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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目前佛教教育的大概情况。实际上中国佛教的教育，就是办佛学院
①

的这种教育模式，实际上从清末就开始了，最开始第一所佛学院是 1898 年的时候 ，当时是月霞
法师在上海办了一所学校，叫做“华严大学”，这个学校，是哈同先生资助的。哈同先生很有名，
号称“远东第一巨富”，上海的地方志上给这个人用了不小的篇幅来介绍。当时我们知道，在清
末的时候，有一股奇怪的风气，我们现在佛教不是三宝嘛～～“佛、法、僧”，但当时，就出现
了一个“信佛、信法、不信僧”，叫二宝居士。因为二宝居士这个情况，所以，哈同先生的夫人
罗迦陵就要求每到初一、十五的时候，都得去给她问安。月霞大师就不同意了，月霞大师说：
“按
佛教的规矩，你来礼佛嘛，怎么叫向你问安？不行。”于是这个学校就不在那里办了，就把那个
学校迁到了杭州的海潮寺。结果到杭州的海潮寺没坚持下半年，就迁到九华山后山“六亩田”那
个地方。叫“翠峰华严大学”。关于这段历史，因为当时九华山管理处要编一本《九华山大辞典》
，
我参与了，除了是分类审稿人，还撰写了一些条目，所以说中间的事情，我还查了不少资料，所
以这个事情我还是比较清楚的。
这是第一所佛教学校。接下来的时候就是南京支那内学院，当时还不叫支那内学院，叫“祇
洹精舍”
，后来改名叫支那内学院了。当时是杨仁山居士办的，像太虚法师、欧阳居士他们都在
那里。后来太虚法师又另立出来办了好多好多学校，像著名的武昌佛学院、重庆的汉藏教理院等，
都是很有名的。太虚法师一系办了好多好多佛学院，闽南佛学院也是他参与创办的……还有一些，
是他间接影响创办的，比如我所在的杭州佛学院，当时那个杭州佛学院，也是在太虚法师的支持
之下办起来的，不过当时是叫武林佛学院。
佛教学院到现在前前后后已经一百多年了，当时的时候，就为了应对清朝末期出现的一个“庙
产兴学”运动，就是说西学进来了——我们学历史的时候，清朝末期对我们的刺激是比较大的，
人家是船坚炮利，我们打不过人家，于是我们开始叫学生也学西学，教西学的时候怎么教啊？没
地方啊，张之洞首次提出，说全国的庙产有不少啊，想把庙产给收了来办学校。那么这时候佛教
为了应对这个，就说“你们也不用收，我们自己办学校吧”，这样，佛教才开始办佛学院的。
那么前前后后走了这一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里，不少的高僧大德，历尽千辛万苦，现在有
①

