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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春晖耀寰宇

总会福康达人间

上述二句是新春祈福法会的佛前祈福文的头两

句，表达了佛教总会对新的一年的期待与寄望。

去年由于新冠病毒的突然来袭，佛教总会一年

一度的新春法会也被迫取消。一年过去了，随着我

国疫情减缓，社会已经迈入解封的第二阶段，而停

止了线下活动的佛教总会也以“新春法会”为今年

的一系列活动掀开序幕。

“辛丑年新春祈福法会”于2021年2月21⽇ 

（正月初十）星期⽇，上午10时在新加坡佛教总会

礼堂举行。

四众佛徒齐集于大礼堂，在佛教总会会长广品

法师的带领下，先诵《宝鼎赞》，再诵《法华经》

的“普门品”。

“普门品”是属于《法华经》中的一品，是

佛陀宣说观世音菩萨度化众生的经典，虽是一篇短

文，可因为受持者众，普及广泛，所以往往被人抽

取出来独立礼诵，所以“普门品”也被俗称为“观

音经”。

“普门品”的内容是讲述观世音菩萨闻声救

苦，化解众生种种的苦难，包括天灾、疾病、横祸

等。另一方面，观世音菩萨原是过去世正法明如

来，为一尊古佛，由于慈悲关怀众生，倒驾慈航为

众生解难脱困。

念诵“普门品”时，佛徒们应同时生起如同观

音菩萨般怜悯一切众生的慈悲胸襟和无边愿力，这

样在虔诚礼拜或念诵菩萨名号时，自然能与菩萨的

悲心宏愿相应，除了得到菩萨的度化，也种下了未

来成佛的因。

念诵完毕之后，广品法师继续演说新春祈 

福文：

佛总新春祈福法会

苦，化解众生种种的苦难，包括天灾、疾病、横祸

等。另一方面，观世音菩萨原是过去世正法明如

来，为一尊古佛，由于慈悲关怀众生，倒驾慈航为

众生解难脱困。

念诵“普门品”时，佛徒们应同时生起如同观

音菩萨般怜悯一切众生的慈悲胸襟和无边愿力，这

样在虔诚礼拜或念诵菩萨名号时，自然能与菩萨的

悲心宏愿相应，除了得到菩萨的度化，也种下了未

来成佛的因。

念诵完毕之后，广品法师继续演说新春祈

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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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化”

佛教春晖耀寰宇

总会福康达人间

时维佛历  二五六五  岁次辛丑  正月初十  

吉⽇良辰  佛教总会  会长广品  率众理事

四众佛子  于十方佛  娑婆教主  释迦如来

诸大菩萨  护法龙天  土地守神  各宝座前

虔诚祈求

众圣加被   佛⽇恒照  法轮常转  世界永和

无疾苦难   干戈永息  风调雨顺  稻 充裕

众生安居   我国国运  兴隆绵延  人民安康

灾消寿增   福慧圆满  所愿所求  皆得满足

各族和睦   宗教和谐  使新加坡  尽成净土 

法会告一段落后，广品法师献上他的新春谢

词，为佛子解说牛在佛教的意义。

“今年为牛年。牛在佛教里代表大乘的意义。

羊，鹿则代表二乘。因为牛能载人，羊与鹿不能。

即使让它们拖拉车子也不能如牛健壮有力，任重道

远。故把牛比喻大乘有深远的意义。希望我们学佛

者能发心为众生的安乐修行，最后达到利己利人的

地步。”法师也表示，去年疫情开始肆虐世界，而

国人表现了坚忍的精神，如牛稳健，“大家一起共同

面对，遵守安全措施，值得赞叹。尤其佛教总会同

仁，寺院团体法师居士在宗教、心理和物资给予许

多国人支持和协助，发挥佛教慈悲度人的精神。这

是解行的具体表现。希望佛教徒继续奉行佛教自利

利人的修行，为国为民服务。”

法师亦对我国政府于人民深具信心，他表示在

国人不屈不挠一起合作降服疫情的努力下，不久，

生活将恢复正常。他呼吁大家由此刻开始为国为

民，为世人一起祈福，祈望世界早⽇和平安宁众生

安居!

 

众生安居   我国国运  兴隆绵延  人民安康

灾消寿增   福慧圆满  所愿所求  皆得满足

各族和睦   宗教和谐  使新加坡  尽成净土

法会告一段落后，广品法师献上他的新春谢

词，为佛子解说牛在佛教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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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鹿则代表二乘。因为牛能载人，羊与鹿不能。

即使让它们拖拉车子也不能如牛健壮有力，任重道

远。故把牛比喻大乘有深远的意义。希望我们学佛

者能发心为众生的安乐修行，最后达到利己利人的

地步。”法师也表示，去年疫情开始肆虐世界，而

国人表现了坚忍的精神，如牛稳健，“大家一起共同

面对，遵守安全措施，值得赞叹。尤其佛教总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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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化”

每逢华人新春贺岁期间，场面最壮观、最热闹

非凡的大型节庆庆典，非妆艺大游行莫属。然而，

在新冠病毒疫情笼罩下，今年的妆艺大游行又会以

什么样的形态呈现呢？主办单位人民协会在去年年

底宣布，2021年的妆艺大游行将以线上方式呈现，

国人将在家中通过电视、线上及社交媒体平台观赏

一场 “数码化”的妆艺大游行，这也将是前所未有

的第一个线上“妆艺大游行”。

立国一代人士燃亮希望之光
今年主题名为“希望之光”(Light of  Hope）的

妆艺大游行，于2021年2月20⽇晚上8时至9时从摄

影棚内直播。“希望之光”（Light of  Hope），正意

味着每个人都是一束光，在这艰难时刻为彼此带来

希望与温暖，共同克服困难。由于疫情关系，今年

的规模势必缩小许多，但仍有来自150多个机构组

织，超过2000多人受邀参与，而佛教总会便是其中

一个受邀的团体。

虽然佛总今年很荣幸受邀参与盛会，但因受疫

情影响，参加人数大幅缩小，从过去的60多人减至

妆艺大游行首度登场

15人，而这15名代表还必须是立国一代人士哪！所

幸，佛总妆艺大游行的队员不少是立国人士，在短

时间内便招募成军，开始排练舞步。

弘扬我国小贩文化
此次为庆祝我国小贩文化申遗成功，主办方特别

制作以小贩文化为题材的“Hawker Culture J ingle”，

向小贩文化致敬。这首歌曲旋律轻松，还搭配了逗

趣的舞蹈动作。队员们在指导老师严谨督导的排练

下，大肆挥舞着锅铲，发出铿锵清脆有力的声音，

做出熟悉的炒菜动作，个个大展身手，乐开了怀，

非常享受这次与众不同的舞曲编排。

经过了数

次的排练后，

上摄影棚彩排

的时刻终于到

来。大伙儿带

着异常兴奋的

心情来到摄影

棚。由于聚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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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的关系，各个团体都必须分开彩排。因此，当晚

的彩排也只有佛总一个团体。队员们在浓妆艳抹精

心打扮一番后，大家鱼贯而入。在踏进摄影棚的那

一刻，个个睁大了眼环视周遭，在一片摸黑中，只

听得队员们既紧张又兴奋的窃窃私语声和哗然声。

幸好，导演和工作人员们耐心指导，队员们就在闪

烁耀眼的舞台灯光下，展现最美好的一面，尽情享

受这个属于他们的舞台。

一个人的舞台
在享受过摄影棚的舞台魅力后，主办方却传来

政府需要再次缩减人数的消息，最终只限一人代表

团体参与演出。消息传出，队员们沮丧失落的心可

想而知。更令老师们为难的是如何在芸芸众多高手

中选出一位代表佛教总会呢？最后决定派出队里唯

一的男士白亚缘居士代表佛教总会出场。

白居士感到非常荣幸能够代表佛教总会演出，

也非常感谢佛教总会给他机会。他表示这次能够与

其他8位来自不同团体的代表一起演出感到非常紧

张，因为她们都是老师级人物。对导演临时添油加

醋的编排，他也是抱着心平气和的态度去面对与接

受。他认为在这短短的90秒中，舞台就是属于自己

的，所以要开放自己，尽情发挥。

今年别开生面的线上“妆艺大游行”就在1小

时的电视直播中结束。虽然没有往⽇现场的喧哗

热闹声，和近距离观看的大阵仗表演，但却仍不

失其惯有的精髓，依旧汇聚了新加坡不同文化背

景的众多表演者，体现新加坡的多元文化。感谢

主办单位人民协会在这个艰难时刻，不忘以科技

方式跨越重重困难，不让这个传统的庆典被疫情

淹没，国人仍然可以看到精彩的演出。期待疫情

早⽇消除，我们明年妆艺大游行F1赛车场再“一

较高低”。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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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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加坡佛教施诊所••

•• 大愿共修会

•• 福慧讲堂

•• 普济寺佛学研究会

•• 旃檀林•••••••••••••••••••••••••••

•• 光明山普觉禅寺••••••••••••••••••••••••••••••••••••••••

•• 海印学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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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华藏院

•• 万佛林

•• 洛伽山庄

•• 法轮社

•• 积善堂

•• 新加坡佛教青年弘法团

•• 吉祥宝聚寺

•• 准提宫

•• 观音堂佛祖

 •

•• 净名佛教中心••

•• 竹林寺

•• 如切观音堂

•• 海印古寺

•• 慈航念佛社•••••••••••••••••••••••••••

•• 善福堂••••••••••••••••••••••••••••••••••••••••

••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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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莲池阁寺

•• 护国金塔寺

•• 国际佛光会新加坡协会

•• 佛缘林

•• 南海飞来观音寺

•• 大悲院

•• 大悲佛教中心

•• 般若念佛堂

 • 迦善女会

•• 宝光佛堂

•• 香莲寺••

•• 慧明讲堂

•• 佛教会

•• 观音救苦会

•• 莲池精舍•••••••••••••••••••••••••••

•• 天寿堂吕祖宫••••••••••••••••••••••••••••••••••••••••

•• 善缘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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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南佛堂

•• 十方佛林

•• 菩提佛院

•• 圆觉宗（新加坡）

•• 天竺山毗卢寺

•• 能仁精舍

•• 善德堂

•• 新加坡佛牙寺

 •

•• 观自斋

•• 仁婷贸易私人有限公司••

•• 益群旅行社（新加坡）

•• 长青佛教文化服务社

•• 国营印刷

•• 先锋印刷装钉私人有限公司•••••••••••••••••••••••••••

•• 释广品

•• 陈友明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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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VID-19 pandemic, with the series of 
Safe Management Measures (SMM), posed potential 
disruptions to many learning activities. The team 
@ Maha Bodhi School is determined to overcome 
the challenges and continue to bring meaningful 
learning to our pupils in a safe manner. Other than 
Home-Based Learning, the school has also explored 
new ways to conduct celebrations and ceremonies.

