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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樸初佛教文化論思想研究

近閑法師

中國佛學院棲霞山分院講師

前言

趙樸初（1907-2000）作為中國佛教

界著名領袖，不僅在於他對佛教卓越的貢

獻，還在於他提出了諸多影響中國佛教走

向的著名論斷，如：「一個思想三種傳

統」、「佛教是文化」、「佛教六性」、

中國佛教的「三性說」與「三化說」、

「中日韓佛教黃金紐帶」等等。這些論點

引起當代佛教相關人士的激烈思考與持續

回應。

二十世紀八○年代屬於文化思潮復興

的年代，其復興形態具體反映於「文化

熱」，亦即文化界所掀起的對古今中西文化的深度傳播與互動。趙

樸初順應時代因緣，敏銳地提出「佛教是文化」之論斷。近年來，

關於趙樸初思想的研究成果頗多，但整體而言，大多側重於圍繞

「一種思想三個傳統」中的「人間佛教」思想（此觀點尤為佛教界

稱道）研究，但剖析其「佛教是文化」之觀點相對較少，而對作為

提出「佛教是文化」重要助緣之「文化熱」思潮，則鮮有提及。因

趙樸初居士是近代中國佛教
界的著名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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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重新考察趙樸初「佛教是文化」觀念的提出意義、實際作用與

相關影響，或許可以作為當代中國佛教發展之借鏡。

一、「佛教是文化」的提出因緣

趙樸初正式提出「佛教是文化」是在 1986 年。在此之前，他

雖然指出了佛教在文化領域的重要性，但是並沒有直接道明「佛教

是文化」。11986 年，在「文化熱」的思潮激發下，出於糾正部分

人士關於傳統文化的認識誤差與偏見，趙樸初提出「佛教是文化」

的鮮明觀點。他說：

文化問題，是最近思想文化界討論的「熱門」論題。傳統

文化的討論，又是這「熱門」之中的興奮點。……我看中

國傳統文化也應包括佛教文化在內。現在有一種偏見，一

提中國傳統文化似乎只是儒家文化一家，完全抹煞了佛教

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抹煞了佛教徒對中國文化

的貢獻。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2

在〈要研究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一文中，他進一步重申：

佛教在發展社會主義的民族新文化過程中還有沒有作用？

人類文化發展是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傳統文化和現代文

化不可能完全割斷。我們要汲取傳統文化中一切有價值的

1. 如 1980 年底，他在〈中國佛教協會第三屆理事會工作報告〉中指出，「佛教
優良傳統是很多的。例如佛教哲學、文學、音樂、繪畫、雕塑、建築、醫藥等，

佛教所謂『五明之學』，在中國文化領域中佔有重要的位置，應當得到大力保
護、繼承、研究和發揚」。趙樸初：《趙樸初文集》，北京：華文出版社，2007 年，

頁 451。
2. 趙樸初：〈佛教與中國文化的關係〉，《趙樸初文集》，頁 801。

趙樸初佛教文化論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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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華來充實發展社會主義的民族新文化，中國傳統文化也

包括佛教文化在內。現在有一種偏見，一提中國傳統文化

似乎只是儒家文化一家，完全抹煞了佛教文化在中國傳統

文化中的地位，抹煞了佛教徒對中國文化的貢獻。3

在他看來，「宗教是文化，同時也是一種社會實體，不論國內國外，

宗教同政治、經濟、民族等重大問題有很深很密切的聯繫」。4 基

於這樣的外緣，趙樸初果斷地提出了「佛教是文化」之觀點。此後

在諸多場合及文章中，趙樸初都直接提到佛教所涵蓋的文化屬性，5

明確強調「佛教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6

由上可知，趙樸初之所以提出「佛教是文化」這一觀點，乃出

於對治「文化熱」思潮中所產生的某種「文化偏見」，這固然屬實，

但如果要理解他所揭示的其時文化界對傳統文化所存在的認識誤差

與偏見現象，則需要回顧和檢視二十世紀八○年代「文化熱」所討

論的相關話題。

3. 趙樸初：〈要研究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趙樸初文集》，頁 799。
4. 趙樸初：〈關於進一步落實宗教政策的有關問題〉，《趙樸初文集》，頁

922。
5. 趙樸初與此觀點相應的文章大致還有：〈佛教和中國文化〉、〈年輕僧人要善

於工作、善於學習〉、〈要研究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佛教與中國文化
的關係〉、〈關於佛教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關係〉、〈中國佛教的過去
和現在〉等相關文章，見《趙樸初文集》。

6. 1950 年代，趙樸初曾提到佛教對於中國文化的影響。如〈佛教在中國〉一文
中稱：「佛教的極盛時期正是中國古代文化燦爛的時期。佛教徒的往來，對於
中國和印度及西域各國的學術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日本受到中國文化的影
響，佛教曾起了主要的媒介作用。」（《趙樸初文集》，頁 143-145）。〈中
國的佛教〉一文中：「佛教在中國不僅是開放了它本身的智慧之花，而且伸
張到文化各方面的枝葉也是非常茂盛的……通過佛教徒的往來，中國不僅吸
收了外來的文化，同時也盡了輸出文化的責任」（《趙樸初文集》，頁 186-
187）。但趙樸初明確提出「佛教是文化」之觀點，還是在 1986 年學界「文化熱」

