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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是一切根本，心能改

变命运，问命就看你的心。

观音文化园开园活动在观音法界之观音圣坛举行

2020 年 11 月 14 日，观音文化园开园活动在观
音法界之观音圣坛举行。历时五年建成的省市重点
项目——观音文化园，是一个以观音文化为主题，集
艺术展示、教学研究、国际交流以及文化展示功能于
一体的大型文化主题博览园，是助力舟山打造世界
一流佛教文化圣地，展示舟山“重要窗口”海岛风景
线的又一标志性亮点。

参加今天活动的领导有市四套班子领导市委书
记俞东来、市长何中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明超、
市政协主席王伟、市委副书记华伟，省委统战部常务
副部长王晓峰，省民宗委主任楼炳文，省文旅厅厅长
褚子育，市委常委、统战部长王高瞻，中国佛教协会
副会长、普陀山佛教协会会长、普济禅寺方丈、观音
法界管理中心主任道慈大和尚，普陀山佛协副会长
惟航法师，普陀山佛协副会长信光法师，普陀山佛协
驻会副会长智宗法师，普陀山佛协驻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观音法界管理中心常务副主任、观音法界项目
工程现场指挥部指挥长门肃法师，普陀山佛协副会
长会闲法师，普陀山佛协副会长定明法师等领导嘉
宾，市内外近 500 名嘉宾参加活动。

上午 9 时 30 分，在激昂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
星红旗在观音圣坛冉冉升起。门肃法师主持升旗仪
式，与会大众整齐列队，行注目礼，感恩伟大的祖国，
致敬伟大的时代。在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怀中，举行
了观音文化园南总门开启活动，会长道慈大和尚为
观音文化园开启总门。

上午 10 时，观音文化园开园活动正式举行，开
园活动由王高瞻部长主持。楼炳文副部长、褚子育
厅长、何中伟市长分别致辞，会长道慈大和尚致答谢
词。

楼炳文副部长在致辞中表示，观音文化园是舟
山乃至浙江的一座新的文化地标。今天的开园活动，

是普陀山发展史上，也是浙江乃至中国佛教史上值
得纪念的高光时刻。他指出，观音文化园要始终坚
持宗教中国化方向，要在诠释佛教经典、发扬优秀传
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路上走深走远。

楼炳文副部长对观音文化园提出三点希望：一
是要讲好观音故事。观音文化是佛教文化与中国

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佛教走上独立发展道路
的重要标志。观音文化园要讲好观音故事，纯洁观
音信仰，弘扬观音精神，不断充实观音信仰的时代特
质，传灯续焰，把观音信仰一代代传下去。二是要丰
富文化内涵。要把观音文化园建成观音文化的展示
中心、学术基地，不断丰富文化园的文化内涵，把观
音文化园建成文化的殿堂、艺术的宝库，成为与普陀
山隔海相望的又一座文化高峰。三是要创新管理模
式。观音文化园要积极创新管理理念，完善管理制
度，提高管理效能，结合文化园的崭新特点，构建“公
共事务管理社会化、单体内部事务管理丛林化、运维
管理理念和管理技术现代化”的全新制度，营造清净
庄严的氛围，突出道德教化功能和人文价值，庄严国
土、利乐有情，引导广大信众正信正行。

褚子育厅长在致辞中表示，观音文化园理念新，
规划起点高，建筑风格独特，施工质量上乘，充分展
示了和合文化价值，传承了优秀传统文化，它是我省
具有重要文旅地标影响力的观音文化园。观音文化
园的建成并顺利开园，是对我省文化和旅游产业的
重要补充和升级，将带动整个舟山市文化和旅游产
业的转型升级，有力助推“四个舟山”建设。

何中伟市长在致辞中指出，舟山是一座底蕴深
厚的海洋文化名城，拥有历史悠久、独具魅力的海洋
文化。观音文化是我国佛教文化中独具魅力的重要
一脉。千百年来，其慈悲济世的博大精神，为建设和

