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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ults Dharma Classes－In English (17 years old &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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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from 3rd March 7.30pm to 9.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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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9时入堂 (当天晚上9时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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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ght Precepts Ret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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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佛教总会

皈依仪式 : 下午12时30分 │ 广品法师主持 

心净身安八关斋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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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六祖慧能大师拜见五祖弘忍大师时表明自己想成佛。

只见五祖当面就给六祖一句话，您是 獠(指未开化的人)怎

能成佛？ 预想不到，六祖反说人虽有南北，佛性一样。六

祖对一切现象里的实相作了一个深刻扼要彻底的表露。一

切看似不平等里存在本来平等的实在。

人人可能因身高，肤色，出身背景等等不同，但这是现

象，在实相里人人平等。因此，我们见到许多人不因背景不

同而在社会不同领域里却有突出的成就。这说明人人平等，

只要给予平等的发展机会，人人可以有所成就。如佛弟子优

波离罗汉，出身虽是社会的底层阶级。佛不但没鄙视他，

反接纳他出家。最终，优波离尊者成了持戒第一的罗汉。

故学佛，没有哪一法高于另一法。否则，自己已违背平

等心，起的是我慢心，离成佛十万八千里，不可能成佛。禅

宗直指人心，不是指我们现在所应用的现象心，是要我们证

悟众生平等无别的心 ，没有高下左右前后里外的本来。没有

我人众生； 也就没有贪嗔痴； 如此，在处理人间的事便能

在看似不平等的现象里作平等的处理。

一个家庭，一个组织乃至一个世界，如人人能念念以

无我无贪嗔痴的平等心态处事待人，反省自己，观照自己

的心念，使之平等，相信这世界不久必成净土。如佛经里

所说心净则国土净。

释广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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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总活动

新加坡佛教总会

第37届理事会就职典礼
新加坡佛教总会于2022年8月27日(星期六)，于

会所三楼礼堂举行第37届理事会就职典礼。佛教总

会会员与本地各大寺院庵堂均派代表，和受邀的社

会上各界人士出席观礼。主宾永续发展与环境部兼人

力部高级政务部长许宝琨受邀出席监誓。随后，佛教

总会理事在许宝琨部长的见证下签署好就职誓言状，

接受委托，大家发誓齐心协力发展佛教总会会务。

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广品大和尚在致辞中传达

了佛教总会的创会宗旨与目标：

“新加坡佛教总会自1949年创会以来，会务重

点一直围绕在下列3个领域：弘扬佛法、兴学办校

与促进种族与宗教和谐。弘扬佛法是任何一个佛教

团体的创立基础，本会通过一系列中英文成人佛学

班、周日儿童佛学班、出版刊物、定期的法会以持

恒弘扬佛法从而净化人心，利导众生。”

在兴学办校方面，佛教总会先后创办了菩提学

校、文殊中学、悉达多托儿中心以及马林百列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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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总活动

学生托管中心。广品大和尚表示，这些教育机构一

来为国家与社会培养人才，二来协助双薪家庭解决

学前教育与孩子在学前学后的托管问题，从而营造

更温馨的家庭生活。

另外，大和尚也指出，佛教总会会将教育的管

理延伸到慈善团体的管理，“从2009年起就与慈善

理事会携手开办慈善团体监管培训课程，咨询服务

以及执行秘书的培训。这不但可充实出席者的监管

知识，也落实了终身学习的精神。” 

最后，大和尚更强调，种族与宗教和谐是我们的

立国基石，亦是佛教总会一直努力的目标。他说：“本

会在文化社区与青年部属下的全国种族与宗教和谐指

导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的旗帜下，和各大族群与宗教

团体的领导层一起集思广益，营造一个和谐稳定的社

会，这有利于国家的繁荣与进步，我们将继续在这方

面的努力，与国人携手前进。”

1 会长 释广品 President Ven Seck Kwang Phing

2 副会长 释广声 Vice President Ven Sik Kwang Sheng

3 副会长 释净森 Vice President Ven Sek Ching Sum

4 秘书长 释有广 Secretary-General Ven Shi You Guang

5 副秘书长 陈友明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Mr Tan Yew Beng

6 财政 陈宝穗 Treasurer Mdm Chan Poh Swee

7 副财政 释宝通  Deputy Treasurer Ven Sek Bao Tong

8 总务组主任 释普恩 Chairman, General Affairs Committee Ven Shi Pu En

9 总务组副主任 陈立发 Vice Chairman, General Affairs Committee Mr Tan Lee Huak

10 弘法组主任 释苏满纳 Chairman, Dharma Propagation Committee Ven N Sumana Thero

11 弘法组副主任 郭顺汉 Vice Chairman, Dharma Propagation Committee Dr Kweh Soon Han

12 教育组主任 释有维 Chairman, Education Committee Ven Shi You Wei

13 文化组主任 释宝宁 Chairman, Cultural Committee Ven Sek Bao Ning

14 慈善组主任 释定融 Chairman, Charities Committee Ven Shi Ding Rong

15 慈善组副主任 周莲玉 Vice Chairman, Charities Committee Ms Cheu Lian Yoke

16 公关组主任 李泉裕 Chairman, Public Relations Committee Mr Lee Chuan Too

17 理事 陈春金 Council Member Dr Tan Choon Kim

18 理事 释传嘉 Council Member Ven Shi Chuan Jia

19 理事 释严钦 Council Member Ven Sek Yan Qin

新加坡佛教总会
第37届理事会(2022至2024年)名单



Venerable Kwang Phing, President of SBF 
attende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hesive 
Societies (ICCS) 2022 was held from 6th to 8th 
September 2022 at a pivotal time for conversa-
tions, as the world emerges from a pandemic 
where polarisation and social isolation have come 
to the fore. 

Through the theme "Confident Identities, Con-

nected Communities", ICCS 2022 examined our 
multiple identities and the connections with our 
communities, covering the key aspects of faith, 
identity and cohesion.

Venerable YouGuang, Secretary-General 
(SBF)  was invited to the 1st Plenary: How Faith 
Can Bridge Divides as a speaker representing SBF. 
He shared our local experiences and the work he 

is involved in within these various capaci-
ties, which have helped and are helping 
to bridge across different religions, faiths 
and cultures. Strengthening this bridge of 
trust is essential to harmony in societies.

This Plenary seeks to critically exam-
ine the reasons for the rise and endurance 
of social polarisation due to ideological 
or religious beliefs. With a more vital 
understanding of these divides and their 
reasons, we hope that some lessons can 
be applied to foster inter-religious peac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hesive Socie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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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armony in plural 
societies across the 
region and beyond. 

Having confidence 
in our multi-identities 
by acknowledging and 
un d e r s t a n d in g  o u r 
roots allows us to an-
chor ourselves well in 
each moment, aware 
of the interconnectivity of our relationships and 
interdependency of one and all communities. In 
our connected communities, everyone shall shine 
like a glowing crystal ball that reflects every other 
crystal ball, reflecting everyone within itself and 
never losing its shine or shape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closing speech, Minister Edwin Tong 
touched on many Young Leader Programme 
(YLP19) alumni like Venerable YouGuang, who 
"pay it forward" this year as active contributors. 
Some had "graduated" as speakers at ICCS22, 
but we never really graduated from ICCS. They 

will continue to contribute to the community and 
future ICCS.

The focus on youth leadership is essential. 
For Passionate young leaders to scale and sustain 
good social efforts, we need various resources 
and trusty partnerships to enable many on this 
journey ahead.

Thank MCCY & RSIS, the organis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hesive Societies, 
who put together this conference with daunting 
hours of hard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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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学校副校长 
Vice Principal

汪明慧女士   
Ms Wang Ming Hwee        

荣获公共行政奖章 (铜)
Public Administration 
Medal (Bronze)

文殊中学部门主任
Head of Department

张国祥先生   
Mr Teo Kok Siong

荣获表扬奖章    
Commendation Medal 

文殊中学科目主任
Subject Head  

丁国添先生   
Mr Ting Kok Thiam

荣获长期服务奖章
Long Service Medal

菩提学校部门主任
Head of Department

陈美玲女士
Ms Chan Mei Ling      

荣获表扬奖章
Commendation Medal

文殊中学教师
Teacher 

林思慧女士
Ms Lim Si Hui

荣获长期服务奖章
Long Service Medal

佛教总会慈善组义工

陈日光先生
Mr Tan Jet Kuan

荣获2022年内政部长国庆
(内政团队义工)奖章
Minister for Home Affairs 
National Day Awards
(Home Team Volunteers)2022

新加坡佛教总会全体理事与会员
菩提学校董事会全体董事、师生及校友
文殊中学董事会全体董事、师生及校友

同敬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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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杰出华文教师奖由联合早报与早报校园

(ZBSchools)联办，以及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新

加坡华文教育学会，新加坡华文教师总会，新加坡

中学华文教师会协办，并获得教育部的支持以及新

报业媒体基金的赞助。这奖项旨在肯定及褒奖本地

中小学，高中或初级学院的在职华文教师，在这一

年来对中华语文教学所做出的贡献。

杜老师在1400多份提名中脱颖而出，成为今

年八名获奖者之一。教育部兼人力部政务部长颜晓

芳女士在颁奖礼时还点名赞扬杜老师对传承中华文

化——《猜灯谜》的努力与热忱。

We are proud to share that our Maha 
Bodhi School teacher, Mdm Du Huiying, is 
awarded the 2022 Distinguished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ward!

The Distinguished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ward is organised by Lianhe Zao-

获得2022年

全国杰出华文教师奖

菩提学校杜慧颖老师

bao and ZBSchools, with support from the Min-
istry of Education and sponsorship from SPH 
Foundation. The Awards is also co-organised 
by Singapore Centre for Chinese Language, 
the Society of Chinese Education Singapore, 
Singapore Chinese Teachers’ Union, and Sin-
gapore Middle School Chinese Teachers’ As-
sociation. The Awards aims to give due recog-
nition to deserving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who have shown exemplary efforts towards the 
teaching of, and cultivating students’ interest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Mdm Du emerged as one of the eight 
awardees from more than 1400 nominees. 
She also received special mention from Ms 
Gan Siow Huang, Minister of State for Educa-
tion and Manpower, for her effort in promoting 
the Chinese culture -- the guessing of lantern 
ridd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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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S CCE Day 2022
We celebrated CCE Day on 26 May 2022. It was yet another special day for 

us to unite over our collaborative efforts to grow and glow together. This year, we 
reiterated the importance of developing an attitude of gratitude, having the will 
to act and make a difference and understanding the need for resilience when a 
challenge surfaces.

When expressing our appreciation to others, we need to take the time to make sure we 
are communicating it the way they want to receive it. Pupils learnt about the 5 languages 
of love, namely words of affirmation, physical touch, gift giving, quality time and acts of 
service. The Form Teachers shared the details of each love language and engaged the 
pupils in discussions on what they could do to show their appreciation for their parents 
and caregivers. The pupils reflected on their own language of love and thought about that 
of their loved ones so that they could show their appreciation with heightened awareness. 

We kickstarted the day with an overview of what to expect for the day, 
followed by a meaningful video produced by the Videography Club mem-

bers. Under the guidance of Miss Josie 
Lim, their Teacher-in-Charge, the team 
captured the significant and everyday 
moments in the life of the unsung he-
roes in our school community. The video featured heroes such as our school 
attendants, the office staff, the security officers and the canteen vendors. 
The pupils learnt that the best way to thank the heroes was to become a hero 
themselves, making the place a better one for everyone. 

The pupils in each class enjoyed the ACE collage which reminded them of their shared 
experiences in Term 2 and applauded their classmates’ achievement in having exemplified 
the school values during the issuance of School Values Certificates.  The pupils appreciated 
that strong and caring peer relationships is central to effective support for everyone in the 
class. During the Peer Support and Relationships lesson, the pupils continued to develop 
their attitude of gratitude for one another through games and reflections. They understood 
that they could be the bridge to connect people, the importance of looking out for one another, 
how they could provide help where needed and how they could seek help from others when 
they could not resolve a problem on their own. 

Pupils learnt more about the different roles they play and how they can make a difference at home, in school 
and for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lessons on biodiversity, Values-In-Action projects, Use Your Hand Campaign 
and Used Shoes Recycling Project.

Primary 1 pupils learnt about the different types of trees in Singapore, the impact 
of cutting down trees on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One Million Trees Movement” 
by National Parks Board. They celebrated their achievements in “Project I Can” in 
which they accomplished identified tasks on their own, both at home and in school, 
and received feedback and compliments from their family members. As part of the 
project closure, the pupils made “Responsible Neckties” using the template provided 
and wore them with pride. 

Primary 2 pupils watched a video which showed the endangered hawksbill turtles hatch-
ing on Sentosa's Tanjong Beach. They learnt about the biodiversity in marine life and the 
impact of water pollution on these living things. The pupils recognised the importance of 
caring for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responsible decision-making. The pupils also carried 
out an extended lesson for “Project I Care” which promotes kindness. They made a “Kind-
ness Lightbulb” craft and were engaged in discussions about how they could continue to 
spread kindness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The bulbs were hung in the classroom 
to 'light up' the world with kin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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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eep Singapore Clean Movement” in Schools is an effort for pupils to take own-
ership of the cleanliness of their school and the environment. NEA launched a capacity-
building workshop titled “Buddy Clean Workshop” to educate pupils on the importance of 
keeping their school clean as well as to train them in the various skills such as teamwork, 
and communication required for the cleaning activities.  In preparation for “Project We 
Can”, Primary 3 pupils  participated in the workshop to instil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in them and to remind them to be considerate towards others when working together.

In “Project We Care”, Primary 4 pupils got to know more 
about the unsung heroes in the school through interviews. 
They learnt about their feelings and thoughts about their work 
as well as the challenges they faced. The pupils discussed and 
made cards  using recyclables to convey their appreciation for 
the unsung heroes. 

In “Project Waste Not Want Not”, Primary 5 pupils learnt about the waste man-
agement system in Singapore, the limitations of Pulau Semakau and explored 
how Singaporeans could play a part in reducing waste. They will advocate efforts 
to go green with juniors in Primary 2 before sharing it with their neighbours in 
Semester 2. 

The focus for Primary 6 VIA Project, “Project Pay It Forward”, is contributing to the society. The proceeds 
from the jumble sale will be donated to homes adopted by the school. On CCE Day, the pupils were briefed on 
the project purpose and the action plan for it. 

