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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中心法师在孔子学院讲佛
【本报讯】一月二十四日，四位印地佛教中心的法
师应邀来到位于IUPUI校园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孔子学院
（孔院），举办了一个以“汉传佛教及龙泉修学体系的
实践”为题的讲座。佛教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主题自然是吸引人，当天中午孔院的会议厅挤满了
慕名而来的听众，会议厅的座椅不够不得不到别的办公
室去搬。

绍了她所属的福建极乐寺和北京龙泉寺，特别介绍他们
如何用现代化的工具，采用多媒体，修行传教，使在场
的听众大开眼界。
法师的讲座图文并茂引人入胜，翻译的表现也是非
常精彩。逐句翻译极为专业，不仅语句流畅用词恰当，
而且时不时来点小幽默，使得会场的气氛轻松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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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学问答：
问：法师，您常说要用心去感悟生活，体会生命。
可是现在我很迷茫，什么才是心，又如何去用它来体
悟，和平常有什么不同呢？
法师：心，就是当下这一念。面对身边的人，可以
多去观察他的优点和对自己的付出，例如父母；对于
身边的物，可以去思考它与自己的关系，例如看到一棵
树，可以想到环境的重要性；对于身边的事，可以去观
察方方面面的因缘……如此，便能在生命的一切时处培
养自己的感恩心、慈悲心、智慧心。

Q: Master, you often tell us to understand
and experience life with the mind. But I am very
confused now. What is the mind? How to use it
to understand life? What is the difference with
ordinary thinking?

印地佛教文化中心是一个本地新建立以汉传佛教为
根基，弘扬佛法及中华传统文化，践行、效学佛陀的慈
悲与智慧，推动慈善事业的非赢利组织。去年九月份该
组织迎请到福建仙游极乐寺僧团的释贤洁，释贤待，释
贤扉和释贤扶四位法师。

印第安纳大学计算生物与生物信息中心主任刘云
龙教授（上图左），百忙中抽时间来为讲座做翻译。和
做学术研究一样，他极其认真地对待这次讲座的翻译任
务，讲座的头一天晚上还在查资料，温习讲座内容，一
直忙到深夜。

A: The mind is actually the thought at the
present moment. For the people around us like our
parents, we should observe their advantages and
contributions to us. For the objects around us,
we should think abou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m and self. For example, when seeing a tree,
we reflect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environment.
For the things around us, we should analyze
the different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results.
Such practice enables us to develop gratitude,
compassion and wisdom anytime and anywhere.

问：请问法师，有什么方法能让我控制自身的嫉妒
之心，尤其是情感方面？感谢大师。
法师：幸福在哪里？幸福不在于得到什么，而在于
能放下内心的烦恼分别。

Q: Master, is there any way that I can control
my jealousy, especially in terms of love? Thank
you.
这次讲座是由释贤待法师主讲，她从介绍了佛教的
起源开始讲述汉传佛学的历史和发展，指出佛教与其他
传统宗教的不同之处，探讨佛教的意义与价值。她还介

讲座结束后，还有许多人问问题。上图为印第安纳
波利斯孔子学院许造成（上图右）非常认真地与法师们
讨论。

亚裔孩子为什么自杀？

A: Where can we find happiness? It does not
lie in what we gain. It depends on whether we can
eliminate our inner afflic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印地佛教文化中心 供稿）