The 72nd Honours Day Ceremony was held 
on  ovember  to affirm the achievements 
of our pupils and staff. Venerable Seck Kwang Ph-
ing (Chairman, SMC), Mr Tan Yew Beng (School 
Supervisor, SMC) and Mr Wilfred Seet (President, 
MBS Alumni) graced the occasion and presented 
prizes to the prize recipients. SMM were observed 
and the number of attendees was kept to the Guest 
of Honour, invited guests and the level recipients. 
The ceremony was livestreamed to the other pupils in 
their classrooms for them to virtually participate and 
share their peers  joyous moments. nli e previous 
years where parents of the recipients were invited 
to school to witness the ceremony, we extended the 
invitation to parents of prize recipients to view the 
ceremony via Youtube Live. Our 72nd Graduation 

■     ■

Ceremony was held in a similar way on 19 Novem-
ber 2020 with Venerable Seck Kwang Phing as our 
Guest of Honour and Mr Tan Yew Beng, Mr Wilfred 
Seet and Mr Kuah Hong Woon as our distinguished 
guests. Pupils and parents were appreciative to the 
school for the extra effort to ensure that families 
could partake via the e-way in the momentous 
milestone which was the culmination of their 6-year 
learning journey with the school.

The P1 Orientation was also made possible 
by leveraging technology. On 27 November 2020, 
Venerable Seck 
Kwang Phing, 
together with our 
Principal, Mrs 
Ela ine  Quek , 
and Mdm Lee 
Teck Lan (Assis-
tant Year Head) 
welcomed and 
addressed our 
P1 parents via 
Youtube L ive 
which was fol-

Adapting to a New Normal 
during the COVID-19 Era  

@ Maha Bodhi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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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ed by an e-meetup with Form Teachers via 
Zoom. This marked their first contact with one 
another albeit being a virtual one. Through a series 
of guided questions, the Form Teachers interacted 
with their pupils in the virtual classrooms. Being 
able to interact virtually with the new classmates 
and teachers from the comfort of their own homes 
in the presence of their parents helped to ease the 
new pupils  an iety about primary school life. This 
also facilitated pupils  interaction with their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anuary  mar ed the unprecedented first 
day of school with only the P1 pupils reporting to 
school. djustments  such as staggering reporting 
times, were made so that one parent could accom-
pany their child in school while adhering to the SMM. 
Both parents and pupils attended the welcome ad-
dresses by our Principal and Venerable Seck Kwang 
Phing in a parallel session streamed live to the P1 
classrooms and holding rooms for parents respec-
tively. fter which  the form teachers and subject 
teachers interacted with the pupils to build rapport 
and establish routines that would continue into the 
first wee  of school. Form Teachers and 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took turns to meet the parents 
in their holding rooms. Our administrative team also 
made use of the opportunity to invite the parents 
to complete required forms such as the Pupil Data 

Form. t was an e citing first day for the  pupils 
as they got to meet their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and enjoyed their first recess in the school canteen. 
Customised photo collages for every class were pre-
pared and presented to the parents before the end 
of the day. The parents provided positive feedback 
and e pressed their appreciation for the school s 
thoughtful arrangement for them to participate in this 
memorable first day of their child s education journey.

The school conducts Morning with Teachers 
(MWT) yearly to further strengthen our home-school 
partnership for the holistic development of our pu-
pils. We strongly believe that effective communica-
tion is key to establishing and maintaining positive 
partnerships with parents. With mutual understand-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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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and trust, the home-school partnership would 
enhance the pupils  well being and development. 

MWT is typically held at the start of the year. 
Parents are invited to come to the school to attend 

rincipal and ear eads  sessions. They will also 
visit their children s classrooms and have dialogue 
sessions with the Form Teachers and Chinese Lan-
guage Teachers. This year, we were unable to have 
our parents in school physically. s such  the school s 
Student Development Team (SDT) took a bold step 
and designed a new approach of a 3-part MWT series.  

The first segment of T was held on the 
evening of 8 January 2021 (Friday) via YouTube 
Live. Our Principal, Mrs Elaine Quek, launched 
the MWT with a sharing session with parents. The 
sharing focused on the school s directions for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of home-school partner-
ships. fter the rincipal s address  parents joined 
a live online chat session with our guest, Ms Lynn 
Chan (Chairperson, Parent Support Group). Ms 
Chan also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extend her invita-
tion to our new parents to join the school s arent 
Support Group as volunteers. 

The second segment of T was a briefing 
from the Vice Principal, Mr Lim Kim Min, and the 
respective Year Heads/Assistant Year Heads. Mr Lim 
shared on the new PSLE scoring system, whereas 
the Year Heads/Assistant Year Heads gave parents a 
heads-up on level programmes and their expectations 
pertaining to the level they are in-charge of. These 
pre-recorded sessions were made available for the 
parents  viewing from Term  ee   onwards as a 
lead up to the third segment, a Zoom session with 
the Form Teachers 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The third segment of the MWT was conducted 
on 16 January 2021 (Saturday). Sessions were 
intentionally scheduled with no overlapping so that 
parents with children in different levels could attend 
all sessions. Parents met as a class group with 
their child s ward s Form Teachers and hinese 

Language Teacher via Zoom. During the session, 
the teachers shared information on the school cur-
riculum, key programmes, activities and their own 
classroom practices with the parents. 

It is important for school and parents to keep 
in regular contact to share the updates of the pu-
pils  progress. fter the T in anuary  our 
school organised the Teacher-Parent Conference 
(TPC) on 12 March 2021 for parents and teachers 
to engage in one-to-one conversation. During the 
session, teachers provided parents with updates 
on their child s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and 
discussed with parents on the best approach to fur-
ther support their child. In tandem with the national 
posture to open up slowly and safely, the TPC was 
conducted via Zoom session.

While the COVID-19 situation posed challenges 
to the way we engage our parents, it also presents 
us with new opportunities to seek alternative ways 
to reach out and strengthen our home-school part-
nership. t was hard at first having to contend with 
uncertainties, to review existing practices and to 
re-imagine new ones. It took many leaps of faith 
to experiment and innovate. We are appreciative 
of the good cheers from our parents when they 
posted positive and encouraging feedback and 
complimented us on our efforts to keep school safe 
and to reach out to them. We have shown how, as 
a team, we are able to rise to the occasion, and 
emerge stronger together. 

Together, WE can make a difference.  #MB-
n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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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会住持、释迦善⼥会主席、新加坡佛教总

会公关组主任宝实法师于2021年3月19⽇（农历二月

初七）晚上七时四十四分安详示寂，法师生于1941

年，世寿八十有一，僧腊四十秋，戒腊三十三夏。

般若净苑传显大和尚主持说法封棺。停灵期间，

由护国金塔寺昭坤法照大和尚率两序大众协助佛事。

3月25⽇(星期四)上午举殡，恭请护国金塔寺昭

坤法照大和尚主持普佛、传供，佛教总会主席广品

大和尚主持说法起棺。之后，于10时扶灵发引往光

明山普觉禅寺，并恭请该寺方丈广声大和尚主持说

法举火，随即举行荼毗。

宝实法师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华人，她在政府

永在怀念  深深感恩
■ 文.  ■

公共部门服务工作长达十七年，人到中年善根成熟，

毅然皈依时任佛教会住持广宝法师；1981年依能仁精

舍达仁上人出家，并礼请光明山普觉禅寺宏船老和尚

祝髮圆顶；1987年受邀担任佛教会宗教顾问；1988年

在美国佛光山西来寺星云法师座下受具足戒。

对佛教界贡献良多

宝实法师对新加坡佛教界建树良多，她于1994

年创立释迦善⼥会，在本地社区弘扬佛法；2000年

被推举为佛教会主席与产业信托人后，继续拓展她

弘法利生的佛教事业。

同年成立释迦善⼥会洗肾中心，并发起援助计

佛教会住持宝实法师圆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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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名精于运动的体育健将，比赛奖杯也拿下不