谐社会发挥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2013 年 5 月，舟
山着手建设以观音文化为主题的观音文化园，得到
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受到社会各界
广泛期待。普陀山佛教协会高水平规划设计、高标
准建设施工，打造的观音文化园，回应了社会各界的
悉心关怀和殷切期待，是我国乃至世界又一观音文
化力作。

何中伟市长表示，舟山市委市政府将全面贯彻
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方针，支持普陀山佛教协会进
一步挖掘观音文化现实积极意义，推动观音文化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地相
融合，把以观音文化园为标志性亮点的世界佛教文
化圣地，打造成为浙江“重要窗口”中一道瑰丽的文

化风景。
会长道慈大和尚回顾了建设观音文化园的时节

因缘，感谢伟大的时代，感谢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和
帮助支持，感谢所有参与观音文化园建设劳动者的
艰苦付出，感谢十方信众为普陀山佛教作出的贡献，
感恩一切善缘绘就了海天佛国的新蓝图，成就了观
音文化园的壮丽和精彩。

会长道慈大和尚表示，普陀山佛教协会将始终
秉持观音菩萨无边愿力，努力践行观音菩萨“无缘大
慈、同体大悲”的精神，将观音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积极引导信
众建立正信正行的行为理念，积极参与和谐社会建
设，让观音文化园成为佛教建筑的传世之作、建筑地
标，成为普陀山观音信仰的文化地标，为建设“四个
舟山”、展示“重要窗口”海岛风景线贡献佛教界的智
慧和力量。活动前日，观音法界真空妙有金铜佛像
艺术展正式开展，所藏珍贵佛像和佛饰法器，将在圣
坛永久展示。

下一步，观音文化园将持续提升文化内涵，根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
等要求，努力建成中国观音文化展示中心、国学研究
基地、观音文化学术研究中心、传统文化艺术展陈中
心和多元文化交流中心等，积极传递与世适应的时
代价值及优秀传统文化中提倡社会美德和文化自信
的观念。

（文图 ：来源普陀山佛教协会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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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徒虽有七众弟子的分别，但在团体