这个年代，是《九华山志》上说的，但应该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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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很大的成绩，但是仍然也有很大很大的不足……我这儿有一张图片，放一下大家看看，这是
世界宗教大势的情况，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先生的讲课资料，他列出来
的数据，当时他给我们讲课的时候我照下来的。这是美国皮尤中心发布的一个数据：“中国大陆
目前有基督教徒 6841 万，穆斯林是 2469 万，印度教是 2 万，佛教 2.44 亿，民间宗教 2.94 亿，
犹太教 1 万，其它宗教 908 万：共有宗教信仰者 6.4 亿，无宗教隶属 7 亿多人。1997 年中国宗
教白皮书的数据，中国人口约 13 亿，各种宗教信徒 1 亿。最新各种统计（未公开发布）：宗教信
徒已达 3 亿多，其中佛教就约 2 亿人，民间信仰 1 亿多，基督教是 3、4 千万，道教是 1 千多万。
可能被认可的数据：约 2 亿信徒，占全国总人口的 15%（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15 年调研）”
卓新平教授当时不让录音，但是我在下边儿默默录了。还给翻成了文字，在我电脑里。这是
我照了一张图片。
目前，从人数上来说，佛教在中国，还是第一大教。从文革之后这一段时间，基督教发展势
头迅猛，不过近几年的时候，它的增速已经渐渐慢下来了，这是因为当时一个形势的问题，这些
问题有学者专门来研究，我们就不大管它。整个世界形势，看起来是变化很快，尤其是前一段时
间我们去了韩国，韩国的数据就这么三、五年时间，几乎是翻过来了，这是目前的情况。
按我们的说法，佛教传入中国，汉朝时期，东汉永平年间，以前老是说永平年间，但自从
1998 年开始，我们就又说汉哀帝元寿元年这个年代了，这样提前了几十年，主要是为了好记，
汉哀帝元寿元年是公元前二年，这是当时王志远先生他们力推的，我们中国佛教协会也采用了。
那时候佛教传入中国，最开始是咋样的呢？最开始在官方高层地方流传，但是在民间，基本
上没有什么传播动作。到了汉朝末期的时候，接下来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嘛～～天下大乱，佛教就
没有办法，皇家官府也供养不了你了，佛教于是就开始自己想办法，但是，自己摸索养活的办法，
是用了好多年。一直到唐朝的时候，我们的马祖道一、百丈怀海大师，他们才明确地提出来“农
禅并重”这么一个情况，但“农禅并重”实际上可不是从他们这儿开始的，是在他这儿明确下来
的而已。我们看道安大师，他那时刚出家，前三年就是跟那儿种地的嘛，然后他种地的时候，他
说“我都种了三年地了，师父你是不是能给我一本书叫我看看啊？”师父就给了他一本《辩意经》
，
结果白天给他，晚上他就把书还给师父了，说“我看完了”，师父说“你一天里干活，哪有时间
看书啊？”“你不信，你抽查一下，我背背你听听。”结果书一翻，人家马上就背下来了，“你怎
么这么厉害呢？那我就给你再换一本”
，换了一本《成具光明经》
，到第二天的晚上，他又拿来让
师父给换，
“我背会了。”
“你不就是在干活时歇那一会儿看看书嘛～～咋能看一遍就会呢？”
“我
真的会了，背给你听听。”师父说，
“算了算了，我也教不了你，这真是个小妖精，太厉害了，算
了，你去找佛图澄吧～～”于是，他就去跟着佛图澄学了。原来剃度的师父，把他送到佛图澄大
师那里，让跟着佛图澄学，他学得很好，后来成了中国佛教中间了不起的大师。
在他那时候就开始种地，一直磨到了唐朝的时候，这才明确下来“农禅并重”模式。但是，
现在的时候，不行了，但这个现在时候，实际上是从土改的时候，不行了的——我们以前是“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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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并重”，现在土改以后，佛教寺庙基本上都没地了，我看你怎么“农”？你想“农”都没办法。
于是，我们就开始想了好多好多的办法，看怎么样来养活我们的人，至少这些人吧，现在目前这
种方法还没有找到。农禅并重的那个时代，当时是农业社会很成熟的时候，佛教界明确“农禅并
①

重”的生存模式，用了将近七、八百年的时间 ，才找到这么一条路。那么现在的时候，已经不
是农业社会喽，农业社会的标志是什么呢？胡锦涛总书记的时候，把农业税给取消了，这就是中
国社会不再是农业社会的一个标志——农业税收了上千年了，现在给取消了。现在不是农业社会
了，我们变成了一种工业社会、市场经济：当然了，还有点儿说不清楚，国际上不大承认我们是
市场经济，我们的官方，好几种表述法，还不是太统一，我们就不管它们了。反正就是说，这时
候，我们这种社会转型，才没有几年，所以说这一段时间，佛教肯定会生活得很是艰难，因为我
们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至少还不知道该怎么养活自己：我们现在看僧侣的数字，现在的时候，
佛教徒的数量很多，刚才那张图片上有，是 2.44 亿，但是出家僧人的数量极少。
我们在南北朝时候，有两次法难，五代到唐，又有两次法难，中国历史上称为“三武一宗灭
佛”，尤其是南北朝时候，南北朝就是半壁江山，南朝跟北朝当时以长江为界，它一次灭佛的时
②

