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时报
新世界时
报

专栏文章 51

2016 年 11 月 18 日

NEW WORLD TIMES

闲话闲说 642

雷诺克斯

合影，或许能分沾一丝
“名人”气味？
博物馆回廊的墙上，贴满与“疾风
离开剑桥的“迷宫”——在我们外
堂”有关联的名人照片。其中的两段
州人看来没有“章法”的大街小路，沿着
“爱情故事”，
令人唏嘘。
“历史的 20 号路”
（Historical Route 20），
“疾风堂”的前身，是纽约人海格缇
一路往西，走向雷诺克斯。其实，可以
夫妇（Ogden and Elizabeth Haggerty）的
走 90 号州际公路，只要两个多小时。
萧 靖
约克夏别墅。他俩的女儿安妮，
“内战”
可是，直接到达，会错过不少沿路的风
“疾风堂”也有过 中 偶 遇 北 军 军 官 萧（Robert Gould
土人情——有违此番前往伯克夏，
“ 认 空调，长裙长衫，繁文缛节，可不是受 文人”，年代不同，观察人生的角度，自 拜，为了防盗，封了门。
罪？劳动大姐，就更辛苦了，寒冬腊月， 然也就不尽相同。
类似的境遇。早晨，没有其他访客，玛 Shaw）。世家子弟萧“内战”伊始，离开
识麻省”旅行计划的初衷。
华顿在“小山”度过十年时光，著作 莎带着我们两个，每个房间转了一转， 哈佛，辍学从军，辗转南北战场。与安
第 一 个 路 过 的 小 村 是 Sturbridge 盛夏酷暑，田头灶头炕头，纺纱织布缝
妮成亲后的第 77 天，萧率领麻省 54 步
（司铎布里奇），1729 年起，英伦殖民者 衣，劳碌没有停息，加上一大堆“小萝卜 颇丰，却因离婚，离开故国，晚年在异乡 一路故事不断，如数家珍。
莎拉摩根兴师动众，大动土木，修 兵旅——北军第一个“自由黑人”军团
开始垦荒定居，1738 年建村，与麻省的 头”…，读读艾比盖尔和约翰亚当斯的 的法国度过。当年的文化环境，离婚女
不少其它地方一样，小村沿用了殖民者 通信，殖民地乃至“合众国”初期，农妇 人，即便是名女人，也会被社会另眼相 建了“梦想宫殿”，结果，没来得及多多 —— 受 命 攻 打 南 卡 的“ 瓦 格 纳 要 塞 ”
可知一斑。
看，
“ 上流社会”的“恶毒（夫）妇”
（old 享用，即仙逝于旅欧途中。想必，心有 （Fort Wagner），不幸阵亡，年仅 25 岁，
英伦“老家”的名字——司铎尔布里奇 的艰难生活，
上世纪七十年代，曾经当过几年农 fools）太多，
人言可畏，
唾沫有毒。
不甘，故而阴魂不散。据说，
“ 疾风堂” 正值青春年华。丧夫的安妮，余生未再
（Stourbridge）。在新英格兰地区，与英
“小山”在二十世纪多次转手，失修 时而弥漫莎拉喜欢的香水味，乔治的雪 嫁，致力公益活动。统一的合众国，离
伦有关的地名，比比皆是。恋家，恋故 民，尝过“修地球”的滋味。如今，已是
“耳顺”的年纪，
“昨天”真的重 颓败。与美国的许多历史建筑一样， 茄烟味道，人影绰绰，风闻中的“鬼屋” 不开那些在“非常时期”，忘我牺牲的英
土，人之常情，算不得“原罪”。新英格 “知天命”
雄——无论他们在前线浴血奋战，还是
兰如此，其它地区也差不多。纽约曼哈 来，只怕哭也来不及——走回头路，受 “小山”于 21 世纪初，方才由私家基金 （haunted house）。
也有可能，莎拉和乔治因为“败家” 在后方服务社区。
顿是“新荷兰”；中西部的一些地方，也 “二茬罪”？NoWay。好不容易一行几 会筹款修复，博物馆又买回华顿当年的
作为时代见证，
向公众开放。 的后代没能守住祖产，怨恨不满。中华
莎拉和乔治的儿子，也叫乔治，在
有斯堪得纳维亚风味的地名。对于我 万里，来到波托马克河畔，身在福中应 所有藏书，
可惜，
“ 小山”要到早晨十点才开 老话，