人类简史，未来简史 -- 读后感
作者 关心

英文原作：乔少华 （George S. Qiao）
中文翻译：乔人立（小樵大夫）
（接一月12日第五版）确实，亚
裔美国孩子自杀意念和遭受抑郁症的
比率更高。也许这与亚洲人群耻于讨
论精神疾病有关。然而，即使是针对
其他有色人群社区最初级的研究也明
确显示，耻于讨论自杀并非独一无二
的亚裔特征。也许亚洲文化中存在着
某种无法言表的内在品质。然而，比
较的结果表明，美国亚裔的大学自杀
率与亚洲国家的比率相当，也许更
高。也就是说，在"亚洲文化"最为集
中的亚洲国家，自杀并不明显更高。
因此，亚洲文化本身并不是某种会摧
毁精神的特殊力量。
对有关亚洲特征有害的反复宣传
阻碍着移民父母们对这个国家产生归
属感，并加大了亚裔美国人放在快乐
与"是亚洲人"之间的间隔距离一股脑
把环境带给我们的伤害归咎于我们的
父母时，不但解决不了孩子的问题，
而且还加深了孩子与父母之间的代
沟。在整个人口层面上，这样的思路
使"亚裔特色"变成一个问题，破坏了
两代人之间凝聚的任何可能性。最终
的结果是我们无法形成自我定位。在
一个认为我们毫无价值的国家里，维
护我们的种族自我就像在雷雨中试图
划火柴。把我们的父母和我们文化遗
产看作造成我们不被尊重的原因，只
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必须抛弃把亚裔家庭和亚洲特色
对亚裔美国人具有独特伤害的观念。
如果我们不去研究这个国家对我们的
偏见，而放任我们与自己的父母发生
冲突，那么我们作为一个群体就将永
远无法愈合和兴旺。研究结果表明，
强烈的种族自尊，与本族裔保持紧密
联系，以及加强对社会体制中的压迫
现象的理解会促进正面的自尊，并可
以减小其他有色族裔社区中的抑郁症
风险。虽然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我
们仍然必须为之努力。
如果责备，我们的靶子应该放在
所谓"模范少数族裔"，"永远变不了
的外国人"，以及"东方人预制形象"
等等的标签上面。虽然貌似标榜，却
正是这些标签形象构成了对我们的压
迫。尽管我们都非常熟悉这些比喻，
但我们却并没有意识到它们其实在伤
害着我们的福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
对亚洲家庭失真的看法，各种精神健
康资源得不到亚裔客户的信任，根源
皆源于此。
心理治疗师和校园顾问们将亚裔
美国人的遭遇仅仅视为家庭压力的结
果，他们这样看实际上是将亚裔家庭
生活方式视为不自然，不人道。他们
对待亚裔心理问题从来不考虑种族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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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带来的压力，因为他们仍然坚持认
为亚洲人不可能受到种族歧视，那是
一个早就过时的观念。难怪去看心理
治疗师的亚裔美国人回来随诊的几率
基本等于零。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其
实都明白，不断批评自己的家庭既不
能帮助我们了解自己，也不能为我们
的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虽然对能解决亚裔问题的专业人
才的需求非常之大，但类似的专业培
训都缺乏针对性。基于高压锅模型之
上，有什么样的培训能让咨询师在亚
洲社区内找到问题的根源呢？我唯一
一次到我们大学的精神卫生服务部门
征求咨询时，一位白人女士向我保
证，她见过许多具有"类似问题"的亚
裔学生，并鼓励我在与我父母的关
系中"更加开放"。咨询之后我仍然糊
涂，不知道我究竟应该怎么做。虽然
我觉得美国大多数白人精神卫生人员
不可能真正理解，并不具有能力来讨
论有关种族和精神疾病的相关问题，
但是有培训总比没有好。心理服务人
员队伍里的日益增加的种族多样化也
使我对服务终将得到改善抱有希望。
我不想再听所谓亚裔"文化传统"
通过某种机制导致自杀的论调。我不
想再打开下一封令人心碎的电邮，几
乎肯定牺牲者名字拼法会像我自己的
一样。我不想再去想象又一位绝望的
母亲还要再承受一层"外国负罪感"的
折磨。白人专家用自己的理论来解释
有关我们家庭模式的理论时那种自我
感觉优越的腔调让我愤怒; 我听够了
年复一年各种新闻报道与分析文章，
这些东西永远对我们亚裔人得出一成
不变的，令人厌倦的结论。我更愿意
相信我自己的孩子总有一天会为自己
的亚裔身份感到自豪，不会因为我在
街上跟朋友讲母语而恨不得躲起来。
在一个人民受到爱护的国度里，我们
遭受的伤口，我们伤害自己父母的言
辞根本不应该存在，但必须由我们自
己去修复之。
在我们族裔中消除自我仇恨的运
动已经开始认真推动。但是，在强迫
我们抛弃对自己家庭的爱的美国目前
环境里，如果我们不能热爱自己的家
庭，我们就不可能做到爱自己。我们
从小就习惯性的被灌输了反亚裔的观
点，断然消除并不容易。但是，要想
愈合，我们就必须消除之。我们的生
存有赖于此。
英文原文:
https://planamag.com/whyare-asian-american-kids-killingthemselves-477a3f6ea3f2
Web Site: www.indyaat.org

