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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视角阅读人生

身心自在，
福慧无量！
佛教总会2020年回顾
疫情下的佛化婚礼
八关斋戒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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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庚子年甫到之际，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席卷世界各地，打乱了

人类的日常作息、冲击了经济活动、影响了黎民百姓的生计，形成了一股
无法挽回的“新常态”。

人定胜天，我国各族同胞以无比的自律信念与互相关怀的精神，在此

艰难时刻，不仅配合与遵循当局的各项疫防措施及指引，更自动自发地同
舟共济、不分彼此给予弱势群体及客工们及时的协助，充分体现慈悲为怀
的情操，大幅度减轻疫情所带来的冲击。

在新旧岁月交替之际，鉴于疫情已大体上受到控制，而且向外国所采

购的疫苗也陆续抵达我国并开始接种疫苗的工作，政府宣布我国进入第三
阶段的解封，进一步恢复更多活动，包括宗教活动，以慰藉心灵之需。
抗疫之路是漫长和艰巨的，在此挥别阴霾、迎接曙光之际，我们千万

别放松警戒以免前功尽弃，而是以愈战愈勇、齐心协力的精神对抗疫情和
以期尽快恢复日常作息。

愿辛丑年里世界早日脱离新冠疫情，我国稳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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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佛教总会活动回顾
■

2020年是一个充满变数、持续面对新挑战的一
年。虽说疫苗的出现带来一丝曙光，但是新冠状病

一峰整理

■

践佛陀精神、弘扬佛法、提倡文化教育、从事社会
福利工作等。

毒仍是威胁着社会的方方面面，例如人类健康、全

积极担任沟通的桥梁

球经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等。

从阻断措施到第一阶段安全重启，再到第二
过去的一年，我国政府为应对严峻的疫情，在

阶段的解封，佛教总会在面簿上发布了政府应对疫

不同的阶段实施不同的措施，寺院庵堂与佛教团体

情的各项措施，特别是寺院庵堂、佛教团体在不同

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必须在大环境的局限下自行调

阶段所应遵循的规则，例如：逐步恢复的宗教活动

整。作为本地佛教界领头羊的新加坡佛教总会更是

规则、指导宗教团体内密集生活环境的理想作业模

任重道远。

式、以及分享妥善焚烧冥纸的信息等。一来为确保
上情下达，二来降低新冠病毒在社区传播的风险，

在抗疫期间，佛教总会扮演它作为佛教界桥

提高僧众与信徒的安全度。

梁的一个角色的同时，也不忘其社会责任，积极地
团结各族各宗教、发挥了同舟共济与慈悲济世的精

此外，佛教总会也向会员分享相关的资讯，教

神。尽管面对环境的重重限制，仍然遵循创会的宗

导会员们如何进行网上的视像会议，特别是这段期

旨，继续促进本地佛教团体与佛教徒遵守佛制、实

间，实体的宗教活动不能如常进行，掌握了技术，

有广法师为菩提学校学生进行线上佛理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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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总会礼堂上点亮莲花灯庆祝卫塞。

即便不能群聚，僧众与佛教徒也可通过线上直播或

视频的内容也活泼有趣，非常适合年轻人的胃口。

视像会议展开宗教活动。
更重要的一点，他们在创新呈现方式的同时，

卫塞节首次线上进行

并没有忘记华人的传统与根源，所以制作出来的佛

佛教总会大型的卫塞庆祝活动首次搬到线上进

教节目更贴近群众，让观众体会到学佛不是一件累

行。虽然信众们不能参与实体的庆祝活动，但仍然

人的事，还把佛教的基本知识弘扬得更开、更广。

踊跃参与线上的庆祝。庆典节目精彩纷呈，除了邀

更难得的是，从脚本、取镜到实际拍摄，他们都亲

请法师们开示外，也邀请专业人士分享学佛经验。

力亲为，有的还跑到镜头前充当节目的主持人。贴

其中，由法师与青年团团员主持的佛教Q&A单元，

近生活的台风与亲切友善的主持风格，立马吸引了

因为风格轻松有趣，深受年轻人的欢迎。

一大批网友收看。

浴佛与供灯是庆祝卫塞节不能或缺的一环。 由
于佛教总会礼堂无法开放给信众，会长广品法师代

另一位团员胡奕豪则表示，他们也面对技术的
问题，都是边做边尝试。

为“点灯”，
“浴佛” 与“祈福”，祝愿大家福慧圆
满，早得佛智。

其实，青年团在两年前已经开始制作一些有关
佛教知识的短视频放到youtube或面簿上，观看人次

另外，广品法师也连同能度法师受邀上由梁萍

已经超过百万。

主持的958 卫塞节特别节目，谈论有关佛教戒律。

佛教总会青年团的积极参与

通过线上直播弘法

对于在网络中成长的年轻一代，上网自是驾

活动停摆并不意味着佛教弘法工作就此打住。

轻就熟。新加坡佛教青年团团员更是善用了他们对

佛教总会的法师们采用了网上直播的方式弘扬佛教

数码技术的熟悉度，将佛教总会部分活动安排到网

教义：

上进行。青年团团员洪钲凯在接受本地媒体访时表
示，身为年轻人自然更懂年轻人，所以制作出来的

在阻挡措施期间，广品法师通过视频指导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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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修持放松的静坐、修慈心、以及居家时如何过活

与理解。哈莉玛总统也指出，疫情还没有结束，社

等，鼓励佛教徒精进自修来渡过漫长的居家时日。

区中的每个人都应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帮助其他
人去应对这场危机，特别是其所带来的社会、心

7月13日，佛教总会总务有广法师为菩提学

理、情感和精神影响。让哈莉玛总统感到欣慰的

校学生开示佛教教义；12月7日秘书长苏满纳法师

是，许多宗教领袖在面临挑战时，仍然凝聚他们的

通过zoom视像会议参与不同宗教的对话会，主题

宗教社区，以保持团结和韧性。许多国人也作出跨

是“布施与利他”。

信仰的努力，对不同种族、宗教、语言的同胞们伸
出援手。

此外，佛教总会弘法组于属校文殊中学每周日
举办的狮子吼英语佛理开示，也在10月4日恢复举
办。不同的是，活动由实体改为线上进行。

佛教总会会长再度受委为宗教和
谐总统理事会成员
9月16日，哈莉玛总统再次委任佛教总会会长
广品法师为宗教和谐总统理事会成员，任期三年。

宗教领袖与国内外学者进行线上
国际研讨会

理事会其他成员还包括其他宗教代表，他们的主要

佛教总会参与了由伊教传教协会于9月11日主

部长提出建议，理事会也负责考虑在维持宗教和谐

办的线上国际研讨会，主题为“新冠状病毒危机和

的职责是针对可能影响我国宗教和谐的事务向内政
法下发出有关禁令，并向总统提出建议。

宗教领袖所应扮演之角色”。国内外学者与各大宗
教领袖纷对主题发表演讲，大会主宾哈莉玛总统从
总统府通过视频致开幕词。

国会是在1990年通过维持宗教和谐法。法令从
1992年3月起生效，同年8月1日成立宗教和谐总统
理事会。

哈莉玛总统表示，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
慰。网络研讨会可为不同信仰的领导人提供分享意

出席跨宗教组织诵读加强社会防
御宣言

见的平台，促进不同种族和宗教信仰的人们的团结

新加坡宗教联谊会在网上庆祝创会71周年时，

代，许多人自然而然地转向信仰以寻求力量和安

佛教总会参与线上国际研讨会，研讨在疫情肆虐下，各宗教领袖应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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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费绍尔政务部长代表内
政部颁发了2020年国庆日奖章予苏满
纳法师，感恩法师为监狱提供义工服
务超过33年，任劳任怨，令人敬佩。

培训志工，服务社区
2020年7月31日，慈善组主任
定融法师通过了Zoom云视频会议设
施，举行了“佛教总会监狱志工招
募与说明会”，内容包括申请志工
的条件、监狱服务的范围、有关志
工的培训与督导。
公众反应良好，共招募了45名
义工，经过几个月的培训后，于12
月11日举行结业仪式，意味着监狱
义工组将投入一批新力军。

热心佛徒的捐助活动
4月间，新加坡佛教总会连同
善心翁居士所捐献的四千个和本身

疫情爆发期间，人间仍见温情。

的一千个口罩赠送予“客工中心”

主宾傅海燕部长指出世界一些地方因新冠病毒发生

以便分发给客工使用，以感谢他们为建设我们美好

偏见和歧视事件。新加坡也有种族主义和不灵敏的

家园做出贡献。佛教总会也特别制作了慰问客工的

评论。傅部长期望宗教领袖能通力合作化解憎恨，

视频，给予他们心理和宗教上的支持。

阻止分裂。
好事并没有就此停止。善心的佛教徒Tommy ，
佛教总会会长广品法师，亦是新加坡宗教联

通过新加坡佛教总会捐献1800卫塞/斋月慈心礼包予

谊会会长。他于4月29日，带领各宗教领袖诵读宣

不同信仰背景及较弱势的乐龄人士。受惠团体包括

言，承诺在新冠疫情期间加强社会防御工作。宣言

回教肾脏行动协会，和谐中心，光明山修身院，万

的内容主要有加强跨宗教的团结与支持广大的社群

佛林老人院，大悲安老院，慈光福利协会和崇佛林/

两部分。

众弘福利协会。

费绍尔政务部长访问佛总

Tommy居士也捐赠口罩960包给各个宗教团体

我国内政部暨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费绍尔副

与弱势群体，包括：和谐中心、兴都教管理会、

教授于9月25日，率领监狱部门长访问佛教总会。

锡克教社群、新加坡耆那教协会，以及那些独居

会长广品法师、秘书长苏满纳法师与执行长柯孙

僧众等。

科先生亲自接待。佛教总会与监狱部门一直都有
合作，不时派出法师与辅导员去监狱进行宗教辅

佛教徒纷纷在佛教总会面簿平台留言，感恩佛

导工作。双方在这一次会谈中也提及加强监狱服

教总会的协助与Tommy居士无私的付出。更有异族

务方面的合作。

人士在面簿上亲向广品法师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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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常年会员大会圆满举行
佛教总会每年在六月间举行的常年会员大会，
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以及政府实施的阻断措施而
延后至9月26日举行。在安全管理措施下，出席的

了学生在学术和课外活动的优越表现。大会主宾佛
教总会执行长柯孙科先生勉励学生要随机不断学习
进取，方有所成。佛教总会会长暨学校监理员广品
法师亦是会上贵宾。

会员逾40名，在会长广品法师的主持下，顺利通过
大会的所有议程项目。

资助刊印《南洋佛教》电子化
因受到阻挡措施的影响，4月份的《南洋佛
教》无法如期印刷而拖延出版日期，所幸的是《南
洋佛教》一直都有实体本与电子版，所以推出电子
版以解燃眉之急。今后，读者可在佛教总会网页或
面簿上，阅读最新杂志的内容。
杂志也上传了助刊表格与使用PayNow的转账功
能，有意赞助佛总或助刊杂志的读者们将更方便。

佛教总会属校交出耀眼成绩
在教育方面，佛总两间属校也交出亮眼的成绩。

总结
虽然疫情使得许多群聚活动不能入场进行，但
是佛教总会仍然排除万难，利用现代科技将部分的
活动搬到线上进行。在困难艰巨的时刻，非但没有
阻扰着信众学佛的信心与热诚，反而迎接佛教总会
这个新的改变。
在过去的一年，佛教总会并没有因为疫情而
将工作懈怠，仍然在各个领域如：佛学、文化、教
育、社会慈善等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在未来的发
展，佛教总会将不断地去探索各类活动上网的可行
性、并且将线上活动不断地优化，让线上线下的活
动可以无缝结合，发挥协同效应。   

