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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報導】 

中國大陸佛教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方立天  

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理論研究所所長 

   

中國佛教包含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和巴利語系佛教三個系統，這三個系統既有密切聯繫

又有顯著區別。為了闡述集中起見，本文只對漢傳佛教的研究作一回顧與展望。 

  就世界範圍來看，研究中國佛教的主要有中國、日本和韓國，以及歐美三個地區，本文

著重論述的是中國地區的中國佛教研究。由於種種歷史原因，中國大陸和港澳台的佛教研究

又各有不同特點，本文側重的是中國大陸的佛教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一、回顧 

  中國佛教富有重視學術文化創新的優良傳統，以教內的高僧碩學為代表的傳統佛學的探

索闡發，綿延不絕，源遠流長，但是嚴格的現代意義上的中國佛教研究實始於二十世紀初。

從研究視角、方法和內容來看，二十世紀中國佛教研究大體上可以分為：上半葉的歷史學與

文獻學的研究階段，下半葉約前三十年的哲學與歷史學的研究階段，下半葉約後二十年的文

化學、哲學、歷史學與社會學等的研究階段。[註 1]  

  第一階段。隨著西學東漸，二十世紀初，中國大地上出現了一批新式高等學堂，此時講

授中國文化、歷史成為高等學校的重要人文科學課程。有些學有專長的專家，包括經過國外

系統學術訓練，學貫中西、融通古今的學者，把講課授業與著書立說結合起來，運用傳統的

文獻考據方法與國外的歷史學方法研究國學。而此時敦煌佛教文獻的發現，原已佚失的法相

唯識宗文獻從日本回歸，也激發了有關學者整理和研究佛典的興趣和熱情。在這個階段裡，

研究中國佛教取得重大成果的有代表性的學者是梁啟超、湯用彤、陳垣、陳寅恪、胡適等名

家。其中湯氏的《漢魏兩晉南北朝佛教史》、陳垣的《中國佛教史籍概論》、《明季滇黔佛

教考》、《清初僧諍記》，資料翔實，考證精審，立論有據，觀點新穎，均為傳世佳作。胡

適的《楞伽宗考》、《荷澤大師神會傳》等，極富創見，成一家之言。從一定意義上說，這

些學者都開了風氣之先，實為現代中國佛教研究奠定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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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受到學術研究新風氣、新規範的影響，一些擁有一定文化或受過高等文化教育的佛