人类简史，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
未来简史，Homo Deus, 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
By: Yuval Noah Harari
在友人们的鼓动鼓舞下，我终于胜
利完成人类简史和未来简史的阅读。
说“终于”是因为节日季节，再加
上工作，实在说太忙了。但终究是从
头到尾地读了，所以是胜利完成。
这两本书，最近几年被选到很多
年度必读书之系列里，加上某些名人
和友人的“强力”推荐，到我开始读
的时候，好像变成了不得不读的架势
了。读完了，也有一种不得不汇报的
感觉。所以，就在这里烦请大家看看
我的读后感吧。
我小时候是不爱读历史的。打小
从批判不知道的人和事里长大。美其
名曰也算上过各样的历史课，记住
的，都是考试前背出来的，答案是标
准的，问题是固定的，讨论是不必要
了，学生是否理解，不属于老师教学
的范畴。点点滴滴学到的史实，都间
插在大片的批判文章里。记得有一次
的作业是要批孔，我看着作文题，脑
子里一片空白，不知从何着手，无奈
之下，拿起报纸，上面头条的第一句
话是：“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
叫孔丘”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孔老二
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啊！所以，我
学会了在众多杂七杂八的大批判口号
中，快速抓出里面的事实。却没有耐
心一个朝代一个王国的背诵。至于说
把一段历史前后细节穿插，仔细了解
之后下我个人的结论，则是现修课，
和我余生的功课了。
好在我这些年经常读到好书，偶
尔对某些史实，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全
面的一家谈概念。最近读的“人类简
史”就教了我许多历史知识。
总结一下“人类简史”的基本内
容。
这本书，是赫拉利教授于2011年
希伯来文出版，2014年译成英文。短
短416页，总结了人类进化发展的七万
年，提出三个革命是人类之所以有今
天的原因。
本书最精彩的部分，是讲述人从猿
进化的过程，早期人的类别，和今日
智人的诞生的历史。
人在地球的时间是很短的：135亿
年前，开始物质和能量；45亿年前，
地球的形成；25亿年前，进化出人；3
万年前，智人，就是我们的祖先，诞
生。
第一个革命，是7万年前开始的认
知革命，那时候还有除了智人以外的
人，指的是人类产生想象力，这是人
历史的开始。
农业革命，是人类发展的第二个
里程碑。驯化植物和动物，稳定了生
存的基本需求，人类开始长期稳定居
住，形成王国，大量繁殖，
科学革命，指近几百年，人类承认
自己的无知，开始由科学，技术，和
科学思维带领发展。这是飞速发展的

开始。今天落后的国家和民族，都是
因为没有经过科学革命。
虽然农业革命是历史家们公认的一
个重要阶段，赫拉利则认为，农业革
命使得人类变成了农业的奴隶。人用
最残酷的方式，把能驯化的动植物，
变成完全为人所用，而在这个过程当
中，人为了维持和改善既有的生存而
拼命，反而变成了植物，动物，和过
程的奴隶。
赫拉利教授花了大量笔墨，讲述
货币的功能，对流通货币的认可，进
而对各个社团政府机构的认可，使世
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互相沟
通，依赖，信任而一起生存。这些信
赖和合作，都建筑于人的想象力。
人把钱，政府，信誉，昨天，今天，
明天，等等，都“物质化”成看得见
摸得着的实体。是人的思考方式，交
流方法，通过想象力构建的合作，使
得人从一个普通的猴子，演变到统治
今天的世界的人。世上的一切，均为
人所用。无用的，以及和人类作对的
动植物，在这个过程当中付出巨大代
价，面临死亡，或早已绝迹。
那么，如果人继续这样下去，如何
更强大，还是导致灭亡？作者的第二
部书，未来简史，就试图回答这个问
题。
未来简史有402页，于2015年希
伯来原文，2017年译成英文。书的前
半部，作者继续讨论人类已经取得的
成就：战胜了饥饿，贫穷，瘟疫和战
争。今天的人由于吃的过多而死亡
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上面曾经威胁人
类生存的原因的总和。今天的人类，
追求的是永生和幸福。在这个过程当
中，人依靠信息，数据，和人工智
能，解决问题。人对非生物的机器和
电脑的依赖一步步深化，直到有一
天，机器，电脑，人工智能，对人的
了解和理解，超过人的本身。大数
据，是人工智能的能源和源泉，也是
新的上帝。当人只是一个需要处理的
生物体，是大数据里的微数据时，人
类的灭亡就开始了。
在未来简史里，赫拉利试图询问和
探讨许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比如，
有没有灵魂；比如，我们人类在朝着
什么方向走；比如，永生带来什么问
题？是人人永生吗？永生的人是现在
的人，还是超人？
作者如何在这样有限的篇幅里，挑
战如此复杂的问题呢？这里要归功于
作者对许多个别现象的透彻理解，触
类旁通的能力，和超人的洞察力。两
书文笔流畅，文字风趣幽默，各种巧
妙的例子和聪明的解释，紧紧抓着读
者的思绪和注意力。读这两本书，光
是看里面的故事，已经非常有趣，如
果能循着作者的思路而思考他的诸多
论点，则使读者脑洞大开了。
当然，对于发生过的事，也就是
历史，有很多历史学家奉其一生去研
究，必然有许多人抱有不同的理解和
解释。所以，对赫拉利的人类历史的
解释和分类，有诸多不同的声音或异
议。推测未来，则是另一门学问了。
对于非历史学家的大多数人，预测
未来，则比对历史的讨论和解读更关
心。
赫拉利的预测是否正确有待时日的
考察。但是他所引用的资讯和推理方
式，可以让我们看到人类走向自我毁
灭的轨迹。或许，人类可以就此改正
自己的行为。这，大概也是作者的初
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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