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驚
一陣而來站卒的聲
音恆了昏沈中的

1.

財店門貫且只不回母親一絲的笑顏，顯赫
面對壽命的有限性，我徹頭徹尾的無

的名位也補贖不了母繞世間的久住

9

能為力 1.
緊接存葬禮，更深刻的感覺
到 9即使辦得再好、再降重，又能帶
給她什麼呢?我不祭要問﹒﹒除了口禮
父母親內心真正需要的是什

之養外

的眼光。一母親已經病了好長的一段也無法解闖一條條日漸望深皺紋下的

我?持一起頭接觸到母親溢滿了憐惜 麼?為什麼甚至連子女的成就，孝敬

乾脆死了算了 9兔得這累了你和爸爸
。」但有時又品 「孩子?你去跟醫

J
間汁，
》

出家師父平靜的話語深似的感動了
生品?好好幫我醫?我不想死 9我還
有好多心願沒有完成，你還沒有結婚 我 9「有生必有死，死亡是每俗人都
?爸爸還要人照顧。去!去!求醫生 必需面對的 P你要以何種心態來與它
相對 P是怨天尤人的不甘情頤，還是
打最好的針，用最好的藥，讓我的病

L 一點力量。
9我沒 有

百善孝為先

9

三也在家位、在學校

9

所以，教父母放下身心稱念佛名，以
阿彌陀佛來充實精神的內涵，生時能

足酬 9親得離塵垢，子道方成就。」

大師有一互相，「恩重山丘，五鼎三牲未

在生性異滅的循環當中，不會永存，
何況是我們四大假合的軀殼呢?蓮池

滅，即使山川大池，日月星辰也都是

快點好起來 1.」一想及此，我的眼淚 安詳自在的坦然接妥?」內心纏繞許
都會情不自禁的模敢而下。這些生命 久的問題終於豁然解開了，「其實在
呼喚的諾言，我依法做任何的答覆 這世界上，有情世界有生老病死，器
面對眼前的母親、病覽、死神、還有 世間有成住壞空，一切都不能長久不
我

9

9以及烏鴉反哺、羔羊跪

凹想在成長的過程中
的文化主德
乳的孝行古訓
照苦吐

5

、在社會中教育苦攻，然而對於衷衷
父母，生我助您刀，推乾去濕

我迫

9

生死苦海，我們才真正報答了親恩。
」從此，在身心中，我找到了一片祥
寧的天地，朝念彌陀 9暮念彌陀，日

甘的萃的心?部無法在負笈離鄉的歲月 得到心靈的平和，死時也能自知時至
，無有恐怖、懼怕，找到極樂盟土為
9對父母聊表於為一。畢業後
，山山外求職，偶而眉目田家?雙稅總 究竟依歸之處。只有父母超脫輪迴的
時空中

是欣喜間頗的忙著准備吃偽、忙著噓
寒問暖 -e「在外頭有沒有吃飽啊?到
像從前老白夜貓子太曉峰。」「工作

洋房相較之下更顯得破舊不堪

不要太累?傷壞了身體是得不償失哦
!」臨走前又仔細地為我打點衣物，
每次回家內心都會翻滾著歉疚 9自為
連最起碼的晨昏定省也無法躬親實踐
?反而煩勞父母又多除了一分心。但
是那幢住了二十多年的老屋與隔鄰的

9

增添了

子一久我念佛的習慣也感萎了父親，
一串念珠成了他最心愛的寶貝。在念
-日
Z
佛聲外我聽到了父親清淨無言的心

「沙門釋

出家後恭讀省庸大師的勸發菩提心
子，既甘旨不供，祭記不給 P生不能

文，大師在文中感慨地說

切想多賺一點錢改善雙親的唬住，生活 養其口體，死不能導其神靈，於世間
?並且計劃陪他們去四處遊賞。天不 則為大損，於出世又無實盆，如此兩
途俱失，重罪難逃。」在多少個宗教
負所頭，老屋經過重新粉刷

