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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学、外学，学习是一种态度，
更应该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菩萨学的是六度万行，我们学的是
人天道理。在学习中，领悟佛法的
真谛。

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
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合唱比赛

由 于 净 土 信 仰 的

普及，阿弥陀佛与观音

菩萨已经成为我们最

为熟悉的佛和菩萨了，

那他俩的关系如何呢？

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

下面一一道来。

一、现在世的关系

阿弥陀佛、观音菩

萨及大势至菩萨，同为

极乐世界的圣者，他们

被称为“西方三圣”或

“阿 弥 陀 三 尊”。 观 音

菩萨与大势至菩萨共

同辅佐阿弥陀佛接引

念佛修行的众生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两位

大菩萨与阿弥陀佛类似于大学里助教和教授的关系。

观音菩萨是阿弥陀佛的左胁侍，相貌端庄慈祥，头上的宝冠

上有一小化佛，经常手持净瓶杨柳。大势至菩萨是阿弥陀佛的右

胁侍，头上的宝冠上有一宝瓶。“化佛”与“宝瓶”是区别二位菩

萨的重要标志。

二、过去世的关系

《悲华经》中说：过去有个转轮圣王名叫无诤念，他的大太子

就是观音菩萨，二太子是大势至菩萨。后来转轮圣王修行成佛，

即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观世音和大势至成为父亲的左右胁

侍。由此可见，观音菩萨与阿弥陀佛在过去世是父子关系。

在其它一些观音经典中也提到，他们从无始劫以来曾为君

臣、父子、师徒等多重密切关系。观音菩萨为感念佛的深恩，故于

头顶宝冠上安置阿弥陀佛像，如善导大师的《般舟赞》中说：“天

冠化佛高千里，念报佛恩常顶戴”。

三、未来世的关系

观音菩萨是极乐世界的补处菩萨，即在阿弥陀佛入涅槃后，

继承阿弥陀佛的佛位，在极乐世界成佛，承担教化和接引众生的

重任。如《悲华经》中说：当阿弥陀佛入灭后，由观音菩萨补其位；

观音菩萨入灭后，则由大势至菩萨补处成佛。由此可知，观音菩

萨与阿弥陀佛有点类似于太子与国王的继承关系。

（文 : 能圆 / 图 : 大行）

闲 师 慧 语

●要学会善待自己，要做真实的自己，要不断超越自己，要懂得欣赏

自己 

●善良就是你的福报，善良就是你的靠山。

只要你一直善良下去，总会收获福气！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是懂得沉淀。心的通透，不是因为没

有杂念，而是在于明白取舍。

●知道分寸，体现的是一个人的人品；

懂得换位，体现的是一个人的成熟。

观
音
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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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前有个国家时常遭逢恶雨，如果人们饮用了落到江、湖、河、池、井

中的雨水，便会如同喝醉了酒一般发狂，七日才能清醒。此国的国王，足

智多谋，善于观察天象。当天空阴云密布之时，他知道将下恶雨，便盖上

一口井，不让恶雨落入。而满朝文武百官饮用恶水之后，全都发狂了，上

朝之时赤身裸体，以泥涂面，坐在王宫的地上。只有国王保持着清醒，

仍然一如往常的穿着，头戴王冠，坐在王位之上。群臣没有意识到自己

发狂，反倒认为国王的打扮与众不同，怀疑国王发狂了。众人互相商议

说 :“这决非小事，我们一定要将国王的反常举动给纠正过来。”国王担

心群臣谋反，对他们说：“我有良药，能治自身狂病。你们稍安勿躁，待我

服了药，一会儿再回来。”便进入内廷，脱掉身上衣服，以泥涂面，回到朝

中。群臣见了颇为欢喜，认为本该如此，不觉有异。 

七日之后，群臣醒悟，都非常惭愧，众人衣冠严整地参加朝会。国王

却仍如前日，赤身裸体端坐于王位之上，诸位大臣都感到惊奇，问他 :“国

王平常足智多谋，为何变成这般模样了 ?”国王回答 :“我的心一直凝然

寂静，没有变化。你们误饮恶水而发狂，反倒认为我举止有异。我之所

以如此，并非出于本意。”佛陀同样如此。众生由于饮用了无明之水，而

致迷惑狂乱。如若听闻佛陀所言诸法不生不灭、实相无相的道理，反倒

认为佛陀诳惑众生。故而佛陀才随顺众生根性，现身说法，告知众生诸

法有善、有恶，是有为、是无为，以种种方便接引众生渐趋解脱大道。

——编译自《百喻经》

（文图 : 现了）

5 月 19 日，中国佛学院普陀山

学院“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合唱比赛在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两百余名