教徒，也把學術研究和荷擔弘法結合起來，探究立論，撰寫著作。如僧伽界的釋太虛、釋印

順，居士中的歐陽竟無、呂澂就是突出的代表。他們雖和學術界專家的純學術研究有所區別，

但如日後相繼出版的印順的《中國禪宗史》、呂澂的《印度佛學源流略講》和《中國佛學源

流略講》的學術品位，毫無疑問也是上乘的。 

  此時，歐陽竟無創建南京支那內學院，也重視佛典的整理與研究，出版了《藏要》三輯

七十四種。此套書針對歷代藏經的弊端，選輯大藏要籍，經精校譯注後而刊行。在佛典整理

與研究的過程中，也曾引發過激烈的論爭。如歐陽竟無等人指斥《大乘起信論》是非佛法，

是「外道」之論，以太虛大師為首的武昌佛學院僧則給予批駁，雙方展開了激烈的辯論，從

而推動了佛教研究的開展。《大乘起信論》義理真偽之爭，是一場重要論爭，其間涉及到對

佛學義理的理解以及對中印佛學的聯繫與區別的看法，影響深遠。 

  第二階段。二十世紀五十年代以來，中國大陸社會制度發生了歷史性的變化，佛教研究

也出現了新特點。據《中國大陸宗教文章索引》[註 2]作者王雷泉教授統計，從一九四九至一

九六六年的十七年間，中國大陸共發表佛教方面的文章為一○○三篇，平均每年五十九篇。

從一九六七年到一九七三年沒有發表過一篇宗教性文章。一九七七年形勢出現轉機，宗教類

的文章漸次增多。在五十、六十年代學術界的中國佛教的研究成果，多出自於少數高等院校

哲學系的教師。他們多結合中國哲學史的教學，應用歷史唯物主義的方法研究佛教思想，開

闢了佛教研究的新路向。一九五五年，中國佛教協會成立了中國佛教百科全書編撰委員會，

聘請國內佛教學者撰述英文版佛教百科全書有關中國佛教的條目，內容為歷史、教理、宗派、

人物、經籍、儀軌制度、中外佛教關係等。漢文條目共四百餘篇，約二百餘萬言，後經整理

編輯，由知識出版社印成四冊，於八十年代發行。[註 3]這是佛教界研究中國佛教的重大成果，

極富學術價值。 

  第三階段。在改革開放思潮的激勵、推動下，中國大陸知識分子在學術視野和思惟路向

方面發生了很大變化。一批從文化角度關心國家命運的知識分子，重新評估中國傳統文化的

是非曲直，優劣高下，興起了「文化熱」。佛教界領袖人物也針對社會上流行的「佛教是迷

信」的說法，振臂高呼「佛教是文化」。同時，對傳統文化中的儒道思想的研究也推動了佛

教研究的深入展開。隨著研究佛教生力軍的逐年增加，中國佛教的研究成果越來越多，以至

迄今為止，佛教研究的成積極為突出，成為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的顯學。據統計，在九十

年代，有時一年發表的佛教文章，就超過了文化大革命前十七年的總和。 

  總的看來，二十世紀下半葉，尤其是後二十年，中國佛教研究主要是圍繞以下八個方面

展開的： 

  (一)中國佛教史研究的重大進展。中國佛教史的研究始終吸引著學者的關注，一直是中國

佛教研究的重點。任繼愈主編的《中國佛教史》一、二、三卷[註 4]，應用歷史唯物主義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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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系統論述了隋唐以前的佛教歷史，資料翔實，分析縝密，多富創見，具有獨到的學術價

值。全書計畫八卷本，我們期待著後五卷本的早日問世。呂澂的《中國佛學源流略講》[註 5]

