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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人口已達五十億，五十億的人口能夠溫飽，安居，乃至心靈提昇，拯救他人，確實不容

易。當知今天的幸福得來不容易，它繼承了祖先的智慧，經驗；犧牲了其他生物的空間、生存；

當然還有我們累世所積的福德資糧，才有今天的成就。反觀動物的世界，充滿殺戮，危機，朝不

保夕，終生勞碌只為溫飽，無意義，愚癡度日，有些仍逃不掉絶種的命運。可是，我們的幸福能

維持多久？好景能否永續？

    世間已出現危機，天災人禍不斷，科學家提出不少警告，大災難指日可待。任何輕微的導火

線，足可引發沉潛的危難爆發，人口不斷增長，密集，災難到來時，實避無可避。人類的未來，

是禍是福，全在因果定律上，是好是醜，全在自己手中。如果事事計較，不肯吃虧，不盡本份，

一個人破壞一分，整個世界當有五十億分的破壞；相反，如果一人行善一分，整個世界當有五十

億分的善行，不可謂不驚人，我們能不正視嗎？能不謹言慎行嗎？「崇高必墮落」，「好景不常

」，我們必須居安思危，別以為幸福是必然的。

    要解決迫在眉睫的危機，很多智者已提出共同的主張，方法，只須遵從便可，無奈被自私自

利的煩惱所蔽，不肯稍微付出，使危機惡化。佛經說：少欲知足。人類首要控制無窮的欲望，追

求卓越、完美。在無止盡的追求中，為了達到目標，只會使自己做下惡業，傷害他人。事事求進

步、增長、快速，罔顧是否有需要，亦帶來禍害。如果真有此勇氣，能耐，何不奉行菩薩道，於

三阿僧祇劫中，滿足無窮的欲望，才是真正的勇者。

    常常保持愛心，利他心，去除我執，是建立世間，遠離禍害的不二法門。瞋心源於我執，我

見，不肯包容，諒解，站於他人立場，强要別人遵循，忘記了世界是多姿多采的，路是多條，可

以並行不悖。

    人類在心靈上仍然落後，遠遠比不上科技，經濟的發展。但人類是聰明的，有智慧的，才有

今天的成就。只要有適當的引導，將會有很大的突破。能去除眾生的矇眛，幸福自能保持，人生

可臻圓滿。人類首要明白因果，凡事必有因由，好壞有其近因遠因，在不同時空下，因果變化多

菩薩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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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的未來  提舍

眾生之類是菩薩佛土，所以者何？

菩薩隨所化眾生而取佛土，

隨所調伏眾生而取佛土。

                               ―― 維摩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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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難測難度，但好因結好果，壞因結壞果，是一種自然定律，沒有巧合，沒有無因的事物

。只要努力工作，便能賺錢過活。這是簡單的因果觀，人人明白，人人奉行。但作善行得惡

報，或作惡行得善報的複雜因果，往往顛倒眾生，使陷於錯誤因果觀中。因此，因果觀要大

力提倡，大力發揚，以防眾生墮落，亦是人類進步的正知。其次，人類要明白世間是緣起的

，各事物皆由眾緣而成，因此，眾緣是友非敵，是共存共榮的，沒有獨善這回事。要自己幸

福，必須其他人先幸福，要人類美滿，必須其他生物美滿，乃至無情美滿，如不污染水，空

氣等。因此，不單要愛護其他生物，亦要愛護環境，「有情無情，同圓種智」，「有情成佛

，無情亦成佛」。還有，人類的未來需要有心靈的依靠。當然，最佳莫如皈依三寶，奉行佛

陀的教法，深入空性，去除我執。但不會否定其他宗教的功能，亦不會忘記共存共榮的道理。

    進步，進化，不斷創新，是人類未來的動力，成佛的藍圖，是人類未來的目標，在進步

的過程，必須克制自己，不讓煩惱操控，再消除對立，人我，是非。創造和諧共融的社會，

打破國家、地域、宗教的隔閡。以大局、大體為重，放下個人的利益。必須明白同體、因果

的概念，不再在顛倒，妄念中打滾，甚至墮落，這才是人類未來的再創新。

法華經與譬喻師  賢護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市集中的法華會上，寶唱法師道：「遭災

