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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容简介

     《大学》教导我们要“格物致知”，要“明

明德、亲民”。唯有克制自私自利的欲望，才

能开显光明的智慧德性，以仁慈博爱去对待一

切人事物。请看本期专栏。

     “须知佛经中，一言一名，无不善巧，能

使人藉此名言，可以从此面达彼面，不致取着

一面。”会读经、会听经之人，所体会的确实

不同。请看《金刚经讲义节要述记》。



　　

　　历时八年之久，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最为艰苦

的战时高校迁移由此开始，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

文化长征。仅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九年，就有六十九

所高校内迁。经过二、三年的努力，各大高校在院系

规模、师生人数、教学科研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

发展。到一九四五年，高校数量增加，学生人数比战

前增加了一倍。

　　这么多的师生是怎样生活的？一分钱的老豆腐，

一分钱的米饭、咸菜，汉中老百姓编织一分钱两双的

草鞋。土坯房、泥巴地的校舍，没有课桌，只有单

侧扶手的课椅。最后，穷得连铁皮屋顶的也要卖掉，

换作茅草屋顶的教室、宿舍。

　　面对敌军的轰炸，每天跑防空洞之后，该读书

的读书、该上课的上课，一天教学都没有耽误。拮

据的生活所逼，出现了以篆刻贴补生计的著名学者，

卖炸麻花维持开销的教授夫人，与猪牛马为邻、摘破

棉花做灯芯、埋头苦心钻研的教授……在国难当头的

本期专栏

吾人何幸而生此时代—
文化兴世，今正是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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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无数的读书人与学子不消极、不狼狈，从容有

度，不畏环境艰苦，这种毅然决然维护中华文脉的浩

然正气，可谓贯日月、立天地。

　　仅就西南联大，这所战时只存在八年十一个月的

大学，就出了两位诺贝尔奖得主、五位国家最高科学

技术奖获得者、一百七十三位两院院士。战时内迁的

中国各高校的毕业生，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后来都

成为了振兴民族的中坚力量。这也让中国大学的发展

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关联、休戚与共，育才强国、

兴学安邦。

　　抗战时，不仅高校在努力，许多中学也想尽一切

办法保存文化火种。无锡沦陷，辅仁中学被逼停学，

后来得以在上海复课。据记载，抗战时期的辅仁中学

共毕业八届高中学生，当时中国几位优秀的实业家、

营养学家、水力学家，都是这一时期校友中的代表。

　　东北中山中学，三千里大迁徙，进入四川复课。

一些老师经历了丧子之痛，但无论怎样艰苦，始终秉

持保护和培植东北爱国力量的初心。当时有一位生物

老师，上课没有黑板，学生问：“还上课吗？”老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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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老师就用粉笔在自己大衣上画图演示，说：“黑

板就在我的胸前。”学生们也倍加珍惜读书的宝贵机

会，复课三个月的成绩远胜平时三年的收获。

　　我们这次谈话的题目，“吾人何幸而生此时代”，

就取材于抗战时东北中山中学老师出的作文题目，

“吾何幸而生于中国”。六十年后，这位老师的学生

在洛杉矶写回忆录时无限感叹道，“老师所用的‘何幸’

两个字使我深思不已。老师是以十分坚定和自信的心

态来预示的，这里没有半点凄切之情”。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自私自利、积贫积弱造

成国破家亡、文明罹难。那些用鲜血和生命坚定捍

卫文化命脉的先贤前辈，他们无私的精神永垂不朽。

唯有发扬这种大公无私、仁慈博爱的精神，才能承载

历史的使命，将传统文化圣贤教育延续下去，利益全

人类，造福全世界。

　　《大学》教导我们要“格物致知”，要“明明德、

亲民”。唯有克制自私自利的欲望，才能开显光明的

智慧德性，以仁慈博爱去对待一切人事物。提倡孝

道，以启发人们天性的亲爱；提倡尊师重道，以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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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自性的恭敬。在孝亲尊师的基础上，将这种爱敬

