪。比丘杀人，犯四波罗夷，自杀则结

乱。据《四分律》卷十六所载，佛陀于支陀国时，

偷兰遮罪；自伤形体，结突吉罗罪；杀害畜生，得

沙伽陀到拘睒弥主之家受饮食，主人奉以黑酒，既

波逸提（忏悔罪）。凡犯杀戒者，死后将堕地狱、

饮而还，于归途倒地呕吐。佛即知之，遂制比丘饮

饿鬼、畜生等三恶道，即使生于人间，亦不免多病

酒之戒，若违禁者，犯波逸提。佛更为说饮酒之十

短命。”佛弟子应当奉行不杀生戒，不杀害一切有

过，即颜色恶、少力、眼视不明、现嗔恚之相、坏

情众生的生命。

田业资之法、增致疾病、益斗讼、恶名流布、智慧

“偷盗戒”中的“偷盗”，指不与而取。偷盗

减少、死堕三恶道等，称为饮酒十过。

为力取或盗取他人财物之意。在身、口、意十种恶

五戒之中，前四戒属性戒，于有情之境发得；后

行为中，偷盗与杀生、邪淫同属身业。偷盗为戒律

一戒属遮戒，于非情之境发得。又前三戒防身，第四

所严禁，若犯偷盗，严重者如盗五钱以上，则犯波

戒防口，第五戒通防身、口，护前四戒。

罗夷罪（如断头之重罪）。偷盗在十恶、五戒中，

（二）十善

为仅次于杀生之重罪。六十卷本《华严经》卷二十

十善，指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
23

Special Articles.indd 23

15/10/19 1:41 pm

本期特稿
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十

贪欲为五盖之一，即贪欲之烦恼能障碍、盖覆众

善业细分为身口意三业，即身三业：不杀生、不偷

生之心识，使不生善法。贪欲有障碍圣道及圣道之

盗、不邪淫；口四业：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

加行善根之作用，能令有情欲界之心树破坏堕落，

不绮语；意三业：不贪、不嗔、不痴。十善业中的

不能生长七觉支花、四沙门果。贪欲与嗔恚二盖，

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之戒已如前述。

均能障三蕴中之戒蕴，唯贪欲盖因以净妙相为食，

后六种善业如下：

故修不净观可为对治。

“不两舌”指不说能引起争斗是非等离间之

“不嗔”，对违背己情之有情不生起憎恚之

语。“两舌”是指常于两者间搬弄是非、挑拨离间，

心。“嗔恚”，又作嗔恚、嗔怒、恚、怒，为三毒

破坏彼此之和合。两舌，又作离间语、两舌语，为十

之一。系指对有情（生存之物）怨恨之精神作用。

恶业之一。一个人每天都会与各种人说话，所说的除

《成唯识论》卷六载，对违背己情之有情生起憎

了重要事务之外，多是人我是非。当一个人在张三

恚，使身心热恼，不得平安，名为嗔。又忿、恨、

面前说李四的不是，然后又在李四面前说张三的不

恼、嫉、害等随烦恼，皆以嗔之部分为体，是为六

是，如此挑拨离间，造成两人关系的不和。两舌之

根本烦恼之一。

人不仅破坏别人之间的关系，还会给自己造成祸患。

嗔为修学佛道上最大之障害，经论中常诫之，

在佛教戒律中，两舌属于细微的过错，很难守

如《大智度论》卷十四云：“嗔恚其咎最深，三毒

护。两舌是由妄语戒中分出，一个人若说妄语，其

之中，无重此者；九十八使中，此为最坚；诸心病

实就已经包括两舌在内，因而戒律中不以两舌作为

中，第一难治。”“不嗔”即对境不起害心，为对

戒条。两舌之罪，能令众生堕三恶道；若生人中，

治嗔之精神作用，与无贪、无痴共称三善根，又为

亦得弊恶眷属与不和眷属之果报。

四无量心中之慈无量心之体。

“不恶口”，即不发粗犷之恶言骂辱他人。口

“不痴”，又称“无痴”，即明解各种事理，对

出粗恶语毁訾他人为恶口。据《大乘义章》卷七

治愚痴之精神作用。《成唯识论》卷六云：“云何无

载，言辞粗鄙，故视为恶；其恶从口而生，故称之

痴？于诸理事明解为性，对治愚痴作善为业。”论中

为恶口。《法界次第初门》卷上：“恶言加彼，令

所引之理为苦、空、无常、无我等理，事者现前见闻

他受恼，名为恶口。”《法华经》卷六“常不轻菩

等五境，故无痴能明了解知诸理事，能生一切善，并

萨品”载，若恶口骂詈诽谤，其人将获大罪报。一

有对治愚痴之作用。俱舍、唯识等皆立无贪、无嗔、

个人不恶口，即为口业清净。

无痴为三善根，以之为生出一切善之根本。

“不绮语”，即不说散乱污杂之语，亦不作巧佞
之辩。“绮语”，又作杂秽语、无义语，指一切淫意
不正之言词，以及一切染心所发，或时机不对之不恰

二、出世间善法
出世间的善法主要有三学和六度。三学为戒定慧，
六度为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

