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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不對的人，只有不對的事

沒有不好的人，只有不好的煩惱

人，被驅策著，傷害他人

更大大傷害自已

    今天農曆四月初八，佛誕日，天氣晴朗，我們一行八人（包括佛哲書舍職員二人及出家師父一

位），來到這所老人院作探訪。老人院有部份長者需長期卧床，大部份長者雖行動自如，郤不大靈

活，此外有一小部份長者在「打麻雀」。院裡護士及姑娘忙進忙出，各人相安無事。

    我們與院長及姑娘打過招呼後，分頭行動，有將帶來的物品拿出，作簡單的佈置，有將禮物拿

出，分送各長者及院裡工作人員，師父到各個病床巡視，打招呼，尤其對不能行動的長者帶上親切

的慰問，讓每一個院友能見到出家人的相狀，生歡喜心及慕道心。今次的禮物頗豐富，除了念佛機，

佛卡及餅乾外，更有手珠，院裡百多長者皆大歡喜，道謝連連。

    忙了一陣子，司儀肯蒂首先向大眾發言：「今天我們很高興能到這裡來，作親善的探訪，希望

能以佛教精神，付出一份關心。首先感謝院長及各工作人員的開放態度，長者對我們的接受，讓我

們作出貢獻，帶來佛教的訊息。」

    肯蒂抬首向後面的房間大聲道：「各位裡面的公公婆婆，我們知道你們行動不便，沒法走上前

來，請不用担心，待會我們會進來看望你們，但你們可靜靜欣賞義工的佛曲及法師的開示，現在有

請師父領導我們禮佛，請大家面對釋迦牟尼佛畫像，行動不便的公公婆婆可免跪拜，師父及各義工

正代你們禮佛，稱讚、懺罪。祈求三寶降臨，加持，護念各人。」

    眾鼓掌，法師：「各位公公婆婆，很高興見到你們。在這不到兩小時的探訪中，我們能貢獻的

不多。衣、食、住、行、護理方面，這院已提供細心的服務，你們可無憂無慮，安享悠閒的人生。

而人生經驗，你們比任何人都豐富，可謂看盡人間事，我們能給的意見也不多。但在精神上，我們

能提供唯一的，精要的，你們不曾聽過的佛法。這佛法將有助你踏上人生路，邁向光明，更助你去

除憂悲苦惱、孤獨、老、病、死苦。這佛法彌足珍貴，難遇難求，佛經上說，佛法難聞，你們今天

能身心安泰，得聞佛法，可見你們早已種諸善根，希望你們能珍惜這聞法機會，好好修行。我們人

微言輕，德學不足，只望憑這小小至心，作一橋樑，感召三寶的護持，定能帶來你們無限的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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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工隨行記    小草

                      

                        (老人院探訪)

索取菩薩藏方法

如欲索取菩薩藏，可用以下方式:

1.往各佛哲書舍索取

2.請留下郵寄地址及姓名，待寄上

3.請留下電郵地址，待email上

buddhisattva@buddhist-booksho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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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儀肯蒂：「既然三寶那麼重要，恩威那麼大，就讓我們的義工齊來唱頌三寶歌，祈求及感恩