之心进一步推广，去爱敬每个人，乃至于爱护、尊重

地球环境，这是世界永续和平的康庄大道，这种圣贤

教育是我们迫切需要提倡的。

　　现在流行一句话：做最好的自己。什么是最好的

自己？大公无私，仁慈博爱，不负祖先，居安思危，

爱敬万物，这就是最好的自己。

　　吾人何幸而生此时代！世世代代的古圣先贤无

我奉献，成就了最好的自己，留给子孙无尽的物质和

精神财富。现在我们有幸遇到这个千年难逢的机会，

能够担负起承传传统文化、延续圣贤教育的慧命，

利益世界人类的使命，这个修积无量功德的大好机缘

让我们碰到了，我们要好好把握。我们要发大誓愿，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做一个无私无我的新

时代文化传人！

恭录自净空老和尚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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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须知佛经中，一言一名，无不善巧，能使人藉此名
言，可以从此面达彼面，不致取着一面。性本非
相，而能现起一切相，空而不空，此性之所以为真
实也。经文‘是故如来说名实相’句，正显此义。

　　“须知佛经中，一言一名，无不善巧，能使人藉

此名言，可以从此面达彼面，不致取着一面。”会读

经、会听经之人，所体会的确实不同。学佛要活泼、

灵巧，读经、闻法方能体会其中的妙义，的确是义在

言外。佛每用一个名词，皆是启发我们的悟性。我们

何以不悟，正如李老师所说，用四方木头脑子学佛，

就不能悟。这个比喻是指分别执着，我们吃亏在此

处。分别执着的具体显现，即所谓的成见。若先有

成见，已经有个标准、框架，不合适的，他不接受。

不但听经、阅读经典如此，于生活、工作乃至一切活

动之中，皆须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离

心缘相”是决定没有成见，心地干净、一尘不染的接

受，如此才能触动悟门，令人真的开解领悟。一有

成见就不行，特别是大乘佛法，最忌讳的就是成见。

闻一知十，举一反三，就得受用。故可从这一面体会

经论辑要

金刚经讲义节要述记（244）

6



到另一面，如此一来就透彻，而不着相。

　　“性本非相”，性确实不是相；“而能现起一切相”，

性能现相。性体是空，作用不空。“空而不空，此性

之所以为真实也”。“体”一定现相，一定有作用。性

体所现的相是动的、有变化的，所以相是虚妄的，

性是真实的。动静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即动的

幅度，现代人说振动。过去的科学家认为真有物质

存在，用分析的方法，即佛在小乘经说的“析空观”。

将物质分析到空，才明了物质是假的，不是真的。将

物质分成分子、原子、电子、中子、粒子，直往下分，

总以为有个基本物质存在。而现代的科学家更为进

步，他们观察证明没有物质存在，以科学仪器发现物

质是波动的现象，光波、电波，人们从波动现象产生

幻觉，决非实有。这与佛经讲的愈来愈接近。

　　相宗说无明不觉，无明就是波动，所谓“一念不

觉，而有无明”。“一念不觉”就是波动，即心动。动

就现相，不动就没有相。三细相，动的幅度很微细；

六粗相，动的幅度大。由此可知，佛说的一弹指六十

刹那，一刹那九百生灭，是阿赖耶的三细相。我们

现前身心的这种相，动的幅度较三细相超过许多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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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计算。所以，我们感官的世界，感觉似乎都是真

实的，其实全是虚幻不实。

　　《华严经》上毗卢遮那佛的一真法界，华藏世界；

《无量寿经》上说的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也是一个连续的相，

但与我们的相完全不同。此处生灭的现象太快，振动

的幅度太大；一真法界的幅度很微细，所以见到的相

永远常住，似乎永远不变。人与天比，忉利天振动的

幅度比人小，所以忉利天人不易衰老，寿命长。而忉

利天与夜摩天比较，夜摩天振动的幅度更小，所以夜

摩天人的寿命比忉利天人长，更为年轻。从此理观察

六道及十法界，就不难明了事实真相。回头再看华藏

世界、西方极乐世界，也能通达。“可以从此面达彼

面，不致取着一面”。如此观察，面面皆通达明了。

　　“经文‘是故如来说名实相’句，正显此义。”这句

经文，就是显示这个深义，此义理非常深广。我们

从此处领会，能说得出的，极为有限。说出这一点，

帮助大家观察、面面体会。烦恼多者容易衰老，烦恼

少者不易衰老，烦恼就是振动的波。烦恼，振动的幅

度很大；心清净，振动较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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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明白此理，我们修清净心，令心振动的幅度尽

