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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達克的小孩
文╱星雲大師

一九九四年，我到印度的拉達克弘

法。拉達克的地理位置十分靠近喜馬

拉雅山，臨近冰河地帶，四季溫差相

當大，夏季熱得寸草不生，看不到什

麼昆蟲；冬天冷到要躲進洞子裡避寒

，一年有半年以上是雪季。儘管那裡

的物質條件十分貧乏，但是當地居民

樂觀善良，生活得安然自在。

我們初來乍到，不是很習慣高山的

生活，但是有幾件事情，至今仍讓我

難以忘懷。

有一次，我們的車子已經開動，準

備前往下一個行程的時候，遠遠地，

有一個小女孩手上拿著一朵花，追著

我們的車子奔跑而來，我趕緊叫車子

停下來，搖下車窗，接過了她遞上來

的一朵金黃色小花。見小女孩合掌微

笑，我心裡就想，在這個寸草不生的

地方，她一定好不容易才找到這朵花

送我，對於這樣一分貴重的情意，我

該送給她什麼好呢？

由於事情來得突然，來不及多想，

我立刻就將手上的一串念珠送給了她

。當車子再度開動的時候，一路上，

我總覺得，實在對不起那個小女孩，

我應該再多給她一點什麼。

回到旅館，我就請侍者把花放進瓶

中，只是，隨行的徒眾都不能理解，

為什麼我要把這朵小花視如珍寶？

另外，在那一趟行程中，我們也安

排參訪一座寺院。參訪當天，豔陽高

照，沿途幾百個從四歲到七歲的小孩

，赤著腳在那裡排隊迎接。我們原以

為車子經過了，他們就會解散，沒想

到，等我們參觀了近二個小時後再回

來，那許多小孩都還站在原地。看著

一張張虔敬的面孔，一雙雙合掌的小

手，心裡真的很感動。

實在說，印度拉達克不是一個貧窮

的地區，因為有佛法的薰陶，人民知

足樂觀，外在的貧窮，並不影響他們

內心世界的富有啊！

多一分讚美，少一分惡口
多一分精進，少一分懈怠
多一分慈悲，少一分瞋恚
多一分喜捨，少一分慳吝
多一分禪心，少一分掛礙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7/18
（一）

