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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報導】 

二○○四年中國大陸佛學會議綜述 

黃夏年 

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世界宗教文化》主編 

 

二○○四年，是中國大陸佛學研究學術會議召開最多的一年，一共召開了十八次不同的

會議。筆者根據有關資料及親身的經歷，對這些會議做一綜述，以饗學者。 

六祖文化學術會議 

「六祖文化學術會議」，二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在廣東新興縣召開。由廣東社會科

學聯合會和新興縣政府共同舉辦。會議參會代表五十一人，收到論文四十二篇。代表圍繞「六

祖思想與當代社會」主題做了深入探討，認為六祖法偈中的「心如明鏡」之喻，先出於蒙莊，

復同符於象法。以宗門而論，新州實是禪宗之「麥加」，而朝聖無人，可為浩歎。六祖一出

生就有了惠能這個名號，許多著作中稱六祖大師名為惠能，這顯然是錯誤的。其始作俑者可

能是《宋高僧傳》。惠能大師出生於官宦之家的說法，是其弟子們為弘揚惠能禪法而採用的

一種傳法手段；而惠能大師出生於下層貧寒之家的說法，則較為符合惠能大師的實際情況。

代表指出，惠能應是禪宗的實際創立人，至少是南宗的創始人。六祖通過「現世精神」解說

佛法，為創造一種新的人生態度和生存智慧，打開了方便之門。惠能禪宗的平民性、社會化，

是禪宗思想得以傳播、延續發展的原因。惠能獨具創意的法門在「三覺」方面所達到最高境

界，在中國佛教史上至今仍可說是空前絕後的。因此要糾正後人乃至今人對《六祖壇經》的

覺悟學說思想誤導及其對一般信眾不良的影響，化解來自西方宗教人士的一些誤解與批評。 

惠能的思想，正依沿著唯識學、如來藏學發展而來。六祖弘揚無相三皈依，並將它作為

禪宗授戒的一種儀式來加以強調，具有警策經有三皈依進入佛門的信徒捨權入實、捨假入真

的意義。惠能的清淨佛性是包羅一切的總體宇宙的「精神實體」觀。惠能的改革有：一是重

實質而輕形式，二是人性化的趨向，三是自覺的本土意識。惠能的榜樣作用在於：一、立志

求佛，精誠所至，金石為開的誠意；二、尊師重道，唯求作佛，不求餘物的追求；三、佛性

平等，人有南北，佛性無南北的自信；四、踏碓八月，求證菩提的恒心；五、下人上智，初

生牛犢不畏虎，挑戰權威的勇氣；六、改革佛教，繼往開來敢於創新成為宗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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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專家提出，六祖惠能是嶺南文化一面鮮豔的旗幟、新興歷史文化一張閃亮的名片，

較好地對六祖和新興的文化特點做了恰當的定位。廣東有豐富的六祖旅遊資源，可以將它們

組織起來，成為一種特色的文化旅遊。以禪宗佛教文化為主題的旅遊路線，可分為傳禪之地、

鋒芒初露之地、隱居之地、靈異之地、感情之地、生寂之地、賜惠之地幾部分內容。 

空海與中日文化交流國際學術研討會 

「空海與中日文化交流國際學術研討會」，四月二十九日至五月一日，在上海復旦大學

舉行。由復旦大學歷史學系和日本高野山大學聯合主辦。中日兩國學者近六十人參加了會議。

學者圍繞空海與密教，以及古代中日文化交流，展開深入的學術研討。日本學者對日本正史

和僧傳記載進行文獻學的分析批判，判定平安末期書寫的〈延曆二十四年官府〉為最早的歷

史文獻，可靠性最高，據此判斷空海於日本延曆二十二年（八○三）四月十六日搭乘從難波

津起航的遣唐使船入唐，是最初選拔的留學僧之一，他為了符合官派僧人的資格，於延曆二

十二年四月七日，也就是啟程前夕匆忙剃度。然而，這次遣唐使船於四月二十一日在瀨戶內

海遭遇風暴，嚴重受損，不得不中止航行，翌年方成行，這就與正史所記延曆二十三年（八

○四）入唐相吻合。中國學者根據宋代福建地方誌《三山志》和傳燈錄等史料，認為空海在

長溪縣訪問了建善寺和清潭寺，謁見法常，接觸了律宗、天台宗和南嶽懷讓一系的禪宗；而

後到福州，應該到過開元寺、乾元寺、法華院、般若院、南澗寺和石塔寺，而且，還應該登

鼓山會見靈嶠；空海在福建的最後一站地，應居住於浦城縣乾元寺。日本學者認為日本大同

元年（八○六）十月二十二日寫給惠果和尚的信已經將「真言」作為宗乘來把握，而在日本

弘仁三年（八一二）八月最澄給空海的信，也根據空海將密教稱為「真言密藏」、「真言密

教」，稱空海創立的密宗為「真言」宗。印度的法身現觀莊嚴的傳統，在中國並沒有受到重

視，也沒有對空海造成什麼影響，相反，中國的華嚴思想卻對空海產生巨大影響。空海十住

心理論的前提，是在引用吸收中國獨自的教理基礎上而建立起來，自成體系。空海的教相判

釋，把儒教和道教包括在內，分別定位，採用的是比較思想的方法。因此，應該把空海從時

間軸的「付法」和空間軸的「即身」整合起來研究，才能跨越時空，正確把握。 

學者對法門寺曼荼羅寶函頂蓋四角的八尊圖像重新進行考證，否定了以前認為是地、水、

火、風和四大明王的觀點，而應是不動明王、無能勝明王、馬頭明王、大輪明王、大笑明王、

步擲明王、降三世明王和大威德明王。法門寺寶函中的八大明王按照逆時針方向排列，屬於

佛頂曼荼羅系列。中國學者認為，空海的六大緣起說是他發揮顯密經軌的微言大義提出來的，

是在《大日經》五大種子說以及五字門、五輪觀的基礎上，把顯教的六界說轉化為密教的六

大說，尤其把色識轉化為心大，將表述現象世界的概念上升為說明世界體性的本體論學說，

六大緣起說是空海的獨創，屬於日本真言宗的理論體系，不能作為唐代密宗的理論甚至整個

密教的緣起論。日本學者考證了空海請回的「現圖曼荼羅」的圖像，證明現圖九會金剛界曼

荼羅是以「本經系」的《金剛頂經》為基本架構，同時積極吸收《金剛頂壇陀羅》以及印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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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本經系」的經典等要素製作而成的。中國學者對安西東千佛洞第二窟密教壁畫，對多種

