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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太空人登陸月球，舉世震驚。有認為那是一個騙局，人類根本無法踏

足月球。而中國則一窮二白，人民在水深火熱中，溫飽皆成問題，甚至有餓孚待在餐館中，等遊

客離去後爭奪吃剩的殘餘。失望之際，能想像數十年後，中國的儲備竟是世界之冠，太空站建設

在即，不可能的事變成可能。而富甲天下的歐洲諸國，竟瀕臨破產邊緣。「積聚皆消散，崇高必

墮落，合會要當離，有生無不死。」世間無常變化，時而向上，時而向下，人就在無常輪迴中，

輾轉反覆。經歷千生萬世，忽喜忽悲，疲累不堪。

    中國在百多年掙扎中要自強，經歷數代，無數失敗，吃盡苦頭，最後終於站起來，受到國際

觸目，邁向渴望已久的大同世界。這驚世的改變，掌控在少數人手上，其動機是好的，為了國家

富強，其擔憂是可理解的；內憂內患，數百年積弱，一個不小心，國破家亡，甚至招致殺身之禍

。因此不能不極權，不能不事事戒備。身負偌大國家的重責，肩挑萬人的福祉，真的太沉重了。

是時候將重責交還人民，是時候讓大眾去參與共建。只要隨著大眾的意願，大眾議決，隨緣管治

，無為而治。本來是一樁賞心樂事的工作，只要有信心，對自己的能力有信心，對民眾的才能有

信心。當然，基本的輔助不可或缺，如道德、教育、法治、清廉等，對於外國勢力假藉良善建議

如人權、福利等干擾，不須過份擔心，甚至可以利用作為國家加速踏上正軌，或是打擊國內惡勢

力的動力。只要増加透明度，分析形勢，讓人民瞭解事實的真相，將惡勢力揭發，民眾定會作適

當的選擇，團結一致，對抗敵人。國內的商業、科技，沒有受到干擾，得到保護，突飛猛進，成

績驕人。反之，文化、法治卻裹足不前，正是好例子去證明該將重責交回人民，共同肩負。也許

説來容易，做起來困難，且須冒很大的風險。但現況不也是舉步維艱，風險暗湧嗎？畢竟將重責

放在少數人身上，既殘忍且不健康。

    香港過去曽為祖國作出很大的貢獻，在可見的未來，仍能發揮它特有的功效，祖國該好好利

用其優勢，為國家進行改革。香港在過去曽作出多次根本性的實驗如一國兩制、經濟特區等，既

作出很好的配合，亦為國內引進近代文明的成果。中國未來之路應繼續利用其優勢，進行改革。

但有一點須注意，在過往的經驗中，如要香港作為一個「聽話」的特區，只會扼殺它的創意及功

能，大幅倒退，殊為可惜，畢竟香港與國內其他省市的差別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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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未來之路  提舍

一切痛苦來自於愛我執，一切快樂來自於愛他心；

由愛他心而能成佛，由愛我執墮落輪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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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值得借鏡的地方，或是招聘到國內進行改革、或是國內官員南下受培訓有以下項目