候它能够有两、三百万人还俗 ，你看当时的人口才多少啊？两、三百万人还俗，这是比较多的，
两百多万人，后来的时候，也有几十万人还俗的，会昌法难是二十六万五百人（会昌五年八月诏
书宣布灭佛结果：
“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
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
”）。我们现在的时候，全国有
14 亿人口，但是我们的出家师父才多少啊？国家宗教局公布的数据，和中国佛教协会公布的数
据，一个是 22 万，一个是 24 万。这时候出家人是最少的。这是因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我们现在
还不知道该怎么养活我们，太多了我们养活不下～～这是社会转型时候的情况，慢慢慢慢地，情
况肯定会改变，但这条路也绝对不是短时期能够走完的，探索出“农禅并重”，用了七、八百年
的时间，而且那还是农业社会很成熟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个时候，用上一、两百年，甚至二、三
百年，可能会需要的，那么现在还没有，这个得慢慢慢慢来，这是佛教现在的大体情况。
那么，接下来，各位同学呢，有些已经到佛学院好几年了，本科四年了，研究生现在是第二
期了，去年是一年级，今年是二年级，那这样有的同学在这儿有五年、六年了，那么我们在佛教
学院，我们学什么东西？我们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佛教义理，因为要想学别的东西的时候，人
家外边的学校，比我们好啊～～你看，你要想学物理，想学化学，想学什么东西，那外面的学校，
比我们佛学院要好，我们佛学院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佛教教理，我们的佛教教理，是它
们所不具备的，我们到这儿是学佛教的。
但是，这么多年，我们对佛教有一个误解，认为佛教很难，我们知道从文革中间中国佛教有
一个断层，断层以后，这几年的时候，还在干啥呢？人材培养确实是很受重视，但是，这是一个
①

