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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年初新冠状病毒肆虐全球，民众的生活也随着这一场意料之外的疫情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眼下，戴口

罩、保持社交距离、减少群聚已成为生活的常态，大家也从最初的不适而逐渐习惯下来。

除了基本的生活、社交，我国所有的宗教活动都深受影响。

先是清明祭祖，为了降低病毒传播的风险，很多超度法会都以闭门线上直播方式进行，另外也实行体温检测

与接触者追踪，尽量将一切在可控范围。

继而五月的卫塞节，本地寺院庵堂受阻断措施的影响，佛教徒都无法像往年一般地亲自到寺院参与浴佛、鲜

花与供灯，但山不转人转，本地佛教团体纷纷将庆祝活动转到线上。

随后，疫情稍得控制之后，我国逐步分段开放，但大家的生活仍脱离不了“口罩”与“距离”，寺院庵堂也都

加强监管，减少群众的接触，例如有些寺院采只对会员开放，也有些寺院通过网上自媒体直播，教授佛学班与举

行线上法会等。

新加坡佛教总会继续采用脸书的直播方式，通过青年团团员与法师的互动，为佛教信众解答疑惑。

本刊也在这一期推出的“向经典学习”专题，从阅读佛典要义学习生活的智慧，理智地去适应这变幻无常的

新常态。

只要心念一转，将逆境转为顺境。学佛，也是一样，随缘不变，必能达到修行的效果。

新常态下的修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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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人，是否在礼佛、学佛的道路上
有很多疑惑，有广法师通过佛总青年
团的面簿 平台，为大家一一解疑。下
文摘录平台对答中的部分内容。

观音菩萨是男，还是女的？
观音菩萨早期都是以丈夫相出现，到了宋朝之

后，就演变成比较慈祥的造型，以迎合当时民众的

需求。在《妙法莲华经》中的《普门品》就提到，

观音菩萨有三十三种不同的化身，对不同的众生，

便现不同的神相，说不同的法门。

例如，有童男、童女，如果因缘到了，他们需

要菩萨的点化，菩萨也化为童身去点化他们，这是

观音菩萨发的愿，为了拯救众生的苦难随缘应化不

同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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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菩萨的阶次，已没有男女之分，菩

萨是因众生所需而现相，性别只是在民众眼里的分

别，可对菩萨而言，只是为了度众而行使的一种方

便，所以观音菩萨应该是既非男、亦非女。

其实不只是观音菩萨，其他的菩萨也有这样的

方便。

为什么佛像有这么多的相呢？
是的，佛有呈忿怒，有呈欢喜，有呈慈祥

等。而且，每尊的衣物、饰物、坐姿、手印等各

有不同。

在没有回答问题之外，且让我略讲佛像的起源。

其实，佛陀住世时候，是没有佛像的。在正

法五百年间，佛陀不允许佛弟子打造佛像，因为佛

陀认为众生需要专注于修行，而非一直对佛陀的依

赖。换言之，佛陀讲修行的方式授予佛弟子们，他

希望众弟子能够以自己以修行的方式去解决本身的

问题，而非一直依赖佛陀的庇护。就跟为人父母，

希望自己儿子能够独立一样。

而在像法500年间，则开始出现了很多佛像。

虽然佛像千变万化，但是这些佛像还是塑像师根据

经典的描述、依照比例去绘制、塑造的，只是因为

每个塑像师，他们各自的文化因素不同、社会的因

素不同、还有身处的材料生产地的不同，加上佛教

本身不同的传承与文化背景，最终打造出来的佛像

也是各有不同。

例如有些是砂石制的、有些是鎏金，就是因为

在不同的产地取材自不同的材料。阿富汗出土的佛

像，有点像希腊人，这是因为地域影响的缘故。

另外，不同的地区审美观点也不一样，所以，

就有了肥瘦之分。例如东南亚一带的佛像偏瘦，因

为大家偏向于纤瘦的审美观；而中国唐朝出土的佛

像，一般都是丰满圆润，因为那时代的审美角度偏

向福气丰腴；传到西方，洋人造的佛像，就像西方

人没什么两样。

佛像，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中，佛陀整体

的相貌还是一致的，塑造也是有一定的规律，不能

随便。

也有信众常问，这么多佛像，到
底哪一尊是真正的佛？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塑像的本意不在于哪一

尊是真正的佛，而是让人看到佛像时，能够肃然起

敬，从而升起精进之心。佛像，真正的用意旨在提

醒修行者好好修法，好好用功。

也有很多人问，若去佛具店请一尊佛，那一尊

佛像是最好的。身为师父，固然可为你选一尊他认

为最庄严的，但主要还是以修行者自己的缘分来决

定更好。因为修行的人是你、每天供养、诵经、上

香的人也是你。自己选一尊相应的，诚信诚意去礼

拜，就是对佛最大的敬意，不需要求助于法师。

到寺院去，经常有一些结缘品，
例如佛书，佛像之类的，请回家后
如何摆设，经文或照片。

佛台、佛龛，越简单越好，切莫弄得五花八

门。有一些信众，为了安自己的心，本来是供奉释

迦牟尼佛，后来又加了阿弥陀佛；想了一想，又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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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尊药师佛，再想想，观世音菩萨很慈悲，地藏

菩萨的宏愿也不错，结果也就把满天神佛请了回

家。

其实不需要，一尊或是三尊？是要供奉西方三

圣（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与大势至菩萨），还是

华严三圣（释迦牟尼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

早定下一个方向。

也有人问说，如果供奉的是释迦牟尼佛，在佛

前念阿弥陀佛OK吗？

没问题啊！也有些人表示，他们需要一尊像来

专注修持，我建议可用卡片取代佛像，例如念药师

佛的时候，可以暂时将卡片放在桌上，念完后，就

收起来。礼佛，主要是整洁。我看到一些居士家里

的佛龛像夜市般摆到满满，平时要如何清理啊？

我常跟人说，如果你觉得真没有必要的话，就

不要请回家。有时候，你可能觉得盛情难却，不好

拒绝他人的结缘品，那么即便请回家了，但也不一

定放在桌上，可以恭敬地收在橱柜里。

往年在欢喜月，都是祭拜三次，
如果改在月中（农历七月十五日）
只拜一次，OK吗？

首先让我们先了解什么是欢喜月，这是源于

佛在世的印度，在这段期间因为雨季的关系，为

怕外出踏死蝼蚁，所以都不托钵，而在道场专注

用功。

另外，农历七月十五也是盂兰盆节。此节日以

大目犍连尊者为了度化身陷饿鬼的母亲的因缘而

起的。大目犍连尊者的母亲因为在饿鬼中饱受饥

饿的折磨，目犍连尊者本想化些食物予她，随料到

食物一到她的口中，便即刻变成黑炭。于是，目犍

连尊者便请示佛陀，佛陀指出，如果在这一天设斋

供僧，便可帮助母亲脱离恶道。

供佛供僧，可帮佛弟子聚集功德，并借助这种

供养的功德超荐先人，功德力是不可思议的。

至于，是不是只在七月十五才拜，就必须先了

解这位信众为何有这个想法，才能回答。如果不知

道前因后果，不能轻易去判断。如果是因为经济问

题，大可只拜一天，量力而为。此外，也可以自己

诵经、回向。

佛弟子也可以通过修行去积累功德，例如没到

寺院受八关斋戒，可以自行在家茹素，不跟人吵架

等，也是为自己修功德啊！德就是难行能行，通过

修正自己来作出重大的改变。

为什么要在佛前点灯，每一次需
要点多久？点香若烧到一半，是不
是要多点一支？信息传达不了？

点香点一半，信息传不上去吗？其实，不是这

样子。这只是个迷思。点香不完，一则风大，二则

灯芯质量不好，所以香不能燃烧到尽。也有可能一

些香收藏了太久，变得潮湿，烧不起来。如果常遇

到这样的问题，不妨将窗口关上，或是换质量比较

好的香；又或者，不用立香，改用卧香。一些问题

可能很简单的，不要自找麻烦。

点香，贵在重质不重量。如果能用一些不含化

学物质、或是自然香精的，也就比较健康。

为什么佛前点灯，主要是在生活中激发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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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的思维没有盲点。灯，在佛教中是智慧的象征，所谓一灯

能破万年闇，佛法就是破除黑暗的利世工具。

学佛的人，需要每天提醒自己，我们要认真地去看待每一

天，在生活中去寻找激发内心智慧的韵律，世界自有光明，但

这个光芒必须由自己去点燃。

也有人常问，在家里点灯与在寺院点灯有何分别？

自己点灯，寺院点灯，形式上都是一盏灯，但在道场能获

得师父们的加持与回向，而在学佛上道路上添加助缘。另外，

点灯也是护持道场的一个方式。

如果觉得自己尚未准备好，可否五戒之中
只守三戒？

我很想知道他能守哪三戒，不能守哪两戒？原因又在哪，我

才能够给予规劝。

就以我自己为例，当我在家时候，我原来是打算到寺院

只接受三皈依的，可当时的法师对我说，三皈五戒是一起传授

的，我那时心里就想，平时生活中已经不杀生、不偷盗、不邪

淫、不妄语、不饮酒，所以也没有什么难度，我就在这样的因

缘下受了五戒。

或许，很多人认为，怕接受了五戒后，担心做不到。但我觉

得守戒不是一个问题，我们是可以找到方案去解决的。

譬如说，中药经常用酒精作为药引，这样不叫犯戒，而是

开缘。所以饮用中药不存在犯酒戒的问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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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Day has always been an event that 
many Singaporeans look forward to. It is a day for 
us to honour the independence of our nation and 
renew our commitment as Singaporeans. Due to 
the COVID-19 situation this year, National Day was 
commemorated very differently, yet meaningfully. 
In Maha Bodhi School, the National Education & 
Social Studies (NESS) Department planned various 
activities for our pupils and staff to participate in, 
allowing them to bask in a celebratory atmosphere 
filled with gratitude!

This year’s National Day theme, “Together a 
Stronger Singapore” is a rallying call to all Singa-
poreans to play our part and move forward as one, 
despite the challenges the country is going through. 
“Together” refers to Singaporeans uniting as one 
people, united through bonds of compassion and 
kindness. Simultaneously, “A Stronger Singapore” 
signifies our determination to emerge from the 
crisis stronger as a nation, to ensure our best days 
ahead of us.

■ Written By: Mr Muhammad Faris, 
SH NESS (Internal) ■

As par t of 
the Nat ional 
Day celebra-
t i o n s  t h i s 
ye a r,  S i n -
gaporeans 
were encour-
aged to partic-
ipate in a NDP 
Virtual Choir. Our 
pupils and staff were 
elated to take part in this 
creative and exciting event. Our Music teachers and 
Choir members took videos of themselves singing 
a well-known National Day song, “We Are Singa-
pore”, and uploaded their recordings onto an online 
platform. Selected submissions were stitched into 
a tapestry of voices and broadcasted on 9 August 
2020. Pupils were very excited when they saw two 
of our teachers, Mr Timothy Chua and Mrs Siau Mui 
Ling, appearing on national television as they were 
selected to be featured in the evening show!      

Besides the NDP Virtual Choir, our Primary 5 
pupils also participated in the NDP Funpack Artwork 
Design Contest during their Full Home-based Learn-
ing. They were encouraged to express how Singa-
poreans stay united to overcome our challenges and 
emerge stronger together through an artwork. Alicia 
Phua Shi Yin (Pri 5 Humility) emerged as one of the 

National Day
Celebrations 

@ Maha Bodhi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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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ners for the contest. Her artwork was featured 
as one of the designs for this year’s NDP Funpack! 
Alicia portrayed the Circuit Breaker period in a 
positive light. Items such as face masks and hand 
sanitisers highlighted the increased importance of 
personal hygiene, while the different types of food 
and beverages such as bubble tea and ice-cream 
served as a form of comfort for Singaporeans. 

