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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貧僧這一生雲水弘法，撒下菩提種

子，如今長大，不但自己花果滿樹，又在

各地撒播種子，結果實在無限無量。這數

十年來，貧僧每年雲水繞地球兩、三圈是

常有的事情，在台灣上山下海、東南西北

，也是經常有之。我們稱念的「阿彌陀佛

」是一句佛號，意思是無量光、無量壽。

所謂無量壽，超越了時間；所謂無量光，

超越了空間。能超越時間、空間的，那就

是宇宙的真理。貧僧一生學佛念佛，希望

能可以忘記時空的限制，忘記人我的對待

，忘記生死的流轉，所以貧僧又號「雲水

僧」，又怎能說不宜呢？

兒子最好
文╱星雲大師

文／星雲大師

雲水僧與雲水書車
從兒童班、星期學校到雲水醫院、雲水

書車，六十多年的歲月，就在默默無聞中

，悄悄的過去了。貧僧沒有什麼了不起，

都是那許多義工、說故事的老師、說故事

的媽媽、開車的叔叔等無名英雄的發心，

他們的精神實在偉大。

    信徒捐退休金   香港人也發心

這五十部雲水書車，除了在台灣，也開

始在香港、日本、祖庭宜興大覺寺發展了

，都是由我們各地分別院的徒眾、義工照

顧，維持正常運作。這些雲水在全台灣各

處偏遠山區海邊的書車，偶爾佛陀紀念館

有大型的集會，也會把所有的車子全部調

回來，一起展翅開放，讓活動期中的大、

小朋友看了都感到驚奇不已，一同在書車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7/12~7/18
（日~六）