 
During the Cyber Wellness lessons, the pupils were reminded of the impor-

tance of respectful and responsible behaviour online. They learnt about ap-
propriate and inappropriate online expressions before sharing their thoughts 
and feelings through a case study which required them to take on the role of 
an upstander. They pupils were reminded to be a STAR when they were inter-
acting online. They must Sense when something is wrong, Think about what 
needs to be done, Act by doing what they need to do responsibly and Refer to 
an trusted adult for help. 

Apart from the Level VIA Projects, the environmentalists in each class shared 
on their new project of recycling used footwear, the recycling bin provided by Alba, 
and the soles of shoes being recycled to make new running tracks and playground 
surfaces around Singapore. Pupils were encouraged to contribute their shoes for 
this good cause. 

Maha Bodhians continued to make a difference even after leaving the school. 
Graduands from 2021 contributed to their alma mater by sharing their perspec-
tives on how their juniors could adapt to the transition into secondary school 
and cope with the challenges with grit and resilience. Primary 6 pupils watched 
the interview videos recorded by the Primary 6 Form Teachers from 2021 and 
produced by Mrs Serlene Cheong before sharing their thoughts and feelings 
with the class.

 
During the “Student Suggestions Scheme” lesson, the pupils paid atten-

tion to the proposals made by the Prefect Heads, gave additional sugges-
tions for consideration and voted for the proposals they valued for school 
improvement. 

The day ended with the pupils going hands-on, cleaning up their classrooms 
during the “Use Your Hands Campaign”. It was heartening to see the pupils putting 
their heads together to work out win-win options when deciding on their allocation 
of duties and exchanging smiles from time to time. We were thankful that they 
had learnt well and had created more memories for one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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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ha Bodhi School is very honoured to host the 
Second Minister for Education and Foreign Affairs, 
Dr Mohamad Maliki Osman on 25 August 2022. 

During his visit, Dr Maliki interacted with our 
pupils to find out more about their learning experi-
ences. Our pupils shared their learning from our 

Visit of Second Minister for 
Education and Foreign Affairs, 
Dr Mohamad Maliki Osmaom

on 25 August 2022 @ MBS

school-based SAP flagship programme, iPaCC, 
where they deepene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seven cultural modules (琴棋书画茶武艺). They 
also shared their learning through our Learn for 
Life Programme, the LEAP, where they learnt 
more about the major ethnic groups through an 
appreciation of the various art forms unique to each 
culture. Our pupils are privileged to learn the Malay 
language directly from Dr Maliki. He piqued their 
curiosity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language. 

A Kompang welcome by our pupils 

Our pupils sharing on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LEAP 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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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pils also shared their v-logging knowledge 
learnt from their Applied Learning Programme, the 
ELECTA, and invited Dr Maliki to record a short clip 
for the school.

Our pupil sharing on their V-logging journey

Dr Maliki sharing his choice of bead that 
represents his feelings for the day

Our pupil leaders shared the importance of 
supporting their friends in need. They introduced 
Dr Maliki to the ‘How are you’ jar which pupils can 
use to elicit their friends’ emotions in a safe setting.

Dr Maliki also soaked himself in the makers’ 
experience when our pupils shared the activities 

Dr Maliki enjoying a puzzle 
challenge with P2 pupil

Lava Lamp@Makers’ Space The Best Makers’ Space is 
in Your Head

Thank you, 2Min for visiting 
Maha Bodhi School.

they enjoyed making and experimenting in the 
school’s Makerspace. 

In his dialogue with our teachers, Dr Maliki 
shared his observation of the pupils’ excitement 
when they shared their learning experiences. He 
extended his appreciation to the staff for making 
it possible for the pupils. He shared the intentions 
behind some of the national policies and encouraged 
teachers to continue their good work while harmoniz-
ing work-life balance. He stressed on the importance 
of mental well-being for both pupils and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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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Manjusri Secondary School, learning experi-
ences in the aesthetic domain are designed to help our 
students uncover their interests and acquire the knowl-
edge and skills to strengthen their desire to learn for 
life. The school is happy to share that Manjusrians had 
opportunities to display their talent in the arts recently!

Manjusri Artworks Featured at Project 2050 
In July, Manjusrians shared their ideas of what a 

futuristic society could look like in the form of artworks 
as part of Project 2050. It was an art competition fo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to express their creative 
talent using different medium, such as watercolour, ink 
and pencil. Through this project, Manjusrians got t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art as a visual language 
aimed at conveying meaning and purpose.  A group of 
10 Secondary Two Manjusrians had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and the 10 artworks created by them were 
selected as a collage to be featured in Project 2050 
- SYF Art Exhibition 2022 at the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These works of art convey our students’ in-
dividual impressions of Singapore’s buildings in 2050. 

Manjusri Choir @ National Day Parade Virtual 
Choir Interlude 2022

The Manjusri Choir was invited to perform at this 
year’s National Day Parade (NDP) concert segment 
as part of the NDP Virtual Choir Interlude of 95 sing-

er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Manjusrians were thrilled 
to be given this opportunity and trained diligently for 
this performance.  In line with this year’s NDP theme 
song, “Stronger Together”, members of the Manjusri 
Choir demonstrated the school value of excellence and 
worked together with the instructor during practice ses-
sions. They were determined to perform their best for 
the nation and were inspired by the lyrics in the song 

that reminded them to be bigger than their 
fears so that we could rise stronger together.

Manjusrians also had the privilege to 
meet and interact with President Halimah 
Yacob, on 11 June 2022 during a recording 
session held at Nee Soon Camp. It was a 
surreal moment for the choir members as 
they took pictures and shared their feelings 
and experiences with the President. It was 
truly a joy and honour for these Manjusrians 
to be part of this experience.

Learning through the Arts 

          @Manjusri Second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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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ces by students shown clockwise from top left: 
Michelle Halim, Ng Mei Ru, Yee Zi Jian, Lim Hao 

Jing, Mok Zi Yao, Phang Wen Sui Carina, Soo Chee 
Sen, Muhammad Hady Putra Bin Jali, Aliston Tang 

Rui Han and Royce Tai Kang Yu (middle).

Manjusri Choir @ NDP22 Virtual Choir Interlude



Manjusri Choir members doing the recording at Nee Soon Camp

Here are what some Manjusri Choir mem-
bers shared about their experience:

I am excited to be performing for National 
Day!  Since I was young, annual National Day 
songs have always brought me joy.  Now that I 
am performing for National Day, the experience 
does seem surreal. Our Choir has been practic-
ing very hard as everyone knows how much this 
means for our school.  – Tan Xuan Lin, Chairperson

I am thrilled to be performing for this year’s 
National Day! It is definitely a once in a lifetime 
opportunity and I am sure it will be a moment to 
remember. – Ho Jia Hui Chloe, Vice-Chairperson

I like the National Day song because it re-
minds me of how we Singaporeans have over-
come the hardship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together. During the pandemic, we had a rough 
start since it happened so suddenly. However, 
we persevered together as citizens. – Mohammad 
Shafin Shahidul Islam, Sectional Leader

Manjusri Choir members (left) with Boon Lay Choir members and Mdm Halimah Yacob

事前规划，心无牵挂
Plan Well. Live Well

洪可欣 Ang Keh Sin (生命经理师) 
www.nirvanafugui.com +65 92386601 (24 hours)

灵山寺 (永久地契)

富贵山庄(99年地契)

给挚情一份最深的祝福，
              留下一份永恒的

                    感动。

优质的骨灰殿 神主牌 殡葬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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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t Worry, It’s Okay!” This was the title of the 
winning story put together by our very own Man-
jusrians!

In this story, Bruno Bear faces fears about his first 
day of school. Fortunately, he meets a friend who 
extends a helping hand to him. Bruno Bear eventu-
ally pays it forward and carries on acts of kindness 
to people around him. 

From March to July 2021, three teams of Manjusri-
ans participated in their first story writing competi-
tion “Write for Kindness 2021”, as part of the yearly 
Singapore Kindness Movement. In their teams, 
students came up with an original story, coupled 
with their hand-drawn illustrations, about how kind-
ness can be shared. More than fifty schools took 
part in this annual competition and we were thrilled 
to find out that one of our teams emerged as one 

of the top 4 winning entries! 

It was indeed an enriching experience as Manjus-
rians showcased their creativity and skills to put 
together a story they could proudly call their own. It 
was initially a daunting task for the team, knowing 
that many schools were taking part in this competi-
tion. However, it was their quest for personal growth 
and their desire to write a story to call their own that 
propelled them to take the leap of faith.

“I wanted to experience what it is like to write a book 
for children, as it is different from writing essays in 
school,” reflected Cherelle Chew.

For one of them, it was also inspiration from her 
English teacher and her passion for nurturing the 
next generation that made her step out of her 
comfort zone. 

MJR Wins ‘Write for Kindness” 
                     Competition 2021!

Proud winners of “Write for Kindness 2021” smile behind their masks in a photo with Mr Sim.
From left to right:
Brinette Gee Li Ying, Wu Qi En, Clarissa, Arissa Afeeya Binti Ahmad, Mr Sim Chong Boon 
(Principal), Nur Jihanisha, Cherelle Chew Xin Xuan, Verris Koh Zhi 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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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unted Arissa Afeeya, “To be honest, I got my 
inspiration from my English teacher. She fuelled my 
passion for writing. Before all this, I never thought 
that one day I’d enjoy writing as much as I do today. 
I also think it’s never too early to learn about kind-
ness. If I can use words to better the society, why 
not try my best to fully utilise it?”

After arduous hours of conceptualisation, designing 
and writing, the team emerged not just as winners, 
but as budding story writers who relished the op-
portunity of knowing that a work of their own will be 
published for the general public. 

Achievement aside, when asked about what they 
had learnt from this experience, all of them shared 
different learning points. For some, it was values like 
patience and teamwork that they picked up; having 
to revise their story countless times and work on 
their draft tirelessly. For others, it was fresh new 
perspectives about the processes behind writing 
a story. 

Their work is now published onhttp://kindsville.
kindness.sg/stories/, a website that houses winning 
works from past seasons of ‘Write for Kindness’ 
Competition.

Well done Manjusrians! May you continue to inspire 
and excite others with your love for the English 
Language!

Book cover of “Don’t Worry, you’ll be Okay!”
Illustrator by Verris Koh

Presentation of trophy and Certificate of Ac-
complishment to Mr Sim, Principal of Manjusri 
Secondary.

“I learne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eam-
work. We had different ideas, so we had 
to consolidate our ideas and agree on 

what we wanted to showcase in our story.” 
(Clarissa Wu)

“I had to read a couple of children books 
for this competition. I realised that children 
love repetition in their stories. It makes the 

text more interesting for them, and that 
repetition captures their attention.”

(Nur Jihani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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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莲寺新导师与正副监院
                          就职典礼

清莲寺外大合照

广品大和尚带领四众弟子上供礼佛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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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声大和尚表示，他感到此日是一个很殊胜的

日子，而他以前也曾参与清莲寺的一项项目，留下

深刻印象，“记得上一任的住持有个心愿，他希望

道场可以延续下去，继续弘扬佛法，这也是先辈们

一致的心愿。今天，看到新的一批人接班，心愿可

以完成，我感到非常欣慰。”

广声大和尚也强调，“建立一个道场是一件非

不容易的事，需要

法师与护法信众各

方面的护持，才能

圆满道场，弘扬佛

法。”

最后他表示，

清莲寺具备很好的

环境与条件，希望

法师们继续把这个

地方发扬光大。

清 莲 寺 导 师

广品大和尚在致辞

时，首先感谢清莲

寺 信 托 成 员 ， 今

佛历2566年，公元2022年9月25日(星期日)上

午10点，清莲寺举行新任导师广品大和尚、监院宝

宁法师，副监院严钦法师就职典礼。

一大清早，先恭请法成法师主理请师仪式，他

带领信众迎请导师到大殿。接着，司仪陈天送居士

恭请普觉禅寺广声大和尚鉴证宣誓，主持就职移交

仪式。



日之成就有赖于

他们多年来坚守

岗位，保护如来

家业所结下的因

缘。

广品大和尚

说，本来是受邀

为住持，但他近

年来已经放下不

少事务，专注培

育新人接棒，所以他向信托会建议改当导师，“作

为一个佛家弟子，荷担如来大业，不仅是内修体

证，也要弘法利生。”

广品大和尚表示，他很容幸邀得宝宁法师与严

钦法师担任正副监院，他与两位监院将秉持着清莲

寺的宗旨与信念，将佛法继续流传。

信托会代表张善音居士在她的致致谢词中，

感恩四众弟子百忙中拨冗出席观礼，给予清莲寺精

神上的支持。“为了圆满此次典礼，从修缮、整理

本寺环境到典礼的筹备工作上，所有义工们的踊跃

参与以及不辞辛劳地付出，我们铭感于心。我们期

许清莲寺在新任导师、正副监院的领导下，不辜负

信众的支持，并在弘扬佛法的事业上尽一份绵薄之

力。”

张居士希望信众继续给予清莲寺爱护与支持，

寺院也将以服务众生的精神开展一系列的佛事活

动。

接着，众人在广品大和尚的领导下上供礼佛。

最后，新任导师广品大和尚、监院宝宁法师，

副监院严钦法师与信托会成员、寺院庵堂代表们移

玉大殿外拍照留念。此外，清莲寺也特备素宴款待

与会宾客。

广声大和尚监证广品大和尚宣誓 广声大和尚监证宣誓

信众鼎力支持座无虚席

在大殿上供礼佛
宝宁法师与严钦法师宣誓

信托会代表张善音居士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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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就偏爱阅读漫画书也对美术设计有着浓

