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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焦点

新加坡华人农历新年必看的庆典活动之一，妆
艺大游行2020又来了！步入48个年头的妆艺大游
行，今年以 “璀璨妆艺，和谐色彩”（Colours in 
Harmony）为主题，于F1 维修大楼举行两天（1
月31日及2月1日），是春节期间不可错过的精彩
活动。 想当年因为禁止燃放鞭炮，华人庆祝新年
的欢乐气氛减少了很多。为了找回浓厚的喜庆氛
围，而辗转衍生出妆艺街头游行，由原先的华人
舞龙舞狮，踩高跷等传统民间文化舞蹈表演，逐
渐地融入各种族特有的民族舞蹈音乐，带出了我
国独有的多元文化色彩。

今年由于举办期间不幸遇上2019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来袭，有公众担心病毒会在活动中扩散。
游行是否照常举行，众说纷纭。经再三慎重考
虑，主办单位人民协会最终决定照常举办活动。
他们认为只要做足了防范措施，妆艺大游行是无
需取消的。

当活动照常进行的消息传来，令正处于一片

佛总妆艺大游行
	 	 	 	 	 	 	 	 2020

■ 文 • 佑桂 ■

疑云笼罩下的佛总妆艺大游行表演者，无不欢欣
鼓舞的继续排练。而今年由于人协限制团体参与
游行的人数最多为28位，当佛总发出招募队员信
息时，不到1个小时即达标，甚至还有要求候补
的。从下放信息到成军，可谓一气呵成！

既已成军，当然就要开始好好排练。每个星
期大家齐聚佛总六楼课室排练2次。从刚开始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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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稳舞扇到轻盈巧甩舞
扇，把舞扇玩弄于掌间，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台上
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吧！有队员表示，参与
佛总队伍，人情味十
足，指导老师不只细
心，且耐心的教导，让

她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还有队员表示虽然她不

是佛教徒，但觉得佛总就
像个海纳百川的大家庭，大

家来自不同的宗教背景，不同的
理念却可以在此相容，感到非常幸运

挤上这趟佛总妆艺大游行的列车。
另外，队员们为了呈现最好的一面给大众，

不只一星期在佛总课室练习两晚，过后还移师到
菩提学校继续苦练，所下的苦功令人为之动容。
而在疫情尚未明朗的当儿，队长更是不时的叮嘱
队友们要好好照顾身体，如有不适，应待在家中
休息调养。队员们虽然都来自不同年龄层与不同
宗教信仰，但却展现了袍泽之谊，互相关怀，尽
显我国人民和谐共处的精神。

今年人协邀请到150个团体，约6000多名表
演者为活动献舞。今年的亮点除了传统的高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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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龙舞狮之外，还有由7名男士组成的钢管舞，
以及为配合人协成立60周年，由6万片公众设计
的木块组装而成的花车。如众所周知，舞者耀眼
闪亮的奇装异服也是其中一大看点。而佛总妆艺
大游行的舞者，今年在服装方面，特别采取小家
碧玉型，简约白绿色带有中国风的长衫长裤，外
带两把色彩鲜艳的舞扇，在众多金光闪闪、亮丽
明艳的游行舞者中，更显我队队员的风姿绰约，
别有一番风韵呢！这都要感谢队长及其他小组长
们的巧思，别出心裁的为队员们设计出与众不同
的风格。 

粉墨登场的时刻终于到来！今年的妆艺大游
行就在面对疫情隐忧的状况下，展开了多彩多姿
的活动。当然，为了大众生命安全，人协也在现
场所有八个入口处都设置了告示牌，以及体温检
测器，只要体温达摄氏38度者都会被带到隔离
处，由医护人员再进行检测。防范措施可以说是
非常谨慎。

虽说疫情状况不明，但仍不减观众的兴致，
第一晚依旧吸引了近1万多人共襄盛举。大家仍
然兴高采烈的来观赏一年一度的节庆庆典。今年
游行的路线从F1维修大楼开始，一路延伸到滨海
湾浮动舞台--春到河畔，路线总长达1.3公里。首
先拉开活动序幕的是燃放200米长的鞭炮，炮竹
一声响彻云霄，浓浓烟硝冉冉升空，划向天际，
带动观众那颗早已沸腾的心，欢呼声此起彼落，
不绝于耳；再来就是全球最长的舞龙队，还有踩
高跷等传统项目一一出笼，炒热全场观众热情鼎
沸的心。

听到全场欢天喜地的燥动声，队员们再也
按捺不住雀跃的心，个个迫不及待地想展现这
几个月来苦练的成绩给观众。终于到了出场时
刻，队员们个个使出浑身解数，配合着热力四
射的劲歌，边走边舞动着身躯，再加上灿烂的
笑容，一路游行，一路挥舞着双手，亲切地与
路人打招呼，一路上流光溢彩，把华人新春气
氛推到最高潮。

看着一队队璀璨闪耀的游行队伍精彩的演
出，想必队员们也结交了不少来自本地与外地
的朋友。希望队员们在这次的演
出中不只享受着绚烂的游
行盛宴，也享受着在练
习 过 程 中 的 点 点 滴
滴。更希望这次的
演出是他们人生
旅 途 中 一 个 永
生难忘的春节
回忆。在此，
佛 总 要 特 别
感谢队长Vic-
tor Lim及他所
带 领 的 小 组 长
们：Arthur Ong, 
Gena Chen,Lay 
Mui, Cecilia Yeo。感
谢他们的不辞辛劳。他们
是佛总妆艺大游行劳苦功高的幕
后大功臣。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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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日，上午8时，新加坡居士林为庆祝
成立85周年，大雄宝殿重建落成暨佛像开光举
行“三庆盛典”。主办单位广邀海内外高僧大德
与四众弟子，以及国家政要、社会显达出席观
礼，包括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中国
驻新加坡大使洪小勇、新加坡宗教联谊会会长暨
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广品法师、新加坡佛教居士
林领导师兼新加坡光明山普觉禅寺方丈广声法
师，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觉醒法师等等。出席人
众约有1000多名，大家都带着怡悦的心情见证这
历史性的一刻。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在1933年7月16日，以新

加坡佛教流通处创立，当时以弘扬佛教、流通经
书为要务。之后，经过一系列的扩充，于1934年
6月17日，正式成立新加坡佛教居士林。

85年来，居士林秉持着佛教慈悲济世的精
神，弘扬大乘佛教、实践人间净土的愿景，致
力于弘法利生、慈济福利、教育文化、医疗服务
等，以达到普及佛学、惠利众生的目标。

重修后的大雄宝典庄严堂皇，古风韵致。大
殿内的各种设计，不只美观细致，还深具意义。

供奉在大殿上的华严三圣像与四周的弥勒佛、
韦陀菩萨、四大天王像等，采用了金身造像，在灯
光的照射下，显得金光闪闪，特别庄重。

新加坡佛教

■ 文 • 一峰 ■

居士林 三庆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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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是有赖于各宗教和群体的努力，可尽管如
此，民众仍需居安思危。

副总理也指出，目前世界各地有人利用社交
媒体煽动各族群之间的不满情绪，企图分化社
会。为了防范于未然，我国会不时修订与制定相
关的法律，以保持各族与各宗教之间的和谐。

不过，副总理也提醒，法律本身不足以维持
宗教间的和谐，他再次强调：“ 我国各宗教应该
珍惜多元社会的特点，互相包容，高度尊重彼此
信仰与发展空间。”

此外，部长也称扬居士林多年来回馈社会不
遗余力，充分体现了“群策群力、共创未来”的
精神。

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广品法师肯定了居士林

的建树，他说：“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它主动联
合其他宗教团体每年联合颁发助学金给各族学
生，这项善举不但为国家培育人才，更身体力行
的向年轻国人灌输种族与宗教和谐的重要。”

华严三圣像周围的设计也很巧妙，例如，圣
像上面的天花顶设计为中国特色的古建藻井，雕
刻中的游龙彩凤寓意着龙凤呈祥，如意吉祥。

佛像背后绘有敦煌逍遥自在的飞天，栩栩如
生，造型生动。天花板与地面都镶有敦煌石窟莲
花图案瓷板，体现出佛教世界处处皆莲花的思想。
此外，大殿四周的墙上刻有很多浮雕，生动地述说
着流传已久的佛教经典故事。

居士林林长陈立发在致词中表示，居士林斥
资6300万元重建大雄宝殿和翻新旧楼的工程是已
故老林长李木源于2014年启动的。隔年李木源与
世长辞，居士林有幸得到三宝加持，各界善长仁
翁出钱出力、大德高僧居士们同心协力，终于不
负众望，完成重建工程。陈立发也强调，如果没
有历代林长的努力，没有他们的无私奉献，居士
林就没有今日之成就。

大会贵宾王瑞杰副总理祝贺居士林之余，他
表示，居士林的设施扩大后，可以更好地为信众
和各群体服务，继续体现“群策群力、共创未
来”的精神。他强调说，我国今日所享有的和谐

鸣谢：新加坡佛教居士林提供照片

王瑞杰副总理受邀主持仪式

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广品法师致词

大会贵宾们在居士林大门前合照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林长陈立发致词

佛教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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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7日，上

午8时，四众云集护国金

塔寺，迎接该寺住持法

照法师圆满出关。记得

在三年前，即2017年3月

13日，法照法师为精进

道业发下宏愿，在信众

的护送下闭关。

据知，这并不是法

照法师第一次闭关。早在

1992年11月25日，

法师也曾闭关一

年修持药师法

门，当时还恭

请了华僧尊长

真顿大和尚为

他掩关说法。

闭关期间，泰国

副僧王颂德拍菩达

旃上座大和尚还亲到寺内

探访关怀。

在仪式开始之前，仪

典筹委会主席有广法师代

表护国金塔寺全体管理委

员致欢迎词，并感谢法师

与信众们的护持，以及社

会各界的关注与支持，以

致该寺的各项法会活动与

圆
满
出
关

法
照
法
师
出
关
盛
典
简
记

弘法工作，在法师的闭关期间如期顺利进行。

筹委会邀请了南北传法师莅临主持启关仪式，

主要贵宾包括：世界僧伽会首届副会长兼秘书长及

毗卢寺方丈慧雄法师、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席兼竹林

寺方丈广品法师、净觉僧伽大学副校长兼福海禅寺

方丈明义法师、台中丰原妙音寺住持达那法师、新

加坡佛教施诊所兼观音山住持法辉法师，以及中华

佛教会弘法主任兼清凉精舍主持继光法师等等。

仪式先在二楼供灯诵经掀开序幕，然后再邀请

南北传法师移驾四楼，在关外迎请关主。仪

式先由北传法师说法启关，然后由慧

雄法师解开封条、明义法师切布

绳，其余法师解锁开门，迎接法

照法师至二楼大典。

法照法师为感谢其他法师

们的护关与启关之恩，他遵照

了传统濯足仪式来供养诸位法

师。说到濯足，法照法师表示不

能只看表面，他说：“濯，除了洗

弘
法
度
生

■ 文 • 福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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涤，还有拔除罪恶的意思，濯足实则表达了清除世

尘，保持清净的意念，它不是一个仪式，而是发自

内心深层的省思。”

法照法师也表示，他亲自为诸法师濯足的另一

个深层含义是为促进僧伽之间的和敬，互相规劝，

互相扶持。

法照法师也分享了他闭关感受，他说：“我选

择闭关，主要是为了了解自己有多少习气障碍，虽

说出家四十年，这些年间却一直在检讨自己，觉得

自己尚有不足，事情处理不够圆融，我要特别感谢

诸山长老与道友们帮我一一度过菩提道上重重的考

验。同时也感谢各寺院庵堂多年来对护国金塔寺的

支持与关怀。”

法师说：“闭关之中，我认识自己，更了解

自己。我也是一个普通人，也像其他人一样有贪嗔

痴，当贪嗔痴的意念升起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法照法师表示，念佛可以把心坚定，不跟贪嗔痴相

