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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是观音信
仰的核心境界所在；“千处祈求千处
应，苦海常作渡人舟”是观音信仰的核
心践行所在；两者共同组成了观音信仰
最基本的根系，也是中国佛教文化的重
要内容。

中国佛教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闭幕
道慈大和尚当选中佛协副会长

从 前 有 一 个 缺

乏智慧的人，在旅途

中时，非常口渴想要

喝水。他看到远处

蒸腾的水汽，以为是

水，便循着水汽寻找

水源，一直走到印度

河边。然而他到了

河边之后，却站在那边看着水发呆，并不去

取水解渴。

旁人问他：“你因为口渴而找寻水源，现

在找到了，为何却不喝呢？”

愚人回答：“如果水能够喝完，我自然就

喝了。现在河里的水这么多，我一辈子也没

办法饮尽，所以干脆不喝。”

围 观 的 人 听 到

他这番话，颇觉其愚

痴，纷纷讥笑他。

以此譬喻，一些

外道，对于真理的理

解颇有偏颇却自以

为是，因为自己不能

完全持守佛陀所制

定的戒律，便不愿受持佛法。致使自己与真

理擦肩而过，从而长期轮转于生死苦海之

中。如同口渴至极却有水不饮的那个愚人，

受到时人的嘲讽。

——编译自《百喻经》

（文图：现了）

闲 师 慧 语

●能力决定了一个人走得有多快，而人品则决定了一个人

是否走得远，走得顺。

●善良是一种投资。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还。

你积累的人品和善良，一定会在不经意间还你惊喜与好

运。

慈悲是做人最好的武器，无私是做人最大的财富。

●遇到的人，善待，经历的事，尽心，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轮回的路上，就让善意盈盈的每一段，

写着努力与光明；写着平安与喜乐；写着慈悲与智慧。

●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往往很谦卑。

为人低调谦卑，才能财运亨通，福气不断。

懂得谦卑，保持一颗平常心，善待每个人，福报就会越来

越深厚。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佛教协会第九届理事

会工作报告》和《中国佛教协会章程》修订案。

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佛教协会第十届理事

会、常务理事会。选举演觉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帕松列龙庄勐、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圣辉、道慈、珠康·土登

克珠、策墨林·单增赤列、香根·巴登多吉、永寿、永

信、明生、觉醒、如瑞、湛如、妙江、心澄、纯一、正

慈、印顺、增勤、宗性、赵九九、普法、静波、胡雪峰、

明海、东宝·仲巴呼图克图、祜巴等傣、则悟、常藏、

赛赤·确吉洛智嘉措、扎西坚才、怡藏等 33 人为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刘威为秘书长。推选帕巴

拉·格列朗杰、传印为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会

议还推举了咨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

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佛教协会第十次全国代

表会议决议》。《决议》指出，五年来，中国佛教协

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协助党和政府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

法律法规规章，引领全国佛教界坚持佛教中国化

方向，践行人间佛教思想，加强自身建设，抵制商

业化不良影响，为佛教健康传承发展，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

了应有贡献。全国佛教界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

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积极推进佛教中国化，开创佛

教事业健康发展新局面，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新任会长演觉在闭幕会上讲话。他对今后五

年中国佛教协会工作提出六点展望：一是坚定走

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发光发热；二是扎实有力加强教风

建设，切实提升佛教界自我净化能力；三是契理契

机发展人间佛教思想，对教义教规作出符合当代

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

释；四是放眼长远培养优秀人才，努力开拓新时代

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教育发展之路、人才培养之

路；五是与时俱进加强制度建设，构建具有新时代

中国特色的佛教内部管理规范体系；六是认真履

行社会责任，充分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

布、如瑞、怡藏作大会发言。闭幕会由中国佛教协

会副会长明海主持。

（文图来源：中国佛教协会）

2020 年 12 月 2 日，中国佛教协会第十次全国代

表会议在浙江宁波闭幕

新任会长演觉在闭幕会上讲话

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积极组织法师及教职员工
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2020 年 12 月 7 日下午 2 点半，中国佛学院普