厚的兴趣与天分。中学时代，就立下志愿将来要当

一名广告设计师。毕业于美专设计后，当上多间广

告公司的资深设计师与顾问。可是却对绘画漫画一

直有着一份热忱，立志要成为本地的一名佛教漫画

师。

学佛的一段因缘

2004那年，34岁，我就开始寻找为何人的

一生有那么多的“苦难”的疑问。在接触佛教教

育后，才明白人的“苦”是来自个人内心的三毒         

(贪、嗔、痴)。这三毒让我们永远脱离不了六道轮

回“苦”。就这样我对佛法升起了信心也和佛教结

上了一段善缘。一年过后，我和妻子一同皈依了

三宝(佛、法、僧)。从此我们就一同走向了佛道之

路。

通过漫画的方式来推广佛教

归依后，我在本地多所佛寺院当起了设计义

工。2010年的某一天，也不知为何我一直在想着该

用什么方式为佛教尽多一份力。很自然地，浮现在

脑里的就是以自己最擅长的绘画漫画来弘扬佛法。

决定之后，我就开始了个人创作佛教漫画的生涯。

在创作过程中，我有两个考量点。

(1) 考虑到每个人都是忙着学业，事业与家庭，没

有太多时间能来学习佛法。所以所制作的漫

画一定要容易易懂。

(2) 用有趣与幽默的单格漫画方式来作画，把我周

围的点点滴滴简单化。这个过程虽然非常煎

熬但却富有挑战性。

创作灵感的来源

当初创作灵感来着多方面⋯⋯有些来自佛教书

与佛教漫画

■ 文. 杨怀勤 ■

~ 让佛教漫画教育与艺术走向人心

的一段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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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有些是参加法会，在法师开示中

得到灵感。可是大部分的灵感，是来

自过去在新加坡青年弘法团，当任佛

教周日家长班义工老师的期间和家长

通过交流中收集到一些家长对佛教的

疑惑。

一本属于本地佛教界的漫画书籍

2018年的卫塞节，在光明山普觉

禅寺出版社的协助下，我终于出版了

我生平的第一本佛教漫画书。我忠心感恩光明山普

觉禅寺出版社。这本佛教漫画书取名“我问佛”与

大家结善缘。当天我也收到许多善意的反馈，这让

我更有信心再次筹备下一本佛教漫画书籍。网友们

也能在光明山普觉禅寺的网络电子书籍阅读到。

文殊中学首所学校进行佛教漫画班

在2022年，我成为教育部旗下的兼职美术

教员。这让我能在多所中小学进行美术教导。

最让我法喜也很感恩的是能在文殊中学Manjusri 

Secondary School的 Buddhist Interact Club和学生

们分享我创造佛教漫画的心德。学校师生们都很友

善地接纳我的教导方式。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看到每

位学生落实了校方的[智、行、慈、愿]这四大价值

观。这四大价值观能常在教师们口中听到，提醒着

学生要注意个人的言行举止。这也是我给予学生们

作画的灵感。

我非常感恩文殊中学负责老师，以及负责

Buddhist Interact Club的Ms Alexandra Pang和Dr 

Lim Si Hui与Mrs Cheng-Ling Ai Keow，大家在共

同的目标努力。

对佛教漫画的展望

谈到对佛教漫画的前景与展望，我认为佛教正

在逐渐走向年轻化、生活化。所以我积极寻找年轻

的漫画师。同时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在多间佛

教道场举办个人的佛教漫画展推广佛教漫画这门教

育与艺术。从中发觉新一代漫画师透过创作多一些

有管佛教的漫画，于广大人群结善缘。这不只是为

自己修福报也给大家一个学佛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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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陀
出
家
四
愿
■ 文. 常静 ■

佛陀出家四愿，是指释迦如来最初发心欲出家时所发的四种济度众生的誓愿。这四

种誓愿分别为：一、愿济众生困厄; 二、愿除众生惑障; 三、愿断众生邪见; 四、愿度众

生苦轮。

一、愿济众生困厄

佛陀在出家之前，发了四种大愿。其中第一愿为愿济众生困厄。这一大愿出自《普

曜经》，经云：“本学道时，设我成正觉，逮一切智被弘誓铠。众生困厄救众恼患，吾

当济脱生老病死三界之缚，猗在世俗周旋众难，使至寂然，令无恩爱，是第一愿。”佛

陀发愿当自己成就佛道，获得无漏智慧之时，当众生遭遇艰难困苦而无法出离之时，佛

陀就会慈悲救度众生的困苦恼患，济度众生出离老病死之苦，以及所受三界的束缚，让

众生脱离在世俗中周旋各种苦难困惑，令众生断除恩爱缠缚，得到自在快乐。

当众生遇到困苦危难之时，佛陀为救济众生出离苦难，会作众生之友，代众生受

苦，让众生都能得到究竟快乐。如《八大人觉经》云：“第八觉知，生死炽然，苦恼无

量。发大乘心，普济一切；愿代众生，受无量苦；令诸众生，毕竟大乐。”

度众生一切苦厄，是诸佛菩萨在过去世修菩萨行的共同誓愿。大乘佛教修行的目

的，是为了自利利他。也就是说，菩萨的修行是为了普度众生。因而诸佛菩萨慈悲为

怀，视众生如同己身，视众生之苦如己受苦，愿救度众生，使之出离苦海。

二、愿除众生惑障

佛陀出家之前发的第二大愿是愿除众生惑障。经云：“众生没在无明窈冥，悉无

所知，愚痴 昧生秽浊树，当为显示如清净眼，内外无限，是第二愿。”惑障，指众生

由贪欲、嗔恚、愚痴等之惑而障蔽正道。新译《仁王经》卷上曰：“实智平等，永断惑

障。”众生沉没在生死苦海，处于无明幽暗之中而不自知，经常处于贪欲、嗔恚、愚痴

之中不能自拔。众生被惑障所缚，不仅没有正知见，而且无法修学正道。佛陀观照到众

生处于愚痴、暗昧之中，就会为众生显示如清净眼内外无障，令众生出离惑障之苦。

三、愿断众生邪见

佛陀出家之前发的第三大愿是愿断众生邪见。经云：“众生在世立自大幢，常计吾

我而意贪身，尊己贱彼心存颠倒，处诸邪见无常，不慕圣道，堕于三业，皆当开化令入

正真，是第三愿。”众生常有我执，贪图己身为实有，常会尊己贱彼，心存颠倒妄想，

常有邪见，不仰慕圣道，常造作身口意三业。佛陀悲悯众生的颠倒邪见，常会开导蒙

昧，化恶向善，令众生都入正真之道。

众生常存我慢自大之心，轻视别人，常怀各种邪见。由于众生心存邪见，不知修证

圣道，所以，在修行上难以有成就。只有断除众生的邪见，使之归于正见，才能在修行

上安住于正道，最终才能修学有成，成就圣果。

四、愿度众生苦轮

佛陀出家之前发的第四大愿是愿度众生苦轮。经云：“众生没在生死之患，轮转无

际灭智慧根，迷惑五趣不能自济，当为说法令得度脱，是为四愿。”众生常在六道中轮

转不息，处于生死之苦中不能自拔。众生在六道中轮转没有穷尽，智慧根本均已断灭，

迷惑五趣中不能济度自己。

佛陀观照到众生处于生死之苦中不得自由，于是就会为众生讲说解脱之法，令众生

都能出离生死苦海，得涅 大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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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王艺 ■

戒杀护生是佛教基本戒条和教义。佛教之所以要

求佛弟子持守不杀生戒，目的在于培养佛弟子的慈悲

心。从佛教戒杀护生教义来说，护生即护心。

很多佛教经典都认为，食肉即杀生，断慈悲种

子。如《涅 经》中迦叶菩萨问佛：“云何如来不听食

肉？”佛言：“夫食肉者，断大慈种。”食肉之人，虽然

没有亲手杀生，但由于食肉，就助长了别人造作杀业，

因而就失去了慈悲心。食肉尚且断了慈悲心，更不用

说自己动手杀食众生了。在《梵网经》中也有类似的叙

述。经云：“若佛子一切肉不得食，断大慈悲佛种子，

一切众生见而舍去，是故一切菩萨不得食一切众生肉，

食肉得无量罪。”既然食肉即断慈悲种子，反之，护生

就是培养慈悲心。

明末高僧莲池大师说：“一芒触而肤栗，片发拔

而色变，已之身人之身，疾痛疴痒宁有一乎？”意思是

说，我们只要想到一根芒刺触到皮肤都会使我们颤

抖，一根头发被拔都会痛得变色，再想到别人所受的

痛苦，也会有与我们一样的感受，那么，我们就会推己

及人，心怀慈悲，不会再做杀生害命之事了。 

现代著名画家、散文家、翻译家、美术和音乐教育

家丰子恺(1898—1975)先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艺

大师。他在跟从弘一法师学习音乐和绘画期间，由于受

到弘一法师的影响，对佛教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并皈依

弘一法师，成为一名虔诚的佛弟子。丰子恺在上海居住

期间，弘一法师与丰子恺约定，由丰子恺作画，弘一法

师题词，创作《护生画集》。

弘一法师劝勉丰子恺创作《护生画集》的目的是为

了尊重和保护一切生灵，宣扬佛教慈悲不杀的精神。如

《护生画集》第一集中的“吾儿”，画的是鸡妈妈望着鸡

蛋壳，猜测小鸡去向的情景。画作告诉我们慈母对子女

的牵挂，使我们不忍心杀戮小鸡。不过，丰子恺所提倡

的护生不是笼统地爱护一切自然万物,他的“护生”归

宿点还是人。他认为“提倡护生,不是为了看重动物的

性命”。丰子恺在《护生画集》序言中说：“护生者，护

心也。这是护生的主要目的，故曰“护生者，护心也。”

详言之：护生是护自己的心，并不是护动植物。再详言

之，残杀动植物这种举动，足以养成人的残忍心，而把

这残忍心移用于同类的人。故护生实在是为人生，不是

为动植物，普劝世间读此书者，切勿拘泥字面。”

丰子恺所说的“护生者，护心也”,即通过护生去

除残忍之心,培养慈悲心,以慈悲情怀对待人世。当代

高僧广洽法师在一篇文章中盛赞丰子恺创作《护生画

集》的坚毅：“不受环境的挫折而停顿，不受病魔的侵

患而退馁，以护生则护心，永远保持这颗赤裸裸对待

人的良心善念，生死以之，义无返顾。”

丰子恺在《则勿毁之已》一文中说：“《护生画

集》之旨，是劝人爱惜生命，戒除残杀，由此而长养仁

爱，鼓吹和平。惜生是手段，养生是目的，故序文中说‘

护生’就是‘护心’。”丰子恺在该文中又说：

顽童一脚踏死数百蚂蚁，我劝他不要。并非爱惜

蚂蚁，或者想供养蚂蚁，只恐这一点残忍心扩而充之，

将来会变成侵略者，用飞机载了重磅炸弹去虐杀无辜

的平民，故读《护生画集》，须体会其“理”，不可执着

其“事”。

由以上论述可见，丰子恺创作《护生画集》的目

的是劝人护生，并通过护生来培养慈悲心，断除残忍

心。

丰子恺认为，人的很多不良习气虽然有很多是从

前带来的，但今生的熏习，也足以使一个善良的孩子成

为一位凶残的成人。正因为人可能因杀生扩充残忍之

心，因此，丰子恺希望通过让读者阅读《护生画集》，

培养自己的慈悲心，从而养成自觉护生的良好习惯。

台湾著名散文家林清玄在《欢乐悲歌》一文中谈

到护生即护心时讲了一则故事：古代的法庭中都设有“

庭丁”，庭丁一向是选择好人家的孩子，也就是身家清

白的人担任，专门做鞭笞刑囚犯人的工作。这些人一开

始听到犯人惨号，没有不惊伤惨戚的，但打的人多了，

鞭人如击土石一般，一点也没有悲悯之心。到后来或谈

笑刑囚犯，或心中充满恨意，或小罪给予大刑。到最

后，就杀人如割草了。

庭丁在鞭打囚犯时，开始还有不忍之心，但鞭打

的囚犯多了，他们自己也麻木了。他们在鞭打囚犯时，不

仅没有悲悯之心，反而还以鞭打囚犯为乐，甚至轻罪重

罚。到最后竟然变得惨无人道，杀人如割草了。

三国时期蜀国先主刘备在临终前告诫儿子刘禅：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警示刘禅，

不要因为坏事小就去做，更不能因为好事小而不去做。

小恶积累多了就“足以乱国家”，小善积多了就成为利

天下的大善。我们戒杀护生也是如此，从不踩踏地上的

昆虫蚂蚁开始践行护生，逐渐培养慈悲心。天长日久，

就会以大慈悲心对待众生，永不再做杀生之事了。

护生即护心
般若文稿



诸佛菩萨常以慈悲心度化众生，因此，佛教

以慈悲为本。诸佛菩萨在度化众生时，常会根据众

生的根性以各种善巧方便对机说法，故说佛教以方

便为门。如元·朱凯《昊天塔》第四折中长老说：  

“俺出家的人，慈悲为本，方便为门。”

慈悲心是诸佛菩萨悲悯众生的情怀，也是所

有佛子应当修学的基本品格。慈悲的含义为：慈爱

众生并给予快乐(与乐)，称为慈；同感其苦，怜悯

众生，并拔除其苦(拔苦)，称为悲，二者合称为慈

悲。《大智度论》卷二十七云：“大慈与一切众生

乐(与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拔苦)”《涅 经》

卷十五云：“为诸众生除无利益，是名大慈。欲与

众生无量利益，是名大悲。”诸佛菩萨的慈悲都是

将众生的痛苦视为自己痛苦的同心同感的状态，因

而称为“同体大悲”。又因诸佛菩萨的悲心广大无

有穷尽，因而又称为“无盖大悲”。南朝梁·沈约  

《究竟慈悲论》指出：“释氏之教，义本慈悲。”

慈悲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也是四无量心的基本

内容之一。在众多佛教典籍中，都有对慈悲的论述。

如《大智度论》卷二十九将慈、悲含摄于四无量心

中，而分别称为“慈无量心”与“悲无量心”。另

据《大智度论》卷四十所载，慈悲有三种：一是生

缘慈悲，又作有情缘慈、众生缘慈。即观一切众生

犹如赤子，而与乐拔苦，这是普通凡夫的慈悲。声

闻、缘觉、菩萨等三乘圣者最初的慈悲也属于这种

类型，因而称为小悲。二是法缘慈悲，指开悟诸法

乃无我之真理所起之慈悲。系无学(阿罗汉)之二乘

及初地以上菩萨之慈悲，又称中悲。三、无缘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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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为远离差别之见解，无分别心而起的平

