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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桎梏红尘俗事   今日笑拥自在人生 
 

王庆新赛兄是位资深的 BABA 信徒。他常以笑脸迎人，柔和的态度让人乐于亲近。回想

当年母亲的病让他走进 BABA 的怀抱，而今，子欲养而亲不在，王赛兄期盼大家都能运

用父母给我们的身体，尽力为善、造福，回向给父母，就是最大的报恩。 

 

缘起 

 

1986 年，王庆新赛兄 69 岁的母亲，黄桂英女士患了肺癌。为了医治母亲的病，他四处奔

波寻医，只要是听到能够医治母亲的病；能够减轻她的痛苦，他都不会放弃每一个机会。 

 

在一个机缘的撮合下，庆新认识了彭女士（Sister Phang），一

位住在吉隆坡蕉赖的赛信徒，与 BABA 的缘分因而开始。当时

彭赛姐的家出圣粉，加上之前也听闻许多有关 BABA 能医好病

人的故事，于是他便多次带了母亲到她的家去唱赞歌。庆新谈

起他母亲患病的事，彭赛姐认为 BABA 能医治他母亲的病。当

时，庆新心里头虽不是一百巴仙的信服，但是出自于对母亲的

爱，只要能医治好母亲的病，纵使只是一线的希望，他也不愿

放弃。  

 

有一天，庆新的母亲口吐白沫昏迷不醒。在送院途中，庆新祈

求 BABA 保佑并为母亲搽圣粉和唱圣粉颂，还未抵达医院母亲

便苏醒了过来。这一个亲身的见证，庆新对 BABA 能医治母亲

的病更具信心和期待。  

 

不久，庆新母亲的病日愈严重，癌症已经进入末期。癌细胞扩

散到身体的其它部分，医生已经无能为力，只能给吗啡来减轻她身心所承受的痛苦。庆新

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看到医生们都束手无策，庆新回忆起当时的心情：“唯一的希望就是祈求 BABA 的神

恩，恳求 BABA 赐给母亲一个奇迹。同年八、九月间，我抱着出现奇迹的梦想，做出一

个艰难的抉择，那就是带母亲到印度见 BABA！然而，迢迢千里长途跋涉，母亲病痛缠

身虚弱无比，还能够承得起这种遥远路途之苦吗？万一发生了什么事，我负得起母亲死在

异乡的风险吗？”  经过多次的考虑，庆新决定把全部的希望都放在 BABA 那里，和太

太，两位妹妹一起带母亲到印度去。 

 

朝圣 

王庆新赛兄（吉隆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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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彭赛姐的带领下，他们一团 8 人飞至印度马德拉斯市（Madras），再转机到班加罗市 

（Bangalore），然后租了一辆客货车直奔 BABA 在布达巴地（Puttaparthi）的精舍。当年

的马路不平坦，路面常有许多的窟窿，车子一路颠簸，母亲被折磨得痛苦不堪，痛楚的呻

吟。庆新一团人为母亲唱赞歌，涂圣粉和用圣粉冲水给她喝。说也奇怪，母亲在唱赞声

中，渐渐不再辗转呼痛，而慢慢地进入了睡梦中。过了数小时，车子驶入了百善地精舍的

大门时，母亲才醒了过来。  

 

他们初次来到百善地精舍，人生地不熟，还被安排住在大寮房里。里面空荡荡的，洋灰的

地面，没有床和床褥，加上四处的苍蝇和蚊子，其卫生条件比庆新想象中的还要差，他不

禁为母亲能否适应而流下眼泪来。这时候，庆新看到寮房里有一位信徒摆了一张床，急问

之下，被告知在商店里租得到，并说货源奇居，叫他应尽速租借。庆新担心母亲睡在地上

会加剧她的痛楚。于是急忙到商店找床去，可是他走遍了整个小市镇的商店都没有床出

租，情急之下他压不住内心的悲恸，凄然泪下。 

 

在茫然失措地漫走中， 忽然听到有人在后面呼叫“ Uncle，Uncle ”。起初，他不以为意

也不加理会，因为初到此地，怎会有人叫他？ 

 

“ Uncle，Uncle ”， 声音又一次的传到耳边。庆新转过头来，见一男孩正向他打招呼，

确认后问道：“Yes ？” 

 

男孩举起一根手指头，“ Bed？Yes, one bed. ”  

 

找遍商店无觅处，一床难求的情况下，这突如其来的大好消息，真的让他意外和惊喜，急

呼，“Yes，Yes…”。当他把那张床送到母亲的身边时，开心的泪水濑濑而下。。。                

 