陀山学院组织各职能部门法师及教职员工在学院

国际会议中心第二会议室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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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闲法师主持。

本次学习会的主题是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会议认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召开，

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规划未

来的远见卓识和继往开来的历史担当，充分反映

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接续推进“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的坚定信心和坚强决心，具有全局

性、历史性意义。全会审议通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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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进军的纲领性文件，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

学习会强调，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

治任务，要切实履行职责使命，团结和引领全院僧

众及信教群众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做好“十四五”时期

各项工作创造良好社会环境、贡献更大力量。

会闲法师要求全体法师、职工要高度认同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学院为家，服从大局，敢于领

众，率先垂范、奉献自己，共同爱护学院爱护寺院，

认真学习知识，不断积极进取，身体力行实践菩

萨道，要动员全体僧众及工作人员认真领会全会

精神，积极投身新时代佛教现代化建设，引导大家

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

观，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用智慧和勤劳创造价

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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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图：常戒）

会闲法师主持学习会议

会闲法师带领大家共同学习

渴欲饮水

忏　悔
——破恶灭罪的光明之剑
忏悔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也是佛教徒日

常修行的重要法门，是实践佛法弘扬传播的

基本方式和方法。佛教因果观认为造作恶

业，如未改悔，终究成熟而承受果报。人生

是由久远生死相继而来，今后还须经无数生

的修行，以至于成佛，其间要消除以往无量

劫中所造的罪恶，想要消除业障、发愿精进

修行以期证得佛果，忏悔是不可缺少的环

节。

“忏悔”一词是来源于佛教，其本身是

梵语“忏摩”与汉语之“悔”是梵汉并举的

译法。《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中对忏悔解释

为：“忏者，忏其前愆，从前所有恶业，愚迷憍

诳嫉妬等罪，悉皆尽忏，永不复起，是名为

忏。悔者，悔其后过，从今以后，所有恶业，

愚迷憍诳嫉妬等罪，今已觉悟，悉皆永断，

更不复作，是名为悔。故称忏悔”。而智者

大师对忏悔解释：“夫忏悔者，忏名忏谢三宝

及一切众生，悔名惭愧改过求哀……举要言

之，若能知法虚妄，永息恶业，修行善道，是

名忏悔”。

佛教的忏悔法最初是作为护持戒律、维

护僧伽清净、约束佛教徒修行持戒而产生

的，以布萨、自恣等发露说罪以期改正不犯

为基本方式。对僧伽而言，忏悔的意义在于

消除因毁犯戒律而产生的过失、罪业等而制

定的，最终是为达到业障消除、定慧圆满的

终极目的。

随着大乘忏悔经典的翻译与流传，忏悔

形式和思想逐渐发展成为佛教通行的修行

法门。不但侧重理论上阐释，注重对忏悔的

功德利益、方法类型的论述；让行者知道为

什么要忏悔及如何忏悔等。更重视实践，运

用忏悔法门以达到灭罪除愆、去染存净，既

有出世之消业解脱的目的，又涉及世间消灾

祈福的内容。

俗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了过

错，唯一能补救的方法就是忏悔。佛经中说：

“往昔所造诸恶业 , 皆由无始贪、嗔、痴；从

身语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又说“有

罪当忏悔，忏悔则安乐”。所以，忏悔是修行

中必不可少的修行方法。有了忏悔，才能免

除因为犯错之后产生的懊恼不堪，内心纠

结，罪恶感强烈。如果没有忏悔，这种内心

的罪恶感会一直延续下去，所产生的后果不

可估计，但是通过忏悔，犯错之人可以改过

自新，避免堕落。

由此可见，不论出家、在家的修行者而

言，通过忏悔将有心与无意间所犯的戒律

与过咎伏灭，将内心中的不安和自责消除，

从而达到除罪去障、身心清净、无碍自在。

因此，忏悔为消除罪业的最好途径，功用非

凡，能从忏悔中获得内心的安定与喜乐，继

续修行佛法，为佛教中最与众生方便的修行

法门。

（文：显博）

从前有一个愚人，前往别人家中做客。主人留其用餐时，

他觉得饭菜寡淡无味，主人便在菜品中添了些盐。

愚人觉得加了盐的菜肴味道鲜美，便思忖道：“菜肴之所

以美味，是因为盐的缘故。才加了这一点盐已经如此美味，再

多放些盐岂非更好？”