受苦眾生要受持是經不容易，只有仗佛力免難

才能受持。又為了未發心持是經之眾生說此普

門品，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與娑

婆世界眾生特別有緣，故有戶戶觀世音之說。

無盡意菩薩向佛發了兩個問題關於觀世音菩薩

，第一個問題：觀世音菩薩以何因緣名觀世音？

    佛答：「眾生受諸苦惱，聞是觀世音菩薩

，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

解脫。

    眾生有苦惱，發出求救音聲，稱菩薩名號

，即獲解脫。。」

    「持觀音菩薩名號，可脫七難、離三毒、

滿足二求。」寶通法師補充道：「七難：1.火

難――設入大火，火不能燒。2.水難――大水

所漂，稱其名號，即得淺處。3.風難――假使

黑風吹其船舫，飄墮羅剎鬼國，其中若有乃至

一人，稱觀世音菩薩名者，是諸人等，皆得解

脫羅剎之難。4.王難――若復有人臨當被害，

稱觀世音菩薩名者，彼所執刀杖尋段段壊而得

解脫。5.鬼難――若三千大千國土，滿中夜义

、羅剎，欲來惱人，聞其稱觀世音菩薩名者，

是諸惡鬼尚不能以惡眼視之，況復加害？6.枷

鎖之難――設復有人，若有罪，若無罪，杻械

枷鎖，檢繫其身，稱觀世音菩薩名者，皆悉斷

壞，即得解脫。7.怨賊之難――若三千大千國

土滿中怨賊，有一商主，將諸商人，齎持重寶

，經過險路，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諸善男子！勿

得恐怖，汝等應當一心稱觀世音菩薩名號，是菩

薩能以無畏施於眾生。汝等若稱名者，於此怨賊

當得解脫。眾商人聞，俱發聲言：南無觀世音菩

薩！稱其名故，即得解脫。

    三毒即貪、瞋、痴，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

便得離毒，是故眾生常應心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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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求即若有女人欲求兒子，禮拜供養觀世音

