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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菜根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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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道眾生，無非過去生中父
母親朋，故要無緣大慈，同
體大悲；凡愚智聖，皆是未
來生中諸佛菩薩，故應包容
異己，尊重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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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中華文物交流協會 第3度合作佛光山
【人間社記者蘇正國、妙功
大樹報導】中華文物交流協會
與佛光山文教基金會簽署第3
個5年合作框架協議，11月29
日由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中
華文物交流協會會長李群，在
佛光山佛陀紀念館禮敬大廳五
觀堂，經由網路視訊連線進行
儀式，為兩岸佛教文化藝術交
流再添新頁。
現場觀禮見證儀式的包含：
佛光山長老慈容法師、佛陀紀
念館館長暨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執行長如常法師、佛光山信徒
代表趙元修、趙辜懷箴，以及
佛陀紀念館副館長依潤法師、
永融法師、永均法師、有賢法
師等。

合辦文物大展
發揚佛教藝術
心保和尚致詞時表示，很高
興在歲末新春之際，在此舉行
「中華文物交流協會與佛光山
文教基金會關於文物交流合作
的框架協議」簽署儀式，意義
相當深遠。
雙方於2011年簽署第一階段

⬆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右2）與中華文物交流協會李群會長（左
），經由網路視訊連線進行簽署儀式。
圖／佛陀紀念館提供
⬇心保和尚致詞。

的5年合作協議，接著2016年3
月，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捐贈
北齊佛首，當時在北京國家博
物館舉行「星雲大師捐贈北齊
佛首造像回歸儀式」後，大師
和中華文物交流協會簽署第二
階段的框架協議。
在這10年多來，佛館已展出
許多佛教的文物大展，例如：
「千年重光──山東青州龍興
寺佛教造像展」、「紫禁佛光
──明清宮廷佛教藝術展」，

一直到「妙香祕境──雲南佛
教藝術展」、「龍門佛光──
河南佛教藝術展」，雙方一直
持續互動、交流，將佛教藝術
傳播得更廣。
大家都期待，在二十大之後
，兩岸要攜手傳承中華傳統文
化，並融和當代思潮與元素，
讓中華文化與世界接軌，更要
站在人類文明進步與歷史正確
的節點，再現漢唐文化盛世的
風華；希望疫情過後，能夠實

⬆現場觀禮見證簽署儀式的有
佛光山長老慈容法師、佛館館
長暨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如常法師等人。
圖／佛陀紀念館提供
地進行更深遠的文化交流、更
多的佛教藝術文物展出，「祝
福今日簽署儀式成功圓滿」。
李群指出，今年是中華文物
交流協會與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開展密切合作的第10個年頭，

不當竹科新貴 李志薔追夢敲金鐘
【記者王淑芬高雄報導】才
剛拿下金鐘獎，又獲得高雄文
藝獎的導演李志薔，有段曲折
的人生故事，原本他要到新竹
科學園區當電子新貴，卻因為
憧憬電影製作，讓他有了「選
擇逐夢的勇氣」，一路走來雖
然有風有雨，他說：「偶有茫
然，但更多的是快樂，讓我無
悔。」
10月拿下金鐘獎「最具人氣
戲劇節目獎」的《火神的眼淚
》，這部2021年叫好叫座的人
氣台劇，製作人是擔綱多部影
片導演、編劇、監製的李志薔
，他也是義守大學傳播與設計
學院電影與電視學系老師，繼
金鐘獎之後，10月底又獲頒「
2022高雄文藝獎」。
接連得獎讓李志薔聲名遠播
，但了解他背景及出身後，不
禁要佩服他逐夢的勇氣，以及
一路走來的艱辛。
認清興趣 換跑道不嫌晚
李志薔在高雄出生，因為來
自社會底層家庭，認真念書、
翻轉人生是最大的目標。他一
路念到台灣大學機械研究所，
原本可和理工科同學一樣，成
為「竹科人」，但多次因緣，
讓他領受到導演楊德昌、吳念
真及作家小野等人，對於影像
、文字工作上得到的快樂，讓
他有了「認真面對興趣」的意
念。
李志薔用文字抒發夢想，先
後獲得「聯合報文學獎」、「
台灣省文學獎」、「中國文藝
協會青年文學獎」等三十多項
獎項，也投入影像電影工作。

