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懂得懂得懂得懂得为人付出的人为人付出的人为人付出的人为人付出的人最最最最幸福幸福幸福幸福 

每逢周日早晨在吉隆坡甲洞赞诵会，总会见到尹慧敏赛兄与胡如凤赛姐夫妇俩虔诚用心的唱

颂赞歌，然后中午前又赶往离开吉隆坡约 50 哩的新古毛（Kuala Kubu Baru）残障院参与服

务工作，每周风雨无阻，无私奉献的精神令人钦佩。 

自 2001 年退休后，慧敏赛兄和太太一直住在吉隆坡。不过居林其实是他们第一次接触峇峇

的地方，而慧敏赛兄曾经于 1987 至 1995 年间担任居林赛中心的主席，因此居林赛中心在

他们心中一直占有特殊的地位。一有机会，他们会回去居林和老朋友一起峇赞，交流心得，

也顺便探望年迈的岳母。 

缘起缘起缘起缘起 

1976 年，慧敏赛兄荣升为一间种植业公司的经理。之前，这个职位一向是洋人的专利，慧

敏赛兄是第一个担此重任的本地人，同事和下属都向他投射异样的眼光，而总部也在观察他

的表现。工作上的巨大转变，让他承受庞大的压力。不久，慧敏赛兄开始有失眠和心悸的问

题，有时甚至感觉到随时会爆发心脏病。医生查不出他有什么病，但就是与无形的心理压力

纠缠不清。他曾有辞职的念头，但家里的三个小孩是心中卸不下的责任。 

1985年，事情终于有了转机。有一天，Loo Boon Kong赛兄邀请慧敏赛兄去一间淡米尔学校

参加庆祝峇峇生日的峇赞。这是他和太太第一次参与峇峇的活动，而当晚他睡得非常香呢！ 

这次峇赞的前几个月，Loo 赛兄交给他一卷有关赛峇峇生平的录像带。晚餐过后，一家人观

赏录像带，影片中峇峇在道场为信徒分发圣粉，不可思议的是峇峇把一只手伸进罐子拨弄，

圣粉就从里头如瀑布般倾泄出来。他的手一停，圣粉也停；他的手一伸进去转，圣粉又再倾

泄。正在他们观赏当中，太太和二女儿闻到浓郁的茉莉花香，不过其他人却没闻到，慧敏赛

兄也不再追究花香的来源。 

几天后，慧敏赛兄把录像带还给 Loo 赛兄，同时告诉他当晚闻到了花香。Loo 赛兄很兴奋地

说：“那是峇峇到了现场！”慧敏赛兄在他的家中看到很多覆盖了圣粉的峇峇照片，他也给

了慧敏赛兄一张峇峇的小照片。 

慧敏赛兄把照片放在神台上，接下来神奇的事情一再发生。每天四至五点，他们都会闻到淡

淡的茉莉花香。几天之后，峇峇照片甚至出现几滴蜜汁！全家人都很兴奋，往后的日子更加

虔诚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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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朝圣和召见首次朝圣和召见首次朝圣和召见首次朝圣和召见 

慧敏赛兄和太太第一次的朝圣是在 1986 年 1 月。他们参加了 Loo 赛兄组办的朝圣团，而这

次 Puttaparthi 之旅真的让他们大开眼界。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几千名来自不同国家

的信徒身穿白衣，鸦雀无声地等候峇峇。太太每次一见到峇峇就会情不自禁地流泪，慧敏赛

兄倒是比较冷静，一直在揣测自己是否会得到峇峇的恩宠召见。 

 

到了第三天，峇峇终于召见他们，与一班意大利信徒坐在一间小房里，峇峇面带微笑地走进

来，坐在椅子上。祂和几个信徒说完话后，转向来自怡保的 Leong 赛兄，问候他的健康状

况。峇峇伸出右手，变出一条银链送给 Leong赛兄。祂还变出圣粉分派给其他信徒。当峇峇

召见他走过去时，慧敏赛兄下意识地说：“峇峇，我的健康不好。” 峇峇的回答，慧敏赛

兄永远忘不了：“What is poor health? It is like bubbles in the water, it comes and goes, it 

comes and goes. 什么是疾病什么是疾病什么是疾病什么是疾病？？？？它像水中的泡沫它像水中的泡沫它像水中的泡沫它像水中的泡沫，，，，来了又去来了又去来了又去来了又去，，，，来了又去来了又去来了又去来了又去。。。。” 峇峇再次伸出右