少，例如她就多次夺得英式⼥篮奖杯。她生前就曾

经叮嘱过，往生后经火化的尸体若有舍利子，可把

舍利子放在奖杯里，好好留存。如今荼 之后，烧

出无数舍利花，蒙法师所嘱，奉安于纪念堂中，用

作追念。

中国汕头南澳有三幅挽联对法师的敬仰：

联一：

宝树花开极乐国中添佳客

实行圆满弥陀垂手愿再来

中国汕头南澳叠石岩达隆率两序 敬挽

联二：

宝树花开弥陀垂臂蒙接引

实证菩提娑婆缘满往西方

中国饶平南海庵宝裕宝实率两序大众敬挽

联三：

宝莲甘露润群生

实华智慧证菩提

汕头南澳聚福古庵释宝量率两序大众敬鞔

划；2003年展开重建

法乐纪念堂；2005年

翻建飞龙宫，并在同

年落成开幕时，命名

为佛教会弘法中心。

佛 教 会 成 立 至

今，展开了多种佛教

活动，包括举行法

会，邀请大德法师解

说佛法经典意涵，还

经常为在家众传授三

皈五戒等。宝实法师

本人还不时出席与佛

教有关的国际论坛或

会议，与人分享学佛心得，将佛教教义推广世间。

对社会慈善不遗余力

除了弘扬佛法，法师还致力于社会慈善事业，

宝实法师曾在新加坡佛教总会担任过不同的职位：

财政、文化组主任、公关组主任、教育组副主任

等，另外也出任过菩提学校董事会财政与董事、文

殊中学董事会副秘书、董事与财政；妙音觉苑副主

席等职务。

法师深信我国政府推广的宗教互信互融的精

神，所以一直参与与支持新加坡宗教联谊会的活

动，为我国宗教和谐尽一份力。

为修佛法苦学华文

宝实法师是一名英校生，不谙华文，为了修习

佛法，她不惜苦学华文，因为汉传佛教经典浩瀚如

海，可都是华文典籍，若要深入经藏了解佛法，就

必须要先掌握好华文。

宝实法师原本并没有华文的基础，在学校读

书时她主要修读英语、马来语与法语，为了学好华

文，法师是下了一番苦功的，她先从每一个汉字学

起，凭着超强的记忆力，记下了许多华文字，慢慢

再去理解句子，最后阅读整篇文章，如此循序渐进

地加强自己华文的能力。

法师还通晓其他福建、潮州与广东三种方言，

可以说是一名通晓多种语言的能手。

运动杯里藏舍利

读书时期，法师除了修习多种语言之外，她还

宝通法师(左)与宝实法师(右)
摄于释迦善女会于2018年举
行的“新春联欢午宴”的舞
台前

宝实法师的舍利子安放在纪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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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实法师(左)与宝通法师摄于佛教会80周年庆祝会上

2008年在释迦善女会庆祝新春 2015年7月中举行的观音法会

2003年摄于佛教会弘法中心奠基典礼上

法师们率领信众们外游

宝实法师 追忆相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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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中举行的观音法会

15

佛化生活佛教焦点

佛 教 会 第 三 代 住 山 
宝 实 大 德 尼 生 平 传 记

寺佛教会  开山八三  现任住持  宝实超真  大德尼师  土生华人  祖籍福建  

年轻时代  运动健将  英式女篮  得奖无数  为校争光  通四外语  方言有三  

壮年服务  公共部门  十七春秋  中年学佛  夙植德本  正信皈依  广宝为师  

发殊胜心  立坚固志  离尘入圣  依止达仁  普觉禅寺  宏船和尚  祝髪圆顶  

美国道场  西来禅寺  星云座下  受具足戒  发心创建  释迦善女  关怀社会  

悲愿无穷  乐善好施  筹募资金  援助洗肾  公益善举  继往开来  光大祖业

兴修大楼  纪念法乐  重建飞龙  落成命名  弘法中心  举办讲座  慧灯永续  

守护道场  妙音觉苑  位副主席  重视教育  佛教总会  文殊菩提  任职董事  

广结善缘  热心支持  宗教联谊  慈悲济世  赠医施药  净化社会  福利群体  

八十周庆  弘演毗尼  正法久住  人天五戒  菩萨无尽  戒香庄严  梵韵狮城  

八十一载  简朴自守  清修为道  品德高尚  自行化他  任劳任怨  成绩斐然  

佛教之光  亚僧楷模  所作已办  证入寂灭  德范永垂  缁素众赞  法门同尊

晚学敬仰  详述功德  示迹人间  高山仰止  利生不倦  乘愿再来  广度有情

   辛丑年二月十九日 观音诞 於般若禅舍 末学传显 敬撰

■ 文. 传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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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佛教总会全体理事与会员
文殊中学暨菩提学校、马林百列菩提学生托管中心、

悉达多托儿中心全体董事与师生

敬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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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养
皈依三宝学佛的人，应当常常以清净心忆念三

宝功德，并根据自己的能力以各种供养具而为供养。

这是三宝弟子培养自己的福德之事，也是自己依正二

报的庄严因行。所以，佛弟子应该欢喜虔诚地时时在

三宝前随顺自己的能力供养佛、法、僧三宝。

何谓供养？
对于供养三宝，《瑜伽师地论》四十四卷《戒

品》中说，于⽇⽇中，应于三宝前，以其或少或多

诸供养具而为供养。若未广设供养，最低限度亦应

做到“下至以身——拜礼敬，下至以语——四句颂

赞佛法僧真实功德，下至以心——清净信随念三宝

真实功德”。这就是说，即以身语意三业供养。

同是供养三宝，《宝云经》中，不但很具体地

说明了什么是供养三宝，还详细地指示了对于三宝

的供养方法，如该经第一卷中说：“云何名菩萨恭

敬施具足？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香花伎乐绕

如来塔，涂扫佛地，若诸朽故崩落，修治严饰，如

是名为恭敬佛；恭敬法者，听法、读诵、受持、书

写、解说，思惟其义，如法修行，不颠倒取义，是

名恭敬法；恭敬僧者，衣服、饮食、卧具、汤药，

种种杂物，供给所须，奉施于僧。乃至贫下无所有

进，当用净水敬心持施，如此施者，名恭敬僧施。

若能如是供养三宝，是名菩萨恭敬施具足。”

十种供养的分别
供养有十种差别，《瑜伽师地论》卷四十四

说：“当知供养，略有十种：一、设利罗供养；二、制多

供养；三、现前供养；四、不现前供养；五、自作供养；

六、教他供养；七、财敬供养；八、广大供养；九、无染

供养；十、正行供养。”其略释如下：

一、设利罗供养，设利罗旧译为舍利，这里是

指如来的色身。设利罗供养，就是供养者亲身现前

供养如来的色身，是名设利罗供养。

二、制多供养，制多义译为塔庙，就是在为如

来所造的一切塔庙前，无论为新为旧，广设各种供

养，称为制多供养。

■ 文. ■

三宝
三、现前供养，就是供养者对如来色身或供奉如

来的塔庙，亲身面对其前而设供养，是名现前供养。

假使供养的人，于如来所，或如来塔庙，现前施

设供养品时，发起增上意乐相应的清净心，作如是思

维：“若一如来法性，即是去来今世一切如来法性。若

一如来制多法性，即是十方无边无际一切世界所有如

来制多法性，是故我今供现如来，即是供养其余三世

一切如来。供现制多，即是供养其余十方无边无际一

切世界，若塔、若龛、若台、若故制多、若新制多，当知

是名菩萨俱供现不现前的一切如来及以制多。”

四、不现前供养，即供养者于不现前一切如

来，及如来塔庙，作如是观想：我现前普为三世一

切如来，一切十方如来塔庙，施设供养，当知是名

唯供不现前如来及塔庙。又若于佛涅槃后，为供养

如来故，为如来造形像，或塔庙，或龛台，随己能

力，造一造二，乃至百、千、万、亿，而设供养，

亦是不现前供养。

五、自作供养，即供养者，于如来所，或如来

塔庙所，欲设供养，为了恭敬，唯自己亲手作供，

不使人代作或帮供，是名自作供养。

六、教他供养，供养者为令所余情皆能培植福

德，发心供养三宝，于如来所，或如来塔庙所，欲设

供养时，于诸供品，非唯自作，亦劝父母、妻子、朋

友等，令于如来所，或如来塔庙所，随力随能，作诸

供养，当知是名教他供养。若于贫苦无力兴办供养的

有情，兴慈愍心，将自己供品，布施与他，令其于如

来前及如来塔庙前持用供养，愿其召感福乐果报，但

自己无所供养，是名唯教他供养。若自己于佛及塔供

养，亦施他令供，是名自他俱共供养。

《瑜伽师地论》中说，若唯自己供养，应知获

得广大福果，若唯教他供养，应知获得大大福果。若

能自他俱共供养，应知获得最大福果，为无有上。

七、财敬供养，若于如来及塔庙，以诸衣服、

饮食、卧具、医药、熏香、末香、华 、伎乐、

幢、盖、幡、灯、金、银、琉璃、珍珠、玛瑙等而

为供养，是名财物供养。

八、广大供养，即于前面所说财物供养，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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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经》中，贫⼥供一灯，如来为她受成佛的记，即

是最好的例证。该经说：

佛陀在王舍城灵鹫山时，阿奢世王供养佛，

饭食结束时，佛陀回到祗园精舍。国王对祗婆

说：“今天供养佛，饭食已经结束，还有其他适合供

养佛的吗？”祗婆说：“那 有多燃灯了。”于是

国王就下令设置百斛麻油膏，从宫门一直到祗园精

舍，广设燃灯供养。

当时有一贫穷的老妇人，常怀恭敬心，想供养佛，

但却苦于没有钱财。那天，她见到国王作功德，便心生

感念，于是用乞讨得来的两钱，到卖麻油膏的人家买油

膏。卖油膏的人说：“您这么的贫穷，讨得两钱，为甚么

不拿去买食物呢？”老妇人说：“我听说生佛世很难，

百劫一遇。我有幸生在佛世，却没有甚么供养佛，现在

看到国王作大功德，我生起了供养佛的决心，虽然我很

贫穷，但也想为佛堂点燃一灯。”卖油的人听她这么一

说，就给了她两钱的麻油。于是老妇人便到佛前，点燃

了该灯。妇人想到这两钱的麻油 怕燃不到半夜，于

是就发愿说：“假使我来世能成道作佛，我将让油灯⽇

夜点燃，光明永远不会消失。”随后，她就作礼离去。

第二天天亮前，目连去巡视灯供，发现国王

的灯盏，光亮已经变得很微弱了，唯有老妇人的灯

盏，却灯炷如新，光亮异常。等到天亮以后，目连

用扇子去息灭灯盏时，却无论如何也熄灭不了老妇

人所供的灯盏，而其他的灯火已经都灭掉了。于是

目连感到很奇怪，就跑去问佛陀。

佛陀就告诉他说：“这盏灯火，不仅用手，

就是倾四海的海水来浇泼，暴风来吹袭，也不能熄

灭，因为是它的主人发菩提心所布施的。一个人在

布施时，假如居有轻慢心或另有沽名钓誉的企图，

所得的功德一定很微薄，即使布施很多物品，也是

有为的功德。”就在佛陀说完这些话的时候，老妇

人来朝礼佛陀。佛陀就很慈和的伸出手，抚摸她的

头顶，为她授记道：“在未来阿僧 劫中，你将成

佛，佛号灯光，具有十种佛陀的尊号。”