光明燈法會（10：30 am）

7/20～7/24
（三～日）

青少年短期出家修道會

7/21～7/23
（四～六）

五戒菩薩戒會

7/22
（五）

觀音菩薩成道日─午供
（11：00 am）

7/23
（六）

觀音菩薩成道日─朝山
（7：30 am）

7/24
（日）

美洲盂蘭盆供僧法會
（9：00 am）
瑜伽燄口法會（2：00 pm）

7/30
（六）

社會關懷組老人院探訪
（9：00 am）

7/31
（日）

環保回收日
（2：00 pm～5：00 pm）

圖／道璞

金陵刻經處 文化道場150年

十多十少歌（下）

【記者妙熙南京報導】金陵刻經處從清

同治五年（西元一八六六年）成立至今一

百五十年，比中國出版業中歷史最悠久的

商務印書館還早三十一年；日前在南京大

報恩寺遺址公園內舉行系列活動，佛光山

開山星雲大師讚譽創辦金陵刻經的楊仁山

居士是具有「智慧心、慈悲心、事業心、

國際心」的菩薩。

星雲大師說：「中國有四大名山、四大

菩薩，那是有形的道場；楊仁山建立的是

無形、文化的道場，有如四大菩薩：第一

、他的智慧心，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以

及科學、佛學等無所不通，如同五台山的

文殊菩薩。第二、他的慈悲心，愛國家、

愛人民，發心為人間印經，重興佛教，就

如普陀山慈悲的觀音菩薩。」

大師再說：「第三、他有事業心，辦教

育、設立祇洹精舍，學者如歐陽竟無等，

出於他的門下，他有普賢菩薩的願力。第

四、他有國際心，請日本南條文雄帶回許

多經本刻印；又和斯里蘭卡達摩波羅居士

商量發展國際佛教，就像地藏菩薩到處度

眾生。」

受文革摧殘 孫女承志復興

星雲大師說，南京市各級領導將楊仁山

的金陵刻經處重興，成為南京市的文化重

點。楊仁山復興中華文化，把佛法的慧命

—經書再重整。後來金陵刻經處在文化大

革命中受到摧殘，經版散佚，管理癱瘓。

一九七三年楊仁山的孫女楊步偉和夫婿

趙元任從美國回來重興，在周恩來總理和

中國佛教協會前會長趙樸初共同幫忙下，

一九八○年恢復運作。現在領導們又把金

陵刻經處過去的光輝重整，未來南京一定

會成為國際文化之都。

蒞臨的貴賓有國家宗教局局長王作安、

全國政協民宗委主任朱維群、國家宗教局

副局長蔣堅永、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學誠法

師、南京市長繆瑞林、江蘇省政協主席張

連珍、省政協副主席、省委統戰部部長王

雪非、省宗教局局長李國華、省佛教協會

會長心澄法師等。

學誠法師介紹楊仁山一生「不忍聖教衰

【本報台北訊】二十一歲的薛喻鮮於西

班牙馬德里皇家舞蹈學院求學時，在高度

的競爭環境、同儕的壓力之下，被診斷出

患有憂鬱、精神分裂症，「那時候忘記怎

麼跳舞」，也中斷學業，回台灣治療心理

的傷；因為這樣，她畢業後，放棄歐洲職

業舞團的邀約，決定環台「藝術陪伴」，

用舞蹈傳達愛。

薛喻鮮說，受媽媽賀連華的耳濡目染，

從小接觸佛朗明哥舞，十二歲考上馬德里

皇家舞蹈學院，獨自展開異鄉求學路。

求學的前五年，薛喻鮮沒有任何朋友，

每天除了跳舞還是跳舞；「意識到肚子餓

但不會說」，才開始慢慢學習語言。薛喻

鮮說，那時在學校念西班牙文化，但是自

己國家的文化卻一概不知。

十七歲時她被選為舞團女主角，要代表

學校在墨西哥藝術節演出。薛喻鮮說，同

儕間的壓力在這時爆發，同學向老師打小

報告，甚至有意無意在她面前比中指，「

那時覺得很多髒東西在身體裡面」，再多

語言也沒法說出心裡的感受，被診斷出患

有憂鬱症與精神分裂症。

薛喻鮮的母親送她到台東的初鹿部落，

讓大自然療癒她心裡的傷。她參加卑南族

成年禮與豐年祭，深深被原住民舞蹈震撼

，隨後回西班牙完成學業，以第一名的優

異成績畢業，還獲得歐洲職業舞團的邀約

，「直到今天，仍然覺得能治癒我的只有

舞蹈」。

放棄了世界舞台，薛喻鮮決定回到這個

熟悉又陌生的故鄉，開始環島公益陪伴之

旅。薛喻鮮說，回到台灣後，發現台灣有

很多爭吵，我們這一代應該要有人拉近那

些關係，人與人之間本來就不該有隔閡，

「藝術是唯一能夠跨越人與人之間的隔閡

」。

中國佛教中的懺法，起源於晉代，漸

盛於南北朝，及至宋代，為懺法的全盛

時期。期間，各宗各派依據各種經典所

作的懺法，不勝枚舉。 其中，《梁皇

寶懺》為我國流傳最久的懺法，今人每