：1.治安－香港警察能使居民安居樂業，自由出入，受到保護。2.人權－香港人權受到

應有的保障。國內人權亦該逐步提昇，不應過份擔心，香港是很好的參考例子。3.清廉－

當年香港的廉政公署是突破性的改革，為香港的清廉發揮無與倫比的力量，舉世觸目，中國

應好好參考。4.法治－法治精神是香港社會秩序所賴，惡勢力無法抬頭滋長，這對國家的

穏定相當重要。5.正義－香港良心不單是本土特質，且對國內及國外不正義作出抗衡，呼

籲。6.愛心－從正義產生的愛心，同情。香港能放下一時恩怨，去接濟苦難的地方，本著

同體大悲的愛心。7.道德－特强的是非心。向善的追求，惡行的遠離，皆是香港人的特質。

    除了這些，香港當然還有很多優點。只要不被壓制，不被扭曲，當能發揮很好的作用。

能為祖國作出貢獻，香港甘於被利用，那是一種榮幸，亦是「愛國」精神。

法華經與譬喻師  賢護

     妙音菩薩品

    唱演法華會上，寶通法師對著空中驚奇道

：「啊！這妙音菩薩很高大啊，佔據了大半個

天空，非常莊嚴。」

    一羣小孩仰首，從坐在地上站起來嚷道：

「那裡?那裡?為什麼我看不到呢?」

    「是啊！很高大啊！」一位老婦望著空中

道。

    「我也很像看到呢！他穿的衣服很漂亮。

」一位小孩附和道。

    「此妙音菩薩來自東方淨光莊嚴國。因為

釋迦牟尼佛放大人相肉髻光明，及眉間白毫相

光，徧照東方百八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等諸佛世

界，光照淨光莊嚴國及妙音菩薩身。」寶唱法

師解釋道：「妙音菩薩白彼國淨華宿王智佛道

：我當往詣娑婆世界，禮拜釋迦牟尼佛，及見

文殊師利法王子、藥王菩薩、勇施菩薩、宿王

華菩薩、上行意菩薩、莊嚴王菩薩、藥上菩薩。

    但淨華宿王智佛告妙音菩薩：彼娑婆世界

，高下不平，土石諸山穢惡充滿，佛身卑小。

而汝身四萬二千由旬，第一端正，百千萬福光

明殊妙，是故汝往莫輕此國，生下劣想。

    妙音菩薩謙虛道：世尊！我今詣娑婆世界

，皆是如來之力－如來神通遊戲，如來功德

莊嚴。

    妙音菩薩久植眾德本，供養親近無量百千

萬億諸佛，而悉成就甚深智慧，得十六種三昩

：1.妙幢相三昩2.法華三昩3.淨德三昩4.宿王

戲三昩5.無緣三昩6.智印三昩7.解一切眾生語

言三昩8.集一切功德三昩9.清淨三昩10.神通

遊戲三昩11.慧炬三昩12.莊嚴王三昩13.淨光

明三昩14.淨藏三昩15.不共三昩16.日旋三昩

。得其餘如是等百千萬億恒河沙等諸大三昩皆

為此十六三昩之眷屬。

    妙音菩薩不起於座，身不動搖而入三昩，

往耆闍崛山。爾時，釋迦牟尼佛告文殊師利：

是妙音菩薩欲從淨華宿王智佛國，與八萬四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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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圍繞而來至此娑婆世界，供養親近於我，

亦欲供養聽法華經。

   妙音菩薩下七寶台，問訊釋迦牟尼佛及多

寶如來，並得見多寶如來佛身。多寶如來讚揚

妙音言：善哉！善哉！汝能為供養釋迦牟尼佛

及聽法華經，並見文殊師利等。」

    「對啊！這妙音菩薩身雖在此，卻能現種

種身，處處為眾生説是法華經。」寶通進一步

介紹道：「或現梵王身，或現帝釋身……乃至

於王後宮，變為女身等34種身而説經，是妙音

菩薩能救護娑婆世界諸眾生，以若干智慧明照

娑婆世界，令一切眾生各得所知；於十方恒河

沙世界中，亦復如是。

    爾時，華德菩薩問佛：世尊！是妙音菩薩

種何善根，修何功德，有是神力?住何三昩，

而能如是在所變現度脫眾生?

    佛告華德菩薩：過去妙音菩薩於雲雷音王

佛時於萬二千歲，以十萬種伎樂供養雲雷音王

佛，并奉上八萬四千七寶鉢。並曽供養親近無

量諸佛，久植德本，又值恒河沙等百千萬億那

由他佛。住『現一切色身三昩』，住是三昩中

，能如是饒益無量眾生。

    爾時，妙音菩薩供養釋迦牟尼佛及多寶佛

塔已，還歸本土。所經諸國，六種震動，雨寶

蓮華，作百千萬億種種伎樂。既到本國，至淨

華宿王智佛所，白佛言：世尊！我到娑婆世界

饒益眾生；見釋迦牟尼佛及多寶佛塔，禮拜供

養；又見文殊師利法王子、藥王菩薩、得勤精

進力菩薩、勇施菩薩等；亦令是八萬四千菩薩

得現一切色身三昩。説是妙音菩薩來往品時，

四萬二千天子得無生法忍，華德菩薩得法華三

昩。」

    淨能優婆塞見聽眾紛紛離去，忙道：「請

多多布施，打賞個飯錢，明天繼續到來。」

熊熊的火燄

燒焦了屍身

燒毀過去

生前種種  喜怒哀樂

風景人物  歡笑瞋怒

火浴塲中

掙脫腐朽的殘餘

掙脫束縛

未來種種  前緣相續

眾裏尋他  夢裏重生

遺留舍利

萬人瞻仰

戒定慧薰修

從此岸到彼岸

永恒的堅固子

熊熊的火燄

紅紅的過去

紅紅的未來

熊熊的火燄

消褪  消褪

荼毘  那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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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難聞  寂慧

  