曼荼羅圖像進行分析考證，提出自己的見解。日本學者整理研究唐代不空三藏翻譯的《理趣

經》，比較世界上流傳的各種語言版本十種，分析其形成的過程，以及學界的不同見解，從

唐朝玄奘翻譯《理趣分》以前未見廣本的情況出發，認為其形成過程是從略本發展為廣本。

中國學者研究空海《文鏡秘府論》的版本流傳情況，逐一查閱日本學者介紹的二十四種版本，

發現存在著誤錄和遺漏的情況，並找到清末楊守敬帶回中國、現流存於台灣故宮博物院的版

本，得出共有二十七種版本之說，其中抄本二十六種，版本一種。考證了《文鏡秘府論》成

書的時間可能在日本弘仁八年（八一七）完成初稿，弘仁十年修訂。 

天台山濟公文化研討會 

首屆「天台山濟公文化研討會」，五月十日至十二日在天台山臥龍山莊和天台縣博物館

召開。由天台縣委縣政府主辦，天台縣委宣傳部和天台縣社會科學聯合會承辦。來自北京、

上海、香港及浙江杭州、台州等地的專家學者及社會各界人士三十多人出席了會議。會議主

題是「天台山濟公文化」，共收到論文十五篇。代表將對濟公文化的理解概括為三句話：「一、

濟公是人，不是神；二、濟公是傳統中的顛僧，是大智大勇的典型；三、濟公是特定時代的

化身，是文明盛世可以弘揚的藝術力量。」認為在當今社會，研究和探討濟公文化，應該激

濁揚清，儘可能淡化和剔除其神出鬼沒迷信庸俗之處，提煉弘揚其精神向上的文化內涵，以

適應時代的要求。學者對近代以來以天台濟公會、濟公壇為核心的民間信仰作了系統的評述。

認為二十世紀上葉天台濟公會（慈善總會）是一個由信佛秀才發起、士民廣泛參加、以中國

濟生會為模式的民間信仰與慈善組織。該組織兼容三教，以扶乩的方式吸引信士，以詩詞曲

賦的形式光大濟公扶危濟困、懲惡揚善的精神和傳統的道德觀念。通過對濟公故事研究，得

出： 

 

濟公文化的形成，來源於儒、道、釋、俠等中國傳統文化的要素，以及台州、杭州和

浙江地區的區域文化的特徵。濟公身上包含著不少中華民族思想的精華，也反映出民

眾的喜怒哀樂，深厚的民族文化積澱。濟公形象是累積型的、發展的、鮮活的、開放

的。因而濟公不僅是天台的，也是中國的、世界的。 

 

對歷史上濟公的家世和濟公的生平特別是歷來爭論不一的濟公生年及年壽等問題考辨，為有

關濟公生平事跡的研究提供了新的視角。學者對東南亞地區德教以及德教中濟公崇拜的介

紹，闡述了濟公崇拜通過民間宗教信仰的形式以及海外華人這一特殊的群體在世界範圍內廣

泛傳播的事實。學者強調，濟公是台州、天台文化的代表，天台的山水和文化傳統養育了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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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造就了濟公的精神；濟公的浮沈市井，嘻笑怒罵，放蕩不羈，是對當時黑暗社會的抗爭，