手，变出一些圣粉，涂了一些在慧敏赛兄的额头，然后叫他吃下剩余的。峇峇拍了拍他的头

后走开，慧敏赛兄受宠若惊, 深深感动！ 

朝圣回来后，两人对峇峇更加虔诚。他们开始参加每星期天在居林一间店屋里举办的峇赞，

大家合唱的峇赞歌曲让他们充满活力。慧敏赛兄在家里设置了一个祈祷室，里头挂满峇峇和

其他神明的图像。他们每天祈祷，每逢周二和周四用录音卡带播放峇赞，也开始阅读峇峇的

教导，加上和其他信徒的交流，生活过得很踏实。 

第二次朝圣第二次朝圣第二次朝圣第二次朝圣，，，，力行其教导力行其教导力行其教导力行其教导 

六个月后慧敏赛兄夫妇又再随 Loo 赛兄的朝圣团到 Puttaparthi 去。这次他带了一张放大的

峇峇照片(首次去时拍的)。慧敏赛兄有两个愿望，一是让峇峇在照片上签名，并亲吻祂的莲

花脚。很幸运的再次获得召见，而两个愿望也随之实现！ 

第二次的朝圣回来后，他决定不只参加周日的峇赞和祈祷，更要做得更多，以遵循祂的训

示。慧敏赛兄虽然没有抽烟，但偶尔会喝点酒，以为酒精有助于安睡，但其实不然。他决心

要戒除喝酒的习惯。在应酬顾客时，慧敏赛兄让他们了解他的信仰和决心，顾客们也逐渐体

谅他的立场。少了酒精的依赖，慧敏赛兄靠阅读峇峇的书籍入眠。 

他和太太开始做义工，包括去医院、孤儿院、养老院和捐血等。慧敏赛兄还记得刚开始那种

尴尬的心境。由于慧敏赛兄习惯在公司里管理下属和指挥别人，到大山脚医院去放下身段工

作，对他来说是很具新鲜感和挑战性的事情。强烈的药味、尿骚味和病人的鲜血深深震撼

他，蹩脚的福建话也常常让他出丑。 



 

慧敏赛兄夫妇勤用爱心和病人展开话题，虽然他们很多时候都不理睬。两人慢慢从中学习，

时间一长，探访医院成了习惯，每周五和周日都很期盼到病房去服务，劳动中体会到喜悦。

服务的同时，他们学习到惜福，珍惜神赐予的平安和健康。峇峇说：“Behind every work 

that comes your way is His hand. Recognize that! Then treat work with respect, time with 

awareness and effort with love. Work is then worship! 你所执行的每一件工作的背后就是神的你所执行的每一件工作的背后就是神的你所执行的每一件工作的背后就是神的你所执行的每一件工作的背后就是神的

手手手手。。。。要确认那一点要确认那一点要确认那一点要确认那一点！！！！然后以谦恭的态度对待工作然后以谦恭的态度对待工作然后以谦恭的态度对待工作然后以谦恭的态度对待工作，，，，以以以以觉知对待时间并以爱对待努力觉知对待时间并以爱对待努力觉知对待时间并以爱对待努力觉知对待时间并以爱对待努力。。。。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于是成了膜拜于是成了膜拜于是成了膜拜于是成了膜拜！！！！”   

