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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净身安八关斋 (一天)

报　到 : 2022年1月1日 (星期六)

   早上9时入堂 (当天傍晚6时出堂)

赞助费 : S$30.00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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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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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截止日期 ：2021年12月15日或额满50人

Eight Precepts Retreat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59 Lorong 24A, Geylang Singapore 398583
Tel 电话: 6744 4635     Fax 传真: 6747 3618
website 网站: www.buddhist.org.sg

新加坡佛教总会

皈依仪式 : 下午12时30分 │ 广品法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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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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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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佛教总会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59 Lorong 24A, Geylang Singapore 398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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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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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佛教总会  
2022年招生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Enrolment for year 2022

请上网或亲临二楼办事处报名 
Pls register online or visit us@2nd floor office

周日学校－华文
儿童组－6 至 12 岁
少年组－13 至 16 岁
一月九日开课 / 每星期日 9.30am－11.30am
赞助费$100 

成人佛学班－华文 (17岁以上)
三月四日开课 / 每星期五 8.00pm－9.30pm
赞助费$100

Adults Dharma Classes－In English (17 years old & above) 
Fee: $100 per year
Friday from  4th March 2022 / 8.00pm to 9.30pm 

佛
学
班招生

新加坡佛教总会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59 Lorong 24A, Geylang Singapore 398583
Tel 电话: 6744 4635     Fax 传真: 6747 3618
email 电邮: buddhist@singnet.com.sg
website 网站: www.buddhist.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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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了近两年的疫情，不仅仅是打乱了我们生

活的方式与节奏，也让我们的健康与精神面对前所

未有的压力。

去年5月至6月间，由本地心理卫生学院与香港

大学合作展开，访问了1000多名的新加坡公民与永

久居民。研究结果显示，受访者感到压力的来源来

自担心受感染、失业或被迫放无薪假期、食物供应

不足等，因而内心浮躁、忧虑，严重者更是陷入长

期的忧郁。

此外，我们还面对着在一个气候变异无常、恐

怖活动威胁、天灾人祸频繁的纷扰时代，在这样的

一种氛围下，人人自然期盼有一个和平、安定的世

界。

至于如何建构一个和平的世界，从佛教的角度

出发，必须从“心”开始。

所谓心和则人和、人和则家和、家和则社会

和、社会和则国家和，国家和则天下和，由此可

见，一切起于个人的内心。如果个人取得心灵上的

和谐，哪怕遇上任何困难与障碍、也能处变不惊，

保持心境平和，不起一丝波澜。

佛教一直是以“修心”作为其修行核心，引导

佛弟子以慈、悲、喜、舍四种心境来面对人生的方

方面面——“慈”爱众生，施予安乐；“悲”悯他

人，拔苦排难；随“喜”善行，自在安乐；“舍”

弃我执、等视众生。

由我开始，从心出发。以慈悲代替忿恨、以智

慧代替无知、以平和宽容之心，去实现和谐之行，

建构一个没有纷争的世界。

和心
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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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总会

斋天法会纪盛
在新冠病毒疫情弥漫下，佛教总会于去年停办

的斋天法会，原定今年8月1日举行，但因多重变

数，展延至9月19日上午8时举行，真可谓计划赶不

上变化。所幸在佛菩萨加持庇佑下，顺利于当日圆

满进行。法会场地依旧在佛总三楼礼堂，由会长广

品法师带领。

由于疫情的不确定及为顾全大众生命安全，此

次斋天法会现场参与人数仅限50人。即便如此，

信众们的盛情不减，依然有百余人报名。由于斋天

法会是佛总一年一度的重要大法会，为了让无法参

与实体的信众也可以在同一时间共襄盛会，同沾法

喜，佛总顺应潮流采取线上直播方式，以解忠实信

众们的失落感。

为了让信众了解斋天的原意，会长广品法师

特地在法会开始前两天，自制一则视频，上载于佛

总脸书，简短的为大众们开示为什麽佛教徒斋天。

且听法师为我们娓娓道来：“佛教徒虽然不皈依

天，不归依众天，但是感恩诸天在光明会上佛面前

发愿护持佛教和成就有德的修行

人。因此佛教徒会准备香花灯涂果

食，表达对他们的谢意与敬意。同

时祈求众天继续护持佛教，保护世

界和平，国泰民安，众信众身心安

康，福慧圆满。”法师言简意赅，

在脸书上吸引了近万人的浏览与关

注。

此次的斋天法会因疫情因素，

除了参与现场人数减少，采取线上

直播方式等的改变之外，在悦众安

排方面也特地邀请了两位法师同聚

一堂，担任主磬与木鱼手，有别以

往悦众都是由同学会同学担任，使

2

佛总活动

■ 佑桂 ■

Color_516.Pg1_12.5.indd   2 27/10/21   3:39 PM



得法会越发庄严肃穆。大众就在三位

德高望重的法师们引领下，礼诵“金

光明斋天忏仪”。

法 师 们 唱 腔 铿 锵 有 力 ， 法 音 涓

涓，不仅龙天护法听了欢喜，更感染

了现场的氛围，振奋着信众，即使早

早起身，个个还是跪拜不落人后，带

着一颗法喜充满的心跟着唱诵。最

后，法会在信众们满心欢喜的供僧中

结束。

斋天功德不可思议，福佑也是不

可思议的。祈愿在大众众志成城拜忏

下，疫情早日消除，世界祥和，人民

速速回归正常生活。

3

佛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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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itten by : Mrs Chua – Lee Kai Ling, HOD (A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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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总活动

Artist and Technology
Maha Bodhi School (MBS) Inaugural Virtual Art Gallery

The Spectrum is here again! MBS Visual Art 
Exhibition, in its 8th year, celebrates the artist in 
every child. Although the COVID-19 pandemic, with 
the series of Safe Management Measures (SMMs) 
has posed potential disruption to many learning 
activities, the Aesthetic Team @ MBS is determined 
to overcome the challenges and continue to bring 
meaningful learning experiences to our pupils in a 
safe manner by leveraging technology via the MBS 
first Virtual Art Gallery. 

This year, the exhibition features artworks by 
pupils from all the six levels. Technology has availed 
the opportunity for more pupils to showcase their 
artistic talents and to promote art appreciation in our 
school. At the same time, the exhibition also show-
cases MBS visual art curriculum. The exhibition was 
launched online on 30 August 2021 and we were 
honoured to have Venerable Seck Kwang Phing, 
Chairman of our School Management Committee, 

give an opening address in the 
virtual gallery.

Technology has advanced 
and impacted many aspects 
of our lives. The theme of the 
2021 exhibition - “Artist and 
Technology” aims to highlight 
the artist’s role in utilising 
technolo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to explore and express 
their views about how technol-
ogy has shaped our lives. 

This exhibition invites our 
pupil artists to reflect on how 

technology has impacted the various aspects of 
their lives, from the way they live to the way they 
learn and play. Pupils connect their lived experi-
ences with technology, evaluate these phenomena 
through the lens of artist and audience, and create 
artistic artworks that express their ideas, imagina-
tion and reflections. As part of their artistic process, 
pupils also learn to be safe and responsible users 
of technology and to harness the power of technol-
ogy for positive purposes in their lives. At the same 
time, pupils acquire skills and competencies, such 
as analysing, synthesizing and self-assessment, for 
life-long learning.

This year’s exhibition is curated using im-
mersive 360-degree technology. Viewers are able 
to enjoy over 100 selected artworks set against a 
digitalised backdrop of a two-storey gallery space in 
the comfort of their homes. Virtual technology brings 
our pupils’ masterpieces closer to our aud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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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ping us cascade the artistic vision 
to a broader public.

MBS Virtual Art Gallery presents 
us with new opportunities to seek alter-
native ways to reach out to our parents 
and strengthen our home-school part-
nership. All parents are invited to view 
the art pieces in the virtual exhibition 
and to drop a word of encouragement 
to the pupil artists. The school is ap-
preciative of the good cheers from our 
parents when they posted positive and 
encouraging comments to affirm our 
pupils’ achievements and the school’s 
effort to keep the school safe and reach 
out to them. Some of the comments 
are as follow: 

The MBS Virtual Art Gallery will be 
showcased online from 30 August to 31 
December 2021. We would like to invite 
you to join us in celebrating the efforts 
and achievements of our pupils and 
view their artworks at our first virtual 
art exhibition. You may access the link 
below to view our pupils’ and teachers’ 
artworks in the virtual gallery:
ht tps: / / t inyur l .com/mbsthespec-
trum2021

We look forward to hear your ex-
perience in touring our virtual gallery. 
We also invite you to pen a few words 
to motivate our budding pupil artists as 
you engage in their art pieces via the 
Padlet link below: 
https://tinyurl.com/postexhibitionexperi-
ence

佛总活动

These are some of our MBS budding artists! Congrat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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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itten by : Mrs Gina Ang (Senior Teacher/ Mathematics) ■

Chan Sum Ngai, Jeff
Maha Bodhi School Alumnus, Class of 2020, 6 Integrity

6

佛总活动

Recipient of the 
                 Prime Minister’s 
   Book Prize

Maha Bodhi School is proud to present her 
alumnus, Chan Sum Ngai Jeff (Class of 2020), a 
recipient of the prestigious Prime Minister’s Book 
Prize! The Prime Minister’s Book Prize is an annual 
award given at the Primary, Secondary and Pre-
University levels to promote effective bilingualism, 
in English Language and Mother Tongue Language.

An inquisitive learner with a positive attitude, 
Jeff adopts a growth mindset and perseveres to do 
well both in his studies and CCA. Other than his 
stellar performance in the language domains, his 
strong interest in Mathematics is evident through 
his excellent problem solving skills and Math-
ematics discourse. Jeff’s detailed and thorough 
approach in learning is observable in Science 
where he examines concepts both in breadth and 
in depth. An athletic boy and a valued team player 
in Badminton CCA, Jeff is well-received by his 
teammates. 

Jeff, we are proud of your achievement and we 
wish you the best in all of your future endeavours! Photo taken i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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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殊中学资讯通信科技部科主任
Subject Head ICT

丁国添先生  
Mr Ting Kok Thiam         

荣获表扬奖章 
Commendation Medal

菩提学校品格与公民教育部主任
HOD 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黄 茗女士 
Mdm Wee Shi Ming       

荣获表扬奖章 
Commendation Medal

菩提学校英文部主任
HOD English 
萧淑芬小姐 
Miss Siow Soek Fien        

荣获长期服务奖
Long Service Medal

菩提学校资讯通信科技部科主任
SH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陈志强先生  
Mr Tan Chee Keong

荣获长期服务奖
Long Service Medal

菩提学校老师
Teacher

Mdm Fauziah Bte Mohamood         

荣获长期服务奖
Long Service Medal

新加坡佛教总会  敬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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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经》全称为《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也是阐释般若思想的重要经

典。在汉传佛教经典中，《金刚经》是流传最为广泛，

修学者最多的佛教经典之一。古往今来，有不同的高

僧对本经作过翻译和注疏。自唐宋以来的禅宗，更将

《金刚经》奉为禅宗学者必修的经典。六祖惠能禅师

就是因听本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句经文而悟道。

《金刚经》以空慧为主要内容，探讨了一切法无我之

理。本经中有很多箴言，阐述了佛教破执扫相、无相布

施、持经功德等佛教内涵。

一、	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

这句箴言出自《金刚经·大乘正宗分第三》，经

云：“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

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

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 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

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

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

佛陀告诉须菩提尊者，诸菩萨应当如此降伏其心：所

有一切众生，不论是胎卵湿化，还是有色、无色、有

想、无想，或者非有想、非无想，都会令他们进入无

余涅 。灭度无量无边众生之后，直到最后实在没有

众生可以灭度。为何要这么说呢？佛陀自问自答说，

如果菩萨心中存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

不是菩萨。

经中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简称“四

相”“四见”“我人四相”。一是我相，谓众生于五蕴法

中，妄计我、我所为实有。二是人相，众生妄计在六道

轮回的自体为真实存在的外在相状。三是众生相，众

生把依五蕴和合而生的自体当成真实存在的外在相

状。四是寿者相，是指执著众生从生到死，有一期的

生命相续，可以传之长久。四相其实都是由“我相”派

生出来，菩萨若能破除对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

等四相的执著，才能称为真正的菩萨。经文虽说菩萨

要破除对四相的执著，其实，我们一般的修学者也都

应当破除对四相的执著，才能开示悟入佛之知见。

二、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

这句箴言出自《金刚经·妙行无住分第四》，经

云：“须菩提，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所谓不

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须菩提！菩萨应如

是布施，不住于相。何以故？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

德不可思量。须菩提，于意云何？东方虚空可思量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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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也，世尊。须菩提，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