Several landmarks, such as the Singapore Flyer 
and Changi Airport, were found at the top of her 
design. Alicia feels proud that these landmarks are 
still standing tall to show how far we have come. 
They serve as a constant reminder that we would 
continue to move forward together as a nation. Alicia 
hopes that Singapore will emerge stronger than ever 
from the COVID-19 pandemic, together as a nation.

As a lead up to National Day, pupils displayed 
their creativity through craft work based on the 
theme for National Day. Doing the craft work in class 
together was a memorable experience and pupils 
were happy to bring their interesting and colourful 
craft work home. 

This year, while we were unable to gather as a 
school to participate in the National Day Observance 
ceremony in the parade square, we remained united 
as one when the ceremony was brought into every 
classroom via Zoom. Although it was a very different 
experience, it was nonetheless a meaningful event 
that highlighted the significance of our national flag 
and national anthem. The contributions of our key 
leaders and the pioneer generation, and the resil-
ience we have demonstrated as a nation over the 
years, were also highlighted during this event. We 
are grateful that our forefathers had laid a strong 
foundation which will lead us through this difficult 
time, and we pledge to pay it forward to provide our 
next generation with a better tomorrow! 

Our National An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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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line with Manjusri Secondary School’s motto 
of “Benevolence”, we aim to build a culture of care 
in our students. The school implements a 4-year 
Values-in-Action (VIA) framework across different 
platforms to reinforce the learning of Values, Skills 
and Knowledge in an authentic service learning 
environment.

Our students participate in cohort programmes 
which adopt the progressive approach of caring 
for the school, neighbourhood and community. We 
hope to develop their passion and commitment to 
actively serve the community and the environment.

Let’s find out more about some of the authentic 
service learning projects that they have taken part 
in this year!

Caring for the Environment
Secondary One Values in Action Project 
To encourage the spirit of CARE for the Envi-

ronment, our Secondary One students transformed 
and recycled plastic snack bags into useful and 
attractive pouches.

The committed students had been conscien-

tiously saving plastic snack 
bags since the Chinese 
New Year period, and they 
worked in small teams to 
exercise their creativity. 

■ Written By: 
 Wang Jieying, HOD (CCE) ■

Values in Action 
     @ Manjus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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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this school based activity, we hope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pick up recycling habits and 
take steps to save our planet from harmful waste.

The Spirit Of Giving
Chinese New Year Hamper Distribution Project
Manjusri Secondary School has always em-

braced the spirit of giving during our annual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s. 

Every year, our staff and students prepared 
hampers for distribution to elderly residents in the 
neighbouring Tembusu Estate. This year, we pre-
pared a total of 290 hampers comprising of useful 
necessities, which were delivered by our Secondary 
Two students. 

Our students enjoyed the experience, and re-
flected on their learning points after delivering the 
hampers. 

En Qi from 2G shared that “It was fun and in-
teresting because the elderly was friendly. I had a 
good time interacting with her and I hope that I have 
more of such opportunities in the future.” 

Gerard Danny, Hasbi Hashim and Nabil from 2B 

were proud of how they had brightened the elderly’s 
day. Gerard Danny said, “It was a fun experience to 
help the elderly. I felt a great sense of care towards 
the elderly. I saw bright smiles when passing them the 
hampers, which made everyone’s day good and great.” 

Serving with the Heart
Secondary Three Values in Action Project 
In July, our Secondary Three students handmade 

paper flowers and attached well-wishes to them for 
the seniors in and staff in Tembusu Eldercare Centre. 
The students also drew posters to raise awareness 
on environmental issues, such as Dengue.

This was part of the Student-led Values-In-Ac-
tion programme for the Secondary Three students.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Social Studies Department, 
our students researched on and explored societal 
issues that are close to their hearts in order to spark 
their interest in tackling these issues.

May this spirit of giving back to the society 
continue to guide our students, and add joy to the 
lives of our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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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rench novelist 
Victor Marie Hugo once 
said that “to learn to read 
is to light a fire; every syl-
lable that is spelled out 
is a spark.” In Manjusri 
Secondary School, we 

want to ignite that love for reading in our students 
and to achieve that, the whole school reads together.

The Reading for Literacy Programme in our 
school is a school wide programme that advocates 
the importance of reading for life. A team of commit-
ted teachers from different departments oversees 
the Read@MJR programme by introducing reading 
initiatives within the curriculum, collaborating with 
other departments and National Library Board (NLB) 
for other school-wide initiatives. We believe that to 
build a vibrant culture of reading and a community 
of readers, the focus should be on both the students 
and staff, within the curriculum and beyond that.

To encourage our teenage students to read, we 

believe that we need to give them autonomy. Read-
ing Ambassadors help champion reading among 
their classmates. In our Teens Take Over initia-
tive, Reading Ambassadors share books that they 
are excited about during their English and Mother 
Tongue periods.  The students are then encouraged 
to borrow these books either from the school library 
or NLB. Giving a voice to the students is a significant 
way to encourage them to develop a love for reading.  

The committee curates English and Mother 
Tongue reading lists for students to guide them on 
choosing books that are suitable for them. English, 
Mother Tongue and Humanities teachers also use 
newspapers to discuss current affairs with their 
students in order to raise their awareness of the 
issues that affect their community and the world. In 
the English classroom,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voice their opinion about selected articles or issues 
by writing on post-it notes and sticking them on the 
Speak Up, Speak Out (SUSO) corner of their class-
room board or sharing these during reading periods. 

Teachers model reading in the 
school. It is just as important to en-
courage our teachers to expand on 
their own love for books as it is to 
share that love for reading with their 
students. Our Principal Mr. Sim Chong 
Boon, advocates that belief by person-
ally contributing a large collection of 
books under the Principal’s Selection 

■ Written By: Magdelene Wi
(Level Head for English Language & Literature) ■

Sparking 
a Love 
for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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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school library. 
Mr. Sim specially cu-
rates a broad selection 
of novels from differ-
ent genres and current 
titles to excite the stu-
dents to read. He also 
introduces books to 
teachers and encour-
ages them to expand 
their own repertoire of 
reading titles.

In the Read@MJR Staff initiative, teachers 
share interesting books, reading resources and 
even poems with each other. All teachers read to-
gether with the students during the Silent Morning 
Reading period. They will share books that they 
are reading to the whole school during morning 
assembly. Only when teachers are excited about 
what they read can they inspire students to read.

Our school has collaborated with NLB since 
2011 in their Read@School programmes to sup-
port and expand the students’ love for reading. 
Programmes like Books2Go, Book Talks and Read 
for Books Charity Drive in 2019 aim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share their love for reading with others. 
To continue that spirit of sharing what they love to 
read with others, there is a Book Exchange Corner 
in the library for students to donate their preloved 
books and pick up any interesting titles 
from there as well. 

In the Read with Me! Initiative, 
our Science Department and Ap-
plied Learning Programme com-
mittees shared specially chosen 
books according to themes lik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stories 

inspired by Science. These books are displayed in 
the school library for students to read and teach-
ers will then introduce these books during online 
Google Meet sessions in the morning. Students get 
to discover how reading goes beyond the textbooks 
and can be the bridge to topics that interest them.    

Reading can inspire and comfort, especially 
during challenging times like COVID-19. Lower 
secondary students folded paper cranes as they 
read excerpts from Sadako and The Thousand 
Cranes as part of the Stories that Inspire sharing 
during the school’s enrichment week in to July. They 
penned words of encouragement for each other on 
the cranes which were displayed on the MJR Peace 
display. This is to share that same message of hope 
and peace in times of adversity. 

We hope that all these activities will help build 
a community of readers. With adequate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a spark can be ignited 
in students to enjoy reading and all the 

possibilities that it can 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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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音觉苑
能仁精舍同仁敬叩

光明山普觉禅寺中兴祖师
上宏下船老和尚示寂三十周年追思

妙音觉苑
能仁精舍同仁敬叩

本苑开山祖师
上妙下理上人示寂五十周年追思

本寺中兴祖师
上宏下船上人示寂三十周年追思

光明山普觉寺
全体仝人敬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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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佛陀在菩提树下静坐，如何
觉悟？他如何做到的？

答： 大家都只看到佛陀在菩提树
下的觉悟，很少有人看见佛陀之前
的求道，他并非立即成就，他离开
皇宫后经历了6年的苦行。

他为什么要选择苦行？即使现在，很多人也

如此认为—身体会让我们受苦。我们的精神受限

在肉体里，只要有肉体的欲望，比如口腹之欲，

比如云雨之欲，比如永恒、长生不老的欲望……

就是儒学中的宋代程朱理学也主张：“存天理，灭

人欲”。

无论生离死别，还是吃喝玩乐，我们的欲望

■ 文. 陈悦熙 ■

本期特稿

佛陀在菩提树下
	 看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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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以肉体为基础存在，我们取悦于自己的肉

体，也保养肉体。所以佛陀的苦行，想要肉体受

苦，痛苦到精神想要摆脱肉体，这个时候，精神

才会彻底不顾及肉体的感受，而开始想要觉醒

吧？—当时许多婆罗门教派的人都在苦行，甚至

只是举着手臂许多年，或者单脚站立在河水中的

木桩上，直到掉下去淹死。

佛陀在六年后突然发现，这个方式是错误的。

错误的原因是，我们把肉体和精神分离了。就好像

一个乌龟，它的壳子和里面乌龟本身，都是一体

的，你无法用敲打壳子的方式逼迫乌龟跑出来，如

果壳子碎了，乌龟也就死了。死亡，并非觉悟。死

亡只是生老病死的一个新的开始。

问：佛陀如何觉悟？

答：佛陀在菩提树下经历了累世
累劫的痛苦，一次次生老病死、一
次次生离死别、一次次感受痛楚，
你能想象吗？你的挚爱亲人在你面
前死亡，你的无能为力，你能够感
受那种感觉几百万次吗？

经书记载，佛陀看见了他几百万世的轮

回，他所承受的痛苦，那他为什么要坚持？

因为他不想再痛苦下去。就像孙文先生

说的，欲得民主之幸福，必经历民主之苦难。

佛陀就是如此，穿越那些轮回，他经历了所有

的痛苦后，他才学会了总结、对比、归类，

生老病死，怨憎会，求不得，爱

别离—不都是他总结出来的吗？

他跟我们都一样，只不过他比我

们看到的层面更加广泛。最后，

他开始继续观察—我将这些视为

痛苦的理由是什么？我真的如此看

待它们吗？比如：死亡—我如何看待

死亡？如果每一世都有死亡，我在恐惧什

么？死亡之后，我又看到了开始，那么我为什么

害怕？

当他看穿了全部规律，时间、空间、个人、众

生各个角度，就发现这些法则，并不是苦，我们认

为是苦，是因为我们的肉体和信念，限制了我们的

意识。如果不转换信念，我们就会认为那是苦，因

为你已经认定那是苦。所以佛陀说，境随心转。转

念即是如来。

当佛陀在菩提树下，他发现了体验的美妙，

拥有肉体的美妙，生命的真正规律。他第一时间

想要做的，就是分享。让众生换一个角度去看待

世界。他说，有佛住世的地方，就是美好的圣

地。所谓，有“佛”住世，大概就是以觉醒的状

态常住世间吧！要知道，佛陀在觉悟后，也经历

了灭族、疾病、心爱的徒弟赴死等等事件，觉醒

并非结束了体验轮回，而是能够以超越时间、超

越空间、超越众生、超越个体的各种角度地看待

世界。你的目光会改变你身处的世界，会让你消

除痛苦，好像活在佛国净土。那不是逃避，而是

一种超越。用现在的科学讲法，就是拉高了自己

的意识维度。

可惜现在的人总是认为轮回是苦的，人生是

苦的，所以修来世，而非安住当下。我们需要做

的，是审视自己的生活，真正找到我们痛楚的根

源，并且通过修行，去拉高自己的意识维度，看

见生命的各个角度。佛陀不止一次在《金刚经》

中说，要做到“无我相、我人相、无众生相、无

寿者相，能除一切苦。”他说，除了觉醒以外

的内容，都不是我说的。如何去找寻这份超越

肉体局限，看见生命规律的方法，才是真正意

义上的修行。

本期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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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阿莲 ■