腦中浮現的是

己內心的一份挑戰時

無形地在內心裡滋長
9

母親蒼蒼的鬢髮裡那佈滿皺紋的額頭
，兩眼含著淚，欲言又止的神態，深

3

頭、阿里山、陽獨山

深地震撼著我的心;而那生命的呼喚
總在每個面對諸佛菩薩的時刻裡提繞

;更留下雙親

現代化的家庭設備也煥然一新了;溪 生活體驗的日子裡'每當我在接受自

著我。「孝」

@自軒

讓我邁穩步伐一步步的往
、福育著 p
晶
4
一)
仟一兀整

的歡磨。
我以為物質生活的改善以及大自然
風光情趣的精神生活，可以讓倆老享
安安樂的晚但;直到有一天
9母親病

3

」一堆桔骨，今

'過著白中一食的生活。

J 的義存禪師間
初與福州雪峰廣一幅
隘
為道友，一天備法師帶著簡單的行囊

，準備到處行胸參品，剛出了山門，

忽然踢到一塊石頭，皮破血流，就在
那當下豁然開悟 1.因此打消了下山的
念頭，繼續依正義存禪師，探究心要

「衷衷父母，生我勞碎。父兮生我

幾年後，有一天晚上，夢兌他父親
前來作峰說:「因為你也家及與心見
性的功德，使我得以先到天上著道，
所以特來感謝你。」

，母兮鞠我，咐我畜我，長我育我，
騙我復我 9出入復我，欲報之志，吳

il

確信自我生命的

」古來多少佛門中人，憑著

o

一分孝思與信心

天間極

提昇、內在心靈的歷煉，及外在色身
堅忍的毅定是有功德，而內在心靈的
歷煉是仰仗參修、入于心佛議經、種懺、

是為顯揚胡德於後世，圖報親恩於萬
-o福州玄沙院備禪師，僅是這千寓
孝行中的一例。但為什麼世人會訕訕出
家人不幸?是不能接受剃除鬚髮?割

母師僧三寶之德於不墜。因此肯定地 愛辭親?未有婚攘的家庭生活?抑或

@自鬥鼎

其不孝者
豈無我乎?

源自深深感恩敬愛的至情，會使心地
弘法科生，乃至一點一點地怯除私慾
自然調柔、順遍，不僅能養其志節、
、惡入中心，這些都能一墮陰白己的先祖乃
不扁舟父母師僧三寶，更由於出自孝順
至現生親友。
的至惰，念念思親，入中心念化成顯揚父因此，從孝思開始，有/通種行持的
方法，如禮塔、拜山、誦經、持兒、
講經、說戒，也有培一幅供僧、印經導
蓋了修橋鋪路、施恩濟貧
，這些
身心的服務、奉獻血(造福人群，無不

世人常說出家人不孝父母，如果一所
佛陀成道不久?即宣裁 -梵
h綱經菩
竟是不正確的，那必要如何證現呢?如
區、心地口問菩薩戒」
o
菩薩或不同於聲
果是正確的，那又是怎麼來的呢?
聞
戒，聲聞戒是依佛弟子隨犯隨制的
;而菩薩是大道心的眾生，於成佛道
一切眾生皆
上款款吃吃的教化有情，菩薩的一切
是父母的沉思
所作、所行，無不是建立在這樣的基
一個風和旦一麗的午后，佛陀領著 縫上 ii 「心地戒」 jl 是徹底的，
弟子，大比丘、大菩薩們，一直往南
淨
化
的「心」的戒律，總其或相有十
走。沒多久，俠陀突然停下來，向路
重
四十八輕，論其紹自有三于威儀，
邊一堆枯骨五體投地禮拜起來。實在
八萬細行，但以「孝順」一綱領攝盡
太奇怪了1.侍著阿雞奈不住滿腔提惑 無遺;不但孝順生我、育我、輔我、
，趕緊的請示道:「世尊?你心是三界
畜
我的父母;也孝順生我或身，長我
的導師，四生的慈父，普天下的人都
法身慧命的師長、三寶。父母是血改
恭敬您，為什麼今天您卻向一堆枯骨
眷屬，而師長三寶是智慧生命承績的
禮拜?」
關係'這是孝的真正內涵。
佛陀仁慈地回答:「阿難，你雖然
「孝名為戒」 ll 孝那是戒，為什
是我的上座弟子又兼侍者，出家也很
麼孝就是戒?因為孝順父母師長三寶
長一段時間了，但知道事情的層面仍
，就會想盡辦法以清淨身口意三業修
供養，自然會除去「色錐」?了無達
」等身口意上的不順乖漠之情;況且
然不深不廣。你不要只看到這一堆枯
骨的外紹，他們是我們前世的祖先、
多生的父母，他們是貢獻全部生命，