第三天的早课，母亲坐在轮椅上等候 BABA。庆新坐在男信徒的一边，恳求 BABA 留意

到母亲 ，医治和帮助她。庆新唸着经，真诚的母子情怀令他泪盈满眶，双手盖着眼睛，

偷偷的在啜泣。BABA 果真走近母亲的身旁并挥动其右手，圣粉便在他的挥手之间变了出

来。“Vibuthi，BABA gives your mother Vibuthi”，坐在庆新身旁的信徒向他说。庆新急

忙望向在母亲身旁的 BABA，开心激动之情不在话下，久久不能自己。可惜的是当时的

母亲由于双手不灵活，没有亲手接过 BABA 赐于她的圣粉，让庆新觉得有点美中不足而

心存 遗憾。 

 

在精舍住了五天后，他们于第六天早晨离开回到马德拉斯市。之前，庆新曾阅读和听说过

《 Man of Miracle》这本书的故事，故事里描述 BABA 曾到医院为病人医病的事迹。庆新

和太太决定陪母亲在马德拉斯市的癌症医院留医，期望得到 BABA 的眷顾和奇迹的出

现。然而，所期望的奇迹并没有出现，两天后，庆新带着失望的心情与母亲出院回国。  

 

回到家后，获知彭赛姐的一个亲戚的家里有奇迹，如蜜糖般的物质在 BABA 的照片流出

来。庆新拿了一瓶圣蜜回家，和圣粉掺在一起，每天定时的给母亲服用。服用过后，母亲

的痛楚明显的减轻了。庆新甚至把母亲定时服用的吗啡从之前的每 3 小时改为每 12 小时

一次。虽然母亲承受的痛苦已减轻，但是癌细胞肆虐，继续扩散侵蚀到眼部。她的视力逐

渐转弱而最终两眼都瞎了。当她吃完从印度带回来的最后一包圣粉时，冥冥中仿佛是她的

生命也来到了尽头。从印度回来的第 30 天，庆新兄妹们围绕在母亲的身边目送她安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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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去。母亲虽已病逝，庆新心里还是万般不捨，不时的问：“BABA，为什么要把母亲带

走 ? ” 

 

发挥良能，爱心服务 

 

1987 年 6 月间，庆新为了更了解 BABA 的教义，便到孟沙赛中心参加唱颂会和中心的其

它活动。庆新是一位道教徒，从小对神就有一种敬畏的心理，打从在基督学校念书时，如

果有人要他改信他教或游说他洗礼时，他都有一股强烈的抗拒心。相比之下，BABA 说祂

来到这世间不是创立新的宗教，BABA 要的是，“如果你是一个道教徒，我要你成为一个

更好的道教徒。。。”  BABA 这席话，庆新非常认同，心里感到很舒适和乐于接受，于

是他便积极的参与孟沙赛中心的活动。  

 

  
 

庆新最喜欢社区服务活动。每个星期他到新古毛的 Sinar Harapan Retarded Home 为残障人

士清理和洗刷工作。他以亲切的态度迎向任何需要帮助的人，用心付出，每次参加都有满

满的收获与感动。不久他在孟沙赛中心的服务组负责双溪毛糯麻疯病院的探访工作。每三

个月，他带领众志工一起去关怀麻疯病患者。庆新的投入和热忱感染现场的每一个人，大

家合唱赞歌，也不由自主地手舞足蹈，跟着哼哼唱唱，好不热闹。BABA 说得好： “服

务拥有两份恩宠，它使施、受双方同时快乐。” 

  

坎坷平坦皆是人生的际遇      逆境顺境皆是人生的谱曲 

 

1989 年庆新和朋友合伙的生意宣告倒闭，家庭的生计也陷入谷底。他承受着排山倒海、

日渐沉重的压力，处于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里。在朋友的面前，庆新没有刻意颓废的装

作；更没有虚伪地表现自己的坚强。落魄的生命像是一根风雨中的残烛，孤身独影在黑暗

中微弱地闪烁。他选择放任和逃避，更萌起了决生命的念头。庆幸的是在所有的希望都几

乎消逝破灭之刻，心中还存着对 BABA 的信念；还依附着对 BABA 的寄望，和太太（梁

宝玉赛姐）那不离不弃的支持。  

 

“把那部旧车子卖了，到印度去见 BABA 吧！” 宝玉赛姐提议。庆新感激太太多年来在

风雨同路中陪他共渡，在艰难的时刻给予他鼓励和支持，但是他却不能让她过平定舒适的

生活，心中感到非常的内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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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宝玉赛姐的多次催促下，庆新决定到印度去觐见 BABA 和寻求帮助。出发到印度之