当言词。《大乘义章》卷七云：“邪言不正，其犹

（一）三学

绮色，从喻立称，故名绮语。”《俱舍论》卷十六

三学为学佛者所必修的戒、定、慧等三学。据

云：“一切染心所发诸语名杂秽语，所以者何？染

《翻译名义集》卷四曰：“防非止恶为戒，息虑静

所发言皆杂秽语故。”此外，后世骚人积习，多喜

缘为定，破恶证真为慧。”学此三法可达无上涅

以美人香草为文学之拟喻。此中，凡涉于闺阁者，

槃，故称三学。此三学在圣者之身为无漏，故亦称

国人亦谓之绮语。

三无漏学。

“不贪”，即不贪财色等各种身外之物。贪欲

一为戒学，又作增上戒学。戒可修善，并防止

为三毒之一，十不善之一，十大烦恼之一。贪欲，

身、口、意所作之恶业。戒学，指防止身、口之恶

即对于自身所好之对境生喜乐之念，而起贪着之心

的戒律。小乘有五戒、八戒、二百五十戒，大乘有

及取得之欲望。也就是引取顺情之尘境而无厌，即

三聚净戒、十重戒、四十八轻戒等。《梁高僧传》

贪爱世间之色欲财宝等而无厌也。《法界次第上》

卷一记述昙柯迦罗译出僧祇戒心图，更请梵僧立羯

之上曰：“引取心无厌足为贪欲。”《法华经·譬

磨法受戒。此为我国戒律之始。唐代高僧鉴真赴日，

喻品》曰：“诸苦所因，贪欲为本，若灭贪欲，无

于东大寺设戒坛授戒，并建立唐招提寺弘传戒律，戒

所依止。”

律遂流传于日本。如《长阿含经》卷十五“种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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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舍家财业，弃捐亲族，服三法衣，去诸饰好，
讽诵比丘具足戒律。”

修行者持守戒律，并常自省，能对治恶业，使身
心清凉。然护持戒法甚难，故诸律严诫犯戒，而设波

二为定学，又称增意学、增上意学、增上心学，

罗夷、僧残等诸制戒。戒通于大小乘，置于三学之

指防止心意散乱以求安静之法。定可摄散澄神，摒

首，而大乘置之于六波罗蜜及十波罗蜜之第二。所持

除杂念，见性悟道。小乘有四禅定、四无色定、九

戒品，在家、出家及声闻、菩萨各异，如四分律载，

想、八背舍等，大乘更加九种大禅、百八三昧、百

比丘有二百五十戒，比丘尼有三百四十八戒。而在家

二十三昧等。禅与定皆为令心专注于某一对象，而

众于一日一夜持八斋戒，特称“持斋”。

达于不散乱之状态。

3、忍辱，又作忍波罗蜜、羼提波罗蜜、忍辱度

三为慧学，又作增上慧学、智慧、明、黠慧。指

无极。忍耐迫害，能对治嗔恚，使心安住。忍辱即

破除迷惑以证真理之道。慧能显发本性，断除烦恼，

忍耐之意，为六波罗蜜之一，十波罗蜜之一。即令

见诸佛实相。修行者可通过修习八正道诸波罗蜜等，

心安稳，堪忍外在之侮辱、恼害等，亦即凡加诸身

而显现真实智慧。戒定慧三学为佛教实践纲领，即由

心之苦恼、苦痛，皆堪忍之。据《瑜伽师地论》卷

戒生定，由定发慧。盖三学实为佛道之至要，一切

五十七载，忍辱含不忿怒、不结怨、心不怀恶意等

法门尽摄于此，故当精勤修学。《大乘义章》卷九
曰“照见名智，解了称慧，此二各别。知世谛者，
名之为智，照第一义者，说以为慧，通则义齐。”
戒定慧三学中，戒学为律藏之所诠，定学者经藏
之所诠，慧学者论藏之所诠。依戒而资定，依定而发
慧，依慧而证理断恶。《名义集·三学篇》曰：“道
安法师云：世尊立教，法有三焉：一者戒律，二者
禅定，三者智慧。斯之三者至道之由户，泥洹之关
要，戒乃断三恶之干将也，禅乃绝分散之利器也，
慧乃济药病之妙医也。今谓防非止恶曰戒，息虑静
缘曰定，破惑证真曰慧。”
（二）六度
六度，也称六波罗蜜，意为度生死海到涅槃岸
之义。也就是六种由生死此岸到达涅槃彼岸修学方
法。波罗蜜之行法有六种：一布施，二持戒，三忍
辱，四精进，五禅定，六智慧也。六度为大乘佛教
中菩萨欲成佛道所实践之六种德目。

三种行相。佛教特重忍辱，尤以大乘佛教为最，以
忍辱为六波罗蜜之一，乃菩萨所必须修行之德目。
4、精进，又作精勤、勤精进、进、勤进。指勇
猛勤策进修诸善法，亦即依佛教教义，于修善断恶、
去染转净之修行过程中，不懈怠地努力上进。实践其
他五德目时，上进不懈，不屈不挠，能对治懈怠，生
长善法。盖精进为修道之根本，俱舍宗以其为十大善
地法之一，唯识宗则以为十一善心所之一。
5、禅定，又作禅波罗蜜、禅那波罗蜜、禅度无
极。修习禅定，能对治乱意，使心安定。禅与定皆为
令心专注于某一对象，而达于不散乱之状态。又色界
之四禅与无色界之四定，合称四禅八定。
6、智慧，又作慧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明度无
极。能对治愚痴，开真实之智慧，即可把握生命之真
谛。以上六波罗蜜，始于布施，而终于智慧，由此可
知大乘菩萨之伟大胸襟。《大乘义章》卷九曰：“照