从这则故事中可以看出，以财物供养三宝，并

不在于你供养的多少，关键在于你在供养时是否怀

有至诚恭敬的心。

另外一则也是关于贫⼥供佛的，故事说：一

个年轻的贫⼥，她对佛很虔诚，常常去寺院拜佛，

但是她的生活非常困难，常常拿不出甚么供养的物

品，对此她的心里深感忧虑。终于有一天她卖旧衣

服得了些钱，于是便用这些钱买了酥油送到寺院

里。当时的方丈听说了这事后，亲自到山门外迎

施设。此复七种：若众多、若微妙、若现在前、若

不现在前、若自造作、若教他造作、若淳净心，猛

利胜解现前，而为供养，即以如是供养所种善根，

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名广大供养。

九、无染供养，这有六种：（一）自手供养，

即于施设供品，不怀轻慢心，令他代供，为虔诚

恭敬，唯自手供养。（二）殷重供养，即令他供养

时，自己不住于放逸懈怠，而住于恭敬供养心。 

（三）不散漫心供养，即于供品，不轻弃掷，而善陈设。

（四）无杂染心供养，即施设供品，不杂贪等烦恼而为

供养。（五）不于信佛国王大臣诸贵胜前，为得财位等

故，诈设种种虚事供养。（六）以清净物供养，不以三

宝不受用的东西，如葱蒜等，及一切有毒之物设供养，

唯以清净物品而为供养。如是六种，说名无染供养。

以上所说的财物供养，于诸财物，若自力所

集，或从他求得，由胜解心，从具自在所得等，能

为供养，当作观想化身千、百、万、亿于十方一切

如来及塔庙供养，恭敬礼拜，则能获得广大福德资

粮。又若自己无力集诸财物，亦无从他求得，及无

众具自在，而可施设供养，以净信胜解心随喜一切

有情供养一切如来及塔庙的功德，如是用胜功力，

亦能集获摄受菩提的无量福德资粮。学佛的人，于

此善巧方便，应勤修学。

十、正行供养，依正法修行，以此正行为供

养，是为正行供养。如于少时分，普于一切有情，

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于一切诸行修无常苦空无我

想；于涅槃修胜想；于佛法僧修随念想；于一切法

发生忍智信解；于离言法性的真如生起无分别无相

心住；于所受尸罗守护无犯；于奢摩他毗钵舍那精

进修行；于一切波罗蜜多及诸摄事精进修学；如是

等正法行，虽以少少时分修习，其功德亦最胜最

妙，最为无上，长时修习，则功德不可思议，能迅

速圆证无上菩提。

以上所说的十种供养，是以如来为供养境说，

对于法和僧，也应修学十种供养。因此《瑜伽师地

论》卷四十四说：“由此十相，应知是名具一切种

供养如来；如供养佛，如是供养若法若僧，随其相

应，当知亦尔”。意思是说为佛弟子当以十种供养

为标准，广设供养，施于三宝，以求圆满福德。

供养时的恭敬心
在十种供养中，财物供养和正行供养应引起重

视。修财物供养时，应以至诚恭敬，及广大菩提心

为主，物品丰盛美妙，则在其次。如《阿奢世王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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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她，还为她讲解了佛法。后来，这位贫⼥适逢因

缘，成为了一位贵妇人。她并没有忘记佛的恩典，

因此，命人送了很多钱财给寺院，并亲自坐了轿子

去上香。但是这次，方丈并没有出山门来迎接她，

只是让一个小沙弥接待她。对此，贵妇人很不满

意，她气冲冲地找到方丈质问他为甚么对她的态度

前后不一？方丈说：“你以前来寺院朝拜，供养的

东西虽少，但是怀着的是很虔诚的心来的，所以我

去迎接你，而现在你虽然供养了众多的财物，但却

是怀着贡高我慢的心而来，因此我不迎接你。”听

了方丈的话后，贵妇人深感惭愧，马上向方丈忏悔

自己的过失。

以法供养诸佛
在供养三宝的诸供养中，以正行供养为最上。

所谓正行供养，就是诸经论中所说的法供养。如 

《宝云经》卷六云：“善男子！菩萨复有十法，名善

供养佛。何等为十？以法供养于佛，以拔济众生供

养于佛，以教化众生令立诸善根供养于佛，常与一

切众生利供养于佛，不舍愿行供养于佛，不舍菩萨

所行供养与佛，言行相应供养于佛，心无疲厌供养

于佛，不舍菩提供养于佛，不以财施供养于佛。何

以故？善男子！如来法身不待财施供养，唯以法施

供养为上；以具足供养利益众生，令得安乐常获善

利。善男子！若不能利益众生，放舍善法，所作无

厌，好喜妄语，志意下劣；心生疲厌，离菩提心；

有如是等，不能为诸众生而作利益。何以故？菩萨

要依众生修诸功德，乃至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若无众生，终不能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

觉。为具佛道，以法供养为最第一，不以财施为真

供养。善男子！具此十事，是名菩萨能善供养”。

对于法供养的不可思议利益，还有许多经论都

有全面的论述。如《瑜伽师地论》四十四卷在说完

十种供养以后也说：“如是供养（正行供养），为

最第一，最上最胜，最妙无上。如昙倍（昙指数极

义微细义）。” 

从诸多经论中我们可知正行供养的殊胜，所以

就更应该以修学正行供养为主，尤其是作为出家的

佛弟子，承担着住持佛法，续佛慧命，教化众生的

责任，更应该修学正行供养。

供养三宝的功德
恭敬供养三宝有许多功德，对于诸种功德，

许多经论中都有所论述。如在《希有校量功德经》

中，阿难请问世尊，若善男子善⼥人，皈依佛、皈

依法、皈依僧得多少功德？世尊告阿难言：“此阎

浮提地纵广七千由旬，形如车厢，南陕北广，假使

善男子善⼥人，满一百年，持于世间一切所有娱乐

之具，尽给施与，复于四事具足供养，恭敬礼拜；

乃至灭度之后，收其舍利起七宝塔，一一塔庙，皆

以香花酥油灯烛做倡娱乐，缯彩幡盖，种种供养。

于汝意云何？彼善男子善⼥人的福多否？阿难白佛

言：甚多世尊！佛言阿难，不，如是善男子善⼥人

以纯净作如是言：我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所

得功德于彼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万分不及一，乃

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

《法华经》说：“若人散乱心，入于塔庙中，

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

《金刚经》说：“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

以用布施……若复有人，于此经受持乃至四句偈

等，为他人说，其福胜彼”。

以上论述了供养三宝的十种供养，并重点介绍

了其中的以财供养和以法供养三宝的殊胜，旨在给

现代学佛者以通俗介绍，使他们真正明了供养三宝

的意义，从而对三宝生起真正的恭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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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许多佛教经典和佛教典故中，我们通常会

看到佛陀教化弟子要远离财富，勿贪求财富的记

述。不仅如此，佛陀还在沙弥十戒中规定了沙弥 

“不捉持金银宝物戒”。看过佛教典籍中对于财富

的论述，或许很多人会觉得，学佛之人必须要舍弃

财富，过远离尘世的清苦修行生活。佛陀之所以要

求出家人远离财富，是为了防止佛子增长贪心，妨

碍修道。其实，学佛需要财富作支撑，一个人只有

在物质需求得到解决之后才能更好的学佛。如果善

用财富做善事，财富可以起到更好地弘扬佛法，济

度众生的作用。

一、学佛需先解决物质需求

物质资料是一个人生存的基本条件，也是一个人

学佛必备条件。一个人只有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才

能考虑去学佛。有则故事说，有一个正在田间干活的

农民，不知道佛教与道教之间的区别。一次，有一位高

僧经过他跟前，他就问法师：“请问你是信佛教还是信

仰道教？”法师开示他说：“穿袈裟的是佛教，穿道袍

的是道教。请问你信什么教呢？”这个农民说：“我既

不信佛教也不信道教，我只信‘睡觉’。”

高僧听了农民的话后，沉思良久，深有所悟：

信佛是一种精神需求，当一个人没有财富，处在贫

困线以下，温饱没有有解决时，就很少有时间去考

虑精神生活。一个人只有满足了必要的物质需求之

后，才能追求精神上的需求。

佛陀成道之后，游⾛于恒河两岸度化众生。一

次，佛陀和弟子们一起应供归来，在半路上遇到了一

个饥肠辘辘的人。由于饥饿，这个人样子显得十分痛

苦。弟子们见到这个愁苦不堪穷人，就请佛陀为他说

法，以减少这个人的痛苦，以便能够度化他。

出乎弟子意料的是，佛陀并没有应弟子的请求为

这个人说法，而是对弟子们说：“你们赶紧去给他找一

碗饭吧，这个人现在最需要吃饭，而不是听讲佛法。”

■ 文. ■

学佛与财富

等佛弟子们给这个人找来一碗饭，等他吃饱喝足

之后，佛陀才开始给他讲说人生的真谛。这个人便全神

贯注地听佛说法，如法修学，最终成为虔诚的佛弟子。

佛教虽然注重人类精神境界的提升，但还是主张

一个人应当解决温饱之后再学佛。不仅如此，佛陀还

在各种经典中讲述了人们获取财富的各种方法。比如

在《善生经》中，佛陀告诉善生说：“先当习技艺，然

后获财富。”在《杂阿含经》中，佛陀也对获取财物的

职业作了罗列：“营生之业者，种田行商贾。牧牛羊兴

息，邸舍以求利。造屋舍床卧，六种资生具。”可见，从

事世间的生产劳动以获取物质财富，满足生活和学佛

的需要，这本身与佛教的宗旨并不违背的。比如佛陀

在《法华经》中说：“一切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

背。”一个人只有解决了物质方面的需要之后，他才能

专心地追求学佛这种更高的精神享受。若生存问题尚

难以解决，就没有心思去学佛了。

二、学佛者当淡泊财利

虽然财富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满足你的各种

物质需求。但是，财富本身也是把双刃剑，有时它

能给一个人带来富足如意的生活，有时也会给一个

人带来无尽的祸患。仅仅财富的负面作用来说，当

一个人对财富起了贪婪心，就会给自己带来祸患。

尤其是对于一个学佛者来说，若贪著财富就会增长

贪心，妨碍修道，导致自己在修行的道路上越⾛越

远。为了令佛弟子都能安心修道，佛陀常劝佛弟子

降伏贪欲，淡泊财利。

为了让佛弟子减少对财富的贪欲，佛陀不仅佛

教戒律中规定出家弟子不得捉持金银宝物，甚至还

将财富视为毒害人心灵的毒蛇。佛陀曾经有一次带

着阿难尊者外出行化，忽然在路上发现一堆黄金。

佛陀说：“阿难！你看到了吗？那儿有毒蛇。”