从《四愿经》看

《四愿经》是佛陀为弟子纯陀眷属以及五百比

丘讲说人有四愿，不可常保的道理。本经的讲说因

缘为：一次，佛陀在拘夷那竭国，与五百比丘一道

坐在尼延树下，为数千万人说法。城中有位名叫纯

陀的大富长者，家中有财富无数。纯陀有个十四岁

的儿子，当时得了重病，病势日渐沉重，眼看就要

死亡。父母、兄弟及诸眷属，无不为纯陀儿子的病

啼哭忧愁。这时，纯陀听说佛陀来此教化大众，心

中十分欢喜，便对妻子说：“佛陀现在在我们这里，

我们应当前往见佛，听说听佛讲说经法之人，无不

欢喜，忘却忧愁烦恼。”纯陀便带领妻子、亲族、

奴仆等人，一起来到佛陀住所。他们顶礼佛陀之

后，然后在一面坐下。纯陀长跪叉手对佛陀说：“人

在世间，积聚钱财，思虑勤苦，不敢衣食，不知布

施、奉持经戒，无尊无卑。实现以上愿望之人，到

时命终，父母、兄弟、妻子亲属，都啼哭忧愁，用

棺木收殓死者，送财宝、衣被给死者，这对死者有

利益吗？”佛陀针对纯陀的请问，告诉纯陀及众比

丘弟子说，人有四愿，不可常保。接着，佛陀分别

讲说了人们不可常保的四种愿望。

健康不能常保
佛陀首先讲述了四愿中的第一愿。经

云：“第一愿者，是人身沐浴庄饰，饭食五乐，常先

与之。疾病卒至，不能止之。命尽躯强在地，不随

得人生

人魂神去。空爱重之，复何益也。”第一大愿是指一

个人十分爱惜自己的身体，经常沐浴、装饰自身，

贪图饭食等五欲之乐。人都希望通过爱惜、滋养自

己身体，能够活得健康长久，但是由于疾病突然来

临，却又无法治愈。人死之后，遗体横躺在地上，

不能跟随魂神而去。人们虽然千方百计爱惜自己的

身体也是徒然，最终对自己也没有带来益处。

财富不能常保
佛陀接着又讲述了四愿

中不能常保的第二愿。

经云：“谓有财产官爵俸

禄，得之者喜，不得愁

忧疾病。死至命尽，所

有财物，官爵俸禄，故

在世间，不随人魂神去，

空为愁苦。”对于财产、官

位和俸禄这些身外之物，人们

都会贪恋不舍。当一个人得到这些财产、官位、俸

禄之时，心中十分欢喜；当得不到或者失去这些财

产、官位、俸禄之时，就会郁郁寡欢，乃至因忧愁

苦闷引发各种疾病。即使一个人当下能拥有这些名

利等身外之物，但当死亡来临时，生前所拥有的财

物、官位、俸禄等身外之物都会留在世间，不会跟

随死者的魂神而去，死者忧愁苦闷也没有益处。

本期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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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眷好友不能常保
佛陀又讲述了四愿中不能常保的第三愿。经云：

“谓有父母兄弟妻子，中外亲属，朋友知识，

恩爱荣乐。疾病至死命尽，复不能救我命，亦不能

随我魂神去，空啼哭。送我到城外深冢间，以弃我

去，各疾还归。虽追念我愁苦忧思，不过十日。诸

家宗族，男女聚会，相向歌舞，快共饮食。相对谈

笑，捐忘死人。虽有父母兄弟妻子，中外亲属，朋

友知识，不能共追我命，空悲之复何益也。”

世人虽然有父母、兄弟、妻子，以及其他亲

眷，朋友、善知识，相互之间恩爱快乐。但当一个

人疾病来临，身死命终，这些亲朋故友都不能挽救

这个人的生命，也不能跟随死者的魂神而去。他们

所能做的就是空自啼哭。亲朋好友最后护送死者到

墓地下葬，然后离开墓地，很快回家去了。虽然亲

友有时会有因追念死者愁苦忧思，但往往不过十多

天，这种悲伤的情绪就没有了。此后，宗族中各家

男女聚会，莺歌燕舞，快乐聚餐，谈笑风生，渐渐

淡忘了死人之事。对于死者来说，虽然他有父母、

兄弟、妻子，以及其他亲眷、朋友和善知识等人，

但不能跟随死者而去，空自悲伤，又有什么益处呢。

意业不能常保
佛陀接着讲述了四愿中不能常保的第四愿。

经云：

“是人意天下人少有能守护其意者，皆放心恣

意，淫于五乐，贪利疾妒，忿怒斗诤，不信道德，

至于身死寿尽，魂神去矣。三者相追逐，不得相

离，譬如雀飞，意随其两翅。意为身神，两翅为魂

魄，人不能守护其意，皆从恶念所为。杀盗贪淫以

生时所为罪，死入太山地狱中，为饥饿鬼，罪竟乃

出为畜生，当为人所屠割，作人放心快意故，入三

恶道。”

在身语意三业中，意业最为难守。这个世

上很少有人能够守护意业。大多数的人在

日常行事中，常会放心恣意，沉浸于

色、声、香、味、触等五欲之乐中不

能自拔。他们常贪图利益，忿怒

斗诤，不信道德，直到身

死寿终，魂神远离。身

语意三者相互追逐，

永不相离，就好像鸟雀高飞，意随两翅而动。意为

自身的主宰，两只翅膀为魂魄，人不能守护其意，

常从恶念引发各种恶行。杀生、偷盗、贪欲、淫欲

等恶行都是一个人活着时所造作的罪恶。因造作这

些恶因，死后进入地狱中受苦，成为饥饿之鬼。在

地狱中受苦结束再投生为畜生，还得任人宰割。可

见，由于做人时不谨小慎微，而恣意妄为，以至于

堕落入三恶道中受苦。

得失淡然，一切随缘
佛陀在讲说完四愿不能常保之后，又告诫纯陀

及众弟子，你们应当端正自心，守护自意，善自思

维。要知道自己的色身并非真实的我身；所有的财

物，也不是属于自己所有，应当得失淡然。父母、

兄弟、妻子等亲属，以及朋友、善知识也不能长相

厮守。官位、俸禄，人人都想得到，而且从来没有

满足的时候。人常认为这些身为之物有益于自身，

但等到老病死来临时，这些身外之物也把握不住，

对自身没有任何利益。就像鹦鹉鸟十分爱惜自己的

毛尾，但最后却被涉猎者捕获。贤能之人应当知

道，以上四愿都不会跟随人的魂神而去，倒是很多

人不明白这个道理，空为之困苦。

佛陀还告诉纯陀及比丘弟子，一个人应当拔

除恩爱之根，断绝堕落三恶道之因，种下三善道

之因。若能坚持守护己意，求证无为涅槃之果，

就不会再有老、病、死等生死无常之苦，最终得

解脱自在。

本期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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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慎言 ■

《菜根谭》是明朝万历年间著名学者洪应明

收集编著的一部论述人生修养、为人处世、出世解

脱的格言语录集。本书是以为人处世思想为主的格

言式小品文集，采用语录体，揉合了儒家的中庸思

想，道家的无为思想和佛家的出世思想，是人生处

世哲学的表白。《菜根谭》文辞优美，对仗工整，

含义深邃，耐人寻味。是一部有益于人们陶冶情

操、磨炼意志、奋发向上的通俗读物。作者以“菜

根”为本书命名，意谓“人的才智和修养只有经过

艰苦磨炼才能获得”。正所谓“咬得菜根，百事可

做”。在《菜根谭》中有很多弘扬佛教思想的内容。

其中，慈悲护生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慈悲护生是佛教修学的重要内容。慈悲是为

了悲悯救护众生，护生则是为了培养修行者的慈悲

心。不论慈悲也好，或是戒杀护生也好，都是为了

培养人的慈悲心。诚如丰子恺先生在《护生画集》

中说：“护生实则护心”。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则

说：“去除残忍心，长养慈悲心，然后拿此心来待人

处世——这是护生的主要目的。”

慈悲 — 人之最基本
慈悲是佛教最基本的教义，也是护生的目的。

所谓慈悲，就是给予众生欢乐，拔济众生的痛苦。

其中，慈爱众生并给与快乐（与乐），称为慈；同

感其苦，怜悯众生，并拔除其苦（拔苦），称为

悲，二者合称为慈悲。《大智度论》云：“大慈与

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佛陀的慈悲

是以众生苦为己苦之同心同感状态，故称“同体

大悲”。又因佛之悲心广大，因而，又称“无盖大

悲”。慈悲属于四无量心之一，分别称为“慈无量

	 	 	 	 	 	 	 中的
	 	 	 	 	 		慈悲护生

心”和“悲无量心”。

在《菜根谭》中，有很多关于佛教慈悲思想的

论述。如“人人有个大慈悲，维摩屠刽无二心也；

处处有种真趣味，金屋茅舍非两地也。只是欲闭情

封，当面错过，便咫尺千里矣。”如果每个人都有慈

悲之心，则维摩诘居士和屠夫、刽子手的本性是相

同的。世间到处都有合乎自然的真正的生活情趣，

这一点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和简陋的茅草屋也没什

么差别。可惜人心经常为情欲所封闭，因而使真正

的生活情趣错过，不能排除物外杂念，虽然只在咫

尺之间，实际上已相去千里了。

“维摩屠刽无二心也”中的“维摩”，即佛陀

时代辅助佛陀教化世人的维摩诘居士。维摩诘居士

是《维摩诘经》中的主要人物，他是住在中印度跋

阇国离车族首都毘耶离城的大富豪。曾供养无量诸

佛，通晓大乘佛教的深义，对佛法流布做了很大贡

献。他非常雄辩，善以巧妙方便教化众生。某次，

维摩诘生病，众人决定前去探病时，舍利弗、目

连、迦叶等佛的诸大弟子因害怕遭到论驳而推辞不

去。最后由文殊菩萨与舍利弗等人一起前去探视，

文殊菩萨与维摩诘居士之间由此展开一场关于大

乘妙理的法论。“屠刽”中“屠”是宰杀家畜的屠

夫，“刽”是以执行罪犯死刑为专业的刽子手。他

们虽然从事的是杀生为业的职业，但他们同样具有

佛性。一旦他们放下屠刀，因缘成熟，也能罪障消

除，见性成佛。

戒杀护生，五戒的首位
培养慈悲心最好方式是戒杀护生。佛教五戒将

不杀生戒置于首位，说明杀生具有很重的罪过，将

《菜根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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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会遭受苦报。因而戒律强调学佛之人首先要不杀

生。通过被动地不杀生到进而主动地护生，不仅可

以培养自己慈悲爱物之心，还能因慈悲护生的功德

促进道业的成就。

《菜根谭》中有专门对于戒杀护生的论

述：“‘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古人此点念头，

是吾一点生生之机，无此，即所谓土木形骸而已。”

