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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坐車行步，我都習慣稱念
佛號，路旁一畦畦田地、一棵
棵樹木，也都成了我的方便念
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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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光明大學宿霧藝術學院奠基動土。

【本報綜合外電報導】歷經
十年的等待、蘊釀與堅持，佛
光山光明大學宿霧藝術學院在
各界引頸企盼下，日前在宿霧
慈恩寺，由佛光山退居和尚心
培和尚主持奠基動土典禮。來
自菲律賓各界人士逾二百人共
襄盛舉，包括天主教樞機主教
、宿霧市長、教育藝術界賢達
共同見證這歷史性的一刻。
典禮中除了鼓樂隊演奏、祈
福灑淨、動土儀式外，《悉達
多》音樂劇演員以美聲獻唱〈
祈福歌〉、〈翻轉〉、〈We
are one〉等歌曲，讓與會大眾
感受音樂無國界，超越地域宗
教之美。
「沒有聽過這麼美的聲音！
音樂的美讓人忘了煩惱，悉達
多團員和諧的音聲演出，讓這
個空間充滿了藝術的氣息，這
就是藝術的魅力。」心培和尚
強調，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
育可以改變人的一生，勉勵大
眾把握因緣參與建校，共同完
成佛教在菲律賓創辦藝術學院
的使命。
菲律賓總住持永光法師表示
，這是佛教在菲律賓成立的第
一所藝術學院，將以禪修、素
食為特色，嘉惠菲律賓具有藝

術天分的青年，以三好教育豐
富他們的生命。悉達多團員日
前獲贈星雲大師墨寶〈佛心〉
二字，有感於大師的恩澤，盼
《悉達多》音樂劇能傳承下去
，故將大師墨寶於奠基典禮中
獻給藝術學院。
來自各界的二十八名貴賓手
持金鏟動土，祝願工程順利，
佛教普及、家庭幸福，社會安
樂、世界和平，鳴放煙花及禮
炮之際，隨著大眾虔誠祝禱聲
中，原本多日陰霾多雨的天空
，乍現晴空萬里微風吹拂。
首次前來慈恩寺的天主教樞
機主教Archbishop Jose Palma
表示，雖然建校是一大挑戰，
但衷心期盼這所學校能盡快落
成，青年能將所學貢獻回饋
社會。享譽盛名的宿霧音樂家
Dr.Ingrid Sala Santamaria語帶
感性地表示，企盼了十幾年，
如今宿霧終於有一所藝術學院
！希望大家能夠不分彼此，共
同為這所學校努力。宿霧市長
Hr. Tommy Osmena感謝佛教
團體願意在此建校，也希望更
多人一起參與護持。
二○○九年星雲大師法駕慈
恩寺，讚歎音樂劇團員的歌聲
，雖未受過專業訓練，但對藝

名家風雅

貧僧 有話要說

元代畫家吳鎮有三絕

我的恩怨情仇

文／郭詠澧
吳鎮為元代四大名畫家之一
，字仲圭，生於西元一二八○
年，卒於西元一三五四年。他
的祖上曾在宋朝汴梁（今河南
開封）為官，父輩後來遷居至
嘉興魏塘。
吳鎮一生隱居鄉里，終生不
仕，只結交和尚、道士及高逸
之士為友。他非常喜歡梅花，
於住處遍植梅樹，自號梅花道
人，又號梅花庵主。晚年信佛
虔誠，為兒子命名「佛奴」。
吳鎮的詩書畫皆好，詩詞風
格簡勁奇拔，感情真摯；他的
題畫詩名句有「心事穩，草衣
輕，只釣鱸魚不釣名」、「節
直心愈空，抱獨全其天」。每
作畫，往往題詩文於上，或行
書、或草書，詩書畫相映成趣
，時人號稱「三絕」。
他的書法見於世的，多是山
水竹石畫作上的題畫詩，唯一
整幅書法作品流傳於世的是一
幅草書〈心經卷〉。這幅作品
並不同於元代一般書家的方切
利筆，整幅作品表現的多是圓
筆潤筆之筆法。這幅心經草書
為何引人注目，實乃一筆潤墨
直瀉而下，讓人感到線條有動
靜的變化，當墨色漸盡，則筆
意漸呈圓勁有力，潤筆澀筆交
互運用，加上墨色濃淡枯潤的