阿难朝黄金看看，回答佛陀：“是的！佛陀！我

看到了，那是毒蛇。”说着，他们就继续行化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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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有一对父子正在田里工作，一听说有

毒蛇，就想过来看看。可是，当他们跑过来一看，

竟然是一堆黄金，“哪里是毒蛇？分明是黄金嘛！

刚才佛陀和阿难却把它看成毒蛇，真是两个大傻

瓜！”父子俩欢喜地说着，就把黄金带回了家。本

来是过着穷苦生活的农夫，一下子变成百万富翁。 

从此，农夫不用辛苦耕作，每天过着舒适愉快

的生活。但是住在他隔壁的一个邻居，看到他忽然

那么有钱，心中不时怀疑嫉妒，想要知道他为什么

会那么有钱，所以就开始调查他致富的原因。  

 不久，从一个小孩的口中探得了他因拾获黄金

而致富的事情，就去报告国王。这些黄金是被人从

国库里偷盗出来，由于这对父子嫌疑最大，于是被

捉去审问，并处以刑罚而关进了牢狱。 

父子俩为了黄金被关入狱中，还被打得遍体鳞伤。

这时，他们觉悟了佛陀所说的话。父亲不禁喃喃自语

道：“阿难！你看到了吗？那儿有毒蛇。”儿子看着父亲，也

若有所悟地说着：“是的！佛陀！我看到了，那是毒蛇。”

狱卒听了这父子俩的对话，觉得事有蹊跷，于

是将这些话据实禀告国王。国王听后，派人查明真

象，就将父子俩放了出来，并说道：“世尊大慈悲，

黄金称毒蛇，欲令人远害。人不信佛说，贪心致罪

责。尚能忆佛言，刑罚可永息。”

学佛之人以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为己任。在修

行菩萨道的过程中，不仅要勤修戒定慧，还要熄灭

心头的贪嗔痴等三毒。在贪嗔痴三毒中，以贪欲的

过患为首，一个真正的修道之人，首先要戒除贪欲

之心，在平常生活中要做到淡泊财利，惜福节俭。

佛教史上的那些高僧大德，都是淡泊财富的典范。

比如，近代高僧印光大师、弘一法师等高僧，他们

有很多信众为其提供衣服、饮食、汤药、卧具等四

事供养，但他们却每天吃完一碗白粥之后，再用白

开水荡一荡再喝下；一件僧衣往往一穿数十年不肯

换新的。他们生怕浪费信施，折损自己的福报。这

两位高僧每到一处讲说佛法或戒律，信众给他们的

香敬，他们都会布施给常住，或是转为印赠经书。

他们总是将别人视为珍宝的财物，看作飘若浮云的

身外之物，往往在自己经手之后随手布施于人。

三、善用财富弘法利生

学佛之人既需要维持生活的物质财富，又需要看

淡财富，不过于贪求财富。一个学佛者只有淡泊财利，

做到超然物外，才不会被欲望的烦恼所困惑。佛教的

这种财富观念，并非要学佛之人厌弃财富，而是劝人

以正确的财富观来看待金钱，而不过分贪求金钱。

对于修道者来说，淡泊财利并非是不要金钱，

而是要以正确的心态看待金钱，如法如仪地使用金

钱。钱财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改善人们

的物质生活而存在。钱财本身并没有善恶之分，而在

于人们如何来使用金钱。如果一个人学佛之人运用佛

教的净财造作恶业，用来满足自己的私欲，这时金钱

就会成为一个人造作恶业，导致堕落的工具和助缘。

当一位学佛之人，将自己所拥有的财富用来修建寺

宇、供养三宝，印赠经书，或者从事修桥补路、访寒

问苦等慈善公益活动，则财富越多，对大众越有益。

可见，当财富用于造作恶业之时，就是恶的；当财富

用于弘扬佛法，普度众生之时，财富则是善的。

对于佛子做善事来说，并不是要减少钱财，而

是多多益善。因为有了钱财，就可以做更多利益众生

的事情，使钱财发挥更大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中，虽

然我们的物质生活较以前有明显的提高，但我们仍然

要知道，在世界各地现在仍然有很多处于贫困线以下

的人，也有很多人因为疾病没钱医治而失去了生命，

还有适龄儿童因为无钱上学而失去了最佳受教育的机

会……在这个世间，有很多苦海众生需要我们以无缘

大慈，同体大悲的菩萨情怀去济度他们，而济度苦难

人群的前提是需要有一定的财富作保障。

在善用财富做佛教善事方面，台湾证严法师

为我们树立了典范。1966年，证严法师开始着创办

慈济功德会。经过证严法师数十年的经营，当初的

慈善小作坊一跃成为世界影响最大的佛教慈善公益

组织—台湾慈济基金会。慈济基金会从最初的做

鞋垫起步，逐渐发展成为服务领域涉及慈善、教

育、医疗、文化、国际赈灾、骨髓捐赠、环境保护

等众多项目。在证严法师的慈济事业中，有自己的

慈济医院、慈济医学院、慈济护专，有从慈济幼儿

园到小学、中学、专科学校和大学完整的慈济教育

系统，有自己的出版社、电台、电视台等门类齐全

的医疗、教育、文化等机构。证严法师也因其在慈

善事业方面的贡献，被时代杂志选为2011年年度全

球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正是怀着心怀苦海众

生的慈悲行愿，证严法师将所有可以筹集到的资金

都用来做慈善。她利用这些佛教“净财”改变了很

多苦难之人的命运，她也因此受到世人的恭敬和爱

戴。可见，善用财富做弘法利生的事业，则财富越

多就能利益更多的众生，改变更多人的生活困境。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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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擦是起源于印度，是一种泥巴制造的小佛

像，古代人离开他们的寺庙，长途跋涉的过程中，

需要随身携带佛像，旅途膜拜并且带给他们坚定

的力量。后来流传进入西藏，藏人更是将它发扬光

大，有些用秘制药材制作，在路途中还可以切割成

小块，治病救人，发挥了佛像的最大用途。自文成

公主和亲进入当时西藏地区的吐蕃王朝后，西藏的

佛像水平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其面容更趋向于唐代

风格，成为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笔者早年间收集到一枚古格王朝的擦擦造像，

题材为文殊持剑。古格王朝是10世纪西藏吐蕃王朝

因灭佛运动四分五裂后，形成的崭新王国，横跨中

国与印度地区，从事贸易，兴盛一时，莲花生大士

也曾受邀在此处传法，但这个强盛富足的王朝，却

在一夕之间突然消失，成为西藏这篇神秘土地中的

谜中之谜。

这枚擦擦刻画的是持剑文殊，它有一个非常有

意思的典故，记载于《大宝积经》中，相传有五百

位佛陀的弟子，已经证得阿罗汉果，因此觉悟智慧

看见自己的前世今生罪业深重而心生恐惧，无法专

心学习。

文殊菩萨见状，没有安慰，反而挥剑欲刺向

佛陀，佛陀对他说，你刺我，是大罪业，你要想

清楚自己的起心动念是什么？文殊菩萨于是低头

沉思。

佛陀又说：“世间一切诸法，都是如幻如化的，我

这个人的生命体，亦复如幻如化的，既没有实在的我，

亦没有实在的人，试问你所执剑欲杀何人？将来又会

受到怎样的殃报？”

从

	 说到
■ 文. 张家珍 ■

佛陀继续：“如有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你去将他

杀死，那才会构成你的杀害之罪，才会使你感受罪殃

之报，既一切法是如幻如化的，我人之性是了不可得

的，当然就无所谓杀害，亦无杀害重罪可得了！ ”

时五百菩萨在旁听佛陀对文殊菩萨这样的开

示，当下了觉悟到罪恶之性本来是空寂的，对过去

所作的重罪，何必作无谓的忧悔。

其实这个公案不是说不要去消除罪业，而是罪业

都是心头所起，所谓“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

亦亡”。现实中，我们以为心是虚幻，罪是实在的物质

呈现，其实，如果世界是虚幻的，那么罪业也是虚幻

的—用虚幻去消除虚幻，犹如在刺向空气，唯有从心

出发，从意识中消除那个最真实的“起心动念”，才能

真正消除罪业感，虽然好像物质是真实的，罪业是真

实的，但事实上只有心是真实的。

文殊菩萨是大智慧者，代表了无上智慧，用这

样的方式教会了五百弟子如何看待过往的罪业，如

何消除过往的罪业。而这一形象不仅被经书记录，

也被众多佛造像所记录下来，非常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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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各种不如意的事，也

常会遭遇生活环境的变迁。面对人生的各种变故，

很多人会很难适应，常常显得心情烦躁，坐立不

安。这种不良的心绪不仅会影响身心健康，若处理

不当还会对他人和自己造成伤害，造成无法挽回的

后果。面对生活的各种变故，我们应当先安定自己

的身心，因为心安即是家。

达摩禅师与弟子慧可

禅宗初祖达摩禅师从印度来到中国之后，被梁

武帝请至建康问道，因为因缘不合，达摩禅师便北

上嵩山少林。在少林面壁等待弘法机缘。

当时有一位名叫神光的禅师，久仰达摩禅师的

盛名，翻山越岭来到嵩山拜谒，请求开示，并请为

入室弟子。达摩禅师则旁若无人，依然面壁静坐，

不理不睬。神光只好在门外等候。当时正值风雪漫

天，过了很久，雪深及膝。达摩禅师看他确实求法

虔诚，才开口问他：“你久立雪中，所求何事？” 

