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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聖路易聯絡處-淨心書坊  7825 Olive Blvd., U. City, MO 63130 
法鼓山聖路易聯絡處 – 淨心書坊 

7825 Olive Blvd., 聖路易中國城            (91 公車與 66 公車站前) 
網址: www.puremindcenter.org   Tel: (314) 277-5640  email: info@puremindcenter.org 

提昇人的品質  建設人間淨土 
 
 

                                                                                      
 
              
                                                           
 

 

『人生』要在平淡中求進步 

    又在艱苦中見其光輝!      
 

『人生』要在沉默中求智慧 

    又在活耀中見其悲願!    
                 
                 ~聖嚴法師~ 

 

                 

 

 
 

法鼓八式動禪心法 
身在哪裡、心在哪裡、 清楚放鬆、全身放鬆 

防疫期間我們所有課程活動以 
Zoom meeting網路方式進行 

 
• 周日念佛共修 

            每隔一周的星期日 8am – 9am 
 

• 佛教經典中文讀書會 
每月第二、四星期六 8:00pm-9:30pm 

 
• “ Zen and Inner Peace”英文讀書會 
每月第一、三星期五 7:30pm-9:30pm 

 
• 其它不定期網路課程 
電影讀書會、太極拳教室、有氧運動教 
室、插花教室 

聯絡處活動：

共修、讀書會、手語、志工訪視、志工培訓、兒童精進班、兒童夏令營等

靜思文化流通處：

圖書、書籍、影音(CD, DVD)、環保用品、禮品、食品等

佛教慈濟基金會 美國中西區 聖路易聯絡處
 Buddhist Tzu Chi Foundation, U.S.A.

Midwest Region, St. Louis Service Center

Website: www.tzuchi.org　　

人間菩薩大招生
您是否願意將您的愛心化為行動，和慈濟人一齊來推動人間美善？

長情大愛中有您，這個世界將更加美好！
人間黑暗角落有著無數苦難與不幸的人，他需要我們付出大愛與關懷。

慈濟四大志業、八大腳印，推動著淨化人心、祥和社會的巨輪，
他需要您我護持和參與。

歡迎您加入慈濟大愛的行列成為會員或志工

8515 Olive Blvd., St. Louis, MO 63132
電話：314-994-1999

佛 光 菜 根 譚

星雲大師╱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 e Merit Times
St. Louis

聖路易佛光山 
Fo Gung Shan St. Louis Buddhist Center

3109 Smiley Road, Bridgeton, MO 63044, USA
Tel : 314 2098882  

E-mail : fgsstl@gmail.com  www.fgsstlbc.org

不墨守成規，不故步自封，
才能在變化中求進步；不短
視近利，不好大喜功，才能
在守成中求成長。

如是觀史

進士兄弟王世貞與王世懋
文／余遠炫   

創藝綠生活

憶中畫童年
文／幼藍   
圖／郭木生文教基金會

佛 法 真 義 文╱星雲大師    

菩提心
佛教的教化中，一再鼓勵信

者要發心：發慈悲心、發忍耐
心、發無我心等，總說一句，
都要信徒發菩提心。佛教把「
心」比喻為一塊田地，你要有
收成，就必須先開發，這個田
地裡才能生長五穀禾苗。

或是山坡地，你也要去開發
，要做好水土保持，再種植果
樹，你才有花果可以享用。甚
至於河川地，你也要去開發，
這片河川地才能為你使用。

同樣的，對於我們心中的這
片田地，假如你不開發它，就
不能生長功德，不能生長慈悲
，不能生長你的財富；因為我
們的心田裡有無限的寶藏，不
經過開發，寶藏就無法出土，
所以佛教鼓勵人要發心，要開
發心田，要開發心地。

現在大家可以自我檢討一下
，我們的心田裡，到底擁有了
什麼？是雜草叢生的荒地呢？
還是堆滿雜物，髒亂不堪呢？
你到了那種骯髒不淨的地上，
連個下腳之處都沒有，當然不
容易立足；就等於我們的心地
上有了自私、嫉妒、怨恨、鬥

爭、貪欲等等，在我們的心地
上，有這許多骯髒、紛亂的雜
物，它怎麼能成長美好的功德
呢？

所以，佛教一再告訴信徒，
學佛修行，所謂「修行要修心
」，我們要把自己不當的行為
、不好的心念，先做修正。就
等於房子漏水了，你要修理一
下；衣服破了、壞了，你要把
它修補一下。你的心地自私，
要把它修成大公無私；你的心
裡充滿嫉妒，要把它修成對人
尊重、包容；你的心中滿是怨
恨，要把它修成慈悲平等；你
的心田充滿貪欲，要把它修成
喜捨布施。

你能把無明黑暗的心地，修
補成一個光天化日的世界，你
的人生才會充滿光明。

佛陀的這許多教示，都是告
訴我們修補身心的方法，只要
我們肯得信仰、使用，還怕自
己不能成長、不能進步、不能
成功立業嗎？

當然，發心也有等級，有的
人發心孝順父母，有的人發心
為社區造福，有的人發心為國

家效勞，有的人發心要普利
群生等。

其實，什麼叫「發菩提心
」？發菩提心的定義，就是
「上求下化」。

對上，我們要「上求佛道
」；對下，我們要「下化眾
生」。如果我們有菩提心，
對上要修學佛法，不怕風霜
雨雪、艱難困苦，我們都要
勇敢的去追求真理、修學真
理。

如果是對一般的後學子弟

，我們要布施給他們慈悲、般
若、智慧，讓他們在優良的環
境中，成長為一個有道德、有
品格的人生。這就是我們佛教
徒應該要發的菩提心。

但是，關於發菩提心，有人
說「露水道心好發，菩提心難
發」。其實菩提心是勇敢的意
思，你只要有道德勇氣，你有
俠義的心腸，見義勇為，為維
護世間的公平正義，你要勇敢
的去主持公道；你對人間的諸
多糾紛、貧苦，你能解決他們