是大智大勇的表現；濟公的「瘋癲」是兩宋禪風巨變的註腳，是臨濟禪風的變相；濟公的俠

義精神受到中國自古以來崇尚的俠客精神、儒家的入世、道家的逍遙、佛教的慈悲及神通等

思想的影響。 

中國無錫靈山「人間佛教與社會關懷」研討會 

首屆「中國無錫靈山『人間佛教與社會關懷』研討會」，六月十二至十三日在江蘇無錫

市舉行，由中國佛教協會佛教文化研究所、江蘇省佛教協會主辦，無錫祥符禪寺和無錫靈山

勝境管委會承辦，來自全國各地的佛教界與學術界人士一百餘人參加了會議，收到論文七十

餘篇。學者認為，佛教之所以能夠被世人接受，就是它的理論是建立在人的基礎上的，建立

在社會現實上的。佛教提出的理論問題，都是圍繞人的訴求而展開的，將人放在第一位，注

重解脫，這是佛教與人為本思想的核心。關注今生、關注現實，以及理性化、世俗化和現世

性、相對性等特徵，都直接或間接地排斥著超人間，從本質上來講，佛教的超人間同理性化、

世俗化、相對性、現世性等是直接對立的。人間佛教的提出，就是要解決人的問題，與「鬼

的宗教」和「死人宗教」區別開。所以，今後的人間佛教，仍然要體現這兩個基本點，並在

此基礎上，將佛教光大。人間佛教是區別於傳統的佛教，是中國佛教歷史上繼禪宗之後的又

一重大創新。「文化佛教」是人間佛教建設的重要途徑。人間佛教與傳統佛教相比較，是以

眾生為本位轉為以人類為本位，由以僧人為本位轉為以社會成員為本位，由重生死大事轉為

重人生，由重出世轉為重入世，由追求彼岸淨土轉為建設人間淨土，由依靠他力的易行道轉

為依靠自力的難行道，總之，在佛教的理論學說、修行方法、追求方向和解脫目標諸方面都

發生了深刻的變化。學者指出，「人間佛教」在考慮佛教人間化的過程中，如果能夠照顧到

宗教與世間法之間所可能存在的緊張，並不斷釐清自己與世俗生活之間的交集與邊界是必要

的。佛教的慈悲精神，是人間佛教的本色行當。淡化乃至排斥超人間特性的趨勢必將繼續加

劇人間佛教的世俗化、功利化、過分理性化等負面影響，最終不斷消減佛教的魅力，嚴重威

脅佛教的生命力。 

「人間佛教」作為一種運動，在思想和實踐的維度上都有相當豐厚的意義資源，也存在

很大的論述空間。當前在人間佛教的理論上，還有一些基本的概念必須釐清。例如，人生佛

教、人間佛教、人間淨土、唯心淨土幾個概念的內涵、外延為何？其各自的真諦是什麼？彼

此的關係又是如何？人間佛教則重人生，不重人死，倡導積極入世精神，由此如何處理、協

調佛教關於人生與人死、入世與出世的關係，並從理論與實踐相統一、歷史與現實相結合的

角度加以說明，這是人間佛教面臨的重大問題。「文化佛教」對於完善人間佛教的理論建設，

提昇人間佛教的品質、品格、品位都有著重要意義。如何把握兩者的聯繫與區別，是我們在

推進「文化佛教」建設進程中必須高度重視而又謹慎對待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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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認為，無論是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還是印順法師乃至趙樸初居士的人間佛教，儘

管名稱上有些變化，但是人間佛教的核心思想並未改變，那就是建立以人為出發點的適應現

代社會、提昇現代社會的佛教理念。通過對佛教思想長期的領悟，結合中國社會的特點，樸

老精闢地將人間佛教思想概括為「一種思想」和「三個傳統」，從而將人間佛教理念確立為

中國佛教發展的長期性的指導思想。比起太虛、印順對人間佛教理論的闡述與豐富發展而言，

趙樸老與星雲大師的貢獻和價值更表現在他們對人間佛教不遺餘力地推廣和不斷實踐，他們

在中國佛教史上的地位也將由此而奠定。 

學者說，中國佛教之所以能與時俱進，關鍵是各個時代的高僧大德多能注意契理契機，

人間佛教繼承中國佛教的這一優良傳統。今天，佛教要實現自身形態的現代化，與時代同步，

關鍵就在於當代的高僧大德能本著契理契機的原則，採取適宜有效的教法。重新發出「人間

佛教」──在人間行菩薩道──的呼喚，揭示人性的緣起本質。在弘揚人間佛教時提倡儒佛會

通，對於指導現代社會人心是有其積極性的，將儒家的人倫道德納於人間佛教，必將使得人

間佛教更符合民眾的道德需求和社會心理，使佛教進一步紮根民間，深入民心！人間佛教以

「適應今時今地人的實際需要」而弘揚，在「服務人群、利益社會」的事業中發展。在新的

條件下，單靠佛教本身的四眾進行人間佛教建設是比較困難的，應該建立更加廣泛的同盟，

團結更多的人共同進行佛教建設，使之獲得更快的發展。建設人間佛教，需要傳持者、信仰

者、研究者、關心者四個方面力量的密切配合，這是佛教的新「四眾」。學者提出，推行全

方位的佛教教育，倡導正信的佛法，建立完善的居士教育體系等幾項未來發展的建言，期望

以此改善當前的居士教育現狀。 

淨土宗文化研討會 

第二屆「淨土宗文化研討會」，八月四日至七日在山西太原舉行，由中國人民大學佛教

與宗教學理論研究所、山西省佛教協會、山西交城玄中寺主辦、山西綿山風景區協辦，來自

全國各地包括台灣的六十餘位專家學者和佛教界人士出席了會議，收到論文三十篇。研討會

的目標是：弘揚淨土宗文化、探討玄中寺在淨土宗演進史上的作用、確立三祖師在淨土宗歷

史上的地位、研究人間佛教與西方淨土的關係、提昇佛教在社會精神文明建設中的整體功能。

學者認為，淨土理念之旨趣是讓人厭離娑婆世界而往生西方淨土，如何認識與融通往生西方

極樂世界與建設人間淨土的關係，將是涉及到未來中國佛教發展前途與命運的大事。以義學

為特徵的唯心淨土與以救度為號召的彌陀淨土，對於淨土信仰在現代社會的價值意義，學者

們從社會精神空間的拓展與精神境界的提昇方面對此作了闡發。從宗派學意義上看，曇鸞、

道綽、善導三祖師應該說是淨土宗的真正創立者。但由於歷史的原因，曇鸞、道綽並未能列

入中國淨土宗傳統的十三祖之列，為緬懷祖師法乳深恩，還歷史一個本來面目，大會倡議「中

國淨土宗十五祖」之說，希望使曇鸞、道綽大師名列祖位，不致使其功德湮沒於歷史塵埃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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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進程中的宗教文化與宗教研究」海峽兩岸學術研討會 

「全球化進程中的宗教文化與宗教研究」海峽兩岸學術研討會，八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

日在北京召開，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台灣靈鷲山佛教基金會暨台灣世界宗教

博物館聯合舉辦。來自中國大陸和台灣的高校及宗教研究機構的一百多名專家學者出席了會

議，有十四位代表在會上發表論文。代表指出，對中國大陸當代宗教學術研究進行分析，指

出其認知轉換的過程、學術關注的重點、以及對社會輿論的影響，乃有著深遠的歷史意義和

重要的現實意義，也對世界範圍之思想文化交流中的宗教理解做出了有益的貢獻。站在中國

傳統宗教文化的立場上，應促進全球化良性的循環，走向全球共存共榮的全球化。不同宗教

之間加強溝通與對話，超越衝突，共同創造全球整體利益。強調全球化的前提，必須建立尊

重、包容、博愛的共識，引導世界走向和平。我們的世界確實正走向第二軸心時代。世界各

大宗教之間的關係需要從對抗走向對話，從宗教一元論走向宗教多元論，對宗教的理解需要

從本質主義轉向關係論，諸宗教需要有意識地從第一軸心時代轉向第二軸心時代。通過宗教

對話使自身對其他宗教有更深的意識，從全球視域中關注人類的苦難和生態危機，使諸宗教

不僅適應時代，而且自覺地引導我們的世界走向第二軸心時代。全球化過程中宗教扮演極重

要的角色。現階段的「全球化」潮流實際上是美國伊利雅德時代的延續與強化，全球化背景

下的宗教研究在問題意識、內容範疇、主題選擇和方法途徑等方面可以從伊利雅德的「新人

文主義」中找到極富洞見的思想資源。 

中國九華山地藏文化學術研討會 

「中國九華山地藏文化學術研討會」，八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在安徽九華山東崖賓館

