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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文摘

假如你不花点心思去训练你的心，它就
会随着它的本性，依然粗蛮。

心的本性是可以训练的，所以它才能有利地被应用。就拿树
来说吧！如果我们把树保留在它自然的状态，我们永远也
无法利用它们来盖屋子，更不能将它们制造成建筑屋子所需
的木板或其它材料。总而言之，若有木匠想要盖屋子，它会
先去寻找树木，在取得原木材料后，再加以有效地应用；那
么，在很短的时间里，他就可以盖起一栋屋子了。

禅坐与心的增长也相似于此。你必须对这颗自然的、未经训
练的心 —— 如同你会去森林里取自然状态下的树 —— 加以
训练，这样，心才会对自己更细腻、对自己更觉醒，而且更
为敏锐。

《森林里的一颗树》《森林里的一颗树》

————    阿姜查尊者 —— 阿姜查尊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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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回的过程  轮回的过程 
《缘起论》《缘起论》

达摩难陀博士

缘起论（Paticca Samuppada）讲述生与死的过
程。它不是一种讲述世界始于原始物质的进化理

论。它讨论轮回和痛苦的根源，以消灭生命的苦恼。它
没有尝试解开生命的绝对起源之谜。

若人要发展洞察诸法的起源性质的慧见和了解轮回如何
依赖某些起源而发生，他必须首先审查佛陀所宣说的缘
起论（Paticca Samuppada）里的十二个环节。

无明是第一个环节或生命之轮之因。不如实知见一切事
物和不如实知见自己，是隐蔽正见的无明。

缘无明而有活动（Sankhara），包括道德和不道德的思
惟，语言和行为。直接或间接以无明为根源的善或恶动
作必定产生适当的效应；它们倾向于延长在生存大海里
的流转。无论如何，我们需要不痴，不嗔和不贪的业，
以消除生命的苦恼。

缘活动而有连结今生或结生识，新生命成孕的那一刻所
经验到的第一个心识。

与结生识生起的同时，精神和物质（Nama-Rupa）生
起。从精神和物质的现象生起了六处。

缘六处而有触。

触导致感觉或受的生起。

缘受而有爱，缘爱而有执取，若目标是可喜的目标。执
取产有（Bhava），有产生生。

老与死是来自生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构成生命之轮的环节或缘可以如此的被总结:如果一个
原因造成一个结果的出现，那么如果原因止息，结果
一定也止息。换句话说，当甲出现时，乙出现，当甲
止息时，乙止息。

缘起论（Paticca Samuppada）倒过来的顺序将会清楚
的交代这件事。

老与死的出现不得不依靠一个肉体的生物，即一个具有
六处的组织。如此的生物必须诞生，即有生物必有诞
生。但是诞生是过去业或行动不可避免的结果，而过去
业或行动是因对贪爱的执取而生起。贪爱因感受而生
起。感受是六处触到六个目标的成果。六处，即感官，
因有精神和物质而存在。精神和物质来自结生识，结生
识的存在是因为不能如实知见一切事物的无明。

这个生与死的过程没有止境的持续着。过程的起点不能
被决定，因为不可能见到这生命之流没被无明笼罩的那
一刻。不过，当无明被智慧取代时，这生命之流体证了
涅槃，轮回的过程才终结。

佛陀在缘起论（Paticca Samuppada）
里清楚的解释了轮回如何发生。

《你相信轮回吗?》《你相信轮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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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悟之路 】

1. 说明了我们必须对自己的痛苦负责。

2. 解释了人类的不平等。

3. 说明了产生天才和神童的原因；

4.  解释了为什么双胞胎具有同样的物质基础，享
受同等的条件，在精神上、道德上、性情上和
智力上却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特性。