应，让内在佛性自然显现。

启关法师慧雄法师也发表看法，他说：“法照

法师的慈悲愿力，可带动整个佛教，弘扬正法。四

众跟随着法师，好好扶持，庄严功德，让正法永住

世间，为佛教界作出更高的贡献。”

另一名启关法师广品法师则表示，“法照法师

能够隐世闭关，是因为他的信念。“法照法师因为

参加居士林的49天药师法会而内心升起宗教感动，

所以一直很精进地修法，并秉持药师佛的精神度化

众生。”广品法师也指出，成就闭关不容易，除了

个人内在的修持，也需要外在因缘的配合，法照法

师很有福报，所以有此殊胜因缘。

在盛典结束之前，法照法师代表寺院分别

捐助泰铢100万予泰国摩哈朱拉隆功佛教大学

(Mahachulalong University, Thailand)与新台币100

万予台湾净觉僧伽大学。

佛教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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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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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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加坡佛牙寺••

•• 大愿共修会

•• 法轮社

•• 新加坡佛教施诊所•••••••••••••••••

•• 佛教会•••••••••••••••••••••••••••

•• 龙华藏院••••••••••••••••••••••••••••••••••••••••

•• 菩提佛院

慈
行
利
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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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焦点

•• 慈航念佛社

•• 洛伽山庄•••••••••••••••••••••••••••

•• 福慧讲堂•••••••••••••••••••••••••••••••••••••••••••••••

•• 善福堂••

•• 宝光佛堂

•• 旃檀林

•• 香莲寺

•• 般若念佛堂

•• 积善堂

•• 万佛林••••••••••••••••

•• 观音堂佛祖庙

•• 東眴閣

•• 如切观音堂

•• 佛缘林••••••••••••••••••••

•• 光明山普觉禅寺•••••••

•• 吉祥宝聚寺•••

•• 释迦善女会••••••••••••••••••••••••••

佛
恩
弘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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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焦点

法
力
遍
满

•• 莲池阁寺•••••

•• 观音救苦会•••••••••••••••••

•• 竹林寺

•• 护国金塔寺

•• 普济寺佛学研究会

•• 海印古寺

•• 宽济堂念佛社

•• 大悲院

•• 海印学佛会••

•• 天竺山毗卢寺

•• 准提宫

•• 天南佛堂

•• 国际佛光会新加坡协会

•• 天寿堂吕祖宫

•• 慧明讲堂

•• 圆觉宗（新加坡）

•• 善缘堂

10



佛教焦点

•• 莲池精舍

•• 能仁精舍

•• 大悲佛教中心

•• 福缘堂

•• 南海飞来观音寺

•• 新加坡佛教青年弘法团

•• 善德堂

•• 十方佛林

•• 观自斋

•• 益群旅行社（新加坡）

•• 仁婷贸易私人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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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天
导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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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总资讯

紫玄阁
学生应急基金
颁发仪式 ■ 文 • 向翰 ■

秉持德教扶危济困，慈悲为怀的精神，新加坡紫玄
阁于2020年3月13日下午3点颁发学生应急基金给予佛
教总会属下三所机构，它们是菩提学校，马林百列菩提
学生托管中心及悉达多托儿中心。颁发仪式就选在紫玄
阁进行，由佛总会长广品法师率领执行长柯孙科先生、
菩提学校校长林惠珉女士及两所托管中心主管，陈郁雯
女士及王丽群女士等出席。

原位于竹脚诺里斯路但于1994年迁入武吉巴梭路的
紫玄阁，由阁长吴皆佳领导该阁的管理层。当佛总一行
人抵达时，立即受到阁长及各理事的诚意欢迎！随即展
开简单的颁发仪式。

首先由副阁长林理明先生致词，欢迎佛总一行人的
到来。他阐明紫玄阁规模虽然不大，但尽能力并秉持
该阁的两个宗旨即弘扬道德：孝、悌、忠、信、礼、
义、廉、耻、仁、智及慈悲济世，不分种族文化去帮
助需要帮助的人。该阁为此成立了福利基金部，从一
开始派钱给红山孤独老人到目前学生应急基金，都由
这个部门负责。

林副阁长继续叙述当初成立学生应急基金的概念，
是基于一些家庭突生变故，学生经济来源中断，此时便
可以申请这笔基金应急，暂缓困境，可以说是及时雨；
例如去年应急基金成立后，文殊中学某位学生，便是在
这样的困境下受惠，每个月领取250元，数目不大但也
可暂时解除困境。

除了这类学生之外，还有一些非公民的学生，遇到
困难时，他们没有渠道找寻经济来源。林副阁长感恩佛
总可以介绍属下机构，让紫玄阁为这三所机构提供基金
给需要帮助的学生 。他还强调这笔5000元基金只是一个
起步，基金如用完，可以再补给。

接下来由佛总会长广品法师致词。法师认为教育可
以提高个人的修为，培养有用的公民。感谢紫玄阁的这
个措施，对中下层不只是公民，还有非公民等家庭的照
顾，犹如八爪鱼，触角伸得更多更广。只要合格的，一
律平等，皆可受惠。

仪式在简单的茶点招待中圆满结束。悉达多托儿中心主管王丽群女士以学生作品回赠

马林百列菩提学生托管中心主管
陈郁雯女士回赠礼竺予阁长以示谢意

菩提学校校长林惠珉女士接受阁长吴皆佳的基金颁发

佛总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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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玄阁
学生应急基金
颁发仪式

随着新年钟声的响起，佛教总会于2020年1月
5日迎来了周日学校的新学年。本次的开学典礼，
邀请到佛总教育主任有维法师为主宾。举办的地
点就在三楼佛教礼堂。

在家长的陪伴下，小朋友们满心欢喜，带着笑
容来到佛总参加开学典礼。当中虽然不乏旧生，
也有新生，但他们都对即将来临的新学年充满期
待。大家见面后彼此热情地打招呼，也很有礼貌
地向老师们问好。

在老师们的指示下，同学们坐在自己班级指
定的位子，耐心的等待有维法师的到来。法师入
席后，正式开始今天的活动。首先，法师亲切地
跟大家打招呼，欢迎大家来到佛总这个大家庭。
接下来，他嘱咐同学们要在老师们的悉心指导下
学习正确的佛法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学以致用，
将所学的佛法应用在实际生活中，只有如此才是
真正吸取了佛法知识。同时，法师也提到同学们
平日在学校的生活紧张而忙碌，所以希望大家在
每个周日来到这里都能享受学习佛法的过程，并
藉此放松心情，结交新朋友。

随后，法师也对教师们提出新学年的要求；
希望教师们能以此平台将正确的佛法宣扬给更多
的民众，尤其是小孩子。也希望教师们能积极参
与佛总所推出的各种进修课程，不断丰富自己的

■ 文 • 晓苏 ■

佛教总会周日学校

	 	开学典礼2020
佛学知识、改善教学方法，帮助小朋友们在周日
学校学到更多的知识以及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佛
总学习。

最后，在虔诚的供僧仪式后，圆满结束今年
的开学典礼。法师也回赠每位信众一串精美的佛
珠手环，祝福大家。                                                                                                       

佛总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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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  s ince 
we returned to 

school after the 
Chinese New 
Year holiday, 

we have been 
responding to 
the call to step 

up the level of 
care for our pu-

pils in light of the 
evolving COVID-19 situ-

ation. Measures such as tracking of travel history, 
temperature-taking exercises, monitoring of atten-
dance, checking on pupils’ well-being, washing of 
hands, implementing wipe-down exercises etc have 
become daily routines. As the nation battles the vi-
rus, every citizen, young and old, plays a part and 
rallies together to be socially responsible individuals.

While the school is busy ensuring that the new 
routines are effective to ringfence the school to be a 
safe place for learning, we are also actively reach-
ing out to others in the community. Our MBS Happy 

Rainbow Cards were designed to encourage our 
pupils to show appreciation, be grateful for what we 
have and to be grateful towards people around us. 
There is this group of heroes, our frontline medical 
personnel who continues to work hard at containing 
the COVID-19 virus, who deserves our gratitude 
and support. Our Character & Citizenship Education 
(CCE) Department activated the Primary 5 and 6 
Prefects to write notes of appreciation on the Happy 
Rainbow Cards for them. 

We sought the parents’ support in explaining 
to the childre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ir gesture and 
affirming them for having made a difference in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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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Be Thankful” in 
Maha Bodhi School

佛总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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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aging the frontline medical staff. Parents were 
supportive of our efforts to spur our heroes on. A 
total of 56 beautiful and thoughtfully written cards 
were created. 

On 3 February, our Principal, Mrs Elaine Quek, 
accompanied by our team of middle managers, vis-
ited Singapore General Hospital. Upon our arrival, 
we were warmly received by Professor Kenneth 
Kwek, CEO/SGH; Dr Tracy Carol Ayre, Chief Nurse/
SGH and Ms Jennifer Wee, Chief Communications 
Officer/SGH. The team presented Mandarin oranges 
and the Happy Rainbow cards for the doctors and 
nurses. Prof Kwek, in turn, presented a pair of SGH 
teddy bears to Mrs Quek in appreciation of our 
pupils’ efforts. 

In addition to the cards, the school’s Videog-
raphy Club,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ir teacher Mr 
Preston Tan, created a video to educate pupils the 
importance of hygiene as well as when and how to 
wear and dispose a mask. The video was used to 
reinforce important messages to pupils and their 
families.

Our effort was picked up by the MOE Facebook 
and subsequently the news spread to other media. 

Many schools and organizations started to show ap-
preciation in their ways. We are happy to have played 
a part to contribute to this wave of gratitude movement. 

These were not once-off efforts that our pupils 
are engaged in. Having a heart filled with gratitude 
(感恩的心) is important to all of us in the MBS Fam-
ily. Our school leaders and teachers always reiter-
ate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thankful towards the 
unsung heroes in our community to our pupils as 
part of our values inculcation and character educa-
tion programme. Every year, we show appreciation 
for public transport providers during Chinese New 
Year. Prefects present oranges and send our Chi-
nese New Year greetings to the staff of Ubi MRT 
Station. They also await the arrival of bus drivers at 
the bus stops outside our school to present them 
with oranges and wish them good health and luck. 
Our pupils also show their appreciation for migrant 
workers who have played a part in building Sin-
gapore. The pupils understand that many migrant 
workers are working hard to support their families 
back in their own countries. They pack goodie bags 
that contain halal food items, toiletries and thank 
you notes for these unsung heroes. Prefects then 
present these goodie bags to the workers under 
the care of Transient Workers Count Too (TWC2) 
at their headquarters. 

We hope that our pupils will always remember 
to Do good. Feel good. Spread good. We can make 
a difference if we are thankful and generous in show-
ing our appreciation for people around us. 

佛总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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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November 2019, five teachers and 24 stu-
dents from Manjusri Secondary School went on an 
inaugural exchange programme to Seki City, Japan, 
and we were all excited about the trip. 

The itinerary was curated with meaningful ex-
periences which were insightful and memorable for 
our students. Here are some highlights from the trip:

Japanese School Experience
During the trip, our students visited two host-

ing schools – Asahigaoka Junior High School and 
Midorigaoka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ere 
allocated buddies whom they followed for lessons. 

One of the most impactful experience was 
the school cleaning activity in Japan. In Japa-

nese schools, 
students are 
a l l o t t e d  1 5 
minutes dai-
ly  to  c lean 
their school. 
W h e n  w e 
were there, 
s t u d e n t s 

moved to their respective areas in 
the school and cleaned the school quietly. The 
Japanese students showed great appreciation and 
respect for their environment. We were told that 
students were taught to carry out self-reflection as 
they went about their cleaning duties. Our students 
joined their buddies in this activity too. 

■ Written By: Low Jing Wen Vanessa ■

Manjusri’s Inaugural 
Student Exchange to 
Seki City

佛总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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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und hot raw steel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word-
smiths. That was an extraordinary experience seeing 
how the swordsmiths’ traditions had been guarded for 
many generations.