“ 富不过三代”，在北美也适用。 日本旅游时结识艺妓由纪子（Yuki），几
等华裔移民，大中城市里的“唐人街” 当知福惜福。没有面包，没有牛奶和蜂
哪来
“采菊东篱下”的闲情逸致？
门。出门在外，不可能事事如意，值得 “疾风堂”变卖后，做过公寓，艺校学生 经周折，又花了两万美金的巨资，终止
“中国牌楼”，或许更能够说明问题。迁 蜜，
司铎布里奇，并非此番过门不入的 观看的地方太多，时间有限，不得不有 宿舍，芭蕾舞夏令营…，后来，被开发商 由纪子的卖身契约。两人于 1904 年成
徙、定居——寻求改善自己和后代生存
唯一景点。
“ 小山”
（The Mount）——伊 所取舍。二者取一，参观了雷诺克斯的 买下，准备拆掉，建“老人院”，当地的妇 婚，却不为摩根家族接受。富家子乔
的环境——人同此心，勿需多议。
至于，以“枪炮”、
“契约”还是“生活 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在伯克夏的 另 一 座 别 墅 ，Ventfort Hall（疾 风 堂, 女看不过，联合起来，筹款买下，分期修 治，沾花惹草是非颇多，且又早逝。乔
意大利语，
疾风）。
复（至今也还没有完工，
工程太大了）。 治 1915 年过世后，由纪子辗转欧美，天
方式”，与原住民“外交”
“内联”？那是 别墅——也没有进得门去参观。华顿 Ventfort，
“疾风堂”的故事，
也是传奇。
上世纪末，奥斯卡得奖影片“孤儿 知道如何幸存两次世界大战，战后回
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的高深课题，咱学 是美利坚历史名人，十九世纪末获普利
纽约大亨摩根的妹妹莎拉和妹夫 院守则”
（The Cider House Rules）找外 归、终老故国日本？
问不够，不敢轻易淌水，退避三舍。况 策小说奖的女作家，其代表作“纯真年
（The Age of Innocence），几经改编， 乔治（摩根家族远亲），买下伯克夏的宝 景——破落的豪宅，导演看中了“疾风
伟大或渺小，有钱或无钱，人，在死
且，区区一篇短文，何以涵盖？走“车” 代”
屡屡被搬上银幕，供现代人回顾“过去” 地，花了近百万巨资，拆除老屋，建造了 堂”，馆存的资料上有剧照，最佳男配角 神面前是终极“平等”的。人，都没有能
观景，期望不能太高。
理想的豪宅——山里的宫殿。与华顿 凯恩（Michael Caine）是好莱坞屈指可 力选择出生。但是，幸运者却常有机会
司铎布里奇，据说是“农耕时代活 的辉煌。
听说，
“ 小山”是女作家亲自设计 的“小山”相仿，
“疾风堂”也在近年间， 数的性格演员之一。
选择生活，找到自己的土壤和天空，走
化石”
（living museum），村落保存着“过
资料中还有玛莎陪同当时的“第一 出独特的人生道路。有趣还是无趣，值
去”的布局，供“怀旧”的后辈们膜拜。 的，完工后，又亲力亲为、自己做室内装 由非盈利基金会筹款修复。
我们到得早，博物馆还没有开门。 夫人”希拉里——
“保护美利坚宝藏” 得还是不值得，全在一步步走向“平等”
傍村而过，没有逗留。
“过去”，哪里回得 饰和庭院规划，整幢建筑与伯克夏的湖
去？所谓“穿越”，大多不过是臆想—— 光山色融为一体，天衣无缝——出身豪 邻近有座颇为壮观的教堂，走过去一 （Save America’s Treasures）——巡视之 的过程之中。
2016. 7.23
首先，十八十九世纪的“淑女”
“贵妇”， 门，嫁入豪门，有钱有闲，且又多才多 看，铁将军加封条，锁了门。后来，博物 旅的参观照片。我们没有与名人合影
dznyrs@hotmail.com
那一套行头就令人窒息，三伏天，没有 能，与我等茶余饭后，打打酱油的“小资 馆的玛莎告诉我们，教堂已经不做礼 的雅兴，不然，与陪同过“名人”的玛莎

