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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土記憶：
祖師弘法的歷史呈現與當代承續

溫金玉



靈山有約 雲端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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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淨土法門

 淨土法門，一直是中國佛教的重要門派，其思想及修持長期影響著中
國佛教的走勢。它廣攝群機，利鈍全收，下手易而成就高，用力少而
收效宏。其修行理念，為專念彌陀聖號六字宏名。持此宏名，以果地
覺，修因地心，秉萬行之功德，具不可思議之妙用。

 在中國佛教發展史上，若論影響力最大之宗派，則無疑推出禪淨二宗
，但若論在民眾生活中最具影響力的又首選淨土宗。曾有人稱，禪宗
主要是知識份子的宗教，而淨土宗卻是普通百姓的宗教，此說曾引起
不同的意見，但其中透出的資訊還是值得我們關注。在中國佛教宗派
中，淨土宗無疑擁有最為廣泛的民眾信仰基礎，又是最富宗教性且簡
便易行的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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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土宗之規模有其殊勝之處，是以自身信願持名的力量與佛的慈
悲攝受之力產生感應為立宗之本。其信仰之對象為阿彌陀佛，以
信、願、行為修行之三大綱要，其修行目標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淨土宗特別強調阿彌陀佛的大悲願力，認為即便是業力煩惱具
足的凡夫，亦因阿彌陀佛的大願而順利抵達生死彼岸。

 閱讀淨土經典，無不為其悲心所感動：“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
，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佛，號阿彌陀，今現在說法。”

 日落西山暮鼓催，娑婆苦趣實堪悲；

 世出世間思惟遍，不念彌陀更念誰。

 這首偈語可說是讓人驚心動魄！

 一聲佛號一聲心，須信心深佛更深。

 夢眼未開情逐逐，慈光常照夜沉沉。

 真是彼岸最真切的呼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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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土宗儘管名列中國的佛教宗派
，但淨土宗並沒有現行的僧團組
織，也沒有獨立的法嗣傳承，在
其內部既無衣缽相傳的制度，也
沒有如禪宗以心印心的師資授受
。可以說，淨土宗在組織上沒有
嚴格的師承世系，所以本來也無
所謂祖師世系。後來有人為淨土
宗排列祖師世系，亦不過是對中
國宗法社會制度的回應，抑或是
對禪宗等宗派的模仿。但淨土宗
祖師崇拜色彩濃烈，最終確立了
十三祖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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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尊奉的淨宗十三祖，是大浪淘沙、歷經宋元明清數代的逐漸推
選而形成的。淨土宗立祖之說始于宋代，南宋宗曉法師在《樂邦文
類》卷三中立淨土六祖，以慧遠為始祖，次第善導、法照、少康、
省常、宗賾五人繼之。“莫不仰體佛慈，大啟度門，異世同轍，皆
眾良導。”宋代的志磐法師在《佛祖統紀》中，又以慧遠、善導、
承遠、法照、少康、延壽、省常為蓮社七祖。並說：“四明石芝曉
法師，取異代同修淨業、功德高盛者，立為七祖。今故遵之，以為
淨土教門之師法也。” 宗曉立淨土六祖，志磐在宗曉的排名基礎上

，刪除宗賾，增加了承遠與永明延壽，成為七祖。至明清之際，又
增加了明代的蓮池大師為八祖。清道光間，悟開法師增推蕅益大師
為九祖，省庵大師為十祖，徹悟大師為十一祖。民國年間，印光大
師又改推截流大師為十祖，省庵大師、徹悟大師遞降為十一祖、十
二祖。印光大師往生以後，其門人又推其為十三祖。這樣，淨宗十
三祖的譜系方告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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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土宗十三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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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土宗十三祖的淨土思想，猶如一顆顆璀璨的珍珠，點綴在我國淨土信
仰史上，構成中國佛教文化史的一大景觀。各位祖師在不同的時代，齊
聲將佛號唱響，成為中國信仰舞臺上經久不衰的交響曲；他們在不同的
地域，結社共期西方，組合成神州大地星羅棋佈的海會蓮池。他們以共
同的修證成就向世人提供了殊勝的生命驗證：西方極樂世界真實不虛，
經典佛語真實不虛，精勤念佛、必定往生真實不虛。

 一脈相承的使命：願將東土三千界，遍種西方九品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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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追尋慧遠的弘法遺跡

 慧遠大師是佛教中國化的開拓者和中國化佛
教的奠基者，胡適先生言：“慧遠的東林，
代表中國佛教化與佛教中國化的大趨勢。”
作為東晉佛教領袖、中國佛教發展史上的著
名高僧，慧遠大師所開創的佛教文化事業，
迄今仍是佛教中國化的主流方向。

 慧遠研究中外成果豐碩。謹分享兩個議題：

 1.慧遠的籍貫

 2.慧遠早期弘法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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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慧遠的籍貫

 對於慧遠的籍貫，按《出三藏記集》與《高僧傳》記載，為“雁門樓
煩人”，但雁門樓煩具體是何地，學界多不統一，如有山西代縣、神
池、五寨、甯武、原平或崞縣之說，還有說在今朔州、嵐縣者，甚至
有依文解意者說在今婁煩縣，不一而足。

 其實，樓煩在春秋時本為戎狄部落名稱，《史記·匈奴列傳》中載，

戰國時趙武靈王開拓疆域，“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
下，至高闕為塞”。故地在今嵐縣、靜樂、甯武一帶。秦移治，屬雁
門郡。漢承秦制，西漢雁門郡統領十四縣，樓煩為其一。《漢書·地
理志》：“雁門郡，領有樓煩縣。” 《清一統志·甯武府·神池縣》：
“漢置樓煩縣，屬雁門郡，後漢末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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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晉末年移置，北齊廢。故治在今原平市。《地形志》：“雁門郡
原平縣，有樓煩城。”《括地志》：“樓煩，在代州崞縣界。”

 據《晉書·地理志》記載，十六國時，雁門郡統轄八縣：廣武、崞、

汪陶、平城、葰人、繁峙、原平、馬邑。劉琨遷五縣入勾注山南，
其中樓煩、陰館二縣內遷後已不以縣治而立，而是築城邑以續存。
《魏書·地形志》記載，北魏時，雁門郡領二縣：原平、廣武，原平
縣有樓煩城。《魏書·地形志》：“雁門郡，領縣二：原平（前漢屬
太原，後漢、晉屬雁門，有陰館城、樓煩城、廣武城……）、廣武

。”廣武縣即今代縣。由前述史證可知，自西晉末年經東晉十六國
直到北魏，“雁門樓煩”為同一地域，即其時雁門郡原平縣樓煩城
，其故址應位於今原平市沿溝鄉茹嶽村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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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史料可知，東晉十六國
時樓煩已不是縣治單位，而是
以城邑形式存在。到北魏時，
《魏書·地理志》載，雁門郡