5.  说明了在同一个家庭中，孩子们的许多不同
点，遗传只可说明相同点。

6. 说明了一些人非凡潜力的原因。

7.  说明父母和子女之间道德和智力的差异。

8.  解释了婴儿如何自发地产生贪、恨、妒等 
情感。

9.  说明了初次见面时的本能欢喜和厌恶的原因。

10.  解释了如何在我们身上发现邪恶的垃圾和善美
的宝藏。

11.  说明了为什么具有高度文明修养之人会突然
大发雷霆，邪恶之人为什么一下子成为一个
圣者。

12.  解释了为什么花花公子出生于父母圣洁之家，
圣洁的孩子为何生于放荡荒淫之家。

13.  从一种意义上讲，解释了我们的现在是我们过
去的结果，我们的未来又将是我们现在的结

果；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讲，我们的现在又不
绝对是我们的过去，我们的未来也不绝对是
我们的现在。

14.  解释了非时之死，及命运窥想不到之改变的
原因。

15.  最重要的是，说明了为什么会产生无所不知、
尽善尽美的精神导师，如佛陀 。 他们具有无
法比拟的庄严相貌、精神和心智品质。

业和轮回 业和轮回 
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什么?Narada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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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悟之路 】

障碍(Nivarana—Ni+var，意为
妨碍，阻止)，意指阻止一个

人的进步发展，以及阻隔解脱或升
天之道，也可被解释为对忆念(思惟)
的覆盖、阻拦、束缚。

此障碍有五，即：贪欲(kamacchanda)，
嗔恚(vyapada)，昏沉睡眠(thina-
middha)，掉举恶作(uddhacca-
kukkucca)，疑(vicikiccha)。

1. 欲爱。指对根尘如色，声，
香，味，触等的贪求和执着。它被
认为是一障碍，把人束缚于此娑婆
世界。

一般众生被此诱惑之根尘困裹，
由于缺少自制自律，故不可避免
地生起情欲。此障被静虑(禅那)五
性中的一境性(ekaggata)制约，
证第一圣果后而得以息服，证不
还果时得以根除。贪着的微细
形式，如对色界和无色界的贪爱
(ruparaga，aruparaga)，只有在证
得阿罗汉时才能够被彻底断除。

如下六种方法可使贪欲得以消除：

①对事物生起厌恶之想，②恒常观
想厌离，③制约感官，④饭食适
量，⑤广结善友，⑥有益言语。

2. 嗔恚。恶意，厌恶。适意之物
引起贪着、逆意之境导致厌离。这
是两种燃烧世界的大火，在无明烦
恼的助势下，它们在这个世界中制
造痛苦。

静虑(禅那)之一的喜(piti)能对治恶
意。在证得一还果时，嗔恚得以随
减，而在证阿罗汉果时才得以根除。

如下六种方法能断灭恶意：

①对物境生起善意之想，②常作慈
善观想，③生起业为自业之想， 
④坚持此种见解，⑤广交善友， 
⑥有益言语。

3.昏沉。被解释为是一种心病，睡
眠为一精神病态，麻木之心如同挂
在树上的呆滞蝙蝠，或贴在竹杆上
的糖蜜，或过份僵硬而无法铺开的
奶酪。昏沈和睡眠不应被认为是身
体上的懒惰，因为即使是断除了这
两种烦恼的阿罗汉也感受到身体上
的疲劳。它们使精神倦怠，正与精
进(viriya)相对。它因静虑(禅那)之一
的伺而得以制服，在证阿罗汉果时
被根除。

