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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居士林大殿释迦牟尼佛前
的一座旧佛台，蕴含一段罕为人知
的感人捐献故事。居士林决定，新
大殿四年后落成，这座由一名虔诚
农妇捐献的柚木佛台，将照旧用来
摆放供佛祖的花果和莲花灯。
　　居士林林长李木源（70岁）受
访时透露，这名农妇虔诚供佛，不
惜承受伤害，令他感动又感伤。
　　农妇笃信佛陀，40多年前，卖
掉家里养的一些猪后，将所得3000
元用来行善，丈夫问她钱花去哪
里，她始终不肯说，丈夫气起来打
她，打得她嘴角流血。她去医院疗
伤，医生问她，她说是不小心跌倒
受的伤。
　　过了很多年，妇女逝世，孩子
从母亲遗物中找到一张捐献佛台收
据。这张髹金镂雕虎脚柚木佛台造
价3000元，列明献给1969年开幕的
居士林大殿，捐献人写着她丈夫和
孩子的名字。卖佛台的本地木器公
司是“郑合顺”。
　　“她的孩子最近来居士林，我
们才知道这件事。我们很不希望她
因捐献而受到伤害，但她虔诚之心
令人感动。为了对她的捐献感恩，
我们决定在新大殿落成后，由她捐
献的佛台照旧放置在释迦牟尼佛
前，长久摆设花果和莲花灯。”

神秘人每月捐10万元
　　李木源也透露，居士林七个添
油箱，每月最少收到十多二十万
元，办法会的月份如农历七月和春
节，香油钱多达三四百万元。
　　“有一位神秘人，每月都会在
添油箱投放10万元，这笔钱对半折
叠起来，都是面额一万元大钞，
共有10张，一年下来总共捐120万

元。”
　　对于捐款人身份，他说捐款人
显然不愿曝光，居士林也从不尝试
寻查，“我们不知道那是个人善心
捐献，还是集体善行，10年前是每
月捐5万元，后来加到8万元，两三
年前再增加至10万元，至今已持续
了十年，我们十分感恩。”
　　李木源说，“就好像这次修
建，厨房改设地下层，有善心人知
道了，打电话来，愿捐一套厨房自
动化烹调配备，让我们去挑适合的
一套。”
　　他强调，居士林慈悲济世，定
期发度岁金给贫老、发助学金鼓励
清寒子女向学，免费供应素餐给民
众，需要众人支持，但居士林不希
望任何人为了捐献，伤了自己和家
庭。
　　他说，有林友卖掉所住组屋，
也有信众大房换小房，得到的钱捐
给居士林，更有人订立遗嘱，死后
将洋楼、组屋和公积金捐来居士林
行善。
　　“这些捐献，如果我们事先知
道，都会劝请捐献者事先和家人或
律师商量、办好手续，不要因捐献
引起纠纷，伤了家庭和气，甚至使
自己受伤害，因为这违背了乐捐的
原则。”

慈悲济世原则不变
　　李木源也指出，虽然重建大
殿、添设地下停车场及地下厨房等
设施，需要花掉居士林基金3000万
元，居士林不会因此减少贫老度岁
金、给清寒子女发的助学金，也不
会减少免费素食供应。
　　对于老人度岁金，他解释说，
居士林敬老、护老之心永不变，获
得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援助的贫老，
“红包”最大，每人250元，估计
明年总额会发出100多万元，受惠
老人共1万3000多名。
　　至于助学金，他说，这是因
为教育是脱贫的一个途径，“我
二十七八岁在居士林服务时，曾调
查申请助学金孩子的家庭状况，结
果发现这些孩子的家庭都有一个共