愚人缺乏智慧，左思右想，觉得直接吃盐味道最佳，便空

口吃起盐来。结果口干舌燥，被齁得受不了。

以此譬喻外道缺乏智慧，听说节食可以得道，便开始辟

谷。或者七天，或者半个月，粒米不食，徒遭饥饿之苦，却无益

于修道。如同愚人，空口食盐，却导致口干舌燥是一个道理。

有智慧的人，遇事总会慎重考虑，权衡轻重之后再付诸行

动，而非仅凭自己的揣测或道听途说便贸然行事。

——编译自《百喻经》

（文图：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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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高端论坛在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举行

2020 年 12 月 26 日，由普陀山佛
教协会主办，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
承办，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国际观
音文化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宗教
文化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中国佛
学院普陀山学院教研实践基地共同协
办的“佛教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高端
论坛”在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举行。

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常务副院
长会闲法师、学院副院长兼总务长界
定法师、学院学术委员会秘书长智瀚
法师、学院安详法师及来自中国社会
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华东师范大
学、南京农业大学、福建师范大学、西
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等多所高校及
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出席了论坛开幕
式。开幕式由界定法师主持。

会闲法师作开幕致辞，法师对各
位教授与学者在百忙之中前来参加本
次论坛表示热烈欢迎与衷心的感谢。
法师指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具
有净化人类思想与合理规范人类行为
的积极作用，在丰富中国固有文化的
同时，持续保持着自觉觉他的根本精
神，佛教中国化不是一个时代命题，而

是一个永恒命题。在新时代如何更好
地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不断提高佛
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广度与深度，
是摆在大众面前的一个新命题，普陀
山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同样担任着重
要角色。普陀山不仅是菩萨的道场，
也是大师的摇篮，更是现代佛教革新
的基地。民国四大高僧之中，太虚大
师、印光大师、弘一大师都与普陀山有

着非常深厚的渊源，其中太虚大师在
普陀山闭关期间还完成了《整理僧伽
制度论》从而开启了中国近现代佛教
的改革。法师希望与会的专家学者们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
以坚持佛教中国化为前提，进一步挖
掘、组织、阐释新时代的佛教文化，为
推动普陀山佛教的持续发展及发挥普
陀山的社会价值献言献策，展现论坛
所具有的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研究员黄夏年教授在开幕式上表示，
值此中国佛教协会第十届代表大会召
开和普陀山观音法界开园这两大盛事
之际，普陀山召开这次佛教中国化的

理论与实践高端论坛，显得契时契机。
黄教授对于学院的邀请表达了感激之
情，他回顾学院往届论坛的举办情况，
并展望未来，寄希望于全体佛教徒，指
出佛教的发展任重道远，希望有更多
的出家人站出来担当重任，围绕佛教
中国化这个主线，搭建更好的平台，在
未来佛教研究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
展现出佛教自身的特色。

随后，论坛分为两个场次进行探
讨，分别由南京农业大学王建光教授
及我院智瀚法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
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黄夏年教授、南京
大学哲学系杨维中教授、福建师范大
学历史系谢重光教授、我院智瀚法师、
南京农业大学王建光教授、华东师范
大学哲学系甘思奇硕士、西北大学丝
绸之路研究院李海波教授、学院安详
法师等人分别就“广西佛教与中国佛
教的关系”“三阶教的历史际遇”“祩
宏的佛教改革思想与实践”“奥古斯丁
和佛教时间观的比较”“近现代佛教的
学术形态”“多语种文本视角下《大正
藏》一处校释”“佛教生死学的立论基
础”“辽代舍利信仰在村落生活中的展
开”等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探讨，为与
会大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的学术盛宴。
此外，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陈金华教授、
浙江大学佛教资源与研究中心何欢欢
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王颂教授、中国
人民大学哲学系温金玉教授等人也为
本次论坛提供了《佛教经济学：历史概
述与个案研究》、《“缘起”思想的中国
化》《佛教文献学的对象、方法与问题》、

