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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行，
是覺悟五蘊不實，
而能遠離顛倒夢想；
密行，
是覺悟生命無常，
而能悲心救度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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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想天開
â星雲大師

 美國畫家詹姆.唐尼，一次突發奇
想，他計畫集合全球一百萬人在特定
的日子裏，以鐳射指示器為畫筆，以
月球為畫布，共同「畫月亮」。唐尼
相信，在秋天的夜晚，當一百萬個鐳
射指示器一同指向目標時，半個處於
夜間的地球人都可以看見月球表面一
塊美麗的小紅點，這將是人類有史以
來最偉大的藝術品。
 唐尼此一「異想天開」的點子雖然
被許多科學家認為是不可能實現的夢
想，但他們又表示屆時仍將加入畫月
亮的行列，因為畢竟人類是因為有夢
想而偉大的。
 的確，登陸月球，過去人們認為這
是不可能實現的夢想，但曾幾何時，
阿姆斯壯的一小步，不是早已開啟了
人類歷史的一大步嗎？複製羊、複製
牛、器官移植、人造器官等，在過去
不也認為這是異想天開之舉？然而現
在不僅複製動物，科學家甚至融和基
因工程與基因轉植兩項高科技生物技
術，成功的創造出世界上第一隻螢光
魚，未來也可能利用同樣的科技，創
造出螢光貓、螢光狗。人類生化科技
讓許多原本被認為是異想天開的事，
變成了事實。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庫克船長發現
澳洲，乃至明朝三保太監鄭和下西洋
時，他已經到了麻六甲，如果他當時
再發一個奇想，向前走一步，澳洲不
就是三保太監鄭和發現的嗎？
 萊特兄弟不發奇想，飛機怎麼會飛
上天？富蘭克林不發奇想，怎麼能從
風箏的實驗發現了電，而使人類的文
明向前邁進一大步呢？這不都是突發
奇想，不正是異想天開的結果嗎？
 哲學家不發奇想，怎麼能夠探求宇
宙人生的奧秘？科學家不發奇想，天
文、地理、物理等知識，怎麼能讓我
們知道得更多？漫畫家不發奇想，哪
裏會有米老鼠、唐老鴨、愛麗絲夢遊
記呢？即使文學家也要有奇想，才有
《封神榜》、《西遊記》，才有《格
林童話集》、《安徒生童話集》等偉
大的著作問世。
 所以，思想是現實之因，現實是思
想之果，只要正當的思想，即使夢想
都可能成真，還怕思想不能實現嗎？
一個人最怕的就是胡思亂想，每天只
作些永遠不能實現的妄想，那就是蹉
跎時間，就是徒然空費人生歲月了。
假如循著合理的邏輯來想，就算「異
想天開」，也有實現的可能喔！

西來寺活動看版
12/8           防癌生活講座
12/13        大悲懺法會
12/15-22     彌陀佛七法會
12/20-22     佛光青年冬令營
12/22        彌陀佛七法會總回向－三時繫念
2014/1/4      祈求世界和平法會

星雲真善美新聞傳播獎專輯

以文字為帆  航向真善美 【本刊訊】第五屆「星雲真善美
新聞傳播獎」、第三屆「全球華文
文學星雲獎」，昨日下午舉辦聯合
贈獎典禮。倍受矚目的是「華人世
界終身成就獎」由香港人黃效文獲
得，文學星雲獎貢獻獎得主是多才
多藝的黃春明，展現星雲新聞傳播
獎和文學獎開闊的視野。其中，獲
海外地區傳播貢獻獎得獎人的常誠
容，現場將獲獎榮耀獻給九十五歲
的媽媽，並告訴她：「星雲大師說
你女兒及格啦！」
傳媒有責 導引社會良善
 二○一三「星雲真善美新聞傳播
獎」暨「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聯
合贈獎典禮，一日下午在台北國際
會議中心舉行，場面隆重。佛光山
開山星雲大師致詞時指出，有人說
媒體可以引人向下沉淪，但也有人
說，媒體也可以讓人向上提升，而
舉辦真善美新聞傳播獎，希望可以
表揚更多年輕人的優秀作品，讓新
聞發揮激發人心的力量。星雲大師
說，因為媒體是新聞王國，不但滿
足人民「知」的需求，對於導引社
會良善風俗，傳播媒體負有重大責
任。
  星雲大師也表示，舉辦文學獎主要
目的，期盼以文學帶動社會思潮，
啟迪人心，並提倡文學閱讀和寫作
風氣。
  首先贈獎給兩位終身成就獎得主。
第五屆「星雲真善美新聞傳播獎」
，華人世界終身成就獎首次頒給台
灣地區以外的新聞媒體人士黃效
文，他出生於香港，曾任職《國家
地理雜誌》，並創下身兼寫作、攝