After three 
days in Seki, we 
travelled to Kyo-
to from Nagoya 
via the Shink-
ansen (bullet 
train). Kyoto is 
an ancient city 
with many Bud-
dhist temples 
a n d  S h i n t o 
shrines and our 
students had the opportunity to visit many different 
places of worship. It was eye-opening for our students 
to learn about the history and rituals of different religious 
beliefs in Kiyomizu-dera (Pure Water Temple) and 
Fushimi Inari Shrine. 

The trip ended in Osaka where we learnt to make 
our own takoyaki (Japanese ball-shaped appetizer) 
and okonomiyaki (Japanese pan-fried batter cake). 
This amazing experience made us appreciate the 
complexity and beauty of Japanese cuisine. 

This exchange programme was filled with mean-
ingful activities that allowed the students to learn a 
powerful lesson on a different culture that could only 
be fully appreciated first hand. 

Another significant experience for our students 
was the hosting by their buddies’ families. Despite 
the short interaction with their Japanese hosts, our 
students were extremely touched by their hospitality. 
They spoke of how their hosts were always mindful 
of their well-being and presented them with many 
meaningful gifts. This experience also deepened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students and their buddies 
despite language barriers.

Japanese Cultural Tour
The trip was also filled with many unforgettable 

visits to interesting places in Japan. 
Well-known for their traditional blade-making 

technique, the Seki Traditional Swordsmith Museum 
was definitely a place worth visiting. During our visit, 
we experienced a Japanese sword forging demonstra-
tion where w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observe how a 
giant hammer was used to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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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意识会创

造出现实世界。基于

这个观点，眼下最

热门的新冠肺炎，也

是人类的共同意识所

创造出来产物。

因为其「新型」与

「突发」的物质现象，撞

击了大多数人惯性的思维，使之又产生了更多的

意识—一种害怕被传染的意识，进而因为要「自

保」，而显现了更多的恐慌，反而助长了这个病毒

的传播。

这种病毒的出现，彰显了我们的世界需要开始

重新找回信任和爱，要开始更加地付出与合作，不

去恐惧与排挤，人类要开始学会谦卑。

过去这些年，物质世界的发展，让我们都太自

以为是，以为科技、经济、实力就是力量，一个人

的成功、财富、权势就是代表这个人特别有力量！

而现在，大自然正在教会我们，真正的力量

不在于这些看得见、有规格、有尺度的物质，而在

于来自内心深处对生命的尊重、对自己的疼惜和肯

定、对身体的爱与温暖。

病毒的出现，它可以是我们集体

意识中的病毒，它更可以是我们集

体意识中的抗体。它是为了让我们

共同去学会一个课题—怎么样

真正包容和接纳，而不是排斥与

抗拒。疾病是改变的契机。

以病毒本身来看，它的特

性就是让人与人区隔，合理化了人

与人区隔这件事，让这件事变得合

心不慌  

理—人与人不需要链接，种族、国籍、地区，各

种意识状态，从根本上区隔人类的链接。而病毒发

生的根源，其实在于我们人类之前就有着这样的意

识状态。

过去这些年的物质现实的成功，让人类以征

服、盛气凌人的态度，在很多层面上渲染自己的强

大，不可一世，用骄傲、鄙视、无礼的心境去对待

周遭的人。而目前这个病毒，是要让所有人反思，

其实强大，是为了要去温暖、捍卫、保护更多人，

而不是自以为自己是最强大的。

当人类产生了自大的傲慢的时候，一个病毒

的来临，就让人产生了恐惧、焦虑和慌乱。这代表

说，真正的力量不在于你的物质实力，而在于内

涵，内在的温文儒雅。

我们要从这个部分去借鉴，对照我们的生活，

回归个人，你会发现：有一种杀伤力更大的无形病

毒，就是我们在不断地传播着一些错误的信念、价

值观，让人迷失心性，追求物欲，傲慢与自大，而

缺乏真正的温暖与爱。

这次病毒的出现，并非为了促进批判，而是要

我们反思。

而病毒针对的器官—肺部，肺部对

应了与生命循环意识状态有关，这与自

己在生命当中有没有遭遇到窒息或者生

存受限的情绪意识，生命状态能不

能够循环的很顺畅有关系。

如 果 过 度 觉 得 人 生 受 到 限

制，不顺利，生活中窒碍难行，

被困住，被压抑，都有可能感召

肺部出现问题。除了生活习惯，

背后的形成核心，与对自己不

■ 文 • 陈嘉堡 ■

疫不乱
从另一角度看病毒带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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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对自己所处的人生状态感到无力，束手无策，

不断批判自己，不爱自己都有关系。

感召病毒，其实也与自身免疫力下降有关，我

们身边有些人很容易被感染，有些人则不太会，其

原因就是我们免疫系统的效能。

我们的情绪与意识状态，会通知我们的免疫系

统，对我们碰到的环境作出哪种层面或者反应的处

理。提升免疫系统，除了物质层次外，还有就是自

己的情绪与意识状态的提升。

在物质世界过于焦虑，其实也是一种无形的

病毒。

每年美国都有逾10万人患上流感，死亡更是在

大概8千人左右，而我们对它却没有现在对新冠肺

炎的恐慌。

为什么？

其实，这是在于我们对流感病毒处在“已知”

的意识状态。

在目前面临的新冠肺炎，我们对它是还处

在“未知”的意识状态时，我们往往容易就会因过

度渲染的影响而感到恐惧。

就如同如果天冷，我们应该做的仅是加衣服

保暖，而不是一直渲染如果天

冷，不加穿衣服，就会感

冒、打针、吃药、住

院甚至病死……等

等。

本来善意的提

醒，却因恐惧心变

成恐吓的传播。

用恐惧的心态

变成语言去传播疫

情，其实才是最大的病

毒传染途径。因焦虑而过度的提示，创造出各种混

淆视听的真假新闻，弄得人心惶惶。

人类的意识制造恐惧和内心的慌乱情绪，其实

源自于自己的“无知”。

如果我们可以了解自己内在的念头，解决交

流与不安的重点不在于拼命找些事情来“转移焦

点”，而在于进行过程中你如何控制你的念头频

率，是朝向安定还是走向恐惧？

面对看似无力抵抗的巨变，你是否能够保持平

静的内在？例如：煮汤时如果发现味道浓淡不符合

自己的口味时候，会如何处理？当然是利用水来调

节味道的浓淡，而非整锅倒掉。

“选择”念头的频率走向，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当灾难来临的时候，不论是肉体病毒，与内在

恐惧的病毒，对于压力的承受力，你该如何因应？

你是否能够用平静的内在，去选择你所听到、

看到的恐惧事件？在危机的处理上，心念是高于身

体的强壮，我们是在经历事件的巨变，还是陷入在

内心的“惧变”？在遭遇某些人生处境巨变的时

候，你是否能够拥有真正的心灵平静和“已知”的

心念？

当我们愿意开始选择念头频率的时候，我们可

以不断告诉自己：“我是平安的，我将一交付给觉

者意识。”而这些信任高维智慧意识的词句，有助

于我们将意识对焦在平和及宁静的频率，自然就会

提升自己的免疫力，来面对眼前无法改变的状况，

此时自然会有清晰的意识，来协助自己临危不乱的

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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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喻经》，原名《痴华鬘》，全称为《百句

譬喻经》，是天竺高僧伽斯那从《修多罗藏》十二

部佛经中的素材编撰而成，十二部经中抄录九十八

则寓言故事以申教诫的著作。经中的寓言故事均为

释迦牟尼佛讲说。它通过许多寓言故事喻述了出家

人修行积善的道理，是一部宣传佛教教义的经典。

南朝齐代，僧迦斯那的弟子求那毗地法师来中国传

教，将其翻译成中文，后来收入《大藏经》。因其

故事幽默风趣，道理浅显易懂，很快就在民间广为

流传。1914年9月，鲁迅捐银元60元委托南京金陵

刻经处刻印了100本佛教《百喻经》，1926年5月，

鲁迅又出资赞助王品清校点《百喻经》，自己亲自

作了题记，以原书名《痴华鬘》，交上海北新书局

出版，使这一佛教文化经典得以广泛流传，实际上

这是一部非常好的寓言故事集，它为当时的文坛增

添了一道异彩。

《百喻经》中的“百喻”，是指一百篇譬喻

故事。《百喻经》实际只有九十八个寓言，为何称

为“百喻”？历来流传三种说法：一是说取整数而

称“百”；第二种说法是，把前面的“序品”和末

尾的“跋偈”加起来，正好凑足百数；第三种说法

认为，经文原本就有一百个故事，在流传过程中佚

失了两则。不管哪种说法，都不影响它的学术和文

学价值。

《百喻经》全文两万余字，从整体结构来看，

寓言故事的寓意
■ 文 • 继平 ■

类似于当下颇为流行

的情景喜剧，里面有一

个贯穿始终的主人公，每个故

事又可以独立成篇。主人公是个傻头傻脑的“愚

人”，行为举止荒诞，干出的傻事，总是让人忍不

住捧腹大笑。每篇文章形式固定，均采用“两段

式”结构：先讲一个寓言故事，再从故事中引申出

一个佛理。这种结构形式简单，通俗易懂，循循善

诱，即使毫无佛学基础的人，开怀大笑之余，也能

若有所悟。

《百喻经》中的寓言大多取自民间老百姓的口

语故事，文风朴实，诙谐幽默，用时下的流行语来

说：很接地气，群众喜闻乐见。这是一部非常有趣

的佛经，只要你愿意，把它当作一部寓言故事集，

或笑话集来看，也无不可。在这里，佛陀不再是高

高在上的威严长者，不摆架子，不板着面孔说教，

更像是一位亲切的说书人。他慈眉善目，面带微

笑，娓娓道来，让人如沐春风，对佛的亲近感油然

心生。

鲁迅对《百喻经》评价极高：“尝闻天竺寓言

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文艺，往往蒙其影响，即

翻为华言之佛经中，亦随在可见。”他先后几次捐

资刻印，极力推广这部佛教经典。即使你对佛理不

感兴趣，这部佛经也值得一读，那些故事里蕴含的

人生智慧，会让你受用一生。

《百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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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毗陀罗咒
有一个愚人和别人有仇，他心中一直闷闷不乐。有人问他：“为什么事这样发愁？”他回答说：“有

人欺侮我，我没有力量报仇。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方法报仇，所以不高兴。”
有人告诉他说：“只要会念毗陀罗咒语，就可以伤害你那位仇人。但是念这种咒语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

没有害你的仇人之前，先得害你自己。”
这个人听了这话十分高兴，说道：“你教我这个咒语吧，虽然这会害我自己，但我还是想害我那仇人。”
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与人结怨是难免的，仇怨带给人的危害十分严重。为了报复别人，在别人没

有受到伤害却先伤害了自己，不仅使自己遭受痛苦，还会因造作恶业，后世会陷入地狱中不能自拔。在
面对与自己有仇怨的人时，我们应当怀慈悲心，以忍辱宽容的心态来对待。要知道，从佛教因果观点来
看，世上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一个人今生与我们为仇，是由于你过去世曾伤害过他。

佛教四正勤说，已生恶令断除，未生恶令不生。已生善令增长，未生善令其生。当一个人恶念生起，
就已经造作恶业，埋下了地狱的种子。为了避免将来遭受苦报，在与人有仇时，我们只有不断反省自己，
化解这种仇怨，才能解怨释结，与人和睦相处。

二、债半钱喻
从前有一个商人，借给别人半个铜钱，那个人借钱很长时间都没有偿还，于是他就到借钱人那去讨债。
前往讨债的途中要经过一条大河，渡船过河要花费两个钱才能过去。好不容易到了借钱人那里，却