要多建幼儿园更要纳入义务教育

府办学前教育
职责的缺位。
何 况 ，让 所 有
的适龄幼儿及
时 入 园 ，享 受
均衡的教育机会，是各级政府发展学前
教育的庄重承诺与切实行动，能够体现
出职业道义坚守和社会良知。
（玫昆仑/文章系转载）

亲在一起，说说话，聊聊天，下下棋，悠
然自得，老人们“离家不离村，离亲不离
情”，在家门口就能得到关心和照顾，像
一个大家庭充满着温暖，这一养老模式
无疑值得推崇。
学前教育的校舍和师资出现大量 套了一所幼儿园；而每年每个幼儿园只
然而，
“互助养老”毕竟靠的是自身
缺口，说明将会出现“幼儿园荒”，直接 能招生 100 名左右的幼儿，怎么能满足
的力量，养老场所要自己找，衣食住的
影响公民和家庭的幸福指数和祖国的 幼儿入园的需求？特别是随着“全面二
费用要自己解决，而如果是经济困难者
未来，不可小视。
孩”政策的放开，加上进城务工人口的
很难坚持，尤其是一旦出现个突发病，
事实上，时下，一些地方就存在“幼 增多，每年的适龄幼儿逐年增加，小区
地处偏僻的农村一时间到那去求医？
儿园荒”，一些老百姓感到自己的孩子 幼儿园更无法满足幼儿入园的需求。
“互助养老”的方式至多也只是一种原
无园可读。乍一看，是幼儿园配套不均
当然，出现“幼儿园荒”，多建立配
“三留守”人员在现实当中遇到不 始的养老，经不住风吹雨打，很难长期
衡，适龄幼儿无法就近入学。因而，家 套幼儿园是必要的，但更要把学前教育 少的困难，儿童缺少父辈的关爱，妇女 维系。而就是这样的养老也只能是一
长们不能死抱一个幼儿园不放，要放眼 纳入义务教育。因为幼儿无园可读，还 要承担全部家庭的责任，而最为困难的 部分能享受，大多数留守老人只能是算
全地区幼儿园。但从学前教育资源的 说明学前教育没有纳入义务教育范畴， 是老人的养老问题。
天吃饭，
一家一户自己养自己的老。
配备上讲，这是因为幼儿园严重缺乏， 没有像义务教育那样实行划片招生，家
农村分布广交通不便，加之经济相
农村养老体制不健全，必然使出门
不能满足幼儿入园的需求。
《2014 年全 长不知道哪所幼儿园没有开始招生，哪 对比较落后，尤其是农村年轻劳动力大 在外的子女们分心，事先要安排好人照
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4 所幼儿园还没有招满。加上一个小区 量外流，大量留守老人呆在家中。从目 顾，或者委托亲戚或者夫妻两人留一个
年全国共有 20.99 万所幼儿园。通过对 每年到底有多少适龄幼儿，一行政区每 前的状况看，农村养老院少之又少，即 在家中，在收入上要受到不小的影响，
比发现，我国 2016 年的学前教育园舍 年到底有多少适龄幼儿，既没有人常年 使有也大都集中在乡镇，留守老人很难 更主要的是有些问题根本就解决不了，
需 求 量 相 比 2014 年 的 供 给 量 ，还 有 统计，也难以精准统计，自然形成了一 像城市一样做到小区养老。
如老人的看病等等问题，留守老人养老
1.66 万所的缺口。甚至有的幼儿园就 个行政区的“生源多，幼儿园少”的矛盾
目前在一些农村自发的实施“互助 靠亲人养同样也不长久。
在自己小区，自己的孩子无园可读，这 现状。只有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 养老”的模式，老人们自己组织起来，年
完善农村“三留守”人员关爱服务
看起来是笑话，却是事实。这除了说明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校舍和师资缺口的 轻点的照顾年长点的，身体好的照顾身 机制，其中养老问题是重中之重，怎么
私立幼儿园招生信息不透明，家长与幼 问题。毕竟，学前教育是基础教育的必 体弱的，各自取长补短，形成集体家庭， 来实行？以村为单位都建一个养老院
儿园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外，关键是小 需品，其社会公益性决定了学前教育资 有了互相养老，
区范围太大，居住的家户太多，小区内 源理应均衡惠及每个老百姓的子弟，这 老人身体力行，
一个幼儿园无法满足小区内幼儿们的 是各级地方政府的责任与义务。否则， 各具所长，你帮
需求。比如，有的小区有 3000 户，仅一 让学前教育背离社会公益性，变成营利 我，我帮你。
“互
所幼儿园；有的小区有 6000 户，也只配 机构，让家长“望费兴叹”，只会说明政 助养老”村里乡

