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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偽烈火巾，我已被折 之前，突一然又有人推了我 久那位先生將我們安置在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馬桶伯伯、拖把叔叔與香 主自心1善
. 思。」吊起時不自
一把，喊著
成幾枝短短的竹斤 9雖然
「大哥!我們到另一個 主弟弟的附近。馬俑伯伯 覺地淚水奪眶而出，我的
不斷地鼓出「岐 1.吱」
心已被排、平了，更看到在
的叫聲?但那不是痛苦而 新世界了占我眼睛三先﹒. 閉口道
「你還為剛剛的事生氣 他們的眼光中，是充滿著
「雞貨店 1.」
是喜悅。一一一勾峙擠到小朋告
期盼與祝福，希望我能趕
「哇!房子裡琳螂滿日 嗎?」我沒有理睬他，伯
訴媽媽說:「掃把的壽命
好如此啦!」女主人以一種，有老各類新鮮的朋友。 伯以老成持重的口氣繼續 快到社會上服務。
終於，談會來了。有一
智惡、經驗的口吻凹答說 」另一個兄弟這樣叫著。誼者:
一﹒「孩子9他的壽命雖短 找昂首淵步地率著兄弟們 「你知道今後一該如何生 天，一他婦人家帶著小孩
上門，告訴那位先生想買
一光治?沒有半點虛擲o 」
一副憶過去，剛與其他兄

的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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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弟從家庭式的工廠製造出

一以做瞧了哄一站伯世界，帶

一來時?我悄悄地崢閻王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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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站群流浪的遊子們百般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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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生死道中漂泊了這麼久
(一希望找個歇闢處|i投入彌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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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我一定要使這地方

終不知如何疏導自己的情

時刻刻地在耳邊響起，支

。但是伯伯叔叔的話，時

成為淨土。」我不停地彎 緒，好幾次想要奪門而逃
下腰去掃，看他們往那兒
躲，掃著、掃著，→顆不

的親近大地婆婆時，我感
覺到大地婆婆的偉大，無

耐煩的心，一覓踮著灰塵揚持著我，也不斷地提昇著
起，我勉強地按按下去。 我。有一天，我被主人帶
結果，地面搞好了，情緒 下樓清掃馬路，當我真正
也消了。午後，新鮮的心
情再度提起，我快快樂樂

從來也不懊惱、埋怨。這

大小便、垃圾的污染，他

的到廚房去，哇!太好了 論是笨重的高樓大廈、或
，老朋友l拖把先生也在 車輛、行人的踐踏、甚至

P
為J布吟詢活

的裝部得清扣詐，

湧泉之歌

圈
我想到過去求學的歷程l

「有些人讀書十分

有一次導師與我同行，
9

他告訴我

中時

一次與師父一起搭車，師父

，書更是唸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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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四年十月廿七日

中

剛開始讀大師傳記時，內心只是急著趕快把它一君完，

住了，竟抬不得看那麼快，究竟其吸引力在何處?

可是隨著書中的介紹，見瑜被大的的生平事蹟深深吸引

一者，奉木主遊方l!大師出家後，四處遊方參學，
時其母逝世未滿三年，亦鄧大的之服喪尚未期滿，理不
該遠遊，可是大師參學願切，使持其先母木主遊方，每
一食必供養，居必禮拜，這可見大的念親恩之至深矣。
一二者，參峰不懈不倦l出家的參學有多種，大師採遊
一方參學。因為當時有許多僧人對一趙州八十猶行瀾，祇