最终没有见到借债之人。没奈何只得回来，在返回途中过河时又花掉两个钱。
为了讨回半个钱的债，来回渡船过河用掉四个钱，再加上路途往返的辛苦，劳累不堪，实在得不偿

失。这个商人借出去的钱很少，因要账失去的却很多，而且还被人家当作笑话。
这则寓言告诉我们，世上有人为了取得一点点小名小利，以致不惜丧失自己的品德。只顾有利自

己，就不考虑人格和信誉，眼前得到不光彩的声名，来世还要受到极大的苦报。

三、以梨打破头喻
从前有一个愚蠢的人，头上一根头发都没有。一次，有一个人接连不断地用梨敲打他的头，结果把

他的头打得到处都是伤。
这个愚蠢的人居然还一声不吭的忍受着，也不知道去想如何反驳或者躲开。旁边的人看到，就问他

说：“你为什么不躲开？在这等着让他打你，以至被打得头破血流！”
蠢人回答说：“像他那样愚昧无知，依仗自己一身力气骄横轻慢的人。看到我头上没有头发，认为

是块石头，就用梨来打我，以致头被打伤成这个样子！”旁人说：“你自己实在是太蠢了！怎么还说别
人愚蠢呢？如果你不蠢，有脑筋，怎么被他打了，以至头都被打破，还不知道躲开。”

一些不能真实发起信心、坚持戒律的比丘也是这样，他们不能精进修行，严持戒律，勤修定慧，只
是整肃威仪，以招名闻利养。他们就像那个愚人，被他人打头，不知到回避，以至于自己头被打破，还
不认为自己傻，反说别人愚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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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乘船失钵喻
从前有一个人乘船渡海，把一个银钵掉进海里。他当时就想：“我现在对着水面在船边画一个记

号，姑且不去管它，以后有时间再回来捞取。”
他走了两个月，到了师子国这样的地方，看到一条河，便跳进水去寻找他原来失去的银钵盂。
许多人就问他：“你这是在捞什么？”
他回答说：“我当初丢掉一个钵盂，现在准备把它找回来。”
众人又问：“你是在什么地方丢失的？”
他回答说：“船刚入海时掉的。”
又问：“丢失多长时间了？”
他回答说：“已经快两个月了。”
众人说：“丢了两个月，为什么要在这里找呢？”
他回答说：“我丢钵盂时，曾对着水面在船边上画了一个记号。这里的水面和我原来画记号的水面

完全一样，所以在这里找它。”
众人说：“这里的水面和你丢失钵盂那地方的水面虽然没有区别，但你丢失东西是在大海那个地

方，现在找东西却在师子国这个地方，哪能找到呢？”这时大家都笑话他是个蠢人。
这则寓言告诉我们，就像外道一样，不修正行，却在一些似是而非的修行活动中故意找苦吃，便把

一些苦行看成是正常的修行方法，以此寻求解脱。这正和这个愚蠢的人把钵盂失落在大海处，却在师子
国寻找，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五、磨大石喻
有一个人，每天很勤劳地磨一块大石头，经过了好几年的功夫，把它磨成一只小石牛。结果这只小

石牛只能当作玩具，没有别的用处。他在这一事上所花费的时间和劳力虽然很多，而收效却很微小。
世上有很多人都像这个磨大石的人一样，花费了很大功夫，却做了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人们辛勤

劳苦地修学，应该是学一些扎扎实实的东西，而不是为了炫耀、充门面，做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
这则寓言中的“磨大石”比喻学问；“作小牛”，比喻名闻利养。修行做学问应当研思精微，博通

多识，精进修行，远求胜果。不能因为名闻利养，产生贡高我慢之心，反而容易增长过患。

六、见水底金影喻
从前有个愚痴的人到一座大池边去，见到水底有真金的影像，惊呼：“有金子。”就跳入水中翻泥觅

求。他在水中找得精疲力竭也没有找到，就出水坐在岸上。等了一会儿，池中水清了，又现出金子的色泽
来，就再跳进去翻泥觅求，还是不得。父亲来找儿子，见他这番模样，便问：“你在做什么，弄得如此疲
惫不堪？”儿子回答说：“水底有真金，我时时跳下去，想翻泥觅取，疲累极了，却没有捞到。”

父亲看了看水底真金的影子，就知道金在树上。儿子之所以看到池底有金子，是因为影子显现于水
底。父亲说道：“必定是飞鸟衔来放在树上的。”儿子就按照父亲的话，到树上找到了金子。

世上有很多愚痴人，也像这个儿子一样没有智慧，他们认影为真实，结果井底捞月尽是虚。
佛教认为，我们的身体是由四大五蕴和合而成，都是因缘假合的。但很多人就像那个儿子，执著于

四大假合之身为实有，产生我执的念头，不能安守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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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诈言马死
从前，有一个人骑着一匹黑马入阵与敌作战，由于恐惧害怕，不敢战斗了。为躲避战争，他便用

血污涂在脸上，装出死的模样来，卧在死人中间。他所骑的马便被别人夺走了，军队离去后，他便想
回家，就截了人家的白马尾回来。到家后有人问他:“你骑的那匹马如今在哪里?为何不骑呢?”他答
道：“我的马已死了，就拿了尾巴回来。”旁人说道:“你的马原本是黑的，尾巴怎么是白的呢?”他默
然无答，遭到众人的嗤笑。世上的人也是这样，说自己积善行好，修行慈心，不食酒肉，然而却杀害众
生，鞭捶棒打，虚妄地自称行善，其实无恶不作，就像那个愚人，骗说马死了。

这则典故还告诉我们，在犯了错误的时候，不肯老老实实坦白认错，总以为别人不一定知道，于
是，信口雌黄，编造谎言，结果弄得自己下不了台！因此，一个人犯了错误并不可怕，关键是要能知错
必改。

八、小儿得欢喜丸喻
从前有一个乳母抱着小儿赶路，途中走得累极了，不觉沉沉睡去。这时有人拿欢喜丸送给小儿。小

儿伸手接住，贪着它的美味，对身上的东西就不管了。这人立即把小孩所挂的项圈、璎珞、衣物都解下
拿走了。

这则寓言告诉我们，有的比丘为贪求一点利养，经常在大众聚集的愦闹之所，他被烦恼贼夺走了他
原有的功德、戒宝、璎珞，就如那个小儿贪着一点儿美味的缘故，身上一切都被贼拿去了。

《童蒙止观》中说比丘修道应当闲居静处。“闲者不作众事名之为闲，无愦闹故名之为静。”有三
处地方可修禅定：一是深山绝人之处；二是头陀兰若之处，距离聚落三四里路，放牧声绝，没有愦闹；
三是清净伽蓝中。这三种地方没有喧闹，也没有人干扰，可以安心修道。

九、小儿得大龟喻
 

曾有一个小儿，在陆地上游戏时，得到一只大乌龟，他想杀掉乌龟，却不知怎样下手，便问人
道：“怎么才能杀掉乌龟呢？”

有人告诉他：“你只要掷入水中去，立刻就可杀死。”当时小儿信了他的话，就将乌龟掷入水
中。乌龟得了水，便游走而去。凡夫之人也是这样，想守护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修行种种功德，
不知如何入手，便问人道：“作什么样相生相助的事情才能解脱呢?”邪见外道、天魔波旬及坏朋
友恶导师就对他说：“你只要纵意于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恣情于财色名食睡五欲，照我的话做去，
必定能得解脱。”不好好想想，就依了他的话去施行，这样的愚人身坏命终后就堕于三恶道，就像
那小儿将龟掷于水中一般，杀不死，反而跑了，这愚人纵意恣情，得不了解脱，反堕入恶途径。 
　《百喻经》通过一百则看似愚蠢的寓言故事，来比喻学佛者在修学佛法过程中遇到的缺点和不足。意
在让修学者通过这些寓言的比喻意义，让学佛者及时纠正修学中的过错，掌握正确的修学方法，保持正
确的修学方向，从而通过精进修学，成就佛道。从以上所列举的几则寓言故事的比喻义中，我们不仅能
得到学佛警示，还能掌握正确的修学方法，取得修学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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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生五不说
说话是交流的基础，同时说话又是一门艺术，

许多人吃了说话的亏，也有许多人因为会说话而获

得成功，人生在世，要说的话实在太多了，但是有

五种话不要说。说了不光无益，还会凭添烦恼。

不说丧话。挫折人人都

会遇到，人生也绝不可能

是一帆风顺的，若是一

遇到问题和困难就说丧

气话，自怨自艾，而不

是想办法去解决，那么

人生就会停滞不前，

陷入迷惘和挣扎的深

渊中，也会给身边的

亲人带来负面的想法。

闲说人生

不说谎话。为人一世，诚信为本，若是每天

都生活在谎言中，生活便成为了虚假，每天只顾着

如何圆谎，又怎么能体会到生活的乐趣呢？况且人

生漫长，若是因为爱说谎话而丧失了重要的亲人朋

友，那么就太孤单了，所以还是实话实说吧，起码

问心无愧。

不说狂话。历史上的伟人，无一不是高调做

事，低调做人，从不轻易给出承诺，而一旦答应

了别人的事，哪怕再难也在所不辞，说到做到，

若是只为了一时之面子说了狂话，答应了自己做

不到的事情，那只能是贻笑大方，令人疏远了，

有时候为了义气答应帮忙是好事，但是一定要在

能力范围内。

不说坏话。人都是有缺点的，都会存在这样或

那样的问题，我们可以指出问题，但是不要背后说

■ 文 • 吴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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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的坏话，要知道语言是一把看不见的刀，你在说坏话

的时候，不仅中伤了他人，也中伤了你在别人心目中的形

象，况且你自己也是有缺点的，你也不会希望有人在背后

说你的坏话的。

不说气话。每个人都会生气，但是区别在于智者会调

解自己的心性，在生气时管住自己的嘴巴，而愚者则会不

顾及他人感受，只顾及自己爽快，将气话喷涌而出，而往

往这种气话总是会伤害自己最亲近的人，而对大局毫无意

义，反而会使得自己的处境更加尴尬。

人生五不说，看破不说破，人生短暂，美好快乐的事

情都还说不够，又何必说这些毫无意义的话呢？

（二）爬楼梯与乘电梯
家住六楼，最初的时候楼里没有电梯，我和妻子都是

爬楼梯上楼，后来有了电梯，上下路既省力又快捷，便一

直乘电梯上楼。

昨天电梯出了故障，我和妻子只好爬楼梯上去，

到家后我们都气喘吁吁，非常疲惫，记得以前没电梯的时

候，爬六楼是相当轻松，几乎都是小跑上来的，难道真的

是老了吗？静心想想，爬楼梯与乘电梯体现的也是一种生

活哲学。

没有电梯的时候，爬楼梯是必须的，不知不觉间，爬

楼梯就成为了一项基本的技能，运用娴熟，虽然一步一步

爬着，但也不会觉得累，后来有了一步到位的电梯，自然

选择了更为快捷的电梯，日复一日的乘电梯上楼，爬楼梯

这项技能自然会变得生疏，所以当电梯突然出现问题

的时候，不得不去爬楼梯，而爬楼梯的技能又已经

变得生疏了，于是累也是理所当然的了。人生何尝

不是如此，曾经我们拥有过很多东西，但是随着时间

的推移，渐渐遗忘或被其他东西代替了，想要找回的

时候却发现再也回不到当初的样子了。

有个朋友，家住郊区，经营着一家农场，年轻的

时候他的梦想就是在市中心买上一座大房子，所以他

卖掉了他的土地，买了梦寐以求的大房子，做着一些

小买卖，成了一名“城里人”。后来人到中年，渐渐

感受到了城市社会中的人情冷暖，世事无常，朋友

又想回到以前那种无忧无虑的农村生活，但是时

过境迁，当年他卖出的土地价值早已经翻了数

番，想回也回不去了。

乘电梯是便利的，但爬楼梯未尝就不是幸

福的，乘电梯可以省些力气，但也会使人

变得懒散，倒是爬楼梯既能身体，又能增

强毅力，老了的时候还能有一个好身体，

而乘电梯习惯之后，就算有一天想要重新

挑战爬楼梯，只可惜岁月不饶人，再也回

不去以前了。

爬楼梯与乘电梯，两者相辅相成，爬

楼梯不代表不可以乘电梯，只是在乘电梯

的同时也不能忘记最初的爬楼梯，不忘初

心，方得善终，珍惜所拥有的，不要到失

去的时候才懂得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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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性，又作如来性、觉性。也就是佛陀的本