量低而缓慢，即能延年益寿。不需食用高价位的补

品，不但损失金钱，而且无效。真正有效的是清净

心，少烦少恼。烦恼、妄想、分别、执着不能解决问

题，清净心生智慧，智慧才能解决问题。世法尚且如

此，何况佛法。若用妄想、分别、执着学佛，永远不

会开悟，永远得不到功夫成片。一定要将妄想、分

别、执着都放下，令心恢复清净。则佛法只要一看、

一听就明了通达。归根结柢，清净心重要！

　　《金刚经》云，“应无所住”，无住，清净心就生起；

“而行布施”，即是用清净心应付一切事，用清净心

生活、工作及待人接物。

３. 相而非相，色即是空。非相而相，空即是色。相即
非相，非相即相，正是如来藏真实义。故曰‘如来说’。

　　“相而非相，色即是空。非相而相，空即是色。

相即非相，非相即相，正是如来藏真实义。故曰‘如

来说’。”这句是解释经文：“是故如来说名实相”。

何以要用“如来说”，而不用“佛说”，此处说得很明

白。一切大乘法皆是世尊为我们说明宇宙人生之真

相。“实相”就是真实相。真实相不容易说，凡夫亦

9



很难体会。由大乘经上见到，佛说法非常巧妙，不能

说的，佛也说明了。古大德以烘云托月的绘画手法为

比喻，由于画不出月亮，所以画云彩，于云彩当中留

白，将月亮显示出来。世尊解释诸法实相，用的手法

接近此法。实相说不出，以旁敲侧击的方法将实相烘

托而出。

　　实相既不是相，也不是非相。“相”是色相，是

有相；“非相”是空。说明真相既不可说有，也不可

说空，空、有两边皆不能说，只可说，“相而非相，

非相而相”，以此方法令我们从中体会。《心经》说，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此

种说法，其实没说一个字，正所谓“说而无说，无说

而说”。若真正体会得，所谓“见而无见，无见而见；

听而无听，无听而听”，方能领略几分真实义。前文

曾读过“诸法一如”，“一”就没得说，“二”才可以说。

“一”如何说法？诸法是一切法、是万法，万法一如。

“说”，确实有其善巧。

　　“非相而相，空即是色。相即非相，非相即相”，

由此显示“如来藏真实义”。《大佛顶首楞严经》说“如

来藏”，就是真如本性，与此经说的如来、一如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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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世尊每次就一件事说许多名相，用意是教我们

不执着，离名字相，离言说相，离心缘相，一接触就

明了，就悟入。这是佛教学之目标，令我们悟入实

相。禅家说的明心见性，都是教人明心见性的方法。

我们无法见性的原因是，佛虽善教，但我们不善学。

佛教导的是两边不着，而我们所学的，总是执着一

边，就是不善学。所以学数十年，甚至一生都不能见

性，是不解如来真实义。过失在我们，而不在佛。“如

来说”，世尊于此经解释“如来者，即诸法如义”，就

是“诸法一如”，即净宗的“理一心不乱”，禅宗的“明

心见性”，此经所说的“实相”。

 >> 续载中
《金刚经讲义节要述记》讲于 1995.5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及美

国，华藏讲记组恭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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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光大师开示