影、探險三職的空前紀錄，目前仍
經常於中國邊境探險，深入報導古
蹟文化和稀有動物的保存工作。
  黃效文表示，自己在探險之路已過
四十年，但未來仍會用自己的方法
生活。他的一生雖走探險路但都和
新聞工作有關，下半生則希望看到
年輕人的成長，未來他仍會認真，
朝向更高、更深遠的目標前進。
 今年近八十歲的黃春明，獲贈「
文學星雲獎貢獻獎」。小說家黃春
明深耕鄉土文學，基於對人間的熱
愛，對人性的尊重，取材自社會底
層，關注農村變遷中老人的處境，
形成特具人道精神的文學風格。
接觸文學 提升人性光明 
  黃春明表示，文學不但可以欣賞，
也可以朗誦，是大眾培養心性的素
材，他自己求學時期並不是好學
生，但身受許多老師和貴人相助啟
發，使他了解文學的力量很大，接
觸文學就可以提升人性。黃春明抱
著終身成就獎表示，這獎對他來說

不是成就，而是對自己的鞭策，他
要在身體健康時，持續創作小說。
  第五屆「星雲真善美新聞傳播獎」
主任委員高希均指出，四年來近五
十位新聞獎得主，儼然成為美國的
普立茲獎，包含資深媒體人、在新
聞領域具有卓越貢獻的傳播 學者和
媒體工作者，以及年輕一代的新聞
從業人員等多位優秀人才。而今年
星雲真善美新聞傳播獎，不再以專
職者為對象，而是重其貢獻。
  「第三屆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主
任委員李瑞騰說，創立文學獎是星
雲大師的心念，由公益信託星雲大
師教育基金設置，委由獨立運作的
評議委員會承辦。獎項分為主動遴
選的貢獻獎及創作徵文兩類別；創
作徵文分歷史小說、報導文學、人
間佛教散文三大類。
  特出於其他文學大獎的人間佛教散
文類，有文壇老手和初露頭角的新
人，而書寫面向的寬廣度、題材多
元，反映了全球性的文化資源和洗
禮，其中有兩位是七十以上高齡的
作家。

華文文學星雲獎貢獻獎得主 

黃效文 探險世界 保護文化與動物
  獲得「華人世界終身成就獎」是
既高興又意外，因為一般成就獎都
是頒給年紀大又退休的長輩。自己
的工作，至今雖已做了四十年，現
在仍有許多工作待做。不過得獎既
可鼓勵自己將工作做得更好，同時
也鼓舞工作伙伴，大家一起更上層
樓。
  「探險」不是為了征服，而是保
護，因此必須將所見所聞寫出來
才能是新聞，才可以推廣保育的觀
念。當時我在美國《國家地理雜
誌》工作，親眼見到金絲猴、藏
羚 羊、野犛牛、藏獒及黑頸鶴等動
物被大量獵殺。雖然報導很多，但
也需親身加入保育行列，因而決定
以保護珍貴動物為己任，離開《國
家地理雜誌》，成立「中國探險學
會」。
  事實上，保育工作不只需要熱忱，