    佛陀生在帝王家，與王族因緣深厚，可是

成道後，不鼓勵弟子以貴族語言傳教，卻以通

俗的巴利語説法。這是大慈悲的表現，希望一

般平民能接觸到佛法。因此，佛陀説法簡潔明

瞭，容易使人理解，而且對機，對應解脫，絶

不浮誇，做作。只可惜在佛教的發展中，體系

演變得龐大，專門術語増多，解經説法者將簡

單的義理説得深奧，愈來愈難懂，或是顧左右

而言他，觸不著主旨等。最為難處是需要有證

量才能理解經典的深義，而一般凡夫亦需要有

智慧、福緣，才能明白説法的意思。可是，要

有如此嚴格的條件才能説法，有違慈悲，沒有

如此嚴格的條件則説法質量必差勁，甚至扭曲

經義。可見法義不彰的原因實有其先天性及後

天性的困境。末法時代要找到有證量的善知識

説法實在困難，但「佛法無人説，雖慧莫能解

」，不能不説法。退而求其次，説法者的條件

該對多類經典嫻熟、瞭解各個體系。明白要説

的那部經的緣起、深義、方便、主旨及在整個

教義中的地位等。其次是説法者需要有個人的

修養、修持，一定的定力，説法時，能安住定

境，對義理發揮及閲讀受加持很有幫助。説法

者的人生經驗也相當重要，其所經歷的生老病

死、成敗、興衰、離合等，帶來什麼體悟，這

些皆能彌補條件不足的缺憾。

    現今閲讀經教的困難有：1.語文障礙－

很多經教皆用文言文表達，近代人閲讀除了文

字不易理解外，語法、句法、思維皆有一定隔

閡。2.環境－古時的時間過得較慢，人們有

足夠時間去讀、聽經教。生活節奏慢，容易產

生定境，對理解經義有很大幫助。3.水準不夠

－很多解經義者在學養或修持上程度不足，

表達出來的水準當然不及。4.未能掌握宗旨

－經義的宗旨，深義不容易掌握，説法者雖

很努力，要表達出來卻是另一門學問，更何況

他們能否掌握也成疑問。

    佛經、教法不應難理解，其道理在日常生

活及身旁隨時能接觸得到，只是知易行難，要

改變自己，做好事，有幾人能做到?但是佛經

、教法沒有人淺白，簡易去好好解釋，也是荊

棘滿途，叫人難以理解，當然，修持也成問

題。

    經義在歲月中已有所偏離、迷失、隔閡。

如何納入正軌、發揚、繼承下去，是當代佛徒

的責任，主要工作。應多參考國外的研究，從

宏觀角度去重新演繹經典，契應現代社會。

    解釋經義是歷代的工作，這工作永無止境

，不同年代有不同的提倡，解釋。將來亦會繼

續下去。做得好，眾生蒙益，苦痛減輕，乃至

解脫。做得不好，災難重重。於此謹呼籲大德

們發大心，為此千秋大業，在時間的長河中出

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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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小荳荳來到這個世界，竟使我平淡的日子再轟烈起來！