三寶吧！」

    眾唱。

    司儀肯蒂：「各位公公婆婆，我們應有感恩的心，能得到院長、護士及各員工的照顧，在起居

及護理方面得到全面的關懷。能有這樣的福氣，我們除安慰從前曾作的善業外，更要感恩國家的昇

平，社會各人的努力，身邊人的照顧，三寶的護持。」

    法師：「各位公公婆婆，你們可能會有些失望，年紀那麼大，身體那麼衰弱，能有什麼作為呢？

但今天我要告訴你們老人家殊勝之處，可能你們自己也沒有發覺到呢！你們有豐富的人生經驗，見

盡世間事物，是社會理想的顧問，更是年青人的導師。在修行方面，比任何人更易看破，放下，自

在。體力當然遜人一籌，但智慧郤高人一等。你們有足夠的閒暇，去調節身心，將心安定下來，精

進修行，成就比任何人都大。修定方面，你們歷經種種，比任何人更易入定，念佛更專。持戒方面，

你們生活平淡，趨於寧靜，無欲無求，比任何人更易持戒。在修行的條件上，我很羡慕你們，只要

你們能掌握這些殊勝處，修持戒定慧，不難有一番出世的成就。」

    司儀肯蒂：「現在請我們的義工齊唱大悲咒，進入觀音菩薩的大悲心中。法師及一部份義工可

分頭入內探望卧床的長者，安慰，開示及教導卧床的修法。」

    老人院浴在大悲咒中，各義工作個案式的輔導，務求在最短時間內傳法。

    十五分鐘後，司儀肯蒂：「謝謝各義工的傳法，現在我們齊頌滅定業真言，將各人的定業滅除。

唵鉢那末鄰陀寧娑婆呵！」

    數分鐘後，司儀肯蒂：「有請我們的義工辛尼哥哥出來，教導我們的長者作一些簡單的舒筋運

動。」

    辛尼哥哥：「首先做頸部運動，請慢慢將頭從左向右轉三次，再由右向左轉三次。運動之餘，

別忘修行，你們可轉一次，唸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待會做腰部及腳部運動，也可如是作．．．．．」

    法師：「各位長者，你們可有孤獨的時候？可有被遺棄的感覺？虛弱，無助，痛苦、危病，恐

懼。請不要害怕，無數人皆有這些感覺。兩千多年前，釋迦牟尼佛為了這些問題，拋開一切發心修

行，成就道業，教導無數眾生遠離苦難，使無數眾生有所依靠，回皈覺性。將來亦有無量眾生受教

而得救度。

    他教導我們最容易、最有效的方法，只須念佛、念法、念僧，自能去除一切憂悲苦惱，或走向

解脫。如念施、念戒、念天，亦可生天享受喜樂。三寶佛、法、僧是救生圈，是未來的福樂，更是

了生脫死的根據。當然，都是我們的皈依處，就像黑暗中的光明，夜空中的明月。任何不如意事、

逆境，你們都要念三寶，依靠三寶，便什麼都不用害怕。當然順境時能念三寶更好，吃飯前，先念

供養三寶，睡覺前也念三寶，就是上廁所也可念三寶，無時無刻懸念三寶，自能轉逆境為喜悅，為

未來大事作好準備。三寶更是我們的皈敬處，一分皈敬，一分功德。何況繫念、皈依，功德當無量

無邊。今天你們感恩色身受到照顧，可有想到皈依後的心身受照顧更不可思議，皈依是我們開放在

佛菩薩的慈光中，作尊心，誠意的信賴，學習。聽了以上皈依的好處後，希望你們能趁此難得的機

會，作一番皈依，我們的義工即將為你們登記，稍後將為你們做一個簡單而隆重的皈依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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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師轉向院長、護士及員工：「我們歡迎院長及各員工皈依，除得到皈依的功德外，與各公公

