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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总活动

佛历2565卫塞活动

处世以慧
我国总理李显龙于5月26日，在他的面簿页面
分别以中英文祝贺佛教徒欢庆卫塞节，他说：
“今年的卫塞节，因为疫情的关系，佛教徒只
能以其他方式纪念释迦牟尼佛的诞辰、成道和涅

■

一峰

■

今年，佛总以“处世以慧”是庆祝佛历2565年
的卫塞活动，活动内容包括：供灯、浴佛、小型义
卖、祈福，以及佛理开示等，并邀请文化社区与青
年部部长唐振辉为主宾。

。希望各位善男信女省思佛法和行善之际，照顾自

唐振辉部长在佛教总会会长广品法师、 副会长

己和他人的健康与安全，过个有意义的卫塞节。”

广声法师、秘书长苏曼纳、副秘书长陈友明居士的

此外，李总理也在他的英文稿中提说，他为新
加坡佛教总会为信众举办线上直播感到欣慰。
自去年新冠

陪同下，先巡视了义卖会现场，继而到礼堂进行浴
佛礼拜，并与佛总理事会面交谈。
最后众人移步到会议室进行交流。

病毒肆虐开始，
佛总首次以线上

部长深表赞许

直播的形式与佛

部长过后在其面簿上，对于佛教总会能够提供

徒庆祝佛诞，积

卫塞线上直播活动表赞许，他写说，每逢卫塞节，

累了上一次的经

成千上万的佛徒会云集于寺院礼佛供养，例如三步

验，并依循着政

一拜、传灯、浴佛等。今年大部分的活动明显地缩

府颁布的最新防

小范围，甚至改以线上进行。在这样困难的环境

疫措施，尽量让

下，我感谢新加坡佛教总会对于目前情况的理解。

佛徒有接近实体

部长也明白，很多人在这段期间寻求宗教的慰

的体验，并添加

藉，他希望大家可以克服疫情所带来的种种困扰，

了不少活动内

更希望待疫情减缓后，可在某程度上恢复一些社区

容。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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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佛、供灯仪式
他也指出，广品法
师展示了佛教总会现场

唐振辉部长

由广品法师代为供
灯。

直播的一些布置，这都

同时，由普

是千禧一代精心努力的

恩法师主持祈福活

成果。如此一来，佛徒

动、定融法师的佛

们可以随时上佛总的面

理分享“处世以

簿上去观赏卫塞活动的

慧”，及由广品法

情况。

师与心法师主持

广品法师也指出，

的“AskShifu”(请

今年的活动是以线上线

教师父)的佛法答

下同时进行，虽说防疫期间有诸多不便，但是因为

定融法师的佛理分享
“处世以慧”

问单元。

通过线上直播，超越了地理环境的限制，受益群可
能比往年更多，对于推广与传播佛法方面有更多助

佛法的善巧方便

益。他亦表示，这主要由佛总青年团一群热心的年
轻人和佛总佛学班同学会、友园成员所策划的。

不管是线下的浴佛与义卖，或是线上的供灯与
佛理分享，都显示了佛法的灵活与善巧方便。突如
而来的疫情，让民众有点措手不及的同时，也加快

信众需事前登记

了他们去适应高科技崭新的生活方式。

卫塞庆祝自然少不了的浴佛与供灯，但为了

新的改变让原本的线上活动与学习形式更趋成

遵守我国防疫安全措施，在同一时段到现场参与浴

熟，普罗大众对其的接受度也随着提高，值得高兴的

佛、供花与义卖会的信众以每个时段50名为限，为

是，随着传播形式的改变，佛教可以借此弘扬至更远

了有效控制人流，佛总要求信众必须事前登记，才

更广泛的区域，将佛陀的慈悲济世精神传遍全球。

允进入庆祝会场。

疫情当前，佛教徒在庆祝卫塞的同时，应谨

除了实体供灯，佛总也举办线上供灯活动，
许多有兴趣的信众都通过网络报名。在庆祝当日，

记佛陀的教诲将将之融入生活，悲智双运，造福人
间。

唐部长参观义卖现场与图文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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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普恩法师主持祈福

唐振辉部长与佛教总会各执监委员相谈甚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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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塞庆祝活动系列

去年的佛总卫塞庆祝活动添增了“Ask Shifu" (请教师父)这

信
众
有师
惑父
，
来
解
■

一峰整理

■

个栏目，主要是采用轻松问答的形式来为佛徒解答一些佛理，深
受信众的支持，现将部分的内容节录如下：

佛教徒一直对佛教的传承不太理解，可否请师父
解释？
广品：佛教有三个传承：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佛教由释
迦牟尼佛于两千多年前创建于印度，后开始向境外传播，发展成
为世界性宗教，形成了不同语系的教派。一般的分法是，传入中
国、日本、朝鲜等国家的，以大乘佛教为主，经典以汉文为主，
称为“汉传佛教”；另一支传入中国西藏、尼泊尔、不丹等国家
与区域的，特色是大乘与密教相融合，，经典属于藏文系统，称
为“藏传佛教”；至于流传至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老挝等地
的，以上座佛教为主，属于巴利文体系统，称为“南传佛教”。
这三大流派也是所谓的三大语系佛教，但不管什么传承，佛法只
有一个，没有高低上下之分，平等不异，只要可被三法印验证，
即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 寂静，就是属于佛教正法。
心：居住在新加坡的佛教徒是有福报的，因为这里的人可以
接触到三种流派的佛教，但不管哪一个流派，都是从最基本的”
五戒“作为起步。另外，本地政府也让居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
这是让我们感恩的地方。

如何通过佛法处世以慧？
广品：最简单的一个法子就是时时观照你的“心”。每逢起
心动念的时候，想想这样做是否会利益到别人或是伤害到别人？
如果是伤害别人的，就不要做；如果是利益众生，就可以行动。
如果在行动之前，懂得这样去思考，就是“处世以慧”了。
心：学佛者的核心就是开启智慧，所以我们的言行举止亦要
体现智慧，即便是做慈善，也需要运用智慧。举例来说，如果我
们供食予其他人，我们必须事先细想，接收者是否能享用到我们
的食物，我们不能只是盲目地施予，必须考虑到可能有些食物并
不适合，例如过期的食品等，如果接收者不能受惠，那就失去馈
赠的意义了。所以，记住啦，慈悲喜舍也需要智慧辅助的。

年轻人如何在家修习佛法，特别是在家所受到的干
扰特别多？
广品：我们应该感谢科技，让很多在家人也可以接触到佛
法。他们可以到现场、也可以留在家，通过参与线上佛法讲座。
我们在材料的准备上做了一番的整理，有程序地介绍佛法，内容
上尽量不要使用太多的佛教名相，尽量使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
以免他们听不下去中途放弃。在时间上，我们也安排得不长，因
为我们留意到一个人的注意力是不能长时间维持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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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年轻人如何在家修佛，不妨将一些佛

绪变得清晰，智慧也就因而产生。

法融入居家生活，例如孝道。既然目前我们常留

广品：静坐是一个广泛的说法，静坐是一个

在家，对父母的时间也较多，何妨利用这一段时

方法，目的才是重要。佛法和静坐的目的是最后

间对父母尽心尽孝，对家人常怀慈爱之心，减少

放下一切，才能成佛。

与家人的争吵，也是一种佛法修行。上线听法师
解释，是学习佛法的理论，但是生活，却是让你

佛陀教导过诵经教徒去消弭病毒吗？

实践佛法，居家无疑是最佳的一个修习场所。此

广品：南北传经典都有，例如北传的《药师

外，在家还是可以修习“五戒”、实习“正念”。

经》，我们一直都有念诵回向。但也有一句话，

至于你说的干扰，可能是因为缺乏一种动

法力无边，业力无边，人类必须经过一些磨练，

力，有时候，可以上线根据视频的指导，花一个
小时的时间来坐禅。其实，很多人对坐禅有个错
误的理解，认为是坐得越久越好，其实不然，坐

才能够成长。
心：是的，我们也有每天都有诵经，在疫情
期间诵得更多。

久了可以经行，可以在家里来回地走。此外，只
要保持正念，扫地可以修行，冲凉时候也可以修

到处弥漫着疫情氛围，怎样去除恐惧？
广品：如果尽了自己的责任，戴口罩、洗

行。
广品：是的。生活中的行住坐卧都可以修

手等基本动作，保持运动、休息，保持好心情，

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行走的时候行走，该

自己尽了力，又何必恐惧呢？打防疫针，保护自

睡觉的时候睡觉。佛陀教导弟子，饮食的时候，

己，保护家人。感到身体不适时，马上就医，所

不可以散心，边吃边讲杂话。拿起饭碗，提起筷

谓“病从浅中医”，这样就不会产生恐惧。

行。

子，观念每念，一口一口地吃。

心：恐惧来自无知。所以找出自己的恐惧所
在，如果你将自己的惧怕原因逐一分析，就会发

线上有很多的静坐课程，这与佛教的静
坐有何分别？

现恐惧最深层的原因可能是执着。我们害怕，因

心：佛教静坐基本上是追随着佛陀的指导，

会导致死亡，可归根究底，我们惧怕，是因为我

如果你在线上的静坐课程也是根据佛陀的指导

们对自身的执着。如果我们再深思，酒客了解到

的，那是可以接收的。佛教的指导主要以“戒、

生命的脆弱性，生老病死是人一生必定经历的路

定、慧”、“五戒”、“八正道”等佛陀教诲为

径，即便现在躲过病毒，往后也会因为疾病或年

依据，对于在家弟子，可以通过静坐自我沉淀、

老而终结生命，当你对生命本质有清晰的了解之

观照自己平日修行是否做到“五戒”或“八正

后，就不会那么惧怕，如果恐惧感还不能消除，

道”的要求，进而净化思想。如果经常修习，思

可以尝试静坐来镇静心情。

为我们惧怕死亡，我们惧怕病毒，因为感染病毒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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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塞庆祝活动系列

定融法师佛理分享：

■

一峰整理

■

处世以慧
最近，天灾、人祸连连，除了新冠病毒肆虐，

智慧的作用是对治我们内心产生的烦动恼乱。

还有香港、缅甸、印度、以巴等地的纷乱，造成人

佛陀指出，有情众生的苦痛，主要是源自认知上的

心困惑，忐忑不安。处于这纷乱的世间，我们应

错误导致错误的行为而造成的。反之，思想和认知

以何为导向，去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困扰呢？答案就

正确，行为也会是正确的。

是：“智慧”。
处于世间，如果没有智慧将如何呢？那就会在

“想法导致行为，行为导致结果。”从这个逻
辑上，我们来了解如何去处理人生的问题。

遇到人生障碍和挑战时，无法理智处理，以致烦恼

当然，想法、行为、结果这三者之间也会相

不断，时时刻刻战战兢兢，活在黑暗之中，最终形

互影响。简单地说，处于这世上，我们必须要 - 想

成恶性循环，轮回不已，甚至人身难保。

对、才能说对、做对，至于该如何做到，这就要靠

人要避免堕落，就需要智慧。

佛法的智慧。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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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需要智慧？
确定正确观念可以引导我们离诸邪见等不善
行，应该以慧为导，处世以慧。
智慧分有正见(世间)和般若(出世间)两种，如

善巧，也是智慧的一种，如四摄法。
《佛遗教经》曰：“实智慧者，则是渡老病
死海坚牢船也，亦是无明黑暗大明灯也，一切病
者之良药也，伐烦恼树之利斧也。”

果能提升入世的正见，就可能达到出世的智慧。
如何培育智慧？我们必须首先确立正见，须知
智慧的增长，不是求求拜拜就可获得，而是通过系
统化的方式去修习，通过闻思修、戒定慧循序渐进
去培养。

如何确立正见灭除烦恼？
烦恼由粗到细分三个层次，修行也是由低到
高分三个阶段：
首先持戒，能去除违犯性的烦恼；例如种

除了智慧，佛教也强调培养慈悲心；如果我们

种错误的行为如打、杀、抢、奸淫等所引起的烦

将慈悲与智慧同时发挥，才能产生巨大的效果。懂

恼。然后修定，去除困扰性的烦恼；这种烦恼指

得悲智双运，人生的问题就能处理得很好。

的是还没有出现在言行上，但已经在心里酝酿

智慧可分为世俗智和胜义智。世俗智诠释世间

着，虽然还未呈现出来，但感觉得到。最后透过

相对的真理，如哲学、科学、医学等，针对宇宙人

修慧，去除潜伏性的烦恼。所谓潜伏性，是指现

生有其一套的看法。但世间的智慧仍不究竟，因为

在没有违犯，没有发生，因为缺乏因缘，可我们

它只是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上的一些问题，无法帮我

要防范于未然斩草除根，否则他日春风吹又生。

们消除烦恼和解脱生死。
胜义智是出世的智慧，它是最彻底和究竟的真
理，可以解决生死流转的一种智慧。

戒定慧各有不同的内容，以对治不同层面
的烦恼，不是只修一项，其他的能够自通。要开
启无漏的智慧，必须以戒、定结合闻思修作为助

一直以来，佛法就受到一些伟人的认同，如：

缘，否则无法成就智慧。修学佛法要有系统和次

爱因斯坦：“如果有一个能够应付现代科学需

第，不是杂乱无章的去进行。

求又能与科学共依共存的宗教，那必定是佛教。”

修行，则可从这里开始：

孙中山：“佛教乃是救世之仁、哲学之母，研
究佛法可佐科学之偏。”
现代科学研究的发现，佛陀早在2千多年前就
已经向世人宣说了。

首先确立正确的知见和对佛法的了解，以
培养正确的人生观。正见乃八正道之首，如人眼
目，航海的罗盘，所以我们要以正见作为修行的
先导与基础，没有正见，修行就成了盲修瞎炼。
建立正见之后，我们看事物就会更透彻，不

