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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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ysical

清洁组 - 清洁活动
Housekeeping Team - Cleaning 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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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ysical

禁堂食 No dining in                                            

卫塞庆典 2566
 Vesak Celebration 2566
 1/5 - 3/5 / 星期日 至 星期二

Sunday to Tuesday

10am - 5pm

@ 佛教总会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59 Lorong 24A Geylang Spore398583

实体 Phys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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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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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30/10, 27/11, (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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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在戒律和经典里指出人类所造的十恶

里，口业便占了4个，即妄语，两舌，恶口和

绮语。

考核古今中外，许许多多人，常以谎言，

甜言蜜语或是非颠倒，造谣毁谤，尔虞我诈，

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损人利己的事。许

多人也在无法察觉对错的情况下，蒙受财物的

损失，严重的可能丢命。这种情况自古以来很

难得以完全消除，尤其现在网络更方便，传播

快和广，其影响巨大深广，我们只有祈望个人

提高警惕和防备。

尤其在佛法及任何事情上，要采取怎样的

态度? 佛陀在羯腊摩经里慎重的告诉众生: 不要

因是传统，正流传的消息，宗教经典或书本所

述，逻辑及哲理，或预测，见解，观念，演说

者的威信，或是导师的话，就信以为真。如此

误信不但自己受损，也直接或间接影响他人。

故我们要以智慧，无求， 心观察一切是否合

乎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受苦，一切法空

的佛教教义，理智的判断是否可以接受。故加

强我们对佛法正确的理解与修行，才能扶正显

出宇宙真理！

愿佛法永护世界，众生得大佛慧!

释广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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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佛教总会于2022年2月12日(正月十二)

星期六，上午10时在会所三楼礼堂，举行新春团

拜，四众弟子齐聚一堂，共同祈求世界和平，国泰

民安，众具福慧。

首先，由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广品大和尚率僧

侣二众向佛陀圣像献花，行三问讯礼。继而举行诵

经祈福和上供仪式。

自2020年疫情爆发后，佛教总会的活动一一搬到

网上进行，随着我国与病毒共存的策略奏效，防疫措

施逐步放松，佛总活动将会陆续从线上回归到线下。

广品大和尚致新春献词时，表达了佛教界在抗疫

期间所实践佛教的公平公正的慈悲精神：

“两年多了，世界人民经历一场史上从未有过

的疫情辛难时期。而从这场疫情发生的时间里，我

们见到了人心中优良的一面，也见到少数人恶劣的

一面。而在这期间，很高兴的见到佛教界能秉着佛

法的教义，展现在实践里。不分种族宗教免费派送

医疗用品和食物，同时，互相关怀和支持。让大家

备感温馨。”

大和尚表示，希望经过这场疫情后，人类更可

2022年新春祈福

以抛弃私我的想法，共同为世界人民谋最好的幸福

生活努力，使这世界成为净土！

另外，回顾过去二年，虽在疫情下，佛总属下教

育机构获得不小的成果。大和尚表示欣慰。

“菩提学校有超过80%毕业生升上中学快捷班，

同时，成绩名列前茅。去年文殊中学中四会考里有学

生考得9个特优(9A)和8个特优(8A)的成绩，还有不少

能升上初级学院和工院。我们的马林百列菩提托管和

新加坡佛教总会

广品法师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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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全景

观众席

女众法师

信众诵经祈福

法师诵经

诵经祈福

男众法师

悉达多托儿中心迎来踊跃报名的情况。”

大和尚认为，佛总属下的四所教育机构取得优异的成

绩，有赖于所有教职员的付出与贡献，为此向他们衷心致

谢。

新春团拜于11时30分圆满结束，众人仍带着依依不舍

的心情，互相祝福，互相惜别。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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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向翰 ■

新加坡佛教总会常年活动“礼千佛，集福慧”

系列法会于2022年3月6日，在会所3楼礼堂拉开帷

幕，即使疫情纷扰，防疫措施不断修改，却也吸引

了50多名忠实信众参与。

今日是此系列第一场礼拜过去千佛，由会长广

品法师偕同原班人马的法师们为悦众，带领大家一

起讽诵《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

礼佛拜忏是僧俗众弟子的重要功课和基本行

仪。在《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中说：“是善男子

善女人等。已曾供养是诸佛已⋯⋯ 所生之处常遇三

宝。得生诸佛刹土。六根完具不堕八难。当得诸佛

“礼千佛，集福慧”
千佛法会活动略记

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具足庄严。” 由此可知，礼佛拜

忏所得功德无量无边，不仅可以灭除无量劫以来的

罪业，更如经中所云，可以常遇三宝，具足庄严得

无量福慧资粮。

唯有虔诚礼拜忏悔，了解拜佛的真意，凭借诸

佛力量，改变自心，并效学诸佛，与佛相应，谦卑

以待，破除傲慢，修行的障碍消除，智慧就会增长。

随喜不畏疫情困扰，勇悍参与法会的信众们。

也愿将今日法会拜忏功德回向疫情早日消除，世界

祥和，人民平安喜乐！阿弥陀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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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福慧讲堂

•• 旃檀林•••

•• 妙音觉苑

•• 善缘堂

•• 天寿堂吕祖宫

•• 天南佛堂••••••••••

•• 十方佛林

•• 新加坡佛教青年弘法团

•• 法鼓山新加坡护法会

•• 新加坡佛教施诊所

护
生
惠
法

5

卫塞贺词



•• 观音救苦会•••••••••••••••••••••••••

•• 净名佛教中心

•• 薝蔔院

•• 菩提佛院

•• 東眴閣

•• 吉祥宝聚寺

•• 洛伽山庄

•• 万佛堂莲池精舍

•• 海印学佛会

•• 宝光佛堂

•• 善福堂

•• 慈航念佛社••

•• 海印古寺

•• 观音堂佛祖庙

•• 善德堂

•• 万佛林

•• 普济寺佛学研究会

•• 清莲寺

户
户
佛
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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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音救苦会•••••••••••••••••••••••••

•• 净名佛教中心

•• 薝蔔院

•• 菩提佛院

•• 東眴閣

•• 吉祥宝聚寺

•• 洛伽山庄

•• 万佛堂莲池精舍

•• 海印学佛会

•• 宝光佛堂

•• 善福堂

•• 慈航念佛社••

•• 海印古寺

•• 观音堂佛祖庙

•• 善德堂

•• 万佛林

•• 普济寺佛学研究会

•• 清莲寺

•• 积善堂

•• 香莲寺

•• 般若念佛堂

•• 光明山普觉禅寺

•• 法轮社

•• 福善庵

•• 如切观音堂

•• 佛教会

•• 竹林寺

•• 龙华藏院

•• 圆觉宗（新加坡）

•• 大悲佛教中心

•• 释迦善女会

•• 佛缘林

•• 般若净苑

•• 莲池阁寺

•• 福缘堂

祜
众
慧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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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愿共修会

•• 能仁精舍

•• 慧明讲堂

••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

•• 南海飞来观音寺

•• 准提宫

•• 宽济堂念佛社

•• 天竺山毗卢寺

•• 大悲院

•• 国际佛光会新加坡协会

•• 观自斋

•• 仁婷贸易私人有限公司

•• 益群旅行社（新加坡）

•• 长青佛教文化服务社

•• 国营印刷

•• 先锋印刷装钉私人有限公司

•• 释广品

•• 陈友明夫妇

互
祝
喜
庆

卫塞贺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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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S
佛总活动

■ Written by : Tan Yi Heng Edwin, SH / Environment Education (Internal) 
                                                              Mrs Chung-Wee Shi Ming, HOD (CCE) ■

With climate change causing catastrophic im-
pacts around the world, there has been a renewed 
sense of urgency for everyone to take action to 
protect Earth.

Singapore launched the Singapore Green Plan 
2030, also known as the Green Plan, in 2021 as part 
of her commitment to UN’s 2030 Sustainable Living 
Agenda and the Paris Agreement. The Green Plan 
consists of five pillars - City in Nature, Sustainable 
Living, Energy Reset, Green Economy and Resilient 
Future. Each pillar contains concrete targets to be 
achieved by 2030 in order for us to meet our long-
term goal of net zero emissions. 

MBS supports this nation-wide movement 
through reviewing our environment efforts and 
aligning our programmes to the various pillars of the 
Green Plan. While the school educates the pupils 
on responsible decision-making in areas such as 
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of precious resources, 
we dedicated our time to refine our efforts in Sustain-
able Living, specifically in waste management. With 
our sole landfill Pulau Semakau projected to be full 
by 2035, waste management is an urgent agenda.

Preserving Pulau Semakau was the focal point 

for our Primary 5 Values-in-Action Programme, 
“Waste Not, Want Not.” Pupils researched and 
formulated plans to raise awareness of the landfill 
issue in school. 

We also hope to be able to raise awareness of 
the landfill issues amongst members of the public 
when the Covid situation improves. While it was 
unfortunate that the outreach plans were shelved 
due to tightened Safe Management Measures, the 
pupils acquired valuable knowledge and communi-
cation skills that will make them good advocates for 
the environment in the future. 

The school participated in SembWaste’s ezi 
Schools-Go-Green competition with the intention 
of strengthening our recycling efforts. With 40% of 
recyclables being contaminated and therefore un-
able to be recycled nationwide, we felt that the best 
way to was to educate our pupils on what could be 
recycled by giving them hands-on experience in 
sorting recyclables.

Our pupil leaders, the Environmentalists, over-
see the sorting done in the classroom. They also 
ensured that the recyclables were cleaned before 
sending them to the collection point. With the large 

amount of recyclables collected, the lower 
primary pupils faced challenges transporting 
the recyclables at times. The upper primary 
pupils lent a helping hand where needed while 
giving the juniors the space to learn and grow. 
Our Primary 4 classes, supported by their 
Environmentalists, had an additional task of 
doing the final check for the whole school’s 
recyclables before consolidating and packing 
the sorted recyclables by type.

Our school canteen vendors supported 
our recycling efforts as well. They contributed Lesson resources for Waste Not, Want Not

GOES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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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rge number of cardboard boxes which were 
used to contain their goods. They also helped by flat-
tening them before placing them at our designated 
collection point neatly.

Recycling and proper waste management is 
a matter close to the heart of our school assistant 
cleaning supervisor, Mdm Tee. She takes time off 
her busy schedule on a regular basis to help the 
Primary 4 pupils by teaching them how to pack the 
recyclables properly. In the initial stage, the pupils 
could not manage the influx of recyclables coming 
in but Mdm Tee patiently helped them out with the 
other cleaners’ support. Quoting her favourite re-
sponse whenever we apologise for making her work 
more difficult, “不用紧，在学习就是这样的。小孩

子学这些是很重要的。”

Our Primary 4 pupils sorting the recyclables

Contribution from our canteen vendors

Our school assistant cleaning supervisor 
Mdm Tee teaching our pupils how to pack 
recyclables

Promotion poster for the e-waste collection drive

With the recycling of common materials under 
way, we took our recycling programme a step fur-
ther to include e-waste this year. We conducted 
a collection drive to coincide with the Chinese 
New Year spring cleaning. A representative from 
the national appointed e-waste collector, Alba, 
conducted an assembly talk to educate the pupils 
on what constitutes e-waste and tips on how to 
minimise e-waste through Reduce, Repair and 
Recycle. Venerable You Guang kickstarted and 
supported the collection drive with his contribu-
tion. Our Prefects helped encourage everyone to 
participate by designing posters and making one-
minute promotion speeches during each recess. 

佛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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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also manned the collection point and ensured 
that only e-waste was put into the bin.

While recycling is good, reducing waste is the 
way to go. The school participates in the Food from 
the Heart Clean Plate Campaign yearly to reiter-
ate the importance of reducing food waste and to 
raise funds for Food from the Heart. The pupils are 
educated on the source of food and the amount of 
food wasted each year. They play their part by fill-
ing their stomach, not their plate during recess. We 
hope that our pupils continue to make a difference 
and remind their family and friends to do likewise 
at home. To close the loop on food waste, we are 
researching on composting technology and hope to 
be able to incorporate food digestors in our school 
in the near future.