菩提学校在2020全国华文大比拼总决赛中，由黄
意颖、曹霈萱、洪尚彤及宋佩璇领军第一次夺得小学
组冠军。
五年级学生潘詩穎(Alicia Phua)的画作入选为国
庆礼包设计之一。画作采用红白二色来创作，主题
是鼓励新加坡人团结一致，坚强面对一切。清新细
致的画风与明确的应时主题，让人印象深刻。
文殊中学在38周年校庆时，沈聪文校长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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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圆悟峰长老遗愿

明穩法师义捐佛总两校
■

文. 一峰

■

2020年11月17日，在佛教总会会长、菩提学

悟峰长老来自中国福建省福安市，22岁依虚云

校董事会主席、文殊中学董事会监理员广品法师

老和尚受具足戒。长老法脉传承自白圣长老座下，

与佛教总会副秘书长、文殊中学董事会秘书长、

为曹洞寿昌派第四十八代法脉传人。1948年初到香

菩提学校董事会监理员陈友明居士的见证下，观

港寄居竹林禅寺，1954年南渡马来西亚，1957年再

音亭住持明穩法师谨承师志，将悟峰长老的法藏

辗转来到新加坡，最后定居本地。

精舍脱售后的部分金额捐献给佛教总会的属校菩

他于1963年创建法藏精舍并担任开山住

提学校与文殊中学，各获赠20万元。两校校长林

持，1985年任亚历山大路观音亭住持，直至2018年

惠珉与沈聪文出席敬收支票。善款捐赠仪式在文

圆寂，世寿97岁。此外，从1984至2002年为新加坡

殊中学会议室举行。

佛教总会及其属校服务，曾担任佛教总会五届副主

悟峰长老是我国一代德高望重的高僧，他秉持

席、佛教总会属校董事会要职、新加坡佛教社群基

着佛陀的智慧与慈悲精神，一生积极推动佛教的振兴

金会主席、世界佛教僧伽会副会长、以及世界佛教

与发展，致力于本地教育的发展，并非常重视社区福

华僧协会副会长等。

利与慈善，对社会贡献良多，备受世人敬仰。

菩提学校校长林惠珉敬获善款。

说起悟峰长老，其大弟子，也是悟峰长老遗嘱

文殊中学校长沈聪文敬获善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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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合十问安

执行人及遗产信托人明穩法师表示，在跟随长老的

悟峰长老在新加坡佛教总会
及其属校服务列表

38年间，她觉得长老是一个和蔼可亲、品德兼具的
学佛人，让人觉得容易亲近，因此获得很多信众的

新加坡佛教总会

支持。“师父一直抱持着‘随顺因缘，恒顺众生’

1984-1986:

副总务主任

的理念为佛教与社会服务，他所展现的慈悲与智慧

1986-1988:

财政

为佛弟子立下很好的榜样。”

1988-1990:

总务主任

有关这一次捐赠给学校的善款，明穩法师透

1990-1992:

常务委员

露：
“师父生前曾交代过，把法藏精舍出售，并将所

1992-2002:

副会长

得捐作慈善。”由于悟峰长老并没有指定捐款的对
育等领域中选出了30多个受益团体，菩提学校与文

新加坡佛教社群基金会
(2010年7月1日自行解散)

殊中学是其中受惠的两个教育机构。

1990-1992:

财政

1992-2002:

主席

象，明穩法师与明量法师两人便从慈善、医药、教

明穩法师表示，长老生前一直为佛教总会效
力，也很积极参与佛教总会属校的工作，这一次捐
款给学校，正好是圆满长老的心愿。

菩提学校董事会

据知，脱售法藏精舍所得的920万悉数捐给30

1986-1990:

财政

多个团体与9个社区。除了佛总属校之外，获得捐

1992-2000:

董事

款的团体包括：新加坡佛教施诊所，慈光福利协

2000-2002:

副主席

会、光明山修身院以及其他9个公民咨询委员会的

8

社区发展和福利基金：三巴旺区、武吉班让区、如

文殊中学董事会

切区、波那维斯达区、丹戎巴葛区、亨德申-杜生

1984-1989:

副秘书

区、女皇镇区、摩绵-经禧拉丁马士区。部分善款也

1989-1991:

财政

用来举办“一心一艺好温情”线上直播公益演唱会

1991-1995:

秘书

系列，帮助多个慈善团体筹款。善款也赞助12月18

1995-1997:

副主席

日至明年1月3日的总统挑战慈善爱心灯会。

1997-2001:

主席

佛总资讯

留
满
智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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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薝蔔院
•• 法轮社
•• 新加坡佛教施诊所  
•• 大愿共修会
•• 吉祥宝聚寺
•• 善缘堂
•• 妙音觉苑                           
•• 海印学佛会                                        
•• 能仁精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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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
净
秽
清

•• 光明山普觉禅寺
•• 慈航念佛社
•• 积善堂
•• 释迦善女会
•• 般若念佛堂
•• 佛缘林
•• 观音堂佛祖庙
•• 菩提佛院
•• 善德堂
•• 旃檀林
•• 观音救苦会  
•• 洛伽山庄
•• 护国金塔寺
•• 如切观音堂
•• 福慧讲堂                           
•• 善福堂                                        
•• 宝光佛堂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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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通
超
俗

•• 海印古寺
•• 佛教会
•• 万佛林
•• 宽济堂念佛社
•• 准提宫
•• 圆觉宗（新加坡）
•• 国际佛光会新加坡协会
•• 天竺山毗卢寺
•• 竹林寺
•• 大悲佛教中心
•• 福寿堂  
•• 福缘堂
•• 莲池阁寺
•• 南海飞来观音寺
•• 天寿堂吕祖宫                           
•• 香莲寺                                        
•• 東眴閣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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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
逆
为
顺

•• 净名佛教中心
•• 大悲院
•• 天南佛堂
•• 慧明讲堂
•• 普济寺佛学研究会
•• 十方佛林
•• 新加坡佛牙寺
•• 新加坡佛教青年弘法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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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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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一场

佛化婚礼
■

文. 一峰

■

佛化婚礼在今日社会中已经相当普遍，有不少

朗化，建议他们最好尽快完成婚礼，不要拖延。最

佛弟子选择采用佛教仪式举行婚礼，并以此作为人

后，她还是听从在佛教团体工作的母亲的建议，改

生另一个阶段的开始。2020年10月10日，余峻齐与

到佛总举行佛化婚礼。

郭馨这一对新人选择到新加坡佛教总会礼堂举行佛
化婚礼。
在佛总礼堂举行的佛化婚礼，仪式简单而庄
严。有共同信仰、共同信念的一对新人，在佛前由

“因为是在婚礼前一两个月才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临时要准备很多东西，例如找朋友观礼，找地
方吃饭等。之前还是按照华人传统习俗，过大礼，
安床等。”

佛总会长广品法师见证下宣誓永结同心，彼此在今

“日期原本定于6月6日，在这之前因为阻断措

后的人生岁月里，将以佛法为依归，两人互相扶

施的关系，婚礼的筹备因而受到影响，很多店没有

持，患难与共。

开，东西都无法在短时间买齐，所以便决定延后到

2020年并不是容易的一年，民众除了面对着生

10月。”

活、健康、职场等种种压力之外，还要不断地适应

余峻齐补充说，
“另外，出席观礼的人数也一

政府在不同阶段所颁布不同的措施，余峻齐夫妇的

直在变，起初只是允许两个人签字，后来开放至

婚礼也因此延期。

20人观礼，再来增至50人，其中的变化很多，我们

作为太太的郭馨表示，婚事遇上疫情大流行难

必须一边筹备一边调整。因为人数所限，有些朋友

免会受影响，本来他们只想到婚姻注册局签字，并

就无法邀请，希望他们能够体谅。不料在婚礼举

没有举办婚礼的打算。后因为家人觉得疫情尚未明

行的前几天，政府又宣布新条规，婚礼现场可以划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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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两个区域，每个区域为50人，实
际邀请人数可高达100人，可是婚礼
的嘉宾早已经敲定了，时间急迫，所
以也就没有再多邀请更多人。”所谓
的“区域”，就是把一个场地隔开分
成两个区域，而分别在两个区域的人
是不能有交流的。
郭馨表示，这段期间不可能大
摆宴席，只有跟家人亲友到附近的
餐 馆 用 餐 。“原 本 是 打 算 在 佛 总 宴
客，也找了愿意外送的素餐馆，可
是后来再仔细看了章程，只好改到
餐馆去用餐。
以目前的状况来看，蜜月旅行是不可能的

注：从6月2日起，分三个阶段放宽阻挡措施，

事，可他两夫妇已经安排好12月去“宅假期”

其中有关在宗教团体举行的婚姻宣誓仪式，以10人

（Staycation），作为替代方案。

为限，所限人数随着本地疫情趋缓而逐步解放。随

在疫情下成婚，筹备虽然忙碌，但过程还算顺

着我国第三阶段解封，宗教场所的人数上限也从第

利。余峻齐有所感触地说：
“人生无常，世事难料，

二阶段的100人放宽至250人，当中可分5个区，每

在艰难的时刻，我们更应该珍惜身边的人。此外，

个区最多50人。

我想说的是，目前很多人居家办公，跟家人的相处
时间多了，更应该好好增进与家人的关系。”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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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净
身
安

八
关
斋
■

文.佑桂

■

2020年是个让人忐忑不安的一年。在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弥漫下，所
有社交、宗教活动被迫停止，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必须保持1米。佛教总会在
政府解封第二阶段下，宣布在2021年1月1日推出“心净身安八关斋”。消息传
出，众人无不喜形于色，让沉寂许久的佛总常年活动再现，但碍于政令，只限
50人参与，举行的地点依旧是会所的三楼礼堂，授戒师则是佛教总会会长广品
法师。
由于疫情仍是当前重要的议题，为保障大众安全，佛教总会工作人员对新年的
第一场活动严阵以待，可说是做足了安全措施，以防范于未然。除了惯例的测量体
温外，也在会所各处张贴提醒安全距离、戴口罩等等的告示，谨防任何疏漏。礼堂
里的每个拜垫、座位也相距1米。
此次因疫情关系，不可堂食，无法提供戒子午斋，而改以补贴现金，请戒子外
出用餐。此举正如会长广品法师在授戒仪式中所言，只要是对大众有益的，条规是
可以随境更动。法师也诙谐有趣的说“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是的，凡
事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在受戒同时，要思惟佛陀的悲智双运。
八关斋戒是慈悲的佛陀为了让众生种下出世解脱的因而制定的八种
戒条，是让身处繁华喧嚣世界的芸芸众生可以体验出家生活，回归
身心安宁的一个方便法门。对八关斋独有情钟，自皈依后每
年都会参与八关斋的惠珊同学认为“这是一年放下一天
去“做功课”，然后开始新的一年”的最佳时机；另一
位春菠同学也心有所感的表示“每次八关斋回来都是法
喜充满，心情愉悦，因为受戒、听闻佛法，再将佛法对
照并运用在日常生活，不断的精进修持和提升自己，可以
说是对过去一年的学习和修持佛法的一次小结。”她也非常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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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佛教总会可以提供一个自修、共修的环境和持
戒的机会。

