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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佛教

生存的力量
快乐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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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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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Lorong 24A, Geylang Singapore 398583
Tel 电话: 6744 4635     Fax 传真: 6747 3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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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ite 网站: www.buddhist.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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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佛教总会

心净身安八关斋
Eight Precept Retreat

1/1 / 星期六 Saturday / 9am - 6pm

赞助费 Sponsor Fee $30

现场只限50人

禁堂食  No dining in                                                                                                               

皈依仪式@12.30pm - 广品法师主持

周日学校 - 华文                                                                                                                    

Sunday School - In Mandarin
第1学期 :  9/1 至 24/4                                                                 

第2学期 :  3/7 至 28/8                                                                                                                            

星期日 Sunday / 9.30am  - 11.30am          

Adult English Dharma Class                                                                                               
Thursday / 8pm - 9.30pm (For Year 2 - Batch EDC 19)         

1st semester: 3/3 to 16/6 &

 2nd semester: 4/8 to 20/10

Friday / 8pm - 9.30pm (For Year 1 - Batch EDC 20)

1st semester: 4/3 to 24/6 &

2nd semester: 5/8 to 21/10

新春祈福
Lunar New Year Blessing

12/2 / 正月十二 / 星期六 Saturday / 10am - 12pm

实体 / 线上 Physical / Virtual

电话报名 / 现场只限50人

Limited to 50 pax with registration for physical

禁堂食  No dining in                                                      

友园 - 活动
You Yuan  - Gathering

每星期日 / Every Sunday / 2pm to 5.30pm

成人华文佛学班
Adult Chinese Dharma Class

星期四 Thursday / 8pm - 9.30pm (高级班-第33届)

第1学期 : 3/3 至 16/6 

第2学期 :  4/8 至 20/10                                                                                                                                            

星期五 Friday / 8pm - 9.30pm (初及中级班-第35及34届)

第1学期 : 4/3 至 24/6

第2学期 :  5/8 至 21/10

护国佑民大斋天
 Grand Zhai Tian Ritual

  7/8 / 星期日 Sunday / 8am - 11am

赞助费 Sponsor Fee $100 

实体 / 线上  Physical / Virtual

现场只限50人   Limited to 50 pax

清洁组 - 清洁活动
Housekeeping Team - Cleaning Task  
   19/3, 16/4, 18/6, 16/7, 20/8, 17/9, 15/10, 

19/11, 17/12

星期六 Saturday / 2pm - 5pm      

Organized by
Adult Dharma Class Students’ Society

Puja Service / In English (Virtual Chanting)

    Sunday / 9.30am - 11am

13/3, 10/4, 8/5, 12/6, (17/7), 14/8, 11/9, 9/10    

礼千佛集福慧法会
Prostration to Thousand Buddhas 

Dharma Assembly
6/3, 5/6, 4/9 / 星期日 Sunday / 9am - 5pm

实体 / 线上  Physical / Virtual

电话报名 / 现场只限50人

Limited to 50 pax with registration for physical                               

禁堂食  No dining in                                              

卫塞庆典 2566
 Vesak Celebration 2566

 1/5 / 星期日 Sunday / 10am to 5pm

 @义安城广场 Ngee Ann City Civic Plaza 

  (乌节路 Orchard Road)

 暂定 Tentative  

成人佛学班同学会主办                                                                                                                                                
常月共修 -  华语                                                                         

 实体 - 只限在籍学生及会员                                                                                                                                      
Adult Dharma Class Students’Society

 Group Chanting -  In Mandarin                                                           

Physical - Limited to exising students & members                                                                                                                                         

星期日 Sunday / 10am - 12pm  

 (23/1), 27/2, 27/3, 24/4, 29/5, 26/6, 31/7, 28/8, 

25/9, 30/10, 27/11, (18/12) 

FC_BC_517.3.indd   2 18/1/22   10:3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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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天长夜，宇宙黯 ，谁启以光明？”

三宝歌的开头就有这么一句词。是

的。众生没有智慧以觉悟宇宙真理，唯有

佛。我们的思维一直在二分分别里打转，

没法跳出世俗的认知，使人间天上犹如在

黑暗里。而佛陀找到了，以熄灭一切相对

思维的方法。进入了无分别，得到无分别

智慧的真理。也正如歌词里所说佛陀是驱

逐黑暗，带给世间光明的觉者。如此，一

旦把真理应用到世间法上，没有纷争，没

有恩仇，没有我无我; 没有内外; 行起事

来，能得圆融。因为没有高低你我是非，

一切平等和谐共处，一旦失去平等心，我

们就会作出善恶行为，招致因果。因果必

如影随行，待时而熟。故弘扬佛法以开世

人智慧是佛本愿，我们当需加以传承令不

断，以利众生。这就是护法持生的目的和

功德。

让我们在来年里，以佛法净化自他，

祈疫情速息! 世界早和! 风调雨顺!  大地众

生，如意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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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病穿过时间的缝隙进来

时光被紧紧占据

无助的表情刻在人们的脸上

瘫痪几乎燃烧整个社群

此时念起了佛陀的圣号

心中涌出生存的力量

无助开始在佛号里溶解

瘫痪开始无声的消去

疫情在世界国土上四处覆盖

地球已成了不安村

恐惧在世人的生活里蔓延

崩溃成了人们唯一的担心

马上念起了佛陀的圣号

心中充满生存的力量

恐惧顿时在佛号里灭亡

崩溃已无力伤害意志

让佛号筑建大家生存的力量

培养大家的无畏

在佛号里修行禅定

在佛号里发挥慈悲

一起互相关怀

协助彼此生存

为众生的安宁幸福

亮启未来生活的光明

歌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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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广品 ■

佛总活动



佛教总会常年活动“身净心安八关斋”于疫情

反复无常中，再次开锣，在2022年的头一天1月1日

如期举办。原本限定招收人数50人，但由于信众的

热情踊跃，再加上政府的 “与病毒共存” 政策下，

放宽参与活动人数，可至100人单区，使得这次参

与人数达80人。活动地点依旧是在佛总三楼礼堂。

八关斋戒是在家人的出家戒。佛陀悲悯众生，

为在家弟子制定暂时出家修行的戒律和斋法，让在

家人学习出家人的修行生活。就在今日，佛总受斋

戒的信众们一起精进持诵念佛、诵经、聆听法师开

示、修习静坐，严守“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

不妄语，不饮酒，不歌舞观听，不着香花曼，不坐

卧高广大床”等如沙弥戒律。

自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众生身处烦忧恐惧

当中，身心无所适从，茫然不知所措。通过持守八

关斋戒，可以让身心灵静下来，安住在善法里，净

化身心灵，远离妄想，脱离病苦，罪障消除，免除

横祸，所求如愿。

新的一年，新的开始。不管未来疫情如何演

变，世界局势如何动荡，期望戒子们把斋戒应用于

日常生活中，处之泰然，时时充满正念，断除烦

恼，定能安然度过艰难时刻。

“身净心安八关斋”
简
记

佛教总会

3

佛总活动

■  向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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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贺词

•• 新加坡佛教总会全体理事、会员及职员

•• 文殊中学全体董事及师生

•• 菩提学校全体董事及师生

•• 菩提学校校友会全体执委及校友

•• 南洋佛教编辑部全体执委及职员

•• 悉达多托儿中心全体管委及师生

•• 马林百列菩提托管中心全体管委及师生

•• 新加坡佛教总会佛学班同学会

•• 吉祥宝聚寺

•• 妙音觉苑

•• 薝蔔院

•• 大愿共修会

•• 新加坡佛教施诊所

•• 東眴閣••••••••••••••••

•• 净名佛教中心••••••••••••••••••••••

•• 福慧讲堂

•• 菩提佛院

护
生
安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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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贺词

•• 新加坡佛教总会全体理事、会员及职员

•• 文殊中学全体董事及师生

•• 菩提学校全体董事及师生

•• 菩提学校校友会全体执委及校友

•• 南洋佛教编辑部全体执委及职员

•• 悉达多托儿中心全体管委及师生

•• 马林百列菩提托管中心全体管委及师生

•• 新加坡佛教总会佛学班同学会

•• 吉祥宝聚寺

•• 妙音觉苑

•• 薝蔔院

•• 大愿共修会

•• 新加坡佛教施诊所

•• 東眴閣••••••••••••••••

•• 净名佛教中心••••••••••••••••••••••

•• 福慧讲堂

•• 菩提佛院

•• 般若念佛堂••••••••••••••••••••••••••••••••

•• 香莲寺

•• 能仁精舍

•• 善德堂

•• 积善堂

•• 慈航念佛社

•• 法轮社••

•• 宝光佛堂

•• 洛伽山庄

•• 海印学佛会

•• 海印古寺

•• 观音堂佛祖庙

•• 大悲院

•• 万佛林

•• 释迦善女会

•• 天竺山毗卢寺•••

•• 佛教会

福
及
一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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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贺词

•• 观音亭

•• 光明山普觉禅寺

•• 善福堂

•• 清莲寺

•• 大悲佛教中心

•• 普济寺佛学研究会

•• 竹林寺

•• 南海飞来观音寺

•• 宽济堂念佛社

•• 福善庵

•• 如切观音堂

•• 新加坡佛教青年弘法团

•• 佛缘林••

•• 圆觉宗（新加坡）

•• 善缘堂

•• 天寿堂吕祖宫

•• 观音救苦会

无
烦
心
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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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贺词

•• 观音亭

•• 光明山普觉禅寺

•• 善福堂

•• 清莲寺

•• 大悲佛教中心

•• 普济寺佛学研究会

•• 竹林寺

•• 南海飞来观音寺

•• 宽济堂念佛社

•• 福善庵

•• 如切观音堂

•• 新加坡佛教青年弘法团

•• 佛缘林••

•• 圆觉宗（新加坡）

•• 善缘堂

•• 天寿堂吕祖宫

•• 观音救苦会

•• 莲池精舍

•• 莲池阁寺

•• 旃檀林

•• 天南佛堂

•• 准提宫

•• 慧明讲堂

•• 国际佛光会新加坡协会

•• 十方佛林

•• 观慈精舍

•• 观自斋

•• 益群旅行社（新加坡）

•• 仁婷贸易私人有限公司

•• 长青佛教文化服务社

•• 国营印刷

•• 先锋印刷装钉私人有限公司

•• 释广品

•• 陈友明夫妇

户
户
五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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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总活动

■ 一峰整理 ■

快乐之道
2021年世界佛教论坛

佛陀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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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总活动

由新加坡佛教会(Buddhist Union,Singapore) 
与世界佛教徒联谊会(The 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s)于2021年11月27日，早上9时至傍晚

6时，联合主办国际佛教论坛，主题是佛陀的智

慧-快乐之道(Wisdom of Buddha - The Path to 
Happiness)。

论坛是以线上的形式进行，让身处在不同地区

的法师与居士们有缘齐聚一起，聆听佛法，并相互

交流。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上广下品法师受邀为此

次论坛的主宾。

首先，由新加坡佛教会主席宝通法师致欢迎

词。

宝通法师表示，这个论坛其实是由圆寂法师释

宝实发起的。她代表宝实法师欢迎参与的嘉宾。她

赞叹科技进步所赐予的方便，使得大家可以通过线

上方式听闻佛法。她为此深表感恩。

她也说：“佛陀是人类文明的一盏明灯，他教

广品法师

快乐是什么？  
大会主宾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广品法师首先播放一首大家

耳熟的儿歌：“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后向大众问了一

句：“你快乐吗？”，为论坛掀开序幕。接着从佛教的角度阐述

快乐的定义，为今次的论坛定下基调。

广品法师表示，我们必须知道快乐的本质，了解什么是真正

的快乐，才能开启快乐之道。“快乐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它无

形，无色，无体，无重量，它属于个人的感受，却是无我或我的

一种感受。

接着，法师以生活上的例子阐明快乐其实是很无我的东

西，“有人或许因为可以去旅行感到很开心，但出国之后，可

能因为奔波劳累而变得不开心；也有人说，吃到心爱的榴莲感

到很快乐，但若患上糖尿病，不能再碰榴 ，快乐也变得不快乐

了。”可见快乐不是来自外在或内在，是因缘生。

由此可见，快乐是不真实的。它来的快，去的也快，有人以

为拥有快乐，其实快乐稍纵即逝，无从控制。“凡是有为法，都

是如梦泡影，无论快乐，苦痛或宁静不会长久不变。”