从汉哀帝时传入算起，到马祖道一、百丈怀海，基本上七、八百年。
北周武帝灭佛时，建德六年（５５７年），毁寺４万，还俗僧尼３００万。https://baike.baidu.com/item/三
武一宗之厄/2681462。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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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慢的过程，不可能很快，所以说这时候，庙是盖起来了，等等这些事情，都是能看得见的，那
么，人材培养这个事儿呢，比较慢。所以说大家对佛教教理这一块儿有一个误解，认为佛教教理
很难，其实呢，佛教教理很简单，一点儿都不难。
但是，我一看佛教经典有这么多，你第一遍把它读下来，佛教总共的经典，现在我们知道，
大正藏里头收入的，从印度传过来的三藏典籍 1692 部——拿大正藏来说，是因为大正藏现在比
较流行，以前，清朝时候我们都用龙藏，明朝的时候还有南藏、北藏等等很多，清朝时候龙藏比
较通行，现在大正藏比较通行，都用大正藏。我们按大正藏的时候，总共一百多本，我们把后边
这一部分先不看，后边那一部分我们随后再看，不是说不看啊～～后边那一部分是日本人的著作，
因为大正藏是日本人编的，所以说他们收了很多日本人的，我们先把他们的那一部分放放，先看
前边五十本儿，这样，就去掉了一半儿。
有些经典，有好几个翻译，那么，我们挑出其中的一个本子读，挑谁的读呢？没关系，蕅益
大师帮我们挑过，他读完大藏经之后，写了一个《阅藏知津》，我们就按他的来。然后，有一部
分经典呢，我们是读不了的，密教的经典，未受灌顶的不能看，那个就别看。还有一部分是戒律，
没受戒的别看。这样算下来，就没多少经典可看了，这样，就只有六百部经我们可读。六百部数
字也挺大啊～～其实不用怕。比如说《大般若经》，六百卷，这也算一部，《瑜伽师地论》，一百
卷，《大毗婆沙》二百卷，这都算是一部，但这样大部头的，没有几部，更多的是短篇，比如说
《心经》
，二百多字，也算一部。所以，光看部看不着的。我们第一步，把二十页以下的经，给
编起来，一下子就编了 219 部，这一下就总部数的 61%了，按字数算的话，不到七十万字，也就
是一部长篇小说的字数。那时候同学们偷着看小说，不让看不让看，他非要偷着看，然后呢，就
打着手电跟那偷着看，一晚上就能看一本金庸，你一晚上都能看一本，这个只不到 70 万字你读
不完？不可能读不完的。当你把这个一读完的时候，整个藏经我读了 60%多了，这数据确实是很
振奋人心的，我一下就读了这么多了。
当你把这些读完以后，你自己会发现，实际上佛教一点儿都不麻烦，经典真不麻烦，麻烦的
是什么呢？是把它讲麻烦了，本身我还能读懂的，结果叫他们一讲我反而不懂了，就出现这些情
况，为啥会这样的？这中间有一个我不好说的原因，说出来有点儿大不敬，也怕大家不接受，所
以我先不说。
也就是说，佛教其实并不复杂，但是有点儿熬时候，学佛教的不二法门，就是坚持，你只要
慢慢坚持、坚持，总是有成就的。佛教的修行，它的时间，不是按我们的年来算的——我在九华
山呆了十年，觉得很长了；我搁杭州呆了十六年，我又觉得十六年这么长时间了……我要是能搁
这儿呆二十年：我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再活二十年，我家祖上都没有长寿的，一般五、六十都是
正常的。但没有关系，努力！努力！佛教的年，是怎么算的？一动就是多少多少劫，是按劫算的，
而我们是按年算的，那根本不在一个平台上嘛～～所以说，坚持、坚持、坚持，自然能够成就。
学佛教知识当然重要，但是，还有一点儿比学知识更重要，是啥东西呢？在佛学院，培养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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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气度，知识是都能学会的，最多不过是说你学一年、我学两年，总可以了吧？两年不行我学
三年……当然了，也有些人比较笨，我发现过，笨成什么样子呢？一辈子一直在门外转，这样的
人其实很多。不过我知道，这些人其实是因为后来一直没有经过教示，不然绝对不会这样的。
但是，这些人还能够什么呢？在外边讲经说法还是很有一套儿的，还是能够讲得很好听的。
讲得是很好听，但是经不起推敲，一推敲的时候，讲的全是相似佛法。比如说，我们知道佛教讲
“无常”
，什么叫无常啊？无常就是会变化——《般若经》上哪是这么讲啊？但大家现在基本上
都是这么讲的！既然都是这么讲，你就先这么听着，慢慢慢慢通过读经典再改过来，这是一个长
期的过程。
我们佛教中间还有一个不好的特点，老觉得我们笨，我们不如古代人，古代的高僧大德怎么
怎么厉害，你看佛陀，可厉害了，学什么什么会，我们再看我们的高僧大德，学什么什么会，可
我呢，学什么什么不会？哪有那么回事儿啊～～那是书上写的！以前的时候我特别相信书，一听
说，哦，这是书上写的，我觉得可厉害了。当现在连自己也写书了，我就发现：欧呦，书中间错
误挺多的～～写这一本书更正前一本书，然后再更正着、更正着，永远都有些值得推敲的地方，
一直到我死了以后，说不定还有人再挑我的毛病，我宁可我现在活着的时候，我多挑点儿，省得
别人挑，但是我死了以后那就由不得了。那么，这时候，着力培养大家的气度，大家一定要坚信，
我们肯定不比古人差，古人是为什么？因为古人有那么多人，他就挑了几个顶尖的人给记到《高
僧传》上，我们是一个普通人，去跟人家顶尖人比，我们的平均水平跟古来的平均水平，绝对差
不多，甚至说至少我们现在的知识总量，比他们的知识总量，要多。我们现在说孔子，厉害吧？
很厉害，但你来给我算算微积分，你会吗？不会吧？那时候根本就没有，你听都没听说过。就象
你们现在说话，我听见了，恐怕也有些听不懂～～代沟嘛～～但是，人家对人生的体验的那个境
界，我们是比不了的，我们目前的时候，就学他的这个。
我们跟古人比的时候，是把古来的高僧大德做为我们学习的榜样，而不是给他越比觉得我越
差，我们现在应该是给他越比觉得我肯定能达到他那个程度，而且会发现我甚至能超过他。我们
①