的距离，但拉不走你我想修学佛法的那颗心。即使

而第一次参与八关斋法会的向翰同学则表示心

宗教活动被迫转移到了线上，还是盼望可以有实际

情既兴奋又紧张，因为这次只有50人可以参与，能

近距离的和法师、同修们一起修行、研习佛法。这

够身为其中一份子，感到非常珍惜与难得。紧张的

次佛教总会在政府政策松绑后宣布举办八关斋戒，

是对授戒仪轨不清楚，感到有些局促不安。

可以说是振奋人心，令人欣慰的举措。

佛教总会这次除了举办八关斋戒之外，也举

佛教总会藉由这次承办实体八关斋戒法会的一

办皈依仪式。报名人数也是只限50人。基于安全理

切功德，回向世界疫情早日缓解，世界经济早日复

由，皈依仪式于六楼课室分开举行，亦是由会长广

苏。新加坡国泰民安，繁荣兴盛。

品法师为信众们皈依。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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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志工培训纪实
■

文. 陈天发（佛总资深监狱辅导员）

■

春花绽放，定有秋实；
勤于耕耘，定有收成。
去年初秋佛总慈善组更换领导层，由定融法师

满纳法师则

接手令旗，第一时间承先启后的组织工作就如火如

分享逾三十年

荼的进行。法师的使命感和行事认真的态度令人刮

亲身的志工经

目相看，在极短的时间里招揽各行业的专才加入核

验，法师身行言

心群组，并定期开会商讨会务；值得一提的是会议

教，可作为志工们学

多为网上进行。

习和努力的好榜样。

“听得懂，做得到”是法师对监狱志工的基本

接下来的工作更具考验，新志工都安排轮流

要求。多年来所招募的志工虽有近百人，但积极服

在周日到佛总友园小组初试啼声。他们要在众多组

务的却只有半数，为了与时并进，这些人有再培训

员面前讲演并回答提问，主要的目的是要训练口才

的必要。新进申请加入团队的志工则都得上佛总监

和现场回答的应变能力，不但可以训练胆识同时体

狱志工培训课和监狱训练班。这些新血们热情洋溢

验‘实战情况’，以便正式开展监狱服务工作时能

得参加了由法师教授的培训班，课程内容涵盖佛陀

应付自如。

的教法，监狱条例和课堂管理的技巧，并邀请辅导

开年他们将正式在资深志工陪伴下，到监狱作

界的专业人员主讲辅导技巧和培养正念的练习等，

现场实习一年，并定期与督导反映工作上遇到的困

这都是成为一个合格宗教志工必须掌握的知识。课

难和其他相关问题，甚至个人的情绪和困扰都可以

程为期三个月，每星期一堂课时间虽短，但在法师

寻求专业协助。

和老师们精心安排和呕心沥血的努力下，志工们都

总之，喜见佛教总会监狱志工团队的茁壮成

提升了对这工作的了解和信心，相信日后必可派上

长，队友们更具备辅导技巧和知识，能更好胜任所

用场大显身手去摄受在牢房里行差踏错的狱友，让

赋予的使命，把志工工作做好做久，把所学的佛法

他们能觉知自己过去有所偏差的思想和行为，能觉

利益有情，以达到自利利他，自觉觉他的崇高目标。

醒而转迷成悟，并脱离歧途重返正轨。
在十二月十一日于佛总礼堂，我们特为新招
募的生力军举办了意义深远的结业典礼：课程的结
束意味着他们未来有意义的工作即将正式开始。由
于疫情的关系，佛教总会也必须遵守抗防疫限制措
施，包括宗教场所活动不能超过五十人。典礼虽然
简单但却隆重，气氛温馨融洽。佛总会长广品法师
给学员讲述志工组过去的点点滴滴，并勉励志工要
有正确的心态才能持久为团队做出贡献；秘书长苏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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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菩提学校

居家学习
■

文. 陈豪德

■

报
告
会
映
放

影
电
2020年，冠状病毒席卷全球，许多国家的人民
感染病毒后纷纷病倒，各国的医疗体系面临着严峻

18

小子》(Wayang Boy)和《戏曲总动员》(The Wayang
Kids)。

的考验，我国也不能幸免。为了遏制病毒的迅速蔓

《戏曲娃娃》

延，很多国家封锁边境，限制人民出入境。我国政

讲述的是一个印度

府除了实施以上措施，也关闭了所有提供非必要性

小男孩因阴差阳错

服务的行业，并强力鼓励受影响行业的工作人士居

而参加了学校的戏

家办公。顾及到学生的安全与健康，政府也决定从

曲选拔赛。起初小

四月八日起关闭所有学府一个月，并指定学生通过

男孩极不愿意参加

网络进行居家学习。

戏曲表演，但后来

在疫情阻断措施实施期间，学生无法出门玩

他却被戏曲的魅力

乐。他们每天完成线上学习活动后，往往不知如何

深深地吸引住了。

消磨时光。考虑到许多家长在这段期间也是居家办

通过搞笑的演绎手

公，因此老师们觉得不妨尝试做出安排，把一些跟

法，这部影片不只

中华文化有关的影片带入学生家，让学生和家人一

为学生和家人带来

起观赏电影，促进亲子关系。学生观看完影片后，

了欢乐，也提高了学生对本地多元种族、多元文化

他们得完成一份反思活动，提出他们对这些影片的

社会的意识。

观后感。这样的安排不但能增强学生与家人的家庭

《戏曲小子》讲述的是一位来自印度的小男孩

凝聚力，同时也是我校为支持本地电影制作公司而

（ Raj ）移居本地后，受到了同学们不友善的对待

尽的一份绵力。

和仇视外来人才家长的恶言相向。后来，男孩在误

主意敲定后，旗舰部的负责老师很快就接洽了

打误撞的情况下加入了学校的戏曲班。这时学校接

本地电影制作公司(Brainchild Pictures)的导演，并探

获消息，说英女王将在三周后到访。校长为了让贵

讨合作的可能性。经过一轮洽谈后，我校敲定放映

宾留下深刻印象，决定让戏曲班的成员上阵表演一

三部影片：
《戏曲娃娃》(Wa is For Wayang)、
《戏曲

段曲目，以展现学校多元种族的特色。经过一番思

佛总资讯
考后，校长决定指派印度小男孩担任剧中的主角。

小男生，他不但得向学校校长证明他应该获得领衔

面对这突发状况，小男孩显得措手不及。他是否经

表演的机会，也得通过实际行动说服老师和同学们

得起严峻的训练和考验，带领戏曲班的成员成功地

他才是担任主角的最佳人选。

完成表演呢？他最终又是否会把新加坡当成是他的
家园呢？

这三部影片都是以中华文化气息浓厚的戏曲为
主轴，通过诙谐搞笑的演绎手法，以深入浅出的方

《戏曲总动

式带领观众探讨社会上的一些现象和课题。这三部

员》影片制作获

影片不但深受好评，其中一部也在国际电影节上获

得李光耀双语基

得提名。

金的赞助。故事

在疫情阻断期间通过学生学习平台（SLS）进

讲述的是一群小

行电影放映会，对我校来说是个崭新的尝试。身为

学生如何排除文

特选学校，我校秉承着敦品励学的办学理念，常在

化和语言上的障

校内推广中华文化活动以培养有文化底蕴的人才。

碍，最终代表学

居家学习电影放映会不但达到了传播中华文化的主

校参加国际戏曲

旨，促进学生对戏曲的了解，也提供了促进亲子关

表演。带领团队

系的机会，更让学生在居家学习期间有个排解郁闷

表演的是一位患

的选择。同学们和家长们都对这次的电影放映会给

有轻微自闭症的

予了高度的评价与反馈。

学生影片观后感的反思节录：
一年级学生

LAU KAI YAN AMELIA

If you want to learn something, set
your mind to it and never give up.

NG SHENG JIE

We learn to accept the different racial
culture and value.

LOH YU XUAN

二年级学生

三年级学生

I have learned: English and Chinese are important, don’t lie, don't be rude, don’t
make people angry, don’t call people names, making new friends is good, treat
others the way you want to be treated.

YEO JAY XUN
要坚持自己的梦想。

KUEK JUN WEI SKYLER

四年级学生

五年级学生

The movie promotes racial harmony, cultural awareness and multi-lingualism,
it also teaches students the values of unity in diversity, and accepting others at
different levels of growth. If you do hardwork, good things will happen.

DYLAN ANG KAI WEN

We should help our friends in need and never give up even if there are some
difficulties along the way.

CHAN SUM NGAI, JEFF (CHAN XINYI)

六年级学生

I learned that autistic children have special learning needs but they have many
gifts, such as having talent in drawing or others. However, they are not able to
communicate very well with other people and need our help. Thus, instead of
shunning autistic people, we should care for them and not get frustrated at them
as that will make them feel uncomfor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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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探索
自我成长
普觉坊系列创作与疗愈课程
■

叶静慧老师

■

在 现代忙碌的生活

叶静慧老师亦是一名资深的社工，她指出利用

压力下，很多人都因为工

时间做一个人生的评估，不管是愉快的还是痛苦的回

作、家庭等长期压抑自己

忆，都可藉此来释放情绪，让心情没那么消极，具有疗

的情绪而影响了身心健康

愈作用。另外，也可扩大社交圈，结交知心朋友，提升

而懵然不知。目前坊间出

自信和幸福感。

现不少体验式的工作坊，

“工作坊分为10堂课，每一堂都设有特定的主

结合了创作与疗愈两大元

题，从童年、青年、成家立业等，让会员有系统地展

素，让学员通过创作去自

现他们人生的不同阶段。工作坊的内容也是多样化

我探索，自我成长，彰显

的，包括软身活动、观赏短片等，通过不同活动勾起

生命价值的同时，也鼓励

回忆。”

大家从团体互动中彼此学

由于参与者来自各行各业，健谈的会滔滔不绝，

习，以达到心灵保健的目

也有的比较含蓄，需由导师来引导。
“我会设下好几个

的。普觉坊于2020年7月至

问题，或是利用一些关键词让她们回答或是以散文的

十二月之间，便开办了一系

方式写下来，积累下来，内容也很丰富。”另外，也有义

列有益身心的课程。

工从旁协助，帮忙不擅于书写的年长者写下他们口述

2020年10月4日至12

的故事。

月20日举办的“人生故事

工作坊的前半段重点是分享与收集信息，供制作

书工作坊”通过学员现场

故事书用的帐本是在下半段才发给学员，
“在学习的

分享过去岁月的经历，然

过程中，学员所分享、所写下的经历，连同他们收集的

后笔录下来，制作一本属

照片、语录等都可以放在帐本里。制作帐本的要点是

于自己的人生故事书。据知，课程是特别为50岁以上

忠诚写下自己的感受，不是语文测验，所以不用太计

的族群而设的，课程的负责导师是叶静慧，阐述了举

较文句修辞。”

云威铭老师

办这个课程的宗旨：

“人生故事书”制作好了，不只可以让自己反复翻

“人生总有高低起伏，一路走来肯定有很多大大

阅，也可与家人与孩子们分享，彼此找到共同的话题

小小的故事。制作人生故事书，除了让自己回味过去

交谈。或许他们要为下一代留下一些生活经验，让孩

的甜酸苦辣之外，还可以将自己面对挫折的方法传给

子孙儿从中学习到一些人生道理。”