之普遍興起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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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界「文化熱」與教界「文化論」

（一）二十世紀八○年代「文化熱」

二十世紀八○年代的「文化熱」現象，是一種尋求對中國社會

問題的文化解釋以及公共熱情的普遍性釋放。比如，文學上有「傷

痕文學」、「尋根文學」等作品形態出現；繪畫上《父親》、《西

藏組畫》的形象令人耳目一新；哲學上徘徊的是尼采與薩特的身

影；音樂上傳唱的是《小城故事》與《一無所有》；服飾上由一律

的藍卡土灰變成大紅大紫。這些多面的勢態產生了廣泛影響，彰顯

了八○年代中國民眾精神世界

的特徵，後人將這些特徵歸結

起來，視作普遍的「文化熱」

現象。

如果狹義地探究「文化熱」

的具體年限及其思想核心，還

須以八○年代中期文化界的探

討為基準。這一點我們可以從

甘陽的表述中得到驗證：「中

國大陸 1985 年興起並在隨後的

兩年中達到高潮的『文化熱』，

如今已被海內外普遍看作是繼

『五四』以來中國規模最大的

一次文化反思運動。」7 甘陽進

7. 甘陽主編：〈初版前言〉，《八十年代文化意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父親》是中國畫家羅中立於 1980 年創
作的油畫，超寫實的風格極具悲劇性的
震撼力。

趙樸初佛教文化論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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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指出「文化熱」是一大「顯學」，其興起的背後將面臨一場關

於中國文化的大討論。8 他認為，這場大討論的背景其實與當時整個

中國的政治導向直接相關：

粗略說來，自十年動亂結束，現代化的任務被重新提出以

來，中國人走了三步才走到文化這個問題上來：首先是實

行對外開放、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隨後是加強民主

與法制並進行大踏步的經濟體制改革，因為沒有相應的先

進管理制度，先進技術有等於無；最後，文化問題才提到

了整個社會面前，因為政治制度的完善、經濟體制的改革，

都直接觸及到了整個社會的一般文化傳統和文化背景、文

化心理與文化機制。我以為，這就是今日『中國文化熱』

和『中西比較風』的真正背景和含義。9

在一些文化人眼中，二十世紀八○年代既是當代中國歷史上

令人心動的浪漫年代，又是一個人文風氣濃郁、文藝家和知識分

子引領潮流的時期。面對其時問題討論之深度與廣度，李陀認為

該有一門「八十年代學」。10 陳平原認為，八○年代的文學、學術、

藝術等，是一個整體，有很明確的社會關懷與問題意識。11

陳來以三大「文化典型」加以考察：以金觀濤為代表的「走向

8. 甘陽在〈八十年代文化討論的幾個問題〉一文中提到：「1985年以來，所謂的『文
化』問題已經明顯地一躍而成為當代中國的顯學。從目前的陣陣『中國文化熱』

和『中西比較風』來看，有理由推測：八十年代後期，一場關於中國文化的大
討論很可能會蓬勃興起。」甘陽主編：《八十年代文化意識》。

9. 甘陽主編：〈八十年代文化討論的幾個問題〉，《八十年代文化意識》。

10. 李陀認為：「八十年代問題之複雜、之重要，應該有一門『八十年代學』」。

見查建英主編：《八十年代訪談錄》，北京：三聯書店，2006 年，頁 9。
11. 查建英主編：《八十年代訪談錄》，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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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文化活動，表現出強烈的科學主義，缺乏自覺的文化意識；

以解釋學出身的甘陽為主編的「文化：中國與世界」系列叢書，較

偏於西方文化，且帶有某種反傳統的色彩。兩者代表性地反映了思

想界的文化批判思潮；而湯一介創辦的「中國文化書院」，則是文

化的自覺參與者，並且是實際上是推動者之一。陳來最後認為，

「『走向未來』的科學精神，『文化：中國與世界』的文化關懷，

『文化書院』的傳統憂思，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近年中國大陸文化

討論的幾個側面」。12

據上可知，無論是陳平原的「同氣相求的理想情懷」，抑或是

陳來的「科學精神、文化關懷與傳統憂思」，都不約而同地指向「文

化熱」的核心旨趣，這些思考代表了其時文化界所討論或關心的話

題，以及知識分子面對中國現實的種種關切。13 正是在這種時節因

緣下，趙樸初作為文化思潮的參與者和推行者，借助文化思潮來推

動佛教傳播，提出「佛教是文化」的著名論斷。

（二）「佛教是文化」的立論依據

趙樸初在論證「佛教是文化」時，要點有二：1. 強調佛教與中國

文化的融合性，2. 列舉著名人士對於佛教文化屬性界定的具體事例。

12. 陳來：〈思想出路的三動向〉，見甘陽主編：《八十年代文化意識》，頁
542-545。

13. 在「文化熱」興起之後的 1988 年，張家聲、蘇曉康、王魯湘等人錄製的《河
殤》亦同樣彰顯了文化的對話與反思。「河殤」就是「黃河之死」，片子主
要表達了一個中心意思：否定中華五千年文明，把中華文明說成是「黃色文
明」，西方文明是「藍色文明」。「黃色文明」是大陸文明，就是封建專制；
「藍色文明」是海洋文明，就是民主和自由。並主觀臆斷地說中國應該拋棄
有五千年歷史的黃色文明，推行西方的藍色文明。片子通過黃河黃濁的水流，