《弘赞律师与庆云“鼎湖戒”》等佳作。
第一场交流结束后，会闲法师作

了精彩的发言。法师引证《般若经》《华
严经》《楞严经》《法华经》等经典简要
梳理了观音信仰的渊源及流变，指出
观音信仰在魏晋时期传入中国之后，
经过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汉传佛教观音信仰体系，并一直延续
到今。法师认为，不管观音菩萨以何种
身份出现在十方世界，其根本特点仍
旧是慈悲济世、寻声救苦、有求必应。
法师表示，普陀山作为观音菩萨的根
本道场，在今后的发展中，一定会坚持
佛教中国化的主线，爱国爱教大力弘
扬观音文化，不断提升观音信仰的影

响力，为佛教发展作出更好的贡献。
论坛闭幕式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

系张晓林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黄夏年教授进
行了学术总结，会闲法师再次对于与
会学者、法师对本次论坛的支持表示
了感谢。论坛在与会人员热烈的掌声
中圆满落下帷幕。

（文：常戒 / 图：演修）

2020 年 12 月 17 日、25 日及 27 日，
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 2018 级禅宗、
天台宗、净土宗专业研究生分别举行
了毕业论文中期考核答辩会。中国社
会科学院魏道儒教授、山东大学陈坚
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温金玉教授分别
出席三场答辩会。中国佛学院普陀山
学院常务副院长会闲法师、副院长兼
总务长界定法师、副院长兼教务长能
进法师、学院学术委员会秘书长智瀚
法师、禅宗专业导师如义法师、天台学
专业研究生导师善悟法师、净土宗专
业研究生导师昌琳法师、华师大教研
基地副主任现了法师、学院智清法师
等人分别组成三场答辩委员会。2018

级禅宗专业研究生演修师、智和师，天
台宗专业研究生明豁师、圣源师、开律
师、智悟师，净土宗专业研究生觉航
师、悟梵师等分别进行了中期答辩。
学院 2019 级、2020 级研究生 20 余人
在座观摩。本次论文中期考核答辩会
由会闲法师担任主席。

本次论文答辩共分为三个场次进
行。每场答辩开始前，均由各自的导
师对于诸位同学前期的论文写作情况
进行了简要的说明，参加答辩的各位
同学分别就各自的论文进展、后续思
路及存在问题等方面向答辩委员会进
行了汇报。诸位答辩委员高度肯定了
各位同学前期准备之充分及现阶段多

呈现之成果，同时对于诸位同学的论
文题目、框架结构、行文措辞、论点论
证、学术规范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点评，
认真负责地提出了诸多宝贵意见，为
同学门的后续论文写作提供了重要指
导与帮助，并对诸位同学最终呈交优
秀的毕业论文寄予厚望。参与中期考
核的诸位同学虚心接受了答辩委员会
所提出的意见，表示在接下来的时间

里会抓紧时间写作，进一步优化论文
题目、厘清写作思路、调整论文结构，
不断完善论文写作，争取提交出符合
学院研究生培养要求的优秀论文。

每场答辩结束后，会闲法师均作

了精彩的总结与开示。法师指出，作为
研究生，在写作之前即要多花时间认
真阅读专业书籍，要求大家多花时间
深入经藏，阅读原典、重视原典，从原
典入手挖掘核心内容；并关注学界专
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学习他们的写作
技巧，拓宽视野、增长知识，为论文写
作夯实自身基础。法师指导诸位研究
在写作过程中要做到想清楚、说清楚、
写清楚、做清楚，指出只有认真思考努
力实践，才能锤炼出优秀的论文；法师
认为论文的撰写要有思路、有深度、有
高度、有见地，要按照学院学术标准撰
写论文，力求做到行文规范。法师希
望诸位参加答辩的研究生认真听取导
师及各位评审专家的意见，认真撰写
后续章节的内容，争取以优异的成绩
圆满完成研究生的学业。法师对于在
座的每位研究生都寄予了殷切期望，
希望大家不负光阴，发大心、立大愿，
刻苦勤勉，努力成为佛学院的骄傲，成
为佛教的优秀弘法人才。