同点，就是父母和祖父母辈，不是
文盲就是教育程度很低。”
　　李木源2001年当上林长，逐步
增发助学金，最后请学校推荐家贫
而成绩又一般的学生申请，鼓励
他们向学。目前，助学金额从小
学300元至大学3000元不等，今年
共有1513名学生受惠，连同奖励成
绩优异学生的“精进奖”在内，共
发出116万7600元，超过1979年至
2006年累计发出821万8050元的数
额。
　　提起免费素餐，李木源说，起
初居士林是为照顾职员福利而请人
来煮素餐，因为以前附近没什么人
卖素食。后来，有相识林友和朋友
来访，很自然的受邀共餐；不料，
吃的人越来越多，最后索性开放给
公众。
　　素餐从上午5时开始，开放到
晚上8时，“我们的原则是想要吃
素餐的人都可来吃，不论身份、种
族、信仰和地位，只要他们觉得自
在，我们乐意跟他们结缘，诚心招
待。”
　　因此不管是外劳、学生或是附
近的居民，居士林都以诚挚的心和
最好的素料招待他们用餐。居士林
的素餐重品质，坚持不加味精。他
说：“信众捐赠米粮、蔬菜、食油
和酱料，源源不断，质量很好。这
或许说明信众认同居士林奉行的慈
悲济世原则。”

有信心筹到全部修建费
　　提起居士林预计耗资6000万元
重建大殿及添建设施，李木源说，
目前还欠缺3000万元，但居士林有
信心凭一己之力清偿全部修建费。
　　他说，居士林经验显示，靠着
广大信众及林友热心支持，应可在
几年内筹到所需修建费，既不必对
外筹款，也不会委托他人向民众募
捐。
　　他说：“十方来十方去，十方
信众做十方事，这几十年来，居士
林广结善缘，广种善因，总是能够
在最需要的时候，及时收得善果，
说来也相当奇妙。”　　

居士林决定，新大殿落成时，现有的柚木佛台，照旧放置在释迦牟尼
佛前，摆设供果和莲花灯。（梁麒麟摄）

团缘

【活动】
　　陶融儒乐社庆祝83周年，本
月27、28日（星期六、日）晚上7
时45分，在国家图书馆大厦戏剧
中心剧院呈献潮剧《恩仇记》，
门票10元。电话：81617662／
91914994；售票处：永昇旅行社
（65326988）。
　　高氏公会颁发的“高德祥助
学金”即日起接受申请，下月12
日（星期一）申请截止，电话：
62230265。
　　南安会馆与更生美术研究会本
月20日（星期六）联合开办“中国
画课程”。电话：67373866。
　　普救善堂本月19日（星期五）
晚上7时45分，在后港西门巷善堂
设素宴，庆祝宋大峰祖师圣诞暨创
堂85周年纪念。电话：62853424。
　　南洋梁氏公会福利股本月21日
（星期日）在梅镜堂宗祠举行冬至
祭祖，过后颁发度岁金给10位乐龄
会员宗亲。电话：62889017。

【会员大会】
　　琼崖杨氏公会本月28日（星期
日）上午11时在会所举行。电话：
63370488／93589047。
　　客属黄氏公会下月4日（星期
日）上午11时在会所举行，及颁发
中小学奖学金。电话：62980474。

【联欢会】
　　东 陵 琼 崖 同 乡 会本月28日
（星期日）晚上7时，在会所举
行圣诞节及新年联欢会。电话：
64660008。
　　永春会馆本月31日（星期三）
晚上8时，在会所举行“倒数迎新
年联欢晚会”，本月24日（星期
三）前报名。电话：62222610。

农妇虔诚供佛不惜忍受伤害 

居士林佛台蕴藏感人捐献故事

　　居士林将拨款200万元，赞助
全国肾脏基金会（NKF）在红山设
洗肾中心，方便附近患肾病老人洗
肾。
　　这个洗肾中心拟设在亨德申一
座组屋底层空间，是居士林赞助成