不？不也，世尊。须菩提，菩萨无住相布施，福德亦复

如是，不可思量。须菩提。菩萨但应如所教住。”

这句箴言谈的是佛教六度中的布施度的问题。佛

教六度，布施为首，因为布施能令人离苦得乐，因而大

乘经典都提倡修布施自利利他。一个人在修布施善行

时，应当行无相布施，也就是本经中所说的不住相布

施。所谓不住相布施，就是布施者在行布施时，心中

没有施者、受者，以及所布施之物。这种三轮体空的布

施，称为清净布施，具有无量功德。如果布施者在布

施过程中，心中存有能施的我相，接受布施的人相，以

及所布施的钱物，就没有丝毫福德了。如《菜根谭》中

说：“施恩者，内不见己，外不见人，则斗粟可当万钟

之报；利物者，计己之施，责人之报，虽百镒难成一文

之功。”也就是说，施恩惠给别人的人，不可老把恩惠

记在心头；不应有让别人赞美的念头； 这样即使是一

斗米也可收到万钟的回报；用财物帮助别人的人，如

果计较自己对人的施舍，而且要求人家的报答，这样即

使是付出一百镒钱，也难收到一文钱的功效。我们在日

常生活中修布施善行时，只有做到无相布施，才会有

布施的功德。

菩萨行不住相布施，所获得的福德如太虚空一般

不可思量。一般的学佛者在修布施善行时，应当要学

习菩萨那种不住相布施，才能够成就布施的功德。

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这两句箴言出自《金刚经·如理实见分第五》，

经云：“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身相见如来不?不也,世

尊。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所说身相,即

非身相。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

相,即见如来。”

这段经文旨在破除众生执著虚妄之相。在佛教看

来，世间的一切造作迁流变化的种种相，都是因缘生

法，因缘和合就会产生种种相，因缘离散之后，种种

相就会灭除，如幻如化，虚妄不实。在佛陀看来，即便

是佛的身相，也不过是四大、五蕴和合相续之假相，不

但佛如此，世间一切的所有相，都是假合变幻。离相即

无所谓性，离性即无所谓相。如果修行人对相产生了

执著，便会产生种种修行的障碍。如果只见到相，就

无法见性。修行者见到诸相，如果能认识到“凡所有

相，皆是虚妄”之理，就不会执著诸相而迷失真性，此

时就能证法，也就是见法，见法就是见佛。只有当修行

者能见诸相皆是非相，就能够觉悟“见缘起即见法，见

法即见佛”的道理。所以，佛特意告诫弟子要认识到有

相的事物都是虚妄不实的，只有了知诸相非相，就能

见性，见性了方才是真正的见佛。

四、	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

况非法

 这几句箴言出自《金刚经·正信希有分第六》，经

云：“是诸众生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无

法相，亦无非法相。何以故？是诸众生，若心取相，即

为着我人众生寿者。若取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寿者。

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寿者。是故不应

取法，不应取非法。以是义故，如来常说。汝等比丘，

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

这段经文是在谈论学佛者发起真实信心的方法。

信为道源功德母，诸佛菩萨从修道到证道，都是从信

字入手。《大智度论》卷一云：“佛法大海，信为能入，

智为能度。”众生有一念信根，即种了未来的善果，故

此一念信根，即种了未来的善果，其福德即不可思量。

我们在修行过程中，就是通过智能了达无所得法，修

无所得行，证无所得果，然后才能圆满证悟第一谛，所

以说是稀有难得的。众生若要了悟第一义谛，就不应当

取法，也不应当取非法。佛陀以舟筏作比喻，说明渡河

需用筏，到岸不需船，表达了舍法破执之意。

“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

况非法。”佛陀告诉须菩提等比丘弟子，如来所说的

法，就象世间渡人过河的船，船的作用是将一个人由

此岸渡到彼岸。一旦将人渡过河之后，船就完成了使

命，失去作用了。佛所说的法也是如此，佛说的法是为

适应钝根众生而权巧施设，佛法是为了令众生破迷开

悟的，一旦众生都能悟道成佛了，佛法也应当舍弃，更

何况非法。

五、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这句箴言出自《金刚经·庄严净土分第十》，经

云：“佛告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昔在然灯佛所，于

法有所得不？不也，世尊，如来在然灯佛所，于法实无

所得。须菩提，于意云何？菩萨庄严佛土不？不也，世

尊，何以故？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是故

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

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这一分专讲庄严佛土不可取相，因而称为“庄严

净土分”。佛陀过去世在燃灯佛那里，虽然获得无上菩

提之果，实则自悟自修，于法实无所得。接着佛又问须

菩提，菩萨到底有没有庄严清净的佛土呢？须菩提回

答说没有，因为所谓的庄严佛土，并非是胜义中存在

的实有庄严，不过是庄严的外在名相罢了。诸菩萨虽然

庄严了实有的佛土，但由于菩萨心不执著于相，因而

获得了庄严佛土的功德。所以，经中说，庄严佛土者，

即非庄严，是名庄严。佛陀最后告诉须菩提，诸位大菩

萨应当如是生清净心——不应对眼识所见的种种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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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起执著心，也不应于声、香、味、触及法等尘境生起

执著心，应该于无任何所缘执著而生起离一切边执的

清净心。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又称无住心、非心。意即

不论处于何境，此心皆能无所执着，而自然生起。心若

有所执着，犹如生根不动，则无法有效掌握一切。故不

论于何处，心都不可存有丝毫执着，才能随时任运自

在，而如实体悟真理。禅宗六祖惠能未得法前，五祖弘

忍为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

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得传衣钵。

六、	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若尊重弟子

这几句箴言出自《金刚经·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经云：“复次，须菩提，随说是经，乃至四句偈等，当

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如佛塔庙。

何况有人，尽能受持读诵。须菩提，当知是人，成就最

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若尊

重弟子。”佛陀告诉须菩提尊者，若人弘扬这部般若经

典，具有很大的功德。即便是有人为人讲说《金刚经》

中的四句偈语，这个讲说经典的地方，就应当被天、

人、阿修罗恭敬供养，就像恭敬供养佛的塔庙一样。更

何况有人能够完全受持、读诵《金刚经》。佛告诉须菩

提，这个人能成就最上第一稀有的无上菩提。这部《金

刚经》所在地方，那里就有佛，也就有尊重佛的弟子在

那里。这个地方佛、法、僧三宝都具足了。由于甚深般

若微妙之法，是三世诸佛之母，因而，《金刚经》所在

的地方，就应当恭敬尊重，要像供养佛塔一样的恭敬

供养。

经中又说：“须菩提，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

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当知此处，即为是塔，皆

应恭敬，作礼围绕，以诸华香而散其处。”《金刚经》

所在的地方，我们应当像恭敬佛塔一样恭敬，并且能

够右绕礼拜，以各种香花散于经典所在之处，因为此

处就是道场，以香花作庄严具有无量功德。

七、	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若为人轻贱，

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

世罪业即为消灭

这几句箴言出自《能净业障分第十六》，经云：“

复次，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若

为人轻贱，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

故，先世罪业即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如果有人受持、读诵这部《金刚经》，如果现世被人

轻视嘲笑，是因为这个人过去世所造的恶业本来应当

堕落三恶道中受苦，但由于他受持、读诵《金刚经》的

功德，前世所造的恶业重罪轻报，仅仅是被人轻贱而

已。修学者还可以因受持、读诵《金刚经》的功德，证

得无上正等正觉。

 这则箴言重点讲述受持、读诵《金刚经》有不可

思议的功德，其中能消除业障也是修学《金刚经》的

功德之一。因此，学佛之人要深信受持《金刚经》的功

德，经常受持、读诵，不仅为人种福田，还使自己罪障

消除，趋证菩提。

八、	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

这几句箴言出自《金刚经·一体同观分第十八》，

经云：“佛告须菩提,尔所国土中,所有众生，若干种心,

如来悉知。何以故?如来说诸心皆为非心,是名为心。

所以者何?须菩提,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

心不可得。”

众多国土中的一切众生，他们的每一心行，如来

以佛知见，悉能知见。每个众生的心念，刹那生灭，念

念不住，每一众生即起不可数量的心念。只有佛有如

此慧力彻底明见。因为佛所说的诸心，即是缘起无自

性的非心，假名为心而无实体可得的。接着，佛陀讲说

了这句箴言：“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

可得。”如果说心在过去，过去已经消失，哪里还有心

可得。如果说心在现在，现在念念不住，也没有实在心

可得。如果说心在未来，未来还没有到来，又哪里有未

来心呢。从三世中求心自性不可得，只有如梦幻泡影

的假名，因此，佛陀说诸心非心。

九、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

这句箴言出自《金刚经·非说所说分第二十一》，

经云：“须菩提，汝勿谓如来作是念：我当有所说法。

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

不能解我所说故。须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

说法。”   这段经文是佛陀为破除人们所执的见相，

使人洞知缘生事理，以免执有执空之病，而令发菩提

心，悟入般若妙境，这也是本经所要阐发的主旨。佛陀

告诉须菩提，不要认为如来作这种念想：我当有所说

法。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有人说如来有所说法，就

是诽谤佛，因为他并不了解佛说法的真谛。真正说法的

人，是没有法可说，才称为说法。据佛传记载，世尊一

日升座，文殊白槌云：“谛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

尊便下座。世尊看似没有说法，其实就暗示世人要破

除对法世尊说法的执着。

我们一般人通常将听到的声音，看到的文字理解

为佛在说法。若从法身理体角度来看，根本没有可说

的法和能说法的人。佛陀说法都是根据众生的根性，

权巧方便，随缘而说，并不执著法相。如果佛子执著于

佛在说法，就是认指为月了，与悟道背道而驰了。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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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时又必须随俗假说，令众生从言说中体悟无法可

说，这就是说法了。

十、	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

如来

这四句箴言出自《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经

云：“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不？须

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佛言：须菩

提，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者，转轮圣王即是如来。须菩

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不应以三十二相观

如来。尔时，世尊而说偈言：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

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佛陀告诉须菩提，是否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在

须菩提回答之后，佛陀对他说，如果能以三十二相观

如来，转轮圣王就是如来了。须菩提对佛说：“世尊，

依照我对佛法的理解，是不可以依三十二种殊妙身相

来证见如来。佛陀然后根据两人的对答作总结说，如

果有人想凭色相见佛，或者以音声见佛。这个人就是在

行邪道，一定不能证见如来。

这四句箴言是佛陀再次告诫弟子，不可以三十二

相见如来，如果以相见佛，则相是虚幻不实的。在佛陀

看来，众生见性即见佛。只有当修道者心无分别，才能

见到清净庄严法身。佛陀最后再次说，如果众生以色

见佛，以音声求佛，这个人就是在修行邪道，不能够见

到如来。”

佛陀在忉利天为母说法之后，回到人间，很多弟

子思佛心切，都想第一个见到佛。按照僧团依归，女众

必须排在男众后面。有位莲花色比丘尼为了先见佛，

就以神通力将自己变现为转轮圣王，排在迎接队伍之

首。当她见到佛陀时，佛陀说第一个见到我的人是须

菩提而不是你。莲花色比丘尼左顾右盼，不见须菩提

的身影。原来，须菩提听说佛陀返回人间时，也想去

迎接，但想到佛陀说：“若人以智慧眼观佛法身，则为

见佛中最”，于是在林中进入空性定，当下与佛相应，

这才是真正的见佛。

我们虽然要恭敬佛陀的色身，又不可执著于此，

以为见到色相就是见到如来，就与修道相违了。

十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	

是观

本则箴言出自《应化非真分第三十二》中，经

云：“须菩提，若有人以满无量阿僧祗世界七宝持用布

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者，持于此经，乃至

四句偈等，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其福胜彼。云何为人

演说？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何以故？一切有为法，如

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这段经文重点讲述了用无量阿僧祗世界七宝布

施的福德，不如持诵或为人解说本经中的四句偈语。

本经中特地强调读诵本经，或者读诵其中四句偈语的

功德，远胜于以恒河沙数的七宝布施的功德。究竟应

当如何为他人演说《金刚经》中的偈语呢？就应当不

执著于一切相，安住于一切法性空而不为法相分别所

倾动。为何这么说呢？因为世间的一切诸法，都如梦

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我们应当如是观照。

这四句偈语，还是劝人不要执著于相。一切有为

法，如梦一般，梦中我们清晰可见，醒来则一无所有； 

“如幻”，即为虚幻不实，我们所幻见的种种事物，如

海市蜃楼，虽然幻见，而实无此物；“如泡”，即水泡，

经中经常将水泡称为浮沤，佛教常用浮沤比喻人身无

常。楞严经卷三云：“反观父母所生之身，犹彼十方虚

空之中吹一微尘，若存若亡，如湛巨海流一浮沤，起灭

无从。”水泡在水中转瞬即逝。“如影”，影子是因为有

物质的存在而有，物体本来是因缘和合，虚幻不实的，

故而影子也是虚幻的。“如露”，草上露水，太阳出来即

蒸发了，没有永久存在；“如电”，空中之闪电，划破长

空，转瞬即逝，因而不实。这六种现象都无常无实，空

无自性，因为一切法都缘起性空的。世人常执著一切法

为真常不空，就如小孩子执著梦境为真实一样。

洪鸿兴洪子生

1800 226 3333 | www.angchinmoh.com.sg

成立于1912年
洪振茂生命礼仪百年历史，

新加坡数一数二的殡葬礼仪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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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藏十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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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门中，我们经常会听人说到“三藏十二