不现实，而以镇为单位建养老院又太
远，也容纳不了，只能是借助“互助养
老”的方式，以互相为主，政府参与，在
经费上给予扶持，提供方便的场所，尤
其要着重解决老人看病的问题。给“互
助养老”添加公益的成分，此种养老院
才有活力能持久。
从场所看，农村养老不是很大的问
题，如今农村闲置的房屋相当多，不少
人在家建了一大幢房子，真正回来住的
日子屈指可数，另外村集体也不少的废
弃房，如，原来的礼堂，旧的学校等等，
只要稍加改造就可用于养老，再则，老
人们可以种种菜，养养家畜什么的，既
可以锻炼身体也可以解决部分资金，农
村因地制宜办养老院比起城市要省的
多。在看病问题上，可以固定乡村医生
值班的方式，也可以采取镇医院医生巡
回的方式，
让老人能得到及时的治疗。
农村养老涉及面广空档多，要提升
对老人的服务能力，首要之点就是解决
好农村养老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
是对农村老人的关爱，也是稳定在外打
工者的有利举措之一。
（罗瑞明/文章系转载）

重视留守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

海外拾贝 502
2016 年 11 月 12 日是世纪伟人孙
中山先生诞辰 150 周年纪念日。这一
天，大华府半杯清茶社在马里兰举办了
一次半杯论坛演讲。由半杯清茶社前
任社长许之微先生讲解佛教的基本常
识与汉传佛教的历史沿革，百余位关注
佛教传承与佛家文化的朋友出席了当
天的活动。
许之微先生在一个半小时的演讲
中对汉传佛教的历史源流，以及汉传佛
教的八大宗派等一一做了介绍。自释
迦牟尼创建佛教，二千五百年来，佛教
发展成三大世界性宗教之一，形成南传
佛教（小乘），汉传佛教（大乘）和藏传佛
教（密乘）三大分支。在汉传佛教二千
多年的历史中，又发展出三论，净土，天
台，唯识，华严，律，密，禅等八大宗派。
虽说佛教的基本教义是各宗共同遵循
的。但由于八大宗派的开宗立派者对
佛陀教诲的理解、所读经典，以及各自
开悟层次的不同等，导致了中国汉传佛
教的八大宗派彼此主张的修行方式的
不同。
许之微认为，印度佛教能在中国发
扬光大，有三位大翻译家（译经师）功不
可 没 。 他 们 是 ：鸠 摩 罗 什（344 - 413
年）、真 谛（499 - 569）、玄 奘（602 664）。再有就是汉传佛教的各大宗派
的开宗大师们。而八大宗派的开宗者
在佛教理论上的建树，对于助推佛家文
化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进程起到了不