貧僧有話要說

這次簽署第三階段的合作框
架協議後，未來兩岸將會有更
長遠、具體的大型佛教文物展
出，這也是愛好佛教藝術民眾
期待的大事。

三十說

媒體可以救台灣
文／星雲大師
生活快門

眼界決定境界
文與圖／詹志超

他坦言，曾有過迷惘，但自知
走的不是一條富貴路，所以要
比別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經過一番闖蕩，李志薔如今
已是國內外影展的常勝軍，電
影《心靈時鐘》獲得美國休士
頓國際影展戲劇類長片金牌獎
，電視劇《新丁花開》於第五
十屆金鐘獎大放異采，《火神
的眼淚》拿下金鐘獎有史以來
第一座人氣獎。
接連得獎，李志薔開心地表
示，拍攝《火神的眼淚》最大
收穫，是讓戲劇發揮改變社會

母女過招

祕密藏不住
文／小苓子
連生七女的母親，心情與肉
體皆遭受極大的磨難。但生完
小七的我，她已四十，老蚌很
難再生珠，只好時不我與的封

導演李志薔。
圖／義守大學提供
的力量，許多觀眾因為追劇
，有正確的消防觀念，並在
家裡安裝住警器，同時促使
政策改革等；戲劇的力量讓
社會更正向，也是他創作的
動力。
棄科技業選擇逐夢，李志
薔在文學及電影領域有亮眼
的表現，面對學生「轉換跑
道」的問題，他以「逐夢永
遠不嫌晚」鼓勵。
肚了。
眷村人多口雜愛比較，媽媽
說女孩子要管嚴一點，何況我
們家有七個，個個美如花，更
是不能有任何閃失。媽媽好似
女子宿舍的舍監，小說、漫畫
、情書、日記、男朋友電話都
難逃她的法眼。
姐姐的男朋友都不會在村子
附近逗留，因為每個媽媽都是
報馬仔，他們的眼睛內建雷達

提昇人的品質 建設人間淨土
帶



「今天，我們簽署第3個『5年
合作計畫』。回顧過往，展望
未來，我對與佛光山文教基金
會的合作，對海峽兩岸的文化
遺產交流都充滿了新的期待。

『人生』要在平淡中求進步
又在艱苦中見其光輝!
『人生』要在沉默中求智慧
又在活耀中見其悲願!
~聖嚴法師~

防疫期間我們所有課程活動以
Zoom meeting 網路方式進行
• 周日念佛共修
每隔一周的星期日 8am – 9am
• 佛教經典中文讀書會
每月第二、四星期六 8:00pm-9:30pm
• “ Zen and Inner Peace”英文讀書會
每月第一、三星期五 7:30pm-9:30pm

法鼓八式動禪心法
身在哪裡、心在哪裡、 清楚放鬆、全身放鬆

• 其它不定期網路課程
電影讀書會、太極拳教室、有氧運動教
室、插花教室

法鼓山聖路易聯絡處-淨心書坊 7825 Olive Blvd., U. City, MO 63130
法鼓山聖路易聯絡處 – 淨心書坊
7825 Olive Blvd., 聖路易中國城
(91 公車與 66 公車站前)
網址: www.puremindcenter.org Tel: (314) 277-5640 email: info@puremindcenter.org

為什麼要設置這個獎項？主
要的，是希望讓社會有公義、
有公道，讓一些有為的媒體記
者，在這一個時代裡，能以他
們的筆桿救國家、救社會、正
人心，作為社會的導師。

媒體重責
實行社會教育

台北寶藏巖聚落，是個
依山而造的小社區。
登上高處，看到一片殘
垣以及一面破窗，窗內窗
外，不同的角度，視野不
一樣，風景也截然不同。
人生亦然。倘若沒有開
闊的眼界，便很難看到窗
外的景致；未能登高，便
難以擁有崇高的境界。正
所謂：「眼界決定境界」
人們總喜歡賞心悅目的
景致，然而有些風景雖然
不見得美，卻蘊藏著深奧
的意義。