及黃河兩岸貧困荒涼的歷史和現實景象，刻意渲染中華民族在「黃色文明」

的摧殘下如何落後，與在「藍色文明」滋養下的西方發達國家差距如何強大。

趙樸初佛教文化論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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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強調佛教與中國文化的融合性。在〈佛教和中國文化〉

一文中，他總結了中國佛教特徵，即「三性」說和「三化」說。「三

性」指的是全面性、豐富性與廣延性。「全面性」是指，長達二千

年的歷史時期中，中國傳入了印度佛教三時期的全部內容，形成了

三大語系的佛教。「豐富性」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為典籍的浩瀚，

二為宗派的繁多。「廣延性」是說，中國漢藏兩語系佛教廣泛流傳到

其他民族和國家，如漢語系佛教傳入朝鮮、日本、越南等地；西藏語

系佛教傳入蒙、滿各族；近代，這兩語系的佛教又傳入歐、美各國。14

所謂「三化」，則是學術化、藝術化與社會化。「學術化」：

佛教傳入中國伊始，知識階層就把佛教作為一種思想學說，講、

錄、著、述，蔚然成風，在教理、教義的研究方面很快就達到很高

的水準。15「藝術化」：大乘佛教傳入後，吸收了漢文化的長處，

引起畫像、造像、寺塔建築等藝術和工藝的發展，使佛教面目煥然

一新。16「社會化」：中國大乘佛教繼承和發展了龍樹的「一切資

生事業悉是佛道」和彌勒的成佛必須修學五明的思想，禪宗六祖惠

能提出「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使佛教與社會生活打成一片，

大乘真正發展為「人間佛教」，佛教與中國文化已無法分割。17 趙

樸初這種將佛教傳播與佛教精神相糅合的論證，善巧地說明了佛教

所涵蓋的文化屬性。

第二，列舉著名人士對於佛教文化屬性界定的具體事例。趙樸

初曾舉出胡適、范文瀾、毛澤東、錢學森對於佛教文化的認識和

14. 趙樸初：〈佛教和中國文化〉，《趙樸初文集》，頁 698-699。
15. 同註 14，頁 700。
16. 同註 14，頁 700。
17. 同註 14，頁 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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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胡適因為不懂佛學，寫

《中國哲學史》半途輟筆；18

著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范文

瀾，早年對佛教完全否定，晚

年開始系統研究佛教，曾說，

不懂佛學就不能全面弄懂中國

文化；19 毛澤東在延安出門散步

時，想去看佛教寺廟，旁人認

為佛教是迷信，沒什麼看頭，

毛澤東說，那是文化；20 科學家

錢學森認為，宗教是文化。21

我們可以看出，趙樸初旨在通過強調佛教與中國文化的融合

性，以及列舉學術、政治、科學等領域的權威人士對佛教的認識，22

為「佛教是文化」這一論斷進行了有力論證。因此，無論就其合理

性與正確性而言，均得到相關人士的回應與認同。當代學者楊曾文

就認為：「從中國歷史文化考察，趙樸初居士說的『佛教是文化』

是完全正確的。」23

18. 趙樸初：〈要研究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趙樸初文集》，頁 799。
19. 趙樸初：〈佛教與中國文化的關係〉，《趙樸初文集》，頁 808。
20. 趙樸初：〈中國佛協要加強理論研究工作〉，《趙樸初文集》，頁 958。
21. 同註 20。
22. 聖凱認為：「趙樸老提這三個人是有歷史深意的，毛主席是偉大的革命家，

范老是著名的歷史學家，錢老是當代的大科學家，三個人分別代表了政治、

文化、科學，都承認佛教是文化，這對他提倡『佛教是文化』無疑提供了最
好的證據。」聖凱：〈趙樸初「佛教是文化」的再思考〉，《當代宗教媒體
的定位與責任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玉佛寺，2010 年。

23. 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主編：〈再版序言〉，《俗語佛源》，天津：天津人民
出版社，2008 年，頁 2。

趙樸初佛教文化論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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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佛教是文化」的歷史抉擇