立的首个洗肾服务处，预计明年初
启用。
　　李木源透露，有居住在红山的
肾病老人诉苦，说红山没有洗肾中
心，要搭巴士到最近的锦茂洗肾中
心洗肾，下雨天很难出门。

　　李木源说，肾病老人洗肾的
苦痛，对于也是肾病患的他来
说，感同身受，“居士林董事会
经商议，决定赞助NKF在红山区开
设洗肾中心，就近为贫老病患服
务。”

200万元赞助NKF红山设洗肾中心

黎远漪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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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屋区居民骑脚踏车往来的人越来越
多，有些脚踏车骑士违例或鲁莽乘骑危害
路人安全，义顺南区应居民的要求，特地
发起“做尽责脚踏车骑士”运动，积极教
导居民骑脚踏车注意安全。
　　接下来的三个月，义顺南将展开一系
列宣导活动，在区内挂上劝导脚踏车骑士
注意行人安全的布条；此外，也会在组屋
布告栏张贴告示；提醒注意“安全骑车，
人人有责”。
　　负责义顺南区事务的义顺集选区议员
李美花博士，昨早在该区常月举行的捡垃
圾活动上，宣布上述消息。义顺南是义顺
集选区内，首个推出安全脚踏车骑士宣导
活动的区。
　　李美花说：“越来越多居民以脚踏车

代步，但同时也有越来越多居民向我投
诉，差一点被脚踏车撞到的惊险情况。因
此我们决定展开宣导活动。”
　　“我们希望能在三个月教导和提醒民
众，不可在组屋底层与人行道上骑脚踏
车；注意骑车速度，避免撞伤人；脚踏车
应停放在脚踏车停放处，不要随便停放造
成他人不便。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希望居
民骑脚踏车时，能够多为自己与行人着
想。”

与警方合作加强管制
　　李美花透露，三个月宽限期结束后，
市镇理事会将与警方合作，加强管制和巡
逻，违例者将遭罚款。
　　根据义顺市镇理事会法令规定，在人
行道上横冲直撞、不顾行人安全的鲁莽脚
踏车骑士，可被开罚单惩罚，初犯者可被
罚款100元，重犯者的罚款额将增加，最

高可达400元。市镇理事会也可把违例者
控上法庭，面对罚款高达1000元。如果导
致他人受伤，按照公路交通法令，初犯
者将面对罚款最高1000元或监禁三个月。
重犯者面对最高2000元罚款，或监禁六个
月。　　	
　　对于这项新教育运动，受访居民都表
示欢迎。杜碧君（58岁，家庭主妇）受访
时说：“有一次，我从电梯走出来，一辆
脚踏车突然闯过来，差点把我撞倒。组屋
底层其实不应骑脚踏车，但有些人可能不
知道，希望这次的宣导运动，能提高大家
安全骑脚踏车的意识。”
　　经常骑脚踏车的刘文虎（45岁，电脑
工程师）说，他只知道不能在人行道上骑
脚踏车，不知道组屋底层也是禁区。“我
以后经过组屋底层时会下车，避免撞到
人。”
　　去年涉及脚踏车骑士的交通事故共
371起，较2009年的592起减少37％，情况
有所改善。过去三年来平均每年有10起涉
及脚踏车骑士和行人的案件，在那些较严
重的案件中，脚踏车骑士可被控行为鲁莽
或疏忽罪。

　　另外，义顺南区今年5月至10月首次
推出有奖最清洁组屋比赛，义顺环路第
802座组屋从区内100多座组屋中脱颖而
出，获选为最清洁的组屋，组屋内的110

户家庭都获得50元礼券。
　　住在这座组屋12楼的易焕仪（50岁）
受访时说：“这是我的家，我有责任保持
屋内外的卫生。”

义顺南即日起展开三个月的居民安全骑脚踏车宣导运动，提醒居民骑脚踏车注意安全。
（何家俊摄）

居民多次投诉骑士鲁莽

义顺南发起安全骑脚踏车运动

林长李木源表示，居士林慈悲济世，但不希望任
何人为了捐献伤了自己和家庭，因为这违背了乐
捐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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