后代。在学员分享经历与制作书本的过程中，他们会

叶静慧老师也提出了工作坊的其中一个重点，她

更了解自己，特别是50岁至60岁的那一群人，将自己繁

说：
“我们将一些佛理融入到工作坊里，例如正念、放

忙的一生梳理，再拟定接下来的20或30年要怎么过。

下等，还有圣严法师倡导的四它：面对它、接受它、处

年龄较大的，或是没有机会多读几年书的长者，也会

理它、放下它。整个过程很有疗愈的作用。”

逐渐学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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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福智

有不少人对于过去的经历一直耿耿于怀，有的甚

教界活动
佛化生活

回忆过去，写下自己的心情，
有助于释放情绪。
至长达二三十年不能释怀，事情就冰冻在那个时候，

进自我探索，自我成长的。所以重点不放在学员们的

想的都是一些负面的东西。但是，这些年来，人经过

艺术造诣，而是利用艺术作为工具，达到心灵环保的

岁月的洗涤，成长了不少，回望过去，再看看自己的心

目的。”
由于艺术取自生活，所以各种艺术形式都很合

情，终可抛下心理包袱，再度出发。
叶静慧老师心里有个愿望，就是希望可到本地

适。目前云威铭老师将课程分为三大主题：
《摄影与

各道场去为众老菩萨们开设工作坊，帮助他们松绑

自我相遇》《通过讲故事-倾听身心的声音》与《绘本

心情，维护心灵健康。她说，
“工作坊的好处就是可以

创作-提升自我表达》。同时，他也表示，这是一个初

在互相学习、互相鼓励，疏解心结，应该让更多的人

阶阶段，以后会考虑融入数码艺术或深化某一个主

受益。”

题，例如摄影艺术育疗。
云老师还特别强调，这不是一个心理治疗课程，

通过表现艺术自我成长

而是将艺术治疗的理念与教育活动结合，提高个人的

除了上述的“人生故事书工作坊”之外，普觉坊也

专注力、学习能力、解决问题与人际交流能力，以及减

于2020年12月间开办了“表现艺术自我成长工作坊”，

压作用。对于潜能开发、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开发也有一

工作坊是通过整合的艺术活动中，让学员们藉由体现

定帮助。

在外的表现艺术来发现内在情绪与展现自我。负责导

工作坊的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阶段是让学员们

师是心理学教育工作者云威铭，与儿童心理教育工作

自行创作，第二阶段分享作品，学员们可从彼此的互

者杨慧芳，两位老师都是合格的表现艺术育疗导师。

动中学习。
“每个学员的体会因为人生经历不同，所以

工作坊参与学员包括专业人士、社工、大学研究员、义

体会也不一样。有失业的从创作中发现自己需要转行，

工与退休人士等。

有迷惘的在探索中找到希望，也有的因为新冠病毒感

云威铭老师在受访时强调，
“不要误会这是一个
艺术工作坊，准确地说，这是一个通过艺术表现来促

到压力的找到了纾解压力的方法，更有的表示，上完
课后比较了解自己家人与孩子。”
艺术育疗不是一个审美课程，它没有美术的标准，
它重视的不是学员的作品，而是作品背后的内涵，这是
每个人都有的，而每个人的内涵则因为各别的成长背
景不同而有所差异，学员可从中学习到其他人的经验。

影像是拍摄者的心理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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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乞食
广种福田

文. 如愿

■

乞食，就是比丘为滋养自己色身，乞食于人的

方便修道；二是利他，为福利世人，予众生种福机

行为，属于比丘清净自活的修行方式。乞食是佛陀

会。乞食要遵循一定的方法，具足威仪。据《增一

时代比丘的基本饮食制度。佛陀住世之时，僧团从

阿含经》卷四十七记载，入城行乞时，道侧而行，

不举火作炊，每当饭食之时，佛陀就会亲自带领大

左手持钵，次第乞食；以维持生命为限，心不贪

众着衣持钵，到附近居民家中依次乞食。乞食不仅

着，故得食时不喜，不得亦不忧，唯以除旧疾，养

是佛世比丘维持色身的生活方式，也是比丘为信众

气力为要。

种福田，修学佛法的重要方式。隋·吉藏《法华义

比丘乞食时应当不分贫富贵贱，挨家挨户依次

疏》卷一说：
“比丘名为乞士，上从如来乞法以练

平等乞食，让所有的人都能得到种福田的机会。在

神，下就俗人乞食以资身。”

乞食时，通常是由佛陀带领大众，着衣持钵，次第

乞食的意义有两种：一是自利，为杜绝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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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乞食。《分别善恶报应经》云：
“如是我闻，一时世

本期特稿

尊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食时，着衣持

道了。我之所以不到穷人家乞食，是因为穷苦人家

钵，入舍卫城次第乞食。”
《金刚经》亦云：
“如是我

自己的生活都难以维持，没有多余的饮食供养出家

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

人。即使他们愿意发心，也只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世尊食时，着衣持钵，入舍

啊。我们没有粮食救济他们，哪能再去增加他们的

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

负担呢？反之，我们向富人乞食，区区一餐之施，

讫，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可见，每当饭食

在富者毫无所谓。我所以乞富不乞贫，就是为了这

之时，佛陀就与众弟子一起到舍卫城中次第乞食，乞

个原因。

食之后在回到自己住处进食。饭食之后，收起衣钵，
洗净双足，然后敷设座位依法修行。
比丘在外出乞食时，应当不择贫富，依序托钵
而乞食。也就是说，比丘应当挨家挨户乞食，不得

须菩提说明了自己乞富不乞贫的原因之后，那
位刚才笑话须菩提的比丘才无话可说。
佛陀的另一弟子迦叶尊者则与须菩提相反，他
专门乞贫不乞富。

隔家乞食。佛制比丘之所以要次第乞食，是为了培

须菩提不了解迦叶尊者的用心，有一次闲谈时

养比丘的平等心，以消除烦恼。比丘乞食不得嫌贫

就问迦叶尊者：
“迦叶尊者！你乞食的态度和我相

爱富，有分别心，否则便有违佛教平等精神。

反，请你告诉我这是什么原因？”

佛陀在世时，每天饭食时，就带着众弟子着衣

大迦叶解释道：
“我们是出家的沙门，守道行

持钵，平等乞食。他们不分贫富，逐家依次行乞，

法，这就是人间的福田，我们受人间的供养，是给

成就广大信众的布施，为他们广种福田。

他们增长福慧的机会。穷人现世之所以贫穷，是因

不过，在佛弟子中，也有与大众不同的乞食

为他们前世悭吝不舍。我现在向贫者乞食，给他们

比丘。解空第一的须菩提尊者在乞食时，常常独

种福田，免除他们将来的穷困，富人们的福多，我

自行动，专门到富人家中乞食，而贫穷人家他却

们又何必锦上添花呢？”

从来不去。

迦叶尊者的话，一方面象是为自己乞贫不乞

起初，众比丘对须菩提都没有注意，但日子

富作解释，另一方面又象是说教乞富不乞贫的须菩

一久，他们发觉须菩提的行动有些奇怪。大家一注

提。须菩提听后，点点头，他不强人同己，说道：
“

意，才知道原来须菩提每次都脱离群体，单独到富

乞富，乞贫，都是为了利益众生。尊者！佛法里方

人家乞食。如果见到房屋矮小，或是家庭穷困的人

便有多门，我们可以各行其道，其实这都是佛陀的

家，他是决不前去托钵的。而且无论多远的路程，

教法。”

他都要赶到富贵的人家去，否则，他宁可饿着肚
皮，也不到穷人家行乞。

不久，佛陀知道了须菩提和迦叶尊者与众不
同的乞食作风。佛陀叫来两人，呵斥他们的心不均

有一次，在毗舍离的国境内，有一位比丘在路

平，不合乞食之法。须菩提听了佛陀的教诲，深感

上取笑须菩提说：“穷在眼前无人问，富在深山有

惭愧，放弃了乞富不乞贫的做法，改为随众乞食。

远亲。其实，毗舍离的都城都是殷实商富户，不知

迦叶尊者则依旧乞贫不乞富。由于迦叶尊者常行苦

尊者今天看得起哪一家？”

行，佛陀也就不再勉强他。

须菩提听后，看了那位比丘一眼，然后解释

比丘平等乞食的目的并不是好吃懒做，而是为

道：
“大德，我不是看不起穷人，或许真正同情贫穷

了成就信众的布施善行，更多地为他们种福田，使

者的就是我哩！我的确是发愿向富者行乞，不向穷

他们增长福慧，现世及来世得到富贵的善报。汉传

人托钵，但这是我的苦心，还请大德原谅。”

佛教寺院的出家人，早已告别了乞食生活，不过每

“尊者乞富不乞贫，每天营养充分，难怪尊者

天在过堂结斋之后常须念诵：
“所谓布施者，必获其

身体这么健壮，你看，你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大胖

利益，若为乐故施，后必得安乐。”通过感念信众

子了！”比丘笑着说道。

的布施功德，把功德回向给信众，祈求他们安乐康

“大德！请不要这么说！”须菩提接着

健，生活顺意。因此，佛陀的乞食法，是要求弟子

说：
“我向富人乞食，决不是为了贪图富人家的美

不择贫富，平等乞食，以使贫者免除困苦，富者福

味佳肴。如果为了贪图美味，我当初就不会出家修

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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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顿北 渐
■

“南顿北渐”，又称“南能北秀”。我国禅宗自五祖
弘忍门下，由于惠能（638—713年）与神秀（606—706
年）两大弟子见解各异，因而发展成不同系统之禅。惠
能教化南方，称南宗禅，后世禅宗大多出自此系统。神
秀则以长安为中心教化北方，称北宗禅。若从禅的性质
来看，两派的差异可称为“南顿北渐”。不分阶段，顿速
觉悟，称“顿”；以循渐进之法指导子弟，令其开悟，称
为“渐”。
“南顿北渐”一词，最早是惠能门下的自称。
据《六祖坛经》记载，昔时，神秀称为弘忍门下第一，曾
以一诗示其悟境：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
拭，勿使惹尘埃。”惠能则于壁面另题偈语：
“菩提本无
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就以
惠能为正统顿悟法门。
自此，禅风就有了顿悟与渐悟的分别。
南顿，说的是南宗顿悟禅法，也称为南宗禅、
南禅、南宗。这是与北宗禅相对来说的。南顿是说
惠能禅法主张顿悟，所谓顿悟是指不经过学习经教
的渐修，速疾证悟妙果。《顿悟入道要门论》卷上
曰：“云何为顿悟？答：顿者顿除妄念，悟者悟无
所得。”又云：
“顿悟者，不离此生即得解脱。”
南宗之禅风完全摆脱教网，不堕于名相，不滞于言
句，倡修证不二、迷悟一如。谓己本觉之妙心乃本
成本明，烦恼妄念非实有，故举扬“
一超直入如来地”之顿悟，后世称
为南顿，又称祖师禅。此宗至后
世极盛，更有五家七宗之分派，
故后人以南宗为禅之正宗，而以
慧能为禅宗第六祖。
南宗禅的创始人惠能禅师，
俗姓卢，祖 籍河北，年 轻时以
打柴为生。一次在卖柴时
听人读诵《金刚经》而
有所悟，在别人的指
点下来到黄梅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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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张家提■

