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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有如圓月光明。禪如天
上圓月，光明卻不露鋒芒，
柔和卻不矯情。它遍照山河
，沒有偏私；它展現圓滿，
沒有隱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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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人間社記者李性銘芝加
哥報導】「國際佛光會2018年
北美洲聯誼會」日前在芝加哥
Edward旅館舉行，安排「佛
光山與佛光會」論壇、「妙法
蓮華經與人間佛教」講座、「
會務知津問答──佛光大學堂
」課程及《星雲大師全集》論
壇等活動。出席貴賓有國際佛
光會世界總會理事依空法師、
世界總會美西副祕書長慧東法
師、世界總會美東副祕書長永
固法師、中華總會副祕書長覺
多法師、芝加哥禪淨中心監寺
滿普法師，以及加拿大、美國
23位佛光會輔導法師及佛光人
等，近240人與會。
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總會長
心保和尚及世界總會署理會長
慈容法師都特別預錄影片勉勵
佛光人。心保和尚勉勵大眾，
以信心、慈悲、結緣、和眾、
精進精神與道場和諧，來推動
人間佛教；慈容法師叮嚀大眾
，除了信佛、學佛、拜佛外，
更要行佛，學會奉獻自己，廣
結善緣，服務社會。
開幕典禮上，依空法師表示

貧僧有話要說

國際佛光會2018年北美洲聯誼會在芝加哥Edward旅館舉行，圖為與會者大合照。
，佛光人要學常精進菩薩，做
佛事，永不休息；慧東法師祝
福大家「以法相會」，互相認
識，並歡迎大家到西來寺參加
建寺30周年慶活動。
「佛光山與佛光會」論壇由
永固法師主持，與談人為滿普
法師、覺初法師、覺麟法師、
如揚法師分享弘法經驗，闡述

如何從信仰、結緣、信心、發
願中度眾，如何成立佛光會、
善用督委會協助會務的發展，
讓與會者了解佛光山與佛光會
是「鳥之雙翼」，彼此相輔相
成。
依空法師主講「妙法蓮華經
與人間佛教」，介紹《法華經
》經要，點出經中種種譬喻，

「可」與「不可」
在佛門裡，有所謂「宗門思
想」，你對於信仰虔誠不虔誠
？你對於工作倫理知道分寸嗎
？你對分內的事、不是分內的
事，都能很關心嗎？你肯得主
動的處理事情嗎？或者你有道
德勇氣嗎？你對於情、理、法
，都能照顧周到嗎？
記得多年前，有一個弟子從
美國旅遊歸來，他很得意地說
：「我只要講一個字，在美國
就能夠通行無阻。」有人好奇
問他：「一個什麼字？」他就
用英文說：「No」，就是不
可以、不知道、不懂、不會的
意思。
又有人問他：「為什麼一個
『No』字，就可以讓你在美
國通行無礙呢？」他說：「例
如，我在海關，他們用英文問

我入境的情況，我就回他：『
No』。因為他怕麻煩，怕跟
我囉嗦，就批准我，讓我入境
了。或者在美國駕車，有違規
了，警察來取締，跟我講什麼
話，我都跟他說『No』、『
No』，意思是說，你講的英
文我都聽不懂，他也嫌我麻煩
，就把我放行了。」
就這樣，過了不久，他又到
美國去旅行，但這一次，我從
別人那裡聽到說，他被美國的
警察機關逮捕了。因為「No
」，不能走遍天下。
說「不」的人 無法與人合
作
幾十年來，在我身邊接觸過
的一些人事，如果我看到他們
的性格不肯以助人為本、不肯
以結緣為要，我大都是隨他們
自然發展；因為凡是說「不可
、不能」的人，必定無能，必

定破壞好事，必定不能與人合
作。因此，我對這些說「No
」、說「不能」的人，大多不
會重用他。
相反的，凡是肯得講「我能
幫你什麼忙嗎？」、「有什麼
我可以為你服務嗎？」、「什
麼事我來替你做做看」，能夠
主動、能夠見義勇為的，所謂
「助人為快樂之本」，有這種
性格的人，我都非常欣賞。
例如，做一個知客師，客人
來了，他必定需要引導參觀，
需要餐飲的招呼，需要聯絡什
麼事情；但是，有的知客師父
怕麻煩，都是問：「你吃過飯
了嗎？」如果對方說：「沒有
。」他就說：「喔，你趕快去
吃飯！」事情就這樣推諉了。
或者，客人來了，有的知客
師劈頭就問：「你有到大雄寶
殿拜佛嗎？」客人說：「還沒
有。」他就說：「你趕快走那
邊去拜佛。」把客人打發走了
，他就沒有事了。 （待續）

躲貓貓
圖與文／周宏昌
拐進巷弄，神出鬼沒的貓咪常常帶給我
驚喜。
大熱天的，不只我們，原來貓咪也對高
溫束手無措。瞧！層層堆疊的夾縫，彷彿
加蓋再加蓋的違章建築，也順理成章成了
牠們的避暑勝地。
「喵！喵！（走開！走開！）」或許是
我誤闖禁地，但我真喜歡偷窺毛小孩的日
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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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國際佛光會芝加哥協會提供

