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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州八十猶行腳，
是為了尋找美的
境界、美的道理；
達摩面壁九年，
也是為了找尋心內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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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今年在聯合國演出的4名天龍隊成員
，現場表演。
圖╱人間社記者慧裴

【人間社記者李生鳳高雄報
導】國際佛光會2018年教師生
命教育研習營「行動學習．三
好幸福校園」，日前在佛光山
雲居樓舉辦教育論壇，主題「
翻轉生命的故事」，由佛光山
常務副住持慧傳法師主持，菲
律賓佛光山總住持永光法師、

貧僧有話要說

南非南華寺監寺慧行法師，普
門中學女籃隊教練廖哲億，分
享一個又一個因教育翻轉生命
的故事；出席聆聽這項論壇的
，有佛光會中華總會祕書長覺
培法師等嘉賓。。
「從《悉達多太子》音樂劇
看到了傳承，還有天主教信仰

這類的知客師，雖然看起來
也不是什麼罪大惡極的壞人，
但是這種沒有真誠待人的心理
，哪裡能獲得人心歸向呢？
所以，做一名知客師，對於
來訪的人，都要知道他的需要
。所謂「知客」，就是要「知
」道「客」人需要什麼，他需
要吃飯嗎？他需要住宿嗎？他
需要找人嗎？他需要辦事嗎？
他需要聯絡什麼嗎？你都要能
認識、了解，自己承擔下來，
幫助他一一解決問題，不要推
三阻四。
像我們當初建寺院，要去辦

建築登記的時候，到了縣政府
，他說你到民政局；我們到了
民政局，民政局說：「你到建
設局。」我們到了建設局，他
說：「你這個是宗教的嘛，應
該再回到民政局。」他們就在
那裡推來推去，我們也不知道
究竟要找哪一個局才好。
曾經香港有人寄了一尊佛像
到宜蘭給我，我到基隆海關辦
入關手續，就在那棟大樓裡上
上下下，不知跑了多少趟，都
還找不到頭緒。後來有人告訴
我：「你不要這麼麻煩嘛，找
個報關行幫你的忙，問題就能
解決了。」我心裡想，唉！都
怪自己。要節省經費，凡事親

心燈恆照，遊子歸程
圖與文／李蕭錕
在浙江烏鎮，千年古城千年石橋上寫生，
畫下這幅渲染著淡淡斜暉的水墨冊頁，讓我想
起，馬致遠筆下，夕照中天涯遊子的孤寂秋景
──〈天淨沙〉：「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
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
涯。」
˙畫裡雖然沒有昏鴉，自已卻像是那昏鴉。
˙畫裡雖然沒有瘦馬，自己卻像是那瘦馬。
˙畫裡見不到斷腸的遊子，自己卻像那斷腸
的遊子。
˙我們哪一個不是天涯的遊子，那一個不是

，培養新一代的演員。這一切
都是因為星雲大師開闊的心胸
和視野，跨越宗教與種族的藩
籬，提供年輕人舞台展現才華
，翻轉生命。

信心喊話 普門逆轉勝
身為運動員的廖哲億，不但

茹素，個頭也不高，一直不
被看好，但也促使他抱持堅定
的決心，盡其所能做好所有事
。2014年當時才26歲的他至普
門初掌兵符，第1年帶隊參加
HBL還「破紀錄」普門未進8
強，挫敗迫使他快速成長。第
2年在HBL資格賽關鍵一役時
，在最後1分59秒，普門還落
後對手19分，他告訴隊員：「
一定追得回來，我相信妳們一
定做得到！」到最後30秒，普
中還超前1分，原本不可能的
事，普門女籃做到了！接著一
路過關斬將，最後卻因突發狀
況屈居第4，讓努力許久的廖
哲億非常氣餒，但他很快從挫
敗中走出，1年後，普門女籃
拿下睽違多年的HBL冠軍，今
年更是完成二連霸。「球員願
意改變、放下，讓我們因而翻
轉。」廖哲億說。
「非洲的教育一定行，如今
天龍隊的成員已躍上世界的舞
台，在今年聯合國婦女平行會
議上演出。」慧行法師提及天
龍隊成立，緣起星雲大師的一
句話「給非洲女性一個學習的
平台」，於是南華寺開辦課程
讓她們學習中文、電腦。接著
大師指示要有個「穿直排輪舞

自操勞，有時候確實耗費時日
，不容易達到目的。
記得有一次，我到海外訪問
一個地方，他們用最好的飯店
招待我，但是房門外面經常站
了一個人。是來監視我們，還
是替我們解決問題？我也不知
道。不過，我在房間裡，多次
聽到有人來找我，他都是大聲
地問：「你來幹什麼的？」「
我來找星雲大師的。」「你找
他幹什麼的？」來人聽了，都
不知道怎麼回答。
或者來人說：「我是大師的
親戚。」這個人又說：「今天
不可以！」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人要說「今天不可以」。
來人聽他這麼一說，也只得告
退了。

（待續）

天地之過客？夕陽雖美，卻是一天最終的一幕
，黑夜將臨，遊子何處歸程？只有點燃自己內
在的心燈，朗朗恆照，才是漫漫長夜中的明燈
，才是天涯遊子、無明眾生最終的歸宿。
˙心若沒有歸宿，到那裡都是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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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雅惠亞裔業務代表
Tina Hsieh‧Vice President