是長期嘔心瀝血而成的佳作，全書著重從哲學角度論述中國佛教思想的演變與發展，精闢深

刻，學術價值很高。郭朋有多部佛教史論著，他在本世紀末獨自完成了中國佛教通史的系列

著作。 

  在中國佛教史研究中出現的一個可喜現象是，有了歷史上某個少數民族國家和某一特定

地域的佛教史著作問世。寧夏人民出版社於一九八八年推出史金波的《西夏佛教史略》，填

補了中國佛教史與民族文化史研究的一個空白。一九九七年廈門大學出版社推出王榮國的《福

建佛教史》，福建是我國當代漢傳佛教第一大省，該書系地域性佛教史的系統論述。這兩部

著作獨闢蹊徑，具有開創性的意義。 

  近二十年來，中國佛教史研究的一個顯著特點是，近現代佛教引起了中青年學者的熱情

關注，形成新的熱點，專著選出，成果累累。重要的有鄧子美的《傳統佛教與中國現代化》[註 6]、

何建明的《佛法觀念的現代調適》[註 7]、陳兵與鄧子美的《二十世紀中國佛教》[註 8]，以及

徐蓀銘的《世紀佛緣》[註 9]等。 

  (二)宗派研究的全面展開。宗派研究也歷來受到中國佛教研究學者的重視，尤其是禪宗研

究，更是久盛不衰。近二十年來，一度出現了「禪宗熱」、「禪宗文化熱」，闡述禪宗的重

要著作紛紛問世，令人目不暇接。重要的有顧偉康的《禪宗：文化交融與歷史選擇》[註 10]、

杜繼文、魏道儒的《中國禪宗通史》[註 11]、葛兆光的《中國禪思想史》[註 12]、吳立民、徐

蓀銘主編的《禪宗宗派源流》[註 13]、楊曾文的《唐五代禪宗史》[註 14]、潘桂明的《中國禪

宗思想歷程》[註 15]、洪修平的《禪宗思想的形成與發展》[註 16]、邢東風的《禪悟之道》

[註 17]，還有《印度禪》[註 18]、《如來禪》[註 19]、《祖師禪》[註 20]等，這些著作對禪宗的

思想、歷史及類型作了集中深入的探討，頗有見地，成就喜人。此外，還湧現出一批探討禪

宗與其他文化形態關係的力作，如《禪與老莊》、《禪學與玄學》、《禪宗與中國文學》、

《禪與東方文化》、《佛教禪學與東方文明》、《禪與中國園林》等。預計禪學研究的熱潮

還將持續下去。 

  與此同時，天台、三論、華嚴、淨土諸宗的研究，也納入了學者研究的視野，如潘桂明

的《智顗評傳》[註 21]、楊永泉的《三論宗源流考》[註 22]、魏道儒的《中國華嚴宗通史》

[註 23]和陳揚炯的《中國淨土宗通史》[註 24]等，都是這方面重要成果。 

  (三)佛教典籍整理的重大成果。八十年代以來，在任繼愈教授帶領下的一批學者，經三十

年的艱苦努力完成了《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上編）的編纂，該書共一○六冊已全部出版。

這是大藏經中搜集最宏富、校勘最精良的版本。《中華大藏經》（藏文部分）已完成「丹珠

爾」部分，由中國藏學出版社陸續出版。傳統大藏經以外的搜集整理工作也在有序地進行。

由方廣錩主編的《藏外佛教文獻》已分輯出版，現已發行七冊[註 25]，反應良好。敦煌遺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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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獻的整理具有重要的意義，方廣錩的《敦煌佛教經錄輯校》（二冊）[註 26]，是這方面

的重要成果。又中華書局於八十年代初陸續推出的《中國佛教典籍選刊》已出版了《壇經》、

《高僧傳》、《出三藏記集》、《三論玄義》、《大乘起信論》、《童蒙止觀》、《華嚴金

師子章》、《五燈會元》和《古尊宿語錄》等校點、注釋本。中華書局還同時出版了由石峻、

樓宇烈和筆者等人合編的《中國佛教思想資料選編》四卷，已出十冊。禪宗典籍的整理、研

究也一直為學者所重視，在這方面的成果有周紹良的《敦煌寫本壇經原本》[註 27]、楊曾文的

《敦煌新本六祖壇經》[註 28]、李申、方廣錩的《敦煌壇經合校簡注》[註 29]等。此外，上海

古籍出版社於一九九二年出版了陳士強的《佛典精解》、季羨林等校注的《大唐西域記校注》

（《中外交通史籍叢刊》之一），由中華書局於一九八五年出版，也是相關典籍整理研究的

重要成果。 

  (四)佛教哲學研究的深入展開，高等院校哲學系中國哲學史課程包括了漢唐佛教哲學的內

容，在教學需要等因素推動下，佛教哲學研究在不斷深入開展，並陸續出版一批可喜的成果。

較早的有田光烈著《玄奘及其哲學思想中之辨證法因素》[註 30]。六十年代初任繼愈的《漢－

唐中國佛教思想論集》問世，該書應用歷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理與方法，從哲學思想高度研

究中國佛教思想的深層內涵，開闢了佛教研究的新理路，影響至為深遠。[註 31]八十年代以來，

同類的著作先後有嚴北溟的《中國佛教哲學簡史》[註 32]、筆者的《佛教哲學》[註 33]、黃心

川的《印度哲學史》[註 34]、姚衛群的《佛教般若思想發展源流》[註 35]、巫白慧的《印度哲

學》[註 36]。此外，相關的著作有賴永海的《中國佛性論》[註 37]，相近的著作有張懷承的《佛

教倫理道德精華》[註 38]，王月清的《中國佛教倫理研究》[註 39]等探討佛教心性或倫理的專

著。還有曾祖萌的《中國佛教與美學》[註 40]、王海林的《佛教美學》等探討佛教美學的專著。

隨著新生代的崛起，佛教哲學以及相關學科的研究也必將不斷拓展、不斷深化。 

  (五)中國佛教文化研究形成熱潮。八十年代以來，一批學者紛紛從文化角度研究佛教，並

引起了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中華書局與中國佛教協會分別出版了討論「佛教與中國文化」

的專集。包括筆者在內，也投身於其中，撰寫了《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此書由上海人民

