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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抗癌 浪漫婚禮留見證星雲說

慈悲應該是一種不以己
悲，不以物喜，能以天
下之憂為憂，以天下之
樂為樂的胸懷。

若人得信慧，是寶最第一；

諸餘世財利，不及是法寶。

� ──《大智度論》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2/15
（日）

環保回收日

2/17～3/8
（二～日）

星雲大師一筆字書法展

2/18
（三）

除夕、延生普佛
7：30pm

2/18～3/8
（三～日）

春節平安燈會
5：00am 新春朝山
10：00am 禮千佛法會
12：30pm 新春文化表演

2/28～3/1
（六、日）

供佛齋天

3/1
（日）

10：00am 禮千佛法會

3/5
（四）

光明燈法會

世間第一寶

圖╱妙顯

文╱星雲大師

慶祝羊年  西來寺妝點寺院迎新春 

每個人都希望獲得寶貝，譬如黃金

、鈔票、功名、富貴……，這是一般

人很想要的寶貝，但是這些真的是珍

寶嗎？不盡然！因為這種寶貝有利有

弊。比如錢財多了，可能因財而死；

位高權重，爬得高也跌得重；有了什

麼珍寶，難免引人覬覦、嫉妒，不得

安寧。故而，世間的功名富貴，可說

有好有壞，並不是最究竟的寶貝。

最好的財富、財寶是什麼呢？「若

人得信慧」，如果能得到信仰與智慧

，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他人無

法奪走的寶貝。不論信仰什麼宗教，

如佛教、基督教或天主教等，只要是

正信的宗教都好。信仰，能夠「正信

」是最好的；不能正信，「迷信」也

不是很嚴重，因為至少還相信因果報

應，不敢做壞事；怕就怕「不信」及

「邪信」，信錯了就很危險。

除了宗教的信仰，人對於自己也要

有信仰，就是對於自己要有信心，有

信心就有力量。比方說：我相信只要

努力，就可以改善生活；我相信只要

勤勞，就可以為自己帶來財富；我相

信只要對人誠心誠意，就可以獲得友

誼；我相信發心做功德，廣結善緣，

會為自己得到助緣及方便，故人生要

有信仰，讓自己奮發向上。

除了信仰之寶，還要有智慧之寶。

有的人雖然有錢，富甲一方，可是不

明理，也不布施，一個用錢沒有智慧

的人，即使擁有再多的錢財也沒有用

。有智慧就能夠明察事理，如同眼睛

能夠清楚分辨世間的長短方圓、紅黃

白黑，自然不會輕易被是非顛倒所迷

惑，不會讓名聞利養所左右。所以，

「是寶最第一」，信仰與智慧，是世

間第一寶，沒有東西能與之相比。

「諸餘世財利，不及是法寶」，世

間的其他財富、利益，都是一時的，

都可能有失去的一日，因此是不究竟

的，而且都有好有壞，當然都不及信

仰與智慧的法寶。一旦我們有了信仰

與智慧的法寶，在做人處事上，就會

得到很多的方便、很多的順利、很多

的吉祥，這才是我們應當追求的世間

第一寶。

【記者陳玲芳台北報導】四年前參加癌

症希望基金會攝影比賽冠軍得主、三十七

歲乳癌第四期病友王詩雅（小雅），上個

月應日本電視實境節目邀請，和交往多年

、小七歲的男友林世豪（小猴），前往日

本輕井澤旅行，在感動、笑聲、同行友人

祝福中，完成浪漫婚禮。

小雅去年第四期乳癌復發，癌細胞轉移

至脊椎、骨盆、大腿骨、頭蓋骨，每走一

步又跛又痛，走兩步就喘；小雅自嘲像個

「老太婆」，治療期間免疫力降低不便外

出，一度只能在家和貓兒相伴。

小雅自有一套與癌共存的方法，她喜歡

隨手拍照、記錄癌後生命的一波波變化。

她表示，這樣可以提醒自己，每一段經

歷就像照片一樣，「這張拍壞了，下一張

可能更好；就算看似谷底，命運其實正要

翻轉。」

小雅與小猴都是上班族，沒想到四年前

投稿參加癌症希望基金會的「捕捉希望」

攝影賽，人生因此有了奇妙轉彎。

小雅剛接受化療時，拍下小猴在髮廊和

她一起剃了頭髮的照片、小猴也拍下他頂

著光頭陪小雅去醫院的合照。照片分別奪

得二○一一年「捕捉希望」比賽癌友組、

親友組冠軍。

【人間社記者陳昱臻高雄報導】中國山

東文化交流節啟動儀式、至聖先師孔子聖

像暨關聖帝君伽藍尊者聖像安座聯合典禮

，日前在台灣佛光山佛陀紀念館大覺堂登

場，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與山東省副省長

季緗綺共同宣布山東文化交流節開始。

人文發祥地 古聖賢薈萃

季緗綺表示，山東是中華文化重要發祥

地，至聖孔子、亞聖孟子、書聖王羲之等

山東聖賢，至今對中華文化有著不容忽視

的影響力。星雲大師倡導人間佛教，奔走

這對姐弟戀伴侶，相依「幽默抗癌」過