龍」的「天龍隊」，成立天龍
隊後，雖挫折、困境不斷，也
在帶領中產生動力和智慧，除
尊重她們的信仰和飲食，還有
打破文化語言隔閡，及藝術和
肢體間如何妥協，也是重要的
功課。

發掘潛能 天龍隊飛翔
現場有4名在聯合國演出的
天龍隊成員帶來精采表演，並
以中文分享心境。天惠說，非
常感謝星雲大師，給了她們一
雙飛翔的翅膀，飛向美好未來
。已是小老師的天秋說，從沒
想過會成為藝術表演者，因為
有佛光山，發掘了她的潛能。
助理教練天博表示，她從害羞
到可以站在眾人面前表演，都
要感謝南華寺，因為大家相信
她們可以達成不可能的任務。
慧傳法師結合最近佛光盃賽
事，說明體育也可以翻轉生命
，除了品德，還有心理層面的
建設，星雲大師曾說過的佛光
山未來50年的弘法方向，當中
包括體育，目的是擴大人事參
與，從中可以看出星雲大師的
遠見和眼光，而音樂和藝術的
發展，其翻轉生命的意義和態
度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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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孩子們生命的翻轉。」永光
法師說，由菲律賓的天主教徒
演出《悉達多太子》音樂劇，
因而讓很多人知道佛陀是一個
人，而且是個偉大的人。從早
期設備不全、版本的更迭，到
如今將到美國搭配交響樂團演
出，並且推出校園版走進校園

二十說

文╱星雲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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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見習生
文／Lingo
突然得到長假，讓這些年忙
碌的我，突然變得整天無所事
事，一夕之間，我的人生好像
變得沒有「價值」了。
從學校畢業、踏入職場後，
每個人身上不知不覺都被貼上
了「價值」的標籤。多年不見
的舊人故友，一見面還來不及
寒喧，就急著探聽對方的「價
值」有比自己高嗎？大家忙忙
碌碌討生活，就是不想讓自己
「貶值」。
一下子無所事事，心中竟產
生「罪惡感」，想盡辦法讓自
己處在忙碌的狀況，因為這樣
看起來比較像「正常人」。
每天早上先去公園快走一圈
，回到家吃早餐、晾好衣服後
，就去圖書館「上班」。雖然
在圖書館過得十分充實，看了
很多很棒的電影和書報雜誌，
讓這些年早已被掏空的我像重
新充飽電的電池；但因自尊心
作祟，總覺大白天做這些「閒
事」有點見不得人。
那天，碰到好久不見的退休
同事，我有點心慌，想找藉口
趁機落跑，她卻不由分說地堅
持請我喝咖啡。
「Lingo，放輕鬆！妳的肩
膀一直緊繃著，一定感覺很累
吧？整天過著無所事事的生活

，覺得自己沒用嗎？」
同事提起五年前剛退休的感
覺，就跟我現在的心態一樣。
以為不上班了，可以悠哉地想
怎麼過就怎麼過；沒想到，因
為沒像理財投資那樣事先規畫
好退休生活，過得一點都不快
樂。不到半年，不只錢亂花到
哪裡去都不知道，身體還出現
不適，但就是檢查不出毛病！
同事以過來人的身分，建議
我轉變心態。她說：「妳就當
作預支，先『實習』退休生活
。自己親身體驗後，若發現存
款不夠用、身體不夠健康、生
活無趣，等『實習』結束後，
妳還來得及重新規畫，日後更
能享受退休生活。」
還有，妳臉皮太薄了，要像
我這樣『不要臉』地過日子。
尤其不要太在乎別人對妳的評
論，妳真的太想要被認同、被
誇讚、被喜歡了，這樣一旦沒
了工作，妳的『價值』好像也
沒了，因為再也聽不到妳渴望
的認同與讚美。現在，時間都
屬於妳，妳就是自己的老闆，
想要怎麼過日子，自己決定，
薪水自己爭取、KPI（關鍵績
效指標）分數自己打，不要再
管別人怎麼說！」
前輩的前車之鑑和針針見血
的諄諄教誨，讓我的心瞬間平
靜了下來。一回生，二回熟，
我決定安步當車，朝著「不要
臉的退休見習生」目標前進。
走吧！

純純的愛
文／何佩梅
在夜市遇到十多年前教
過的學生，男生仍難掩羞
澀，女生則背著孩子、喊
破喉嚨地叫賣著：「一件
五十，倒店貨，多買多賺
喔！」他們當年分別是學
校田徑隊的男女隊長，獲
獎無數，兩人因惺惺相惜
，在田徑場上結下情緣。
記得有一天課堂測驗，
我來回巡視著，忽然看到
女孩手中藏了一張紙，上
面隱約寫著詩樣的字句，
便照慣例沒收了。下課鐘
聲響起，女孩來找我，希
望我能將信還給她。我說
：「我的慣例是，沒收的
東西一律不歸還。」
她仍不死心，不知所措
地站在那兒，緊咬著下唇
說：「老師，那我罰抄課
文，或者拖地、掃廁所，
都可以。」
我帶著詢問的眼神望著
她，她終於道出緣由：「
這些信，我已經編到九十
九號，不想漏掉任何一封
！」
至今，我仍不知道那是
一首如何動人的情詩，只
知道它被收進了女孩純純
的愛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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