創造繼往開來文明的推動者，因此我
要禮拜!」
「這些枯骨，有的是我前世的旭先

1

，有的是我多生的父母，他們是貢獻
全部生命，創造繼往關來文明的推動
者，因此我要禮拜

天但如讓我們看到了，可能我們會覺
得染上一身晦氣，頻呼衰運，自認倒
擂，因此得趕緊借吃喝或其他方法來

9

沖沖、來平息這一次意外的遭遇。但
悲智灰運，人格圓滿的佛陀，在時空
卻以當時印度最嵩高的禮
的透視中

你認為釋氏無父嗎

9

謝依霖

陳財星

釋道深

壹佰一兀整

孝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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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U一
U善緣。

J

謗僧?我只能時時深沈地省思回應
l 「其不孝者，豈無我乎?」

i

菇。其大師努

五、自焰口星星、二百糾糾」

世樺印刷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六
十巷一之一號二樓
電話:三四三二八 O 八

歡迎函索。

幅囚一批，託本公司贈與十方大德，廣佛結
事全集合刊

茲有善心人士拉心，恭印佛書一

唐朝，一福州玄沙院，偏宗一禪師多
他的父親捕魚為生，不幸溺死水中，
備、法師在哀痛之餘 9為報答父親的養
育深思，便發願為僧。出家後修行極
其刻苦，一雙草芒鞋，一件，粗布僧衣

iJFi

腎、心目地生長克軍

童， 誰
i 是

在且就一則高僧的故事來瞻仰佛門的

儀 li 五體投地，禮拜已經亡故卻不
說，只要孝順，自然其足一切淨行。 遠離家門?參方行帥?沒有自韻社會
知姓啥名誰的祖繭先靈，而且肯定「
所以優婆塞戒經中說:「受持戒矣， ?這是誤解?還是出家人自己造成的
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
不能供養父母師長者得罪。」更是明 日
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因此視一切
白指出孝順就是持戒，故「孝名為戒
「父兮生我﹒此時兮鞠我」，今日我
女人如母如妞，說一切男子如父如兄
亦名制止。」制是指戒法，因遵守成 身上的一站一血，那一不是父民憂思
，在輪迴道上相依棺存，在現世的社 法能止惡，所以名制止。在中國孝經 、辛勞的結田間?儘管說:「生養死葬
會又是彼此互動著'相互影響，相互
中也說:「孝裁者，非法不言，非道 ，小孝也 1生
. 俾底豫，死俾流芳，大
貢獻。這是何等崇高聖潔深邊的至孝
不行。」同樣指出孝能正惡行善。
孝也;生導其正信，死薦其靈神，大
心靈啊!面對這無盡無邊，一脈血緣
源發於孝順父母師僧三寶，而攝盡 孝之大孝也。」但今日我的剩一髮染衣
的相關連 9至尊的佛陀提出這樣的教
一切戒行。所以在三藏十二部教典中 ，本為僧倫，煩勞更多的人培育我、
導，他虔敬頂抽恆的身行，如實表、達一 ，我們都能俯拾到最珍貴、最崇高究 成就我，面對師長、向修、信施、家
切眾生 li 若過去、若現在、若未來
ii 上自諸佛菩薩，下
竟的血巷道表現
園的恩賜，反悔自己身口意的一切所
，在佛陀心中的地位。真誠地回應這 迄祖師大德，乃至平凡的佛弟子，現作所行，又是何其不足?骰如世人指
責出家人是不孝，不管是誤解?或是

一眼血緣的呼喚

自γ ﹒

孝名，為戒亦名制止

陳海卉

李正喜

「梵綱經」是教導菩薩行萃的方法
.「爾時釋迦牟尼佛，初坐菩提樹下
多成無上覺，初結菩薩波羅提木艾。
孝順父母的僧一一一寶，孝順至道之法，
孝名為戒，亦名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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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了，我驀然的驚覺?死魔的陰影，

華經香

使我意識到生死離別就在眼前。在醫
院的那段日子?我恍然了悟
9雖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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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了。每宮我照顧她的時候，母親 憂悲與失落。內心的問題一直在縈撞
「我的病拖果你成一一這樣，著
每，每當望著父繞深鎖的雙眉，一股
惚會說 eo
天醫院、公司兩頭跑步又要出差，我莫名的焦慮就從內心升起。我試著去
搜尋，在過去所讀的書本中，我找不
多麼想你在這裡一陪我、照顧我，可是
到我
答還
案?
一一一千世重的醫藥費又要你負扭，
是在生活的一音聲中，我聽不到
圓融的回答，最後我」帶進了佛教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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