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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慧春聯】
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每年年初
時，都會為當年的春聯題字，讓所有
民眾，張掛在家中，擁有美好的一
年。今年大師題了「曲直向前，福慧
雙全」作為新春賀辭，大師以蛇是財
富，行走身形向前需要彎曲，以此期
許大眾，人人具有小龍百折不撓的精
神，對未來懷抱希望，對人生不減信
心，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願大眾做人
要給人方便，同時亦要正直。

【蛇王護法】
佛是世間宇宙覺悟真理的人，是一位
具有解脫智慧的聖者，因此有諸多大
力大慧之護法跟隨護教，均以誓衛佛
法為己任。佛教中的護法除了在家信
眾蔡，又以梵釋四王、天龍八部為代
表。其中天龍八部中的摩睺羅迦(梵
mahoraga)為大蟒蛇王。有一次，佛
陀於林中入定禪觀，此時天語雷電，
風雨交加，大蟒蛇王為讓禪定中的佛
陀不受干擾，於是以頭頸覆蓋佛的上
方，不讓強風雨水吹打佛，讓佛陀能
身在林中，繼續辦道修行，可說是護
法護教中的典範。

以捨為有，則不貪；

以忙為樂，則不苦；

以勤為富，則不貧；

以忍為力，則不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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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法語

改變命運的方法
â星雲大師

  命運是因人而異的，有的人一生遭
遇許多折磨辛勞，有的人卻是平步
青雲，有的人樂天知命，有的人則
哀嘆命苦。你會埋怨老天爺捉弄命
運嗎？其實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
只要懂得轉彎，官場失意的才子，
也可以成為一代文豪；落魄的店小
二，也能成為企業家。改變命運的
方法，這裡提供四點：
  第一、改變觀念：觀念決定我們的
行為，行為造就我們的命運。命運
都是自己造作的，要有好的命運先
要有好的觀念，如果對世間充滿了
瞋恨，清涼的佛土也會變成火宅；
懷抱愛心對待世上一切，生活快
樂，污穢的娑婆就是美麗的淨土。
因此，除去邪惡、不正確的觀念，
建立正知正見，化自暴自棄為積極
向上的力量，好運就會跟著來。
  第二、改變態度：同樣的際遇，各
人處世態度不同，其結果也大不相
同。慳貪的人只會中飽私囊，喜捨
的人總想廣濟社會；瞋恨嫉妒心重
的人，整天心情鬱怒，心胸開闊的
人，天天歡喜自在；厭世隱遁者只
想獨善其身，熱愛家國者則積極服
務鄉梓。每個人面對世間的態度不
同，交友的廣狹不同，影響的層面
也會不一樣。
 第三、改變習慣：惡習蠶食我們
的生命，毀滅我們的幸福；壞習慣
一旦養成，不但影響終生，後患無
窮，並且累劫遺害不盡。所謂「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想改都很
難，不過，也有肯堅定決心者，扭
轉了多年弊習，改變了自己的人
生。譬如常常惡口罵人，沒有人
緣，若能改變，多說好話，常讚嘆
人，人緣就會跟著變好了。
  第四、改變人格：現在醫學發達，
得了心臟病換個心臟，仍然如生龍
活虎般充滿活力。我們的肉團心壞
了，固然要動手術換掉，智慧妙心
壞了更應該改換，把壞心換成好
心，把惡心換成善心，把邪心換成
正心；將難改的性格修正，把暴躁
的脾氣改成柔和，把孤僻的性情改
成隨緣，命運一定隨之改觀。
  上天沒有能力把我們變成聖賢，上
天也不能使我們成為販夫走卒，成
聖希賢都要靠自己去完成，所謂「
沒有天生的釋迦」，只要我們努力
向善向上，好的命運是可期的。如
何改變命運，有四點意見：
  第一、改變觀念，
  第二、改變態度，
  第三、改變習慣，
  第四、改變人格。

西來寺活動看版
2/2~4/7   佛光緣美術館「琉璃花開菩提心－琉璃工房新春特展」
2/10~24     春節平安燈會
2/9        7:30pm除夕普佛
2/10        5:00am新春朝山、10:00am新春禮千佛、12:00pm新春文
 化表演2:00pm新春禮千佛、4:00pm新春文化表演
2/16        7:30pm供佛齋天灑淨、請聖
2/17        9:00am供佛齋天敬獻齋法、上供、送聖
2/24        光明燈上燈法會、新春文化表演
每週一至五   佛光西來學校課輔班
每週三     佛光合唱團、插花班
每週四     舞蹈班
每週五     西來佛光幼女童軍活動
每週六     中文成人班、佛光西來學校週六班、西來佛教學院
 （課 程：走進華嚴、楞嚴大義、佛事懺儀、中文禪
 修、止觀、善臂菩薩經）
每週日     粵語佛學班、英文禪修班（初級與進階）、英文佛學班
 （基礎佛學、經典研究）、西來童軍團、佛光鼓樂團、
 快樂兒童音樂班