婆婆一起皈依定能結一份殊勝的因緣，在苦難生活及成佛道上必獲利益，請向義工登記。」

    司儀肯蒂：「謝謝法師，我們一起來頌六字大明咒，讓這觀音的心咒照明我們人生的黑暗，心

中的陰霾。」

    一片六字大明咒的頌唱，瀰漫在老人院裡，數分鐘後，六字大明咒轉為觀音聖號的唱念，一些

姑娘也跟著唱念，整所老人院深深浸在佛菩薩的呼喚中，彷彿長者們的痛苦也消除了。

    法師：「今天我們要開示一個主題『念佛法門』，剛才我曾說過你們殊勝之處是比別人更適宜

修行。而修行的方法眾多，我特選一個適合你們的修行方法――念佛法門。念，是憶念，想，觀想，

最後融入佛念中，與佛打成一片，直至與佛無二無別，我就是佛，佛就是我。

    你們可先由持名開始，在行住坐卧中，不斷念佛，可作聲念，亦可心中默念，念到定境現前，

身心舒泰，自然而念，任何外在境界都不能使你分心，或忘失，不管外界如何吸引，心中仍隱隱懷

著佛念，若隱若現，如能結合定心，自能放下世間事物，成就出離心。

    如你們外務不多，可集中心念，觀想佛的形像，時刻讓他在腦海中浮現，如如不動，開始時更

可取一尊喜愛的佛像或佛畫，面對自己，端身正坐，時時觀想佛的莊嚴形像，成就如此莊嚴形像的

因果，亦即佛的功德，法身慧命，遍一切處，六度萬行，無一處不是佛曾修行捨身之所，念到無我

無人，完全投心於佛的境界中，最後，這個我沒有了，我成了佛，語、默、動、靜都是佛的身、口、

意。簡單說是由嚮往佛的境界，念佛的形象、功德，乃至忘郤自我而投身於佛境界中，最後融入佛

念中而成佛。

    司儀肯蒂：「謝謝法師開示，現在舉行皈依儀式，請各位登記了的長者及老人員院工出來，如

行動不便者可留在原位，留心聽法師說話，跟著法師誦皈依三次，各人除獲贈皈依法號外，更可得

法師贈予皈依證，裡面有解釋皈依是什麼一回事，更教導皈依後應作何事。現在請我們的義工站在

前面跪拜，代表不便行動的長者作儀式，也可示範後面的皈依者作跟從。

    簡單而隆重的儀式在廿多位參予者完成後，各人獲贈皈依証及念珠，各各歡欣及法喜無量，司

儀肯蒂感動流淚說：「謝謝各位虔誠參予，我除了感動外，更要感謝能參予這法會，廣結善緣，積

功累德。今天我們的探訪總算圓滿了。功德除了迴向各人外，更迴向院外六道眾生。在離去前，我

們祈願三寶加持，長駐垂照，謹代表法師及義工們感謝各位，並留下祝福、皈依。」

                                            (這探訪的程序及內容，希望能作一個參考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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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親眷們：