舉行，由九華山佛教文化研究會主辦。來自韓國、中國北京、浙江、陝西和安徽等地的專家

學者七十餘人出席會議，收到論文二十八篇。代表指出，明代以後，四大名山的地位基本確

立。九華山的僧人在開發是山的建設中，依靠的是地藏精神。這就是佛教所說的「眾生度盡，

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不成佛」之四句話！也就是「我不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慈悲精神。

地藏精神內容廣泛，境界高遠，無私的奉獻，功德無量無邊，是全世界、全人類的精神財富。

今天，我們處在轉型期的社會，面對各種矛盾和變化，更加需要加強精神文明的建設。如果

我們把地藏精神適當地加以批判的改造，吸收其合理的內核，使之與時代需要相結合，它一

定能對我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民族精神的發揚，人心向上，起到某些推動或補充作用。 

所以我們應該重視地藏精神的弘揚工作，以「我不入地獄，誰入地獄」大無畏精神積極

參與社會人生活動，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貢獻一份智慧和力量。代表強調，九華山應該

突出其深厚的文化底蘊，建立屬於自己的獨特空間，以特有的佛教文化面貌吸引世人。在打

造九華山精品品牌時，應注意充分調動和發揮佛教界的主動積極性，因為九華山是佛教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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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佛教界在這裡是主體之一，在政府的引導下，如何發揮佛教界的積極性和作用，更好地

為九華山經濟發展服務，是一個重大的現實問題，未來的九華山發展，只有在與佛教界的精

誠合作的前提下，才能取得一個雙贏的局面。 

中日第十次佛教學術交流會議 

「中日第十次佛教學術交流會議」，十月十六日至十七日在西安舉行，由中國佛教文化

研究所與日本佛教大學聯合主辦，陝西省佛教協會、西安市佛教協會和陝西戶縣草堂寺聯合

協辦的，主題是「鳩摩羅什譯經與中日兩國佛教文化──紀念鳩摩羅什誕辰一六六○周年」。

日本學者高橋弘次教授對鳩摩羅什所譯《阿彌陀經》、玄奘所譯《稱讚淨土佛攝受經》及梵

文本《稱讚淨土佛攝受經》（有日譯本）進行詳細對照，對比考察了羅什和玄奘所譯《阿彌

陀經》內容的詳略及譯文的異同，揭示了兩種譯本的不同風格和特色。福原隆善教授對鳩摩

羅什所譯《佛說阿彌陀經》既說「不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往生，又講有人若執持阿彌陀佛

名號，「若一日……若七日，一心不亂」，命終可以往生的內容，參照隋代智者大師的《阿

彌陀經義記》、襄陽石刻《阿彌陀經》、唐代善導《法事讚》、日本法然《選擇集》和《阿

彌陀經釋》、唐代窺基《阿彌陀經通贊疏》、日本源信《阿彌陀經略記》、唐代懷感《群疑

論》等著作，進行詳細考察，指出「聖道門」與「淨土門」對稱名念佛的不同見解，著重指

出法然的「淨土門」是將一念與多時、平生與臨終念佛等同看待，對淨土法門關鍵性問題的

研究很有參考意義。 

中國佛教學院向學法師發表了〈鳩摩羅什和《般若經》〉一文。回顧了般若系經典在中

國的翻譯及早期般若學的弘傳。日本落合俊典教授發表題為〈「三菩薩傳」羅什譯質疑〉的

論文，對現存《馬鳴菩薩傳》、《龍樹菩薩傳》、《提婆菩薩傳》「三菩薩傳」的真偽及相

關問題進行考證。認為近年在名古屋七寺發現的源於唐本系統的《馬鳴菩薩傳》是真本，當

是鳩摩羅什弟子僧睿據羅什講說的內容而整理編集的，而以往通行的編入大藏經的《馬鳴菩

薩傳》及《龍樹菩薩傳》、《提婆菩薩傳》皆屬於偽本。「三菩薩傳」雖情況不同，但最初

皆基於羅什的講說而編，不屬嚴格意義上的譯書。中國王亞榮教授從鳩摩羅什所在的長安譯

場著手，提出「長安文化」概念，並從中外文化互動的角度來觀察羅什譯經的歷史意義，認

為鳩摩羅什譯經已屬「官譯」的國家文化事業，後秦僧官制度的建立標誌著中國政教關係新

模式的確立。 

紀念慧遠大師誕辰一六七○周年學術研討會 

「紀念慧遠大師誕辰一六七○周年學術研討會」，九月十七日至十九日在廬山召開，由

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理論研究所、江西省佛教協會、廬山東林寺聯合主辦，來自全國

高校、研究機構、寺廟的一百二十多名教授、學者、法師參加會議，共收到學術論文五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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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學者強調，慧遠作為中國漢地早期佛教奠基人之一，其所創建的廬山僧團是漢地教團史

上的重要里程碑；而廬山僧團的僧制建設，也為中國佛教早期教制的構建提供了新型的僧團

模式。即便在今天，探討廬山僧團理念，也有助於全面推進佛教事業。慧遠佛學理論的主要

貢獻就在創造性地為中國佛教確立「神不滅」的基本理念，並使因果報應在理論上非常圓滿，

這對民族發展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慧遠協調了佛教儀規與中國文化的融和，使中國人也接受