領二縣：原平、廣武。而原平
縣有樓煩城。

 慧遠出生於西元 334 年（後趙

延熙元年、東晉鹹和九年），
正是這一時期內。按現今行政
區域劃分，雁門樓煩即今山西
省原平市沿溝鄉茹嶽村，至今
此村仍有樓煩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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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三十一年舊山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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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三十一年鐫刻的“樓煩寺”門樓石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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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存最早的原平方志明萬曆《崞縣誌》之《人物志·慧遠傳》記載：
“晉慧遠，茹臬賈氏子，性好釋，有戒行，削髮本縣樓煩寺……。”

 近年修撰的《原平縣誌》記載，樓煩寺位於茹嶽村東，是晉代慧遠
禪師出生和演教之地。晉代初建為勝井院，因原為樓煩縣遺址，後
改名為樓煩寺。明嘉靖年間毀於兵火，僧人昭敬修復，清康熙十八
年、雍正十三年相繼修葺。至民國時，寺內三進佛殿以及祖師殿、
關公殿、聖母殿均完好無損，規模可觀，占地一萬多平方米。1958 

年大部分建築被拆毀，。1979 年、 1980 年大芳公社先後兩次拆毀

天王殿、奶奶廟等。現存明嘉靖十二年鐵鐘一口、清代乾隆年間山
門一座，唐代尊勝幢一座，金代李秀塔一座，明代重塑慧遠禪師像
碑記及明清時重修樓煩寺碑記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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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碑刻顯

現歷史資訊

 1.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唐）

 2.李秀塔（金大定十四年）

 3.殘碑（明弘治十二年）

 4.重修樓繁禪寺銘序（明正德元年）

 5.重修樓繁寺記（明嘉靖二十七年）

 6.新建遠公像記（明萬曆四十一年）

 7.殘碑（明萬曆四十一年）

 8.重修樓煩寺碑記（清康熙十八年）

 9.重修樓煩寺碑記（清嘉慶二十年）

 10.重修寺牆碑文（清同治七年）

 11.殘碑（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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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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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幢青石質，八棱柱
體，高102釐米，直
徑40釐米，四面較寬
，20-22釐米，四面
較窄，12-13釐米。

 經幢上有“樓煩寺”
前身“聖井院”的字
樣，還有許多已消失
的地名，如：樓煩村
、茹樂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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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殘碑（明弘治十二年）

 青石質，碑之名稱部分已缺失。殘碑高130

釐米，寬53釐米，厚12釐米。碑文中有“樓
繁禪寺”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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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修樓繁禪寺銘序（明正德元年）

 砂石質，有碑首，碑首高98釐米，寬110

釐米，厚24.5釐米，碑身已斷裂為兩塊，
殘碑拼在一起高214釐米，寬106釐米，厚
21.5釐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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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古刹其曰樓繁，東晉匡阜遠公法師

2022/5/3 21



4重修樓煩寺記（嘉靖二十七）

 青石質，圓首，碑身
高168釐米，寬76.5釐
米，厚16.5釐米。碑

陽上方橫刻“重修樓
煩寺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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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晉遠公演教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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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建遠公遺像碑記

 明萬曆四十一年立
，青石質，圓首，
碑高173釐米，寬88

釐米，厚21釐米。

碑陽上方豎刻兩行
“新建遠公遺像碑
記”，小篆字體。

2022/5/3 24



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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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明萬曆四十一年殘碑

 青石質，碑斷多塊，刊刻張野《遠法師銘》
，但與《世說新語》中張野之作的出入。其
中有“空悲虎溪月，不見雁門僧”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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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重修樓煩寺碑記

 清康熙十八年立，
砂石質，圓首，碑
高239釐米，寬92釐

米。碑陽上方豎刻
兩行“重修樓煩寺
記”，小篆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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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重修樓煩寺碑記

 清嘉慶二十年（1815

）立。青石質。碑底
部略有殘缺。碑高
142釐米，寬69釐米
，厚14.5釐米。碑頂

部橫刻有四字“功德
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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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重修寺牆碑文

 清同治七年（1868）

立。青石質，碑高
185釐米，寬77釐米
，厚19.5釐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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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碑文也提供了一些慧遠與
樓煩寺的關係，特別是記載了
“聖井院”與“樓煩寺”的傳
說。慧遠大師出生時，井裡出
現金色靈芝，井水忽然變得非
常甘美。凡是生病的人喝了這
口井裡的水，就會馬上痊癒。
家鄉人民思念遠公的恩德，就
把這口井叫做“聖井”，把“
聖井”所在的院子叫做“聖井
院”，後改名為“樓煩寺”。
這一口井至今仍存樓煩寺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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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何鶤寫有《樓煩寺》詩一首：“古
刹傳東晉，探幽路漸開。幾層松掛日
，一片石生苔。有客逃禪至，無僧說
法來。勝井遺跡在．清碧絕塵埃”。



 文獻中有許多關於樓煩寺的記載。《崞縣誌》載有《重修樓煩寺記》
，其中說：“夫樓煩古邑也。迤崞北三十裡許，迨其世遠，人煙舊跡
亡滅久矣。厥寺古刹名為樓煩，存舊制也。”光緒八年《山西通志》
中《寺觀·崞縣》載：“樓煩寺，在縣西北二十五裡，以樓煩城名。晉
慧遠演教地。”《山西通志》卷 160 《方外錄上》引蘇潛甫《西遊日

記》說：“遠公者，代州人也，公生時，其家有井，產金靈芝，水忽
甘美異常，諸病者飲之輒愈。公去廬山，而井如故，味不能甘，而疾
不能治矣。土人思公而新之，刹曰聖井院。日久忘其本實，改為樓煩
寺，郡邑乘皆不載，今為置一主其中雲。唐人有詩曰：‘空悲廬阜月
，不見雁門僧。'其證也。”《廬山志》中陳謙《廬山遠公贊》雲：“

樓煩擅博綜，皈志恒山裡。一聞般若經，幡然棄經史。至今白蓮池，
以比功德水。”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紫柏真可的《紫柏老人集》則收有
《過樓煩寺有感》和《重過樓煩寺》二詩，也說明了慧遠大師與樓煩
寺的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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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慧遠早期弘法遺跡考

 茹岳村賈氏族人出家並不只慧遠一位，而是三位。慧遠姑母道儀尼師
，為中國早期著名比丘尼，梁《比丘尼傳》《何後寺道儀尼傳十三》
中記載：“道儀，本姓賈，雁門婁煩人慧遠之姑。”贊其“聰明敏哲
，博聞強記”，“精義達理，因心獨悟”；遠公胞弟慧持大師，為峨
眉山佛教的開山祖師，《高僧傳》載其“沖默有遠量”，“善文史，
巧才制”；至於遠公，《高僧傳》則載其“博綜六經，尤善老莊”，
“善屬文章，辭氣清雅”。