为了让老鼠能够活下去，经常会留一点剩饭给他们

吃；为了怜悯飞蛾扑火被烧死，夜里就不点灯火。

古人这种慈悲众生的心念，就是我们人类繁衍不息

的生机。假如人类没有这一点点相生不绝的生机，

那人就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如此也不过和泥

土树木相同罢了。

佛教认为，一切有情众生都与人类有各种亲

缘关系，若杀害众生，就是杀害自己无始以来的六

亲眷属。如《梵网经》云：“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

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

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

身。”六道众生在过去世都和我们有着各种各样的

亲缘关系—或是为父子，或是为兄弟，或是为夫

妻，或是为亲友。今生由于各自的因缘不同，有的

投生为人，有的投生到异类。因此，我们不仅不能

杀害众生，而且还要主动地保护众生，以养护自己

的慈悲心。

“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出自宋代文学

家苏轼的《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八首》一诗，诗

云：“左角看破楚，南柯闻长滕。钩帘归乳燕，穴

纸出痴蝇。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崎岖真可

笑，我是小乘僧。”诗中的“为鼠常留饭，怜蛾不

点灯”这两句诗表达了苏轼慈悲护生的悲悯情怀。

这两句诗也因慈悲护生的理念成为后世倡导护生的

名句。

《菜根谭》中的慈悲护生的格言劝诫世人要心

怀慈悲，怜悯并护持众生，这不仅作为佛教信徒修

行的基本要求，也是保持人与自然和谐的需要。因

此，我们每一个都应当从《菜根谭》中慈悲护生的

格言中受到启迪，不断培养自己慈悲生灵，护持生

灵的慈悲情怀。如果人人都能以护生格言为准绳来

要求自己，我们与生灵之间就会建立起相互信任，

和睦共处的温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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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难四事经》的

■ 文 . 禅悦 ■

慈悲喜舍

《阿难四事经》是佛陀向阿难讲说自己前世修

行菩萨道时，因修学四事而成就佛道之事。为了令

更多的众生了知四事内容及修学方法，佛陀于是重

新为阿难讲说了自己前世所修行四事法门的内容，

并告诫阿难在自己灭度之后，为国王、大臣及民众

讲说此四事，让更多修行者受益。

	 本经开端讲述了佛陀在拘夷那竭国将要灭度

之时，阿难尊者对佛说：“我念天龙鬼神，帝王人民

与佛陀相见，听闻佛陀教诫，尽皆欢喜。其中有的

发愿出家作沙门，证得罗汉果；有的居家修道，奉

行五戒，死后上生到天道。如今佛陀去世，天龙鬼

神，帝王人民及四众弟子，将依靠谁得福得度。”

佛陀说：“善哉！阿难，你具有慈悲之心悲悯天人

杂类，未来世众生都会依靠你得到度脱。我入灭之

后，世界名为五浊恶世，人心烦乱，世多颠倒，贱

善尊恶，这实在令人忧虑。世间虽然如此，我有供

人修学的经典，以及诚恳痛切的戒律，修行者若能

尽心遵照修行，福报自然归身。我虽然离世，我所

讲说的典籍尚且流传于世，修行者广修六度大法，

就能得到度化，你们不了解我所说的话吗？”阿难

于是请求佛陀重新加以解说。

佛陀告诉阿难，大法有四种，依照修学可以得

福，也可以得道，成就佛身。阿难恳请佛陀为自己

解说这四种大法。佛陀于是应阿难的恳请，逐一为

他讲说这四种大法。

以慈心养育幼弱
佛陀首先为阿难讲说四种大法中的第一法。经云：

当以慈心育养幼弱，见禽兽虫蛾下贱仰人活

者，常当愍念，随其所食，令得稣息。莫得加刀杖

伤绝其命，恻怆慈心。当如慈母、天龙、鬼神、帝

王、人民，有行此慈者，其得大福，与侍佛身功德

正等。此谓一事也。

学佛之人应当以慈悲心养育年幼弱小之人，

见到禽兽、虫蛾之类生灵，应当对他们生起慈悲之

心，满足它们的饮食需求，让他们在困顿后得到休

息。不要使用刀杖之物杀伤或断绝其性命，要以慈

悲心哀伤物类的不幸。应当像慈母对待子女，天

龙、鬼神对待众生，帝王对待人民一样慈悲。如果

有行这种慈悲之行的人，就能够得到大福慧。它们

的功德与侍奉诸佛的功德等同，这就是佛陀所说四

事中的第一事。

佛陀在这一大法中，主要讲述了心怀慈悲以

及慈悲护生的重要意义。慈悲是菩萨为令众生离苦

得乐而生起的悲悯众生之心。慈悲的意思为与乐拔

苦，慈爱众生并给与快乐(与乐)，称为慈；同感其

苦，怜悯众生，并拔除其苦(拔苦)，称为悲。两者

合称慈悲。佛陀的悲心是以众生之苦为己苦之同心

同感状态，故称同体大悲。心怀慈悲的人不仅要悲

悯弱小的人类，而且遍及禽兽、虫蛾等众生。学佛

之人不仅仅要对众生慈悲，而且还要戒杀护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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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戒杀，就是不杀生，即不杀害有情众生的生命。

在不杀生戒中，以杀人罪最重，杀畜生罪过比杀人

罪轻。杀生之人，来世得短命报。若人能够心怀慈

悲，戒杀护生，就能积聚福德资粮，这与恭敬供养

诸佛的功德等同。

体认无常，广修布施
佛陀又为阿难讲述了四种大法中的第二大法。

佛陀告诉阿难，世上有各种灾难之事，水旱不调，

五谷不收，人民饥馑，不安本土，相继逃亡。国王

及臣民，虽然富有满仓谷米，也应当思维无常，身

命难以永保健康。不要贪爱谷米，而要爱惜人命。

应当生起慈悲心，开仓放粮，救济贫乏，让民众安

居本土。若人心意悭贪，不肯布施，应当如是思

想：人最初降生时，魂神空来，因依二亲情欲之

气，成就自己的身体。婴儿在母亲腹中，经过十个

月才降生，亲人喜悦，细心护理，得全性命。将来

豪贵贫贱，都由往昔善恶业因感召。“官爵俸禄，国

土珍宝，无为迷惑，以鸾高德”。等到此人寿终正

寝，遗体珍宝都留在世间，没有一样跟随他去。

佛陀接着讲说一个人应当心怀慈悲，如说修

行，体认无常，广修布施。经云：

常当慈心练行经道，以佛明教。观视人物，如

幻如化，如梦如响，一切皆空，不可久保。观世皆

尔，此为真谛。世人愚惑，心存颠倒，自欺自误，

犹以金价，买鋡铜也。身死神去，当堕三涂。谛思如

此，急当布施，与身命竞。贫穷乞丐，羸老疾病，随

所当与，莫令命绝。执心如此，十方诸佛，开士大

人，天龙鬼神，无不愍之。至于寿终，魂神所生，辄

受豪贵，身意俱安，灾害不生，具获上愿。如佛在

时，供养佛身，正等无异，此谓二事也。

一个人应当以慈悲心广行经教，明了佛教教

理，依照经教所说修行。看待人物，当如梦幻泡影

之想，一切皆空，不可永葆。观察世间也是苦空无

常，这就是真谛。世人愚痴，常存颠倒妄想，自欺

自误，就好像用金子价钱买鋡铜，等到身死命终，

就会堕落三恶道中受苦。如此思维，一个人就应当

及时广行布施，见到贫穷乞丐、老弱病残之人，随

其所需，及时布施。不要等到生命将尽，还悭吝不

舍。若人能多修布施，十方诸佛、菩萨大人、天龙

鬼神都会悲悯护持。寿终之后，魂神所生，自然往

生豪贵之家，身心俱安，灾害不生，大愿圆满，就

与诸佛住世时，供养佛身的功德无二无别。这就是

佛所说四事中的第二事。

佛陀在第二大法中主要讲述了人要认识到人生

无常的道理，多修布施等善事，这样寿终之后就能投

生豪贵之家。无常是佛教常用术语，又作非常，即谓

一切有为法生灭迁流而不常住。一切有为法皆由因缘

而生，依生、住、异、灭四相，于刹那间生灭，而为

本无今有、今有后无，故总称无常。世间一切有为法

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因缘所生的诸法，空无自性，随

着缘聚而生，缘散而灭，它是三世迁流不住的。《杂

阿含经》中说：“若因若缘生诸色者，彼亦无常。无

常因、无常缘所生诸色，云何有常？”

一切有为法均属无常，故佛教三法印将其称为

诸行无常。诸行无常，又作一切行无常，指一切有

漏法皆不具有恒常之性。佛教无常观认为世间凡是

存在的事物都是无常的，不是永恒存在、永远不变

的。如《金刚经》偈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

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说明一切有为

法，如梦幻泡影一般变幻无常。《佛说无常经》偈

语云：“生者皆归死，容颜尽变衰。强力病所侵，

无能免斯者。假使妙高山，劫尽皆坏散。大海深无

底，亦复皆枯竭。大地及日月，时至皆归尽。未曾

有一事，不被无常吞。”可见，世间的一切事物忽

生忽灭，迁流不住。有生必有死，有成必有毁，有

合必有离……世间一切事物，都会被无常吞没。一

个人也是无常的，从出生那天起，随时都有可能因

为天灾、人祸、疾病等各种原因失去生命。

布施是六度之一，就是以慈悲心而施福利与

人之义。布施本义乃以衣、食等物施与大德及贫穷

者。我们通常所说的布施，就是以财物分散于人，

救济他人贫困，同时也能为自己积功累德的方式。

布施能使人远离贪心，如对佛、僧、贫穷人布施

衣、食等物资，必能招感幸福之果报。

以佛法开导他人
佛陀接着讲说了四种大法中的第三大法。佛

陀告诉阿难，国土中多有盗贼，水火灾异，变生毒

气，疾病流行，这都是海中龙神鬼王所为。因此，

人民受此毒害、重病忧恼。这些鬼神龙王，都是世

人所转生。射猎、屠杀、渔猎及毒害他人之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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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他们的魂神将会堕落海中为龙，或为有力大神