法师最后指出，一切都在变化无常，生生灭灭无可控制，面

对一切我们以六祖的不思善不思恶的心态对待，不再起心动念，

最终得到涅 ，没有能所的解脱。

引导我们走上正道，从而脱离苦海，获得快乐。佛

陀与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这意味着人人都可以

成佛，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低阶修习，然后逐步迈向

成佛之道。”

法师也鼓励佛弟子应该学习菩萨无缘大慈，同

体大悲的精神，尤其是在这段抗疫期间，更要相互

关爱，同舟共济。

接着从泰国连线的Mr Shallop Thaiarry代表世

界佛教徒联谊会主席致词。他说根据佛陀的教义，

苦(Duhkha)是生命的本质，无论是身体上疼痛或是

精神上的折磨，这都是人们不想经历的过程，而佛

教认为一切苦源自人的心，只要我们正确地修炼我

们的心，就能从根本上减除痛苦，获得幸福与快乐 

(Sukha)。他亦表示，今次论坛邀请了佛教界多位

的杰出演讲者来为修学佛道的佛弟子作指导，这是

一件很殊胜的事，应该心存感恩。最后，他也祝愿

今次论坛圆满和成功。



佛总活动

八正道为快乐之本 
传圣法师开示修习八正道来滋润生活的重要

性，特别是新冠病毒肆虐期间，八正道正适合这个时

代的需求，它能净化我们的身语意，进而远离痛苦。

法师说苦的根源来自三毒：贪(无穷无尽的欲

望)、嗔(发怒)、痴(无知生命的本质)，而人固有

的“我执”习气更是将它们无穷放大，这就是为什

么佛陀要人们修无我。我们面对苦痛，要学习接受

它、拥抱它、转化它、放下它。 

佛教有不少可让我们步向快乐之道的方法。八

正道是其中一种。所谓的八正道，包括：正见、正

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这八种方法能引导我们将三毒化为慷慨、慈悲与智

慧。

正见：是指正确的知见，它可以让我们明白事

实真相，消除无知。

正思维：拥有正确的意识或观念，时刻处在觉

知善与恶中，这样才能断除一己的贪欲与嗔心，滋

养慷慨心与慈悲心。

正语：指言语清净，合乎佛法。如不说谎言、

不毁谤他人、不恶语相向等。以友善纯净之言语与

人交流，让他人从中获得启发，增长智慧。

正业：指正确的行为。主要是实践慈悲，慷慨

布施；防止伤害，禁止杀害、偷盗、邪淫、妄语、

吸毒等不正当行为，即便有着类似的想法也是不应

该。

正命：指正当的生计。修学佛道之人应该避免

如军火买卖、毒品交易、欺骗以及伤害到其他生命

的职业。

正精进：指修习正法，精益求精，培养健康、

平衡、可持续性的生活。

正念：可通过冥想、坐禅觉察当下，让思考清

晰，增进洞察力。

正定：时刻保持正确的思维，让自己身心平静

和稳定，专心一致精进修行。

如果我们以八正道作为生活的指南，日子一定

会悠然自在，烦恼就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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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施、道德与精神修养 
郭顺汉居士赞叹佛法至高无上，给予了学佛者

两条修行的途径：其一，为出家众制定了戒(Sila)、

定(Samadhii)、慧(Panna)的训练，协助他们开悟；

其二，为在家众提供布施(Dana)、道德(Sila)和精神

修养(Bhavana)。

布施是一种自利利他的行为，佛陀说过，不只

是接收者，授予者也会感到快乐。

郭居士认为布施可以来通过身、语、意来实践：

意方面：布施可以来自慈悲的念想，譬如说愿

众生平安快乐，远离身心痛苦，这是一种祝福，其

实就是给予众生的一种布施。当我们可以为身边的

人所享有的好运和幸福感到高兴，并真诚地感恩或

欣赏他人所给予自己的好处时，也是类似这种念想

上的布施。

语方面：语言上的布施会让人感到心悦诚服，

所以郭居士要我们在言辞上慷慨，多说些鼓舞人心

的话语，特别是在防疫期间，有人失业、有人往

生，更需要多点言语上的鼓励。此外，我们也可以

多分享佛陀的教导。佛陀曾说过，所有的布施中，

佛法的布施胜过其他任何一种布施。与爱语相反的

是恶言妄语，例如流言蜚语，闲言碎语，闲言碎

语，粗话，粗话，谎言等则要避免，须谨记恶言恶

语是具有杀伤力的。

身方面：身体力行的布施包括赠送食物、药物

和必需品予僧团、为贫困大众提供有用物资等，其

他如投入志工服务，为社区建设学校与医院等都是

需要身体力行的善举。

至于道德方面，郭居士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五条

戒律作为修养准则：戒杀、戒偷、戒淫、戒妄语、

戒酒与毒品；而精神上的精进则可以用以下方法：

(一)  时刻提起正念

(二)  通过静坐时的呼吸法，训练专注力

(三)  坚持静坐，让内心回归清净，慈悲就会涌现，

有助于道业的增长。

郭居士在最后总结时说通过静坐的修持可有

望证得初果须陀洹，佛陀当年为此也提供了四种方

便法门，包括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交往、定期聆听佛

法、定期修习正念和以正法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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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总活动

业力与消业障 
Bhante Mahinda法师以“业力与消业障”为主

题，展开了他的论点。他指出不同信仰对于业力有不同

的解释。从佛教的角度，一个人的业力是跟本身的道德

和行为挂钩的，它是由人通过身、语、意产生了有意或

无意的行为，它可能是有益的，也可能是无益的，取决

于执行行动时的条件，例如是否符合道德标准。这也

就形成了佛教的因果观。

他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人若行了善，他本身会

如沐春风，心境平和；反之，若他做了坏事，就会感到

不安，产生消极负面的能量，成为心中的负担。”

至于如何过着有道德的生活，法师认为可以依    

“五戒”为准则，那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

语以及不沾毒品与酒。法师也劝请大众，我们除了“抑

恶”之外，也须“扬善”。

他说做了好事，我们的心会沉静平和，专注力会更

加集中，可以清楚看清事实，宛若明镜。一个人多做好

事，即便他偶尔做了错事，也可能变得微不足道。法师

以盐水的例子来解释，“如果我们将满手的盐撒进水

里，一杯水即刻变成盐水；如果我们将同样份量的盐

撒到河里去，我们可能就不觉得有什么不同了。”

根据业力的法则，今生所受是前生所造作的结

果，而今生所做的事则会影响到来世。我们是过去思

想、言语体现行动的总和，而我们的将来则是现在所

思所做的结果。换言之，思想言语和身体行为会不断

地创造业力。这也就是为什么世上有的人聪明，有的人

愚笨；有的人健康，有的人虚弱；有的美，有的丑⋯⋯

这都是前世的业力所造成的。

然而，我们的所言所行导致的结果，不一定马上产

生作用，有的此生受报，有的则下生受报，主要是等待

因缘成熟。就好比埋在土壤中的种子，它有开花结果的

因，但也必须有水、养料、阳光等条件的配合，才会开

花结果。

法师也说，某些业力就像种子一样，若没有配合

的条件，它们就无法产生效应，因此，我们是有能力去

清除这些业力所带来的障碍。消业障的其中一种方法

是修习正念与克制感官上的欲望。他说：“既然业是

由意识造成的语言上或身体上的行为，如果想要消业

障，自然要从净化思想开始。我们需要保持正念，观察

任何喜怒哀乐的现象而不为所动。”

换句话说，当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现象，并且

我们没有对这些现象做出反应时，也就不容易产生更

多的业力。因此，正念的练习将可逐渐清除我们一层又

一层的业力。如果我们不断地净化自己，使业不起作用

时，我们自然会觉得身心怡悦，平静和谐。

消业障的过程是漫长的，需要时间和耐心。我们

既然皈依三宝，就应该对三宝有信心，当遇到果报成

熟时所带来的不适与焦虑，我们也要坚强地去面对与

接受它。

当然，在修佛的道路上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

友，他们也将是你很大的助缘，特别是当我们因为恶

业成熟而经历某些困难的时候，朋友的支持将给予力

量。

此外，智慧也是重要的一环。我们需要用智慧来

观照我们所存在的现实本质，当我们知道所有的一切

皆是无常、皆是苦，我们自然能够放下，不再对物欲产

生渴望。修行到这个地步的人，尽管还没有摆脱过去

的业力，他们也能够忍受业力成熟的困扰，身体上可能

还是感到苦楚，但心灵上则没有恐惧与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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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烦恼的四种法则 
传显法师表示，佛法有四种解决人类各种问题

的法则：因缘法则、性空法则、虚妄法则与业力法

则。

法师解释，“世间的一切因缘而合、因缘离

散、如此我们明白世间上的事事物物，都只是表象

的存在，从根本看来，都是虚妄的、因为诸法“性

空”，当我们了解到世间的虚妄，就不会太过执

着，烦恼也会因此减少。” 所以，只要善用上述四

法则，就可解决人生问题，促进人类幸福。

他也指出，心念与业报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

因为发心动机，行为手段等会对业报造成不同的影

响。有时候做着，做着，心里又起了很多的副作

用，如贪心、或者是骄慢心，反而让自己越做越不

快乐。所以，时时观照自己的心念，断除贪念、骄

慢心等， 烦恼自然会消除。

业是身口意的活动而引发的一种动力，而这种

动力将会感召善恶果报。人有了过错，才有恶业，

自然形成生活中出现的障碍，令人感到难过与痛

苦，而恶业是从现在延续到未来，从今生到来世，

但并不是没有办法改变。

佛教设立了忏悔法门，让佛子去忏悔、去改

正，比如说，若有什么重大的恶业，可以通过修习

佛法、忏悔己过，使重业轻受，或成为不定业，减

轻现在与未来的痛苦。

佛子可从诵经、念佛、礼佛以求忏悔，也可

依照古代祖师根据经典编写的一些忏悔仪轨进行忏

悔，例如《慈悲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大

悲忏》等。

真诚的忏悔可以止息新的恶念恶业生起，也能

使未出现的果报相应地转变，例如令重报轻受、或

延缓受报时间，甚至一延再延，以至业力减弱至微

而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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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自己的路 
恒实法师以一个西方修行人的角度为大众提供

一个新的学佛视野。他以自己生活上的例子来阐述

佛教的独特性。

他是在美国中西部的卫理公会信仰中长大的。

自小就有权威人士告诉他这个世界是由一个至高无

上的造物者创造的，只信仰他，一生就会被妥善照

顾。当然，这种造物者掌控一切的说法，不仅是基

督教独有，似乎其他的宗教都有类似的说法，唯独

佛教不一样。

对于谁掌控了生命的看法，恒实法师认为世上

分成神定论、命定论与运气论三种，有的人认为至

高无上的神决定了人的一生，所以只需要按照他的

意思去做，并接受一切即可；也有人不信神，但信

命，认为一生好坏都是命，半点不由人；最后一种

则认为生命好比扔骰子，有时好运，有时坏运，无

人掌控。而佛教则提出了第四种结论——因果论，

每一个人负责他自己的生命，好坏全是自己造成

的。

恒实法师回忆他读书时期为了吸引别人注意，

经常夸夸其谈，给人一种浮夸的感觉。他一直不以

为意，直到一天他有重大的事情要跟大家说的时

候，别人都不用心聆听，尝到苦果的他就是在那个

时候明白说话真诚的重要性，于是决定改过，修正

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他说这改变不是造物主、不是

命、不是运气促成的，而是他自己。他也是从那时

候开始渐渐理解因与果的微妙关系。

他还分享了他生命中另一则具启发性的事：一

年，他沿着加利福利亚州海岸公路朝拜时，一件深

埋心底的往事突然浮出眼前......