生活的原则上，是有一个共同的标准，这个

标准叫做六和敬。就是六种规则，能使大

家过的生活是清一色的，互相敬重，和谐合

聚，清净快乐。

一、身和同住：大家同住在一起，必须要

做到身业清净，和睦相处，不发生磨擦，打架

等粗暴野蛮的举动。

二、口和无诤：大家同住在一起，必须

要做到口业清净，即说话的语气，要谦和礼

貌，悦耳可爱，不宜恶口粗声，引人不快，以

致发生争吵的事件。

三、意和同悦：大家同住一起，必须要

做到意业清净，即要有善良的用意，坦白的

胸怀，有值得欢心快意的事，要大家一起和

悦，不要为求个人的欢乐而不顾大众的欢

乐，或把个人的快乐建筑在大众的痛苦之

上。

四、戒和同修：佛教七众，各有戒律，但

在每一家中都有着共同遵守藉以修持的戒

法。如以比丘僧团

为例，比丘就有共

同受持的二百五十

条的戒法。应该大

家怎么做，就该怎

么做，才显出大家

共同守法的精神。

五、利和同均：

利就是大家所获得

的利益，包括财利

和法利。不论是经

济上的财利，或知

识上的法利，必须

要大家平均分配，

平等享受，不因厚

此薄彼，使之发生

利害冲突，或养成

营私肥己的恶习，

不能使教财成为公

产，致引起争权夺

利的纠纷，会影响

到教团的破产。

六、见和同解：见即是意

见、见地或见解。大家同为教

徒，在见解思想上，必须要相

同统一，教团的力量才不会分

化，否则，每个份子思想多、意

见多，各持成见，自以为胜，那

么这个团体一定不能清净，也

必精神散漫，不能振作有作为

了。

这六和虽有六种，亦可摄

为两种，即理和与事和。如见

和同解，即指大家所证悟的真

如理性，也就是对宇宙人生所

认识的真理，是只有一个，没有两样的，故在

思想方面，不消说自然能趋于一致；其他的

五和都是属于事相方面的。思想既然统一，

行动自然也趋于一律，这也是必然的道理。

所以，佛教徒的六和生活，不但可为佛教团

体的生活准则，也可为普通社会一切团体的

生活准则。

六和僧团的最大好处，是佛陀在前四和

重视法治精神外，还在后二和重视经济平均

与思想统一。一个健全的团体，法治精神自

然不能缺少的，但如不重视经济的平均分配

和思想的统一，便是这个集团趋于分化或崩

溃的致命伤。因小而团体的斗争，大至世界

的斗争，其发生的原因，多在经济失其平衡

的支配，和主要的思想不能统一。可是佛陀

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已拟出团体共同生活的

原则，和平共处的要素，使后世一切团体生

活的原则，都不能越此六和敬的范围，他的

智慧和才力，不可谓不空前惊人了 !

（文：摘自圣严法师《佛学入门》/ 图：常

戒）

佛教中心教理，即三法印与一实
相印。佛为钝根的小乘人，多说三法
印，为利根的大乘人，多说一实相印，
三法印与一实相印，乃是因机宜的不
同，故作浅深略广的说法。

所谓印即印定义。佛法真理，可
以依三法印，或一实相印衡量，印证
一切佛法；凡是合于此等法印的，即
可以判断是佛法了。现将小乘三法
印略释于下：

一、诸行无常：此法印中的行，是
造作变坏义。即世间一切有为法，皆
是生、住、异、灭四相，演变相续，故是
无常，不得永恒常住。现可从两种道
理来说明：(1) 三世迁流不住，所以无
常；(2) 诸法因缘生，所以无常。

何谓三世迁流？即过去、现在、
未来叫做三世。迁流是指时间上，最
短的名为刹那，或一念，因一切法，在
时间上，是刹那不住，念念生灭，现在
的即生即灭，过去的已灭，未来的未
生，故谓三世迁流是相续变灭，是无
常的。如人生由过去的业识来投胎，
到呱呱出世，即由幼而长成，以至衰
老而死亡，又再去投胎，成为来世的
人，以后又是死死生生，生生死死，如
此的三世迁流不住，生命实实在在是
无常的。又众生的生死，叫做分段生
死，菩萨位上的生死叫做变易生死，
未成佛果，有此两种生死，故有一期
一期的生死之相可得，而此一期一期
的生命，即是从刹那不住、念念生灭
的变异而死亡。阿含经云：积聚终销

散，崇高必堕落，
合 会 终 当 离，有
生无不死。这都
是说明人生无常
的 道 理，而 要 感
受 生 死 的 痛 苦。
再 从 器 物 来 说，
一切器物从成立
的 一 刹 那，也 是
新 新 不 住，不 停
变 异，以 至 于 坏
灭，都是无常的现象。

何谓诸法因缘生是无常？因为
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而有的，因缘离
散则消灭，故因缘法是生灭法，以有
生即有变，有变即有灭，前灭后生的
嬗替，可知因缘所生法是无常的，但
非断灭，而是有其因果定律的。

佛陀从三世的迁流，与因缘法中
的观察，看出一切有为法，是迁流演
变的必然性，故建立诸行无常印，趣
入空义的深理，使学佛者，不贪恋五
欲，空去烦恼，向善行善。

二、诸法无我：佛陀从万物在空
间彼此的相关上来观察，一切有为
法，既是因缘和合的，离开因缘，便即
散灭；而人身是五蕴四大积聚的，生
命是无常的，不过数十寒暑的假相，
暂有还归于灭，而说诸法无我。

