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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遇．挑戰．抉擇
─文化戰略視野下的人間佛教

李利安

西北大學玄奘研究院院長兼教授

如果把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與實踐放在當代整個人類文化變

遷格局之中進行觀察，我們會發現，人間佛教是對佛教戰略地位及

其時代挑戰與歷史機遇進行深刻反思之後的智慧抉擇。如果再將這

種抉擇放在整個中國文化發展歷程，尤其是中國佛教發展史當中進

行縱向的觀察，我們則發現，人間佛教是中國佛教又一次重大轉

型，並與前兩次重大轉型遙相呼應，形成中國佛教的一種內在歷史

軌跡。

中國佛教從兩漢之際傳入中國，經過一千年的發展，到唐末以

後實現了中國化轉型，並最終與儒道兩家圓融共處，形成穩定、和

諧、有機的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文化格局；又經過一千年的延續，實

現了大眾化的轉型。但，隨著國門的打開，生產方式的變革，社會

結構的轉型，西方文化的蜂擁而至，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實踐，原

有的儒釋道三教並立互補、會通共存的文化格局迅速瓦解，新的文

化格局在新的社會體制醞釀之時也正在形成之中，佛教的文化角色

和文化定位也面臨新的調整，中國佛教的文化安全與發展命運再次

面臨嚴峻的考驗，其嚴重性可能並不亞於佛教進入中國之時。

如果說佛教在傳入中國並落地生根的歷史進程中，主要通過中

國化和民眾化來支撐起歷史的命運，那當今中國佛教或許應該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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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生活化、社會化、國際化等途徑，來實現其在新的文化格

局中的文化角色和新的社會體制下的社會價值，這也就是人間佛教

的抉擇。

一、佛教在中華文化中的戰略地位

中華傳統文化主要是由儒釋道三教構成的。今天的中華文化則

除了傳統文化之外，還有一些新的元素，尤其是西方文化元素的大

量湧入。總體上看，佛教在當代中國文化發展中具有以下戰略地位：

1. 佛教是中國傳統文化集大成的載體。魏晉以後，因佛教的進

入而形成的三教並立格局，使佛教文化中逐漸匯聚了大量儒、道等

中國的思想文化，所以，佛教不僅僅是中國化了的佛教，而且是承

載著儒、道等各種中國文化元素的佛教。在儒教喪失物質載體、道

教持續凋零的背景下，我們可以說，離開了佛教，中國傳統文化的

大廈將面臨瓦解。

2. 佛教是傳統文化三大支中實力最雄厚的一支，也是目前最有

活力、最有潛力、最有前途的一支，這無論從佛教界的經濟實力、

場所的數量與規模，還是從出家僧眾的人數與文化素質，以及在家

居士的數量與社會影響力等方面看，都是三家當中首屈一指的。佛

教的存在和發展，源源不斷地向中國傳統文化輸入鮮活的因素，激

發並帶動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各個領域。沒有佛教，中國傳統文化將

會變得疲軟無力。

3. 中國佛教與東亞、南亞、東南亞，以及歐洲與美洲等地的佛

教，從古到今都是融會一體的，形成一個彼此連結、相互呼應的同

一宗教文化體系。所以，佛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具國際性的一

支，從而也是最容易與國際接軌的一種文化體系。沒有佛教，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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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化的國際橋梁將坍塌大半。孔子學院的尷尬處境，說明儒教

文化在國際接軌方面的確存在太多問題，走向世界、融入國際文化

潮流最便捷的出路，可能是從佛教開始。（借助基督教，西方文化

融入中國社會；而借助佛教文化，中國文化融入國際社會。）

4. 儒釋道三家都包含著具有普世意義的價值理念，但總體上

看，儒家的核心理念攜帶著更多的糟粕，現代適應性差。道教核心

學說的現代價值也極強，但相對來說比較單薄。佛教理論具有更強

的普世性，緣起、因果、慈悲、智慧、清淨、平等、中道、和合、

圓融等理念，不但是古代的精神財富，也是今天乃至未來的；不但

是中國的，也可以是世界其他民族的。離開了佛教，中國傳統文化

的適應面和現代感召力將大打折扣。

5. 佛教是一種凡聖統一、政教和諧的宗教，因其寬容與和平，

而更容易獲得政治上的寬容，從而更易彰顯其文化價值，從而為中

國當代宗教樹立一種文化形象。沒有佛教，中國宗教文化的當代命

運更不堪設想。（從「宗教是文化」的概念啟動對宗教的尊重，而

「宗教是文化」主要依佛教而得到證明；今天宗教可以在經濟社會

發展中起積極作用的證明，來自佛教者可能也居多。）

第五屆世界佛教論壇 2018 年在福建莆田舉行，55 個國家地區逾千人與會。圖為開
幕祈福法會。（林恩 /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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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佛教文化與自由、民主、平等等普世價值之間不但沒有衝突，