“那时候的我应该是10岁，有一天我走进了

便利店，刚好看到店里有一把海盗玩具刀，一时起

了贪念，趁店主不注意时就暗地里把玩具刀藏在身

上。回到家，母亲看到了我的刀，便质问起我来，

我经不起母亲的追问，便坦诚了一切。最后，母亲

将我带到那个店主前让我道歉，而店主也只让我把

刀归还，并没有进一步的行动。”

法师说他将这一件事尘封在记忆多时，却在那

次朝拜时浮现眼前。虽然事隔多年，他仍为此事深

感悔意，但他亦相信忏悔的力量，让他勇于面对过

错，并修正自己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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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愈混乱与消极的心境 
开成法师指出，人类所有的问题和痛苦都是来

自混乱和消极的心境；人类的幸福和好运都是从平

静和积极的状态开始。所以，佛教不是走极端的禁

欲主义或享乐主义，而是倡导一种整体性的健康生

活，若要迈向快乐健康的生活，可根据佛教一些教

理循序渐进地去修行，如守五戒、学习四圣谛的真

义。

法师从佛教的观点说明生命的本质是苦的，

若要快乐，就要治疗。这不仅是肉体上的治疗，也

要从精神的层面下手。若要获得永久性的痊愈，要

从“心”开始。为此，法师分享了用静坐、布施来

进行治疗的方法。

开成法师说，静坐是一种协调身心的修习，通

过静坐修习正念，让身与心维持在一种平衡的状态

上，可以使思维清楚，也可以减少情绪上的反应；

布施给予的是另一种性质的治疗，尽管布施不能消

除致命的疾病，但它却可以抚慰由疾病所产生的不

安情绪，从而减轻病苦，特别是你不求回报地布施

和不带私心地奉献后，身心会倍感轻安。

法师也指出念经和念咒能体验佛法的真理和

感受到佛陀的无量悲心，这些都具有治愈的巨大力

量。

法师最后提醒大众身与心是相互依赖，必须相

互协调才是，因此他劝请大众务必保持身与心的健

康，学佛之路才能走得轻松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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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愈人生不同形式的苦 
拿督洪祖丰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痛苦、压

力、不满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经常经历

痛苦与不愉快，我们有时认为生活本就是如此，然

后毫无疑问地接受它。

“苦”，它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悲伤、哀

叹、痛苦和绝望都是苦、与不喜欢的人结交是苦，

与所爱的人分离是苦、得不到想要的东西是苦、得

到后怕失去还是苦，当然，苦还包括生、老、病、

死。

“苦可以是别人加在我们身上，也可以是我

们加在别人身上。当苦被加在我们身上时，我们会

感到痛苦、不公，我们想摆脱它，也就是说，我们

想得到治愈。但我们也会有意或无意地对他人施加

痛苦。我们经常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为自己导致他

人苦恼的行为辩护。但是，也许有一天当我们意识

到自己也对他人带来痛苦时，我们会感到愧疚而产

生痛苦。 这时候的我们会都希望赶快消除这些痛

苦。”

洪先生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治愈别人

施加在我们身上的苦：

“我们需要时时刻刻观照自己的心，常练习

保护好自己的心。同时，要学会自我实现，自我辅

导，学会忘记别人对你的不是。生活中的许多事情

都是微不足道的，问题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

大，不必耿耿于怀而扰乱自己的心情，放过别人其

实就是解放自己。学会原谅，因为恨永远不能被仇

恨平息，只能被爱平息。

有研究发现，宽恕的行为可以为一个人的健康

带来巨大的回报，它能降低心脏病发作率，改善胆

固醇水平，促进睡眠、减轻疼痛、保持血压平稳、

预防焦虑或抑郁。

对于我们施加在别人身上的苦，我们则可以通

过忏悔与修正来治愈。

我们总会有一些让我们深感后悔的行为，但既

然错已经犯了，能够做的就是坦然接受自己所犯的

过失，为此事道歉，诚心忏悔，之后努力净化身语

意的负面作为，让自己活得快乐自在。”

洪先生也认为信仰也能发挥一定的力量，例如

皈依三宝，成为虔诚佛弟子，培养慈悲心，对社会

公益与慈善事业做出贡献。

最后的一种治疗，是自我苦中疗愈。我们会经

常因为生、老、病、死而感到挫折、担心、焦虑、

失意、无望等，我们必须要在苦的生活中寻找生存

的意义，我们存好心、做好事，培养爱的能力，就

能为生活赋予意义。另外，我们也可以交几个知心

好友或作运动，让自己拥有健康的生活。同时，也

要经常修习无常观，了解世界一切本就无常，得失

其实是很自然的事。

16

佛总活动

拿督洪祖丰



如何在21世纪中修习佛法 
Pha Anil Sakya法师说 21世纪是科技高端发展

的时代，它不仅改变了世界的形势，也改变了人们

的生活。最大的变化就是生活节奏很快, 可是人却

变得很没有耐性了。

随着，他以手机作为例子，指出今日民众的

烦恼所在，“以前我们用座机联系朋友，如果没有

人接听，我们会等一会儿再打，可今日人人拥有手

机，如果对方没有接听，我们就会感到很烦恼。”

由于每个人都感到时间的紧迫，所以凡事都

要即刻得到回应，人也变得很情绪化，对人与事没

有宽容的空间，这种现象跟以前的社会是有很大的

不同。“科技一直在往前走，这一波是手机，下一

波是人工智能，人类的生活肯定还会受到冲击的，

但是无论世界多么变幻莫测，修佛的道路仍是一

样。”

法师开示说佛教倡导的是如何处理生命，如何

维持自我与环境的平衡，因此，无论时代变化如何

巨大，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处理好自己的心。我们不

能控制环境，我们不能防止变化，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守护好自己的心。

过去，世界的发展是以经济作为主，每个国家

都致力于追求更高的GDP，更繁荣的社会。在2012

年，联合国历史性地首次召开“快乐峰会”，让大

家意识到人类已经不知不觉间成了经济的奴隶，就

连联合国也开始关心人类的幸福与快乐。

如果说到如何增进人类的快乐，佛教是很好的

引领者，因为佛教一直主张以一个和谐的内心去维

系一个和谐的社会。“个人只是是群体的一部分，

他是家庭的一份子，他是寺院的一份子，他是社会

的一份子，所以要学习将慈悲散发给其他人，散发

给社会。”

法师以保护树木为例子，他说树能制造氧气，

多点树木就会有多点新鲜的氧气，对我们的肺有

益。如此看来，维持生态环境的平衡，于人于己都

有益处。“众所周知，佛教认为一切万物皆因缘所

生，他们相互支持，相互依赖，没有事物可以单独

地存在，所以修正自己态度与万物和谐共处才是可

行之道。”

法师还强调，“佛教的真髓在于知行合一，面

对今日脆弱、不定、复杂、困惑的世界，应该是修

持正念，时时刻刻观照自己的内心，远离无益的想

法，以宽容与感恩去接受一切、以一颗诚恳的初心

去学习。”

最后，法师以三个S作为总结，面对变幻莫测的

环境，我们要时时保持着怜悯心(Sympathy)、时刻

守护心灵(Spirituality)和保持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

的生活态度与万物共融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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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erable Dr Pha Anil Sakya



■  Written by : Mrs Grace Tan (Library Coordinator)   ■
                           Mdm Jasveena Kaur Leil (SH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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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became even more exciting for our 
Primary 1 pupils and their parents when MBS held 
the inaugural ‘Reading Under the Stars’ event. 
The intent for this event was to create a conducive 
space with the right atmosphere for parents and 
their children to bond together through reading, 
whilst at the same time, promote the love of read-
ing. 

This event was held in conjunction with World 
Book Day. It is a day to celebrate authors, illustra-
tors, books and most importantly, to celebrate the 
joy of reading. Celebrated on 23 April 1995, as 
decided by UNESCO, it is also the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William Shakespeare, a world-famous 
author.

As a lead up to the event, the pupil librarians 
enthusiastically created e-books using an app 
‘Story Jumper’. They came up with impressive 
e-books for the other pupils in the school to read 
during the week of World Reading Day when they 
visited the library during their recesses.  

On the evening of 23 April 2021, 60 parents 
and children joined us for ‘Reading Under the 
Stars’ on Zoom to bond together through reading, 
with our SMC Chairman, Venerable Sek Kwang 
Phing, gracing the occasion. Our Principal, Mrs 
Elaine Quek, kicked off the event with a welcome 
message. She shared her love for reading and her 
personal stories of how she bonded with her own 
children through reading.

Reading Under 
      the Stars 2021



My child enjoyed listening to Mrs 
Quek reading the book. I liked the 
tips on how to select a suitable 
book.

I like the activity on guessing the 
title of the books. I also felt very 
heart-warming that Venerable took 
time off to grace the event.

Very well thought out and 
we enjoyed the event very 
much! Thank you!

It is a good event to 
promote reading.

■  Written by : Mrs Grace Tan (Library Coordinator)   ■
                           Mdm Jasveena Kaur Leil (SH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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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m Jasveena, our English Subject Head, 
warmed up the session with an engaging seg-
ment where parents and children had to team up 
to identify the titles of famous books through the 
pictures of popular book characters. It was a rare 
opportunity where the children got to know what 
their parents were reading during their younger 
days. Mdm Jasveena then shared useful tips on 
choosing the right books by introducing different 
genres of books as well as the Five Finger Rule in 
choosing books that are pitched right for the child. 
Finally, she shared how parents can play an im-
portant role to role model and encourage reading. 

Mrs Quek modelled good reading by reading 
a story book, Heaven is Having You, to everyone. 
This was followed by an intimate quiet moment 
where parents read together with their children 
using a physical book or an e-book (Moo-o or 
NLB online). Mrs Grace Tan, our MBS Library 
Coordinator, wrapped up the session through a 
simple demonstration in using the app, the “Story 
Jumper”. Parents and children were invited to cre-
ate e-books of their own stories and upload them 
on Padlet for all to read.

The inaugural ‘Reading Under the Stars’ 
received raving feedback from the participants. 
Though it had to be reformatted from a physical 
event to a Zoom session, the team’s high energy 
and spirit was contagious and could be felt keenly 
by the participants through Zoom. We hope that 
situations in 2022 would allow this event to be 
carried out face-to-face in school and the MBS 
family can look forward to reading under the stars 
together, armed with our blankets, picnic mats and 
even pillows!



■  Written by: Wang Jieying, HOD (CCE) & Lim Xu Yao  ■
                                                                 (VIA Coordin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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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 year, as part of the school’s 
student-led Values-In-Action project for 
Secondary Three level classes, our students 
would research and explore societal issues 
that are close to their hearts during Social 
Studies lessons.  This is intended to spark 
their interest and help them to identify needs 
within the community before they begin 
planning how to support the target group.   
Through this process of active service learn-
ing, the school seeks to develop their skills 
as Compassionate Leaders and Citizens.