    抱歉我不能到來，未盡友誼之道，給予安

慰問候。實在我太傷心，難受，哽咽飲泣之餘，

怕你們見到我扭曲的面容，及泣不成聲的醜態。

往者已矣，我在他方哀悼，衰弱難過，請原諒

我的逃避。送來這封致亡靈親眷們的信，可誦

可不誦，完後請將它化掉，希望能撫慰心靈，

聊表悼念。

    你們毋須難過，在生死大海中我們已浮沉

無數次，只是我們太健忘，太逃避。死亡，沒

什麼可怕，除了陌生及變化外，它沒有什麼。

親友的離去不在少數，也絕不陌生。有生之年，

這些打擊不斷，牢牢地傷害我們，從心底深層

死去活來，直至我們倒下。但成長必經過苦難，

歡樂必經過痛苦，最後，我們必不再畏懼，坦

然面對。淚流過後將是莞爾，黑暗過後將是黎

明。

    此刻的傷心難受緣於不捨，貪著。沒留意

因緣生滅，變化無常是世間現象，無所謂得失、

來去。死亡是一種幻象，毫不真實。

    請好好保護你們的根門，不要讓煩惱入

侵。眼避免觀看與亡者生前的憶念，如照片、文

字、衣物等；耳避免聽與亡者生前的憶念，如

錄音、歌曲等；鼻避免嗅亡者生前的憶念，如

香水、肥皂等；舌避免嗜亡者生前的憶念，如

食物、飲料等；身避免觸亡者生前的憶念，如

衣物、慣用品等；意避免想與亡者生前的憶念，

如生前的片羽吉光等。這意識尤其重要。記著，

不去想便什麼都沒有，愈想只會愈多愈深，最

後不能自已。請拿出你們平時的修行功夫來，

安住定境，保護六根，讓一切過去，自會柳暗花

明。

    彌勒菩薩大慈大悲，發廣大心，由釋迦佛

至他成佛時，凡皈依者或曾結善緣者，他都發

願於龍華三會中度脫他們，使脫離苦痛。人間

的悲哀災難將終止，輪王出世，世間昇平和樂，

豐衣足食，不但明君教化，常行十善，且彌勒

佛出世，使三會中分別有九十六億、九十四億

及九十二億人發無上正真道意。每一佛子祈願

這天早日降臨，樂見人間淨土的實現。你我曾

皈依三寶，對佛教早已至心信受，也曾廣結善

緣，將來必在三會中重逢，携手成就大業，歷

劫的親朋好友，將隨我們的善願感召，共聚龍

華樹下。這刻的短暫分離、傷心算不了什麼，

應當珍惜當下，好好修持，為將來的會面鋪路，

希望那重逢是和樂清淨，少煩少惱，不再痴纒

執著，恩怨困繞，更不願看到彼此傷心痛哭，

互相繫縛。

    這龍華約會決定共赴，無能改變，由於緣

深，這約會前當有多番會面，但願那些會面會

是喜樂共勉，互敬互愛，成就三會前的資糧。

我們不應眼光短狹，為這刻短暫的分離，傷心

難過，應積極進取，多做些利益亡者的事，或

為社會國家効力，迴向亡者，才是當務之急。

尤有進者，更可發願往兜率天，覲見彌勒菩薩，

聽經聞法，自可隨時得見亡者，並在龍華三會

中處上品位。

    請保持正念正知，誦經迴向亡者，或將亡

者心愛物送贈他人，取亡者的金錢捐贈三寶及

世間慈善機構，別忘將功德迴向。為了亡者齋

戒，發願等，都是實實在在自利利他的做法，

其他儀式規則，可簡則簡。為亡者作幽冥皈依

及幽冥戒，亦是利益亡者不可少之事。

    往者已矣，請將心情收拾，別再悲傷難過，

不論亡者或其他人，都有待我們去幫助，蹉跎

踟躕，只帶來更多遺憾，別讓消極不歡持續，

才是真正面對死亡的態度。

           給亡靈親眷的信    寂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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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藏經法要  賢護     (連載完)  

(九)護念與起信――最後，以諸菩薩的護念及

佛語的起信歸結，願眾生捨惡向善，進而歸依

地藏菩薩，護持是經，得以救贖去苦。再修持

地藏法門，發地藏大願，立志成地藏菩薩。

    「爾時，惡毒鬼王合掌恭敬白佛言：『世

尊！我等諸鬼王，其數無量，在閰浮提，或利

益人，或損害人，各各不同，然是業報，使我

眷屬遊行世界，多惡少善。過人家庭，或城邑、

聚落、莊園、房舍，或有男子、女人修毛髮善

事，乃至懸一旛一蓋，少香少華，供養佛像、

菩薩像，或轉讀尊經，燒香供養一句一偈，我

等鬼王敬禮是人；如過去、現在、未來諸佛，

敕諸小鬼各有大力，及土地分，便令衛護，不

令惡事橫事，惡病橫病，乃至不如意事，近於

此舍等處，何況入門？』」

     「有一鬼王名曰主命，白佛言：『世尊

！我本業緣主閰浮人命，生時死時我皆主之。

在我本願，甚欲利益，自是眾生不會我意，致

令生死俱不得安。』」――閰羅王眾讚歎品

    「堅牢地神白佛言：『世尊！未來世中，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於住處，有此經典及菩薩

像，是人更能轉讀經典，供養菩薩，我常日夜

以本神力衛護是人，乃至水火、盜賊、大橫、

小橫一切惡事悉皆銷滅。』」――地神護法品

    「會中有一菩薩摩訶薩名觀世音，從座而

起，朝跪合掌白佛言：『世尊！是地藏菩薩摩

訶薩具大慈悲，憐慰罪苦眾生，於千萬億世界

化千萬億身，所有功德及不思議威神之力。我

聞世尊與十方無量諸佛異口同音讚歎地藏菩薩

云：正使過去、現在、未來諸佛說其功德，猶

不能盡。』」――見聞利益品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我已過去久

修善根，證無礙智，聞佛所言，即當信受；小

果聲聞、天龍八部及未來世諸眾生等，雖聞如

來誠實之語，必懷疑惑，設使頂受，未免興

謗。』」――仞利天宮神通品   (全文完)

    給人生路上的她  那羅

         