（文：现了 / 图：大行）

我院举行 2018 级研究生中期论文答辩会

会闲法师开幕式致辞

佛教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高端论坛现场

高端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合影

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举办 2020 年首届梵呗唱诵交流活动

2020 年 12 月 20 日，由中国佛学
院普陀山学院主办，学院学僧会承办
的 2020 年梵呗唱诵交流活动在我院国
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学院常务副院
长会闲法师应邀出席此次交流会。副
院长兼总务长界定法师、副院长兼教
务长能进法师、副教务长照慧法师、星
月法师、教务办副主任惟泽法师、学院
慧贤法师、明净法师、明峰法师出席并
担任本次梵呗交流活动评委。

梵呗唱诵交流会正式开始前，能
进法师为大众介绍了梵呗的起源与
作用。首先，法师介绍了梵呗的由来
以及发展历程，梵呗是从曹植的渔山

梵呗开始发展，自此佛教就一直沿用
了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音声度众的方
式。其次，梵呗的这种音声度众的方
式是不可缺少的，敦促学僧应该正确
的认识梵呗、理解梵呗、学习梵呗并弘
扬梵呗。随后星月法师为大家宣读比
赛须知及评分标准。

本次比赛分为三个环节，分为六
句赞、八句赞和自选赞偈。出场顺序
以抽签的方式决定。参加本次交流会
的 2018 级本科班、2019 级本科班、2019
级预科班、2020 级本科班、2020 级预科
班共五个班级分别进行了梵呗演唱。

惟泽法师在六句赞环节结束后进
行了点评。提出了参赛队伍的优缺点，
并对梵呗唱诵的技巧提出建议。其中对
唱诵过程中的换气技巧做了深入的点
评，掌握正确的换气节点可以让唱诵更
加流畅，并让唱诵显得更加自然与庄严。

第二个环节表演结束后，照慧法
师非常赞叹参赛同学的表现并对梵呗
唱诵的威仪进行了指导，讲解了每个法
器在唱诵前与唱诵中应该如何持拿更

加的如理如法，指出梵呗不同赞偈的起
腔、接腔与送腔，并现场给予了演示。

维那明峰法师对下午自选赞偈的
比赛进行了详细点评。指出了唱诵中
的不足，并且给大家讲解每个赞偈腔
调的特点，在平时的早晚课诵中如何
更好的掌握并加以运用。

本次比赛有的班级在服装上选择
土黄色的海清，木兰色的七衣，这种颜
色的搭配显得同学们格外庄严；有的班
级在唱诵过程中增加了乐器，用乐器来
协调唱诵的节奏，乐器的加入也让音声
显得更加丰富，也会让唱诵者更加轻
松；还有的班级在出场过程中增添了背
景、音乐、舞台追光等等的设计。无论
是服装设计、舞台设计、灯光设计等都
不同程度的彰显同学们的才艺。通过
这次比赛交流，提高了同学们唱诵梵呗
的水平，并理解了梵呗在佛教发展过程
中承担的作用，同学们纷纷表示会在未
来的学修生活中引起重视。

在同学们宛转悠扬的音声，法师
们的精彩点评之后，迎来了本次梵呗

唱诵交流活动的颁奖环节。副院长
兼教务长能进法师为 2018 级本科班、
2020 级本科班、2019 级预科班颁发妙
声三等奖；副院长兼总务长界定法师
为 2020 级预科班颁发妙音二等奖；常
务副院长会闲法师为本次冠军班级
2019 级本科班颁发梵音一等奖。