Although limitations were placed on out-
of-school activities due COVID restrictions, 
we were able to creatively find opportunities 
for community service by students.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 Manjusri Secondary School took part in 
the Heartland Ambassador Programme, which is 
specially designed for youth to serve as champi-
ons for gracious and responsible heartland living.   
The process started in March 2021 when our Sec 
3 classes took part in digital training on how to 
engage residents through online platforms. 

In October, Manjusrian students created gift 
packs that consisted of handcrafted soap, hand 
sanitizers and cards to be distributed to the com-
munity.  The beneficiaries included seniors from 
Tembusu Senior Activity Centre in Eunos, and the 
CareElderly Seniors Activity Centres in Circuit Road 
and Merpati Road.  Through this small gesture we 

Building Active Communities and 
Developing Compassionate Citizens: 
Manjusri Secondary School’s Social Studies – 
                                           Values in Ac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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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ped to show the recipients that they were not 
alone in this pandemic. 

Some of our students also became teachers 
for a day as they coached seniors from Tembusu 
Senior Activity Centre on how to make their own 
hand sanitizers via Zoom.  It was a fun-filled ses-
sion as they interacted with the elderly and brought 

them some cheer amidst these trying times. 
From this activity and experience, the school 

allowed our student to enact the values of respect, 
integrity, care and excellence in their social in-
teractions with peers and in benefiting the wider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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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特稿

■ 文. 唐黎标 ■

《西游记》同时包含着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

想倾向，但佛教思想无疑是其中最为直观与鲜明

的。唐僧的三个徒弟法号中的“空、能、净”，从

直观意义上尽皆可指代三种物理现象，而结合其

象征意义，也可说是三种不同的思想境界。对潜

心修佛的佛教徒而言，所谓的“修行”其实应该

说是一种向内探索的过程，它们磨炼的是自我的

心性与精神，是对人性的塑造，因此佛教的“修

行”讲求的是“看破凡尘俗世的污垢欲念”和“超

脱生死轮回的悲欢离合”，他们追求的正是一种

至高的精神境界。结合这种“修行”观念来看，三

个徒弟的名号亦可说是关于修行人的能力和果报

的三种不同水准。这正是佛家通过“修行”，从而

求佛问道的三重境界，由“悟净”开始入佛门，再

从“悟能”懂佛法，最后才能“悟空”得佛心，由

浅入深，似水到渠成般层层递进，最终才能达成

真正意义上的大圆满。

一、悟空——行者

从故事的角度来说，《西游记》的十四

回主要讲的是唐僧初遇孙悟空，并将他从五指

山底解救出来的故事，既预示着取经之旅的开

始，也是为之前“大闹天宫”的故事画下完整

的句号，因此这一回在《西游记》整个故事之

中可谓是有着举重若轻的地位，可以看作是承

上启下的关键一回，这一回特意在标题中使用

了“心猿归正”一词，恰恰正是要与“闹天

宫”时期的孙悟空做出对比。

在十四回的开篇，作者便引用了宋代诗人张伯端的

名篇《即心是佛颂》，特意提到了“心佛”之概念，透

过给孙悟空的称谓——“心猿”，更进一步论述了“修

心”为何。

洪子生

殡仪馆

雅歌丹砂
纪念钻石礼仪厅

扫
描 

Q
R 

码

了
解
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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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鸿兴

唐僧三徒弟
佛学精神所含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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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游记》的故事之中，悟空是从石头里蹦

出来的，他既没有前世的愿或业，又没有与现世关

联的缘，是为无垢赤子，有一颗纤尘不染的本心。

因此，虽然他是取经队伍中最为调皮，也最爱捣蛋

的那一个，却总是不受世间凡尘的诱惑与干扰。与

此同时，也正因为他的尘秽无染，他不谙世事，不

理凡尘，在《西游记》的早期，即“闹天宫”的时

期，可谓是什么规矩都不理会，他的性格嚣张傲慢

又无礼可恶，这个阶段的孙悟空便代表着“放心”

之举，这在闹天宫的时期也有隐喻暗指，便是真正

象征着孙悟空悲剧开始的事件——“倒反御马监”。

古来素有心猿意马之说，“悟空”这只心猿主动放

纵意马，便是“心”信马由缰的暗示，这个故事也

是对世人的一种警示，由着自己的“心”胡作非

为，不加以约束，最终必种恶因，得恶果。

但归根结底，孙悟空之所以这个样子，最为主

要的原因还是他不愿受到世俗规矩的约束管教，所

以佛陀才要让他被压五百年，这从侧面说来也可说

是应了佛家所说，有“恶有恶报”之意，而这阶段

便意味着“定心”。这“定心”也就是把“心猿”

安定下来的过程。在第十四回中，重获自由的孙悟

空打死的六个山贼也正是标题所指的“六贼”的

指代，打死六贼的悟空是“心猿”，也就是心的指

代，一旦心中有了障碍，这个心就不是“空”了，

一切多余的思想杂念，七情六欲，都会破坏这种安定，

所以必须彻底去除杂念，这才安排悟空打死“六贼”，

而非是唐僧所谓的赶走。是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

其实也是一个十分明显的“定心”的暗示，《西

游记》中紧箍咒的咒语的称呼便是“定心真言”。

正如第十四回在《西游记》中是承上启下的情节一

样，“定心”也是象征着转机的阶段。

在之后的故事里，孙悟空在佛陀的安排下护

卫唐僧取经，此举便是在用取经学佛来约束他管教

他，让他一心向善，并且通过经历九九八十一种磨

难，让他懂得用自己强大的能力惩恶扬善，这便是

最后的“修心”阶段，说得再通俗一些，这一阶

段就是要四处行走，经历各种事情，历练自己的     

“心”，因而孙悟空还有一个名字——行者；在此

之后，经过不懈努力，行者果然善有善报，取得了

正果。

二、悟能——八戒

在佛教的概念之中，“戒”是一个十分重要

的概念。《四十二章经》中曾有言：“佛子离吾数

千里，忆念吾戒，必得道果。”由此可见：戒律存

世，便如同佛陀住世；而佛子持戒，便是修行悟道

之根本。

而所谓“八戒”，是佛陀制定的一种暂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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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修行的戒律与斋法，其目的是为让作为在家之

人的弟子们也能参与到佛法的潜修之中，它的全称

是“八关斋戒”，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戒律，主要

是因为在家人的修行同出家人不一样，即使他们想

要潜心修行，也难免受到来自家庭、社会的种种

影响，障碍可谓颇多。佛陀怜悯身为在家人修行的

善男信女们，为了让他们能够有接触出家的清净

生活的机会，借以长养善根，种下出世正因，所以

特别制定了在家人的修行戒律，这就是八关斋戒的

由来。其中，“关”意为关闭八恶，不造三业。而 

“斋”者，则有使人身心清净、消除妄念、齐断诸

恶的能力，具修重善之意。

在经书《增一阿含经》中曾有言：“诸恶莫

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句话本

身便是一个对世人的教导，其意可通俗地理解为：

不要去做这世间的任何一种恶行，但应当积极去践

行这世间的一切善行。这句话是诸佛所教导的做人

的总则；也是佛教真正的教义。想要实现这个目

的，规章制度的约束便是必不可少的，不如说戒律

就是为了实现这样的伟大志愿而存在的。

“悟能”中的“能”按字面意思解，代表着能

量、能力之意，它同时也还指代变化，亦有可转换

的意思。这是因为能量本身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

西，但能力却也是可变化成其他某种事物或是转换

成能量的某种样式的。而“悟能”的字面意思便是

指学习并知晓自己的“能”，通俗易懂地说，就是

知晓自己能做什么，该做什么，明确与自己的能力

相对应行为或作为。正因为猪八戒的形象特点(贪

食贪睡、投机取巧)，所以才会用“八戒”来告诫

于他，让他懂得谨言慎行的道理，明白自己的言行

举止当作何为，以此开悟，从这层意义上讲，也可

以说“悟能”是“八戒”的最终目的。

因而对佛家弟子而言，不管想不想受戒，持戒

都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佛法寓于持戒之中。严守戒

律是学佛的第一步，也是修行的根本，就好似儒家

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等五常对于儒学

的意义一样，“八戒”所说的不杀生、不偷盗、不

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不香油着身、不坐卧高广

大床等戒律，也是佛家修行人务必要遵循的道德指

标和行为规范，同时，只有守戒才能正确地践行佛

学修行，也只有守戒才能获得真正的佛学智慧，守

戒即是“悟能”本身。

三、悟净——沙僧
与猪八戒一样，沙悟净也是被贬下凡的神

仙，他被贬之前是玉皇大帝身侧的贴身侍卫，身

居卷帘大将一职，只因不小心打碎了玻璃盏，被

贬下凡间，且每七日还要遭受万箭穿心之苦，又

因他实在无法承受这穿心蚀骨的痛苦，只得灰溜

溜地躲到了流沙河之中，此后便一度在流沙河兴

风作浪，危害一方，甚至以路人为食，是一副恶

神模样。在加入取经团队之后，他痛改前非，一

心向佛，成了队伍中最为安静、老实、吃苦耐劳

的那一个。在《西游记》的故事中，沙悟净的着

墨显然不如孙悟空或者唐僧，甚至也能明显感觉

得到他的形象亦不如猪八戒般鲜明而有特色，就

像是一个沉默的苦行僧，仅以无言的行动昭示自

己坚贞不渝的向佛之心。

不过比起沙悟净的人物形象，他在取经队伍

中的人物定位倒是比较明确，由书中的种种情节

看来，他显然是队伍中“担起调和与凝聚”之任

务的角色，其调和在于阻止悟空与八戒的斗争。

故事之中，但凡这二人起冲突，沙悟净便一反平

日静默低调的常态，总是能第一时间拿出主意，

劝阻这二人收声住嘴，握手言和，这个时候的沙

僧会表现出惊人的沉稳与睿智；而“凝聚”则在

于他较之其余三人，对取经一事更为专一，队伍

每每遇到拆伙的危机，都是沙悟净劝阻大伙莫要

放弃；除此之外，取经队伍中唯独沙僧是从来没

有埋怨过路途遥远、旅程艰苦的人，足见其意志

力坚强。从这个角度来说，沙悟净之所以在《西

游记》中的形象与个性并不突出和鲜明，并非作

者着墨不多，或无意描写所致，而应该恰恰相

反，正是作者刻意为之，故意将之写成这样。

沙悟净在加入取经队伍之前本是流沙河中的

吃人妖怪，其凶性与残暴从他脖子上那串人类的

头盖骨项链便可见一斑。但奇妙的是，在他皈依

之后，他的形象反而是三个徒弟中最像和尚的，

这点可从《西游记》第二十二回的原文中便看出

端倪：“三藏见他行礼，真像个和尚家风，故又

叫他做沙和尚。”

所谓“悟净”，便是指有意识地让自己寻

求净土，也即是远离污浊。在《西游记》行文之

中，作者还会将沙和尚唤作沙僧，这也代表他亦

象征着初入法门，修行尚浅，大体只为求得清净

心的僧人，但对于求佛问道的修行而言，这样的

清修方法无疑是重中之重的第一步，若无清净之

心，更遑论去进行下一步的修行了。因此西游记

里才会将之设定得比较不起眼，突出其清净的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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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凉文益禅师(885—958)是唐五代时期法眼宗的开宗祖师。余杭(今浙江

余杭)人，俗姓鲁。文益七岁出家，起初跟随明州希觉禅师修学戒律，后来，

归投福州长庆慧棱禅师修习禅法，修学很长时间不能契入。后来他和绍修、法

进三人打算走出岭外去参访其他道场，路过地藏院时，因被大雪阻住去路，只

得稍作停歇。他们在围火炉烤火时，罗汉桂琛禅师问道：“你们打算到哪里

去?” 