      憂鬱，是你黃昏的沉思

            還是午夜的無眠

      忘懷昔日底人生路

              堪坷崎嶇

      種種恩怨

      揮不掉，斬不斷

      無端的因緣際會

      背負著神洲的苦難

            聖教的綻放

      是使命？還是災禍？

      

      而種種經驗，閱歷

      轉化成無欲無求，返璞歸真

      為喜樂的資糧

      達到純真、至善、臻美的境界

      作無限清淨的皈依

吾觀地藏威神力，恒河沙劫說難盡；

見聞瞻禮一念間，利益人天無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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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教言  

   『自我教言』不只是入門的導引，更是久修行者的一面好鏡子，去反省及自我教言，為佛學
及修行態度的明確指引，去除很多謬誤及修道上的倒見。書內一再強調聞思的重要性，正是建立
『正見』的要素。

作者 : 晉美彭措法王   
譯者 : 索達吉堪布     (連載9)  

    分別念就像盜賊，一旦認識了它的本來面

目之後就再也不會危害我們。又如一個惡人，

我們對他越來越好，他就會越來越變本加厲加

害我們，如果懲治他或徹底斷絕關係，這個惡

人就再也無能為力了。同樣，對於分別念，若

我們去對治它，它就會軟弱無能，若因害怕而

逃遁，那它反而會緊追不捨，直到擊倒我們為

止。

    分別念就像惡人，當它來到面前時，如果

我們用無分別的智慧去觀察對治它，那它就失

去了肆虐的能力，也沒有其他幫凶，它就會束

手就擒。所以我相信，只要我們肯下功夫，調

伏心也並不困難，只不過我們沒有在這方面痛

下苦功而已。

    當年我在石渠求學的時候，有一天托嘎如

意寶說：「如果我們沒有去調伏，心的力量就

會非常凶猛可畏，但如果去調伏它，則會發現

它只不過是一隻假老虎。」他又說：「如果你

們七天當中，好好地祈禱上師，認真地調伏自

己的心，那心的狀況也會與從前有極大的不同。」

我對金剛上師的話深信不疑，如果大家真正依

此修持七天，到時就會知道這個教言確實非同

凡響。

    如前一段時間，天寒地冷，寒風凜凜，枯

枝籟籟，有如八寒地獄，但過了九九之後到現

在開春的時候，就逐漸暖和起來了。分別念也

如此，沒有對治時，它是異常冥頑不化，但修

持過後，就像今天的天氣，它就慢慢地變得溫

暖祥和了。獲得地下的各種寶藏，並無深遠廣

大的意義，但如果我們能調伏心，獲得輕安，

則其意義非同尋常。

    有些人說，我已經閉關九年了，但修行還

是沒有什麼進展和收益。這可能是他們並不通

達修法的竅訣，調心的最佳竅訣就是以心來觀

察心，這也是大圓滿的竅訣。當然也還有觀佛

像、觀文字等其他很多修法。觀察自己的心，

祈禱三大傳承上師，讓歷代傳承上師的加持融

入你的心間。這個修法就比較簡單易行，並不

那麼困難，否則，大圓滿的法就不殊勝了。

    比如，在骯髒的洞穴中隱藏有一條毒蛇，

如果我們去靠近和貪求它，那痛苦立即就會出

現並纏繞著我們。分別念就像是毒蛇，若不將

它拋棄，暫時和究竟、今生來世它都會讓我們

飽受無窮的痛苦。因此，我們不應隨順這些惡

劣的分別念。

    分別念猶如猛火，要撲滅這種猛火就必須

具有清淨的智慧水。禪定和勝觀好像清淨的甘

露水和天人的花園，如果我們去飲用和享受，

暫時和究竟的安樂都會得到。即使希望得到天

人或人間轉輪王的果位，都需要一顆安祥的心，

因此我們就不應去思維一切世間八法，而對即

生和來世都有意義的事情，尤其是現見法界和

清淨禪定的法，我們應當去思維。正念猶如甘

露水，我們應該飲用，分別念猶如毒藥，我們

應該斷絕。

    我們的分別念飄忽不定，不可捉摸，有時

候生起歡喜之心，有時候生起痛苦之心，有時

候則生起迷茫無記的世俗意念。如果我們不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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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對治，那它就在無意義當中永遠地流轉，因