颁奖仪式结束后，常务副院长会
闲法师做了慈悲开示。法师对本次梵
呗唱诵交流活动的圆满表示祝贺，充
分肯定了同学们的唱诵水平。法师指
出，梵呗是每一个出家人应该学习和
掌握的一门技能，音声佛事更是出家
衲子的本分，希望同学们在佛学院的
学修生涯中全面发展，回到各自的常
住寺院有能力更好的领众熏修、弘扬
佛法。最后，法师对教务处法师、学僧
会成员在本次活动的辛勤付出，给予
了充分的肯定与表扬。

在三宝歌的庄严音声中，2020 年
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首届梵呗交流
活动圆满落下了帷幕。

（文：心乐 / 图：心乐）

2020 级本科班悦众举行练习法器活动
随着时间的飞逝 , 不知不觉新生

们已经开学了将近两个月 , 为了更快
的适应学院生活融入到这个大家庭中,
新同学们也在努力的提高自己。2020
年 10 月 17 日上午 8 时 , 中国佛学院
普陀山学院 2020 级本科班悦众法师
们在教室内练习法器 , 尔时梵音缭绕 ,
似一朵莲花的清净无染。清净妙音 ,
似乎向人诉说着净土的殊胜。

丛林中一切行事皆依法器为准 ,

演出清净微妙梵音，宣畅最上无上正
法。闻者欢喜，得净妙道。

例如木鱼是诵经时所敲打，大众
诵经时，音声随其节拍而整齐划一。
此外，诵经敲打木鱼，取意于鱼的特殊
习性，即不论在水中悠游或静止不动，
眼睛都睁着不休息，佛门取其精进的
特性，策勉修道者要用功，不可懈怠。

《百丈清规》相传云，鱼昼夜常醒，刻木
象形击之，所以警昏惰也。引磬 , 俗称

小手磬。底部中央贯以纽，附木柄，以
小铁袍击之，于诵经礼佛起止时击之，
以引起大众注意之法器。大磬 , 大磬
为直径三十至六十余厘米之磬，由维
那主之，凡住持或尊宿、仕宦等礼佛，
皆鸣三下。《百丈清规》中说大殿早慕
住持知事行香时。大众看诵经咒时。
直殿者鸣之唱衣时。维那鸣之。行者
披剃时作梵阇黎鸣之。小手磬堂司行
者常随身。遇众讽诵鸣之。为起止之

节。除了以上法器佛教中还有很多法
器比如 : 铛子、铪子、如意、香板等。

通过这次练习法器，体现了同学
们团结一致，共同进步的精神，相信在
以后的日子里他们能为佛教的传播发
展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文图：本觉）

2018 级本科班同学梵呗演唱

2020年11月29日、12月1日、3日、
10 日、15 日我院我院 2018 级本科班觉
海师、2020 级男众预科班学僧本真师、
2020 级男众预科班学僧常嵘师、2017
级本科班万一同学、2020 级男众预科
班学大正师五位同学分别熟练背诵了

《地藏经》、《楞严经·观世音菩萨耳根
圆通章》、《楞严经》、《金刚经》，获得闲
师“佛经背诵奖”。我院常务副院长会
闲法师分别向他们颁发了佛经背诵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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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藏经》全称《地藏菩萨本愿
经》，唐于阗国三藏沙门实叉难陀译。
此经在中国佛教界传诵较广，经中记
载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宫为母亲摩耶
夫人说法，介绍了地藏菩萨在因地修
行过程中的事迹。宣扬地藏菩萨“地
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
提”的宏大誓愿。经中还描述了地狱
的状况，解释种种忏悔业障、救拔亲人
眷属苦难的方法。另外在此经中，释
迦牟尼佛宣说自己入灭之后至弥勒成
佛以前的无佛世界中，教育度化世人
的任务由地藏菩萨负责。强调读诵此
经可获得不可思议之利益，消灭无量
之罪业。

