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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取菩薩藏方法

如欲索取菩薩藏，可用以下方式:

1.往各佛哲書舍索取

2.請留下郵寄地址及姓名，待寄上

3.請留下電郵地址，待email上

buddhisattva@buddhist-bookshop.com

香港樓價的困境  提舍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自從千多年前杜甫的概嘆至今，房屋問題一

直存在，一直困擾人們，甚至經濟極發達，極現代化的香港，竟亦有此嚴重社會問題。當權者

，執政者，乃至社會賢達，富豪，竟不感到羞愧。雖說他們非身受其害，非關乎他們的責任，

但眼見如此景象，能不動心？能不感到身受？能不起悲心嗎？冷漠麻木，莫過於此。杜甫的情

懷在那裏？千多年前，尚有人概嘆，可惜千多年後，連概嘆的聲音也沒有了。甚至有謾罵：為

何明知犯法，危險，如此惡劣環境仍要租住劏房？為何無良地出租劏房牟利？為何要睡天橋、

睡隧道、睡公園，影響市容，影響觀瞻？為何父輩出錢資助年輕人上車，不讓他們自立解決困

難，過度呵護已長大、自立的兒女，且將自己僅有的棺材本拿來犯險, 做成社會問題？如是種

種責備不但不明事理，不能站於他人困境且涼薄惡毒。如要解釋這等血淚現象，背後可有千萬

個理由去控訴，但如此涼薄的社會，只會枉然，徒然。大多數不合理的現象，皆有其內在、外

在的困局，無法解決才做成。這些不合情理的譴責，要抗辯不難，但涼薄的譴責者聽得進耳嗎

？他人的焦慮，困境，他們能體會嗎？只知道再多的解釋也徒然。總的來說，有頭髮誰願做光

頭？有錢誰願屈伏於蝸居？別忘不幸的是當事人，吃苦的是當事人。

    香港地少人多，眾所周知，是一面很好的擋箭牌，去開脫如此不合理的現象。可知道地少

人多的現象非香港獨有，全世界不少地方亦如是，可是別的地方沒有如此不合理的現象，別的

執政者全力壓抑樓價，不讓它瘋狂，做成嚴重社會問題。可是，香港執政者縱容此問題深化，

惡化，拖延怠慢，未做成嚴重社會災難實屬幸運。

　　香港的樓價不斷颷昇，屢創新高，有一部份人沾沾自喜，但一次新的指數猶如刀插下般，

使一部份人感到生活增加一分困難，無止境地惡化下去。香港樓價高企，已非單是供求問題。

歷史上，這現象重複不斷。財富，土地集中在一小撮人身上，大多數人陷於貧窮，最後忍無可

忍，起而動亂，以暴力，血腥去糾正此不平等現象，在回復正常後，慢慢形成另一次貧富懸殊

現象，繼續另一次暴亂去糾正。如是循環不息，歷史的教訓總不被汲取。

　　香港亦如是，一小撮富有的人為了尋求資金出路，不斷為資金擴張，侵略，在自由經濟下

，輕易攻陷多個行業，以地產為核心業務，擴張至各種民生，公共事業，將社會壟斷，瓜分。

更嚴重的是，大陸也有不少資金集團，權力集團湧到香港，作出同樣的傷害。儘管再多的樓宇

建好，很快便被這些內外的資金吸納，使樓價屢創新高。那些資金除了被政府收取大量的稅金

外，並湧向大地產商，大集團的口袋裏，大集團為資金找出路，攻陷其他行業，並大事投資，

若人無堅心　尚不成小事　何況成佛道　世間無上者

                                                 --  十住毘婆沙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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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社會看來繁榮。可是資金及利益，只集中在小部份人身上，大眾無法分享利益，更被壟斷