成人短期出家修道會 

7/15~7/19
（三~日）

青少年短期出家修道會

7/16
（四）

光明燈法會 （10：30 am）

7/19
（日）

美洲盂蘭盆供僧法會  
（9：00 am）
瑜伽燄口法會 （2：00 pm）

7/21~24
（二~五）

特殊奧運哈崗接待城市

7/25~26
（六~日）

環保回收日
（2：00 pm~5：00 pm）

7/30
（四）

光明燈法會 （10：30 am）

8/2
（日）

社會關懷組老人院探訪
（9：00 am）

環保回收日
（2：00 pm~5：00 pm）

觀音菩薩成道紀念日-朝山 
（7：30 pm）

8/3
（一）

一 觀音成道日午供 
（11：00 am）

一個好妻子，必須是勤於家
務的賢妻，長於讚美的友人
，敦親睦鄰的鄰居，慈悲應
世的信徒，愛語笑聲的家人
，熱心公益的善人。

四說

有一個婦人，年輕時就歡喜打牌，

幾乎到了一天不打牌，日子就不能過

的痴狂地步。一個家庭主婦不在家裡

相夫教子、管理家務，吃過飯後就跑

出去打牌，每天晨昏顛倒賴在牌桌上

，不但浪費時間，有損身體健康，置

家庭於不顧更是不當，尤其十賭九輸

的牌運，對一個經濟困難的家庭，接

踵而來的惡果，真是不堪設想。

但是嗜賭如命的婦人，就算家境陷

入窘境，還是無法抗拒打牌的衝動與

欲望，天天跑去打牌，也天天輸錢回

家。

這個婦人每次去賭場，總會帶著十

歲大的小兒子同行。有一次她又賭輸

了，從賭場要回家的途中，突然想起

家中的米缸沒有米了，想買一點米回

去煮晚餐，但是掏掏口袋，卻發現自

己身上竟然連一塊錢也沒有。

正當她感到為難時，小兒子從身上

掏出幾塊錢來，遞到她的手上。婦人

看了，驚訝地問：「你怎麼會有錢呢

？」小兒子說：「哦！我把過年的壓

歲錢、上學買早餐的錢，還有上回買

燒餅的錢都留下來了。」這時候婦人

才警覺到自己已很久沒有關心孩子，

含著淚接下小兒子存下的錢後，便牽

著他的手一起去買米。

面對這樣貼心、懂事的小孩，母親

的鐵石心腸終於軟化，回到家裡，她

抱著兒子說：「兒子，你最好了！」

從此，她下定決心戒掉牌癮，革除惡

習，重新做人。

感動的世界很美好。想想，難道父

母給我們的愛，我都不感動嗎？老師

對我們的苦心教學，我都不感動嗎？

我們接受世間多少的恩惠，一點都不

感動嗎？甚至不只對於別人所說的話

、所做的事，要有感動，自己每天所

說的話、所做的事，也要讓人感動，

互相感動來、感動去，就是一個感動

的世界了。

圖╱道璞

旁流連觀賞閱讀。

慈悲喜捨在熱鬧的地方去做比較容易，

在冷淡寂寞的地方就不容易了。佛光山也

不一定以大學、報紙、電台作為教育文化

的傳播工具，我們全台灣的分別院都有兒

童教室、兒童圖書室；而在鄉間農村、偏

遠的山區，我們也願意照顧那許多缺少慈

愛的兒童。

有一些了解我們的信徒，像賴維正、劉

招明、劉珀秀、陳和順、蔡國華、謝承廉

、白清棟、蔡璧玉、王碧霞、江陳喜美、

陳寶月等等，甚至也有人把退休金捐出來

贊助購買這些雲水書車，他們對於教育的

熱心，怎讓我不感動呢？最近，聞說香港

的蔡蝴蝶、高雄的翁貴瑛等，又再發心各

捐贈一部，也要花費一、兩百萬元。他們

歡喜、我們歡喜、小朋友更歡喜，看起來

給人給己，所謂「自利利他、自覺覺人」

，奉獻服務，都是彼此歡喜啊。

其實，世間的錢財有散盡的時候，享受

歡喜、享受奉獻，才是無限的受用。

� （待續）

柴可夫斯基音樂大賽 曾宇謙銀得讚賞
【記者郭士榛台北報導】被譽為古典樂

界難度最高的柴可夫斯基大賽，台灣小提

琴家曾宇謙日前在第十五屆賽會抱回首獎

從缺的小提琴組二獎，是這個項目的台灣

第一人、華人第一位。先前曾宇謙表示過

，這次若能得大獎，將不再參加任何比賽

，專心於演奏生涯，以最好的樂音呈獻給

樂迷和觀眾。

    首獎難摘 21世紀4次從缺3次

今年小提琴賽首獎再次從缺；二○○七

年日本神尾真由子摘金之後，二十一世紀

舉行的四次比賽竟有三次冠軍從缺。

歷來在柴可夫斯基音樂大賽，除了

一九九四年中國大陸聲樂家袁晨野，從未

有其他華人得到首獎，亞洲國家只有日本

曾在小提琴項目拿過兩次冠軍，一九九○

年台灣陳毓襄曾於鋼琴項目晉級決賽六強

。曾宇謙雖僅獲銀，仍是台灣史上最高名

次。

每四年在莫斯科舉行一次的柴可夫斯基

大賽，有鋼琴、小提琴、大提琴、男聲、

女聲五個項目組別。自一九五八年創立以

來，先後造就許多活躍古典音樂圈的獨奏

者，和比利時的伊莉莎白女王、波蘭的蕭

邦鋼琴賽並列為國際最頂尖的音樂大賽。

二十歲的曾宇謙獨得銀牌獎，至少肯定

他是這次小提琴賽最傑出的演奏者，兩名