自作自受的業報思想。慧遠結社共修，創闢了一個非常好的交流修證的模式，開創了與儒道

各界名士的交往渠道，蓮社精神使廬山成為團結知識分子之地。學者指出，慧遠禪學觀其實

是由其法性實在論這一根本的佛教思想立場所決定的。其法性論雖有變化，但其中一以貫之

的基本觀點則是法性實在。由此，禪觀修行的真義自然就是不斷滌除無常變化的內心欲望和

內外諸色、不斷向「不變」之「至極」探索的過程，直至這一內在於修行者的「至極」為止。 

學界長期以來習以為常的一個主流觀點：「神」是慧遠的因果報應思想中承擔果報的主

體，就是對慧遠法性思想的嚴重誤解。產生這一誤解，主要有二原因：一是在神滅與神不滅

的爭論中，神滅論者多在精神、意識或靈魂的層面上理解神這一概念，而慧遠則沒有辯明他

思想中的神與對手所解義的根本差異；二是從牟子開始，佛教界歷來就有人將神不滅理解為

靈魂不死，並視之為因果報應的承擔者。在此情形下，人們一論及慧遠的神，就將其混同於

靈魂並視之為果報的承擔者。關於諸賢從理境上顯法性、法身，故說法性、法身本空，慧遠

則從修行悟道的角度論法性、法身，意在借有證空，故說法性、法身實有。 

學者認為，淨土法門自東漢末年傳入中國，至東晉時已歷經二百餘年磨合，能否給出淨

土徵信，成功應對挑戰，乃直接關涉淨土宗在中國的傳布。徵信四要素是「時、主、處、眾」，

此四要素的和諧整合，圓成了震旦淨土徵信之大事因緣。時即蓮社啟建提供之契機，法爾自

然地成就淨土徵信之「時」。主即鳩摩羅什所譽東方護法菩薩的遠公大師，堪為蓮社之主。

處即淨土宗這一極具超越性的宗教，在震旦隱逸名山──廬山生根開花結果，妙合天然。眾

即指遠公肇立東林寺後，緇白二眾精英之士望風而歸，踴躍回應。學者強調，般舟三昧重般

若智慧的特性，與當時時代趨勢的結合，使慧遠領導的廬山僧團具有「禪慧並重」的特點，

而這正是後來「禪淨雙修」的濫觴。其所倡行的念佛法門，是注重智慧的觀想念佛，以觀想

工夫獲得感應，求得功德，阿彌陀佛信仰被認為是爾後淨土宗的始舉；創建道場，專心修禪，

則被後世禪宗奉為禪門典範。慧遠特別注重律學的修習與戒條的修持，以提高自身的素質與

定力，尤以為一切佛教活動，均以戒律為根本。慧遠大師的念佛思想主要是基於《無量壽經》

而非《般舟三昧經》。 

中國梵淨山佛教文化研討會 

「中國梵淨山佛教文化」研討會，九月二十三日，在貴州印江護國禪寺舉行，六十多名

專家學者與會。代表們圍繞中國佛教、貴州佛教、梵淨山佛教以及佛教與現代社會等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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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共同研討了佛教文化博大精深的內涵，並對梵淨山佛教文化進行了重點研討。專家一

致認為，梵淨山彌勒道場由來已久，是公認的佛教名山，雖然歷經劫難，但隨著宗教信仰自

由政策的開放，梵淨山佛教正逐漸煥發出蓬勃生機。專家們提出，應充分挖掘梵淨山豐富的

佛教文化內涵，將佛教文化研究與經濟社會發展結合起來，進一步提高梵淨山的影響力。當

前梵淨山佛教的弱點在於有所混雜，滲入了一些地方宗教。如果談及發展，應該有一個正本

清源的過程。 

「現代文明與宗教對話」中日學術會議 

「現代文明與宗教對話」中日學術會議，十月十二日至十三日在北京舉行，由中國社會

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與日本東洋哲學研究所共同主辦，主題是「現代文明與宗教對話」，

北京各高校、各科研院所及相關機構專家學者約一百人參加了這次會議。學者認為：「『求

同』是我們宗教學者共同探討關於宗教對社會可以做出什麼貢獻，縮短人群之間的距離，造

福社會，維護和平，消除造成敵視隔閡的因素。……容忍傾聽不同的聲音，同情地理解不同

的意見，以廣闊的胸懷展示寬容的雅量。」宗教對話是通往文化共融、避免社會衝突、使人

類真正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橋樑，儘管它要面對現代社會中的經濟競爭、政治衝突、意識矛盾、

信仰抗衡、種族歧視和認知誤解，但必須努力走出種種困境，才能使其美好希望真正成為現

實。可以從宗教寬容的角度看待《法華經》的包容主義立場，蘊藏於佛教中的「權宜方便」

的變化觀，「法界緣起」的圓融觀，「善世利人」的倫理觀和傳教弘法的和平觀，是有益於

當代宗教對話的寶貴思想資源。 

重慶大足石刻研究會第六屆年會 

「重慶大足石刻研究會第六屆年會」，十月十九至二十日在重慶大足賓館舉行，來自各

地的專家學者六十餘人出席了會議。二十餘位知名專家做了學術報告。從保護、管理、歷史、

考古、藝術、宗教、建築、服飾、器物、民俗、旅遊等方面，做了學術交流，主要集中在對

寶頂山石窟性質的認識上，如寶頂山是否是密宗道場，建造寶頂山石窟的資金從何而來等重

大問題進行了學術交流。 

海峽兩岸馬祖道一與禪宗文化學術研討會 

海峽兩岸「馬祖道一與禪宗文化學術研討會」，十一月二日至五日在江西靖安寶峰禪寺

召開，由南昌大學江右哲學研究中心、江西省佛教協會、宜春禪宗文化研究會主辦，靖安縣

人民政府、江西佛學院、靖安寶峰禪寺承辦。來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清華大學、東南大學、

山東大學、中山大學、南京大學、南京農業大學、河海大學、南京金陵刻經處、福建師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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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廈門大學、浙江工商大學、南昌大學、江西師範大學、江西省社會科學院、韓國東國大