如下六种方法可断灭昏沉睡眼：

①忆想饭食适量，②变化身体姿
势，③观念光明之物，④位于开阔
之地，⑤广交善友，⑥有益言语。

4. 掉举。精神上的不安和心情的
激奋，它是一种与所有不善意识相
关联的心智之境。通常来说，不善
之业总是与兴奋和不安为伍。

恶作 —— 忧心忡忡，或是对所作恶
业悔恨，或是因非行善业后悔。悔
恨自己所作恶业并不能使人从不可

回避的果报中解脱出来。最好的悔
悟就是发愿不再重复恶业。

这两种障碍因静虑(禅那)之一的乐
(sukha)支而得以息服。证得阿罗汉
时，掉举得以根除而恶作在不还果
时得以断除。

如下六种方法可断灭这两种烦恼：

①博学多闻，②询问和讨论， 
③弄懂戒律的性质，④亲近资深 
长老，⑤广交善友，⑥有益言语。

5. 疑。疑虑，犹豫。巴利语 
vicikiccha —— 疑意缺乏智慧之药者
(vi＝空，cikiccha＝智慧)。它也被
解释为复杂思惟而产生的烦恼 
(vici＝寻找，kiccha＝烦恼)。

这里不是指对佛陀等的怀疑，因为
即使非佛教徒也可压服此疑而得禅
那。作为一种束缚，疑就是对佛陀
等的怀疑，但是作为一种障碍，它
是指非持之以恒于某种事情。经典
注疏中对此疑的解释是没有能力如
是决定任何事。换句话说，就是疑
惑不定。

寻思能制伏此种障碍，证得初果时
即可断灭。

如下六种方法可断灭此疑：

①精通法和律，②讨论和询问， 
③弄懂戒律的本质，④坚定的信
心，⑤广交善友，⑥有益言语。

五盖:五盖:
五种精神障碍五种精神障碍Narada尊者Narada尊者

心病有五，受其染污，心不柔和，无有慈爱和光明。心病有五，受其染污，心不柔和，无有慈爱和光明。
此病不除，烦恼不灭。此病不除，烦恼不灭。《相应部》《相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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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根据《阿毗达摩》，在众多不同的心之中，
最美的心是“悦俱智相应无行心”。我的问题是：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如何生起，而且能够持
续生起这个最美的心？这最美的心又如何与我们
目前在修定的过程中相关联？ 

答：“心喜于恶”。只要我们不
在行善，心就偏向于不善，你同意
吗？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行
为表现应该如何呢？ 

每当在累积善业时，正念是主导的
因素。为了能够时时行善，我们需
要时时持有正念，持有正念意味着
投入于善行中。假如不去行善，我
们就会造作不善。 

只有两种事，在我们人生中是可以
做的——应该做的和不应该做的，
没有其他的了。假如我们在做应该
做的事，我们就没有做不应该做的
事；假如是在做不该做的事，那表
示没有做应该做的事。因此，为了
要做善事或者做应该做的事，我们
应当保持正念。当你们专注在入息
和出息中，你们就有正念；没有正
念，你们是无法做到的。供养，需
要有正念；持戒，也要有正念，没
有正念你就会犯戒。所以，我们必
需要有正念，让我们的心尽可能地
持续处于善的状况中。 

我的一些弟子已经在定力的修习上
有所成就，以及能够知见究竟名色
法。然后，他们接到指示，需要去
辨识内在和外在的究竟法。过后，
他们就跟我报告：“尊者，人类的
心大多是不善的！” 

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我们不如理
作意。如理作意是可以真正开发出
来的，但是要在了知、见到究竟法
之后。我们大多数时间都处于不如
理作意当中，所以会累积很多的不
善业。因此，我们的心就不美，而
且是颗丑陋的心。 

对你们来说，目前最好的修行方法
就是持戒。如果不持戒的话，其他
的都会很困难。

  《 法句·第116偈 》： 

“  应急速作善， 
制止罪恶心。 
怠慢作善者， 
心则喜于恶。”

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中
如何保持善心如何保持善心雷瓦达尊者

【主观与期待 】生
活
中
的
佛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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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如何影响了我
静静地感受身边咀嚼着印度煎

饼的刘继光老师，此时有一
种不可言喻的喜悦。有缘近距离地
与这位稀有的佛学恩师享用印度午
餐是我与先生的福气。有如此殊胜
的善因善缘得追溯到二十三年前的
陈年往事。。。 