化生之类。他们都知道宿命，对以往的宿怨心怀愤

怒，他们会作雾露，口吐毒气，像下雨一样吐入国

中。国中人民，有中毒而死的，有人生病，有人相

互侮辱，这些都是由于世人心不仁慈，残杀物命，

辗转相怨。杀生之人，常会短命而死。即使不杀生

之人，经常食肉，也属于间接造作杀业，杀业苦报

也不可免除。

佛陀接着说，诸佛弘扬佛法，常行慈悲喜舍四

等心，众生若依照修行，福德都归自身。如果有杀

生之人，拿肉食给你，切不可食用。不食肉之人，

虽然处于恶世中，遭遇盗贼灾变，或是毒气肆虐，

也不会染污帝王人民，自己衣食丰足。如果遇到鳏

寡孤独，衣食不足，疾病困笃，生存困难之人，应

当给予医药，饮食，令他们疾病得愈，命不横死。

那些常行恶行之人，不信奉佛法，背真向伪，悭吝

不舍，造作恶业，苦报就会来临。因此，一个人慎

勿作恶，应当以慈悲心，以佛经法，教训愚痴之

人，令持经道。若能救活一人，或使人疾病痊愈，

再向他开示善道，或令他持五戒，终身清洁，若能

如此，就与侍奉供养诸佛功德等同。这就是佛为阿

难讲说四事中的第三事。

佛陀在这一大法中主要讲述了从事射猎、屠

杀、渔猎之人的苦报，劝人慎勿造作杀业。不仅不

可造作杀业，也不可食肉。因为食肉虽然没有直接动

手杀生，但由于自己食肉，助长了他人造作杀业，等

于间接杀生。不仅不杀生，还应当以慈悲喜舍之心，

悲悯鳏寡孤独、衣食不足，疾病困笃之人的痛苦，

并给他们饮食医药，解决他们衣食之需，救治他们的

疾病。同时，还应当以佛法开导世人，使他们修学佛

法，广行善道，严持五戒，培植福报。

以恭敬心对待僧众
佛陀又向阿难讲说了四种大法中的第四大法。

佛陀说，世间有高风亮节，清洁无欲的沙门。他们

怀抱经典，经常讲说佛法戒律。帝王、臣民都恭敬

他们，向他们请教佛法奥义，持律方法。文人雅士

口中所说，都是听沙门讲说的诸佛所说的圣教。经

中所说令人去恶就善，以百倍的孝心报答亲恩，使

人在命终之后不堕落三恶道，我们应遵照执行。

大众应当以慈悲恭敬之心对待沙门。宁可

洋铜灌口，利刀截舌，也不能诽谤持戒清净的沙

门。宁可自斩断手，也不让清净沙门受痛；宁可

自己剖腹，掏出心燃烧，也不惹怒清净沙门。假

使有愚痴之人见到佛教经典，明知经中义理，如

果能亲近贤德之人，听他们讲授圣典，就能成就

自己高德。沙门不要以贸易求利染污清净之身，

要心清行净，犹如明月珠。护持应器(钵)，劳身乞

食，满足口腹之需就停止，不蓄积食物。有时居

住在寺舍中，有时居住在山泽、树下、冢间，要

知道这都是宿命的果报。

沙门当分别经典真伪制作经典，为世人搭建桥

梁，心怀慈愍，坐起咒愿帝王、臣民，国家平安。

沙门当以恻隐之心，不从事世俗之事，不为情欲之

失所见叹述。有智慧的国王臣民，应当寻求供养如

是沙门。供养衣服、饮食、汤药、卧具等物，使其

过得安隐快乐。能够为大众讲经讲戒，敷演训导，

坐禅修定，或跟从得道，或死后升天。供养一个国

家的秽浊之人，不如尽心供养一个清净道人。供养

清净沙门，其福弘大，就好像佛住世时供养佛身无

异。这就是佛所说四事中的第四事。

在这一大法中，佛陀主要讲述了应当恭敬供养

持戒清净沙门，使沙门能够安心讲经说法，坐禅修

定。还应当虚心听取沙门讲说妙法，依照经教如说

修行，成就自己高尚德行。切不可毁谤清净沙门，

以免堕落拔舌地狱。同时，也劝诫沙门严格持戒，

乞食养身，少欲知足，随遇而安。沙门还应当以弘

法为家务，慈心度化世人，甘做令众生转生死为菩

提的桥梁。

佛陀告诉阿难，自己前世行菩萨道时曾修行

此四事，辗转受福，终于成就佛道。我因此重为你

说这四种修行之事。佛陀劝诫阿难广为诸天、帝

王、臣民讲说此四事，让大众依照修行。他们所做

善行，自会得其福报，功夫不会白费。阿难听佛讲

说，悲喜交加，向佛陀顶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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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常静 ■

《长者懊恼三处经》是一部讲说佛教无常思想

的经典。本经大意为：舍卫城中有一大富长者，多

年没有儿子，妻子皈依三宝后生下一子，不幸在婚

后第七天爬树折无忧树花时坠落树下而死。大富长

者为此痛不欲生，佛陀知道后，就与阿难一起到大

富长者家中向他们夫妻开导人生无常之理，最终使

夫妻两人心开意解。

经文说，一次，佛陀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精

舍，与一千二百五十大比丘一起共修。这时，在舍

卫城中有一大富长者，家中财富无数，田宅牛马，

不可称计，只是苦于家中没有儿子继承家业。依照

国家法律，如果没有儿子继承家业的家庭，夫妻寿

终之后，财产收归官府所有。大富长者夫妻两人

为了求生儿子，经常祈祷诸天日月星辰，但天违人

愿，他们始终没有求到将来可继承家业的儿子。

就在求子无望时，大富长者的妻子皈依了三

宝，受持五戒，日夜精进用功，不敢稍有懈怠。

不久，她便怀有身孕。当时，聪明的妇女有五事

应当知晓：一是知晓丈夫的意愿；二是知晓念想

什么，不念什么；三是知晓自己怀孕的因缘；四

是知晓所怀的是男是女；五是能够分别善恶。大

富长者的妻子对长者说：“我已经怀有身孕。”

大富长者十分欢喜，每天供养妻子衣被饮食，

照顾得十分精细。十月期满，妻子生下相貌端庄

之男。有五位乳母一起抚养这个儿子，他们有人

负责乳哺，有人负责洗浴，有人负责抱持。儿子

长到十五六岁时，长者夫妻便为儿子娶到端正相

好的长者女为妻。举行婚礼时，大富长者在城外

园馆中大宴宾客，肴膳精细，高朋满座，宾主尽

欢。庆贺婚宴前后持续了七日之久。

婚后第七天，大富长者的儿子儿媳一起到

园林中游玩。园林中有无忧树，树上有浅红色的

花，颜色鲜好，十分诱人。大富长者的儿媳对儿子

说：“我想要无忧树花。”大富长者的儿子便上树

采花，由于树枝细小脆弱，大富长者的儿子刚爬上

树，树枝就折断了。大富长者的儿子坠地气绝而

死。大富长者夫妻得知儿子爬树时堕地而死，便匆

忙赶往出事的无忧树下。母亲抱着儿子的头，父亲

抱着两脚，不停地摩挲呼唤，但仍不见儿子苏醒过

来。大富长者夫妻捶胸顿足，哭得十分伤感。亲朋

好友得知噩耗，都哀痛不已，纷纷安慰夫妻两人。

当时，佛陀与弟子阿难一起，著衣持钵，入

舍卫城乞食。他们见到大富长者夫妻只有一个儿子

竟意外坠树而死，夫妻啼哭悲伤难以禁止。见此情

景，佛陀就以神通力观察到大富长者的儿子是从忉

利天寿尽命终之后，投生到大富长者之家的。从大

《长者懊恼三处经》说

世事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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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长者家死后，投生到龙中，不幸又被金翅鸟王啖

食。三处无常悲哀，都在发丧。

佛陀告诉阿难，我们到大富长者家中，为

他解说儿子坠树而死的缘由，解除他们夫妻的忧

虑，若不然，恐怕他们会忧愁而死。阿难也说是

这样的。于是，阿难就跟随佛陀一起来到大富长

者家中，大富长者见到佛陀师徒来到家中，心中

十分欢喜，至诚顶礼佛足。佛陀问大富长者为何

如此忧愁苦闷，长者对佛说：“我多年无子，后来

皈依三宝方才得子，儿子长大后又为儿子娶妻。

婚宴共庆娱乐还没有结束，儿子爬上无忧树上采

花，不幸从树上坠地而死。儿子死了，我的身体

沉重如石，心如刀绞。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儿子却

不幸舍我而死。”佛陀告诉大富长者：“人有生老病

死，物有成住坏空，有生就会有死，这是不可避

免的自然规律。你应当舍弃忧念，不要再忧愁悲

伤。”当时佛身大放光明，遍照十方世界，使大富

长者能够见到天上龙中父母啼哭。佛对大富长者

说：“你的儿子本来从忉利天上寿尽命终，投生到

您家中寿尽，然后投生到龙中，不幸又被金翅鸟

食啖。三个地方在这个时候都在啼哭，你说这个

人是谁的儿子。”

佛陀开示过大富长者之后，便说偈语：

天上诸天子，为是卿子乎。

为在诸龙中，龙神之子耶。

时佛自解言，非是诸天子。

亦非为卿子，复非诸龙子。

生死诸因缘，无常譬如幻。

一切不久立，譬若如过客。

佛陀在偈语中告诉大富长者，他死去的儿子既

不是诸天之子，也不是龙神的儿子，更不是他的儿

子。人的生死因缘，是幻化无常的，一个人不过是

世间匆匆过客，没有永久的存在。因此，佛劝大富

长者应当怀有一颗平常心，得之勿喜，失之勿忧。

佛陀最后告诉大富长者，一个人死去了就不得不

与活着的人离别，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去追忆了。大

富长者对佛说：“我的儿子过去世罪福是怎么样的？

投生到豪贵之家，寿命早夭，这又是何种报应？”佛

陀说：“你的儿子前世喜欢布施，尊敬他人，由于这种

福德，生到豪富之家。但他却喜欢从事射猎杀生的游

戏，杀害了很多众生的性命。由于过多杀生的缘故，现

世短命。罪福跟着人，就如影随形。”听了佛陀的解说

之后，大富长者心情豁然开朗，迅速证得无生法忍。长

者夫妇以及与会大众，也都闻法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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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看见庭院前种的向日葵总低垂着

头，便突发奇想，找来绳子和竹竿，将其中一棵

向日葵固定起来，让它昂首挺立，直视太阳。我

幼稚地认为那样就可以让向日葵省去转来转去的

麻烦，能够更好地吸收阳光，将来的颗粒也一定

会更加饱满。

到了秋天，向日葵成熟了，我迫不及待地来到

那棵高昂着头的向日葵跟前，满以为它是最好的，

可令我感到沮丧的是，那棵向日葵空空如也，里面

没有一粒饱满的籽，还散发出一股刺鼻的霉烂味。

我不解地问父亲：“为什么昂着头的向日葵会颗粒

无收呢？”父亲呵呵地笑着说：“傻孩子，向日葵

头朝上，里面多余的雨露排不出去，很容易滋生细

菌，所以它会霉烂掉，你是好心帮了倒忙。其实，

向日葵略微低头，一则是为了表达对太阳的虔诚与

敬意，二则也是为了保护自己。”

听了父亲的话，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后

来，我通过观察发现，不光是向日葵，许多其他植

物也都明白这个道理，比如，当麦子青涩的时候，

它们总是昂首挺胸，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可当它

们成熟的时候，却总是谦逊地低垂着头，一副与世

无争的样子。因为这样不仅可以有效地避免被折断

的危险，而且还让鸟儿找不到着力点，从而保存了

自己历经千辛万苦得来的果实。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低头也是一种大

胸怀、大境界、大智慧。我有一个朋友，他一直奉

行“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的处世原则，因此

为人十分强硬，结果得罪了不少人，在工作上，他

长期得不到上司器重，也不受同事欢迎。每次，升

职与他无缘，混了十多年，还是小职员一个。朋友

十分纳闷，他说：“我只是扞卫自己的权利而已，

这有什么不对的呢？”

低头 ■ 文 . 李晓琦 ■

的确，这没有什么不对的，只是

做人的问题。左宗棠有一句至理

名言：“穷困潦倒之时，不被

人欺；飞黄腾达之日，不被

人嫉。”一个人应该懂得

什么时候应该争取，什

么时候应该放下，一味

地委曲求全，那是一种

懦弱；而一味地趾高气

扬，那是一种愚昧。一

个逞强好胜、傲慢无

礼、不可一世的人，他

很难得到别人的认可与

肯定，也很难在事业上

有所成就，不是在现实

面前碰得头破血流，遍

体鳞伤，就是遭人排

挤，孤立无援，郁郁

而不得志。

古人云：至刚易

折，上善若水。做人不

可无傲骨，但也绝不能总

是昂着头，君子之为人

处世，犹如流水一样，

善于便利万物，又水

性至柔，不与人纷争

不休。因为他们明

白，能低者，方能

高；能曲者，方能

伸；能柔者，方

能刚；能退者，

方能进。

生活智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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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往无前、百折不回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

必然途径。在这个信条的指引下，很多人固执

己见，即便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坚持一条道走到

黑。最后付出毕生精力，也难逃悲剧命运，他得

到的只是“生不逢时”的慨叹。

其实，世界处于不断运动当中，真理都是相

对的。正如上面说到的那个信条，我们也会发现

它有时候是对的，有时候是错的。古人说“识时

务者为俊杰”，学会转弯是人生的大智慧，因为挫

折往往是转折，危机同时也是转机。

美国著名演员兼导演李维因主演大片《超

人》而蜚声国际影坛，然而1995年5月,在一场激烈

的马术比赛中，他意外坠落马下。转瞬之间,世人

心目中的“超人”和“硬汉”变成了永远只能固

定在轮椅上的高位截瘫者。

家人为了平息他肉体和精神上的伤痛，便

时常推着轮椅上的他外出旅游。一次，小车穿行

在洛基山脉蜿蜒曲折的公路上，李维静静地望着

窗外，他发现每当汽车即将行驶到无路的关头，

路边都会出现一块交通指示牌，上面写着“前方

转弯”或“注意急转弯”这样的警示文字。而小

车拐过弯道之后，前方又是一条柳暗花明、豁然

开朗的道路。他恍然大悟，于是冲着妻子大喊一

声:“我要回去,我还有路可走!”