佛陀说诸法无我的意旨，是因为
一切有情（众生）执著妄见；以为我
是有自主体的，也即是有自性的我，
统宰用的我，由此妄执有我，叫做我

见。我见有二：在
有 情 上 起 执 的，
名 人 我 见，在 法
上 起 执 的，名 法
我见。也名我执
和法执。因有此
二 妄 执，就 起 贪
嗔 痴 等 烦 恼，造
恶 损 人，肆 无 忌
惮，使社会不安，
陷 入 争 斗 现 象，

失去人生社会和睦相处的幸福。
佛陀为二乘人说诸法无我，就是

要破二见，即从缘起理法，说明世间
无常存不坏的色法，而人生的生死流
转既是缘起的，现世此躯体，又是五
蕴四大的和合，离开五蕴，即归于无，
故五蕴根身的我是假我，空无自性
的，哪里有自主体的我？如果说有自
主体的我，必须具有常的、一的、固定
不变的、自由自在的四个含义，但事
实我们的身体，是五蕴和合而成的，
是无常的、非一的、能变坏的，而且身
为苦聚，哪里有自由自在 ? 因此就建
立诸法无我的法印。小乘人听了诸
法无我印的道理，破人我见，证我空
真如。

三、涅槃寂静：涅槃即四谛中的
灭谛。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大乘涅槃，
是圆满寂静（德无不圆，障无不寂），
也简称圆寂。狭义的二乘涅槃，是择
灭义，即以圣智之抉择而断灭烦恼业
生。择灭即解脱生死流转，而常住寂

静，故称涅槃寂静。二乘人证我空真
如，尚有所知障（法执）未断，故有所
执，仅能证小乘涅槃。唯佛断我法二
执，证无住大涅槃。因佛福智圆满，
大悲般若常相辅翼，以般若故不住世
间，以大悲故，亦不住出世间，称为无
住涅槃。由此可知小乘的涅槃，与佛
果的涅槃不同。但因涅槃的境界是
常寂安静的，通称为涅槃寂静。

上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
寂静三法印中之无常无我法印是印
定世间有为法是生灭法，涅槃寂静
印，是印定出世间无为法是寂灭法。
依次序先说无常，因无常故苦，苦故
不得自在，不得自在故即说无我。无
我即是由因缘生灭法示出空的理性。
乃知无常无我，即能趣于解脱，到达
涅槃寂静的境域。而诸法无我印，即
是贯通有为法的无常，与无为法（不
生灭）的涅槃，可以把三法印统一为
同一理性。那么，为何又要分为三法
印呢 ? 这是从人的根性领悟及实践
不同上而分立的：如有些人从无常门
而悟入，即成空解脱，从无我门而悟
入的，即成无愿解脱，从涅槃寂灭而
悟入的，即成无相解脱。这样悟入三
解脱的境界，就可于同一涅槃理性，
而分成三法印了。总而言之，三法印
是印定宇宙人生是无常、苦、空、无
我，教人积极背离五欲，修善行善，趣
入解脱的安乐大道。

（文：摘自圣严法师《佛学入门》

/ 图：常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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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印

作者：演修

闲 师 慧 语

●不要拿别人的地图，寻找自己的路。

每个人都有一道独特的风景，不必羡慕他人。

学会相信自己，再学会欣赏自己，试着把自己最亮的一面

找出来，并呈现在佛陀的莲花座下。

●如果一个人的心胸，能够像虚空一样包容万物，这个人怎

么会有烦恼呢？用包容的心态去面对周围的事物。当你

看不惯的事物越来越少，你的境界也就越来越高了！

●成功的人不仅仅是才华横溢，而是坚强的意志及平和低

调诚实让人信任的品行。

●做人，宽容大度是一种修养，更是一种美德，原谅别人的

错，解脱自己的心。

修一颗宽容之心，养一张宽容之嘴，你的生活会越来越顺

利。

参观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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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求戒学僧受戒圆满谢师感恩