五祖弘忍禅师。通过两人见面的一番充满禅机的问对，
弘忍便知惠能是佛门法器。为锻炼惠能，弘忍便命他到
后院从事舂米、劈柴之类为大众服劳的生活。八个月之
后，弘忍便于密室中传法给惠能。惠能接法之后，离开
弘忍禅师南下，在猎人队伍中隐居十六年，后在广州法
性寺因为解决印宗禅师弟子的“风幡之争”，受到印宗
禅师的重视，并由印宗禅师为他剃度、受具足戒。
受戒之后，惠能北上曹溪弘法度众，他特别推
崇“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的“顿悟成佛说”。他的“顿悟成佛”说，为世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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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惠能看来都无关紧要。由于顿悟说的终极目标
仍在成佛，只是加快了成佛的步伐和进程，因此，它
在否定传统意义打坐、参禅的同时，又扩大了禅的范
畴，为禅宗的发展拓宽了道路。
在禅宗历史上，
“南宗禅”已成为惠能一系禅的
代名词。惠能在曹溪弘法不久，他的两名弟子南岳怀
让、青原行思分别以独特的方式在湖南、江西的偏僻
之地埋头传道，逐渐形成气候，使当时其余的各系禅
显得黯然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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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渐，又作北宗禅、北宗，为“南宗禅”之对称。
禅宗五祖弘忍之门下大通神秀，以弘法于北方，故称北
宗。五祖入寂后，神秀迁至江陵当阳山（湖北），力主渐
悟之说，其教说盛行于长安、洛阳等北地。北宗的名称
并不是神秀一派的自称，而是惠能的弟子神会所加的。
神会以自宗为禅宗正统法系，称自宗为南宗，而视北地
所传渐悟法门为劣下，称为“北宗”。
神秀是中国北宗禅的开创者。俗姓李，唐代
汴州尉氏(今属河南)人。他少览经史，博学多闻，
既而奋志出家。他到蕲州双峰山东山寺亲近五祖
弘忍，从事打柴汲水等劳役以求法。惠能深为弘
忍所器重，认为“东山之法，尽在秀矣”，命为上
座，并命他任“教授师”。相传，弘忍为了选定
付以衣法的人，曾令门人各作一偈，神秀作了一偈
说：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
惹尘埃。”弘忍看见此偈，只说依此修行也有大利
益，但不认可他见自本性，最终将衣法传给惠能。
神秀的偈语以渐修为修行的核心。其实，禅宗初
祖菩提达摩就是主张渐修的，他的禅法，以“壁观”
为标志。所谓壁观，即心如壁立，完全停止对外在世
界的认识，连自己的呼吸也感受不到，经过这样长期
的修行，就可与自身先天具有的“佛性”相契合。
五祖弘忍入寂后，神秀在江陵当阳山（湖北）玉
泉寺弘扬渐悟禅法。神秀传扬禅法很有影响，他在玉
泉寺传布楞伽师渐修禅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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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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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更是礼敬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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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禅宗界的权威和地位。
在 神 秀 门 下，亲 受 神 秀 付 嘱 者，有 普 寂、敬
贤、义福、玉 山 惠 福 等 四 人。武 则 天、中 宗、睿 宗
之 时，神 秀皆被 尊为国师。普寂 亦 被称为三帝之国
师。义福、敬贤、惠福等人则以长安、洛阳为中心，
大振 北宗门风。普寂之弟子为道 璇，受日僧之招请
赴日弘法，乃禅法 传入日本之初期重 要人物。此宗
虽曾盛 行 于 北 方，然以会昌法 难、南 宗 隆 盛，与 神
会 排斥 等原 因 而 渐 告 衰 颓，至 唐 末 遂 断 其传 承 。
北宗禅的教旨，依宗密的《圆觉经大疏钞》卷三

下所叙之七家，北宗为第一家，其文云：此宗秀大
师为宗源，弟子普寂等大弘之。拂尘者，即彼本偈
云：
“时时须拂拭，莫遣有尘埃”是也。意云：众生
本有觉性，如镜有明性；烦恼覆之，如镜之尘。息灭
妄念，念尽即本性圆明，如磨拂尘尽镜明，即物无
不极。印顺导师认为，神秀曾撰“观心论”，并提
出“五方便门”之说，以之为修道阶段之次第法门，
这一论点，成为神会攻击北宗之目标。然若从禅宗思
想史之观点而言，则神秀之“观心”说实为四祖道
信、五祖弘忍东山法门之忠实继承者。
南宗与北宗的区别，重点在于修证方法和修行
理论的不同。南宗禅在修证方法上主张顿悟，而北宗
禅在修道方法上主张渐悟。北宗禅把顿悟看作修行次
第中的一个层次，而南宗禅则大力强调顿悟的必要和
可行，把它看作修行的唯一层次。
惠能认为，神秀的禅法执着名相，还不彻底。惠能
不承认客观世界的差别，因此也就不承认有断恶去染即
拂尘的必要性。因此，他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
为本”。南宗的顿悟，认为只要消除妄念、性体无生，则
刹那成佛，无须缓缓静修。神会用一个精彩的比喻来说
明这种顿悟，叫做“利剑斩束丝”。他说：
“譬如一缕之
丝，其数无量，若合为一绳，置于木上，利剑一斩，一时
俱断。丝数虽多，不胜一剑。发菩提心，亦复如是。”既
然烦恼妄念可以“一时俱断”，那么，刹那之间成佛就是
完全有可能的。
神秀在其《观心论》一书中，把心和身、内和外、净
和染等看作相对的两个层面，并把心、内、净放在主导
位置，认为籍由摄心、观心、
“绝三毒心，永使消亡，闭
六贼门，不令侵扰”，最后达到解脱。北宗的顿悟则以渐
修为前提。
“犹如伐木，片片渐砍，一时顿倒”；又如远
赴都城，
“步步渐行，一日顿到”。它是经过长期修持后
的恍然大悟，即所谓“以定发慧”。定，指专注一境而不
散乱的精神状态。心不起妄念，顺视线向下凝望，把精
神集中到内部，或者向外部游曳，把心力定住。如此认
真地实践冥想，最终便能臻于离念之境。
惠能认为，一切万法，尽在自身中。何不从于
自心，顿现真如本性！神会进一步指明“正觉”可在
一念之间实现。因此，可单刀直入，直了见性。北宗
虽然并不在一般意义上反对顿悟，但神秀等人根据传
统禅法，仅把顿悟看作整个修行次第中的一个层次，
这个层次以长期渐修积累为前提。而惠能创立的南宗
禅则大力强调顿悟的必要和可行，把它看作修行的唯
一层次来把握。不过，南宗顿悟禅法也并没有完全脱
离渐修。不过，南宗禅突出了成佛的境界，把佛教灵
修导入生动、活泼、不拘程序的思路，与日常生活有
效地达成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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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

错

■

文. 杨春荣■

（一）
早上和朋友喝咖啡，吃早餐是我规律生活的一部分。这几个朋友，几乎可说是天天在芽笼四十一巷咖
啡店见面的老咖啡友，数十年如一日。我们无所不谈，举凡生意、工作、家庭、孩子、孙子、旅游、健康
养生、投资理财、国内外政治等，都聊得非常尽兴。
今天一位经营设计装修的朋友谈到员工的工作态度问题，她说公司的一位老员工已经呆了四十年，工
作态度很差，也没有一点进取心。做了四十年，连基本的电脑系统都不会操作，还骗她说没有手机，就是
怕公司联系他。经过这次的疫情，公司生意大减，打算裁退他。
我听了蛮不是味道，心里暗想，一个工作了大半辈子，几乎献上整个人生的员工，现在竟被说成什么
都不会，那是什么道理?
吗?

难道，这四十年来他白拿了薪水

如果正如朋友所说这员工什么都不会，那又是谁

的错？我直接了当地对朋友说，果真如此，这是身
为老板的错。错在四十年来太过仁慈，让
他白拿薪酬; 错在四十年来，没有好
好地去训练他，以致他没有一技
之长; 错在一直姑息纵容，让
他为所欲为。
如果这次公司业绩因为
疫情受影响而须裁减员工，
那是无可厚非。如果裁退他
是因为他什么都不会，那辞退
的理由就值得商榷了。

(二)
今天收到侄儿的电话，他很着急地说要我帮忙他的孩子准备年底的小学离校考试。侄儿说儿子的年终
考试，每个科目都在四五十的瓶颈分数，要求我替他想想补救的办法。
其实，他的儿子每个科目都有补习，每个月要花六七百元的补习费，对一个普通收入的家庭，开销算
是蛮大。侄儿和我说话时，语气显得无助，也无奈。他说儿子有两位补习老师，教华文和数学的是一位还
在大学读书的女生，教英文和科学的是一位印度人，这些补习教师都是通过补习代理安排的。当他和那位
女补习教师讨论儿子的成绩时，对方表示已经尽力教导，儿子考不好也无能为力，这不是她的问题。侄儿
听了非常生气，马上把她辞掉。我问他学校有没有先前约家长去面谈，如果学生成绩不达标，他说没有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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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学校约谈。我心里顿时有很多的疑问？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学生成绩不理想，学校没约家长面谈，看如何帮学生改进？补习教师也没有给家长反映学生的进
度？家长以为有学校老师教导，又有补习教师的跟进和督促，就抱着不理不睬的态度？学生本身的懒散
和不进取？
孩子成绩不好是谁的错，这一连串的疑问，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在只剩下一个月就要面对小学离校考
试，都显得不重要了。眼前的问题是如何帮助侄孙应付考试。脑子里马上出现郑
老师，一个能教华文和数学
的好老师。联系上他后，请
求他抽空帮忙，还好他老人
家一口答应了。
不管是谁的错，在只剩
下一个月的时间，希望侄
孙在老师的指导下，卯足全
力，考出好成绩。

(三)
今天在网上看了一个视频，一位古稀老翁在巴士车上，不知是没有智能手机，还是不懂得扫二维码而
被车里的人辱骂。最后还请来警察把他给带下车，说是国家的政策。
这种现象，这种画面，似曾相识，也正在我们的社会不时出现。为国家贡献一整辈子，现在迈入黄
昏暮年，却因为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而被远远抛在后头。有很多老人一辈子不曾接触网络，有些也没有手
机，在霎那间，你要他们用手机扫码或上网才能做他们平时所做的事情，那的确是强人所难，对他们而言
可说是精神上的折磨。不要说他们很多都买不起一台智能手机，即使免费送他，他们也未必能接受，因为
有些人对科技有抗拒感，有些人不管你怎么教还是学不会。
现代社会，老人去银行存款提钱要用数码科技，进出商场建筑物要扫码，上餐馆食阁吃东西也是科技
点餐付款，要去政府部门处理事务，现在甚至去庙宇教堂也要事先手机联系预约。这一切都让他们感觉上
和这个时代格格不入，已经是被冷落的一群。
这些老人用尽毕生心血为社会做出贡献，现在却被遗弃在主流社会之外。这是迈入数码社会的现实问
题，高科技总带给人一种冰冷的感觉，但我们难道不能多添一分同理心，多给他们一些爱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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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二则：

做好人生的

减法
■

文

.