佛陀是谁？何谓佛法? 对此没有任何
概念的先生为了给孩子更好的道德
规范，毅然的领着我和两个十岁、
十一岁的孩子步入了Maha Vihara 
的殿堂。很清楚的听到僧侣的诵
经声：“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泪水就一滴一滴地流下来。
当时的我不知道Pali文诵经含义是
什么，只知道那不是哀伤，不是喜
悦，更不是激动。先生默默地坐在
一旁，给我递上纸巾，温馨地擦擦
我的背。诵经声停止了，泪也停止
了。这是二十三年前的事。 

从此，我学佛的因缘就这样展开
了。每个星期天是我们的家庭日，
也是我最快乐，最亲近孩子的一
天。孩子上小孩佛学班，我们则上
成人班。

我的第一位老师是Sister Eng。他
是个温文，充满爱心的好老师。每
当老师说到触人心弦处，我的泪水
就会悄悄地往下流。我就是如此
感性。如此爱哭。当时我不知道我
心深处潜藏着许许多多的污染与烦
恼。因为正值壮年，除了对自己有
诸多要求外，也要求最亲的先生与
孩子。我是个彻头彻尾的虎妈；期
望孩子智力超强，学业一级棒，并
且拥有十八般武艺，如弹钢琴，拉
小提琴，跳芭蕾舞，心算，英文课
程。。。如果孩子达不到妈妈的要
求，鞭打处罚是我的育儿方法。记
得有一次，先生对我说：“别打孩
子打得太重，不然得送医院了！”
如此高压式的教育法和‘执著’一
直套牢着我，让我和小孩过得非常
紧绷，非常痛苦。当年的我就像一
只被千丝万缕的爱网缠结着的小
鸟，怎么飞也飞不掉。 

学习过佛陀的生平后并没有给我带
来特别的领悟与心得，只好像上了
普通的历史课。直到有一天班上来
了一位高大俊朗如香港
明星周润发

的代课老师，他就是我最钦佩的刘
继光老师。这位智者深深地影响着
我，让我这个小毛头，从无明黑暗
中看到了一道道的曙光。跟随老师
学佛廿载该说是我人生最成功，最
专一，最重要的生命旅程。 

中国人说凡是能够择一事，终一
生；择一人，爱一世；一上佛课就
上了廿载；长期坚持做一件事的
人，一定有因有缘让内心不断寻找
坚持的力量。此刻，我笃定地说能
如此不离不弃乃全因老师说法的魅
力无限。这就有如《阿含经》中的
描述：“若说法调伏贪欲，调伏
瞋恚，调伏愚痴，是名世间善
说法者。”老师有很强的能力为学
生揭示隐蔽之法，讲授费解之法，
于许多困惑之法除去疑惑。这就是
真正让我这懵懂无知的学生心
开意解，法喜充满，精
神抖擞。 

【我的学佛历程 】生
活
中
的
佛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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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两个带在身边学佛的孩子已
长大成人。我们已升级成为了儿孙
的爷爷奶奶。孩子们都离开了寺
庙，而剩下我和先生依然热心满
满，快快乐乐地上着刘老师的课。
星云大师曾说：“学佛是人生
最大的福气与享受。”老师亦
说：“学佛真幸福。”而我说： 
“拥有像老师如此的善说法者
真好，真有福报。”   

经过廿载佛学的熏陶，听闻了振奋
人心的佛法，我们渐渐地从烦恼 
（污泥）中‘爬’了出来。这如 
《法句经》中所讲述老战象般，因
为陷入污泥爬不出来，直到听到战
鼓敲响后，才奋然振作起来，爬出
污泥而脱离困境。 

如今头发斑白的我已慢慢地改变了
自己根深蒂固的习性和概念；重度
的贪念，瞋念，痴念也逐渐减少
了。在日常生活中能以客观与平静
的心对待事情。只愿余生过着知
足、简朴、平静自在的生活。慧光
法师说：“知足的人是世界上最
富有的人。” 而佛说：“知足犹
如一只鸟，不论它飞到何处
去，只有一双翅膀的负荷而
飞。”   