出版社於一九八八年出版。在此前後，上海人民出版社還出版葛兆光的《禪宗與中國文化》

（一九八六）、魏承恩的《中國佛教文化論稿》（一九九一）。一九九五年底，江蘇教育出

版社出版了洪修平的《中國佛教文化歷程》，一九九七年底，宗教文化出版社還出版了《佛

教與中國傳統文化》（上、下冊）。 

  (六)藏傳佛教與密教研究漸成熱點。藏傳佛教一直為內地一些佛教研究者所重視，相繼出

版了一些著作，其中如王森的《西藏佛教發展史略》，於一九八七年由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這是一部頗有深度的力作。近年來出版的則有吕建福的《中國密教史》[註 41]、索南才讓的《西

藏密教史》[註 42]、班班多杰的《藏傳佛教思想史綱》[註 43]、吳立民與韓金科的《法門寺地

宮唐密曼陀羅之研究》[註 44]等。密教與唐密的研究成果引起了漢語系佛教界的興起和學術界

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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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對周邊國家佛教的研究取得新進展。隨著佛教學術研究的積累和對外交流的增加，中

國佛教學者也開始重視研究外國佛教，並出版了不少著作，如楊曾文的《日本佛教史》[註 45]

及其主編的《日本近現代佛教史》[註 46]、何勁松的《韓國佛教史》（二冊）[註 47]和陳景富

的《中韓佛教關係一千年》[註 48]等。  

  (八)此外，在佛教制度和寺院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了一定的成績。如謝重光等著的《中國

僧官制度史》[註 49]、張弓的《漢唐佛寺文化史》[註 50]和郝春文的《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

尼的社會生活》[註 51]以及丁鋼的《中國佛教教育──儒佛道教育比較研究》[註 52]等，視角

獨特，資料豐富，迭有新意，對瞭解佛教，全面深入研究佛教，有著重要的意義。 

  二十世紀八十年代以來，中國大陸佛研究還有一個重要現象是，佛教學術研討會增多，

學術交流頻繁。自一九八○年九月首次在西安市舉行「全國佛教學術研討會」以來，到目前

為止，在全國範圍內，已成功舉辦了全國性的各種佛教學術研討會六十次左右。會議的主題

多集中在宗派、人物、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等方面，研討會既及時地交流了科研成果，又促

進了佛教研究的進一步開展。此外，有的研討會還與台灣地區、日本、韓國聯合召開，有力

地推動了海峽兩岸以及中、日、韓三國的佛教學術交流。 

  百年中國佛教研究史表明，以下四個研究重點和路向幾乎貫穿於全過程： 

  一是重視中國佛教史的研究與撰寫。從湯用彤的《漢魏兩晉南北朝佛教史》到任繼愈主

編的《中國佛教史》（三卷），以及眾多學者撰寫的佛教史、佛教思想史、斷代史、宗派史

等，無不反映出佛教研究中的中國史學傳統和外國史學方法的巨大影響。 

  二是重視佛教典籍的整理和研究。從早期南京支那內學院整理、出版《藏要》，直至八

十年代以來，佛教典籍的整理越來越被重視，並取得了豐碩的成果。 

  三是法相唯識學的研究。自楊仁山從日本引回法相唯識學的典籍以來，一時在僧界和學

界激起了法相唯識學研究的熱潮。南京支那內學院、北平三時學會和武昌佛學院成為佛教界

研究法相唯識學的三大重鎮，歐陽竟無、呂澂、韓清淨等都是教內唯識研究的專家。在學界，

如熊十力對法相唯識學作了獨創性的研究。近二十年來，西方現象學研究方法傳入我國，又

進一步推動了法相唯識學研究的深入發展。 

  四是禪宗的研究。二十世紀推動禪宗研究的學者，當首推胡適。正是胡適提出了新的研

究方法──「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並在禪宗的研究中提出了新的觀點：「南宗的急

先鋒，北宗的毀壞者，新禪學的創立者，《壇經》的作者──這是我們的神會。在中國佛教

史上，沒有第二個人有這樣大的功勳，永久的影響。」[註 53]這一驚世駭俗之論，引起了僧界

和學界的強烈反響和熱烈爭論。學界的一些泰斗和佛門的龍象，都捲入了論爭之中。禪宗的

創始人問題，直至今日尚無定論，除胡適的神會說外，還有菩提達摩、道信、弘忍、惠能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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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馬祖道一等說法，眾說紛紜，莫衷一是。禪宗之所以成為中國佛教研究長盛不衰的熱點，