李晓琦

■

年轻时候,我喜欢五颜六色各种各样漂亮的衣
物,明明知道自己已经有了很多,还要找个借口买下
来。结果,那些衣服刚买回来就如同深居豪华皇宫却
孤独一生的宫女一般,再也没得到我的宠幸。
青年时代,我渴望过上丰富多彩的生活,喜欢把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当当,
生怕一不留神,就输在起跑线上。慢慢地,我才开始
懂得给生活留白,学着放慢自己的脚步,重新定义何
为幸福。
年少时,我希望得到各种各样的关爱,幻想着自
己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小女孩儿,有贴心的关怀和宠
爱。历经岁月,我才慢慢地懂得感情就是如此,浓也
好,淡也罢,一切都抵不过顺其自然。
人至中年后,我突然想到,该给自己的生活,做做
减法。
减少衣物的购置,买几件精致而有品味的服饰,
不在乎数量,只在乎喜欢。购买一件,就淘汰其他一
件。绝不陈杂,毫无秩序。生活中,也学会劳逸结合,
有闲有忙,但要始终保持对生活充满信心。每天都给
自己留有时间,读书、写字、思索、旅行……人生,
莫若如此,思考着,领悟着,成长着。在感情上,我也不
再奢侈更多,也更懂得爱自己了。
人生的减法,就是去掉那些不必要的奢求,让生
活变得简单,充满秩序。也让我们的内心变得简单起
来,并不断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人生的减法,也是一种智慧,一种美。
28

本期特稿

到痛极之地走走
在医院，巧遇一位朋友，连忙问他，是不是哪

汇聚了我们所有的痛苦和不幸。但是，我仍然不能明

儿不舒服？他说很好，自己没有生病。又问他，是

白，这怎么就能治愈一个健康人的忽然不健康的心？

去医院看望什么人？他答，也不是。那你跑去医院

朋友说：
“去医院只是为了让自己明白，我没有

干什么？他说，心情不好，所以来医院走走。

遭遇飞来横祸，也没有疾病缠身；自己身体健康，

因为心情不好，而跑到医院去。这算什么理由？

家人也平平安安，这已经多么幸福！如今只是遇到了

第二天再见到这个朋友，他的神色看起来不

一点不如意，它算得了什么？在医院的时候，我还想

错。好奇地追问他，怎么那天突然想起来跑到医院

到，说不定哪一天我也不得不躺进医院，浑身插满了

去了？

管子，我该怎么办？我又能怎么办？而现在，我健健

他笑着说，最近遇到了点不顺心的事，心烦意

康康，自由自在，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吗？”

乱，却怎么也调整不过来。出去游玩了一趟，虽然

朋友说，他就是这样想通的。在病痛、苦难、

风景怡人，但是，自己心里有疙瘩，玩得一点也不

死亡面前，没有什么是想不通的。朋友的话，也让

痛快，回来之后，负面情绪还是阴魂不散，做什么

我醍醐灌顶，是啊，我们这一生，难免遭遇这样那

事都提不起精神。忽然想起，老父亲有一次急病住

样的意外、疾病和苦难，与之相比，事业上遇到一

院，自己天天跑医院，看到了各种病人和他们的痛

点挫折，生活上遇到一点困难，算得了什么？

苦。那段时间，因为担心老父亲的身体，真是身心

我认识一个老板，生意做得很大，但也时常遭

憔悴，苦不堪言。但那段时间，也是自己诸事想得

遇挫败、刁难和各种不如意，因而压力很大，每次

最开的时候，感觉到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想到这

遇到过不去的坎的时候，他就让司机开着车，陪他

些，我动了念头，再去医院走一走，看一看，或许

到郊区的殡仪馆转一圈。他说，那里是所有人的终

能够找回内心的平静。”

点站，没有例外，那里也是生于死的诀别之地，所

从朋友现在的精神状态来看，他确实达到了效

以，到处弥漫着悲伤的气息。你只有到了那里，才

果，又恢复了往日的朝气。但我还是很疑惑，怎么走

会清醒地意识到，人总有一死；也才能顿悟，活着

一趟医院，就能减淡、忘却，甚而摆脱自己的烦恼？

真好，好好地活着，真好！

朋友说，去了医院，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病

我们的人生，总有不顺心、不如意、想不开的

人，有的头破血流，有的形容枯槁，有的愁眉苦

时候，那就别想了，去医院转转，去监狱看看，去

脸，有的肝肠寸断，总之，不是自身被病痛折磨，

殡仪馆走走，你就没有什么想不通的了。

就是为亲人揪心。
这样的场景，确实是医院里常见的，医院几乎

在痛极之地，你会看到希望仍在，命运幸好还
掌握在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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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四
首

】

几行似猫步，若有
字形，卷缩在墙角吐息
纠缠不舍，陈年蛛丝盘踞
彼时春天，恰好枝头闹热
一笔一描晴天白云，池花不落
画里总是娇娆
一棵擎天的孤独
树皮窟窿皱了
叶子飘零，呼噜噜打转
腰板拉不直影子
月光勾不着臂膀，余下

(图：有娟摄影)

迷惘，哪一个年少轻狂
左右立此存照，明镜从来

一步紧一步缓，秋风跋涉而来

是

零落碎碎絮叨，瓣瓣洁妙

眼神不经意，一朵

回头一瞥 无痕无迹

浪迹的云，漂泊心注

缘何

刻度一种相无相

破涕为笑

【

秋瑟

】

风闯入丛林，唱一阙秋意琴瑟
秀色扑哧，染熟满山楚楚低吟
拥抱月光 荒凉
一枚枚碎片，窥探漂移光年
微尘叹息，刹那影子

■

文

.

心
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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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秋荷如浪花
一呼，一吸

(图：李荣德摄影)

悲欢

【

】

雾霭挟持狂风来过
冰心扫荡暗夜
虫呓铺一床星子 爆开
一丛丛私语
吞吐白昼说不清的秘密
流云挥一挥衣袖，闷雷一地骚动
热河呜咽，埋怨春为何姗姗
色戒拐上一弯月梢头
泛起嫣红，之后
花蕊混沌初开，海洋滚动浪歌
染绿一朵朵，送去迎来
叶和叶迂回错落，悲欢交集
黄嘴儿越岭翻山
(图：许愫芬摄影)
不必羡慕云雀高飞
影子，何必拉长尾翼

花开了大海

总有一抹小小娇娆

送别一行鸿雁，初心不萎

筑巢 安身

清辉皓然，人间长住

读荷

【

】

冷玉醒了一池清涟
十分笃定，流淌不惑调子
山岚川过耳膜，净水淡泊心田
勺起流水
谁
观我
一张姥姥脸谱参禅
几缕时光，镀上汲汲水漾
褐黄汗斑藏起烟火
荷梗污泥不染，眉间青春泛涩
洗过日丽风和
平波
(图：何子石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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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
子
教
育

家长如何应对青少年青春期的

逆反心理
■

文

.

萧瑶

■

虽然我们每个成年人无一例外，都是从青春期经

为孩子青春期的良师益友，首先要了解他们青春期的

历过来，也知道青少年青春期的心理成长与发展对其

特点，再从心理和行为了解入手，其次采取应对措施

终身都有深远影响。但时代飞速发展，身为父母的我

和恰当方法，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现代社会快

们却对于子女青春期的教育，常常处于一种无奈又一

节奏工作和生活早已是常态，如果我们常常以工作忙

筹莫展的境地。

碌为理由，错过了孩子早教，则不应再错过青春期教

无独有偶，笔者的孩子目前刚好处于青春期，加

育，所谓“亡羊补牢，犹未迟也”。

上常年从事教育工作，期间接触的学生形形色色，自
然对于青春期青少年的心理和行为特别关注。
有时和朋友喝咖啡聊天时，大家都会自然而然地

1. 独立意识增强

谈论起孩子的种种表现和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

青春期的重要生理变化是身高的增长，身高的变

些家长甚至透露出面对青春期的孩子，一点办法也没

化会带来心理的变化。这个时期青少年看成年人的视

有的迷茫、烦恼和担忧！可怜天下父母心!因为这时的

角从仰视逐渐变为平视甚至俯视，在这个过程中，因

孩子早已不是小时候那个对大人言听计从的宝宝，他

为身高差距导致的青少年不自觉的服从意识和对于成

（她）们已经逐渐有了自己的想法和价值观，性格也

年人的依赖逐渐减弱。青少年会越来越希望自己能够

在思维中一天天建立。然而，哪家父母不是“望子成

为自己做主，而为了获得这种自主权，会开始出现回避

龙”、
“望女成凤”？看着家长们一张张期待的脸庞，

父母的干涉、回避与父母谈个人问题（如成绩、异性交

并不啻于手捧孩子优异的考试成绩般的虔诚态度，我

往等）、对以往的权威进行否定等行为。

将一些这方面的认知和心得与大家总结并且分享，希

2. 自尊心变强

望家长们及早发现面对的问题，及时解决问题。陪伴

青春期的青少年十分在意老师对他的态度，当

孩子们顺利度过青春期。毕竟，这是孩子一生最为重

与老师的关系好时成绩通常较好，当与老师的关系变

要的阶段，必须重视并且好好加以引导。

差，该门学科的成绩通常会变差。这一时期，比较唠叨

青春期（12-18岁）孩子心理特点都有哪些？青春
期的心理成长发展主要内容为：性格、自我意识、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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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的主要心理及行为变化

的父母通常会引起孩子的反感。即便是认识到了自己
的错误，这一时期的青少年也不容易在口头承认。

性。青春期同样是“早期教育缺陷的补救期”、
“心理

3. 逆反心理

危险期”、
“人的第二反抗期”。因此在此阶段，性格养

父母从小的重复教育和得不到验证的“吓唬教

成非常重要，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由于性格缺憾

育”在这一时期很难对孩子起到教育的作用。开始对

将导致人生发展不顺并非危言耸听。我们家长要想成

熟悉的教育宣传表现出怀疑和不满足，不再被动接受

而喜欢标新立异。甚至全盘否定父母的教诲，探索自

对类似的麻烦时，青少年通常会寻求同伴的帮助。

己的信仰，这种探索有时会导致出现固执、任性、与父

6. 性意识的觉醒

母对峙，甚至出走的行为。

生理的发育成熟必然会引发性意识的觉醒，而如今

4. 抽象能力和想象内容

父母或者学校性教育的普遍缺失会使得青少年失去了

青春期的青少年在思维形式上已经达到抽象、逻

解这个问题正规途径。于是很多青少年只能通过隐性关

辑的思维水平，但在思维内容上还缺乏相应的社会经

注了解性知识，比如书本、影视、网络……或者与同伴聊

历与社会性知识。因为还处在学校，因此，他们的思

天交流。而这些关注的渠道通常会附带许多错误的信息

考素材来源于书本和想象力，即幻想。

容易使孩子受刺激产生生理冲动甚至产生冲动行为。

鉴于此，这一时期的少年思维特点：具有明显的

针对以上青少年青春期特点，先充分了解他（她）

浪漫与幻想的特点，缺乏深刻和全面性，容易出现以

们的需求后，就到了父母应该运用智慧进行亲子互动

想象弥补现实，例如崇拜偶像；不轻信人言（家长和老

的时候了。

师的话）却轻信书本，尤其是对文学作品（影视作品、
动漫、游戏等）中的人物容易产生崇拜。这时，书本的

一，家长的言行举止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好坏会对青少年产生重大影响。

意思是说孩子的行为是父母造就的。青少年的心

5. 同伴影响力上升

理或行为问题一定和父母的行为和教育方式有关，当

青春期的青少年期盼自己能够独立，而事实上却

青少年出现心理问题时，真正要解决的问题不在于青

会因为并不完全具备独立的能力而遇到一些麻烦。在
这个过程中遇到的典型麻烦就是同伴间的欺负。在面

少年而在于父母。
当孩子和你沟通时，试问你是否有认真地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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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诉而不是总摆出一副家长的威严？当孩子需要陪伴