师生先后登台，唱响红色旋律，献

礼建党百年。舟山市委统战部副

部长、舟山市民宗局局长周开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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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山佛教协会办公室副主任

孙波等到场观看了合唱比赛。

此次“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

诞”合唱比赛，是在中国佛学院普

陀山学院院长道慈大和尚带领下

学院举办的庆祝建党百年华诞系

列活动之一。

自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发

起“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

红歌合唱的倡议以来，中国佛学院

普陀山学院全体师生积极响应，或

以男女众法师，或以各个班级，或

以普陀讲寺，或以在家职工为单

位，分别组织合唱队伍，精选红歌

曲目，认真领会，用心感悟，用情歌

唱，利用业余时间反复排练，不断

提升，以期拿最阳光的面貌、最饱

满的热情、最动人的歌声为党的百

年华诞献礼。

此次合唱比赛先后奉献了《南

泥湾》《我的祖国》《歌唱祖国》《我

和我的祖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我爱你中国》《东方红》《年

轻的朋友来相会》《我们走在大路

上》《我的中国心》《红星照我去战

斗》《大中国》《团结就是力量》《映

山红》等十四首经典红色歌曲。

经过法师评委组的综合评判，

最终以微弱的比分差距，评选出

了一等奖一名：普陀讲寺代表队的

《南泥湾》；二等奖两名：2018 级本

科班的《我的祖国》、2018 级研究

生班的《我爱你中国》；三等奖三名：

2020 级 本 科 班 的《东 方 红》、2019

级研究生班的《红星照我去战斗》、

2017 级本科班的《歌唱祖国》；荣

誉奖两名：男众法师代表队的《年

轻的朋友来相会》和女众法师代表

队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此次合唱比赛让中国佛学院

普陀山学院师生在重温红色经典

歌曲的同时，加深了大家对红色歌

曲内涵的认知和理解，进而对中国

共产党百年历程有了更深刻的触

动，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听党话跟党走，坚持佛教中国化方

向，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了更

坚定的信念。　　（文图 : 齐俊曌）

男众法师代表队《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女众法师代表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齐唱国歌

5 月 19 日，中国佛学院普陀山

学院“百僧百幅作品献礼建党百年

华诞”书画展在学院国际会议中心

开展，本次书画展共展出有学院师生

为党的百年华诞献礼书画作品百余

幅。开展当日，舟山市委统战部副部

长、市民宗局局长周开龙，普陀山佛

教协会副会长、学院常务副院长会闲

法师，普陀山佛教协会办公室副主任

孙波等莅临展厅观展。

本次“百僧百幅作品献礼建党

百年华诞”书画展展期一个月，此次

活动是在院长道慈大和尚带领下，学

院庆祝建党百年华诞系列活动之一。

自学院发起“庆祝中国共产党

建党 100 周年”书画征集倡议以来，

全院师生踊跃参与、积极投稿，用翰

墨书写家国情怀，以丹青描绘深情祝

福。师生们透过一幅幅作品，畅述爱

党情怀，透过各自的亲身经历和真切

感受，以真情实感讴歌党的百年奋斗

历程，歌颂在党的领导下祖国日新月

异的发展成就，表达对党、对祖国的

无限热爱，和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坚定信心。展出作品形

式各异，书家风格迥然不同，但无一

不主题鲜明、品位高雅、意蕴隽永、精

彩纷呈。

学院常务副院长、普陀讲寺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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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率先

挥毫，分别题写“大悲”、“为村忘一

家，为国忘一邨”、“爱国爱教，正言正

行”等书法作品，为中国共产党建党

百年华诞献礼。

（文图 : 齐俊曌）

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举办“百僧百幅作品献礼建党百年华诞”书画展

领导、法师莅临展厅观展

周开龙局长为一等奖获
得队伍颁奖

会闲法师为二等奖获
得队伍颁奖

界定法师为三等奖获
得队伍颁奖

能进法师、妙印法师为
荣誉奖获得队伍颁奖

合影留念

国王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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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举办“爱党爱教　　　正言正行”讲经交流赛

