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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辜负我们的使命
刚

晓

各位菩萨，欢迎大家来参加开学典礼。首先，我介绍一下领导、嘉宾。浙江省民宗委莫幸福
副主任；浙江省民宗委金幸祥调研员；还有，杭州市民宗局王嘉斌调研员。他现在还没有到，刚
才给我电话说在路上堵车，会稍微晚一下，没有关系的。杭州市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定本老法师，
杭州市佛教协会会长光泉法师，杭州市佛教协会副会长戒兴法师，杭州市佛教协会副会长智圆法
师，永福寺宗律法师，上天竺圆诠法师，中天竺乘达法师，三天竺智仪法师。南山讲寺法隆法师
这会也是在路上堵车，还没有到。北高峰果琳法师，这会儿也还没到，他应该是动身晚了，这太
近，现在也还没到，稍微晚一下。其他就是我们佛学院的教职员工。欢迎各位。

杭州佛学院历史
我的话通常比较多，虽然我也知道说太多了，但我还是要说说，而且我今天还做了一组 PPT。
请帮我放一下，这样有点儿模样。这是杭州佛学院的历史。
我每年都要说说。有人说，你每次都说这个，烦不烦，我说不烦。杭州佛学院之所以有今天，
我们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人给我们开出的路子，我们感激前人的恩德还来不及，有啥烦的。
而且，今天还有今年招生新来的学生，他们刚到佛学院，我说说佛学院的历史，还是有必要的。
我现在找到的资料，杭州最早办佛学院，实际上是在海潮寺办的“华严大学”。本来呢，华
严大学是月霞法师于 1913 年在上海哈同华园开办的。哈同先生(1849-1931)是巴格达人，那时候
还是土耳其统治，现在巴格达是伊拉克的首都。1873 年的时候，他来上海，一步步发了家，后
①

来成了上海近代史上著名的富商，号称“远东第一巨富 ”。哈同华园就是他家的，在现在静安寺
边儿上。哈同的夫人叫罗迦陵，1902 年罗迦陵去金山烧香，遇见了乌目和尚——这个乌目和尚，
就是著名的黄宗仰，20 岁在上海清凉寺出家。但后来，乌目和尚主要从事反清大业，跟孙中山
先生一起搞革命。罗迦陵遇见乌目和尚之后，很佩服，就请乌目和尚设计了哈同花园。到 1910
年终于建成。因为这个佛教的缘份，就请当时著名的月霞法师来办学。招了 60 名学生。后来罗
迦陵受当时“二宝佛教”风气的影响，让和尚于朔望日给她行礼问安。月霞法师就不干了，于是
带着学生把华严大学迁到了杭州海潮寺。办学办到了 1916 年，第一届学生毕业，华严大学又迁
http://bbs.tiexue.net/post_3165432_1.html。

①

- 130 -

不辜负我们的使命

①

到了九华山。我在九华山十年，还参与安庆师范学院谢澍田教授编写的《九华山大辞典》 ，华
严大学在九华山的事，我还是知道的，不过，在九华山的相关资料上，倒是略去了在杭州海潮寺
这一段儿。
1929 年的时候，常惺法师在昭庆寺办了一个“僧师范讲习所” ，常惺法师当年也在华严大
②

学读过书。很有名的法师，与闽南佛学院、江苏常熟的法界学院、安徽僧学校等都有交集。不过
这个“僧师范讲习所”，办的时间不长。
光泉法师给我说还有一个天台宗静权法师办的一个学校，昨天还在给我说，我昨晚上找静权
法师的资料——现在有网络确实太方便了——资料上倒是说静权法师从 1945 年开始，先后在杭
州大通寺、灵隐寺、法云庵等讲经说法，法席之盛是空前的。不过大通寺、法云庵大概在现在什
么地方，我还不知道。一直讲到 1948 年。甚至 1950 年的时候，又到杭州法云庵来讲经。讲了这
么多，可是资料上没有说打出佛学院之类的牌子。
再下边儿就是“武林佛学院”喽，这是 1946 年在灵峰寺办的，主要的负责人就是会觉法师、
演培法师、巨赞法师等，主要的功德主，当时就是灵隐寺，那时候的方丈是却非长老。这个我说
过次数太多了，现在就不再详细说了。
再来就是在中天竺办的“杭州僧伽进修班”，是 1997 年年底招生，1998 年春节后开学的。
到 2006 年，经国家宗教局批准改称“杭州佛学院。”2010 年搬到法云校区。当然，我们现在在
中天竺还有二个班。教理院的三、四年级在那儿。