+立為心頭未悄然，及至歸家一無一事，始知處費草鞋錢。 L 不
甘州以重視前二句，只採後二句認為遊方祇是徒浪費草鞋錢來

一\隻凹處還方，不倦不懈，增直見闊的明長智慧，來對當時

剖川掩飾個人的貢高我慢及惰性，於是大師就以自己形單影

-ν
門/ 的僧人，不知自己是否真己歸家，真已然一事，提出0
呼籲

的叫見三者，善用心力ll大師遊走四方，至杭州梵村，定

品干，從此虎患不再

o

叉有一次村中久旱不雨，大師循由念

草寸瑜居雲棲寺，山民苦於虎患，大的部為其(虎)誦經施食

活俱佛，大雨部降。另一次是村民來往之朱橋老是被潮水沖

iu
壞而導致多人喪命，大師應村民所求發動建橋，每下一
小但樁持咒百遍，致潮水不至，朱橋順利如期完工 o叉村中

JJ

大師的參學不懈不倦，我們要學的是大師遊方參學的
動機與精神ll看清自己所要追求的是什麼，不隨波逐
流，不顧異惑眾，用自己的身體去力行，一步一步的尋
求至上的真理，虛心向學，充實自己，動行不怠。
大師以其心力驅虎息、祈雨、建橋、法疫，並非顯神
通力，招人恭敬，而是本著仁民愛物悲憫畜生的胸慎，
運用心力，祈求佛菩薩威神之力加持，我們要有如大師
悲憫的胸懷去行事，並深信佛力不可思議，能有篤定的
心力白可召感護佑，不論出家在家學佛，當知一切災殃

流露。誰言出家之人，割愛辭親剃除鬚髮'謂之不孝叫刊)
若世間入都能深深的體會大師慎終追遠，善體親心的精
神，就能達到以禮治天下了。

撫育養育之恩，這是大師內心的厚德，也是至情至孝的

遊走四方，而是大帥的背後精神ll至誠憶念母親生育

奉母木主遊方，我們要看的，不是大師拿著先母牌位

略說印象中最深刻的大師事蹟如上。為什麼大師的這
些事蹟行徑令兒瑜如此念念不忘?

法、發問弘誓顧，而後姐向淨土。

眾人多行放生，大師的放生先是為生類懺悔、皈依、說

見一斑，未出家前就戒殺放生，祭必素，出家後更普勸

四者，放生法會i大師生性的仁慈憫物從放生中可

甦了。

會開始不久，信疫蔓延之勢不再，許多奄奄一息者亦復

萄心流行瘟疫，蔓延猖薇，大師為此舉辦旗祈怯癌法會，法

視了它霉靜的海面。收拾一于
思緒，我想 此時我的心境是

/小沙彌

在在處處無不是見瑜所當學習的，更是天下佛子的楷範。

應該如大海一般。因為不管外 眾生共入佛道」。我們若能深體大師的行頓、悲心，入
境如何，究竟是起伏生滅的， 世間的災難、庚氣、怨冀，何患不能消餌於無形的刊
讀完大師傅，大的的景行一直翹盪心中l是親恩的商
而我要把握的部是現在。
極，是輪超生死的苦難，是真參賽學，固定佛道的圓成，

一因此他透過自己的心力
至重者生命，天下圓寂慘者殺傷
l
運用人類的語言，為她們說法下菩提種子1!「願一切

，且要修的課太多，於是便依 捨下色身，為自己的慧命多加 ，每當它落下來時，我的心裡 苦厄的化解，是要有深刻的信仰加上定慧的修養，而大
就有說不出的惆悵 ，那浪濤
師的心行正是我們修學的楷範o
幫別人的筆記，結果心不自在 努力。
仍在一起一伏中，僅管它是那
大師的放生不是例行公事的處理，而是對生命的真正
麼的澎游，但此刻的我彷彿透 尊重，既是生命難為異類何忍殺而食之，大師說「世問

七十四年十一月廿六日 我就讀大學時，我發心把我 ，人何必那麼辛苦呢?逃避、 公事辦，公事辦完辦私事」:﹒
所知的皆分享給同學，結果我 畏縮、怯弱、姑息。試想 願 ，然而事實總在澆我冷水。
為眾生服務的人，豈是這樣地
記得小時候，坐在海邊，我
今天早上考沙彌律儀峙，我 唸得十分白在 o後因興趣問題
，我轉入另一所大學，我一直 放任形骸，好、逸惡勞所可以完 總要看那襲捲而來的大痕，且
都答不出來，原因是我輕忽了
「、沙彌律儀」這門課，'事實覺
上得自己身體差，趕不上進度 成的，期望今日認清自己後， 希望那浪潮一次比一次一口同
考前我是看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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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土上，迴撞在遼潤的處空中

一聲聲的阿彌陀佛散佈於香光寺的

的呼敝〈-B.s.。

一天氣奇寒、氣溫驟降，我卻聽
他行有的心軍到阿彌陀佛，盔
寫一路
AH
皂K
的法兵，只有用模板

蘊緝蠹姆

一堉一城?加配幾門道鮮花?但這些

融見/

心映長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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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卻已完全付出了生命的 進入，忽然從旁傳來臉盆活嗎?」「一個不會生活

..