趙樸初在「文化熱」的思潮下，出於糾正某些文化「偏見」而

提倡「佛教是文化」，同時亦在揭示文化與佛教大乘精神不相違背

的內在邏輯，並且，更與其一貫的思考更有諸多關聯，大致有三：

1. 從「一種思想三個傳統」到「佛教是文化」之細化；2. 從宗教「五

性」到佛教「六性」之遞進；3. 從「佛教是文化」到「兩個文明」

之適應。

（一）從「一種思想三個傳統」到「佛教是文化」之細化

佛教傳入中國數千年之久，洋洋大哉。究竟什麼是佛教傳統？

其實新中國成立伊始的佛教界，對於傳統之界定尚不明晰。這一點

我們可以從 1953 年中國佛教協會成立的章程可以得到驗證。其時

中國佛教協會的辦會宗旨為：「團結全國佛教徒在人民政府領導下

參加愛護祖國、保衛世界和平運動，協助人民政府貫徹宗教信仰

自由政策，並聯繫各地佛教徒發揚佛教徒優良傳統」。24 雖然提到

了發揚佛教徒優良傳統，但是佛教傳統所指為何，實際包括哪些方

面，並未明確地界定。趙樸初當時在〈關於中國佛教協會發起經過

和籌備工作的報告〉中，關於佛教傳統的論述是：

如何發揚佛教優良傳統。這要聯繫到兩個關鍵問題。一是

僧伽制度的健全問題，一是教理的研學問題。僧伽制度的

健全，是弘法利生事業的基礎。這怎樣針對過去的弊病和

現在僧團內的複雜情況，依照戒律的原則，實際解決目前

存在著的一些問題，使今後的僧伽得以恢復「六和」的意

24. 趙樸初：〈關於中國佛教協會發起經過和籌備工作的報告〉，《趙樸初文集》，

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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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這實在是一件重要的事。至於教理的研學問題，一般

的說，是僧尼的宗教教育問題，是僧尼人才培養問題，就

學術上說是應當是在近幾十年已有的基礎上，組織對各宗

派學說進行系統研究的問題。25

在這裡，他也只是提到發揚傳統要關注「僧伽制度」與「教理研學」

兩個關鍵問題，而未有具體所指。

1956 年，趙樸初提到：「佛教優良傳統是多方面的，而發揚

佛教優良傳統的方法也是多是多樣的。……在中國佛教的優良傳

統中，最特出而最主要的是如下的三個：一、捨身求法的精神。

二、嚴謹的翻譯作風和精密的治學方法。三、對國際文化交流的努

力。」26 這裡強調的佛教傳統是指佛教徒的苦心修行、對於經典的

研習，以及佛教對外交流的作用。由此可見，趙樸初關於佛教傳統

的認識界定呈現出一種多樣化的、逐步遞進的過程。而其所謂「三

大佛教傳統」的真正完善，則是在 30 年之後。

1983 年，在紀念中國佛教協會 30 週年的工作報告中，趙樸初

曾站在歷史與現實的高度，提出了「一種思想三個傳統」的指導方

針。一種思想是指人間佛教思想；三個優良傳統，指農禪並重的傳

統、注重學術研究的傳統、國際友好交流的傳統。他說：

我們社會主義中國的佛教徒，對於自己信奉的佛教，應當

提倡人間佛教思想，以利於我們擔當新的歷史時期的人間

使命；應當發揚中國佛教農禪並重的優良傳統，以利於我

25. 同註 24，頁 53。
26. 趙樸初：〈英譯《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序〉，《趙樸初文集》，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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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積極參加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應當發揚中國佛教注

重學術研究的優良傳統，以利於我們積極參加社會主義精

神文明建設；應當發揚中國佛教國際友好交流的優良傳統，

以利於我們積極參加增進同各國人民友好，促進中外文化

交流和維護世界和平的事業。27

不難發現，趙樸初在五○至八○年代所提的佛

教傳統的漸次過程中，或多或少地揭示了「佛教是

文化」的某種跡象，例如「教理研學」、「文化交

流」、「學術研究」等等。由此可知，趙樸初在宣

導「一種思想三個傳統」之後提出「佛教是文化」，

並不是重新分判，而是有著一脈相承之連貫性；換

句話說，「一種思想三個傳統」是基於佛教的全盤

把握，而「佛教是文化」則從文化角度進一步細化。

（三）從宗教「五性」到佛教「六性」之遞進

自從「佛教文化論」提出之後，趙樸初便在諸

多不同場合表達佛教的文化屬性。隨著佛教事業的

逐步開展，以及學術界參與的相關學術研究，佛教

的文化特徵變得逐漸明晰，並且不斷為時人所熟

知。28 然而，趙樸初對佛教的文化思考並沒有因此

27. 趙樸初：〈中國佛教協會三十年〉，《趙樸初文集》，頁 562-563。
28. 杜繼文在〈從中國佛教看中國文化的走向〉一文指出：「時至今日，不清楚

是否還有學者仍認為中國佛教不屬中國文化的範疇？就我所知，質疑者甚少。

原因很簡單：佛教傳入中土的年代，或許比西方的紀元還早，自魏晉以來，

它在社會生活和思想文化領域內的作用，已經成為不容抹殺的史實。」杜繼文：
《中國佛教與中國文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年，頁 2。