如果深度思考佛陀所说：“没有不
死的生物，也没有任何存在的东西
能够保持不变。一切众生皆会死
亡，一切因缘所生的法皆会离散。
一切的祈祷、发誓、祭祀、奇迹都
不能帮助我们逃离老、病、死、和
一切的忧悲苦恼。”那么想想我们
的贪爱、瞋恚、妒忌、执著、自我
意识在我们踏上死亡的旅程时又有
任何的意义呢！

佛陀在《乌达亚经》里这么说： 
“凡夫如屡屡的种子（业）被
栽种、屡屡的疲惫和挣扎（生

存）、屡屡的入母胎、屡屡的
诞生和死亡、屡屡的被抬到坟
墓去。” 圣严法师也说：“佛陀说
众生捉紧这个瞬间即变的 
‘我’，永远追逐不同的境界，
不同的事物。殊不知，生死的
善业福业都是瞬间即变，绝不
永恒。众生所筑的梦幻目标越
离越远，越来越迷蒙，犹如煮
沙却求佳肴，永远得不到清
净。” 谛听了以上的讲述后，一切
的 ‘执著’和 ‘我慢’ 都消沉下 
来了。 

小时候家里贫穷，所以小小年纪就
会到长满茅草的草丛里寻找野鸡野
鸟生的蛋回家烹煮。茅草的叶子尖
尖的，刺得手脚、脸蛋皆是伤痕；
所以对茅草的印象特别深刻。再
一次回到草丛中时会穿上长长的
衣服，步步为营，小心翼翼地不
被茅草割伤。竟然有一次在课堂

中，老师解释《相应部：塔耶那经
（Tayana Sutta）》时让我法喜无
限，因为它和我小时候的经验非常
相似。经中如此写到：“没有正见
（作恶）就好像错误地握住草片 
（茅草），它会割伤笨拙的手。因
此错误无智慧的生活，仅将人扯入
恶趣。”这是佛陀告诫众生要依法
而活，不要掉以轻心呀！   

老师常对学生说：“要过美好的生
活就必须以善良的心造业；以邪恶
的心造业，苦难将随行。”这和
《增支部》所说的同出一彻；佛
说：“任何人于早上以身行善，以
语于行善，以意行善，他们将经历
愉快的早上；任何人于中午以身行
善，以语于行善，以意行善，他们
将经历愉快的中午；任何人于下午
以身行善，以语于行善，以意行
善，他们将经历愉快的下午。”

【我的学佛历程 】生
活
中
的
佛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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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新冠疫情（Covid-19），真
正地印证了佛陀所说的无常、苦、
无我的真理。佛说：“一切都在变
易中。当我们处于顺境的时候，我
们不可以认为我们会永远处于顺
境。相反的，我们必须明白无常的
法则。我们必须观察这个世界，领
悟这个世界里没有任何东西能在连
续两个刹那保持不变。变更是唯一
的实相。”

非常感恩在疫情MCO期间，老师还
继续给我们上佛学网课。网站上课
是我生平第一次的体验。它确有另
一番滋味；唯一不变的是老师甜美
的法语，还是如灿烂芬芳的鲜花展
现在电脑的银幕。能上网最大的益
处是远在天边如香港、新西兰的学
生也能参与恩师的佛法开示；没有
任何时空，地缘的限制。这一切能
顺利成就得万分感谢Maha Vihara寺
庙与BISDS的全力支持；也非常感谢 
Bro. Boon Hoong同修为我们的网课
做主持。有如此罕有的经验也印证
了星云大师所说：“有佛法就有办
法。” “法音处处，有缘的众生
处处都能听到佛音。”