局功，達痠寢忘食的地步。」 要我學電腦(當時我尚未出家 晚上打完了三陣鼓，心中不
「好大的挫折感啊
我答道:「如果這麼辛苦，我 )，但我卸想著 「我若答應 禁地叫出
寧可不唸了!」以後，導師對去學電腦，以後豈不是又得多 !」因為我總希望自己一拿起
鼓槌'便可以愉快勝任ll 藉
我的成績要求是九十八分以上 花一份心思嗎?」
，不然就會挨打;因為老師深 總而言之，許多問題的癥結 芷若鼓聲來傳達作息的訊號，也
就是il我的臭皮囊不能透支 遁送佛法的意義i「公事辦，
知我的習性，放出此策。
..

海裡

百納衣，幾條菜根吞，為維生
巾滋味。平日在安隱閒逸當中

得道放?專誡念佛，雖然平淡
也持佛名號?但卻不夠真切，

.•....

一份隨遇而安的態度令我
十分感動，在他身上，我
終於了解生命的真義，我

..

那見，我高與地向他打招
呼:「晦!老朋友，您可
要幫忙我喲!」拖把先生
眼皮也沒抬，無精打采的
靠在牆邊，似乎對我的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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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飄忽不宜;而此刻的佛七我
縱有干年堅冰的罪業，也能賴
德洪名，消融淨逛。啊!布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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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著幾分憂與&品，瑟的朵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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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番，念佛滋味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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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他是體驗不出人生 一技掃把。我瞪大眼睛， 求，充耳不聞，我的心像 發願跟大地婆婆學習，因
一知自己將扮演怎樣的角色 小姐的譏笑聲
-Lu的
h是對於這個禹花筒
「掃垃圾的人來了，于 意義的。然而真正的生活 望喜婦人，巴望她快快把 誼冷水潑了一般，涼了半 此我愈來愈勤快，凡是我
走他
過的地面都是一井光潔
婦。我好想入中心伯伯叔叔
一般的世界怯到非常好奇。 高不些住到我們這表來。 就是將真誠與生命全部奉 我民下，一一一挑四選後，截
隨著時光的流逝，我也
人最後還是看中了我。帶
的Y
小出來。」)逗峙，我屏著
一過此一一時日，終於有動靜 」、一及時菜刀先生、碗盤獻
老了，美麗的棕毛不再光
一了。一天傍晚?有一個搞 姐也加入陣容譏笑我們， 氣息，專心注意的聽著， 什電且向悅、企盼的心情，我 有一次，正當我貪婪在
睡意中時，小主人把我找 亮、濃密。我知道該是邁
接著拖把叔叔也發言了 揮手向大家告別。
一人山現在鬥口，只知道他 我恃性然地街口而也
。合
新悶棍撓，來的阿朋友可了
真去，來到了廁所，旁邊 向人生的另一程了
「孩子啊!如果你老是
騎1
驢.
看唱本，走
「MPf
一典主人喃估幾句，就把我
一們全昂推進卒于一誤，他粗著瞧，有一天 9我要你臉 在自大與不滿中括著，你 多，一點都不寂寞，但天 竟是遺留著糞便，一股悶 上限，回憶往事，心中一
姐盛水來為我們洗帥 就無法掃平你的心，更何 天所面臨的都是做阱又臭 氣油然而生:怎麼連這一 片白在、寧靜。此時火仍
一心的勁作多撞得我覺盆
到小的
一向?心巾直理想著?這人
。」哈、哈、哈，兄弟們 況你追要為社會服務呢? 的污地，→…以瞧過去，地點衛生都不知道，專要找 然猛烈地燒著，鍋中的菜
。
「『己欲立而 面盡是灰塵，攻心巾吶喊 人麻煩。幾天下來，我始
也快熟了
一位兇。就在神智尚未恢復 為是一主場勝戰而大笑。不有句話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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