的問題，這個就是菩提心對世
間的重要。所以從古以來，多
少人成為菩薩、成為大德高僧
、成為大慈善家，原因就是他
們都能發菩提心。

現在我們所有的社會大眾，
不管士農工商、婦孺老幼，大
家不妨問一問自己，你有發心
嗎？你有發心，你自己就有功
用，家庭就能受你的利益，社
會就可以受到你的貢獻，國家
也會獲得你的幫助。如果你沒
有發心，就是只有享受國家的

福利、享受社會給你的施捨，
你就會成為一個消費分子。

你因為沒有發心，心田裡就
長不出禾苗；你的心地沒有經
過開墾，能源、寶藏就無法開
發出來，那麼你就會成為一個
一貧如洗的窮人；相反的，你
能發心，尤其能發「自度度人
」的菩提心，那麼不僅能自利
，也能利人。所以，這就是佛
教重視發菩提心的原因，這也
是我們今日學佛修行的人，所
要學習的第一要務。

圖╱pexels

基於疫情停留台灣兩年之久
的畫家暨作家劉墉，聽聞慘遭
祝融之災的日治時期海軍軍官
招待所（台灣大學單身教職員
宿舍前身）已修復完成，並以
過去台大師生及附近居民對此
建築暱稱的「大院子」為名重
生，興奮地前往所成長的大院
子參觀，於內憶往作畫，昔日
兒時經驗的點滴，躍然揮灑表
露於筆墨之間。

著有《花癡日記》的劉墉喜
愛畫花，尤其對薑花、曼陀羅
兩款花卉情有獨鍾，為其對雙
親深深的思念。薑花源自他年

幼時偕同父親至江邊徹夜垂釣
，依偎在父親肩膀睡夢之際，
鼻息間洋溢著薑花香，迄今依
然留存，不因父親的早逝而消
散。曼陀羅則是其母一日從野
外採回，種在自家後院開花散
葉，瀰漫著香氣；13歲那年住
家失火，曼陀羅亦被燒毀；相
隔數月，不意竟從殘餘的茅廁
廢墟浴火重生，再度飄出曼陀
羅花香，驚喜之情無可言喻。

10年未舉辦畫展的劉墉此次
展出35幅畫作，作品呈現昔日
大院子裡孩童們捉迷藏、放風
箏、爬樹、摘果子的日常，節
慶觀賞舞龍、舞獅、放煙火的
歡騰，生活裡曇花、芍藥、月
桃、朱槿、木芙蓉、馬纓丹等
諸多庭花野草，綴以蜻蜓、螳
螂、螢火蟲、青鳥等蟲獸於花
草間，饒富童年趣味。

王世貞與王世懋是兩兄弟，
哥哥王世貞比弟弟大約十歲，
兄弟感情非常好。王世貞在嘉
靖二十六年中進士，當時不過
二十一歲；王世懋則在嘉靖三
十八年考上三甲，當時僅二十
多歲。

一般皆認為，王世貞的文采
與博學要比弟弟強一些，但這
無損兩兄弟的感情，他們之間
的情誼，就像北宋大文豪蘇軾
與他的弟弟蘇轍那般。

王世懋字敬美，從小就喜歡
閱讀《世說新語》，這是南朝
劉宋王朝王室劉義慶集結門下
食客所編撰的作品。

內容是從東漢到東晉時朝高
士名流的言行與軼事，共約一
千一百多則長短不等的故事，
有些已具有小說的結構，讀起
來饒富趣味。

王世懋迷上了《世說新語》
，甚至想把這本書變成「世說
學」，就像現代人迷《紅樓夢
》而有了「紅學」，喜歡金庸
的武俠小說而有了「金學」一
樣。而在明代中後期，《世說
新語》在刊行一千多年後，竟
然成為熱門的暢銷書，主要就
是因為王世貞與王世懋兄弟的
推動。

尤其是王世貞，針對《世說
新語》進行刪訂，讓這本「古

書」重新活躍在眾人面前。
從《世說新語》的大受歡迎

，就可說明王世貞對明代文壇
的影響。

雖然清朝的一些學者對此頗
不以為然，但明朝人喜愛王世
貞兄弟，新刪訂的《世說新語
補》很快地就成了熱門書籍。

因為明代的出版商，只要一
聽到王世貞的名字就覺得書可
以大賣，就連李時珍的《本草
綱目》也要找王世貞作序。因
此，若沒有王世貞的刪訂與掛
名，恐怕很難實現王世懋的願
望。

嘉靖三十八年，可說是兩兄
弟一生的轉捩點，也是悲喜交
加的一年。

當年王世懋考上進士，但他
們的父親王忬卻因身為薊遼總
督誤中蒙古詭計遭到問罪。嘉
靖皇帝下令處死王忬，王世貞
與王世懋兄弟到權臣嚴嵩的宅
邸前跪求痛哭，希望能挽回父
親一命。

但嚴嵩父子本就想置王忬於
死地，最終，兄弟倆只能帶著
父親的遺體回故鄉安葬。雖然
明穆宗即位後，在首輔徐階協
助下，平反了王忬的案子，但
兩兄弟卻已對政治感到厭煩。

太倉王家四代人出了八名進
士，包括王世貞、王世懋兩兄
弟，也在地方傳為佳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