    白開水的日子，消融了我的豪情壯志，他的到來，喚醒了我遺忘的憧憬，燃點起心中的火燄

。在冬眠的狀態下，我開始思惟小荳荳的未來，他的人生，他的目標。患得患失，我坐立不安，

對未來充滿企盼，充滿恐懼。那些計劃，安排，不正是當年我的處境嗎？我仿似重生一次，再度

年輕，小荳荳成了我的替身。

    小荳荳，我該感謝你將我帶回現實，該感謝你重點我的人生。我蹉跎已久，放逸已久。偏離

了航道。如今，要來找人生目標，找回我自己，你是我的替身，我的過去，我的未來，我沒

有我。

    你導航，航過生命之海；我導航，航過人生浪濤。我不會帶你進入成年世界，只會帶你進入

佛的世界。那裏，諸上善人共會一處；那裏，是至善；那裏，是真正的皈依。

  悄悄話導航  小青

     孩子  優多羅

        喜與悲

    孩子！你終於來到這世界，感受生之喜悅。當你睜開眼時，見到的是普照的陽光，燦爛的世

界，還是正對你的數張微笑臉龐？

    你受到家人呵護，讚嘆，萬千寵愛。世界以你為中心，四時以你為時序。家人因為你改變生

活，放棄人生理想。

    感謝來到這世界，感謝熱鬧的陪伴。

    孩子！你吃盡苦頭，千般不如意。你想要的無法得到，你不想要的卻不請自來。不快樂，不

快樂，就是不快樂。要如何才能快樂也說不出！為何來到這個世界？你不想來到這世界，你對人

生一無所知，被迫來到這裏，無處傾訴，無處抗議！這裏不是你要的，這裏不是你想到來的！

    孩子！可別怪我，我身不由己，我亦滿腹疑團，何以來到這裏，何以萬般不如意？我的世界

不該是這樣，我的人生不該是這樣。

    孩子！人生是什麼？

    是喜與悲，苦與樂，哭與笑。這是個兩面的世界，孩子！當你喜時，需接受悲；悲時，亦接

受會喜。最終，喜與悲都是一個過程，喜不再喜，悲不再悲。這就是人生，這就是你到來學習的

因由。

            幼幼園
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明天是兒童的世界，該還給他們。今天是鋪路種因的

時候，多一分努力，定能為他們減輕多分負荷。畢竟他們是我們至愛至疼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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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師還俗了  寂慧

    那天他突然宣告還俗，淡出教界，結婚去

，擔任高職厚薪去，我該怎麽辦？難道也還俗

嗎？可是我尚未出家，如何還俗，雖曾掙扎過

想出家去，亦受他多次鼓勵，卻提不起勇氣來

。已經十年了，跟隨他十年了，一生中能有多

少個十年呢？十年歲月雖不算艱辛，但也不好

過，回顧十年，學到了什麽？修到了什麽？將

來的路該如何走？如今剩下我們如何是好？該

怎麽辦？

    很慚愧，學佛數十年，竟分不清對錯，分

不清上師是否具格！被他的成就，名聲所震懾

。忘記了上師需有證量、瞭解弟子根器的能力

，忍耐力，而不厭其煩地諄諄善誘、善巧的教

導方法、對各種道次第嫻熟且能指導教化。

    或曰，上師是有證量之人，他的行為、教

化，必有深意，非淺智如我者能理解，當視師

如佛般跟隨，保持虔敬重法之心，必有所成。

可是，我只是一個平凡人，只求踏實修學，不

敢奢求得到大成就，淺智如我但需要正常化，

合理化，別來一套出位的教法，「兵行險著」

，或是方便之道，方便非正常，不應太多、太

久，我吃不消呢！且無法過濾正邪，我只是一

    校園內，女同學小花對男同學小榮道：「你爸爸很cool，沒有人喜歡他。」

    「他外表冷峻，可是內心熾熱，充滿愛心，沒有人看得出來。」小榮解釋道。――他沈默

寡言，是否不善言笑，溝通？

――爸爸說言多必失。寧以心相通，不以言傷人。――他說話令人歡喜，為什麼不多言呢？

――爸爸說不會無目的亂說話，不說無意義的話，言必有據。

――他不會親親小孩，或是呵護，是否沒有愛心？

――爸爸說不想別人樂著親密，要培養獨立自主。

――他作事不多，是否懶惰？

――爸爸說不作無益於人之事，適當時候扶持他人。

    老師剛剛走過，對小花道：「小榮的爸爸敏於事，慎於言。環保，不浪費，不虛耗。對人

生，言行亦如是。自從受了菩薩戒後，凡事皆小心攝律儀，一切出發點皆在饒益有情。但不會

陷於世間法的愛樂執著。」

個平凡人。

    如今十年過去，一生中能有多少個十年

呢？學到了什麼？修到了什麼？將來的路該

如何走？如今剩下我們如何是好？該怎麼辦？

    或曰，上師具足神通變化，折服魔眾，

提升旁人對佛教的信心；或是他的作為在考

驗別人，儘管今天看來怪誕，將來必定利益

他人。可是，當看到為了炫耀自己，為了名

利，且大事宣揚，我迷惑了。難道他的所作

所為敵得過因果？難道業力的可怕他看不出

來？他真的那麼偉大，甘犯因果去利益他人

？如此險徑真能改變眾生，還是導他們入險

地？我感到心寒，亦不認同這些做法。

    佛教根本道理不執著得失、成敗，看破

名與利，生活簡樸自在，一切以利他出發，

消除我及我所。如果這些不能應用到日常生

活中，不能從世俗中分隔開來，那與世間法

何異？如果沒有自身的宗旨，沒有一點與世

俗的分別，我真的迷惑了，亦不知何所依！

    如今十年過去，一生中能有多少個十年

呢？學到了什麼？修到了什麼？將來的路該

如何走？如今剩下我們如何是好？該怎麼辦？

冷爸爸  浮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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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一位比丘走過時，各孩童從坐著