佛法智慧的分类

符合正见原则的言行就不去做，而修持佛法也会

智慧，是佛教最殊胜的内容，最能代表佛

事半功倍。一旦有了正见作为生活依据或助缘，

教的特质。许多佛教经典有提到慧的不同名称包

即便无法解脱生死，也不会堕入恶道。经云：“假

括：般若、观、忍、见、智、方便、光、明、

使有世间，正见增上者，虽复百千生，终不堕恶

觉、正见、正思维、择法等。

趣”，充分说明正见的重要性。

智慧的学程可分为“生得慧”、“加行慧”
和“无漏慧”。
“生得慧”是指与生俱来的智慧，有情生来
具备分别抉择，思考辨别的能力；“加行慧”则
是通过闻思修，依着坚定的信念和精进的行持，
产生高度的理解、思考、抉择的一种智慧。
学佛者的修学过程必须按部就班，以闻思修
慧为基础，从而引发“无漏慧”，断惑证真，解
脱生死。

正见可分为“世间正见”与“出世间正见”。
世间正见有四类：
1.正见有善有恶——如道德或不道德，清净或
不清净，利他或损他；
2.正见有业有报——确信众生所有的一切果
报，是由于业力所招感；
3.正见有前生有后世——众生造作了种种的
业，随着这样的业力，而感招来生的果；
4.正见有凡夫有圣人——了解凡夫在生死中相

不管是自度还是化他，必须要有智慧，尤其

续流转，确信经修行而得证的圣者，能解脱生死。

度化众生，更加必须具备善巧摄众的能力。这种

如果没有善恶因果观念，人们将以为无需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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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为所欲为。这样的邪知邪见将

可以修习“四谛”去对治。我们应该了解流转因

导致世界大乱。

果，是一个因导致一个果，所以一直循环不息。为
了灭除，让其不再生起，所以有了还灭因果的对治

怎样转凡成圣？
若要修出世间的智慧，就要理解“四谛”与
“缘起”。
所谓“四谛”，即是苦、集、灭、道。主要内
容如下：

之道，亦是之前提到的戒定慧。
除了四谛之外，也必须了解“缘起法”。佛陀
在菩提树下证悟的就是缘起法，这是佛法的整个核
心，四谛是佛法的总纲，目标是趣向涅 。
缘起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宇宙间的事物一切

流转因果

的成住坏空，都是一种自然的规律，没有任何力

苦：(果)世间生命的苦的现实真相。

量去操控的，一切皆是因条件聚合而生起，条件解

集：(因)导致苦的烦恼与造业之因。

体而败坏，所谓：缘聚则生，缘散则灭。例如人是
地水火风或四大五蕴的结合，树木花果则是种子、

还灭因果

阳光、水分、因缘和合所产生的结果。《阿含经》

灭：(果)烦恼止息而苦果不再生起。

云：“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

道：(因)对治烦恼达涅 的戒定慧。

作如是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

苦是世间普遍的现象，例如每一个人都需要经

故彼无，此灭故彼灭。”

历生老病死等种种人间疾苦，生活中的种种磨练，

世间万物互相依赖，互相依存，不可能独立而

如工作、人际关系等，这些苦的结果来自于什么？

生，每一种法的形成，都离不开因缘的基本规律；

人一直在生死流转，原因是什么？

世间就是依循这样的法则而存在。这就是佛陀证悟

集就是我们烦恼的源头，烦恼包括无明，贪

后向世人宣说的殊胜真理。希望我们依佛教诲：勤

爱等，因为这种种原因，导致我们生活中种种的困

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处于世间能以慧为导，趣

惑。

向烦恼止息的光明菩提大道！
既然有烦恼，就要好好去对治。如何对治呢？

线上链接：https://youtu.be/R1DGn_pkv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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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塞节特备节目》
《卫塞节特备节目》

. 梁萍
. 梁萍■
整理
整理

■ ■

■

与
与广品法师
广品法师谈
谈忍辱
忍辱
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广品法师于5月25日(星期
二)晚上8点15分接受958城市频道梁萍的访问，现将
访问内容整理成文字与《南洋佛教》读者分享。
梁：听众朋友，每一年的卫塞节特备节目，我们都
会谈一个主题，今年就来说说佛教教义中的忍辱。佛教
六度中的第三度。 广品法师您好！
广品法师： 你好，大家卫塞节快乐！
梁：每一年我都邀请广品法师跟我们谈卫塞节的
一个主题，今天先说一说佛教教义中的六度。
广品法师： 在佛教里面，我们也提到六度，什么
叫六度呢？
那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止观)和
智慧。
忍辱是其中一个。是六度中的第三度。
梁：在现实生活里，我们必须怎么去看“忍辱”?
广品法师：一般人会认为，
“忍辱”就是忍气吞
声，对一切的冤枉、侮辱、毁谤、打击，都应该全部接
受，没有反抗的余地。这是狭义来认识“忍辱”。其实，
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忍辱，不是一味、无谓地忍耐，而
是处于智慧的忍辱，我们避免因为忍辱而遭遇到灾
难，遇到挫折更要正面接受它。同时思考如何改进，
经过努力来改变，使得我们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改善，
使得社会更融洽。所以忍辱就是安己安人、和众共济。
在佛法里面，讲的不单单是个人的忍辱，更重要的是
我们为众生忍辱。古人说：
“小不忍，则乱大谋”，也说
“提得起，放得下”，这些都是处于智慧的“忍辱”。
什么是辱呢？我们一般对辱有个狭隘的看法，以为是
对我的侮辱而已，不是的，
“辱”扩大来说，就是一切
不如意的事。比如说，这次疫情来了，我们大家完全没
想得到，可是我们面对它，我们就能够接受。而接受之
后，我们就要想办法去处理，过程中遇到许多阻碍，束
手无策，但是你必须忍受，如果无法忍受，那你可能会
影响到你身边的人。比如你戴口罩，我们知道戴口罩
不单单是给自己一种保护，也保护我们自己的亲人，使
得他们不会受到无辜的感染。因此，我们接受的话，不
但对我们有利，对他人有利，不会带给别人不方便，所
以不会把事情弄的糟。因此，你不愿意接受“辱”，你会
把事情搞大，而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所以忍不是无能，而是一种智慧。修“忍辱”会
让你变得越来越强大，有大智、大勇、大力。因此，佛
陀也讲——忍辱是大力。所以我们要做内心有正能量
的人，当你内心有力量，你就拥有智慧的人生。

梁：传统上，我们经常都把忍辱当成是“凡事都要
忍耐”，其实应该扩大这个思维，就是在忍的当儿也要
想办法去解决。刚才法师您也提到“智慧地去处理忍
辱”，这里面就有一定的学问了。
广品法师：是的，智慧其实是要用在当事情还没
发生之前，我们做好准备，我们也曾经经过一些事情，
也经历过忍辱，重要的是过后要想办法去改善。因此
下次再遇到相同的事情时，我们就知道如何去处理问
题， 不是一味地去忍受。
现在的生活不一样了，我们不是生活在古代，我们
必须用现代的智慧来解决现代问题。比如说水源的污
染，安全饮用水的缺乏。
我看过新闻提到，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经
济体量最大的国家，他们面临着从北方缺水到南方水
污染的各种与水有关的挑战。人们仍在努力寻找适合
饮用和卫生的水。尼日利亚还是非洲水传播疾病儿童
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看这些严重的环境问题，饮用
水和空气的污染、化学品和垃圾的不当处理、安全等，
可对非洲大陆居民的健康造成严重威胁。
我们要怎么样忍受种种因为环境带来的不利因
素？我们如何去改善？比如说：我们用科技，引用科技
将污水化为净水。
梁：也就是说，必须以现代的眼光看佛陀的教育。
广品法师：是的，佛陀的教育没有时间的限制，时
代的限制。
梁：广品法师刚才提到忍辱之后，要设法改善，才
是积极的心态，要从这个层面来理解“忍辱”。
谢谢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广品法师，从现代的视
角要探讨佛家的“忍辱”这个修行。
广品法师：在这里我祝福大家卫塞节快乐，身心
安康，家庭和乐！
《卫塞节特备节目》与广品法师谈忍辱,梁萍制作。
鸣谢Mediacorp CAPITAL 958城市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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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Primary 5 Adventure Camp
to Primary 5 Team-building Camp
The Story of a Primary 5 Camp during the COVID-19 Era
■

Written by : Mr Abdul Khabir Bin Abdul Razak, Teacher (PE)
Mr Rahmat B Sanip, HOD (PE)
Mrs Chung-Wee Shi Ming, HOD (CCE) ■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2020 ushered in
a period of uncertainty. To control and prevent the
spread, strict measures had to be instituted nationally. Many school activities, including the Primary 5
signature programme – 2020 Adventure Camp, had
to be cancelled.
Keenly monitoring the national posture to progressively return to normalcy safely, the Maha Bodhi
School PE Department went on full steam to plan for
the 2021 Primary 5 Camp at the end of 2020. The
whole team was hopeful and determined to present
the learning opportunity to our 2021 Primary 5 cohort and not let them experience what their seniors
in 2020 did. Besides the national restriction against
overnight stay, the team also considered the Safe
Management Measures (SMMs) in their planning so
that pupils can learn in a safe environment.
Many hours were spent discussing and planning for the 3-day camp. The team then decided to
focus on high elements as it would be a challenging
experience for the pupils and fulfil the main objectives of the camp. Other accompanying activities
would be the team-building activities at the low
elements stations. However, MOE called for a halt
for all high elements activities in January following
an investigation on an unfortunate incident during a
camp conducted by another school. This meant that
none of the high elements activities that the team
had planned for could be carried out.
With a renewed focus, the team took the chance
to explore opportunities to collaborate with other departments to continue to make it a successful and
meaningful camp. After a few rounds of discussions,
the CCE Department gladly came on board to helm
the activities on Day 3. The PE department would
focus on team-building and fostering team spirit dur-

ing the first two days while CCE department would
follow up with pupils putting into practice what they
have learnt on the third day.

The Start of the Camp

On 12 April 2021, our Primary 5 pupils gathered
in school prior to their departure for the campsite at
Jalan Bahtera Outdoor Adventure Learning Centre
(JBOALC). They met their group instructors in class
and were issued coloured wristbands which distinguished them in groups of not more than eight. The
pupils then headed down to the basketball court
where our school’s Principal, Mrs Elaine Quek, gave
her opening speech to officially declare the start of
the camp and send the pupils off.
When pupils arrived at the campsite, they were
immediately taken to their respective venues to
begin their first activity of the day. There were five
main activities for pupils to complete over two days.
During the first two days, the pupils experienced
an array of activities which were designed to bring
forth values like resilience, compassion and excellence. The activities placed pupils in situations
where they were required to demonstrate teamwork
and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in order to complete
the tasks assigned success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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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venger Hunt

Classes that started with ‘Scavenger Hunt’
gathered at the canteen for a briefing to understand the tasks they had to complete. They were
also informed of the rules, and more importantly,
the safety considerations, while moving around the
campsite. Pupils had to gather codes from all 20
checkpoints which would then be used to figure out
the combination code to open their treasure chest.
The objectives of the activity were to allow pupils to
experience the importance of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and teamwork as they had to decipher clues
together and move around as a team.
Each group was given a satellite image of the
campsite and were asked to plan the route to reach
their checkpoints. After some preliminary planning,
the groups set off to the various locations. At each
checkpoint, pupils had to look for a code which had
been placed strategically at that area. They had to
note down all the codes they found in their worksheets and to use them to crack the final code. They
were elated when they figured out the final code to
unlock the padlocks to uncover the cold refreshing
treat in the treasure chest. They definitely deserved
the reward to replenish their energy!

groups based their designs on a theme or familiar
characters to dress their mascot. When it came to
selecting a team member to be the mascot, some
groups chose those with the ability to catch the
ball well while others went with those who were
comfortable to take on the role. Flexing negotiation
muscles and developing decision making skills were
an added bonus for this activity.
The atmosphere was definitely more intense for
the trebuchet-building groups as compared to the
mascot-design groups. For many of the pupils, it was
the first time they had to build such a structure. With
some guidance from their instructors and teachers,
the groups began to carefully plan how they wanted
to build the found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ir
trebuchet. As the pupils started building them, they
tested the integrity of their structures before reinforcing them and completing the structure with the rest
of the poles given.
Finally, when both groups had completed their
tasks, it was time to test how far their trebuchet was
able to launch the tennis balls. Some groups were
able to launch further than others and some even
launched further than where their mascots were.
With all that teamwork, it was not surprising that at
the end of the day, all groups were successful in
building a functional trebuchet. As pupils removed
the strings and tapes to dismantle their trebuchet
after the activity, they chatted and laughed at how
some of their launches went terribly wrong and
spoke about how, at the start, they never thought it
was going to be possible to build such a structure.
And with teamwork, they can!

Trebuchet Challenge

The second activity that pupils participated in
was the Trebuchet Challenge.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activity was to develop pupils’ design thinking
skills to come up with practical designs and solutions
to the tasks at hand. This activity required each group
to split into two sub-groups. One group was tasked
to design and dress up their class mascot using the
props and materials given while the other group was
to build a trebuchet. The trebuchet had to be stable
and secure enough to launch a tennis ball over a distance towards their mascot who would catch the ball.
The mascot-design group took time to discuss
and plan how they wanted to design their mascot.
Some groups went with the flow and included all
ideas contributed by their members while other

Trolley Challenge

The third activity challenged the group’s coordin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Those were the
main essentials to successfully complete the task
in the Trolley Challenge. Pupils had to synchronise
their movements and collect specific coloured balls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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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ensuring that everyone’s foot stayed on the
plank. In the beginning, many groups failed to move
as one unit as they were too fixated on the outcome
of collecting the coloured balls as quickly as possible. Through some mediation and prompts from
their camp instructors, they took time to re-calibrate
and adjust their strategies and came up with new
strategies that would work best for them.
The pupils learnt that in a team, there needs to
be someone to take the lead and give verbal cues to
determine when to make a movement. Throughout
this activity, many leaders emerged from the various groups to organise and lead their groups. Some
groups had their members take turns to lead while
others were happy to follow pupils who stepped
up to take the lead. For the leaders, there were
those who naturally led with much patience while
others had to learn to manage their expectations
and leadership style when things did not work out
as planned.
It was indeed a rich learning experience not
only for those leading, but also for the other team
members when they realised at the end of the day,
to succeed, it had to be a collaborative and collective effort. This deceptively easy-looking activity
required the best effort from everyone to work as a
team to complete the task fast!