而且具有獨特的理論支撐與實踐借鑑，在與國際潮流接軌的過程

中，在社會文明進步的過程中，佛教文化不但不會遭到淘汰，而且

會如魚得水。

7. 佛教研究成果最為豐富，教、學兩界通力合作，政、教、學、

企四界彼此呼應，這既是中國佛教的歷史傳統，也是改革開放三十

多年的成果，佛教所擁有的這一良好局面是其他任何宗教都不具備

的，佛教以此無與倫比的優勢，將發揮更加廣泛、更加深遠的社會

文化價值。

二、佛教文化所面臨的嚴峻挑戰

佛教在古代社會曾經長期處於主流文化的地位。在那個時候，

不懂佛教就不懂當時的文化潮流，就不理解人們的行為方式和生活

習俗，就可能被視為一個沒有文化的人。今天，這種情況已經完全

消失了。今天的人，懂不懂佛教似乎已經不是衡量其文化程度的標

誌了，佛教已經被排擠出文化的主陣地之外。具體來說，佛教文化

在當代面臨著如下挑戰：

1. 在全球化時代，西方思想的普世性更強，傳播速度之快遠遠

超過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文化一元化傾向在啟蒙運動與工業革命

之後已露端倪，冷戰結束之後，西方文化對世界其他文化的強勢擠

壓更加明顯，其他文化處於疲於應戰的處境。

2. 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官方意識形態地位及其在民眾之中的變異

性流行，對佛教形成巨大的偏見：消極遁世、愚昧落後，甚至封建

迷信，這些負面評價依然是很多中國人自覺或不自覺的佛教觀，這

種思想在社會上的廣泛流行，對佛教文化的傳播形成嚴重障礙。

機遇．挑戰．抉擇―文化戰略視野下的人間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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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府的 GDP 單一性衡量標準，民間一切向錢看的社會心態，

繼續打壓和腐蝕文化的復興，這是發展中國家必然遇到的一種文化

境遇，但在中國大陸，因為政府決策的偏頗（過分強調經濟發展而

忽視文化重塑）而變得極其嚴重。

4. 中國傳統文化本身的斷層還在艱難地接續中。五四運動的批

判、中共建國後的排斥、文革的毀滅，造成文化百年低谷，十年中

斷，傳統文化至今尚未接續成功。佛教文化在近代艱難的復興中斷

之後，由於儒家的殘破與道家的衰落而不免兔死狐悲之感。沒有傳

統文化肥沃土壤滋潤的佛教，處於孤立應戰的境地，三家互補互

應、競爭發展的良性格局基本消失。

5. 佛教作為一種傳統文化，與其他所有中國傳統文化一樣，由

近代肇端的現代轉型依然面臨艱巨的任務，古今接軌的全面性和恰

當性至今沒有完成。這種轉型的基本趨向是，在保持佛教本色的前

提下，與國際潮流接軌、與現代生活接軌，與永不衰減的精神超越

的訴求接軌，在文化繁榮、科學昌盛、經濟發達、政治不斷清明的

時代，不斷調整自己，從而繼續發揮其啟迪智慧、淨化人生、超越

現實的價值，由此開啟中國佛教的第三個歷史時代。可惜的是，中

國佛教第三期的歷史進程依然處於艱難的起步階段，傳統與現代的

關係，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將依然是決定佛教當代命運與未來走向

的主要矛盾。

6. 中國自古以來的文化多元並舉格局至今更加強烈，佛教文化

不可能獨占文化舞台，其文化輻射面和影響力再也不可能像古代那

樣幾乎是無孔不入了，今天的法師們已經無法安享文化人的當然優

待而高枕無憂了。

7. 在宗教大家庭之中，獲得超速發展的基督教在中國大陸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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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靡，反滲透以及對家庭教會治理方面的無能為力，將在短期內依