1、布施，又作施波罗蜜、檀那波罗蜜、布施度

见名智，解了称慧，此二各别。知世谛者，名之为

无极。即以慈悲心而施福利与人之义。布施分为财

智，照第一义者，说以为慧，通则义齐。”《法华

施、法施（教以真理）、无畏施（除去众生恐怖，

经义疏》卷二曰：“经论之中，多说慧门鉴空，智

使其安心）三种，能对治悭贪，消除贫穷。

门照有。”《瑜伽论记》九曰：“梵云般若，此名

2、持戒，又作戒波罗蜜、尸罗波罗蜜、戒度无

为慧，当知第六度。梵云若那，此名为智，当知第

极。持戒即护持戒法之意，即受持佛所制之戒而不触

十度。”明见一切事物及道理之高深智慧，即称般

犯。《佛垂般涅槃略说教诫经》云：“持净戒者，不

若。菩萨为达彼岸，必修六种行，亦即修六波罗蜜。

得贩卖贸易，安置田宅，畜养人民奴婢畜生。……当

其中之般若波罗蜜，即称为“诸佛之母”，成为其他

自端心，正念求度，不得苞藏瑕疵，显异惑众。于四

五波罗蜜之根据，而居于最重要之地位。

供养，知量知足，趣得供事，不应蓄积。此则略说

六度与三学是紧密相联系的，《菩萨地持经》

持戒之相。戒是正顺解脱之本，故名波罗提木叉。

卷十中以六度配三学，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

依因此戒，得生诸禅定及灭苦智慧，是故比丘，当

等四波罗蜜为戒学，禅波罗蜜为定学，般若波罗蜜

持净戒，勿令毁犯。”

为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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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生 无处不 修行
修行，意为修养德行，是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活
动，包括思维活动、心理活动、行为活动、社会活动
等。这样想来，人生无处不修行。

■

王南海

过万千精彩，等到年龄越来越大了，才归于平静。这
时候，才发现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在生活中，我们过着“上有老，下有小”的生

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在他的著作《活法》中的

活。孩子在青春期难免叛逆，而父母却需要照顾了。

主要观点，为一句话： 工作是一种修行。他说：

我们体味着其中的万般滋味，酸甜苦辣，都在心里纠

“人哪里需要远离凡尘？工作场所就是修炼精神的

结。可是，这又是人生难得的经历。走过去，才突然

最佳场所，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修行。只要每天确实

发现“云过天更蓝，船行水更幽。”随着我们的努

努力工作，培养崇高的人格，美好人生也将唾手可

力，一切都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孩子突然长大、懂

得。” 在工作中锻炼能力，磨练心性，并通过工作

事了。回首来时路，这也是一种生活的磨砺和修行。

使自己的思想得到升华。

一切滋味在当时苦涩难耐，可是当我们回首时，却风

在工作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也会
遇到形形色色的领导和同事。工作场所，的确是一种
修行。我们要摒弃失落和抱怨，学会慢慢地与各种脾
气、性格的同事相处。在工作中，我们需要一种执着
才能坚持。每每加班，或是劳累，都会有一种迷茫，
心中有一万个辞职的理由。可是，当初我们选择了这
份行业，正因为热爱，回首来时路，会让我们更加坚
守。修行，是学会包容，学会理解，学会坚持，学会
分析。每每这时，我都会像是《鲁滨逊飘流记》中的

■

清云淡，视为笑谈。
旅行亦是一种修行。旅行，尽管有着细致的计
划和设想。待出发后，总会有那么多临时的困难和
惊喜。生命的每一天都鲜活无比。我们与很多人只
有一面之缘，有时候只是一个笑脸，或是一个擦肩
而过。突然的困难，也许会让我们乱了阵脚。而意
外的惊喜，又会让我们欣喜若狂。
旅行，是个随遇而安的过程。有时候，意外的一

主人公一样，为自己的工作列个清单，左边写满了各

个决定会增加小小的惊喜。比如我们临时决定留宿在

种各样工作中的困难，烦心事，密密麻麻写满一片。

德钦，只为了看一眼那日出金山的壮美。在那里，梅

可是，我又在右面写上坚持的理由。如：工作尽管

里十三峰一字排开。那种壮美，非语言可以形容。此

累，却有发展；领导苛刻，但是也让我们追求完美。

时，你会明了，在自然面前，人类只能遵循自然的规

生活也是一种修行。每个人在年青时，都有很

律，而不是肆意破坏。旅行，是一种修行。人们在看

多瑰丽的梦想。随着一直的努力，最后才发现，自己

风景的同时，也在审视自我。一个人，只有走过很多

也注定了是个普通人。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时曾

地方，见过很多的人，才能真正平静和沉着。因为无

说：“我用尽了全力，过着平凡的一生。”我们见识

限延伸的，只有我们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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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流光掠影 瞬间小悟

情
■

余宁 ■

画
意

涨潮
潮涨，志得意满
汐退，原形毕露
(图：阿良)

暗夜
暗夜每一道吐息
净化黎明前的脚步
(图：阿良)

飘沙
人世浮沉，微尘不显一颗飘沙。
腾飞千里，如何入定？
老石盘坐，万法真如。
(图：阿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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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
孓然而来，一阵轻风过
独身而去，一丝儿暗香

(图：余宁)

荷有情
醉眼逐浪泡影化晨露
梦醒方知身是浮萍客
(图：余宁)

暗香
荷有情，花亦有心
水无情，荷不言语
世间情，贪念苦
何如淡泊宁静？
(图：余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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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
子

如何灌输孩童

教
育

正确的价值观
■

萧瑶

■

中国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毕业
新加坡教育部CCA课程导师
国际注册中级汉语教师

价值观听起来似乎很遥远，但这才是我们人生
意义的根基，是我们的人生坐标，只有清晰地知道

于焦虑、紧张和恐惧，希望能够心平气和地处理
事物。

自己的价值观的人才会找到人生的意义; 古希腊著

● 收入与财富：工作能够明显、有效地改变

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说过：人生最终的价值在觉醒

自己的财务状况，希望能够得到金钱所能买到的

和思考的能力，而不只在于生存。

东西。

什么是价值观及正确的价值观
价值观貌似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简单的说

● 独立性：在工作中能有弹性，可以充分掌
握自己的时间和行动，自由度高。

就是：你的价值观决定了你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意

● 爱、家庭、人际关系：关心他人，与别人

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观，例如有人认为做

分享，协助别人解决问题；体贴、关爱，对周遭

科学家为人类科技进步做贡献才有价值，有人希

的人慷慨。

望升官发财做人上人，有人希望嫁个好老公平平
安安过日子，而有人则希望通过最大限度展示自
己能力和才华去实现自身价值，从而得到周遭人
们和社会的认可，才叫活的最有价值⋯⋯
美国心理学家洛克奇（MiltonRoKeach）于
1973年在《人类价值观的本质》（The Nature of
Human Values）中，提出13种价值观。
● 成就感：提升社会地位，得到社会认同，
希望工作能受到他人的认可，对工作的完成和挑
战成功感到满足。
● 美感的追求：能有机会多方面地欣赏周遭
的人、事、物，或任何自己觉得重要且有意义的
事物。