看《高僧传》中间没多少人嘛～～当然，没多少人也五、六千人吧～～ ，它那上边记载五千多
人，但是他们那五千多人，我们发现，我们努努力，其实也能做到他们的成就。因为他们在当时
的那个时代条件下，他们才看了几本书啊～～他们的经书流通，没有我们方便——比如说我们伟
大领袖毛主席，那时候他要读本书，得翻山过岭跑去借书，可是我们现在的时候，想看书的时候，
网络捣捣几下子就出来了，比他们那时候方便的多。他们一个人读不了多少书，但是因为书少、
书难见到，所以说他们读的比较用心。我们现在把我们这个改过来，因为我们的书太方便了，所
以说读的不用心了，简单地读一下就走心了，你要用心地读，用心地读几本的时候，慢慢慢慢你
肯定能超过他们的，这个是我们一个气度的问题。我们现在有一个词叫“正能量”，佛学院肯定

①

《名僧传》425，
《高僧传》257+200，
《续高僧传》331+160，
《宋高僧传》531+125《六学僧传》1270，
《补续高
僧传》549+75，
《新续高僧传》77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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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给你负能量的，不会叫你越学觉得自己越憋屈、越丧气，觉得自己越差，觉得自己，哎呀，
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不对，我们一定是学了以后：我肯定不比古人差，我肯定不比他们差。
越学对自己越有信心，给大家一个正能量啊！
另外，书不是我要你去读的——虽然我给研究生开列书单，但那是你想要读，所以我给你开
的，不是我强迫你读的……是你想读，你会越读越有乐趣的～～我让你读的时候，你会什么呢？
这个书干啥用呢？我们做任何事情，老是想到一个“它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以后不要想，我们
中国人都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收获它自然会来的。当然了，我们都是老百姓出身，家里
种地，种地的时候，该播种就播种，该插秧就插秧，该翻地就翻地，该锄草就锄草，该浇水就浇
水……只要把这些做好了，自然就有收获了。你今天跟这看看，哎哟，我做这个有啥用啊？这个
跟我没有直接的用处呀～～那就完啦！
另外，在佛学院的时候，我、各位法师、各位老师，会尽可能地照顾大家，从生活上、从学
习上，从各个方面给大家以照顾，但是，仍然可能会有照顾不到的地方，大家会觉得受了委屈，
有时候确实会有这种情况的，我也是从那个年龄过来的嘛～～所以说可能会感觉到受了委屈，大
家应该知道，受了委屈也没关系，为什么呢？社会上受委屈比你这多的更多，你这个委屈算个啥
呀？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什么呢？受委屈、被欺负，这才是世间的常态，不受委屈、不受欺负，
这个不正常，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人在社会上生活，你不想叫人管，都想达到自己的满愿，哪有
那么回事儿啊？要想全部满愿，那是地上菩萨的事儿。所以说这时候我们慢慢慢慢来，如果是受
了委屈，学会解决的方法，慢慢慢慢琢磨出解决受了委屈、被欺负之后的方法，比你跟那儿生气
好的多，这样大家慢慢慢慢来。
接下来，我表个态，我呢，一定全身心地照顾大家，给各位的生活上、给各位的学习上，努
力服务于大家，我一定会全心全意的，对各位的领导，我也一定会坚持的，不会让大家失望，谢
谢各位！

(2018 年 9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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