還與它的修持方法、教學方法直接相關，尤其是禪宗的「頓悟」直覺方式和大量「語錄」，

更是和世俗社會的文學、藝術、倫理、哲學等文化形態相容相通，以至一直受到學術界、文

化界的青睞。禪宗是中國佛教研究的恒久課題。 

二、啟示 

  從百年中國佛教研究的簡略回顧中，探求影響和制約中國佛教研究的各種重要因素，分

析中國佛教研究學者自身和客觀條件的優長和缺陷，也許會從中得到有助於推動今後中國佛

教研究的有益啟示。 

(一)影響和制約中國佛教研究的諸因素 

  1. 從百年中國佛教研究的全過程來看，中國佛教研究幾乎一直是依附於傳統文、史、哲

這三個學科發展的。這帶有一定的必然性。作為宗教學的一個分支中國佛教，要開展現代人

文科學意義上的研究，一般來說只能依附在與它關係密切的人文科學中；同時，又主要是高

等學校文、史、哲學科的學者才有興趣、有可能和有條件從外部不同角度切入研究中國佛教。

這種研究的好處是，有助於從多種角度揭示中國佛教的內涵，也有助於相關學科的比較研究，

但這種研究有時也可能帶來一些弊端，就是難以深入把握中國佛教的特質，難以真正理解中

國佛教的全貌，甚至模糊了佛之為宗教的本性。這也表明在高等院校設立宗教學系，宗教學

系從哲學系中獨立出來，是有必要的。 

  2. 研究者的素質對中國佛教研究成果的質量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從百年中國佛教研究的

歷史中，我們可以看到，有兩類人的貢獻最大，一是學貫中西，掌握多種語言工具，熟悉西

方相關研究方法的學者，如湯用彤、胡適、呂澂等人；二是精通古漢語，具有中國傳統文化

深厚造詣的學者，如熊十力等人，他們都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傳世著作，都提出了後來學者難

以逾越或難以繞過的新觀念。這為我們培養、造就中國佛教研究的高層次人才指明了方向，

表明逐漸造就一批掌握多種語言、視野開闊、瞭解外國相關研究成果和方法的青年學者，這

進一步提高中國佛教研究水準，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3. 思想觀念對於研究中國佛教的立場，態度有著直接的影響。如文化大革命後，鄧小平

提出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方針，在宗教研究幾乎停頓的狀態下，實具有解放思想、

轉變觀念的巨大作用，它極大地推動了中國佛教研究的開展和開拓。又如「佛教是迷信」與

「佛教是文化」兩個不同的命題，前者必然導致窒息佛教究，甚至把研究引向單純的批判；

而後者則有助於開闢從文化角度研究佛教的新天地。至於對佛教持崇信或反對的兩極立場，

以及是否必須親身實踐體悟佛教義理才能研究佛教的不同看法，都將影響中國佛教研究的開

展，而且對研究成果是否最終為社會與學者所認可也有一定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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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經濟對中國佛教研究也是一個重要的制約因素。這有兩種情況：一是經費的投入。佛