 這說明其時此地學佛之風氣還是很濃，與以往不同的是慧遠是做為一
個成熟的中土知識份子主動去親近佛教。按常理推論，他及家人的出
家對這一帶的佛教信仰應該是有所影響。比如他後來在東林寺組成
123人的修行團隊，雁門人周續之就是中堅分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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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遠一生階段劃分

 慧遠一生的活動可以分為清晰的三個時期。

 334 年至 354 年，四處求學，為日後廣行教化奠定了理論基礎。

 354 年至 382 年，追隨道安，輔助弘法。

 383 年至 416 年，告別道安後獨立在廬山東林寺建立弘法道場。

 在最後這個時期，慧遠遁跡廬山，所謂三十年間，影不出山，跡不入
俗，孜孜於道，務在弘法，聚徒講學，率眾行道，創立蓮社，觀想念
佛，組織譯經，撰論著述，並與天下名僧及當政者深相結交，為僧團
創造了寬鬆的弘法環境，為天下創建了“道德所居”的模範道場。由
此，慧遠僧團所居廬山成為南方佛教中心，與鳩摩羅什僧團所居長安
，南北呼應，中分天下，使中國佛教呈現出新的格局。慧遠也成了名
重一時、澤被萬代的佛門領袖。2022/5/3 36



 縱觀慧遠一生，其弘法活動的輝煌期主要是在南下廬山之後。但
從 354 年出家至 365 年南下，慧遠至少有 10 年的時間在北方協

助道安弘法。其時，道安僧團的活動範圍主要是在山西的晉北、
晉東南以及河北一帶。據記載慧遠 24 歲時便登壇講說，頗負盛

名。可以設想，在山西、河北的廣大區域裡，當有多處慧遠的弘
法演教之地。樓煩一地既是其出生處，也離他駐錫的恒山很近，
十年間，他與其弟慧持應該與故里有所來往。

 可以推論，他的出生地茹岳村樓煩寺應是一處活動點。

 樓煩寺現存明正德元年（1506）碑文中還提到在“崞陽之西山靈
岩禪寺，亦遠公習定之道場。”

 根據我的田野考察，代縣白仁(人)岩寺可能也是慧遠早期弘法活
動的重要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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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人岩——遠公演教地

 白仁岩，亦稱白人岩
，位於山西代縣，與
五臺山、雁門關相鄰
。對此地進行考察，
發現寺院遺址上尚存
有明清古碑十二通，
碑文詳細記載了白仁
岩禪寺創立與沿革的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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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選擇兩通碑來說明（因碑文很長，僅選取部分文字）：

 明正統年間由郡人前大理寺少卿中憲大夫弋謙所撰《白仁岩寺記》碑
載：“代郡西行三十餘裡則抵茹山，自茹山逕入，又西行五裡許而抵

崞，亦代之屬邑，其上有岩，名曰白仁岩，有寺名曰白仁岩禪寺。實
晉浮圖氏遠公之所肇造也，有故碑可考。”

 清乾隆馮欽所撰《重修白仁岩寺記》碑中也說：“乾竺氏因緣之說豈
偶然哉，餘幼讀先曾王殳集有《讀書白仁寺》詩雲：開戶白雲，行歌
秋色。想見風物之美。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矣。先王殳亦有《游白仁
岩記》，述其山勢之雄奇，泉石之秀麗，與夫名葩異卉，珍禽馴獸之

往來，又不啻身歷其境也，而神異之跡尤多，禱雨輒應，鄉人賴之
有寺，創于晉遠公，葺於明慧微二庵，明都禦史弋公謙實志之，且
雲有故碑可考，而荒煙野蔓中，蹤跡滅沒矣。”

2022/5/3 39



 地方誌史料中對白人岩亦多有記載，乾隆五十年《直隸代州

志》卷之一《輿地》載：“白仁岩在州西北三十裡，晉釋慧
遠建祠，巨石上有石浮圖，峰頭有說法台、棋枰石，而定心
石則舌吐危崖之上。立者熊經崖下，石井五，濁汙者二，其
三清冽可鑒。山徑盤曲，古柏萬株。從山半遙望巔頂，梵宇
淩空，紅樓朱戶縹緲松陰間、石壁間，居然仙境。寺後峭壁

屏列，摩崖石刻‘白人崖’三大字，字可盈丈，明侍郎萬恭
書。”

 清光緒八年《山西通志》亦記載說，代州“白仁岩寺，在州

西北三十裡。白仁岩巨石上，晉慧遠辟石為室，建樓觀、
台榭、殿廊、門廡、僧軒，廚庫俱備。故碑尚存。”

2022/5/3 40



2022/5/3 41



2022/5/3 42



2022/5/3 43



2022/5/3 44



 白仁岩寺後來成為代縣八景之一的“岩寺晚鐘”，文人多有題詠。

 紫柏真可的《紫柏老人集》收有《白仁岩》一詩：“誰雲山路險，我
覺山路幽。空林鳴落木，斷壁瀉寒流。徑曲難可記，雲閒時複留。樓

臺斜礙石，松柏老成虯。拭蘚讀殘碣，遠公豈凡儔。五篇悟今古，
六事羞王侯。危峰代主人，玉雪泛磁甌。蓮漏滴弗涸，棋枰局未收。
悲歌曳杖去，日暮不勝秋。”

 清代馮錫旖有《題白仁岩八景》，如《說法台》詩雲：“遠公台畔
日華明，四望千村隴陌平。閑倚松根捫石筍，古今獨爾解無生。”

《古南庵》詩雲：“晉代開山自遠公，勝游至自駐仙翁。”

 在白仁岩還有傳為慧遠所居之庵，當地百姓稱為“慧遠洞”。這些
碑文以及史料透露著慧遠大師與此地的因緣。白仁岩所居方位，距道
安恒山立寺之處不遠，距慧遠的出生地樓煩寺也僅 10 公里 ，在樓煩
寺萬曆《新修遠公遺像》碑中有“白仁岩”有遠公玉像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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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說，雖然對地方史資料及後
出碑文的引用要慎之又慎，但這些碑文以及史
料至少透露了慧遠大師與此地的因緣。白仁岩
道場是否是慧遠創立，慧遠是否曾在道安門下
分座于此地演教說法，這仍需作進一步考證研
究。在信仰史上發生著影響的一些“虛構”，
並非全是虛構，向空而造，而是有其真實的歷
史基礎和廣泛的社會基礎。歷史不是無意義的
層累堆積，甚至不僅是“重構”，更像是一種
“生長”，在生長的過程中不斷吸收各種成分
。總起來說，目前所搜集的資料並不系統，權
作一說立案存疑。歷史真相究竟如何，由於沒
有更多直接的資料，無法作進一步的考證。此
次只是想將所收集之材料奉獻於學界，以期為
有識之士日後研究提供些許參考素材。2022/5/3 46