的民生，及高昂的物價蠶食，生活愈趨困難。

　　政府的政策認為樓價是供求問題，只要大量增加供應，樓價便會下降。可是，事實已證

明這不是單一問題，尚有資金過剩問題，海外資金湧進這自由港的問題，從樓市中獲利不用

付利得稅的問題，人們一窩蜂湧進樓市牟取暴利的問題，輕鬆獲利，不勞而獲的心態問題。

可以看出，如果政府只是單方面找土地並不能解決這困境，未來港人仍無法上車，縱使上到

車，只會成為樓奴，失卻人生意義。樓市困境必須從多方面壓制。

　　樓市颷昇，影響租金上昇，租金上昇影響物價上昇，產生各種霸權。在激烈競爭下，整

個社會唯利是圖，上下交征利，國危矣！要解決問題，應由逆思考方向下手，由道德的建立

，社會價值的肯定，重建秩序。各區應預留大量空間給小商戶經營，使物價低降，租金及樓

價應用行政手段去壓制，例如租金管制等。資金在無利可圖下只有轉往其他地方，樓價自會

應聲而跌。當然，開發土地仍然不可終止，除了開發住宅區外，更要開發商業區，使活動及

人流不用集中在僅有的銅鑼灣及旺角區，不但使人流分散，亦可使社會健康發展。境外資金

到來投資本是好事，但嚴重影響民生的投資，只會得不償失，應引導往其他流向，亦可運用

行政手段壓制在樓市中的興風作浪。

　　樓市困境看似不是沒有方法解決，如果不是當政無能，可能背後有其他陰謀，私利，則

不得而知。一般市民實無能為力，只有自求多福，努力克服困難，這裏除了常常為眾生祈福

外，更奉獻謀取私利及跟風者，世間因果不虛，如何慘害他人的舉措，必有更慘害的回報。

 

    ｀There is no free lunch＇，在這個商業社會，沒有不需要付出而得到免費午餐。大

多數專業人士皆有一個概念，認為他們十年寒窗，不眠不休的學習，才取得專業資格，可說

得來不易，個人付出巨大。因此，他們的服務理應得到很大的報酬，遑論免費午餐，在他們

心目中，其專業的功勞全是他們個人的努力「捱」回來。鮮有人認為是社會的開放，教育的

普及，政府政策的鼓勵，萬眾期待而去成就，背後的扶助，前人智慧的累積等機遇，帶來個

人的成就。忽略了社會大眾將希望放在他們身上，代入自己的期待。當然，「勝利衝昏了頭

腦」的不識大體下，這種妄自尊大的概念會延續下去。於是，「別碰觸我的電腦」，「我有

一條橋，可以避稅，慳下你多少錢，這條橋已可值多少萬元」，「這種法律觀點可令你雖犯

下罪惡而可脫身」。

　　'There is free lunch'，如果說這個世界有免費午餐，且是極珍貴極珍貴的午餐，有

沒有人相信？

        原來這個世界早就有免費午餐，且珍貴無比，只是我們沒有留意而已。在悠久的歷

史中，佛法講座，印送佛書從沒有終止過，多少人受惠，多少人因而解脫，從沒有統計過。

最可惜的是，沒有太多人重視，太多人珍惜，如果人們能覺察到世上竟有既便宜亦珍貴的奉

獻，將如何充滿希望，受到鼓舞！當社會充滿太多功利主義時，不妨散播多些正義訊息，讓

人們瞭解到不一定是no free lunch。別忘在中國傳統中，請人吃飯是平常且樂意之事。

        提供免費午餐要留意「午餐」是否有利於人？是否合用？如果對人有害，再多的免

費只會做成更大的傷害。此外，如果人們已吃飽了，還提供免費午餐，亦會做成困擾及浪費

。因此，不在乎付費或免費，恰當才最重要。別忘免費午餐的初衷是為了利益他人。

Free Lunch  優多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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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接觸佛教後，覺得佛教非常殊勝，