學、台灣國立聯合大學、中華佛學研究所、中台禪寺、佛光禪淨法堂、福建佛學院、湖南省

佛教協會、成都文殊院等單位的專家、學者、法師共五十餘人與會，收到論文三十餘篇。 

學者認為，道一提出的「平常心是道」、「即心即佛」和「非心非佛」標誌著「心」的

佛教在中國的最終成熟。中國佛教的基本範式乃是「心」的佛教，慧思在中國開創了「心」

的佛教的先例。智顗的天台「止觀」和惠能的「南宗禪」是其中較為著名的「心」的佛教的

形態。馬祖道一所開創的「心」的佛教乃是中國「心」的佛教的最成熟形態。道一禪學思想

一是完成了禪宗哲學本體論由般若唯識派的「心有法空」，向《大乘起信論》及華嚴宗的「心

物同一」論的轉化，為禪宗南宗確立了佛性觀，使惠能及其以前的「緣起性空」、「唯識無

境」論，一變而為體用皆如、心物同真的理事圓融論。學者認為，晚唐五代社會因佛性思想

變得更加人間化和平民化，較複雜的禪宗戒律變為簡單化，加上動盪不定的社會上的種種因

素，終於讓禪僧們走出深山峽谷，抱有出世救世的思想，一定程度上積極干涉世事，揭露或

批評世事，出現了「禪者儒化」之入世現象。 

馬祖道一繼承惠能以來之禪法，提出「即心即佛」之說，後為破除弟子對法之執著，而

提出「非心非佛」說；再到馬祖再傳弟子黃蘗的「無心」說，大抵以如來藏為中心，經過幾

代的演進而逐漸地轉向般若為核心的禪法，這些說法的轉變，除了是繼承惠能的「轉經」精

神，也深刻地呈現了禪師說法的確是「當時權化、一隅之說」。宗密對洪州的研究，至少保

存了較早的洪州思想的基本紀錄，對於後人理解中唐時代的洪州宗是有重要意義的，對於他

的批評，不能僅局限於自宗一門來思考，而是要面對當時整個禪界、整個教禪相分的佛教界、

整個以儒釋道為代表的文化界、整個中國社會，特別是政治層面對於宗教的需要來思考。學

者考辨百丈禪師所創立的古清規，在百丈時代，是稱作《禪門規式》，在宋代以後，才被稱

作《百丈清規》。馬祖弟子及其再傳常常利用的方法，大致可以分為四類：第一，見色明心，

譬如，禪師豎拂子、舉拳頭、翹起一隻腳等等。第二，聞聲悟道，譬如敲碗、敲鼎、彈指、

打地，等等，皆屬於「聞聲悟道」的範疇。第三，棒喝斷妄，譬如人問：如何是佛法大義？

師便打，等等。第四，無理路話，譬如禪師問學人：父母未生時，試道一句看，等等。 

學者說，由於「文字禪」的思想運動在傳統禪學的話語系統中被過多地進行了否定性的

敘述，以至於現代禪學研究，還沒有充分注意這一新的典範所具有的意義，對其思想的處理

也過於簡單化。學界一般對禪宗語言哲學的研究，都是以唐代禪宗文本作為對象進行處理的，

而這只能理解為中國禪宗語言論的一種類型。宋代出現的「文字禪」是不能簡單套用這一類

型的，它表示了一種新的「典範轉移」。禪宗之於分別事識上參究攝持而欲「直指人心，見

性成佛」，其實質與「以獨特的禪定方式經歷了死亡過程」的小乘禪也是一致的，只不過，

禪宗禪秉承大乘禪的精神，更注重在生死的日常形態──生滅上做功夫，它力圖在心能包含

感知的生死形態──生滅的實際情形──事識之分別上，參究攝持。只有在心海之識浪的動

轉遷流中不斷研磨參究，直研磨參究得生滅剎那、剎那生滅細密更趨細密，乃至生滅以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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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遠近、能所、久暫種種分別泯入無間，這樣才能轉識成智、心開悟解、超凡入聖。所以，

禪宗的「直指人心，見性成佛」其實就是「轉識成智」，只不過是採取了更契合中國文化機

緣的形式而已。 

中國臨濟宗會議 

「中國臨濟宗會議」，十一月六日至八日在浙江省杭州臨安市西天目山禪源寺舉行，由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國宗教學會、河北正定縣臨濟禪院和杭州臨安市西天目

山禪源寺共同舉辦。來自北京、上海、吉林、浙江等地八十餘名學者出席了會議，收到論文

六十餘篇，內容十分廣泛，涵括了每個朝代，又顯示了地方的特點。學者們圍繞「臨濟宗」

的主題做了較為深入的探討，認為中國佛教的研究，以往偏重於通史概論，並較多集中於唐

之前，近年來對宋元明清的佛教研究逐漸加強，但尚未形成規模。類似臨濟宗研究這種比較

深入的專題研究應該成為一種新的趨勢。從中國臨濟宗這個獨特的視角出發，沿著一條清晰

的線索，可以對中國佛教作一個大發現。 

中日佛學會議 

第一屆「中日佛學會議」，十一月六日在中國人民大學逸夫會議中心舉行。由中國人民

大學佛教與宗教學理論研究所舉辦。來自全國多個高校、科研機構、出版機構及相關單位的

代表共八十餘人參加了會議。會議主題是 「本覺思想研究」，共有十位學者發表了相關研究

成果，從不同的切入角度和學術立場，展開了熱烈的學術研討。它們是：張風雷教授〈天台

智者大師對《生法論》的批判〉，龔雋教授〈梁譯《大乘起信論》的本覺論思想分析〉，李

四龍教授〈天台智者的如來藏思想〉，周貴華教授發表論文〈如來藏與唯識思想中之 dhatu 類
概念〉，林鎮國教授〈本覺與現代性──重探二種佛教之爭〉，末木文美士教授〈本覺思想