菩薩，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設欲求女，便生端正

有相之女，宿值德本，眾人愛敬。是故皆應受持

觀世音菩薩名號。

    受持觀世音菩薩名號，乃至一時禮拜供養

，福德等同受持六十二億恒河沙菩薩名字，及

盡形供養飲食、衣服、卧具、醫藥。因此受持

觀世音菩薩名號，得如是無量無邊福德之利。」

    「無盡意菩薩向佛提出第二個問題：觀世

音菩薩云何遊此娑婆世界？云何而為眾生說法

？方便之力其事云何？」寶唱法師接道。

     「觀世音菩薩以色身三昧，三十三身普

門示現，化他濟度，而為說法。」寶通答道：

「若有國土眾生應以佛身得度者，即現佛身而

為說法；應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現辟支佛身

而為說法；應以聲聞身得度者，即現聲聞身而

為說法；應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現梵王身而為

說法。三十三身中：5.帝釋身6.自在天身7.大

自在天身8.天大將軍身9.毘沙門身10.小王身

11.長者身12.居士身13.宰官身14.婆羅門身

15.比丘身16.比丘尼身17.優婆塞身18.優婆夷

身19.長者女身20.居士女身21.宰官女身22.婆

羅門女身23.童男身24.童女身25.天身26.龍身

27.夜义身28.乾闥婆身29.阿修羅身30.迦樓羅

身31.緊那羅身32.摩睺羅伽身33.執金剛神身。

    是觀世音菩薩摩訶薩，於怖畏急難之中，

能施無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號之為施無畏者。」

    孤女須曼唱道：「具足神通力，廣修智方

便，十方諸國土，無剎不現身。種種諸惡趣，

地獄鬼畜牲，生老病死苦，以漸悉令滅。」

    「總結觀音菩薩的悲願智德，眾皆須願仰

常念。」寶唱歸結道：「五觀即：1.真觀――

知自身、眾生身、一切身平等不二。2.清淨觀

――離我、我所二障之清淨觀。3.廣大智慧觀

――能觀照真俗二諦之法。4.悲觀――觀生佛

同體，眾生因惑造業受苦而起悲心。5.慈觀―

―常願眾生以樂。」

    「真觀清淨觀、廣大智慧觀、悲觀及慈觀

，常願常瞻仰。」孤女須曼唱道。

     「五音即1.妙音――微妙不可思議的音

。2.觀世音――觀照世間一切持名求救的音聲

，即無剎不現身的尋聲救濟。3.梵音――清淨

之音。4.海潮音――如海潮應時而現，使求救

者當機獲益。5.世間音――世間所有一切音聲

。」寶唱道。

     「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勝彼世間

音，是故須常念。」孤女須曼唱道：「念念勿

生疑，觀世音淨聖，於苦惱死厄，能為作依怙

！具一切功德，慈眼視眾生，福聚海無量，是

故應頂禮。」

佛法陷阱  寂慧

    在修學佛法的過程中，難免求福心切，希望資糧具足，障礙減少，人生美滿；亦有希望

求福開智慧，深入佛法，這些都無可厚非。大部份人都明白弘揚佛法是最好的修福橋樑，樂

意盡力。但若不得法，或偏頗行事，過失很大，業報亦重，這是相對成正比例的。因此，切

忌鹵莽任性，或自大胡為，有些人稍學了一點便自以為是，以自己的喜惡去誇大，或任意批

評，這很危險，最佳莫如尋找善知識，以佛經法義去印證。更要心懷謙卑，承認自己很多不

足之處，多聽意見，多站在別人的立場去思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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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教法八萬四千法門，因應眾生不同的需求，不同的根器去對治。若有不適合自己的修

法該尊重讚嘆，切忌批評攻擊，因為其他人有此需要，不應絶人修學之路，罪過很大。愚痴眾

生，難免因應自己的喜惡去比較、抉擇、排斥、強人跟隨，這些都是危險的陷阱，千萬要小心

。茲舉一些常見的例證以作參考：

    1.淨土的比較――諸佛平等一如，無有高下。但因地修行時，各有因緣根機，建立的淨土

亦有應化側重。不應妄加比較，偏重。這是比較諸佛的陷阱。2.印經過多――對某一本經偏重

而大量印製，卻不考慮市場容納量及大眾接受程度，這是法的陷阱。3.了義與不了義――空性

是佛陀的了義教，不共法，唯空性甚深，一般眾生都會驚懼，因此需要方便法，不了義法去接

引，再帶回到了義教去。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只有適合與不適合，恰當與不恰當的分別。佛