教學者必須長期坐冷板凳，堅持不懈，潛心研究，才會有所得。本世紀上半葉，中國佛教研

究只集中於南北方少數幾個佛教團體和高等學校就與經費狀況有關。目前，隨著中國經濟的

逐步發展，國家在有些高等院校成立宗教系、設佛教研究重點基地，在社會科學院系統陸續

設立研究佛教的機構，並給佛教研究提供一定的財政支持，這就使中國佛教研究得到了重要

保障。二是市場經濟的調節作用。當前，出版界有些人會吸引有些相關學者撰寫適應普通讀

者需要的通俗讀物，這種通俗讀物的寫作與出版也是需要的，但有時也會在一定程度上衝擊

正常的學術研究，因此有關單位選用經濟槓桿，以保證佛教學術研究精品的寫作與出版是很

有必要的。 

(二)優長與缺陷 

  通過百年回顧得到的啟示並結合現狀的分析，我們認為，大陸研究中國佛教的學者自身

和客觀條件大致有四個優長和四個缺陷，四個優長是： 

  1. 從佛教文物的保存和發現來看，中國擁有漢文、藏文和巴利文三系的佛教典籍，是保

存佛教文獻最完整、最豐富的國家。中國又擁有大量的佛教文物，且時有考古的新發現，這

是中國學者研究中國佛教得天獨厚的特殊有利條件。 

  2. 從研究中國佛教學者的素質來看，由於母語文化與所處國度的關係，中國學者占有閱

讀、理解中國佛教典籍的方便條件，因此專業知識的積累較為紮實，擁有過硬的基本功。中

國學者大多具有較豐富的中國傳統文化知識，這對於瞭解在古代中國思想文化背景下形成的

中國佛教宗派如天台宗、華嚴宗、禪宗和淨土宗諸宗，深刻地把握中國佛教宗派的思想淵源

和精神實質極為有利。研究中國佛教的學者也多富有理性精神，能夠冷靜地對待佛教，客觀

地研究佛教；也長於分析和綜合，善於宏觀地、整體地研究佛教。 

  3. 從研究中國佛教的學者的整體隊伍來看，經過不斷培養，已經湧現出一批三十至五十

歲左右的中青年博士，形成了老、中、青三代結構比較合理的專業隊伍。這些人分布在宗教、

歷史、哲學、文學、藝術、文物等各領域，有利於取長補短，發揮各自的優勢。可以說，在

今天的佛教研究行列裡，中國學者是一支舉足輕重的力量。 

  4. 從研究的廣度和深度來看，經過不斷的努力，在中國佛教研究方面，我們也取得了非

常顯著的成績，在研究的深度和廣度方面都有長足的發展，其中經典性的著作和具有重大學

術價值的著作豐富了佛教學術的歷史積累，為爾後的佛教研究奠定了深厚的基礎。 

  四個缺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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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觀念有時失衡，視野比較狹窄。一個群體長期從事某一領域的研究會自然地形成一定

的學風、風格、傳統和優勢，同時，又不可避免地潛伏著某些缺陷和不足，清醒而及時調整

觀念，是保持研究不斷前進的前提。我們以為在中國佛教研究的觀念上，存在著重外在輕內

在、重歷史輕現實、重經典輕實踐的缺陷。也就是說，研究佛教史，重視佛教外在的社會背

景的研究是必要的，但是忽視佛教內在的演變原因的研究，就成了缺點。探討佛教外在的社

會思想背景，重視儒家、道家的影響是必要的；但忽視本土的宗教（包括漢代以前的中國宗

教、漢代以來的道教、民間宗教）的影響，則是片面的。研究中國佛教的歷史是很重要的；

但忽視研究正在現實生活中起作用的佛教內容，是不妥的。研究中國佛教經典有著重要的意

義；但忽視廣大佛教信徒的修持實踐，這種研究是不完整的。調整這些觀念，並付諸實踐，

必將使中國佛教研究出現另一番面貌，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此外，重整體的直線性研究與