部”经典浩如烟海，但很多人不太清楚“三藏十二

部”所指的具体内容，下面分别作简要的介绍。

“三藏十二部”中的三藏是指佛教的经、律、

论三藏。“十二部”是指佛陀所说法，依其叙述形

式与内容分成的十二种类别。具体来说，“三藏”

是印度佛教圣典之三种分类。据《大乘庄严经论》

卷四述求品载，藏，是“摄”之义，即总摄一切所

应知之意。若依觉音之说，则藏为“谙记”之义，

即以谙诵之法而师徒口传。另据《文殊支利普超三

昧经》卷中载，藏为“器”之义，即容受所应知之

一切教法之意。大众部与其他部派在三藏之外另加

■ 文. 张贤登 ■

杂藏（本生因缘等），犊子部另加咒藏（真言、陀

罗尼）而成立四藏。法藏部另加咒藏与菩萨藏，大

众部之一说部另加杂集藏与禁咒藏，成实论加上杂

藏与菩萨藏，六波罗蜜经加上般若波罗蜜多藏与陀

罗尼藏，五者合称五藏。此外，经藏与律藏二者，

或声闻藏与菩萨藏两者，并称为二藏。

“三藏”中的经藏，音译素怛缆藏、修多罗

藏，意译契经藏。即指佛所说之经典，上契诸佛之

理，下契众生之机；有关佛陀教说之要义，皆属于

经部类。律藏，音译毗奈耶藏、毗尼藏，意译调伏

藏。佛所制定之律仪，能治众生之恶，调伏众生之

心性。有关佛所制定教团之生活规则，皆属于律部

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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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论藏，音译阿毗达磨藏、阿毗昙藏，意译作对

法藏。对佛典经义加以论议，化精简为详明，以决

择诸法性相；为佛陀教说之进一步发展，而后人以

殊胜之智慧加以组织化、体系化的论议解释。论藏

又称论部。 　

在《大乘庄严经论》卷四中举出了设立“三

藏”之九种原因，即：

一、为对治疑惑，故设立修多罗。

二、为对治受用之二边，即令远离乐行之边、

苦行之边，故设立毗尼。

三、为对治自心之见取，故设立阿毗昙。

四、为说三学，故设立修多罗。

五、为成就戒学、心学，故设立毗尼。

六、为成就慧学，故设立阿毗昙。

七、为讲说法及义，故设立修多罗。

八、为成就法及义，故设立毗尼。

九、为通达法及义，故设立阿毗昙。 　

在《释氏要览》卷中亦援引《阿毗达磨集论》

之说，谓经藏乃用以对治疑烦恼，律藏对治受用二

边之随烦恼，论藏对治自见取执之随烦恼。此外，

西藏喇嘛教以三藏配于三毒，而谓律藏可断除贪

欲，经藏可断除嗔恚，论藏可断除愚痴。 

有关三藏的先后次第，尚无定论，若就三藏结

集的先后而言，则其次第为经、律、论；若就行修

之顺序而言，则为律、经、论。若将此三藏配于三

学，则经相当于定学、律相当于戒学、论相当于慧

学。同时，经亦包含戒、定、慧三学，律包含戒、

定二学，论唯包含慧学。

在三藏中，凡是以经立宗者，如华严宗、净土

宗、密宗等，皆称为经宗；以律立宗者为律宗，如

我国南山律宗；以论立宗者为论宗，如俱舍宗、成

实宗、三论宗等。又精通三藏之各藏者，分别称为

经师、律师或论师。造论弘扬佛教者，称为论主或

论师。精通三藏之法师称为三藏法师、三藏比丘、

三藏圣师，或单称三藏。三藏之翻译家亦称三藏，

例如称玄奘三藏、真谛三藏等。

“十二部”是佛所说的法，按照其叙述形式

与内容分成的十二种类。又作十二分教、十二分圣

教、十二分经。即：

一、 契经，音译修多罗，即契于理契于机之佛

教经典，又作长行。以散文直接记载佛陀

之教说，即一般所说之经。

二、 应颂，与契经相应，即以偈颂重覆阐释契

经所说之教法，故亦称重颂。这可以从形

式和内容两方面来理解。从形式上看，文

句字数有定，与古诗相似，这时从梵文、巴

利文沿袭而来的文体，一般称为偈颂。从内

容上看，都是对长行内容的复述，是称重颂

或应颂。应者，“顺应长行”；重者，“重

宣其义”。

三、 记别，又作授记。本为教义之解说，后来特

指佛陀对众弟子之未来修证果位所作的印

记。通俗地说就是经典中所记载的佛陀明

确告诉弟子何时可以成佛的经文。据《璎珞

经》讲有八种授记，《法华经》第六品专

名“授记品”。

四、 讽颂，又作孤起。全部皆以偈颂来记载佛陀

之教说。与应颂不同者，应颂是重述长行文

中之义，此则以颂文颂出教义，故称孤起。

也就是不依前面长行文的意义，单独发起的

偈颂。

五、 自说，佛陀未待他人问法或者无请问佛法

者，而佛自行开示教说的经文。如《阿弥陀

经》，名“自说经”。我们知道，佛陀说

法，多是弟子先请问，佛再作答，于一问一

答中深入开来。而自说一体，是指弟子们不

知提问，而佛从大事因缘出发，认为教义重

大，即便无人求法请问，也要主动开示众

生。

 六、 因缘，记载见佛闻法，或佛说法教化之因

缘，如诸经之序品。如《大智度论》卷三十

三：“说诸佛法本起因缘，佛何因缘说此

事，修多罗中有人问故，毗柰耶中有犯是

事，故结是戒，一切佛语缘起事，皆名尼陀

那。”如来说法必有因缘，即经中见佛闻法

因缘，及佛说法教化本末因缘之处，如诸

经“序品”。因缘是有关该经在什么情况

下，为解决什么问题，对什么人而说的等等

记述，属于交代背景、主题、性质、目的等

内容。

七、 譬喻，佛说种种譬喻以令众生容易开悟的经

文。如《法华经》中的火宅喻、化城喻等。

　

 八、 本事，载本生谭以外之佛陀与弟子前生之行

谊。也就是佛经中所记载的许多有关佛讲述

某菩萨或弟子过去几生几世所作所为的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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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缘事业，此类即称为本事经，如《法华

经》中的“药王菩萨品”即是其例。

九、 本生，记载佛陀前生修行之种种大悲行。

凡经中佛说自身往昔行菩萨道时，修诸苦

行，利益众生所行因缘之经文，名“本生

经”。如《佛本生经》中就讲述了佛陀在

过去世修行时，为鹿、为鹰等动物舍己度

化众生的故事。

十、 方广，字面意思是宣说广大深奥之教义的

经文。宽泛点说，即一切大乘经之通称，

又指词广理正，广辨诸法甚深真理的经。

凡属宣讲菩萨道的教理，弘扬菩萨行的法

门，均属方广，是为教化大乘菩萨的大乘

经典的通名，如《大方广佛华严经》。

对于方广经典，《菩萨地持经》卷三云：     

“十二部经，唯方广部，是菩萨藏，余十

一部，是声闻藏。”小乘的方广经，唯以

语广，此类经文，名“方广经”。

十一、 希法，又作未曾有法。记载佛陀及诸弟子

希有之事。此是形容佛在说法中显现出来

的种种神力、吉祥、瑞相的经文。之所以

称名“未曾有”，是因为这些瑞相在我们

这个娑婆世界从来示曾有的境界，众弟子

同声赞叹：“未曾有”而得名。如经中说

诸天身量，大地震动，旷古稀有，以及佛

力不可思议之事的经文，名“未曾有经”。

十二、 论议，记载佛论议抉择诸法体性，分别明

了其义，是一切论书的通称。论议是佛法

经典的主要形式，即“以理论议，明辩法

相。”如佛为声闻乘说“苦集灭道”四圣

谛之义理。在文体上显示为“一问一答”

或“直发精义”的两种，显示了佛说法的

活泼亲切。

此十二部，大小乘共通。然而诸经中有人称惟

方广为大乘独有之经；有人认为除记别、自说、方

广外，其余九部皆属小乘经；也有人认为除因缘、

譬喻、论议外，其余九部皆属大乘经；或有人以为

譬喻、本生、论议外之九部为九部经；又有以为除

自说、譬喻、论议外之九部为九部经。惟九部与十

二部二种分类中，九部之说法较为古老，但却较有

力。上所谓九部经，又作九分教、九部法。又此十

二部究摄于经律论三藏之何种藏中，古往今来亦有

不同的说法。

为了方便后人记忆这十二部经的名称，古人将

十二部经编成了一首偈颂：

长行重颂并孤起，譬喻因缘与自说。本生本事

未曾有，方广论议及授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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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是一种常用的修辞手法，用跟甲事物有

相似之点的乙事物来描写或说明甲事物。比喻，也

叫“譬喻”“打比方”。在很多佛经中都有比喻的

经文，这些佛经中的比喻，能将抽象的佛教名词术

语加以形象化的解说，有助于学佛者理解经义。如

《妙法莲华经·方便品》云：“我以无数方便，种

种因缘，譬喻言辞，演说佛法。”可见，佛陀在讲

法时，比喻是常用的解经方式。

佛教义理精深玄妙，为了让学佛者容易理解

接受，佛经中常用比喻故事，形象、生动、浅明透

彻地阐述深刻的佛理。如《阿含经》卷十一中难陀

向一位比丘尼讲说人身五蕴和合的道理时，用屠牛

人杀牛作比喻。他说，技术高超的屠牛人杀牛时，

手拿利刀，分解开宰杀的牛，不伤肉，不伤皮，把

筋骨剥离开来，然后把皮覆盖在肉上。难陀问：       

“这和整个的牛是不是一样？”比丘尼回答：“不

一样。”难陀解释说，牛就比如人身，肉就是 “内

六入”，外皮就是“外六入”，皮肉之间的筋骨就

是贪、 、痴，利刀就好比佛智，用智慧就能断除

一切结缚。

《法华经》中有七个有趣的譬喻，称为“法

华七喻”。其中最为有名的是“火宅喻”。《法华

经·譬喻品》中讲述了“火宅喻”：有一大长者，

财富无量，某日，宅舍起火，长者的几个儿子在火

宅内欢乐嬉戏，对宅中失火浑然不觉。长者为救几

个儿子出离火宅，于是巧设方便，说宅外有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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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故事通过秃子到处求人医治秃头来比喻那

些常受生老病死折磨的人，欲求长生不死之道，却

不刻苦修行，而是盲目地四处打探，殊不知被问的

人自己也是在生死轮回中无法解脱！这正是问道于

盲。

《普贤菩萨警众偈》云：“是日已过，命亦随

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大众当勤精进，如救头

然。但念无常，慎勿放逸。” 偈语以少水之鱼比喻

生命日复一日的减少，以如救头顶燃烧来比喻修道

应当勤奋努力，这都是世俗之人无法想象出来的。

《旧杂譬喻经·祸母》中说：过去有个国

家，富足安乐，但是国王并不安分，一次他问众

臣：“我听说天下有一种叫‘祸’的东西，是什么

样子？”众人都说不知道。国王于是就派人到邻国

去买。天神就化作一个人在市中叫卖。卖的东西形

状如猪，用铁索拴着。大臣问：“这是什么？”答

说是“祸母”。问：“卖多少钱？”答说：“一千

万”。大臣又问：“这个东西吃什么？”答说： 

“一天吃一斗针。”于是大臣买下“祸母”献给国

王，然后又挨家挨户搜求针来喂祸母。结果弄得民

不聊生。于是大臣对国王说：“这个‘祸母’弄得

百姓怨气冲天，天下就要大乱了，还是把它杀掉为

好。”国王同意了。就把它拿到城外，可是怎么也

弄不死它，最后只得堆起柴火，用大火烧，烧得那

个东西浑身通红，结果它跑到哪里就烧到哪里。它

跑遍全国，祸害民众，闹得饥荒遍地。这个故事结

尾说：“坐厌乐，买祸所致。”这则比喻故事是说

这个国王不满足于太平，自己讨来了祸害。但从佛

教教义上来说这个故事是说戒“贪”的，其寓意是

贪心不足，祸害无穷。

南本《大般涅 经》中还对譬喻方法作了总

结。本经卷二十六中说到“八种喻”：“善男子 ，

喻有八种：一者顺喻 ，二者逆喻 ，三者现喻，四

者非喻 ，五者先喻 ，六者后喻 ，七者先后喻 ，

八者遍喻。”这段经文从内容、形式与表达方式等

方面对譬喻进行了区分。多用譬喻，使文情生动；

而用博喻，更容易造成气势充沛的效果。佛经中有

的譬喻是故事，这些故事丰富了中国散文的内涵。

例如《六度集经》中的《镜面王经》，《大般涅

经》卷三十《师子吼菩萨品》，世亲《摄大乘论》

等经论中的“盲人摸象”的故事，在苏轼《日喻》

中都有所体现。唐宋以后一些散文家在譬喻故事上

争奇斗艳，都是受到佛经比喻的影响。如董其昌曾

指出：“东坡水月之喻（指《前赤壁赋》），盖自

《肇论》得之，所谓‘不迁’意也。文人冥搜内

典，往往如凿空，不知乃沙门辈家常饭耳。”

