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就像一本书

[天地禅院]
天地禅院]
完美
小和尚坐在地上哭，
小和尚坐在地上哭，满地都是写了字的废纸。
满地都是写了字的废纸。
「怎么啦？」
怎么啦？」老和尚问
？」老和尚问。
老和尚问。
「写不好。」
写不好。」老和尚捡起几张看
。」老和尚捡起几张看：
老和尚捡起几张看：
「写得不错嘛，
写得不错嘛，为什么要扔掉？
为什么要扔掉？又为什么哭？」
又为什么哭？」 「我就是觉得不好。」
我就是觉得不好。」小和尚继续哭
。」小和尚继续哭：
小和尚继续哭：
「我是完美主义者，
我是完美主义者，一点都不能错。」
一点都不能错。」
「 问题是，
问题是，这世界上有谁能一点都不错呢 ？」
老和尚拍拍小和尚：
老和尚拍拍小和尚：
「你什么都要完美，
你什么都要完美，一点不满意，
一点不满意，就生气，
就生气，就哭，
就哭，这反而是不完美了。」
这反而是不完美了。」

洁癖
小和尚把地上的字纸捡起来，
小和尚把地上的字纸捡起来，先去洗了手。
先去洗了手。
又照照镜子，
又照照镜子，洗了脸；
洗了脸；再把裤子脱下来，
再把裤子脱下来，洗了一遍又一遍。
洗了一遍又一遍。
「你这是在干么啊
你这是在干么啊？你洗来洗去，
你洗来洗去，已经浪费半天时间了」
已经浪费半天时间了」老和尚问。
老和尚问。
「我有洁癖！」
我有洁癖！」小和尚说
！」小和尚说：「
小和尚说：「我容不得一点脏
：「我容不得一点脏，
我容不得一点脏，您没发现吗？
您没发现吗？每个施主走后，
每个施主走后，我都把他坐过的椅子
擦一遍。」
擦一遍。」
「这叫洁癖吗？」
这叫洁癖吗？」师父笑笑
？」师父笑笑：
师父笑笑：
「 你嫌天脏、
你嫌天脏、嫌地脏、
嫌地脏、嫌人脏，
嫌人脏，外表虽然干净，
外表虽然干净，内心反而有病，
内心反而有病，是不洁净了。」
是不洁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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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缘
小和尚要去化缘，
小和尚要去化缘，特别挑了一件破旧的衣服穿。
特别挑了一件破旧的衣服穿。
「为什么挑这件？」
为什么挑这件？」师父问
？」师父问。
师父问。
「您不是说不必在乎表面吗？」
您不是说不必在乎表面吗？」小和尚有点不服气
？」小和尚有点不服气：「
小和尚有点不服气：「所以我找件破旧的衣服
：「所以我找件破旧的衣服。
所以我找件破旧的衣服。而且这样施主们 ?
~会同情，
会同情，才会多给钱。」
才会多给钱。」
「你是去化缘，
你是去化缘，还是去乞讨？」
还是去乞讨？」师父瞪了眼睛
供养你？
？」师父瞪了眼睛：「
师父瞪了眼睛：「你是希
：「你是希望人们看你可怜
你是希望人们看你可怜，
望人们看你可怜，供养你？
还是希望人们看你有为，
还是希望人们看你有为，透过你度化千万人 ？」