變化，非常耐看，形成該作品
的獨特風格，今藏於北京故宮
博物院。名畫家寫心經流傳於
世者，吳鎮是第一位。
吳鎮畫作以隱逸題材聞名於
後世。歷來人物在山水畫中所
呈現的狀態，有行、遊、望、
居、隱等形式的表現，宋朝山
水畫中的人物多見商旅人士行
走狀；到了元代山水畫中，隱
逸題材流行，吳鎮充分表現了
隱逸山林之意境。
台北故宮博物院有一幅〈洞
庭漁隱圖〉，山巒湖水之間一
葉扁舟，漁夫靜悄垂釣於上，
是吳鎮漁隱逸題材的代表作。
吳鎮畫作中把淡墨輕嵐氣氛發
揮到極致，且善用對比技法，
使整幅作品雖以潤取勝，但飽
含蒼勁之韻，此種蒼潤之獨特
風格，備受後世畫家的推崇。
吳鎮的作品，不論書法畫作
皆充分顯示出清逸蒼秀、蒼與
潤的融合，揮灑淋漓間帶有雄
厚之氣，實為元代畫家之冠，
為後來明清推崇備至，與元代
其他三位畫家黃公望、王蒙、
倪瓚齊名，號稱元四家。
明代王紱的《書畫錄》中提
及吳鎮：「仲圭嘗與人曰：吾
之畫，直須五百年後，方遇賞
音耳。」此種不隨波逐流，崇
尚瀟灑自然豪邁的氣質，頗為
後代世人所敬佩。

文／星雲大師
佛教講「緣起法」，我們
吃飯，要農夫種田；我們穿
衣，要工人織布；我們的日
用，需要商人供給。可以說
，我能生存在天地之間，都
是士農工商所有大眾施予我
的恩惠，不然，我個人又怎
麼能獨自存在呢？
一九八九年回鄉探親後，

術的熱情堅持撼動人心，大師
要為菲青年實現夢想，成立一
所藝術學院，培養更多的音樂
藝術人才。

開啟希望 才華世界發光
慈恩寺榮譽功德主呂林珠珠
認同星雲大師的教育理念，率
先拋磚引玉提供建校基金。大
師曾讚歎呂林珠珠猶如一口鐘
，宏鐘初叩之際人間佛教亦傳
遍菲律賓。高齡九十七歲的呂
林珠珠心慰地表示：我終於完

另類財富

對於四、五十年前打我、罵我
的老師，有的雖然高齡七、八
十歲了，為了感謝他們的教導
之恩，如：雪煩院長、圓湛、
合塵、惠庄、介如、本滄等老
師，甚至同學智勇、現華、出
塵等，我都多次請他們出國旅
行。有的暢遊香港，有的遠去
美國，甚至歐洲，讓他們觀看
世界之大，也讓我報答他們當
初的教育大恩。

當然，對我有恩的人不止
於此，像妙果長老、智道法
師，以及台灣不只萬千的信
者，滋養我的法身慧命，讓
我有緣分在世界上弘法利生
。我對大陸、台灣，甚至世
界各地有緣人的這許多恩情
，不知如何報答，所以希望
全世界的徒眾，為我在他們
住持的分別院設立「滴水坊
」，供給一飯一麵的簡食，
讓貧僧也能可以感受到「滴
水之恩，湧泉以報」的意
義。
（待續）

暖的，如一縷清風拂過心房。
在幼兒園時，有次我在女兒
的衣袋裡，居然發現了五十元
人民幣。我忙問她哪兒來的錢
，她把拿錢的經過老老實實地
交代了：原計畫在抽屜裡拿張
小鈔買棒棒糖吃，結果誤把一
百元當十元拿去學校，售貨員
找了一大堆紙鈔，孩子才開始
害怕了，擔心挨罵，就把小鈔
都發給小朋友，只留了一張最
大的帶回家。我們又好氣又好
笑，女兒卻嚇得眼淚撲簌撲簌
往下掉。那次，我擦乾了女兒
的眼淚，摟著她講了很多道理
，給她認真地上了一堂課，從
此沒發生類似的事情。
記得她五年級時，學校舉行