鹿车及牛车，准备赐予几个儿子。等

到几个孩子奔离火宅之后，长者于是

赐予每个人一辆大白牛车。

这则比喻中，“火宅”比喻三

界众生为五浊、八苦所逼恼而不自

知，诸子比喻众生，长者比喻佛。以

羊车、鹿车、牛车分别比喻声闻、缘

觉、菩萨等三乘；而以大白牛车比喻

界外一乘真实之法门，即说明“会三

归一”之旨。“火宅喻”通过比喻指

出佛的使命就是对迷惑于三界的众生

进行劝教，让众生走出迷途，趋于善

境，犹如这位长者，从火宅中拔济众

生。

《法华经·譬喻品》中的“化

城喻”也是法华七喻中的重要比喻。 

“化城”，指变化之城邑，比喻二

乘之涅 。《法华经·譬喻品》载，

有众人将过五百由旬险难恶道以达宝

处，疲极欲返，其导师为振奋众人，

以方便力，于道中过三百由旬处化作

一城，令彼等得苏息，终能向宝处前

进。即藉化城比喻二乘所得之涅 非

为真实，乃佛为使彼等达大乘至极佛

果之方便假说。

《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

章》中将十方如来与众生的关系比喻

为母子关系。十方如来见到众生遭受

痛苦，如箭入心，如慈母见子受苦，

忆念之心，无有疲厌，而六道众生不

念佛，佛念众生，单忆无用。子若忆

母，如母忆时，自可心心相契。比喻

众生若能忆念如来，犹如如来怜念众

生一样，则感应道交，互涉互融，生生世世不相违

远。

《百喻经》是以寓言故事来喻示佛理的经典。

经中有则《治秃喻》故事说：有一个人，头上光秃

秃的，冬天觉得特别冷，夏天又遭太阳晒，还有蚊

子来叮，昼夜不得安宁，很是苦恼。他到处打听，

希望能治愈他的毛病。后来得知有一个医生，擅治

各种疑难杂症，就跑去请教，他对医生说：“我这

秃头的毛病实在太痛苦了，听说你很有本事，无论

如何请你帮我治一下。”不料这个医生立刻脱下帽

子，露出光秃秃的脑袋给他看，并说：“实在抱

歉，我自己也是个秃顶，很是痛苦。假使我能治愈

这病，我不是早把自己的病治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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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学的语言词汇极其丰富，可惜在教学实践

中，涉及的佛教文化内容却极少。佛教以慈悲为怀、

众生平等、善恶果报等为主导思想，饱含着“开发智

慧，觉悟人生”的积极意思。若将佛学语言引入课

堂，能为语文教学锦上添花。

语文既是一种交际工具，也是一扇认识人类文

明和民族精神发展的窗户，对于形成良好的个性和

健全的人格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语文核心

素养(“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 

“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四个板

块中，语言建构与运用是基础，居于首位，它既是

思维的表现，又是以审美情趣和文化修养为基点的

人文修养的重要载体。可以说，语文教学就是通过

借助语言文字这个外在媒介来拓展和丰富学习者的

精神世界，引导学生形成健康向上的生命方式。而

佛学中有许多蕴含人生智慧的哲理语言，正是建构

语言系统极好的元素，很有必要多学习。比如，从

《维摩诘经》的“心垢故众生垢，心净故众生净”，我

们领悟到：一个人欲得净土，当净其心，当心净了，

则处处都是桃花源，生而为人就要做一个心态好、

有修养的人；从《华严经》的“犹如莲花不着水，

亦如日月不住空”，我们领会到：社会是一部大机

器，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个部件，部件只有在恰当

合适的位置上，才能发挥最大效应，因此，我们必

须学会摆正位置，安放好自己。即便自己本事大，

也尽量不要脱离自己的位置，去越俎代庖。做人就

应摆正自己的位置，做好人生的定位；从虚云大师

的“春到花香处处秀，山河大地是如来”，我们明

白了：要学会欣赏。生活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

现美的眼睛，只要用心去品察万物，就会发现世俗

烟火中也有诗意，山河大地处处都是如来；从《金

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应作如是观”，我们认识到：世间的三千繁华，看

似明艳，其实大都不能久持。真正的豁达，应该放

弃眼中的小自在，追求内心的大光明。

其实，语文学科与佛学同是人文科学，都充满

本期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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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学

中的应用

语言词汇

■ 文. 王春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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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情感与人道温度，闪烁着人文精神的光芒，这

就决定了语文教学与佛学都指向生命终极，都是灵动

的、充满生命温度的教育。当认真品味佛家语言时，

我们可以从佛教那里学到认识世界与自觉自救、自净

其意的许多方法。语言教学强调“习得”，要求学生

通过言语活动去学习言语，去“自悟”。以下列举一

些例子：

一学生在作文《保持内心的柔软》中这么写： 

“保持内心的柔软，需要我们不断反思，让心中的

明镜台高挂，也不教灵魂的菩提树沾染尘埃。”就

是巧妙的化用了佛家语言“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

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一学生在作文《守望心灵》中这么写：“世

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不必过于纠结眼前的得

失，要学会放下。在佛家眼里，三千繁华不过弹

指刹那，百年过后皆为一 黄沙，如此豁达，令人

佩服，即便身不能至，亦心向往之。” 就是借用

了佛家语言“三千繁华弹指刹那，百年过后一 黄

19

沙。”把“豁达”、“超脱”、“乐观”的主题表

现得更出色了。

一学生在作文《站在无底深渊中》中这么写：“面

对深渊，悲观者想到了悬崖，而乐观的人想到了桥梁，

不同的心态，导致不同的感知和眼界，这正如禅宗所

言，人生如蔷薇，弃世者鄙其刺，乐世者乐其芬。”其

中“人生如蔷薇，弃世者鄙其刺，乐世者乐其芬”便是

引用了禅语来表现“悲观和乐观”这一主题。

凡此种种，能如此运用佛家语言写作文的现

象，在笔者所任班级屡见不鲜。学生能如此活用、

妙用，笔者也颇感欣慰，充盈着健康向善思想的一

篇篇作文，因佛语而点亮，而生辉。

本文所提“佛家语言”，是指佛经名言、经典

禅语和诗化佛理语言中充满正能量的语言，自古及

今，妙语佳句不胜枚举。纵观中华文化史，那些受

到佛教文化熏陶而有所建树的名人也为数众多。远

者有陶渊明、王维、苏轼、朱熹，近者有章太炎、

陈寅恪、梁漱溟、弘一法师、丰子恺⋯⋯他们的篇

章著作中，不乏浸透佛理智慧的语言。其实，佛家

并不是要求人远离世间，反而是“问君何能尔，心

远地自偏”，人只有在喧嚣尘世中反而更能得道修

行。“红尘里就有菩提”，学生更懂得对人世间一

切美好的事物的珍惜。王摩诘的“行到水穷处，坐

看云起时”，苏东坡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

在此山中”，都说明了：佛在平常日用里，禅寓人

生百态中。

语文老师要引导学生平时用心去发现、去积累，

就会发现禅语的美妙，比如，“华枝春满，天心月

圆”，弘一法师这句话可用于“充实”、“圆满”等

主题；“一念心清静，处处莲花开”可用于“保持平

静”、“甘于淡泊”、“不慕荣利”等主题；“时时

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可用于“修养”、“反思”

等主题；“春来草自青，秋至叶飘零。”可用于“顺

其自然”、“尊重规律”等主题。日积月累，佛家语

言便融合进学习和生活当中了，充满人生智慧的佛家

语言系统便自然构建起来了，这种语言的建构应视为

一种正方向的力量的施加，是原有的语言系统的完善

和补充，也是语文核心素养的一种丰富和提升。

站在佛家语言角度观照语文教学，对我们来说

是一种尝试，亦是一种探索。笔者深切冀望本文的

思考与建议能引起语文界同仁继续思考，促使学生

的语文学习朝着建构更完善的语言系统方向走得更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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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悠久的历史，传承至今，唯识学对今天的佛

教有着深远的影响。依他起性是唯识学中的重要内

容，自玄装法师解读依他起性以来，佛教界围绕依他

起性展开了多方研究，虽论述颇多，但至今还没有统

一的定论。为探究唯识学中的依他起性的含义，促进

佛教在当今时代的新发展，笔者就唯识学中的依他起

性进行了研究，旨在分析佛教唯识学中依他起性的发

展。

    

一、唯识学中的依他起性分析

1. 如来藏是指如来在修行佛因之位的胎藏形态，唯

识学认为皆有如来藏，只因世俗的七情六欲遮蔽

了如来藏，是而不显化于外，需要通过修行念力，

在成佛的道路上不断觉悟，才能体会到如来藏，

脱离凡俗，达到佛的境界。唯识学对如来藏进行

了深度的解读，《摄大乘法》《决定藏论》《转

识论》等经书，均对如来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解

读，如《转识论》中提到“谓是一切法种子识，如

此造作回转”，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识

是依他起性，“自我”对事物的认知并不是认识自

我，而是通过依他起性，不断觉悟阿摩罗识，达

到“识”与“境”的有机统一。阿摩罗识并不是有

实体的存在，它是“自我”在不断觉悟、开智后明

悟佛性的体现，是“自我”证利如来藏的过程。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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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唯识论学中的

依他起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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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心生灭门中依他起性的作用

 心生灭门是如来藏心之相指，是“相”，缘

起缘灭，即为心生灭，在生死流转之中，阿

黎耶识所蕴含的法逐渐显现，“自我”在

依他起性的作用下，分为“识”和“境”，其

中“识”便是唯识学，依他起性起缘的作

用，众生皆有缘，与佛有缘。众生皆苦，佛

有大慈悲而不能渡，唯有通过缘将分别性

和依他起性摄入到阿黎耶识之中，对菩提

道之中存在的“虚妄”、“业报”、“宿业”

等，进行反复的洗涤，才能够明知觉悟，达

到超脱的大自在之境界。依他起性是人生

在不断苦难、沉沦之中，逐渐明悟并摆脱的

一种方式。众生要“明唯识义”，便要觉悟

到三无性，三无性是一切法的真实体现，是

一切法能够显现于众生的方式。

    

二、唯识今学下的依他起性分析

自唐朝玄奘法师西天取经归来后，大乘佛

教有了新的传播与发展，唯识学也处于不断发

展变化之中，并对今天的唯识学产生了深远影

响。

1.	 一切法唯有识

 玄奘法师的《成唯识论》是关于依他起性的重要

著作，解读了“唯有识”。“唯有识”建立在显现界

基础之上，具有显性，能够显现出依他起性。“自

我”因缘和合而生灭时，便会显现在依他起性，对

众生产生迷惑的作用，让众生陷入到烦恼之中而

无法自拔，被外境所困扰，因而一切法唯有识。烦

恼、虚妄等是乱识，在菩提道之上，唯识是唯一

的识，能够演化成千差万别不同的现象，产生重

法相。

2.	 依他起性是法起所在

 在大乘佛教中，依他起性是法起所在的缘，即因

果。任何一种法都是凭空产生的，与依他起性

密不可分，依他起性是因、果的集合体，是一切

法的根源所在，因而依他起性摄万法。根据《摄

大乘论》中的内容，依他起性分为染、净两种法

门，法门之下可建立起生死所摄之法，凡涅 、

清静法、因果等，均是依他起性所建立三自性的

体现。因而在依他起性是一切法所在方面，与唯

识古学所提倡的“阿摩罗识”转依体是有所区别

的。

3.	 依他起性与第六、七识

 依他起性遍及第六、七识，唯识学认为依他起性

能够遍及第六、第七识，玄装法师指出“意及意

识名意识故”，“意识”包含了意和意识。在修行

唯识学时，明白依他起性和第六、第七识之间的

关系，才能够达到“达无”有状态，依他起性能

够遍及修行者的内心，让修行者在修行阿赖耶识

时，明悟心智，体会“虚妄分别”的众缘。依他起

性遍及第六、第七识，遍及所执之境，虽然在“虚

妄分别”的作用下，存在着一切漏法行为，这是 

“分别”与“虚假”之间的差异。染和净之间的转

换，是依他起性有无漏法的体现，由此否定了四

缘所发挥的作用，体现出生死流转的世界运动规

律，有助于修行者自证、深度体悟佛法。

	

