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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一塊田地，久不施肥（不
念佛），禾苗就不能生長，如
果經常能灌溉施肥，禾苗（菩
提）成長後，野草（煩惱）也
就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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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記者羅智華高雄報導】為
慶祝佛光山開山50週年圓滿，
佛光山寺昨天在佛陀紀念館大
覺堂舉行「慶祝國定佛誕節暨
佛光大佛分香我家」活動，這
是佛館自2011年開館迄今，首
度舉辦大佛分香典禮，佛光山
寺住持心保和尚表示，透過大
佛分香能將佛陀慈悲傳播至五
大洲、將佛教香火帶進家家戶
戶，這不只是信仰的代代相傳
，更是殊勝功德，現場有海內
外3000多信眾同霑法喜，見證
這場傳承光明與智慧的分香大
典。
典禮由大眾唱誦〈爐香讚〉
、《心經》等經典揭開序幕，
心保和尚、退居和尚心培和尚
、清德寺住持慧龍法師3位主
法和尚親自為分香佛像開光，
並由信徒上台為端坐於金蓮寶
座上的佛像一一掛牌，莊嚴的
典禮氛圍讓每個人都感受到法
喜洋溢。為了這場別具意義的
大佛分香，星雲大師特別撰寫
〈佛像開光祈願文〉，由心保
和尚帶領念誦祈願法語，以虔
誠的心祈求佛光加持、照耀眾
生。

分身如佛法身 修行助力
「大佛分香如同佛陀法身，
能幫助我們成就戒、定、慧功
德，為修行助上一臂之力。」
心保和尚開示時談到，建造佛
館是大師的心願，感謝十方護
持，透過這場分香典禮不僅能
讓佛陀的慈悲智慧從佛館散播

貧僧 有話要說

六月活動看板
特殊活動
07：00pm-09：00pm
周五
Ullambana Dharma Service
30
薰壇灑凈、金剛經
10：00am-03：30pm
周六
Ullambana Dharma Service
7/1
金剛寶懺法會、上供
11：00am-12：00noon
Offering Ceremony
周日 上供
7/2 02：00pm-15：00pm
Ullambana Dharma Service
三時繫念總回向法會
例行活動
10：00am-11：30am
周五 Chinese Beginning
2,9,
16,23 Meditation Class
基礎禪修班

來自海內外三千多信眾同霑法喜、見證傳承光明與智慧的分香大典。
至全世界、接引更多人，更能
讓我們在佛陀教導下修持開悟
。面對佛光大佛，就如同在面
對自己，當每個人心中都有佛
，自然就能煩惱不生、智慧增
長。
副住持慧傳法師也以黃金佛
像與木頭佛像的佛門故事開示
大眾，強調「誠心」才是最重

十五說

僧侶修持的回憶
文／星雲大師
在人間佛教裡，貧僧也體
會到，居家的修行、工作上
的修行、人我關係的修行，
以及在五欲六塵裡如何克制
自己、超越自己，是昇華自
己的修行。像搭飛機到世界
弘法，別人視長途旅行為畏
途，覺得飛得很辛苦，但我
在飛機上，一樣忙碌，忙著
看書、忙著寫文章。不去想
時間，只想工作，再遠的路
程，也很快就到達目的地
了。

人間佛教 釋迦牟尼發明
因此，我把「修行」改作
「修心」，因為修心是要從
內心變化氣質、淨化心靈，
淨化自己的思想、身心，長
養自己的道德觀念、做人正
派。就像「八正道」裡的正
見、正思惟，所謂「佛法無
量義，應以正為本」，等於
儒家所說：「寧可正而不足

，不可斜（邪）而有餘」，這
是重要的行事原則，才能算是
真的修行。
貧僧一生提倡人間佛教，實
在說，人間佛教並不是哪一代
祖師發明的，人間佛教的發明
者是釋迦牟尼佛。因為他沒有
對天人說法，也沒有對地獄、
畜生說法，他是人間的佛陀，
完全對人間弘道傳教，這不就
是人間佛教嗎？
世界上的生命都非常可貴，
但人類之所以為萬物之靈，是
因為在一切眾生中，只有人頭
頂著青天，腳踩著大地，頂天
立地，不像豬馬牛羊背朝天。
此外，只有人有信仰。信仰中
，不要相信權威，不要相信傳
說，佛說「自依止，法依止，
莫異依止」，這是多麼偉大崇
高究竟的宣言。
所謂人間佛教，對個人要講
究誠信，講究正派，講究慈悲
，講究結緣，最重要的，要能
給人接受。給人接受的人，雖
然不能到達聖賢的地步，至少

要的，他勉勵信眾迎請大佛回
家後，要努力學佛、行佛，才
能進一步成佛，秉持「我是佛
」的精神讓佛光大佛與我們「
心心相印」。

迎請者遍全球 法緣殊勝
佛館館長如常法師指出，海
內外有非常多民眾都想迎請大

也不會愧對一個堂堂正正的
人生。
個人之外，對家庭要父慈
子孝、兄友弟恭，這是傳家
至寶。做人處事方面，儒家
的四維八德、佛教的五戒十
善，都是人間的佛教；甚至
於發菩提心、四無量心、四
弘誓願、六度萬行，戒定慧
三學……，這些都是人間佛
教。