二、當代淨土學修的承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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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土法門，一直是中國佛教的重要門派，其思想及修持長期影響著
中國佛教的走勢。晉唐以來，在民眾中廣為流傳，逐漸成為佛教主
流宗派。自宋以後，禪淨合流，淨土呈燎原之勢，雖禪宗名滿天下
，然修行之趨勢已是淨宗之門，天下釋子無不以念佛為旨歸。正如
太虛大師所說：禪觀行演出台賢教，禪台賢行歸淨土門。

 然時代進入21世紀，口誦彌陀聖號六字、修行淨土的念佛法門主

旨是為求生西方極樂世界，那如何去因應現代人的根性，如何去應
對與解決當下的現實煩惱？也就說淨土宗在當代社會還有其傳播與
弘法的空間嗎？以下謹以慧遠大師開闢的江西廬山東林寺在新時期
的弘法歷程來呈現淨土宗的當代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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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場建設

 廬山東林寺由東晉慧遠大師開山
，建成於東晉太元十一年（386

年），為中國佛教淨土宗發祥地
，南方佛教中心。東林寺自建造
以來，迄今已有1600多年歷史
，滄桑歷盡，屢廢屢興。1980

年以後，在果一上人、傳印長老
、大安法師三任方丈的不懈努力
下，東林淨土道場莊嚴殊勝，目
前已成為全國佛教重點對外開放
寺院，在國內外享有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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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林寺：一方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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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東林寺閉關房

 東林寺閉關房的建設，
緣於“十天百萬聲佛號
閉關”活動的舉行，自
2005年4月始，閉關念
佛每月舉行2次，影響很
大。現在擁有關房100

餘套，各種軟硬設施臻
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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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東林大佛

 東林大佛坐落在江
西廬山市（星子縣
）的溫泉鎮，距離
寺院30分鐘路程，
像高48米，是目前

全球最高最大的阿
彌陀佛接引銅像。
目前大佛銅像工程
已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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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淨土苑

 與東林大佛相配套的東林淨土苑，占地3600畝，是集修行、弘法、
研究、慈善、安養與臨終關懷為一體的綜合性佛教道場。以48米阿

彌陀佛接引銅像為核心的建築群沿著中軸線佈置，以唐代建築風格為
依據，採用中國古代聖山建築群的經典建築空間與組織方式。東林淨
土苑除中軸線建築外，還有東林新院、閉關中心、大德精舍、隱逸文
化區、安養院等。東林大佛和淨土苑的建設是經過東林僧團不懈的努
力，以僧團自己出資徵得土地，以海內外四眾弟子所捐獻的清淨資財
來建設的，因此東林僧團對東林淨土苑實行自主管理，去除商業化，
免收門票，完全向社會開放，是大眾朝禮和學修的地方。2022/5/3 67

















淨土苑全景



（二）學術研討、出版

 1．學術研討會

 東林寺在2004年9月18日至21日，主辦了
“紀念慧遠大師誕辰1670周年學術研討會

”，來自全國各地的近百名專家學者和佛
教界人士出席了大會。會議目標是：弘揚
淨土宗文化、探討東林寺淨土宗文化的特
色、研究慧遠大師在中國佛教史上的獨特
貢獻，以及如何認識佛教本土化、中國化
的意義。會後論文以《超越千載的追思》
之名結集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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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慧遠大師誕辰1680周年紀念會”

 2014年8月30日（

農曆八月初六），
適逢慧遠大師往生
紀念日，又逢慧遠
大師誕辰1680周

年，東林寺隆重舉
行了“慧遠大師誕
辰1680周年紀念

法會”。部分學者
與法師作了主旨發
言。



省庵大師誕辰330周年紀念會

 2016年5月20日，為紀念淨土宗第十一代祖師省庵大師誕辰330周

年，追憶大師一生德業，廬山東林寺與寧波阿育王寺聯合舉辦了一
系列紀念活動。大安大和尚、中國佛學院靈岩山分院常務副院長弘
法大和尚、阿育王寺大知客師印斌法師、普陀山學院宗柱法師以及
中國人民大學溫金玉教授、清華大學蔣勁松教授等來自全國各地的
30余名法師和學者，齊聚淨土宗祖庭廬山東林寺，參加省庵大師誕
辰330周年紀念活動，並就省庵大師一生的行持、思想提交論文，

對省庵大師淨土思想進行深入研討，所提交論文將彙編成論文集公
開出版。本次活動分紀念法會、思想研討、瞻禮聖跡三個環節次第
進行。



研討會現場



2．出版流通

 《淨土》雜誌是廬山東林寺淨土宗文化研究
學會的會刊，創刊於 1992 年，初為季刊，
2006 年改為雙月刊。目前為結緣流通，每期
印刷數為8萬份。

 這些舉措讓淨土宗的經典、信願念佛的書籍
和光碟、講經集成器向全國有緣眾生流通，
最大可能地傳播阿彌陀佛平等救度眾生的慈
悲願力。除經典書籍的弘傳，東林寺還成立
佛教藝術研究所，專門印製佛菩薩寶相結緣
。目前，免費贈送經書達百萬冊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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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淨土宗文化研究學會

 東林淨土宗文化研究學會自1992年創立以來，從事淨土宗文

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工作，傳播淨土文化和儒家等傳統
文化，以儒佛之智慧提升大眾文化道德修養。淨宗學會設立
淨土宗文化研究所、佛教藝術研究所、培訓部、印經處、視
聽中心、東林網站、發行部等傳播淨土文化。同時組織創作
《淨土之光》《祖師禮贊》及《極樂頌歌》等音樂作品，巡
迴演出海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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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行體驗

 1．閉關念佛
 “百萬聲佛號閉關”是目前東林寺在弘法方面影響最為廣泛的一項活
動，從2005年開始，由最初的四十余間關房，發展到今天的一百多間
關房，要求參加的信眾越來越多，以至不得不限制名額。

 閉關念佛，原為10天百萬聲佛號閉關，隨著信眾信心的增長，東林寺
為因應信眾宗教需求，以後又增加了25天與49天閉關念佛項目。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有一段時間東林蓮社外地閉關的活動也有序展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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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關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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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關：信願行的實踐

 「百萬聲佛號閉關」活動是東林寺經過多年實踐而造就的一個宗教
修行體驗項目，目前可以說是東林寺最受歡迎與推崇的一個修行品
牌，因名額限止，報名確認後常常是跨年安排，當年已額滿。這個
活動因為密集封閉，也是修行者最有體會與感應的項目。每一次的
體驗交流也是最容易引發共鳴的主題活動。

