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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探索真理是人類

最高貴的希望，

傳播真理是人類

最高貴的使命。

得到一句
文／星雲大師

百靈禪師是唐朝時候的僧人，為馬

祖道一禪師門下的法嗣弟子。

有一天，百靈禪師在路上遇到龐蘊

居士，百靈禪師問他：「當年，你在

馬祖道一禪師處得到的一句，你曾經

說給人聽嗎？」

龐蘊居士說：「有啊！我曾經向人

說過。」

百靈禪師聽了，心中十分不解，因

為這一句是非語言可說，也非思議可

及，說了即不中，怎麼能說呢？因此

，百靈禪師又再問龐蘊居士：「那麼

，你曾經向何人說過呢？」

只見龐蘊居士用手指著自己說：「

我只對龐蘊說啊！」

百靈禪師一聽，點點頭，讚歎說：

「即使是佛陀大弟子當中，解空第一

的須菩提，也比不上你啊！」

話還沒說完，龐蘊居士立刻反問百

靈禪師說：「那你得意的一句，又曾

經說給什麼人聽嗎？」

百靈禪師一句也沒說，戴起斗笠就

走了。

龐蘊居士在後頭大叫：「站住，你

還沒有道出啊！」

百靈禪師回首：「說了！說了！」

邊說邊走了。

禪門的心要是不可說，不可思，不

可議的，尤其是悟道的心要，更是如

人飲水，冷暖自知，不足為外人道。

對於得到的一句，龐蘊居士雖然他

有說，卻是向自己說，他反問百靈禪

師「你有說嗎？」百靈禪師即刻離開

，龐蘊追問，百靈才回首答「說了，

說了」。禪門的「說」，有揚眉瞬目

，有棍棒交加，有掐鼻捏耳，有戛然

大喝，有默然制止，就是各種奇形怪

狀，都在表現「道」也。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12／21
（五）

光明燈法會
（10：30 am）

12／22
（六）

BLYSO 冬令音樂營
人間學院秋季班結業
（4：00 pm ）
環保回收日
（2：00 pm～5：00 pm）

12／23～30
（日～日）

彌陀佛七

12／30
（日）

彌陀佛七總回向三時繫念
佛事（1：30pm）

電視弘法：洛城18中文台
周一～周四（6：50 pm）、周五（6：30 pm）

星雲禪話

為了減緩地球暖化、解決糧食危
機，國際佛光會邀請您一同響應「
蔬食A計劃」，從減少肉食、隨手
做環保、節能減碳開始吧！連署活
動請至官網：http://www.vegdays.org/
index.php?lang=tw