陀的教法，有其對治性作用，皆能利益眾生，不可妄加批評，比較。這是法的陷阱。4.對出家

人的態度――有一種極端，是不管好壞對錯皆跟隨依順。另一種極端是以聖人的標準去衡量出

家人，大的過失固不接受，就是小的過失亦會誇大埋怨，乃至到處公開批評。這是僧寶的陷阱

。5.經懺法事的排斥――經懺法事演變成出家人的謀生技能後，早已偏離宗旨，遭人詬病，對

佛教的發展傷害亦深。但經懺法事是祖師嘔心瀝血，結合修行與消災；世俗與共修，系統化的

大乘佛教，是中國佛教的創意及特色，本來適合國情並有功效，只是被人利用，偏向私利。如

果妄意批評，只會觸犯祖師。這是經懺法事的陷阱。6.強人修學及入教――一般教徒皆有熱誠

要人皈依其宗教，或是將自己喜好的修學方式介紹給別人，卻不考慮別人是否接受或適合，不

但使人退避，失去接觸的機會，尤有甚者，發生敵對的現象。對不遵從或教外人，亦會視為異

端或敵人。這是契機的陷阱。7.淨土的有無――常見質疑淨土那麼殊勝的地方怎麼會有呢，要

往生淨土是否那麼容易呢。可是一切唯心造，要有淨土，要容易去也可以，要困難亦可難於登

天，這純是信心問題。如果自己沒有這信心，切忌否定，因那是他人希望之所在，別動搖他人

的願望。這是希望的陷阱。8.佛徒的標準――某些佛徒有一套標準去衡量其他人，如果不做早

晚課，不坐禪，不吃素，不懂念經便不是佛教徒，非我族類。這是人我的陷阱。9.姑息與破邪

的矛盾――遇到不如法的人或事，由他去給予機會紏正改過，還是正義凜然，摧邪顯正。這是

因果的陷阱。

    面對佛法陷阱，我們該謙卑謹慎，小心別踩進去，否則不能得聞佛法，或是修學佛法，障

礙重重。應對聖言量，聖教量充滿信心，依教奉行，對那些消極，疑惑的言論拒絕接受，拒絕

收聽，以免破壞信心，污染識田。遇到不解之處，應謙卑承認自己的淺智，依循聖言，聖教去

行，另一方面，深入經藏，去疑解惑。

    正確的態度應該積極歡喜，對佛法種種應讚嘆，修，學，應用，隨喜，弘揚。才是活活潑

潑，多姿多采，廣博深入的佛法。別忘每天的發願：「法門無量誓願學」，才能做到「眾生無

邊誓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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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非常注重修行，參禪，念佛，持戒，