等绝对之慈悲，此系佛独具之大悲，非凡

夫、二乘等所能起，故特称为大慈大悲、大

慈悲。慈悲是发起一切善行的基础，各种善

法均由慈悲而生起。一切佛法如果离开慈

悲，则为魔法。

慈悲思想与佛教关系十分密切，尤其

是大乘佛教所倡导的菩萨道，正是慈悲精神

的实践与完成。《般若经》中说：“菩萨因

众生而生大悲心，因大悲心而长养菩提，因

菩提而成就佛道。”如果菩萨看到众生的忧

苦，不激发慈悲心，进而上求下化，拔苦与

乐，就无法成就菩提大道，因此，慈悲心是

菩萨成佛的必要条件。

观世音菩萨是以慈悲著称的菩萨。观世

音菩萨本来已经成佛，号正法明如来。但为了

悲悯并救拔世间众生，观世音菩萨不住佛位，

特在世间以菩萨身份度化众生。《观世音菩萨

普门品》中详细描述了观世音菩萨的慈悲行

愿：“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

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

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若有持是观世

音菩萨名者，设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

威神力故。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

处。⋯⋯善男子，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

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辟支佛身得度

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

观世音菩萨常以寻声救苦、随缘示现、有求必

应的慈悲愿力来度化世间众生。当众生遇到各种急

难之时，若能诚心念诵观世音菩萨名号，观世音菩

萨就会即时观其音声前往救度。观世音菩萨为了方

便救度众生，常常根据众生的得度因缘，示现种种

不同的身份救度众生。观世音菩萨就是以无限慈悲

之心，种种因缘令更多的众生都能得到救度。观音

菩萨慈悲特色是众生凡有所求，观世音菩萨都会有

求必应，满足众生的不同愿望。

佛菩萨度化众生时，只有慈悲是远远不够

的，还需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权巧之智，称

为“方便门”。如唐·窥基《法华经玄赞》卷三解

释：“利物有则曰方，随时而济曰便。”佛菩萨教

化众生时，为顺应众生的能力素质，而运用种种方

便，巧妙摄取教化众生，称为善巧摄化。为适应众

生，而巧妙运用种种方法以救度之，此种方法，则

称善巧方便。《维摩诘经·法供养品》云：“以方

便力，为诸众生分别解说，显示分明。”《六祖坛

经·般若品》云：“欲拟化他人，自须有方便。”

不论是善巧摄化，还是善巧方便，都是佛菩萨应机

方便度化众生的方式。

佛教方便为门的最主要的表现为对机说法。

对机说法，是指佛菩萨在教化众生时，常会根据受

教者的能力和根机不同，而施以不同方式的说教。

对机说法，又作随机说法、随机散说、随宜说教、

应机接物，主要指佛之教化而言。佛陀在教化众生

时，为了方便众生理解自己所讲说的教义，常常以

各种善巧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为众生解说，

从而将深奥的佛理讲说得浅显直白。如《法华经》

云：“舍利弗，过去诸佛以无量无数方便、种种因

缘、譬喻言辞，而为众生演说诸法，是法皆为一

佛乘故。是诸众生从诸佛闻法，究竟皆得一切种

智。”

在诸多佛典中都有对于对机说法的论述。如  

《金光明最胜王经》云：“此诸众生有上中下，随

彼机性，而为说法。然佛世尊无有分别，随其器

量，善应机缘，为彼说法。”善导大师《观经疏玄

义分》云：“如来对机说法多种不同，渐顿随宜，

隐彰有异，或六根通说，相好亦然。”天台宗五时

教判，即以华严、鹿苑、方等、般若等前四时为方

便之教化利益。

佛教经典中常把佛陀比喻为大医王，把佛陀对

机说法称之为“应病与药”。佛经中常说，众生有

八万四千烦恼，因而佛陀讲说八万四千法门，应病

与药，以对治众生的这些烦恼。佛陀常把众生的种

种迷惑、束缚、贪婪、嗔恚等烦恼视为种种病症，

常根据众生的不同病症而讲说不同的法，以对治众

生的诸种烦恼。如《维摩诘经·佛国品》云：“应

病与药，令得服行。”《大般涅 经》亦云：“诸

凡夫之病总为贪欲、嗔恚、愚痴等三种。教示贪欲

病者观骨相，嗔恚病者观慈悲相，愚痴病者观十二

缘相。”又如《菩提心论》曰：“诸佛慈悲，从真

起用，救摄众生，应病与药，施诸法门。”

诸佛菩萨教化众生以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能

使更多的众生得到快速教化。在日常修行中，我们

若能善用此方，不仅能更好地教化他人，也能与人

的关系更加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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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禅悦 ■

在尘世间生活的凡夫俗子，经常会受到来自各方

面的名利诱惑。由于名利能给人带来很多好处，于是

便有很多人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名利，千方百计投机

钻营，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名利又是把双刃剑，

在给人带来利益的同时，也会给人带来灾难和痛苦。

三国时魏国文学家李康的《运命论》云：“木秀于

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

之。”正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猪养肥了必然导致被

屠杀，成为他人之美肴；而人出名后，则会招来嫉妒，

受人白眼，遭到排挤，甚至可能由此而种下自己的祸

根，直至走入死地。

有一个禅师出远门，走了很久的路，感觉又冷又

饿，路过一家人的房子，闻到里面传来阵阵香气，于

是，他就走进去说：“我能把破了的针鼻补起来，只是

我现在饿得没有一点力气，你们只要给我一些吃的，

我就能把你们家破了的针补起来。”

那家人听了，没有一个人相信禅师说的话，就

说：“我们今天倒要看看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本领！”

他们一家人忙忙碌碌，做了一桌子好菜。禅师早就

饥肠辘辘了，毫不客气地饱餐了一顿，吃饱喝足以后就

一本正经地说：“好了，我现在有力气了，你们快把破

了的针鼻子拿来，我要动手补了。”那家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没想到禅师说出这样的话，愣在那里不知

如何是好，说道：“谁家的针破了，还能找到针鼻子？

你这不是在作弄人吗？”

禅师说道：“我的确会补针，并没有作弄你们!没

有针鼻子，让我怎么补呢？如果你们找不出针鼻子，

那我也没办法，你们就看不到我补针的技术了！送你

名闻利养浅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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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几句话吧，也不枉白吃这顿饭，正可谓‘名是缰，利

是锁，尘世间的诱惑如绳索一般牵绊着众人。一切烦

恼、忧愁、痛苦皆由此来。若想摆脱，首先要摆脱名

利。’”

禅师认为，人世间很多痛苦是由名利引起，由于

有了名利之心，就会去贪求很多东西。对于自己已经得

到的名利不知满足，还要贪求更多。对尚未得到的财

利，会拼命去追求，求之不得，就会莫名痛苦。

一次，一个游方和尚问曹山禅师：“人世间最珍贵

的是什么？”

曹山禅师抬眼远眺，只见树的枝杈上悬挂着一团

黑色的尸体，于是说道：“死猫的头最珍贵！”

和尚不解地问道：“为什么呢？为什么世人认为一

钱不值的东西，禅师竟认为是人世间最珍贵的？”

曹山笑着说：“树根大枝弯，世人因为看它无用，

它便得以生存；栎树虽然一表树才，但是做船船沉，做

棺腐朽，造器具即折毁，当屋柱生蛀虫，完全没有用

处，唯一有用的就是用来乘凉。正是因为他们无用，所

以才珍贵！”死猫的头最贵，是因为没有人出价争夺，

也没有人出得起性命价钱呀！”

世人贪名逐利，你欺骗我，我欺骗

你，斤斤计较成败得失，把生命都耗费在

名利上，到头来只能是一场空。其实，世

间最珍贵的不是有价的名利，而是无价的

自己。人生难得，谁愿意给自己标出一个

价码给别人？没有，因为生命是任何东西

都换不回来的。

洞山良价禅师感觉自己即将离开人

世。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人们从四面八

方赶来探望，连朝廷也派人赶来探望。

洞山禅师走出来，脸上洋溢着莲花

般的微笑。他看着满院的僧众，大声说：“

我在世间沾了一点闲名，如今躯壳即将散

坏，闲名也该去除。你们之中有谁能够替

我除去闲名？”

殿前一片寂静，没有人知道该怎么

办。

忽然，一个前几天才上山来的小和尚

走到禅师面前，恭敬地顶礼之后，高声说

道：“请问和尚法号是什么？”

话刚一出口，所有的人都投来埋怨的

眼光。有的人低声斥责小和尚目无尊长，

对禅师不敬，有的人埋怨小和尚无知，院

子里闹哄哄的。

洞山禅师听了小和尚的问话，大声笑

着说：“好啊！我现在没有闲名了，还是小

和尚聪明呀！”于是坐下来闭目合十，就此离去。

小和尚眼中的泪水止不住流了下来，他看看师父

的身体，庆幸在师父圆寂之前，自己还能替师父除去

闲名。

过了一会儿，小和尚被周围的人围了起来，他们责

问道：“真是岂有此理！连洞山禅师的法号都不知道，

你来这里干什么？”

小和尚看着周围的人，无可奈何地说：“他是我的

师父，他的法号我岂能不知？”

“那你为什么要那样问呢？”

小和尚答道：“我那样做就会为了除去师父的闲

名！”

世人皆为闲名微利劳累一生，到头来又有几个

能在岁月中留下痕迹？名闻利养都不过是过眼云烟，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人活着应该踏踏实实过好这一

生，快乐就更好，更无他求。生命的最高境界应该是

无欲、无争，功名利禄不过如梦幻泡影，又何必以死相

争。所以，当我们在面对名闻利养的诱惑时，应当看淡

一点，这样我们就能够过上心态平和，充满乐趣的人

生。



很多汉传佛教寺院的大雄宝殿中，通常会供奉

十八罗汉像。十八罗汉，即证得罗汉果位的十八位

尊者。罗汉，是阿罗汉的简称，又作阿卢汉、阿罗

诃、阿 呵、阿黎呵、遏 曷帝。罗汉的汉语含有

杀贼、无生、应供等义。杀贼，意即杀尽(断除)烦

恼(见、思之惑)贼；无生(不生)意即证入涅 ，解脱

生死，不生不灭；应供意即断尽三界见思之惑，证

得尽智，堪受世间大供养。

《俱舍论》卷二十四中谓：阿罗汉乃声闻四果

(初果须陀洹、二果斯陀含、三果阿那含、四果阿罗

汉)之一，为小乘佛教的最高果位。可分为二种，

即：一、阿罗汉向，指尚在修行阶段，而趋向于阿

罗汉果者。二、阿罗汉果，指断尽一切烦恼，得尽

智而受世间大供养之圣者。证入此果位者，四智圆

融无碍而无法可学，故称无学、无学果、无学位；

若再完成无学正见乃至无学正定之八圣道，以及无

学解脱、无学正智等十种无漏法，则称为十无学

支。

略
说

十
八
罗
汉

从广义上来说，罗汉果位指小乘佛教的最高果

位。从狭义上来说，罗汉果位则指佛的得法弟子可

以修证的最高果位，但是此果位属于小乘佛教的最

高果位，比之菩萨、佛的果位来说，并不究竟。证

得罗汉果位，只代表个人身心清净，断无明，了生

死，不再轮回，此果位修证的是个人解脱而无法普

度众生，只能自度。而菩萨所修行的大乘佛道则是

自觉觉他，自己觉悟后又以觉悟他人为己任，这种

境界明显高于罗汉果位。而佛所证的无余涅 境界

则是在自觉觉他之后，觉行圆满，境界最高。

据《大阿罗汉难提蜜多罗所说法住记》中记

载，佛陀在涅 前，曾叮嘱十六位证得阿罗汉果位

的弟子，不入涅 ，永住世间，护持佛法，使佛法

常留世间。经云：“佛陀般涅 时，以无上法付嘱

十六大阿罗汉并眷属等。令其护持使法不灭没，及

敕其身与诸施主作真福田，令彼施者得大果报。若

此世界一切国王辅相，大臣长者居士，若男若女发

殷净心，为四方僧设大施会，或设五年无遮施会，

般若文稿

26

■ 文. 静水无尘 ■



或庆寺庆像庆经幡等施设大会，或延请僧至所住处

设大福会，或诣寺中经行处等，安布上妙诸坐卧

具，衣药饮食奉施僧众。时此十六大阿罗汉，及诸

眷属随其所应分散往赴，现种种形蔽隐圣仪，同常

凡众密受供具。令诸施主得胜果报，如是十六大阿

罗汉，护持正法饶益有情。”

下面对这十六位尊者(罗汉)略做介绍：

一、宾度 跋罗惰 尊者

宾度 跋罗惰 尊者，又名坐鹿罗汉，与自眷

属千阿罗汉，多分住在西瞿陀尼洲。其像端坐神

鹿、若有所思。宾度 是印度婆罗门中的名门望

族，跋罗惰 尊者原是优陀延王的朝中大臣，后出

家入深山修行。一日，尊者骑着鹿出现在皇宫前，

度化了国王优陀延王出家。

二、迦诺迦伐蹉尊者

迦诺迦伐蹉尊者，又名欢喜罗汉，与自眷属五

百阿罗汉，多分住北方迦湿弥罗国。迦诺迦伐蹉尊

者是古印度论师之一。因他在演说及辩论时，常带

笑容，又因论喜庆而名闻遐迩，故名喜庆罗汉，或

欢喜罗汉。

三、迦诺迦跋厘堕 尊者

迦诺迦跋厘堕 尊者，又名举钵罗汉，与自眷

属六百阿罗汉，多分住在东胜身洲。尊者是一位慈

悲平等托钵化缘的行者。藉托钵福利世人，予众生

种植福德，并为他们讲说佛法，以身教、言教度化

众生。

四、苏频陀尊者

苏频陀尊者，又名托塔罗汉，与自眷属七百阿

罗汉，多分住在北俱卢洲。其像手托七层宝塔，威

而不怒。苏频陀尊者是佛陀的最后一位弟子，佛陀

涅 之后，他为表示怀念佛陀而特制一佛塔，随身

携带。

五、诺距罗尊者

诺距罗尊者，又名静坐罗汉，与自眷属八百

阿罗汉，多分住在南赡部洲。诺距罗尊者像安详禅

坐，神态自若。尊者出家前为一位战士，力大无

比，出家后佛陀让他静坐修行，放弃从前当战士时

那种打打杀杀的观念，故他在静坐时仍现出大力士

的体格。

六、跋陀罗尊者

跋陀罗尊者，又名过江罗汉，与自眷属九百阿

罗汉，多分住在耽没罗洲。尊者因出生跋陀罗下，

故此得名。相传他由印度乘船到东印度群岛中的爪

哇岛去传播佛法，因此称之为过江罗汉。其像身负

经卷，洒脱自在。

七、迦理迦尊者

迦理迦尊者，又名骑象罗汉，与自眷属千阿罗

汉，多分住在僧伽荼洲。迦理迦尊者像骑于象背，

手持佛经，目极四方。迦理迦为骑象人的意思。尊

者本为一名训象师，后出家修行，证得圣果，故名

骑象罗汉。

八、伐 罗弗多罗尊者

伐 罗弗多罗尊者，又名笑狮罗汉，与自眷属

千一百阿罗汉，多分住在钵刺 洲。尊者像身材魁

梧，身边有一小狮子。传说尊者曾为猎人，连狮子

老虎都会猎杀。后来被高僧度化，出家修行。小狮

子感谢他再不杀生之德，常伴身边，故得名笑狮罗

汉。又传说由于他过去世从不杀生，广绩善缘，故

此一生无病无痛，而且有五种不死的福力。故又称

他为“金刚子”，深受人们的赞美和尊敬。

九、戍博迦尊者

戍博迦尊者，又名开心罗汉，与自眷属九百

阿罗汉，多分住在香醉山中。其像袒怀露心，使人

觉知佛在心中，即心即佛。相传他是中天竺国王

之太子，他的弟弟要与他争夺王位，他便对弟弟

说：“你来做皇帝，我去出家。”他的弟弟不信，

他说：“我的心中只有佛！”当他袒开胸怀，弟弟

果然看见他的心中果然有一佛，于是不再作乱。又

有传说尊者出身低微，沦为乞丐，后被佛陀收留，

成为弟子，并且很快就证得圣果，开心见佛，故此

被称为“开心罗汉”。

十、半托迦尊者

半托迦尊者，又名探手罗汉，与自眷属千三

百阿罗汉，多分住在三十三天。尊者像双手向上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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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伸懒腰，打哈欠。他被称为探手罗汉，因他打