现在的佛教状况
我这一张 PPT 上的数据，是来源于卓新平教授的讲座《宗教形势与宗教工作》。2016 年 7
月 8 号我在国家宗教局培训中心培训的时候，卓新平教授来讲的讲座，当时他们不让录音，所以
我就给速记了一下，稿子我的电脑里有。还拍了些他的 PPT 照片。
世界佛教徒现在是 4.88 亿，中国佛教徒占了一半，是 2.44 亿。这是美国皮尤中心给出的数
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15 年进行了一个调查，得出的数据是 2 亿。现在我们全国的出家人，
中国佛教协会和国家宗教局的数据有 2 万的差距，中国佛教协会说有 24 万 ，国家宗教局说有
③

22 万——国家宗教局网站上有篇《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这是 1997 年国务院发的白皮书，
他们在 2010 年把白皮书又放在自己的网站上了 。不过国宗局网站校对不好，中间的数字打架了：
④

在第一部分说藏传 12 万僧尼，第五部分说西藏住寺僧尼有 46 万。其实应该是 4.6 万。中央政府

《九华山大辞典》，合肥，黄山书社，2001 年 8 月出版。书上写的是沈培新主编，但当时给我联系的，是谢澍
田教授。
②
https://baike.baidu.com/item/常惺法师。
③
http://www.chinabuddhism.com.cn/bhjs1/。
④
http://www.sara.gov.cn/old/xxgk/zcfg/332100.htm。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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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的国情栏目里也登了这个白皮书，那里头就是 4.6 万 。刚才我给金处说了，他会给国宗局四
①

司说一下，让他们改一下。国宗局编过一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学习读本》,2013 年出
版的，里头说出家人是 22.2 万人。
我们现在的佛学院，经国家宗教局批准的，是 43 所。全国批准开放的寺庙，是 3.3 万所 。
②

不过中国佛教协会网站上，在“3.3 万余”的后边儿，接着又给分了一下，说汉传有多少、藏传
有多少、南传有多少，我看见数字老想算算，结果把这仨数字一加，不是“余”
，而是不够——
只有 32600 所。习惯上，
“余”是指多出来吧～～现在是不够。

③

不辜负历史

前边这是横截面式的介绍，现在佛教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下边儿我纵剖式的来说一下。
我觉得这个其实更重要。
我们粗线条式地把时间拉长，说粗糙一些，时间的缘故嘛～～我不能占时间太多了。佛教是
两汉之际传到中原地区的——我们以后不要说中国，要说中原。因为要说中国的话，新疆一带怎
么办，以前叫西域，那可是很早很早佛教就传到那里了的，那算不算中国的地方？当然，1998
年在筹备开纪念佛教传入中国二千年的时候，净慧法师就提出过这个问题，当时筹备会我去参加
了，是在湖北宾馆开的。一诚长老也去了。但当时中国佛教协会把这个问题给模糊过去了。
佛教刚传到中原的时候，中原王朝是东汉。汉明帝时候。中原王朝当时农业社会已经是很成
熟的，周朝以前我们不清楚，反正周朝时候已经农业社会很成熟了。但是，佛教传入中原王朝，
先时是显贵供养的，普通老百姓是信不成的：一个是经济原因，一个是文化原因。经济原因好理
解，文化原因就是因为几乎都不识字，只有显贵才能学习。佛教在我们这儿扎下根来，有了自己
的独立品格，实际上是马祖道一、百丈怀海，是他们找出了一条适合佛教在中国的生存之道，也
就是常说的“农禅并重”。这已经是 8 世纪了，就是说佛教找到在中国适合的生存方式，用了 800
年左右。这还是在农业社会很成熟的时候。
土改之后，佛教的生存基础被摧毁——你不是“农禅并重”嘛，把你地收了，看你还怎么“农”！
而社会，也到了转型期，尤其是文革之后实行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市场经济、工业
化、信息化转换，社会还没有成型，所以，现在佛教也不知道该怎么生存，有些人做了好多的尝
试。慈济的慈善，虽然说很红火，但它其实是农业社会的生存方式，当然，里头添加了些现代元
素，但主体还是农业社会模式。大陆的永信法师他们——我年轻的时候，就特别看不上他，觉得
他不符合古书上对高僧大德的要求，我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不这么看了：他只是不符合农业时
http://www.gov.cn/guoqing/2005-06/22/content_2582714.htm。
http://www.chinabuddhism.com.cn/bhjs1/。
③
后来莫主任在讲话中补充了一下浙江的情况，说浙江有出家人 2 万人，寺庙 4000 所，国宗觉批准的佛学院 4
所。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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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对高僧大德的要求而已，人家现在在努力地找适合佛教生存的法子了。能不能成功？我估计很
难成功。为啥？因为社会还不成型呢～～农业社会很成熟的时候，佛教还摸索了 800 年才找到自
己的生存之路。现在大陆的农业社会已经瓦解——其标志就是农业税的取消，这是胡总书记时候
的一个重要举措，改变了我们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一个传统。但是，市场经济，我们还不成熟，世
界上的主流国家，基本上都没有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佛教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生存模式，
可以理解。但是，只要努力了，就不辜负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不过，得准备着，找路，我
们用不了 800 年，这太长了～～但一、二百年能不能成功？至少得二百年左右。所以，现在同学
们得准备受二、三百年的摸路之苦，可能会很熬煎。当然，我们这一生没有那么长时间。佛教讲
三世，来世接着努力就是了，不过，来世到哪里投生，我们现在多没有把握。当然，这根本不用
费心，做好当下的事儿，功不唐捐。我们一定要发长远心。马祖道一之前的 800 年，我们被社会
修理得很厉害，我们经常说“三武一宗”灭法，这是极其过份的。局部的被修理，那就不知道有
多少了。从改革开放，社会开始走市场经济道路以来，再往后，会不会有全局性的事件，我不知
道，但不要太乐观，即使没有全局性的，局部的总少不了。比如夏书记搞的三改一拆……不好意
思，这一个是我们亲自经历的，就不说了。