 勉行人努力

　　念佛不分圣凡。圣指三乘，即声闻、缘觉、菩萨。

凡指六道，即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

但天以乐故，不能念者多。三途以苦故，不能念者更

多。修罗以瞋故，亦不能念。惟人最易念。而富贵之

人便被富贵所迷。聪明人以聪明迷。愚痴人以愚痴

迷。芸芸众生，能念佛者，有几人哉。既知此义，当

勇猛修持，勿致欲念而不能念，则不负此生此遇矣。

（三）复卓智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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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道德

清官海瑞

　　海口最有名的历史人物就是海瑞，他是明朝的忠

臣。有一出最有名的戏叫“海瑞罢官”。

　　海瑞为官非常清廉，只要他所到之处，还没有报

到，当地的贪官污吏都先后躲避，因为他们知道海瑞

一定会好好整肃风纪。所以，海瑞治理的每一个地

方，人民都非常的爱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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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廷知道海瑞的忠诚，在他年岁很老的时候还起

用他到南京为官。后来他病逝在南京，古代人都想落

叶归根，就把他的遗体运回海南来。

　　在运送过程中，整个南京城万人空巷，如丧考

妣，人民就好像失去了自己的父母一样，都非常伤

心，都相送海瑞回归故里。从海瑞的事件中，我们也

能体会到，只要用真心爱人民，就一定会得到人民的

爱戴。

　　海瑞墓旁有一幅他书写的字：“粉身碎骨全不顾，

只留青白在人间。”古代圣哲人时刻将德行放在心上，

希望造福于民，希望能垂范后世，这样才对得起圣贤

的教诲。

恭录自蔡礼旭老师《小故事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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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教育

文昌帝君阴骘文广义新译（84）

清朝昆山周梦颜安士氏述／民国蓬岛思尼子新译

垂训以格人非。

【发明】世界上的一切人类，都是像我的同胞兄弟一

样，都是我所应该关爱的人。人类当中有一丝毫不对

的地方，就是我本分之内有一丝毫欠缺的地方。所以

对于作为子女的人，希望他们能够尽孝；作为臣子的

人，希望他们能够尽忠；作为兄弟的人，希望他们能

够友爱；性情刚强的人，希望他们能够柔和；庸俗贪

吝的人，希望他们能够布施；游手好闲、好吃懒做、

斗殴赌博的人，希望他们能够各循本分、谦和自守。

假使可以接受劝化，我就不惜切实陈述、忠告善道；

对于那些不能听到讲述的，就写作著述来告知天下后

世的人，这种教诲的成效就很大了！

【下附征事】

立命之学【袁了凡功过格】
　　袁了凡先生，名黄，起初的字是学海，小时候遇

到云南的孔先生，这个人学到了“邵子皇极数”(1)，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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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袁了凡进入学宫 (2) 读书应当是在第二年，断定他

县试、府试及提学考的名次，三处的名次完全应验。

　　又替他占卜一生的吉凶祸福，说某年会补上廪生
(3) 缺，某年当上贡生，某年当选为四川省的一个知

县，在任只有二年半 (4)，在五十三岁的八月十四日

丑时逝世，可惜并没有子嗣。了凡先生把他所说的都

记录下来，以后所有考试名次都完全符合。

　　后来将进入南京国子监读书之前，先到栖霞山拜

访云谷禅师，两人面对面静坐三天三夜，没有闭上眼

睛。

　　云谷禅师说：“凡人之所以不能成为圣人，只是

因为被虚妄不实的念头缠缚罢了！你静坐了三天，没

有起一个妄念，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袁了凡说：“我的命运被孔先生算定了，一切荣

辱得失、生死大事都有定数，没有什么可以想的。”

　　云谷禅师笑着说：“我原以为你是才智出众的豪

杰，原来只是平庸的凡夫。一直以来，大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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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数约束不了他；大恶的人，命数也是约束不了他。

你二十年来被他算定，不曾转变一点点，难道不是平

庸的凡夫吗？”

　　袁了凡说：“既然如此，那么命数可以逃得过吗？”