佛光新聞

西來寺迎新春  恭祝民眾「曲直向前  福慧雙全」
初一朝山、文化表演、點燈禮千佛、祥蛇布置  歡迎民眾闔家來寺踩春
 【本刊訊】中國春節將
至，今年大年初一適逢星
期日，民眾上山禮佛為自
己與親友祈願祝禱的盛況
可以預期。為迎接二○一
三年新年，佛光山西來寺
將自除夕夜(二月九日)晚
間七點半辭歲普佛起，安
排一系列慶祝活動與南加
州民眾歡渡，希望新的一
年，共同「曲直向前，福
慧雙全」。
 新春期間西來寺的活動
包括：二月十日至二月二
十四日的平安燈會、二月
十日初一早上五點新春朝
山、十點半及兩點的新春禮千佛、
二月十日與二十四日的新春民俗表
演、二月十六至十七日的供佛齋天(
俗稱：拜天公)、點光明燈等等。剛
剛率團參訪高雄佛光山總本山的美
國聯邦眾議員Ed Royce，初一當天，
除了親自上山禮佛，並將於「新春
民俗文化表演」向大家拜年。
 西來寺住持慧濟法師表示，欣逢西
來寺建寺二十五年，感謝各界人士
的護持，今年平安燈會造景除了大
雄寶殿前醒目的以星雲大師「曲直

向前，福慧雙全」賀辭為主軸外，
右邊特別設計花團錦簇的「佛法西
來二十五周年特區」，及義工巧手
縫製的二○一三可愛卡通金蛇；而
每年費盡心思的佛光青年特別以回
收的舊報紙，加上麵粉調製的漿
糊，一片一片黏貼成一幅喜氣洋洋
的春聯，不但具體實踐星雲大師「
環保與心保」，也呼應「曲直向
前，福慧雙全」主題。最受歡迎的
「諸事圓滿」祈願樹旁，在西來寺

金剛師兄的協助下，打造
呼應年景的「蛇王護法」
佛教典故。為方便大眾，
農曆大年初一與周末，燈
會將延長開放到晚間八
點，歡迎民眾前來賞燈。
 除了特別的造景增添喜氣
外，佛光緣美術館並於二
月二日起至四月七日舉辦
琉璃工房「琉璃花開菩提
心」春季特展。以頂級琉
璃脫臘鑄造技法與藝術成
就享譽國際的琉璃工房，
首次在佛光緣美術館西來
館展出二十多年來精華作
品，其中由藝術總監楊惠

姍歷時十餘年所創作的一米(一百公
分)琉璃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更是
第一次展現美國民眾面前。術家楊
惠姍在一九九六年親見中國敦煌第
三窟元代千手千眼觀音壁畫藝術，
逐漸剝落即將永遠消失，立下以琉
璃材質立體重現此壁畫的「今生大
願」，成為她個人永不停止的行為
藝術。這次特別搭配西來寺新春朝
山、佛法會、元宵等節日活動，供
來寺民眾參觀。

蔬食園地

p佛光山西來寺於大雄寶殿前布置星雲大師今年墨寶「曲
直向前，福慧雙全」歡迎來寺民眾。

醍醐味  
â法遠

 「融合一味」法無定法，很多人
在典座過程中有自己堅持的看法與
作法，如：蘿蔔該怎麼切、香菇該
怎麼洗、薑該怎麼放，其實沒有一
定；佛門有一句話說「廚房出 祖
師」，意思是在廚房中典座，屏除
自我的執見，能夠接受他人的意
見或融入他人的看法，彼此互相
融合，讓人我之間少去不必要的紛
擾。  
  因此，在典座的水深火熱過程
中，能夠平心靜氣的處理好每一件
事情，轉煩惱為菩提，即能成就人
生佳境。
  菜頭，有好彩頭之意。中國人喜
歡喜氣的熱鬧溫馨，因此，不論是
宴客、年節等喜慶活動，都會有一
道象徵吉祥的菜色，讓人感受幸福
喜樂。

材料：長圓形蘿蔔600克一條、香菇
2朵、荸薺3顆、板豆腐60克、芹菜1
小把、紅蘿蔔20克、碗豆仁20至30
顆

調味料：素蠔油20克、醬油20克、
冰糖1小匙、胡椒粉少許、鹽1小
匙、太白粉2小匙

作法：
1.蘿蔔去皮、切段約三公分，用鐵

製小湯匙在蘿蔔中心挖洞（挖出
的蘿蔔不要丟棄，可拿來煮高
湯。）

2.豆腐壓成泥狀，香菇切末，荸
齊、芹菜、紅蘿蔔剁碎，加入
鹽、胡椒粉和太白粉，一起攪拌
均勻，將餡料填滿蘿蔔的中心。

3.蘿蔔排入蒸盤，用素蠔油、醬
油、冰糖加點水，拌勻淋在上
面。

4.蘿蔔放入鍋中蒸到熟軟，再將碗
豆 仁 汆 燙
一下灑在
上 面 ，
增加料
理的美
感、美
味。

西來寺新春
臨時停車指南

各位居士大德：
新年恭禧！農曆春節即將來臨。
有鑑於屆逢農曆新年春節，蒞臨
西來寺 禮佛上香的善信們非常踴
躍，常造成停車不便。因此，為
讓您避免車位難求的情況，本寺
特於 (2/09)除夕、(2/10)大年初
一、(2/11)大年初二、(2/16)初
七、(2/17)初八、(2/24)十五，借
用距離本寺只有三分鐘路程的停車
場，供您停車，並同時準備往返交
通車，免費接送您與家 人。屆時
請您依隨我們的交通引導和路標，
到停車場停車。如有不便之處，尚
祈海涵。感謝您的大力配合。

恭頌   曲直向前  福慧雙全!
佛光山西來寺   謹啟

臨時停車場地址：15444 Regalado 
St. Hacienda Heights, CA 91745
接駁車上山時間
2/9   10:00am~3:00pm
2/10  8:00am~4:00pm
2/11  10:00am~3:00pm
2/16、17、24  10:00~4:00pm

西來寺新春布置介紹

吉祥如意 好彩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