文益回答：“只是行脚罢了”。 

桂琛禅师又问：“什么是行脚”？ 

文益回答：“不知道。”

桂琛禅师便富有深意地说：“不知最亲切”。 

雪停了后，文益便向桂琛禅师告辞，桂琛禅师送他到门口并问：“你曾

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现在请告诉我庭下的那块石头是在心内，还是在心外

呢”？ 

文益回答：“在心内”。 

桂琛禅师便说：“你这位行脚之人，为什么要把这样一块大石头放在心中

呢？” 

这话把文益说得窘极了，他便放下行李，决心留下来，向桂琛禅师讨教。

每当他提出新见解，请求桂琛禅师指导时，桂琛都说：“佛法不是这样的”。 

最后，文益只得对桂琛禅师说：“我已经辞穷理绝了”。 

桂琛禅师便说：“以佛法来论，一切都是现成的。”

听了这话，文益才恍然大悟，从此再不谈义理，而于平常事中去体悟本

心。后来，文益在弘扬禅法时，常对僧徒说：“实体本来是现成的，就在你们

目前，可是却被你们变为句相之境，你们要想想怎样才能再转回原来的面目

呢？”“一切现成”一语，后来成为法眼宗徒参禅时的重要“话头”。 

文益后来广泛传播一切现成之说。他的弟子德韶曾写了一首诗偈给他看：

通玄峰顶，不是人间。

心外无法，满目青山。

文益看了大为赞赏，说：“即此一偈，可起吾宗。”

这首偈语的内容，也是一切现成的意思：当学禅达到顶峰，自然与人间不

同，但由于心外无法，则随处都可以见到青山。

文益禅师在地藏院得度后，又与众人参访临川(今江西抚州)，州牧邀请文

益住持崇寿院弘扬禅法。开堂说法之日，禅师妙言摄众，众僧心悦诚服，因而

四方传开，前来向文益禅师请益受教者甚多，常以千计。

文益禅师晚年先后住持金陵(今江苏南京)报恩禅院、清凉寺开堂接众。由

于金陵在五代宋初战乱较少，百姓文化水准较高，其思想得到较大范围传播。

文益在金陵三坐道场，四方僧俗竞向归之。李后主也跟从受戒，并为建造清凉

伽蓝。

后周世宗显德五年(958年)十二月五日，文益圆寂，享年七十四岁。南唐

中主李 在文益病危时曾前往探视，在文益去世后，便赐其号为“大法眼禅

师”。他所创立的法眼宗宋初极盛，宋中叶后衰微。文益圆寂后葬在江宁县，

存放其遗骸的塔被称为无相塔。文益禅师的弟子众多，嗣法弟子六十三人，以

德韶、慧炬、文遂等十四人最胜。法眼宗后来传到朝鲜半岛，长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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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是佛陀为名医耆域讲说

的供养众僧澡浴福德的经典。本经开篇讲述了名医耆

域邀请佛陀及众僧入温室澡浴，以使众生身心清净，

秽垢消除。佛陀借机向耆域讲述了澡浴众僧的方法，

以及澡浴可祛除众僧七种病，供养澡浴众僧可获得七

种福德。

一、本经讲说因缘

佛陀在摩竭提国因沙崛山中弘扬佛法之时，在王

舍城内有一位名医耆域(又名耆婆)，善于疗治各种疾

病。耆域少小好学，精通各种才艺，天文地理无所不

通。经过他疗治的疾病，没有不治愈的。有的病人能

起死回生；有的遭遇车祸濒临死亡之人，还能从死亡

线上被救活。耆域为疗治大众疾病做了大量工作，他

所做的功德难以说尽。八个国家的民众都仰慕他，见

到他的人都十分欢喜。

一天晚上，耆域暗想：“明天来到佛所，佛陀会问

我有何疑问。”第二天早上，耆域命家中大小眷属，来

到佛陀处所。耆域来到佛所住的精舍门口，见到佛陀

法相庄严，光照天地。座中数千万人，都在一心静听佛

陀讲法。耆域及眷属下车直进精舍中，向佛作礼，各坐

一面。

佛陀对耆域说：“善来，医王！欲有所问，莫得疑

难！”

耆域长跪对佛说：“虽得生世，为人疏野，随俗众

流，未曾为福。今欲请佛及诸众僧、菩萨大士，入温室

澡浴。愿令众僧长夜清净，秽垢消除，不遭众患。唯佛

圣旨，不忽所愿！”

佛告医王：“善哉，妙意！治众人病，皆蒙除愈，

远近庆赖，莫不欢喜。今复请佛及诸众僧，入温室洗

浴，愿及十方众药疗病，洗浴除垢，其福无量。一心谛

听，吾当为汝先说澡浴众僧反报之福！”

由于耆域邀请佛陀及众僧到温室中洗浴，希望大

众垢秽消除，众患不侵，因而佛陀接着就为耆域讲说

澡浴众僧的福报。

二、众僧澡浴可除七病

佛陀接受耆域澡浴众僧的供养邀请后，告诉耆

域澡浴众僧的方法，并说澡浴众僧能够祛除众僧七种

病。经云：佛告耆域：“澡浴之法，当用七物，除去七

病，得七福报。何谓七物？一者然火，二者净水，三者

澡豆，四者酥膏，五者淳灰，六者杨枝，七者内衣。此

是澡浴之法。”

 佛陀告诉耆域，澡浴众僧应当用七种物品，可以

祛除众僧七种病，获得七种福报。佛陀说，澡浴众僧

时，应当用七种物品。这七种物品分别是点燃火，添加

净水，准备澡豆擦拭身体，酥膏涂抹皮肤，淳灰涂身

去垢秽，杨枝消除口腔异味，准备澡浴后所穿内衣。佛

《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
的思想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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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指出，只有七种物品齐备，才可澡浴众僧。

七种物品中的“澡豆”，指古代僧人洗涤身体、衣

服等污秽所用之豆粉，为比丘十八物之一。系由大豆、

小豆、摩沙豆、豌豆、迦提婆罗草、梨频陀子等磨粉而

成。佛世时，比丘在斋食之后，以澡豆净手，方可执取

经卷。据《大威德请问经》载，若不以澡豆净手而执

经卷、香炉等物，死后将堕于不净地狱。“杨枝”，又

称“齿木”，即磨齿刮舌之木片，为佛制比丘十八物之

一。啮小枝之头为细条，用以刷牙齿。《南海寄归内法

传》卷一“朝嚼齿木”条：“每日旦朝须嚼齿木，揩齿、

刮舌，务令如法。盥漱清净，方行敬礼。⋯⋯其齿木

者，梵云“惮哆家瑟 ”。“惮哆”，译之为齿；“家瑟

”即是其木。长十二指，短不减八指，大如小指，一

头缓，须熟嚼，良久净刷牙关。⋯⋯齿木，名为杨枝，

西国柳树全稀，译者辄传斯号，佛齿木树，实非杨柳，

那烂陀寺目自亲观，既不取信于他，闻者亦无劳致惑，

捡涅 经梵本云，嚼齿木时矣。”

佛陀接着告诉耆域，众僧温室澡浴能够祛除七

种疾病。经云：“何谓除去七病？一者四大安隐，二者

除风病，三者除湿痹，四者除寒冰，五者除热气，六者

除垢秽，七者身体轻便，眼目精明。是为除去众僧七

病。”佛陀认为，众僧澡浴可以使人四大轻安，除去风

病、湿痹、热气、垢秽等病患，并使身体轻便，眼目精

明。人若没有以上七种病症，就会身心安乐，如意自

在。

“四大安隐”，也就是身体安隐自在。“四大”，

佛教认为物质是由地、水、火、风等四大要素所构成。

特指我们的身体是由地、水、火、风等四大合成。若四

大不调，人就会生病。只有四大调和，才能身心安隐快

乐。“风病”，指由外感风邪而引起的各种疾病。“湿

痹”，是指行痹、痛痹、着痹三种痹证的合称。“湿痹”

是由各种不同原因所导致的躯干手足的麻痹感。“寒

冰”，指身体的风寒冰冻之疾。“热气”，指身体因遭

受风寒而发热。“除垢秽”，指能够去除身体的污垢，

使身体洁净。

三、供养众僧澡浴可得七福

佛陀告诉耆域，你能依照上述方法作澡浴众僧

供养，就能够得到七种福德。经云：“如是供养，便

得七福。何谓七福？一者四大无病，所生常安，勇武丁

健，众所敬仰；二者所生清净，面貌端正，尘水不着，

为人所敬；三者身体常香，衣服洁净，见者欢喜，莫不

恭敬；四者肌体润泽，威光德大，莫不敬叹，独步无

双；五者多饶人从，拂拭尘垢，自然受福，常识宿命；

六者口齿香好，方白齐平，所说教令，莫不肃用；七者

所生之处，自然衣裳，光饰珍宝，见者悚息。”

供养众僧澡浴的人，所获得的七种福分别为：第

一，身心康泰，来生为勇武康健之人，常受众人景仰。

第二，来生相貌端正庄严，尘土不会着身，常受到他人

尊敬。第三，身体常有清香，衣服洁净无染，见到的人

都生欢喜心和恭敬心。第四，肌肤润泽，威德光大，所

见之人常生敬叹。第五，经常有很多人跟从，拂去身上

的尘垢，自然享受各种福报，经常能识别宿命。第六，

口方香好，牙齿洁白整齐，对人所说教令，别人都会恭

敬受用。第七，将来往生之处，所需衣裳，自然拥有；

各种珍宝，应有尽有。从以上七种福报可知，供养众

僧澡浴不仅能获得现世身心健康，相貌庄严，肌肤润

泽，受人尊崇等多种福报，而且来世所生之处，所需之

物，自然充盈。

佛陀告诉耆域：“你能发心澡浴众僧，就能够获

得以上七种福报。由于这个因缘，将来或为人臣、或为

帝王、或为日月四天神王、或为帝释、或为转轮圣王、

或为梵天，受福难量；或为菩萨，发意持地，功成志

就，遂致作佛。斯之因缘，供养众僧，无量福田，旱涝

不伤。”

佛陀在讲说供养众僧澡浴七种福德之后，又作颂

赞叹耆域供养澡浴众僧功德：

夫人生处世，端正人所敬。

体性常清净，斯由洗众僧。

若为大臣子，财富常吉安。

勇健忠贤良，出入无挂碍。

所说人奉用，身体常香洁。

端正色从容，斯由洗众僧。

若生天王家，生即常洁净。

洗浴以香汤， 芬以熏身。

形体与众异，见者莫不欣。

斯造温室浴，洗僧之福报。

佛陀在赞扬耆域供养众僧澡浴的功德之后，又告

诉耆域：“观彼三界，人天品类，高下长短，福德多少，

皆由先世用心不等，是以所受各异，不同如此，受诸福

报，皆由洗浴圣众得之耳！”佛陀认为，一个人现世所

得福德的多少，是由于先世所用善心和所做善事的多

少不同。耆域现世由于造温室供养众僧澡浴，一定会

获得多种福报。

正是由于供养僧众澡浴能获得多种福德，因而，

佛陀告诉阿难说，如果有人为求清净福，自当奉行供

养僧众澡浴。耆域及其眷属听闻佛陀讲说本经，皆大

欢喜，都证得须陀洹果。他们礼佛而退，备办洗具，供

养众僧澡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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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珠慧海禅师是唐代著名高僧，建州(福建)人，俗