三、结语

唯识古学的依他起性与唯实今学的依他起性，唯

识古学在“二重二谛”中，对依他起性思想进行了判

定，认为依他起性是受到虚妄污染的，需要在转变所

依的情况下，不断改变依他起性的自我存在理念。唯

实今学则是以“道理世俗谛”为基础，二谛思想区别

于“二重二谛”，所依的是阿黎耶识，因而依他起性是

一切法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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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等

因果思想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因果，又

作因果应报、因果业报、善恶业报，是指一切事物

都受因果法则的支配，有善因必然产生善果，称

为善因善果；造作恶因必然会产生恶果，称为恶

因恶果。《因果经》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

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如《无量寿经》

云：“天地之间，五道分明，恢廓窈冥，浩浩茫

茫，善恶报应，祸福相承。”《法苑珠林》卷七十

云：“夫有形则影现，有声则响应，未见形存而影

亡，声续而响乖，善恶相报，理路皎然。”可见，

一个人无论做善因，或造作恶业，这种业因如影随

形，如响应声，迟早都会有相应的报应。

《瑜伽师地论》卷三十八中“已作不失，未

作不得”之语，概括了佛教因果思想的特点，也就

是说任何思想行为，必然会导致相应的结果。所造

之“因”在未得“果”之前，不会自行消失；反过

来说，如果不做一定的业因，就无法得到相应的结

果，佛教据此提出“三世因果”说，即一个人现

世的贫富穷达，都是前世所造善恶之业所感得的果

报；今生的善恶行为，也必然会有来世祸福之报。

众生在因缘果报方面都是平等的。也就是说

一个人不论是富贵，还是贫贱，他做善事就会有善

报，造作恶业，就会遭受苦报。世上不存在无因之

果，也不存在无果之因。

因
果 “三世因果”是佛教因果最核心的理论。这

种理论指出，因果报应贯通于前世、今生和来世等

三世。有现世造业当下受报，称为现报；有现世造

业，来世受报，称为生报；有现世造业，两世或多

生多劫之后受报，称为后报。

众生根据自己造作善恶之业的因缘，只有自

己承受其结果，别人丝毫不能替代。从造业受报来

说，不论是谁，不管造作善恶之业，一定要承受善

恶之因感得的果报。如《楞严经》云：“假令经百

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这

说明众生造什么因就会感什么果，而且所造业因到

一定时间自己必定会受到报应。《泥犁经》云： 

“父作不善，子不代受，子作不善，父不代受，善

自获福，恶自受殃。”一个人所做善恶之业，将来

的善恶果报只有自己承受，其他人是无法代替的。

又如《地藏经·阎浮众生业感品》云：“其后家内

婢生一子，未满三日，而乃言说。稽首悲泣，告于

光目：‘生死业缘，果报自受，吾是汝母，久处

暗冥。自别汝来，累堕大地狱。蒙汝福力，方得

受生。为下贱人，又复短命。寿年十三，更落恶

道。’”这段经文讲述了光目女的母亲，因在世时

造作杀业，因而死后堕落恶道中受苦。但由于光目

女的礼佛超度，她的母亲虽然投生人道，却只能为

下贱人。不幸在十三岁时短命而死，又堕落恶道中

受苦。她投生为光目女婢女之子后，告诉光目女，

自己虽然是光目女之母，但所造作的恶业，果报要

自己承受，别人无法代替。由于光目女一直为母亲

修福，才得以投生人道，但却要受短命之报。

从以上对佛教众生平等、怨亲平等、生佛平

等、平等乞食、平等布施、因果平等等内容的论述

可知，佛教是以平等为本怀的宗教。在各种说法场

合中，佛陀都会不失时机地讲述自己的平等观念，

并把这种平等思想贯穿到佛弟子修行生活的方方面

面。正是由于佛陀对佛教平等思想的弘扬，才使我

们处处都能感受到佛教的慈悲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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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安 大 师 ( 3 1 2 —

385)是东晋著名高僧，

俗姓卫，常山扶柳(今河

北冀县)人。道安18岁

出家，因其形貌黑丑，

未被重视，令作农务。

由于他博闻强记，数年

之后，他的师父改变了

对他的态度，令其受具

足戒，并准许他外出参

学。道安24岁时，在后

赵的邺都(今河北临潼)

，得到佛图澄的嫡传，

因而经常代替佛图澄讲

经说法，为信徒解答许

多理论上的疑难问题。

因他讲经生动活泼，摄

受 人 心 ， 因 而 赢 得 了          

“漆道人，惊四邻”的

美誉。佛图澄死后，后

赵发生内乱，道安赴山

道
安
大

师

的

弥
勒
行
愿

西临汾翻译经典。不久，又去飞龙山(今河北汲鹿境

内)宣扬佛图澄的学说。东晋永和五年(349)应后赵主

石遵之请返回邺都。不久石遵被杀，道安又去山西和

河南弘扬佛法。此后，道安大师又云游河北、襄阳、

长安等地，从事译经、讲经、制定僧制等工作。他对

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道安大师

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倡导弥勒信仰的人。他深信弥

勒净土法门，曾在襄阳与弟子法遇等人一起在弥勒像

前发愿往生弥勒兜率净土。在他的影响下，当时国中

兴起了弥勒信仰的热潮。

弥勒信仰在中国的流行，源自于弥勒经典的传

译和流布。在道安大师诞生前十七年(285)，敦煌菩

萨竺法护在长安译出了有关往生兜率净土的《弥勒上

生经》；前十六年(284)，又译出了《正法华经》；道

安大师诞生前九年(303)，竺法护又译出了《弥勒菩

萨本愿经》《弥勒下生成佛经》。在377年前后，

苻坚又遣使送结珠弥勒像等给道安大师，大师每逢

讲席，必罗列这尊弥勒圣像。道安大师认真研读了

这些弥勒经典，经中说，弥勒菩萨是未来之佛，现

在兜率内院教化众生。诸天听闻弥勒说法就能得不

退转地，将来还会随弥勒菩萨下生娑婆世界度化众

生。对佛法具有高深造诣的道安大师深信弥勒净土

■ 文 . 圆缘 ■

法门，于是将弥勒信仰作为自己毕生的信仰。他曾

与后来到建康、扬州弘扬佛法的竺法汰一起修学弥

勒净土法门。

后越石氏之乱后，道安往飞龙山访竺法汰，与竺法

汰、僧先、道护成为莫逆之交，共同发愿修学弥勒净土

法门。后来竺法汰与道安一起逃难南下襄阳。一行人走

到新野时，道安大师分张徒众，命竺法汰到扬州弘扬佛

法。临别时竺法汰对道安说：“法师仪规西北，下座弘教

东南，江湖道术，此焉相望矣。至于高会净国，当期岁寒

耳。”竺法汰所提“仪规西北”，是指西北方兜率天宫，而

非西北方长安。句中的“高会净国”，是指上生兜率天

宫，以西北对东南，当为以净土对娑婆而言。 “岁寒”

，指岁暮，即晚年也。道安大师在襄阳弘法的十五年里，

经常与高足弟子法遇等八人在弥勒像前立誓，发愿求生

弥勒兜率净土。对此，《高僧传·道安传》云：“安每与

弟子法遇等，于弥勒前，立誓愿生兜率。”在《高僧传·

昙戒传》中道安弟子昙戒对自己追随道安发愿求生兜

率净土有如是描述：

后笃疾，常诵弥勒佛名，不辍口。弟子智生侍

疾，问何不愿生安养。戒曰：“吾与和尚等八人同

愿生兜率，和尚及道愿等皆已往生，吾未得去，是

故有愿耳。”言毕，即有光照于身，容貌更悦，遂

奄而迁化，春秋七十，仍葬安公墓右。

在道安与弟子昙戒的传记中，相互印证了道安

与法遇、昙戒等八人，曾一起在弥勒圣像前发愿求

生弥勒兜率净土。由此可见，道安可以称得上是中

国佛教史上第一位弥勒净土的信仰者。

道安的弥勒信仰建立之后，还担心自己的选择

能否实现，他后来在长安五重寺，向异僧(宾头卢)

询问自己将来的归宿何在。当异僧回答道安将往生

兜率天宫，并且道安在目睹了西北方上空的兜率妙

境以后，更坚定了这一信仰。他向异僧寻求修证弥

勒净土的方法，并依法修习沐浴圣僧之业。对此，

《高僧传·道安传》云：

后至秦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异僧

形甚庸陋，来寺寄宿。⋯⋯安请问来生所住处。彼乃

以手虚拨天之西北，即见云开，备睹兜率妙胜之报。

道安大师认识到兜率净土的殊胜微妙，遂带领

弟子一起发愿求生弥勒兜率净土。他不仅自己念诵

弥勒名号，礼拜弥勒圣像，读诵弥勒经典，还向广

大信众积极弘扬弥勒净土法门，带动更多的佛弟子

修学弥勒净土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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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楞严经》第一种“清净明诲”中，讲述了阿

难心迹圆明之后，发愿要利益未来诸众生，于是稽

首白佛言：

大悲世尊，我今已悟成佛法门，是中修行得无

疑惑。常闻如来说如是言：自未得度，先度人者，

菩萨发心。自觉已圆，能觉他者，如来应世。我虽

未度，愿度末劫一切众生。世尊，此诸众生，去佛

渐远。邪师说法，如恒河沙。欲摄其心入三摩地。

云何令其安立道场，远诸魔事。于菩提心得无退屈。 

经文“自未得度，先度人者，菩萨发心。自觉

已圆，能觉他者，如来应世”是《楞严经》中的名

句，意思是说自己还没有明心悟道，得到度化，却

能够发愿先度化别人，这是菩萨的发心。自己已经

觉行圆满，又能觉悟他人，这是如来应化世间。这

几句讲的是修行人为度化众生的发心大小的问题。

大乘佛教修行以自利利他为目标，每一个修行者在

修道过程中都要发愿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一个人

的发心越大，他的修行就会越精进，就越容易悟道

成佛。

在很多佛教经典中，都讲到诸佛菩萨在过去

世行菩萨道时所发大愿。如《圆觉经》云：“善男

子，末世众生，欲求圆觉，应当发心，作如是言：

尽一切虚空，一切众生，我皆令入究竟圆觉，于圆

觉中，无取觉者，除彼我相一切诸相。如是发心，

不堕邪见。”佛陀指出，末法时代众生如果要求证

圆满觉性，应当作如是发心：“尽一切虚空，一切众

生，我皆令入究竟圆觉。”也就是不仅自己发愿要证

圆觉之果，也要让虚空一切众生都趣入究竟圆觉。

《普贤行愿品》中讲述了普贤菩萨所发十种大

愿：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

四者忏悔业障，五者随喜功德，六者请转法轮，七者

请佛住世，八者常随佛学，九者恒顺众生，十者普皆

回向。普贤菩萨这十种大愿不仅讲述了修行的具体方

法，也讲述了如何善巧方便度化众生。经文中还反

复提到“虚空有尽，我愿无穷”，说的就是虚空很

大，没有边际，有穷尽时，假如这么大的虚空有边

际有穷尽的话，普贤菩萨救助众生的愿力比虚空还

要大。地藏王菩萨往昔行菩萨道时也发愿“地狱未

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

学佛的目的不只是自己要成佛，所有一切众生

都要让他成佛。大乘佛教主张先饶益有情众生，然

后再利益自己。所以，每一个修道者都应当将度化

众生作为自己修行的主要目标，而不是要自修自了。

自己没有得到度化，而能发愿度化他人，这是

菩萨的发心。发心广大固然好，但在修学实践中，

若欲度化他人，自须有方便。若自己没有修为和证

悟，只有度化他人的愿望，是难以度化他人的。           

《大智度论·释发趣品第二十》云：“行者先求自

度然后度人，若未能自度而欲度人者，如不知浮人

欲救于溺相与俱没。”