2021 年 5 月 22 日 至 23 日，中

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举办了以“爱

党爱教正言正行”为主题的讲经交

流赛。

本次为期两天的讲经交流赛是

在院长道慈大和尚的带领下，学院举

办的庆祝建党百年华诞系列活动之

一。本次讲经交流赛由学院学僧会

承办。

在学院国际会议中心礼堂庄严

的国歌声中，本次活动正式拉开帷

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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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山佛教协会常务理

事续圣法师、副教务长照慧法师、副

教务长星月法师、学术委员会如义法

师、学管办主任慧智法师等出席了本

次讲经交流赛并担任评委与颁奖嘉

宾。全院师生 300 余人参加了本次

活动。

在活动正式开始前，能进法师带

领参加本次讲经交流赛的选手们如

法礼赞，以示代佛说法，法随法行。

随后界定法师致开幕词，星月法师宣

读了讲经交流赛的规则以及评分标

准。此外，学僧会特别邀请了 2020

级预科班班主任传云法师作示范演

讲。

在讲经交流赛中，参赛选手们紧

扣活动主题，分别以《仁王护国般若

波罗蜜多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妙

法莲华经》《楞严经》《维摩诘经》《地

藏菩萨本愿经》等经典为理论依据

展开陈述。台上选手们威仪严整，落

落大方，演讲内容结构紧密、层次分

明。提问环节中面对台下的提问，选

手们也是对答如流、思维敏捷。整场

活动，台上的演绎者妙语连珠，台下

闻法者法喜充满，呈现出良好的互动

效应。

界定法师、能进法师、续圣法师、

照慧法师、如义法师、慧智法师分别

对选手的演讲做了详尽而中肯的点

评。

在评委法师们“公开、公平、公

正”的评选下，2020 级研究生班义宪

师获得一等奖；2020 级研究生班正

如师、2020 级预科班空定师获得二

等奖；2018 级本科班慧悟师、2018 级

本科班万计师、2020 级本科班常涛

师获得三等奖。颁奖典礼结束后，会

闲法师作了慈悲开示，法师说，作为

新时代的僧青年，要紧扣时代脉搏，

有责任有担当，以“爱党爱教正言正

行”，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弘扬中华

传统文化为己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作出佛教界应有的贡献。

最后，在庄严的三宝歌声中此次

讲经交流赛圆满结束。

（文 : 万计 / 图 : 仁净、如法）

5 月 19 日，农历四月初八，恭逢

释迦牟尼佛圣诞，为纪念佛陀对众生

的慈悲教化，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

举行浴佛法会。此次法会由中国佛

学院普陀山学院常务副院长会闲法

师主法，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全

体师僧及部分善信共赴盛会，同沾法

喜。

上午 8 时，浴佛法会正式开始。

会闲法师领众至诚迎请释迦太子圣

像至大雄宝殿，并安放于供盆之中。

随后，会闲法师拈香主法，宣说

法语：“我今灌沐诸如来，净智庄严功

德海，五浊众生令离垢，同证如来净

法身。”在庄严的浴佛偈声中，会闲

法师率先以香汤沐浴佛身，中国佛学

院普陀山学院全体僧众及善信依次

浴佛。

浴佛节，是佛教为纪念释迦牟尼

佛诞生的传统节日，藉此传递佛教所

倡导的慈悲济世、正知正见的美德。

《浴佛功德经》云：“由作如是浴佛像

故，能令汝等人天大众，现受富乐，无

病延年；于所愿求，无不遂意；亲友眷

属，悉皆安稳；长辞八难，永出苦源；

不受女身，速成正觉。”愿以此浴佛

功德，祈愿国泰民安、疫情早除，大众

福慧双增，身心清净、福慧双增。

（文图 : 菩萨在线）

九龙沐慈容  　万法得正宗  ——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举行佛诞浴佛法会

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举行 2021 届天台学专业研究生毕业论文云答辩会

2021 年 5 月 13 日，中国佛学院

普陀山学院 2021 届天台学专业研究

生毕业论文云答辩会在学院国际会

议中心第一会议室举行。

论文答辩委员会由山东大学陈

坚教授，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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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总务办主任、