決心皈依佛教。可是被那些繁瑣的規矩嚇怕，

不敢太接近，保持一定的距離，可說若即若離

，不管皈依與否，在接觸佛教後，仍保持一定

距離的大有人在，實屬可惜！

　　亦有一些人在接觸佛教後，很願意全心投

入去。無奈凡塵俗務無法擺脫，只能偶而往道

場一趟，聊慰心靈。人生仍在商場、職場打滾

，及家務中擾攘，唯有自怨「人在江湖」、「

福報差」、「高掛天上的佛教，豈是凡塵中的

自己能高攀」。找到人生最美好的宗教，卻不

能依歸，不能親近，人生的遺憾，莫此為甚。

　　另一方面，佛教的眾多道場大喊人手不夠

，僅有的辦事者已勞累不堪，道場在不需繳付

租金，不需聘請職員（任用義工）的制度下，

本來可毫無壓力營運。可是，有能之士被請到

各行各業中領取高薪。為了生活，為了家人，

無法在道場中全力效命。做成佛教難以挽留人

才。雖然教內富有，信眾亦慷慨捐輸，但資產

沒有好好被利用，信眾亦難以接近，參與其中

。僅有的少數辦事者，當然疲於奔命。

　　一方面欲參與其中，另一方面亦需要大量

人材，本來是最好，最易的迎合，無奈竟未能

做出適合的配對，實屬遺憾！

　　現代社會中的佛教，需要什麽呢？今天的

佛教，已不能閉門自活，它需要大量群眾基礎

，深入而廣泛的教育，專精的修道者，各行各

業的專業服務，換句話說，佛教已進入群體活

動，再沒有「英雄式」的個人主義，一所寺院

的建立，需要地產的專業人士，協助購買土地

，建築師策劃土地用途，建築細節，承建商去

施工，財務機構去籌款，融資，營運，成立基

金，各項目中需要律師團隊去審視，工作人員

  

                                      

佛教歷史中最大的機遇  寂慧

        

 

的招募，義工的協調，少不了人力資源部的

協助，這些皆需要企劃部門的詳細安排，宣

傳部的推廣，背後動用大量的專業範疇，才

能成就一所看似平凡的寺院。寺院成立後，

還要舉辦大小不同的很多活動，如經懺佛事

、祈福、佛教節日活動，亦有參與社會事務

，各種公益活動等，使寺院發揮社會功能，

突顯存在價值，亦能令大眾認同，慷慨捐助

，使龐大的寺院經費，能夠永續不斷。

　　在此謹呼籲各佛教道場開放，讓有能者

參與，使組織壯大，亦可減輕自身的工作量

，最好是任用全職員工，讓他們能兼顧生活

，無後顧之憂地效命，善待員工亦是慈悲眾

生的一種手法。看到信徒為自己道場全心奉

獻後，仍要為生活在外奔波，受他人閒氣，

還能無動於衷嗎？

　　在此亦呼籲各信徒走進佛教，為佛教效

命。尋求工作機會。如果找不到合適的工作

，可自行創業。畢竟那是自己心靈最愛，最

渴望的事業。

　　現今的佛教環境可說是歷史中最大的機

遇。除了佛行事業興旺外，各宗派主張皆可

自由發揮，沒有人阻撓，信眾不斷增加，除

了內地可供發展外，世界各處亦能輕易設立

分處，近代資訊發達，亦有助尋求機會發展

。要進行佛教事業，可說無疆界限制，過去

佛教累積的經典，智慧可輕易取得。各種資

源的取得如融資，專業服務亦不困難。綜觀

歷史，佛教屢被壓迫，歧視，封閉，現今環

境最開放，最自由，機會最多，可說是千載

難逢的機會，如不好好珍惜這大好機會，好

好創一番事業，為佛教效命，實在可惜，人

生最大的遺憾，莫此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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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佛教今昔與展望  寂慧

          佛法傳播的波折

 