神光回答：“惟愿和尚开甘露门，广度群品。”

达摩禅师说：“诸佛无上妙道，旷劫精勤，难行

能行，难忍能忍，尚不能至，汝以轻心慢心，欲冀

真乘，徒劳勤苦。”慧可听此教诲，就取出利刀，

斩断左臂，放置在达摩禅师跟前。

达摩禅师知道神光是法器，于是说：“诸佛最初

求道，为法忘形，汝今断臂吾前，求亦可在。”达

摩禅师将神光改名为慧可。

慧可问：“诸佛法印，可得闻乎？”

达摩禅师回答：“祖佛法印，非从人得。”

慧可答道：“弟子心未安，请祖师为我安心！”

■ 文. 远尘 ■

达摩喝道：“把心拿来，我为你安！”

慧可愕然地说：“我找不到心呀！”

达摩微笑说道：“我已经为你将心安好了。”

慧可觅心了不可得，经过达摩禅师提醒，当下

豁然大悟。禅宗认为，人人都有与佛平等的佛性，

只因众生常常被各种妄想执著，心向外求，导致

妄心纷飞，心中不安，难以入道。只有去除各种妄

心，时时观照自心，保持内心的清净与安宁，才能

最终见到本地风光，找到心灵的家园。

苏东坡与好友王巩

一个人无论身处何地，处境如何，如果能够

心境安然，那里就是他的家。他同样会过得平安幸

福，知足常乐。宋代文学家苏东坡有个朋友叫王

巩，曾被流放到偏远的广西宾州。五年后，王巩奉

调回京，苏轼见到了他，觉得非常惊讶。自己这几

年因为命运多舛已两鬓斑白，而王巩却越活越年

轻，虽经贬谪，却仍然脸色红润，齿白唇红，仿佛

没有受过什么苦一样。二人把酒作歌。席间，王巩

叫出了自己的歌妓柔奴伴舞。柔奴长得花容月貌，

能歌善舞。这次王巩被贬往广西，柔奴一直跟在身

边。在那个穷乡僻壤生活了五年，柔奴的容颜一点

都没有变老，反而越长越年轻，越长越漂亮。

苏轼大惑不解。便问柔奴：“广西的风土好不好？”

柔奴微微一笑说：“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好一个“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忍不住

心中叫好。他又仔细打量了一下柔奴，只见她面色

平静，举止安详。苏轼暗自敬佩，遂即写下了《此

心安处是吾乡》词：

心
从

	 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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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自作清歌

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

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苏东坡在词中赞叹了王巩与柔奴两人在荒凉之

地生活五年，由于心安，生活仍然有滋有味，两人

不仅不显老，反而都比五年前显得年轻，有生气。

苏东坡由此赞叹心安即是家。

一个人要做到随遇而安，处处为家，应当先

做到心安。心安的前提是我们应当学会在任何处境

中，都应当保持内心的清净。

佛陀与扫地农夫

一个人要做到随遇而安，处处为家，应当

先做到心安。心安的前提是我们应当学会在任

何处境中，都应当保持内心的清净。佛陀一次

行化到舍卫城的郊外，一个久已仰慕佛陀威德的

农夫知道佛陀将路过那里，他很虔诚恭敬的拿着

扫帚清扫马路。佛陀看了非常感动，于是慈祥地

对他说：“善男子！当净汝心，则世间一切土皆

净。”佛陀认为一个人如果能够做到净心，无论

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能够心境安然。如果人的

内心常被恼怒的嗔火所焚，虽处清凉之室，也是

坐立难安；有的人茅舍草铺，却内心自在，悠然

安住。可见，能不能安住于一个生活环境，关键

在于我们的一颗心而已。

孔子与弟子颜回

在生活中少欲知足是我们做到心安的最好方

法。对于知足的人来说，他们不管生活条件的好坏

与环境的优劣，都能做到知足常乐，也都会心安理

得。孔子的弟子颜回就是这样的人。在生活上，颜

回过得很简朴，但他却非常知足。孔子说他：“一

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

乐。”意思是说，颜回平常吃的是粗茶淡饭，住在

陋巷之中，别人都替他感到忧虑，而颜回却不以为

意，仍然能够自得其乐。因为他知足，所以生活虽

然简陋，他仍然能够坦然心安。

总之，我们每个人如果想过得快乐自在，就应

当做到在任何环境下，心不被外境所转。时刻都能

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如此，才是“心安

即是家”的感觉。

24

B&W.indd   24 20/4/21   11:44 am



25

一位台湾⼥作家曾经说过，人生的上半场，是

青少年和中年时代，活着是要追梦想，拼成就;  下半

场是步入暮年时候，活着是要追求意义。所谓的意义

是为自己而活着。当然孩子，孙子，家人还是重要，

还是不可切割，但是时候身居幕后，可忘则忘，可放

则放，先为自己着想，多为自己腾出时间，把自己放

在第一顺位。

人生的下半场，要珍惜和尽情享受所剩的人

生，不要再去理会儿孙的琐事，他们已经长大了，比

我们更懂得处理事务;  不要再去争夺金钱名利，那些

只是过眼云烟。当有一天我们⾛了，不会带⾛一草一

⽊，也不会带⾛荣耀和爱慕。我们只要健康地活着，

不拖累孩子，就是给孩子的最佳礼物。想做什么事就

去做，想见什么人就去约会，想吃什么就去吃吧!  记

得，该花的钱就要舍得花，不必留给孩子太多。我的

孩子们都说:  老爸老妈，你们养大教育我们已经足够

了，不必把钱留给我们!

人与人相遇，就是一种缘份，一种注定。再好

的缘份，也要互相尊重，也要真心付出，也要懂得珍

惜。我的一生，亲情、友情、爱情、同情都在我的⾎

液里不停的流淌。我重情，我喜欢和人真心相处，因

为真诚才能长久相守。但是，人事复杂，世事难料，

遇到心怀不轨或自私自利的人，虽然偶尔会吃点苦

头、吃点亏，有时还会伤心流泪，受到伤害。但只要

自尊不被践踏，可让就让，可放就放。我们已经⾛过

人生大半辈子，剩余的人生要活得豁达、自在。凡事

不要执著固执，也不需要事事跟人讲道理，对错有时

候不需要分得太清。太执著，令人讨厌，变得无情;  

太讲道理，变成得理不饶人，渐渐失去人心。

当我们步入夕阳的年龄，不知道还能渡过多少

个春夏秋冬，也不知道还有多少里路可⾛?  不管路长

路短，⾛着⾛着，你会发觉身旁的人会越来越少，一

个接着一个离去。今天和你说再见，说不定那是最后

的会面。因此，我们要珍惜每一个和家人、朋友与同

学的相聚。

这个星期，我有三个和同学朋友的聚会，还有

一个和三位老校长的饭局。和校长的饭局，因为和已

经约好的同学聚会撞期，同学还特意为我更改⽇期，

不好推掉。只好和校长们致歉不能出席饭局，心有戚

戚焉。有位校长说:  没事的，来⽇方长，下回见!  听

见‘来⽇方长’，我心里很不是味道，顿时心中起

了涟漪。因为，这些年来，已经历经很多次的离别伤

痛，很多遗憾!  过后从短讯获知一位校长精神良好，

■ 文. 杨春荣■

真为他感到高兴;  另一位身体⽋安，最近还多次进出

医院，心里只能祈望他多多保重，福寿安康!

每次和老同学的相聚，我特别珍惜!  因为群组里

的三十五位同学，是离别了五十年，几经辛苦，在三

年前重新相聚。有很多是一年级就同班的同学，是缘

份让我们打从六岁就相识，今年是我们一个接着一个

庆祝六十六岁的生⽇，大伙互赠祝福，互相⿎励!  能

相识六十年还不时相聚，那是什么样的缘份啊！相信

世间没能找到几个吧? 

同学们，让我们珍惜这份情谊!  让这上天特别眷

恋我们，赐给我们的缘份，久久延续，不离不弃!