【本報台北訊】台灣漫畫家許貿淞一

生奉獻漫畫創作，去年台灣文化部舉辦

的金漫獎，許貿淞獲頒「特別貢獻獎」

；他耗時10年繪製的封筆之作《佛祖傳

》如今推出，760頁皆為手繪彩稿，以

細膩工筆技法、嚴實考據經典，闡述佛

學教義。

1960年代後，獨樹一格的武俠漫畫在

台灣蔚為風潮，造就台灣漫畫史一段全

盛時期；其中許貿淞的《武林皇帝》、

《神拳流星》、《雄獅》等作品，當年

轟動全台、膾炙人口，更與漫畫家游龍

輝並稱「北游南許」。

去年，許貿淞接受英國廣播公司（

BBC）採訪，BBC以「台灣漫畫英雄」

為題稱呼他。許貿淞在採訪中透露，真

正畫漫畫是從20歲左右開始，「那時候

畫漫畫如果有名，等於差不多是明星。

」當初只要說出他的名字，大家都會「

哇」一聲，非常受歡迎。他歷經漫畫審

查年代，「反正他們看不順眼，他們就

叫你改，拿到審查證書才可以出版」。

那時「真的非常痛苦」，但他說「我

喜歡畫畫，而且不忍把漫畫丟掉」。後

來台灣廢除審查制度，但許多漫畫家都

已經離開漫畫界。

一甲子的創作人生，許貿淞一共創作

近百部長篇連環漫畫；中年以後，他則

開始靜心鑽研佛法，以朱砂畫神佛，開

過多次畫展。

如今許貿淞已年過80，他將其傾注10

年的封筆鉅作《佛祖傳》重磅推出，多

達760頁手繪彩稿，精研《大藏經》及

多部經典，以鮮明水彩畫風，重現佛陀

降生、成長、弘法、入滅的感動。

在這個網絡興盛的年代，年輕的創作

者如雨後春筍般冒出，日系、歐美漫畫

風靡全球，許貿淞一直認為，台灣應該

要有自己的漫畫業，要多創作出自己的

故事，要有自己的風格。

8旬武俠漫畫家 手工彩繪佛祖傳

佛光新聞集錦

伊朗駐菲律賓大使H.E.Mohammed 

Tanhei日前至佛光山萬年寺進行文化藝

術交流，同行的伊朗大使館文化組組

長Mohammed Jafarimala及藝術家Tandis 

Taghavl帶來近百幅波斯文字書法藝術、伊

朗自然景觀照片、藝術品金箔茶具、陶瓷

裝飾品，將般若講堂布置成藝術文化的殿

堂。Tandis Taghavl以波斯字符寫下「做好

事、說好話、存好心」，並讓光明大學學

生體驗以竹籤書寫波斯字符。 （范翎）

菲律賓 萬年寺展波斯書法藝品

巴西光明教育中心如來之子2018年結業

典禮，日前在佛光山如來寺舉行。國際佛

光會巴西協會會長陳榮標表示，如來之子

大多從7歲就學，經過10年學習，如今有

4位畢業生，希望他們飲水思源，未來回

到學校或如來寺做義工。畢業生Marcelo 

Morals de Almeida及Yngrid da Silva Granjeiro

上台致謝詞，感謝星雲大師及師長的教導

，還有支持如來之子計畫的大眾，給予他

們學習才藝及養成品德的機會。（妙佑）

巴西 如來之子感恩眾緣成就

【人間社記者許思瑞舊金山報導】今年

11月加州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破壞力最大

的坎普大火（Camp Fire）重創北加州居民

，造成85位居民罹難，數千棟的建築受損

。國際佛光會舊金山協會發動佛光人集資

賑災，日前至北加州火災後援組織總部的

北谷社區基金會（North Valley Community 

Foundation, NVCF）捐贈善款。

國際佛光會舊金山協會輔導法師覺麟法

師、滿讓法師、協會會長許貴婷及幹部代

表團，前往加州北邊的Chico市，拜訪負

責11月的北加州火災後援組織中的北谷社

區基金會總部，了解其運作方向及現況，

並捐贈佛光人集資賑災款美金44440元（

約新台幣137萬元）。

位在Chico市的NVCF服務北加州已有30

餘年的歷史，這次火災救援，NVCF和各

非營利團體及災區的各救援中心合作，直

接提供各收容災民的救援中心所需，救援

中心關閉後，繼續幫助災民重建家園。

慈悲善心 重建後盾

NVCF執行長Alexa Benson-Valavanis表

示，非常感謝佛光會集資救助災民，雖然

災民在寒冬中雖然失去了一切，但有大眾

的慈悲善心及溫暖支持為後盾。接下來的

重點是協助災民重建家園，這需要好幾年

的時間，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並協助。

在坎普大火發生近1個月後，天堂鎮（

Paradise）部分災民終於獲准進入災區，返

回住家查看。天堂鎮市長瓊斯（Jody Jones

）說，開放災區讓災民返家是一個「重要

的里程碑」，她對該鎮的重建保持樂觀態

度。事實上，瓊斯的住家也在這次大火中

付之一炬。

當局表示，天堂鎮東部地區僅開放24小

時，當地主要基礎建設都被燒毀，他們提

醒進入災區的民眾要備妥食物和飲水，汽

車要有足夠汽油，並要留心任何可能的危

險。

籌畫應變 應需救援

加州林務消防廳（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Forestry and Fire Protection）的統計數據