从此，消极思想从他心底彻底消失，他也意

识到自己不仅仅只能做演员，还可以做很多很多

其他的事情。于是，他以轮椅代步,当起了导演和

作家。他首席执导的影片荣获了金球奖，他写的

一本书《依然是我》一问世就成为畅销书。他还

积极投身慈善事业，创立了一所瘫痪病人教育资

源中心，并当选为全身瘫痪协会理事长。为了给

残障人福利事业筹募善款，他四处奔走，到处演

讲，成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是啊，人的一生中有很多的“弯”需要转，

比如工作变动时、退居二线时、离岗下岗时

等。“转弯”包含着人生的大智慧，漫漫人生长路

中，平坦处，当有居安思危之心；险峻时,当抱定

柳暗花明之念。“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不

转心转”，学会机智地“转弯”，脚下总能走出一条

洒满阳光的道路来。

路在脚下，更在心中，心随路转，心路常

宽。人在旅途，要学会转弯。

学会“转弯”

生活智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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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王南海 ■

最近看小林漫画，有一幅漫画中，一个可爱

的小男孩踩在泥水里，玩得不亦乐乎。他的衣服

上，脸上，手上，胳膊上，腿上，全是烂泥巴，

可是他的脸上却灿烂地笑着。旁边的文字是：路

上再泥泞，也要有玩泥巴的好心情。

依稀记得小时候，每每下了大雨，我都可以

跑到街上去踩水。光着脚丫“叭叭”地踩着水，

那雨水就在我的脚下又飞溅起来，尽管全身湿得

像个“落汤鸡”，依然开心不已，笑声如银铃般

的，传得很远。

长大了，根本不会再去踩水，可是，那种简

单的快乐似乎也渐行渐远。慢慢地长大，慢慢地

人至中年，更加懂得了生活的坚信和不易。很多

时候，我们似乎像个负重前行的人，背负着很多

的压力，承载着很多希望。我们也会遭遇挫折，

背叛，痛苦和失败，此时，泪水似乎伴随着我

们。可是，这句话：“路上再泥泞，也要有玩泥巴

的好心情。”突然打动了我。

我有一个朋友，在管理和业务能力上是把好

手，当他的顶头上司退休时，每个人都理所当然

地把他当作了“第一接班人”。可是，当任命下来

的那一刻，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公司竟然安排了

其他项目的一个同事过来做经理，朋友的职位没

有任何更改。当时，朋友非常有挫败感，那段时

间，他感觉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是一场空。

他请了十天假。那十天，他一个人跑去旅

游、他坐在湖边，遥看云起，一个人思考未来的

路应该如何走。在人生最灰暗的日子里，他看到

了自然中的大美，也更加体会到了生活在这个世

界上，什么才是更加珍惜的。回来后，他依然热

情洋溢，满血复活地投入工作。工作之余，他培

养自己的爱好，好好地陪伴家人，竟然在爱好方

面有了小小的突破。他说，即使遇到困难，遭遇

泥泞，也要快乐向前。

旅行亦如此。记得一年，那年到甘肃自驾

游，在崇山峻岭中走错了路。烂石路，泥巴路，

搓板路，让我们苦不堪言。艰难地走了几十公里

后，我们竟然看到了莽莽雪山，看到雪线下当地

的人们在快乐地采蘑菇。我们也从车里下来，拎

着篮子一起采蘑菇去。那一天，我们不仅欣赏

到了圣洁的雪山，还喝到了极美味的蘑菇汤。到

了夜晚，我们在野外露宿，在群山的怀抱里，我

们看到了深邃的天幕上，最灿烂的星空。星空浩

瀚，每一颗星都明亮得眨着眼睛，仿佛是童话中

的世界。我们不禁感叹：最美的风景，总是隐匿

在最艰难险阻的地方。我们享受着走错路后的风

景和收获。

漫画家几米有一幅非常可爱的漫画，为名

《希望井》。在画面中，一只兔子在深井中，无

助地望着天空。他写道：“掉落深井，我大声呼

喊，等待救援……天黑了，黯然低头，才发现水

面满是闪烁的星光。我总在最深的绝望里，遇见

最美丽的惊喜。”

我们在生命中，难免遭遇苦痛，就像突然倒

在了泥巴地里，满身泥水，狼狈不堪。可是，即

使深陷困境，我们要有一份活在当下的心情。正

如有人说，跌一摔，且坐坐。随遇而安，发现快

乐，才是真正的智者吧！

玩泥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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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固定的，不变的!	 一

分钟就是六十秒，一小时就是六

十分钟，一天就是二十四小时，一

年就是三百六十五天，这是不变的自然规

律，也是很公平的对待每个人，不论贫贱富贵。

有时侯觉得时间走得快，有时候觉得时间走得

慢，那是要看个人的心情，个人的感觉。每当你快

乐的时候，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快到你要抓都来不

及；每当你忧伤愁闷时，时间却走得很慢，慢到你

感觉要窒息。

时间就是不听人使唤，当你需要时间处理某些

事时，却觉得时间走得太快，时间不够用。记得学

生时代，每当考试时，需要更多时间做答，却总觉

得时间不够。很多时候，题目还没做答，监考员就

宣布时间到了，把考卷收回，那是我们不懂得掌控

时间。长大了，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尤其当你结了

婚，生了孩子，一早起身就为孩子们忙，送他们去

妈妈家托管，送去学校，然后去工作;	 傍晚去学校

接回，去妈妈家吃饭才回家。其间孩子生病或学校

某些事故，又要赶去处理，有时候像只无头苍蝇，

忙东忙西，时间真的不够用。我太太还说，很多时

候，连梳头化妆都没时间处理，要到车上才整修。

时间走得快或慢的感觉，是随心情而变。即

使是去旅行，在飞机上，总觉得时间过得很慢，总

希望飞机尽快抵达降陆。当你在游玩时，快乐的时

光转眼就过，感叹时间太短了。当一个人生病时，

工作不如意时，或遇到生离死别的时候，总希望时

间快点过去，但是偏偏这个时候，时间却是最难熬

过，有时候还感觉渡日如年。

小时候，希望时间飞逝，快点长大。长大了，

觉得时间过得真快，很多事情还没做，已经是青壮

年了。再一转身，事业不论成功失败，已经是步入

中年。忙忙碌碌一身，在不知不觉中，就已经变成

老年人了。

人活到老时，心态各异，对时间的快慢，长

短也各有看法，各有诠译。心态开朗，凡事积极，

正面面对的老年人，他们不断学习，参加活动，日

子快活，总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他们珍惜当下，

充分利用所剩的也不知多少的时间，过自己想过的

生活，见想见的人。这些老年人，总觉得时间不够

用，总希望活多几年。心态比较内敛，忧郁的老年

人，却觉得时间过得很慢。他们有些固步自封，不

要和人打交道，也不想学习新事物，活在自己的世

界里。如果遇到疾病缠身，或不如意的事时，没人

能倾诉，就觉得厌世，觉得活着是一种累赘。希望

时间快点过去，生命快点结束。

虽然时间对每个人是公平的，但每个人的际

遇，命运和生命却不一样，有时候也不公平。人生

在世，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左右着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命。不论时间长短、快慢，只要你在有生

之年，自己能好好的调整心态，过你自己的生活，

让生活过得自在，精彩就好了。

时间
■ 文 . 杨春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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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何子石)

【莲说】

鼓一张无风的旗，追溯

池鱼栖息的踪迹

抡翻了河塘，菡萏依依憨笑

炎夏雨生，秋色千里尽染叶香

一籽籽青涩莲蓬剥落

新藕转色，垢土污泥寄生

几朵素洁含苞，老梗出水邀月

一阵涟漪，一湾迷惘听风

露珠轻扣莲荷蒲团

蜻蜓点水，竟跳不出梦境水漾

影子犹自声势虚张 

鸣蛙攀附，浮萍鼓噪千军万马

莲说，生灭无常，微光过处

一瞬春汛，弹指出入千百亿

(图: 心绢摄于怡保霹雳洞)

【自在】

一瓣馨香清明绕，朝夕

青衫盘坐，一袭净相

碧水洗穹苍  

雾霭尽寂默

舟一楫婆娑

自渡 云游

白水托黑麓，风月迢迢

流絮梦幻太虚幻，何如

悠游天心，划一湖淡泊

峰与峰纭纭对望

青山无意无相

悲德普覆众生

慈眼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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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心】

给绵延的气息一条坦途

给深沉的吐纳一个起伏

给混浊的尘识一泓洁如

给灌顶的清泉一轮明月

一呼 一吸

一去 一回

恰似飞瀑从天直下

心

无挂碍

(图: 心绢摄于九寨沟)

【静】

眼空，不住色，谁贪？

耳空，不住声，谁痴？

鼻空，不住香，谁执？

舌空，不住味，谁乐？

身空，不住触，谁爱？

意空，不住法，谁悟？

一件衣，一口饭，安住真心。

一句话，一念转，降伏虚妄。

一生梦，不戒定，菩提难证。

一禅咒，福慧生，常乐我净。

(图: 书法家林锐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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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

说

禅

南怀瑾先生是非常有名望的大师，方

方面面都有大学问，对于佛学的造诣尤其

深刻。有一本书叫《金刚经说什么》，就是

他的著述。他用很浅、很简单的文字语句，

把博大精深的佛家经典《金刚经》讲得

明明白白，让每一个普通人，甚至是对佛

学缺乏了解或信仰的人，都能喜欢而且读

懂，很了不起。

在这本书里，他就讲到了吃饭穿衣这

个大家都会遇到的问题。三千大千世界，有

净土，有虚空，也有白天黑夜，吃饭穿衣。“

尔时世界。食时。著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

食”，说的就是佛祖吃饭穿衣的故事。

佛的戒律，规定喝水前要先用一块布

过滤，然后才可以喝。为什么呢？“佛观一

杯水，八万四千虫。”在佛的眼里，这一碗

水有八万四千个生命。日中一食，也是佛

的戒律—每天中午吃一餐。普通人吃饭

叫段食，就是分段吃饭，一日三餐。早晨是

天人吃饭的时间，中午是人道吃饭，晚上

是鬼道吃饭。佛以人道为中心，日中一食，

后世弟子遵照佛的作法，过了中午一点钟

就不再吃饭了。

“著衣”就是穿好法衣，佛的衣服就

是袈裟，也叫福田衣。“乞食”就是讨饭，

佛的戒律规定佛弟子不用做饭，连种田也

是犯戒的，一锄头下去，不知道要死掉多

少性命。讨饭化缘时，也不能有分别心，遇

到穷人富人都一个样，无论是谁，给多少

就是多少，给什么就吃什么。

佛穿好法衣去讨饭，“次第乞已。还

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敷座

而已”，佛把乞讨回来的饭食端回佛堂，在

规定的地方把饭吃完，然后把衣服和碗收

好，打水洗脚，然后整理好打坐的地方坐

下来，有条不紊，既没有人服侍，也不用人

帮忙，严谨，平淡，从容，有序。

佛把最平常的事情做得认认真真，一

丝不苟，在平凡中建立起伟大和神圣，这

就是境界。

吃 

■ 

赵
宏
编
撰
并
配
图
■ 

穿

衣

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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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灵