　　禅师说：“命是由自已所造作的，福也是由自己

求得的。古代的诗书中所说的，历来都有明确的训

示”。佛教经典里有‘求功名得功名、求长寿得长寿、

求男女得男女’的说法。佛哪里会随便说话欺骗人呢？

今后应该时时积德，事事包容。以前的种种，就像

是昨天已经死去，都成为过去了；从今以后的种种，

就像是今天才刚出生，一切重新开始；这就是义理再

生、永恒不灭的智慧生命。

　　《书经．太甲篇》说：“上天所加的罪孽，灾祸

还可以逃避；自己所造作的罪业，那就要遭受恶报，

无法安然生存在世上。”孔先生算你命中不能考上科

第，不能生儿子，这是上天所注定的；你现在只要努

力行善、广积阴德，这是自己所造的福德。《易经》

谈到君子趋吉避凶的道理，如果说上天所订定的命

运，是永远固定而不可改变，那么如何可以趋向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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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又哪里能避开凶险？《易经．坤卦》说：‘积有

善行的家庭，必定会留下福报给子孙；积有恶行的家

庭，必定会留下灾祸给子孙。’你现在还信得过这个

道理吗？”

　　于是就拿出功过格给袁了凡看，袁立即礼拜接

受。他把从前的过错写成一道疏文，尽情发露忏悔，

发誓要做三千件善事，以便求取登上科第。云谷禅师

并且教他持念〈准提咒〉，以期所求的事能产生效

验。而后他将自己的字“学海”改为“了凡”，因为他

不想再陷入凡夫既有的庸俗见解之中。

　　到了第二年，参加礼部科举考试的预试，孔老先

生原先推算他应该是第三名，忽然考上第一名；孔先

生的预言并没有应验。而到了秋天的乡试，竟然考中

举人。从此以后，道德修养天天增长，功德也天天

累积得很厚。处在暗室无人之处，惟恐会得罪天地鬼

神。

　　从己巳年发愿奉行，一直到己卯年，经历了十

年，三千件善事才完成。这时才发求子的愿，也是许

愿要做三千件善事。从此与妻子互相劝勉，做了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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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记录下来，犯了过失就相互抵销。这时善念已经纯

熟，三千件善事即将圆满，就生下了儿子天启。

　　癸未年九月十三日，又起求中进士的愿，许下要

做一万件善事。丙戌年考中科第以后，被任命为宝坻

知县。白天见到善事必定去做，晚上就焚香禀告天

帝。正在忧虑白天没有善事可以做，一万件善事难以

完成，有一天梦见神告诉他说：“光是就你下令减收

百姓粮租的事情来说，一万件善事已经全部完成了。”

　　原来宝坻县的田租，每亩是二分三厘七毫，了凡

先生代为清理、划分，把它减到一分四厘六毫。这件

事确实是真的，但心中还是觉得很怀疑。刚好幻余禅

师从五台山来，了凡先生就把梦境禀告。幻余禅师

说：“只要善心真诚恳切，那么一件善事就可以抵得

过一万件；更何况全县减收粮租，成千上万的人民都

受到这份恩惠呢？”

　　了凡先生非常欢喜，立刻就将薪资捐献出来，请

他在五台山代为设斋供养一万个出家人，并予以回

向。孔先生推算了凡的寿命只有五十三岁，后来却健

康长寿，活到将近八十岁，子孙考上科第从不间断。

19



  (1) 邵子皇极数：邵子即邵雍，宋朝学者，精通推算

天的气数、人的命运、事情的吉凶变化。他写了一

本《皇极经世书》，专讲气数命运，不论大事小事，

国家或个人的气数命运，过去、现在、未来的事，都

可以推算出来。后来算命、起数等讲数的学问，都由

邵先生传下来，叫做“皇极数”。

  (2) 学宫：每一个县里都有一个学宫，要进学宫，

一定要经过县考、府考、提学考三种考试，得到秀才

的资格，才能进入学宫。

  (3) 补廪生：童生进学后，再经过考试就是补廪，

生活费用由国家补贴，但有一定的名额，有空缺了才

能补进去。贡生比廪生又高一等。

  (4) 在任二年半：《了凡四训》原文作“在任三年半”。

【按】改造命运的说法始于孟子，但是能够亲身努力

实践而一一应验的，就只有袁了凡先生一个人而已。

但是袁了凡先生之所以能够改变观念与作法，深信

不疑，果敢坚决地实践的原因，全在于云谷禅师一

个人。谁说佛门中就不能阐发孔孟学说深远微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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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理呢？世俗人看见别人努力行善，就会讥讽他说：