听讲汉传佛教的前世今生有感

上，原本是很接近的。基督主张博爱，
不分种族；佛陀主张慈悲，有教无类。
基督教人要爱仇敌，佛陀教人怨亲平
等。基督教人施予，佛陀教人布施。基
督说天国就在心里，佛陀教训说法由心
造。……我是没有时间去下很多功夫
赵 实
研究，不过心里想，基督教与佛教也许
可替代的作用。在论坛演讲进入尾声 于讲座时间太短，虚云禅师就没有时间 中山对虚云说：
“ 革命党主张学习西洋 本来是同源的。所以，我很反对基督教
时，许之微老师提到，他特别钦佩不识 多介绍了。在《百年虚云》中笔者看到 的民主制度与新科学来救中国，但是也 人士对佛教徒的攻击。”
字的六祖慧能（638 - 713）。慧能修成 虚云大师一杖、一笠、一钟行遍天下，为 主张保全中国故有传统文化的。我现
民国二年（1913 年），孙中山为虚
了享誉海内外的一代宗师，在被西方人 后世禅宗的复兴培养了大量的诸多居 在着手写心理建设与伦理建设的演讲 云的鸡足山祝圣寺题匾“饮光俨然”
（饮
称作是“东方耶稣”。许老师还说，在英 士和大德高僧。四川江油的海灯法师、 稿，也要提及到这些问题的。我认为， 光，是释迦牟尼弟子大迦叶的名字）。
国不列颠广场有世界十大思想家的塑 美国万佛城的宣化上人等都是虚云的 现在旧的教条已倒，新的道德标准必须 民国五年（1916）八月十五日，孙中山和
像，中国的思想家有三位，他们是老子， 门嗣，服侍过虚云的南怀瑾居士在《虚 建立! 我们的心理建设，是比经济建设 胡汉民、邓曼硕、周佩箴等人登普陀山
孔子和慧能禅师。特别是，记录慧能传 云和尚全集》中对这位在汉传佛教史上 更加重要、更加迫切，而且也必要建基 天灯台，极目远望，环瞰四周。中山先
法的《六祖坛经》是佛教史上唯一一部 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虚云评价道：
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思想，兼取世界 生远远望见寺前矗立着一座高大的牌
称之为
“经”的汉传佛教经典。
“虚老乃一代高僧，行化因缘，犹如多面 民主自由思想的精华。”
楼，鲜花环绕，似成织锦，宝幡随风舞
许老师在大屏幕上打出了《坛经》 观音，非凡夫之所知。民国以来，不但
虚云说:“希望早日能读到大总统 动，非常壮美。又见一圆轮，盘旋著飞
直指人心的教诲：
“心平何勞持戒，行直 禅宗，即如整体之中国佛教，皆遭新文 的大作。”中山先生:“我认为，有些传统 速转动，分辨不出是用什么材质做成。
何用修禪。恩則孝養父母，義則上下相 明撞击而没落。虚老眼见佛教与禅宗 的迷信倒是应该排除的。譬如求神问 孙中山正思忖圆轮依靠何种力量飞转
憐 。 讓 則 尊 卑 和 睦 ，忍 則 眾 惡 無 之劫运，故不辞疑谤，并承五宗而书写 卜，符咒治病，奢侈祭祀，藉神佛诞辰而 时，眼前景象忽然消失无影无踪。孙中
喧 ；- - 改 過 必 生 智 慧 ，護 短 心 內 非 付法帖以传人，实亦明知其不可为而为 大肆烧香烛大肆耗费，或者敛财，或者 山问随行人是否看到这一奇观，均答没
賢 - - 成道非由施錢；菩提只向心覓， 之，此所谓拟“继先圣之绝学”，义所不 以人为牺牲，这些通俗，是不可不改革 有。中山先生深感惊奇，便亲笔署名记
何勞向外求玄 - -聽說依此修行，天堂 辞也。其坚修苦行如头陀，实有合于达 的。”虚云说:“大总统所讲的都不是佛 下了普陀山这一惊奇之事。也许，随着
只在目前。”看到慧能大师的话语，在场 摩祖师之四行门，且修难行能行、难忍 教的习惯。佛教也不赞成这一类迷信 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中山先生 1916
的朋友无不对这位“中国思想家”肃然 能忍之菩萨道，足为后学楷模，当之无 的。世人迷信媚神，把佛菩萨也拖了进 年普陀惊奇的谜底将会被揭开。
起敬。
愧也。虚老一生于禅门规矩，大多是注 去，以致淆乱了真正的佛教，造成世人
最后，将虚云大师《皮袋歌》中的两
因看过 20 集电视剧《百年虚云》， 重护持，
恪守传统遗风，
是为最要。
“
误解佛教的本质了。”中山先生说:“基 句话抄录给研习佛学与佛家功夫的朋
故希望在许老师的讲座中听到有关虚
文首提到今年 11 月 12 日是孙中山 督是主张博爱的，但是也有些基督徒违 友：
“ 速修行、猛精进，种下菩提是正
云的介绍。许老师说，虚云禅师是中国 诞辰 150 周年纪念日。那么中山先生 背了基督的本意，而去攻击别教，而去 音”；
“ 寻明师、求口诀，参禅打坐超三
近代禅门泰斗，也是禅门正宗，他对汉 是如何看待汉传佛教的呢？1911 年， 发动动战争。这都是很不幸的! 其实， 界”
。
传佛教做出过巨大贡献。不过，今天由 虚云大师与中山先生在南京会面。孙 我觉得基督教与佛教在教义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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