之

窗

因为疫情，社会上出现很多负面情绪，比

如离婚率上升，还有焦虑、吵架、负面情绪、恐

慌等等。其实问题一直存在，只是疫情加速了

它们的升温。

我们常常在生活稳定的时候，就安于现

状，不想去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其实内心世

界就好像我们的“火药库”，如果里面有了太

多“火药”—负面情绪，那么就会因为一点小

事而爆发。就好像我们常听到，离婚的“原因”

竟然是“夫妻挤牙膏”的位置不同—先生喜欢

从上面挤，而太太一定要从下面—结果导致

离婚，但我想大家都会说，不可能仅仅因为这

个问题，是因为很多生活中的琐事，‘挤牙膏’

不过是一个导火线。那么问题来了，导火线的后

面，如果没有炸药库，自然也就不会爆炸。我们

要如何清除炸药库里面的炸药，才睡解决生活

烦恼的根源。

而这个“炸药库”，就藏在我们的“潜意

识”里面。我常比喻说，当我们开车行驶在高速

路上的时候，如果突然窜出来一只猫或者别的

东西，你都会本能地踩刹车，这个动作，不是经

过你的大脑思考出来的，你不会想：“我现在要

刹车”，才去踩刹车键，那些动作都是不受你

疫情是
觉察坏情绪
的

■ 文 . 张家珍 ■

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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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的自然反应，而这个操作你行为的想法，就是你

的“潜意识”。所以你的吵架，发怒，负面情绪，焦虑，

不安，也不受你的想法控制，那也就是佛陀形容的无

法调伏的“心”。

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些“潜意识”的内容呢？它包

括很多层次，比如我们曾经受过的创伤，有时候我们

的愤怒来自于那些创伤。有些人的家庭从小就有重男

轻女的状况，女孩子们常常不受重视，被家里忽视和

做许多不公平的事情，这样的负面情绪，也是火药库，

当你在一段感情中，特别不受到重视，或者先生说了

一些与父母类似的话语的时候，你的情绪就特别容易

爆发出来。我们心灵中，当“印记”被激活的时候，只

有两种处理模式，或者“战”或者“逃”，战就是吵架

对抗，逃就是逃避不接触，或者离婚。而这些没有被

清理的部分，在离婚后，也会出现—不会游泳更换泳

池也不会游泳的状态，因为我们始终要解决那些“火

药库”。

当然潜意识中还有许多内容需要修正，就好像电

脑杀毒一样，我们的经验时常会让我们发作起来，比

如这个人这样讲话，我就会生气；这种事情，我非做不

可，不做就痛苦；我为什么没做这件事？—太多深层

次的内容，让我们的心灵充满难以破除的污垢，那些

火药，时常会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爆炸，差的仅仅是

一个火星，而这个火星，你也不知道是什么。

所以为何我们要清理我们的“潜意识”，目的就

在于这点，我们不知道何时爆发，我们也不知道会给

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坏结果。所以我们必须早早清除。

而如何找到这些“潜意识”中的火药呢？最简

单的办法就是去观察自己的“情绪”，我们会因为什

么事情而产生“情绪”，比如：生气、悲伤、痛苦、纠

结、难受……我们只要通过这些情绪，就能发现我们

的“信念”—我们心灵深处深信的是什么，就能找

到“潜意识”中的内核，这个内核的形成，又一定存在

某个事件，不然你是不会产生这样的“信念”的。

我们通过培养自己的觉察力，而慢慢找到自己

的潜意识内容，也可以通过专业技术去解决这样的内

容，最终获得真正的平静喜悦。跟负面情绪说再见，

需要时间，也需要觉察力，这是我们大家都乐于看见

的结果。

所以，疫情或者是你面对自己负面情绪的绝好机

会，去真正从情绪的线索找到自己深层次的火药库，

免得它在未来不恰当的时刻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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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

子

教

育 父母应如何培养孩子

控制情绪
拿破仑说过：“能控制好自己情绪的人，比能拿

得下一座城池的将军更伟大。”

胡适学识渊博、风流倜傥、儒雅温和；而妻

子江冬秀相貌一般、识字有限、性格泼辣。按理这

样的夫妻是无法生活在一起的，可善于控制情绪的

胡适每当遇到妻子“母狮怒吼”之时，他就借口到

厕所漱口，故意把牙刷搁进杯子里，把声音弄得很

响，从而避免了正面冲突。他们最终携手一生、白

首到老。张爱玲还夸奖说：“他们是旧式婚姻罕有

的幸福例子。”

有人认为情绪来自于性格，有人认为情绪来

自于原生家庭的影响，有人认为情绪来自于自我修

养，追根溯源，家庭里至关重要的人物：父母，的

确对孩童性格的养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父母带孩子来到这个世界，给予他（她）

们生命，也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父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

是孩子的教科书，从孩子的

第一次发出声音、第一个拥

抱都来自于对身边最亲近的

人的模仿。

我们每个家庭都是这

个社会的组成部分，而家

庭里的父母也都带着以

往各自的原生家庭的一

些烙印，无可避免地

会延续在新组建的家

庭中，一代代地更迭

下去。

■ 文 . 萧瑶 ■

关于情绪对我们每个人自身有哪些影响？它可

以影响到人际关系的和谐与否、职场发展的顺利、

家庭成员的关系、乃至人生的幸福感等诸多方面。

而在我们面对生活的每一天，都会有情绪的产生，

它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正面的情绪带

来积极的生活态度、愉悦的心情、以及良好的人际

关系，周围一切都会顺利地进行；避免了因情绪失

控导致发生的一些不良后果。反之，负面的情绪，

除了破坏人际关系、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

康都会造成极大的影响。

儿童教育学研究指出：6岁以前的情感经验对人

的一生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如果孩子此时性格急躁、

易怒、悲观，或者孤独、焦虑、不自信等，就很有可

能会影响今后的性格发展和品格培养，进而影响孩子

的身心健康与人际关系的发展。

对孩子来说，情绪管理的重要性有哪些呢？

它可以让孩子注意力集中程度提高，自主学习

的能力更出色；孩子的心理免疫力强，可以进行自

我调整；人际关系融洽；对疾病的免疫力也较高。

作为父母，该如何培养孩子的情绪管理能力显

得尤为重要。

认识情绪
在日常生活中，父母可以和孩子一同谈论自

己当下的情绪。例如当一家人周末一起出门用餐过

程中，父母可以和孩子交流当下“开心”的情绪：

享受可口的美食、优美的环境、令人心情愉悦的感

受，此刻的情绪是正面的。而当孩子因为考试成绩

不理想，担心父母责备时，父母可以和孩子谈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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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担忧”的情绪……认识情绪是第一步，也是

重要的一步，这能够帮助孩子学习如何控制、调节

和疏导情绪。

感觉情绪
对孩子来说，开心就笑，生气就闹，一切是自

然地发生，天性使然。他们不会处理自己的情绪，

也不懂得感觉自己的情绪，更是不知道情绪对于每

个人在成长道路上的重要性。因此，父母要帮助孩

子认识自己的情绪状态，知道自己有情绪是一件正

常的事情，这也是培养理解和调节情绪能力的基础。

了解他人的情绪
我们每个人生活在这世界上，就不能避免要与

人沟通和打交道，俗话说：高情商就是会讲话，会

讲话的人总是口吐莲花，让听者有一种如沐春风的

感觉，因此有着好人缘。

一个有情商的人，是能够分辨和理解他人的情

绪的。因此，懂得换位思考，了解他人的情绪对孩

子来说十分重要，这将影响孩子未来的人际交往和

社会适应能力。另外，通过准确察觉和分辨他人的

情绪的练习，孩子才能正确表达自己情绪。

正确表达情绪
有情绪是一件无比正常的事情，但父母需要做

的是，要时刻提醒孩子在表达自己的情绪时，应当

以不伤害别人、不伤害自己为前提，这是必须设立

的界限；否则不但会引起别人的不满，还会产生更

多的负面情绪。

学会控制情绪 

我们不难发现，脾气好的人总是能够吸引身边

人的关注，也很容易使自己在当下的挫折、逆境中

舒缓过来，这就是情绪控制带来的好处。能够学会

情绪控制的人，在社交过程中往往会更受欢迎，也

能很快从当下的负面情绪中脱离出来，由负面情绪

迅速转化为正面情绪。因此，作为父母，帮助孩子

从小学会情绪控制和调节，对自身以及社会的影响

是非常重要的。

了解自己情绪对他人的影响
在日常的交往过程中，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影

响着身边的人，比如一句言论、一个举止可能会改

变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及评价，甚至造成严重的影

响。所以，父母要尽力让孩子学会了解自己表达情

绪后对他人的影响，懂得“三思而后行”，而不是

任由情绪的爆发，否则因情绪失控酿成大错，悔之

已晚也！

学会自我疏导情绪
父母要教会孩子调适自己的负面情绪，懂得

控制自己的情绪，而不是被情绪控制，让自己用最

恰当的方法去疏解自己当下负面情绪的强度和持久

度。疏导情绪的具体做法有哪些呢？最简单有效的

途径有四种：说出来；写出来；画出来；喊出来。

当然也可以转移注意力，通过锻炼如健身、跑步、

打球等释放情绪，减轻负担。

总而言之，在经过情绪管理训练教育下成长的

孩子，会明白无论是何种情绪都是正常的，是自然

生活中的一部分。能够认识自己的情绪并承认它、

接受它。任何情绪都是人性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坦

然面对，而不是隐藏它，压抑它。情绪是一个连载

体，从紧张到放松，从悲伤到愉悦，我们的情绪往

往处于这两极中的某一个位置。所以即使有负面情

绪出现，也是正常而真实的。孩子们会因为家长肯

倾听自己的心声，并且接纳和理解

自己而感到强有力的支持，

于是信心倍增，从而，也

会对家长产生信赖感和

纽带感。

当父母对孩子

的情绪给予充分

地 接 纳 和 理 解

时，孩子才能

真正地幸福成

长，并最终

走向成功的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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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睡觉、工作阅读，都是修禅 奈尔克