坐时常用半跏趺坐法，这种坐法是将一腿架于另一

腿上，即单盘膝法，打坐完毕即将双手举起，长呼

一口气。

十一、 怙罗尊者

怙罗尊者，又名沉思罗汉，与自眷属千一百

阿罗汉，多分住在毕利扬瞿洲。尊者像表情深沉，

犹在沉思瞑想。尊者是佛陀的儿子，幼年即跟随佛

陀出家，以“密行第一”而闻名。所谓“密行”，

小乘指持戒严密的修行，大乘指蕴善于内而不外着

的修行。 怙罗尊者外现罗汉相，内密菩萨行。

十二、那伽犀那尊者

那伽犀那尊者，又名挖耳罗汉，与自眷属千二

百阿罗汉，多分住在半度波山。尊者像安逸自在、

怡神通窍，作挖耳状。尊者又称“那先比丘”，是

一位论师，擅长佛学理论，以耳根清净闻名。

十三、因揭陀尊者

因揭陀尊者，又名布袋罗汉，与自眷属千三

百阿罗汉，多分住在广胁山中。尊者像肩负布袋，

袒怀大肚，欢喜自在。相传尊者是印度的一位捉蛇

人，他捉蛇是为了方便行人免被蛇咬。他捉蛇后拔

去其毒牙而放生于深山，因发善心而修成正果。他

的布袋原是装蛇的布袋。

十四、伐那婆斯尊者

伐那婆斯尊者，又名芭蕉罗汉，与自眷属千

四百阿罗汉，多分住在可住山中。伐那婆斯尊者像

沉静有礼，深思好学。相传尊者出生时，雨下得正

大，院子里的芭蕉树被大雨打得沙沙作响，他的父

亲因此为他取名为伐那婆斯(雨)。他出家后，常喜

欢在芭蕉下修行，故名芭蕉罗汉。

十五、阿氏多尊者

阿氏多尊者，又名长眉罗汉，与自眷属千五百

阿罗汉，多分住在鹫峰山中。阿氏多尊者像安然慈

善，两条长眉垂至胸前。据说尊者生下来天生就长

有两条长长的白眉毛。据说前世也是一位修行人，

修行到老眉毛脱落了也没证得圣果，再世为人后，

因出生即有长眉被人谓有“佛相”，其父便送他出

家为僧，终于修得罗汉果位。

十六、注荼半托迦尊者

注荼半托迦尊者，又名看门罗汉，与自眷属

千六百阿罗汉，多分住在持轴山中。尊者像手持锡

杖，威严警觉。据说尊者最初到各处化缘时，常用

拳头打门，以此惊动屋内的施主出来布施。但是，

有一次因施主家的房门朽烂，被他打坏，引起施主

不满。佛陀便交给他一根锡杖，让他化缘的时候摇

动手里的锡杖，发出“锡锡”的声音，以此惊动施

主，前来布施。

《大阿罗汉难提多罗所说法住记》中说这十

六位尊者(罗汉)“皆具三明六通、八解脱等无量功

德。各个离三界染，精通三藏十二部经典，博通外

典。”在他们接受了佛陀的叮嘱后，都“承佛敕

故，以神通力延自寿量，受佛付嘱，住持正法，利

益众生，不般涅 。此世界众生乐修善时，十六大

阿罗汉与诸眷属复来人中，称扬显说无上正法，度

无量众令其出家，为诸有情作饶益事。令如来三藏

教法流行于世，化导群生、造寺度僧、修戒定慧。

至人寿七万岁初，所有法藏悉皆灭尽，所有有缘均

已度脱，十六罗汉与诸眷属方完成佛陀的使命，俱

入无余涅 。”

以上为佛经上所说的十六罗汉，主要流行于唐

代。到了唐末，则开始出现十八罗汉。到宋代时，

佛寺就开始盛行十八罗汉了。后面所添加的两位罗

汉也有所不同，一说是着《大阿罗汉难提多罗所说

法住记》的庆友和尚与译经和尚玄奘，一说是伽叶

与布袋和尚。清朝皇帝乾隆则定十七罗汉为降龙罗

汉(即伽叶尊者)，十八罗汉为伏虎罗汉(即弥勒尊者)

。所谓降龙罗汉，传说古印度有龙王用洪水淹那竭

国，将佛经藏于龙宫。后来伽叶尊者降服了龙王取

回佛经，立了大功，故称他为“降龙尊者”。所谓

伏虎罗汉，传说弥勒尊者所住的寺庙外，经常有猛

虎因肚子饿长哮，弥勒尊者便把自己的饭食分给这

只老虎，时间一长了猛虎就被他降服了，常和他一

起玩耍，故称他为“伏虎罗汉”。

由于这十八位罗汉戒德清净，无明烦恼已断，

了脱生死，皆以各自圣德辅助佛陀教化众生，堪受

诸人天的尊敬和供养，因此，在汉地佛寺中经常供

奉十八阿罗汉的金身像，以示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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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高僧石头希迁禅师(700—790)在其诗歌《参同契》中云：“竺土大仙

心，东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钝，道无南北祖。”诗句“人根有利钝，道无南北

祖”此后成为禅林常用语，经常被禅修者拈提。这两句禅语意思是说，禅道本来

并没有南祖、北祖之分，只不过因为人的根机有利钝的不同。有的人是钝根众

生，有的是利根众生，禅林祖师为了方便教化众生，常会根据众生的不同根性，

采用更为适合的教化方法，禅宗才有“南能北秀”的祖师之分。

中国禅宗在五祖弘忍之前，多以四卷《楞伽经》为所依经典，并以本经印

心，传付心法。在这期间禅林并没有顿悟、渐悟的区分，也没有南北宗祖师的分

立。

禅宗传至五祖弘忍之后，弘忍的两位弟子惠能与神秀南北并立，形成了中国

禅宗史上两种不同禅风。其中惠能在南方主张顿悟修行法门，神秀则在北方主张

渐悟的修学法门。惠能的南宗禅风被称为南宗禅，神秀的北宗被称为北宗禅。惠

能和神秀禅师也被后世禅子称为“南能北秀”，他们的修学方法则被称为“南顿

北渐”。

惠能在弘扬禅法过程中，推崇“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

佛”宗旨，主张“顿悟成佛”。惠能一方面强调“不立文字”，并提出“诸佛妙

理，非关文字”的思想理念；另一方面又强调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就能顿悟成

佛。

惠能禅师的“顿悟成佛”说为后世禅子指出了一条便捷的成佛路径。既然一

念之间即可成佛，只有对“自有本觉性”的刹那直觉体证，那么传统佛教所提倡

的读经、念佛、打坐、参禅等一系列修行功夫，在惠能看来都与他倡导的顿悟法

门无关。

惠能“顿悟成佛说”的终极目标仍在成佛，只是加快了成佛的步伐和进程，

因此，它在否定传统打坐、参禅的修行方式的同时，又扩大了禅的范畴，为禅宗

的发展拓宽了道路。

五祖弘忍的另一弟子神秀，在江陵当阳山玉泉寺开法传禅，力主渐悟之说。

其教说盛行于长安、洛阳等北地。所谓渐悟，即依顺序渐进之觉悟，称为渐悟。

在修行方法上，渐悟则侧重于通过读诵经典，如理思维，真修实证来达到最终觉

悟的目的。

神秀的渐悟法门在北方十分兴盛，当时“就者成都，学者如市”，“庵庐雁

行于丘埠”，从四面八方前来求学的人非常多。武则天得知神秀禅师的盛名，命

他进京弘法，并在武周久视元年派人迎请。这时，神秀已经年逾九十，迎请入宫

之后，待以极高的礼遇。据张说《大通禅师碑》说，神秀进京的时候，朝廷给予

隆重的接待，武则天亲加跪礼。神秀到了京城，被安置在内道场供养，武则天时

常向他问道，并下令在当阳山建度门寺，以表彰他的功德。当时王宫以下的京城

士庶，纷至沓来拜见的，望尘跪状，日以万计。唐中宗即位，对神秀更是礼敬有

加。于是，“遂推为两京法主，三帝门师”。“两京”指的是西京长安和东京洛

阳，“三帝”指的是武则天、唐中宗和唐睿宗。从这一称号可见神秀当时在禅宗

界的权威和地位。

其实，禅宗修行的目的是为了断除烦恼，见性成佛。只要能达到这一目的，

不论通过哪种修行方式都是可以的。禅法也本无所谓顿悟、渐悟与南宗、北宗的

区分，也没有南宗祖师与北宗祖师的区别。但禅宗后来的发展却出现了“道有南

北祖”的局面。这主要是由于人的根性有利钝的区别，禅林中为了度化众生的善

巧方便，于是便有了顿悟与渐修的不同修学方法。不同根性的人采用适合自己的

修学方法，反而有助于其修行成就。

人
根
有
利
钝

■ 文.  如愿 ■

道
无
南
北
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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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悟成佛”是禅宗的基本修学理念之一，就

是主张悟时即法性至理一体，一悟一切悟，而无阶

级次第之分的学说思想。顿悟成佛说最早由东晋高

僧竺道生(355—434)所提倡，他曾著有《顿悟成佛

义》倡导这一学说。唐代高僧惠能禅师大力宣扬顿

悟成佛思想，使顿悟成佛成为南宗禅的重要思想。

竺道生(355—434)是晋宋时期著名的涅 学

者，中国佛教史上著名高僧。竺道生祖籍钜鹿(河北

平乡)，俗姓魏，寓居彭城(江苏徐州铜山)，后跟师

姓改姓竺。竺道生出生于官宦之家，父亲为广戚县

令。竺道生幼年时即颖悟超群，父亲知道他不是一

般人，对他更加疼爱培养。当时，高僧竺法太德业

弘懿，道生于是跟从他剃度出家，研习佛法。

在修学过程中，竺道生常有禅思妙悟，批阅

经文，一览即可成诵。研味经文义理，一看即能解

说。他十五岁就登台说法，但却能“探赜索隐思彻

渊泉，吐纳问辩辞清珠玉”。即便是当时享有崇高

威望的高僧和名士，都没有他那种无碍辩才。

道生二十岁受具足戒，从此勤学戒律，持戒精

严。他受邀到各地讲演妙法，声名遍及华夏。王公贵

人都慕名前来听法，诸方贤能之士都不远千里赶来求

法。竺道生风雅从容，善巧方便接引学徒。他的个性

虽然暴烈，但并不乏温和，每次讲说都能摄受人心。

他最初住在龙光寺，专注探究佛法深旨。隆安年间，

他移居庐山精舍，隐居七年研读经典，习禅修定。他

认为入道要门当以慧解为根本，因而，他平常专注研

读群经，斟酌各种论典。为寻求佛法真谛，有时虽然

万里求法，亦不嫌远。他曾和始兴慧睿、东安慧严、

道场慧观等同修一起，到长安跟从鸠摩罗什求学。关

中僧众都称他为“秀悟”。元兴三年(404)，竺道生

偕同慧睿、慧观、慧严等同修一起到长安，跟随鸠摩

罗什受学。后秦主姚兴命他和罗什弟子道融论难。往

复百翻，言无不切，众人皆服。

义熙五年(409)，竺道生回到京城。他游学多

年，熟稔各种经论，深解龙树大乘思想，通达提

婆小乘理念，博通教门各种轶闻掌故。他曾喟然感

叹：“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寄理，入理

则言息。”自经典东传以来，翻译经典之人多守滞

经文，很少有深究义理，只有达到“忘筌取鱼则可

与言道矣”。平常时日，竺道生深思空有思想，深

究因果规律，他提出顿悟之义。对于顿悟成佛，竺

道生认为“悟”就是对真理的通达，理不可分，

悟自不可有阶段，所以在十住(十地)内无悟道的可

能，必须到十住之后最后一念“金刚道心”，有一

种像金刚般坚固和锋利的能力，一次将一切惑断得

干干净净，由此得到正觉，这就是所谓“顿悟”。

道生的顿悟成佛说曾引起佛教界长期的激烈论

争。慧观曾作《渐悟论》，昙成作《明渐论》，阐

述渐悟之义，驳斥道生顿悟之说。尽管当时有很多

人反对道生的顿悟成佛说，但其顿悟成佛思想还是

得到传扬。道生的弟子道猷(道攸)、宝林、法宝等

人继续阐扬道生的顿悟成佛思想。刘宋文帝在位期

间(424—453)曾延请道猷入宫宣讲顿悟之义。又慧

观的弟子法瑗，也提倡顿悟成佛说。谢灵运赞同道

生之说，作《辩宗论》，称华人与夷人的资质有差

别，佛陀等主张须经过长期的修行。

顿悟成佛说是禅宗所提倡的主要修行方式。在

惠能禅师之前，虽然也有很多高僧提出了顿悟成佛

的观点，但并不成系统的理论。惠能禅师从五祖弘

忍处接法之后，提出了系统的顿悟成佛思想。惠能

禅师宿具慧根，在北上湖北黄梅参谒弘忍禅师时，

弘忍一问便知其有慧根。在经过后院中八个月的舂

米、劈柴的劳作之后，弘忍知道惠能接法机缘成

熟，于是在密室内向惠能传法，当讲到《金刚经》

经文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时，惠能便于言下见

性。弘忍于是传顿教和衣钵给他，惠能因此成为南

顿悟成佛思想
的历史传承

般若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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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传承