Low Elements Activities

For the low elements activities, only five stations which do not require pupils to be in direct
contact (i.e. holding hands) with one another were
cleared for use. However, to foster a sense of trust
within the group, pupils were allowed to stand at
both sides of the obstacle to provide their friends
with the assurance that in an event that they lost
their balance, there were others who were ready to
give support. The teachers, instructors and station
masters were also always close by to give additional
support if required. Some pupils breezed through
the obstacles without any hesitation while others

needed to gather confidence with the encouragement from others before attempting them.
The low elements provided the opportunity for
pupils to step out of their comfort zone and also show
their support for one another. We are proud that our
pupils gamely attempted all the obstacles and took the
safety of their friends very seriously during the activities.

Archery

The last activity allowed our pupils to experience archery where they learnt how to shoot the
foam-tipped arrow using a bow. Before being allowed to handle the equipment, our pupils had to
attend the safety and equipment briefing so that they
were aware of the safety considerations and how
to don the safety gear. It was essential as it was
the first time for a majority of our pupils to handle a
bow and an arrow.
After their briefing, groups donned the safety
gear and went to the shooting range where they
attempted to shoot at the targets. The experience
sparked an interest in archery for many of the pupils
as they were constantly asking for more tries. While
some did not manage to hit the target at all, they
wrote in their reflections that they were grateful for
the experience and definitely looked forward to other
possible archery-related activities.
After two days of activities and braving it out in
the sun at the campsite, the pupils were ready to take
on the last day of the camp in school. It promised
to be meaningful as they were embarking on the
Values-In-Action (VIA) project, Waste Not Want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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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s-In-Action Project Waste Not Want Not

ing in everyone’s input, the teams conceptualised
their presentation and agreed on how everyone in
the team could be involved in the project in the next
few weeks. Their common goal was to promote
responsible decision-making related to going green
to their juniors effectively.

Conflict Resolution

Public Speaking

The Primary 5 Values-In-Action Project,
Waste Not Want Not, is part of the school’s Applied
Learning Programme (ALP) entitled “ELECTA@
MBS - Empathetic Listeners. Effective Communicators. Trailblazing Advocates”. Through various
programmes, our school aspires to nurture each
pupil into an empathetic listener who responds to
feedback and respects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
effective communicator who speaks confidently; and
an advocate who has innovative ideas, speaks up
and takes action to make a difference in response
to the needs of the community and environment;
thereby impacting others positively.
The pupils reflected on their outdoor learning experiences and the challenges they faced in communicating their thoughts and feelings during the activities.
They delved into how conflicts that they faced during the activities could be resolved in different ways.
The pupils learnt the importance of putting themselves
in someone else’s shoes, withholding their judgement
and brainstorming for win-win solutions. With guidance
from teachers and instructors, the rich discussions
equipped them with useful tips before they kick-started
their preparations for the project.

Learning about Pulau Semakau

The project required the pupils to leverage
their experiences working with others to prepare a
meaningful sharing that educates their lower primary
juniors on going green. First, they learnt about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Singapore in managing waste.
Many pupils shared their thoughts about the limitations of Pulau Semakau and how Singaporeans
could play a more active role in reducing waste.
The pupils proceeded to research on the 3Rs,
“Reduce, Reuse and Recycle”. Some explored the
possibilities of weaving in a demonstration of an
easy upcycling tip during their presentations. Tak-

To adequately prepare the pupils for the sharing, the pupils went through 2 sessions of publicspeaking workshop conducted by Speech Academy
to hone their public-speaking skills. Via zoom, the
pupils learnt about verbal and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They picked up tips related to the appropriate
use of body language whilst speaking, expressions
to draw the audience to the speaker, the choice of
words to ensure clarity and the tonality to enhance
the presentation.
Although the activities that pupils experienced
during the camp had their individual objectives, the
overarching objective for the camp was to present
the pupils and their form teachers the opportunity
to bond and get to know one another better to
achieve better team spirit, teamwork and to grow
together as a class in their final two years of their
primary school life together. The three days had
been a great learning experience not only for the
pupils, but also for the teachers and we are truly
grateful that during this COVID-19 period, our pupils
were still able to have memorable experiences they
could talk about.

*Note - The camp was carried out when Singapore moved into
Phase 3 – Reopening stage. All activities were conducted in line
with Phase 3 Safe Management 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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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 不在 坐

■

文. 远尘

■

坐禅是修禅者进入禅定、智慧之境的重要修学方

对各种善恶等外境时，没有妄想分别之念，内心专注

法。一般所说的坐禅，就是禅者结跏趺坐，不起思虑

一境，就是坐禅。假如一个修禅者执着于坐禅之相，身

分别，系心于某一对象的精神状态。很多禅学典籍中

虽跏趺而坐，内心妄念纷飞，也不能称为坐禅。

对坐禅的方法都有规定。例如《敕修百丈清规》卷五

六祖惠能禅师的弟子南岳怀让(677—744)也主张

《坐禅仪》条中，指出坐禅应息心静虑，节制饮食，于

禅不在坐。怀让禅师是金州安康(陕西汉阴)人，俗姓

闲静处结跏趺坐，或半结跏，以左掌置于右掌上，二大

杜。他十五岁出家，起初学习律学，后来到曹溪拜谒六

拇指相拄，正身端坐，使耳与肩、鼻与脐相对，舌抵上

祖惠能，成为六祖惠能之高足，并随侍惠能十五年。

腭，唇齿相着，两目微微张开，并说坐禅而致疾病者，

唐玄宗先天二年(713)，怀让住于湖南南岳般若寺观音

乃不得其要之故。智 在《六妙法门》一书中，称坐禅

台，宣扬惠能学说，开南岳一系，世称“南岳怀让”。

时可能生起报障、烦恼障及业障等三种障，并说明对

弟子马祖道一继其法流，其后发展成临济、沩仰等宗

治各种障碍之法。

派。另有普化、黄檗等两宗亦属其法流系统。怀让于

不过，古代很多禅师都主张禅不在坐。只要能够
达到止心一处的禅定境界，不跏趺坐也是可行的。禅

唐代天宝三年示寂，世寿六十八。唐敬宗时，追谥“大
慧”。有《南岳大慧禅师语录》行世。

宗六祖惠能禅师(638—713)就反对弟子执着于跏趺坐

怀让禅师住南岳弘扬禅法时，有马祖道一独自居

禅。如惠能在《六祖坛经·坐禅品》中开示弟子云：
“此

住南岳传法院一庵中，一心坐禅习定，有人来访也置之

门坐禅，元不着心，亦不着净，亦不是不动。若言着心，

不理。怀让禅师到他跟前也不理睬。怀让观察他的神

心原是妄。知心如幻，故无所着也。若言着净，人性本

宇与常人不同，遂想起当年六祖惠能谶言：
“汝向后出

净。由妄念故，盖覆真如，但无妄想，性自清净。起心

一马驹，踏杀天下人。”怀让于是多方引导马祖道一。

着净，却生净妄。妄无处所，著者是妄。净无形相，却

一日，怀让禅师拿一块砖在庵前不停地磨。马祖道

立净相，言是工夫。作此见者，障自本性，却被净缚。”

一看到了也不吭声。见怀让磨砖很长时间也不停止，马

惠能禅师认为，坐禅并不一定要结跏趺坐，最重要

祖道一于是问怀让：
“磨砖作什么？”怀让禅师说：
“磨

的是不执着于心，也不执着于净。因为，心本来是虚妄不

砖作镜子。”马祖道一说：
“磨砖岂能成镜？”怀让禅师

实的，所以，应当不执着于心。又因为，人性本来清净，

回答：
“磨砖既然不能成镜，坐禅岂能成佛？”马祖道

由于妄想覆盖了清净自性，因而，不得见性。如果修禅之

一离开禅座说：
“如何即是？”怀让禅师说：
“就好像牛

人起心着净，就成为净妄，障碍清净本性，成为净缚。

驾车，车若不行，是打牛呢，还是打车？”怀让禅师又

惠能又言：
“善知识，若修不动者，但见一切人

说：
“你学坐禅，还是学坐佛？若学坐禅，禅不在于坐

时，不见人之是非善恶过患，即是自性不动。”修禅定

卧；若学坐佛，佛没有定相。对于无住之法，不应当有

之人，如果内心清净，不见人的是非过患，就是真正的

分别取舍之心。你若是想坐禅成佛，就是杀佛。如果执

禅定。惠能禅师又说，如果一个人虽然结跏趺坐，但开

着于坐相，就是没有通达坐禅之理。马祖道一听了怀让

口便说他人的是非长短、好恶，就与道相违。如果执

禅师的一番开示，当下豁然悟道。

着于心和净，就会障碍修道。

怀让禅师认为，修禅者要达到禅定境界，并不需

惠能禅师接着讲说了何为坐禅。经云：
“善知识，

要执着于跏趺坐禅。 因为，禅是修禅者内心专注于一

何名坐禅？此法门中，无障无碍，外于一切善恶境界，

境的宁静状态。只要能够做到内心没有妄想杂念，一

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惠能认

心专注一境，就是坐禅。若执着于形象上的枯坐，希望

为，自己的修学法门没有任何障碍。从外境来说，对于

通过这种方式达到禅定境界，就是有分别心。这样的

一切善恶境界，不生起妄想杂念，就是坐；从内在来

坐禅就等同于杀佛，如果执着跏趺坐之相，就是没有

说，能见自性如如不动，就称为禅。由此可见，惠能禅

通达禅理。纵然经过多劫修行，也难以凝心一处，进

师眼中的坐禅，并不是要跏趺而坐。如果一个禅者面

入禅定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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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
满
与

文. 王春华

里的弄潮儿，花好月圆之后，仍感到饥渴难耐；仕途

喜欢看月亮，而现在身处都

上的热衷者，连连攀升，脚底也还是踩不住个知足的

市，到处霓裳烁动，只有夜

台阶⋯⋯“世上无如人欲险”，欲望膨胀，则转化为

静关灯，月儿便皎洁地呈现

欲壑。“欲壑”也者，会将全副精力投注于个人利益

于空旷辽远的空际。静静地

的寻觅与追索。

看着月亮推移，让人不自禁
地想到“希望”二字。

缺
憾
■

记得小时候，我特别

■

希望是何时何地转化为欲望的，进而又变成欲
壑呢？

春天解冻时，枯秃的树

月有阴晴圆缺，皎月之完美，人间很是仰

枝，土里的种子，冬眠的细虫

慕，“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隆重的中秋节，

⋯⋯无不怀有萌动、复苏的

就显示着人们诚挚的景仰之情。实际上呢？人们所仰

强烈愿望。愿望就是希望，而

慕的“圆满”二字，最应当警惕。圆满的潜台词就是

美好的希望又总是与春天连

转机，盛极必衰，满盈则亏，完美与缺憾是相依相偎

襟。这个世界上，凡是抱着热

的，月亮一旦圆满，清辉当即减褪，开始下沉。这个

切希望、富有蓬勃活力的创业

世界上所有的圆满境界，全都是电光石火，稍纵即逝

者，哪一个不是风华正茂的年

的。问题是，人们对此习惯成自然，绝少去留意。

轻人呢？从朔日起始，月儿一

有鉴于圆满的短暂，朱光潜先生认为，“在现

天比一天皎洁，上升途中，不

实界绝没有所谓极乐美满的东西存在”，“这个世界

断充实着、弥补着自身的不

之所以美满，就在有缺陷，就在有希望的机会”⋯⋯

足与缺陷。鲁迅先生认为“不

先生在这里并未否认希望、欲望俱属于发展、前行的

满是向上的车轮”，我揣测，

动力，可值得警惕的是，一旦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身

这话很有可能就是望月时的感

上，希望发生异化的变数最大。诸多实践一再证明，

觉。“希望是生命的源泉”，

希望之转化成欲望，继而成为欲壑，正如月升月沉，

是成长的巨大活力。人之青

属于不可抗御的发展规律。

春，正像升起的月亮那样，希望的逐步实现，正依附
在不断上进的途中。
人的一生，感情与理念行进的轨迹，是希望在
先，欲望后随，二者是流水一样地连绵递进。在这
里，人们很少留意：希望潜移默化而成为欲望，而希
望与欲望的质地是截然不同的。

在这里，洪应明的话也非常耐人寻味：“老来
疾病，都是壮时招得；衰时罪孽，都是盛时作得。故
持盈履满，君子尤兢兢焉。”壮时、盛时，不就是人
生的圆满之时吗？
月之光晕，变化不息，持盈履满，正是微妙的
转折之当口；山登绝顶，就该下折；花红得泛紫，自

随着年龄递增，在切身利益不断提升、相继满

当萎谢；弓扯到极限，有可能断弦——人生的一切圆

足的同时，人会变得越来越实际。最初的希望，自

满状态，比如大富大贵、炙手可热，至高无上、安枕

然会渐渐地变成欲望。健全的欲望，属于正常的精

无忧，红得发紫、首屈一指之类的现象，无不潜伏着

神素质。但因为欲望的指向是日趋现实，与切身利益

转机⋯⋯

接轨，于是，无形之中，也就与初时的希望拉开了距

古往今来，追求圆满者数不胜数，敬畏圆满者

离。当欲望取代了希望之时，所谓的初心、初衷，也

寥寥无几。杭州灵隐寺有一副对联：“每有山峰，豁

便不复存在。

开眼界；常将月露，洗净心尘。”人生于世，更要明

欲望强劲时，人也就不知不觉地骑上了很难驾
驭的脱缰之马：经商者，总盼着赚个盆盈钵满；爱河

白“转机”二字的含义，我们要有敬畏圆满的心态，
才有可能进入最美的境界。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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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为大因缘
■

文. 王艺

■

笑岩德宝禅师(1512—1581)是明代临济宗高僧。

案，诘问德宝禅师。德宝禅师皆一一应答无滞。接着，

金台(今北京）人，俗姓吴，号笑岩，世称笑岩德宝禅

正聪禅师又举玄沙师备禅师“敢保老兄未彻”之公案，

师。德宝幼年时父母双亡。二十岁时，一日经过一个讲

诘问德宝禅师。德宝禅师道：
“贼入空室。”

肆，正好遇到一位法师在那里宣讲《华严经大疏》。

正聪禅师道：
“这则人案不草草。”

当他听至《十地品》中“世尊因中，曾作金转轮王。时

德宝禅师一听，便大喝一声，拂袖而出。

有乞者，来化国城妻子，头目手足，内外布施。王作念
言：
‘我今若不施与，向后百年，一旦空废，全无少益，
反招悭吝过失，不若施与，空我所有，益我功德’”这
一段时，恍然如大梦初醒，慨然叹曰：
“千古犹今，同

第二天早晨，德宝禅师又入室问讯，然后侍立一
旁。
正聪禅师旁顾侍僧，故意道：
“汝等欲解作活计，
这上座便是活样子也。”

一幻梦。富贵功名，纵得奚益？”从此，德宝便决志离

德宝禅师于是又震威一喝，拂袖而出。

俗出家。二十二岁时，投广慧院大寂能禅师座下剃度

此后，德宝又参访了几位善知识，得到诸多善知

出家。第二年就受了具足戒。受戒之后，德宝开始参学

识钳锤接引。在参礼诸方之后，德宝禅师又重新回到

诸方，发愿今生一定要究明宗门中事。

关子岭，参礼正聪禅师。

此后，德宝先后参谒过大川、月舟、古春、古拙

一日，天气寒冷。正聪禅师令德宝生炉子。正聪

等宗门三十多位尊宿，多蒙启发。后投湖北随州关子

禅师趁机便问：
“人人有个本来父母，子之父母今在何

岭龙泉寺无闻正聪禅师座下求法。最初礼正聪禅师，

处？”

德宝禅师便问：
“十圣三贤，已全圣智，如何道不明斯

德宝回答：
“一火焚之。”

旨？”

正聪禅师道：
“恁么则子无父母耶?”