2020 年 11 月 15 日，中 国 佛 学

院普陀山学院前往慈溪五磊讲寺求

受三坛大戒的 16 名学僧受戒圆满，

学院常务副院长会闲法师不辞辛劳

亲至戒场接众新戒回校，出堂前，众

新戒学僧排班至五磊讲寺丈室向宗

立法师礼谢告假，宗立法师恭喜诸位

新戒求戒圆满并做了慈悲开示。

11 月 16 日清晨，在学院带队法

师的引领下，全体新戒学僧穿袍搭衣

持具齐至普济寺方丈殿，恭候并向中

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普陀山佛教协会

会长、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院长道

慈大和尚顶礼谢恩，至诚感念大和

尚、普陀山佛协以及学院成就此次求

受具足戒之因缘。

道慈大和尚在新戒顶礼谢恩后，

先向众新戒学僧表示祝贺，接着为新

戒慈悲开示，大和尚说：“大家既已出

家学佛，受戒圆满，当知如何认真做一

佛子，受戒容易守戒难，要勤学戒法，

严护毗尼，依戒行持，如法修学”，并殷

切叮嘱大家精进办道，荷担如来家业，

为学院和自己所在常住做出贡献。

回到学院，遵照丛林规矩，带队

法师带领全体新戒向我院常务副院

长会闲法师顶礼谢恩，至诚感恩法师

和学院的成就，会闲法师先向全体新

戒表示祝贺，接着为大家做了慈悲开

示，叮嘱大家，求戒圆满，代表着大家

已经正式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出

家人，要当知何为出家人，并警示新

戒不忘初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时

刻遵循“常随佛学，信行合一”的院

训，立志做一个有学问的修行僧，好

好用功，努力修学，为佛教的发展奉

献自己的力量。

（文：大行 / 图：提果）

全体新戒聆听道慈大和尚慈悲开示

全体新戒礼谢院长道慈大和尚

全体新戒礼谢常务副院长会闲法师

2020 年 11 月 9 日 晚 6 点 半，中

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第十届学僧会换

届竞选大会在学院行政院二楼第二会

议室召开。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能进

法师、学院副教务长星月法师、学管办

主任慧智法师、2020 级研究生班班主

任智瀚法师，以及各班班主任觉道法

师、学聪法师、悟果法师、果严法师、能

智法师、传云法师应邀出席本次竞选

大会并担任评委。出席本次会议的还

有第九届学僧会全体成员及参加第十

届学僧会的竞选学僧。会议由第九届

学僧会主席空尘师主持。

会议开始，首先由空尘师一一介

绍出席本次竞选大会的各位评委法

师。随后，参加主席团及各部门部

长的竞选演讲正式开始，在竞选过程

中，竞选学僧发言准备充分，在大家

的发言中既有对学僧会未来发展的

畅想、也有对当下学僧会工作方式存

在问题的分析，同时也有对自我介绍

及对学僧会的认识。演讲中，评委法

师们认真听取竞选学僧的发言，在所

有竞选学僧演讲结束后，评委法师们

对竞选学僧的演讲发言做了详细到

位的点评，使得竞选学僧和在场学僧

有新体悟和更高觉悟。

最后，经过评委法师们研究确定

了第十届学僧会成员，由星月法师公

布第十届学僧会组成成员。主席团

主席耀敬师、副主席果徹师、义宪师，

秘书部部长月瀚师、副部长万计师、

本觉师，文体部部长妙严师、副部长

恒会师、恒学师，修习部部长仁瑞师、

副部长净果师、证圆师等学僧会新一

届干部及干事，接着能进法师总结并

开示，法师在开示中，首先对于上一

届学僧会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和表

扬，对本次参加竞选的同学也分别给

了点评，点评中指出了优点与不足之

处，特别对演讲的台风、文笔、流畅

性、临场应对能力等各方面有待进一

步的提高。对新一届学僧会寄以厚

望，并嘱托学僧会各部门做好交接工

作，进一步深化讲解学僧会存在的意

义，引导学僧会每一位成员各司其职

更好地服务大众。

（文：心乐 / 图：仁净）

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中国佛