Our graduating Prefects led the FairPrice 
Share-a-Textbook donation drive yearly to reduce 

Our principal Mrs See together with Venerable You Guang 
who is contributing to the MBS e-waste collection drive

Our Prefect manning the collection point

Our pupils receiving stickers for finishing their food

Our Prefect advocating the donation drive

the waste generated from used textbooks while 
helping students from needy families with these 
pre-loved books. Each year, they would create a 
video to introduce and promote the donation drive 
to their juniors during assembly. They also set up 
collection points in the school and diligently check 
every collected book to ensure that they are suitable 
for donation before packing them into boxes.

Our journey towards a sustainable Singapore 
is far from being over. As we continue to expand 
the Environment Education Programme at MBS, we 
hope that pupils will be equipped with the skills and 
mentality to become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citizens of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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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ful for!
On the morning of 28 March 2022, the prefects 

shared during the weekly prefect's quotes-sharing 
on the importance of showing appreciation for the 
gardeners of our souls, our family and friends. 
At Dharma Talk, Venerable Seck Kwang Phing 
reminded the pupils to show gratitude and care for 
their family and friends. A video co-produced by 
teachers and prefects shed light on the importance 
to have an attitude of gratitude. Principal, Mrs See 
closed the segment, with her appreciation to all 
pupils and staff for their involvement in the T-shirt 
Design Competition initiated by the Prefect Heads 
of 2021 to design shirts for our unsung heroes in 
the school - the non-teaching staff. 

There's always something to be 
Maha Bodhi School ushered in a new week with a series of events.

On the same morning, there was Prefect In-
vestiture. Finally, we were able to hold our Prefects' 
Investiture face-to-face in the school hall. Vener-
able Seck Kwang Phing and the school leaders 
presented the Certificates of Appointment to the 
Prefectorial Board. To close the ceremony, Vice-
Principal, Mr Victor Wee, reminded the prefects to 
always 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事 when carrying 
out their duties.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appoint-
ment, Prefects!

On 30 March 2022, Maha Bodhi School held 
its 18th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Award Ceremony 
(OPAC). This is an annual ceremony where pup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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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affirmed for their efforts and resilience put in 
to achieve in their first academic milestone - PSLE. 
Venerable Seck Kwang Phing, Mr Tan Yew Beng 
(School Supervisor, MBS SMC) and Mr Wilfred 
Seet (President, MBS Alumni) were invited to grace 
the occasion.

The school also launched and declared the 
opening of Makerspace on 29 March 2022. Mak-
erspace aims to develop pupils to become future 
ready, creative and resilient makers who care to 
make a difference. Teachers and pupils showcased 
and shared the activities and craftwork done in the 

Makerspace to the guests and did mini craftwork 
and activities together. The guests were in awe of 
our pupils’ creative work with micro:bits and had 
a hands-on experience with ozobots and Sphero. 
Pupils of Maha Bodhi School can look forward to 
have this exciting space to tinker and collaborate so 
as to explore their creativity, expand their horizons 
and create limitless possi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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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itten by: Liu Wancheng, Boris  ■
                                                      MJR Graduate Class 4F (2021) 

A Firm Belief in Education – My journey 
in Manjusri Secondary School

It began with trepidation. As a foreign student 
in Secondary 3, I was convinced that the path for-
ward would not be easy. The fear of alienation, the 
anxiety of exams, and the expectation of struggles 
defined and characterised the beginning of my 
journey in Manjusri Sec. However, such fears 
were quickly dispelled the moment I stepped into 
the campus and my form teacher, Mr Sim Jie Kai, 
gave me a very warm welcome.  I saw in him the 

passion for caring, the willingness to listen, and the 
readiness to teach. In hindsight, I would say that 
these are the attributes that define all teachers in 
Manjusri. 

My initial struggle had to do with the lack of fa-
miliarity of the GCE O-Level curriculum, something 
that many of the students transitioning from Sec 2 
to 3 faced. Precision and accuracy were skills and 
habits I had yet to cultivate in the sciences.  For my 
humanities subjects, the creativity and evidence-
based critical thinking required were a realm I had 

Manjusrian Scores 
    9 “GCE O” A1 Distinctions

Manjusri Secondary School is proud to share that our candi-
date Liu Wancheng (class 4F) established a school record by 
achieving 9 A1 subject distinctions (including Japanese) at the 
GCE O-Level Examinations 2021. In this article, Boris shares 
his reflections on his learning experiences at Manjusri 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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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t to conquer. The willingness to raise questions 
hence became imperative; and the teachers in 
Manjusri were exceptionally patient and willing to 
go the extra mile for us. I could see the tremendous 
effort that they put in planning their teaching and 
our assignments so that the students could master 
their learning.  I developed a good grasp of the 
O-Level subject requirements by the end of Sec 
3 through seeking answers, clarifying things that I 
was uncertain of; and following the course of learn-
ing that my teachers had mapped out. 

The significant disruption caused by the pan-
demic was certainly a trial in which the school 
leaders and teachers in Manjusri truly showed 
their resilience and commitment. I, like many other 
students, was confused and disorientated. I did not 
know what to expect and did not know how my stud-
ies might continue.  The transition, however, was 
smooth. The teachers swiftly underwent rigorous 
preparation on Home-Based Learning (HBL) and 
did their very best to help us cope with the con-
stantly evolving situation. For me, the HBL period 
provided an unprecedented learning opportunity. I 
was able to ask questions conveniently via online 
platforms, had greater flexibility in my study sched-
ule, and even held some one-to-one consultations 
with teachers on Zoom. I am deeply appreciative 
of the efforts by my English literature teacher, Mdm 

Magdelene Wi, and Chem-
istry teacher, Mdm Toh Lee 
Wah, for their unwavering 
commitment to our welfare 
and studies. Without them, 
I might not have coped with 
and even enjoyed the HBL 
period as much. 

The real trial came one 
month before the GCE O-
Levels when levels of stress 
became elevated for me 
and my schoolmates.  This 
was when I realised that 
planning and organisation 
of my studies were key. I 
created a weekly checklist of 
subjects/chapters to revise 

and scheduled a series of consultations with my 
teachers. One had to have the will to succeed, and 
probably more importantly, the honesty to acknowl-
edge what one had yet to know or master about the 
topics.  My teachers were always there to assist. 

What Manjusri Sec had achieved is the in-
corporation of compassion into the school culture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 Apart from emphasising 
the individual’s role in learning, a sense of col-
lective endeavour and communitarian spirit were 
also purposefully cultivated so that as a class we 
learned, struggled and helped one another.  One 
person’s setback was the motivation for us to strive 
for improvement together as a group, and one’s 
success was a shared celebration. I understood 
that academic excellence is never achieved by 
individual effort alone but is enabled by everyone 
who was willing to help you along the way. 

After the O-Levels, my education journey is far 
from over, but one thing is certain: I will give back 
to the community that enabled me to become what 
I am today.  I have a firm belief in education, in its 
power to transform a person, in its infinite possibili-
ties and in its hope for a better world. Manjusri gave 
me the chance to thrive, and I will commit myself to 
the cause of education, striving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I am forever 
proud to be a Manjus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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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佛教会于3月9日(星期三)举办两日华严法会及捐赠仪式，

以纪念宝实法师圆寂一周年。宝实法师是于去年3月19日晚上7时44分

安详示寂。

宝实法师自2000年开始，被委任为新加坡佛教会的主席与受托

人，另外法师也是释迦善女会的创始人与主席。此外，她亦在本地各大

宗教团体与教育机构担任重要职位，包括新加坡佛教总会、宗教联谊

会，菩提学校与文殊中学等。宝实法师是佛教界的中流砥柱，对佛教、

教育，以及社会公益方面建树良多。

新加坡佛教会现任主席宝通法师在致辞中，表达了她对前主席宝

实法师的怀念。

“今天是宝实法师圆寂一周年的日子，为了缅怀她的德行，也为了

赞叹她对佛教的贡献，于是我们相聚在这里。这纪念会其实是值得欢

庆的，因为以法师生前的修行功力，也许已经莲登九品，花开见佛了；

或也许已经得大解脱，入涅 之境界了。”

宝实法师生前慈心仁爱，关怀贫苦大众。多年前，尽管健康出现

宝实法师圆寂一周年

新加坡佛教会

主席宝通法师致辞

广品法师赞叹宝实法师生前热心公益 法会由传显法师主持

31/03/2022, 15:04 宝实法师.JP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u/1/folders/144ncat_4846Sv5j5_pdOOs9uI6GwldIj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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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状况，她依然坚强面对，不遗

余力地为社会上的弱势群创造

福利。这种不为自身求快乐，但

欲救护诸众生的菩萨精神是值

得我们赞叹。

“与宝实法师共事多年，我

觉得她是一位值得信任的导师，

一位值得用心去珍爱的同事，更

是一位富有干劲的领航者。她幻

身虽然舍去，但精神与德行将永

垂不朽。宝实法师留下许多丰盛

的精神遗产，相信所有认识她的

人都会跟我一样，永远怀念她，

并以她为学习楷模。为此，我深

深感谢她。”

接下来是慈善金捐赠仪式，

首先是以宝实法师一手创办的

释迦善女会之名义捐赠善款，第

一个受惠团体是全国肾脏基金

会，获得善款15万元。

由于宝实法师生前也关心教育事业，曾经参与

多所学校的运作，所以也分别捐赠给菩提学校与文

殊中学各一万元。

紧跟着是遵照宝实法师生前的意愿，以她的

个人名义捐赠给三个佛教团体，为佛教界贡献一

新加坡佛教会举办两日华严法会

宝实法师舍利供佛徒瞻仰

份力量。受惠的团体包括：新加坡佛教总会、释迦善女

会与新加坡佛教会。这三个团体各获赠善款1万元。

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广品大和尚亦受邀观礼，他除

了赞叹宝实法师热心公益之外，也给于法师生前对佛总

的大力支持与努力极大肯定，特别是面对障碍时，宝实

法师还是坚持到底，展显出坚韧不拔的毅力。

广品法师代表佛教总会接受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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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陈浦燕 ■

“般若”是佛教常用术语，汉语意思为慧、智慧、

明、黠慧。也就是修习八正道、诸波罗蜜等，而显现的真

实智慧。佛教常用般若指如实理解一切事物的智慧，为

表示有别于一般所指的智慧，故用音译“般若”。《大智

度论》卷四十三曰：“般若者，秦言智慧。一切诸智慧中，

最为第一，无上无比无等，更无胜者。”《大智度论》卷

八十四曰：“般若名慧，波罗蜜，名到彼岸。”《大乘义

章》卷十二曰：“言般若者，此方名慧，于法观达，故称

为慧。”《往生论注》卷下曰：“般若者，达如之慧名。”

《瑜伽论记》卷九曰：“梵云般若，此名为慧，当知第六

度。梵云若那，此名为智，当知第十度。”

般若之智，本来是人人都有的。如六祖惠能大师

说：“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虽然每个人都

有此智，但却不能充分发挥他的作用。对于般若之智

的含义，《六祖坛经》中说：“般若无形相，智慧心即

是。”僧肇对般若之智也讲得非常明白。他在《般若无

知论》中说：“智有穷幽之鉴，而无知焉；神有应会之

用，而无虑焉。”又说：“预言其有，无状无名；预言其

无，圣之以灵。”“圣智之用，未始暂废；求之形相，未

暂可得。”这是说，般若有“穷幽之鉴”“应会之用”，

但却无知无虑，无有形相。他还认为，般若之能照，在

于无知；般若之所照，在于无相。因为心有所取着，就

有不全之处；若无所取着，构成的智就是无知。诸法看

起来有种种形相，但都是建立在自性空上的，所以，究

竟还是无相。无知无相就是般若之智。

菩萨为到达彼岸，成就佛果，必修六种行，称之

为“六波罗蜜”。其最后之般若波罗蜜，被称为“诸佛

之母”，为前五种波罗蜜的根据，居于六波罗蜜的最重

要的地位。

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般若分为二种般若、三种

般若、五种般若等不同类别。二种般若是指“共般若”