的定義與類型〉，菅野博史教授〈《大乘止觀法門》中的「本覺」和「不覺」概念〉，駒澤

大學松本史朗教授〈如來藏思想與本覺思想〉，伊藤隆壽教授〈道‧理的哲學與本覺思想〉，

花野充道教授發表論文〈佛教思想的本覺展開〉。 

吳越佛教文化與社會學術 

第二屆「吳越佛教文化與社會學術」，十一月九日至十二日在杭州舉行。由杭州市佛教

協會、杭州市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研究會主辦，浙江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協辦，

杭州佛學院承辦，來自日本、韓國、中國大陸以及台灣等國家和地區的有關專家教授及高僧

大德七十餘人參加了會議，收到論文六十餘篇。與會代表圍繞著永明延壽的生平思想及其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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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和價值，展開了充分而又深入的討論，指出延壽所倡導的禪教一致說是隋唐以來佛教發展

所出現的一種必然趨勢，體現了歷史發展的客觀必然性要求。 

延壽對禪教一致說的論證，是以三個方面來展開的：一是以禪宗的「心」作為統一其他

各宗派教義基石，把佛教一切教義都歸結到禪宗之「心」的根本義；二是認為禪與教的關係，

是佛的心意與佛的言教的關係，是本原與現象、內在與外在的關係，因此是相依相即，相互

統一的；三是禪與教在修行實踐上的關係，是心與行的關係，強調心的覺悟要落實到修持的

實踐上來，而一切修持實踐的功德又回歸到心，這樣才能成就自心的覺悟，而進入到成佛的

境界。延壽所表達的是一種「隱喻」關係，是以作為「文本」的文字去關聯作為實在的「心」，

因此它對宋代禪宗對於語言文字的興趣是有啟發作用的。延壽所說的以心為宗的「圓融」雖

有「調和」之義，但這個「心」卻是具有《起信論》所說的「實體性」之意味。而印歐語系

佛教（包括巴利文佛教和部派佛教）則不同，因重視分析性，「定義」清晰，故不會走上圓

融之路。 

儘管延壽調和了「西方淨土」與「唯心淨土」之間的矛盾，但他更重視「唯心淨土」，

「西方淨土」只是不得已而為之的權宜之計，是達到「唯心淨土」的一種途徑。也有人認為，

延壽對於「西方淨土」的信仰非常堅定，絕非「權宜之計」，他融會自力與他力，從根本上

改變了中國淨土宗的走向，正因為如此，他才被尊為淨土宗的第六祖。延壽〈四料簡〉的主

旨不是提倡「禪淨雙修」、「禪淨融和」，而是「抑禪揚淨」。有人說〈四料簡〉「不可能

出自延壽之手，而是後世假託」，其產生的時間「大致應當在南宋中期至元代初期之間」。

但還有人說〈四料簡〉是延壽的作品，認為它係偽託之說，是源於近代學佛者認識的顢頇籠

統，〈四料簡〉是站在專修方面說，是方法論，從其見地看，與《萬善同歸集》等所闡述的

延壽思想還是基本一致的。學者建議應加強對《宗鏡錄》的研究，通過確認其中引用文獻的

準確度，可以澄清中國禪宗史的新問題。 

佛學研究方法與佛教文化建設學術研討會 

「佛學研究方法與佛教文化建設學術研討會」，十一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在福建廈門大

學舉行，來自北京、上海、江蘇、江西、湖北、湖南、廣東、浙江，以及台灣的佛教學者和

法師一百餘人出席了會議。收到論文五十餘篇。學者指出，在當今中國佛學研究的兩支大軍

中，學界流行的主要是理性主義；教界盛行的則是理性主義，在理性與信仰的關係下，比較

有代表性的有：(一)將理性與信仰視為兩個截然不同、彼此隔絕的範疇。即認為理性涉及現實，

信仰關乎價值；理性的終極是客觀世界，信仰的歸宿是彼岸。理性與信仰互不相干，各有各

的統轄。(二)將理性與信仰視為一對矛盾，兩者存在著根本的衝突。即認為理性是科學、進步

的力量，信仰則是歷史遺留的愚昧殘跡，隨著科學的發展，信仰終將被理性所取代。(三)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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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性與信仰雖然在側重的領域、標準、方法等方面各不相同，但他們都是人類精神的重要組