然構成基督教發展的難得機遇。與此同時，潛力十足的新興宗教也

瞄準極其廣闊的中國大陸信仰市場，並已經開始了勇敢的突破，其

強勁競爭之力也將對佛教形成巨大的擠壓。

8. 政治領域的一些弊端、經濟領域的盲目開發、文化領域的庸

俗化現象等教內外因素，繼續腐蝕汙染佛教，保持獨立品格、批判

精神和超越情懷，成為當代中國佛教挑戰自我的必由之路。

三、佛教文化的歷史機遇

星雲大師在一次講演中說：無論國家也好，團體也好，難免

有「危機」；「危機」也可以成為「轉機」，所以，不管危機還

是轉機，都是機會。但是你看到危機，才有轉機；你看不到危機，

就不知道轉機。佛教在世間流傳數千年，尤其在東傳中國二千多

年來，歷經數次教難，每次都能化危機為轉機。那麼，當代佛教

如何迎接嚴峻的挑戰，化解危機，實現轉機呢？我們先分析一下

目前佛教所面臨的歷史機遇。總體上看，機遇體現在以下幾個方

面：

1. 冷戰結束後，去意識形態化背景下，民族文化的復興勢不可

擋。而佛教經過二千多年的傳播與演變，已經徹底實現了中國化進

程，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所以當然成為這個時代中

華民族文化的核心象徵之一，並將獲得自近代以來難能可貴的發展

機遇。

2. 迎接全球化的挑戰，首先就是要應對文化的一元化，保持人

類文化的多元性，這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的主流觀念。在這個方面，

作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具有二千五百年歷史的佛教，負有不可推

機遇．挑戰．抉擇―文化戰略視野下的人間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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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的責任。而佛教也具有這

方面的優勢：具有跨地域、

跨民族文明交往的成功經

驗，具有三教會通的歷史結

晶，具有在當代開展對話

的積極姿態，具有與其他

文化圓融會通的巨大潛力，

必將成為人類文明交流的

主角之一。

3. 後現代思潮的流行，

在重新反思理性、反思科學、反思現代生活秩序的過程中，包括佛

教文化在內的東方文化的價值將日益彰顯，佛教的智慧與後現代思

潮可以形成共鳴，從而使佛教在國際文化潮流方面獲得難得的發展

機遇。

4. 我們處在中華民族全面復興的偉大歷史時代，這個時代已

經到了從經濟騰飛到政治民主化的過渡時期，而二者之間應該有一

個文化復興的階段。文化復興不是看報刊雜誌有多少，也不是文章

發表了多少，博物館文化館等文化設施建設了多少（當然這些很重

要），真正的文化復興是全民人文素質的確實提升。儘管與公民意

識的養成關係還不是非常直接，但佛教作為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代的強

勁存在，在中國人的人文素質提升過程中，也居於當仁不讓的位置。

5. 改革開發、經濟騰飛，為文化發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佛教文化資源開發儘管帶來許多問題，但同時也在經濟和社會等方

面帶來空前機遇。寺院恢復與擴建的歷史使命基本完成，業已具備

了文化起飛的現實物質基礎。

1994 年星雲大師與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左一）會晤，由單國璽主教（左二）擔任
翻譯。（圖 / 佛光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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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當代中國大陸普遍存在的信仰缺失、道德滑坡、人文不彰的

社會現狀，引發對文化復興的強烈呼喚，佛教文化以其特有的文化

軟實力，而獲得民族文化重塑的絕美機遇。

7. 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斷發展的背景下，執政黨文化基礎

的擴展要求急遽增長，傳統文化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文化基礎，

於是佛教文化在政策層面，可能會獲得愈來愈寬鬆的發展環境。

8. 改革開放三十年，佛教文化發展已形成一定基礎，文化積澱

與社會影響力已初現規模，形成蓄勢待發之勢。

四、回歸佛陀本懷乃智慧的抉擇

星雲大師在《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中說：

現在我們提出「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就是希望重整

如來一代時教，重新審視佛陀最初說法的本懷，希望透過

「人間佛教」的倡導，能夠真正把握佛陀的根本教法與化

世的精神，藉此把各種的異說、分歧與不同，通通統合起

來，讓佛教重新走入人間。因為唯有如此，才能把佛陀當

初的開示、教化，徹底落實在生活裡，讓普羅大眾都能藉

由對佛法的理解與實踐，得以增加人間的幸福與美滿，這

才是佛陀「降世說法」的本懷。1

回歸佛陀本懷就是踐行人間佛教。人間佛教就是迎接挑戰的最好方

法。

星雲大師經過一生的努力，完成了對人間佛教理論體系和實踐

體系的完整建構。從教義來看，在繼承佛陀本懷的前提下，面對佛

1.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6 年，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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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傳統脫離民眾、脫離主流文化、脫離現實生活、脫離正能量的怪