性，或指成佛的可能性、因性、种子、佛之菩提之

本来性质。佛教认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能够

成佛。只是众生被无始以来的贪嗔痴烦恼所遮蔽，

清静智慧无从显现。如北本《涅槃经》卷七中载，

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凡夫以烦恼覆而无显，若断烦

恼即显佛性。

在佛教典籍中，有很多关于佛性的比喻。比

如有的典籍中用明珠比喻真如、佛性，能显示此

世界之真实相，而谓此世界乃圆满无缺，无有表

里，平等不二者。《景德传灯录·玄沙师备》：僧

问：“承和尚有言，尽十方世界是一颗明珠，学人

如何得会？”师（玄沙）曰：“尽十方世界是一颗

明珠，用会作么？”这段师徒问对中的“一颗明

珠”，指的就是人人具足的佛性。

有则大珠慧海的公案，以“宝藏”比喻佛性。

唐代高僧大珠慧海禅师在没有悟道之前，前往江西

参谒马祖道一禅师。马祖问：“从何处来？”

慧海禅师回答：“越州大云寺来。”

马祖问：“来此拟须何事？”

慧海禅师回答：“来求佛法。”

马祖道：“我这里一物也无，求甚么佛法？自

家宝藏不顾，抛家散走作么！”

慧海禅师回答：“哪个是慧海宝藏？”

马祖回答：“即今问我者，是汝宝藏。一切具

足，更无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

慧海禅师一听，当即“自识本心，不由知

觉”，身心踊跃，礼谢马祖。马祖称赞他为“大珠

圆明”。

这则接机公案很有名，经常被人引用。马祖开

佛典中的

示慧海，佛性为每一个人本自具足，无有欠缺，修

道人应从自性入手，不可抛却自家宝藏向外驰求。

马祖就是以“宝藏”来比喻佛性。

南本《大般涅槃经·如来性起品第十二》中

则以“真金”比喻佛性。佛陀告诉迦叶尊者，一切

众生悉有佛性，由于众生从本已来常为无量烦恼所

覆蔽，因此，众生不能见到本自清静的佛性。佛

陀还向迦叶尊者讲说了贫女真金的典故。一个贫

女家中藏有很多真金，但家中所有人都不知道真

金藏在哪里？当时有一位神异之人善知方便，他

对贫女说：“我今雇佣你，你可为我锄草。”贫女

回答：“我现在不能被你雇佣，你若能告诉我我

家金子藏在哪里，然后我再为你锄草。”神异人

说：“我善知方便，能告知你金子所藏的地方。”

贫女回答说：“我家大小人等尚且不知道，你怎么

能知道？”这个神异人又说：“我现在就能够为你

找到真金所在之处。”贫女回答说：“我也想见

到，你可展示给我看。”这个人就在贫女家中挖

掘出了所藏的真金。贫女见到真金后，心中十分欢

喜，生起奇特之想。贫女对这个神异人十分敬仰。

佛陀告诉迦叶尊者，众生本来具足的佛性也是如

此，一切众生不能得见，就像贫女家中宝藏，贫女

却不知道在何处。因为众生所具有的佛性为诸烦恼

所覆蔽，就像贫女有真金不能得见。如来普示众生

本来具有的佛性宝藏，一切众生见到此佛性宝藏，

心生欢喜归仰如来。佛陀所说的善方便神异之人就

是如来，贫女就是一切无量众生，真金就是人人具

有的佛性。

《法华经》中有则“衣珠喻”，用宝珠比喻众

生本具之佛性。经中讲述了有一个愚人到亲友家中

佛性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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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客，因喝醉酒就在亲友家睡着

了。这时，亲友忽然有公事要外

出，就将无价宝珠系在这个愚人的

衣服内赠送给他。当时，这个愚人

由于醉酒竟然浑然不觉。等他酒醒

之后，就起来为求衣食到处乞讨，

途中受尽了各种艰难困苦。但是这

个愚人很容易满足，如果稍微乞讨

到一点东西，他就感觉很满足。有

一次，他在街头行乞时，正好遇到

亲友。亲友见他拥有无价宝珠还在

行乞，就告诉他衣服中系有宝珠，

足够他过上富足的生活。这个人就

用宝珠购买了许多自己需要的东

西，从此再也不用乞讨为生了。

“衣珠喻”中的“衣珠”比

喻佛性；“愚人”比喻声闻和缘

觉；“亲友”比喻我佛如来。愚人

的醉酒比喻被种种烦恼困扰。“衣

珠喻”比喻那些虽然有大根器却满

足于小智慧之人，就好像自己衣服

中系有宝珠而却浑然不觉。佛往昔

行菩萨道时，曾教化声闻弟子，令

他们发一切智心，但是现在这些弟

子都忘失了一切智心，变得浑然不

知。他们认为证得阿罗汉道，就是

真灭度。现在佛出现在他们跟前提

醒他们觉醒，指示他所证得的果位

非为究竟，令这些声闻弟子都能归

于一佛乘。

《 授 居 家 二 众 三 皈 仪 轨 》

云 ： “ 夫 宅 中 宝 藏 ， 非 指 示 而

莫 晓 ； 衣 里 明 珠 ， 必 解 说 而 方

知。”“宅中宝藏”“衣里明珠”

指的就是上书“真金喻”和“明珠

喻”。贫女家中的宝藏，若没有指

点贫女就不知藏在何处；愚人衣中

的明珠，等到亲友为他解说之后才

知道。两则比喻喻指众生本来具有

的佛性，只有经过如来的指点开示

之后才能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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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宗教都对人们的社会、精

神生活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深入研究和探讨

宗教的积极功能，则有利于在新时代有效利用宗教

中积极合理的因素来推动社会的发展。

一、宗教的经济建设功能
在当代，宗教通过其教义中的某些积极因素，

引导信教群众的生产、劳动和消费，对经济建设产生

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如基督教关于“马太效应”

的故事，便对鼓励教徒勤奋工作、积极参与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建设有重要的影响。除了鼓励教徒经商的思

想，我国各大宗教对经济伦理的思想也有论述。当勤

奋、诚实、公正、守信等美德被宗教成功地灌输给

信徒时，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完善现存市场经济秩

序，促进经济建设的。此外，宗教组织作为经济活动

主体，近年来在推动旅游观光、发展文化产业方面有

很大作为。每到节假日，一些宗教活动场所聚集了很

多游客，有效带动了当地旅游业、服务业、文化产业

等的发展，经济效益十分可观。它为区域间经济文化

交流提供了便利，促进了区域间的经济合作，有利于

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二、宗教的协调稳定功能
宗教的协调稳定功能主要是社会方面的，

一直以来，宗教都和社会息息相关，它以自己独

特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

以达到稳定人类社会的目的。宗教可以协调人和

自然、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对维护现存社会秩

序，保持社会稳定有一定的作用。不同宗教都有

的共通点包括提倡圆融、主张和平、注重道德、

乐于兼容。不同宗教之间可以互相宽容，互为补

助。我国没有因宗教而引起的极端化的冲突，这

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发展。宗教的凝聚力也很

强大，现今宗教界的国际交往日益增多，对增进

各国人民的友谊、加强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维护世界和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宗教的历史文化功能
宗教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世界上任何民族的文

化发展历史，都以宗教为源头，在不同程度上受到

宗教的影响。宗教的存在和发展，对各国的历史文

化的保存、延续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宗教

对艺术、文学、音乐、绘画、雕塑、建筑等也有很

■ 文 • 王春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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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影响。现今许多宗教活动教场所都被开发成了

旅游景区，这不仅为人民群众的游览休闲提供了去

处，也使其于游览中受到了宗教文化的熏陶。

四、宗教的道德教化功能
宗教中包容了许多对人类发展、社会存在、

人际关系都极有价值的普遍的道德准则，例如宗

教戒律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不邪淫，帮助

弱势群体，孝敬父母，诚恳待人等，这些严以律

己、福利社会、惠及人民的道德规范，对人们有

极大的道德教育和约束作用。宗教的教义、戒律

对信教者起着陶冶品性、净化思想的作用，许多

信教群众和宗教组织在这些宗教道德的指导下，

遵守社会公德，敬老爱幼，互助友爱，为发展社

会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

五、宗教的生态建设功能
宗教是人类文明和智慧的宝库，它蕴涵了丰

富的生态文明思想。佛教以慈悲为怀，认为众生平

等，视万物为一体，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存；道教

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主

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古兰经》指出“真主使人

类负责动植物的保护”，强调人与自然相互依存与

制衡，要求保护自然；《圣经》认为“人类应当是

自然界的看护者，而不是作为生态的敌人”，揭示

了人与自然的正确关系；天主教认为人和其他受造

物是平等的，人类有责任保护他们。宗教所拥有的

这些自然、和谐、慈悲、中道、平等、均衡发展等

生态理念慢慢地被其信众所接受并践行，对今天的

生态文明建设有重大的意义。

六、宗教的心灵慰藉功能
当今时代，社会转型的强烈阵痛、频发的自然

灾害、无法抗拒的生死轮回等给人们带来了诸多的

的不幸和痛苦，当人们不能正确解释、对待这些痛

苦时，常常觉得苦恼、抑郁，想要寻找精神庇护和

寄托以舒缓精神危机。宗教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非

常好的庇护所。因为宗教对人们有着消除恐惧、减

轻痛苦、宽慰人心，稳定情绪、化解矛盾、求得心

灵安宁等作用，一定程度上利于人身心健康。现在

不少年轻人愿意信教，宗教使他们在激烈的社会竞

争、扭曲的人际关系、不良的社会风气等面前坦然

处之，保持内心的充盈。不少老年人也愿意信教，

宗教填补了他们精神上的空虚，使他们在精神上保

持—种平衡、满足和期望。有研究证明，信仰宗教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老年人降低患上抑郁和老年

痴呆症的几率。

七、宗教的社会交往功能
宗教的社会交往功能，首先表现为宗教的健

康发展，加强了本民族各个不同地区人民和各民

族人民的相互联系，增强民族凝聚力。意即宗教

可以增强民族认同感，促进民族内部甚至是各民

族之间的融合，当民族危亡或国家分裂的危急时

刻，该民族的宗教往往能产生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量。宗教在社会交往中的作用，还表现在可以密

切人民之间、国家之间的联系。例如玄奘西行、

鉴真东渡、利玛窦促进了中意之间的交流和往

来。当今时代，通过宗教界的国际友好交往，我

国可以与国外宗教界人士和宗教徒开展联系，增

进了解，加强合作，这对于促进国与国之间的政

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流具有十分重

要的作用。

八、结语
如何看待宗教的功能，是一个意义非常重大的

问题。我们在认识到宗教作为一种唯心主义世界观

对现实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时，也要认识到其对社会

发展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充分

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为人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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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言是指含有教育意义的精练定型语句。佛教

格言是格言的一种特别类型。它是由历代祖师在禅

林管理和修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对佛弟子修学具

有启迪和指引作用的经典语句。近代以来，在禅林

中流行有很多促人警醒，催人奋进，内涵丰富的禅

林格言。这些禅林格言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
衣单二斤半，洗脸两把半。
吃饭四句偈，过堂五观想。