正聪禅师一听，便厉声道：
“十圣三贤汝已知，如
何是斯旨？速道！速道！”
德宝于是连下数十转语，皆不契旨。德宝深感伎

德宝回答：
“有则有，只是佛觑不见。”
正聪禅师道:“子还见么？”
德宝回答：
“某亦不见。”

俩已尽，心路俱绝，然而又不甘心就此失败，于是奋志

正聪禅师道：
“子何不见?”

用功，以至寝食俱忘。一日，德宝提着菜篮子，在溪涧

德宝回答：
“若见，则非真父母。”

边洗菜。忽然有一根菜掉进水中，随着水流打转。德

正聪禅师一听，大喜。

宝捉了几次，未能抓住。就在这个时候，他豁然大悟。

德宝于是又呈偈曰:

他欢喜踊跃，提着篮子，跑回寺院。正聪禅师站

本来真父母，历劫不曾离。

在檐下，看到他喜不自胜的样子，便问：
“是甚么？”

起坐承他力，寒温亦共和。

德宝道：
“一篮菜。”正聪禅师道：
“何不别道一句？”

相逢不相见，相见不相识。

德宝道：
“请和尚别道来！”正聪禅师便转身回丈室去

为问今何在，分明呈似师。

了。

正聪禅师阅偈后，于是加以印可道：
“如是！如
到了晚上，德宝来到丈室请益。为了勘验他，正

聪禅师便举灵云睹桃花而悟道、赵州庭前柏树子等公

是！只此一偈，堪绍吾宗。”说完，便作偈相赠云:
汝心即我心，我心本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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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心同佛心，佛心同我心。

从佛陀对大事因缘的解释可知，佛陀是为了令众

佛如转轮王，佛法如王命。

生开佛知见、示佛知见、悟佛知见、入佛知见，才回入

佛子竖法幢，能令邪作正。

娑婆世间来为众生说法，让众生都能开示悟入佛之知

说完偈语之后，正聪禅师又咐嘱道:“汝谛受持，

见。简而言之，佛陀是为了令众生都能够开悟成佛，才

遇缘熟者，智愚皆度。续佛慧命，须待其人。”
德宝从正聪禅师座下接法之后，又在其座下服侍
多年。后来，辞别正聪禅师弘化一方，接引徒众。他先

来到世间为众生开示成佛的道理。佛陀悲愿宏深，为
了让众生都能脱离苦海，开悟成佛而来到世间广说教
法。
偈语中的“大因缘”，又称“大事因缘”
“一大事之

后住持过圆通、南寺、鹿苑、慈光、善果等道场。
德宝禅师弘法接引徒众期间，有一学僧入室参

因缘”，是指佛出现于世而说法，欲令众生转迷开悟。

请，问德宝禅师：
“承闻诸佛出世，为一大事因缘，请

《法华经》中则说大事因缘是指佛之知见，即开悟成

问和尚，如何是大事因缘？”

佛。

德宝禅师回答：
“着衣吃饭，屙屎放尿。”
学僧对德宝禅师的回答非常不满，没有行礼就径
直走了。
德宝禅师于是将学僧唤回，作一首偈语展示给他
看。偈云：
诸佛出于世，唯为大因缘。

既然诸佛出世，是为了令众生都能开示悟入佛之
知见，那么，修行者究竟如何修行才能开佛知见呢。
德宝禅师认为，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并没有奇特之处，
只要“屙屎并放尿，饥餐困打眠”就行了。德宝认为，
禅子都是在日常生活中悟道，并不需要谈玄说妙，故
弄玄虚。

屙屎并放尿，饥餐困打眠。

其实，禅门很多高僧都认为穿衣吃饭皆是佛法，

目前紧急事，人只欲上天。

运水搬柴无非妙道。如高峰原妙禅师上堂说法曰：

谈玄共说妙，遭罪又输钱。

“尽十方世界是个钵盂。汝等诸人，吃粥吃饭也在里

那位学僧一听，豁然大悟，便惭愧作礼而去。

许，屙屎放尿也在里许，行住坐卧，乃至一动一静，总

对于学僧请教如何是大事因缘的疑问，德宝禅师

在里许。若也识得，达摩大师，只与你做得个洗脚奴

以上面这首偈语作了回答。偈语大意为，诸佛出现于

子。若也不识，二时粥饭，将什么吃？参！”原妙禅师认

世间，只是为了一个大事因缘。这个大事因缘就是吃

为，吃粥吃饭、屙屎放尿、行住坐卧，乃至一动一静都

饭、睡觉、屙屎、放尿。但是，很多修行人认为，目前最

是参禅。禅子若明白这个道理，既不用心外求法，也不

紧急的事，只想往生极乐。他们只喜欢谈玄说妙，既遭

需崇拜高僧。若能如此，即便是达摩禅师来，也只得

罪又浪费钱财，与修道毫无益处。

给你做一个洗脚的奴才。

“诸佛出于世，唯为大因缘”，出自《法华经·方

唐代高僧大珠慧海禅师认为，佛法无用功处，只

便品》，该品曰：
“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

是“饥来吃饭，困来即眠”即可。据《五灯会元·大珠

于世。舍利弗！云何名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

慧海禅师》记载，源律师问大珠慧海禅师：
“僧人修

于世？诸佛世尊，欲令众生开佛知见使得清净故出现

道，还用功吗?”

于世；欲示众生佛之知见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悟佛

大珠慧海回答：
“用功。”

知见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入佛知见道故出现于世。

源律师问：
“如何用功?”

舍利弗！是为诸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

慧海回答：
“饥来吃饭，困来即眠。”

佛陀告诉舍利弗说，诸佛世尊是为了令众生都能
破迷开悟而出现于世。为什么说诸佛世尊只是因为一
件大事才出现于世呢？诸佛世尊为了使众生开启如佛
一般无二的智慧见地，让他们通过修证得到清净的果

源律师问：
“所有人都是这样，他们跟你的用功一
样吗?”
慧海回答：
“不一样，他们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
须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所以不一样。”

位，因为这个原因，诸佛才出现于世间。诸佛世尊未来

大珠慧海禅师认为，修行用功不需要攀缘外境，

向众生宣示与佛陀无二的智慧见地而出现世间。诸佛

执着物欲。也不需要心向外求，骑牛觅牛。只要在日常

世尊为了使众生悟解与佛陀无二的智慧见地而出现世

生活中，饿了就去吃饭，困了就睡觉。如此顺其自然，

间。诸佛世尊为了使众生踏上与佛无二的智慧见地道

自然就能开佛知见。由此可见，德宝禅师的屙屎放

路而出现世间。舍利弗，如上所言，就是诸佛因为一件

尿，饥餐困眠的修行理念，正是对大珠慧海禅师禅修

大事的因缘而出现世间。

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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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

慈悲心怀
■

在中国古代信佛的文人中，唐代诗人白居易是
一位最具佛教信仰和最有慈悲心的地方官之一。在
他的官场生涯中，始终心怀无限慈悲，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为当地百姓和佛教寺院做了很多好事，
深受民众和佛教信徒的爱戴。他曾说自己的所有善
举，都是为了“暗施慈悲与后人”。
白居易晚年在洛阳为官时，一次，看到位于
伊河的八节滩险情：八节滩七拐八弯，象一条巨蟒
盘踞在河面。滩上九峭石怪石嶙峋，险象环生；河
中水流湍急，忽儿似脱缰野马，奔腾直下，忽儿又
如乌龙绞柱，回旋翻滚。这时，一支船队正顺流急
驶而来。快到滩头时，船上的艄工纷纷跳入冰冷刺
骨的水中，用尽全力拖住船身，减缓船速，一步一
步，艰难地把船护送过滩。就在最后一只船将要过
滩时，只听得一位年老体弱的舵手一声惊叫，船撞
到了峭石上，船身碎了，老舵手被摔成重伤。河中
顿时响起呼天抢地的哭叫声。天寒地冻，冷风刺
骨，家仆多次劝主人回香山寺，白居易就是不愿离
开，直到船工全被救上岸，双腿冻僵了的白居易才
被家仆背回到香山寺住处。
白居易看到船民渡八节滩的艰险之后，心中久
久不能平静，他发愿要开凿这条吞噬船民生命的八
节滩。但开凿八节滩需要很多经费。为实现自己的
愿望，白居易一方面请求香山寺僧，另一方面游说
洛阳富绅，请大众合力施财开凿八节滩。经过两年
多的筹备，终于筹齐了所需资金。
资金齐备后，已经七十三岁的白居易决定亲自
主持凿石挖河，疏通河道。伊河一带的船民和石工
纷纷自发投入到开凿八节滩的行动中来。经过一个
冬天的紧张施工，八节滩内的九峭石被凿掉了，伊
河疏通了，多年的险滩变成了通衢。从此船民们再
也不用担心行船的险情了。

文

. 如意

■

在八节滩正式通船那天，白居易兴奋地作《开
龙门八节滩》律诗一首：
七十三翁旦暮身，誓开险路作通津。
夜舟过此无倾覆，朝胫从今免苦辛。
十里叱滩变河汉，八寒阴狱化阳春。
我身虽殁心长存，暗施慈悲与后人。
即将日落西山的白居易心中所想的不是自己，
而是受苦受难的众生。他希望能够在自己有生之年
为民众做一些慈悲善事，让子孙后代永不受自然灾
害的困扰。
白居易无论在哪里为官，都会将这种慈悲情怀
带到哪里。唐穆宗长庆二年(822)，白居易被任命为
杭州刺史。走马上任后，白居易的第一件事就是体
察民情，经过考察后，他得知杭州最紧迫的政务是
兴修水利，于是便投身这项工作。杭州城内原来有
六口水井，这六口水井与西湖相通，通过石渠将西
湖水引入井中，六口井杭州城内百姓日常饮水的水
源，此时这六口井已经堵塞。白居易动手疏通六口
井，保障了杭州百姓的饮水。
白居易对百姓的更大功绩是治理西湖。西湖不
但是旅游胜地，而且还是杭州重要的淡水源。白居
易到任前后，杭州一连几年气候干旱，西湖便成了
附近农田灌溉的唯一水源。白居易到杭州不久便兴
工修筑湖堤，比原来的堤增高数尺，以来阻挡钱塘
江的潮水涌进西湖，二来提高西湖的蓄水量。经过
白居易的精心治理，西湖不但保持了美丽的风景，
而且成为灌溉千余顷农田的水源。杭州农民再也不
受干旱之年的困扰了。
白居易以慈悲情怀为杭州人民做了许多惠及民
众的政绩。他因此受到杭州民众的爱戴。长庆四年
(824)五月，当白居易杭州刺史任期圆满，离开杭州
时，杭州百姓扶老携幼，拦道相送。其情其景，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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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泪流满面。他也深情写了《别州民》一诗：
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
甘棠无一树，那得泪潸然？
税重对贫户，农饥足旱田。
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
白居易唯一感到自豪的是，他为杭州百姓留下
了一湖清水，从此杭州百姓在干旱的年头能得到一
些救助。
唐敬宗宝历元年(825)，白居易被任命为苏州
刺史。在担任苏州刺史的短短一年多时间里，白居
易也以慈悲之心，为苏州做了很多工作。他刚到任
就发现苏州有些河道已淤塞不通，妨碍水运。作为
佛教信徒，白居易经常要到虎丘寺去游玩，由于去
虎丘的道路迂回曲折，艰涩难行。沿途河道多有淤
塞，常有水涝发生。有鉴于此，白居易便主持开凿
了一条从阊门到虎丘的山塘河，以便于苏州人民到
虎丘游玩。白居易还命人在河两边种了数千株桃树
和李树。还在河边修建了一道堤坝，人称山塘堤。
山塘河的开凿极大地方便了运输，更方便了佛教信
徒到虎丘寺烧香礼佛。
后来山塘堤一带发展成繁华的市井，当年的山
塘堤也被人称作山塘街。如今的山塘街仍是苏州繁
华的旅游景点之一，每年为苏州带来了不菲的旅游
收入。白居易若在天有灵，一定会为自己这一“暗
施慈悲与后人”的成果而感到欣慰。
作为佛教信徒的白居易，不仅做了很多利国利
民的工作，而且对佛教寺院也极力护持。他在苏州
刺史任上(825-827)“发愿”修建南禅院千佛堂转
轮经藏。以使佛门弟子有安定的修道场所。然后，
他四处筹集修寺善款。虽然因修建款项所限，白居
易在苏州刺史任上没能修建，在他离任后还为此
奔走。由于白居易的倾心付出，修建工程于大和二
年(828)秋开工，历时八年，至开成元年(836)春竣
工。在千佛堂中收藏有“经函二百五十有六，经卷
五千五十有八”。远在东都洛阳的白居易亲作《苏
州南禅千佛堂转轮经藏石记》。三年后，白居易把
在开成四年(839)续编的《白氏文集》六十七卷送至
苏州南禅院千佛堂收藏，诗人是想依托寺院珍藏经
藏的因缘，将自己的文学作品永久流传后世，使自
己的精神生命借文字得以传之久远。
白居易晚年常住洛阳，在洛阳他爱上了香山
寺。他认为：“洛都四郊，水山之胜，龙门首焉。
龙门十寺，观游之胜，香山首焉。”他又和香山僧
如满结香火社，自称“香山居士”。他曾作《香山
寺二绝》诗云：
空门寂静老夫闲，伴鸟随云往复还。