，一掃即中。姐姐們的大學志
願，一律以外縣市優先，在陸
續飛離老巢後，家中只剩我與
母親大眼瞪小眼。
當我扒著飯粒吃吃傻笑時，
母親說話了：「交男朋友可以
，不能耽誤課業，不該做的別
急著上車。」我的雙眼頓時睜
大似滿月！「我帶大七個女兒
，妳當我吃素嗎？」她沉下眼
淡淡地喝起湯來。

現在台灣的媒體，從過去的
社會新聞，到內幕新聞，到隨
意報導，顛倒是非，造謠惑眾
，這是台灣的命運呢？還是記
者太過於要討好閱聽人尋求刺
激的心理呢？
20年前，有一次我跟隨團體
到日本去參拜寺院。有一天，
其他團員都出去了，我沒有外
出，就在飯店裡。
無意間，我打開電視，見到
兩位老教授，一位是中村元，
另外一位已忘其名，他們正在
對談生死問題。
節目從8點鐘播放到11點，
中間沒有廣告，也沒有第3人
出現在畫面上，就只是兩個人
在那裡討論著生死，內容深入
專研，讓人不禁動容。
那一天，整個上午，不但讓
我對於人生的去來有了更進一
步的了解，身心的平靜、安詳
、自在，更是至今難忘。
這就讓我想到，其實我們台
灣的媒體，報導新聞也不需要
那麼樣的緊張、那麼樣的急迫

、那麼樣的激烈、那麼樣的聳
動；反過來，能把這種優閒、
安靜的知見，散播給社會，還
可以說台灣的媒體不能救台灣
嗎？
當然，我們都知道，現今媒
體的經營，有它的困難；不過
，世界上的媒體也都有國家給
予補助，必須要幫助政府推行
政令、改善風氣。
既然報紙不必自立為生，它
就應該和政府緊密合作，像學
校教育一樣，對這個社會實行
社會的教育。
如何實行社會教育呢？報壞
事，更要報好事；報壞人，更
要報好人；報惡行，更要報善
行。
我記得，美國聖地牙哥曾經
有一條擱淺的鯨魚要野放，《
中國時報》給予全版特寫，溫
馨、可愛，至今多少年來，始
終讓我難忘。
過去台灣的紅葉少棒，震驚
天下，《聯合報》的追蹤報導
，也讓我感覺到，做一個台灣
人真是與有榮焉。
假如說像這一類的新聞能再
多一點，每天都有，或者對於
小人物的行事，像愛心菜販陳
樹菊、青年公益家沈芯菱、世
界盃麵包大師賽金牌得主吳寶
春等好人好事，能多給予報導
，必然對社會人心的安定，能
起到正面的作用。
（待續）

佛教慈濟基金會 美國中西區 聖路易聯絡處
Buddhist Tzu Chi Foundation, U.S.A.
Midwest Region, St. Louis Service Center
電話：314-994-1999
8515 Olive Blvd., St. Louis, MO 63132
聯絡處活動：
共修、讀書會、手語、志工訪視、志工培訓、兒童精進班、兒童夏令營等

靜思文化流通處：
圖書、書籍、影音(CD, DVD)、環保用品、禮品、食品等

人間菩薩大招生
您是否願意將您的愛心化為行動，和慈濟人一齊來推動人間美善？
長情大愛中有您，這個世界將更加美好！
人間黑暗角落有著無數苦難與不幸的人，他需要我們付出大愛與關懷。
慈濟四大志業、八大腳印，推動著淨化人心、祥和社會的巨輪，
他需要您我護持和參與。
歡迎您加入慈濟大愛的行列成為會員或志工

Website: www.tzuchi.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