这两句格言的大意是，学道者所拥有的衣物，

加起来只不过二斤半重；洗脸所使用的水，刚好可

以弄湿两次脸。吃饭前要合掌念诵四句偈——若饭

食时，当愿众生，禅悦为食，法喜充满。在过堂的

时候，要心存五种观想——1、计功多少，量彼来

处；2、忖己德行，全缺应供；3、防心离过，贪等

为宗；4、正事良药，为疗形枯；5、为成道业，应

受此食。过堂时作五种观想意在警醒佛子：首先应

想自己所食用的饮食，凝聚了无数人的辛勤劳动，

才最终成为自己的盘中之餐，因而要倍加珍惜它。

其次，在吃饭前要衡量自己的修行，是否对得起这

份饮食供养，否则应该怀惭愧心受食。第三，对美

味饮食也不应生起贪心，不要暴饮暴食，对粗劣食

物不生嗔恨心，做到饮食知量知足。第四，对待饮

食就像病人为治病而吃药一样，只要能解决饥饿问

题即可，不应挑剔饮食的好坏。第五，为有一个健

康的身体，顺利地修行证道，所以，我们才应接受

这份食物。

这几句格言告诉我们，出家人在日常生活中要

清心寡欲，衣单等生活用品尽量减少为好，以免贪

心生起，妨碍自己的修行。对于自己生活中所需之

物，以节俭朴素为上，以便给自己培植福报。在我

们吃饭的时候，还应该想到苦海中的众生。要为众

生求福，以使苦海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同时，还

应该在吃饭时生起惭愧之心，提醒自己，只有真正

的用功修行才能消化这些信施之食。

二、
金山腿子高 香，常州天宁好供养，
焦山包子盖三江，上海海会哩拉腔。

这几句格言形象地描述了近代江苏、上海两地

几座寺院的基本情况。金山寺与高旻寺、天宁寺同

为临济三大丛林，均为江苏省重点寺院。这几句格

言意思是说，在金山寺禅坐要有一双柔软耐久的腿

子；高旻寺坐香时间最长；天宁寺供养最丰富；晚

香坐禅的点心，以焦山的大包子最有名；上海海会

寺的规矩最为散漫。

近代以来，镇江金山寺和扬州高 寺因规矩严

格，道风纯正而名扬国内外。金山寺是禅宗名寺，

该寺自宋代佛果克勤、清代箬庵禅师住持以来，僧

众一律坚持结跏趺坐，无论腿如何酸麻胀痛，都不

准换腿，否则就得挨香板，因此，在金山寺禅坐要

练得一双柔软耐久的腿才行。高旻寺坐香时间长，

不但一天要坐十四炷香，且一炷香的时间往往长达

二、三个小时，要求极严。凡是从金山、高旻寺出

来的禅子，坐禅最能耐久，而且坐禅姿势堪称典

范。时至今日，扬州高旻寺的禅堂依旧是全国的模

范禅堂，每逢禅七，各地禅子都会慕名到高旻寺坐

禅。常州天宁寺僧人的唱腔是近代全国其他寺院无

与伦比的，因唱腔圆润悦耳，天宁寺僧人在做法会

近代禅林格言的

• • • • • • 思想内涵
■ 文 • 慎独 ■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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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事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所做的佛事很

受斋主的欢迎，佛事永远做不退，因而各种供养也

随之而来。直到现在，常州天宁寺的唱念仍然是名

声在外的。

在禅七期间，一般禅堂通常会在禅子坐禅的间

隙为禅僧提供茶水和包子解渴充饥。近代镇江焦山

的禅堂包子以个大味美而闻名全国，因而禅门便有

了“焦山包子盖三江”之说。焦山定慧寺每一年要打

七个禅七，七七四十九天，晚间的大板香，禅坐一小

时四十五分钟以后，会分给每个人一个菜包子。当年

焦山的禅子为了能吃到晚上的大包子，宁愿每天晚上

都坚持坐一小时四十五分钟的“大板香”。

佛门中对出家人的唱念要求比较严格，要求

佛子在诵经拜佛时一定要威仪齐整，唱赞要字正腔

圆。而上海海会寺的唱念在当时却被称之为“哩拉

腔”，由此可见海会寺规矩的散漫。格言警示佛子

唱念要注意威仪，才有功德。

三、
要受华山戒，扁担绳子随身带。

打了上堂斋，吃的臭咸菜。
出了灯油钱，蹲在黑地拜。
要受华山戒，必须要忍耐。

江苏省句容县宝华山隆昌律寺是明清以来全国

著名的传戒道场，近代有三分之二的戒子受的是宝

华山的戒。近代宝华山每年传两次戒，每三年传一

千二百人的罗汉戒期。作为全国著名的传戒道场，

宝华山的传戒是严格而又艰苦的。前往受戒的戒子

要肩挑担扛行李前往宝华山受戒。戒期中有居士打

斋供僧，戒场中由于人多，吃的饭菜依然很差。戒

子来宝华山受戒时虽然交了戒费，但在戒期中还要

在黑地中礼拜。所以，要受宝华山戒的戒子，一定

要能吃苦耐劳才行。

这几句格言告诉我们，求戒的出家人如果想

求受宝华山的戒，就应当提前做好吃苦的准备。认

真发心圆满完成求受三坛大戒这一出家人的人生大

事。把自己锻造成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的合格出家

人，将来才能够担当起弘法的大任。

五、
未供先尝三铁棒，私造饮食九铜锤。
五观若明金易化，三心未了水难消。

这几句格言的意思是说，食物还没有供佛之前

就先偷尝，是对佛菩萨的不敬，会挨三记铁棒；私

自煮东西吃，违背了丛林规约，要打九铜锤以示责

罚。后面两句话是说,平时吃饭应作五种观想，能

如此，即使是钢铁也能消化。若贪嗔痴之心未了，

就是滴水也难以消受。“五观若明金易化，三心未

了水难消”这两句话是许多丛林斋堂内所悬挂的对

联，意在警示大众要去除贪、嗔、痴三种心，在吃

饭时应常作五种观想 ，以便促进自己的道念增长。

在佛门中，用饮食供佛意在表达佛子对诸佛

菩萨虔诚恭敬之心。供佛的饮食不仅要求选用质量

上乘的原料，而且用于供佛的饮食首先是供佛者自

己没有食用过的。若在供佛前自己先去食用，则是

对佛菩萨的大不敬。在古代丛林中若发现有这种行

为，是会受到惩罚的。

古今丛林中是严格禁止私设炉灶，自做饮食

的。这一规定从古到今都没有什么改变。我们从许

多丛林的共住规约中都会看到这一规定。古代很多

丛林中的住持，在七八十岁高龄时，依然与大众一

起用斋，被后世传为佳话。丛林中只有那些年老多

病的人，才准许斋堂给予特殊调制饮食。若有僧人

违反规定，自设饮食，会受到寺规的惩罚，若屡教

不改者，可能会受到迁单的处分。

这几句格言在于警示我们严格要求自己，遵守

丛林饮食规约，远离三毒之心，精进用功，才不会

使自己浪费光阴。

六、
吃现成饭，当思来处不易；
说事后话，唯恐当局者迷。

格言告诉我们，我们所吃的每一顿饭，都是经

过农夫耕作、工人制造、商人贩卖，然后经过厨师

加工，才能制作成可口的饭菜。当我们在吃现成饭

菜时，要想到我们所吃的饭菜来之不易，要倍加珍

惜，不可浪费。否则，将会折损福报，遭受苦报。

对联“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

维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古往今来的高僧大德都是在饮食方面惜福节

俭的典范。现代高僧弘一大师就是以惜福节俭著

称。弘一大师平时饮食最为简单。一般是白开水煮

熟菜吃，并且每次用斋不超过两样菜。1937年夏

天，弘一大师应邀到青岛湛山寺讲律。倓虚老和尚林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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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尘回忆录》中记录了法师当时的一些生活片

断——“屋中都是他自己收拾，不找另外人收拾，

窗子地板都弄得很干净。因他持戒，寺院也没有给

另备好菜饭，头一次给弄四个菜送寮房里，一点没

动，第二次又预备一点，还是没动，第三次预备两

个菜，还是不吃，末了盛去一碗大众菜，他问端饭

的人，是不是大众也吃这个，如果是的话他吃，不

是他还是不吃。因此，庙里也无法厚待他，只好满

愿！”他还有个习惯，就是每次吃过粥之后，他都

会用开水倒入碗中，然后将碗晃几晃，再喝下。生

怕浪费一点粮食。

民间有句俗话叫“事后诸葛亮”，指那些

口无遮拦，对已发生的事件妄加评论的人。在现

实生活中，的确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大事做不

了，小事又不愿做。他们对别人做得圆满的事情

心怀妒忌，对别人做得不好的事情说是道非，唯

恐天下不乱。总之，不管你做得好与不好，他们

都会妄加指责。

上面这句“说事后话，唯恐当局者迷”，是在

提醒我们要谨言慎行、莫论人非，以免引来纷争，

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七、
堂口之内，只准两张半口

在丛林中，凡是僧众进入佛殿、禅堂、斋堂等

大众共修的场所，都要求大众保持安静，严禁散心

杂话。如有事务需要告白大众，只有负具体职责的

人才准许发言。

这句格言讲述了佛寺殿堂中对于言语的规定。

格言所指的“两张半口”在佛殿、斋堂、禅堂等堂

口，各有所指。在佛殿中，大和尚、纠察师各一张

口，香灯殿主约半张口，意即小声说话。斋堂里，

大和尚、纠察师各一张口，行堂师半张口，意即行

堂若为公务所需，发言要轻声，并且只能简短一、

二句。禅堂里，主七和尚、维那师各一张口，悦众

师则半张口，意即禅堂中除了和尚、维那开示所

需，悦众师说话也应小声，不可干扰他人。

丛林殿堂是非常庄严静穆的道场，不能有闲言

杂话，除了“两张半口”之外，其余皆不可随意发

言，如此，不但彰显丛林纲纪，断绝是非，同时也

清净僧团，成就道业。

八、
大众慧命，在汝一人。
汝若不顾，罪归汝身。

在许多丛林的禅堂或念佛堂内，都会有上述这

几句格言，意在警醒禅堂的维那——禅堂中修行的规

矩、法则，都靠维那领导，维那是大众慧命所系。维

那的职责很大，为使大众能够专注道业，维那必须好

好维护，倘若执行不力，就是维那的过错了。

维那为寺中统理僧众杂事之职僧。禅门中的维

那为六知事之一，为掌理众僧进退威仪之重要职称。

维那则为勤行法要之先导，掌理举唱回向等。《敕修

百丈清规》卷四论述维那职责：“维那，纲维众僧，

曲尽调摄；堂僧挂搭，辨度牒真伪；众有争竞遗失，

为辨析和会；戒腊资次、床历图帐，凡僧事内外无不

掌之。举唱回向以声音为佛事，病僧、亡僧尤当究

心；……或有他缘，或暂假出入，将戒腊簿、假簿、

堂司须知簿，亲送过客司，令摄之。”

以上这些近代禅林格言不仅能警醒学佛者精进

修学，还能使学佛者掌握正确的修学方法，促进道

业的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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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情
画
意

■ 文 • 心绢 ■

【来去】

浮云喜欢坐上屋顶。
灯柱顶端的黑影，

絮叨人心难测。
云飞，鸟散，

千头万绪瞬间幻灭。

—诗七首

境思与
【望春风】

何苦敲锣打鼓喧闹一场
听，水珠粼粼

甘露悠悠

盼，团团圆圆
沁绿眼睛 一朵朵

敞开 翡翠度母圆熟

磐石倚伴老根，低低吟唱
一阵阵，熏人

玉坠的
春风

(图: 心绢/摄于福善庵)
【空里无常】

混沌中，我见不到我
镜里憔悴面容

柳丝弯下腰，三秒
光，踩踏一旗杆碎步

跳过屋顶的风
抓一把青青

转过身
捡拾落地光阴

(图: 心绢/摄于黑山科托尔古城墙)

【诵】

等一阵暖风
远方来敲

心窗

用一阕梵呗 
剪开蔓生

茧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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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莲】

清音舞，秽土清流
一身白，香洁自好

染，不染
密语，不宣

【一缕光】

醒了睡，睡了醒
宇宙神话哪方呼唤？

生即灭，灭即生
转身，下一刻

谁在合十，维护信仰？

一缕光袅袅
众生舞姿，自在昂扬

深谷缄默，微尘探头，叩问
岩壁，雕梁飞来非相之相否？

真如作意，磐石如是观想

莲花妙叶一朵，宝相华光
种子，叠合太阳神殿庄严
一柱梵云馨香，遍入天

一缕光探访
丛林融化千年冥暗

有意来，无意去
结跏趺坐，一地佛

(图: 郑育民)

【雨后】

散了，郁郁的云
秋凉一伞团团

纵横收纳，一滴露

芽瓣呼吸晶莹，水晴如诉
净土，簌一簌皓齿

邀青青田田亭亭，来
跳一支白荷舞

天外的雾，远了

茹素，不再羞颜不再遮面
冷冷抬眼，盼

春光

(图: 许愫芬/摄于吴哥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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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生活美学这个词语被广泛地提