趙樸初提出「佛教
文化論」後，經常
在不同場合表達佛
教的文化屬性。圖
為他的書法《茶禪
一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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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而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煉，這便是由宗教「五性」29 延伸

到佛教「六性」。

趙樸初曾指出，「（佛教）除了『五性』是各宗教共同具備的

之外，我國佛教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它和中國文化的悠久深厚的關

係，這尤其是我們佛教徒所應當知道，應當研究，應當宣傳，讓群

眾重視的。『五性』加上文化關係，是我們中國佛教固有的特點和

有利的條件」。30 這句話揭示了中國佛教在宗教「五性」之外，理

應加上「文化性」。後來他又提到，「我國佛教典型地具有群眾性、

民族性、國際性、複雜性、長期性等五性，還具有顯著的文化性」。31

可知在趙樸初的理解中，宗教「五性」似乎不能完全涵蓋佛教的整

體意蘊，佛教與其他宗教的不同之處，也在於其具有鮮明的「文化

性」特徵。由此，他在宗教「五性」的基礎上，總結出中國佛教的

「六性」特徵。

（四）從「佛教是文化」到「兩個文明」之適應

趙樸初一再重申，大乘佛教精神的體現在於佛教入世性的彰

顯。他認為，佛教與社會主義建設是密切相關並且互補的：「宗教

29. 宗教「五性」指：群眾性、民族性、國際性、複雜性、長期性，是 1950 年代
初李維漢所總結。趙樸初〈宗教界人士要積極發揮參政議政的作用〉一文中
提到：「我們今天常常談到宗教的『五性』就是由中央統戰部李維漢部長主
持下研究提出來的，我把它叫做『宗教五性論』。」（《趙樸初文集》，頁
997）。另在〈關於政協宗教委員會的工作〉一文中提到：「五十年代初，在
他主持起草的一份總結民族工作基本經驗的文件中，提出了宗教的五性―
群眾性、民族性、國際性、複雜性、長期性，得到了毛主席、周總理、劉少
奇同志的肯定。五性論是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宗教理論的充實和發展，

今天仍有現實指導意義。」（《趙樸初文集》，頁 1076）。

 趙樸初：〈中國佛教協會四十年〉，《趙樸初文集》，頁 1236。
30. 趙樸初：〈關於上海的佛教工作〉，《趙樸初文集》，頁 926。
31. 同註 29。

趙樸初佛教文化論思想研究



《　　　　　》學報‧藝文│第三十期

140

和社會主義社會是可以相互協調的，要有兩個方面的條件：一是黨

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認真貫徹和落實；二是教徒愛國愛教為四化

服務。」32 我們似乎可以這麼理解，佛教不依賴於國家的主流意識

形態（宗教政策）則法事難立，佛教徒不為四化服務（奉獻眾生）

便失去了佛教的存在意義。關於這一點，趙樸初在宣導「人間佛教」

時尤為明顯：

我提「人間佛教」實際就是從使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相協

調的角度提的，這在佛教教義上有根據。當然，這是提倡

的重點，並不包括佛教的全部內容。協調有兩方面的工作

要做，一方面要貫徹宗教信仰自由，一方面佛教徒要參加

社會主義建設，光強調一方面不行，這與佛教思想是不一

致的。今天這樣提是為了更好地鼓勵佛教徒為社會主義服

務。33

由此可知，趙樸初「佛教文化論」的提出，同樣旨在為社會主義社

會的偉大建設服務。他從歷史經驗出發，認為佛教「對社會主義物

質文明建設起了很好的作用，（過去）三十多年來，佛教徒為社會

主義建設作的貢獻是相當大的。……我認為佛教在精神文明方面也

能起作用，應該肯定」。34

至於佛教如何服務社會，趙樸初認為，佛教要在宗教政策的落

實下，在愛國愛教的前提下，提倡佛教的文化功能，發揚佛教的傳

統精神，從而為「兩個文明」的建設服務，他說：「社會主義時期

32. 趙樸初：〈在佛教視察工作時的講話〉，《趙樸初文集》，頁 1052。
33. 趙樸初：〈關於佛教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關係〉，《趙樸初文集》，

頁 757。
34. 同註 33，頁 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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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佛教，應該如何結合時代發展的趨向為兩個文明建設服務呢？重