說明如何在生活中修行。
「會務知津問答──佛光大
學堂」課程中，與會者分成6
組，覺皇法師以問答方式，讓
大家熟悉佛光會會務、組織及
運作的方式，並帶領與會者合
唱佛光會歌，背誦佛光人工作
信條。
晚間的《星雲大師全集》論

壇則由覺多法師主持，與談人
為佛光山中美寺住持覺安法師
、覺泉法師及美國佛光出版社
執行長妙西法師。覺安法師、
覺泉法師分別表達《星雲大師
全集》對現代佛教徒的意義及
對佛教徒學佛的影響；覺安法
師更分享，從全集中得到的啟
發，讓他更從容地帶領休士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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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會走入本土主流社會，服
務大眾。
最後妙西法師介紹「美國佛
光出版社」及「佛光山國際翻
譯中心」所翻譯的作品，這些
作品都曾得到國際出版界的大
獎，他希望「佛光人能把這些
好書與本土西方人士分享，讓
更多人得到佛法的滋潤。」

幸福方程式

舊家變新家
文／吳瑛瑛
周末，清脆的鳥叫聲，將我
喚醒，我伸伸懶腰，梳洗換裝
，輕輕的走到梳妝台前，望著
鏡中的自己，微微一笑，心中
萌生五味雜陳之感。
自1985年買下這間公寓的5
樓，一直居住至今，已經有33
年之久了。
在這三房兩廳的空間裡，它
載滿了孩子的嬉笑哭鬧聲，全
家人朗朗的談天聲，它曾經熱
鬧吵雜過；如今，兩個兒子皆
已成家，在外自組小家庭，30
坪大的空間，只剩下我夫妻兩
人相依為命。
為了要讓這個家保持整潔舒
適和功能完整，在兒子要結婚
的前一年，我們花了2個月的
時間，全面把這個家徹底重新
翻修，彼時忙碌雜亂的景況，
和搬家沒有兩樣。
外子說：要整理家裡的第一
步，就是要「捨得」丟東西。
丟東西，也是一門大學問，
一個東西要決定丟與不丟，都
很難割捨，因為每一個東西，
跟我們都有一段因緣、有一個
故事在裡頭；在丟與不丟的煎
熬中，常觸動自己想起許多往
事……
當時，家中最多最重的就是
書；看外子坐在小板凳上，一
一的分類要與不要的書籍，看
他那麼認真在翻閱、挑選、取
捨，心中有一種不捨的感覺，

因為我知道，愛書如痴的他，
書幾乎是他的第二個生命；但
他灑脫的一句：「有捨必有得
，捨了，就清心；丟了，就是
放下；沒看到，就輕鬆了。」
於是，他一口氣丟了幾百本
他喜愛的管理、軍事、旅遊、
歷史等書籍；而我也割捨不少
，平常較少閱讀的文學書籍及
大學參考書；而兒子們更把收
藏多年的玩具和故事書全都丟
了……
至於其他未經使用的日用品
，分別送給需要的親人或鄰居
，徹底做到物盡其用；看到大
家拿得高興，我們的心裡也開
心！
衣服則郵寄給孤兒院，或送
給適合的朋友穿，解決衣滿為
患的困擾！
要淘汰的中古家具，則送給
需要的鄰居，剩下的打電話，
請環保局來載走。
房子的整修從粉刷牆壁，換
地板、門窗，修繕廚房、浴室
，到採買新家具……夫妻兩人
，歷經兩個多月的忙碌，終於
把房子整頓完善。
當時，考量孩子即將結婚，
所以幫兩個兒子，都布置了新
房，並挑選他們喜歡的寢具；
以備日後，兒媳偶爾回來住時
，能住得舒適安穩。
房子修繕後的新家，我錄影
做紀念，並LINE給子媳們看
，大媳婦鈺旻回一句：「哇！
舊家變新家了，好棒！」
老公看了，眼睛笑得瞇成一
條線，我整顆心也雀躍了起來
……

我最愛你
文／融思
有一次，和老公帶96歲的爺
爺去醫院看門診，因為過號要
等一會兒，我二話不說就去裝
水給老公喝，等他喝完順口說
道：「你不去尿尿嗎？你不是
最愛尿尿。」
我很自然地說完後，一點也
沒覺得哪裡不對勁，待一旁的
男士離開位置，就推著爺爺的
輪椅坐到老公身邊。這時，老
公一把攬住我的肩膀，輕聲地
說：「老婆，我最愛的是妳，
怎麼是最愛尿尿呢？妳看，把
旁邊的陌生人都笑跑了，他在
笑妳老公膀胱無力啦！」老公
一說完，我立刻笑到噴淚。
看著他搖得像撥浪鼓似的腦
袋，我為自己的無厘頭笑到肚
子痛。這就是我那錢賺少少的
「憨慢尪」。雖然沒有錦衣玉
食，住的也是好窄好窄的小房
子，可尋常日子裡，他總是想
方設法地找機會逗我開心，就
算常常被我的壞情緒「勒索」
，道歉的也永遠是他。
那天在熙來攘往的醫院候診
間，我沒顧慮到他的感受，大
剌剌地說了那些話，他依然是
輕聲細語地給我台階下。記得
有一次我問他：「老公，我是
不是太嘮叨了？」好脾氣的他
卻說：「這就是幸福啊！」
是幸福吧！那一天、那一刻
，我深深地感覺到，自己真的
、真的是個幸福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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