此為了斷除分別念，我們應精進修持寂止。

    若不如是精進地修持，則無始以來串習的

分別念很難以療治，若沒有專注修持，始終不

可能成就清淨的禪定。因此當內心生起各種分

別念，不管是粗的還是細的分別念，我們都不

能跟隨，我們應該堅定專注地修持，立即斷除

之。

    無始以來串習的分別念猶如捲煙，已經成

為習慣之後要想直接斷掉決非易事。因此我們

要像調馴野馬一樣，通過各種方法逐漸調伏自

己的心，經常要以正知正念來守護自己的心，

努力使自己現前無有分別的無二智慧。

    世間上的任何妙欲，我們從中享受到的安

樂都非常微薄，但緊隨而來的痛苦郤是無窮無

盡。世間的人們好像並不清楚妙欲的眾多過患，

在濁世短暫的人生中，他們日日夜夜地使身心

都沉溺在世間的妙欲泥坑中不能自拔。

    希求世間妙欲的這些愚笨之人，不但違背

上師的教言，也違背了親友們的忠告，他們雖

然聽聞了眾多良益真實語，但心裡郤毫不在

意。

    貪著世間的妙欲，不但能使我們捨棄清淨

戒律，也捨棄了已擁有的名譽和財富。實際上

希求世間的妙欲，將摧毀自己的一切安樂。仲

秋的寒霜摧折美麗的鮮花，妙欲將凡夫暫時和

究竟的一切利樂全部摧毀。在短暫的人生當中，

這種人把充滿希望的青春時光，就在惡業和無

義之中，轉眼間即消耗殆盡。

    許多人在年輕的時代，都會以為人生旅程

悠遠漫長，但與之恰恰相反，事實上人的一生

的確非常短暫，很多老人對此深有感觸。從一

歲到十幾歲之間，都是孩童貪執玩耍的時期，

這如夢境一般恍恍惚惚就過去了；然後從十幾

歲一直到四十來歲之間，可以算是人生的盛壯

時期，但這也轉眼即逝，並且在此期間，經常

遭遇病魔等各種違緣，抽不出時間修持善法，

也沒有勸別人修持善法，有些人的中年就這樣

度過了；等自己年老體衰了，就已經五、六十

歲以上，這時候身體也變得極為孱弱，並飽受

各種病痛的折磨，心中雖然也想行善斷惡，比

如，我心想即使遇到生命危險也是要轉繞一次

壇城佛塔，但是身體就沒有這個能力，老年人

修持善法就有如是的困難。到年邁體弱的時候，

我們會想：我在年輕時應該修持善法，可當時

我已經在放逸當中虛度了寶貴人生。到人老時

自已一定會生起後悔心，但那時可能已經是後

悔莫及！

    當貪慾的鐵鉤鉤住了我們的心，那這時對

所貪的朋友、財產以及身體等，我們應通過各

種方法來了知它的本性，不要被貪慾所役使。

因為所有猛厲的分別念都是因各種緣起暫時所

生，本性上沒有一個恆定不變的東西，因此只

要我們依靠對治法，它就沒有任何能力，取勝

於這些分別念也就輕而易舉，痛快淋漓。

    對於世間上具有智慧和清淨戒律的堪布活

佛等高僧大德，你們應該去接觸和依止他們。

如果依止和居住在具足聞思修功德的僧團裡面，

那自己就會有一個慚愧心和羞恥心，始終不會

有做非法事情的機會。

    若一個人依止賢善的上師和善知識，自然

而然就會生起一種慚愧之心，當你依止很好的

善知識和金剛道友的時候，仍然是放逸而行，

那誰能救你呢？即使是釋迦牟尼佛親自來，那

你也就像是善星比丘和提婆達多一樣，照樣是

要墮入惡趣的。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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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猿    浮生        