實踐三好 人生善美圓滿
十幾年前，貧僧倡導「三
好運動」，等於佛教講的身
、口、意三業，即：身體要
做好事，口裡要說好話，心
中要存好念，也是現代人經
常說的真、善、美的意思。
口說好話，好話就是真話；
身做好事，好事就是善事；
心存好念，好念就是美學，
就是美心。身口意的三好，
不就是真善美了嗎？在國際
佛光會裡，除了提倡四句偈
、八句宣言，尤其重視五和
的人間佛教。所謂「五和」
，第一、自心和悅，第二、
家庭和順，第三、人我和敬
，第四、社會和諧，第五、
世界和平。
（待續）

圖／人間社記者陳碧雲

佛回家供奉，迎請者遍布中國
大陸、香港、澳洲等地，為讓
佛像展現大佛莊嚴，每尊佛像
都是由藝術家親手上色，並依
金身原比例縮小、打造出一點
六尺、一點三尺、八點八尺三
種尺寸，由於製作過程相當嚴
僅，因此首批只能先提供500
尊佛像讓大眾分香，這些得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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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易的因緣，也讓現場迎請信
眾宛如是「500羅漢齊聚一堂
！」
除了今年是在佛誕節舉行分
香大典，接下來每年都定農曆
二月一日佛光山信徒香會這天
舉行分香儀式，讓更多民眾有
機會迎請大佛回家、成就殊勝
法緣。

昔日同窗

一樣際遇兩樣情
文／滿佳
參加小學同學會，方知當年
那兩位同姓、曾先後跟我比鄰
而坐私交甚篤的女生，居然都
失婚了，造化弄人啊！
曾當過主管、一頭銀髮的大
楊，有些不茍言笑，已不見小
時候的隨和。點餐時，只見她
鉅細靡遺地詢問服務生每套餐
點的內容，一旁的我不禁納悶
這是主管習性使然？
她邊吃邊問我，幾個小孩、
多大了，一聽我讓未婚獨子賃
居在外，瞪大眼問：「怎捨得
獨子在外受苦？」當我告訴她
兒子過得很好沒受苦，每個周
末都回來看我們時，卻瞥見她
眼裡閃過一絲黯然。
片刻後她才開口說她有一兒
一女，在她不准選讀南部大學
的嚴格管教下，皆已獲得碩士
學位，沒搬出去卻經常外宿。
兒子已一個月對她的LINE已
讀不回，女兒年過四十還不想
結婚，也從不和她談論交友狀
況，她枯等在家又煩又憂，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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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遇有病痛兒女卻不在身邊，
益發覺得自己命好苦。我聽她
絮絮叨叨插不上話，當下多少
有些明白為何子女會躲她了。
至於小楊，失婚後曾因爭不
到兒子監護權而痛苦失落，但
她很快整理心緒走出傷痛，當
義工、學書法、去旅遊，一個
人照樣愜意過活，並與兒子維
持緊密聯繫，下周日還要參加
兒子文定喜宴。
此刻她正花蝴蝶似地滿場秀
她手機裡的書法作品，有隸書
、行草、楷書，嬌小的她渾身
自信地站在比她還高的大幅字
畫旁。老師誇讚她有藝術天分
，也鼓勵再學國畫，她已備妥
用具下個月正式習藝，將來開
個展時要大家務必捧場。同學
報以熱烈掌聲，我藉口看手機
畫面，換坐到她旁邊去。
婚姻生活千絲萬縷，箇中是
非曲直外人無從置喙，但兩個
老友際遇相同，生活卻有雲泥
之別，面對變局的心態應是其
中關鍵。一念之差命運可能全
都改觀，起心動念豈能不慎？

10：00am-11：30am
周日
Dharma Service
4
光明燈消災法
10：00am-11：00am
Dharma Service
周日 念佛共修法會
11,18,
25 11：00am-12：00noon
Dharma Talk
佛學講座
10：00am-12：00noon
Sunday Children’s Class
周日 周日善童班 age：4-8
4,11,
18,25 1：30pm-3：00pm
Buddha’s Light Choir
佛光合唱團

春日，遛小孩！
春天溫暖的早上，在自由
廣場，遇見遛小孩的托兒所
老師。
兩位老師，拉著一條細繩
的兩端，一前一後，一個領
頭走，一個壓陣跟隨。最有
趣的是，中間一票幼小的孩
童們，戴著各式各樣五顏六
色的帽子，一隻手拉著繩子
，有的低頭不語，有的東張
西望，還有的呵欠連連，好
不可愛！這也是春天的景色
，而且是最美麗、最吸睛的
呢！
圖與文／蔡志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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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am-11：30am
周六 Chinese Dharma Class
3,17 中文佛學班：
《佛遺教三經》

付現金Trade In

$250 Off
學生優惠

協助貸款，信

Tel: 636-489-2188
e-mail:

afainternational@charter.net

用好壞皆可貸
款

www.abcmotorclub.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