姓朱，早年依越州(今浙江绍兴)大云寺智和尚出家。最

初参礼马祖道一，马祖问：“从何处来？”慧海回答：  

“越州大云寺来。”马祖问：“来此所求何事？”慧海

说：“来求佛法。”马祖说：“我这里一物也无，求甚么

佛法？自家宝藏不顾，抛家散走作么！”慧海问：“阿那

个是慧海宝藏？”马祖说：“即今问我者，是汝宝藏。一

切具足，更无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慧海于言下

自识本心，于是向马祖礼谢。马祖所说的自家宝藏，就

是人人本来具足的佛性。马祖认为，明心见性当于自心

中求，若心外求法，则与道乖违。

慧海随侍马祖六年之后，因为以前的受业师智和

尚年老，需要有人照应，所以，就返回去奉养智和尚。

慧海虽然已经明心见性，但是深藏不露、韬光养晦，甚

至表现得笨嘴拙舌、呆板木讷。

慧海还曾撰写《顿悟入道要门论》一卷，论述自己

的禅法思想。慧海法侄玄晏私下将这篇论著呈送马祖

审阅，马祖看完之后，告诉大众说：“越州有大珠，圆

明光透自在，无遮障处也。”

大众中有人知道慧海禅师姓朱，当他们知道慧

海禅师已经悟道之后，有些人就相邀一起到越州寻访

依附他，并称禅师为大珠和尚。慧海告诉大家说：“禅

客！我不会禅，也没有任何法可以向你们展示。你们不

用辛苦地站在这里了，各自回去休息吧。”可是这一时

期学侣们非但不减少，反而越来越多，白天、夜晚都有

人提出问题，事不得已，大珠慧海禅师只好随问随答，

其智慧犹如泉涌，其辩才自在无碍。

当时，有几位僧人前来拜谒，问：“拟伸一问，师还

对否？”慧海说：“深潭月影，任意撮摩。”一僧人问： 

“如何是佛？”慧海说：“清潭对面，非佛而谁？”大众

都茫然无措。僧人过了良久，又问：“师说何法度人？”

慧海说：“贫道未曾有一法度人。”僧人说：“禅师家浑

如此。”慧海却问：“大德说何法度人？”僧人回答： 

“讲《金刚经》。”慧海问：“讲几座来？”僧说：“二十

余座。”慧海问：“此经是谁说？”僧人反问：“禅师相

弄，岂不知是佛说邪？”慧海说：“若言如来有所说法，

则为谤佛，是人不解我所说义。若言此经不是佛说，则

是谤经，请大德说看！”僧人无言以对。过了一会儿，慧

海又问：“经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

道，不能见如来。’大德且道：阿那个是如来？”僧人回

答：“某甲到此却迷去！”慧海说：“从来未悟，说甚却

迷？”僧人说：“请禅师为我说。”慧海说：“大德讲经

二十余座，却不识如来！”僧人礼拜说：“愿垂开示。”

慧海说：“如来者，是诸法如义，何得忘却？”僧人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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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诸法如义。”慧海问：“大德！是也不是？”僧人

回答：“经文分明，哪得不是？”

慧海说：“大德如否？”僧人回答说：“如。”禅师

问：“木石如否？”僧人回答说：“如。”禅师说：“大德

如跟木石如一样吗？”回答说：“无二。”禅师问：“大

德与木石有何区别？”僧人回答不出来了。过了很长一

会儿，却又问道：“如何得大涅 ？”禅师回答说：“不

造生死业。”僧人又问：“如何是生死业？”禅师说： 

“求大涅 ，是生死业。舍垢取净，是生死业。有得有

证，是生死业。不脱对治门，是生死业。”僧人又问： 

“怎么样才能得到解脱？”禅师回答：“本自无缚，不

用求解。直用直行，是无等等。”僧人赞叹说：“禅师如

和尚者，实在稀有啊！”僧人向禅师再三五体投地后辞

谢而去。

有个修行者问：“即心即佛，哪个是佛？”慧海

说：“你怀疑哪个不是佛，请你指出来看看！”修行者

无言以对。禅师说：“要是明白的话，到处都是；若是不

觉悟，永远是背离难合。”律师法明对慧海说：“禅师

家，多落空。”慧海回答说：“却是座主家落空。”法明

非常吃惊地问：“怎会落空？”慧海说：“经论是纸墨

文字，纸墨文字者，俱是空设于声上，建立名句等法，

无非是空。座主执滞教体，岂不落空？”法明问：“禅师

落空吗？”慧海回答：“不落空。”法明又问：“怎么却

不落空？”慧海说：“文字等都从智慧而生，大用现前，

哪得落空？！”法明说：“故知一法不达，不名悉达。”

慧海说：“律师不唯落空，兼乃错解名言。”法明脸色

都变了，说道：“何处是错处？”慧海说：“未辨汉语梵

语之音，如何讲说？”法明说：“请禅师指出错处！”慧

海说：“岂不知悉达是梵语邪？”法明虽然认错，而心

里总是愤愤不平。他又问：“经律论都是佛语，读诵依

教奉行，为什么不见性？”慧海说：“如疯狗追扔出去

的东西，像狮子咬人一样。经律论是性用，读诵者是性

法。”法明问：“阿弥陀佛有父母及姓氏吗？”慧海回

答说：“阿弥陀姓 尸迦，父名月上，母名殊胜妙颜。”

法明问：“出自哪一部经？”禅师答道：“出自《鼓音王

经》。”法明行礼致谢，赞叹而退。

有位三藏法师问：“真如有变易吗？”慧海回答

说：“有变易。”三藏法师说：“禅师错了。”慧海反问三

藏：“有真如吗？”回答说：“有。”慧海说：“要是没有

变易，决定是个凡僧。没听说过吗？善知识者，能回三

毒为三聚净戒，回六识为六神通，回烦恼作菩提，回无

明为大智。真如要是没有变易，三藏真是个自然外道

啊。”三藏说：“要是这样的话，真如就有变易了。”慧

海说：“若执真如有变易，也是外道。”三藏说：“禅师

刚才说真如有变易，如今又说不变易，如何才是确当的

呢？”慧海说：“若了了见性的人，如摩尼珠现色，说变

也行，说不变也行。若不见性的人，听说真如变易，便

作变易解会，说不变易，便作不变易解会。”三藏说： 

“因此，知道南宗实不可测。”

有道流问：“世间还有超过自然的法吗？”慧海回

答说：“有。”问：“什么法能超过？”慧海答道：“能知

自然者。”问：“元气是道吗？”慧海答：“元气自元气，

道自道。”问：“若是这样，那就应该有二了？”慧海

说：“知无两人。”又问：“怎么算邪？怎么为正？”慧海

说：“心逐物为邪，物从心为正。”

源律师问：“和尚修道，还用功吗？”慧海回答

说：“用功。”问：“如何用功？”慧海说：“饿了吃饭，

困了睡觉。”问：“一切人都是这样，跟大师您用功一

样吗？”慧海回答：“不同。”问：“怎么不同？”慧海答

道：“他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需索；睡觉时不肯睡觉，

千般计较。所以不同。”源律师至此无话可说。

韫光大德问：“禅师自己知道生处吗？”慧海

说：“还没有死，何用论生？知生就是无生。法无离生，

法有无生。祖师说：‘当生即不生。’”韫光问：“不见

性人，也能这样吗？”慧海说：“自不见性，不是无性。

为什么这样说呢？见即是性，无性不能见。识即是性，

故名识性。了即是性，唤作了性。能生万法，唤作法性，

亦名法身。马鸣祖师说：‘所言法者，谓众生心，若心生

故，一切法生。若心无生，法无从生，亦无名字。迷人

不知法身无相，应物现形，遂唤青青翠竹，总是法身，

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黄花若是般若，般若即同无情。

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即同草木。如人吃笋，应总在吃法

身。’如此言论，哪值得记录。对面迷佛，长劫希求，全

体法中，迷而外觅。是以解道者，行住坐卧，无非是道。

悟法者，纵横自在，无非是法。”光又问：“太虚能生灵

智吗？真心缘于善恶吗？贪欲人是道吗？执是执非人

向后心通吗？触境生心人有定吗？住寂寞人有慧吗？怀

高傲物人有我吗？执空执有人有智吗？寻文取证人、苦

行求佛人、离心求佛人、执心是佛人，此智叫作道吗？

请禅师一一为解说。”慧海说道：“太虚不生灵智，真

心不缘善恶。嗜欲深者机浅，是非交争者未通。触境生

心者少定，寂寞忘机者慧沉。傲物高心者我壮，执空执

有者皆愚。寻文取证者益滞，苦行求佛者俱迷。离心求

佛者外道，执心是佛者为魔。”韫光问：“若是这样，毕

竟无所有了？”禅师答：“毕竟是大德，不是毕竟无所

有。”韫光大德踊跃礼谢而去。

本期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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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郑州遭遇特大暴雨灾害，同事刘先生

向灾区捐款了50万元，他的善举赢利了许多朋友的

赞赏。女儿得知刘先生捐款50万元的事迹后，半开

玩笑地对我说：“爸爸，你为什么不也捐款50万

元？”我对女儿说：“我做不到。”

行善有大善与小善，这让我想起爷爷的一段经

历。

记得爷爷一个人从绍兴乡下只身去杭州做小生

意，本想赚点钱补贴家用，未料暴雨如注，满街道

都是齐腿深的积水。爷爷趟着冰冷刺骨的积水东奔

西走，有一次又冷又饿，眼前一黑，身子就倒了下

去。

等到爷爷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温暖的床

上，是一个杭州径山寺的和尚救了他。那个和尚让

爷爷在寺庙里休养了几天，随后给了他一身干净的

衣服，并送了回家的盘缠。虽然爷爷的双脚此后半

年没有知觉，针扎上去都不觉疼，但命保住了。爷

爷多次念叨，要不是这个大善人，他的小命早就不

知去哪里了！

为了感恩径山寺和尚的救命之恩，爷爷也成

了信佛的居士。爷爷没有读过书，没有文化的爷爷

不会看佛教书籍，也不懂念经，但爷爷把佛装在内

心。爷爷经常修路，他说修路是人的大功德，每次

在路上看到被人丢掉的纸片，他都要捡起来带回

家，等捡来的纸片多了，他就把纸片带到菜园里烧

掉，然后把纸灰埋进土里。我问爷爷为什么要这样

做？爷爷微笑着告诉我，生前善待文字可以给后代

积德。也是在爷爷的影响下，我家都力所能及地做

点小善事。

这些年我多次想到爷爷的这段经历，常常会

问，倘若我今天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会像那个和尚

那样做吗？坦率说我做不到。我会拉落水者一把，

也会拨打救护电话，但将一个遇难的路人带到自己

家里照顾和养护，就难以做到了。

前不久看到一个短片。一个老人手持无座票寻

找空位，却发现座位上都坐满了人。他从这头走到

那头，座位上的乘客均视而不见。正在愁眉难伸之

时，一个姑娘站了起来，招呼老人说，这里有一个

无座空位。老人谢过姑娘，舒心安然地坐了下去。

须臾，列车员查票，到姑娘这里时发现她的票是有

座的，座位上坐的正是老人。列车员刚要发问，姑

娘用手在嘴上作了一个制止的动作。列车员非常感

动，说后面有一个列车员专用休息座位，您到后面

去吧！姑娘顺手拿起边上的残疾人拐杖一瘸一瘸地

走向列车后面。周围乘客的眼里满是诧异、惊愕和

羞愧。

我想，在那个场合，我能做到姑娘那样吗？结

论是否定的。自己是一个肢残人，本身需要照顾，

倘若边上有老人，我会挪出一点空间让老人挤一

下，或者让列车员为老人找一个歇脚的地方。但我

不会将自己的有座座位让出去。尤其令我动容的是

姑娘制止列车员声张的动作——做了好事还不愿意

让受助方造成心理负担。这就是大善。

这个世界，能行大善的人不多，但我想，行不

了大善就做小善吧。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为”， 

善本质上是一致的， 大善是从小善起的。

实际上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从善的愿望、热

情和动力，只不过是表现方式和程度不同罢了。有

的人帮助孤寡老人，有的人收养流浪猫狗，有的人

多次义务献血，有的人上街维护交通⋯⋯即便是举

手之劳带走垃圾，或在公共场所把门扶一把方便后

面人，都是人内心深处善良之光的体现。

不能因为行不了大善就不愿意做小善，或不屑

于做小善，甚至不相信有大善。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只要心中向善，不妨先从身边能做的小善做起。