及，先了解一下美学：是从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

出发，以艺术作为主要对象，研究美、丑、崇高

等审美范畴和人的审美意识，美感经验，以及美

的创造、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这条定义有些抽

象和枯燥，简单总结为：美学即研究一切与美有

关的事物的科学。

而生活美学的范围更广，它必然是来源于生

活、并且高于生活。

通过学习提升审美能力
既然美学是一门科学，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美

学和审美都是可以通过学习得到提升的，在现代社

会，拥有这些能力，更像是掌握了某种技能或获得

更强的竞争力。同时也给生活带来了更加愉悦的感

受、增强了人们的幸福感，如果真能做到日本作家

村上春树所提倡的时刻都感受到小确幸，生活将更

加美好，何乐而不为？

美学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并非遥不可及或高高

在上，我们每个人、甚至每天都会接触到所谓“生

活美学”，它来自于我们的衣食住行和一日三餐。

它可以是自己亲自烹饪的一餐美食、也可以是大自

然的一草一木；可以是一幢造型独特的建筑、也可

以是一幅赏心悦目的画；甚至是一个小小的设计精

亲
子
教
育

■ 文 • 萧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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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纪念品或是一个人的穿衣搭配所建立的形象气

质……

晚清才子沈复曾写过这样的诗句：“闲时与你

立黄昏，灶前笑问粥可温。”世间最美好的爱情不

过如此，与妻子芸娘布衣茶饭，于江南小镇厮守一

生，就是他向往的幸福。这样的美，美在意境。

生活美学无处不在，并且它与我们的生活息息

相关。

美是一项自由创作
美是自由创造出来的具体形象体现和展示，是

人在社会实践中的自由中创造出来的，没有自由创

造也就没有美。所以美是可以创造的。

例如建筑结构讲究单纯齐一、对称均衡；虽然

东西方文化差异下有着截然不同的美感，都可以从

中找到触动人心的地方。

欧洲的建筑经常可见气势恢宏、极具奢华的巴

洛克风格和源自于法国的哥特式建筑教堂，雄伟的

外观令人叹为观止。哥特式建筑以其高超的技术和

艺术成就，在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哥特式建筑

最明显的建筑风格就是高耸入云的尖顶及窗户上巨

大斑斓的玻璃画。而东方古建筑中国古代建筑大多

以中和、平易、含蓄而深沉的美学为追求，在中国

古代建筑对于装修、装饰尤为讲究，一切建筑部位

或构件都要美化，常采用青、绿、朱等矿物材料汇

成色彩绚丽的图案，以增加建筑物的美感。亭台楼

阁、小桥流水、雕梁画栋也可谓美不胜收！

绘画讲究色彩、构图及空间比例等；可以经常

看一些世界名家和大师作品，提升审美能力。我们

学习欣赏音乐也能听出其中节奏韵律、多样统一。

就连我们平时随手用手机拍张照片，有一定艺术修

养的人会稍微讲究近中远景物层次和照片中人的关

系、光线、比例等，看似简单，其中暗藏玄机，也

就是一个人的审美眼光和生活态度，他可以不是专

业摄影师，但可能因此在朋友圈中大受欢迎。对品

质的要求也就可见一斑了。

从自然与生活中寻找美
我们可以从自然、生活、艺术中包括色彩、

线条、形体、声音及其有规律的组合中找到美。

能够从中认识到美是如何产生的，这就具备了审

美。这种能力的培养并非与生俱来，也不能一蹴

而就，生活美学的养成更多来自于读懂生活和阅

历的积累，里面蕴含着智慧与舒适、美、以及对

生活的热爱。

我喜欢喝咖啡，有时更喜欢在家里自己冲泡

咖啡，并非因为这样更经济，而是喜欢用上这套

去伦敦旅行时带回来的咖啡杯。瓷器杯身上面有

别致的欧式花卉图案和纹饰，也有鸟类互相依偎

在丛林中，色泽古朴而精致典雅、杯子底部印有

1853年字样，一下子把人拉回到18世纪末的历史

长河中，那一年发生了拿破仑帝国崩溃后规模最

大的一次国际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最后英法联

军获胜。也会回想起在伦敦旅行的那个冬季，细

雨霏霏中心中涌起大不列颠昔日的辉煌，无限感

慨！虽貌似在品尝一杯普通的咖啡，但此刻的情

绪和内心感受是非同寻常的。我相信生活美学也

因此而产生，美在一种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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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灵
之
窗

佛家所说的：缘起缘灭。缘灭的时候，也就
是缘起的时候，生老病死，都是我们要经历的，
无常状态，也是我们必须去接纳的。而如何接纳
与看待一件事，如何走近生命的实相？才是我们
真正要面对的内容。

有人说，修行就是不要有负面情绪。这当然
对，但负面情绪来自何处？依靠压抑、转移焦点
的方式，真的可靠吗？真的因为压抑就可以跳脱
轮回吗？我们的怨恨，不满，难过，不会因为压
抑而减少，反而只会增加。

不是说我们不要有负面情绪，不是让我们
压抑自己的情绪，而是如何看待生命的过程，如
何走近生命的实相。简单举例来说，我们如果受
伤，就是我们有受伤的情绪在，悲伤痛苦遗憾，
这些情绪都是可以存在，但这些是自发的反应，
而不是将这种情绪形成某种对自己的观点：“我
真倒霉”，“我怎么总是这么惨”，“我怎么这
么糟糕”……这些观点都是自己加工的，而不是
实相，实相就只是“我受伤了”，我要承受伤口的
疼痛，或者情感上的不开心，我要做的是接纳，而
不是那这件事来批判自己，或者得到某种定论。

■ 张家珍 ■

走进          的生命 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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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们的生活中，很多时候都会形成这样
的论断，一件事情发生后，我们很容易抗拒、不
接受，产生负面情绪，之后还要给自己加注一个
念头：“我很倒霉”或者“我不够好”，“我连
这点事都做不好”、“我总是这样不幸”—这
些念头的建立，不是事实的真相，但却形成自己
的认知。让自己开始活在这样的“所知障”里，
困在其中，几年、几十年甚至一辈子。而在之后
的岁月，凡是遇到类似的事情，我们就会将事件
切割成，自己认知中的样子，而忽略了事情的全
貌。而这个全貌才是你需要看到的实相。

输赢或者幸与不幸，其实只是人类的线性观
点，线性的维度是很窄的，就如同蚂蚁看见的世

界，与三维意识中人类看到的世界是两个概念。
我们有五感看得见的部分，也有看不见的部分，
但如果我们把自己框架在某种信念里的时候，我
们就只能看见线性的有限内容，自己想要看见的，
自己认知的部分。你只会切割出你想要看见的点，
就如同《红楼梦》中，美食家只能看见美食，阴
谋家只能看见阴谋，人文学家只能看见文化，诗
人只能看见文辞一样，你的信念觉得了你看事情
的角度，就如同瞎子摸象一样。

我们会用我们习以为常的点，去做一个结
论，而那些没有发现的部分，你永远不会去留意。
这样你就会丧失生命中许多更加真实，更加让自己
平安的内容，也就是事情的真相和完整性。你只会
被卡在某个点中，转不出来。

除非你去重新摆正自己的意识焦点，用更高
维度的角度，去看待事情的发展与变化。看待因
缘的走向，积蓄的能量，与各个角度，而非故步
自封。我们可以把发生的事情看做“了业”，当
然也可以看做我们提升维度的跳板。我们过往的
课题，要通过这个“跳板”去把我们的意识提升，
去让我们摆脱那种让我们产生负面情绪的意念。就
是当同样的事情再来一次的时候，你就抓住了一
个改变的契机，你就可以重新用不同的维度去拉
高自己的意识，看清事情的实相后，建立新的信
念，它不是偿还，而是幸运。问题来临时，不是
惩罚，而是改变的契机。花多些时间去关注自己
的内在，拥有转念和看见实相的力量才是自己真
正应该做的事情，它会带给你内心无比的平静与
喜悦，就如佛陀所形容的觉醒的状态一般。

没有扭曲的核心信念与印记，处理事情看到
的都是实相，你就能够体会“空性”的境界，不
代表没有负面情绪，而是面对负面情绪，找到扭
曲信念，让它成为你自我扬升的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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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好好照顾身体的时候

从营养师到执照医生、从日常饮食到食疗，再到用药，
诚意献上为你全方位解读健康密码的六本书。

吃错了，当然会生病！
陈俊旭 著

“病从口入”这一句话众所周知，在生活中的饮食所摄取的营养是保健的一大因素。
如何吃，如何生活，其实是维护健康的重大要素。

作者是一名合格的自然医学博士，他把多年在国外医学院所学、参考了大量的科学
论文与统计资料，全部去芜存菁重新组合，以浅白易懂，比较有亲和力的方式呈现出来。

书中谈到与每个人都有关的油、糖、蔬果、蛋白质、完整的有机食物等，以及一些
饮食的迷思，并针对各种慢性疾病提出专业的饮食处方，为读者提供了一幅对生活饮食
相当完整的信息，让读者掌握基本的健康饮食知识后可身体力行，避免饮食偏差，改善
健康情况。

“让身体一直与药物为伍，真的适合吗？”坊间流传着“凡药三分毒”的老话，并
不是没有道理的。

有病，当然要吃药。但也要清楚药物的副作用与不良反应，在适当的时候停药，因
为长期服药，可能会导致其他新病症的出现。须知道大多数的药都是不存在于自然界，
也是不存在人体体内的化合物。当物体进入人体时的作用是全身性的，而不是只针对特
定部分。

本书作者是一位拥有西医、中医的正式执照与临床诊疗经验的医师，拥有丰富的专
业知识。他指出了临床上处理药物的盲点：只依赖药物、过早使用药物、长期依赖药物
等，并整合专业所学，提供民众一个“不用药、不依赖药物”，而是通过每个人的心态
与心念，例如人生观与价值观、思考习惯与情绪弹性，并透过自律神经、内分泌、免疫
系统的连锁运作，维护一个健康的人生。

这不是教你不吃药，而是聪明用药，不要变成药罐子。

九成的药不用吃
松田史彦 著

以下书本由长青佛教文化服务社诚意推荐，电话：6220 6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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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医师撰文推荐的素食食谱，“非药而愈”的理论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一个
可实践的生活方式。

书中采用的是看图做菜，即使厨房新书也能简单跟着做。在提供的101道食谱中，
没有陌生的食材、很少的调味料、不复杂的步骤。作者教的是健康烹饪的原则，不但让
学习者迅速掌握，还可以举一反三，创造自己喜欢的食谱。

如果你经常在餐前不知所措，为准备下一餐伤脑筋，本书可作为一个非常明确、
简单、可行性的指导。

身体老得快，都是因为我们做“错”事！何谓错？错误的饮食、作息或环境，都可
让人未老先衰，影响健康。如何“防老”、“抗老”？只要自然维持好习惯、定期做保
养，让身体机能修复多于破坏，自然减缓老化。

作者提出的三大要素：营养、放松与运动。他所阐述的不是书面上的知识，而是他
身体力行后的经验所得。他提出的方法，简单容易，问题在于是否有持之以恒的执行力。

做对3件事，年轻20岁
陈俊旭  著

本书的副题为“生活习惯2选1”，作者通过Q&A的方式，清晰让读者了解哪种习
惯有益身体健康。

作者列出生活中很多习惯，可能是被民众所忽略的，细心一读，答案可能跟我们所
想象的不一样。例如：

要喝零卡饮料，还是百分之百纯果汁？
一定要吃新鲜的鱼吗，或罐头也可以？
想让血管更健康的话，洋葱要现买现吃，还是放几天再吃？
运动饮料要在运动时喝，还是运动完再喝？
应该在睡前或洗澡前补充水分？
瑜伽药白天做还是晚上做，才能发挥效果？

