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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吸引著我 使 我 不 由 自 主 的

一后的寺院響起木魚的經唱

走向夫殿。只見一位法師低
目爐中姨姆升起?沁鼻的血

眉斂目地敲扣著水魚。音雲

;:10

「那是什麼聲音
7

」我在

那是對面阿婆請經的聲音。

若梅姆的于悶。媽媽生訴我
「阿婆誦經為什麼是可刀
L 的呢?」

「傻孩于!那是阿婆敲木

天刀叉

魚的聲音啊!」
「木包川」便成為我童年時
陌生而又說切的名詞。

放霞在犬跛裡，六串成讚講時
」法師一面說茗，便把手中

，如此?能引導唱詞和諧

不能自由嬉遊簡直疲於奔命

老舊的生命，「刀叉力又」

顆木魚都有著雋永不隨外觀

，在那一刻我明白 79 每一

一所說地獄情狀所繪，叫地獄變。

一極樂淨土變--。也有依據佛教

﹒(上承第三版)

鮮血淋漓。魚兒痛苦衷嚎卻

潮連根拔起，把背肉撕扯得

級之歌!

的聲音正是互古以來永不休

1.

。有時背上的樹又像要被浪

無人相應。後來他的師父從

的木魚交給我。
我輕輕地觸摸事有些一發亮

海上經過，魚兒懺悔著難過

不久之後，我進入「佛學
研讀班」'木魚聲更常響在

一聞相者外，也有被供奉的各種佛

一節奏，提醒心神。現在這

敲扣它，以便引導梵唱並統
圓形的木魚已成為寺院中不

的刻痕，眼前出現一幅古老
祥和的畫，畫裡傳出叮叮咚

耳際，它已不再躲在家鄉巷

在于裡，用於經行間敲擊
位臉上佈滿皺紋的老者，我

等等，其

s

心中不乏當時的衣著風俗、生活描

…障法會也有永陸園

一是舉行佛教最盛大法會之一的水

-一時遣典音心趣之作的雜類圈，就

…除上述據本生譚、佛經內容顯以

F跨的領域相當廣泛，種類繁多，

一佛教圖畫的內容相當豐富，所

一﹒彿教圖畫

可少的法器。大的圓形木魚

地況下淚來，師父憐憫他所

道的記憶裡'而是騰躍在熙

放在桌盤上，小型的則可拿
咚的敲擊聲，昏黃的燈下有

受到的痛苦，就為他啟建一

心事園、描寫山寺風景的山寺圈，

心像圈，依據佛教史繪製成園的放

L

場「水陸法會」，受苦的魚

擾的人群中為車水馬龍的城

在個人的了解中，木魚的

攝入心神凹陷律

擅線綴著藍個殿堂，寧靜的
聲音在蹦蹦煙蘊中自成一股

兒才得以脫離魚身之苦。後

最早知道木魚歪追溯到改

說著說茗，法師將佛桌上
的小木魚遞給我，我趕忙用
雙手捧住它，才知道這看來
質地堅實均水魚，並沒有想

問了精神病院，我們帶去了

彌陀佛的名號。當木魚聲力

一必要去了解其題材內容，並從佛

一寫等。因此觀賞佛教圖畫時，有

ii

又刀叉地響起時，那些一心不

人站了起來，許多無神的眼
呵教經典或佛教傳記中考設其淵源
睛也望了過來，屋子裡到處 -，才能更深刻細緻地體情其特定
走來走去的人也停了下來，

在焉、憂鬱地瑟縮在屋角的

著木魚的力叉刀叉聲，一時
之間洶湧出來。「人身難得

他們跟著木魚的節拍，喃喃

然，他們的眼神依然呆滯，

的佛號傳遍了整個屋子。雖

一以知識的普及，正信的佛教如甘

﹒近來，由於有識者的倡導，益

-3 結語

一意義與精神。
今已得，佛法難問今已間，

地和著，一時之間模糊不清

度此身

o

頌的真理吧!