　　上世紀初，列強侵華，中國腐敗，政局動盪，繼而軍閥割據，日本侵華，國共內戰，文

化大革命，中國閉關自守。可以說，沒有一刻安寧，人民苦不堪言，佛教亦在動亂中隨眾生

浮沉，政治不安定，經濟無起色，佛教亦陷於停頓，難以開展。北僧南移，有暫駐香港，有

以香港為中轉站，轉往其他國家，當然，亦有少數長駐香港，落地生根。這歷史的一瞬，卻

為香港佛教帶來起色，人們有所依歸，有所學習、啟發，甚至北上求法，取經，再回來大施

拳腳。可見人能弘道，佛教的發展，需要人才，亦可見顛沛的僧人，在夾縫中仍能發揮很大

的功效，亦可看到佛教的根在「中原」，非「邊地」，佛教的主幹開展，在人文中心，「中

原」之地，然後擴散至不同的角落。

　　國家在危難中，佛教亦不能獨善其身，僧人到處避難，佛教的發展，在大陸幾陷於停頓

，那是一種災難，可是在邊緣的香港，由於北僧南移，受到很大的滋潤，生氣蓬勃，福兮禍

兮，因時因地竟有如此差別。橫觀西藏佛教千百年來，閉關自守，獨立於花花世界外，不為

人知，不為人瞭解，沒想到被赤化後，竟散播到世界每一角落，利益無數眾生，為歐美西方

世界，乃至亞洲華人地區，帶來殊勝，聞所未聞的深奧佛法。在西藏本土，是一種災禍，佛

法無由發展，但在國外，佛法迅速發展，普澤眾生，福兮禍兮，竟有如此大的差別。

　　佛法的弘揚，傳播，無可避免地要走入世間，還要走入「中原」之地，而非「邊地」，

才能受到重視，才能產生重大的影響力。還要以人文中心為基礎、基地，畢竟佛教是高級宗

教，充滿智慧，只有世間較高等的人文學才能融合發展。

　　佛教的扎根，發展，與當地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息息相關。從歷史各個時期中可看到

，政治昇平，仁王治國，佛教亦隨之興旺。反之，當有戰亂，國家窮困，人民知識，文化低

下時，佛教亦難以開展。各種學科，文化進化到一定水平，或是已達巔峰，再無進路時，自

然轉向佛教尋求答案，出路。可見佛教與世間的互動息息相關，更離不開世間的因果。要弘

揚佛法，有賴政治、經濟的護持，少不免「卑躬屈膝」，甚至有所偏離，那是無可奈何之事

。

　　在佛教的歷史中，看到一些小小興旺的景象，或是某些組織舉辦一些大型法會，不少人

沾沾自喜，或是自誇如何改變當地社會，而歷史的記載，總是歌功頌德，說度化多少人，建

造多少佛寺，影響多大等。縱觀整個人類歷史，其產生的影響實微不足道，而且很快平復下

去，相對其他政治，科學發明事件，更難以比擬。而佛教素來依附在國家，民族上，多方受

到制肘，極少主導著社會，在菩薩道上，沒有作出多大貢獻。佛教的延續，主要是法義的特

殊優勝，非後來者的功勞。這是相對於人類歷史、芸芸眾生、及長遠的菩薩道而言，因此，

後來者、住持者要將眼光拉闊，不應沾沾自喜於小小成就，自炫自誇，更要常懷慚愧心，觀

眾生苦，何日才能止息眾生之苦！而佛教的景況，在歷史、社會中，何以流落至如斯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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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佛教負面新聞特多，做成教內極大困擾，