    黃昏，我來到尖沙咀酒店，乘電梯往頂樓應約。梅姐今天早上搖電話給我，約我到她住的酒店

房間看貨辨，說這次是她最後一次來港。梅姐是我們公司的海外夥伴，她工作很有條理、決斷，絕

不拖泥帶水，爽朗，預備功夫足夠，每次交談或工作都輕快投契，如魚得水，著實令公司輕鬆地賺

了不少錢，而且她不像一般生意人奸狡，也不會在價錢上計較，或是耍手段。和她合作是一種愉快

的經驗，她的缺點是比較「硬」，當然啦，在這競爭激烈的商業社會，如此女強人不「硬」，如何

立足？七年來，梅姐每年必來香港一次，每次搖電話總約我二小時後在她的酒店coffee shop見面，

之後她更要赴其他約會，不到兩三天便要乘飛機回家或是到別的國家去，從來不要我們接機送機這

一套，連coffee shop的賬單也沒有一次讓我付過。

    梅姐帶領我走進酒店房間後，馬上坐到一張大大的寫字枱後面，枱上早已放好貨辦及一些文件，

我坐在她的對面，粗略地審查貨辦及那些文件，抬起頭來，窗外夕陽澄紅的陽光照遍了大半個房間，

梅姐在夕陽下顯得格外艷麗，她從容得體的黑色套裝，比以前女強人的裝扮來得有風韻，額前少撮

秀髮散開，遮不住微漾的幼紋，房間雖沒有風，却有風吹的感覺。

    我將身軀挨在寬濶的靠背椅上，舒適地說：「謝謝你的到來，我可趁此機會舒展舒展，真的很疲倦。」

    我眼尾瞟到身旁的床特別大，有六呎正方，就是兩個人躺在上面也很寬敞，房間也很大，很整

潔，一陣陣幽香不知道從那裏傳來，這房間花費不輕呢！

    「終日忙碌，連花錢也沒有時間。」梅姐道：「有時真懷疑那麼努力賺錢為了什麼？在我的國

家裡，很多人欣羨我。富有、有品味，可算是單身貴族，熱門的追求對象，但那又怎樣？」

    天空暗下來，黃昏的陽光已失去光采，有些蒼茫的感覺，對面的梅姐顯得寂寞可憐。「讓我帶

你到外面走走，看看香港美麗的夜景吧！」我道。

    我們來到尖沙咀海傍的星光大道，七彩繽紛的燈光佈滿兩岸，輕微的海浪聲在暗黑的海面擊攘

著。不少亮麗的船隻穿梭往來，使有活力的海港更有動感。一群一群的遊客在蹓躂，一雙一雙的情

侶在漫步。各人愉悅地欣賞維多利亞港的夜色，與身旁人欣訝讚嘆，分享夜景及同行者的溫馨。八

時正，廣播聲響，介紹「幻彩詠香江」――全世界最大型的燈飾。輕快的音樂傳出，配以兩岸各大

廈介紹，急促的燈光從中射出，有霓虹、有雷射、有流竄、有爆炸式，刺激著眼、耳的官能。

    我偷偷望向梅姐，見到她口兒微張，看得出神。七彩的燈光在她臉龐上閃亮，水汪汪的眼睛更

光彩。歡呼聲起自四週，但梅姐仍是那樣安定及聚精會神。當梅姐發覺我在凝視她時，露了一個愜

意的笑容，我窘問：「以前有看過嗎？」

    她搖了搖頭，繼續觀看。

    當我再度偷望梅姐時，發覺她別過頭，正在流淚，淚光顯得特別繽紛。我忙拿出紙巾，幫她揩

拭，沒料到淚水更如泉湧，弄得我手忙腳亂，幸而人們正欣賞燈飾，沒人留意。

    此時，「幻彩詠香江」剛好完結，人群蜂湧著向尖沙咀碼頭擠去，嘈吵、吆喝的聲音此起彼伏，

更有人吵鬧該向那方向走，也有因踫撞而吵架，一時間，塲面混亂火爆。

    遠處，一個光頭灰袍的出家人飄然而過，輕巧地消失在人叢中。

    我像觸電般從迷茫中乍醒，趕忙對身旁的梅姐道歉，因有要事要馬上離開，留下梅姐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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