家酿满瓶书满架，半移生计入香山。
爱风岩上攀松盖，恋月潭边坐石棱。
且共云泉结缘境，他生当作此山僧。
从诗句可以感受到诗人是如此钟爱香山寺。但
对于香山寺因年久失修，破败不堪的景象，诗人感
到十分惋惜，决计要修复这座古刹，以方便佛弟子
修道。但由于资金短缺，不能即时动工。为了能圆
满实现修复香山寺的愿望，白居易绞尽脑汁筹集善
款。大和五年(831)，白居易的挚友元稹在武昌任所
得了急病，弥留之际，他嘱家人托白居易为其撰写
墓志。家人遵照元稹的遗嘱，在请白居易撰写墓志
铭时，送给白居易价值六、七十万的马绫、帛泊、
银鞍、玉带等作润笔费。老友中年早逝，白居易睹
物思人，悲痛万分，一口答应“文不当辞”，尽快
写好；但“贽不当纳”，润笔费是决不能收。推辞
再三，元家坚持留下钱物。白居易想到曾和好友一
起游历佛寺、诵经、发愿。现在将这笔钱布施给
香山寺作为修缮之用，也算代为好友了却了一桩心
愿。
有了好友家人给的这笔巨额润笔费，再加上其
他佛家弟子和居士们的捐赠，香山寺的修复工程于
大和六年(832)五月初开工。他们请悲智僧清闲为修
复工程的主持，并派河南府官员来协助，经三个月
的紧张施工，原本破败的寺院修复一新，重现了昔
日的庄严。善男信女到寺院参礼再也不用为危房的
完全担心了。
香山寺修复完毕后，白居易分别撰写了《修香
山寺记》和《重修香山寺毕题二十二韵以纪之》来
纪念修建香山寺这一殊胜因缘。八年后的开成五年
(840)九月，年近七旬的白居易不顾身患风疾，又促
成香山寺建成经藏堂，为佛教经典在香山寺保存，
创造了较好的条件。他还欣然作《香山寺新修经藏
堂记》记录这一盛事。十一月，又把他在洛阳的近
千首诗作结集为《洛下游赏宴集》十卷，藏于香山
寺经藏堂，以便将自己的诗歌作品传之后世，供有
缘人阅读。
两年后，即会昌六年(846)八月，白居易在重
病之后与世长辞，时年七十五岁。家人遵照他的遗
嘱，将他安葬在松柏长青的香山琵琶峰上。在他入
葬那天，远近的船民和老百姓都扶老携幼，含泪送
别这位一生“暗施慈悲与后人”的父母官。至今，
在白居易生前工作过地方，广大民众依然在通过各
种形式来纪念这位慈悲老人。在他的墓前每天都有
四方游人撒酒祭奠这位伟大的诗人。他的这种慈悲
精神将被后人所继承，并永远传之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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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空”字诗中的

佛禅思想
■

文. 汪文忠

■

王维素有“诗佛”之称，他的诗句最喜用“空”字，

对空灵禅境与岑寂静境的追求。颔联写“明月松间照，

有数据显示，1999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王维诗

清泉石上流”，这是“世尊拈花”、
“迦叶微笑”的对等

集》中就有十几首使用“空”字的诗歌，而这绝非偶然

写照。诗人在寂静中感受到了来自自然的轻微细响，

现象。王维有的诗歌虽然表面上没有“空”字，他的诗

静中取动，动中求静，不仅表现出了诗人内心的空旷澄

歌中却暗含哲理，其意境往往到了物我一体的境界，由

澈，还达到了空明心境与空灵禅境的契合统一。

此忘记了繁杂的世俗，到达了真正的“空”境。王维受

（二）《过香积寺》

佛家思想影响颇多，其中又数禅宗影响最深，其在创作

“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

的过程中将诗句中的意境与空灵的禅境相统一，传递

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

出了“空空”的禅意，再将“空”字点缀于诗句之间，犹

毒龙。”

如画龙点睛之笔，使诗歌更具情境意趣。

此诗将佛性禅意与山水景物融于一体，尽情展现
出了作者的高雅韵致。颔联写道，山中古木参天，却又

一、王维“空”字佛禅诗歌鉴赏

人迹罕至，只听见远处传来阵阵悠长的钟声，不禁问

（一）《山居秋暝》

道“深山何处钟？”。虽是疑问，但回答确是肯定的。远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

处的钟声衬托出了古寺的幽静，也为全诗营造出一股清

上流。竹喧归浣女，莲下动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

高幽僻的意境。作者还将“泉声”、
“危石”、
“日色”、
“

可留。”

青松”进行组合，将幽咽的泉声与凄冷的日色相比较，

这是一幅绝美的雨后山村晚景图，初秋傍晚，山间

渲染出古寺远离人间烟火的幽静氛围。尾联写到古寺，

秋雨初歇，万物一新。皓月当空，润过秋雨的青松亭亭

寺外潭水空旷幽寂，面对着水潭，看着清澈澄净的潭

如盖，山泉水清冽，顺着岩石缓缓流动。诗人不仅营造

水，不由得联想到僧人与“毒龙”的故事，于是安然地

出了清新、宁静的和平安乐气氛，还在不时之间予人诸

修禅抑制着自己心中的毒龙。作者以典故中的“毒龙”

多美感。同时，还为人带来了不一样的禅趣体验。诗人

喻世俗杂念，修禅抑制欲念，表现了作者的空明心境与

在开篇就使用了“空”字，这奠定了全诗的禅理基调，

对佛禅的向往。

给诗句赋予了一定的禅理内涵。何谓空山，满载山石、

（三）《终南别业》

清泉、松林、月光，还可称之为空山吗？“空”并非是字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

面上的理解。禅家认为，只有内心空无所有时，才能获

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

取智慧，进而悟道。摩诘的“空”正是心灵的空无，是

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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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诗句平白如话，但却兼备理趣与诗兴，写尽

《少年行》等，都充分反映了他心中的男儿豪情与立

了诗人隐居终南山的闲适怡乐。开篇直抒胸臆，表明

功报国的伟大志向。安史之乱后，他逐渐消沉下来，

自己在中年以后就厌恶俗世，信奉佛教。颔联则写出

报国无门、贬谪左迁、中年丧妻，经历种种磨难后，参

了诗人突发的兴致与独往欣赏美景时的阵阵乐趣，为

禅悟道无疑是最佳的精神慰藉。而他的诗作也随之赋

读者描绘出一个洒脱的隐者形象。颈联中，作者在山

予上了禅理的内涵。

野间闲庭信步的游走，不知不觉中已到溪水尽头，似

（四）禅理诗歌的影响

乎已无路可走，但却感觉眼前越发开阔，于是索性席

禅理诗是禅诗的其中一部分，指古代知识分子受

地而坐，漫看天上云卷云舒。结尾处，作者在山林间偶

到禅宗思想的影响而写作出的富含禅理禅意的诗词

然遇到“林叟”，于是无拘无束的聊天，不小心忘记了

作品。其最早源自于六祖慧能开宗后部分诗僧的佛法

归家的时间。诗中“兴来独往”、
“行到水穷”，皆是生

解说哲学，即偈颂。

活中的无心偶然，
“偶然”二字虽贯穿全文，但却行迹
全无。而正是处处“偶然”，才更突出作者怡然自得、

三、诗禅交融的意蕴美学

悠闲舒适的情感乐趣。最后，作者以“谈笑无还期”

王维笃志奉佛，佛学禅境对其诗歌创作产生了极

结尾，看似普通自然，却暗含哲理。诗人体会到了物我

其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并非是随处可见的佛教俗

一体的境界，由此忘记了繁杂的世俗，到达了真正的“

语，是要人去深入理解体会的已经融入进诗人骨髓中

空”境。

的空、静、冷、寂的情景意境。也正是受到佛禅思想的
影响，王维才形成了自己所特有的简远、闲淡的人生

二、王维佛禅思想的形成

态度与诗歌风格。这正是摩诘诗词的魅力所在。而在

（一）时代背景的烛照

诗歌中运用“空”字，更是摩诘将禅理与诗歌相结合

受统治者推崇，唐朝佛教极其兴盛。
《旧唐书·

的最高境界。

方伎传》记载，北宋僧人神秀为朝廷迎至东都，
“时王

“空”其实是佛教哲学的根本概念与核心定义，

公以下及京都士庶，闻风争来谒见，望尘拜伏，日以万

也是佛教义理的最高范畴。所谓“空”指的是世间万

数”。不仅受到民众的追捧，神秀更是被武则天迎至

物均为虚幻不实者。佛教之所以要否定现实世界的

宫中奉养，并将其尊为“两京法主”、
“三帝门师”。安

真实性，就是为了赋予其所虚构出的彼岸世界的真实

史之乱后，荷泽宗创始人神会在东京洛阳筹集募捐，

性，以此来帮助引导世人看透俗世，看破红尘，遁入

并将所筹款项捐献给朝廷，为朝廷解决了燃眉之急，

“空门”，使其在幻想的世界里找寻到内心的慰藉。而

也为“安史之乱”的平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当朝天子

所谓“空门”，也称为涅 之门，世人皈依佛门，归命

为酬谢其功劳，特召其入宫供养，并为其建造庙宇。

佛法则称之为“遁入空门”。诸佛也被尊为“空王”，皈

（二）家庭环境的渲染

依佛门者则被称为“空门子”。

王维出生于一个笃信佛教的家庭，其母是虔诚

王维参禅礼佛，在佛学教义中所接受最多的莫过

的佛教徒，更是北宋首领、
“大照禅师”普寂的弟子，

于“空”理，也因其大量的使用“空”字，使之成为了王

佛学修养极其深厚。受其母影响，其弟王缙也笃信佛

维诗作的“空病”。在王维的诗作中，有不少含有

法，崇拜心空三藏，是为密教信徒。出生于如此崇佛

空”字的词语，诸如“空门”、
“心空”等直接表明其参

奉禅之家，王维也早早受到了佛禅思想的濡染，其母

禅礼佛的词语，也有“空潭”、
“空翠”、
“空山”、 “

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年，王维也跟随其母的步伐，在

空林”等借助描写自然景色来侧面展示作者禅意心境

七岁左右师事北宗神秀弟子大照禅师。此外，王维自

的词语。究其原因，王维诗作中诗禅能够完美融合必

号“摩诘”，便是取自于佛经《维摩诘经》。时下社会

定是由于佛教思维与文学思维的共同性。

尚佛风气严重，家庭礼佛气氛浓厚，这都成为了王维
笃信佛教的重要原因。

“

清沈德潜在《说诗 语》中写到：
“王右丞诗，
不用禅语，时得禅理”，反映出王维诗作的真趣与佛

（三）个人经历的作用

性。苏东坡也曾言：
“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

年轻时，王维也曾有过一腔热血与积极进取的凌

画，画中有诗。”也正是由于王维诗中禅意与诗兴的完

云壮志。这一时期，他写下了不少反映边塞风景、生活

美交融，形成了他清新淡远，自然脱俗的风格，使其在

与歌颂少年游侠的诗作，例如《使至塞上》《陇西行》

诗坛树起了一面不倒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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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教
对

■

暴君，曾经专门挑选最凶恶的人设立“人间地狱”，去残害人
民。阿育王由于在征服羯陵伽国时亲眼目睹了屠杀的场面，深
感悔悟，于是停止武力扩张，在全国努力推广佛教，使佛教成
为国教。阿育王逝世后，其帝国开始分裂了，大约50年后孔雀
王朝为大臣沙密多罗·巽伽所灭。

一、佛教对孔雀王朝经济的影响
阿育王信仰佛教后，佛教有了空前的发展，与此同时对孔
雀帝国的经济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一)“阿育王在全国各地进行
佛教建筑，据说总共兴建了84000座奉祀佛骨的佛舍利塔。”，
阿育王建立的不是一两座舍利塔，而是八万四千座，创建的地

孔
雀衰
王亡
朝的
影
响

文. 汪文忠

阿育王是孔雀王朝的第三位帝王，他原是一个穷凶极恶的

■

方也是全世界各地，可想而知这一切需要的人力和财力对国家
经济的压力和冲击之大。(二)“⋯⋯阿育王向佛教僧团捐赠了大
量的财产和土地。”随着僧团的持续发展，国王和国库无法支
撑僧团的开销后，就把大量的土地捐赠给了僧团。我们可以分
析，随着僧团的增长，国王捐赠的土地会越来越大，而对国家
经济来说，僧团的土地上收不到任何税，因为僧团的土地是免
税的。这使国家的经济收入有了巨大的缺口，同时也增加了百
姓的负担。(三)“⋯⋯为了消除佛教不同教派的争议，阿育王邀
请著名高僧目犍连子帝须长老召集1000比丘，在华氏城举行大
结集(此为佛教史上第三次大结集)，驱除了外道，整理了经典，
并编撰了《论事》。”由此能了解阿育王为了佛教内部不产生
分歧、防止佛教分离，不惜一切代价，从各地邀请众多比丘在
华氏城举行大结集。我们要认清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公元前而非
现代，现代交通发达，别说是在国内，就算是去国外也是一天
两天的事情，但是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孔雀王朝的国土面积非
常大，如此遥远的路途和这么多人所花费的时间和金钱是无法
估量的。(四)“⋯⋯阿育王派许多大德高僧，到全国各地乃至国
外弘扬佛教，这些传教高僧及大臣，包括王子和公主在内的佛
教使团以传播佛教，斯里兰卡、缅甸，甚至叙利亚、埃及、希
腊等地都有他们辛勤的足迹。”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知道，阿
育王派遣到世界各地的僧团，他们虽是去弘扬佛法的，但长年
累月供养如此多的使者，提供使者去往世界各地的开销也是不
容小觑的。