程，贏得許多支持，兩人開了臉書粉絲頁

「猴雅郎生活日誌」、出了圖文書《拜託

！請和我分手！》、獲得廣播及電視節目

邀約，去年底受邀擔任實境秀來賓，由日

本婚顧團隊協助、完成浪漫的教堂婚禮，

為「真愛無敵」留下永恆見證。

小雅說她在二○一○年確診乳癌、淋巴

結轉移，眼看化療掉了頭髮眉毛、體重暴

增十五公斤，含淚跟小猴提分手，但小猴

堅定承諾永遠守護她，並以行動表示，剃

光頭幫小雅打氣，誓言要等小雅六十歲才

可能「考慮」分手！

兩張得獎照片，讓動人的抗癌故事傳開

，也讓這段愛情提前開花結果。自認不擅

表達「愛」的小雅，預告今年將三度參賽

、並邀小猴投稿：「我想和小猴一起等待

結果揭曉；如果再度得獎，我們要一起出

席頒獎典禮！」

小雅化療後頭髮也長出來。她邀請更多

癌友及家屬參與「捕捉希望」攝影比賽，

用鏡頭看見每天的不同與進展，「提醒自

己往前看，才會看得更清楚；支撐下去，

才能見證不可思議的好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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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館山東文化節  孔子關公齊安座

兩岸推動交流，在佛學傳承與創新、人文

關懷不遺餘力。

二○一三年四月大師到山東大學演講「

天地人」，二○一三年底山東省長郭樹清

率團到佛光山，舉辦「永遠的孔子」特展

，隔年大師於山東舉辦一筆字書法展，充

分展現大師對人生哲理、佛教思想的精闢

見解，及對儒家的敬仰。希望藉由文化節

的開辦，帶給民眾春節歡樂吉祥，促進交

流合作。

山東孔子、山西關公「文武二聖」將駐

守佛陀紀念館，也在此時同步舉行安座典

禮。其中來自山西運城關聖帝祖廟的關聖

帝君、伽藍尊者聖像，是由鴻海科技集團

總裁郭台銘發心捐贈。

天地人合一 人生更有價

大師表示：「文武二聖長駐佛館，是佛

光山的驕傲，更見證『三教合一』理想的

實現，是最大的好事。」

大師指出，中國傳統寺院以「韋馱菩薩

」和俗稱關聖帝君的「伽藍菩薩」為佛教

的護法神，現在佛館的佛陀也有了孔子和

關公來護法，可謂文武雙全，也是宗教、

文化的大融和。

大師強調，道教探究自然，佛教關懷大

地眾生，儒家則關心人倫，道教代表天，

佛教代表地，儒家代表人，都是人類生存

最重要的依據，擁有「天地人」合一的生

活，人生更有價值。

木版年畫展 現庶民文化

此外，活動首波主打「山東木版年畫展

」，精選八十件山東楊家埠木版年畫。山

東木版年畫根植於庶民生活，作品深具文

化內涵、題材豐富，傳達農民淳樸的情趣

，也寄寓農家祈福求祥的願望。

山東省台辦主任張雪燕介紹此次山東文

化交流節特色，還有濰坊木版年畫印刷、

濰坊風箏、濰坊布玩具、高密剪紙、曹州

面塑等山東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展演，以及

技藝精湛的山東雜技新春特演。透過木版

年畫展，把山東民間藝術介紹到台灣，有

助於傳統文化傳揚。

中國山東文化交流節啟動儀式，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右六）與山東省副省長季緗綺（右

五）共同宣布活動開始。� 圖／人間社記者陳碧雲

【本報洛杉磯訊】春節將至，佛光山

西來寺為慶祝羊年的到來，把寺院妝點

得喜氣洋洋，迎接大眾。佛光山開山星

雲大師今年送給大家的新年賀詞是「三

陽和諧」，寄望社會和諧、人民幸福。 

西來寺也以此為主題妝點寺院，慶祝新

年。 

一進山門，一對巨大的獅子和大象矗

立兩旁，象徵著智慧與實踐；十二個可

愛的小沙彌，在兩側的草坪上做佛光鬆

柔操。

成佛大道兩旁的草坪有各種以「和諧

」為主題的設計，如象徵各大宗教和諧

的殿堂、動物，以及佛光青年團的互動

式設計。

大雄寶殿前還布置了寫著「三陽和諧

」的三隻彩色山羊，以及大小燈籠，希

望在新年祈福的信眾，可以為自己和家

人點上一盞平安燈，或者到祈願樹下許

願，為新的一年帶來美好希望。 

新年期間，寺院除了有傳統的初一清

晨朝山、禮千佛法會、供佛齋天法會、

民俗表演、傳統小吃以外，今年還特別舉

辦「星雲大師一筆字特展」。

希望避開白天人潮的人們，可以在晚上

來寺院欣賞花燈；初五晚上開始，還有猜

燈謎、寫春聯等活動。 

西來寺春節慶祝活動，從除夕晚上的

辭歲普佛法會，一直延續到正月十五，

每晚特別開放到八點半，歡迎參觀。

▼大雄寶殿前布置了寫著「三陽和諧

」的三隻彩色山羊，及大小燈籠，增添

年節氣氛。� 圖／西來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