与“不共般若”。“共般若”，即为声闻、缘觉、菩萨共

通而说之般若；不共般若，指仅为上位菩萨所说之甚

深般若。《大智度论》第七十二卷云：“有人言：“般若

“般若”
的含义与类别

18

本期特稿



有二种：一者唯与大菩萨说，二者三乘共说⋯ ⋯”与声

闻、缘觉、菩萨三乘共说的般若法门，称为共般若；唯

对菩萨说的般若法门，称不共般若。

另有两种般若为“世间般若”与“出世间般若”。 

“世间般若”，即世俗的、相对的般若，也就是不行寂

静真实之般若，常行有见有相之般若，此等般若，有取

有着。“出世间般若”，即超世俗的、绝对的般若，也就

是无取无着、平等寂灭而离诸名相的般若。这种般若，

超胜一切声闻、缘觉，故又称菩萨出世般若大甲胄轮。

三种般若即“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和“实相

般若”。“文字般若”，又称方便般若。这时用“观照般

若”以观照“实相”般若的境界，而后由此显示出来的

妙用，也就是般若的作用。这种般若之用，无所不赅，

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横遍十方，竖穷三际，凡足以示

教利喜、断疑生信者，皆是实相之所流露，观照之所发

明，一一 皆可谓之名字。盖般若实相，众生本来人人都

具有，但为无明所障蔽，不得显现出来。欲显实相，必须

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自证自得，本来不必依赖文字。但

因为众生蒙昧已久，不依靠文字作为方便，障蔽无由得

开。故仍需藉文字启导，使得悟入。因“文字”而起“ 观

照”，而证“实相”，这就是“文字般若”。

文字虽然不是般若，但能诠释般若之义，又能从文

字生般若，因而称之为“般若”。在末法时代，举凡是佛

所说的一切教法，或是佛弟子所说的一切言教，不论是

声教或是文字所印刷的经典，都称为文字般若。文字般

若不是凭聪明得来的，是悟道之后的自然流露。如《般

若波罗蜜多心经》就是文字般若。

“观照般若”，指能观照一切法真实绝对实相之

智慧，即般若之身体也。如《肇论》曰：“观照般若，照

事照理故。”法藏《心经疏》曰：“观照能观妙慧。”

一切有为无为诸法，都能够虚灵洞澈，观照无遗，

这种智慧便叫作观照般若。《大智度论》说的“知诸法

实相慧”，就是“观照般若”。比如《心经》中说的“照

见五蕴皆空”，这“照见五蕴皆空”的智慧，也是“观

照般若”。

“实相般若”，就是“诸法实相”，也可简称为实

相，指宇宙事物的真相或本然状态。即以般若智慧所观

照一切对境之真实绝对者。这种实相就是般若的本体，

他心源湛然，非寂非照，理性常住，无相而无不相，也就

是无明虚灵不昧的本觉真心。《大乘起信论》中说：“一

切法从本以来，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毕竟

平等，无有变异，不可破坏，唯是一心，故名真如。”这

里所说的真如，就是实相般若。这实相真如，就是“观

照般若”所观照的境界，也是“观照般若”和“文字般

若”这两种般若的本体。

“实相般若”是众生本有的性情清净的实相。实

相般若就是形而上的道体，是宇宙万有的本源，也就

是悟道、明心见性所悟的那个道体。在佛学的文字上，

悟道就是见到那个道体的空性，叫做实相般若，属于

智慧的部分。实相般若是显现出的智慧。

五种般若，指照了法界、洞达真理之五种般若圣

智。即“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实相般若”“眷属般

若”“境界般若”等五种。其中“文字般若”“观照般

若”“实相般若”已如上文所说。“眷属般若”，即六度

万行，与妙慧相应，助发观照般若者。无相之真智为观

照般若，亦即能照见一切皆空乃至体相平等之清净无

漏智慧，此乃般若之自性。助发此观照般若，从此般

若所流出之暖、顶、忍、世第一法及戒、定、慧、解脱、

解脱知见等诸法皆是观照慧性之眷属，故称为眷属般

若。“境界般若”，指般若所缘之一切诸法。因般若为

能缘之智，诸法为所缘之境，而境无自相，皆由智所显

发，故以根本、后得二智照一切诸法境界为空寂，称为

境界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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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王欢 ■

《佛说雨宝陀罗尼经》，简称《雨宝陀罗尼经》，又

名《能获一切财宝伏藏》。本经讲述了佛陀在 弥国建

咤迦林演说佛法时，这个城中妙月长者前来向佛陀请教获

得财宝、祛除疾病的方法。佛陀于是向妙月长者讲述了在

过去无数劫之前，曾遇到并亲近持金刚海音如来，并从此

如来处获得《雨宝陀罗尼》咒语。如果有人受持、读诵、

思惟、忆念，并为他人广说流布雨宝陀罗尼，则由此受持

此陀罗尼的威德力，可获得快乐安稳，永世不受贫穷。并

且诸天悉皆欢喜，即会降下财宝谷麦等物。由于受持本经

有多种福德，因而历来被善男女奉为祈求吉祥、获得健康

和财富以长养道根的无上至宝。

一般佛教经典开始，都会介绍佛陀讲说这部经典的

因缘。本经开始，介绍了佛陀讲说本经的因缘：一日，

佛陀与五百比丘，以及诸多大菩萨一起，住在 弥国建

咤迦林讲说佛法。当时，在 弥国中有一位名叫妙月的

长者，六根寂静，净信成就。他拥有众多男女和僮仆。他

来到佛陀的住所，恭敬地以头面顶礼佛足，右绕佛陀百千

匝之后，在一面站立。妙月长者恭敬合掌向佛请教：“世

尊，云何善男子、善女人，诸贫匮者可得富饶，诸有疾病

令无疾病？”佛陀告诉妙月长者言：“何缘作如是问？”

妙月长者回答说：“世尊，我等在家多诸眷属，资财乏

少，难可支济，又多疾病，惟愿世尊开示法要，当令贫

者永离贫穷，仓库财宝皆悉盈满。存济家中妻子、男女眷

属。有来求者必生欢喜，为大施主，使诸仓库金银珍宝，

如意摩尼，金刚诸珍，商 室罗，赤珠，码瑙，金宝之

类，丰饶无有尽竭，周给亲属，广修惠施，饶益有情。”

佛陀听了妙月长者希望求取富饶，祛除疾病的理由之后，

告诉妙月长者言：“善男子，我于过去阿僧 劫之前遇到

并亲近持金刚海音如来，我跟从此如来修学并获得《雨宝

陀罗尼》，如果能够受持、读诵、如理思惟、计念、随喜

  《佛说雨宝陀罗尼经》
浅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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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说雨宝陀罗尼经》

为他人广说流布此陀罗尼，由受持此陀罗尼威德

力的缘故，如果有善男子、人与非人、药叉、罗

刹、毕隶多、毕舍遮、鸠盘 、乌娑多罗迦、布

单那、羯咤布单那等起恶心者，不能为害。那些

啖食人的脂髓、脓血、涕唾、大小便利的诸鬼欲

来恼害者，也无从为害。”佛陀告诉妙月长者： 

“如果有善男子能够心念、受持、书写此《雨宝

陀罗尼》，或者只听闻《雨宝陀罗尼》名字，受

持、随喜，广为他人敷演，这些善男子、善女人

就能长夜安隐，享受各种快乐。如果有人欲受持

此《雨宝陀罗尼》，应当供养一切如来，一夜二

夜或三夜，专心诵持《雨宝陀罗尼》，受敬净信

三宝以及诸天悉皆欢喜，随即雨财宝、谷麦。”

在讲说完受持《宝雨陀罗尼》能得到富贵、

祛除疾病的功德之后，佛陀接着向妙月比丘念诵

了《宝雨陀罗尼》：

拿摩巴嘎瓦得，瓦佳啦达啦，萨嘎啦泥惹

勾洒呀，达他嘎达呀。达滴牙他，嗡，素噜贝，

跋得啦瓦底，忙嘎垒阿迦垒，阿迦巴垒。伍嘎达

尼，伍贝达尼，洒夏瓦底，达娘瓦底，达那瓦

底，室 玛底，钵啦巴瓦底，阿玛垒，尾玛垒，噜

噜，素噜贝，尾玛垒，阿娜达悉得，尾娜达悉得

⋯⋯

佛 陀 在 诵 完 咒 语 之 后 ， 告 诉 妙 月 长 者 ，           

《雨宝陀罗尼》具有无量威力，若诵此陀罗尼，

病患、饥俭、疾疫、业障等各种业障悉皆消灭。

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先供养一切如来，在一日

一夜之间无间断地诵持此陀罗尼，其家雨宝如大

人量，一切灾祸悉皆消灭。因此，善男子应当受

持《雨宝陀罗尼》咒语，广为他人分别演说。妙

月 长 者 听 佛 讲 说 受 持 《 雨 宝 陀 罗

尼》功德之后，欢喜踊跃，表示自

己听从佛陀教导受持、读诵此《雨

宝陀罗尼》咒语，并广为他人分别

解说。

妙月长者受佛教导之后，右绕

佛陀百千匝，合掌恭敬，头面顶礼

佛足，欢喜而去。

这时，佛陀告诉具寿阿难陀，

你前往妙月长者家中，看这位长者

仓 库 中 各 种 财 物 、 谷 米 ， 诸 珍 宝

物，以及各种物质、器具，现在是

否充满仓库。具寿阿难陀受佛陀嘱

托之后，就前往 弥大城妙月长

者家中拜望长者。具寿阿难陀见到

妙月长者各个仓库中充满财宝，心

中大为欢喜，高兴地回去见佛。

具寿阿难陀很奇怪，为何会有这样的稀奇

事，于是问佛：“世尊，以何因缘，妙月长者家

中库藏盈满诸珍？”佛陀回答：“善男子，妙

月长者一直深信我的话，并依照我的言说，受持

《雨宝陀罗尼》咒语，广为一切有情众生宣讲本

经，以此功德，家中仓库充满财宝。

佛陀还告诉具寿阿难陀，如果有人如法受持

此《雨宝陀罗尼》咒语，广为他人讲说，我以佛

眼观察世间天人、魔梵、沙门、婆罗门，受持此

陀罗尼咒语，一切障难不能侵扰。这是因为，如

来从来不说异语，此真言不可坏的缘故。佛陀还

告诉具寿阿难陀：“此《雨宝陀罗尼》是一切如

来真语宣说，一切如来随喜，一切如来称赞，一

切如来显扬，一切如来种植。”

具寿阿难陀听了佛陀的讲说之后，以偈语赞

颂云：

诸佛不思议，佛法亦复然。 

净信不思议，果报亦复然。

寂慧一切智，法王不思议。  

已到胜彼岸，稽首佛勇猛。

这时，具寿阿难陀听闻佛陀讲说此《雨宝陀

罗尼经》，踊跃欢喜，请教佛陀：“世尊！今此

法要，当何名此经？我等今者云何奉持？”佛陀

告诉难陀：“此经名《妙月长者所问经》，又名

《能获一切财宝伏藏》，又名《一切如来称赞雨

宝陀罗尼教》，你应当如法受持。”

佛陀向大众讲说完这部能够获福祛病的经典

之后，无量比丘和众菩萨，以及诸天人、阿苏罗

等。一切大众，听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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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翻是指梵文佛经在翻译成汉语过程中，有五种情形不予意译，而