一个人自己尚且没有得度，而是想着去度化别

人，就没有度化他人的功力，无法实现救度他人的

目标。这就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想救溺水之人，

非但不能救人上岸，反而会连自己与溺水之人一起

在水中沉没。

俗语说“志在高山行在微”，意思是说一个人

虽然有远大的志向，但还要从细微处做起，才能最

终实现理想。修行者发心度化他人也是如此，虽然

发心广大，但首先要学会自度，然后才能方便善巧

地度化他人。

自未得度，

       先度他人
■  文 . 董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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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组织运动会，有一个项目我很喜欢，是  

“慢骑”，就是比赛谁骑得慢。参赛的人骑在自行

车上，慢慢扭动身子，保持身体的协调，尽量不使

车子前进，且能保持不倒。

喜欢这个项目，是因为它的独特，比赛项目大

都是比快的，而这个项目却是比慢的。要想比别人

慢，其实也是不容易的。

生活中大都是比快，看谁升职快，看谁买房

快，看谁买车快......当今社会，“快”似乎是一种

不可逆转的潮流。饮食“快餐化”了，娱乐“快

餐化”了，阅读“快餐化”了，就连感情也在“闪

婚”等概念下被“快餐化”了。

美国音乐家约翰·列侬曾说：“当我们正在为

生活疲于奔命的时候，生活已经离我们而去。”

去一个公园时，看到一个人蹲在树下，聚精会

神地在看什么。我逛了一个多小时回来后，那人还

蹲在树下，保持以前的那种姿势，低头在看什么。

我看了看，他的面前也没有什么啊。很好奇，于是

就问他在看什么。他抬头一笑，说，看蚂蚁，看它

们是怎样将一条大青虫拖进洞里去的。

这真是个可爱的人，现在有谁还会像孩子那

样认真观察一只蚂蚁的生活呢？我要对他肃然起敬

了，他就算不是哲人，也是位内心从容淡定的人。

每次与朋友们爬山，我总是最慢的那一个。他

们嘲笑我的慢，但我不以为然。我慢，但我欣赏到

了一朵我从未见过的花具有着怎样美丽的容颜，一

只蝴蝶怎样扇动它五彩的翅膀，一只虫子在草中怎

样快乐地歌唱......

人生亦如爬山，不要总想着“无限风光在险

峰”，其实在爬山的途中，处处皆风景。不要嘲笑

一只爬山的蜗牛，它看到了更多的常人看不到的风

景。

慢是一种生活的智慧。人生需要内心的平和与

宁静，慢下来，也许不能大富大贵，但因此活出了

生命的辽阔与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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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慢
生活智慧

■ 文. 李晓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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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句、死句是禅林常用语，又称活语、死语。

活用之句称为活句；不活用之句称为死句。活句是

超越分别的灵妙之句。宋代慧洪之《林间录》中举

出洞山初禅师之语：“语中有语，名为死句；语中

无语，名为活句。”

在古代禅林中有很多禅师通过警示弟子参究活

句，不参究死句，促使弟子明见自性。德山缘密禅师

是唐代高僧，云门文偃禅师的弟子。缘密接法之后，

常以云门三句接引弟子，并将“云门三句”改为“德

山三句”。此后，“德山三句”广为云门宗所用，称

之为“云门剑”“吹毛剑”。德山缘密上堂云：“我

有三句语示汝诸人：一句函盖乾坤，一句截断众流，

一句随波逐浪。作么生辨？若辨得出，有参学分；

若辨不出，长安路上辊辊地。”“函盖乾坤”，指

绝对之真理充满天地之间，且函盖整个宇宙。“截

断众流”为断除学人之烦恼妄想，指应超越语言文

字，于内心顿悟。“随波逐浪”，是指对参学者应

机说法，为活泼无碍之化导。

一日，德山缘密上堂：“但参活句，莫参死

句。活句下荐得，永劫无滞。一尘一佛国，一叶一释

迦，是死句。扬眉瞬目，举指竖拂，是死句。山河大

地，更无淆讹，是死句。”当时有僧问：“如何是活

句？”缘密说：“波斯仰面看。”僧问：“恁么则不

谬去也。”缘密便打。缘密所说的活句，是指意路

不通无义味句。也就是不能以寻常言句思维拟议的

语句。缘密认为，“一尘一佛国，一叶一释迦”，

以及“扬眉瞬目，举指竖拂”“山河大地”等能引

发人拟议思维的言语都是死句。而当弟子问“如何

是活句”时，缘密则以风马牛不相及的“波斯仰面

看”作答，意在斩断弟子的拟议思考。缘密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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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句与死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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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人所问的是有义味通意路句，这是死句。禅门主

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若以平常言语示人，就是

在参死句。如此，则与悟道之旨向违背。

慈受怀深禅师(1077—1123)也是一位鼓励弟子

参活句、不参死句的高僧。慈受怀深是宋代云门宗

禅匠，寿春府(安徽省)六安人，俗姓夏，十四岁剃

发出家。四年后，云游天下丛林，寻师访道。宋徵

宗崇宁初年，前往嘉禾(今浙江省)资圣寺，参访净

照崇信禅师领悟得旨。宣和三年，依皇诏住持东京

(河南省)慧林寺。靖康二年，辞去慧林寺，经天台

山，居于灵岩，后来再入蒋山，退隐于洞庭湖畔的

包山。绍兴二年四月二十日，上堂开示后，安然示

寂，世寿五十六岁，法腊三十六夏。

曾有僧人问慈受怀深禅师：“古人道：‘参活

句，不参死句。’如何是活句？”怀深禅师说：“南

山白额虎。”僧又问：“如何是死句？”怀深禅师回

答：“款出囚口。”僧便喝。怀深禅师说：“也是棺

木中瞠眼。”僧又喝，怀深便打。怀深又说：“大丈

夫汉，莫受人瞒。唤你作佛，已是无端。”当僧人问

如何是活句时，怀深禅师以“南山白额虎”作答。

当僧人问“如何是死句”时，怀深禅师又以“款出囚

口”作答。在慈受怀深看来，不以思维拟议的没有义

味的语句是活句。活句不能言说，当弟子询问如何是

活句时，怀深用“南山白额虎”作答，以去除僧人的

思虑。当僧人又问“如何是死句”时，怀深认为，死

句是能以言语说明的句子，往往是修行的障碍。学徒

若参究死句，等于修行多了一重障碍。为断除弟子对

言语的执著，因而以无意义的“款出囚口”作答。

宋代金陵报恩院玄则禅师，在没有悟道之前

在青峰处学习，他自认为已经得到了师父的真传，

对佛法了然于心了。他于是离开青峰禅师，前来参

访法眼禅师，在法眼会下做监院，但他从不上堂听

讲。一日法眼问道：“则监院为何不上堂参请？”

玄则答：“你有所不知，我在青峰禅师那里已开悟

了。”法眼道：“那你讲来我听听，看你有没有错

会了你师父的意思。”玄则道：“我问师父如何是

佛，师父回答我说，‘丙丁童子来求火’，我就明

白了，丙丁就是火，童子还要向外去求火，这就好

比众生本来是佛，还要到处去找佛一样，原来佛就

在我自己这儿啊！”法眼道：“你果然把你师父的

意思理解错了。”玄则心里很不服气，他想来想

去，还是认为自己的回答是正确的，于是心下暗

想：早就听说法眼是一代宗师，看来是虚名，他不

行嘛，我明明答对了，他还硬说我不对。他决定

离开法眼，去另访高人。玄则走后，有学僧问法

眼：“听说玄则具未来龙象，师父就这样让他走

掉，不是太可惜了吗？”法眼道：“他要是半道能

回转来，还有希望，要是不回来了，那可就真的完

了。”再说玄则走到半道，果然越想越不对头，于

是对自己说：不行，我得弄清楚，象法眼这样一位

大宗师，他怎么能骗我呢！于是他又回来了，对法

眼说：“好吧，你既然说我把我师父的话理解错

了，那么你说，如何是佛？”法眼道：“丙丁童子

来求火。”玄则愣了一下，突然大悟。

玄则初次问青峰如何是佛，青峰以“丙丁童

子来求火”作答，意在提醒玄则不要参究死句，而

应当让参究能令人明心见性的活句。玄则并没有明

白青峰的用意，而理解为自心有佛，心不外求。因

而，当玄则向法眼禅师讲述了自己当初的见解时，

法眼便直言说他错会了师父的意思。玄则对法眼禅

师的说法不服，于是又问如何是佛，法眼禅师仍然

像以前一样回答，这时，玄则没有像先前一样思量

分别，而是当下触缘悟道。

本期特稿

27

B&W_516_����_Pg13_28.5.indd   27 26/10/21   4:41 PM



大三那年，好友小郭邀请我和他一起创业。他看

好了一个项目,在学校大门口租一间门面房,专售文具

用品,他说一定会有好的发展前景。

我忐忑不安地说道：“如果创业,让老师和同学们

知道了,说我们不务正业,怎么办？”

小郭说：“那有什么关系？我们创业又不影响

学业,租个门面房,请个人,我们只需从网上进点货就行

了。”

我还是很不安：“别人知道了,一定会说闲话

的。”

小郭见状,只好邀请了另外一个同学和他一起创

业。没想到这个文具用品店开起来后,生意颇好,到了

大四时,小郭已开了三家分店。不仅没有什么人说闲

话,大家还十分羡慕他,把他当作学习的楷模。

这时,我真有点后悔当初没有和他一起创业,如果

当初和他一起创业,我现在不仅赚了个盆满钵满,还能

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唉，心里直呼懊悔。

工作后,有一个亲戚邀我到他公司工作,他说,他现

在正缺人手。

我犹豫不决地说道：“我到你公司工作,亲戚们知

道了,他们一定会说闲话的。”

亲戚说：“我请你去是干活的，又不是请你去吃

闲饭的。”

我还是顾虑重重。亲戚见状,只好另请别人了。

没想到,几年后,那家公司经营的红红火火,规模不

断扩大。当初亲戚邀请的那个人,已成为一家分公司的

经理,事业一片红火。

这时,我真后悔当初没有接受亲戚的邀请,如果当

初我听从他的邀请,我现在也一定风光无限。唉，心里

直呼懊悔。

......

生活中，我总是担心别人说闲话,处处瞻前顾后,

顾虑重重,结果一事无成。

美国著名导演比尔·寇斯比在他的新片发布式上,

有记者请他谈谈成功的秘诀,他说：“我不知道成功的

秘诀,不过我可以确定失败的秘诀,就是想要取悦所有

的人。人生中,有的人之所以失败,不是他无能,而是他

为了想取悦所有的人,结果一事无成。”

我就是这样,为了取悦别人,让他们不再挑刺说闲

话,放弃了一个又一个成功的机会,最终成为了寇斯比

口中“失败的人”。

不

必

取
悦
所
有
的
人

本期特稿

28

■ 文. 李晓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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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六根清净，其实这是佛弟子要达到远

离烦恼的一种境界，比喻没有任何欲念，最早的记载

出自隋朝时隋炀帝《宝台经藏愿文》之“五种法师，

俱得六根清净”。

什么是六根呢？六根、六尘、六识加在一起，

称为十八界。六根是生理学，六尘是物理学，六识是

心理学。所谓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

是神经的官能，是心与物的媒介的根本。六尘是色、

声、香、味、触、法。六根六尘，也叫佛法十二处，

内为根，外为尘。《法华经及涅 经》记载，能得六

根清净，便可六根互用，所谓六根互用，就是六根之

中的任何一根，都能兼备其他五根的功能，眼能见

色，也能闻声、嗅、香、尝味等，耳能闻声，也能见

色、嗅香、尝味等，鼻根、舌根、身根、意根，也是

一样。

■ 编撰及绘图 . 赵宏 ■ 佛世尊是这样具体分析的：身为六根总相，六

根为身之别相，内外相合，则有六识。根为识之依

托，尘为识所取缘，识为能缘。心无自体，仗境而

生，境本来空无，因心而妄执有境。所谓心，无非是

六识，而六识是假借似有之根和似所缘之尘而来的。

眼、耳、鼻、舌、身五识所针对的外境，如眼取色，

耳听声之类，各自取境，便是妄执有境。所以，众生

的关键是要破心相。先破六根，再破六尘，内外皆

破，六识自然无存。如此，智慧便生。

戒、定、慧乃佛学基本，戒能资定，由定生

慧。所以，佛世尊要求直心正念真如，正念就是不起

诸念，用心惟一。

有了智慧，就明白观自身不可得，观外境无自

体，也不可得。外身和内心的一切均是幻化，这就叫

知幻身灭，知幻心亦灭。身心既灭，便没有了与之对

应的六根、六尘，达到幻尘亦灭，六识也就该灭了。

如此，就是真正的清净。

佛

佛化生活

禅

味

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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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情