天台学研究生导师善悟法师，学院学

术委员会秘书长智瀚法师，学术委员

会如义法师、现了法师，资深法师智

清法师等组成。

会闲法师担任此次毕业论文云

答辩会主席。共有 3 位毕业班学僧

参加答辩。本次毕业论文答辩会通

过现场会议与网络会议联合的形式

实时进行。答辩委员会的诸位法师

集中在第一会议室，场外的导师及学

僧则通过网络在线同步参与。

根据此次毕业论文答辩会的程

序安排，三位天台学专业的答辩学

僧先后经历了导师荐介、论文自陈

（PPT 演示）、评委提问、评委点评等

环节。此次进行答辩的三位毕业班

研究生，以其扎实的佛学功底，清晰

的语言表达，一致获得了答辩委员会

法师们的肯定，顺利地通过了答辩考

核。

天台学历来是我院的传统优势

学科，师资力量强大，建院之初，妙老

更是有建立天台专宗学院的构想。3

位天台学研究生的论文出类拔萃，在

答辩过程中得到答辩组专家一致称

赞。圣源同学以《元代杭州天台宗

南屏系研究》为题，突破了以往天台

学义理研究的单一性。文章考据了

天台宗的相关著作、元代史料、文集

以及地方志等，对元代杭州天台宗南

屏系法脉传承、思想体系等做了详细

的梳理与解说。

开律同学的论文题目是《从数息

到观息——智者大师数息观研究》，

他选取《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作为

研究对象，以智者大师圆教思想来诠

释天台数息观之修行次第，对我们修

习止观起到了一定的现实指导作用。

智悟同学的论文则以《怀则大师

‘天台传佛心印记’及其“性具”思想

研究》为题。文章主要以研究天台“性

具”思想为中心，从染净遮蔽、违背

实相、相机相待三个方面对“性”之

概念进行厘定，为天台学人研究“性

具”思想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我院一直以来坚持“常随佛学 

信行合一”的办学宗旨，高度重视研

究生的培养，致力于为佛教培养出具

有真才实学、信仰坚定、堪为佛教所

用的人才，为佛教教师队伍培养出一

批批具有高学历、高水平的法师。

（文 : 圆融 / 图 : 演修）

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举行净土专业研究生论文答辩会

5 月 27 日上午，中国佛学院普

陀山学院举行净土专业研究生论文

答辩会。本次答辩会上 2018 级净土

专业悟梵同学、觉航同学进行了毕业

论文答辩，2019 级净土专业研究生

定如同学进行了开题报告。

中国人民大学温金玉教授，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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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办主任、净土专业研究生导

师昌琳法师，总务办主任、2018 级研

究生班班主任善悟法师，学术委员会

秘书长智瀚法师、学术委员会现了法

师等担任答辩委员。本次答辩会由

会闲法师担任主席。

汉传佛教净土宗由唐代善导大

师创立，主张念佛往生，由深入浅，被

广大信众所尊崇。2018 级悟梵同学

以《慈舟法师净土观研究》为题，深

入剖析了慈舟法师对“净土观”贡献，

把华严思想与净土思想互相融合，学

习祖师的行持方式，深入原典，以达

到传播祖师思想的目的。

觉航同学的论文以《道源法师

净土思想研究》为题，阐述了道源法

师以华严经为纲领，以普贤十大愿念

佛观为行持，帮助净土行人除违缘障

碍。日本从台湾刚撤离时，台南深受

日本影响，道源法师则以“素食单身”