保留其音译。这五种不翻分别为秘密故不翻、多种含义故不翻、此方无故不

翻、顺古故不翻、尊重故不翻。

一是秘密故不翻。在佛经中有很多咒语，梵语称为陀罗尼，这是佛之

秘密语，微妙深隐，不可思议，在翻译成汉语时不以义译。如陀罗尼神咒等

即是，因而不以汉语意思加以翻译。比如《大悲咒》是佛门中广为弘传，应

用最广的咒语，并被纳入汉地丛林功课。咒语全称为《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

陀罗尼》，出自《大悲心陀罗尼经》。据《大悲心陀罗尼经》记载，《大悲

咒》是观世音菩萨为利乐一切众生而宣说，其利益功德广如大海而叹莫能

尽。无论是消障除难、得善遂愿，还是究竟的觉证解脱，《大悲咒》都能因

其不可思议的大方便威神之力广为利乐。在佛门修学实践中，《大悲咒》仍

保持秘密故不翻译的原则，并不解说其汉语意思，而是要求修学者通过念诵

咒语，产生消灾免难、疾病消除、增长福慧的功效。正因为持诵《大悲咒》

具有如此众多功效，因而佛门四众弟子不仅作为日常功课念诵，还通过持诵

《大悲咒》达到自利利他，饶益有情的功效。

在佛门中有很多咒语，都具有与《大悲咒》同样的功效。如作为早课

念诵的《楞严咒》，也是通过持诵咒语的功德，达到消灾免难、福慧增长的

功效。如《心经》结尾咒语：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

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虽然短短几句咒语，却具有神奇的功

五
不 
翻



本期特稿

23

效，凡是信佛之人，都能持诵。又如《法华经》中

的《陀罗尼品》全品都是咒语，持诵者通过念诵这

些咒语，也能达到多种功效。

二是多种含义故不翻。也就是一个词具有多种

含义而不翻译。例如“薄伽梵”一词，兼具自在、

炽盛、端严、名称、吉祥、尊贵等六种含义，于

是在翻译成汉语时就保留原音，不翻译其意义。如

《药师经》中的“薄伽梵”为佛的十种名号之一，

就保留了“薄伽梵”的梵文音译。经云：“如是我

闻，一时，薄伽梵游化诸国至广严城，住乐音树

下，与大 刍众八千人俱。菩萨摩诃萨三万六千，

及国王、大臣、婆罗门、居士、天龙、药叉、人非

人等无量大众，恭敬围绕而为说法。”经中的“薄

伽梵”，汉语意为有德、能破、世尊、尊贵，即有

德而为世所尊重者之意。

三是此方无故不翻。比如佛经中的“阎浮树”，

又作谵浮树、赡部树、剡浮树、染部树、潜谟树，是

生长在印度等地的树种，每年四、五月间开花，结

深紫色果实，稍带酸味，种子可作药用。中国没有

这种树，因此保留其梵文音译，而不翻译其意义。

四是顺古故不翻。即随顺古代的翻译习惯而不

翻译。例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略称阿耨三

菩提、阿耨菩提，可以翻译成汉语无上正等正觉，

无上正等觉、无上正真道、无上正遍知。“阿耨多

罗”意译为“无上”，“三藐三菩提”意译为“正

遍知”。这是佛陀所觉悟的智慧，含有平等、圆满

之意。以其所悟之道为至高，故称无上；以其道周

遍而无所不包，故称正遍知。

古代自迦叶摩腾以来的佛经翻译高僧，在翻

译佛经时都保留“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梵文音

译，所以，后来的译经法师也都随顺古代的译经习

惯，在翻译佛经中这个词语时，不按照其意义翻译

成汉文。

又如“菩萨”为“菩提萨 ”之略称，意译

作“觉有情”。“觉有情”是指以智上求无上菩

提，以悲下化众生，修诸波罗密行，于未来成就佛

果的修行者，以勇猛求菩提者。对于声闻、缘觉二

乘而言，若由其求菩提的观点视之，也可称为菩

萨。一般而言，菩萨特别指求无上菩提的大乘修行

者，则称为摩诃萨 、摩诃萨、菩萨摩诃萨、菩提

萨 、摩诃萨 、摩诃菩提、质帝萨 等，以与二

乘区别。

五是尊重故不翻。如“般若”一词，本来可

以翻译成智慧，但保留原音，可以使闻者生信，如

果译成智慧则意义浅薄，不足以使人对其生起敬顺

之心，所以，也不翻译。又如释迦牟尼、菩提萨

等，一概不译为能仁、道心众生等，这是因为前者

能令人生尊重之念，后者则易招致等闲视之。

五种不翻最早是由唐代玄奘大师所提倡，成为

后世佛经翻译者共同遵循的翻译准则。



忍辱是六波罗蜜之一，意思为令心安稳，堪

忍外在之侮辱、恼害等，也就是凡加诸身心之苦

恼、苦痛，皆堪忍之。忍辱为菩萨所必须修行重要

内容。忍辱不仅是学佛者必备的基本修养，也是一

个有德行的人应当具有的基本品格。自古以来，无

论在佛门中，还是在俗世中，都有很多以忍辱宽容

为人称道的人和事。这些古德先贤不仅以忍辱之行

受到时人的赞叹，更以不念旧恶，宽容之德被人恭

敬。

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别人的

侮辱和排挤。当被人侮辱或打骂之时，我们如果能

够以忍辱的态度来对待，那些作恶之人就会因自己

的恶行而自责和忏悔。如《四十二章经》云：“佛

言：恶人闻善，故来挠乱者；汝自禁息，当无嗔

责。彼来恶者，而自恶之。”如果有恶人来扰乱修

善，我们若能够忍辱的态度对待，那些作恶者就要

自己承受恶果。

唐代诗僧寒山和拾得也是修忍辱行的著名高

僧。有一天，寒山问拾得：“如果世间有人无端谤

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

我，我要怎么做才好呢？”

  拾得回答道：“你不妨忍他、让他、由他、

避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

    寒山再问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处事秘

诀，可以躲避别人恶意的纠缠呢？”

拾得回答道：“弥勒菩萨偈语说：’老拙穿破

袄，淡饭腹中饱。补破好遮寒，万事随缘了。有人

骂老拙，老拙只说好。有人打老拙，老拙自睡倒。

有人唾老拙，随他自干了。我也省力气，他也无烦

恼。这样波罗蜜，便是妙中宝。若知这消息，何愁

道不了？’如果能够体会偈中的精神，那就是无上

的处事秘诀。”

拾得认为，当我们遇到被人诽谤、欺凌或侮

辱之时，不能采取以牙还牙的态度来对待，这样会

将问题弄得更加复杂，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如果

我们能够采取忍辱的态度来对待，不仅可以化解矛

盾，还能与人建立起和睦友爱的关系。

不仅佛门中有修忍辱的贤者，在俗世中也不

乏以忍辱著称的人。唐代宰相娄师德就是其中的代

表。娄师德(630-699)，字宗仁，郑州原武(今河南

原阳)人，唐朝名相和名将。娄师德早年考中进士，

第授江都(今江苏扬州)县尉。不久，娄师德由江都

度嗔心忍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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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尉累迁至监察御史。仪凤二年(677)，唐高宗鉴于

来自吐蕃的威胁，颁发《举猛士诏》，在全国范围

内招募勇士，以便进行军事反攻。娄师德以文官应

募，从军向西讨伐，并屡有战功，迁官殿中侍御史

兼河源军司马，住持屯田。

武周天授初年(690)，娄师德升为左金吾将军、

检校丰州都督，仍旧知营田事。娄师德主管营田十

余年，取得了积谷数百万斛的巨大成就，获得武则

天的嘉奖。长寿元年(692)，娄师德回朝，任夏官侍

郎，次年拜相。不久，武则天认为营田事关重要，

又任命娄师德为河源、积石、怀远等地军队及河、

兰、鄯、廓等州的检校营田大使。后又内迁秋官尚

书，转左肃政台御史大夫。证圣元年(695)，吐蕃

进犯洮州(今甘肃临潭)，娄师德统军迎战，因兵败

被贬为原州员外司马。万岁通天二年(697)，复官

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圣历元年(698)，迁陇右诸

军大使，仍检校河西营田。次年，官为天兵军副大

总管，依旧充陇右诸军大使，专掌招抚吐蕃事。同

年八月卒于会州(今甘肃靖远)，追赠凉州都督，谥

号“贞”。

娄师德作为唐代盛世的一代贤相，常以忍辱待

人，关于他的“唾面自干”的典故流传久远。据《资

治通鉴》记载，娄师德的弟弟被任命为代州(今山西

代县)刺史。在前往赴任之前，娄师德对他说：“我

的才能不算高，如今做到宰相。现在你呢，又做了代

州刺史，我们所受到的荣宠过盛，别人会嫉妒我们，

我们应当如何避免被别人嫉妒呢？”

他的弟弟跪下说：“从今以后，即使有人把口

水吐到我脸上，我悄悄地把口水擦去就是了。我以

此来自勉，绝不让你为我忧心。”娄师德神色忧虑

地说：“这恰恰是我最担心的。别人拿口水唾你，

是人家对你发怒了。如果你把口水擦了，说明你对

人不满。不满而擦掉，使人家更加发怒。你应该笑

着接受，让唾沫不擦自干。”

在《世说新语》中有一则王蓝田忍辱自制的

故事：谢无奕性粗强，以事不相得，自往数王蓝

田，肆言极骂。王正色面壁，不敢动。半日，谢去

良久，转头问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

去。”然后复坐。时人叹其性急而能有所容。

王蓝田本是个急性子，然而在必要时，他却

又有面壁不动，让人痛骂发泄的雅量。否则两强相

碰，谁也不知会闹出个什么难以收场的结局。

孔子云：“小不忍则乱大谋。”孟子也说：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

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

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宋代文学家黄庭坚则

说：“万言万当，不如一默；百战百胜，不如一

忍。”可见，忍辱的睿智，在于负重。佛门释子，

要担负起普度众生的重任，若非养成忍的能耐，遇

事就与人起争忿之心，那就什么也说不上了。这真

是：“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触忤，斯能为人不能为之

事功。”

若人修忍辱行，就能度嗔恨之心。古人说：“

一念嗔心起，八万障门开。”因为嗔恨心是无明业

火，我人嗔心一发，马上怒火冲天，焚烧起来，就

不顾一切，什么罪恶言行，都可随之发生，因此犯

下了弥天大罪，违反了国法人情，造诸恶业，所

以，佛说：“嗔是心中火，能烧功德林。”心中只

图报复雪恨，不顾伤人害己，把过去所做的一切功

德，善事好事，一笔购销，统统烧光，付之东流。

嗔恨是六种根本烦恼之一，犯罪可能性大，危害性

也就越大。而且我们每个人嗔心习气最深，大有一

触即发之势，所以说，学佛之人，一定要特别注

意，遇到引发嗔心的环境到来，要紧抓住这个关

口，用最大的忍力，不要令嗔心妄动放纵。菩萨修

行，利己利人，叫人修忍辱波罗蜜，可以度脱嗔恨

之心。

明朝学者陈宪章有《忍字箴》言：

七情之发，惟怒为遽。

众怒之加，唯忍为是。

当怒火炎，以忍水制。

忍之又忍，愈忍愈励。

过一百忍，为张公艺。

不乱大谋，乃其有济。

如其不忍，倾坏立至。

试想，如果人们都为些许琐事而怀恨在心，矛

盾就会积久而发，以至怨怨相报，有损安定团结。

相反，如果不是原则性问题，多提倡些以德报怨，

以诚待人，遇事不辞忍让，那么就会大事化小，小

事化了，人类就能在一个“化干戈为玉帛”的静谧

环境中悠游自在地安居乐业，又何乐而不为呢？

忍辱是一个人优良的美德。在日常修学生活

中，如果我们能像古圣先贤那样修忍辱行，不仅可

以化解他人的嗔恨心，而且还能把自己培养成德行

高尚，受人尊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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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刚经》中有段经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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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见如来”。

这是佛陀与弟子须菩提之间就如何是真正见佛问题的

一段问答。佛陀问须菩提是否可以以佛的色身之相见如来。

须菩提说不可以以色身之相见如来，因为如来色身之相是四

大五蕴和合之身，是虚幻不实的，最后会归于无常。众生只

有见到本有之法身佛，才算是真正见到如来。在佛陀看来，

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能够成佛。众生只有识自本心，见到

众生本有之佛性，见到自性佛，才是真正见佛。但是一切众

生，从无始以来，只认得一个色身之假相。因而他们向外驰

求，背觉合尘，将本来面目忘了。很多人无始以来，即执此

为身相，将假作真，殊不知是无常生灭。

佛陀接着又告诉须菩提说，凡是有形相的事物，都是因

缘和合虚幻不实的。如果能够真正明了各种有形相的事物，

都不是真实的存在，从而证得本来真如佛性，以法身见如

来，才是真正见到了如来。

对于不以身相见如来，有段关于须菩提不迎接佛陀，而

佛陀认为须菩提已经见到佛陀的典故：佛陀曾到忉利天为母亲

摩耶夫人说法九十日。三个月之后，佛陀回到人间，大家都争

先恐后地前去迎接。当时须菩提在灵鹫山的石窟中缝衣，听到

佛陀回来的消息，就放下手中的衣服，准备前去迎接。忽然一

想，佛的真身不是六根可以看见。我现在去迎接佛陀，是把佛

的法身当成地水火风四大种和合的肉身，是不识空性的表现。

不识诸法空性，就看不到佛陀的法身。佛的法身是无我、无

人、无作、无所不作的诸法空性。空性是无处不遍，佛的法身

也无处不在。于是他安然坐下，依旧缝衣服。

当时有一位叫莲花色的比丘尼心想：“我是尼身，按

照戒规应当排在大僧的后面见佛。我不如现在用神通之力变

为转轮圣王，在大众的围绕下，前去见佛。”就这样，莲花

色比丘尼就变为转轮圣王，得以在第一时间见到佛陀。莲花

色比丘尼见到佛陀，便虔诚顶礼说，尊敬的佛陀，我是第一

个见到你的人。佛陀便呵斥她说：“你怎么能够超越大僧前

来见我？你虽然见到了我的色身，但没见到我的法身。真正

见到我的是须菩提，此时须菩提在灵鹫山石窟中观察诸法空

性，见空性即见如来，所以，他是第一个见到佛陀，第一个

迎接佛陀的人。”