四，经常与孩子谈心，了解其心理变化

时，试问你是否一次次以太忙为借口，并没有正视孩

我们无论是面对成年人或孩子，都需要通过沟通

子的合理要求？你对孩子的态度是否保持温和与包

去了解彼此，这个方法简单直接，你也可以讲讲自己青

容？……认真思考这些问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与生

春期的一些故事，拉近和孩子之间的距离，多站在孩

活中日常点滴相结合，小事做起，从改变自己的态度

子的角度看待问题，表示理解和支持。

开始，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家长在树立威信的同时，能够积极的引导、信任
和认可我们的孩子，就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低声教育：它能让我们平复情绪，不说过头话，
不做过头事。
2.正面教育：若想批评孩子，先以正面的语言开

五，支持孩子的兴趣爱好、追求梦想
多培养青春期孩子参与一些有意义的活动，例如
艺术、体育方面去发现孩子的特长，加以肯定，从而让
孩子明白自身价值，增强自信心并鼓励他们积极追求
自己的理想。

头，虽然犯错，但绝非不可饶恕，更不能因为自己控制
3.道理教育：把力气用在讲道理上，让孩子能够

六，有必要告知：应该为自己的决定负起
责任

真正地听进去、不反感，在脑子里留下深刻印象，修正

明确告诉青春期的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有责

不住怒气，就对他们全盘否定。

自己的行为。
4.加强家长自身修养，遇事不慌张，多站在孩子
的角度换位思考问题。
5.养成跟孩子商量、提建议的习惯，而不是居高
临下的命令式。

任敢担当，管理靠自己。青春期的孩子心理突变，且
诸多外在因素会对孩子的心理和学习态度产生重要
影响。
总而言之，家长们需要时常反省自己的教育方式
是否得当，不断总结和学习，用智慧和足够的耐心去
用心经营亲子关系，任何能力都可以通过学习提升技

二，不缺席的陪伴至关重要

能，如果把教育孩子作为家长终生成长的课题，在教

多数家庭父母都在外面工作，陪伴孩子的时

育孩子过程中用心去感受和体验这过程，父母与孩子

间非常有限，这种时候，高质量的陪伴就显得尤为

共同成长；培养好青春期的孩子，为日后的社会栋梁

重要，管理好时间，每天抽出1-2小时陪伴孩子，谈

之材打下坚实基础，最后就是双赢。恩威并用，方法

心或一起做同样的事，循循善诱、让孩子对你敞开

固然重要，但需要持之以恒，高情商、爱心、耐心才是

心扉。

浇灌幼苗长成参天大树最好的养分！

三，青春期阶段，家长应该扮演的角色是
孩子的朋友
记得有位教育家曾说：孩子在幼儿期，我们要做
他们的玩伴，在青春期，我们要做他们的朋友，在成年
后，要做他们的顾问；这番话很有道理，随着孩子成长
阶段的变化，家长的身份也要及时转换，才能配合孩
子的成长，更有资格做好他们的导航仪，引领他们不
要偏离人生的运行轨道。
做朋友最起码的原则是平等和尊重，家长们平时
如何对待朋友的方式可以借鉴，例如，有事可以和孩
子商量，询问他们的意见。或家里有什么重大事件也
让孩子参与，久而久之，孩子被重视、被尊重，就可以
改善亲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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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灵
之
窗

为什么我们要
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
■

你有没有想过，你现在眼中的世界，可能并不是
你想的那样。
一个人最大的恶意，就是将自己的理解强加于别
人，并一直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这大概就是人类无法

文

.

张家珍

■

这些经验会反应到我们的关系上，关系就是你给
别人的态度、情绪、状态，别人也会反馈给你。例如，
你表现的很紧张，周围接触你的人也会感觉到你的紧
张。这样他们很可能也回馈给你相应的态度。

沟通的原因吧？心理学中有一个“投射现象”，指人类

我们该如何摆脱这些经验？就好像电脑安装了

常常会出现一种错觉，习惯以自己内心所想、所见为标

太多内容，需要清理和杀毒。比如，有一位房产销售

准，来分析和判断其他人，并且深切地认为，对方肯定

人员曾经分享，他儿时家里很穷，被有钱的同学欺负

就是这样。

和嘲笑，从内心深处他就建立一个“觉得有钱人都很

这个问题对我们的重要性，在于我们自己的标准

坏，会让他不舒服”的核心信念，结果在职场上，碰

从何而来？为何要谈及心灵，心灵不是心理，心理是脑

到有钱的大客户，他就本能的觉得厌烦。刚刚我们提

部的运作，心灵则是心的运作，是完全不同的内容。比

到，关系在于反馈，你给别人的感觉，往往别人也会

如，当我们想去做一件事的时候，会出现很想去，很多

有类似感觉。他会搞砸或者干脆把大客户介绍给别

灵感，开心的状态，这些是你心的运作；但下一秒想

人。而他又是一名房产销售，找不到大客户令他很痛

到的就是一个现实问题—该如何去？接着就会开始

苦，觉得自己没有能力，需要很辛苦赚钱，又觉得自

你的内心世界独白，各种利益计算，失败了如何？各种

己身边没有贵人，运势不好。其实这一切，都源自儿

问题该如何处理？—这些就是你的脑开始的工作。

时那个“痛苦经验”，一切都是脑部分析运作出来的

脑部的工作，是根据你的经验而来，你的经验则

结果。

来自你多年的人生积累，所以年纪越大，往往越难以

所以，你眼中的那个世界，并非真实的，而是你脑

接受新生事物，或者越难去创造，会越小心，越来越

部分析出来的“理解”，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

多的经验，让你用这些内容去判断一个人。所以我们

这种“经验值”，如果你能够改变这样的经验值，你的

常常说年轻人大胆，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对于一个充

人生就会看见崭新的世界。就好像普鲁斯特说的，真

满经验的人来说，他的判断会越来越多，对一个人的

正的发现之旅，不在于寻找新大陆，而是以新的眼光

看法，甚至对某些事物的看法，都会按照自己的思路

去看待事物。

去走。但很多时候，你的判断真的准确吗？

如果你想尝试改变自己看待事物的某些眼光，

可能有些年轻人的处事方式就是这样，并不是

去发现真正的新世界，那就要从探索自己的心灵世界

不尊重你？可能有些话语只是很平常，但你听得很

开始，不断找寻你记忆中的那些“大陆”，去改变自己

刺耳？可能有些你不了解的事情，它们其实也不难操

的判断标准，就好像电脑杀毒一样，把没有用的部分

作……但根深蒂固的经验，左右着我们的脑，让我们

去除，你才会看见崭新的生活。这也就是探索自己内

裹足不前，可能世界会显得越来越小。

在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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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好
		 自己的“

心”！

以下书本由长青佛教文化服务社诚意推荐，电话：6220 6360

自疫情大流行下，公众在防控新冠病毒的同时，焦虑、抑郁等现象频生。有专家指出，长期抗疫给大众
心理健康带来重大负担，为减缓疫情对群众精神的负面影响，公众更应该好好保护自己的心灵健康。佛书，
一向是有效的治心工具，不妨利用空闲时候细读，说不定会让您有所启发。

不顺意的日子，顺心过

佩玛.丘卓

生活不顺时，人们最常出现的反应是逃避、惯性思考与自我谴责，不
然就怪罪别人，以一句“都是他的错”来解释当前困境。逃避与卸责不是
解决问题的方式，作者鼓励我们应以积极的态度，以改变生命的格局。
作者皈依佛教三十年，她以真诚的反思、独树一帜的幽默与洞察来讲
述佛法，把每天会遇到的不顺、心碎、愤怒、化为长智慧的契机。
书中透过许多小故事、展示20则实践佛法的生活智慧：如何在坑坑巴
巴的生活中，保持清明的自觉；即使是敌对阵营，也一定可以找出双方的
共同点；如何好好说话，和人有心交流；踏出舒适圈，让日子更自在。

给不小心就想太多的你

松原正树

想太多，爱担心的人应该是太过在意还没发生的事，而总是被牵着
鼻子走，所以心并不轻松。作者通过各种方式，让你在人生的不同阶段
放下“担心”的负面情绪，自在地生活。
作者将方法归纳为五大部分：《担心事是你自己制造出来的》《整理
打扫心灵，就能消除一切不安》《推荐禅生活，让你能永远安稳》《不被
担心事牵者鼻子走，零后悔的生活方式》与《别害怕孤独与死亡，直到人
生最后都要活在当下》。每部分再以各别的“禅语录”细分为多个章节，
针对不同的情景与心境给予引导，行文简单，但思想深刻。
作者指出所有的痛苦都是肥皂泡泡，若从10年后的自己来观察现在
的自己，会发现现在的烦恼根本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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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角度读经
一样的佛经，不一样的读法。全新角度，重新诠释。

法华经的宇宙文明

吕尚

《法华经》一向被誉为诸经之王，为不少佛弟子诵持。全经共28
品，前14品说一乘的原因，后14品说一乘的果。《法华经》是佛陀在
晚年宣讲的一部经，主要核心思想是“三乘归一，众生成佛”的一乘
教法。
有别于传统的按照各品顺序逐一解说的方式，本书作者以不同的
主题将经典内容重新归纳，并融入现代宇宙科学与生命学的种种理论
全新探索，充分凸显佛陀宣说宇宙大道的现代价值，为读者提供另一
个观点。

华严经的现代解读

木村清考

作者木村清考专研中国华严思想，由众人熟悉的三皈依、忏悔偈等
经文谈起，以亲切易懂的言语，透过十二讲内容，引领读者走向度众的
菩萨道。
作者指出《华严经》所讲述的是佛的境界以及抵达该境界的道路，
其部分内容是读者无法以一般常识无法理解的独特思考方法，而这正是
理解《华严经》内容的重要关键。《华严经》作者从哲学、物理学等视
角分析，引领世人走进富丽的华藏世界。

楞严经新诠

李治华

《楞严经》自古即是参禅学佛必读的实修经典，以文字义理艰深难懂
著名。本书为现代人另辟新路，它以古德注疏为基础，更巧妙运用现代思
维，以生动浅明的文字，精湛丰富地描写，并引禅诗佐证，透过赏析经典
电影与生活实用的角度来诠释。
作者李治华教授长期专研与讲授《楞严经》，博览古今各家注疏论
著，一直致力于弘扬楞严学。全书内容分五讲，将《楞严经》的宗旨、
全经脉络搭配经名进行诠释；探究经典的重要主题，包括七处徽心、十
番显见、二十五圆通、五阴境界等，同时辅以清晰图表，引领认识楞严
思想和修行，豁然领会深奥的楞严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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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舍离
■

赵宏编撰并配图 ■

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曾说过，幸福的家庭是一样

着，忽然发现有些重要的，一直小心珍藏的，却怎么也

的，不幸的家庭各不相同。没有人觉得自己的人生是

找不到了。顿时心里有些发慌，好几天都不开心，抑郁

容易的，苦恼、彷徨、恐惧、忧伤，随时都有可能降临

的很。去年这样的事就发生过一次，我费尽千辛万苦，

到每个人的头上。不知道戒定慧，你就不明白如何规

远道从国外的画家那里带回来的一张精美的水彩原

划人生和未来，不防备贪嗔痴，你在现实中的每一天

作，当时因为事情多，匆匆装进一本杂志夹好，以为放

都会遇到麻烦，不敢于断舍离，你就不能得到彻底的

妥当了，可当几个月后写文章要用到时，找来找去，却

解脱。

怎么都找不到了，一直苦恼至今。如今搬家，又遇到相

学佛，让我们明白世间和宇宙的道理，信佛，让我
们脱离苦海，乘智慧之舟，抵达彼岸。
关于断舍离，弘一法师的故事让我很感慨。他走
进山门，脱下俗衣，将全部的行李，包括鞋子，都装进