居林居林居林居林赛赛赛赛中心中心中心中心会所会所会所会所 

1987 年，居林赛中心同修们推选慧敏赛兄为主席。在中心的三四十位赛信徒中，有许多人

比他的资历更深，因此他督促自己尊重每位信徒，常常咨询他们对中心事务的意见。 

1988 年，他们从店屋搬到 Devaki 赛姐的幼儿园去进行星期日的峇赞。两年之后，马来裔屋

主把房子卖掉，幼儿园关闭，他们又再度搬迁。不久在附近找到另一间房子，不过当屋主知

道房子是用来办赛中心后，马上终止合约。无奈地，他们再度寻寻觅觅，结果在 1989 年终

于找到现在的永久活动中心。这个华人屋主很乐意把房子以一个月 200 零吉租给赛中心。

这间半独立式房子所处位置宁静，四周有充裕的停车空间，邻居也没有对赛中心的活动有任

何投诉。 

但是到了 1991 年，问题又出现了。屋主有出售的念头，而且已经有买主愿意出价 7 万零

吉。所有赛信徒获知消息后都很难过。慧敏赛兄和太太经过考虑后，决定把原本打算作为两

个孩子深造费用的积蓄用来买下这间房子。他

诚恳地和屋主磋商，终于说动屋主，以 6 万 5

千零吉转让给慧敏赛兄。 

居林赛中心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会所！加上手

续费和重新油漆，共花了 7 万零吉。几个月后

慧敏赛兄在股市赚了一笔，孩子的教育费又有

着落了。慧敏赛兄把对峇峇的爱扩及众人，为

了赛中心无私喜舍，不假思索地付出。心中有

神，何事不办啊！ 

同一年，居林赛信徒于 Sera Division Mariaman 印度庙庆祝峇峇生日。当他们把一张峇峇的

大型照片从印度庙送回去中心时，神迹出现了！照片一摆在神台上，大量的圣粉就出现在玻

璃框架下端及花圈的四周。这绝对是峇峇对这间中心的一种肯定！ 

  



残障院残障院残障院残障院义工义工义工义工 

1991年，慧敏赛兄在赛刊物上读到雪兰莪州新古毛的一所残障

院（Taman Sinar Harapan），为那里的恶劣情况感到震惊。万

挠和吉隆坡的赛中心每周都会有信徒帮忙住院者洗刷身体、清

理环境，让他们过得比较舒适。这些义工的举动让慧敏赛兄和

太太深深感动。他们心想，如果有一天有机会到那里服务，那

该多好啊！慧敏赛兄心想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工作在居林，而

且一直都想在居林过退休生活。谁知到了 1995 年，慧敏赛兄

竟然被公司调到雪兰莪州，这是峇峇的意愿，让他们完成在残

障院服务的愿望。除了往后在沙巴州工作的那三年，两夫妇每

周都到残障院当义工。 

峇峇的恩宠峇峇的恩宠峇峇的恩宠峇峇的恩宠 

所有的赛信徒都想得到峇峇的赐福。慧敏赛兄读过一篇灵修文章，里头写着：“God’s grace 

is likened as the breeze blowing in the ocean. We as the sailing 

boat must raise up the sail to catch the breeze for the boat to 

sail forward. If the sail is not pulled up and unfurled, it will not 

catch the breeze, thus the boat will drift aimlessly in the ocean. 

The effort in hoisting up and unfurling the sail represents the 

sadhana we carry out according to Swami’s teachings. 神的恩宠神的恩宠神的恩宠神的恩宠

就像海就像海就像海就像海上的风上的风上的风上的风，，，，我我我我们应该采取主动们应该采取主动们应该采取主动们应该采取主动，，，，扬起船帆来捕捉海风扬起船帆来捕捉海风扬起船帆来捕捉海风扬起船帆来捕捉海风。。。。

如果船帆没有扬起来如果船帆没有扬起来如果船帆没有扬起来如果船帆没有扬起来，，，，海风不会对船只有任何作用海风不会对船只有任何作用海风不会对船只有任何作用海风不会对船只有任何作用。。。。我我我我们扬们扬们扬们扬

起船帆的努力起船帆的努力起船帆的努力起船帆的努力，，，，就犹如对峇峇教导的实践就犹如对峇峇教导的实践就犹如对峇峇教导的实践就犹如对峇峇教导的实践。。。。”  

峇峇博大精深的教导，为人人点亮一盏心灵的指路明灯。单单祈祷和峇赞是不足够的，我们

必须遵循峇峇的教导，尽量把祂的训导融入日常生活中，才能体悟幸福快乐的真谛。 

慧敏赛兄走向峇峇之路并不好走，途中考验重重。他虔敬谦虚，喜舍结缘，不让世俗物质的

追求偏移目标，峇峇的从旁协助，让他充分发挥人生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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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 Sathya Sai Baba Centre of Kulim: 25
th

 Anniversary Magazine 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