● 道德感：与组织的目标、价值观、宗教观
和工作使命能够不相冲突，紧密结合。
● 欢乐：享受生命，结交新朋友，与别人共
处，一同享受美好时光。
● 权力：能够影响或控制他人，使他人照自
己的意思去行动。
● 安全感：能够满足基本的需求，有安全
感，远离突如其来的变动。
● 自我成长：能够追求知性上的刺激，寻求
更圆融的人生，在智慧、知识与人生的体验上有
所提升。
● 协助他人：认识到自己的付出对团体是有
帮助的，别人因为自己的行为而受惠颇多。

● 挑战：能有机会运用聪明才智来解决困

单单价值观就涵盖了以上诸多的类型，而我

难，舍弃传统的方法，而选择创新的方法处理事

们日常生活中所经常提到的三观又是什么？即世

物。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世界观是指人们对世界

● 健康：包括身体和心理健康，工作能够免

的认识和看法，人生观是指人们对人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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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和价值的根本看法；价值观是建立在世界观

皆碑，双语的教育环境既有与国际社会接轨的优

和人生的基础上的，三者的关系密不可分，人的

势，又保留着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在新加坡

一生要如何度过才有意义？也就是“人生有什么

的中小学校，每年都投入大量的师资在树立良好

价值？”所以人生观即价值观。 它与我们的生活

价值观这方面，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秉承去其

息息相关，指引着我们通往成长路上的方向。正

糟粕，取其精华的精神和宗旨，让弟子规及有教

确的价值观是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类、或者说

育意义的古诗词等传统文化内容在校园里得以生

是广大民众的人生观。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

生不息，形式上也采用生动有趣的教学方式，寓

同的学说流派、不同的社会阶层、乃至不同的个

教于乐，很受学生们的欢迎；并且将中华传统的

体自然有不同的看法。道家，儒家，佛家，诸子

礼仪礼俗贯穿其中，茶艺、剪纸、脸谱、相声等

百家，古今中外，但无论怎样，一个国家，一个

文化艺术课程，内容丰富、学生有很多的选择，

社会都会有一个总体的，正确的，正面的道德价

也从中获益良多。例如如何尊敬长辈、长幼有序

值标准。那么对于孩童，也就是我们的在校学生

等价值观以演艺方式呈现，令学生印象深刻。各

们，如何让他们了解自己的价值观？并且探索自

个政府学校建校至今仍然十分注重礼义廉耻等教

己的价值观呢？这是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拥有
正确的价值观必须从小培养。

家庭对于孩子的价值观影响很大
人们常说家庭是社会的缩影，无可否认，家
庭教育在孩子幼年时期对于价值观的形成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父母的言传身教随时间的推移，
将会深深地影响着孩童的价值观。
如果长辈们勤劳，家里的孩子通常不会懒惰，
如果家里人比较追求物质和享受，孩子也会效仿，
父母的性格及平日及待人接物，看似生活细节，
算不上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情，但每日生活中的
潜移默化、日积月累、孩童的价值观就这样一天
天地在成长环境中逐渐形成了。人们都知道：父
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如果希望未来拥有一个
孝顺的孩子，父母需要用实际行动做好榜样；时
常对自己的父母嘘寒问暖，悉心关爱；如果希望
孩子知书达理、见多识广，父母就需要自己经常
博览群书，给孩子营造一个深入学习的氛围。如

育理念，的确是当今社会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新
加坡作为一个世人瞩目的国际大都会，虽一方面
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同时也不忘华人的根；政
府学校做了很多的工作，效果显而易见，让忙碌
工作的父母们不会太过担忧孩子们的成长过程。

如何有效灌输孩童正确价值观的几点建议
每位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善良、诚实、勇
敢积极、富有同情心等正向品格。然而，并不是
每个孩子都能同时具备这些品格特质。如何有效
灌输孩童正确价值观呢？
1学会尊重别人—在日常生活中要有同理心
为他人着想，重视他人的想法和感受等都是正面
的示范作用。
2不要害怕犯错—从错误中学习，总结失败的
教训，就是下一次接近成功的机会。
3知识的获得比分数更重要—分数只是学校的
一部分，但并不是人生的全部。

果希望孩子各方面都非常优秀而且自律，就从小

4不要害怕向父母求助—父母要让孩子相信，

让她懂得凡事需要计划和规划，制定好目标并且

当他们遇到难以处理的棘手问题时，父母永远是无

要有执行力；如果希望孩子实现自己的梦想就要

条件伸出援手的人，给他以鼓励和希望。

培养他的专注和韧性。

5永远不要失去自我—如果你希望孩子活出

孩子从牙牙学语就模仿着大人的一言一行，

自我独具风采的人生，作为父母就要懂得为自己

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同时也是被父母所塑造出来

而活，自我价值的追求与实现才是探索生命的真

的作品，如同一颗幼苗，是悉心施肥和灌溉？还

正意义。

是任其恣意地野蛮生长，结果大相径庭。

美国著名小说家克里斯托弗·莫利曾说：只有
一种成功——能以你自己的生活方式度过你的一

学校是树立孩童正确价值观的重要场所
众所周知，新加坡的素质教育在国际上有口

生。见解有高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人类
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正确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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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