同的事情，好几件名家原作都找不到了，大概是因为中
国水墨画都是画在宣纸上，没有装裱的时候，折叠好
放进信封里，本是很方便的，岂料如此一来就是泥牛
入海无消息了。

一只随身携带的小皮箱里，放在山门之外，留下一张

苦恼多日，家里人也觉得压力大。想到连日来的

告别的字条给他追上山的日本妻子，让她就当他们此

辛苦，又有这么多的郁闷，我简直要绝望了。然而此

生此世从未见过面。

时，断舍离三个字突然在脑海里跳出来。我大吃一

《阿含经》告诉我们，
“生欲念不除断舍离，生恚
念、害念不除断舍离。若不除者，则生烦恼、忧戚”。

惊。是呀，这些看似珍贵的东西，本来是好的，是要
给我带来快乐和安慰的，如今怎么成了让我难过和

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搬家，前前后后三个月，现在

苦恼的了呢？害得我连平时的宁静生活和放松的心

还没有搬完。我以前的工作是做历史和文物研究，后

情都没有了呢？人生如白驹过隙，早点告别和晚点告

来又搞艺术，几十年下来，积攒了很多东西。平时放在

别又有什么区别呢？何苦让自己在这段时间备受煎

角落里，也很少有机会打开看一看，借着搬家，好多记

熬呀。

忆里的旧物都冒出来了，一时弄得我手足无措，不知道
怎么办才好。有些不太重要的，就想丢掉。可是扔着扔

一念释出，心里顿觉清爽。断舍离，烦恼消，我的
内心终于不再纠结，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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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有输赢

1 这位老禅师叫做无德，常住

东林禅寺，那里环境优美

■

梁云清

■

2 这位小童叫做长根，只有7岁，

常来寺院同老禅师聊天

3 有一天，老禅师正在准备诵经，

就对小童说

今天老僧
很忙，你到
别处去玩

4 但是，小童赖着不走，无德禅师只好说
这 样 吧 ，我 们
辩论一次，谁输
了，就给对方买
饼吃

40

5 小童调皮地说：
请师父
拿钱来吧

6

7 小童迅速回答：

老僧是只
大公鸡

8

那我就是地
上的小虫儿

大公鸡吃小虫儿，
小虫儿就应该
买饼送给大公鸡

9 小童立刻反驳说：

大公鸡吃小虫
儿 ，小虫 儿 就
不会飞走吗？

10 于是，无德禅师一把抓住小童的手，

11 大家也无法决断

把他带到寺外，请村民们评判谁说
的有道理

12 过了几天，有人看见，无德禅

师悄悄地买饼送给小童儿
谢谢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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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蔬食的魅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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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分店坐落在：
金文泰，宏茂桥，文庆，芽笼，义顺，加基武吉，勿洛，乌美
Our outlets located at Clementi, Ang Mo Kio, Boon Keng,
Geylang, Yishun, Kaki Bukit, Bedok and Ubi

www.dailygreen.sg 9836 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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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觀自齋

KWAN TZI ZHAI
VEGETARIAN CATERING

15 Shaw Road, #05-01
Teo Industrial Building, Singapore 367953
Tel: 92323692 (Monday to Friday) 10am-6pm
www.blueskydelig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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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Koek Road #01-25/27
Cuppage Plaza (S) 228796
Tel: 67362089 Fax: 67371824

其
他
服
务

素 食 林

殡
仪
服
务

Ko’s Vegetarian Pte Ltd

专营五谷杂粮、糙米、营养冲泡
饮料及各类饼干零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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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正宗斋宴席、素食小品
及饱点自由餐、上门到会
一律欢迎
100 Eu Tong Sen St. #03-16
Pearls Centre S (059812)
TEL: 6 2226141
Business Hour: 11.00am- 8.30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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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园干湿洗
WASH-LAND

批发零售、一律欢迎
Blk 134 Geylang East Ave 1, 01-225
Singapore 380134 TEL : 67419995
Business Hours: 10.00 am-9.00 pm (Daily)

11 Ceylon Rd S (429607)

TEL: 63440820

长青佛教文化服务社

殡
仪
服
务

EVERGREEN BUDDHIST CULTURE SERVICE

专流通中英文佛书、佛像、
各类念珠、卡带、水晶与法器等
佛教文物 。欢迎光临
Tel: 6220 6360 Fax: 62219284
e-mail: egbudcul@singnet.com.sg
website:www.evergreenbuddhi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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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刊登广告者，请拨电询问详情

6744 4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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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助刊

WE NEED YOUR SUPPORT

致读者们：
《南洋佛教》是新加坡佛教总会出版的季
刊，创刊于1969年5月30日，至今50年，从未
间断，是我国历史悠久的长寿佛教杂志。
本刊一直以来秉持着净化社会人心、弘扬
佛教教义的宗旨，运用文字般若以培养大众对
正信佛教的认识。
“南洋佛教”是以免费赠阅的
方式流通于我国各个角落，发行网尚遍及中港
台及东南亚一带。杂志的营运与印刷费用，全
赖四众佛徒的助印与微少的广告费用支持，不
敷之处，全由佛总承担。
佛经有云：
“诸供养中，以法供养为最”，欢
迎大家助印，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佛法滋润，
使法音永远流传。
这份广为流传的佛教刊物，相信能助商家
们促销其产品与服务。因此，欢迎各行各业的
商家们在《南洋佛教》刊登广告以收事半功倍
之广告效益。
此外，助印方式随喜，所谓“滴水成海，
积沙成塔”，无论多寡，您的支持就是弘扬佛教
文化的一股力量。

Dear Sir,
The Nanyang Buddhist is a quarterly journal published by the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with the release of its inaugural
issue on 30 May 1969; it remains one of the longest on-going
Buddhist journals in Singapore.
The main objective of publishing this journal is for purification
of human minds and propagation of genuine Buddhism through
dissemination of selected high quality articles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on Dharma and Prajna. Through subscription and
complimentary distributions, this Journal has not only reached
every corner of Singapore, but also being read by avid readers
in this region. To maintain this publication, we rely heavily on
sponsorship while the Federation absorbs the deficit.
This widely circulated Buddhism publication can help
advertisers effectively promote their products and services. We
welcome all business organizations to advertise with us and reap
tremendous returns on their advertising dollars.
With your strong support and sponsorship, we believe this
wholesome publication will continue to enlighten our readers
tremendously and indefinitely.
With Dharma Greetings and Best wishes.
The Editorial Board of Nanyang Buddhist

南洋佛教 启

SPONSORSHIP FORM

南 洋 佛 教 助 刊 表 格
姓名

助印款项

Name

:

Amount

:

联络电话

支票号码

Contact Nos :

Cheque No

地

邮

址

Address

:

:

区

Postal Code

:

转账 / Fund transfer/ Pay Now: 账 号 ：103-308-670-4(UOB) / PayNow: S64SS0008KNY1:
* 助刊10元以上者，可在A.祈愿或B.回向类别中选择1至2项，在
中加上√符号。
For $10 and above, you may choose any item in option A or B below (Please tick at appropriate box)
A.祈 愿（姓 名）/ Make a wish (Name)
智 慧 增 长 / Wisdom
身 体 健 康 / Health
业 障 消 除 / Free From Impediment
其 他 /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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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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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刊二维码
Sponsorship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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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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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必寄来《南洋佛教》
Please stop sending

助刊鸣谢
Low Suat Khoon

$300.00

吴顺来

$200.00

Soh Chee Yong

$200.00

Tang Poh Ing

$100.00

杨春荣

$20.00

卓云云

祈愿母亲黄英、祖母苏张于身体健康、业障消除。回向先父卓进金莲
增上品

$360.00

林徽妤

回向已故祖父林道岸莲增上品

$300.00

陈亚杏

祈愿陈亚杏身体健康、业障病障悉消除

$150.00

章维汉

祈愿潘丽琼、章伶励、章慈恩、章维汉智慧增长、身体健康、业障消除、学
业进步、成绩优异

$100.00

Yap Foong Yeng

祈愿Melvin Leong、Yap Foong Yeng、Joel Leong Kwong Jun 智慧
增长、身体健康、业障消除

$50.00

王莉莉

祈愿父母王有明，傅珍莉身体健康、业障消除

$50.00

Sally Tan

祈愿陈福秋业障消除、智慧增长

$48.00

Loke Wei Hong

祈愿智慧增长

$30.00

Ong Chin Teck

祈愿王振泽智慧增长、身体健康、业障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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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 Kim Choe

祈愿黄金草身体健康、业障消除

$20.00

温淑琴

祈愿身体健康、福慧双增

$20.00

陈秀桃（已故）

往生净土、花开见佛

陈木浩，谢梨娟
（已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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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
$20.00

新加坡佛教总会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2021年 活动表 Year 2021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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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净身安八关斋
Eight Precept Retreat
1/1/ 星期五 Friday / 9am - 6pm
赞助费 Sponsor Fee $20
只限50人
皈依仪式 @12.30pm - 广品法师主持

新春团拜
Lunar New Year Celebration

周日学校 - 华文
Sunday School - In Mandarin
第1学期 : 10/1 至 23/5
第2学期 : 4/7 至 22/8
星期日 Sunday / 9.30am - 11.30am

友园 - 活动

21/2/正月初十 / 星期日 Sunday / 10am - 12pm
You Yuan - Gathering
实体 / 线上 Physical / Virtual
每星期日 / Every Sunday / 2.30pm to 5.30pm
电话报名 / 现场只限50人
Limited to 50 pax with registration for physical

礼千佛集福慧法会
Prostration to Thousand
Buddhas Dharma Assembly
7/3, 6/6, 5/9 / 星期日 Sunday / 9am - 5pm
实体 / 线上 Physical / Virtual

护国佑民大斋天
Grand Zhai Tian Ritual
1/8 / 星期日 Sunday / 8am -11am
联合各寺院庵堂团体
Jointly with Temples & Buddhist Organisations

卫塞庆典 2565
Vesak Celebration 2565
16/5 / 星期日 Sunday / 10am to 5pm
@义安城广场 Ngee Ann City Civic Plaza
(乌节路Orchard Road)
(暂定 Tentative)

Adult English Dharma Class
1st semester : 5/3 to 4/6
2nd semester : 2/7 to 17/9
Friday / 8pm - 9.30pm

成人华文佛学班
Adult Chinese Dharma Class
第1学期 : 5/3 至 4/6
第2学期 : 2/7 至 17/9
星期五 Friday / 8pm - 9.30pm

Organized by
清洁组－清洁活动
Adult Dharma Class Students’Society
Housekeeping Team-Cleaning Task
Puja Service / In English
20/3, 17/4, 19/6,17/7,21/8,
18/9,16/10,20/11,18/12
星期六 Saturday / 2pm - 5pm

Sunday / 9.30am -10.30am
14/3, 11/4, 9/5, 13/6, 11/7, 8/8, 12/9, 10/10
Virtual Chanting

讲座 / 研讨会
Dharma Talks / Seminar

成人佛学班同学会主办
常月共修 / 华语
如何在后疫情下生活 / Life After Pandemic
Adult Dharma Class Students’Society
17/4, 18/4, 2/5 - 中文
Group Chanting / In Mandarin

24/4, 25/4 - In English
7.30pm - 9pm
在佛教总会及线上直播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 Virtual

星期日 Sunday / 10.30am - 1pm
28/3, 25/4, 30/5, 27/6, 25/7, 29/8, 26/9, 24/10
只限5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