画

意

诗
二
首

■ 

文
 . 
心
绢 
■

诗
情
画
意

露珠串起清风

一行唏嘘

秋菊不为白霜张扬

腾空消遣长野荒郊

十三弦弹拨悲赋

洛神击筑，而歌。而舞。

倥偬。境外

空空如也

少艾画图春天一幅

几何，复几何

小小呀，黎明唱响哪一季

碧水熏墨哪一处

渐离渐远，翅影。

身后

一泓桃花源

惊
鸿

飘飘何所似 天地一归鸥

生与死，隔离一青纱

气若游丝，过客照影沙洲

九天龙吐珠悠游自若

许是，逆旅选择孤高灵魄

惊鸿乍起，翩然。

如斯。羽化恰恰是

无染。

 

磬声铿锵老调子力度

高歌浮生不若梦

嬉水浅滩，蓦然回首

一瞥，尔尔，不过

刹那。

扬尘。

(摄影: 陈丽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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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航

漂泊无意，宛若浮萍失根

舟楫下 线路模糊双掌力量

港湾外 灯塔打量五蕴短长

涛升沫散，浑浊了

是非对错

浮标。沙丘

虹桥。蜃楼

海市造境

歧途现前

杂染交织贪念与妄想

漩涡掀翻海底深处的弦

帆影卧平粼粼波光，接引

琉璃流金跌宕

冰凉了一阙 

归人晚唱 

  

白晶晶迷浪激越起

极光，虚空划下

梵音高亢

剪破一网夜暝

沉沉色黯

而 天越来越高

碧涯 越远越来 

洗眼

当愿妙法导航

守护罗盘不摇晃

听，潮浪一路平川

汪洋正气皓然

寂灭处，月儿无喜无悲

汲汲 净水

回航

(摄影: 心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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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说

漫

画

■ 梁云清 ■

2

喝
酒
吃
肉

请问大师，在下可
以饮酒吃肉吗？

饮酒吃肉是
您的禄份，
不饮酒吃肉
是您的福气

有位大官久仰马祖大师教诲有
方，前去拜访

马祖运用这种“方便法门”的
巧妙之处，也可以从他和石矾
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来

3

4 石矾本以打猎为生，最讨厌见
到和尚

1

看见鹿跑
过吗？

你是什么人？

5 有一次当他追赶鹿经过马祖
的庙前，与马祖迎面相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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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一箭能
射一只

依我看，你
实在不懂
得射箭

9
那你一
箭能射
几个？

我一箭能射
一群

那么你懂得
射术吗？

我懂得

8

6

彼此都是生
命，你又何忍
射杀一群？

你既然知道这
点，为什么不
射杀自己呢？

于是，石矾抛弃弓箭，拜马祖为师，
出家了

10

你要我自
射，但总是
没有下手
之处

你终于
找到自
己了

11

12
师父，
我错了。。。

你知道
如何射
猎吗 ？

你一箭能
射几只？

当然
知道

猎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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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

子

教

育

■ 文 . 萧瑶 ■

英国作家塞缪尔·斯迈尔斯说：正直的人厉行节

约，注意细水长流，不会大手大脚、胡支滥花，他绝不

会沦落到打肿脸充胖子或借债度日的地步。

由此可见，要想让孩子成为一个拥有正直品格的

人，他首先要成为一个拥有正确消费观的人。

那么，父母该如何从小培养孩子成熟的消费观，至

少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1、帮孩子分清楚“需要”和“想要”

父母要帮孩子分清楚“需要”和“想要”。这两个

词在孩子的消费行为中，意味着孩子有没有做到理性

消费，在消费的过程中有没有冲动消费，有没有造成

浪费。孩子出于“需要”而购买的东西是理性消费的

产物。  父母要帮孩子控制住“想要”就买的想法。因

为并不是所有“想要”的东西，都是出于理性思考的

结果。很多时候买回来之后，才发现都是自己不“需

要”的东西。 

2、让孩子明白钱的来历，并学会俭

经济学家杜森贝利曾针对消费提出过一个词叫棘

轮效应。它是指人的消费习惯形成之后有不可逆性，即

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于向下调整。杜森贝利认为消费决

策不可能是一种理想的计划，它取决于消费习惯。用一

句古语来说就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在日常生活中，父母既要让孩子知道挣钱不容易，

也要让孩子养成好的消费习惯，学会节俭。

记得小时候常听老师说“我们喝的水是用钱买来

的，食物也是用钱买来的，我们所有的食物都是用钱

买来的，而钱是爸爸、妈妈每天辛苦工作挣回来的，我

们不能浪费。”从而教导我们要善用金钱，并且要懂得

体谅父母的付出，养成孝顺父母的美德。

父母不能让孩子产生一种错觉：反正家里有钱，

多花一点也无所谓。而是让孩子明白，世界上没有不劳

而获的美事，家里所有的钱都是父母通过劳动与努力

挣回来的。因此，要学会节俭，只花该花的钱，不该花

的钱绝对不能乱花。

3、帮孩子克服购买冲动  

父母要让孩子克服合理消费中的大敌——冲动消

费。尤其是年幼的孩子，抵制诱惑的能力比较弱，所以

很容易在一些商业宣传中败下阵来。孩子在和别人攀

比的过程中而出现的消费，也属于一种不合理的消费

行为。当孩子的消费习惯还处于没有定型的阶段，父母

也就更利于培养出孩子良好的消费习惯。让孩子能够从

小就做到理智消费、合理消费，更好地管理好自己的金

钱，不做浪费的小主人。 

4、引导孩子学会有计划地消费，不超前消费，不盲目

消费

曾在网上看到一个网友说，她不会给孩子买玩具，

如何培养青少年的

       正确消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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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选择每周给20元钱，然后带他去商场引导他学会

识别物品的价格，自己选择后储蓄购买。如果要购买

这个玩具，那个玩具就不够钱，是继续积攒还是现在花

掉，买回来的东西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是否值得我们去

购买；只有这样他才会对自己的选择更加自信和坚定，

他才会有计划，有目标，有条理地进行消费。

5、教孩子基本的购买技巧  

父母要教给孩子一些最基本的消费技巧。比如如

何来利用优惠券和小费，在买东西的时候货比三家。这

些技巧能够让孩子在办同一件事情时，做到“花小钱办

大事”。如此一来，不仅可以为孩子节省开支，还可以教

会孩子理性购物，做聪明的消费者。 

6、莫让虚荣心影响孩子的消费 

父母在引导孩子消费的过程中，千万要让孩子杜绝

自己的虚荣心。孩子在消费的过程中出现的虚荣心，会

让孩子出现攀比消费的情形。孩子在消费中攀比，只会

出现更多的浪费情形。用这种心态来消费，只会造成更

多的不合理消费。  父母要注意正确引导孩子，不要让

孩子在消费的过程中被虚荣心控制了自己。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虽然父母对子女的

爱永远在孩子之上，但父母之爱子不仅仅是为孩子的

未来建立良好的物质基础，更要从小开始培养孩子正

确的消费观，健全的人格以及一切能给孩子的未来带

来美好的品格。

因此，父母在日常生活中也需要以身作则，从自身

做起，养成勤俭节约的品德，有计划、有节制地消费。

父母和孩子也需要跟随社会的发展一起成长，与时俱

进，及时更新消费观念，才能真正地培养孩子正确的

消费观。

虽然父母身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但是仅仅依靠

单方面的力量是不够的。消费观教育引导是一项系统

工程，需要多方的教育力量共同发挥作用。社会、学校、

家庭、个人多元的主体参与，协同发挥作用，力促青少年

形成合理的消费观。

7、提升大众传媒的正面舆论导向

个体的成长是一个逐渐社会化的过程，大众传媒

作为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对青少年合理消费观

的形成发挥着重要作用。大部分青少年认为个人的消费

行为受广告等大众传媒的影响较大。随着年龄的增长，

青少年的自主性渐趋增强，父母对其管教相对减少，他

们与媒体的接触程度更高，对其信任度也相对提升。对

媒体信任度的提升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导”青少年消费，

青少年为了满足自身的情感以及对“符号”的追求，进而

选择强迫性消费。在现实生活中，电视剧或广告中的明

星同款在一定程度上会“暗示”青少年转向消费，存在

无形的“强迫”意味。因此，大众传媒应注重传输与青

少年身心发展阶段相一致的舆论，适应青少年消费的

心理预期。同时，加大对勤俭节约精神、艰苦奋斗事迹

等的宣传报道力度，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消费氛围。

8、丰富学校教育的内容和形式

青少年的消费教育应涵盖消费技能、理财意识、维

权意识以及绿色消费等多个方面。学校应结合地区消

费实际以及学校自身的情况，注重校本教材与校本课

程的开发，不断丰富消费教育的内容。学校携手家长开

展“节约小能手”“争做劳动小模范”主题实践活动，

通过与家长配合，了解青少年零花钱的去向，引导青少

年逐渐养成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学校与社区、社会

公益组织联系，组织开展爱心工程、敬老工程、勤工助

学等一系列活动，培养青少年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感。

9、家长在消费教育中做到言教身教

家长要经常与孩子保持沟通与交流，结合家庭的

收入状况以及孩子的实际消费情况对其进行消费知识

的教育。家长要把其中的道理理解透彻，在交流和沟

通的过程中才能将道理讲到位。家长要采取青少年乐

于接受的形式与其交流。家长在平时的消费过程中，

要注意规范自身的消费行为，做到勤劳克俭的优良传

统，教育孩子做到理性消费，培养孩子的储蓄意识。此

外，家长可以带青少年去体验自己的工作环境，青少年

在体验的过程中可以加深对父母工作的了解，增强同

理心，了解父母工作的艰辛与不易。

10、自我教育及朋辈群体间的教育

青少年应该努力学习知识，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

提升个人的道德修养与责任感，做到理性消费。同时，

青少年要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做到节俭消费、不攀

比、不从众。同时，青少年要培养自身的兴趣爱好，提

升个人的审美能力。朋辈群体可通过学校组织的社团

或学生联合会等形式，由青少年承担或开展一些贴近

生活和消费实际的有趣的活动和讨论。在实践活动和

讨论中，朋辈群体可在友好互助的氛围中，纠正错误

的认知，逐渐建立合理的消费观。学校和家庭也需要

不断挖掘和扩大朋辈群体的正面影响力，增强消费观

教育的实效性。

相信通过多方面的努力，营造出一个积极、正面的

消费价值观氛围，对于培养青少年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一

定会有所帮助，行胜于言，一切收获从尽早实践开始。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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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灵

之

窗

我们一生可能要学习很多东西，但其

实最重要的，应该是提升自己的心灵层次。

有人抱怨自己没有贵人相助，有人说自己好

像总是处在负面情绪之中，有人觉得自己总

是遇到不对的人和事，也有人觉得生活很无

趣，找不到自己的价值⋯⋯

很多的原因，都来自于自己的心灵，究

竟达到什么样的层次，每一个层次所看到的

世界都是不同的。

我听过一个故事，一个年轻人走进一

家卖瓷器的店里，他拿起一只碗，去敲其

他的瓷器，所有的瓷器都发出沉闷的声音。

他于是转身要离开，老板叫住他，问他为什

么要这样做？

年轻人说，有一个朋友告诉他，用瓷

器敲其他瓷器，发出声音是沉闷的，就证

明瓷器不好。

老板默默从架子上拿出一个新的碗，

让他去敲，结果他敲的每一个瓷器都发出

了清脆的声音。

■  文 . 张家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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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问，为什么？