二、佛教发展对政治的影响
阿育王当国王期间，他后悔自己率领军队参加战争的残
酷，因此，不仅自己受了五戒，还把佛教立为国教。“⋯⋯
阿育王强烈地献身于实施达摩，热爱达摩并且用达摩教导人
民。⋯⋯他访问国中的人民，向他们宣扬达摩⋯⋯”从这两句
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阿育王鼓励民众信仰佛教，还鼓励国民用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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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教义做自己的行为准则。那么这又有什么弊端

悍的军力做后盾。阿育王信仰佛教以后外交政策也彻

呢？古时候国王说的话是圣旨，尤其像阿育王这样

底有了变化。“阿育王放弃了武力征服的旧政策，而

全民敬仰的国王来说，其圣旨的威力是不可低估

推行一种和平忍耐、‘德行感化’的新政策。‘战鼓

的。僧团无需交税、无需服役，得到人民的尊重

之声’将变成‘诵经说法之声’”。“阿育王派许多

后，千万百姓踊跃加入僧团，力争当达摩的继承人

大德高僧，到全国各地乃至国外弘扬佛教，这些传教

与弘扬者。那么产生的结果是男丁都吃斋念佛去

高僧及大臣，包括王子和公主在内的佛教使团以传播

了，去前线的军人逐渐减少，保卫国家的实力也渐

佛教，斯里兰卡、缅甸，甚至叙利亚、埃及、希腊等

渐退化了。因此可见，大力宣扬佛教和持续增长的

地都有他们辛勤的足迹。这是佛教走出印度，迈向世

僧团对国家的军事有了威胁。

界性宗教的开始。”这相当于向世界宣布从此以后孔

另一方面，所有新旧官员仿佛都成了传教

雀王朝对邻国不存在军事上的威胁，阿育王时期的孔

士：“⋯⋯阿育王不可能独自一个把达摩宣扬到他

雀王朝就像被驯服的狮子，不会对别国有侵略思想。

那广大帝国的每一个百姓家中。他使用一些重要官

有的是源源不断的传教士和和平宗教。但是我们不能

员，例如拉朱卡(可能是县法官和督察官)、普拉带

忘记除了孔雀王朝以外还有别的王朝，那儿的人民也

西卡(显然是各省负责收税和警务的官员)和尤克塔

善战骁勇。他们外交政策不可能是‘德行感化’的政

(执事或文书)，为他传播达摩。”“⋯⋯任命了号

策。所以在经济和军力逐渐下降的孔雀帝国来说，长

称达摩·摩诃摩特罗即宗教事务大臣的新官员。他

期的佛教外交并不是一件好事儿，而是给那些想要征

们被派驻在首都和边缘城镇以及部落区域。”我们

服天下的、对富饶的印度次大陆虎视眈眈的异族赐予

可以看出政府官员即是执法人又是传教士。具有有

的机会。

政治权利和宗教权利合二为一的嫌疑，这现象容易

四、结语

使官员走向腐败的道路。因为这样的官员手握两种
武器：宗教和政权。百姓的不满有了法律和教义的

佛教教人向善、让孔雀王朝的社会和平、促进

双重压制。这样即是纵容了官员，也危害了百姓的

了孔雀王朝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间的和谐

合法利益。因此，让官员宣扬佛法是个不当之举。

相处，这是不可否认的。但同样我们也无法否认大
力发展佛教使孔雀王朝的经济产生缺口，军事与国

三、佛教发展对外交的影响
古今中外都一样，和平外交的手段必须要有强

防能力下降，外交渐渐成为弱势，加速了孔雀帝国
的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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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

把

当成一种习惯
■

上周，我遇到了半年不见的老同学婷婷，没想
到，婷婷居然变成了一个瘦美人。

文

. 李晓琦

■

我曾经也是一个爱秀努力的人。每当到图书
馆、书店，或者任何有书的地方，我总是喜欢装模作

要知道，她曾经体重严重超标，每次都发誓减

样，拍些专门为发朋友圈的读书照；或者偶尔写一首

肥，可是每次无论她的声势多么浩大，依旧坚持不了

小诗、一篇书评，就迫不及待把它转到朋友圈，让大

几天。所以后来，只要我们从她嘴里听到“减肥”两

家都知道我有个多么棒的写作爱好。

个字，就知道又没戏了。

现在的我，已经很少晒读书照了，因为读书已

可是从去年夏天开始，她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开

经成为了我每天都必须要做的事。每天读书一小时，

始默默减肥了，每天早起跑步，三餐定量，睡前1小

每周读完两本书，每个月去一次图书馆，自然就不觉

时做运动。在这期间，她从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自己的

得读书这件事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了。至于写作，这两

减肥经历，也没有晒过练出的小蛮腰，更没有吐露一

年来，写下近80万字的文章后，我反而不爱秀了，

丝一毫的不容易。她咬牙坚持了大半年，如今终于瘦

只是偶尔把写得相对较好的几篇分享给大家看看。

下来，这让许多同学刮目相看。
我问她，为什么这一次突然就这么低调了？婷
婷说，因为这一次，我坚信自己真的能瘦下来啊。
当时我还在想，这是什么逻辑，让别人知道你
的减肥计划，不是更能证明自己的信心很足吗？
婷婷说，以前我喜欢秀努力、秀决心、秀美好

曾经的我，把爱读书写作当成一件值得被别人
称赞的事，可是后来当它成为了一种习惯，一种就跟
人每天都需要吃饭睡觉一样简单的日常事务后，我反
而觉得它就是一个稀疏平常的爱好。
真正努力的人，都很低调，因为他们把努力当
成了一种习惯，而不是选择。

的小计划，因为我需要靠宣扬得到别人的肯定，当然
也是为了给自己壮胆。但是到后来，我发现，当我真
正发自内心想要做成某件事，就不会太在乎要不要晒
给别人看，我自己的内在驱动力足够支撑我，无论遇
到任何困难和挫折，都能坚持到底。
真正努力的人，都很低调，因为他们的努力，
不是靠外界给予勇气和信心，而是能自己给自己打气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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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灯

佛

燃灯佛当作“过去佛”，在庙宇的正殿－－大雄宝殿
中，供奉燃灯佛(左侧)、释迦牟尼佛(正中)、弥勒佛
(右侧)，代表过去、现在、未来三世。
燃灯佛的生辰是农历八月二十二日。据佛
经记载，很久以前，在阎浮提有大国王，名波塞奇。
王有太子名勒那识只，出家学道成佛。时比丘阿梨蜜
罗日日燃灯供养彼佛，佛乃为比丘授记，告知将来成
佛，名“定光如来”。燃灯佛出世，教化众生，其后
依次有五十三尊佛出世。至第五十四尊，号自在如
来，于其教下有一比丘号曰法藏，修因行后成无上正
等正觉者，即为阿弥陀佛。释迦牟尼“成佛”的时间
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距今2500多年。燃灯佛是九
■

编撰及绘图 . 赵宏

十一劫前作的授记(预言)，按照佛经上最保守的推算
■

方法(一劫为四十三亿二千万年)，燃灯佛与释迦牟尼
佛的那次谈话，至少是在三千九百亿年以前。
在全世界，只有中国东北的朝阳地区发现过又

燃灯佛在梵语里是Dipamkar，出生时身边一切

明确文字记载的燃灯佛舍利。在一座寺庙中的南塔，

光明如灯，故名燃灯佛，又名锭光佛、定光佛、锭

石宫内出土的“佛舍利铭记”碑上明确记载：“大契

光如来、定光如来、普光如来，是三世佛之一的过去

丹国霸州居第东南，在兴塔庙，下置石宫，藏释迦佛

佛。燃灯佛曾是释迦牟尼佛的老师，传说释迦牟尼佛

舍利一尊，锭光佛舍利十八粒。”时间是辽代统和二

还是善慧童子时，见王家女曰瞿夷者，持七枝青莲

年，即公元984年，是“世界仅存的有明确文字记载

华，以五百金钱买五茎莲，合彼女所寄托二枝为七茎

的锭光舍利，极其珍贵”。距北京市中心20公里的

莲奉佛。莲花是佛教中的圣花，《妙法莲花经》即以

通州北城，也有一座燃灯佛舍利塔，同样是建于辽

莲花来象征佛教教义的纯洁高雅，五茎莲花更是圣花

代，1976年唐山地震史，塔下莲座震坏，塔身出现

中之珍品。当时，善慧童子又见地上泥泞，于是解皮

许多裂纹，1985年重修后，塔顶莲座及各层塔檐补

衣覆地，不让燃灯佛的脚踩到泥水，又解发布地，燃

铸铜铃，复原一新。四川乐山大佛的山体背后还有一

灯佛因授记曰：是后九十一劫，名贤劫，汝当作佛，

尊大佛－－燃灯佛。他与乐山大佛是同心佛，即心脏

号释迦文如来，即释迦牟尼。因此，佛弟子普遍把

的位置在一条线上，香火也很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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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情
画
意

画
意
诗
写
四
首
■

文

.

心
绢
■

(摄影: Chong Kum Fong)
搁浅，是不是夜太黑

舟

启航前，沉沉睡去湖水
静卧 可以
凝目，寻访莲影
一支短桨，荡不荡起
春天
一方是芒，一方是诗
温柔抵岸 缓缓拉近距离
这一刻捕捉露珠轨迹
凌乱脚踪 境花踩踏穹音
迷雾戳不破 罗网
一滩，漏
一湾，不漏
下一秒鲜活蹦跳星火
引渡，薄薄暮色
圈圈舞带光环 漩涡
泅泳 苦水中
一口气呼
一口气吸
终日不愿关闭的眼皮深度失忆
强说悠游的鱼儿 没入
渐少水里，再也捞不起
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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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风

去叩老树的门，清风起意
问，几岁啦
叶子以身作答
仰卧着影子
浅浅深深，年轮缘自飘落
一寸生。一寸短。
光阴不画容颜
涂写，只因承诺
生命轮回圆满一圈
春装秋藏，从从容容
默许
一季消。 一季长。
(摄影: 心绢)
背上芒刺，扎一针针
痛，痛，痛
无明一寸寸狰狞
筑一道蒙蔽眼睛的围墙
对峙，九天洪荒不落的
艳阳

渡

一朵莲开，一池悦音
欢，欢，欢
承住一团团碧玉
化一树微尘聚合的菩提
跋涉，三千江水流动的
皓月
(摄影: 洪素梅)

网

不问地怎么滋养一丝丝气息
不问苗儿怎样从嫩绿变陈皮
不问戆直的心为何交缠纵横
不问了
愚，痴
不问了
贪，迷
一网情深，因为
坠入
大梦不醒
心不木讷，因为
真如
有增有减

(摄影: 心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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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说

1

漫
画

盲
人
摸
象
■

梁云清

从前，古印度有一个很有智慧的
国王叫做镜面王

■

你们去找些一出生就

5 一天他对大臣们说：瞎了眼睛的人，找到
宫里来

2

在他的国度里，只有他
一个人信仰佛法真理
3

6
祭我
祀们
吧使
用
鲜
血

不多几天，大臣们带着寻
找到的瞎子回来了

而他的臣民都信奉旁门左道
4

镜 面王常 常
感到很苦闷，
他 想 ：我 要
想 出 一 个办
法 来 教 育他
们 ，使 得 他
们改邪归正

7

国王很高兴，让人牵来一
头大象，送到盲人那里，
让那些盲人去摸大象的
身体，臣民们对这件事情
感到很奇怪，都争先恐后
的来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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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国王问盲人大象是什

么样的？摸到大象鼻
子的盲人回答：

9 摸到大象耳朵

的盲人回答：

大
象
像
管
子

11 摸到象腿的人回答：
象
是
圆
柱
型
的

14

大
象
像
簸
箕

12 摸 到 象 腹 部 的人

回答:

象
像
一
面
大
鼓

10 摸到象牙的人回答
象是尖尖的

13 摸到大象尾巴的

盲人说：

大
象
像
棍
子

镜面王哈哈大笑说；盲人
们仅仅摸到一点，就以为
自己 掌 握 了全 部 事 实 真
理，臣民们啊，你们相信那
些歪理邪说，而不相信伟
大的佛法佛理，这和盲人
摸象有什么两样呢？他的
臣民都感到很羞愧，从此
全国臣民改邪归正，都虔
诚信仰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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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
子