要的是要吸取佛教文化的精華，要發揚人間佛教的精神。」35 據此

而言，趙樸初的「佛教文化論」，其實是對中國佛教進行重新詮釋

的結果。他強調佛教是文化，就意味著佛教非迷信、佛教能與社會

主義社會相協調相適應、佛教能為「兩個文明」建設服務，由此彰

顯出佛教文化的深遠意義。

換句話說，「佛教文化論」為我們呈現的是一個靈活的有機體。

趙樸初並非簡單地出於糾正「文化熱」思潮的文化「偏見」，而是

在宗教政策能允許、文明建設有需求的情形下，進行佛教文化與佛

教精神不相悖離的圓融整合。就這個意義而言，如果說歐陽漸的

「佛法非宗教非哲學」，是為佛教爭取生存空間，那麼趙樸初的「佛

教文化論」，同樣是為了能使佛教更好地適應社會主義社會，而爭

取文化認同的廣大生存空間。

四、「佛教是文化」之影響

（一）學界之回應─撰文與著述

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八○年代思潮的迸發下，學術界關

於宗教領域的研究，也開始從過去「研究宗教是為了批判宗教」的

觀念中逐漸轉變，以一種相對理性的態度重新估量宗教價值。學界

的這種轉變，其標誌性事件便體現在回應「佛教是文化」上。

1986 年，中華書局組織《文史知識》編輯部著手編輯「佛教與

中國文化」專號。趙樸初在「專號」內發表文章，具體提到佛教影

響文化的諸多方面：

35. 趙樸初：〈佛教與中國文化的關係〉，《趙樸初文集》，頁 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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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哲學本身蘊藏著極深的智慧，它對宇宙人生的洞察，

對人類理性的反省，對概念的分析，有著獨到的見解。佛

教對中國文化有十分深刻和廣泛的影響。如文學方面、音

韻學方面，藝術方面，伴隨著佛教俱來的還有天文、音樂、

醫藥等的傳習；佛教各宗派學說，對中國思想界也起了不

可磨滅的影響。佛教文化對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影響如此

之大，要搞中國古代文、史、哲、藝術等研究，不搞清它

們與佛教文化的關係及所受的影響，就不能得出令人信服

的結論，也不可能總結出符合歷史實際的規律。36

同在這期「專號」中，季羨林、周紹良、黃永年、袁行霈、方

立天、楊曾文、杜繼文等諸多知名學者，分別從「佛學論壇、佛

教史略、佛籍談叢、佛祖信仰、佛教人物、佛學源流、佛教常識、

名山聖跡」等八個方面，對佛教文化的內容進行具體而細緻的評

述。

其中，方立天就「佛教是文化」作出了回應。他提出中國佛教

具有調和性、融攝性、簡易性三種特性：「調和性」，對佛教外部

思想的調和，基本上和中國古代社會思潮的變化相適應；「融攝

性」，中國佛教統攝佛教各類經典和佛教各派學說，統一佛教各地

學風；「簡易性」，中國佛教真正綿延不絕的是禪宗和淨土宗，這

與其教義和修行方法的簡易有很大關係，簡易性是中國佛教區別於

印度佛教的特色。37

36. 趙樸初：〈佛教與中國文化的關係〉，《趙樸初文集》，頁 804、808。
37. 方立天：〈略論中國佛教的特質〉，《佛教與中國文化》，北京：中華書局，

1988 年 10 月出版，頁 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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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曾文則認為：「佛教發源於印度，傳到中國後與中國的傳統

文化相互影響、吸收，發展成為中國的民族宗教之一，成為中國文

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中國古代社會歷史，對哲學、文學、藝術等

其他文化形態，都發生了深遠的影響。」38

自「佛教文化論」提出之後，趙樸初等人圍繞相關論點的敘述，

經過佛教同仁的熱心編輯，成為《佛教與中國文化》一書，更激發

了學者們的認同感，並促進他們開始關注佛教與文化關係的研究興

趣。陳兵在〈中國 20 世紀佛學研究的成果〉一文中，介紹了佛教

文化研究的成果，大致有：方立天《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與《中

國佛教文化》（1988），蘇淵雷《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1988）、

孫昌武《中國佛教文化序記》（1990）、魏承思《中國佛教文化論

稿》（1991）、中華書局編《佛教與中國文化》（1990）、賴永海

38. 楊曾文：《佛教在中國的流傳和發展》，《佛教與中國文化》，頁 49。

趙樸初佛教文化論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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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與儒學》（1992）、洪修平《中國佛教文化歷程》（1995）、

王堯、陳楠主編《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1996）論文集等。39

此外，我們還可以從其他學者的後期研究成果中得到具體驗

證，如與佛教文化相關的研究著作大致還有：樓宇烈《中國文化中

的釋儒道》、賴永海《中國佛教文化論》、張弓《漢唐佛教文化史》、

高振農《佛教文化與近代中國》、洪修平《中國佛教文化的歷程》、

任道斌《佛教文化辭典》、薛克翹《佛教與中國文化》等。以上所

舉，可說是研究佛教與中國文化的代表性專文或著述。

（二）教界之互動─建所與辦刊

似乎可以這麼認為，「佛教文化論」直接催生了「中國佛教文

化研究所」的成立。1987 年 4 月 23 日，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在中

國佛教協會所在地―北京廣濟寺內正式成立，40 並且創辦了所刊

《法音》學術版（後更名為《佛教文化》年刊），41 此外，該所還

陸續編輯了「佛教文化叢書」，以及舉辦專家講學等活動。42 與此

39. 陳兵認為：「80 年代後期以來，大陸佛學研究出現一股『文化熱』，將佛教
看作一種文化，看作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佛教與中國文化千
絲萬縷的聯繫。」陳兵：〈中國 20 世紀佛學研究的成果〉，《宗教學研究》