学院普陀山学院！

从 9 月 2 日盂兰盆供僧法会开

始一直到 9 月 6 日参访定海烈士陵

园，这几天，学院开展了始业教育。

从学习《佛门礼仪》到学习《学僧守

则》，从听院领导的讲座到诵读《法

华经》，很开心学院能为我们安排这

样的始业教育。

几位院领导的讲座让我受益良

多！会闲法师的讲座《走进普陀山》，

界定法师的讲座《出家人的“空门五

关”》，能进法师的讲座《开卷有益》。

听了这些学历高、资历深、阅历丰富

的法师们讲座，仿佛给我打开了另一

个新世界的大门。

普陀山为什么会成为普陀山？

它又是怎么到今天这个样子？从会

闲法师的讲座里我知道了答案。

会闲法师，他的讲座叫作《走进

普陀山》，会闲法师也是从小在普陀

山出家，在普陀山呆了几十年，他为

我们讲起了普陀山的一些历史，从最

初的梅岑山到如今的普陀山，从慧锷

法师到妙善长老，其中的一些故事和

细节，法师都熟稔于心、信手拈来。

从法师的言辞里去了解了普陀山的

历史以及体会到了观世音菩萨的大

慈大悲，让我的内心更加确认自己做

了一个无比正确的决定——报考中

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

早就听说过不肯去观音的故事，

也看过电影《不肯去观音》，当法师

给我们再次重温慧锷法师的故事时，

我心头依旧猛地一震。到了新中国

成立后，出现了中兴普陀山妙善长老

这位高僧大德。听了法师的讲座，才

知道原来普陀山曾经经历了那么多

风风雨雨，妙善长老也为新中国成立

后的普陀山做了那么多事，从恢复寺

院到建立僧团，从创办学院到培养僧

才，一桩桩，一件件，实是我等学僧应

该认真缅怀的。可以说，没有妙善长

老，就没有普陀山的今天！鲁迅先生

曾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

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

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 ... 这就是

中国的脊梁”，妙善长老 1979 年回到

普陀山，可以说，他用他那坚实的脊

梁肩负起普陀山佛教的复兴，为后来

佛子的修学之路铺上了一层一层基

垫。感恩我们学院常务副院长会闲

法师生动地讲述！感恩妙善长老！

佛教出家人怎样才能成为一名

合格的僧人？从界定法师的讲座里

我知道了答案。

界定法师，通过空门“五关”讲

述了出家人需要面对的种种考验。

身关、名关、利关、信仰关、生死关，这

五关一层一层拾级而上。法师讲话

直爽，能从他的言语中体会到慈悲和

智慧，很欢喜。尤其对法师所做的

PPT 其中所用的一张图片印象深刻，

这张图片就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莫

言的作品《生死疲劳》书的封面，这

本书讲述了一个灵魂轮转几世的故

事，而“生死疲劳”这四个字出自佛

经《八大人觉经》，所谓“生死疲劳，

从贪欲起”。听了界定法师的讲座，

觉得内心中的一些问题不再成问题，

以前所确立的一些事情再次得到确

立。我和法师一样喜欢文学，通过阅

读文学，让我在这世界去体悟不同人

的人生，去见识另一个不同的世界，

引发我对人生与世界的思考，而这种

思考对我来说极其地珍贵，它让我的

人格独立，让我更自由地活在这个世

界，感恩界定法师。

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来中

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从能进法师

的讲座里我知道了答案。

能进法师的讲座是始业教育的

最后一个讲座，名字叫《开卷有益》，

法师从读书讲到中国佛学院普陀山

学院，从读书的好处讲到咱们佛学院

的硬件设施和师资力量，讲到咱们学

院的环境时特别骄傲，占地 300 亩、

建筑 5 万坪、经典仿唐建筑、环境幽

静清新、适宜居住，还特别分享了许

多张他所拍摄的学院照片。说到我

们的佛学院图书馆时，特别提醒我们

要多去图书馆。并讲述学院的图书

馆总藏书约 11 万册，佛学文献占了

50％以上，这实在是我们学院所有学

僧的共同福报。提到佛学院僧才培

养时，说到响应国家政策，提出僧才