撑着不死 v.s.. 好好活着
大热天，
大热天，禅院里的花被晒萎了。「
禅院里的花被晒萎了。「天哪
。「天哪，
天哪，快浇点水吧！」
快浇点水吧！」小和尚喊着
！」小和尚喊着 , 接着去提了桶水来。
接着去提了桶水来。
「别急！」
别急！」老和尚说
！」老和尚说：「
老和尚说：「现在太阳大
：「现在太阳大，
现在太阳大，一冷一热，
一冷一热，非死不可，
非死不可，等晚一点再浇。」
等晚一点再浇。」
傍晚，
傍晚，那盆花已经成了「
那盆花已经成了「霉干菜」
霉干菜」的样子。「
的样子。「不早浇
。「不早浇……
不早浇……」
……」小和尚咕咕哝哝地说：「
小和尚咕咕哝哝地说：「一定已经死透
：「一定已经死透
了，怎么浇也活不了了。」
怎么浇也活不了了。」
「少啰嗦！
少啰嗦！浇！」老和尚指示
！」老和尚指示。
老和尚指示。
水浇下去，
水浇下去，没多久，
没多久，已经垂下去的花，
已经垂下去的花，居然全站了起来，
居然全站了起来，而且生意盎然。
而且生意盎然。
「天哪！」
天哪！」小和尚喊
！」小和尚喊：「
小和尚喊：「它
：「它们可真厉害，
们可真厉害，憋在那儿，
憋在那儿，撑着不死。」
撑着不死。」
「胡说！」
胡说！」老和尚纠正
！」老和尚纠正：「
老和尚纠正：「不是撑着不死
：「不是撑着不死，
不是撑着不死，是好好活着」
是好好活着」
「这有什么不同呢？」
这有什么不同呢？」小和尚低着头
？」小和尚低着头。
小和尚低着头。
「当然不同。」
当然不同。」老和尚拍拍小和尚
。」老和尚拍拍小和尚：「
老和尚拍拍小和尚：「我问你
：「我问你，
我问你，我今年八十多了，
我今年八十多了，我是撑着不死，
我是撑着不死，还是好好活
着？」
晚课完了，
晚课完了，老和尚把小和尚叫到面前问：「
老和尚把小和尚叫到面前问：「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想通了吗？」
想通了吗？」
「没有。」
没有。」小和尚还低着头
。」小和尚还低着头。
小和尚还低着头。
老和尚敲了小和尚一下：「
老和尚敲了小和尚一下：「笨哪
：「笨哪！
笨哪！一天到晚怕死的人，
一天到晚怕死的人，是撑着不死；
是撑着不死；每天都向前看的人，
每天都向前看的人，是好好活
着 。」「得一天寿命
。」「得一天寿命，
就要好好过一天。那些活着的时候天天为了怕死而拜佛烧香，
那些活着的时候天天为了怕死而拜佛烧香，希望死后能成
得一天寿命，就要好好过一天。
佛的，
佛的，绝对成不了佛。」
绝对成不了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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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一碗饭
有一天，
有一天，两个不如意的年轻人，
两个不如意的年轻人，一起去拜望师父。
一起去拜望师父。
「师父，
师父，我们在办公室被欺负，
我们在办公室被欺负，太痛苦了，
太痛苦了，求您开示，
求您开示，我们是不是该辞掉工作？」
我们是不是该辞掉工作？」两个人一起问
？」两个人一起问。
两个人一起问。
师父闭着眼睛，
师父闭着眼睛，隔半天，
隔半天，吐出五个字：「
吐出五个字：「 不过一碗饭 。」
就挥挥手，
就挥挥手，示意年轻人退下了。
示意年轻人退下了。
才回到公司，
才回到公司，一个人就递上辞呈，
一个人就递上辞呈，回家种田，
回家种田，另一个却没动。
另一个却没动。
日子真快，
日子真快，转眼十年过去。
转眼十年过去。
回家种田的，
回家种田的，以现代方法经营，
以现代方法经营，加上品种改良，
加上品种改良，居然成了农业专家。
居然成了农业专家。
另一个留在公司里的，
另一个留在公司里的，也不差。
也不差。他忍着气、
他忍着气、努力学，
努力学，渐渐受到器重，
渐渐受到器重，已经成为经理。
已经成为经理。
有一天两个人遇到了。
有一天两个人遇到了。
「奇怪！
奇怪！师父给我们同样『
师父给我们同样『不过一碗饭』
不过一碗饭』这五个字，
这五个字，我一听就懂了，
我一听就懂了，不过一碗饭嘛！
不过一碗饭嘛！
日子有什么难过？
日子有什么难过？何必硬巴着公司 ？所以辞职。」
所以辞职。」
农业专家问另一个人：
农业专家问另一个人：
「你当时为什么没听师父的话呢？」
你当时为什么没听师父的话呢？」
「我听了啊！」
我听了啊！」那经理笑道
！」那经理笑道：
那经理笑道：
「师父说『
师父说『不过一碗饭』，
不过一碗饭』，多受气
』，多受气、
多受气、多受累，
多受累，我只要想『
我只要想『不过为了混碗饭吃』，
不过为了混碗饭吃』，老板说什么是什
』，老板说什么是什
么，少赌气、
少赌气、少计较，
少计较，就成了！
就成了！师父不是这个意思吗？」
师父不是这个意思吗？」
两个人又去拜望师父，
两个人又去拜望师父，师父已经很老了，
师父已经很老了，仍然闭着眼睛，
仍然闭着眼睛，隔半天，
隔半天，答了五个字：「
答了五个字：「不过一念间
：「不过一念间」
不过一念间」然
后，挥挥手…
挥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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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禅院
后来，
后来，老和尚圆寂了，
老和尚圆寂了，小和尚成为住持。
小和尚成为住持。
他总是穿得整整齐齐，
他总是穿得整整齐齐，拿着医疗箱，
拿着医疗箱，到最脏乱贫困的地区，
到最脏乱贫困的地区，为那里的病人洗脓、
为那里的病人洗脓、换药，
换药，然后脏兮兮
地回山门。
地回山门。
他也总是亲自去化缘，
他也总是亲自去化缘，但是左手化来的钱，
但是左手化来的钱，右手就济助了可怜人。
右手就济助了可怜人。
他很少待在禅院，
他很少待在禅院，禅院也不曾扩建，
禅院也不曾扩建，但是他的信众愈来愈多，
但是他的信众愈来愈多，大家跟着他上山、
大家跟着他上山、下海，
下海，到最偏远的
山村和渔港。
山村和渔港。
「师父在世的时候，
师父在世的时候，教导我什么叫完美，
教导我什么叫完美，完美 就是求这世界完美 。
师父也告诉我什么是洁癖，
师父也告诉我什么是洁癖，洁癖 就是帮助每个不洁的人 , 使他洁净
师父还开示我，
师父还开示我，什么是化缘，
什么是化缘，化缘 就是 使人们的手能牵手，
使人们的手能牵手，彼此帮助 ，使众生结善缘 」
小和尚说。
小和尚说。
「至于什么是禅院
至于什么是禅院，
么是禅院，禅院不见得要在山林，
禅院不见得要在山林，而应该在人间。
应该在人间。南北西东，
南北西东，皆是我弘法的所在；
皆是我弘法的所在；天地之
间，就是我的禅院 。」

真挚的友谊不需要承诺....
真挚的友谊不需要承诺....注定的缘分不需要约定
....注定的缘分不需要约定...
注定的缘分不需要约定...
因为 ...世上的机缘
...世上的机缘 ...都是那样的可遇可求
...都是那样的可遇可求 ...
建立友谊如像种树，
建立友谊如像种树，因为友谊是一株树 TREE
T : Trust (信任
(信任 )
R : Respect (尊重
(尊重 )
E : Exchange (交流
(交流 )
E : Emotional Support (精神支持
(精神支持)
精神支持)

人生就像一本书 ...
...有些人会仔细阅读
有些人会仔细阅读 ...有些人会草草读过
...有些人会草草读过 ....
因为 ...这是只能读一次的书
...这是只能读一次的书...
这是只能读一次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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