1999 年第 3 期， 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40. 1991 年 8 月，研究所從廣濟寺遷至北長街「三時學會」舊址。

41. 原《佛教文化》年刊已辦三期，為加強和深化佛教文化的學術性，1992 年底
改為以專家學者為對象的《佛學研究》年刊及副刊《佛學研究資料》，作為
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學報。同時，為接引社會各界人士，引導人們對佛教文
化的正確認識和關注，原《佛教文化》改為綜合性刊物（季刊，翌年改為雙
月刊），以一般讀者為對象。

42. 趙樸初〈中國佛協要加強理論研究工作〉一文中提到：「佛教文化研究所，並
不是我們所內的人能擔當起所有任務，所以我們請外頭的專家當特約研究員，

請他們寫論文，講學，比方佛教美術、雕塑方面麼，金維諾是我們的特約研
究員，應當請他來，請他寫專題論文或講學。我已經談了，來我們這裡講學，

應當比北大、清華待遇要高一些。」見《趙樸初文集》，頁 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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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應，各地區的佛教文化事業逐步開展，尤其江浙以及沿海一帶經

濟基礎比較富庶的地區，更是如雨後春筍般進行，數十種佛教雜誌

便在其後不同的時期中陸續得到恢復或創辦。

王雷泉曾進行中國大陸地區宗教文章的資料統計。據其統計，

1980-1990 年間，大陸各大刊物刊載的佛教文章總量為 4069 篇；43

如果以趙樸初提出「佛教文化論」為時間分界點，可發現：1980-

1985 年間的佛教文章數量為 1526 篇，1986-1990 年間的佛教文章

數量為 2543 篇。另據黃夏年考證，以討論為性質的佛教會議也在

不斷升溫，1980-1985 年有 4 次，1986-1990 年共 13 次。44 很明顯，

自「佛教文化論」提出之後，佛教文章與佛教會議在數量上皆超過

以往一半以上。

另據溫金玉考證，二十世紀八○年代以來，大陸與佛教相關的

刊物大致有四類：一、中國佛教協會刊物；二、以書代刊的叢書方

式研究成果；三、教外研究機構純學術刊物；四、各級佛教協會與

佛學院舉辦教內流通刊物。而在第四欄中，其所列大陸佛教刊物有

172 種之多。45 他認為，佛教刊物興盛的原因有五點：首先，大陸

政策層面的開放，是佛教得以恢復並迅速發展的根本原因。其次，

大陸經濟的快速增長，是當代中國佛教發展的增上緣。第三，佛教

的文化性彰顯，在意識型態層面的束縛愈來愈少；而從文化的角度，

對社會的影響力愈來愈大。第四，佛教界弘法主體意識的確立，為

43. 王雷泉主編：《中國大陸宗教文章索引》目錄（佛教類），台北：東初出版社，

1995 年。

44. 黃夏年：〈二十世紀的中國佛學研究〉，《中國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 年。

45. 溫金玉：〈千燈互照：大陸地區佛教期刊的發展〉，《佛教圖書館館刊》第57期，

台北：伽耶山基金會，2013 年，頁 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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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化的發展也提供了內驅力。第五，教界與學界的和諧互動，

也是佛教文化發展的助力。46

上引資料表明可知，由於傳播的形式更新，佛教在新時期的社

會環境下不僅局面隨之一變，而且文化層面的影響力度也在逐步上

升。

（三）持續之影響─佛教文化面向二十一世紀的再思考

自趙樸初 1986 年提出「佛教文化論」一直到今天，轉眼已近

30 年。其所構成的持續影響，不僅使學界有同氣相求之長期回應，

而且針對佛教本身所涵攝的「文化性」更有重新的思考與延伸。

黃夏年認為，佛教「禪宗文化熱」是二十世紀八○年代「文化熱」

的表現形式之一。47 賴永海在《中國佛教文化論》序言中闡明，該

書核心在於「主要探討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相互關係，這種探

討既致力於剖析佛教如何受中國傳統的影響而逐步走上中國化的

道路，有著重研究佛教在中國紮根之後，怎樣反過來影響中國傳

統文化並與傳統文化相結合，演變為中國古代文化的一個重要組

成部分」。48

46. 溫金玉：〈千燈互照：大陸地區佛教期刊的發展〉，《佛教圖書館館刊》第57期，

頁 51-52。
47. 黃夏年〈如何看待禪宗熱〉一文稱：「佛教是一種宗教，也是一種文化現象。

禪宗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影響了很多領域，因此它具有很強的文化功能，

表現了強烈地文化特點。當中國出現了文化熱時，禪宗為代表的禪文化自然
也就成為人們首選的一種文化代表，於是隨著文化熱的不斷展開和深入討論，

禪宗的文化現象也日益顯示出其在中國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歷史作用，事實
上，不把禪宗文化說清楚，也就說不能說清楚中國文化的特點和內涵，所以
禪宗的熱又是一種文化熱的具體表現之一。」黃夏年：〈如何看待禪宗熱〉，
《中國宗教》1995 年第 3 期，北京：中國宗教雜誌社。