前，庆新对她说：“我可能不回来了。” 一句话已经道破了他心中的想法。与其说他是

去寻求 BABA 的帮助，不如说他有意的想躲在 BABA 的精舍里，永远的逃避现实，永远

的逃避自己。。。 

 

贵宾似的接待，令他受宠若惊 

 

来到印度马德拉斯市，在朋友的家住了一个晚上。由于朋友的家里来了客人，不能再呆下

去，他在圣诞节的前夕决定到布达巴地见 BABA 去。当天，从班加罗市去布达巴地的赛

信徒比起平时来的多，都想和 BABA 一同欢庆圣诞节。庆新祈求 BABA 能让他买到一张

巴士车票，不然的话他将无栖身之地了。排队买票的人很多，他如愿的买到了一张 29 号

位的车票，也是最后一张的车票。时间掌握的那么准确，这难道不是 BABA 的意愿和安

排吗？ 

  

中午时分，抵达布达巴地精舍。住入宿舍后，才惊觉住的房子是在 Round Block 里，一个

通常都是供给西方人住的上等房子。地面是大理石，有 2 张床和风扇，是一位澳大利亚信

徒所拥有的房子。一个人住在这么好的房间，他感到意外和受宠若惊。 

 

BABA 的提示，令他无地自容    

 

晚饭后，庆新到书店看书。他信手拿起一本蓝色外皮的书，翻开其中的一页，眼前的一个

句子清清楚楚的写道：One who deserts one’s family is a coward。这一句平凡话，像是一枚

原子弹般的爆发力，冲着庆新而来。当时，他震惊得赶忙放下书本匆匆的离开，回到房里

抱头痛哭。“我是逃避现实的人，我是懦夫，我是逃避现实的人，我是懦夫。。。” 声

音如雷霆万钧般不断地在脑海里盘旋回响。  

 

第一天来到精舍 BABA 赐给庆新的提示，是一个震撼十足的礼物，一个惊天动地的旱天

雷，道出他逃避现实、不敢面对自己的事实，令他自愧不如，无地自容 。。。 

 

BABA 的教训， 令他如梦初醒    

 

当晚，有人敲门，一位 20 多岁的年轻人被安排到庆新的房间来。他名叫艾温（Alvin），

瑞典人，母亲是华裔，是一位虔诚的赛信徒。他的到来，仿佛是给庆新找到一个倾诉的对

象。庆新和他谈起了他心头落莫的感受和对母亲的思念。对于母亲的离去，还流露出

BABA 为何不施援手，那种耿耿于怀的情怀。  

 

艾温听后安慰说：“如果你的母亲因病而卧床不起多几年，你们夫妻俩也许会为了照顾她

而放下工作，全心全意的服侍她，还可能要眼巴巴地看着她承受病魔折腾的痛苦，如此，

你们母子会感到开心吗？”  

 

年青人的一番话使他如梦初醒，难道要因为他个人的不舍得母亲的离去，而让母亲痛苦下

去？多年的心结终于解开，庆新感谢 BABA的安排，一天内送来两份珍贵的提示。 

 

不求回报才是服务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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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达巴地精舍渡过圣诞节后，庆新于 1990 年初跟随 BABA 到班加罗市的白草原

（Whitefield）精舍过农历新年。当年白草园的宿舍还未完全建好，男宿舍里有七间厕

所，因为没有水供而非常的肮脏，一层层干巴的粪便积得厚厚的，看了使人感到很噁心。

庆新心想就让他在年初一来一个大洗刷，为众人服务吧！ 

  

于是，在大年初一的早上，庆新趁着信徒们都去了晨祷的时候，拿着一个六寸长的刷子，

口唸着 Om Sai Ram，鼓起勇气地猛洗猛刷。说也奇怪，先前那种难闻噁心的感觉完全没

有了，七间厕所在他约两小时的努力下，洗刷得干干净净大功告成。他冲凉换衣后，心里

似有期待和盼望 BABA将会给予他赞赏和奖励。  

 

然而，BABA 经过时，只是看看他而已，并无其它的表示。这不禁让他大失所望，也让他

上了宝贵的一课，那就是不要自以为在大年初一所做出的‘牺牲和奉献’，就会得到

BABA 的回报。BABA 说，“真正的服务，是一种不望回报的服务，是一种牺牲和奉献，

如果任何人抱着这种心态去做服务，肯定会大失所望。”  庆新总算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重新振作 