自古以来，人们就有着“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观念。

教
育

从古到今，有德有才有气节的名人雅士层出不穷。有千古留

杂
谈望

子
成
龙

■

文 . 萧瑶

■

名的思想家孟子、立志精忠报国的大将军岳飞、唐宋八大家之一
的欧阳修。这些人的成功无一例外都与自己的母亲诲人不倦的教
导密不可分。正是无私宽容的母爱成就了他们，而他们也回报了
望子成龙的母亲。
早在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孟母三迁的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
很是发人深省。孟母为了让孩子受到良好的熏陶，从办白事的邻居
搬走，又从杀猪的邻居迁出，最后搬到了学堂旁，让朗朗的读书声
伴随着孩子成长。这个故事虽然不是要求我们做家长的要把家都搬
到学堂旁，但是确实给我们一个启示：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很重要
的。人们不断讲述孟母三迁的故事，传递的主要信息是：为了孩子
的健康成长，应该选择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具体地说，孟子之所
以日后成为战国时期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
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地位仅次于孔子，与孔子并称“孔孟”。宣
扬“仁政”，最早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那是因为他有一个英
明的母亲，在他少年时代将家搬迁到了一所学校的旁边。在孟子的
成长过程中，“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规律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母亲对于孩子寄与厚望的角度看，孟母为了孟子能够成才可谓不
辞劳苦、煞费苦心！难道不是因为望子成龙心切吗？
渴望孩子是天才的父母，要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天才，他们的
心理动力是什么？目的又是什么呢？当你看到两个妈妈在路上遇见
聊天，两个妈妈都在告诉对方自己的孩子获得了什么成就，彼此都
夸着对方的孩子，同时各自心里获得极大满足。把自己的孩子培养
成天才孩子的父母至少获得了三点：
一、价值体验
如果说我们的自我价值存在于他人的评价中，那么他人的认同
和赞美就是自我价值最好的来源；
二、社会资源
合理来讲，天才孩子比他人可能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
对于需要孩子孝顺来应对未来恐惧的父母来说，这是比较好的保
障(养儿防老意识)；
三、获得优越感
父母如果把孩子当成一个占有的“工具”的话，那么天才孩子
就是宝马，平常孩子可能就是普通家用车，我拥有你们没有的，我
被许多人看见我的超凡的能力。
所以，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天才，不一定是孩子自己的愿望，虽
然孩子或许会认同父母的价值观，同时在成为天才的路上会获得“
好处”，但孩子也可能失去很多。

分析造成望子成龙的背后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 满足父母的虚荣心
当我们无法把孩子当一个(独立)个体，孩子就会有两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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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父母的欲望和实现父母未了的愿望。在望子成龙

时，也应寻求心理医生等专业人士的帮助。

的家长中，不排除有些父母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把

2. 让孩子量力而为

孩子当作与他人攀比和炫耀的资本，希望孩子有朝一

望子成龙的父母对孩子的学业要求特别高，总

日出人头地，有所成就，为全家争光。同时，符合

希望他们在班上名列前茅，将来能考进一所好学

传统文化中的“肤发受之于父母”，从这个角度来

校。如果成绩没有达到家长要求，家长便会十分生

看，望子成龙的心态，其实是父母的虚荣心在作祟。

气，随后采取各种方式鞭策孩子必须进步、提高成

2. 望子成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风气

绩。这种高标准严要求无形中给孩子带来很大压

对于传统的传承，人们是很难从根本上去除

力，孩子担心无法达到父母的要求，害怕令父母失

的，虽然有其利弊，思想里的某些观念经过长期的

望，从而导致心理问题，就得不偿失了！如果孩子

实践，很容易形成一种不成文的行为规范被遵守并

已经尽力，家长应该关注其努力的过程而并非结

且代代相传；没有人会去质疑望子成龙的初衷，毕

果。

竟因为也是为了孩子好，所以会受到社会舆论的支

3. 对孩子的教育不应只看重学业，更应注重品格

持。这股风气自然而然有其存在的理由了。

培养

3. 社会推崇“精英主义”

南宋时期，宋朝刚经历了惨痛的“靖康之变”

再看现代社会是培养精英的社会，随着社会发

，从皇帝到老百姓个个都像惊弓之鸟，提起打仗来

展进步、工业逐渐取代农业、生活水准不断提高，

就没有底气。岳飞就出生在这种骨气缺失的时代。

唯有进入精英阶层，才能获取更多社会资源。从而

好在岳飞是个真汉子，二十岁出头就报名参军，要

使家长不敢懈怠，学生课余忙于穿梭往返于各补习

把金兵打回老家去。岳母对儿子的志向很欣慰，她

中心，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

不想儿子担心她，便给儿子后背上刺了“精忠报

4. 社会竞争日趋激烈

国”四个字，鼓励岳飞一心一意打仗。这便是历史

现今社会，无论读书或工作，竞争都非常激
烈。就业机会一定是优胜劣汰，优秀的人才机会才
多，所以家长们都竭尽全力去栽培孩子，使其成为

上著名的“岳母刺字”的故事，岳母虽然望子成
龙，但更加注重品德的培养。
如果父母以其高压政策培养出的“人才”却往

杰出的精英，才能使孩子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胜出，

往只是一些高分低能的学习机器，无法真正

拥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和未来。

帮助他们在社会上立足。
总而言之，父母的

父母望子成龙对孩子影响的利与弊
有利影响是：父母关心孩子的表现对孩子有一
定的推动作用；并且让孩子具备精益求精的心态。
不良影响则是：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孩子的身心
健康、令亲子关系恶化、从而孩子抗拒学习。

爱子心切无可厚非，但
也应该理智地认识到不同孩子的
能力有所不同，特
长也不尽相同，
不能期望每个孩
子都能成为人中龙

如何避免因父母期望过高而对子女造成不良
影响，有以下几点建议：

凤，父母应该根据

1. 发现孩子出现心理问题时及时关心、疏导

孩子制定一个切实

孩子的特点，为

现代社会竞争激烈，生活节奏快，压力也不仅

可行的目标。父母不

仅存在于成年人身上。反而孩子们从小与家庭环境

能将自己的期望强加在

及父母关系，对每个人日后的影响及其深远，是家

孩子身上，让孩子去做

长们要注意的课题。做孩子的朋友，多关心、多倾

自己不喜欢或是不擅长

听；不要让他们成为一座孤岛，在他们迷茫无助时

的事。避免因父母期望

一定要经常鼓励、给予开解和安慰。教育孩子成才从

过高而对子女造成不

来都没有一朝一夕的捷径可走。唯有爱心、耐心和正

良影响，父母也需要

确的方法才能对症下药，让孩子及时走出阴霾。必要

改变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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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
游
禅
海

高
棉
微
笑
■

文

.

且听风吟

■

在柬埔寨暹粒，吴哥城里面的巴戎寺中，有54

法替代的象征。并且为世界雕刻艺术写下了光辉灿

座巨大的四面佛雕像，佛像为典型高棉人面容，个

烂的一页。“民族的即是世界的” ，其意义涵盖了

个面带笑容，据说是建造巴戎寺的神王 耶跋摩七

宗教、历史和艺术等方面。

世的面容。雕像的笑容安详而神秘，其深邃悠远的
意境迷一般的吸引着世人来朝。这就是令吴哥蜚声
世界的“高棉的微笑”。

1. 元代古籍《真腊风土记》其人其事
提及高棉微笑，不得不说元朝地理学家周达观。

这一尊尊精心雕刻的石雕佛像仿佛被赋予了生

周达观所著的《真腊风土记》，是现存唯一一本详

命一般，露出了神秘的微笑，他们互相之间好像在

细记录吴哥王朝风土人情的著作《真腊风土记》。

对话、又像在讲故事，讲给自己听、也讲给别人听，

(按：这里的真腊就是现在的柬埔寨。)

时而浅唱低吟、时而窃窃私语；不分昼夜更迭，千回
百转间诉说着吴哥王朝令人荡气回肠的前尘往事。

追溯历史，周达观，这位元代地理学家，于
1295年由温州港出发，奉命随元朝使节远赴真腊

几百年后的今天，当旅游者慕名来到这里时，

(今柬埔寨)访问，第二年(1296年)抵达柬埔寨，期间

再也无法想象当年城市的繁华景象，只剩下石头的

居住一年多，至大德元年(1297年)返国。据所见闻，

废墟记载着曾经的荣耀与衰落，也许只有它们才知

撰写成《真腊风土记》一卷。记录其山川草木、城郭

道这个城市的文明是如何突然中断的。但这些佛像

宫室、风俗信仰及工农业贸易等，是珍贵的国际历史

的雕刻早已成为亚洲文明和艺术的一部分，“高棉

文献，有法、英、日文等多种译注本。书中所记之都

微笑”的形象已经深深植根在世人的心中，成为无

城，即今柬埔寨吴哥窟。由于他在《元史》中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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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后人对其生平所知并不多。
周达观回国后就编写了《真腊风土记》，详
细记载当地都城王室与风土人情、行程及所取途
径，很有地理学及历史纪录价值。而此书最迟
于元武宗至大4年才完成。在10至13世纪的真
腊王国，正值文明最灿烂的时代，称为“吴哥时
代”。但及后沦为暹罗国土，真腊似乎在此时并
不存在，故《元史 外国传》中没有此地之记载。
关于柬埔寨的传记，如三国吴时朱应、康泰往扶
南、林邑宣国威，及后著《扶南异物志》、
《扶南
记》等，是有关真腊之最早记载，但早已散失。但
此书详细记录当地风俗、山川形势、人民生活。
因此，
《真腊风土记》对认识其古代历史非常具
有参考价值。
周达观曾访问过的真腊国都吴哥，后被暹
罗侵扰，终沦为废墟，无人知其存在。19世
纪初，此书被欧洲人雷慕沙译成法文后，使人
兴起寻找废墟的念头，从而影响不少欧洲人东
来，加速东西文化交流，并且扩大国人的地理
知识，历代更替，国人多流寓外国，周达观的
出使，为元代移居真腊华侨的生活情况提供了
详实的数据。
2. 探险家发现隐藏丛林中的文明古国
1819年法国人雷慕沙首先将周达观所著
《真腊风土记》译成法文。此后个别葡萄牙的传教
士和旅行家到过这个地方，还写过报告，但被世人
视为天外奇谈，一笑置之。1861年1月，法国生物

近几年新开发的西哈努克港以及周边的一些海岛。
当然，最吸引全世界的，莫过于位于暹粒的吴
哥窟了。

学家亨利·穆奥为寻找新的热带动物标本，无意中

在公元9世纪至15世纪时，吴哥曾是柬埔寨的

在原始森林中发现，宏伟惊人的古庙遗迹，并大大

王都，王朝始于公元802年，在1201年修建完成，

肆宣扬，他说，“此地庙宇之宏伟，远胜古希腊、

前后历时400年。1431年暹罗军队入侵后，吴哥遭

罗马遗留给我们的一切，走出森森吴哥庙宇，重返

到了严重破坏，王朝被迫迁都金边。此后，吴哥被

人间，刹那间犹如从灿烂的文明堕入蛮荒”，这才

遗弃，逐渐淹没在丛林莽野之中，直到400多年后

使世人对吴哥刮目相看。

的1861年才被法国博物学家发现，并向欧洲和世界

柬埔寨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早在公元1世

广为宣传介绍，终使其重现光辉。

纪就建立了统一的王国。在1993年，随着国家权力
机构相继成立和民族和解的实现，柬埔寨虽然进入

3. 高棉微笑源自大乘佛教

了和平与发展的新时期，但由于从20世纪70年代开

而其中最著名的吴哥窟又称吴哥寺，被视作

始，柬埔寨经历了长期战争，导致现在工业基础相

柬埔寨国宝，是世界上最大的庙宇，同时也是世界

对薄弱，经济上仍主要以农业为主，是世界上最不

上最早的高棉式建筑。吴哥窟原始的名字是Vrah

发达的国家之一。不过，就算是最不发达的国家，

Vishnulok，意思为“毗湿奴的神殿”，中国佛学古

也阻挡不了大家前往旅游的热情。柬埔寨在旅游方

籍称之为“桑香佛舍”。

面的资源是很丰富的，比如金边、洞里萨湖，还有

12世纪时，吴哥王朝国王 耶跋摩二世希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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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地兴建一座规模宏伟的石窟寺庙，作为吴哥王朝
的国都和国寺。35年后，举全国之力，吴哥寺终于
建造而成。它是吴哥古迹群中保存最完好的建筑，
以建筑宏伟与浮雕细致闻名于世。
如果不去了解柬埔寨的历史，对吴哥的游历就
容易流于表面，最多去看看《古墓丽影》中被树木
缠绕的神秘之门，或是找寻《花样年华》里梁朝伟
倾诉秘密的墙洞⋯⋯古老的佛殿、苍凉的废墟，固
然极富美感，像构成主义画风的作品。但当你了解
那一段历史，你会越发深刻地感受到那种历史的深
邃，越发倍感惊喜和震撼。
巴戎寺的建造者是柬埔寨吴哥王朝最著名的统
治者之一 耶跋摩七世(1181年—约1219年)。他征服
了占城，使两国合并。吴哥王朝都城在他统治时期最
后定型，现存吴哥遗迹的大部分建筑是他修建的。
耶跋摩七世执政时期，他以帝王的谋略与胆
识，逐步将真腊王国由一个破败之国发展成为一个
统辖54个省的强大帝国。他还为母亲建造了塔普伦
寺；为父亲建造了圣剑寺；为臣民百姓修建了能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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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救死的涅 寺；为自己，重整了巴戎寺。

在修建巴戎寺时， 耶跋摩七世已经改信大乘

耶跋摩七世经历了信仰的更迭，他将国教由

佛教。四面佛的面容和 耶跋摩七世出奇相似，这

原来的印度教改换为大乘佛教。他并没有把吴哥

些头像在各个角度审视人群，似乎是老国王在放下

王城最中心这座最大的神庙——巴戎寺，献给湿婆

屠刀冥想之后的顿悟，也似乎暗示着君主的绝对权

或者毗湿奴，这些印度教的神灵未能保佑这个国家

力、控制和仁慈。

免遭外族的侵略，他将吴哥最后一个伟大的神庙献
给了——佛。

54尊佛塔，216个佛面，每一尊都在微笑，每
个微笑都不一样：有的笑得含蓄，有的笑得开朗，

巴戎寺整体采用佛教教义的须弥山为概念而起

有的笑得忧郁，有的笑得神秘。只不过，每一尊，

造。顶层为圆形，树立佛塔，代表须弥山；四面城

都斑斑驳驳，镌刻着岁月的痕迹，但每一个微笑，

墙象征喜马拉雅山；城墙与第二层建筑之间的环沟

都那么美丽纯净，动人心魄，都让你的心在刹那间

空地，代表大海。下两层为正方形，外侧廊壁有浮

停止一切躁动，变得安静而深远。

雕，还有蜿蜒的走廊、陡峭的台阶。

这些隐含在丛林中巨大的微笑脸庞，清明地昭

环绕中央尖塔的是54座四面都雕有巨大佛脸的

示着：苦难也能够真正获得释怀。这是微笑的力量，

佛面塔。而这些佛面塔代表的是吴哥王朝在 耶跋

像是能把把人间的所有苦难都看穿、看淡，这种沉淀

摩七世治下所统辖的54个省份。54座佛面塔皆为四

中的安静会让人忘记世俗的烦恼。

面佛，四面佛的四个面分别代表慈、悲、喜、舍，悲

如果说西方哲学追求的是根源，东方哲学则追

喜皆不形于色，这些谜样的佛脸双唇宽厚，嘴角微微

求的是去除烦恼和解脱，如何解脱？解脱后的状态是

翘起，弯弯眯缝的笑眼微闭，表情各异，浅笑中又透

什么？是高棉微笑带给世人的思考。也是我们行走在

露出奇异的忧愁，安详中带有几分神秘。

天地之间，需要去用心领悟的人生智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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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