指出，上月8日起火的坎普山火焚毀超過

153000畝土地、燒毀至少13872棟民宅及

數百棟其他建築物，死亡累積人數逾85人

，失蹤人數已降至5人。

聯邦急難管理局（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FEMA）副協調幹事

漢納斯（Kevin Hannes）表示，聯邦和加

州當局正在盡全力協助災區重建，已經批

准超過美金3300萬元的救助金，平均每個

受災戶可領到美金1萬元，同時，他們也

國際佛光會舊金山協會捐贈賑災善款，由

北谷社區基金會總部執行長Alexa（右4）代

表接受。  圖╱許貴婷提供

北加州大火 佛光人集資賑災

已經在瑞定（Redding）到沙加緬度之間

分發100個以上的露營車車墊給災民。

當局面對的另一項工作是清理災區，

加州緊急服務辦公室（California Office of 

Emergency Services）主任戈拉杜基（Mark 

Ghilarducci）表示，這將是加州史上最大

的災區清理工作。

山林大火發生，北加州佛光人在第一時

間由理事會通過，發起同步捐贈活動，鼓

勵民眾參與。舊金山協會也將在接下來的

1年籌畫類似災難的應變措施，以便需要

時能夠立即提供有效的救援。

【人間社記者恩儀、惟樂洛杉磯報導】

佛光山西來寺、國際佛光會洛杉磯協會近

日展開寒冬送暖系列活動，秉持佛光山四

大宗旨，從發放獎學金給莘莘學子、贈送

玩具給幼童，到收集禦寒衣物發送給需要

的民眾，以文化、教育、慈善等方式，傳

遞愛心、福利社會。

捐贈愛心玩具活動是由西來寺本土化

組組員策畫，西來英文分會副會長Chris 

Richards擔任總幹事；在寺裡設置玩具收

集站，數周即收集到上千件全新的各式玩

具、吊飾、益智遊戲組合等。在佛光會

的號召下，亦有各大公司行號積極響應

，如Taiyang Toy Novelty Inc贈送24箱機器

人玩具、B&B Toys的逾200個毛絨玩具和

Michael & Michael贈送一大整箱的禮物。

日前，西來寺監院依宣法師、滿貫法

師、有恆法師、知晴法師，以及洛杉磯協

會會長吳帥倫、副督導長黃少芬、副會長

葉玉景和英文西來分會幹部等一行人，

將愛心玩具送到哈崗社區中心（Hacienda 

Heights Community Center）及加州高速公

路巡警署（CHP）。

哈崗社區中心主任Brian Ceballos表示，

「很感謝西來寺發起捐贈玩具活動，成就

萬人冬季嘉年華會（Frost Fest）」，並介

紹嘉年華會的活動內容。西來寺將會參與

嘉年華會及設置文宣推廣攤位，與民眾交

流，落實佛教本土化。

美國三大廣播電視台之一的ABC7聯合

全加州的警察局、消防局、公路巡警及海

軍等單位團體，共同舉辦「愛的火花．玩

西來寺捐贈愛心玩具 暖意遍布洛城

具總動員」（Spark of Love Toy Drive），

還特邀西來寺的結緣玩具一同參與；由巡

警D.L. Dashiell代表接受愛心玩具，並表示

「將會發送到50個非營利組織」。

「慈心如花香，可以把歡喜傳送他人；

愛語如陽光，可以把溫暖散播十方。」透

過玩具捐贈活動，希望能讓孩子們感受到

人間佛教的溫暖，讓所有參與者都能從中

法喜充滿。

⬆西來寺總動員，參與慈善活動，實踐給人

歡喜的精神。 圖╱佛光山西來寺提供

⬆佛光山西來寺、國際佛光會洛杉磯協會到

哈崗社區中心送愛心玩具。

➡法師們及佛光人至加州公路巡警署送玩具

，成就廣播電視台ABC7及警消團體合辦的

「愛的火花．玩具總動員」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