B&W.indd   25 20/4/21   11:44 am



2626

■ 文. 刘先和■

   与   明   无 明

明与无明都是佛法中的术语，是佛、菩萨与众生

一个最根本和显著的区别。佛菩萨具明，通透世界

与生命的本性，解脱生命的一切束缚，是生命的自在

人，觉者。众生无明，依十二因缘（无明、行、识、名色、

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运转生命，轮回不

止。由此足可见明与无明在佛法修持中所具的位置何

其重要，一切佛法修持者学修的下力之处就在于去无

明达明。禅宗宗旨中就定有“明心见性”。中国禅宗鼻

祖达摩说：“千经万论只是明心。”（《⾎脉论》）

故正解明与无明是每个学修者必须的课题，是修

持佛法必备的资粮。因为明者成佛，无明者众生。

然长久以来人们对明与无明不能正解，如：词典

解释，无明：亦名“痴”、“愚痴”。有时与“惑”通用，

称为“愚惑”……泛指无智，愚昧（宗教词典—任继

愈主编）。还有不少学者则将无明解释为：泛指一切

烦恼的总称。书面诠释上如此，在大多弘法、传法的

教育中也是如此，取的都是其喻义，延伸义，广义，

然这一切诠释并非本义。这种诠释产生的原因主要

是学者们不通明与无明的本义所至，而不能通本义

之因是学者们不具佛法修持，无法得知明与无明的

实相，由此导致对明的知解之误，这是可以理解的。

然由此诠释不仅从根本上不能体现佛法的实义，而

且极大的影响了学修者对佛法真谛的领悟和佛法的

修持⾛向。因此笔者以为对此应该引为重视，提出正

解，以助正信。

“明”指的是什么？
佛法明与无明中的“明”，实义是指光明，即明字

的本义。明就是光明，无明就是没有光明。说佛具明，

—简说一个长久的误

即佛具光明，说众生无明，即众生不具光明。如是说

必然会使人们会产生质疑，因为说众生无有光明，这

似乎有点不顾客观事实的存在。因为在实际生活中除

了盲人之外，人们天天都生活在光明之中。是这样吗？

其实不然，此明非彼明。佛法中的明与无明与人们所

受用的明有别。别在什么地方呢？人们受用的光明是

因缘之明，是因为其是因缘和合之物。比如人们所见

的白天之明是因太阳而有，夜里的光明要么是因月亮

而有，要么是因灯光而有。若这些因缘不具足，便不会

有光明出现。此明是世间相对法，与暗相对。而佛法的

明是世界及生命的本性之明，此明本自具有，不增不

减，圆融无碍，妙明清净，无来无去，非因缘而生。佛

法由揭示世界与生命的一切奥秘而成立，这明正是佛

法创始人，伟大的释迦牟尼亲身所证，佛说：“善哉。

阿难。汝等当知。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皆

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楞严经》）好一个 

“性净明体。”一语道破真心本性之实相。说佛具明

就是指佛具真心之明，说众生无明就是指人们无有真

心本性之光明。遗憾的是众生愚昧，不见自性真心，不

知真心本性之明，不解佛法本义，长久以来要么误将

无明的解说限定在对世间之明的认知上；要么限定在

愚昧等意释的理义之中。由此误导了佛法明与无明的

真实理义，以及妨碍了学修人对明与无明的领悟，更

为严重的是障碍了学修人对明的境地体证。学修人一

旦理义不清，必修学方向不明，犹如一只无头苍蝇，费

力多多，然四处碰壁，无有出头之⽇。

佛法之“明”又是什么？
真心明是种什么境地的明呢？此明无法说，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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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能说出的明皆非性明。这并非是佛吝啬法不授，或

是故弄玄虚，而是此明超出语言文字所能表达范围。

即便如此佛还是常常用比喻来表述，如“妙明”、“圆

妙明心”等等。如佛在《楞严经》中说：“诸善男子。我

常说言。色心诸缘。及心所使。诸所缘法。惟心所现。

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精妙心中所现物。云何汝等。

遗失本妙。圆妙明心。宝明妙性。”佛还在《楞伽经》

中说：“譬如明镜，顿现一切无相色像。如来净除一切

众生自心现流，亦复如是。顿现无相，无有所有清净

境界。如⽇月轮，顿照显示一切色像。如来为离自心现

习气过患众生，亦复如是。顿为显示不思议智最胜境

界。譬如藏识，顿分别知自心现，及身安立受用境界。

彼诸依佛，亦复如是。顿熟众生所处境界。以修行者，

安处于彼色究竟天。譬如法佛，所作依佛，光明照耀。

自觉圣趣，亦复如是。彼于法相有性无性恶见妄想，

照令除灭。”细细品味佛祖之开示，自会对佛法之明有

所领悟。

达摩在传授心法时开示说：“此心微妙难见，此

心不同色心，此心是人皆欲得见。于此光明中运手动

足者。”（《⾎脉论》下同）达摩教导说：“或静园林中

行住坐卧，眼见光明，或大或小，莫与人说，亦不得

取，亦是自性光明。或夜静暗中行住坐卧，眼睹光明，

与昼无异，不得怪，并是自心欲明显。或夜梦中见星

月分明，亦自心诸缘欲息，亦不得向人说。”达摩在指

出众生与佛之根本差别时说：“凡夫神识昏昧，不同

圣人，内外明彻。”这里所说，更为明朗和亲切，更为

具体。

达诸佛理，和光接物
禅宗六祖惠能说：“自心既无所攀缘善恶，不可

沉空守寂，即须广学多闻，识自本心，达诸佛理，和光

接物，无我无人，直至菩提，真性不易。”（《六祖坛

经》下同）好一个“和光接物”，真心本性之明突显无

碍。惠能还说：“自心地上觉性如来。放大光明。外照

六门。清净。能破六欲诸天。自性内照。三毒即除。地

狱等罪。一时销灭。内外明彻。不异西方。不作此修。

如何到彼。”又说：“如是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

⽇月常明。为浮云盖覆。上明下暗。忽遇风吹云散。

上下俱明。万象皆现。世人性常浮游。如彼天云。善知

识。智如⽇。慧如月。智慧常明。于外着境。被妄念浮

云盖覆自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识。闻真正法。自除

迷妄。内外明彻。于自性中万法皆现。见性之人。亦复

如是。”

真心本性的明与光
我国近现代著名高僧虚云大师说过：“夫众生真

心本体，般若光明，堂堂独露，但以妄想习气（即粗浮

贪、嗔、痴、慢等）时时发现，自障妙明”（《虚云和尚

全集》）

觉者们在这里用“妙明”、“圆妙明心”、“宝明妙

性”、“明镜”、“光明照耀”、“和光接物”、“放大光

明”、“内外明彻”、“般若光明”、“光明炯然”等等来

比喻与形容真心本性的明与光，并非仅仅是无端用华

丽词语来表述，也并非仅仅是理义上的比喻和象征，

而是有真切描述生命本性之光明实相及实境之喻。

之所以要如此说，是因为本性之明，实相非相，非实

非虚，无法说，也不可说，由此只好用此相近言语和文

字来作比喻。通过对这一系列佛法明与无明的阐述，

不难使人们从中领悟到明与无明的真正实义。人们除

了从佛法理义上去了知明与无明之外，为了更进一步

加深对明的认知，还可以从修证中去考量，从本性真

心的应用中去考量。如虚云大师是于五十六岁时居扬

州高旻禅堂悟法的，大师对悟法前境地曾自述：“一

夕夜，放晚香时，开目一看，忽见大光明如同白昼，内

外洞澈。隔垣见灯师小解，又见西单师在圊中，远及

河中行船、两岸树⽊，种种色色，悉皆了见。是时才呜

三板耳。”（《虚云和尚全集》下同）除此之外，后来虚

云一弟子在怀念大师生前事迹时曾说过：“又一⽇，师 

（虚云老和尚）将下山，有阇者云：‘月黑路崎，师年

高，防颠踬，曷笼灯而往？’大师笑曰：‘光明炯然，遍

周沙界，你道何处是黑暗？’拂袖而去。”这是大师真

真切切对本性明的体证与应用。至此，想必人们对佛

法之明应该有所正信认知和感悟。

为何见不到本性之明？
既然生命本性真心人之具有，为什么常人见不到

本性真心之明呢？问题的根本到底在哪里呢？佛告诉

说：“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种种颠倒。业种自然。如恶

叉聚。诸修行人。不能得成无上菩提。乃至别成声闻缘

觉。及成外道。诸天魔王。及魔眷属。皆由不知二种根

本。错乱修习。犹如煮沙。欲成嘉馔。纵经尘劫。终不

能得。云何二种。阿难。一者。无始生死根本。则汝今

者。与诸众生。用攀缘心。为自性者。二者。无始菩提涅

槃。元清净体。则汝今者。识精元明。能生诸缘。缘所遗

者。由诸众生。遗此本明。虽终⽇行。而不自觉。枉入诸

趣。”（《楞严经》）。由于众生不知这两个根本，一则以

攀缘心为本心；二则受外境所牵，于是无有本性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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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生西方净土

求生西方极乐净土是修

学净土法门之人的终极目

标。净业行人若欲求生西

方极乐国土，不仅要具

足信愿行三资粮，而

且还要发至诚心、深

心、回向发愿心等三

种心。修行者若具

足这三种心，则必能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观无量寿经》曰：“

佛告阿难及韦提希，上品上

生者，若有众生，愿生彼国者，发三种心，即便往生。

何等为三？一者至诚心，二者深心，三者回向发愿心。

具三心者，必生彼国。”

一、至诚心

至诚心，是指真实愿生净土之心。隋高僧净影慧

远之《无量寿经义疏》中称，诚心者，起行不虚，实

心求去。对修净土之人来说，只有发真诚求生净土之

心，才能为实现这种愿望切实努力修行，以期早⽇往

生净土。善导大师在《观经四贴疏》中对至诚心有如

是解说：“一者至诚心，至者真，诚者实。欲明一切众

生身口意业所修解行必须真实心中作，不得外现贤

善精进之相，内怀虚假，贪瞋邪伪，奸诈百端，恶性

难侵，事同蛇蝎，虽起三业，名为杂毒之善，亦名虚假

之行，不名真实业也。”善道大师认为，所谓至诚心，

就是真实无伪之心。善导大师在《往生礼赞偈》中又

■ 文. 张瑞■

云：“至诚心者，身业礼拜彼佛，口业赞叹称扬彼佛，

意业专念观察彼佛，凡此三业必须真实。”也就是说，

修净土之人，要身口意三业谦恭至诚拜佛、赞佛、观

佛，方可称为真实。

二、深心

深心，指信乐殷切至诚，欲生西方极乐国土，即

深愿净土之心。隋净影慧远《无量寿经义疏》曰：“求

心殷重，故曰深心。”《天台疏》曰：“深者佛果深高，

以心往求，故曰深心。”善导大师在《观经四帖疏》解

说深心云：“言深心者，即是深信之心也。亦有二种：

一者决定深信自身现是，旷劫以来常没常流转，无有

的三种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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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离之缘；二者决定深信彼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摄受

众生，无疑无虑，乘彼愿力，定得往生。”善导大师认

为，深心包涵两方面涵义：一是要深信自身现是罪恶

生死凡夫，旷劫以来经常在生死中流转，没有出离生

死的殊胜机缘；二是要深信阿弥陀佛的四十八种大

愿，每一愿都是在摄受众生。只要众生对阿弥陀佛四

十八愿深信不疑，并且发愿求生，念佛修行，就一定能

顺利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善导大师又说：“深信者，仰

愿一切行者等，一心唯信佛语，不顾身命，决定依行。

佛遣舍者即舍，佛遣行者即行，佛遣去者即去，是名随

顺佛教，随顺佛意，是名随顺佛愿，是名真佛弟子。”