垃圾
■

文

. 张家珍

■

我们会看到生活中一些人，满身抱怨，很多负
面评价，对身边的人事物好像统统不满意，如果有
人碰到他们，他们就会爆发出火山，谩骂或者过激行
为很多，人们一般形容这样的人为“垃圾人”—— 因
为他们心灵的垃圾太多了。
但什么人会让自己拥有这么多心灵垃圾呢？
对自己人生满意的人，生活中没有那么多不
满。有太多的不满的人，其实对自己的人生也是不
满意的。我们往往想要过着一种人生，却在现实中
过上了另一种人生，就好像平行的一样，因为无力
反抗，所以变成诸多不满。
为什么你对你的人生不满意呢？因为你不快
乐，你没有在做你快乐的事情。扪心自问，很多人也
不知道什么事情是让自己真实能够快乐起来的。有些
人觉得有钱，我就是快乐，有人认为，我每天聚会，
我就是快乐，有人认为有人爱我，我就是快乐⋯⋯
而真正得到后，又会害怕失去，所以依旧不快乐。
我们可以去总结一下自己，特别在疫情期间，
很多人都有情绪上的问题，把许多过往遗忘或者逃
避的事情，渐渐暴露出来。因为大家都对自己不满
太久了。我们太久没有去滋养或者探索自己的心灵。
我们会收拾自己的房子，会减肥、美容、养生，但少
有人关照自己的心灵。
我曾接触过一位个案，她说她最痛苦的是，
没有办法与父母相处，所以疫情期间，她在家里做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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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就特别难受。问我该怎么办？我就问她，你要
怎么办？
她说，我想要不接触我父母，或者我需要学习
一些方法吗？比如沟通技巧？
我说，其实那些都是工具，就好像一把刀，你

所以，内在心灵的想法，才是最重要的。而我
们却从未真正去关注它们。当我感受到自己对自己
人生不满意，或者我很多负面情绪的时候？我是否
能够像对待头疼、发烧一样的重视？马上去寻找解
决的方法呢？

之所以会用，是因为你！而不是那把刀多么锋利。

我们审视自己的人生，不满意的基础到底是什

简单来说，你对你父母先入为主的恐惧，与根深蒂

么呢？我也接触过一个案例，她一直找寻一个好男

固的想法，是很难让你使用出这些工具的。你要做

人，有钱又对她好，没有的时候就很焦虑，问题来

的，就是先从心灵深处出发，去真正找到形成你与

了，她对于自己的不满意，究竟是没有好男人？还

父母关系出现状况的信念。比如，你为何如此认为

是没有好男人能给她的生活？是生活，还是生活本

你的父母？——你一定拥有很多实际的事情，而这

身带给她的后续心灵部分的慰籍？

些事情会形成你的经验，你的经验，就是你的想

简单往内探索，你会发现一个重点，开始的情

法。我们要改变的始终是心灵深处的东西，才能改

绪看似是没有得到物质的不安焦虑，而深层次又变

变问题的根本。

成另一种情绪的问题，就是我需要的是安全感，或

人不会真正接受一种跟自己无关的想法，如果

者幸福感。

你的经验里没有，但有人这样告诉你，你很难真正

所以当你有巨大的情绪问题的时候，请你往内

相信。这就好像，父母对年轻人说的一些人生经验，

在继续搜索，你的心灵真正不满的究竟是什么？你

他们开始的时候往往都不会相信，直到他们进入了

不是缺乏一种工具，而是想要去看到自己满意生活

自己的人生，有了经验后，他们往往会开始相信。

的心。一切都是为了你的心灵去继续做，回归到根

知识都是外在的，就好像刀，而智慧才是内在
的，也只有向内探索才能获得的部分，才是使用刀

本，物质都只是桥梁，而本质都是内在真实的自己，
自己所满意的自己是什么样子？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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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科学的
交汇
以下书本由长青佛教文化服务社诚意推荐，电话：6220 6360

佛陀的量子世界

吕尚

本书的副题为：佛经里的宇宙真理与生命真相。顾名思义，作者通过现
代科学重新诠释两千五百年前，佛陀所观的宇宙万象以及所证实的离苦得乐
之道，不但没有任何违和之处，更指出一条清楚明白的学佛新思路。
作者对比了不同译本的《起世经》，并以此经点为基础，让读者体会佛经
中竟然有这么多符合现代观的宇宙万象的描述。此外，全书以对话的形式、口
语化的文字呈现，让读者阅读起来不感到任何压力。
从相对论、量子力学到超炫理论，所有物质依观测而存在，是现代量子
力学铁定的结论。科学家无法从感性上理解，只能靠理性推测证实。佛陀却
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就指出，万法由心生，诸法无我！佛陀证实了哪些不可思
议的宇宙真理和生命真相？本书有详细说明。

量子生活的奇迹

法兰克J金斯洛医师

本书作者结合东方内在宁静奥秘与西方量子物理学应用，透过量子牵引
技巧，从内在觉知根本掌握疗愈原理，情绪困扰、身体疼痛，乃至生活面上
的问题等。
书中内容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作者介绍一系列简单有效的渐进式练习，进而谈到精微的量
子牵引疗程。
第二部分，将指导读者如何应用第一部分的内容，并开始检验精微的量子
牵引在实际生活应用上所产生的价值。作者提供了基本的准则，让读者了解如
何生活在存粹的觉知中，并有机会感受到到由自身的安乐感所产生的至福与宁
静，从人、事、物逐步反映到到自身上，遍布在日常生活之中。
最后，作者也指出一点：我们一直向外凝望，寻求解决方式，而解决方
式其实在本我明亮的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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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是科学的终极典范

苏懿贤

佛法的真面目，可以用科学来诠释。书底特别用了爱因斯坦的一段话
来阐述：“未来的宗教将是宇宙性宗教，他应该超越人格化的神，并且避
免教条与神学，这种宗教将自然界与精神界皆包含于内，建立于由一切自
然界与精神界的经验所产生的宗教意识上，而统合自然与精神两者，佛教
符合这样的特质......”作为清华大学物理系博士的作者深信以科学的语言
来诠释佛法是非常必要，因为一方面目前的科学突飞猛进的时代，一方面
佛法非常深奥，利用尖端科学观念反而有助于阐明佛法的奥义。
在本书的前言中，用了不少篇幅说明了近代可科学的许多发现，一直
在印证佛法的真理性质。佛法是永恒的、觉醒的、全体的真理，所以过去
现在未来诸佛所讲的佛法都不会变，都是相同的佛法；而所谓的科学的真
理则是暂时的、相对的、片面的、所以科学会进步，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
科学。佛法掌握了全体宇宙的真相，而科学所摸索到的是宇宙暂时的、模
糊的、残缺的影子。所以佛法永远领先科学，而可以做为指引科学发展的
明灯，这也是书中要传达的主要信息。

活出无限

张鸿玉

佛陀开示：“ 万法唯心造。” 既然宇宙万象皆来自我们心中的意念，
那么现下世间的乱象，不就正好说明了每个人内心的现况。每当面对自己，
总是觉得充满冲突、恐惧与贪婪。若要改变，就需要勇气与智慧，并通过自
我的改变去转化人生。
全书分为四部分：面对自己、认识自己、疗愈自己与活在当下。作者
鼓励大家重新认识自己，活在当下，因为她认为活在当下是最真实的、最
具有创造力的、懂得感受此时此刻，就是人间乐土。

用佛法智慧开启另类的财富密码

子文

本书以佛法的智慧指引读者，教导如何经营人生、经营事业，透过建
立正确财富观念以及实修的方法，达成现代生活的目标。
佛法藏有无比的智慧，想要获得大量的财富其实有秘诀，这些秘诀离
不开布施行善、在进入六波罗蜜的修持，只要循序渐进，必可达到最后目
标，财盈充满。此外，人心与诸佛菩萨的心并无二致，透过学习，心量的
传递可以无远弗届。
透过此书，以新的见解诠释生命与财富的意涵，当站到更高角度看人
生时，许多事物即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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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征稿

简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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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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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AL FOR

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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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ol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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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shed with the exception of messages delivered or
articles published previously. Kindly state in advance
if payment is to be decl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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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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分店坐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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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知更多详情，请游览我们的网页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us at

Tel:

佛
教
文
物
●

书
籍

www.dailygreen.sg 9836 0200

觀自齋

KWAN TZI ZHAI
VEGETARIAN CATERING

15 Shaw Road, #05-01
Teo Industrial Building, Singapore 367953
Tel: 92323692 (Monday to Friday) 10am-6pm
www.blueskydelig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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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十点至晚上七点，
星期日早上十一点至下午四点。
5 Koek Road #01-25/27
Cuppage Plaza (S) 228796
Tel: 67362089 Fax: 67371824

其
他
服
务

素 食 林

佛化生活

殡
仪
服
务

Ko’s Vegetarian Pte Ltd

专营五谷杂粮、糙米、营养冲泡
饮料及各类饼干零食等

Blk 24 Sin Ming Road #01-33 S (570024)
Tel: 6452 1132 Fax: 6451 3137

承办正宗斋宴席、素食小品
及饱点自由餐、上门到会
一律欢迎
100 Eu Tong Sen St. #03-16
Pearls Centre S (059812)
TEL: 6 2226141
Business
Hour: 11.00am8.30pm
Double Ace Associates
Pte Ltd专业收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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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园干湿洗
WASH-LA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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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Ceylon Rd S (429607)

TEL: 63440820

长青佛教文化服务社

殡
仪
服
务

EVERGREEN BUDDHIST CULTURE SERVICE

专流通中英文佛书、佛像、
各类念珠、卡带、水晶与法器等
佛教文物 。欢迎光临
Tel: 6220 6360 Fax: 62219284
e-mail: egbudcul@singnet.com.sg
website:www.evergreenbuddhi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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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助刊

WE NEED YOUR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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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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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洋佛教 启

SPONSORSHIP FORM

南 洋 佛 教 助 刊 表 格
姓名

助印款项

Name

:

联络电话

Amount

:

支票号码

Contact Nos :

Cheque No

地

邮

址

Address

:

: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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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 慧 增 长 / Wisdom
身 体 健 康 / Health
业 障 消 除 / Free From Impediment
其 他 / Others:

B. 回 向（姓 名）/ Transfer merit to (Name)
福 慧 双 增 / Fortune and Wisdom
生 辰 快 乐 / Longevity
莲 增 上 品 / Attain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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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刊二维码
Sponsorship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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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请寄来最新一期《南洋佛教》
Please send a latest issue to me  

请不必寄来《南洋佛教》
Please stop se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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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刊鸣谢
The Buddhist Union

$5,000.00

Tan Seng Boon

$50.00

三宝弟子

$50.00

华城建筑私人有限公司

$500.00

杨春

$30.00

Low Suat Khoon

$300.00

H H Tan

$30.00

黄云仲

$200.00

Choong Siew Mooi

$30.00

洪秀莲

$200.00

观连、观原、观利

$26.00

黄福山

$100.00

Ang Soon Huat

$20.00

吴莉贞

$100.00

Yeo K K

$20.00

Boon Ai Peng

$60.00

Lee Jia Wei

$2.00

林徽妤

回向林门历代祖先莲增上品

$300.00

颜佩芬

回向丘佳萦女儿福慧双增，身体健康

$100.00

连明如

祈愿业障消除

$100.00

杨庆伟、杨庆銮

祈愿合家身体健康、业障消除、福慧增长。
回向已故先父杨善年福慧双增、莲增上品、往生极乐世界

$50.00

冼礼强

祈愿疫情早过，众生安乐，世界和平

$50.00

陈伊丝丽

世界和平，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疫情早日止息，法师们法体安康，
法轮常转，正法久住

$50.00

冯锦

祈愿冯锦 身体健康，业障消除

$50.00

唐金莲

祈愿唐金莲身体健康，业障消除

$50.00

Sally Tan

回向陈秋福业障消除、智慧增长

$48.00

许丽珍

回向已故父亲许声寿、大舅严家煜福慧双增、莲增上品、往生极乐世界

$30.00

胡廷达

回向已故父亲胡蕴仁、母亲罗观莲莲增上品，往生极乐世界

$30.00

胡廷达

回向已故太太郑金娣莲增上品，往生极乐世界

$30.00

胡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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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胡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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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黄玉莲

祈愿合家身体健康、业障消除、疫情早日消除

$30.00

萧雪梅

祈愿周兰芳智慧增长，业障消除

$30.00

黄玉莲、黄玉珠

祈愿守洪身体健康、业障消除

$20.00

柳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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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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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生净土，速证菩提

$120.00

新 加 坡 佛 教总会主办

护国佑民
大斋天
祈世和 国运隆 民安康 福慧圆
日期

: 2021年9月19日 (星期日)

时间

: 8:00am ~ 11:00am

地点

: 本会3楼大殿

赞助费 : $100.00
名额有限 登记从速 以免向隅

新加坡佛教总会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新加坡佛教总会
59 Lorong 24A, Geylang Singapore 398583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Tel: 596744
Fax:
6747398583
3618
Lorong4635
24A, Geylang
Singapore
Tel: 6744 4635

www.buddhist.org.sg

Fax: 6747 3618 www.buddhist.org.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