清血管、防中风
池谷敏郎  著

要照顾好身体，要从平日的饮食做起。而饮食，则要配合气候与环境。
作者认为人体小宇宙与自然大宇宙有许多巧妙的吻合，例如一年有365日，身体有

365个穴位；时辰有12个月，人则有12条经络等。因此身体的运行机制与季节更替和气
候变换有密切关系。他将食材与节气一起搭配，料理出一道道菜肴与糕点，除了养生
外，并善用在地食材，落实惜食节碳的生态环保，培养从日常饮食中照顾生命的观念。

食谱之后，还附带作者的温馨提示，指导我们如何保存食物、以及服食的时候所
要注意的一些小事项。

大地的滋味
但汉蓉  著

101道低脂美味全蔬食
素愫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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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士清 ■

八
风
不
动

 轻我，贱我，厌我  骗我，我该如何？

我捡到钱包
了，分一半
给你

 拾得回答：只可
忍他，由他，避
他，耐他，敬他

佛门中有两位大师：
他们是寒山和拾得



一日，寒山问拾得：
人家谤我

2 欺我

 笑我
你太
差劲

哈
哈

辱我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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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理他  “只可忍他，由
他，避他，耐他，

敬他，不要理他”，
反复吟诵 一 遍，会
忽然感受一阵身心
清凉，心胸 豁然开
阔许多

 且待几年， 你且看他

 人和人之间发生矛盾，
冲突之事，屡见不鲜，

轻则争吵，重则战争，如果
我们忍一时之气，就能避免
造成更大祸害

 唐朝法照禅师有偈云：

能
得
几
时
为
弟
兄

同
气
连
枝
各
自
荣

些
些
言
语
莫
伤
情

一
回
相
见
一
回
老

， ， ，？



上 述 故 事，主
要 教导佛弟子
凡事要忍耐，
勿将“忍”误认
为是一种懦弱
行 为。忍 人 所
不 能 忍，实 则
为改善善恶果
报的基本教义

9 10

11

12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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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宏编写并配图 ■

禅师的悟道，有时候是非常偶然的，很多人
都是参修多年，瞬间开悟，一旦得道，豁然开朗。

有位年轻人，自幼出家学佛，跟随一位非常
有名的师父学习几十年，专心致志，下定决心要
求得佛法。可是师父平时只是对他的生活起居等
小事情严加管束，除此以外，一句佛法也不传授
给他。每次他向师父问到佛法时，师父要么总是
沉默不语，不肯讲给他听，要么就是说：你自己
参去，自己研究。时间久了，他心里渐渐生出烦
恼来，心想：自己一心向佛，认真修行，怎么就
得不到师父的一句真传呢？哪怕师父告诉他一个
偈子也好，也算学有所成啊，否则自己学来修去，
哪一天才是个头呢？

为了逼迫师父一定要传授他佛法，他想了一
个主意。一天，他在身上藏了一把刀，在师父每
天来回的山路旁等待。山路很窄，一边是峭壁，
一边是悬崖，只能容一人通行，他就靠在峭壁旁
等师父回来。没有多久，师父果然缓缓从山下走
来 ， 低 着 头 一 路 前 行 ， 好 像 根 本 没 有 看 到 他 一
样。等师父走到近前，他大喝一声，一把抓住师
父说：“师父啊，我跟随你求法这么久，你都不
肯传授佛法于我，我等不了了，今天你若是再不
告诉我，我就要杀了你。”

一  
指  

师父很从容，一点也不害怕，趁他不备，一
伸手抓住他拿刀的手说：“我要过去，你过来。”
用力一拉，把他拉过来，自己就过去了。他在原
地愣了半天，回味着师父说的“我要过去，你过
来”，一下子恍然大悟，即刻得道。

这是有记载的非常有名的禅宗公案。
在唐代，还有一位有名的禅师，叫俱胝和

尚。有一天，当他在子夜十分静心修佛的时候，忽
然听到空中有一个声音告诉他，有个肉身菩萨要来
给他现身说法。俱胝和尚听了十分欢喜。

第二天一早，果然有人来到山寺中拜访，原
来是他的朋友天龙和尚。老朋友相见，自然无所
不谈，俱胝和尚就问，经过这么多年的修行，你
到底参透了什么是佛法没有？天龙和尚听他这样
问，也不回话，就直直地看着他，然后伸出一根
手指，指了指俱胝和尚。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简
单的动作，俱胝和尚却了然开悟了。从此以后，
很多人听他讲法，一旦问道什么是佛法时，他就
一言不发，伸手一指，很多人也跟着得道了，从
此，大家知道俱胝和尚有一指禅法。

他的徒弟看师父这么简单就可以度人超脱，
心下也十分欢喜，心想，这有什么，我也可以这
样做啊。有一天，师父出门，恰巧有人来找师父
讲法，小徒弟想，正好，让我来试试。他伸手一
指，来的人居然也神奇的悟道开释了。小徒弟欢
喜不禁，等俱胝和尚一回来，就迫不及待地禀告
师父。俱胝和尚问，你是怎么接引求法之人的？
小徒弟听罢，伸手一指，岂料这时候师父从背后抽
出一把刀来，手起刀落，一刀把小徒弟的手指给砍
了下来，血流不止。小徒弟大吃一惊，又吓又痛，
高喊一声，然而，就在这一刻，他瞬间开悟了。

禅

谈
画
说
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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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佛教》是新加坡佛教总会出版的季
刊，创刊于1969年5月30日，至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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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教义的宗旨，运用文字般若以培养大众对正
信佛教的认识。“南洋佛教”是以免费赠阅的方
式流通于我国各个角落，发行网尚遍及中港台及
东南亚一带。杂志的营运与印刷费用，全赖四众
佛徒的助印与微少的广告费用支持，不敷之处，
全由佛总承担。

佛经有云：“诸供养中，以法供养为最” ，
欢迎大家助印，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佛法滋润，
使法音永远流传。

助印方式随喜，所谓“滴水成海，积沙成
塔”，无论多寡，您的支持就是弘扬佛教文化的
一股力量。

The Nanyang Buddhist  is a quart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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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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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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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助刊
We need your support! 

南 洋 佛 教 助 刊 表 格
姓 名   助印款项 
Name : Amou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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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址    邮          区 
Address :   Postal 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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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祈 愿 （ 姓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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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回 向  （ 姓 名）

       福 慧 双 增            生 辰 快 乐          莲 增 上 品            其 他
 
请填妥表格，连同划线支票（注明：NanyangBuddhist）寄至：59 Lorong 24A Geylang, Singapore 398583（我们将按以上地址寄上正式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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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 洋 佛 教 助 刊 表 格

欢迎助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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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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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blueskydelight.com

15 Shaw Road, #05-01
Teo Industrial Building, Singapore 367953
Tel: 92323692 (Monday to Friday) 10am-6pm

觀自齋

欲知更多详情，请游览我们的网页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us at

分享蔬食的魅力
•  各类健康美味蔬食，供您选择
    A variety of meatless options
•  我们提供堂食与外带服务
    Available for dine-in and takeaway

金文泰，宏茂桥，文庆，芽笼，义顺，加基武吉，勿洛，乌美
Our outlets located at Clementi, Ang Mo Kio, Boon Keng,

Geylang, Yishun, Kaki Bukit, Bedok and Ubi

Tel: 
9836 0200

我们的分店坐落在：

www.dailygreen.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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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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殡
仪
服
务

殡
仪
服
务

有意刊登广告着，请拨电询问详情 6744 4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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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廷达 $300.00

吴顺来 $200.00

Yan Sheng Chun $200.00

积善堂 $200.00

黄福山 $100.00

连明如 $100.00

吴莉贞 $100.00

Tommy Lim Kian Meng $50.00

能仁精舍 $50.00

三宝弟子 $30.00

Soh Chee Yong 感恩三宝 $500.00

Thomas Eng 回向余庆宗（已故） 莲增上品 $500.00

林徽妤 回向林师永（斯雄）（已故）莲增上品 $300.00

Teo Yew Khim 回向十方法界六道群灵，历劫冤亲债主，无祀男女孤魂，离苦得乐，
破迷开悟，同生净土 $200.00

冯锦荣 祈愿冯锦荣身体健康，业障消除。回向累劫冤亲债主，解怨释结，离苦
得乐，十方法界众生皆共成佛道 $100.00

黄玉莲 回向合家身体健康、业障消除、事事顺利 $50.00

Goh Leng Lang 回向先父吴幼山、先母庾珍莲增上品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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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荣源，
吴佳美

回向已故陈四、黄早、陈西宝、尤亚味、卓免、尤莲枝，冤亲债主福
慧双增，莲增上品 $30.00

Soon Woon Hong 祈愿孙燕芳身体健康、业障消除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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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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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总监狱志工招募
·志工条件·监狱服务·志工培训·志工督导·志工相关讯息等·

志工基本条件：

1.新加坡公民或本地永久居民
2.年龄于21岁以上，男女不拘
3.正信佛教徒，品行端正，热诚友善
4.具备佛学基础(曾完成佛学课程者为佳)
5.中学或以上教育程度，通晓中英文
6.须完成本会与监狱志工培训课程
7.请至佛总填交监狱志工申请表格及附上个人证件照片一张

(若有需要，本会将另行安排个别面试)

任何讯问，欢迎联络：江爱娥(Lilian Kan)   6744 4635
LORONG 24A 59 GEYLANG ROAD S398583 https://forms.gle/1sdUuANxLnN6Zmmg7

新加坡佛教总会 慈善组



释广品

Vesak Day Message
    Ven Seck Kwang Phing

     President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Vesak is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 for all Buddhists as they celebrate the Birth, attain-
ment of Enlightenment and Nirvana of Lord Buddha on this auspicious day.  Lord Buddha 
had taken an arduous Enlightenment seeking journey to liberate human beings from being 
troubled by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birth, aging, illness, and death.  Therefore, if all those 
who have attained Enlightenment would practise altruism and gratitude by spontaneously 
bringing happiness to all sentient beings, they could relieve the latter from worries, fear or 
persecution.  This is the real philanthropical deed of great compassion expounded in the 
teaching of Lord Buddha.  Lord Buddha had urged us to practise Dharma for the benefit of 
all sentient beings as well as to reciprocate the Triple – Gem and show our gratitude.  At 
this difficult moment of COVID-19 pandemic, greater interest of all sentient beings shall 
take precedence in all our deeds, when it is over, it will not only benefit others bur ourselves 
as well and normalcy will return quickly. Otherwise, COVID-19 will persist and we will 
miss the opportunity for learning and change of mind-set, causing us to ill-prepared for next 
round of calamity. 

The recent coronavirus pandemic has brought great harm to human beings, but it also 
surfaced their true spirit and compassion.  Let us pay our highest respect and appreciation to 
all courageous health workers for their sacrifices to salve lives. 

Last but not the least, I wish each and everyone a blissful Vesak and be happy and 
healthy. 

卫塞献词
卫塞节是庆祝本师释迦牟尼佛出世，成道和涅槃三期同一庆的重

要节日。释迦佛修行成道目的是要解决人生的生老病死问题。因此，
觉悟人人若能舍己为他，具感恩他人的身口意行为，主动的把快乐带给
一切众生，不令众生烦恼，感到害怕或受害。这就是大慈大悲心的实
际行为—慈行，也正是佛陀的教化。佛陀要我们真正履行佛法，利益众
生；也是报答三宝和众生的恩情。尤其在这新冠肺炎流行的艰难时刻，
人类若能行使慈行利世的精神，一切以众生的利益为先，必能使疫情很
快过去，达到利他也正是利己的地步。如此，人们的生活很快就能恢复
正常。否则，疫情难除，众生也没能从艰难中得到教育，改变自己的心
态，往后再遇到同样的情境，是否能有备无患？

这次疫情虽带给人类很大的危害，然而，是人们修行患难见真情的
时刻，体会同体大悲的真义。 让我们对这次为疫情舍己为人的医护人
员，社会上许许多多不求自己的安乐，但愿众生的离苦献出爱心的人士
寄以无限的敬意和谢意。 

最后，敬祝大家

卫塞如意！ 身心安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