佛教辦事者屢遭教內外人士質詢，除感到羞愧外

，更無言以答。任何人不遵守各屬團體的規約，

當做成不同度的傷害，可大可小。佛教負面新聞

的受害者，首當其衝是教徒，平常努力推廣佛法

，多年的苦心孤詣，導引不少信眾，可能令他們

四散而去，或是自己愧不敢面對信眾，努力毀於

一旦。尤有甚者，對佛教失去信心，需多年才能

恢復。其次是教外大眾，從此對佛教失去信心，

生出很多對佛教不利的妄想，毀謗或做出傷害佛

教的事情，做下深重的惡業，亦妨礙佛教的發展

，其破壞力難以估量，業報之重，亦難以估量。

最後是當事人的受害，因一時為煩惱、引誘所惑

，做出違規的事情，難以自拔，最後身敗名裂，

無法在社會立足，損失巨大；雖然難辭其咎，但

可看出真正的罪魁禍首是煩惱、魔擾、業力。所

有人皆是受害者。最無辜是很多沒有關係的受害

者，無知地犯下身口意惡業，犯下重罪。

　　要知道，負面新聞揭露的是人性的弱點，古

往今來，世界各處，無日無之，實不應過份反應

。多少新聞，迅速生起，擾擾攘攘一段時間後，

很快便沉寂下去。要大事化小，還是小事化大，

端看各人的取向。可是，小事化大，傷害愈大，

大事化小，傷害愈小。

　　對負面新聞的態度，普遍有兩種反應：一是

盡量掩藏，避免事情鬧大，傷害更深，但可能帶

來縱容，已損失的無法追回。二是深入發掘，將

事情揭露，但小事化大，傷害當然愈深遠，當事

人亦難有愧疚改過的機會。要知道，負面新聞必

定帶來傷害，各人皆是受害者，權衡輕重，應選

其較輕者，亦應以大局為重，選取第一種，大事

化小，小事化無。如果覺得那是消極的做法，可

從源頭杜絕，強化制度，加重刑罰，阻止事件重

  

                                      

面對佛教負面新聞的立場  寂慧

        

 

演，信徒亦應以法律審視親近的師長、道場

等，若發覺不妥，應私下善言勸諭，使重回

正軌，或是默擯離去，不再護持。

　　「不說出家過」確是在家者難以遵守的

戒律，但當以大局為重，亦防止墮入犯下重

罪的深淵，應嚴格遵守，這在很多經論中皆

有提及，如地藏十輪經無依行品第三之一及

十住毘婆沙論卷七入寺品第十七等。

　　面對大眾或教內人的質詢，該如何回應

？

　　１･別將事情情緒化，那是教內局部事

件，實情及內情可能另有原因，請留待當事

者去處理。那些事與我們無關，請自問有否

起瞋心或過份反應。

　　２･這些負面事件過去現在未來俱有，

那是人的問題，非佛教的問題，佛教的道理

從來不會教人如此不善。不該為少部份人的

行為受到抹黑、扭曲、背負重責。教徒有護

教的責任，非落井下石；大眾應有明辨事非

責任，不該非理性看待事情。

　　３･既然修學佛法，或是接觸佛法有一

段日子，該明白基本的因果道理，作惡難逃

報應，且苦不堪言。作惡者自有他的報應，

毋須憤憤不平，更要生憐憫心，作惡者錯失

了生脫死的大好機會、福報，還承受比尋常

更多更重的罪報。

　　４･別忘「願心向法」的初心，本來為

佛法的高妙殊勝而親近佛教，為何因為他人

的不依循而退卻。

　　５･千萬別將事情鬧大。經論中已多處

苦口婆心勸導，別將小事化大而墮入重沉的

陷阱。那不是縱容，而是以大局為重，將大

事化小，不令各人受到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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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兒防老  寂慧

 