止觀，林林種種，多姿多采。可是，佛教獨有

的空性，如何體會，如何去修？是否躲開，閉

關，念經，祈求便可呢？

    經典中儘是空的名詞，口頭上亦是無常、

苦、空，可見空是如何重要，但理解空性很困

難，當自以為明白了解後，卻偶然發覺仍然執

著有，距離空性遙遠，失望難過。不要說遇到

生、老、病、死沖擊，六神無主，與空性更拉

不上關係。可見空性不但認知上已相當困難，

在効用上更難掌握。因此，專門修持空性的人

不多，法門也少。

    世間是無常的，時間川流不息，時空不實

，就是「我」在色身及精神上也變化莫測，因

此，世間一切是無常，無我，不實。可是苦，

萬象，情執卻紏纒著，不能說無。糟！這就矛

盾了，非有非無，真難掌握，如何去修？該做

些什麽？是否打坐？是否整天去觀想這變幻的

空性？

    無始以來，眾生在我執中薰習，因此人是

自私的。突然聽到世間無常，「我」是不真實

的，如何不驚懼？如何接受得了？而有些人稍

有點體會，便自以為是，自大剛愎，可見我執

、我見的影子形影不離，擺脫不了。

    空性不能只靠認知去體會，亦不能屏諸外

緣，光坐在那裏思惟就可修到，需要透過眾多

的福德，利他事業，在無窮的利他中體會，去

除我執，體解無我。沒有福德智慧，空性是掌

握不到的。

    文殊菩薩告知宗喀巴大師，要了解空性，

先要做到三點：1.積資淨障。2.多讀有關大論

典。3.祈求上師及本尊加持。宗大師閉關苦修

，供曼達――這是積資；拜三十五佛禮懺文―

―這是淨障。讀中觀大論典，經過止觀雙運，

思惟空性道理，終於見到龍樹、提婆、佛護、

月稱、清辨等諸大菩薩。可見修持空性需多方

面去做，達到悲智雙運，自能契合法要。其實

修任何法皆可應用文殊菩薩此教導。

    金剛經：「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

當生如是心，我應滅度一切眾生已，而無有一

眾生實滅度者。」

    經中說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滅度

一切眾生，這是修福；待三阿僧祇劫後，滅度

一切眾生已，空性自會生起――而無有一眾生

實滅度者。可見成佛必需福慧兩足尊，智慧生

起，自能體會空性；福德具足，自能生起智慧。

    因此，當修行遇到障礙，或是鑽研法義不

能突破時，不妨多做福德事業，積資淨障，可

能別有一番天地。

修行集  寂慧

    空性

拘尸那羅  那羅

拘尸那羅

寂滅之樂，涅槃之處

終止了四十九載的遊行

穿越時空，生老病死

熄滅了亙古的煩惱

溶掉一切，溶掉過往光輝

拯萬民於水深火熱

毀掉了朽壞，亦毀掉災劫

拘尸那羅

圓寂之所，荼毘之處

娑婆世界最後的歸宿

天地同泣，萬物同悲

來一個澈澈底底的最後頂禮

人生的終站，智慧的終結

等待難遭難遇的佛陀重臨

無盡的旅程，無限的輪迴

拘尸那羅

生滅滅已，寂滅為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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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父的心臟病已藥石無靈，能生存到今