培养不是喊口号喊出来的，而要真真

正正落实到每一点，踏实地走好每一

步的。

听了法师们的讲座，了解了中国

佛学院普陀山学院师资力量的强大，

也更加清楚地明白咱们学院对僧才

的重视程度，让我不禁在想，如果不

去努力学习，真的愧对诸佛菩萨以及

为学院尽心尽力的法师们。

我们身为出家人，要学会上报四

恩，通过这几天的学习，慢慢更加了

解了普陀山及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

院，希望自己在“海天佛国——观世

音菩萨的道场”里蒙菩萨加持，不忘

法师们的教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文：空定 / 图：现了）

为进一步提高全院僧众职工的

消防意识，掌握消防器材使用方法，

由佛学院总务处牵头组织，佛学院各

处室共同参加的冬季消防演练活动，

于 11 月 15 日下午在佛学院东门岗

举行。来自全院各部门的职工、2020

级三个班级的学僧共 130 余人，参加

了本次活动。演练活动由道鹏法师

主持。下午两点三十分，演练活动拉

开序幕。活动开始前，副院长兼总务

长界定法师作简短的动员讲话。为

增强对消防器材的操作规范性，此次

学院还特意请来了普陀山消防大队

的胡参谋，请他为本次演练进行现场

讲解和演示。胡参谋在各项演示中，

一边普及消防常识，一边示范灭火器

材的使用方法，在指出火灾逃生中人

们常见的认识和操作误区的同时，又

带领大家依次进行正确的灭火操作

学习，让消防演练，变得生动形象、通

俗易懂。

本次演练主要有三个项目：消防

水袋连接、灭火器灭火、高压气雾灭

火器灭火。职工和学僧们在胡参谋

的耐心辅导下，学到大量消防常识。

在器材演练环节，众多学僧踊跃上前

练习灭火器灭火。经过两个多小时

的紧张演练，所有项目皆顺利收官，

现场气氛热烈活跃。

通过本次消防演练活动，学院僧

职工尤其是年青的学子们，不仅掌握

了基本的消防知识和灭火器材的使用

方法，同时也提高了消防意识和自救

能力，为创建平安学院奠定了基础。

（文：道鹏 / 图：智达）

2020 年 11 月 5 日，7 日，8 日，16

日我院先后有四名同学先后获得了

“佛经背诵奖”，

他们分别是 2018 级男众本科班

学僧照霖师熟练背诵了《金刚经》，2020

级男众预科班学僧昌学师熟练背诵

《佛说无量寿经》，2018 级男众本科班

学僧禅宇师熟练背诵了《金刚经》，019

级男众预科班学僧印诚师熟练背诵了

《金刚经》。我院常务副院长会闲法师

向照霖同学、昌学同学、禅宇同学、印

诚同学颁发了佛经背诵奖金，以资鼓

励。同时，也藉此激励我院广大学僧

能以此为榜样，深入经典，常随佛学。

《金刚经》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

经》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因其包

含根本般若的重要思想，在般若系大

乘经中可视为一个略本，后秦鸠摩罗

什翻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最早

也流传最广的译本。以后相继出现 5

种译本：北魏菩提流支译《金刚般若波

罗蜜经》；南朝陈真谛译《金刚般若波

罗蜜经》；隋达摩笈多译《金刚能断般

若波罗蜜经》；唐玄奘译《能断金刚般

若波罗蜜多经》；唐义净译《佛说能断

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经》的

释论有：憨山大师的《金刚决疑》；天亲

菩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等。 

《无量寿经》二卷，曹魏康僧铠译，

全文一共 17324 个字。全称《佛说无

量寿经》，亦称《大阿弥陀经》，是净土

宗的根本经典之一。《佛说无量寿经》

是讲述过去世法藏菩萨因地修行发

四十八大愿摄受十方众生往生彼国，

极乐世界的种种殊胜庄严以及娑婆世

界的污秽不堪。

“佛经背诵奖”是我院常务副院长

会闲法师本着绍隆佛种、续佛慧命，激

励学僧能够熟读佛陀原典、深入经藏，

更好荷担如来家业，传承佛陀的无上

智慧而发心设立。该奖项自 2015 年