論述，輕地域性的調查與研究，即對不同地區佛教的不同特點，以及都市與鄉村佛教的差異，

缺乏深入研究，也是研究觀念失衡的一種表現。觀念失衡，就會導致學術視野和研究領域狹

窄。佛教是有自身特色的、內涵豐富的社會實體，是極為複雜的文化現象，而以往對佛教的

戒律、儀軌、修持方法、生活制度、組織結構等往往多在研究視線以外而未引起足夠的重視。 

  2. 研究方法比較單一，表述顯得呆板。在中國佛教研究中，以批判性研究為主的多，科

學性的客觀「描述」方法、哲學性的規範「理解」方法、文化性的相互「對話」方法，都運

用得很不充分。即使是運用較多的客觀「描述」方法，也多是在歷史的重覆敘述上投入過多

的精力，在理解和對話的研究方法方面，更是缺乏從現代哲學和比較文化角度的深入詮釋和

相互溝通，以致使我們的研究在總體上缺乏時代氣息。此外，我們還較多地重視宏觀研究，

忽視微觀研究，如對典籍的註釋，對佛教人物、事件、制度、儀式、寺院等的具體研究都顯

得不夠充分；也忽視田野調查，很少把文獻資料與田野調查結合起來。這都是我們今後要認

真改進的。在表述上，中國佛教研究論著多為「教科書式」的，研究範圍多為人物、宗派、

論著，結構不外乎篇章節，再加上一些「進化論式」的描述。這種寫法自然有其可取之處，

而且也是必要的，目前真正好的教科書式的著作也不多，但是過於泛化，如把研究都寫作教

式的，就顯得呆板機械，束縛了我們的研究理路和研究方法，致使我們的研究多為通史類、

概論性的，既缺乏明確的問題意識和深入的專題研究，又沒有充分吸收相關學科研究的成果。 

  3. 缺乏靈活的體制和先進手段。中國佛教研究中所出現的種種問題，與陳舊的科研體制

也有很大關係。我國的佛教研究，一方面存在著許多空白領域和薄弱環節需要填補和加強，

另一方面又普遍存在著重覆勞動、效率低下的現象，這與現行的科研體制有很大關係。在現

有的科研體制下，學者的研究工作多是分散的、手工作坊式的，隨意性很強，學者之間、各

高校和科研機構之間缺乏必要的協調合作，沒有充分發揮現有人力、物力資源的效率，尚未

形成嚴格統一的學術研究規範。現代化佛教研究的發展，不僅要有合理的科研體制作保障，

而且還要充分運用國際互聯網等現代化的技術手段。目前我國的佛教研究領域，還沒有建立

起人可共享、方便快捷、較為完整的專業資料信息庫、專業資料檢索系統和相關的信息交流

渠道。雖然國際互聯網等現代化的技術手段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了極大的可能，但是我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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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限於各種條件，仍有一些學者尚未深入到這一領域（包括筆者在內），還沒能充分利用