 往生的觀念是淨土修持的主題，“人的行為和思想有許多都是以死
亡為前提而成立的，死和生因此是人生不可分的兩個面向。⋯⋯對於

死後世界的想像，也是宗教信仰中的一個面向。它之所重要，是因
為，對於死亡的解釋和處理通常是宗教信仰中必須處理的問題，因
為宗教常常是為了要解釋人存在的理由，以及人為何以某種形態活
著而成立的。”



2．精進佛七

 東林寺每年舉辦“五一”、“十一”和冬季佛七。每次佛七都有來自
海內外的千餘名四眾弟子參加。為接納更多的念佛者，東林寺已建成
可容納3000人的念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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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回向





3．晝夜經行

 經行是佛教修行的一種形式，主要是在運動中修行，如繞佛，拜
佛，行腳。所謂晝夜經行就是一晝夜不停的經行。東林寺每月
12日舉行24小時晝夜經行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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晝夜經行現場





四眾弟子進行大回向



晝夜經行功德圓滿 四眾弟子法喜充滿



 對於這樣的體驗，分享出來可能
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正如美國
學者威廉．詹姆斯所言：“如同
有許多人無法祈禱，也有許多人
絕對不會被心靈醫治運動的觀念
所影響，這沒有什麼關係。對我
們討論的目的而言，重要的是會
受其影響的人數還是很多，他們
已經形成一種值得被探究的心理
類型。”



4．東林佛號

 在弘法過程中，東林寺僧團摸索出別具一格的緩慢悠長的“東
林佛號”念佛方法。這種緩慢的佛號正是要對治現代人的躁妄
心，讓浮躁的心沉靜下來。其特點是將“清、暢、哀、亮、微
、妙、和、雅”。許多參加過東林寺念佛活動的信眾都讚歎東
林佛號，覺得加持力大，念誦感應非常殊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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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授菩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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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才培養

 1．淨土宗研究生班

 如今廣大信眾的佛教信仰需求很大，海內外團體弘法需求與日俱增
。但是弘法人才的數量和品質都遠遠不能滿足現有的需求。由此，
東林寺創辦淨土宗研究生班，其宗旨就是為了更多的培養淨土宗弘
法人才。研究生班2005年4月4日在東林寺開辦。其教學方式，分面

授與網路函授兩類，教學內容相同。招生分面授班和網路函授班，
網路函授班男女不限，人數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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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弘法人才培訓班

 東林寺應大眾需求，為海內外僧俗二眾提供較系統的教理與實修培
訓，舉辦數屆弘法人才培訓班，每屆200-300多人不等，來自全國地
的修行骨幹參加了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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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淨土夏令營

 大陸佛學夏令營的展開與河北柏林禪寺淨慧長老所主持的“生活禪
”夏令營的舉辦有著極大的關係，其經驗與運作模式成為其他寺院
乃至宗教開展夏令營活動的楷模。但據學者研究，傳統認為大陸的
佛教夏令營肇始於1993年的柏林禪寺；其實，早在1991年，東林寺
就曾舉辦過一屆夏令營，但後來中斷，直到2005年開始恢復連續舉
辦。

 如今，東林寺又恢復了淨土文化夏令營，學員年齡在18至35歲之間

，大學在校生以及大學以上文化程度者占一半以上，構成了營員的
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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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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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夏令營的學員情況：一是參加人數的逐年攀升，從2005年的
60人到2012年的600人，八年間上升10倍，這還不算因接待能力

所限而挑選錄取的因素。二是高學歷者也是逐年增多，本科及本科
以上者占夏令營的主體，這是全國各地寺院舉辦夏令營活動呈現的
一個普遍現象。從一個側面也反映了當代文化青年對信仰與心靈關
注的程度越來越高。三是女性一直高於男性比例，這符合宗教信仰
特性，女性對於宗教的敏感度較男性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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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岸行夏令營









朝禮大佛







虔誠祈願



合影留念



4．企業家念佛禪修班
 針對社會企業界人士，東林淨宗學會培訓部已舉辦多年企業家念佛
禪修班，培訓人數日益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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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化人心，提升道德。信願念佛，同登極樂。”是東林寺的核心
理念。為將這一理念與弘法形式相結合，東林祖庭施設了各種形式
的實修與文化體驗活動。“淨土文化體驗之旅”即是其中之一，讓
平時工作壓力繁重的社會精英人士，能有機緣感受佛法的清淨智慧
，啟發心靈的寧靜祥和，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淨土文化體驗之旅







期間也會舉行皈依活動



5.淨土學院批准成立



 東林淨土學院是2016年國宗

局批准的一所四年制的本科
佛學院。

 2020年4月30日，正值農曆

四月初八佛誕，廬山東林寺
舉行了淨土學院揭牌儀式。





（五）弘法活動

 1．大型弘法
 弘法是家務，利生是事業，這是佛門常常宣講的宗旨。應各地佛教團
體的邀請，並報經所在地宗教部門的批准，前些年大安法師，南下北
上，法音宣流，弘法於全國各地。每次外出弘法，規模宏大，場面殊
勝，參加人數多為千人以上，影響極為廣泛。從公開的視頻看，講座
現場莊嚴神聖，秩序井然，攝受力極強。這樣情形的弘法，使得東林
寺對外交流的平臺更為開放與提升，使得東林佛號不僅是在寺院殿堂
中迴響，也以一種文化盛宴的方式供養給社會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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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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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層弘法

 東林蓮社有感于基層廣大人群，生活條件艱苦，壓力重重，身心逼
惱，且少遇正法，不知出苦之道。並且由於經濟、身體條件限制，
因緣不具，即使知道正法道場也無法參訪。為此東林蓮社弘法人員
，發菩提心，走出寺外，大力開展基層弘法。他們發揮佛教的慈悲
精神，關愛救護眾生；他們落實佛菩薩的大願大行，積極引導大眾
如法修行，遍灑佛法甘露，傳播彌陀光明安樂。讓大眾近則身體健
康，平安吉祥；遠則信願念佛，徑登不退，真正離苦得樂。並為無
量有緣眾生種下究竟解脫之因。

 這種小規模的基層弘法不同于大安法師的大型弘法。基層弘法主要
針對的是城鄉中小規模的信眾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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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是面向廣大農村。弘法形式有講經開示、領眾念佛（打佛七）、
答疑解惑，也隨緣進行慈善、放生活動。弘法方式靈活，各地信眾請
法不斷。東林蓮社2008年下半年至今，足跡遍及全國二十餘省市，弘
法100餘次，參與聽法信眾超過11000餘人次。此項活動尚待開展的