在禅的观念里，生活本身就是修行。修行，必须从放下一切开始。

人生在世，我们一直把不断的追求误认为“进取”，譬如财富、他人的评

价、异性的青睐等，我们总是强调效率、竞争，往向远方努力前行，但却往往

在纷扰的生活中迷失自我，甚至最后连“好好生活”这件事也不能办到。

如果你像上述所说，那么就从阅读本书开始，开启“活在当下”的生活。

修行，不是为了什么大道理，只是好好专注于自己的生活，专注于当下，一点

一滴将生活上的寻常琐事做好。

生活
就是修行

以下书本由长青佛教文化服务社诚意推荐，电话：6220 6360

修行，不用离尘避世，即便一人在家，也能修行。

吃饭是修行，工作也是修行，即便翻阅下列书籍阅读，

也是修行。

在家居士修行之道 四明智广

修行佛法到底是出家还是在家？印光法师说，在家居士如果善根因缘成

熟，也可以即身成就；即便不能即身成就，也可以往生净土。本书作者选取

了部分印光法师的教言，为在家居士提供切实的指导。

书中从《印光法师文钞全集》里择取做人的根本、教育孩子、女学养

成、求子之道、面对病魔等篇章，并有更上一层的对治我执、开发心性等

主题，囊括了所有人生的面向，读者可从中读到印光法师以普世道理结合

念佛修行，其中的秘诀及真理，反转时下流行却颠倒的行为，显露出深广

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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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超从容过日子 井上和子 

有人说，50岁过后的生活是一种“简法”：不需要太多的“拥有”，不需要

太多的“欲望”，好好享受“当下”，就是从容写意的生活。当然，嘴上说说与

真正的身体力行还是有一段距离的，作者以自己实践的生活为中心，为读者介

绍一些诀窍，将简单生活变成一种习惯，就此从容过日子。

书本内容分为7大章，包括《整理物品》《身体管理》《自我磨练》

《整顿心灵》等，由内至外地去简化生活，改变自己，让自己可以“零负担”

地迎向人生的下半场。

业的力量 查列嘉贡仁波切

业，是佛教教义的核心。但却难得有一本书以“业”为主题，清楚介绍

了“业”的内涵与运作，从而让我们了解到生命各层面的环环相扣。

作者嘉列嘉贡仁波切是少数几位受过完整传统佛教哲学训练，同时结合

西方哲学、心理学与比较宗教学广泛训练的人。他在本书中清楚地解释业力

的过程如何不是机械式而是动态的；它是一个复杂的网络中运行，连接并影

响宇宙万物，包括有生命与无生命的事物。

第一时间 舒雅达

作者是美国最著名的佛教导师暨学者，他借由生活中简单的禅修，突破

时间的限制，探索活在当下的生活真谛。

现代的人往往在工作与生活两者之间失去界限，脚步匆忙凌乱，作者呼

吁必须找回生活的重心，深刻地去丰富生活中的每个“当下”，成为生命中

的黄金时光 。让我们敞开自信，在仓促时从容，在轻松时不懈怠，在恐惧和

失败时无忧无惧且不会无所适从，重新找回内在的自然节奏，体验当下本有

的优雅与觉醒。

原来自己很有用 衍阳法师

本书收集了作者近两年在《温暖人间》刊物上的“阳阳自得”专栏上所

发表的数十篇文章。

衍阳法师因在日常生活中，常看到有些人面临重重逆境，但还是较紧牙

关，把握机缘，善于应变，以坚毅、坚忍、坚持的力量走出困局。但是，他

也看到不少人，本应生活无忧，却因一时之气，做了不恰当的抉择，偏又择

恶固执，让生活更变得生活难熬。因此，法师有感而发，认为一个态度，甚

至一个心念，影响深远，所以撰文分享生活中的善法与生活中的各种爱心故

事，让读者自行发现：哦，原来自己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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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有一个姓范的秀才
喜读禅书，懂得一些禅道

1

2 就自以为了不起，不时寻
找禅师挑衅，以显示自己
的不凡

3 范秀才久闻赵州禅师的大名，
有一天，来到禅师所在的寺院

我佛慈悲，普度众
生，从不违背众生
所求，是吗？

4

是的

5 我很喜欢
你手里的
锡 杖 ，把
锡杖送给
我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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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赵州禅师
严肃地大
声说道

难道你不懂君子
不夺人所爱的

道理吗？

7

我不是
君子

我也
不是佛

范秀才理亏词穷，但是仍然
不服气

8 一天，范秀才来到寺院坐
禅，赵州法师从他身边经
过，他却装的没有看见

9

年轻人怎么
不懂礼貌，
见长者来了
还不站起来
行礼

我坐着迎接你，
就等于站着迎
接你

10 赵州听后，忽然上去
打了范秀才一巴掌

11 范秀才大怒
你怎么
这样粗鲁

12

你为什么
打我？

我打你等于
没有打你

13 这 些 耍 嘴 皮
子的读书人，
经不 起 禅 师
的 勘 验 ，一
验就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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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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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刊登广告着，请拨电询问详情 6744 4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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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
服
务

素  食  林
承办正宗斋宴席、素食小品
及饱点自由餐、上门到会

一律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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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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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青佛教文化服务社

专流通中英文佛书、佛像、
各类念珠、卡带、水晶与法器等

佛教文物 。欢迎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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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site:www.evergreenbuddhist.com         

 EVERGREEN BUDDHIST CULTURE SERVICE

净 园 干 湿 洗
WASH-LAND

11  Ceylon Rd  S (429607)
    TEL:  63440820

* 专营各种佛教文物

* 各式佛像、佛牌、念珠、海 

青、缦衣、音带、法器、陶

  瓷、水晶、字画、刺绣、佛

 教用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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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iness Hours:  10.00 am-9.00 pm  (Daily)

大大自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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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67362089    Fax: 67371824

提供新鲜空运有机无农药水果
与蔬菜，有机五谷杂粮，

维他命及草药增补品，长生相饮
食法材料，精油，天然治疗

药物及书籍。

星期一及星期六
早上十点至晚上七点，

星期日早上十一点至下午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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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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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6452 1132   Fax: 6451 3137

ads.indd   45 3/29/10   2:57:5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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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刊园地公开，欢迎国内外僧俗大德、佛教青年惠稿。

2. 凡为弘扬佛法之论著、宣扬正知正见之各种文学创作，

一律欢迎。

3. 本刊皆在弘扬佛法、净化人心，凡涉及私人恩怨、人我

是非、或政治等问题之稿件，恕不刊载。

4. 来稿一经发表，文责自负。

5. 如属一稿两投之稿件，请于稿末注明。

6. 惠稿以不超过三千字为宜，必须注明真实姓名、地址；发

表时用笔名听便；只署“无名氏”者，恕不刊载。

7. 编辑部有删改权，刊登与否，概不退还。

8. 本刊稿费每三月一结，来稿(讲稿与曾经发表之稿件除

外)一经刊登后，将按址寄奉薄酬，以申谢忱，若却酬者

亦请注明。

9. 敬请留意，本刊截稿日期为每月10日。

本刊征稿

 简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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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vitations extended to Sanghas and lay Buddhists, 
both locally and overseas for articles to be published 
in our magazine.

2. Articles pertaining to Dharma or propagating the 
right thoughts and views of the Buddhist are most 
welcomed.

3. Our objectives are to promote Buddhism and purify 
the mind amongst the society. Hence, articles involv-
ing personal conflicts and political issues would not 
be accepted.

4. The writer is liable for the content of the article written.

5. Any article which has been submitted to more than 
one publisher or been published previously has to be 
specified explicitly.

6. In general, we prefer articles within 3,000 words.

7. Although pen-name is permitted for publication, we 
require the name, address and if possible, the phone 
number of the writer for recording purposes.

8.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reserves the right to amend, 
delete or alter. Any article which permits no alteration 
has to be specified.

9. A token fee would be rewarded to each article pub-
lished with the exception of messages delivered or 
articles published previously. Kindly state in advance 
if payment is to be declined. 

APPEAL FOR
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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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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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urnals in Singapore.

The main obj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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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widely circulated Buddhism publication can help 
advertisers effectively promote their products and services. We 
welcome all business organizations to advertise with us and reap 
tremendous returns on their advertising dol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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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h Dharma Greetings and Best wishes.
The Editorial Board of Nanyang Buddhist

致读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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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份广为流传的佛教刊物，相信能助商家

们促销其产品与服务。因此，欢迎各行各业的

商家们在《南洋佛教》刊登广告以收事半功倍

之广告效益。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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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洋佛教  启

姓 名                                                                   助印款项 
Name :                                                                                            Amount            :

联络电话                                                                                    支票 号 码
Contact Nos :                                                                                            Cheque No      :

地     址                                                                                        邮          区 
Address :                                                                                            Postal Code     : 

转账/ Fund transfer/ Pay Now: 账号：103-308-670-4(UOB) / PayNow: S64SS0008KNY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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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10 and above, you may choose any item in option A or B below (Please tick at appropriate box)
 

A.祈 愿（姓 名）/ Make a wish (Name)                 B. 回 向（姓 名）/ Transfer merit to (Name)
                         

         智 慧 增 长 / Wisdom                                                     福 慧 双 增 / Fortune and Wisdom 

         身 体 健 康 / Health                                                       生 辰 快 乐 / Longevity

         业 障 消 除 / Free From Impediment                                  莲 增 上 品 / Attain Enlightenment

         其 他 / Others:                                                           其 他 /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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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send crossed cheque made payable to：Nanyang Buddhist
 59 Lorong 24A Geylang, Singapore 398583

 

* 注    请寄来最新一期《南洋佛教》                                       请不必寄来《南洋佛教》
                Please send a latest issue to me                                 Please stop sending

SPONSORSHIP FORM

WE NEED YOUR SUPPORT
欢迎助刊

南 洋 佛 教 助 刊 表 格

 Sponsorship 
QR Code                                                             

SCAN TO PAY

助刊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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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6 玩泥巴的好心情 王南海 

p.27 时间 杨春荣

佛化生活

p.28 诗情画意：诗语禅境 心绢

p.30 谈画说禅：吃饭穿衣 赵宏

p.32 心灵之窗：疫情是觉察坏情绪的好时机 张家珍

p.34	 亲子教育：父母应如何培养孩子控制情绪 萧瑶

p.36 开卷有益：生活，就是修行

p.38	 佛说漫画：自找苦吃 梁士清

甘露关怀协会 $5,000.00

Ang Suan Pheng $400.00

Low Suat Khoon $300.00

三宝弟子 $30.00

杨春荣 $20.00

陈梦黎、陈大业 回向先父陈岳梅、先母纪明兰莲增上品 $1,000.00

Lau Ee Leng 回向已故刘国明 $300.00

林徽妤 回向已故祖母云若卿莲增上品 $300.00

何淑霞 祈愿黄彦翰身体健康、业障消除。回向黄锦利福慧双增、莲增上品 $300.00

Ong Poh Lian 祈愿赖玲妹智慧增长 $200.00

黄福山 祈愿黄福山业障消除 $100.00

陈丽 祈愿陈新云、谭高秀智慧增长、身体健康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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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黄玉莲 祈愿大嫂程玉容身体健康、业障消除 $50.00

黄玉莲 祈愿合家身体健康、业障消除 $50.00

Teo Chee Hai Wish Teo Chee Hai family Wisdom,Health & Free From Impediment $50.00

潘汉洋 回向一切有情众生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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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想事成、开开心心。回向已故父亲谢耀泉、已故岳父、岳母

马福泉、何锦香莲增上品，离苦得乐，往生净土

$40.00

陈丽 祈愿陈丽智慧增长、业障消除 $30.00

尤莲珠、吴荣源、吴佳美 回向冤亲债主，福慧双增、莲增上品 $25.00

温淑琴 祈愿身体健康、业障消除 $20.00

黄玉莲 祈愿李平英、身体健康、业障消除 $20.00

吴忠彦（已故） $20.00

周啬祥（已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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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

助刊
		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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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难四事经》的慈悲喜舍

 从《四愿经》看人生得失

《长者懊恼三处经》说世事无常

《菜根谭》中的慈悲护生

向经典学习

59 Lorong 24A Geylang (398583) Tel 67444635 Fax: 67473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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