　　中國傳統鼓勵生育，尤其喜歡生男，除了生產力的需要外，更要繼承的延續及養兒防老

觀念。年老體衰，病苦侵襲，纏綿病榻，如果沒有人照顧，（最佳莫如親人），則苦不堪言

。死後還需兒孫擔幡買水，人生才無缺憾，才有所依傍。有些老者以其財富，娶一些年輕的

姑娘為妻，其目的亦只為找人照顧。亦有一些人，在苦無辦法下，收養孤兒，或找一些親朋

的過剩孩子過繼，尤如己出般供書教學，務求將自我擴大，延續下去。這些不人道，自私的

倫理，害苦了不少人。可是，在現實層面，確有其需要。試想想，如果終生辛苦經營的事業

及財富，沒有人繼承，多麽可惜！雖說這些行為不太好，但在延續上卻有其功效，可以說是

一種現實的智慧。

　　出世間的佛教，本來不應該有這些狹隘的觀念。可是，在上世紀，尤其初業，卻流行這

種養孤兒的做法，除了受傳統思想影響外，同樣亦有其現實需要，世間有世俗的事業，財富

需要人繼承，佛教亦有寺產、財富，需要人繼承。就是佛法，同樣需要找人去傳，密傳、嫡

傳，在年老體衰時，找一些有道心，有潛質，認同自己的弟子或道侶去繼承，稱為「傳法」

，繼承者稱為「法嗣」。這似乎有些悲哀及不合乎佛法，但其現實的迫切及需要，實不容責

難。

　　這種佛教中的「世間法」，同樣在藏傳佛教中流行。西藏很多寺院皆養育很多孤兒，或

是窮苦人家的孩子，這些窮苦孩子，在家中比其他兄弟優秀，較有潛質，從小被送到寺院去

養育，學習，彷似一種精英制。除了自小培育外，還很重視教育，寺內多設學習院，佛學院

等。這兩種傳統，在人材的來源及培養上，提供了決定性的基礎。因此，藏傳佛教能夠人材

輩出，發揮巨大的力量。

　　不容否認，這些傳統含藏著功利主義，「世間法」，有違平等觀念；但現實上，它的社

會及宗教官能確是無可厚非，且是適當的。至於他們的動機是困於封建傳統、還是為了慈悲

心、還是為了培育下一代、還是為了將聖教延續下去、還是為了將自我延續下去，便無從稽

考了。

　　回顧漢傳佛教，仍在為生存，為出路而在掙扎，仍在為該走經懺佛事之路，還是經教之

路徘徊，尚未擺脫數百年「民智未開」之環境。對於教育，培養人材，學統等不夠重視，恐

怕短期內難看到突破。

　　時代進步，科技發達，制度思惟亦有很大改進。佛教應引進新思惟，改善固有的傳統觀

念，養兒防老，病有所依，財富出路，人生願望，皆可透過成立基金，互助社等組織發揚，

繼承。封閉式，閉關自守式，獨清式的思惟已不合時宜。要麽將整個世界變成淨土，要麽被

整個俗世征服。只有在這角力下成敗之路，決沒有歸隱，「獨善」，自掃門前雪的第三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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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香港，海外各華人街，皆有各式各

樣的同鄉會。例如福建同鄉會、潮僑同鄉會

、X氏宗親會等，這些同鄉會，有感於流落

異鄉、遠離家園，被外族人欺負，或是孤立

無援，自發組織起來；互相扶持，或是將固

有文化延續，保持下來，不致因為流落他鄉

而忘失自己的根。其動機，心態容或有偏頗

，但同源的互助互愛於別國自強不息的精神

，卻是值得讚嘆。

    香港佛教信徒超越百萬，從來沒有一個

類似「同鄉會」的組織，去關愛、協助教友

。如此龐大的組羣，竟沒有如此組織，不禁

叫人驚訝，其結果是被人欺凌、歧視、抹黑

、利用。不知道是無爭，出世，超然物外的

教義，還是逆來順受，急於自證，了生脫死

的原因，使世界各地的教友，不能發揮互助

互愛的群體力量，實屬可惜！

    廿一世紀的社會，已進入群組的社會，

個人主義已不能發聲，乃至立足，因此，佛

教亦應進入群組的世界，不單是立足，生存

，更是度生，弘法，發揚佛教的途徑。

    佛教徒是否不應參與世事，不需要互助

，或是將眼光放闊，面對一切眾生，不是狹

隘於教徒事務呢？現代社會趨向專業化，科

技化，一般教徒全力於教義、修持，實無暇

追趕現代專業與科技，因此較一般人落後，

除了不能充份享用現代成果外，更做成生活

及弘法上的窒礙。佛教同鄉會可以為他們提

供學習及服務的機會，例如法律、會計、財

務、資訊科技等。佛教徒是否能夠閉門專修

，不理會世間事務呢？如果沒有互聯網的協

助，很多佛教經典、研究成果、法會消息、

  

                                      

       佛教同鄉會  提舍

        

 