一雷般滋潤了現代人枯澀的心
O靈
般暖流白胸中泊泊而出，並

子，已隨著力叉力又聲進入

一顆顆飽含著希望的清淨種

…為廣大的社會注入沁心的清涼。

。那沈厚的鐘聲，照敬地獄

，當時心潮的湧動亦如現在

現一張張念佛的神情，「力

而綿密的音律時，腦中便浮

F佛教藝術領域簡介彼露，旨在拋

…磚引玉，疏漏在所難免。倘塾街

一界朋友，能不吝指正，是所企盼
一，若由此更能投注參與開創現世

。而在幼兒成長中，父母親的親子

充八丌準備好自月兒的認識與心理詢、遇

心是藝術創造的新獸，誡所祈顧。

又催的，茲子便畏縮、逃避，久了

色功能的發展，都是直接影響其是

觀念、教育子女的方法，父母親角

位年輕的母親為她的女兒準備小尿

。孩子的誕生，勢必改變家庭的成

否能活得安全、有自信的重要因素

來轉法輪，佛學院的僧伽教育在落

，芷是現代宗教緊扣著社會需要，
回應宗教關懷的著手處。宗教人士
在弘法時若能著眼於以竅生的需要

心，使孩子進一步獲得正常的成長

員與氣氛，如何幫助父母親調整身

，這樣她便不需要用哭鬧的方式來

理的闡揚也就不會偏於哲思，而能

實世間的教化上，才不會落空，佛

指導人間事修了!

從這件事上顯示出的仍然是「緣

小家庭生活中，忙碌的父母親未能

，現代父母與子女的疏離，源自於

方式已逐漸影響到他們的家庭生活

起」的理則可臺灣新生一代的就業

吸引母親的注意與關懷了。

理，同時也直覺地意識到不是隨處
就可大小便，公共地方也不是她的
塗鴨板。更重要的是讓她在適合成
長的環境中，建立起信心及創造力

楠、小玩真箱、小書桌椅，輔導孩
子從她所擁有的天地中學會自我管

發現這點差異之後，我們建議這

自然就變成尿褲子不說了。

我恭敬地把木魚還給法師

F佛教導師們濟皮眾生的悲顧，正

旦感受到一種綻放光明的喜

一拉雜為文，謹將自己謂書所涉的

我再度審視木魚，感覺一

行動仍然遲緩，可是我相信

」這是魚兒不斷傳

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

注師說到這裡臉上流露出
溫和篤定的光采，那神情似
乎在告訴人們罪無不懺'懺
無不消，於是魚兒的懺悔隨

割成魚的形狀，懸掛在寺院

一次，在朋友的邀約下訪

形狀並不是非諧的圈，大小

不禁勾起了他的興趣，他說

﹒「讓我來告訴你一個有關
從前有一位比丘，因為不

木魚來歷的故事吧!」

他們蒙昧的心意。

後來便轉生為魚類。那條魚

的幽苦;這篤賞的木魚聲則

曾經夜間悠揚的鐘聲
的背上長著一棵樹，當浪濤

又刀叉」那白又是「精進」

悅

激盪追逐的時候，魚背上的

引領著世人邁出關步向前跨

從此以後，我再聽到寧靜

樹便隨著浪潮東西飄盪?魚

聽師父的教誨，這下惡業，

•..•

之後所活躍出來的一幅畫了 …淨土，則為當世人們的一幅報，也
越

o

兒因此一會兒被拖到東邊，

一會兒又被拖到西邊，不但

阿

市帶來片刻的清涼與鼓贅。

也不全然相同，只是通常所

長大罷了!小孩與大人的疏離感於

食物之外的珍貴禮物

來，這位師父叉依著魚兒的

提時峙。記憶申每當清晨成

F

是產生。若想進一步教育皮子，就

裡警示僧殼。

哀求，把牠身上的那棵樹雕

黃昏總會聽到一陣陣「力又
像中那胺重，心想木魚的這一

故不倦地工作著;:
這美麗的花紋就是這麼一
刀一刀慢慢雕刻出來的吧?
刻紋在述說著魚的眼睛晝夜
常醒從不闖限，互古如斯。
也儘管協押在我于裡的木魚因
歲月的痕跡已逐漸失去鮮明