來自俄羅斯、一名來自摩爾多瓦的選手並

列三獎，反映評審團的猶疑決定。

眾人不解的是，拿到最高分的曾宇謙，

為何未能獲得首獎？國家交響樂團首席李

宜錦解釋，柴氏大賽的首獎門檻極高，必

須在世界最頂尖的十二位演奏家所組成的

評審團中，取得八位以上評審的認同，才

能得到首獎，但「對我們而言，就等於得

到首獎！」「讓我們台灣可以在國際發光

發熱了」。

    283歲破億骨董琴 奪獎利器

柴可夫斯基音樂大賽被稱為音樂界的

奧運，曾宇謙記取四年前的經驗，這次憑

著奇美博物館出借的瓜奈里名琴，連闖三

關進決賽。這把由義大利製琴師瓜奈里於

一七三二年所製、價格破億的骨董琴，今

年已二百八十三歲。館方表示，此琴音色

具有深沉的爆發力，厚實的琴音不同於史

特拉底瓦里琴的甜美，曾宇謙的老師羅桑

提醒「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協奏曲不只是浪

漫派，其實很古典」，曾謹慎處理琴聲，

終於獲得評審團的最高分肯定。

曾宇謙從小展露過人的音樂天賦，十三

歲時考上美國費城Curtis音樂學院，鋼琴

家郎朗也是讀這間學校。曾宇謙從十一歲

起陸續征戰大型比賽，十五歲贏得西班牙

薩拉沙泰大賽冠軍。

▲二十歲的小提琴家曾宇謙，七月二日凌晨

榮獲柴可夫斯基大賽小提琴組二獎。台灣音

樂家史上首次在柴可夫斯基大賽獲大獎。

� 圖／奇美博物館提供

佛教天主教 共話融合

【人間社記者心盂梵蒂岡報導】「梵

蒂岡宗教對談理事會」紀念成立五十周

年，由宗教協談委員會（Pontifical�Council�

for�Interreligious�Dialogue）和美國天主教

主教（United�States�Conference�of�Catholic�

Bishops）共同主辦的「佛教與天主教對談

研討會」，日前在梵蒂岡舉行。美國紐約

、華府�、芝加哥、舊金山、洛杉磯等五

大區、四十餘位佛教和天主教代表，前往

梵諦岡「瑪麗亞會議中心」，進行為期一

周的「佛教與天主教對談研討會」。研討

主題是兩大宗教針對「知苦、解脫、融合

」觀點，依序從傳統到現代的演變，分組

進行探討與交流。佛光山由紐約道場住持

覺泉法師、美國佛光出版社執行長妙西法

師、芝加哥禪淨中心監寺滿普法師代表出

席，其他亦有來自斯里蘭卡、泰國、柬埔

寨、中國、韓國、日本等佛教代表與會。

    教宗：改善紛擾世界

開幕式，由擔任梵蒂岡宗教對談理事會

主席的羅馬教區拖倫（Jean-Louis�Tauran�

）樞機主教主持。翌日，教宗方濟特別於

教廷迎賓廳會見全體與會者。「一直以來

，我們彼此討論透過合作，共同改善這個

紛擾的世界，這次象徵成為和平與友愛的

種子。」教宗表示：「這場博愛的訪問對

話，是非常友好且有益的，雖然此刻仍有

一些戰爭和仇恨，各位能出席對談研討，

即象徵成為和平與友愛的種子；感謝大家

，並願上帝保佑你。」

佛光山代表親贈琉璃佛手一座及星雲大

師著作《釋迦牟尼佛傳》英文版予教宗表

示敬意。臨行前，表達對此次對談研討會

的祝福和期許。

佛光山妙西法師以「從人間佛教看融合

的意義」為題發表演說，提出佛光山開山

星雲大師的四點見解：一、佛教希望人我

和諧，不希望彼此對立。二、佛教希望同

中存異，不需要異中求同。三、佛教希望

中道緣起，彼此互相尊重。四、佛教希望

和平共存，不希望殺戮戰爭。�由於內容

充份闡述人間佛教思想的包容性及尊重性

，二十分鐘的演講，獲得天主教代表的熱

烈回響。

最後的綜合討論報告及閉幕式，除了五

大區分派代表，報告未來合作方案及願景

，並達成共識，包括：一、加強區域性往

來合作；二、結合雙方青年合作往來；三

、加強環保、氣候變遷的認識和防範；四

、雙方宗教資源共享、對談研討�；五、

彼此正確認識、友好往來，能為不同宗教

的尊重往來，樹立良好典範。

為期七天的「佛教與天主教對談研討會

」雖然圓滿閉幕，但兩大宗教致力解決人

類苦難的工作永不停歇，希望未來透過多

項合作，更加延續佛教和天主教長久以來

的友誼，讓和平、慈悲的力量遍滿美國各

地�。

在梵蒂岡舉行的研討會中    佛光山提出星雲大師的4見解   獲熱烈回響

��� 滿普法師（左一）、妙西法師（左二）及

覺泉法師（左三）代表致贈星雲大師著作《

釋迦牟尼佛傳》英譯本給教宗（右）。

 圖／心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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