佛教各大系的發展等，皆無由得知，不論

在學習上，資訊上，均有很大的缺失。而

佛教的活動，沒有現代科技的配合，如音

響、視像、舞台佈置、通訊，互聯網推廣

、溝通等，將失去效率，影響運作。一所

寺院、道場，已不能遠離民居，自我獨善

，因為有水、電、運輸、危險斜坡、土地

用途，環保、城市發展，維修，建築，治

安等無數問題，需倚賴現代社會的支援。

可以說，佛法「不能離世間」。既然不能

離世間，亦不能「單打獨鬥」，便須倚仗

群體力量去克服種種障礙，只有世間事務

處理好，才能安心辦道，人是群體的動物

，如群體力量能充份發揮，在弘法利生，

個人修持，將有事半功倍之效。因此，佛

教同鄉會，可以負起此重責。

    那麽，「佛教同鄉會」的工作內容是

什麽呢？

    應分兩方面：一是佛教的專業，同鄉

會應聯絡各佛教團體，為同鄉提供佛教的

專業輔導，例如佛學班，老師等個人進階

；或是特別需要的法會迴向等；或是義工

機會，讓同鄉生活具意義。二是教外的專

業，如法律、財務、醫務、職業介紹、政

府政策等資詢，推介。並慢慢推展到社會

去，打開教內教外的渠道，讓未生信的教

外人士有機會進入教內，讓教內發心之士

有機會進入社會，引導大眾入佛。佛教與

社會同化，佛教即是生活，生活即是佛教。

    佛教同鄉會的空間是廣大，無量無邊

的。而同鄉會之稱，未能全面突顯它的特

質，請大眾來為它正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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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婦在電話中對兒子道：「你已快要一年沒有回家吃飯。快要一個月沒有打電話回來。你完全違反

了自己的承諾：三個月回家一次，一個星期打電話回來一次。再如此下去，你定會忘記有一個母親的存

在，或是在街上見到我也不認得了，或是我死了你也不知道呀……」

　　「不是我不想回來，實在太忙了。我的兩位前妻已多年沒有通過一個電話，但數名小孩總得抽點時

間見見面，照顧一下，按月付上費用，現任妻子比其他人奢侈，我一個人賺錢，卻要照顧那麽多人，如

何喘得過氣來。」未待母親講畢，急急插口道：「我本要給你零用錢，可是你一分錢也不要，你對我好

，我是知道的，怎麽會忘記你呢？只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我不需多錢，年紀這麽大，已沒有能力去消費，你留給自己用吧，擔子這麽重。」老婦軟語道。

但隨即心有不甘：「我只是要你三個月回來一次，一星期通電話一次，這過份嗎？這要求高嗎？你由一

個月推至二個月，再推至三個月，我不作聲，恐怕你以後也不會回來啊！」

　　「怎麽會呢？」兒子道：「從前通訊不發達，才需要常常回家探望老人家。可是現今通訊發達，電

話，社交媒體，甚至視像，可以見到你，無奈你抗拒，堅持要我回來。我其中兩個兒子，也經常視像聯

絡，常常保持接觸，可通過網絡讓他們為我的生意工作。現今社會再不需要常常敍在一起，再無暇閒話

家常，做一些沒有生產力的交往。一個短訊，一段電話錄音已足夠，這是科技的恩賜。」

　　「那我是落伍了，無法親見兒子了，那麽辛苦帶大孩子有什麽意義呢？有兒子等同沒有兒子。年紀

已那麽大，隨時會離去，再也沒法見到兒子，甚至一點訊息也不知道，叫我如何安心。我再不敢奢求，

只要讓我不時知道兒子的消息便可，就是見不到也不要緊，這能做到嗎？」老婦哽咽道。

　　「那還不容易，保持訊息在現代社會已很普遍，我有些朋友數年不曾和家人會面一次，可是經常通

過電話，社交媒體保持聯繫，對家人的生活細節，健康狀況，瞭如指掌。」兒子安慰母親道：「稍後會

找人來教你如何使用手機，讓你多些知道我的近況，或是看到我的視像。」

　　「可是我不識字，對電器亦陌生，怎能使用高科技呢？」老婦遲疑道。

　　「這些都不需要，你只須對著手機發言，下達命令便可。還有一個好消息，我正在開發一個程式，

將腦電波連接到智能手機上，只要你思想上有什麽要求，皆可連繫到手機上，再轉化為文字或語言出來

，我們現正研究將這些思想連繫到另一人的思想中，即是人與人之間的連繫；可通過智能手機的中介，

互相溝通，關鍵是腦電波的接收，放大，轉化。這是一個革命性的開發，這靈感來自佛教的因果論及輪

迴觀。將來人們死後，亦能與陽間的人溝通。可是，人際關係將變得複雜無比，這需要從佛經中尋求解

決之道。」兒子興致勃勃道：「這些不重要，我必須集中精神在開發上，好好賺上一筆，這次定能使我

發達啊！哈哈！哈哈！」

     通靈（現代版）  浮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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