茶
■

编写并作画 : 赵宏

去

谈
画
说
禅

■

1000多年前的中国唐朝，在赵州这个地方有个很有名的禅院，叫观音院，住持是从谂禅师。一
天，有两位远道的和尚来访，禅师问其中一位：
“你来过吗？”那个和尚回答：
“没来过”，禅师
听罢，说：
“吃茶去！”然后，再转头问另外一位和尚，
“你来过吗？”这个和尚说：
“来过”，禅
师头也不抬说：
“吃茶去！”旁边的弟子听到了，觉得不可理解，连忙问：
“禅师，你让没有来过
的人吃茶去，来过的人也吃茶去，是什么意思呢？”禅师把眼睛一闭，对问话的弟子说：
“吃茶
去！”
禅宗认为，
“善法但平常，莫做奇特想”，佛法原本沒有特异之处，但普通人却常常陷入痴
心妄想之中，以至求之不得。茶是南方之嘉木，神农尝百草，遇毒则以茶解之，吃茶是古代人生
活中每天必做和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情，既普通又重要，就好比是佛法，博大精深，至高无上，
也时时刻刻就在我们身边，当你参透了身边最无趣和细小的各种事情，也就自然明白了佛法的
深奥和至理，到时候豁然开朗，一切就都变成像吃一杯茶那样的简单和有趣。
大德赵朴初先生曾写过一首诗：
“七碗受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千百偈，不如吃茶去。”
关注内心，而非外相，才是修佛参法的根本。诸位，吃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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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灵
之
窗

■

张家珍

■

（心灵启发课程讲解员）

忧郁症其实是与自我评价有关的，持续的对自

新的科技与知识，让他们更难用书本上的知识去

己评价过低，自我否定和无能为力有关。其实生活

应对生活问题，也更难从长辈或者朋友中得到更

中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情形出现。究其原因，大概

好的建议。当他们碰到某种卡住的内容，或者某

与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有关系。我们的社会太过
于按照工业生产的标准去框架自己，几岁读书，
几岁该开始补习，几岁要结婚，几岁生孩子，在
一连串看似非常科学，但实际是千篇一律的框架
人的成长，要知道，人并非机器，可以达到精确

类事情持续出现的时候，他们对自我的观点和评
价就会降低，将自己陷入某种负面情绪中不能自
拔。《联合早报》就曾报道说，有年轻人因为被
工作单位拒绝几十次而再也不敢去应聘。这种内

化设定。但我们的社会，很多时候都在这样的要

容类似又看似无解的事情，如果长期出现在生活

求所有人，当一些人达不到某些看似成功的标准

中，一般都是诱发抑郁症的原因。

的时候，或者生活中出现某些内容无法控制、无

人生最怕的不是问题，而是面对问题无解。

能为力的时候，他们就会陷入持续的忧郁情绪之

如果抑郁症到来的时候，每个人都能坦然面对，

中，不能自拔。

认真地去探求深层次的答案，即：你真正抑郁的

其实治疗抑郁症的方式，不是简单的鼓励、陪
伴或者吃药。而是找到抑郁症的根源—你为何会
抑郁？这就好像有人穿了不合脚的鞋子，走路的
时候总是磨破脚指，他在承受持续性的痛苦，止
痛药或者亲人的鼓励和陪伴，只是缓解作用。真
正的方式是想办法解决产生疼痛的根源—即如
何换一双鞋子。
现代人面临的社会压力其实大过任何时代，社
会的飞速发展，多变性，传统与非传统的碰撞，

内容是什么？是什么样的情绪控制了你？你为何
会产生某些负面情绪？这些情绪背后的真实信念
是什么？提供真实有效的办法解决让人抑郁的事
件，才是帮助人们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
人类终究不是机器，活在他人框架之中，使得
很多人迷失自己，逃避现实，对自己评价过低，这
些都是需要现代人注意的基本问题。努力关照自己
的心灵，才是真正让人快乐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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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食

比较植物性饮食与
锻炼身体，哪个强？

养
生

As compared to A plant-based diet,
does exercising and working out
make a difference?  
■

“这不只是关于你吃的少 - 饱和脂肪和胆固醇 -

■

明智地节约和消费......并且优雅地活到老
根据2012/2013年新加坡住户开支调查报告，每

而是你吃的多植物营养素。无论是锻炼时间更长还
是寿命更长，我们都必须吃多植物。”

洪秀珍 Vinitha Ang

月平均家庭医疗开支为261新元，比较2007/2008年
度增加4.4％。
将这笔钱花在有机全谷物，水果和蔬菜上以保

- Michael Greger 医生,“如何不死”书的作者,
营养学网站 nutritionfacts.org 创始人.

持最佳健康状态是值得的。无需从您的保健储蓄账
户中提取资金;所以让它积利息增长。简而言之，这

Greger 医生说，“即使是剧烈运动，也不如减

是通过优质生活来优雅地活到老的方式。

少肥胖或减缓细胞衰老的饮食重要”。
研究表明，超级马拉松运动员在比赛期间和运

五谷米饼羽衣甘蓝沙拉

动后两周内测试的细胞中约有10％受到DNA损伤。

■ 用料（三人份）

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能帮助预防或减少这种损害吗？

有机羽衣甘蓝3中型叶片

为了探索这种可能性，研究人员将受试者带到
了跑步机上并加强了强度，直到后者几乎崩溃。在
对照组中观察到自由基水平的峰值，在运动前两小
时喝西洋菜汁的受试者实际上在跑步机测试后比在
他们开始时具有更少的自由基。每天服用西洋菜两
个月后，无论受试者在跑步机上受到多少惩罚，都
没有表现出DNA损伤的迹象。通过以植物为基础的
饮食，人们可以获得锻炼/马拉松的好处，而不必
担心DNA损伤。正如“体育科学杂志”上的评论所
说，那些坚持植物性饮食的人可能会自然地拥有增
强的抗氧化防御系统，以对抗运动诱导的氧化应激。
我们可以通过食用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如水果
和蔬菜）来阻止氧化应激/ DNA损伤。但是，由于担
心这些食物中的农药残留，我们剥去水果的皮，煮蔬
菜而不是生吃。通过这样做，我们扔掉并浪费所有的
植物营养素和抗氧化剂！