■ 文. 唐黎标 ■

大善与小善



因果报应思想是佛教的基本思想，也是佛教

用来说明世界一切关系的基本理论。因果报应，又

作因果应报、因果业报、善恶业报，是指世间一切

事物都受因果规律支配，有善因就会产生善果，造

恶因就会产生恶果。佛语常说“种如是因，得如是

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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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报应如响应声，如

影随形。《太上感应篇》亦云：“祸福无门，唯人

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民间俗语也说：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

一个人无论是做善事，还是造作恶业，都会受到相

应的果报。

古往今来，无论是在佛门中，还是在俗世中，

都有很多种善因得善报，种恶因得苦报的事例。宋

朝的卫仲达，在翰林院做官期间，有一次，他在睡

梦中梦到地狱鬼卒把他拘捕到阴间。阴间的主审判

官吩咐手下的书办(掌管文书的办事员)，把卫仲达

在阳间所做的善事、恶事两种册子送上来。等册子

送到一看，记录他的恶事册子，多得竟摊满了一院

子；而记录他的善事的，只有一本小册子。

主审官又吩咐拿秤来称称看，那堆了满院的许

多恶册子，重量很轻。那一本记录善事的薄册，反

而很重。

卫仲达问道：“我年纪还不到四十岁，怎么

会犯这样多的过失、罪恶呢?”主审官回答道：“

只要一个念头不正，就是过失或罪恶，都会记录在

案。譬如看见女色，动了坏念头，即是犯过，就会

被记录了下来。”

卫仲达又问：“那个善册子里，记的是什

么？”主审官又回答道：“皇帝有一次曾想要兴建

大工程，即修三山地方的石桥。你上奏劝皇帝不要

修，那地方人迹罕至，免得劳民伤财。这里记录的

就是你写的奏章底稿。”卫仲达说：“我虽然写了

奏章，但皇帝不听，结果还是动工修造了。对劝阻

那件事情的进行，并没有发生作用。这份奏章，怎

么还能有这样重大的力量呢？”

主审官说：“皇帝虽然没有采纳你的建议，但

是你这个念头，用得很正、很真诚，目的在使千万

的百姓免去劳役。倘若皇帝接受你的意见，那么你

的功德就更大了!可惜的是你平时产生的恶念太多，

所以善的力量因此减少了一半。你的官位，本来可

以升至宰相，现在也就没有指望升到宰相了。”卫

仲达大吃一惊，就醒了过来。

他从此以后，常用梦中这件事，来教育自己

的家人和儿女，注意端正思想，摒除淫邪及各种恶

念。

后来卫仲达的官位，果然只做到了吏部尚书，

最终没有做到宰相的职位。

卫仲达造作的恶业，只不过是心中动了恶念而

已，并没有亲手去做，尚且折损了他现世的福报。佛

门偈语说：“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亡时罪亦灭。

心亡罪灭两俱空，是则名为真忏悔。”也就是说，我

们所造作的各种恶业，常常是由内心生起。只有从内

心中消除恶念，才能真正忏除业障。《地藏经》中

也说：“南阎浮提众生，举止动念无不是业，无不

是罪。”也就是说，南阎浮提众生的言语行动，起心

动念，大多都是在造作恶业，将来都会遭致苦报。从

佛教戒律角度来说，不仅恶言恶行是造作恶业，而且

起心动念也是在造作恶业，也要承担意恶业的果报。

同样地，心生善念，自然也会有善报。比如卫仲达的

善，只是空有其言，而并未被皇帝所采用，但是他这

个善的力量，竟然却胜过了堆满整个庭院恶册子的力

量!我们从这个例子，就知道如果真的去做了善事或

恶事，那么善或恶的力量，就更大了。可见念头的起

动处，也就是祸福之门。

善果得
种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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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尘无雨
天晴前奏一阕

来来去去 去去来来

梦 曲曲折折多少层被褥

不住呓语，落地又挥舞起

一场一场幻影虚空

不再翱翔 

翅膀风霜洗一洗 

曾经白雪皑皑

巍峨眼底，高山尽处歇一歇

谁的诺言旦旦萦绕山巅

在呼吸告别前，再见

黄叶飘下前不流浪

落雨的季节不落雨

彩虹蔚蔚晴空收藏

影子，孤寂不语

太阳花低头 

红了眼睛

与其说姿势与生俱来

宁愿摆摆手，默默吐露心事

草莽不说卑微或伟大

感谢阳光从来不吝啬

洒一点甘露，飘一阵微风

赶路的大地听见了

合十的手掌，大大小小

敲响拍子，唱柔柔的歌

来，一起低下头

弯腰，看世界

真美！

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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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情

画

意

诗四首
■ 图文 . 心绢 ■

候鸟道白

心绢摄自斯洛文尼亚高山区庄园



掠过大山后

耳边叼一片松涛

与云彩一起飞跃

吻过露珠的脸颊

且不管太阳何时摘下西风的话

就这样，轻轻地

浪花不再纠缠深情的汪洋

轻轻地 相忘

轻轻地 落下

告别

走向渡头
脚下荒芜，恰如脱下高跟鞋

清空，光阴

折皱一道道笑纹

漫无目的云朵，边陲放逐

欲念。飞飞

走入光圈扩大桃花源

一样寻不着

迷离深浅

之间那个，渡

前方有船停下，等待

码头花香鸟语

椰影婆娑起电影画面

平波召唤大海，荡漾

一首黎明快快来

来，不来

反正由风，系带

拍拍脚下泥尘

再往前，几步

印拓，落下

一行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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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说

漫

画

■ 梁云清 ■

天
堂
地
狱

4

3

一位信佛不久的人，看了多部佛
经后，不但没有解决思想上的疑
难问题，反而感到种种烦恼

2 有一天，他去请教无德禅师
5

这
个
信
徒
把
水
提
来

师父⋯

不要紧，你
说出来就好

我看了佛经，多处提到天堂地
狱，我觉得根本不存在，如果
否定了，岂不是否定了自己信
佛吗？这一虚无飘渺的问题，
又如何证明呢？

你去河
里 打一桶
水 ，我可
以告诉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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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6

你 看 看
水 桶 里
面 或 许
有 天 堂
地狱

怎样，你也
信有天堂地
狱了吗？

那么现
在又怎
样呢？

呼吸自由，舒服
极了，像在天堂
里一样啦

10

信徒颇感怀疑，不由自主伸长脖
子低头聚精会神看着水，无德
禅师突然把他的头按到水里

 7

8 信徒根本没有想到，使劲挣
扎，连吞了好几口水

9 你太粗鲁了，差
点把我憋死

你
的 感
受 如
何？

真不好受，就
像在 地狱 受
苦一样

11



我们如何改变自己的

生活中，有没有过这样的场面，当你穿着新衣

服出去做工的时候，你的同事对你说，换风格啦！

你这件衣服的颜色好像不太配你哦？——这个时

候，你会质疑吗？

我们有些人就会开始相信——这样的颜色真的

不配我。也有些人会觉得没关系——那只是他个人

的看法。

——你究竟属于其中的哪种呢？

当然，你面对的只是一个普通的同事，如果说

话的你很亲密的朋友呢？你的亲人呢？你的另一半

呢？他们的话会带给你多少影响？你能够控制他们

说话后，你所产生的想法和情绪吗？

显然，大部分人的回答是“不可以”，他的一

句话，我都要开始想一下，可能一天都不舒服。越

想越觉得是这样，我越难受，真想赶紧回家去换了

衣服！

这个故事中的想法，我们其实是无法控制的。

这不是说，我们不要听信他人的意见，而是我们如

何看待我们自己的感受？

比如，我们觉得这件衣服好看的时候，别人觉

得不好看——我会怎么想？

我们经常在许多人的陈述中，听到他们说，我

觉得我好像有很大压力，但是，这件事好像不会给

我造成情绪啊！——他们在自我找着答案，又用大

脑的意识去自我否认。就如同这件新衣服，我觉得

很不错，但我的同事觉得不好⋯⋯

我们常常忽略自己真实的感受，却注重他人

的评判。当我们将自己完全置身在那些“别人认为

是好的”的状态下，如果你本身的感受是好的，那

当然没关系，如果你本身只是说服自己“那样是好

的”，那么你很可能会陷入负面情绪。

负面情绪总会产生出口，可能是你身边的

人——你觉得对你无害，你可以放松发泄的人，比

如另一半或孩子，或是你的身体状况——当压抑到

极限的时候，一定会出现身体的变化。

可是我们又往往不会面对自己的负面情绪，

因为这些负面情绪的根本，其实是自己的感受，生

活在别人眼中，只会让自己难受。这其实与我们的

原生家庭有关系，因为这个世界的一切，我们刚刚

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都是与我们的家人相处开始

的。我们会接受灌输，也会从中学习和观察。

有些家庭对于孩子的感受并不重视，经常会

听到他们说，“听妈妈的，我是为你好！”、“不

想吃也要吃！这是为你好！”、“你怎么这么不懂

事？”，甚至有些会在公众场合大声训斥孩子。这

些都是没有在顾忌孩子的感受，相反，孩子反而都

在顾忌家长的感受。

有些家长情绪激动，经常突然爆发，孩子们

往往会活得小心翼翼，因为他不知道那句话会触动

到家长的情绪。这些观念，我们也都在不自觉的传

递给下一代，让他们也成为那些不注重自己感受的

人，由此变成一个充满负面情绪的人。

而如何改变这些呢？则是我们如何去真正关

注自己的感受。当你对一件事件产生负面情绪的时

候，你是否可以跟着这种感觉去深层次寻找答案，

而不是压抑或者给自己一个接受的借口？

比如，当你同事说，这件衣服不好看？你能否

从心里出发去感受自己的感觉，你觉得好看，你的

同事只是一个人，只是地球上60亿人口中的60亿分

之一，他的讲法和认知、审美，一定是重要的吗？

即使很多人都觉得不好，你自己是否真正喜欢？你

是否可以触碰到自己最深层次的内心——自己的判

断、自己的价值、自己对自己的信心？

我们可以从生活的细微处，去真正改变自己，

当你内心的感受，先被自己尊重的时候，其实你已

经在开始缓解你的负面情绪了。

负面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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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空，即使不是佛弟子，大概也知道四大皆

空，诸法空相等说法。一般人谈到佛法时，最先会提

起来的可能就是空这个概念，就连初上学堂的幼童，

大概也知道花果山齐天大圣孙猴子的法名叫悟空。空

是佛法的根基，是教导我们认识世界，认识自己，认

识佛法的基础，《心经》中说，“观自在菩萨，行深

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没有空，就没

有佛法，就没有我们自己和整个世界。

空是什么？空是缘起无自性，一切法无我。空

是不是没有的意思呢？不是，这种解释过于简单了。

空不是没有，也不是不存在。世间万物万事，没有永

恒的东西，变化多端，没有独存的东西，相生相成，

没有实有的东西，一切如梦幻泡影。空是空性，是空

相的显示，是一种深刻、奥妙的哲学，很难用一句话

表达清楚，事实上，也不大可能讲清楚。一切法都是

因缘所生，诸法有能生之法及所生之法，缘合缘散，

非真实常住，生生灭灭，无常变幻，这都是空。

空不是空，空是万有，有不是有，有是暂用。

非空非有，既空既有。当用之时，于万有中提取相

用，有相有功用，用过即空，回归万有，不留丝毫，

这就是佛学中的无所住而生其心，物来则应事过不

留。比如一个杯子，其实所见非相，没有真正杯子的

相，是短暂的，缘灭了，也就空了。内心没有一点烦

■ 撰文及配图 . 赵宏 ■

恼、没有一丝障碍，一尘不染、一丝不挂，就可以看

到空，明白空相。

《华严经》里说，“唯心所现，唯识所变”，

《大乘起信论》也说，“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

种种法灭”，缘起缘灭，其实都离不开内心，因此

六祖慧能说：“心是地，性是王”，换句话说，就是     

“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自性”就是指明心见

性，后来他也说，“何期自性，能生万法”，即是

说万法“自性”里所生，这个“自性”空了，则万法

皆空。悟得了空，就明白了法，明白了法，就明白了

空，既然悟空，自然了性，法性相通，豁然开朗。

所以，悟空是信念佛法的人的必修课，也是必

然修成的正果。

佛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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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何
让
单
亲
家
庭
的