成部分，兩者是相融而非相斥的。 

盲目信仰或無同情理解都不能看清佛教思想，只有用客觀理性的態度，實事求是的精神，

深入觀察，同情理解，才能看清和把握佛教思想。近現代的史論相結合的研究方法，超出歷

史研究本身，從歷史中接受經驗教訓，探索佛教發展的歷史法則，從而把握佛教的發展方向

和本質，還是能給我們在進行研究時有一些啟示的。現在從事佛學研究應有使命感。要有批

判精神、創新精神和歷史感覺。要善於利用前人的研究成果。研究的態度是湯用彤先生的「同

情之默應」。對佛教經典或佛教現象有關的資料加以統計分析，能更加精確地把握其中的內

涵。代表指出，教界人士往往強調佛學研究需要有「體驗」，乃至要有「修行」，認為離開

了「體驗」與「修持」是不可能真正懂得「佛學」的。教界的「佛學」概念實際上是「佛法」，

即包含了理論與實踐的佛教修學體系。佛學乃是對佛義理與修持的理論研究，即將佛法作為

外在對象來進行客觀研究。關於佛教的歷史、宗派、人物、經典翻譯、文物考古等方面的研

究也歸於「佛學研究」的範圍。佛法則是佛所說「法」，是佛陀所宣示的言教，是關於宇宙

人生真相的理論及如何證語的這一真相而達到解脫之境的「實踐方法」。佛法的對象是宇宙

人生，佛學的對象是佛法關於宇宙人生的理論。佛法以覺悟宇宙人生為目標，佛學則明瞭「佛

法理論」為目標，如冠以「研究」之名，則可以說，佛法研究的是宇宙人生本身，而佛學研

究則是佛法關於宇宙和人生的理論。比較可行的是，在現有的學術研究傳統中儘可能重視佛

學的特殊性，對宗教的「經驗基礎」（禪悟體驗）予以高度的重視。研究宗教者即使不能去

體驗「宗教經驗」，至少也應對「宗教經驗」作哪怕是比量的了知，否則其研究很難說「全

面」、「充分」更遑論「客觀」了。 

事實上，關於佛教禪定經驗的研究正是現在佛學研究領域最為薄弱的一環，近年來比較

繁榮的禪學研究，基本只是禪之哲學研究而已。「佛學」的概念的出現，乃是近代學術按西

方學怎麼著分類標準界劃的產物，即它只是一個學科的名稱，而與佛教作業一種宗教形式並

無內在的必然聯繫，只是由於「佛學」也以釋迦牟尼開創的經教作為研究對象，才使兩者發

生了糾葛。佛學的目標是通過科學的研究，揭示佛教發展的歷史規律，探討佛教與社會政治、

經濟、文化生活及其他宗教門類的關係。以為現實和未來佛教的發展提供借鑑與指導，而佛

教則主要是通過佛教徒（僧侶）的修行實踐，自利利他，使人實現道德精神的超越。佛學研

究的方法主要是邏輯思惟，重在知解，屬於「比量」；而佛教實踐方法是須依靠邊親證，由

直覺而悟入，離不開「現量」。所以只有認清了佛教和佛學中各自的特點和質的規定性，我

們才不至於將學術問題與宗教問題混為一談，以科學的方法和態度治佛學，以宗教的方法和

態度治佛教，對它們的發展才是最有利的。 

在當代佛教弘揚中，還出現了學術化的佛教，及其潮流，這對佛教在文化界的推廣顯然

是有著積極意義的。可學術所能關注的，只是佛教作為文化的層面，而佛教所具有的深刻義

理及其內證，並不是僅靠學術研究便能觸及的。而作為住持佛法、荷擔如來家務的僧伽，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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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只關心學術層面的佛教，勢必會失去僧伽的本色。學者指出，格義是詮釋學的基本要素和

思惟方式；沒有格義，也就沒有了思想概念的歷史發展，就中國文化環境而論，格義是一個

永遠體現「古為今用」和「洋為中用」的再詮釋或再創造的過程。中國佛教哲學家實實在在

地走了一條「文本主義」與「民族文化性格」或者是「漢文字性格」的融和之路，中國大乘

禪佛學的原創哲學家有三分之二屬於隋唐、五代、兩宋的禪學大師，而整理這部分哲學家的

思想，尚須龐大的隊伍來努力耕耘。把詮釋學和佛學思想的研究結合起來，並嘗試建立具有

佛教特色的詮釋理論體系和詮釋方法，「創造的詮釋學」雖然重視方法論，但已經具有存有

論的意義與內涵。學者強調，新世紀的中國佛教若要實現與時俱進，必須繼承中國佛教的重

視佛學的優良傳統，應當順應時代和社會的發展潮流，結合弘法利生的實際需要，設置課題，

開展佛教研究。 

當代著名愛國高僧、佛學大師巨贊法師圓寂二十周年紀念會議 

「當代著名愛國高僧、佛學大師巨贊法師圓寂二十周年紀念」會議，十二月二十二日，

在江蘇省江陰市舉行，海內外一百多位中國佛教界的高僧大德、法師、居士和著名學者參會。

代表指出，巨贊大師是一位卓越超群的文化巨擘，體現民族智慧與尊嚴的傑出人物，江陰人

民的驕傲。巨贊法師是我國當代的愛國高僧，他在湖南南嶽和長沙等地，組織佛教徒參加抗

戰救國工作。他主編的《獅子吼月刊》，對推動廣大佛教徒投身抗日救國活動起了積極作用。

即便是在「十年動亂」、身陷囹圄的逆境中，他也沒有動搖熱愛祖國的信念。巨贊法師學貫

中西，掌握了英、德、日、俄、法等多國語言，寫下數百萬字的著作和讀經筆記，對密宗、

天台宗和印度佛教無不精通，可稱大智慧者。他一生致力佛教改革，提出了「學術化」、「生

產化」兩個不朽的口號。他學問好，佛法修持和人品道德更好，光明磊落，從來不道他人短

長，大家見面都講關於佛教怎麼改革？怎樣做學問？ 

縱觀巨贊法師捨身求法的一生，實際上是他普施眾生，將出世法和入世法圓融的一生。

一方面他致力於弘揚佛法，一方面他投身抗日救亡運動，救民於水火，兩者並行不悖，真正

體現了佛法不離世間法的大乘精神。哲人其萎，功赫猶存。我們應向巨贊法師學習： 

第一，是他那種追求高攀學術高峰的精神。從佛學知識的廣博和深度講，從二十世紀以

來還沒有人可以超過他。他對印度佛教、對中國佛教的各個派別、對歷史人物，幾乎都有文

章，都作了研究，堪與中國佛教史上幾位大師像玄奘法師等媲美。他通曉六國語言，對書法、

詩詞用力之深、對仗之美，對氣功和中國醫學也有深入研究。在他還沒有出版的幾十萬字的

讀經筆記中，幾乎對佛教的每個名詞的梵文的原文、演變、中譯、意譯，都作了非常深刻的、

系統的註釋。他做了很多為後人學習的東西。 

第二，要學他愛國進步的精神。他是一位與時俱進的進步人士，始終跟著時代步伐前進。

從年輕時直到圓寂，做了許多對國家和人民有益的事，所建立的功勳是難以用語言表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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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與時俱進地對中國佛教改革的精神。他早年追隨提倡人間佛教的太虛大師，在改

革教制、教規各個方面，他一直沿著這條路線踐行。代表強調，巨贊法師是佛教界一位奇才。

在法師中他是少有的有成就的學者，在學者中他是少有的敢於革新的實踐家。他是僧教育家、

是抗戰勇士、是社會活動家。他是江蘇的也是全國的，是佛教的也是全社會的。他的一生始

終把個人與佛教的興衰、民族的安危、國家的存亡緊緊地聯繫在一起，他的一生是始終堅持

愛國愛教的一生，是始終追隨時代潮流的一生，他用實際行動對人間佛教思想作了最有力的

闡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