天是一個奇蹟，醫生也無法解釋，只說這是迴

光返照的現象，隨時都會離去，可是這迴光返

照竟拖了一年。」程小姐雙眼有一點紅，水汪

汪的眼睛叫人雖見尤憐，稍停一會，待平伏情

緒後，她續道：「家父最放不下的是年青時的

一段情，這看似美妙的一段情折磨了他下半生

，可是他卻認為是美好的回憶，終日緬懷過去

，沉浸在回憶中。而他一生最大的遺憾是沒有

好好珍惜那段情，糟蹋了人生的轉捩點。以一

個沒有事業，窮困潦倒的男人言，能得到一位

美貌富家女的垂青，本應是美滿的人生，無奈

他性格孤僻高傲，拒人千里，並常使人難堪。」

    「誰能說那一定是福呢，禍也可以吧！在

現今社會能不為利而保持傲骨確難能可貴。」

我插嘴道。

    「你不但貌似家父，偏激、鑽牛角尖，性

格也像他呢！」程小姐沒好氣地瞪了我一眼，

續道：「家母年輕貌美，很富有，追求她的人

極多，可她偏偏愛上這窮小子，無人能解釋。

家母去世後，竟將大部分的錢遺下給家父，這

連家父也感到意外。雖然移民到國外遠離傷心

地，家父沒有一天活得開心。直至近年病入膏

肓，慘被病魔折磨，仍不能放下離去。這次醫

生勉強讓他回來數天以完成他的心願，但必須

馬上回去就診。可是完滿心願後，不知能否撐

持下去？但看他如此痛苦過活，離去未嘗不是

好的解脫。」

    程小姐再也忍不住，兩滴晶瑩的眼淚流到

臉上，她別過頭，拿出手帕輕輕揩拭。過了一

會，她強壓著激動情緒道：「家父與家母在世

上雖沒有相處很久，卻深愛對方，他們感情的

顛峰在那一天遊，據家父說，那一天不論天氣

、週遭人物、身體狀況、情緒等極佳，彷似上

天安排最美滿的環境，以償他們的心願，家父

對那天畢生難忘，亦對自己的高傲偏執歉疚，

但那美好的回憶。使人遠離現實，將人折磨得

夠慘。這次誠邀你來重演當日情景，家父遙距

作全監控，你只須照劇本從事即可，工作不會

辛苦難做，報酬卻能令你安度餘生，但不能馬

虎了事，要拿出真感情來表演，嚴格遵守規則

細節。可以嗎？」

    我望望程小姐，她裝扮簡樸含蓄，也算美

女一個。與美女共演一日情卻有極可觀的報酬

，對貧窮的我來說，何樂而不為呢？我默默點

頭，接過劇本，隨意揭揭，看不出有什麼特色

，隨手放在一旁。

    第二天早上，天還沒亮，我已到達石澳海

灘，與程小姐坐在沙灘上觀日出。如此早起床

，對我來說極罕有，但如此寧靜安逸的感覺卻

從未有過，我疲憊不堪，累得沒法開腔閒聊，

靜靜融和在大自然中。第一線陽光從水下伸出

，照遍整個海平面，使陰森的大海親切暖和起

來。繼而射向大地、山林，使整個世界甦醒活

躍。我們呆坐那裏，陶醉在時間之外。

    走在石澳道上，感覺柔和舒暢。突然風雨

交加，我正要跑開躲避，程小姐在旁輕按我手

臂，要我繼續慢走，我只有遵從，任由風雨灑

滿一身，當劈面來時，有一種喘不過氣來，窒

息的感覺。突然，耳際的聽筒響起一把蒼老卻

興奮的聲音：「真神奇，竟與當年一樣，在這

裏風雨交加。你要扶著她的肩膊，照顧有加。」

    我依然以手攬著程小姐的肩膊，她稍縮了

一下，隨即挨過來依傍。我感到暖洋洋的柔軟

身軀，在烈風勁雨下，就像一棵小草，不時擺

向我肩上。當遇到崎嶇路途時，我自然摟得更

緊，她不期然扶著我的腰，低下頭，躲避風雨

，似笑非笑的小嘴兒灑滿了雨水。我們掙扎到

一所小餐廳前，正要進內。程小姐示意我坐到

簷下的座椅中，忍受著偶然的突大風雨。侍應

端出兩碗熱騰騰的麵，好奇地望了我們一眼後

，躲回餐廳內。在飢寒交迫下，我們很快把麵

一日情〈上〉 浮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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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還把湯喝掉，滿足地坐在那裏，觀看漫

天風雨。當一次狂風吹來時，程小姐乘勢將頭

躲到我懷內。

    來到銅鑼灣，不但沒有風雨，而且陽光普

照。跟著來的兩個小時，根據劇本，我要安排

節目。雖說銅鑼灣熱鬧繁榮，卻不知往那裏好

，我索性帶著她往二樓書店走去，對外地來的

人，這無異是一大特色，且不用消費便可消磨

時間。我們跑了一家又一家。開始時，程小姐

趣味盎然，東翻西翻，後來坦言乏味迂腐，幸

好時間已到，我們轉到中環去。

    根據劇本，我們要乘坐電梯上太平山去。

程小姐好奇地笑問：「香港真神奇，竟能建造

一條全世界最長的電梯從山腳到山頂。」

    但當看到電梯不是一條直通，而是分開多

節時，不免失望。可是電梯緩慢而寧靜把人輸

往高處，悠閒的氣氛，使我們如騰雲駕霧般，

無牽無掛。電梯發出輕微、有規律的「軋軋」

聲音，往高處的氣壓變化使耳朵更寧靜。程小

姐扶著電梯，好奇地四處張望，觀看山景、民

居、店舖，偶爾回頭望著我微笑，四周景色如

此緊貼，行人友善靠近，還不時打招呼。去到

一處小公園，我們不約而同叙靠坐在長椅上，

慢慢享受凍飲，看著路過的行人，說不出的滿

足，就如兩老觀看小孩玩耍般。稍事休息，我

們走到半山纜車站乘纜車到山頂去。坐在極傾

斜的纜車內，程小姐既興奮，又緊張，當車開

動時，竟緊抓著我的臂膀，像小孩般驚呼。

    來到山頂，在一幅偌大的草地上，程小姐

再沒有一點拘緊，把高跟鞋踢到一旁，雙手張

開，迎風仰首，閉著雙目漫步。白晳的雙足，

在青蔥的草地上份外觸目，雪白的雙臂，在裙

裾上幽雅地擺動。我呆呆望著那景象，被深深

吸引。程小姐微笑著跑到我跟前，拖著我的手

，跑向草地去。山頂四周看不到高樓大廈，亦

沒有其他遮擋，置身其中，猶如站在雲端，世

外高處。

                            (..未完待續..)