阅读佛书是我生活的习性。在疫情
足不出门的期间，我有了更多自我
的空间钻研我深爱的佛教经典。先
生提醒我别‘走火入魔’。我只有
默默地微笑。无论如何，佛陀告
诫我们别执著于过河的木筏；经
典只是‘指月’的工具，帮助我们
认清方向，它不是最终所可执取的
目标。依老师所说：“实践念住，
体验禅修是我们接着下来必修的功
课。”这也承如星云大师所说：  
“心不治，纵修无成。”除此，我
必须时刻铭记老师讲过的一句话： 
“我们没有经历过高尚（禅那）的
乐，所以我们还一直沉迷在庸俗与
低贱的欲乐之中。”

此刻，我深感是时候多‘读’自己
这颗‘心’了。就如佛说：“我已
教导你削减之道，我已教导你思维
生起之道，我已教导你回避之道，
我已教导你向上之道，我已教导你
渴爱止息之道 —— 你去禅修吧！不
要放逸，不要将来后悔。”当老师
宣布我们接下来的佛课将分为两个
部分：一个小时学习经典，一个小
时学习静坐时，我竟然流下两行热
泪；这不是所谓的心想事成吗？好
感动呀！

在即将引导学生进行静坐前，老师
分析了许多重要的资粮，即：何谓 
‘心’、‘心识’、‘心所’、 
‘念住’。这项新的进程就如一支

强心针般激励着我更有信心与动力
迎接新的挑战 —— 心的探索之旅。 

最后，我非常明白学生无法以任何
贵重的礼物，端茶磕头来回馈恩师
廿载循循诱导的恩惠，我只有以自
己最为熟悉的书写方式来表达对老
师的感恩与铭谢。谢谢老师，您永
远是学生的导航。 

有缘再与老师一起享用印度煎饼、
奶茶将是我与先生满心的期待！此
时此刻愿恩师多珍重，今宵多珍
重，今生多珍重！Sadhu! Sadhu! 
Sadhu! 

（学生陈奕颖写于22/10/2022 KL） 

【我的学佛历程 】生
活
中
的
佛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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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以警惕心克服轻率心
智者以无逸，除逸则无忧，圣贤登慧阁， 
观愚者多忧，如登于高山，俯视地上物。

（法句28）（法句28）

第二章之五：
大迦叶(Maha Kassapa) 欲知有多少生与死

有一次，大迦叶(Maha Kassapa)尊者住在毕钵离(Piphali) 窟时，利用他的
神通力量去观察哪些众生心中有念住，哪些众生掉以轻心，哪些众生即将死
亡，哪些众生即将轮回转世。

佛陀在他的精舍以天眼看见大迦叶的所为。佛陀要让大迦叶知道，追求如此
的知识是浪费时间*。因此，他散发出一道光芒，出现在大迦叶面前，告诫
他说：“大迦叶！众生的生死轮回是难懂的。它超越了你理解能力的范围。
唯有正等正觉的佛陀才能理解和解释众生的生死轮回。”

* 本 故 事 说 明 人 不 应 该 过 度 尝 试 追 求 不 能
带来利益的知识。大迦叶所要知道的东西
不能帮助他理解生存的真正本质。佛陀不
断地劝告他的弟子们清楚地理解生存的本
质，和必须只为脱离生死轮回而奋斗。其
他知识的追求都是徒劳无益。人可以通过
不放逸证得阿罗汉圣（Arahant）果。证
得无上觉悟的佛陀们，很自然的具备如此
的知识。

生
活
中
的
佛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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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始相应 ]
三 ◎ 第三

1. 尔时，世尊住于舍卫城(Savatthi)。

2. “比丘们！轮回无始，众生为无明所覆盖、渴爱所
缚，流转轮回之起点不得显露。”

3. “比丘们！汝等意下如何？四大海之水，与汝等长
久流转轮回，因经历怨憎会，爱别离而悲叹流下之
眼泪，何者为多？”