競賽，她高興地報名參加了。
結果在培訓中，每天有很多競
賽試題要做，每一題難度都很
大。這些題目猶如一根根刺，
扎在孩子身上，也扎在我們心
上。那些日子，我和孩子一起
做練習題，她哭過，抱怨過，
但從未放棄過。熬到競賽後，
她如釋重負地笑了。從此，學
習路上的每一道難題，孩子都
會自己先琢磨多次，實在想不
出才向我們「求救」，這是多
麼好的習慣
所有的成長都是五味雜陳，
沒有哪個人是單一的味道，「
藍瘦香菇」也是必不可少的佐
料，品嘗過了才知道人生百味
，才能做出自己的成長大餐。

親親寶貝

成長的味道
文／趙自力
女兒從小喜歡笑，當然也喜
歡哭，能在哭和笑間輕鬆轉換
是她的強項。記得在她蹣跚學
步時，我總是朝她伸出雙手，
她笑著遲疑地走向我，一旦牽
著我了，一雙小手就不鬆開，
我特別享受那種依賴和信任。
不小心跌倒時，她就會試探性
地哭，後來發現哭不管用了就
開始笑，模樣滑稽可愛；你朝
她招手示意她自己爬起來時，
她也朝我招手示意我去扶她。
每每想到當時的畫面，心中暖

每週有固定航次往返台灣、中國大陸、日本、韓國、新加坡
、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越南等各大城市

服務項目

心中有人
文／雲心
有一個資產家，年紀輕輕一
夕致富，擁有人人稱羨的榮華
富貴，不但坐擁豪宅，美女、
名車，又經常出國旅遊，可是
他的內心深處仍覺得空虛寂寞
。正當鬱悶不樂時，忽然想起
他的一位哲學家朋友，便藉故
邀請這位朋友來家中吃飯。
談話中，哲學家起身示意資
產家一起走到窗邊，朋友問︰
「告訴我，你看到了什麼？」
資產家︰「我看見老人、情
侶，還有小孩在奔跑遊戲。」
朋友轉身帶他到一面鏡子前
，問他︰「請問你現在看到了
什麼？」
資產家說︰「看到自己。」
朋友微笑說︰「你看，窗和
鏡子同樣都是玻璃做的，窗無
遮障，可以直觀外面風景；但
是鏡子鍍了一層水銀，所以你
看不見別人，只看見自己。」
一個人對外在的人事物，如
果時時保有客觀包容的心，自
然心中有人，能夠看到他人的
需要；反之，若凡事都以自我
為中心，他的生命必定都是我
想、我要、我認為，最後只能
孤芳自賞，落得孤獨一生，就
如同鍍了水銀的鏡子，永遠看
不到玻璃另一面的美麗風光。
你希望成為什麼樣的人呢？

ABC

Motor Club
314-504-7183 蔡雋
8517 Olive Blvd., St. Louis, MO 63132
可帶你直接去拍賣場選車、試車
每筆交易收費$500

進、出口貨物的整套運輸安排
留學生、私人行李運送，國際搬家
陸、海、空，複合式運輸
提供貨物倉儲、報關、清關及配送服務

成大師辦學的心願了。
擔任音樂劇中的佛陀演員
Benjie Layos激動地表示，感
謝星雲大師及永光法師長期的
支持，讓他看到希望，長達十
年的演出讓宿霧的藝術在世界
發光發熱；飾演悉達多角色的
Junrey開心地說，感謝大師慈
悲在菲律賓辦學，提供青年受
教育的機會，佛光山猶如母親
，藝術學院還需要大家的祝福
與護持，才能讓全世界看到青
年的才華。

心培和尚（右）頒贈金鏟子給呂林珠珠（左）。 圖／林耕心

十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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