現代化技術來改善自己的研究手段。 

  4. 經費不足，缺乏切實保障。中國佛教研究的經費雖然逐年有所增加，但是投入力度仍

然不夠，影響著資料購置、課題立項、田野調查、學術著作的及時出版、研究隊伍的穩定和

人才的培養，看來經費拮据也是個極待解決的問題。 

三、展望 

  在前面論述的基礎上，結合國內外的相關情況，下面擬對中國佛教研究的前景作一展望，

不一定準確，希望和大家共同探討這個問題。我們認為，展望中國佛教研究，就是要對中國

佛教研究的未來走向、趨勢、特點，以及新變化、新發展作出判斷和預期。可以說，處在社

會轉型期的中國佛教研究，也必將在研究的觀念、領域、方法和手段等方面的轉型軌道上不

斷取得新的進展。 

  (一)隨著觀念的不斷轉變，研究理路將逐步趨於完善。在中國佛教研究方面，中國學術界

已經走上了既不同於信仰主義，也不同於教條主義的客觀理性研究之路，對於忽視中國佛教

內涵特性、現實作用與實踐活動的片面性的研究現象已經有所醒悟，隨著中國佛教研究的進

展，也許將逐漸形成一個佛教學體系，和形成一個佛教學的理論框架，由此又必將反過來進

一步推動中國佛教研究躍上一個新的台階。 

  (二)不斷補充、運用相關學科的研究方法，推動中國佛研究向深度與廣度發展。相關學科

研究方法的運用對中國佛教研究的發展有著直接的意義。上一世紀中國佛教研究的過程，就

是從文獻學方面做文本的研究，進而到義理的研究；從歷史學的研究到哲學的研究，再到文

化學的研究，這一個研究方法不斷更新不斷突破的過程。今後中國佛教將有可能進一步展開

多元研究，除文獻學、歷史學、哲學之外，還要從倫理學、心理學、考古學、語言學、文學、

政治學、經濟學、建築學、美學、天文曆算、地理、醫學、民俗學諸多方面展開研究，不斷

拓展中國佛教研究的領域。為此，今後將會注重多學科的專門研究和綜合研究，與此相應，

同行之間的合作，佛教界與學術界的合作、大陸與港、澳、台學者的合作、中外學者間的合

作將進一步得到提倡，並必將成為一種重要的研究形式。 

  (三)現實性課題的研究將重點展開。如上所述，佛教研究幾乎涉及到人文社會科學的所有

領域，也涉及到自然科學的天文、地理、醫學、環境科學等領域。佛教博大精深，它所包含

的豐富資源，必將推動自身研究領域的不斷擴大。在研究課題方面，與現實相結合的課題將

會得到佛教界與學術界的共同重視和關注，諸如佛教的現狀如何，佛教在現實生活中的活動

方式、作用及影響如何等一些問題，必將引起學術界的高度重視；就佛教界來說，結合當代

社會現實問題來重新詮釋和闡發佛教的教義，是極為重要而迫切的課題。當前，佛教界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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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識之士同學術界合作研究的一些課題，如發掘倫理道德資源，為建設社會精神文明服務；

探討佛教「農襌並重」的優良傳統在現代條件下的新方式、新途徑；研究佛教在環境保護方

面的獨特功能和作用等，這些課題都是符合現實要求，具有時代意義的。此外，藏傳佛教將

會繼續是研究的重點，巴利語系佛教的研究也有可能逐步展開。 

  (四)隨著佛教信息網和類似網站的建立，中國佛教研究將逐步進入網路時代。但在網路時

代，同樣也要求研究者重視佛教重體悟重實踐的特點，走進原典，深明其意，體察修持，深

入理解，以不斷提高研究的效率與質量。  

  

【註釋】 

[註 1] 參見葛兆光，〈中國（大陸）宗教史研究的百年回顧〉，《中國宗教研究年鑑》（宗教文化出版社，二

○○○年七月版），第九十九－一一三頁。 

[註 2] 台北：東初出版社，一九九五年十月版。 

[註 3] 《中國佛教》第一冊，一九八○年四月版；第二冊，一九八二年八月版；第三、四冊，一九八九年五月

版。 

[註 4]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一－一九八八年。 

[註 5] 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年。 

[註 6]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九年。 

[註 7] 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年。 

[註 8] 民族出版社，二○○○年。 

[註 9]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八年。 

[註 10] 上海知識出版社，一九九○年。 

[註 11] 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年。 

[註 12] 北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五年。 

[註 13]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八年。 

[註 14]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九年。 

[註 15] 今日中國出版社，一九九九年。 

[註 16] 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年。 

[註 17]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二年。 

[註 18] 方廣錩著，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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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9] 洪修平等著，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年。 

[註 20] 董群著，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年。 

[註 21] 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六年。 

[註 22] 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年。 

[註 23] 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年。 

[註 24] 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年。 

[註 25] 宗教文化出版社，一九九五－一九九九年。 

[註 26] 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年。 

[註 27] 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七年。 

[註 28]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年。 

[註 29] 山西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年。 

[註 30] 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年。 

[註 31] 三聯書店，一九六三年。後又增補文章，並改名為《漢唐佛教思想論集》，由人民出版社於一九七三年

出版。 

[註 32] 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年。 

[註 33]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一九八六年。後經增補，於一九九一年出版增訂本。 

[註 34] 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九年。 

[註 35] 北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六年。 

[註 36] 東方出版社，二○○○年。 

[註 37] 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年。 

[註 38] 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九年。 

[註 39] 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九年。 

[註 40]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一年。 

[註 41]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五年。 

[註 42]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八年。 

[註 43] 上海三聯書店，一九九二年。 

[註 44] 香港：中國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一九九八年。 

[註 45] 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年。 

[註 46] 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六年。 

[註 47] 宗教文化出版社，一九九七－一九九九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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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48] 宗教文化出版社，一九九九年。 

[註 49] 青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年。 

[註 50]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七年。 

[註 51]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八年。 

[註 52] 四川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八年。 

[註 53] 黃夏年主編，《近現代著名學者佛學文集‧胡適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五年），第九十七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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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在撰寫這篇命題文章前，友人張新鷹先生、黃夏年先生為我提供了許多寶貴的參考資

料，使此文得以順利完成，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