孩
子
健
康
成
长

近几年，随着离婚率的不断攀升，单亲家庭的

孩子成长也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毕竟孩子是

每个家庭的重心，更是社会未来发展的希望，于家

于国，都应非常重视。

随着社会的进步，目前人们对于离婚现象的产

生有了更多的包容度，离异导致孩子不能与父母共

同生活的情况，大家也应该以积极和理性的态度加

以应对，才能给离异后单亲家庭的孩子一个阳光和

健康的心态，从而将父母离婚对孩子的负面影响降

到最低。这是为人父母必须承担的责任，同时也呼

吁社会各界人士对单亲家庭孩子体现出应有的关心

和鼓励，我们的社会将会更加优雅、和谐。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对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似

乎都存在偏见。其实，没有孩子能够完美长大。世

界上也没有完美的父母。不管父母离异与否，孩子

在成长过程中，注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问

题不可怕，勇敢面对，再有针对性的应对就好了。

讲到单亲家庭，人们总以为缺少爱，但是可能

有另一种情况：单亲孩子可能得到两个家庭的爱。

子女与父母的关系并不会因为父母婚姻关系破

灭 而不存在。不管父母离婚多久，也不会影响自己

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所以这就要求做为父母不管自

己是否离异，也不管孩子是否跟着自己生活，都要

给孩子足够的爱，并且要在生活中给足孩子无微不

至的关心，让他们能够很好的接受父母的婚姻状况。

不管孩子多大，都是独立的个体，也应该获得父母最

起码的尊重，这也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

对于孩子来说，父母给自己最好的爱就是对他

们的陪伴，所以多陪伴孩子，给足他们安全感，才

会让他们的性格更加完善，从而不会影响自己的正

常生活。

奥巴马的父母在他两岁时离婚，加上父母离异

后很少往来，因此奥巴马对父亲几乎没有什么印象。

但是老奥巴马一直和奥巴马的妈妈保持着书信联系，

奥巴马虽然没有跟父亲一起生活，但由于妈妈不断

地给他传递父亲的信息，因此，在奥巴马的感情世

界里，始终有父亲的存在。奥巴马显然是幸运的，

他的母亲和外祖父母并没有因为离婚对老奥巴马产

生怨恨，奥巴马从他们口里听到的有关父亲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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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实而温馨，伟岸而高大的，自此，父亲的“英

雄”形象就在奥巴马年幼的心中扎根了。父亲这个

角色，在奥巴马心里是温馨的，是高大的，是负责

任的。奥巴马能成为美国第一个黑人总统，跟他那

对离异父母的育儿观有着必然的联系。

单亲家庭到底如何做，才能养出更加健康快乐

的小孩：

第一，就是尽最大可能与另外一位家长保持联系。

双方都要同意把孩子的需求放在首位，并为帮

助孩子达成共识。比如，我那位朋友，她的妈妈就

给她和爸爸安排了电话、视频和见面等各种交流互

动机会和时间。她的父母虽然离异了，却仍然相互

支持着，这很好。这个时候最忌讳什么呢，就是在

离异后双方都把孩子当成皮球踢来踢去，或者当成

所有物抢来抢去。最棒的，就是双方达成合作关系，

准备好去面对孩子的丧失情绪，并承认孩子会对另外

一位父母有渴望。

无论爸爸还是妈妈，都要做好心理准备面对孩

子的困难。尤其要去确保孩子日常规律的生活，陪

伴孩子共同消化父母分离带来的影响。

第二，持续沟通，并且多关注孩子的交友情况。

的确会有一些孩子在经历了家庭变动后，会倾

向于参与到小团体中。因为友谊会弥补家庭丧失掉

的一些温暖。但小团体也容易放大一个人的情绪，

导致行为出现失控。所以，父母对孩子的持续关注

和关心也是很重要的。

第三，在关爱孩子的同时，也要告诉孩子：父母离

婚是父母的课题，与孩子没有关系。

说这个话的目的是防止孩子把父母婚姻失败的

原因往自己头上揽，认为是自己不好才导致父母离

婚的。

还要指导孩子多维度解释父母离婚这件事。比

如爸爸妈妈性格不合硬要拴在一起，爸爸妈妈就会

很痛苦，分开对他们才是最好的解决之道。作为孩

子，要接受父母的决定。同时也要关爱自己的爸爸

妈妈，毕竟失败的婚姻还是令他们痛苦的。还要学

着接受父母的新家庭。我看到不少孩子对后爸后妈

很抗拒，造成了新的更严重的家庭矛盾。其实多数

继母继父还是很好的，主要是孩子对新父母特别抗

拒，使得新家庭矛盾丛生。

总之，离异不可怕，孩子照样可以生活在一个

健康的环境中，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否在离婚后去确

保：家庭结构虽然解体了，但是家庭功能没有太大

变化，给到孩子的温暖与爱没有太大变化。能够做

到这一点，父母就依然能够对孩子的成长起到保驾

护航的作用。

不管“单亲家庭”还是原生家庭，对孩子的教

育都是一门很深的学问，毕竟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

是独一无二的。这就需要家长能够不断的发现孩子

存在的问题，并且及时的解决出现的问题，同时很

多时候家长也需要对孩子多些耐心和理解，并且也

要不断的提升和完善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够教育出

更为健康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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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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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庆良
Ken Bay

WhatsApp 9720 6817 
ken_bay@hotmail.com

PropNex Realty Pte Ltd 
License No: L3008022J

480 Lorong 6 Toa Payoh #10-01 
HDB Hub East Wing Singapore 310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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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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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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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k 38 #01-537, Sin Ming Drive, Singapore 575712

电话：6456 8557／6456 7387

传真：6456 7072



42

   新加坡佛教总会新春祈福

谨订于2022年2月12日正月十二 (星期六)上午10时在本会佛教礼堂举行新春团拜及上

供祈求世界和平、国泰民安、众具福慧。

恭候光临

                                        新加坡佛教总会 

会长及全体理事 敬邀

*出席者请于9时45分入席，僧伽请自备海青戒衣，在家众海青。

SBF LUNAR NEW YEAR BLESSING
President and Council Members of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cordially invites you
to its Lunar New Year Gathering

on 12 Feb 2022 (Saturday) at 10am at SBF Buddhist Hall
to pray for world peace, prosperity of our nation, bliss and wisdom

for all

*Guests to be seated by 9.45am
Sangha, please bring along your Haiqing and robe; Laities, Hai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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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Sir,
The Nanyang Buddhist is a quarterly journal published b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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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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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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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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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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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读者们：

《南洋佛教》是新加坡佛教总会出版的季

刊，创刊于1969年5月30日，至今50年，从未

间断，是我国历史悠久的长寿佛教杂志。

本刊一直以来秉持着净化社会人心、弘扬

佛教教义的宗旨，运用文字般若以培养大众对

正信佛教的认识。“南洋佛教”是以免费赠阅的

方式流通于我国各个角落，发行网尚遍及中港

台及东南亚一带。杂志的营运与印刷费用，全

赖四众佛徒的助印与微少的广告费用支持，不

敷之处，全由佛总承担。

佛经有云：“诸供养中，以法供养为最”，欢

迎大家助印，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佛法滋润，

使法音永远流传。

这份广为流传的佛教刊物，相信能助商家

们促销其产品与服务。因此，欢迎各行各业的

商家们在《南洋佛教》刊登广告以收事半功倍

之广告效益。

此外，助印方式随喜，所谓“滴水成海，

积沙成塔”，无论多寡，您的支持就是弘扬佛教

文化的一股力量。

南洋佛教  启

姓 名                                                                   助印款项 
Name :                                                                                            Amou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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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址                                                                                        邮          区 
Address :                                                                                            Postal 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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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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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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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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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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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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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 他 / Others:                                                           其 他 / Others: 

请填妥表格，连同划线支票（注明：NanyangBuddhist）
寄至：59 Lorong 24A Geylang, Singapore 398583（我们将按以上地址寄上正式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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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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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ONSORSHIP FORM南 洋 佛 教 助 刊 表 格

 Sponsorship 
QR Code                                                             

SCAN TO PAY

助刊二维码

WE NEED YOUR SUPPORT
欢迎助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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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刊鸣谢
吴顺来 $300.00

严升春 $200.00

Soh Chee Yong $200.00

吴莉贞 $100.00

郑宋波 $100.00

观连、观原、观利 $52.00

Choong Siew Mooi $50.00

Lam Yew Choong $50.00

李淑美 $30.00

黄秀顺 $20.00

黄杏玲 $20.00

王宝珠 $10.00

Teo Wah Cheok $10.00

Lee Jia Wei $2.00

Ang Suan Pheng 祈愿洪淑华智慧增长，业障消除 $400.00

林徽妤 回向已故祖父林道岸莲增上品 $300.00

王慧敏 祈愿业障消除，智慧增长，身体健康，所求如愿 $200.00

周家卉 祈愿身心安康，智慧开展 $200.00

Cheong Wee Hun 祈愿潘丽琼、章伶励、章慈恩智慧增长，身体健康，业障消除 $100.00

温宝莲 祈愿赖玲妹业障消除 $100.00

求忏悔弟子 回向上竺下摩恩师圆寂十九周年纪念(十一月初七) $100.00

陈欣柔 回向已故父亲陈亚财莲增上品，业障消除，早登极乐 $60.00

孙燕芳 回向已故父亲孙传德莲增上品，往生净土 $60.00

Steven Teo 祈愿张材祝、林兰音身体健康，业障消除 $50.00

唐金莲
祈愿唐金莲身体健康，业障消除。回向十方法界一切众生，
累劫冤亲债主，解怨释结，离苦得乐，往生净土

$50.00

Lee Woei Sing 回向新加坡人福慧双增 $50.00

冯清源
祈愿翁 身体健康，业障消除。回向十方法界众生，累劫冤亲债主，
解怨释结，离苦得乐，往生净土

$50.00

黄玉莲 祈愿合家身体健康，业障消除，事事顺利。回向一切众生莲增上品 $50.00

佛弟子 回向李俊慷业障病障消除，身体早日康复 $50.00

陈 樨 回向历代祖先，回向已故先父罗智惠往生极乐世界，莲增上品 $50.00

Sally Tan 祈愿陈福秋业障消除、智慧增长 $48.00

陈欣柔 祈愿母亲郑美金身体健康，平安喜乐 $40.00

陈亚琼 回向三哥陈亚顺往生西方极乐净土 $30.00

黄玉莲，玉珠 祈愿黄筱璇智慧增长，身体健康，业障消除，事事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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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父马福全，岳母何锦香莲增上品，离苦得乐，往
生净土

$20.00

黄玉莲 祈愿陈明峰，李平英身体健康，业障消除 $20.00

陈木浩，谢梨娟
 (已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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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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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佛教

生存的力量
快乐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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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