宗禅第六代祖师。惠能的言下见性，就是禅宗的顿

悟。如《六祖坛经·般若品》云：“善知识！我于

忍和尚处，一闻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是以将

此教法流行，令学道者顿悟菩提，各自观心，自见

本性。”

惠能认为，佛法本来并没有所谓的顿悟、渐悟

的分别，只是因为人的根性有利根与钝根的不同，

为了方便度化众生，才有了顿悟与渐悟的分别施

设。 《六祖坛经·定慧品》云：“善知识！本来正

教，无有顿渐，人性自有利钝。迷人渐修，悟人顿

契。自识本心，自见本性，即无差别，所以立顿渐

之假名。”在《六祖坛经·顿渐品》中也有相似的

论述。经云：“师谓众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

法即一种，见有迟疾。何名顿渐？法无顿渐，人有

利钝，故名顿渐。”

惠能禅师强调自心的觉悟，反对如枯木一般

的坐禅，他提出了坐禅是为了对善恶之境，心念不

起。内心不被外境所惑，本性自然清净无染。修禅

者若能不被外境所动，心即不散乱，自可于当下

识心见性，成就佛道。如《六祖坛经·坐禅品》

云：“善知识！何名坐禅？此法门中，无障无碍，

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

不动，名为禅。善知识！何名禅定？外离相为禅，

内不乱为定。外若着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心

即不乱。本性自净自定，只为见境思境即乱。若

见诸境心不乱者，是真定也。 善知识！于念念

中，自见本性清净，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惠能禅师认为，坐禅并不是枯坐，而是为了

令修禅者当下识心见性，顿悟成佛。在《六祖坛

经·护法品》中，内侍薛简请教惠能：“京城禅德

皆云：欲得会道，必须坐禅习定，若不因禅定而得

解脱者，未之有也。未审师所说法如何？”惠能回

答：“道由心悟，岂在坐也。经云：若言如来若坐

若卧，是行邪道。何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无

生无灭，是如来清净禅。诸法空寂，是如来清净

坐。究竟无证，岂况坐耶！”惠能指出，只注重形

式上的坐禅，并不能使人快速明心见性。真正悟道

是从内心证悟，而不在于坐禅的形式。若只是枯

坐，心不清净，则坐久成痨，离悟道有千里之遥。

在《六祖坛经·忏悔品》中，惠能讲述了顿

悟成佛的修行方法。经云：“于一切时，念念自净

其心。自修自行，见自己法身，见自心佛，自度自

戒。”当修禅者在一切时中，专注于自净其心。当

心清净了，再加以自我修行，即能见性成佛。

在惠能禅师之后，经过弟子神会禅师、南岳

怀让一系弟子的弘扬，南宗顿悟禅法广为流传。禅

林祖师为了促使弟子顿悟，还出现了德山棒、临济

喝、赵州茶、云门饼等形式各异的教化方式，推动

顿悟成佛思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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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恶
之果报 ■ 文. 继平 ■

佛教教义都劝人多做善事，禁绝恶事，并将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作为佛教的核心要义。佛

教因果思想认为，一切事物皆受因果法则支配，善

因必产生善果，称为善因善果；恶因必产生恶果，

称为恶因恶果。我国民间俗语也有“善有善报，恶

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没到”之说。佛教因果思

想认为，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必然会遭受苦报。

无论是在佛门中，还是在世俗中，都有很多因果报

应的实例。

昔日舍卫国国王波斯匿王来到佛陀住处，至诚

恳切地顶礼佛陀，并长跪着说：“尊贵的佛陀，弟

子愿以真诚的心，在城镇的街道上，准备素宴供养

佛陀及僧众们，让国人都能够认识世尊！愿一切众

生都能够因世尊的德行，听闻微妙的法要，远离邪

魔的蛊惑及一切恶法，并受持五戒，不造恶业，以

此消除一切灾难。”

佛陀说：“真是有善根的国王啊！能够用智慧

整治国政，为人民种下未来的善因，并引导人民走

向人生的正道。”

之后，国王便亲自准备素宴，以恭迎佛陀及其

弟子的到来。佛陀和随行的弟子们于是来到设宴的

街道，接受国王的供养。待用完斋，佛陀升座为国

王及子民们宣说佛法。

此时聚集的听法者众多，恰好有两个商人路

过，一人听了佛陀的开示，便很欢喜地说：“佛陀

就好比帝王，其常随弟子们犹如忠臣般的随行，想

必佛陀是真正有大慈悲、大德行，才能使国君这样

恭敬地供养！佛陀是这样的尊贵，我也应该奉行佛

陀所说的教法。”而另一商人却说：“这国王可真

是愚痴！拥有如此大的财富、权势和地位，为何要

对佛陀如此奉承呢？佛陀就好比是头牛，其随行弟

子犹如牛车，牛拖着牛车南北奔波，居无定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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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又一无所有，这有什么好值得尊崇与

追随的！”

随后两人一同离去，夜里两人便在

路旁的凉亭休息并喝起酒来。心起善念

的商人，因对佛陀所生起的恭敬心与欢

喜心，感得龙天的护佑；而心起恶念的

商人，却招感地狱里的众生，使酒在腹

中如火烧一般，因而神志不清跌倒凉亭

外，被过路的车子碾死了。隔天清晨，

同行的商人见状，怕回国时国人会误以

为他因贪朋友之财，而行不义之手段，

只好离开本国转往他国流浪。

此时，该国国王驾崩，并留下预

言：“将有一卑微的人来到我国，如果

我那匹神马向此人屈膝下跪，那么他就

是王位的继承人。”之后，大臣们便带

着神马找寻未来的国王。刚好这个商人

来到此国，神马见到商人，立即跪下并

舔他的脚，所有臣子便很高兴地认定这

名商人就是他们要寻找的新王，于是请

他回王宫继承王位。

成为国王之后，商人心想：“我这

一生并没有做什么善事，为何有如此大

的福报？想必是因听闻佛陀的教诲，获

其慈悲庇护所致。”便与群臣出发前往

舍卫国请教佛陀，以释疑惑。

佛陀为他开示：“当年波斯匿王在供养三宝

时，你所升起的念头是至诚的恭敬心，因此种下未

来成为国王的善因，所以能够登得王位；而另一同

行的伙伴，心起骄慢，因而种下了恶念的种子，所

以感得车祸之因。这一切的因缘果报，无非是由自

己起心动念所招感，都是自作自受！”于是佛陀说

偈：

心为法本，心尊心使。

中心念恶，即言即行。

罪苦自追，车 于辙。

心为法本，心尊心使。

中心念善，即言即行。

福乐自追，如影随形。

佛陀说完偈语，国王及臣子们明白了心是善恶

源之本，欢喜信受奉行。

一个善念能使人摇身变为国王，一个恶念也能

使人暴毙于马路上。为人之道，就是要常常观照自

己的内心，时时起善念，不起恶念，做任何事情都

能尽心尽力，凡事才能成就。

在俗世生活中，由于行善事或做恶业而受到不

同报应的事例比比皆是，我们仅以一则做善事受善

报的事例来说明：

弗莱明是苏格兰一个贫穷农夫。一天当他在田

里辛勤劳作时，听见附近沼泽地里传来呼救声。他

丢下手上的活跑过去，看到一个男孩陷在黑色的烂

泥里。惊恐的男孩尖叫着，挣扎着，但越陷越深，

腰以下部分已经陷入泥中。弗莱明勇敢地把这个少

年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

第二天，一辆华丽的马车停在了苏格兰人贫瘠

的土地上。一位气度不凡、衣着华贵的贵族走下马

车，对农夫说自己是被救男孩的父亲。

“我要报答你。”这位贵族说，“你救了我儿

子的命。”

“不，我救他不图回报。”这位苏格兰农夫

说，摆摆手拒绝了贵族的提议。

这时，农夫的儿子从简陋的农舍里走出来。  

“那是你儿子吗？”贵族问。

“是的。”农夫骄傲地回答。

“我要和你签订个协议。请允许我给你儿子提

供和我儿子一样的教育。如果这个男孩像他父亲一

样勇敢和善良，他无疑会成为一个让我们所有人都

为之骄傲的人。”

农夫的儿子的确做到了。他进了最好的学校读

书。从伦敦圣玛丽医学院毕业，后来因发现青霉素

而成为享誉世界的亚历山大·弗莱明爵士，并获得

1945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许多年后，从沼泽里被救出来的贵族的儿子患

上了肺炎。这次拯救他生命的是什么？是青霉素。

这位贵族的名字是什么?伦道夫·邱吉尔勋

爵。他儿子就是温斯顿·邱吉尔，大名鼎鼎的英国

前首相。

农夫弗莱明没有想到他仅仅因为将一个落水

的男孩救出泥潭，竟得到了贵族感恩和回报。贵

族将他的儿子培养成世界著名的青霉素之父，解

救了世上不可胜数的病人，这就是他善因结下的

善报。

佛教不仅认为做善事或做恶事会受到不同的

报应，而且认为一个人动了善或恶的念头也会遭受

不同的果报。佛教因果通于三世，做善事或恶事的

人，或许现在没有得到报应，但迟早都会显现。这

正如民谚所说：“善恶到头都有报，只争来早与来

迟”。因此，我们在平时生活中应当尽己所能多做

善事，多存善念，而不要存恶念，更不能做哪怕是

最细微的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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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品经济的猛烈冲击下，现代寺院如何保证寺

院能更好地传承禅宗文化已然成为寺院僧团亟待解决

的一个重要问题。管理就是“通过计划、组织、领导和

控制组织资源，以有效益和高效率的方式实现组织目

标的过程”。要想实现管理目标，就必须依赖管理手

段。佛教僧团作为一个宗教性组织，要维护其延续性

和不断发展壮大就要实现长效的管理，选择最优化的

管理手段。

一、佛教僧团管理制度的演变

佛教发展初期，僧团规模较小，戒律主要靠个人

的自我约制，而僧团的组织与管理方面则鲜有论及，

也没有任何的执事分工。随着僧团的扩大，在僧团生

活中出现了不符合法度的现象。佛陀本着“非犯不

制”的原则，制定了相应的戒律，规定了僧团成员的

言行举止、行为规范和共同生活的准则。原始僧团的

行为规范有日中一食、树下一宿、雨季安居、云游乞食

等。

原始佛教在印度文化传统下制定的行为规范，与

中国社会有着巨大的差异。中国社会的农耕经济、传

统人伦规范、自食其力的经济伦理使得原始佛教居无

定所、乞食他人的生活方式无法在中国立足。佛教传

入中土后，祖师们以“八正道”教法与《五分律》的教

诲，随国情和文化背景制定了中国寺院出家人修持共

住的清规。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僧团初建，尚未形成

规模和体系。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僧团和管理

开始成熟，中国化的佛教僧制形成。道安规定的两项

制度强化了僧团和寺院的宗教性特征：一是统一沙门

姓氏，二是制定了“僧尼规范三例”，增强了僧尼生活

的组织化和戒律的实际效果。隋时智 为天台教团制

定了以圆顿戒法、十条制法、四部忏仪为代表的教团

法则与规范，是现存最早的佛教寺院轨仪制度，是继

道安法师之后，中国僧制建设上的又一个创制。唐宋

元时期，怀海折衷大小乘戒律，率先厘定了丛林清规。

明清时期僧团有所衰落，但戒律和丛林制度仍然保留

般若文稿

浅谈现代寺院

了下来。民国时期，太虚大师率先提出佛教教理革命、

教制革命、教产革命。创立以人生佛教为核心的现代

佛教理论，发动佛教改进运动，推动中国佛教的现代

发展。

中国现代佛教僧团管理走向多元化，但以佛教戒

律为思想渊源的禅宗清规仍然应在寺院管理中发挥重

要作用。禅宗清规为禅宗僧团的生存和发展，协调禅

宗僧职设置、法事仪轨、行为规范和惩戒措施等提供

了制度性的保障。

唐朝以前，寺院施行三纲制：首座一般由德高望

重的僧人担任；维那主要维持寺院的修行纪律；寺主

即寺院的住持或方丈，管理寺院修建和寺院内重大

事务。禅宗自道信、弘忍以来，即使禅僧领袖，也往往

居住于茅岩，戒律荡然。百丈怀海则另立禅居，制定       

《禅门规式》。百丈清规在寺院管理方面的规定主要

有以下特点：在组织机构方面，建立了以长老为中心、

以“十方寮舍”和维那为主要执掌的组织机构，监察、

预防败坏道风的行为；在经济方面，建立“普请法”，

规定僧人必须自力更生，所有人都必须参加劳作。《百

丈清规》是佛教僧团管理制度的中国化走向成熟的标

志。此后禅门清规不断得到补充完备，至元顺帝时由

僧德辉重编皇帝颁布成为《敕修百丈清规》，不仅成为

禅宗之规范，也实际上成为中国佛教几乎所有宗派都

应该遵从的规范。《百丈清规》不仅保证了佛教僧团

的管理，更保证了寺院的宗教性和禅宗精神的传承。

二、寺院管理要保证禅宗寺院的宗教性和传

承禅宗思想文化

禅宗不同流派的共同信念是自证自悟，虽有时借

助外缘的启发，所谓禅机、机锋，但关键的一步全靠自

修自悟。其思想核心是心性论，通过心性修持获得心

性升华，从而摆脱烦恼、追求生命的自觉。禅宗认为，

人的内在自性是成佛的根据，是清净、圆满、超言绝象

的。同时，禅宗肯定现实生活的合理性，提倡“在平常

的生活中发现清净本性、体验禅境，实现精神超越”。

进入近现代以后，追求理性和私人利益最大化的

社会风气逐渐影响了寺院的宗教性和纯正性。清规虽

■ 文. 汪文忠 ■

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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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佛教进入中土之后本土化的结晶，但随着时代变迁