这则故事告诉人们“不以身相见如来”的道理。因为佛

陀有三身：法身、报身、化身。法身才是真佛，报身、化身

都是幻化而成的佛身。须菩提尊者观察诸法空性，所以，才

是真正迎接见到佛的第一人，因为见法的人才是第一个见到

佛陀的人。

如
来

不
以
身
相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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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色比丘尼没有见到佛，因为真佛是法身

佛。见法身要用自性去见，而自性是如如不动的，

起分别执著的都是意识心。自性即佛性，是人人本

具的，平等一如的，所以只要意识心不动，当下即

见法身。莲花色比丘尼起分别心了，她在分别先见

到佛，还是后见到佛。有先有后就是对立的。佛是

遍布虚空的，有一丝妄想有一丝分别，即使站在佛

的面前也与佛相差十万八千里。她见到的只是因缘

和合的佛的肉身，而不是法身。通常所说的开悟见

性，就是见到的法身。

除了有分别心之外，莲花色比丘尼还十分著

相。《金刚经》中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

相、无寿者相。所以，可以说他见到相了，是世尊

的人相。因为诸法空相，本无相可见。我们不可能

见到世尊法相，只可能见到自身法相。莲花色比丘

尼是向心外求法！须菩提向心内求法，因而能见到

自性法身佛！《金刚经》中世尊有偈曰：“若以色

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这句偈语就是要修行佛法的人不能以相见佛，应当

放下分别心，放下对色身的执着,做到“无住”“无

相”离开声色才能见道，无我才能见佛，从而真正

领悟到佛性的真谛。

《金刚经》的主要思想是要修学者破除对事相

的执着。经中说：“如来者，即诸法如义。”这是

说如来以诸法真实相为身。经中又说：‘如来者，

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报化之身有来

有去，如佛陀的八相成道：降兜率、托胎、降生、

出家、降魔、成道、说法、涅 ，都是化现。而在

如来法身上，则无来去生灭。又说：“离一切诸

相，即名诸佛”，“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都说明了如来要离相，要透过相去认识，不可以住

著于身相。

明白了如来色身非真身后，进一步认识法身

并不离开色身，即不可以如来色声为如来；但也不

可离开色身，另外去寻求如来。如来者，即诸法如

义，就已经告诉我们了，如来真身是遍一切处的，

只是我们是否具有认识的智慧。世间一切都是般

若，一切都是法身，一切都是实相。我们凡夫之所

以不能认识，是因为执著于相。我们如果不执著于

相，不被世间的尘劳幻相所迷惑，远离虚妄分别，

不起爱恶取舍，以平常心去对待一切，那么，我们

就能与三世诸佛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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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说

十重戒是《梵网经》中佛陀讲说的大乘菩萨

戒，也是受菩萨戒者应当受持的戒条。十重戒，又

称十重禁戒。十重禁戒是大乘菩萨严厉禁止作犯之

十种波罗夷罪。

十重戒，又名十重波罗提木叉、十波罗夷、十

重禁。十重戒是大乘菩萨严厉禁止作犯之十种波罗

夷罪。《梵网经》云：“佛告诸佛子言：‘有十重

波罗提木叉，若受菩萨戒，不诵此戒者，非菩萨，

非佛种子。我亦如是诵，一切菩萨已学，一切菩萨

当学，一切菩萨今学。我已略说菩萨波罗提木叉相

貌，是事应当学，敬心奉持。’”十重戒，泛指杀

戒、盗戒、淫戒、妄语戒、酤酒戒、说四众过戒、

自赞毁他戒、悭惜加毁戒、嗔心不受悔戒、谤三宝

戒，一共十戒。

一、杀戒

杀戒，是指慈心怜愍，不断一切生命。经

云：“佛言：‘佛子，若自杀、教人杀、方便杀、

赞叹杀，见作随喜，乃至咒杀，杀因、杀缘、杀

法、杀业，乃至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杀。’”佛弟

子不得自己杀生、教人杀生、赞叹他人杀生，也不

得见他人杀生生欢喜心，一切有情众生均不得杀。

佛弟子应当生慈悲心、孝顺心，方便救护一切处于

险境中的众生。如果恣心快意杀生，就犯了波罗夷

罪。

“波罗夷罪”，是指戒律中之根本极恶戒。修

行人若犯此戒，则会失去比丘、比丘尼资格，道果

无分。还会被教团中放逐，不得与僧同住，死后必

堕地狱。此罪如同断首之刑，不可复生，永被弃于

佛门之外，故称极恶。

二、盗戒

盗戒，是指不盗窃他人一切财物之戒。经

云：“若佛子！自盗、教人盗、方便盗、咒盗、盗

因、盗缘、盗法、盗业，乃至鬼神有主劫贼物，一

切财物，一针一草，不得故盗。⋯⋯而反更盗人财

物者，是菩萨波罗夷罪。”而菩萨应生佛性，孝顺

心，慈悲心，常助一切人生福生乐，”若佛弟子，

自己盗窃，教人盗窃，以各种方便手段盗窃，诅咒

盗窃，乃至于鬼神有主人的财物，一切财物，小至

一针一草，不得故意盗窃。菩萨应当生孝顺心、慈

悲心，经常帮助一切人生起幸福快乐。如果私自盗

窃他人财物，就犯了波罗夷罪。

三、淫戒

淫戒，是指守礼自防，不应行淫欲之事。经

云：“若佛子！自淫、教人淫，乃至一切女人，不

得故淫。淫因、淫缘、淫法、淫业，乃至畜生女，

诸天鬼神女，及非道行淫。而菩萨应生孝顺心，救

度一切众生，净法与人。而反更起一切人淫，不择

畜生，乃至母女、姐妹、六亲行淫，无慈悲心者，

是菩萨波罗夷罪。”如果有人自己行淫，教唆他人

行淫，乃至于一切女人，不得无故行淫。也不得与

畜生女、诸天鬼神女行淫，亦不得于非道中行淫。

佛子本应生起孝顺心，救度一切众生，经常以清净

法教诫他人。如果有人不择畜生，乃至于在母女、

姐妹、六亲中行淫，没有丝毫慈悲心，这个人就犯

了本戒。

四、妄语戒

妄语戒，指言当诚实，不应虚妄诳他之戒。妄

十重戒
■ 文. 妙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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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是指以欺人为目的而作之虚妄语。经云：“若佛

子，自妄语、教人妄语、方便妄语、妄语因、妄语

缘、妄语法、妄语业，乃至不见言见，见言不见，

身心妄语。而菩萨常生正语、正见，亦生一切众生

正语、正见，而反更起一切众生邪语、邪见、邪业

者，是菩萨波罗夷罪。”若人自己妄语，教唆他人

妄语，以善巧方便妄语，或是没有见到说见到，见

到了说没有见到，身心都妄语，乃至又生起邪语、

邪见、邪业，就犯本戒。

五、酤酒戒

酤酒戒，禁制自酤酒或教人酤酒之戒。酒系无

明之毒，能令人昏神乱性，生颠倒心，故应戒之。

酤酒，指买酒或卖酒。经云：“若佛子！自酤酒、

教人酤酒、酤酒因、酤酒缘、酤酒法、酤酒业，一

切酒不得酤，是酒起罪因缘。而菩萨应生一切众生

明达之慧，而反更生一切众生颠倒之心者，是菩萨

波罗夷罪。”饮酒本身没有罪过，因为饮酒往往会

使人造作多种罪业，为防范饮酒造作恶业，因而佛

制不饮酒戒。佛陀在本经中还规定佛子不得买酒或

卖酒，不劝人买卖酒，因为酒是罪缘，因而一切酒

都不得买卖。学佛之人应当通过修学获得智慧，如

果因买卖或饮酒致使心生颠倒，就会犯本戒。

六、说四众过戒

说四众过戒，是指不应说他人好恶长短之戒。

经云：“若佛子，自说出家、在家菩萨、比丘、比

丘尼罪过，教人说罪过，罪过因、罪过缘、罪过

法、罪过业。而菩萨闻外道恶人及二乘恶人说佛法

中非法非律，常生慈心，教化是恶人辈，令生大乘

善信。而菩萨反更自说佛法中罪过者，是菩萨波罗

夷罪。”如果有人说四众弟子罪过，或教唆他人说

四众罪过，就犯了波罗夷罪。菩萨见到外道或二乘

恶人说佛法中非法非律，常会生慈悲心教化恶人，

让他们生大乘善信。假如菩萨反而自己说佛法中罪

过，就犯了本戒。

七、自赞毁他戒

自赞毁他戒，指不自矜伐，不谤他人之戒。

经云：“若佛子，自赞毁他，亦教人自赞毁他，毁

他因、毁他缘、毁他法、毁他业。而菩萨应代一切

众生受加毁辱，恶事自向己，好事与他人。若自扬

己德，隐他人好事，令他人受毁者，是菩萨波罗夷

罪。”若佛弟子夸赞自己，毁谤他人；也教唆别人

自己夸赞自己，毁谤他人。佛子应当代替一切众生

承受外来毁谤，做到恶事自己承受，好事给予他

人。如果佛子自己称扬自己德行，隐藏他人的好

事，令他人受到毁谤，就犯了本戒。

八、悭惜加毁戒

悭惜加毁戒，是指心无鄙吝，悉舍所有之戒。

经云：“若佛子，自悭、教人悭，悭因、悭缘、悭

法、悭业。而菩萨见一切贫穷人来乞者，随前人所

须，一切给与。而菩萨以恶心、嗔心，乃至不施一

钱一针一草；有求法者，不为说一句一偈一微尘许

法，而反更骂辱者，是菩萨波罗夷罪。”如果佛子

自己悭吝不舍，也教人悭吝不舍，或者以恶心嗔恨

心，乃至不施舍一钱一针一草给人；有前来求法的

人，不肯为人讲说一句一偈一微尘的法，反而还辱

骂他人，就犯了本戒。有慈悲心的修行者，见到贫

穷之人前来乞食，应当根据对方的需求给予一切，

不可反其道而行之。

九、嗔心不受悔戒

嗔心不受悔戒，是指不应生忿怒之心。经

云：“若佛子，自嗔、教人嗔，嗔因、嗔缘、嗔法、

嗔业。而菩萨应生一切众生中善根无诤之事，常生慈

悲心，而反更于一切众生中，乃至于非众生中，以恶

口骂辱，加以手打，及以刀杖意犹不息；前人求悔，

善言忏谢，犹嗔不解者，是菩萨波罗夷罪。”如果有

人自己怀嗔恨心，教唆他人嗔恨，乃至于恶口骂辱，

以及以刀杖击打众生、非众生，意犹不尽。有人在跟

前求忏悔，仍怀嗔心，就犯了本戒。真正的佛子，应

当常怀慈悲心，生起善根无诤之事。

十、谤三宝戒

谤三宝戒，是指于佛法僧所，常见恭敬尊重，

不应谤毁。经云：“若佛子，自谤三宝，教人谤三

宝，谤因、谤缘、谤法、谤业。而菩萨见外道及以

恶人，一言谤佛音声，如三百矛刺心，况口自谤。

不生信心、孝顺心，而反更助恶人、邪见人谤者，

是菩萨波罗夷罪。”真正的佛子，见到外道或恶人

诽谤三宝，如同三百支矛刺心。如果有人自己诽谤

佛法僧三宝，教人诽谤佛法僧三宝，对三宝不生信

心和孝顺心，或帮助恶人、邪见人诽谤佛法僧三

宝，就犯了本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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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进坚持