省份：吉林、黑龍江、內蒙古、青海、新疆、西藏等。近幾年，隨著
各地道場的成熟，加之宗教法規的出臺，此項活動已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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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外弘法



（六）慈善公益

 1.東林慈善功德會
 東林慈善功德會是東林淨土文化基金會下屬的慈善機構。2006年5月，

在江西省民政廳註冊成立了東林淨土文化基金會，以維護佛教的修行、
弘法、教育以及慈善事業。為了更好地發揚大乘佛教慈悲濟世的精神，
發揮佛教對構築和諧社會的積極作用，東林淨土文化基金會在2008年4

月15日成立了東林慈善功德會。

 東林慈善目前展開的專案有臨終關懷、慈善醫療、貧困助學、賑災救急
、居家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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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東林寺護生會

 東林護生會於2005年觀世音菩薩成道日成立。宣導尊重生命、關愛物命

，奉獻愛心、悲心；奉行戒殺放生，提倡生態環保，推廣素食文化，促
進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並流通戒殺、護生、素食、環保等系列光碟書籍
。以建立一個以慈悲為本，緣系眾生，利益群生的公益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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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東林寺助念團

 世間最可慘者，甚莫於死，舉世之人，無一能夠倖免。死生乃人生
一大事也。而今又值老齡化時代，教內信眾亦多以中老年居士為主
，故有心自利利人者，皆在為生死大事而計慮矣。近年來，蓮風大
扇，修學淨土法門者日趨增多，臨終助念在中華大地上蔚成風尚。
東林寺助念團亦於 2005 年 10月 10 日應運而生，在本寺乃至全國

各地實踐臨終助念，於助念之經驗，歷年有一定的積累。各地居士
、助念團體亦期盼學習東林祖庭蓮宗助念之法，以備利自利他之用
。以是因緣，為滿足廣大助念居士的祈求，東林寺助念團亦從開展
臨終助念服務轉而以弘法培訓為主，為前來求法之四眾弟子施以蓮
宗助念指導，校正偏頗見解，啟立正知正見，成為東林祖庭弘法利
生的一個視窗。



4.疫情下的救助

 疫情下，廬山東林寺的“抗擊疫情特
別行動”一直在繼續。自2020年新

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東林慈善針對
社會與教內已連續舉行了多期捐款捐
物相關活動。為了實施教內精准幫扶
，東林慈善人堅持用腳步丈量初心，
日夜兼程，跋山涉水，跨越祖國萬里
山河，傳遞佛教正能量，將佛教代代
相承的慈悲濟世關愛送到急需幫扶的
每一處，為促進社會和諧進步書寫新
時代的佛教新榮光！





2020年廬山東林寺抗疫善舉

 首批援捐150萬：

 2020年1月27日，經東林寺常住批准，廬山東林寺慈善護生

會首批分別向江西省慈善總會、湖北省慈善總會、九江市慈
善總會援捐各50萬，共計150萬。

 第二批援助80萬：

 2020年1月28日，經東林寺常住批准，為抗控新型冠狀病毒
的肺炎疫情，廬山東林寺捐出第二批援助款項80萬元。分別
以廬山東林寺名義捐助九江市濂溪區慈善會40萬元、以廬山
東林寺淨土苑的名義捐贈廬山市衛健委40萬元，用於抗擊新
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



 第三批捐贈

 2020年2月3日，經東林寺常住批准，為抗控新型冠狀病毒的
肺炎疫情，廬山東林寺發出第三批援助。

 廬山東林寺響應各級佛教協會的號召，經由九江市佛教協會向
江西省佛教協會捐贈款項10萬元，由省佛教協會專項用於抗擊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疫情防控。通過九江市濂溪區慈善會購買
用於防控疫情的口罩102750只，分別捐贈于潯陽區、柴桑區
、廬山市各2萬隻，均由三地民政局接收；濂溪區42750只，
其中疫情防控指揮部統籌32750只，區各養老機構10000只。



 第四批捐贈

 2020年2月27日，為抗控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經常住批准的廬
山東林寺第四批捐贈——馳援湖北一線的醫護物資分別到達湖北省
十六所醫院，其中包括1500套隔離服、2300副護目鏡、30000雙
醫用手套。

 第五批捐贈

 2020年3月14日，滿載著廬山東林寺常住和十方信眾慈悲心的“愛
心包”，通過數輛懸掛著“關愛生命 拒絕野味 ，宣導素食 健康環
保”“一方有難 八方支援”等橫幅的貨車，傳遞到了湖北省武漢

市礄口區園博南社區、江岸區諶家磯街道長江明珠社區、洪湖市黃
家口鎮31個村，並在隨後的幾天中逐一發放到了園博南社區540戶
、長江明珠社區350戶、黃家口鎮7123戶居民手中。



2021廬山東林寺善舉

 幫扶345家兄弟寺院，資金共計1793.43萬元。

 2021，在舉國上下的疫情防控阻擊戰中，廬山東林寺充分履行佛教的社

會責任，與社會各界守望相助，捐錢捐物，共擔風雨，全力以赴，生動
詮釋了佛教慈善的大愛初心。受疫情影響，偏遠地區中小寺院的生活舉
步維艱。為了幫助自養困難的兄弟寺院共渡難關，自2020年5月起，廬

山東林寺先後啟動了兩期“教內幫扶”行動，不僅弘揚了佛教界慈悲互
助、共克時艱的優良傳統，也對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提供了有力保障。

 2021年，全國多地自然災害頻發。同舟共濟千帆渡，正是同擔風雨時。

面對災情，廬山東林寺迅速行動，主動擔當，充分發揮慈善平臺優勢，
凝聚各方愛心力量，第一時間展開緊急援助。全年開展賑災活動七次，
捐贈款物價值244萬元。





2022年的善舉

 3月14日，廬山東林寺通過吉林省紅十字會捐款60萬元，定向用於吉
林省抗擊新冠肺炎疫情。

 3月21日，廬山東林寺通過廬山東林淨土文化基金會向江西省紅十字
會捐贈50萬元，定向用於江西抗擊疫情相關工作。

 4月14日深夜，兩輛滿載著廬山東林寺常住及十方善信深情厚誼的60

噸大米運輸車集結出發奔赴上海，以實際行動貢獻東林力量，與上海
人民共克時艱；與此同時，16000多斤糧油等生活物資已被陸續送到
江西省九江市的14家養老院，一批價值5萬元的核酸檢測防疫物資正
被用於廬山市的抗疫一線，另有一批價值5萬元的防疫物資正在為九
江市濂溪區新港荷塘村6000余名村民的平安健康保駕護航……。