 

在印度住了三个月，庆新体会到了 BABA 给予他的爱，也给予了他很大的安抚力量。

1990 年 3 月 12 日，他重拾信心，离开精舍回到马来西亚。在家人的鼓励和支持之下，他

投入工作，生活也日益稳定，工作之余也继续参与赛中心的活动。 

 

 
 

除了定期的参与探访和济贫活动之外，庆新也热衷于赈灾行动。1997 年，朝鲜发生饥

荒，马来西亚赛组织发动粮食、衣被、药品的紧急援助。当年的筹募活动，庆新还是历历

在目，“其中一项极有创意的活动是在八打灵 Jaya Supermarket 举行；我们在购物中心前

鼓励顾客认捐一罐奶粉或一包米，并在赠品上贴写一纸‘爱的叮咛’。大家本着虔诚的心

情，用心地说明，获得大众的满满爱心响应，购物中心的奶粉和米竟然全部售完。” 善

心不分大小，只要人人有善念，积沙可成丘、积水可成河，赛组织总共筹获了 75 吨的救

济品。庆新一马当先随同大队把救济品送到朝鲜。BABA 在印度的提示，他铭记心中，透

过力行实践，发扬赛的慈善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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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在当时的全国赛中央理事会主席

谢云光赛兄的推荐下，庆新当上了中文组的

副联络员，协助开展那时候刚刚起步的中文

组活动。  

 

1995 年，宝玉赛姐因为一个灯泡坏了而站在

一张凳子上去更换，仓促间站得不够稳而往

后跌，她在情急之下高喊 BABA 的名号，往

后跌的身躯在瞬息之间感觉到有一双手把她

往前推回，才免得失足跌倒在地上。这一件

小意外，让庆新更深一层的了解到 BABA 是

无所不在的，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把 BABA 铭记在心。我们的呼唤，BABA 都会感

应。  

 

1994 至 1998 年间，庆新数次重

回印度，参与“Silent Killer” 戏

剧的演出，以及农历新年的庆

典。  

 

接下来的 1998 年至 2004 年，庆

新找到一份薪酬较优厚的工作，

事业也慢慢的进入顺境，生活起

居日愈安定。 

 

 

 

 

月有阴晴圆缺     好日子开始逆转 

 

2004 年，这段舒适的日子开始逆转。宝玉赛姐的健康亮起红灯，她不幸中风了，在昏迷

状态中送入医院。当天晚上，庆新守护着太太。大约凌晨三、四点，宝玉赛姐在昏迷中梦

见 BABA 扶她起来，并不断用力的摇动她。接着，她便清醒了过来。凌晨五点，庆新睁

开眼睛，听见太太柔声的叮嘱他多睡一会儿，看见太太清醒过来，他惊喜若狂。夫妻俩为

BABA的加持雀跃不已，无尽感恩。  

 

2006 年，庆新太太再次中风。她在医院里昏迷了四

天，情况不乐观。赛兄姐们纷纷前来慰问并为庆新太太

祈祷。后来，庆新在甲洞赛中心的林医师赛兄的建议下

把太太送到林医师的诊疗所作中西医合璧治疗。此时，

庆新心中向 BABA 祷告，希望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隔天，在林医师的回春妙手下，太太苏醒了过来，他感

动得几度哽咽，哭红了双眼, 心中更是感恩赛同修们的

关怀祷告。经过太太的二次中风，他深深的体会到生命

的无常和健康的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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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作上的需要，庆新经常到国外去公干。每逢出远门，庆新都会默默向 BABA 祈

祷，把太太付托于祂，才放心出门。 

 

近几年来，生活奔波忙碌，他慢慢地疏于 BABA 的工作。现在，他明白了健康的重要；

爱护自己的身体就是爱护家人和爱护自己的道理。他每星期抽出两个晚上来练气功，剩余

的时间陪伴家人和为赛组织贡献力量。 

  

庆新叮咛大家，“生活越是舒适，往往越注

重和强调物质生活，忽略了 BABA 的工作，

为人生和社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切莫为了

追求物欲享乐而理直气壮地说没有时间做服

务。生活可以清淡平實，只要抱着欢喜心来

投入志工行列，绵延不断的把爱传出去，生

活必然会开心自在。要谨记 BABA 的教诲：

‘Service to man is service to God  服务众人即

为事奉神’。” 

 

 

 

昨日桎梏红尘俗事 ，今日笑拥自在人生，贴切地形容王庆新赛兄眼下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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