有机红萝卜100克
有机五谷米（或小小米或黑麦）米饼9片
■ 调味料
有机意大利香醋3汤匙
有机冷压橄榄油（或椰油）2汤匙
■ 配料
天然核桃碎粒和有机蔓越莓
■ 作法

•

将羽衣甘蓝叶洗后切成细条。（只用菜叶，菜梗
可以用来煮汤，不要浪费！）

•

红萝卜洗后切丝。（如果红萝卜是很新鲜就不需
削皮以保留维他命和抗氧化成分）

•
•
•
•
•

将羽衣甘蓝和红萝卜在大碗里拌均。
用调味料腌2分钟。
将核桃碎粒和有机蔓越莓撒入。
把这沙拉放在五谷米饼上。
可口健康的五谷米羽衣甘蓝沙拉就可以立刻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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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not just about what you’re eating less of
– saturated fat and cholesterol – but what you’re
eating more of the phytonutrients. Whether it’s
about training longer or living longer, we’ve got
to eat more plants.”
– Dr Michael Greger, physician and
author of How Not to Die and creator of
nutritionfacts.org
Dr Greger said that “even vigorous exercise
may be less important than diet in reducing obesity
or slowing down cellular aging”.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ultra羽衣甘蓝属于十字花菜科的一种，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marathoners have DNA damage in about 10% of

K，A，C，E和叶酸。 因为它也含丰富的叶绿素，会

their cells tested during, and up to two weeks after

促进体内排毒，自然帮助我们降低坏的胆固醇，增加

a race. Can antioxidant-rich foods help to prevent

好的胆固醇，促进心脏健康。

or reduce this damage?
To explore this possibility, researchers led

洪秀珍是一名注册护士，在护理和专职

subjects onto treadmills and cranked up the intensity

医疗保健行业拥有超过20年的经验。

until the latter nearly collapsed. A spike in free-

她曾接受过营养与心理学方面的培训，

radical levels was witnessed in the control group,

并拥有医疗保健管理硕士学位。

subjects which loaded up on watercress two hours

自2008年以来一直，秀珍定期开展素食烹饪 /

before exercising actually ended up having fewer

烘焙 / 营养课程. 她还提供个性化的营养咨询咨

free radicals after the treadmill test than when

询，并组织健康休养与有机农场住宿

they started. After two months of a daily serving of

和排毒计划。
您可以访问她的博客
(https://nutrihub.blogspot.sg/?m=0)
查看她的素食烹饪和营养课程 /
健康休养排毒计划以及她新出版的教育食谱
“通过营养素食省钱并获得健康”。

这本书赢了2018年
Gourmand World Cookbook奖 新加坡最佳素食书籍。

watercress, no signs of DNA damage surfaced, no
matter how much the subjects were punished on
the treadmill.  With a plant-based diet, one can get
the benefits of workout / marathon without worrying
about DNA damage. As a review in Journal of Sports
Sciences put it, those who adhere to a plant-based
diet may naturally have an enhanced antioxidant
defence system to counter exercise-induced
oxidative stress”.HW10
We can block oxidative stress / DNA damage
by eating antioxidant-rich foods such as fruits and
vegetables. But, because of concern over pesticide
residues in these foods, we peel the skin of the
fruits and cook the vegetables instead of eating
them raw. By doing so, we are throwing away and
wasting all the phytonutrients and antioxid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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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ING AND SPENDING WISELY……
AND AGEING GRACEFULLY

the vegetable is also rich in Vitamin K, Vitamin
A, Vitamin C, Vitamin E and folic acid, along with

According to the 2012/2013 Singapore

other vital nutrients, Omega 3 and 6 as well as

Household Expenditure survey report, the average

antioxidants such as lutein and zeaxanthin which

monthly household expenditure on health is $261, an

enable healthy vision, heart support and brain

increase of 4.4% over the figure in 2007/2008. It is

development. Kale also lowers bad cholesterol (LDL)

worthwhile to spend this money on organic whole

and increases the good cholesterol (HDL).

grains, fruits and vegetables and stay in the pink
of health. There is no need to withdraw from your
Medisave account; let it grow with the accumulated
interest. That, in a nutshell, is the way to age
gracefully with quality of life.

Kale Salad with Multigrain
Rice Crackers
■ Ingredients (for 3 servings)
Organic kale, 3 medium leaves   
Organic carrot, 100 gm  
Organic multigrain rice (or quinoa or rye) crackers, 9 pcs
■ Seasonings
Organic balsamic vinegar, 3 tbsp
Organic cold pressed olive oil (or coconut oil), 2 tbsp
■ Toppings
Crushed natural walnuts and dried organic
cranberries, 2 tbsp
■ Method

•

Wash the kale leaves and cut in thin strips.
(Use the stem and remnant leaves for soup;
nothing goes to waste!)

•

Wash the carrot and shred finely.
(Do not peel the carrot if it looks fresh; retain the
vitamins and antioxidants.)