象，呈現出通俗化、理性化、生活化、陽光化的趨向。

從教規來看，星雲大師的修道軌則也具有強烈的個性。在尊重

傳統的基礎上，大師更加強調新的修行方法與新的教規。這些新方

法與新教規告別了古板而神祕的定制、程序的繁冗與禮儀的嚴格，

轉變為修行的清朗與方法的便捷；懲戒的森嚴與恐怖，也轉向了積

極宣導的輕鬆與快樂。

從體驗來看，星雲大師指導下的信眾修行體驗與心理氣質也別

有滋味，且自成情趣，風範感人。

從組織來看，星雲大師領導下的佛光山這一團體，立足台灣，輻

射全球，以既統一又多姿多采的形式，架構起遍布全球的組織體系。

從道場來看，星雲大師主導下的道場建設既突破了佛菩薩供奉

地的局限，也超越了傳統寺院的範圍，既具有人性化的特徵，也具

有開放性的氣魄。

從活動來看，星雲大師主持和宣導的佛教活動，具有豐富多采

的形式和極其廣泛的內容，涉及與佛教相關的各個領域，極大地推

動了佛教向社會各個領域的傳播。

以上六個方面中，最重要的當然還是人間佛教的理論。星雲大

師在《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一書中，專門開闢一章〈人間佛教

的根本教義〉，對佛教的核心學說進行了全新的解讀，使早已被歷

史煙塵層層蒙蔽的佛法真義鮮亮而清爽起來，呈現出理性化、生活

化、陽光化、通俗化的特徵。

所謂理性化，這是近代全球宗教的一種重要發展趨勢，是面對

科學理性成為人類思想主流背景的一種自我調整。宗教的理性化不

同於科學的理性化，星雲大師遵循佛法的根本精神，即智慧與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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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在尊重所有佛教思想遺產的同時，以悲智雙運的菩薩胸

懷，宣導積極入世、福慧共修這一根本旨趣，強調心靈的淨化和心

性的覺悟，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在充滿神

祕的傳統佛教氛圍中，開闢出一條面對現實、勇於擔當、既清爽明

亮、又自信自尊的佛學理路來，呈現出明顯的理性化色彩。

所謂生活化，就是突破學理的層面，面對現實的人及其現實的

生活，解釋人心，應對人心；解釋苦樂，應對苦樂。在直面生活中

提升生活；在提升生活中實現理論的價值，不再於哲學和邏輯當中

周旋，不再於概念的辨析與論證中自我沉醉。星雲大師將全部的注

意力都投放於最實在的日常生活中來，他對人心的觀察準確到位，

對世道問題的把握清晰明了。他提出的解析之理與解脫之路，更是

直契生活，直接收效，體現了菩薩救世的一片悲心。

所謂陽光化，就是告別傳統佛教當中普遍存在的苦難渲染，關

注快樂的生活，具有積極的、正面的、向上的氣象，呈現出喜樂化

的佛學趨向，傳遞給信眾樂觀向上、勇敢無畏、輕鬆活潑、祥和溫

馨的信息。

所謂通俗化，就

是告別理論之高深，

打破理論與生活之間

的阻隔，徹底克服理

論脫離民眾的怪象，

要使佛法的智慧從艱

澀的理論包裹中掙脫

出來，從深奧的哲學

範疇轉變為簡單明了
學佛要學得歡喜自在，積極向上。圖為國際佛光青年
會議，青年展現活力。（佛光青年團提供）

機遇．挑戰．抉擇―文化戰略視野下的人間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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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語，直接而酣暢地滋潤信眾的心田。