修净土法门者，还应当一心唯信佛语，不顾身命，

决定依照佛言修行。佛说让舍弃的就立即舍弃；佛命

修行的就立即修行，这就叫作随顺佛意，随顺佛愿，

方可称为真佛弟子。

善导大师在《往生礼赞偈》中云：“深心者，即真

实信心，信知自身是具足烦恼之凡夫，善根薄少，流转

三界，不出火宅，今信知弥陀本弘誓愿，及称名号，下至

十声一声等，定得往生，乃至一念无有疑心。”

在佛典中，深心通常指深求佛道之心，或指扫除

犹疑不定而对佛法真实确信之心，或指乐集诸功德善

行，又深信爱乐之心。《维摩诘经·佛国品》卷上云： 

“深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具足功德众生来生

其国。……随其直心则能发行，随其发行则得深心，随

其深心，则意调伏。”这种对深心的解说，同样适用于

求生西方极乐国土。

三、回向发愿心

回向发愿心，是指将自己过去世及今生身口意三

业所修的世间善业（五戒、十善）与出世间的善根（持

戒念佛，三学六度），以及随喜其他一切凡圣身口意三

业所修的世间善法与出世间功德，悉皆于真实深信心

中，回向愿生彼西方极乐世界。能将一切修行功德如

是回转趣向往生成佛的目标上，即名回向发愿心。回

向发愿心的另一含义是说，欲将自己所修的善根、功

德回转给众生，使往生净土。善导大师在《观经四帖

疏》中解说回向发愿心云：“三者回向发愿心。言回向

发愿心者，过去及以今生，身口意业所修世出世善根，

及随喜他一切凡圣身口意业所修世出世善根。以此自

他所修善根，悉皆真实深信心中，回向愿生彼国，故名

回向发愿心也。”善导大师指出，净业行人在过去世以

及今生，身口意三业所修的世出世间一切善根，以及

随喜他人一切凡圣身口意三业所修世出世间善根。将

这些自他所修的善根，都置于真实、深信心中，回向愿

生彼国，因而称为回向发愿心。

善导大师又言：“又回向发愿愿生者，必须决定

真实心中回向愿作得生想。此心深信，由若金刚，不为

一切异见异学，别解别行人等之所动乱破坏。唯是决

定一心，投正直进，不得闻彼人语。即有进退，心生怯

弱，回顾落道，即失往生之大益也。”也就是说，回向

发愿愿生西方净土的人，必须从真实心中回向发愿作

往生西方净土之想。将自己的一念深信心，固若金刚，

不会被异见异学，别解别行之人所动乱破坏。通过自

己的决定一心，投正直进，不会因为听到他人的话语，

便有进退之心，心生怯弱。

修学净土法门的人，若能在修学的同时，具足至

诚心、深心和回向发愿心，临命终时，就能往生西方

极乐国土，得上品上生。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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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休宰相是唐代高僧黄檗希运禅师的在家弟子，佛学造诣

极其深厚。裴休经常追随黄檗禅师听讲禅法要义，还将黄檗断

际禅师的开示辑录为《黄檗断际禅师宛陵录》。在这篇禅宗语

录中，收录有裴休宰相与黄檗禅师的一则问答：裴休宰相问黄

檗禅师：“山中四五百人，几人得和尚法？”黄檗禅师说：“得法

者莫测其数，何故？道在心悟，岂在言说。言说只是接引教化愚

昧无知孩童的方便之法。”

“道由心悟，岂在言说”是黄檗禅师著名的禅法观点，意思

是说真正的明心见性在于自心的觉悟，而不在于言说。也就是

说，真正的悟境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述的。这是从佛陀开示弟子，

并由历代禅门高僧用以启悟弟子的禅修观点。

禅宗认为，禅者证悟的内容，“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无法

通过语言文字来传述，必须通过观照自心而觉悟，并由师心直

接传予弟子之心。这种以心传心的方式，禅林称为不立文字。释

迦牟尼佛当年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迦叶尊者破颜微笑，由此

开启了以心印心的传法方式。据《五灯会元》卷一载：“世尊在

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

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

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释迦世尊所说的正法眼藏，是

指禅宗嫡佛嫡祖于教外相传之心印。又作清净法眼。即依彻见

真理之智慧眼，透见万德秘藏之法，也就是佛内心之悟境。这种

以心传心的心地法门，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特别法门。

从佛陀时代开始，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心法传付方式已

经在教团中流行。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不仅创立了禅宗，而且这

种远离言说，以心传心的教化方式迅速盛行于禅林。

禅宗作为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特色的宗

派，一直主张禅者不执着于语言文字，并且超越语言文字以顿悟

自心的方式明心见性。禅门高僧认为，语言文字是禅门学徒体

悟自性的障碍。为了破除习禅者对语言文字的执着妄想，使他

们从对语言文字的执著、迷妄中解脱出来，禅林中就出现了许

多禅师在接引学人时，常以棒喝或顾左右而言他的方式，促使

弟子在“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困境中触缘悟道。正是这种教

化方式的盛行，于是在禅宗公案中就出现了德山棒、临济喝、赵

州茶、云门饼等形式多样的接引学徒方式。后来又演变为“穿衣

吃饭皆是佛法，运水搬柴无非妙道”等自证自悟方式。禅门中也

出现了很多禅者在这种不立文字的参究中破迷开悟的案例。

■ 文. 王欢■

心

B&W.indd   30 20/4/21   11:44 am



31

佛化生活

■ 赵宏编撰并配图■ 

喜好传统书法的人，一般都会知道

有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魏碑、楷

书、草书、行书之类。魏碑体书法中最好

的，据说是龙门二十品，这是中国清末有

名的文人康有为考证的。龙门二十品，

就是选自洛阳龙门石窟的佛龛中的碑刻文

字，最初都是发愿文。把佛弟子或者居士

的发愿写下来，就是发愿文。

学佛的人，一定要发愿。诸佛成佛，

用什么成佛的？用愿成的，若没有发愿，

不能成佛。

“曼殊室利。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

本行菩萨道时，发十二大愿，令诸有情，

所求皆得。”这是释迦摩尼佛对文殊菩萨

讲的话。根据南怀瑾大师的解释，任何一

个凡夫俗子都是因地上的菩萨，也是因地

上的佛，每个人都有资格成菩萨，有资格

成佛。药师佛发愿修行是因，最后成佛，

成就东方琉璃光世界，就是果。果从哪里

来，就是由最初的发愿而来。想学佛，

却没有诚心发愿，一切就都是“梦幻空

花”，就成不了佛。

发愿是非常重要的。观音菩萨发十大

愿，普贤菩萨发十大愿，阿弥陀佛发四十

八愿，那些都已经是发生了的，诚心发愿

的人不能随随便便地把这些菩萨和佛的发

愿简单照搬，当成自己的发愿，发愿就要

发你自己的愿，通过真正的修持，真正的

愿力，不发恶愿，发善愿，发利一切众生

的愿，建立功德。

自身光明，照耀世界；内外明彻，

受用无尽。清净梵行，转生果报。吉祥圆

满，功德庄严。

发愿

谈

画

说

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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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佛
教

●

www.blueskydelig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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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自齋

，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us at

分享蔬食的魅力
•  ，供
    A variety of meatless options
•  供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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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WAN TZI ZHAI 
VEGETARIAN CATERING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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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44 4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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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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 Ace Associates Pte Ltd
DEBT MANAGEMENT(CO Reg: 201539268R)
18 BOON LAY WAY TRADEHUB 21
#09-98 SINGAPORE 609966
Tel: (65) 6734 3911
Fax: (65) 6734 7971 (MON-FRI 10am - 9pm)
Website: www.doubleaceassociates.com
Email: admin@doubleaceassociat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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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鸣
谢

The Buddhist Union 500.00

Florence Low 300.00

Soh Chee ong 200.00

80.00

Choong Siew Mooi 80.00

$50.00

杨春荣 $30.00

Chue aow Fong $30.00

Ang Soon uat $20.00

Goh oc  Guan $20.00

Lee ia ei $4.00

 300.00

智 、 、 200.00

(2017 2021) ( ) 200.00

、 、

、

王瑞
120.00

S y Liu Tian Fu S y Liu Tian Fu 、 60.00

荣 先 王 60.00

Lu ew Sing 宏、 50.00

家 、 、 50.00

Ste en Teo 张 、 智 、 50.00

先 先 智 50.00

Lee Chin ong Lee Chin ian 、 50.00

、 福 、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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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h Leng Lang 先 先 珍 50.00

家福 50.00

和 、 、

常
50.00

福 50.00

50.00

Sally Tan 福 、智 48.00

、 心心 30.00

智 、 30.00

、 、 心 、 26.00

、 20.00

家 、福 、 20.00

20.00

韻 韻 、 20.00

焜 、 20.00

、福 10.00

王 福 10.00

福 10.00

500.00

、
50.00

先、 、十 一 福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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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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

1969 5月3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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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 :                                                                                            Amount            :

                                                                                    
Contact os :                                                                                            Che ue o      :

                                                                                                        
Address :                                                                                            Postal Code     : 

 Fund trans er  a  o  B   a o  S SS

	 10 上 在 1 2 在	 	 加上 号
  For  and a o e  ou a  hoose an  ite  in option  or B e o  ease ti  at appropriate o
 

	  / a e a ish ( ame)                 	 	  / rans er erit to ( ame)
                         

       		智    / isdom                                                   		福    / Fortune and isdom 

       		     / ealth                                                     		     / Longe ity

       		     / Free From Impediment                                		     / Attain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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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an angBuddhist
 orong  e ang  Singapore 

 Please send crossed che ue made payable to an ang Buddhist
  orong  e ang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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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NEED YOUR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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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佛教总会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59 Lorong 24A, Geylang Singapore 398583
Tel: 6744 4635     Fax: 6747 3618 www.buddhist.org.sg

日期	 :6/6/21(星期日)

时间		 :9am	-	5pm

地点		 :三楼佛教礼堂

	 实体	/	线上
	 	

电话报名	 :6744-4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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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号：100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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