•

Mix well the kale leaves and carrot in a mixing

This article, recipe and photo by
courtesy of Vinitha Ang (洪秀珍).
Vinitha is a Registered Nurse with more than
2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nursing &
allied health care profession. She is also
trained in nutrition & psychology with a
Master’s Degree in Healthcare management.
She has formerly operated a Vegan Cafe with
organic retail business for 5 years, and has
been regularly conducting Vegan Culinary /
Baking / Nutrition classes since 2008.    
She also provide personalised consultation
with nutrition advice as well as organize
Wellness retreat with organic farm stay
and Detox program.
You may visit her blog
(https://nutrihub.blogspot.sg/?m=0) to view her
Vegan Culinary & Nutrition class / Wellness
retreat schedule as well as her newly
published educative Cookbook
“Get Healthy and Save $$$ thru’ Vegan
NutriMeal”.   This book won the
2018 Gourmand World Cookbook award –
Best Vegan book in Singapore.

bowl.

•
•
•

Marinade with the seasonings for 2 minutes.
Toss in the crushed walnuts and cranberries.
Place the salad on top of the multigrain rice
crackers.

•

The dish is now ready to be served.
Kale, the “Queen of Greens”, belongs to

the cruciferous vegetable family. It is the prime
food source of glucosinolates, which offer cancerpreventive benefits. A superfood for detox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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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卷
有
益
■

张家珍

■

自学之道 ■ 星云大师

佛系职场智慧力 ■ 海云继梦

自学，学习的不二法门。

如何在职场里修行，已经成为一个精进的现代

星云大师指出，自学是孔子的教学，所谓“学
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自觉是佛陀的教法，所

佛教徒更具挑战性的功课。如何知所进退？如何事
业家庭双赢？在考验现代企业人的智慧与勇气。

谓“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正是这些自学、
自觉的经验，成就了法师的行事、他的思想、他

独具慧眼的作者，从佛法中提炼出裨益繁忙焦

的观念、他的做人处事、他的理事圆融……，让

虑的现代人的人生锦囊，结集成书。读者若能深入

他一生感到非常受用。

体会，灵活运用《华严经》的六个工作锦囊、《心
经》的五字诀，以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奥

本书结集星云大师一生各领域的自学经验，

义，即能在职场上无往不利，岁月静好。

包括佛法、写作、编辑、演讲、管理学、在资讯
爆炸的现代社会，为读者提供最好的学习榜样。

作者在书中提供了很多独特的见解与因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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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在充满竞争性的现代工作环境中，如何去生

• 爸妈的急、慢性疾病会不会造成长期失能？

存的同时，尽力提升生活品质，游刃在“生存”

• 怎能避免出院后的复发或感染？

、“生活”与“生命品质”三者之间。

• 卧床长者该如何从根本预防褥疮？
• 永远觉得照顾工作做得不够，该怎么放轻松？

被骂的幸福 ■ 川澄佑胜
优秀的人都是在骂声中成长、成功与成熟。

• 怎么判断生命末期的征兆，哪些治疗该做，
哪些不该做？

作者川澄佑胜这样认为。他说：“ 顺着自己说话
的朋友，并不是真正的朋友；无人责骂是一生的

本书搜集名人分享过来人经验与临场故事，

不幸；如何反省自己的行为，对一个人的健康成

激发读者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医疗和生命的本质。

长，是十分重要的；被骂时，是怀着感谢还是认

另外，也提供完备的实用指导，包括就诊知识、

为对方欺人太甚，其间的差别和本人幼年是否被

身心状态检测、照护技巧、社会资源等，让你在

骂过有着密切的关系……”。

面临每个阶段，每段照顾，以及下每个决定的时
候，都有充分的准备。

作者一直致力于弘扬“被骂”的艺术，并称
之为是一种“被骂的幸福”，以此为主题作了无

走肉之味 ■ 李美怡

数次的演讲。他把骂人分为三种境界：把对方骂

走肉，素食也。作者透过素食料理的创作，

得暴跳如雷为最次境界，把对方骂得无言以对为

重现埋藏在味蕾记忆深处的味道；她返璞归真寻

中等境界，把对方骂得醍醐灌顶感恩涕淋为最高

找“味“的起点。

境界。如何才能发挥上述的骂人技巧与艺术，作
者以自身的经验，在书中一一披露。

作者李美怡自10年前成为一名素食者之后，
不仅是改变美怡对味蕾的灵敏度，也渐近地改变

当伤痛来临 —陪伴的修练 ■ 苏绚慧

了她对于身而为人的自觉，她开始关心土地、环

当伤痛来临，我们常感到不安、无措、这种情

保、惜物、也尊重大自然生态。

绪黑洞不断拉扯，让人掩藏起自我真实的模样与声
音，学会在关系中伪装自己，不论是装作没事或故
作坚强；其实我们想要的只是陪伴。

本书并没有一般美食作家刻板的书写套路，
纯粹专注在食谱与照片，或是一些有关菜肴或食
材历史起源等的记述，而是由作者娓娓道来她的

当你痛，该如何勇敢诚实的面对受伤的自己，
向身边的人吐露心声？当你身边的人面临痛苦，该
如何付出关怀？
作者苏绚慧是一名悲伤疗愈专家，以心理咨询

素食经验：味道与气味的刺激、蔬菜食材的奇异
联想、对环境意识的觉知与反省等，蔬食的每个
日常，都是她回归初心的练习。她藉由每一天的
初心练习，找到生活的节奏与平衡，体会到断舍
离的生活智慧。

工作者的身份，带给陪伴者及被陪伴者最贴心的提
醒，让他们重拾人与人之间的关怀能力与连结。
本书以十堂课为例，教导我们在面对生命的关
卡之际，唯有调整自己有限的视野，理解生命中不
可承受之重，以一种轻松姿态丰富生命。

陪爸妈安心到老 ■ 张晓卉
身为子女，你可能会有以下的烦恼，尤其当
你进入中年之后：
• 爸妈经常合并多种疾病，不知该如何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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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施
须智
具慧