“做善事必须没有做善事的心念，如果一起了执着，

就产生希望获得回报的想法。”这种议论并不是不高

明，但是阻碍人勇于行善的意志，却是非常地多。农

民整年勤劳耕作，却对他说：“你不要盼望有收获。”

读书人十年辛勤苦读，却对他说：“你不能想要求取

功名。”他们会欢喜地听从吗？

国策去毒

　　战国七雄纷纷崛起时，都是相互斗智角力，采用

巧诈方式来做事。小人看见就拍掌赞赏，自认为所愿

得逞；君子看起来只有感慨叹息，为他们感到可怜罢

了！譬如毒酒，虽然能够暂时止渴，但它的毒却很难

医治。平湖的陆稼书先生选辑《战国策》，把说士 (5)

贪求巧诈的事情全部删除掉，仅仅留下那些善的在

里面，这几十篇的文章，将它命名为《国策去毒》。

这可说是“读书有真眼 (6)，不被古人瞒”的人啊！

  (5) 说士：游说之士，即说客。善于运用言语来说

动对方的人。

  (6) 真眼：智慧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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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知道《战国策》中有毒，那么就可以知道，秦

汉以后的书籍也都不免有毒。只是毒性不同，明眼人

仔细观察就可以看出。即使像陆先生的著述，阐发书

中的义理固然很多，但其中墨守旧法、附和俗见的地

方，也偶尔会产生。因此我读陆先生的书，就用陆先

生读《战国策》的方法，不敢轻易发出毁谤的言论。

书是天下古今共同的东西，道是人类自性中本来就有

的真理；爱护陆先生，就不敢讨好他、曲从他啊！

>> 续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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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法是觉悟之法，就是让众生觉悟明白的方法。

觉悟现前所处的一切人、事、境、缘，全都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缘生诸法，遇缘了，生起了；缘尽

了，散灭了，生起也好，散灭也好，最后都是一场空，

假的！

　　我自己是一个凡夫，终日迷惑在五欲六尘之中，

通过学习，我对五欲有以下的认知：

　　财：金钱，财富

　　色：对一切物质上的贪爱和女色

　　名：名声，名望，荣誉，他人的称赞

　　食：喜欢吃的与喝的东西

　　睡：贪睡，过度的睡眠

　　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任何一条不能得到严

格的控制，都会把自己拉入地狱，这些都是入地狱的

种子，让自己去受一分一秒都不休息的无以言表的永

劫大苦！

心得交流

學 佛 心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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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以后，不再和任何人争了，因为仔细想想，

与他人所争的一切，没有在这五种范围之外的，都在

这之中啊！争就是要抢着下地狱，向着地狱之门勇猛

精进。不但不争，而且要让。这些身外之物，他人都

拿走了，自己的欲望就会一次比一次淡了，要发自

内心的感恩他人。也常听老师说：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该是自己的丢也丢不掉；不属于你

的抢也抢不来，抢来的都是灾难。

　　生活中六尘境界都在表法，这给我很大启发：

　　看到花，就要想到修因，得善果就修善因；要得

财富，修财布施；得聪明智慧，修法布施；得健康长

寿，修无畏布施；想要得往生西方净土的善果，就要

修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的善因。

　　闻到香，提醒自己，勤修戒定慧，慧从定来，定

从戒来，戒律重要。看到水，就想到，在日常生活中，

要以清净心，平等心来处事待人接物。

　　对六尘的认识——色：眼睛看到的。声：耳朵听

到的。香：鼻子闻到的。味：舌头尝到的。触：身体

感觉到的。法：万事万物，及一切的思想行为。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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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六根看好，严格的控制住，五欲和六尘就不会起作