見大都是塗滿了紅漆，間錢
的圖案。然而木魚既名為「

力又 L 的響聲，是從小巷對

捧著它，一時之間不曉得

的刀痕，但仔細端詳紋路的

量必然隨苦木料而異吧!

怎麼拿這木魚和槌?正有些

刻著金、黑色線紋形成鮮明

面的木屋俾萊的。

眼刻仁鸝甲又為什麼看

魚」，外表為什厭那麼圓鼓
7

不出魚的形狀?難道木魚不

呃

就是用木頭雕成的「魚」嗎
?。::﹒

「看你如此好奇的樣子，
對本魚有興趣的?」知客法

們聽-白淳師和政卻回應她一人篇

所以，立母親如果能把小孩當成

親子間最困擾的問題。

獨立的時空中，學會自在負責、自

O

起落，仍依稀可見那未從圓
著急。注師巴微笑著接過小
木魚，只見他比劃著說
「 瞪陸的魚眼所投射出來的堅
小木魚通常是以雙手捧性的
持。捧一者它，精神為之振奮
，色川槌放在木魚外，用兩手 起來。原來佛門裡讚請時敲
的大指與食指夾住，其餘的
擊木魚能用來警醒犬眾不要
六個指頭再從
方托佳木魚
懈怠管忱。
法師看訟對著木魚沈思，

「敲擊時，必須全神貫注
，用力平穩，才不致於忽輕
想重，讓人心無川佳女定。當
由緩入急時，須平緩地加速

暖照應，反遭斥罵。這當中帶給小
孩的挫折感，住往是大人無法體會
後的事實，以為

到的。父恩經常不經意那些哭聲背

幼兒教育須知。在那不到一小時的

H 不過是孩子沒有

「爸爸，你尿尿不說，就要打你

話，對著剛從外面進來的父親說:

兩歲竿的女孩峰做她而均為責備的

圓形的木魚?這種木魚則是

或庫房走廊 -hj'是用來集合
大蔽的。後來才慢慢演變出

』'一般懸掛在寺院的齋堂

師不知何時走近的﹒用慈祥
的語氣叫隔著。
「敲擊時，則是在于金魚
刊以點點頭說:「前然叫做
，右手拿槌?兩手都只用拇
「恥木包…」
7揖仆濟不是可魚
指、食指和中擋，這個時候
魚悅和木魚的位置恰好向上
』的形狀呃 7L
「在最初，木魚的形狀的
平胸，類似合擎的樣子，所
略是一種直蜓的長魚形。它
以如叫做『合掌的木魚』
又抽血稱為可榔子」或『魚板

•.

才能按受。而施與受之間，往往固定

得再一次建立彼此間的情感，孩子
孩子是玄庭中的新加入者，原有

對話中，卻引發了見一國許多感想。
的環境並不見得是依他或她的需求
肅然設計的。仔細推恕，反乎成長的
有著夫人無法了僻的掙扎。尤其是

我管迎。其實孩子尿濕褲子和大人

人一攸地對待，他或她才能從自由
對一個向萊講求殼中竿、速度的現代

沒有為她準備一個小尿桶有關。孩

7也

母親而言，要求仙也有耐心陪著兒女

子身材小，一定要依賴媽媽抱才能
媽不知如何抱才有助於他，卻又急

過程中?為適應陀、啦、拉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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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歌之車豆豆↑木不永來以百互

」女孩的威媽世固立話般地轉述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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