担当精神更重要

有的同学已经在这里三年、四年了，甚至有七年的，但还有新来报到的同学嘛～～我们在杭
州佛学院这几年，主要是做什么？当然是学习佛教的教理、教义，艺术我就不说了，因为我也不
懂。学这些确实很重要，不过，我们也要知道，现在通常所学的佛教，其实是普及版佛教而已，
或者说是科普版佛教，实际上是很简单的，之所以学得难，很大程度上责任在于我们。我们的法
师通常都没有受过专门教课训练，全凭自己摸索，好在我们的法师都已经有多年的摸爬滚打经验
了。比如我，在佛学院前前后后已经二十六年了，我一直教书，从来就没断过。
大家听多了唯识很难、因明很难，什么什么很难等等的话，大家根本不用放在心上，说这话
的人，通常是自己颟顸，或者别有用心。其实佛教很简单的，它的不二法门，就是坚持、坚持、
再坚持，坚持读经典、修禅定。可是我们现在读了不少这位学者研究的、那个人写的……这些书，
虽然不是坏书，但读这些书，没有直接读经典有效力，佛经是最究竟的嘛～～有究竟的经书不读，
去读不究竟的研究。当然了，一上来读经典的话，可能会理不出来线索，所以佛学院会给大家指
定教材。但是，大家一定要在学过教材之后再进一步超越，不然的话，躺在这儿还咋进步呢？
我们现在，读研究性著作，更符合你的性格，能够读得下去；读经典，会有些云山雾罩的感
觉，这是我们读经不得法，上去就是《华严经》、《楞严经》等流行经典，古来是拿《金刚经》、
《普门品》等修福报的，我们看有多少的《金刚经感应故事》、
《观音菩萨感应集》等流传就知道
了。在佛学院学习的时候，我们会慢慢影响大家该怎样读经典。我们的修行，就是要与我们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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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缺陷作战，克服我们性格上的弱点，我们已经被投放在与性格作战的战场上了，你退无所退！
学习知识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培养我们的佛教品格，我们还要学佛教史，这个学期慧仁
法师给我安排了《中国佛教史》，学习佛教史，学过之后，通常会有一种悲凉感。要是仅只是当
成知识，那就没什么意思了，重要的是激发起我们的奋进感。我以前说过好多次了，
“弘扬正法，
舍我其谁”，这就是我们的使命。在这里这几年，我会一直给大家鼓劲儿的。当然，大家生而为
人，千姿百态，《杂阿含》上有四不轻：小火不可轻、小龙不可轻、小王子不可轻、小沙弥不可
①