用。

　　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以

此来作为下手处，从而提升，总得来说也就是断恶修

善。学贵力行，具体落实到当下便可在生活工作做

的：

一、同事们不愿意做的，自己默默的来做，做完以后

绝不张扬，依然保持对大家的恭敬，礼让。

二、大家对工作中，一些比较繁琐的事情抱怨，自己

不与反驳，保持沉默，事情来临时，不推卸，不心存

侥幸，以欢喜心、布施心去做。

三、素食，与一切众生结善缘。

四、看到他人好事、优点，不心存嫉妒，应随喜赞叹，

见人善，即思齐。

五、见到不善，即刻反观内省，有则改，无加勉。

六、遇到有人伤我，辱我，不记恨，不怨恨，想到有

果必有因，感恩消我业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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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杜绝电视、广播、电脑，未蒙其利，先受其害。

八、手机只看网路学院的课程与工作相关之事，杜绝

污染。

九、与自己工作、生活无关的事情，不听，不看，知

事少时烦恼少，保护清净心。

十、没有必要的话尽量不说，时时警惕自己的言语，

大幅度的减少口业，力求杜绝。

　　在这个社会里，无论做什么行业，做得再辉煌，

都是昙花一现，金钱再多，地位再高，纵使贵为天

子，富有四海，临命终时，贫富同然，独死独去，能

带走的，只有毕生的善恶业。

　　生命短暂，死生无常，把握当下，学贵力行，尽

此一生，往生西方，方不负此百千万劫稀有难逢的

无比殊胜之因缘，这一生才算过的有意义、有价值，

才真正没有白来一趟！

文章來源：佛陀教育網路學院－ eb44829 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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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疑解惑

问：请问义工应如何护持道场？

答：护持道场必须具备基本的条件就是真正要认识道

场。护持的工作绝对不是想到这边来帮帮忙就是护

持，没有那么简单。

　　佛门中常说“一佛出世，千佛拥护”。从道场里

面的住持、当家，统统都是菩萨再来的，不是凡人，

护持工作才能做得很好。就像学校当校长、当教务

主任、总务主任的，对教育都非常内行，不是外行。

像义工，总要认识佛法，虽不是过来人，要接受执事

人员的指导。

　　寺院里面担任执事的，对佛教一定有相当的修

养。现在无论在家出家，对于经教的修养实在讲已经

是大幅度的降低，很多事情做得不尽如法，弘法产

生了很多的困难。所以现在弘法工作做得非常辛苦，

没有人护持。没有人护持也要做，为什么？不做，没

有人做，众生太苦了。所以，护持道场的事情相当不

容易，等将来学佛的人多，懂得佛法的人多，护持就

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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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老法师曾说：佛法住世，关键在于护法而非弘法。

请问此语应做何理解？

答：佛法住在世间，最重要的是护持，所以世尊当年

在世，入般涅槃的时候，把护持佛法这桩事情交给国

王大臣。我们从历史上看，可以说到民国才淡化了，

满清以前历代的帝王都是国王护法，所以佛法在中

国这么样的兴旺。皇上皈依佛法，他也拜老师，他

的老师就称为国师。皇上提倡，上行下效，所以，佛

法的推展，就是佛陀教育的推展超过了儒家。主持儒

家的教学是礼部尚书，等于像现在我们的教育部长，

部长推动儒家教育，可是皇上推动佛陀教育。所以佛

的寺、佛的道场，比儒就多得太多。

　　有护法才有弘法，譬如建学校，建立道场，学校

里面一定有校长、有总务、有教务、有训导。这个名

词在佛门里面，校长就是住持、方丈，教务叫首座，

总务我们通常讲当家师、监院，管训导是维那。你

从这里看就晓得，寺院丛林它是学校。寺院的建筑，

里面供奉的这些佛菩萨形像，那是一种艺术。这就

是在早年的时候，佛教是把教学跟艺术结合在一起，

好像我们现在学校跟博物馆结合在一起一样。是用这

种方法来教学，让你从一切设施，雕塑、音乐、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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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艺术给你启示。绝对不是神，不可以把它当神明