的石塊上站起來向他打招呼，比丘滿臉

笑容還禮。一位女孩歡喜道：「我很喜

歡見到這位善來比丘，他和藹可親，人

見人愛，説話盡是祝福、樂觀、鼓勵語

，使每一個人如在加持中。」

    「別看這人人喜見的善來比丘如此

受歡迎，原來從前是一個人見人憎的人

。」老師父側頭回憶道：「很久以前，

他尚未出家，常憂形於色，終日慼慼過

活，常自言自語，埋怨這、埋怨那；咒

罵所有人，任何他認識的人，必有缺點

讓他找出來，肆意批評攻擊。因此，沒

有人樂意與他交往，甚至避而遠之。

    最要命是他常認為自己是世上最不

幸的人，沒有錢，沒有事業，沒人喜歡

，處處碰黑、倒楣，所有不順意必在他

身上發生，老天爺總是戲弄他。這情形

愈來愈嚴重，他的脾氣更大，每個人對

他不好，認為人人向他索債，惡運如影

隨形跟著他，雖然千方百計要擺脫覊絆

、糾纏、倒運，卻無法超脫。他自命聰

明、小心，精細部署，到頭來總是百密

一疏、或是惡運紆迴曲折，巧合找上來

。最後弄至走投無路，歇斯底里，堅強

壯健的他也感到無能為力，畏懼害怕，

終日躲在家裏。」

    「那有這樣倒運的人生，必定是他

心理不正常吧！」一位大男孩不相信地

道：「有什麼力量能令他徹底改變呢?」

    「他的改變始於方丈和尚的一番

話。」老師父興致勃勃道：「方丈和

尚勸他既然欠人的債理應償還，何必

憤憤不平，若別人欠他定理直氣壯去

索還，人人皆如此。要取便取好了，

如有需要，就是性命也應還，管他呢

。就讓萬千恩怨一起償還吧！

    自此他不再計較，隨緣度日，反

正孤身一人，得失順逆算得了什麼！

由於心安理得，日子變得好過、順境

。不！沒有順逆的分別。過了一段日

子，他竟跟方丈和尚出家去，從此改

變了整個人生，只知為佛教，為眾生

而活。首先他必定帶著微笑面對每一

個人，他自知欠眾生的債太多，必須

以使人歡喜來償還，繼而安忍逆境，

忍耐傷害他的人，即使有人對他恩將

仇報，他不但不生氣，仍然保持交往

，繼續幫助他人，友善對待。

    自古很多世上無法立足的人遁入

空門，受到佛門的保護，很多人利用

機會於中繼續爭取利益，亦有人發心

為佛教，為眾生服務作回報。在佛教

來説，兩者俱是鏡花水月，夢中佛事

，不需計較。

    至於善來比丘是受到佛門的保護

，還是宿願來佛門服務，便無從稽考

了。」

   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善來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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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胖子走進佛哲書舍內，繞不到一圈，望著桌上的書本道：「這些書也可以拿出來見人

嗎?完全沒有內容，只説些幼稚心得，倒不如讓我來寫好了。」

    轉過頭，他拿起另一本書續道：「這那裡是佛教書，如果改過名字，改作別的人物，將

會是別的書。倒不如拿別的書來改作佛書的名字好了。」

    隨即拿起另一本書憤憤道：「這些心靈技倆算得了什麼，我們佛教的義理不是更殊勝嗎?

為何人們不去看那些根本義理，卻去讀這些世間無聊知識呢?你們書店再賣這些小兒科書，將

自取滅亡。」

    胖子轉過身來，老頭子店員已不知躲到那裏去。

    一位老者走進店內，拿起一本書珍惜道：「這觀點很對，為什麼我從來沒有發覺到呢?雖

然這本書我看過多遍，可是為什麼我竟疏忽這些觀點呢?如果能早點察覺，當不會在人生路上

走多了寃枉路。如此珍貴的觀點，竟讓它丟在那裡多可惜！」

    轉過頭，老者拿起另一本書搖頭道：「十年前我看這本經，以為已經了解，沒想到十年

後再看這本經卻另有一番了解，更有深一層的認識。唉！我看十年後再讀，將還有一番了解

呢！何以同一本書竟可以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受益?」

    隨即拿起另一本書隆而重之道：「就是這本書，這本書改變了我一生，如果沒有讀過這

本書，我一生會是毫無意義，遺憾。」

    老者轉過身來，老頭子店員正站在他後面，自滿道：「對！這裡很多東西改變了很多人

，改變了一生也不自知，你們該感恩啊！」

    「你在這裡也受到改變，亦應感恩啊！」老者不服氣道：「你在這裡滋養色身，每天都

在改變，受到保護，恐怕也不自知呢，該好好感恩啊！」

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須蜜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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