■ 文. 董良 ■

《佛遗教经》中说：“汝等比丘，若勤精进，

则事无难者。是故汝等，当勤精进，譬如小水长流，

则能穿石。”又说：“若行者之心，数数懈怠，譬如

钻木，未热而息，虽欲得火，火难可得。”

佛门修习，向来主张勇猛精进，坚持不懈。

平时人们走进庙里，总可发现，木鱼是少不了的，

但是对于木鱼的深层含义，则大多数的人不太了

解。庙里的木鱼通常有两种，一种是扁圆形前半

部高起，后半部呈坡状下滑，诵经时用以敲板咬

字，协调诵经节奏的木鱼；另一种是走廊所挂形态

狭长，进餐时用以敲击为号的木鱼，又称为梆。不

管哪种木鱼，工匠们制作之时，都要当中凿空，前

开鱼口，背刻鱼鳞。为什么要刻木为鱼呢？《敕修

清规·法器章·木鱼》告知：“相传云，鱼昼夜常

醒，刻木象形击之，所以警昏堕也。”《摭言》也

云：“有一白衣问天竺长老云：僧舍皆悬木鱼，

何也？答曰：用以警众。白衣曰：必刻鱼何因？长

老不能答。以问卞师，师曰：鱼昼夜未尝合目，亦

欲修行者昼夜忘寐，以至于道。”由此可见，寺庙

之所以在日常修学中要敲击木鱼，就是为了“警昏

惰”以达到“昼夜忘寐，以至于道”。

世人问学求道，少不了勇猛精进的大无畏精

神，否则便会一事无成。当年宰予白天睡觉，孔

子就叹气道：“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

也。”这种人真是连责备也不值得！

时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时间就是生

命，从这个意义上说，若不抓紧时间，勤于进取，

把平白无故地浪费掉，就等于糟蹋了人的生命。

早在西汉年间，科学家张衡因为看透了这个秘密，

所以，才慨然地说：“人生在勤，不索何获？”而

现代文学家鲁迅，则从另一个角度充满激情地表

白：“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这和西方人

巴斯顿所说，“我唯一的力量就是我的坚持精神”

相通。

为了加强这一精进惜时人生哲学的感染力，

先哲贤达们还常以诗歌形式对人们作这样那样的劝

勉。《唐诗三百首》中杜秋娘那首《金缕曲》，可

谓脍炙人口：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如果说，杜秋娘的这首诗歌还可从惜时奋发或

及时行乐两个方面理解的话，那么朱熹的《劝学》，

则就写得更为直截了当了：

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

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

惜时奋进，勤于思索，当可磨砺人的智慧。高

尔基不就这样指出：“懒于思索，不愿钻研和深入

理解，自满或满足于微不足道的知识，都是智力贫

乏的原因。”而佛门精进的目的，正在于度脱比丘

们“不愿钻研和深入理解”的懈怠之心。为此，从

菩萨行所修的六度来说，作为其中的一度，精进的

作用始终贯彻在其他五度当中：即对于发心布施，

持戒修身，修行忍辱，修习禅定，勤求智慧，莫不

都要以所向披靡的大无畏精神，作勇猛精进的躬

行。总之，有了勇猛精进，勇往直前的毅力决心，

没有办不成功的事情，就一定能度懈怠心，纵有天

大的困难，也不能阻碍菩萨的精进毅力。所谓“天

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由此可见，当人们一旦

树立奋发精进之心，就必定可以度脱懈怠，打掉罪

恶，驰向成功的彼岸。佛门修习如此，其他各行各

业，又何尝不是如此？

“精进”可以降伏懈怠和惰性，可也不要忘

了克服浮躁的一头。有了浮躁之心，就难免急功近

利，办事不牢。有时甚至好事变坏，弄巧成拙。所

以，为人处世，当你荡起精进之舟乘风破浪地行进

在修学的海洋中时，于左一桨划开惰气之时，不要

忘了在右面也加上破除浮躁的一桨。

■ 文. 阿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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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句名言“伟大出自平凡”，说的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或伟大的事业都是从平凡的小人

物或小事情起步的。反之亦然。无论从正面或反面来看，我们都不应当忽视生活中的小事。

法国作家雨果曾说：“在重大事件中人们表现的是自己理想的形象；在琐事中他们才暴露

出本来面目。”其实不仅如此，许多现象，表面上往往只是小事一桩，但细想之下，百味皆备，

由此，你只能莫名地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感叹人生温馨与苍凉，感叹岁月的匆迫与绵长⋯⋯

小事并不小，我们的人生就是小事里的人生，甚至可以说，我们一生都在与小事打交道。

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其实都一样。

我们无论翻开哪一部文学名著，其实里面描写的都是生活中的小事。有的作家就专门写

生活中的小事，善于截取生活片断，通过这些小事来展现社会现实生活的真善美与假恶丑。

在平时做事时我们无疑要重视小事，不过在做人处世时，我们有时却不能对小事太重

视。人，都是以心换心的，起码百分之七十如此。因此，在人际交往中，你就不要因为一些小事

而不肯原谅他人。

一个想做大事的人，对世俗的小事有时十分重视，有时会出其不意地不放在心上。心境

平和，情绪稳定是成熟人的特征之一。因有涵养光芒的照射，他不再愤世嫉俗，不再受种种无

谓小事的引诱，更不再为无关紧要的小事怒发冲冠。只有这么做了，你才能不再坠入“非此即

彼”“非白即黑”这样极端的思路陷阱，才不会轻诺寡信，更不会咄咄逼人。如此，你才是个可

信赖的人，才会在事业上、社会上一展所长。

有这么一句人们熟知的话：如果你不能成为大道，那就当一条小路；如果你不能成为太

阳，你就当一颗星星。决定成败的，不是事情本身的大小，而是能否做一个最好的你！其实那

些不愿干小事的人往往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想干大事，不过是想一蹴而就，然后坐享其成。人

的一生常常就是如此，一件小事处理不好就要出乱子。我们不能全是船长，必须有人当水手，

因此，你应该牢记这句话：世上许多事我们应该去做，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身旁的小事。

一件小事往往能对人对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同计算机中的芯片，虽小，却是整

个计算机的核心。“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句千古名训，尽人皆知。

小小的白蚁能使百年老屋寿终正寝。“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堤岸上的蚂蚁窝，能使千

里堤岸一溃千里。小小的一只老鼠亦能轻而易举地将庞大的大象置于死地。纵观古今，多少英

雄豪杰旷世奇才事业的成败，往往发端于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上。汉代名臣张良，年轻时就因一

件小事而改变了一生的命运。一次，他在过石桥时，三次跳入湍急的河流中为一位老人捡回丢

下的草鞋，还耐心地将草鞋套在老人的脚上。老人由此看到了张良的道德操行，遂将《太公兵

法》传给他，为张良辅佐刘邦统一天下、建功立业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小”事不小，今古同理，但偏偏有人不信这个道理。他们视广大民众的事业为儿戏，奉

行“千里来当官，就是为了钱”的准则，从“小”处着眼，疯狂地攫取钱财，终于完成了由量变到

质变的转化，成为罪大恶极的“硕鼠”。

“小”事不小，还有另一层意思。别以为都是些小事，而不屑于做。但是，通过这些小事，

人们看到了一个人的努力与人格力量，体现了奋发向上的精进精神，平凡中露出伟大。我们的社

会，也正是有了众多不图名、不图利，“勿以善小而不为”的好公民，才使我们对营造一个清平

世界充满了信心。

“一个勇敢而率真的灵魂，能用自己的眼睛去关照，用自己的心去爱，用自己的理智去判

断，不做影子，而做人。”我们要重视小事，注意从点滴做起，向着有利于大多数人的方向努

力。

看轻了小事，就意味着最终可能遭到不幸；看重了小事，幸福就在不远处向你招手。因此，

且莫忽视生活中的小事。

不
要
忽
视
生
活
中
的

小
事

■ 文. 阿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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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的哲人和文学家都教育后人，凡事

依靠别人的帮助不如靠自己的努力。儒家学派创始

人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说：“君子求诸己，

小人求诸人。”意思是说，君子之人遇事都依靠

自己，小人遇事多依靠别人。《文子·上德》中

言：“怨人不如自怨，求诸人不如求之己。”意思

是抱怨别人不如检讨自己，遇事向别人求助不如求

自己。清代劝世之文《增广贤文》中亦云：“使口

不如自走，求人不如求己。”意思是说口头指挥别

人不如自己行动，求别人不如求自己。清代著名文

学家、画家郑板桥也强调“求人不如求己”的重要

性。他在《篱竹》一诗中说：

一片绿荫如洗，护竹何劳荆杞。

仍将竹做篱笆，求人不如求己。

竹子下面映照的绿荫如洗过一样光洁，保护竹

子用不着荆棘和枸杞，只要用竹子做成篱笆就能很

好地保护竹子。诗人以这种比喻来说明，自己的事

情与其求助他人，倒不如自己做比较好。

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不论做什么事情都喜

欢依赖他人，从来不想自己动脑筋来完成。等到有

一天自己遇事没有人帮助时，他们就会感到茫然不

知所措。其实，求人不如求己，当你通过自己的努

力来完成一件你觉得难以完成的事情时，你会有一

种无比喜悦的成就感。

佛门中一直提倡“求人不如求己”，例如像下

列的故事：

某人在屋檐下躲雨，看见观音正撑伞走过。这

人说：“观音菩萨，普度一下众生吧，带我一段如

何？”观音菩萨说：“我在雨里，你在檐下，而檐

下无雨，你不需要我度。”

这人立刻跳出檐下，站在雨中：“现在我也在

雨中了，该度我了吧？”

观音说：“你在雨中，我也在雨中，我不被

淋，因为有伞；你被雨淋，因为无伞。所以，不是

我度自己，而是伞度我。你要想度，不必找我，请

自找伞去！”说完便走了。

第二天，这人遇到了难事，便去寺庙里求观

音。走进庙里，才发现观音的像前也有一个人在

拜，那个人长得和观音一模一样，丝毫不差。这

人问：“你是观音吗？”那人答道：“我正是观

音。”这人又问：“那你为何还拜自己？”观音笑

道：“我也遇到了难事，但我知道，求人不如求

己。”

❧ ❧ ❧ ❧ ❧ ❧ ❧ ❧ ❧ ❧ ❧

有一次，佛印了元禅师与苏东坡一起在郊外散

步时，途中看到一座马头观音的石像，佛印立即合

掌拜观音。

苏东坡看到这种情形不解地问：“观音本来是

我们要礼拜的对象，为何他的手上与我们同样挂着

念珠且合掌念佛，观音到底在念谁呢？”

佛印禅师道：“这要问你自己。”苏东坡

道：“我怎知道观音手持念珠念谁？”

佛印道：“求人不如求己。”

我们不知道自己拥有无尽的宝藏，不求诸己，

但求诸人，希求别人的关爱，别人的提携，稍有不

能满足所求，即灰心失望。一个没有力量的人，怎

能担负责任？一个经常流泪的人，怎么把欢喜给

人？儒家说：“不患无位，患所以不立。”只要自

己条件具备，不求而有。观音菩萨手拿念珠，称念

自己名号，不就是说明这个意思吗!