已不能满足佛法传播的需要了。因此，佛教僧团必须

借鉴现代管理学的成果，更好地实现管理，更重要的

是保证禅宗精神与文化的传承。

三、现代寺院的管理方法

(一) 精神性管理手段的内容

精神性管理手段是一种以精神酬赏为交换内容，

从而实现被管理者接受管理的一种管理手段。在这

种手段的使用中，除慰藉和自豪感等精神酬赏外，理

想、信仰、审美等还具有较大的精神引导作用。做好精

神性管理工作应突出信仰引导、慰藉送达、理想教育

和道德教育等工作，从而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使

人们建立起与管理系统一致的价值观念，自觉地为实

现管理系统的目标而努力。

思想引导的核心任务就是通过理想教育让成员

明晰组织目标并化为共同的理想。由此，管理者就可

以凝聚意志、统一行动，在组织成员心中激发强劲、

持久的动力。在寺院中，构造共同理想非常重要，佛陀

创立佛教的根本目的是让人类走向觉悟和幸福。构造

人人走向觉悟的共同理想，将使每一个修行者将寺院

的目标变成自己的目标，实现对僧团的思想、意志、行

动的强有力调节，达到全体僧团勇猛精进的效果。

道德教育可以使人们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实

现内在的自我控制，人们的行为变成自然的、稳定的、

无需监督的行为，而这一点恰恰是行政手段和法律手

段所无法达到的。四无量心(慈、悲、喜、舍)是佛教的

最高道德观念，也是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的根本法门。

给予众生快乐和幸福，帮助他人拔除苦难，获得成长、

奋斗的勇气和希望，为众生取得任何进步、成就由衷

欢喜，对自己的善行心无挂碍、为弘扬佛法舍生忘死，

在培养四无量心的过程中，修行者自觉地将身语意调

整到上求无上佛道、下度无量众生的方向上，逐渐做

到“邪正俱打却，菩提性宛然”。

信仰引导是精神性管理手段中的重要方法之一。

一个组织做好信仰引导工作是有着两方面意义的：其

一，以组织理念为准则，引导组织成员建立与组织理

念一致的信仰，自然而然地通过自我管理而实现组织

的管理目的。其二，信仰引导本身就具有精神慰籍作

用，有利于组织形成强有力的管理前提。佛教僧团管

理在信仰引导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僧众对“佛法僧”

三宝的认同，将构造强有力的管理前提。

精神慰藉是常被组织管理实践忽视的，而它又确

实起着重要作用。人兼具生物性和社会性，人的情感

需求是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组织对个人的精神

慰藉主要表现在信仰的建立、情感关怀、安全感建立

等方面。四无量心的培育能够给修行者提供很好的精

神慰藉。四无量心不是从上至下的单向度的情感，是

一种超越自我中心的、自他互利的双向情感体验，是

对生命深切关怀的自然体现，其核心特征是“无我”。

无我故能无私，无私故能无畏。当众生遇苦则自身感

同身受，进而超越血缘、等级、种群，真正将个体与众

生融为一体。

(二) 精神性管理手段的功能

对于寺院来说，僧人来自不同地域、没有血缘关

系、文化教育程度不同，性格、行为和生活习惯也有很

大差异。寺院管理者需要在充分了解和尊重每个个体

的前提下，进行精神性管理工作，使他们的个性成为

实现管理目标的有利因素。

管理系统内部结构和要素会因环境的改变而发

生变化，任何一个管理系统都不可能拥有一成不变的

思想基础。管理者如果不能够因为管理系统的变化，

主动地做好管理系统成员的精神性管理工作，就会造

成人心涣散的局面。

管理系统中的人在思想觉悟、认识水平上都是不

同的，存在利益分配上的矛盾。人们思想觉悟和认识

水平上的问题，必须通过思想工作来加以解决；利益

上的矛盾也总是首先在思想上反映出来，管理中的精

神性管理手段能够及时地发现这些问题，并首先从思

想上加以解决，以避免这些问题破坏管理系统的协调

性。所以，运用精神性管理手段可以保证组织围绕其

总体目标运行。

第一，精神性管理手段增进管理系统总体目标的

认同度。管理系统的目标只有在不断地宣示中得到组

织成员的认同和支持，才能保证管理系统的运行不偏

离方向。寺院中所进行的各类仪式、法会，每天的早晚

殿、行香、坐禅等活动，都在强化僧人对修行和觉悟这

一总体目标的认同。

第二，精神性管理手段可以最大程度地激发积极

性。与物质利益诱导机制不同，精神性管理手段解决

的是心灵深处的问题，促使组织成员树立理想、明确

工作的责任、目的和意义，从而把管理系统的目标与

个人的追求联系起来，在积极地为管理系统目标的奋

斗中实现个人的追求。

第三，精神性管理手段可以提高人们的群体观念

和团队精神。通过精神性管理手段，组织成员的思想

认识得到提高，体会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密切联系，从

而把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寄托在群体利益最大化中，就

会产生出团结一致、齐心协力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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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苍鹭启航，义无反顾的旅行

“世界是一本书，你不旅行，只翻了一页。”
旅行，在这段文字里指的是实地的行旅，海阔天空，在广袤的自

然界里看到渺小的自身。
在许多人心目中，旅行是一种浪迹天涯。被困惑而疲惫的身

心，期望一种彻底的解放，于是，带着心中向往，装满憧憬，让心
去流浪。

行囊载不动的思绪，且让云和风装卸。纵然，走遍天涯海角，不
过是，脚下一小方寸热土。

比喻人生为一场旅行，不过是为看不尽的目色而作了心安的诠
释。

躺在客栈洁白的床铺上，你的梦，亦如当初那般，毫无一丝杂
染？

而，带着装备的行李箱，被年岁碾过，装得下你所有虚幻的梦
想？

然，如果不实地出游，人的视野，难道就闭塞了吗？
若不让自己的思维困在四面墙，作一番有滋有味的心灵游历，

也许，静下心来，让眼界穿透有限的空间，始能更好发现一个真实
的自我，个人与现实世界的距离会拉近些。

生命本是一场奇妙的旅行，常常在转角处遇见一个个美丽的意
外。

有愿，有缘，旅途才会在不经意中澎湃激越。造化弄人，不是擦
身而过，毫无火花闪耀，有缘相遇也不可能平平无奇，不值得一书。

人终究得面对世界，自发愿，自满愿，缘是天意，事在人为，
人生苦短，该好好珍惜有限的时机。豁达宽容，慈悲喜舍，认真对
待生命里每一件事，每一个人，发掘无限的生趣。

旅
行

人的眼睛生成是看外面，那个藏在
肉体的内心世界，眼睛是看不到的。

若能看到自己内心世界里隐藏的
最细微处，感受到黑暗遮蔽的所在，
能看穿、看透这些阴暗面，从而修正
行为，导向光明，人就具有了一双慧
眼。

智慧，是不必用真的眼睛就看到心
灵最深处，从幽暗里发现自性的光。

认识自性有佛，心眼发光，摒除无
明障碍，智慧福运俱来，命途逆转，
人生就将会大大不一样。

眼
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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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怎么走进去，又是怎么走出来？
每一个圈子，皆有一套游戏潜规则，有一种人群聚集

的气味，谓之“志趣相投”，也可以说它“凝聚力”，外
来者要融入其中，免不了先感受一番“山头主义”强烈的
优越感。

呆若傻鹅的人，不知就里，戚戚然被无形的气场排除在
外，若无足够的定力、充足的理念支持一股锲而不舍的勇气
走进去，再慢慢强化自我发挥的空间，很难立足。

若然不顾一切，一头栽进去，复杂的人事空间难免窒
息。职场种种牵绊常教人身不由己，一段苦涩又艰辛的岁
月，是什么支撑着心中熊熊火光不熄灭？

也许，一时之间很难说出个究竟。
也许，一种执著；也许，一种善念。
因缘生，因缘灭，恒常不变的法则，人需要通透这个规

律，彻悟。时间会告诉你，这是无常。
人生短暂，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万般缘，不过刹那！

如何发光，在于心念。对“放下”两字，真不可随意说。
如何舍，一再挣脱外缚，如蝉褪旧衣，一层层痛楚。这

痛楚是潜意识与皮囊的释离剥落。护持正念，化愚化顽，
渐次进入一种无杂染的境地，升华灵性。若得轻盈脚步，
即得放下。

走出了圈子，回首，向前又是生命中另一个学习的路
程，

善始善终，善才是主导。缺少善念，尽管不时抚摸胸口
的痛处和伤疤，回忆都是丑陋，都是不堪。而如此不堪如此
丑陋，绝不仅仅是生命里挥之不去的影子，映着初心，记忆
的印记，清清楚楚启示一段岁月里真真确确的足迹。若然将
之视为最好的心灵教育，挫败后擦干眼泪，让晶亮的眸子澄
明，生出智慧，坚强着脚步，迈向光明。

善
念

埋头走路，未曾回顾身后的
足迹，竟然不知道可以走到这一
程。是岁月累积的成绩，走了多
远，无从算起。

一步一脚印，有智慧的人告
诉我们不要忘记初心。而攀登，
不是一鼓作气、一蹴而就，要
成其美事，平素锻炼，脚力才
能稳健。

即使孤寂，即使艰辛，怀抱
一颗不放弃的心，一直坚持，往
前，往前，制高点即便遥遥在
望，眼光不离目标，必定能到达
顶点，任君拥抱开阔美景，饱览
无限风光！

再加把劲吧！为充盈正能量
继续打气！

脚
力

 空空如也，生命最纯净一刻



体验生活中的禅味

禅式生活  释继程

如何让生活滋味变成禅味呢？心简单、生活就简单，处处自在。继程法师以

妙法对治现代生活和禅修通病，让佛弟子活出禅式生活！

人们都向往过着轻松自在的生活禅，面对一团乱的生活，如何将乱心变为禅

心？继程法师引领我们禅式生活之道，让我们透过简单的呼吸、念佛、让失序的

心回归安定自在。

本书共分五大卷，作者按部就班地指导读者，掌握调身、调息、调心的禅修

要领。

生活离不开禅，柴米油盐是禅，衣食住行也是禅，

若要感受生活中的禅味，就要培育一颗懂得观察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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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定静中成为自己  艾克哈特.托勒

不要把所有清醒的时间都花在不满、担忧、焦虑、沮丧、绝望等情绪，或

消耗在其他负面状态上，学会享受简单的事物，觉察自己临在的身心安宁感受。

作者指出，要更深入自己的内在，在每一个当下处于临在状态，保持有意识

而无念，这一中状态被作者称为“定静”。当内在足够定静，且思考的噪音逐渐

消退之后，便能觉知隐藏的和谐，以及内在微妙的宁静感，并体会到由宁静带来

的满足与至福。

诵经与量子力学  张宏实 

本书的重点主要探讨意识与能量。宇宙意识以能量的形式持续振动，而诸佛和

菩萨都是宇宙神圣的意识体，佛教最高层级的宇宙意识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接

近科学家普朗克所说的“有意识的智慧”。

本书以量子实验的角度来分析佛教思想，说明两者呼应致处。依据量子力学，

意识的振动会产生能量，而发出的音韵也是一种振动，亦会引动宇宙的能量，诵经

则同时包含了这两种形式的振动。

在此基础上，作者以《药师经》的主要范例，介绍佛教修行之经、咒、仪轨

的重要性。

唯识 - 新的意识科学  杨定一

杨定一博士提出了“唯识”的观念，从意识的科学来着手，用最轻松、最简

单的方式来表达意识的本质，陪同读者探讨这一生最纯粹的存在、活着的目的与

生命的希望。

作者并不依循传统从一个局限的角度，去理解无限的整体，而是采用了颠倒的

方法，从你我每一个人都有的聪明的源头、最根本的主体来着手。

面对意识这样一个难以捉摸的主题，这样的手法，可说是真正以简驭繁，推

翻僵化的框架，让活泼生命从心底涌出。

师父的僧袍  一行禅师

一行禅师分享他在沙弥时光的修习体验，寺院中的青涩岁月，他在放牛、

挑水、料理、供佛中，找到安宁，找到生活禅的修习法则；青年时代的战争体验

中，他亲睹了死亡之后，领略到众生大爱，并向有缘人宣传佛法，温暖了伤痕累

累的众生心灵。

作者分享了他珍贵回忆，以及让他感动的人、事、物。他借用这些故事告诉

世人，只要重拾素朴之心，人人都能学习正念，体悟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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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正确的理财观念对一个

人的发展尤为重要。资料显示，犹太人人口仅1600万

人，占不到全球人口的0.25%，但是却获得了全球22%

的诺贝尔奖，概率是全球平均水平的108倍。可能你会

觉得犹太人如此聪明都是来自天分，事实上，在他们的

传统教育里，商学思维、商业头脑是一种基本的生活技

能，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全球遍地开花，离不开从小就接

触的优质理财教育。

爸爸妈妈们可能会问：“孩子那么小就要接受金

钱观念，这不是在为难孩子吗？”其实，对孩子进行理

财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必修课。让孩子从小树立正确的

理财观念，可以帮助孩子赢在财富的起跑线上，锻炼孩

子的思维逻辑，塑造良好的人格品性。

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小孩真正认知“钱”