48. 賴永海：《中國佛教文化論》跋文，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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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方立天在「佛教文化論」的基礎上進一步延伸，提出

了「文化佛教」的概念。他認為，「文化佛教」是人間佛教建設的

重要途徑：

佛教文化是佛教的重要載體，是佛教的重要表現形態。佛

教是宗教，也是文化。我們通常說佛教文化，現在我們也

說「文化佛教」。那麼「文化佛教」與「佛教文化」有什

麼區別，「文化佛教」的概念是什麼呢？我們認為，「佛

教文化」是佛教的文化意蘊，是佛教性質的文化類型；「文

化佛教」則是指文化層面意義的佛教，是作為文化形態的

佛教，也就是說「文化佛教」是對佛教的文化解讀、詮釋

與文化整合、構建，是對佛教文化的創造性轉換。「文化

佛教」的概念展現了文化自覺，彰顯了佛教的文化意義，

有助於發揮佛教的文化功能，和文化作用。49

方教授接著指出「文化佛教」內涵的多重性以及概念的獨特

性，50 並且強調：「信仰是『文化佛教』內涵的一個重要方面，信

仰與文化不是簡單的內在與外在的關係，『文化佛教』是佛教的

49. 方立天：〈關於人間佛教的文化思考〉，收入方立天、學愚主編：《佛教傳
統與當代文化》，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 7-8。

50. 方立天〈關於人間佛教的文化思考〉一文認為，「文化佛教」的內涵可以分
出五個方面：一、內在與外在的信仰。二、倫理道德；三、哲學理念；四、

文學藝術；五、民風習俗。而「文化佛教」的獨特性在於「與精英佛教、貴
族佛教、平民佛教、大眾佛教、義理佛教、修持佛教、制度佛教等概念一樣，

它並不反映佛教整體的內涵，而是就佛教內涵的某一層面、某種特質而言的，

是一個反映佛教特定層面和一定意義的概念。但是我們認為，『文化佛教』

這個概念，對於認識和把握佛教，對於佛教的生存和發展，都是有重要意義
的」。見方立天、學愚主編：《佛教傳統與當代文化》，頁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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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性與宗教性的統一，強調文化並不會削弱信仰。」51 似乎可以

說，黃夏年、賴永海、方立天等學者的觀點，是接續了趙樸初「佛

教文化論」的思考，並有所提煉與延展。

結語

「佛教是文化」是趙樸初居士面對佛教在中國歷史傳承中，結

合社會現實，進行整體思考所提出的。綜上所述，我們認為：

第一，「佛教是文化」反映了趙樸初觀照佛教的文化自覺。在

近現代中國社會的巨大進程中，趙樸初作為一名佛弟子，其深厚的

家學淵源、文化積累以及社會歷練，培養了他善於從整體上觀照、

把握，甚至定位佛教的自覺意識。也正是這種鮮明的自覺意識，使

趙樸初能夠觸摸傳統洞察現實，剖析文化思潮之偏頗，詮釋佛教文

化之精華，由此揭示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佛教是文化」之模式。

51.  方立天：〈關於人間佛教的文化思考〉，《佛教傳統與當代文化》，頁 11。

趙樸初文化素養深厚，「佛教是文化」反映出他觀照佛教
的文化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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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佛教是文化」揭示了佛教在二十世紀八○年代中國文

化思潮中的發展勢態。趙樸初提出「佛教是文化」，目的在為佛教

的存在作證明。他巧借「文化熱」，將佛教嵌入民族文化的集體記

憶之中，進行「文化調適」。這種調適不僅與「一種思想三個傳統」

有著一脈相承的連貫性，同時彌合了佛教與宗教政策、文化思潮、

社會建設等方面的密切關係，並且又不乖離佛教之核心價值。換句

話說，如果「佛法非宗教非哲學」趨向於「導俗歸真」，那麼「佛

教是文化」則可稱之為「回真向俗」。

第三，「佛教是文化」引導了佛教的文化走向。回顧過去數十

年中國大陸的佛教發展脈絡，道場恢復可說是佛教文化發展的硬體

基礎，而文化弘揚則成為佛教發展的上層建築。因此，「佛教文化

論」不僅標舉了佛教的文化屬性，而且使佛教入世的「在場性」進

一步得到重視與延展。從目前佛教的發展情況來看，採取文化形式

進行佛教弘揚的團體或機構日益增多。由此推知，「佛教文化論」

模式在未來的佛教發展趨勢中，還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

中華文化主張三綱五常，主要在孝道的闡明。孝，是對親人一

種至真感情的流露；孝，是人我之間應有的一份責任；孝，是人倫

之間的一種密切關係。擴而充之，對兄弟的孝就是悌，對朋友的孝

就是義，對國家孝就是忠，乃至對眾生的孝就是仁。要重整倫理道

德，應從發揚孝道精神做起。―《人間佛教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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