結 語

 東林寺的辛勤弘法，成千上萬信眾的紛至遝來，說明在物質生活滿足
的同時，人們對終極關懷的更高關注。千百年來，民間一直流傳著“
家家觀世音，戶戶阿彌陀”的說法，昭示著觀音與阿彌陀佛在百姓心
目中的分量，以及淨土信仰的廣泛影響。然而當我們行走在21世紀

的大道上，科技發達，物質豐厚，我們今天如何讓古老的淨土思想利
益當代人，如何繼續保持它旺盛的生命力呢？由於社會的轉型，出現
了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由於物質財富的刺激，人們面臨著前所未有
的不滿足。如何找回在瘋狂追逐中失落的精神家園，如何拯救在物欲
橫流中迷失的自我，人類需要思考，生命的終極意義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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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根本意義上來說，佛教是無法解除身苦的，法的力量正在於對
“心苦”的詮釋與解脫。佛法是一種心靈的事業，其實並不關乎
物質的多寡。東林寺的淨土特色就在於突出了“法”的特色。那
麼應怎樣看待東林寺的弘法特徵呢？

2022/5/3 145



1．淨土：弘法理念的主體性

 就東林寺的弘法來說，其宗教的主體意識非常強烈，呈現出具有鮮明
的淨土信仰特徵。東林寺是中國佛教淨土宗的祖庭，當年慧遠祖師所
堅持的沙門不拜王者的理念，三十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的行事，爭
取的其實就是佛教的自主意識。東林寺、淨土苑現有常住僧490人，
常住居士1553人，有完整的佛教叢林格局與制度管理，這是東林弘法

的主體力量和堅實基礎。東林僧團堅持以淨土理念作為一切活動的核
心理念，這一正見正是東林寺能吸引萬千信眾的宗教魅力所在。常常
聽人講：法師，就是有法可宣；道場，就是有道可覓。淨土就是東林
寺之道。百萬佛號閉關活動，就是讓念者念佛心，念念相續的念佛，
念得人心與佛心相印，便“是心作佛，是心是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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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死事大，無常迅捷。念佛修行，要真為生死，深心切願。淨土法門
強調二有的存在：西方有國土名曰極樂世界，其土有佛名曰阿彌陀佛
，並堅信佛力本願的加持。其指方立相旨在令念者“住心而取境”，
集中心力專一修行。所謂“制心一處，無事不辦”。所以淨土宗乃一
切世間極難信之法，難中之難，無過此難。對於修淨土門者，信心是
最稀缺的資源。我寧做我，一門深入，就是東林寺的弘法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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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慧長老生前曾對東林寺弘法利生的特色作過點評：“從我的觀感來
看，廬山東林寺在發揚淨土宗的宗風方面做得不錯。他們真正把淨土
宗的要領抓住了，方法掌握了，然後具體地運作起來，從硬體上加強
建設，從軟體上加強落實，一心一意弘揚念佛法門，堅持信願行，弘
揚淨業三福，這都是很契時機的。這些理念，既可以作為我們學習佛
法的一個基本綱領，也可以成為社會人士做事的目標。結合社會實踐
，信願行也可以成為企業理念，文化理念，而淨業三福更具現實意義
。每一座寺院，不管是弘禪、弘淨、弘密，能夠把自己的宗風找到了
，然後有一個理念，根據這個理念來展開弘法工作、接待工作、管理
工作，就能夠有目標，就能見成效。”

 淨土宗：東林寺

 禪宗：柏林禪寺

 戒律：平興寺、普壽寺



淨業三福的社會功能

 第一福：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
不殺，修十善業。

 第二福：受持三皈，具足眾戒，不犯
威儀。

 第三福：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
大乘，勸進行者。



2．契機：弘法方式的多樣性

 1928年4月，在上海光華大學任教授的胡適先生，曾至廬山。考察後

他對東林寺評價說：慧遠的東林，代表中國“佛教化”與佛教“中國
化”的大趨勢。其實所謂“中國化”就是一個契機的問題。那麼，我
們反觀東林寺的弘法方式，確有遵循初祖慧遠大師的“契機”原則。

 東林僧團開拓創新，依託東林寺的平臺，採取各種各樣的弘法形式。
在文教弘法方面，開辦本科班、研究生班、弘法人才培訓班；建立淨
土宗文化研究學會、發行國內唯一專弘淨土文化的《淨土》雜誌、通
過網站、視聽中心、印經處這些途徑弘法。還組織實修，並將之制度
化、常規化、大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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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林寺每年有三次大型佛七活動：五一佛七、
十一佛七、冬季三七二十一天的共修佛七，與
或二十五天或四十九天的閉關念佛。每次佛七
都有兩三千人參加。每個月有兩次百萬佛號閉
關，每次是十天十夜；每個月還有一次24小時
經行，即24小時不斷地念佛；每天有早課、晚

課。另外針對大學生，則舉辦淨土文化夏令營
。面對社會成功人士，則有企業家念佛禪修班
。這些方式的採用最大限度地因應了不同需求
的求道者，各取所需，各得所宜。這是在新的
時代，佛教契理契機，應病與藥的精神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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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互動：弘法成就的普世性

 宗教關係作為當前五大社會關係之一，涉及的其實就是宗教與社會
的關係、各宗教之間的關係以及宗教自身系統中的關係，協調處理
好這幾個層面的關係，不僅是宗教自身健康有序發展的根本保證，
也是關係到社會穩定、人群安寧等國家全域性的重大問題。從歷史
上來看，宗教與社會的平衡機制一旦被破壞，社會的集體不安意識
就會波及宗教，從佛教來說的“三武一宗”法難，從明末清初的天
主教“禮儀之爭”，概莫能外。宗教作為社會整體結構中的一個子
系統，有其與社會相適應的一面，同時也有其相對的獨立性與特殊
性，所以一個和諧的社會在處理這一問題時就要注意如何引導其適
應穩定的一面，而消解其不適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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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一個和平的宗教也會主動去適應社會的法度要求，避免衝突
，消除不協調性。

 在與社會良性互動層面，東林僧團有著鮮明的“宗教自覺”，在“
法住法位”的同時，積極主動服務人群，回饋社會。當年慧遠祖師
就有著高超的政治智慧，認為出家修道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
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如今東林僧團“內強素質，
外樹形象”，以教育強化僧眾培養，以弘法利益信眾，以慈善報恩
社會，形成良性迴圈的佛教教化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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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證：新型養老模式的形成

 如今，越來越多上了年紀的信眾，相聚于東林寺，逐漸將隨眾共修念
佛作為一種新的養老方式。他們隨眾念佛，隨眾過堂，並參加一些力
所能及的志願者活動。這種充滿積極人生關懷的念佛生活、恬淡祥和
的泛人際交往，對那些不得不在孤獨中走完人生最後旅程的人來說，
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因為寺院住宿條件有限，不少外來信眾在東林寺
附近村莊，租住當地農民的房子。他們或獨行，或同修結伴，或子女
陪同，租住在東林寺附近，白天參加一整天的共修念佛活動，在寺院
過堂，晚上八九點才回到租住的農舍裡。受東林寺引導和信眾需要之