■

梁
士
清
■

静慧禅师为了弘扬佛法，和他的弟子到处化缘来修建禅寺

2

老禅师云游多日回来，各大弟子纷纷向他汇报化缘成绩



一位弟子得意的说：

师父，



有位大施主
一次拿出100两银子，
赞助修理大殿


还有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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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有位张 居士来拜访您，
我带着他到寺内各地看了看

他表示愿意捐献我寺一年的道粮





师父，
你怎么了？



化了这么多的缘，真的是难为你们
了，可是你们不知道，化缘太多，
有时会令众生烦恼





布施要信心
和智慧相等，
利己利人，
否则反
令人迷失

师父，
为什么
呢？

弟子迷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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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会主办传授在家五戒瑜伽菩萨戒
The Buddhist Union Organises the Transmission of
Five Precepts and Bodhisattva Precepts Retreat
菩萨璎珞经云：「一切众生，初入三宝海，以信为本，住在佛家，以戒为本」。故受戒是定慧根本。是解脱开始。

恭请上宽下净大法师
为教授阿阇黎

恭请上广下品大和尚
为得戒和尚

恭请上传下显大法师
为羯磨阿 黎兼开堂和尚

Instructing Acarya

Sila Upadhyaya

Karmavaca Acarya

传戒事项 Notes on Transmission of Precepts:
1.   传戒日期 ：阳历2019年12月6日(Fri)至12月8日(Sun) (Afternoon) 出堂
农历十一月十一(星期五)至十一月十三(星期日)（下午）出堂
：6 Dec 2019 (Fri) to 8 Dec 2019 (ends Sun afternoon)
Date
传戒地点 ：佛教会
：The Buddhist Union
Venue
28 Jalan Senyum Singapore 418152 (near Kembangan MRT)

2. 报名日期 ：即日起至12月1日止
Registration Date : Now open until 1 Dec 2019
3. 受戒资格 ：皈依三宝，正信佛教，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者，皆可报名参加
Precepts Eligibility : Applicants who have taken the Three Refuges,
physically healthy and with good character may apply

4. 受戒费用 Fee ：$50
5. 报名手续 ：填写报名表一份，照片二张，皈依证影印本，身份证正反面影印本
Registration procedures : A Registration Form, 2 personal photos, photocopies of the
Three Refuges Certificate and Identity Card

6. 携带物品 ：身份证、黑海青、 自备缦衣、 睡袋、换洗衣物、随身药品（如有）
Carrying Items : Identity card, Hai Qing (black robe), Man Yi (brown precepts robe),
sleeping bag, personal clothing and medications (if necessary)

7. 报到日期 ：2019年12月5日傍晚2点至4点
Reporting Date : 5 Dec 2019, 2-4 pm

欢迎为进阶修行信众，踊跃报名受戒，增福长慧!

We welcome all enthusiastic cultivators to register for this Precepts Retreat.
May our blessings grow with everlasting wisdom!

Organiser 主办单位: 佛教会
The Buddhist Union

Tel : +65 6241 9419
Fax : +65 6444 3280

Email
: enquiries@thebuddhistunion.org
Website : http://thebuddhistun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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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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从未间
断，是我国历史悠久的长寿佛教杂志。
本刊一直以来秉持着净化社会人心、弘扬
佛教教义的宗旨，运用文字般若以培养大众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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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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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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十点至晚上七点，
星期日早上十一点至下午四点。
佛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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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10

有意刊登广告着，请拨电询问详情

6744 4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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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titled-1 3

佛教会

$350.00

胡廷达

$300.00

Ng Kim Moi

$200.00

新加坡佛教青年弘法团佛学班同学

$170.00

吴莉贞

$150.00

Tommy Lim

$150.00

刘皆均

$100.00

Boon Ai Peng

$60.00

佛弟子

$30.00

王冬

回向父母同沾法喜

$2,000.00

林徽妤

回向已故云若卿

$300.00

三宝弟子

回向十方法界，六道群灵，历劫冤亲债主，无祀男女孤魂

$100.00

蔡淑华

祈愿蔡璟薇身体健康，回向蔡福寿与林清秀福慧双增

$100.00

陈锦华

祈愿合家智慧增长、身体健康、业障消除。回向已故柳长成莲增上
品、离苦得乐、往生净土

$100.00

陈美玲

祈愿陈诠智身体健康，小六会考取得好成绩，一切顺利

$50.00

谢春宝

祈愿马月珠，谢俊豪，谢佩璘、刘如兰身体健康。回向已故父亲谢耀
泉，已故岳父、岳母马福泉、何锦番莲增上品、离苦得乐、往生净土

$50.00

王莉莉

祈愿林育芯业障消除

$50.00

陈亚琼

祈请三宝常住世间，正法久住

$40.00

谢春宝

祈愿马月珠，谢俊豪，谢佩璘智慧增长、身体健康、业障消除

$30.00

冯清源

祈愿冯清源身体健康、业障消除、工作顺利、心想事成。回向十方法
界众生、累劫冤亲债主，离苦得乐，往生净土

$30.00

唐金莲

回向先母叶秀玉，十方法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往生净土

$30.00

胡廷达

回向已故大姐胡月英，二姐胡日英，四姐胡双娣，五姐胡菊英莲增上
品，往生极乐世界

$30.00

胡廷达

回向已故大哥胡廷近，二哥胡廷远，二嫂陈燕莲，侄女胡美玲莲增上
品，往生极乐世界

$30.00

胡廷达

回向已故父亲胡蕴仁，母亲罗观莲莲增上品，往生极乐世界

$30.00

胡廷达

回向已故太太郑金娣莲增上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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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

李亚莲

回向母亲陈玉往生净土，离苦得乐

$20.00

黄秀顺

祈愿世界和平

$10.00

何育乐

学业进步

$10.00

何恩慧

学业进步

$10.00

黄贵生（已故）

回向已故黄贵生历代祖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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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生净土、速证菩提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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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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