4. “世尊！我等知世尊所说法。世尊！我等长久流转
轮回，因经历怨憎会，爱别离而悲叹流下之眼泪为
多，非四大海之水所能比拟。”

5. “善哉！善哉！汝等对我所说之法，能如是知之。
汝等长久流转轮回，因经历怨憎会，爱别离而悲叹
流下之眼泪为多，非四大海之水所能比拟。”

6. “比丘们！汝等长久经历母之死、子之死、女儿之
死，汝等长久经历眷属之失、财富之、疾病之祸
害。汝等长久流转轮回，经历怨憎会，爱别离，因
经历这一切而悲叹流下之眼泪为更多，非四大海之
水所能比拟。”

7. “为什么呢？轮回无始，众生为无明所覆盖、渴爱
所缚，流转轮回之起点不得显露。因此，比丘们！
这一切足以使汝等厌离此世间，足以使汝等放弃对
此世间之渴爱，足以使汝等从此世间中解脱。”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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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支部 ]
四集 ◎ 七十六

1.  世尊临终时，住在拘尸那罗城，玛拉
（Mala）族娑罗（Sala）双树间。于此
处，世尊对比丘众说：“比丘们！”

2. 比丘众回答说：“世尊！”。

3.  世尊说：“比丘们！你们之中也许对佛，
或法，或僧，或道，或道的实践有疑惑或
疑虑。比丘们！你们现在可以直接问我。
莫将来后悔说：‘我们面对世尊时没有把
事情问清楚’。”

4. 比丘众听后皆默不出声。

5.  世尊再度对比丘众如是说。比丘众再度默
不出声。

6.  世尊三度对比丘众如是说。比丘众三度默
不出声。

7. 然后，世尊对比丘众说：

8.  “也许你们因尊敬导师而不问。那么，让
同修代问吧！”

9. 比丘众听后默不出声。

10.  尊者阿难陀（Ananda）此时对世尊说：

11.  “世尊！善哉。世尊！妙哉。我深信，
于此僧团里，无有一比丘对佛，或法，
或僧，或道，或道的实践有任何疑惑或
疑虑。”

12.  “阿难陀！你由信而如是说。在那一
点上，如来则由智。在此僧团里，
确实无有一比丘对佛，或法，或僧，
或道，或实践有任何疑惑或疑虑。阿
难陀！此等五百位比丘众中，最低成
就的比丘已证得预流果，不退堕，确
定，趣向菩提。”

拘尸那罗
Kusin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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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猴王
啊，今日有庆典活

动。我也想去参加。你
看你每日都享受着林子的
嫩叶。所以想请你带着你
的猴群，帮我给树苗浇水

可以么？”
猴王听后，便答应了。

猴王召唤猴子们说道： 
“今天请大家给树苗浇水。
请仔细一些，因为水是很宝

贵的，请大家节约用水。可以
把树苗从地上拔起来看看树根

有多深，根深的多浇水，根
浅的少浇水。因为水一浇出

去，可收不回来啦。”

老师听后： 
“这群愚蠢的家

伙，正在做蠢事，
还以为自己做了

好事呢。”

于是便感叹道：

不明辩好坏， 
好事难办成。
犹如笨猴子， 
浇水先拔根。

[ 本 生 故 事 精 选 绘 本 ] 

毁 园 本 身毁 园 本 身

古时候人们每月初都要举行欢庆活
动，一听到欢庆的鼓声，全城人
都会倾城出动欢庆佳节。
那时候，有一位照顾花园的
园丁，也想去参加欢庆活
动，于是便向居住在那里
的猴子说道：

于是 
园丁又叮嘱道： 

“那么请仔细一些。” 
给了猴子们浇水 

的工具后 
便离开了园子。

于是猴子们便领着工具，开始按照
猴王的吩咐浇起水来。
菩萨那时是一位老师，路过看到，
便问猴子为何这样拔起树根？猴子
们跟老师说是猴王的吩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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