除了報導出來，更要著重創新的思
維與有效的經營管理，才能真正解
決問題。像是傳統藏民所養的「西
藏藏獒」，近幾年被大量炒賣，令
牠們幾近絕跡。
  探險隊花了兩年，跑了三個省、
十多個藏區，才找到十隻純種的藏
獒。然後在雲南德欽縣古久村建立
繁殖中心，為牠們配種，純種藏獒
才存留下來。
  八○年代初，探訪內蒙和黑龍江交
界的瓦庫特部落，這是一個只有一
百六十六人的少數民族，觀看他們
如何狩獵及用樺樹皮做工具；數年
後再回去時，卻發現這些細微卻珍
貴的文化已蕩然無存，令人心痛不
已，因而認知到社會進步、生活改
善，許多東西都不能保留，便唯有
盡量記錄下來。
  事實上，五百年前就有人做探險工

作，但以
前探險家
看到歷史
的痕跡，
縱使探險
隊 回 去
了，這些古蹟、文物或動物，都還
會保存著，但隨著經濟發展、生活
進步，這些被探訪的歷史痕跡，很
可能因考古學家、地質學家的開發
而暴露其所在點，甚至成為觀光勝
地，使保護的重點消失了，無法紀
錄。這是大家值得思考的面向。
  現在，我探險的地點已由中國大陸
邊彊跨出，至中國周邊不發達的國
家，像是緬甸、寮國、越南等，工
作重點不以大取勝，在小項目中找
可以紀錄、保護的歷史。現在年輕
人生活條件優渥，探險已有最好方
法和工具，更重要是有份好奇心，
確實去實踐體驗。

黃春明 為人生而藝術 寫作永不停

華人世界終身成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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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大家都說黃春明是小說家，但
這幾年我將自己定位是「不務正業」
，因此，獲「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
貢獻獎」很高興且壓力也很大。目前
手邊雖沒有正在寫的小說，但近八十
歲的我，寫小說絕不會停止，將持續
不斷寫下去。
  「為人生而藝術」是我寫小說所抱
持的心態，就是我寫的小說，民眾可
以讀也可以朗誦，是屬普遍性的閱
讀，可說是雅俗共賞、老少咸宜，所
以小說對大眾而言可以 是一教材，
但因可以感染別人，所以也可以做為
電影、電視素材，因此小說內容最重

要的是情節要合理性、有內化性，
結論更要必然性，才能感動自己和
讀者。
  一般人是可由小說檢驗文學的好與
壞，因此小說的素材都需由生活中取
得。我在解嚴前的年代，也就是初二
那年，當時的王賢春老師，因為她發
掘我的作文才華，給了我兩本社會寫
實短篇小說《帝俄時期的安東契科
夫》和《沈從文的短篇小說》，從那
時開始我熱愛沈從文，並尊他是我的
「文學爺爺」。從這些小說讓我對社
會低層的不平遭遇有深刻了解，可說
是文學創作啟蒙，也影響我的小說創
作，因為我沒有受到西方文學影響，
所以會寫鄉土小說。
  若沒有生活經驗累積，我是寫不出
任何東西，看我的作品都蘊含鄉土情
懷，描寫皆從人文視野出發，與生活
環環相扣，因為我對生長的土地有豐
沛情感與關懷。我擅長以具有強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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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色彩的語言和濃厚的文化意識，刻
畫社會底層小人物面對生活上各種磨
難的性格，既保有人性尊嚴的形象，
也反映台灣社會蛻變的軌跡。
  談到鄉土文學，當然是要營造鄉土
風格，但我認為談「本土」不能變民
粹，也就是不能用所謂「台灣字」來
寫作，而是採用平易近人的語法來書
寫，淺白到讓讀者輕鬆閱讀，不致造

成隔闔。
  現在的我雖然辦雜誌《九彎十八
拐》、做兒童戲劇，也都是將人生的
體會，創作到雜誌和戲劇中，用各種
不同手法呈現。想要從事小說創作，
除了應多體驗生活外，多讀書也是可
以內化自己能量的元素，只要願意打
開書本閱讀，書本就可以充實心靈，
並且激發寫作的潛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