老板说，因为你刚刚拿的那只

碗，不是好的。而现在拿的这只

碗，是好瓷器，所以敲击其他瓷器

都会有清脆的声音。

普罗泰戈拉曾说：“人是万物

的尺度”。我们是什么样的层次，

就会吸引什么样频率的人，我们就

是那只碗，去不断敲击其他的瓷

器，我们的质地，会决定我们与之

发出的共鸣。

所以，无论你的生活是如何

的，都与自己有关系。既然我们是

所有人的尺度，我们看见的，我们

碰到的，都会因为我们的心灵层次

而产生变化。

中国的古诗词里写道：“欲穷

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如果想要改变生活中的困

惑，就必须要站在更高的心灵层次去看待事件和问

题。那样才能够真正为自己找寻到答案，解开所有

的秘密，看见眼前要走的方向。

疫情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会领会到更多的内

容，大环境的无力，对周遭人的担忧，对病毒的恐

惧，不能旅行的郁闷，不能跟朋友聚会的寂寞⋯⋯

很多都是在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自己的心

灵——我们从中发现和看到了什么？

我们是看到了变化中的痛苦，还是变化中的希

望？是看到了在困境中该努力，还是只是静静等待，

不做任何事情？——你可以从中审视自己的情绪，是

正面，还是负面？

如果是负面的，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悲观

情绪呢？寻找自己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感受，究竟是什

么让你会产生悲观情绪？它让你第一个联想到谁呢？

我们可以沿着这些情绪的轨迹，找到许多自己

的经验，而这些经验就是我们的“框架”——是这

些框架，限制我们心灵的成长和扩大。我们会按照

我们已知的，好像必然的方式去行动，最后得到一

样的结果。这就好像我们身处迷宫的时候，总是选

择向左走，所以路径永远相同。而你不选择向右，

可能是不知道，可能是经验中的恐惧，迫使你永远

选择向左。

举例来说，有一位女士曾经问我，她为何赚不

到钱？总是生活的很窘迫。我们于是去寻找答案，

她对于某类男士存在天然的厌恶，在做销售的时候，

总会下意识不去理睬这类男性，所以她的业绩一直

不好。而如果公司出现类似的男生，她就会觉得不

舒服，觉得这类男的针对她，而选择离开。这样几

年，她的收入自然很不稳定。

但当我们跟着这个情绪线索深入寻找的时候，

发现原来她在过往一段感情中，被这类男生伤害的

很深，所以才会特别讨厌这类男生。但这些伤痛就

直接导致她关闭了和这类人相处的大门——这就是

所谓的心灵框架，而这个框架也让她的生活受到了

困扰，想要解开这个困扰，就要先去解开这个框架。

如果心灵层次不能够被突破，那么很可能都会陷入这

样的内容无法自拔。

而在疫情之中，这类内容都被显露无疑，我们

会处在更多情绪之中，我们正好安静下来反思，该

如何和自己相处，去提升自己的心灵层次，从情绪

入手，找到自己的经验，再去审视这些经验是否真

实，去突破很多自己没有发现的框架，最后达到更

高的层次。只有提升自己的层次，才能真实的改变

自己，解决负面情绪，获得新生。

这可能也是疫情带给我们的反思，我们可能在

期间很难改变大环境，也很难改变别人或者事情，

但我们可以去改变自己，就好像站在二楼看见的风

景，与站在十楼看见的风景，是完全不一样的，心

灵层次的提升会让你看见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这大

概也就是疫情期间，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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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残酷的世界中挖掘生命的美好  提姆•戴斯蒙

作者因为跟随一行禅师接受禅修训练，体悟到正念力量是让人看清楚真理

实相，而非让自己不断地怨天尤人，甚至陷入痛苦中无法自拔。

本书通过各种训练带你培养正念，如此才能在面对周遭环境的巨变、人际

关系的崩坏，以及不时倾泻而出的忧郁情绪时，仍旧毫无畏惧地继续前进。正

念练习并不是让你凡事往好处想，而是要如实接受当下的一切，借由回到自己

内心的“家”，找寻从痛苦创伤中解放的心药方。

在疫病中生起智慧  陈琴富

从佛法的角度，阐述疫病的业缘与其所带来的课题；而生命中的病苦与

烦恼，正需要借由佛陀的教诲来深入觉察、面对、进而由身心两方面来对症

下药，将病苦转为道用，透过病苦的旅程来达到“心”的转化，身苦，而心

不苦。

本书提供了“身心放松”、“忏悔罪业”、“放下执着”、“聚集能量”、  

“念佛持咒”、“诵经消灾”、“止观双运”、“正念当下”实修法门，让读

者从心念转变开始，透过实修，学习与病苦共存，将心念升华至慈悲与大爱、

进而谛观生死、在病苦中生起智慧。

我快乐，因为我知道  妙益法师

书中分享妙益法师出家与弘法的心路历程，让俗家弟子对佛门有正面的

认识的同时，使他们明白出家是多么不容易，对法师们也会更尊敬。每一个

篇章都像在说故事，他用了许多看似平常、真实又有趣的故事来阐述“快乐”

与知“道”，让读者很容易接受其中的“道”理。

书中有许多潜移默化的经典语句，其中一句：“ 学佛并没有办法改变事

实，但却能改变我的心，让心的力量提升，从而让我们有勇气、有智慧、去

面对、去克服、然后提升。”法师以现代人能懂、能接受的方式弘扬佛学，

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让大家明白佛法的意涵。

运用智慧与
病毒共存

随着我国迈入抗疫的新阶段，周遭环境与疫情仍存着许多未定因素，国人仍感到困扰与无奈，

但若懂得使用智慧，提升心念，心中郁结自然而解。

青供 ：6220 6360

网址：www.evergreenbuddhi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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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老人  山崎武也

虽然年华老去，青春不再，但生活上还是可以从容优雅。只因夕阳无限

好，更应该把握好黄昏。可以阅读与书写来避免停止思考，可以欣赏艺术来提

升品味，可以维持恰如其分的人际关系让自己不会孤寂，可以种花种草来点缀

生活。别轻言一个“老”字，退下职场后，真正的人生才开始。

本书分别从仪容自律、社交、理财、健康、生活方式等指导你当一个优

雅的年长者。

朗月星空  -《金刚经》讲记  明奘

《金刚经》是佛教般若经典的精华，也是把佛教和宗教以及哲学区分开来

的重要经典。自经典翻译成汉文以来，论述讲说无数，版本研究无数，注疏考

证无数，为佛弟子提供应有的智慧启发和般若指导。

本书是将作者过去的讲座录音做一个完整性的整理，并以文字出版流

通。作者明奘法师多年主持生活禅夏令营、清净行系列禅修，以及大力推广

内观禅修。

沉默的教示维摩经  链田茂雄

《维摩经》异于其他大乘经典的地方，是经中的中心人物不是出世的僧

侣，也非求道的圣者或救世的菩萨，维摩是一位入世的佛教徒，强调入世成佛

以及俗人成佛。经中告诫就算是在生活中也有接近佛的机会，即便有家庭，做

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杂事，以及那一些没有工作意愿的人，也可被拯救得道。

维摩有财产，有事业，那些诸如此类的在家修行居士，不但可以效仿维摩

来解说佛法，更可以出家人菩萨为对象，来替入世修行者辩驳。《维摩经》是

属于入世修行者的一本经典名著。

本书作者以白话文方式，并采用现实生活中的例子，逐品解说经中要义，

让读者了解对经文有个概括性的了解。

超越迷惘法句经  松原泰道

《法句经》是最古老的经典之一，所以被认为比较接近原初的形态流传下

来。法句经的特色是一律以诗句形成，其最大的意义，就是以简短易读的方法

来解说佛法的深奥内容。

本书分为七大章节，从第一章“生为人难”解说为人的难能可贵，到最

后一章“知足”的满足惜福，对人所必然遇到的问题，都给予许多的指针。

书中解释了69首法句，并不是经典的全部，但都是重要的诗句，也将本经的

特色充分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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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blueskydelig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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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自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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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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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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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ylang, Yishun, Kaki Bukit, Bedok and Ubi

Tel: 
9836 0200

我们的分店坐落在：

www.dailygreen.sg

KWAN TZI ZHAI 
VEGETARIAN CAT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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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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刊登广告者，请拨电询问详情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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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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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刊鸣谢
Low Suat Khoon $300.00

Soh Chee Yong $200.00

李德茂合家、李薇珍、李素 $50.00

Seow Chye Peng $34.00

丁天降 $30.40

Choong Siew Mooi $30.00

陈亚琼 $30.00

杨春 $30.00

观连、观原、观利 $24.00

Goh Hock Guan $16.00

林徽妤 回向已故祖母云若卿莲增上品 $300.00

欧凤莲 祈愿尹宝贵合家智慧增长，身体健康，业障消除，世界平安 $200.00

黄云仲 祈愿王南英智慧增长，身体健康。回向张郁萍福慧双增，莲增上品 $200.00

Tang Poh Ing 祈愿身体健康 $100.00

陈欣柔
祈愿母亲郑美金，身体健康，平安喜乐。回向已故父亲陈亚财莲增上
品，业障消除，早登极乐

$150.00

Alan         回向已故先父母莲增上品，往生极乐世界 $120.00

温宝莲 祈愿赖玲美智慧增长 $100.00

黄协兰   
祈愿巫定阳智慧增长，身体健康，业障消除。回向冤亲债主福慧双增，
生辰快乐，莲增上品

$50.00

李伟星 祈愿新加坡人身体健康 $50.00

唐金莲 祈愿冯清源身体健康，事业顺利，回向十方法界众生，累劫冤亲债主 $50.00

Sally Tan 回向陈秋福业障消除、智慧增长 $48.00

谈怡 祈愿谈怡身体健康，业障消除，工作顺利 $30.00

谢春宝
祈愿马月珠，谢俊豪，谢佩 ，刘如兰智慧增长、身体健康、业障消
除。回向已故父亲谢耀泉、已故岳父、岳母马福泉、何锦香莲增上品，
离苦得乐，往生净土

$20.00

李培金 (已故) $10.00

陈木浩，谢梨娟

(已故)

回向历代祖先、厉劫冤亲债主、十方一切有情与无情众生福慧双增，
莲增上品，离苦得乐，速证菩提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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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Sir,
The Nanyang Buddhist is a quarterly journal published by the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with the release of its inaugural 
issue on 30 May 1969; it remains one of the longest on-going 
Buddhist journals in Singapore.

The main objective of publishing this journal is for purification 
of human minds and propagation of genuine Buddhism through 
dissemination of selected high quality articles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on Dharma and Prajna. Through subscription and 
complimentary distributions, this Journal has not only reached 
every corner of Singapore, but also being read by avid readers 
in this region. To maintain this publication, we rely heavily on 
sponsorship while the Federation absorbs the defi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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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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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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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读者们：

《南洋佛教》是新加坡佛教总会出版的季

刊，创刊于1969年5月30日，至今50年，从未

间断，是我国历史悠久的长寿佛教杂志。

本刊一直以来秉持着净化社会人心、弘扬

佛教教义的宗旨，运用文字般若以培养大众对

正信佛教的认识。“南洋佛教”是以免费赠阅的

方式流通于我国各个角落，发行网尚遍及中港

台及东南亚一带。杂志的营运与印刷费用，全

赖四众佛徒的助印与微少的广告费用支持，不

敷之处，全由佛总承担。

佛经有云：“诸供养中，以法供养为最”，欢

迎大家助印，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佛法滋润，

使法音永远流传。

这份广为流传的佛教刊物，相信能助商家

们促销其产品与服务。因此，欢迎各行各业的

商家们在《南洋佛教》刊登广告以收事半功倍

之广告效益。

此外，助印方式随喜，所谓“滴水成海，

积沙成塔”，无论多寡，您的支持就是弘扬佛教

文化的一股力量。

南洋佛教  启

WE NEED YOUR SUPPORT
欢迎助刊

姓 名                                                                   助印款项 
Name :                                                                                            Amou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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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址                                                                                        邮          区 
Address :                                                                                            Postal 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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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助刊10元以上者，可在A.祈愿或B.回向类别中选择1至2项，在  中加上√符号。
  For $10 and above, you may choose any item in option A or B below (Please tick at appropriate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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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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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佛教总会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59 Lorong 24A, Geylang Singapore 398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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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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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佛教总会  
2022年招生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Enrolment for year 2022

请上网或亲临二楼办事处报名 
Pls register online or visit us@2nd floor office

周日学校－华文
儿童组－6 至 12 岁
少年组－13 至 16 岁
一月九日开课 / 每星期日 9.30am－11.30am
赞助费$100 

成人佛学班－华文 (17岁以上)
三月四日开课 / 每星期五 8.00pm－9.30pm
赞助费$100

Adults Dharma Classes－In English (17 years old & above) 
Fee: $100 per year
Friday from  4th March 2022 / 8.00pm to 9.30pm 

佛
学
班招生

新加坡佛教总会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59 Lorong 24A, Geylang Singapore 398583
Tel 电话: 6744 4635     Fax 传真: 6747 3618
email 电邮: buddhist@singnet.com.sg
website 网站: www.buddhist.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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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净身安八关斋 (一天)

报　到 : 2022年1月1日 (星期六)

   早上9时入堂 (当天傍晚6时出堂)

赞助费 : S$30.00

心 

净 

身 

安 请上网或亲临二楼办事处报名（须先缴费）

报名截止日期 ：2021年12月15日或额满50人

Eight Precepts Retreat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59 Lorong 24A, Geylang Singapore 398583
Tel 电话: 6744 4635     Fax 传真: 6747 3618
website 网站: www.buddhist.org.sg

新加坡佛教总会

皈依仪式 : 下午12时30分 │ 广品法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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