這是一件極其偉大的事，也是一件極其艱難的事，非得有大智

慧和大慈悲的人才可以做到。星雲大師勇敢地承擔起這個使命，使

二千多年來讓無數人望而生畏、學而生厭的佛教理論，成為一種輕

鬆愉悅的智慧啟迪，使佛教的學說真正回歸了佛陀的本懷。

五、人間佛教將實現中國佛教第三期歷史轉型

佛教自兩漢之際傳入中國，經過了一個漫長的歷史演變。在這

一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佛教不斷遇到各種問題，形成一個又一個的

危機。但正如星雲大師所說，佛教每一次都能化危機為轉機，智慧

地抉擇，勇敢地轉型，為佛教的發展尋找新的出路。以回歸佛陀本

懷為旗幟的人間佛教，將支撐中國佛教實現又一次歷史轉型，引領

中國佛教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

總體上來看，在人間佛教出現以前，佛教在中國經歷了兩次重

大轉型，各自延續了一千年的時間，形成兩個千年先後相依的歷史

轉換。

中國佛教第一期，從秦漢到隋唐，長達一千年。在這一歷史過

程中，佛教史的主體內容是引進、消化、吸收印度佛教，不但播下

佛法的種子，而且完成了本土化轉型，實現了理論扎根與實踐的拓

展，在不斷學習、不斷創新、不斷弘揚的歷史進程中，形成文化型

與學術型佛教的高度繁榮。其歷史主脈是，印度佛教向中國的傳

播，通過多種途徑的努力，最終在中國完成了學理的辨析、理論的

建構、思想的推廣，形成從學派到宗派的發展與繁榮，實現了輸入

與理解、接受與篩選、消化與吸收等一系列過程，基本解決了中外、

大小乘、三教、政教、僧信等幾種關係，其總體態勢呈現出學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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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化、精深化、菁英化等特徵。

中國佛教第二期，從五代到明清，又是一個一千年，在這一歷

史時期內，佛教的中國化在前一期的基礎上又有了進一步深化與擴

展，更為重要的是在廣泛流傳與滲透過程中，信仰的神聖性與修持

的實踐性不斷強化，形成宗教信仰型佛教的繁榮。同時，中國佛教

因為信仰性需求而進一步簡易化，並因此而真正實現了民眾化。這

一時期的轉型，主要表現為會通儒道、圓融各派、簡化理論、強化

信仰、深入底層、注重修行等，總體態勢上呈現出會通化、圓融化、

簡易化、實踐化、民眾化、神聖化等特徵，說到底，是一種信仰性

佛教大興的時代。可惜的是，隨著社會政治的不斷專制與封閉，社

會文化的不斷箝制與停滯，佛教自身理論情趣與創新能力的不斷衰

弱，佛教日益退隱山林，遠離社會，沉陷神祕，自甘粗糙與簡易，

到後期呈現出一派沉悶消極景象。

為了對治佛教的這種衰敗之相，人間佛教應運而生。經過太虛

大師、趙樸初居士等人的努力，人間佛教開始為一部分先進分子所

接受。但總體上看，人間佛教在大陸的發展與普及還十分有限。可

喜的是，星雲大師繼承太虛大師的事業，並在新的層面開始新的理

論建構和新的實踐拓展，初步實現了「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

五大洲」的宏偉目標。

總體上看，人間佛教所帶動的這次佛教轉型的核心，是不斷生

活化、現實化、實效化、世俗化，從而形成人間佛教的潮流。這一

轉型的基本趨向，是與國家命運接軌、與現代文化接軌、與現實生

活接軌、與心靈訴求接軌、與全球進程接軌。其歷史的主線就是人

間佛教的潮流，尤其是佛光山人間佛教不但在台灣建立了堅實的基

地，而且在全球基本形成對外傳播與文明對話的態勢，尤其可貴的

機遇．挑戰．抉擇―文化戰略視野下的人間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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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理論體系與實踐體系方面完成了基本的建構。從這種建構中

我們可以看到，人間佛教的人間性在佛教現代轉型的過程中，主要

體現為：

1. 回歸佛陀本懷的合法性。

2. 深入社會生活的實用性。

3. 淨化世道人心的操作性。

4. 創造嶄新輝煌的普世性。

5. 立足當代現實的現實性。

6. 突破傳統束縛的開放性。

7. 形成廣泛共識的凝聚性。

8. 迎接各種挑戰的競爭性。

從中國佛教三期歷史轉變的基本特徵和核心主線來看，第一期

的突出特徵是學術性，歷史的主脈是實現中國化，解決了域外與本

土的關係；第二期的突出特徵是宗教性，核心的使命是實現大眾化，

應對的是菁英與民眾的關係；第三期的突出特徵是人間性，努力推

進現代化轉型，主要處理的是傳統與現代的關係。正如星雲大師在

《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中所說：

倡導人間佛教，這才是佛教未來的前途，這才是人間世界

的一道光明。不要沉緬於過去傳統的、消極的、偏差的、

曲解的佛教，今天我們倡導人間佛教，就是要把佛教還給

它原來真實的面目：一個積極的佛教、超越的佛教、自我

圓滿的佛教。2

2.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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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遇．挑戰．抉擇―文化戰略視野下的人間佛教

人間佛教是積極的、超越的、自我圓滿的佛教。圖為 2012 年佛光山舉辦的喬達摩
梵唄音樂會，以音聲作佛事，以梵唄弘佛法。（莊美昭 /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