影響，以東林寺為核心、以信眾為主體的淨土文化生態圈已經不知
不覺地形成了。只要你去寺院附近的商鋪、餐館、旅店，乃至在寺院
門口坐車，熟悉的、不熟悉的人之間打交道，見面都稱“師兄”“阿
彌陀佛”，都學會了用“感恩”“隨喜”之類的佛教用語。



 受這種文化氛圍的影響，出於佛法修學、安寧療護、養老的需要，越來
越多的信眾——多數是上了年紀的，其中也不乏年輕人，紛紛來到東林

寺周邊，在那裡以各種各樣的信仰方式生活著。這些信眾非常歡喜，因
為可以找到一個相對穩定且價格合適的住所，以方便親近東林祖庭，參
加念佛共修；當地的民眾也非常歡喜，因為閒置的房子和其他服務，可
以換來額外收入，這樣使當地的社會風氣也越來越好。

 在東林寺淨土修行文化氛圍和廬山絕美自然山水的滋養下，不僅許多淨
土行人找到了穩定、可靠的修學模式，許多老年信眾找到了積極、快樂
的養老之道，而且一些絕症、抑鬱症患者，以及一些生活迷茫的人，或
不可思議地恢復了健康，變得光明快樂起來，或重新找到了人生的目標
，融入社會。東林寺和它的淨土文化修行養老生態圈，對於當代中國大
陸佛教，如何在老年社會來臨之際，引導信眾過一種積極健康的養老生
活，是一個很好的啟示。



 每個人都會衰老，每個人都面臨著如何安度晚年的問題。受財力和
管理能力的影響，寄希望於寺院開設大規模的養老院，是不現實的
。但是，在符合國家和地方相關政策的前提下，由寺院引導，解決
佛教四眾的養老問題，也有其優勢。

 如果能像東林寺那樣，通過為信眾開設一些常態化的日常共修活動
，或念佛，或坐禪，或誦經，或拜懺，集體過堂乃至出坡，每天保
證數小時，讓渴望親近三寶的信眾，有機會在寺院共修中互相策勵
，互相溫暖，心有所系，心有所養，同時地方與寺院引導寺院附近
的居民，通過創辦民宿和發展相關產業為信眾提供服務，我相信，
積累到一定的時間，也會形成一個像東林寺這樣的佛教文化修行養
老生態圈。這種做法，不僅能活躍地方經濟，淨化當地社會風氣；
同時，也可以為廣大信眾的修行、養老和安寧療護，提供一種新的
選擇或方便。



 在這種養老模式下，對於寺院來說，不需要建設和管理養
老院，只需要針對信眾，在寺院常年提供佛法修學方面的
服務和指導，組織、管理好各類型的共修活動。其他諸如
住宿、養生、療護，可以交給當地民眾來做。當然，在聯
絡和引導信眾與當地居民方面，寺院也可以發揮自己獨特
的宣傳和教化作用。

 試想，如果中國大陸一些大的叢林，都能像東林寺這樣，
通過常態化的領眾修學，形成自己獨有的佛教文化修行養
老生態圈，對於中國社會目前所面臨的養老問題，是可以
做出自己獨特貢獻的；同時，這也是落實人間佛教、建設
人間淨土的一個重要切入點和積極舉措。



老齡化已是一個社會問題

 老齡化問題成為中國近年來持續面
臨的挑戰。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公
報，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為26402

萬人，占18.70%，相比十年前上升
5.44個百分點。人口老齡化程度進

一步加深，未來一段時期中國將持
續面臨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壓力。
甯吉喆表示，“老年人口比例上升
較快，老齡化已成為今後一段時期
我國的基本國情。” 2050年中國老
齡人口將達4.83億 。



失獨家庭問題

 據衛生部發佈的《中國衛生統計年
鑒》顯示，中國現有獨生子女2.18

億，每年的獨生子女死亡人數至少
有7.6萬人，因獨生子女死亡所產生

的中國失獨家庭數量也在激增，在
2010年就已達到84.1萬戶，目前已
累計超100萬戶，截至2016年，失
獨老人人數已達1000萬人，而按照

地域分佈來看，四川、雲南、江蘇
、山東和浙江的失獨家庭規模較大
，均大於8萬，其中，以四川最多
，2010年時就已達到14.96萬。



抑鬱症問題

 抑鬱症現在已成為全球第四大疾病，中國心理衛生協會的有關統計
顯示，我國抑鬱症發病率約為3%~5%，大約1億國人有過抑鬱的經
歷。 另有研究者發現，焦慮是年輕人最高頻的心理問題，約20%的

受訪者報告有嚴重焦慮情緒，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抑鬱和焦慮是
這個時代的病。

 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報告，中國有超過5400萬人患有抑鬱症
，占總人口的4.2%，而全人群患病率約為4.4%。目前，抑鬱症正呈

現越來越年輕化的趨勢，在國內的抑鬱症患者中，大學生所占比例
正在逐年增加。資料顯示我國每年約有25萬人死於自殺，其中一半
以上的人患有抑鬱症。

 平凡人——平常心



寺院可設立“觀音熱線”



 對於在新的時代如何弘法利生，東林寺自有其未來的期許。東林寺
住持大安法師說：“這幾年感覺中國大陸，社會信眾對佛法的渴望
，猶如大旱之望雲霓。宗教需求非常大，而我們教內提供這種需求
的弘法比較貧乏。在中國的大部分地區，弘法還屬空白狀態。這幾
年我們有意識地走向社會公眾層面，諸如影劇院、賓館的會議廳等
場所講法，有一定的規模，有的地方甚至出現聽法一票難求的場面
。現場常有居士被感動得掉淚說：‘我學佛多年了，還是第一次聽
到這樣場面的說法’。可見，社會上求法的需求很大。然優秀的弘
法人才卻不多見，希望中國教內的注意力要重點轉移到弘法上。”
這番話既是對東林寺自身弘法利生事業的反思，也是對當代中國佛
教界的誠懇建言。

 東林寺正在探索一條現代弘法之路，“東林模式”的啟示意義值得
當代佛教界好好去研究、去反省。



這個世界既需要愛 也需要光



無盡感恩

 感恩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提供這樣的交流平臺。

 感恩江西佛學院“東林淨土學院”院長德首法師、原平市樓煩寺住持
淨住法師、代縣白人岩寺住持廓妙法師、山西忻州師範學院冀培然老
師提供資料與照片。

 感恩參與此次講座的各位善友，祈願善緣永續，光照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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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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