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塚間住

   在燈明寺後園中，一位大男孩拿著書本對

老師父道：「當年佛陀在印度與眾弟子居無定

所，到處流浪弘法，樂阿蘭若，樹下住，甚至

塚間住，為的是不想貪著安逸。就是同一棵大

樹下住久了，也要換一棵安住，以免對一個地

方愛樂、貪著。為什麼我們中國寺院林立，各

修行人舒適地住進裏面，終日不願離開？」

    老師父低下頭，良久不語。一位大女孩忍

不住道：「如此辛苦，骯髒的生活，誰吃得消

？我可不願當什麽修道者！遑論老師父年紀那

麼大。」

    「對！很多出家人體魄不是那麼强健，當

然需要一個住處遮風擋雨。況且，寺院是弘法

的好地方，如果沒有一處三寶具足的地方，如

何接引眾生？佛陀時代，修道者的生活方式，

大眾接受、認同，甚至護持，但在中國，一般

人會鄙視，不尊敬，毀謗等。因此，中國的出

家人只有自給自足，並照顧雲水的出家人，不

想做成社會負擔，各國民風不同，自有不同的

調適，不能固守規則，這叫隨方毘尼，是合乎

佛法的。」老師父抗辯道。

    「可是，我仍然嚮往佛陀的雲遊方式，不

著不住的浪漫情懷！老師父，你年青時可有如

此飄泊四方嗎？」大男孩揚著手中的書本問。

    「……」老師父低下頭，過了半晌道：「

我年青時亦沒有依佛陀的教導生活，很慚愧，

我吃不了苦，修行也不夠。如今年紀老邁，很

多事情都做不來，或是有心無力，虛耗了出家

的大好因緣。」

    老師父從坐著的大石上站起來，仍低著頭

，沒有正視眾小孩，邊走邊黯然道：「我已老

了，什麼都做不了，很遺憾，只有寄望你們這

些後輩，能繼承，發揚佛法，完成我們未了的

心願，是所至禱。」

    老師父的身影消失在寺院的樓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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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日炎炎，街上行人稀少，在溶化的天氣下，城市陷於靜止中。佛哲書舍內的數位讀者

坐在那裏悠閒翻書，其中一人竟睡著了，偶爾發出鼻鼾聲。老頭子店員不滿地瞪著他，屢要

阻止。最後按捺不住，正要伸手把他喚醒。一位出家人在旁按著老頭子道：「就讓他安然入

夢好了，你看他不是好享受嗎？對他人沒有侵損的事，我們應隨喜啊！為何冷天時你讓他們

躲在這裏，甚至送上暖水，如今卻退心？」

    「夏天冷氣費十分昂貴，他們光看不買，動輒坐上兩三小時。在收入少，支出大的情況

下，只有收縮服務。」老頭子小氣道：「他們每天到來，舒適『嘆冷氣』；看書，猶如領取

綜援，比我還享受。最氣人的是他們全沒感恩心，看過的書隨意亂放，更要抓著你聊天，或

是問一些不著邊際的問題。」

    「你應該感恩啊！這些人生的失敗者竟看上這裏，作為人生的避風港。」師父安慰道：

「能在生意不好的情況下作一些功德，收容徘徊的人，免得他們在外，面對殘酷的世界；亦

令外面的世界沒有他們滋擾而多一分安寧。這已超越了書店的功能，對宗教，對眾生皆發揮

極大功効，必能生存延續，不用擔心。」

    是時，一位不修篇幅的青年人衝進店內，跌跌撞撞，如喝醉酒般把一些書本雜物推到地

上。眾人靠在一旁，不敢勸阻，老頭子不知躲到那裏去。青年人更躺在地上，呼呼入睡。不

到數分鐘，從地上跳起，箭一般衝出店外。眾人呼一口氣，見老頭子拾起地上的書本雜物，

亦幫忙整理，搖頭嘆息。

    老頭子不斷埋怨，訴苦。師父勸慰道：「不願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你應抱著

接納一切不如意，不好事物的心態去做人，更要有不好的事物盡來的胸襟。別忘這裏一分鐘

的收容，外面有一分鐘的太平，安樂。」

    「可是有些人度過人生低谷，或是有好去向後便不再回頭，遑論感激道謝。」老頭子委

屈道。

    「如果有好去向何必回頭？難道你仍希望他們回來麻煩你嗎？

    你們本來什麼都沒有，生意亦會隨時結束，如不趁此機會多作一點事，多積一分功德，

豈不可惜！」師父道。

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須蜜那

              避風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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