於滅罪、消災、濟度亡靈時，延僧虔修

此懺。

《梁皇寶懺》是由六朝梁武帝命寶誌

禪師撰集。梁武帝，為中國歷史上極富

傳奇性的人物，一方面由於他在位四十

八年，為六朝統治時間最長、政治最安

定，也最有作為的帝王；另一方面更因

為他定佛教為國教，被譽為「中國的阿

育王」。

佛教史上，梁代為南朝佛教最盛時代

。當時，梁武帝廣造佛寺、注經弘法、

度僧修福，留下種種慈善事蹟，而他的

〈斷酒肉文〉更影響中國僧侶成為素食

的奉行者。梁武帝捐棄榮華，四次捨身

同泰寺，更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佛化

的帝王。

武帝十分積極於社會福利事業，設立

十三個「無盡藏」儲蓄寺院募集的財物

，在每月齋會中布施貧民。此種金錢的

運用，對於當時的經濟活動助益良多。

武帝曾以錢廣行布施，命家臣張文休四

處買放待宰的家禽、走獸、魚龜、鳥類

等，隨緣放生。此外，武帝常聚集道俗

，舉辦各種法會，包括救苦濟會、平等

會、無礙法喜食，還有多次無遮大會及

孝親報恩的盂蘭盆會等，甚至在政治上

實行大赦。同時，命寶誌禪師撰佛教懺

儀約上百卷，我們熟知的《梁皇寶懺》

便在此時完成，是梁武帝為超度皇后郗

氏所作的慈悲道場懺法。

禮懺淨化心靈 西來寺8/7施放燄口
文／星雲大師　圖／西來寺提供

扌金陵刻經處成立一百五十周年活動開幕，星雲大師（中）應邀參加，國家宗教局局長

王作安（右一）、江蘇省政協主席張連珍（右二）、國家宗教局副局長蔣堅永（左）等

貴賓蒞臨致詞。  圖／人間社記者慧延

➡大報恩寺遺址公園內舉辦佛教文化出版成果展，是大陸改革開放後最大的佛教文化展

，星雲大師的書是展覽中的一大亮點。  圖／記者妙熙

，不忍眾生苦，以法寶流通，培育人才，

啟發了人間佛教的開展。」且引梁啟超的

話：「近代優秀的思想家，無一不和佛教

有關。」

印藏經、教育 應重上軌道

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樓宇烈有兩點

想法。第一、當年楊仁山有感於佛教的衰

弱，用經典刊刻發揚佛教文化，之後湖南

長沙、揚州、北京、天津都設有刻經處，

並和金陵刻經處採統一的版式，刊印的經

典來之不易，具有特殊價值。那時楊仁山

有計畫出版金陵版《大藏經》，並選編簡

易版《藏經》，讓一般大眾都能閱讀，但

都沒完成。現在能夠完成，將對中國文化

有重要意義。

第二、金陵刻經處不僅是刻印經典，還

肩負培養佛教人才重任，楊仁山辦佛學研

究會，雖然只有兩年，卻培養了提倡人生

佛教的太虛大師等，還有梁啟超、歐陽竟

無，湯用彤等學者，影響佛教甚深。中國

的佛教和本土結合，已經是中國文化了。

金陵刻經處一百五十周年系列活動之一

的「佛教文化出版成果展」，集合了中國

大陸一百一十多家出版社、六十多家雜誌

期刊社、參展的圖書有三千五百餘種、一

萬兩千餘冊，佛像、書法、音樂等二百餘

種，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佛教

文化展，星雲文化教育公益基金會亦受邀

參展，展出歷年來星雲大師在大陸出版的

圖書百餘冊。

郗氏生性好妒，死後墮為蟒蛇，每天

為小蟲咬嚙，痛苦萬分。有一天，來到

宮中，向武帝求救。武帝於是向寶誌公

請問脫苦的方法，公囑以禮佛懺悔，武

帝因此命撰集佛教懺儀，並禮請僧眾舉

行懺禮，遂感皇后生忉利天，空中言謝

而去。

武帝不僅施行仁政，還以本身的孝行

作為百姓的典範，同時引導人們從佛教

儀禮中恭敬禮懺、改過向善，達到心靈

的淨化。梁朝能在動盪的大時代中，安

穩四十八年，其來有自。

—節錄自星雲大師《佛教叢書1．教

理》、《佛教叢書4．弟子》、《佛教

叢書7．儀制》

佛光山西來寺將於8月7日（星期日）
2：00 pm舉行瑜伽燄口法會，施放燄口
，令餓鬼得度，對亡者追薦。除了施食
予餓鬼，解除其飢虛之外，最重要的是
為他們說法、皈依、授戒，令其俱足正
見，不再造罪受苦，以祈早日脫離苦趣
，成就菩提。歡迎信眾參加，同霑法益
為禱！

聯絡處：佛光山西來寺
地址：3456 Glenmark Dr., Hacienda 

Heights, CA 91745 
電話： (626) 961-9697 
網址： www.hsilai.org 

舞蹈治癒憂鬱
環台以舞傳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