❧ ❧ ❧ ❧ ❧ ❧ ❧ ❧ ❧ ❧ ❧

相传，禅宗四祖道信禅师去见三祖僧璨禅

师，他恳求说：“愿老师慈悲，赐给我解脱法

求人不如求己
■ 文. 妙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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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僧璨反问道：“哪个捆绑了你？”

道信说：“没有人捆绑我。”僧璨的意思

是，学佛求解脱应该自度，而不可一味地依靠佛

度、师度。

大珠慧海禅师曾说：“众生自度，佛不能

度，若佛能度众生时，过去诸佛，如微尘数，一

切众生，总应度尽，何故尔等至今，流浪生死，

不得成佛。当知众生自度，佛不能度。努力自

修，莫倚他佛力。”后期禅宗甚至有“宁可永劫

受沉沦，不从诸圣求解脱”“求佛即被佛魔摄，

求祖即被祖魔摄”等说法。

据说，五祖弘忍把衣钵传给六祖慧能之后，

就在当天夜晚亲自送他到九江驿边。

上船后，五祖弘忍亲自摇橹，慧能说：“请

和尚坐，弟子来摇橹。”

五祖弘忍说：“合是我渡你！不可你却渡

我。”

慧能说：“弟子迷时，须和尚渡，今我已

悟矣，理应自渡。渡名虽一，用处不同。慧能生

在偏处，语又不正，蒙师教旨传法，今已得悟，

应该自性自渡。”五祖弘忍听了便说：“如是如

是！以后佛法由汝大行。”慧能禅师的意思是，

我自己已经悟道了，就不需要求他人帮忙了，只

要自性自度就可以了。

❧ ❧ ❧ ❧ ❧ ❧ ❧ ❧ ❧ ❧ ❧

宋代建宁府开善寺道谦禅师，最初跟随京城

圆悟禅师修学，并没有体悟禅法妙旨。后来跟随

妙喜禅师居住泉南。妙喜禅师此后住持径山，道

谦也跟随入住径山。

不久，妙喜禅师命道谦到长沙送书信给通紫

岩张公居士。道谦暗想：“我参禅二十年，无入

头处。更作此行，决定荒废。”

道歉本来没有打算前往。他的好友宗元喝斥

说：“不可，参禅没有体悟也得前去，我和你一

起前去。”

道谦不得已只得前往，在路上哭着对宗元

说：“我一生参禅，殊无得力处。今又途路奔

波，如何得相应去？”

宗元告诉他说：“你但将诸方参得底，悟得

底，圆悟、妙喜为你说得底，都不要理会。途中

可替底事，我尽替你。只有五件事替你不得，你

需要自家支当。”

道谦问：“五件事是哪五件，希望您告诉

我？”宗元说：“著衣吃饭，屙屎放尿，驮个死

尸路上行。”道谦于言下领悟宗旨，不觉手舞足

蹈。

这段禅语中的“自家支当”，也是自修自度

的意思。宗元所说的穿衣、吃饭、屙屎、放尿，

以及驮着死尸路上行这五件事，都是日常生活中

最简单、最普通的事情，连这些日常普通之事都

要亲力亲为，更不要说断除烦恼、明心见性这样

修行大事了。

以上种种格言警句和禅宗公案都劝人“求

人不如求己”。这句话虽然短短几个字，但含有

很深的哲理。它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人生在

世，首先要学会自立自强，在平时生活中，不

要处处依赖他人，凡事要依靠自己来完成。要知

道，即便求人帮忙，他也只能帮助你一时，不能

帮助你一世。能够最终成就你的，只有你自己。

麦庆良
Ken Bay

WhatsApp 9720 6817 
ken_bay@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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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梢渐行渐远的春天

踏青之后，入耳

雨，滴滴答答

天籁自虚空之外来

一声声萦绕，经心

掠过高枝的羽翼止步，流云

栖息，梳理一行行行脚

斜挂布包悬吊起等待

下一段飞扬的风起，驰骋微尘

而因缘再生

不应一切时而动，不动时

三三两两穴居，起坐仰卧

静观翠草青青

耳听地缝虫鸣

护生小小

何来践踏妙音？

缘生随意，恻隐在心

甘霖发露

一季雨夏，无为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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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不住我的梦

暗夜里闭上眼

那条悠悠流水牵引脚步

遥远的前方一闪一闪

引渡

一叶又一叶轻舟划过

生命长河再也不怕浪涛来袭

琉璃被浮影散去

抽起水漾圈圈涟漪

偶来的狂风戏耍，一场场

烟花灿烂的流云和急急雨

撕去 

金光凛凛

那朵天边云，挥挥衣袖，可以

摆渡轻盈梦中清境，可以

青山依旧隐隐

彼岸远遥 不可及

喏，掌中漏沙空中月明

不如老渔夫肩上笠帽蓑衣

时间说一不二

少水的鱼，不甘等待

春之旖旎夏之华丽秋之洒脱

大地皑皑雪白，藏起

冬眠之后的秘密

无需数算凄风苦雨几夕

一笔，一画，心

殷红 勾起

悲欣交集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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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林 / 卓再安摄影

如果可以

在妊娠之后乳汁浓淳不息

心心念念吮吸的最初

纵是刻骨铭心胎动，此刻

我愿意

挥薄薄的矛和柔软的羽

聚焦一处原始地

一回头 命中，发光

赤子心

这一辈子 肉身如是

浮光一沫 飘零一絮

应许 走入山涧丛林

冥想灵魂如何羽化飞仙 

花开花落 水流不断

明月清风 不劳寻觅*

随一阙梵音，轻轻远去

我愿意

*此二段诗句摘自明代还初道人洪应明《菜根谭》

愿

摆渡 / 心绢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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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说：人最不容易的就是认识自己。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认识自己呢？一个人的内心

世界和心灵层次，对我们的人生 影响有多巨大呢？

性格决定了行为，行为决定了命运，想要改变

一些自己生活中的烦恼——我们称之为“命运”的

东西，就要先从自己的行为入手，而自己的行为，

往往是自己的性格决定的。

举个例子，我们在生活中常常会碰到这样的

事情，夫妻都做工的家庭里，妈妈常常会要多做一

些家务事，比如，回家煮饭或者收拾屋子、洗衣服

等等。而当她在外工作一天，回到家里还要拖着疲

惫的身躯，收拾屋子，洗衣服，突然看到自己的先

生和孩子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心中难免不会有一股

怒气，但她不知道是为什么来的，总之，她会发泄

出来，责备说：“你怎么还不去洗澡？！”、“你

怎么不去做功课？！”、“你们两个怎么这么懒

呢？”等等，这个时候的先生和孩子，就只好乖乖

去做事，但是心里也会有些不满。特别是当妻子语

气很不好的时候，他们难免也会产生负面情绪。

而这个时候，妈妈又会想：我每天这么辛苦，

你们连一个好脸色都没有！？——然后更加不爽，愤

怒地指责他们，而先生和孩子，则更加不舒服。这样

日久天长，家庭关系就会越来越紧张，最后是双方都

不开心，好像陷入了一个怪圈。而这位妈妈，一定会

认识自己
才能改变 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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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怨“自己的命不好，找了这样的人结

婚、生了这样的孩子”。

生 活 中 这 样 的 怪 圈 其 实 很 多 很

多，孩子不喜欢上学，导致学习差，然

后更加不想上学；男士喜欢喝酒， 每

次喝完又后悔，为了逃避自己的愧疚，

继续选择喝酒来遗忘；女士们想减肥，

但是坚持不下来，反而更生气，开始暴

饮暴食⋯⋯

我们有很多无解的圈子，都是一

个圈。是因为我们没有去真实的探索自

己的内心世界——究竟要什么？而我们

的行为，又只会用同样的行为去处理同

类事情，比如，上面那位妈妈，永远只

会用生气的情绪，来表达自己的疲惫，

或者不满，而且似乎没有别的办法。

用愤怒来表达一切情感，就是心

灵层次的问题之一。如果去探索，很可

能是我们原生家庭中，我们发现父母亲

就是这样表达的，所以我们也学习了这

样的表达。比如，我们常听到有时候一

个孩子说，妈妈，我不小心摔伤了脚。

那边的妈妈，却是用非常生气的语气

说：“啊！你看你怎么搞的！？这么不

小心！？”——她对于情感的表达，都

使用愤怒的情绪。而当你每次都用同样

的方式表达的时候，你得到的结果都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会把自己陷入怪圈，就好像在迷宫之

中，总是选择朝左转，最后也会回到原点，得到的

答案都是一样的。就好像上面说的那位妈妈，我很

累——我只会用愤怒的语气去表达：你们应该来关

心我，而我从来不会用其他的方式表达。我甚至不

知道，我的负面情绪从哪里来的？为何我要这样愤

怒？

这就是我们要去探索自己心灵层次的原因，因

为我们总是会因为我们的一贯行为，把自己陷入到

怪圈之中。通过学习身心灵，有助于帮助你去触及

自己真实想要的部分，这也就是认识自己的开始。

如果能够做到，那么你就可以找到自己情绪的根

源，或者你真实想要表达的内容，并且解决。这样

你才能够摆脱人生的怪圈，真正解决自己好像是命

运的那种束缚。

比如：我们会找到我们暴饮暴食导致肥胖的根

源，可能是思念家乡，不喜欢回家，想要在外面停

留，需要一个借口？我们想要喝酒，可能是因为压

力，而不是喝酒本身。孩子不想去学校，可能跟他

的人际关系有关？——从事情上找答案，其实往往

得不到回应。就好像爱因斯坦说的，答案总比问题

高一个维度。

我们应该向内先找到自己真实需要的情感，

找到那些需要解决的部分，比如，我们对什么会生

气，我们渴望的真实的内容是什么？通过认识自

己，帮助我们找到这些内容，之后，只要我们能够

满足自己，或者警惕自己换一种表达方式，我们就

会为自己的“命运”找到一个崭新的突破口。而生

命的意义也在于这里。它会帮助我们不断成长，创

造出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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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能给予孩子较强的自我驱动力与自主

性，使他们勇敢地克服困难，挑战自我。很多家长

经常抱怨孩子不够独立，甚至到了20多岁，仍然依

赖父母。为此很多家长希望能够知道如何培养孩子

的独立能力？

其实想要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首先要让孩子

拥有独立的意识。只有自己意识到独立，才能从行

动上独立。当然这期间，需要家长的帮助。

近期谷爱凌成为话题第一人，自信、独立、有

主见是她留给大家的印象。年仅18岁获得奥运会冠

军，处于青少年期的谷爱凌为什么会有如此成就，

这些都离不开一个人——谷燕。

谷燕作为谷爱凌的妈妈，对她的影响极深。

谷燕从小就对她说：“你要去试一遍，最不好的结

果就是你不喜欢，但是万一特别喜欢，那你就是赚

到了。”滑雪就是谷爱凌自己的选择。结果，她不

仅爱上了这项运动，还玩得很好，并且玩出了新高

度，获得了冠军。不只是滑雪，篮球、足球、攀

岩、射箭、骑马、滑板、冲浪等等都是谷爱凌擅长

的项目，同时也擅长钢琴、芭蕾、音乐剧。这么多

的活动，她能学得来吗？其实这些都是谷爱凌自己

的选择，一直以来她都尝试去做不一样的事情，从

中发现乐趣，从此爱上这些活动，并且乐此不疲的

学习。

妈妈一直在有意识的培养谷爱凌的兴趣，在她

受伤时，会默默陪伴在旁；在她气馁想要放弃时，

会陪着她一起训练；在她面临抉择时，会给予引导

和建议，但最终还是会把选择的自主权交回给她自

己。

冬奥会第二跳跳完之后，谷爱凌给妈妈打了一

个电话，妈妈建议她再次做右边的1440，这样可以

保一个银牌，安全为主。但是她当时就说不要这么

做，她觉得自己比赛并不是为了打败其他选手，而

是做最好的自己，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比赛精神。

所以只用了一秒钟，她决定突破自我的极限，挑战

佛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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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的1620。赛后谷爱凌透露，最后一跳是自己执