的功能，大概在五岁左右；至于面值大小的判断则是

八岁以后的事情；懂得用钱应该是小学高年级了。多

数的小孩在拿到钱的那一瞬间，所想到的都是立即效

果，他们心目中存在的只是一种“替代”作用——这些

钱能换那些东西。

在《穷爸爸富爸爸》里有说过，如果你不教孩子

金钱观，将来会有人替你教，这些人是谁？也许是讨债

的，也许是无良商贩，也许是警察，也许是骗子。他们会

怎么教，会给我们带来多少麻烦，大家都可以想象到。

因此，为了让孩子不在将来的某一天因为金钱观

教育的缺失而“为钱所困”，请父母一定要趁早对孩子

进行理财教育。

以下一些培养孩子财商思维的方法供家长们参考，

建议家长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引导孩子去思考和实践，

希望对孩子们成长有所帮助。

方法一：使用不同功能的储蓄罐

想知道普通美国人家庭是怎么培养孩子的财

商的吗？美国孩子的储蓄罐一般都着挂三个，有时

候是四个标签：1. SAVE 储蓄 2. SPEND 开销                                      

3. GIVE／DONATE 捐赠 4. INVEST 投资

由此可见，老美的财商教育，真是从娃娃就开始

抓起的啊。

方法二：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进行财商教育

那么，作为家长，怎样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对他

们进行适当的财商教育呢？

和孩子谈论经济是家长的事情，毕竟我们都不希

望孩子们在长大以后，还只会把自己的钱藏在坐垫里。

可是，应该在什么时候和孩子谈论财务预算和信用报告

呢？我们可以根据孩子在不同年龄阶段对金钱的认知，

加以积极的引导和教育。

3岁：练习等待
在这个年龄，孩子应该学会等待，培养耐心，也该

明白——在愿望不能马上实现的时候应该怎么做。

简单的“延迟满足”训练，能让他们受益终身。

方法：告诉你的孩子，你会给他一块饼干，但如果他多

等10分钟，你就可以给他两块。鼓励他选择多

等10分钟。

收获：明白耐心等待往往能得到更好的结果。

4岁：学数数
你的孩子可能还无法了解金钱的意义，但他已经

能够很好地数数了，有些孩子还能掌握简单的加法。

因此，你可以开始把简单的数学技巧和财商教育

联系起来。让孩子明白“数学有用”，同时还能提高他

学习数学的兴趣，真是一举两得。

方法：给孩子一堆面值各异的硬币，让他数数一共有

多少钱。每个星期向他介绍一种新的硬币，比

如“这是一个一毛钱，这是一个一块钱”。让

他练习从一堆钱里把特定的硬币全部找出来。

 一旦孩子弄明白了所有硬币的名称，让他给所有

硬币分类。每个星期都给他更多硬币，增加挑战

的难度。

收获：硬币的名称和大小(额外加持加法技能）

5岁：拒绝不合理要求
这个年龄的孩子开始学会相互攀比了，我们要在他

开始叫喊“可是Tommy有一个”的时候制止他。

方法：告诉孩子“我不可能给你买所有你想要的东西，

培养孩子正确的
理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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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只能选择最重要的。”当孩子在商店里

看到两样东西的时候，让他只选一个。无情的

事实是：让妈妈对孩子说“不”有时候比让孩子

接受拒绝还要难。

收获：让孩子明白——买东西是需要花钱的，所以你无

法得到所有想要的东西。

6岁：发放零花钱
许多专家都建议，在孩子6岁的时候，为他们提供

零用钱，这就意味着：当他们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他

们可以自己决定如何存钱来实现目标。

方法：每个星期给孩子一定数量的零用钱。具体数量根

据家庭和个人情况调节。

 通用的做法是：几岁的孩子就发几块钱，比如：6

岁的孩子每周6块钱。

 请注意，一些专家认为——零花钱不应该和家务

挂钩。零用钱只是用来教会孩子理财的工作，而

家务是必须承担的家庭责任。

收获：如果你需要什么东西，你必须弄清这样东西值多

少钱，要想得到它，你必须学会储蓄。

7岁：“长大以后做什么？”
在这个年龄，老师会问孩子“长大之后想做什

么？”因此，现在是和孩子谈论未来职业的最好时机。

你还应该向孩子提到，尽管工作是为了挣钱，但如果足

够幸运，你同时也会在工作中找到乐趣。努力让孩子感

到：工作挣钱是积极向上的事情。

方法：问问孩子，他未来想做什么工作，让他把自己梦

想中的工作画出来。

 和他一起动手，也给你自己的工作画幅速写。向

孩子解释，你在工作中承担什么责任，你为什

么选择这样的工作，以及你为什么喜欢自己的

工作。

收获：让孩子明白，人们工作是为了挣钱，但他们可以尽

量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作为事业。

8岁：了解成本
孩子所掌握的加减法已经足以让他轻松了解金钱

的来源和去向了。

方法：从现在开始，在你支付账单的时候，让孩子坐在

身边。数据——特别是租金和贷款——对他来

说数额巨大，无法完全理解。但你可以让他帮

着做一些简单的记账工作，或者把一些数字加

加减减。

收获：让孩子明白，成年人必须支付账单，但只要有足

够的收入和积蓄，付账就不是问题。

9岁：开一个存款账户
到了9岁，孩子已经有足够的自制力，可以了解存

款的意义了。这是给孩子开立存款户头的最佳年龄。

方法：带孩子去开户，在里面存上比如30块钱。但不要

让他随意取款——如果他想要花一大笔钱，比

如说买一辆自行车，让他先来征得你的同意。

 你还要告诉他，如果他想存款，你随时可以带他

去银行。孩子每存一块钱，考虑给他一块钱作为

奖励。

收获：攒钱太有趣了！

10岁：传授用卡知识
在孩子小学快毕业的时候，肯定早就有人向他提起

过信用卡的用处了。在他被同龄人的错误信息和坏习惯

误导之前，把正确的知识传授给他。

方法：把你皮夹里所有的卡片都拿出来。告诉孩子哪些

是储蓄卡，哪些是信用卡⋯⋯向孩子解释不同卡

片之间的区别。

 等你到商店消费的时候，让孩子帮助你刷卡。

 同时告诉孩子，刷卡会对账户带来什么改变。

如果你们使用的是信用卡，你可以这样说：“刷

这张卡，就等于向发卡机构借了一笔钱——如果

我不按时偿还，他们会对我罚款，但我一直都会

按时还款！”

收获：借记卡和信用卡的原理，以及按时还钱的重要性。

11岁：理性消费观
这个年龄的孩子会得到各种各样的信息，人们会

告诉他们：买这个很酷，买那个很时髦。你所要做的，

是把孩子拉回现实。

方法：一起翻看杂志，给孩子看各种品牌广告。猜猜看

广告商都为广告付出了多少费用，告诉孩子，他

们在设法操控消费者的情绪，使其购买商品。

收获：学会理性消费。

12岁：示范理智购物
当孩子进入青春期的时候，他们应该学会理性购

物。家长应该告诉他们——什么时候可以购买便宜的

商品，什么时候应该购买高品质的商品，以及，如何判

断商品的品质。

方法：带着孩子去购物，向他们展示价格便宜的商品和

同类的高品质商品。告诉他们如何分辨两者的差

别(比如，衣服的材料和剪裁，名牌商品等等)。

 当你选择便宜的那件，解释原因；当你选择更贵

的那件时，告诉孩子你为什么愿意为它付出更多

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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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价格并不是做出消费选择的唯一条件——做出

聪明的选择比仅仅选择好的或者选择便宜的更

加重要。

13岁：接触股票市场
现在，你的孩子肯定听说过很多关于股市的词汇

了。是时候上点高难度的理财知识了。

方法：告诉孩子：“爸妈在股市投资，来让我们的资本

增加。在短期内，我有损失的风险，但是长期来

看，这是理财的好办法。”

 给孩子看“标准普尔500指数”(你没有必要告诉

他这个指数的确切名称，只要把它称为“市场”

就好了)。他可以看到，虽然数字有时候会下降，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总趋势是上升的。

收获：股市如何运转，以及，为什么人们会投资股市。

14岁：让你的孩子工作
在这个年龄，你的孩子开始更多地和朋友出门玩，

花费更多钱购物。零花钱开始不够用了⋯⋯现在，是时

候让他们为了挣到零花钱而工作了。

做法：无论是帮助照顾孩子还是给邻居剪草坪，让你

的孩子在工作中感受自己挣钱的能力，以及花

自己钱的自由。

 比如，如果你的孩子想要一件120块钱的毛衣，

告诉他：你必须照顾弟妹12个小时来挣到这笔

钱。

收获：必须通过工作来获得想要的东西；还有，如果你

能工作挣钱，你就能拥有更多的选择。

15岁：开立支票账户

当你相信孩子可以对自己负责的时候，给他开设支

票账户。他可以在支票账户里自由储蓄，有需要的时候

还可以自己填写支票。

不要帮助孩子在这个账户里存钱。他应该从自己

的积蓄中拿出钱来，也可以放学以后打工赚钱放入这

个账户。

方法：成为孩子支票账户的担保人。和银行工作人员

谈谈你开立账户的目的——让孩子尽早实现财

务独立。

告诉孩子，他必须对支票账户负起全责，如果他花

费超支，你不会为此承担后果。

学校活动需要付钱的时候，让孩子自己填写支

票。

每个月坐下来和孩子对账。

收获：拥有财务管理的大局观，以及，如何管理一个

支票账户。

16岁：找到平衡
高中阶段，孩子会非常繁忙：运动、课外活动，学

业压力⋯⋯是时候教会孩子如何在压力下找到平衡

了。如果他过于热衷挣钱，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学习和

生活。

方法：如果发现孩子千头万绪找不到方向，你可以腾

出一个下午，泡点热巧克力，做点饼干，和孩子

一起整理一下他的日程表。看看他的日程安排

是不是不够科学，谈谈他应该如何处理压力，

如何放松自己。

收获：了解每个人都有极限，钱是好东西，但是如果为

了挣钱，失去了生活的平衡，那是得不偿失。

17岁：解释信用报告
孩子也许正在做上大学的准备，他需要了解“信

用”的概念。

方法：和孩子一起上网检查他的信用得分，如果他还

没有任何分数，告诉他如何能够拥有自己的信

用分数。

 让孩子明白保持高信用得分的重要性——信用好

才能获得购房购车的贷款，以及，获得良好的信

用分数需要很多年的努力。

收获：如何查询信用报告和积分，以及为什么信用十

分重要。

18岁：研究贷款
在孩子进入大学或者开始工作之前，他需要对贷

款有个全面的了解——他现在借钱使用，但是未来要

支付本金和利息。孩子之前已经学习了信用卡知识，现

在要让孩子了解按时支付贷款月供的重要性。

方法：一起坐下来研究孩子的学生贷款，和你的孩子

(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讨论他是否有能力承担

这样的经济负担，以及，你们是否愿意为他们

提供帮助。

 了解学生贷款的种类和金额，接下来，制定储蓄

和还款计划。

收获：了解贷款知识，承担起作为一个成年人应有的

责任。

以上就是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制定的理

财学习计划；对财商思维的培养需要阶梯式进行，由

此慢慢在生活中建立他们的财商，对金钱有正确的认

识。正确看待拥有与失去。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拥有无

尽的快乐，虽然这些快乐并不都是用金钱实现的。但

是尽早树立孩子们正确的理财观，避免成长过程中少

走弯路。“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也不失为一种值得去

尝试的教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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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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佛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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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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麦庆良
Ken Bay

询问 WhatsApp Me 9720 6817 
Email Me ken_bay@hotmail.com

PropNex Realty Pte Ltd 
License No: L3008022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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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募经纪 Recrui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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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化生活

6744 4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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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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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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刊园地公开，欢迎国内外僧俗大德、佛教青年惠稿。

2.	 凡为弘扬佛法之论著、宣扬正知正见之各种文学创作，

一律欢迎。

3.	 本刊皆在弘扬佛法、净化人心，凡涉及私人恩怨、人我

是非、或政治等问题之稿件，恕不刊载。

4.	 来稿一经发表，文责自负。

5.	 如属一稿两投之稿件，请于稿末注明。

6.	 惠稿以不超过三千字为宜，必须注明真实姓名、地址；发

表时用笔名听便；只署“无名氏”者，恕不刊载。

7.	 编辑部有删改权，刊登与否，概不退还。

8.	 本刊稿费每三月一结，来稿(讲稿与曾经发表之稿件除

外)一经刊登后，将按址寄奉薄酬，以申谢忱，若却酬者

亦请注明。

9.	 敬请留意，本刊截稿日期为每月10日。

本刊征稿

 简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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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vitations extended to Sanghas and lay Buddhists, 
both locally and overseas for articles to be published 
in our magazine.

2. Articles pertaining to Dharma or propagating the 
right thoughts and views of the Buddhist are most 
welcomed.

3. Our objectives are to promote Buddhism and purify 
the mind amongst the society. Hence, articles involv-
ing personal conflicts and political issues would not 
be accepted.

4. The writer is liable for the content of the article written.

5. Any article which has been submitted to more than 
one publisher or been published previously has to be 
specified explicitly.

6. In general, we prefer articles within 3,000 words.

7. Although pen-name is permitted for publication, we 
require the name, address and if possible, the phone 
number of the writer for recording purposes.

8.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reserves the right to amend, 
delete or alter. Any article which permits no alteration 
has to be specified.

9. A token fee would be rewarded to each article pub-
lished with the exception of messages delivered or 
articles published previously. Kindly state in advance 
if payment is to be declined. 

APPEAL FOR
ARTICLES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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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品法师 $1,000.00

Soh	Chee	Yong $200.00

林明雅 $100.00

吴莉贞 $100.00

Kou	Hui	Min $90.00

Choong	Siew	Mooi $50.00

Steven	Teo $50.00

Seow	Chye	Peng $34.00

Wong	Li	Yi $20.00

王蕊 $10.00

Goh	Hock	Guan $10.00

洪友 $10.00

林徽妤 回向已故祖母云若卿莲增上品 $300.00

黄协兰
祈愿巫定阳智慧增长，身体健康，
业障消除

$50.00

陈连排（净欣） 回向六道众生 $50.00

Sally	Tan 回向陈福秋业障消除、智慧增长 $48.00

尤莲珠
吴 源
吴佳美

祈愿尤莲珠，吴 源，吴佳美身心健康，
尤金发，尤金明合家平安

$24.00

Ong	Chin	Teck
祈愿父母王木林、卓庆花身体健康，
业障消除

$20.00

卓临德合家 祈愿世界和平 $20.00

陈 樨
回向7月23日符玉妹往生极乐世界，
莲增上品

$10.00

佛弟子 合家平安 $10.00

助刊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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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净
 身
安

八关斋

报　到 : 2023年1月1日 (星期日)

  早上9时入堂 (当天晚上9时出堂)

赞助费 : S$30.00

请上网或亲临二楼办事处报名（须先缴费）

报名截止日期：2022年12月15日或额满

Eight Precepts Ret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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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佛教总会

皈依仪式 : 下午12时30分 │ 广品法师主持 

心净身安八关斋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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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佛教总会  
2023年招生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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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八日开课 / 每星期日 9.30am－11.30am
赞助费$100 

成人佛学班－华文 (17岁以上)
三月三日开课 / 每星期五 7.30pm－9.30pm
赞助费$100

Adults Dharma Classes－In English (17 years old & above) 
Sponsor Fee: $100 per year
Friday from 3rd March 7.30pm to 9.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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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rolment for 
year 2023

佛
学
班
招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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