看待。

　　你要是不懂佛法你就做不到护法，所以，一定要

多读经，要多学习。有听经的缘，一定要多听，听经

是带着大家，让大家熟悉之后，你自己就可以学习、

可以研究。像我们这个道场，如果没有护持的，我们

虽然想讲经教学，没有场所，你就晓得护持功德多

大。一个学校办得很好，政府奖励一定是奖励校长，

不会去奖励教员；办得不好惩罚，一定惩罚校长，与

教员无关。弘法是教员，讲经教学是教员；主持道场，

主持里面的教务、训导工作的这些人员，他们非常重

要。所以，弘护的关系要清楚，护法的人一定是懂得

佛法，不懂就没有法子护持。

节录自 21-356 学佛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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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空老和尚网路直播台

◎淨空老和尚最近讲演资讯，详细内容请参考
网路直播台  (CN 镜像站 )

法宝流通

◎淨空老法师讲演 CD、DVD 及书籍，皆免费结缘，
请就近向各地淨宗学会索取

◎台湾地区同修请领法宝，请至
华藏淨宗学会弘化网 - 法宝结缘

◎中国大陆同修请领法宝，请至
http://fabo.hwadzan.net/

信息交流

佛陀教育网路学院成立缘起：我们常常收到各地网

路同修来信，皆言及虽有心学佛，却不知从何学

起，应如何听经学习。又　淨空老和尚的讲演有大

小性相，各个宗派的经论典籍，法海深广，初学者

不知修学之次第，何者为先，何者为后，以故学而

不得其宗旨，始勤终惰，退悔初心，实为可惜！今

佛陀教育网路学院之成立，正是针对上述缘由，将

现有网路的文字（教材）与影音（讲演画面）合为

一体，如同「网路电视台」，为世界各地真正有志

31

http://www.amtb.tw/tvchannel/play-1-revised.asp
http://www.amtb.cn/tvchannel/play-1-revised.asp
http://www.amtb.tw/jzplace.htm
http://fabo.hwadzan.com/
http://fabo.hwadzan.net/
http://www.amtbcollege.org/amtbcollege/index.asp


于学佛者，提供一个方便快捷，随时随地不受时空

限制的网路修学环境。网路学院一切课程之排列，

皆是以　淨空老和尚为澳洲淨宗学院所订之课程，

从初级到高级，从本科到专科的修学次第，也是为

实现澳洲淨宗学院将来能真正达到远距教学的前哨

站。今日社会是科技进步、资讯发达的时代，要善

用高科技宣扬妙法，阐释正教，令佛法传递无远弗

届，才将进一步利益更多学人，将般若文海遍及环

宇，使一切有缘众生得佛正法薰习之机会。若有心

想修学的同修，可至佛陀教育网路学院参观访问。

淨空法师英文网站  网址为

http://www.chinkung.org/，此网站主要以配合　

淨空法师的和平之旅，同时接引国外众生认识佛教。

提供　淨空法师多元文化理念及国际参访等相关资

讯。敬请诸位同修将此网址广为流通给外国同修，让

他们更有机缘认识佛教，功德无量！

淨空法师专集大陆镜像站  网址为

http://www.amtb.cn/，方便大家记忆。大陆地区

同修可以就近访问这个网站。若同修于浏览中有发现

任何问题，欢迎来信告知，请至 amtb@amtb.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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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讯息

【下载】儒释道网路电视台 APP ( 安卓系统 )

请关注加为好友以接收最新讯息

淨空法师专集网 

华藏淨宗弘化网

微信 ID：amtbhz

新浪微博

LOFTER

Facebook

淨空法师专集网站

佛陀教育杂志由华藏淨宗学会网路组恭製

e-mail: amtb@amtb.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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