11 月设立以来，获得我院广大师生的

高度认同和一致赞誉，在我院掀起了

一股背诵佛经的热潮，对学僧修行和

研习经教产生非常良好的促进作用。

据统计，截至目前我院已有近百位学

僧通过背诵《楞严经》《地藏经》《金

刚经》《四分律比丘戒本》《四分律比

丘尼戒本》《梵网经菩萨戒本》等指定

经典而获得此奖。该奖项由会闲法师

发心供养，其奖项内容及奖励资金为：

1. 凡能熟练背诵《法华经》（约 69777 字）

与《楞严经》（约 62156 字）者，奖励人

民币五万元；2. 凡能背诵《地藏经》《悲

华经》者，奖励人民币五千元；3. 凡能

背诵《金刚经》《四分律比丘戒本》《四

分律比丘尼戒本》《梵网经菩萨戒本》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

大悲心陀罗尼经》《观世音菩萨耳根圆

通章》者，奖励人民币九百元。望各位

学僧们向上述同学学习，不要辜负法

师的殷殷期盼，依经习法，精进学修，

人人争做“诵法师”。

（文：演修　传云 / 图：玄如　传云）

我院禅宇等四名学僧获“闲师背诵奖”

照霖同学在背诵《金刚经》 禅宇同学在背诵《金刚经》 昌学同学在背诵《佛说无量寿经》 印诚同学在背诵《金刚经》

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第十届学僧会换届竞选大会 

第十届学僧会竞选大会现场及评委法师

能进法师在竞选大会上讲话

竞选学僧现场演讲

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举行 2020 年冬季消防演练活动

普陀讲寺僧伽培训班开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会议精神的学习

 2020 年 11 月 28 日晚，普陀讲

寺僧伽培训班在中国佛学院普陀山

学院图书馆组织全体僧众学习了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学习会由普

陀山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学院普

陀山学院常务副院长、普陀讲寺监院

会闲法师主持。

学习会上，会闲法师带领大家认

真学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相关会

议精神并与僧众们交流了学习体会。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在即将实现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时刻

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全会

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

出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

导思想、主要目标和必须遵循的原

则，提出了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法师要求

全体僧众高度认同党的领导，服从大

局，讲奉献、肯付出，共同爱护学院爱

护寺院，践行大乘佛教菩萨道精神，

为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新胜利做出自己的贡献。

学习过程中，法师还传达了会长

道慈大和尚在佛协会长办公会议、学

院院长办公会议的讲话精神，要求大

家节约惜福，坚持上殿过堂，在修行

上下功夫。同时要求全体僧众做好

冬季新冠肺炎防疫及冬季防火等各

项消防工作。学习会上也传达了市

委统战部副部长、市民宗局局长周开

龙先生对普陀山佛教提出的五点希

望，希望普陀山僧众政治站位要越

来越高、发展理念要越来越新、管理

体制要越来越精、日常工作要越来越

实，内部关系要越来越和。

（文：演修 / 图： 大行）

会闲法师主持学习会议

消防演练活动现场

普陀之学，从心开始

会闲法师带领大家学习

消防现场学僧互相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