《楞严经·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
章》是出自《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
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唐中宗神龙
元年（公元 705 年）由中印度沙门般剌
密谛在广州诵出，乌苌国沙门弥伽释
迦译语，唐代大臣房融笔受，沙门怀迪
证译。共十卷，收入在《大正藏》第 19
册。此经与中国佛教各宗都渊源深厚，
宋代以降，“贤家据以解缘起，台家引
以说止观，禅者援以顿超三界，密宗又
取以通显教”。其中《观世音菩萨耳根
圆通章》是本经倡导的重要修证法门，
叙述了观世音菩萨依古佛之教，从浅
入深的全部修习过程，从而引导众生，
如是渐净，才能闻住显觉，而入大定，
令证寂灭。随喜未来修学人能于此观
音菩萨道场—普陀山，熏习观音菩萨

“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的智慧，勤
勉诵习、背诵记忆。

《楞严经》全经名《大佛顶如来密
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是
佛教的一部极为重要的经典，唐般剌
密帝译，共 10 卷，约 62156 字，此经在
内容上，包含了显密性相，各个方面的
重要道理；在宗派上则横跨禅净密律，
均衡发挥，皆详尽剖析开示并详细开
示了一切凡圣境界，令于圣境起企慕、
而于凡外得知解，从而不受迷惑、不入

岔道；又详述六十位修证令行者于菩
提道上知所趣向；最后更广开示五阴
魔境，及其破除之法，俾于学人于菩提
道上能克服魔怨留难，所修圆满成就。

《金刚经》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
经》，是大乘佛教重要的般若经典，主
要以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法本作为流
传最广的译本。《金刚经》是佛陀在舍
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先是持钵进入舍卫
城乞食，乞到食物回到本处用饭完毕
后，经由解空第一的须菩提长老请法，
而为大众说的法。其中主要是回答须
菩提长老关于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
菩提心时，自身安住与降伏其心的方
法，突出体现般若智慧就如金刚一般
坚固，能破除一切烦恼，而不受任何影
响。因此，《金刚经》的经文，句句是宝，
妙意尽藏，被奉为“诸佛之母，菩萨之
慧父，众圣之所依。”

值得赞叹的是万一同学是该奖项
自 2015 年 11 月设立以来第二位熟练
背诵《楞严经》的学僧。今年因受疫情
影响学院延迟开学，万一同学于年初
遂发愿熟读背诵《楞严经》，以此功德
回向法界，祈愿疫情早除、国运昌隆、
人民安康、正法久住，体现了我院学僧
读书不忘修行、念佛不忘国恩的宗教
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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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明 / 图：传云等）

我院觉海等五名学僧获“闲师背诵奖”

万一同学背诵《楞严经》 大正师背诵《金刚经》 常嵘师背诵《楞严经·观世
音菩萨耳根圆通章》

本真师背诵《楞严经·观世
音菩萨耳根圆通章

觉海师背诵《地藏经》

普陀讲寺举行冬至祭祖上供法会

2020 年 12 月 21 日，农历庚子年
冬至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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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
普陀讲寺两序大众于学院国际会议中

心妙善老和尚立像前举行上供仪式追
思先贤，缅怀创院老院长。

法会现场清净庄严、梵音缭绕，诚
祈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再续法源；以
此功德回向法界，惟愿国运昌隆、人民
安康、世界和平、正法久住！ 

妙善老和尚，名心慈，俗姓吴，名
敬庭，清宣统元年（1909）出生于江苏

如皋郭家园，24 岁赴丹阳地藏寺礼寂
宽大师出家，剃度于镇江焦山定慧寺
地藏殿。1979 年应普陀山管理局之请
重返佛国，公推为全山代理方丈。在
海内外檀信资助下，先后修复三大寺
和 20 余座庵院，创建普陀山佛学院，
1989 年农历九月十九举行全山佛像开
光暨方丈升座法会。于 1987 年、1990

年先后当选浙江省政协常委、先后担
任舟山市第一、第二、第三届政协副主
席、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副主席、
浙江省佛教协会会长、普陀山佛教协
会会长、普陀山佛学院院长、普陀山佛
教文化研究所所长等职，德播四海，功
留名山。2000 年 2 月 26 日圆寂于普
陀山。　　　　　　　　（文图：演修）

会闲法师主法拈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