思想为基准，恢复传戒，强调持戒、念

佛以期弘扬正统汉传佛教，清净僧

团。

2019 级研究生定如同学的论文

试图以莲池大师《阿弥陀经疏钞》为

主要研究对象，以莲池大师所处的时

代背景及撰述疏钞因缘为切入点，对

《阿弥陀经疏钞》中的思想及其特色

进行研究，揭示莲池大师的净土思想

对后世的影响及其对修行实践的指

导意义。

在进行认真严格的评审后，答辩

小组一致同意两位 2018 级研究生毕

业论文答辩通过，2019 级研究生定

如同学论文可以开题。

我院一直以来坚持“常随佛学 

信行合一”的办学宗旨，高度重视研

究生的培养，致力于为佛教培养出具

有真才实学、信仰坚定、堪为佛教所

用的人才，为佛教教师队伍培养出一

批批具有高学历、高水平的法师。

（文 : 则明 / 图 : 演修）

我院惟仁师等三名学僧获“闲师背诵奖”
2021 年 5 月 7 日、20 日，我 院

2020 级男众预科班惟仁师、演亦师

分别熟练背诵《金刚经》，5 月 22 日，

我院 2017 级女众本科班演律师熟练

背诵《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获

闲师“佛经背诵奖”。学院常务副院

长会闲法师向诸位法师颁发了“佛

经背诵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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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经习法，精进学修，人人争做

“诵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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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出自

《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

行首楞严经》第六卷，是此经倡导的

重要修行法门，其讲述的是观世音菩

萨依古佛之教修行之事迹，从而引导

众生从闻思修入三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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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世音菩萨授记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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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音菩萨授记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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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修等 / 图：传云等）

 我院 2020 级本科班学僧朝礼普陀山
岁在辛丑，暮春之初，春雷共势，

甘露轻扬。2020 级本科班在班主任

能智法师的带领下，同学们踏上了神

圣的朝拜之路。

出发前法师引用《普贤行愿品》

中礼敬的偈颂，对同学们讲到，在礼

拜的时候，不是只拜一尊佛，而是在

礼拜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中，过去、

现在、未来的一切诸佛。以我们清净

的身语意去遍礼一切诸佛，以普贤菩

萨行愿的威神之力，一切如来都显现

在自己面前，自己一身化现一切佛刹

极微尘数身，一一身遍礼一切佛刹极

微尘数佛。如果我们在礼拜的时候

能如此观想，功德不可思议。《根本

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里讲，当我们拜

下去的时候，从膝盖下至金刚际之

间，有多少微尘的土，来生就会感得

多少次转轮圣王的果报。

到达之后，天朗气清，惠风和畅，

在佩戴好口罩与手套，做好了充分的

准备工作之后，大众齐诵“南无大悲

观世音菩萨”圣号，拜下了第一记至

诚的皈礼。

拜至南海观音入口，学僧的队伍

后面，跟随了许多发心的朝圣居士一

起拜山。

观音大佛脚下，煦风轻拂。法师、

学僧们在观世音菩萨圣像下齐诵大

悲咒、心经，讽诵观音偈。

朝圣居士也跟随法师、学僧们至

诚称诵。

右绕三匝，称念大慈大悲观世音

菩萨圣号。

还至本位，法师、学僧与诸善信，

共同回向，一切有情成就无上佛果。

拜山圆满殊胜，法师、学僧在观

世音菩萨圣像下，合影留念，法喜充

满。

清香奉大士，共愿成道业。

经云：“礼佛一拜，罪灭河砂”，至

诚恭敬的礼拜，内心没有妄想杂念，

当下身语意三业清净，籍由礼拜佛菩

萨的外在形象，启发我们内心的自性

佛，便能得到真正的功德和利益。

朝山全程至诚至敬，又念求学之

路，恰如朝山。初，难以任事，但坚定

前愿，则与佛菩萨道交感应，得少许

法喜，更须勇猛奋进，殷切之心必可

感化他人，实现人间佛教之意义，进

而必有所成。

朝圣最后法师带领学僧们齐诵

“南无观世音菩萨”，以此拜山功德祈

愿世界和平、国泰民安，人民安居乐

业；祈愿世界疫情早日消除，罹难者

往生极乐；祈愿父母师长健康长寿；

祈愿弟子学业顺利完成，道业增上；

祈愿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越来越

好！　　　　　（文 : 恒弗 / 图 : 如法）

会闲法师慈悲开示

讲经学僧

会闲法师浴佛

师生依次浴佛

会闲法师担任本次答辩会主席并
主持答辩会

合影留念

至诚念诵

天台学研究生圣源同学进行论文答辩

传云法师示讲

2018 级研究生觉航同学答辩

惟仁师背诵《金刚经》

演律师背诵《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

演亦师背诵《金刚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