轻 。所以对大家我是很用心的。因为千姿百态，所以有些人可能会看起来不是那么像样也会有，
但是我也不会觉得咋样：在持戒第一的优波离尊者眼里，弥勒菩萨还是不修禅定、不断烦恼、不
讲威仪呢～～我哪知道你们谁是菩萨？“我不知道天上哪块云彩下雨”——这是妙湛老和尚在世
时常说的一句话。
学东西，没有晚的时候，但激发起各位的担当精神，我觉得这是在佛学院最应该学会的，因
为出了佛学院，恐怕就没有人再给你们讲这个了。

日常作务

还有一些日常的作务，比如说早晚功课、常规佛事，这些必须得会，对于大部分同学来说，
可能不会理解其中的深义——以前我也不理解啊～～渐渐有些知道了。这可不是通常人说的只是
生存技能而已，我们历来有“学会香云盖，才能吃素菜”的说法，其实，这些法事仪规，有时候
在弘扬佛法的过程中，甚至比教理、教义还有效，讲道理未必有多少人听得明白，但沉浸在那个
场景中、感受了那个氛围，对心灵的震憾，可不得了啦～～有一次我真的感受到了山川回应、万
马奔腾的那种震憾，但这样的感受，只有那一次。
各位都还年轻，咱们不是同代人，所以交流起来有时候确实是有点儿小障碍，但没有关系，
我这个人，确实比较笨，从 2007 年开始，光泉法师让我当这副院长，其实我根本就不会管理，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所能做的事儿，就是带头，基本上该干的事儿，我都会亲自干。上殿过堂
等，在下边儿的时候，法师们排班，该我的时候，我基本上都去。现在在中印庵，我也保证每天
的法器，同学们一不在，我绝对补上。过年同学们通常都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也让法器不
停。我在一天，法器响一天，没有停过。
当然了，我的福报不够——我希望自己在前头做，能带动大家也做。咱们从 2010 年佛学院
新校区落成开始，我就捡垃圾，七、八年过去了，一个也没有带动得起来。不过有一点儿好处是：
我捡垃圾的这一段儿，几乎没有人再丢垃圾，是比较干净的。普铭法师玩笑地说，捡不到垃圾，
是不是就没有了成就感～～

①

……佛告大王。有四種雖小而不可輕。何等為四。剎利王子年少幼小而不可輕。龍子年少幼小而不可輕．小火
雖微而不可輕．比丘幼小而不可輕。——见《大正藏》第 2 册第 0335 页上栏。《杂阿含经》卷四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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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写文章

还有一个题外话，是关于写文章。对于同学们，我们是要求每个学期都有小论文，目的是啥，
是让同学们掌握论文的写法——注意，只是论文的写法而已，练练手就是了，不是让你有多少想
法的。现在千万不要有太多的想法，我们学佛，就是要把我们的想法换成佛陀的观念。有人说，
我读了这本书，总有自己的想法吧～～这恰恰是你读书读错了。比如我们读《阿弥陀经》，我们
不能把《阿弥陀经》当成对象，说是我在读这部经。不对，应该把自己观成释迦牟尼佛，我现在
在讲这部经，我与《阿弥陀经》是一体的！如实见此，要啥想法？是见！这样才对。我们要勇敢
地承当，“我就是佛”，有这样的承当，才是真佛子。所以，我们不要有太多所谓的想法。当然，
佛学院作为一个学校，大家要毕业，还要取得学位：咱们今年先给艺术生正式授硕士了嘛～～这
样，最后就需要一篇论文，所以现在得让大家练练手，每个学期都写，是让大家会写。写论文，
恐怕更多是技术活、是手艺儿，虽然本质上不是，但我们看不少的杂志上，基本上是这样的文章。
现在我们有人太想发表论文了，这心情可以理解。但是，至少我教的课，大家不准自己去发表文
章，若非要发，一定得经过我的确认。

还有，大家一定要吃饭，活可以不干，但饭不能不吃。你们年轻人正在长身体的时候，一定
要吃饭。当然了，这中间是有小秘密的，大多的不吃饭其实只是不在佛学院斋堂吃饭而已，自己
买了些东西，或者到天竺路吃面条去，我知道的……但不是所有的。所以，我还是劝大家一定要
吃饭……
我不能一直说啊～～以后我还有很多时间给大家说话，就到这里，下边呢，请院长光泉法师
给大家开示。
(2018 年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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