意上的难度，她没有听取妈妈谷燕的建议采取保险

动作。她希望让世界看到她不害怕不畏惧，一直在

挑战自己，突破极限，这也是她一直希望带给青少

年尤其是女孩们的。 谷爱凌身上散发出独立、有主

见、自信等特质，她十分清楚自己从事这项运动的

初心与价值，愿意尊重自己内心的选择。妈妈也很尊

重她的决定：“最后的选择是你的，这是你的比赛，

我希望你能享受它。” 正是因为她的这种态度，才

使得谷爱凌从小就能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热爱的活动

中去，能够轻松地从比赛的焦虑中解脱出来。比赛

除了是比赛，也是一个享受自己努力做到最好的过

程。抛开功利，孩子能走得更远。

作为“别人家孩子”的典范，谷爱凌从来不认

为比赛只是为了拿奖牌，她觉得做好自己就够了： 

“最大的对手永远是我自己，能把自己做到最好，

能突破自己的极限，做一些自己没想到但能做到的

事情。” 作为父母很多时候认为孩子太小，不能认

清事情本质，总是对他的人生“指手画脚”。但是我

们要认清一件事，人生是他们自己的，我们永远无法

陪伴到底。与其一直担心，不如从一开始就放手，让

他们从小学会自己选择，做一个有主见的独立人。

问题1：孩子在学习中过于依赖家长，怎么办？

相比获得更高的分数，考上更好的学校，孩子

拥有学习的能力、思考的能力这一点更重要。孩子

承载了父母的期望，大多数父母都希望孩子可以成

长为他们期待的那样。但渐渐地孩子可能会不知不

觉地依赖父母的决定、父母的安排，学习时遇到困

难就立马向父母求助，没有先独立思考。因此，家

长在平时指导孩子学习时，更重要的是引导孩子如

何去学习，如何去思考。

问题2： 当孩子遇到苦难或难以解决的问题时产生了

逃避情绪，家长要如何引导？

孩子遇到困难产生逃避情绪，这是正常的现

象。这时需要家长提供帮助与鼓励，引导孩子积极

地思考：

方法1：打造民主、自由的家庭氛围。

一个让孩子感受到爱的家庭，不仅仅是表现在

饮食起居上的关爱，而是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尊重，

以及拥有自由的空间，这样孩子才能在有烦恼的时候

主动与家长沟通。

方法2：正确归因，让孩子找到困难的根源。

可以引导孩子将失败归因于那些内在的、不稳

定的以及可控制的因素，即将失败更多地归因于他

们的努力程度以及解决问题的策略，而不是归因于

能力或者其它外在因素。

方法3：注重对孩子过程的肯定，而不是结果的肯

定。

有的孩子很害怕自己做不好，太注重结果。一

旦发现结果没达到预期，就会开始逃避。因此，我

们要多肯定孩子做出的努力与尝试。教育中有一条

金律：“积极的鼓励胜于消极的制裁”。适当的鼓

励是孩子追求热爱之路上的强大助力，能够让孩子

更勇敢地去尝试，学东西更有热情和效率。例如我

们可以对孩子说：“虽然这个事情的结果跟你的预

期还有一些差距，但是我看到了你在这个过程中的

认真和努力。只要你愿意坚持下去，你就一定会做

得越来越好。”

问题3: 孩子没有自己的想法和规划，往往不知道自

己要做什么，家长该如何引导？

如果孩子总是依赖家长做决断时，家长们可以：

(1) 给孩子思考的时间。很多时候孩子不是没有自己

的想法，而是他们想的太多了，才犹豫不决。因

此家长要给孩子思考的时间，并相信孩子能够自

己做出决定。

(2) 鼓励孩子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很多家长采用

命令的语气让孩子做事，不给孩子表达自己想法

的机会，但每个孩子都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家长

们可以征求一下孩子的意见，让孩子多表达自己

的想法。

(3) 教会孩子拒绝。让孩子破除对权威的迷信，让孩

子勇于说“不”。我们要告诉孩子，无论大人孩

子，都有可能出错。当孩子有这个意识时，就不

会盲从、模仿他人了。

在人生重要选择时，作为父母不要帮他们拿主

意。与其替他们做决定，不如把利害关系讲清楚，

给出不一样的建议，让他自己选择，或许你会发现

孩子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

想要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首先要把孩子放在

独立的位置。你要用对待一个独立人的态度来对待

他。学会尊重他，让他拥有独立的思考空间，不要

过度参与。平时与孩子平等共处，做长辈很累，不

如尝试一下做朋友，这样也许孩子就会很快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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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他们同普通人一样

我
们
应
该
到

这么新鲜
的菜叶漂
下 来 ，说
明上游不
远处有人
家居住

佛学，并不是高不可攀，而是
生活中无处不在。

1

某日，三位禅师去朝礼峨
眉山，经过一条小河时，
看见从上游漂来一片新
鲜的菜叶

一根菜叶

3

4 5

这
家
去
化
缘

钦山禅师看见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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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新鲜
的菜叶漂
走，实在是
可惜了

6

这么不惜
福的人家，
我们不应
该去化缘

7

就在这时，
从上游跑来
一个人

师父8

你们是否看到一
片菜叶，洗菜时，
不小心掉到水里，
太可惜了

9

我们就到这
家化缘去吧

10

一片菜叶，其形也微，其价也小11

但是人惜物如金，
这不是从物质价值
上去看待，而是从
心中涌流来的修行
善念：
                  惜福

12

岩头禅师摇头说道,

另一位雪峰禅师不满说道，

三位禅师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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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张光斗

“度”的意思，是从烦恼的苦海到达解脱的涅 ，不仅是度众生，还要度自

己，是自度度人，不但让自己的烦恼不再生起，也让他人没有烦恼。”

作者张光斗随行圣严法师身边12年，行遍海内外，在如此亲近法师并感受到

法师的春风化雨之余，他将法师的一言一行整理成书。书中分享了圣严法师指引

的三十三条道路，条条皆是开启人生新方向，认识自己的一道道曙光。另外，此

书也提供了作者对圣严法师海外弘化，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作者还特别用心，在每一篇之后，加上法师与该篇相关的开示重点，以及自身

的回馈，寄望更多的人能够读到本书，获得作者点亮心灯的启发。

正念拥抱大地 一行禅师

每一口食物都蕴藏太阳和大地，在一片面包之中，我们就能见到和尝到整个

宇宙！

本书提供的各种禅修，都能应用在日常生活中。禅师以具体的正念引导及充

满智慧的开示，帮助我们超越恐惧，绝望和迷失，并将这份正念返还给大地，达

成人类和大自然的和解。

透过本书，禅师带领读者集体觉醒，唤起并疗愈自身的内在宇宙，让生活中

的每一刻都成为禅修的时刻。一起正念生活，正念消费，正念共好，正念拥抱大

地，让内在与外在因此获得了永续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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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连结 一行禅师

《怎么连结》谈论的不仅是在空间上与外物、他人、环境、社会链接，还有

内向与自己深层的需求、情绪连结，更破除时间的限制，往前回溯，与祖先及源

头的连结，让生命更立体，广阔、安然地存在。书中提供了在生活中禅修的简单

明了指导，任何想要探索正念禅修的人都能深受启发。

书末的“连结的练习”列出实际可行的步骤，让你感受何谓“在当下统一身

心，重新与生活连结”。

退休禅心态 野俊明

60岁要退休了，终于能自由安排时间，却不知作什么好？作者指出，退休之

后，就要开始将心态由工作/职场心态转为禅心态，何妨开启有禅味的快乐人生。

本书作者 野俊明是位禅僧，对于禅修与人生有着专业独到的见解，内容以“六

十岁开始”为题，针对六大主题，以浅显的举例说明“如何转念”、 “如何重建人际

关系”、“如何开始每一天”、“如何看待运用金钱”、“如何照顾健康”、“如何

着手临终准备”⋯⋯虽说为将退休的人士撰写，但内容也适合四十以上的人士阅读。

修定、学佛与人生  南怀瑾

本书以“修定、学佛与人生”为主题，编录南怀瑾先生在1970年至1985年

间于《十方月刊》等杂志发表过的文章与讲记，内容包括南师讲解修定与念佛的

方法，阐述佛教大爱精神与世俗观念结合的现况，答覆学生因学佛引伸的人生问

题等等。

南师说法方便应机，出入各宗，谈禅而不限于禅，说理兼顾实修。无论是讲

演纪录或是往来询答，在亲切平实的语气间，仍不时可见智慧火花并现，尽显南

师一贯风格。

心中一朵莲  余宁

本刊《诗情画意》作者心绢推出了她的第二本诗集《心中一朵莲》，诗集是

以另一笔名余宁出版的。

余宁在甲子之龄学写新诗，从生活中发掘妙趣，每每所见所闻引发意象连结，

通过文学创作反映世情。

诗集以发表日期先后收录2018年至2022年1月共133首诗，辑一《城中跫音》

刊载联合早报《文艺城》70首；辑二《莲池诗想》以法名心绢发表于新加坡佛教

总会季刊《南洋佛教》59首诗，另录其他园地四首诗作。内容涵盖本土风情、旅

途行脚、疫情感悟、佛理禅思等。

诗人触觉敏锐，善于将慎密思绪汇入笔尖，情感收放自如，意念深蕴如画，

情境交融，宜于吟咏。

一诗一醒思，一篇一视界，犹晴空朗月，如莲荷绽芳。诗人期待与您，同赏

莲开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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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订价$18，

本地邮费$2。

有兴趣订购者，

联系电话：

    96273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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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blueskydelig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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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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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自齋
KWAN TZI ZHAI 

VEGETARIAN CAT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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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44 4635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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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素  食  林
承办正宗斋宴席、素食小品
及饱点自由餐、上门到会

一律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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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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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青佛教文化服务社

专流通中英文佛书、佛像、
各类念珠、卡带、水晶与法器等

佛教文物 。欢迎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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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site:www.evergreenbuddhist.com         

 EVERGREEN BUDDHIST CULTURE SERVICE

净 园 干 湿 洗
WASH-LAND

11  Ceylon Rd  S (429607)
    TEL:  63440820

* 专营各种佛教文物

* 各式佛像、佛牌、念珠、海 

青、缦衣、音带、法器、陶

  瓷、水晶、字画、刺绣、佛

 教用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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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iness Hours:  10.00 am-9.00 pm  (Daily)

大大自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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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67362089    Fax: 67371824

提供新鲜空运有机无农药水果
与蔬菜，有机五谷杂粮，

维他命及草药增补品，长生相饮
食法材料，精油，天然治疗

药物及书籍。

星期一及星期六
早上十点至晚上七点，

星期日早上十一点至下午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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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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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6452 1132   Fax: 6451 3137

ads.indd   45 3/29/10   2:57:5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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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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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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廷达 $300.00

洪秀莲 $200.00

黄福山 $100.00

Low Suat Khoon $100.00

Choong Siew Mooi $50.00

黄杏玲 $50.00

Seow $34.00

陈亚琼 $30.00

Teo Soon Guan $20.00

已故尤莲珍 $15.00

Teo Wah Cheok $10.00

Goh Hock Guan $9.00

Lee Jia Wei $2.00

林徽妤 回向已故林师永(斯雄)莲增上品 $300.00

麦庆良 回向已故父亲麦大只，母亲刘宝玉莲增上品 $120.00

陈欣柔 回向已故父亲陈亚财莲增上品，业障消除，早登极乐 $120.00

Foo Lian Poh 祈愿Foo Lian Poh 身体健康，回向吴坤兴莲增上品 $100.00

Teo Yee Khim 三宝弟子，回向十方众生 $100.00

陈欣柔 祈愿母亲郑美金身体健康，平安喜乐 $80.00

Joey Yap
祈愿Melvin Leong, Yap Foong Yeng, Joel Leong,智慧增长，身体健康，

业障消除，福慧双增 
$50.00

Goh Leng Lang 回向先父吴幼山、先母庾珍莲增上品 $50.00

吴令莪 祈愿吴庆祥业障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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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ynn Lim
祈愿世界太平，愿以此功德平等施一切。祈愿众生智慧增长，身体健

康，业障消除。
$50.00

Sally Tan 祈愿陈福秋业障消除、智慧增长 $48.00

孙燕芳 祈愿孙燕芳、 芳身体健康、业障消除 $30.00

胡廷达
回向已故大哥胡廷近、二哥胡廷远、二嫂陈燕莲、侄女胡美玲，莲增上

品，往生极乐世界
$30.00

胡廷达
回向大姐胡月英、二姐胡日英、四姐胡双 、五姐胡菊英，莲增上品，

往生极乐世界
$30.00

胡廷达 回向已故太太郑金娣莲增上品，往生极乐世界 $30.00

胡廷达 回向父亲胡蕴仁，母亲罗观莲莲增上品，往生极乐世界 $30.00

蔡舜屏 回向先父蔡得厚莲增上品，往生极乐世界 $30.00

观连、观原、观利 祈愿观连、观原、观利身体健康、事业顺利 $25.00

Joey Yap 回向梁兆强业障消除，莲增上品，往生极乐世界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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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2022年 活动表    Year 2022 Activities

59 Lorong 24A Geylang Singapore 398583
Tel: 67444635   Fax: 67473618    email: buddhist@singnet.com.sg    website: www.buddhist.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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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ysical

清洁组 - 清洁活动
Housekeeping Team - Cleaning 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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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ysical

禁堂食 No dining in                                            

卫塞庆典 2566
 Vesak Celebration 2566
 1/5 - 3/5 / 星期日 至 星期二

Sunday to Tuesday

10am - 5pm

@ 佛教总会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59 Lorong 24A Geylang Spore398583

实体 Phys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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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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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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