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 001

2011年11月25日（十一月初一）北京 ····················· 002

2011年11月26日（十一月初二）仰光 ····················· 003

2011年11月27日（十一月初三）仰光 ····················· 009

2011年11月28日（十一月初四）A寺 ······················ 017

2011年11月29日（十一月初五）勃固 ····················· 023

2011年11月30日（十一月初六）A寺 ······················ 030

2011年12月1日 （十一月初七）蒲甘 ····················· 035

2011年12月2日 （十一月初八）蒲甘 ····················· 041

2011年12月3日 （十一月初九）茵莱湖 ··················· 051

2011年12月4日 （十一月初十）仰光 ····················· 057

2011年12月5日 （十一月十一）马来西亚吉隆坡 ············ 071

2011年12月8日 （十一月十四）佛光山东禅寺 ·············· 073

2011年12月9日 （十一月十五）马六甲 ··················· 081

2011年12月10日（十一月十六）马六甲 ··················· 087

2011年12月11日（十一月十七）马六甲历史博物馆 ·········· 089

2011年12月12日（十一月十八）槟城 ····················· 094

2011年12月13日（十一月十九）报恩寺 ··················· 095

2011年12月14日（十一月廿十）吉隆坡机场 ················ 099

2011年12月15日（十一月廿一）北京 ····················· 100

后  记 ············································· 101

目  录



华严大道场佛国访问、交流、资助学

僧活动于2011年11月5日（农历十月初十）

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主要是资助缅甸仰光的

沙弥、学僧，培养佛教接班人，同时参访缅

甸、马来西亚。参访团共计僧俗五人，由衲

带领沙弥释清澈、释清朗、释清禅，并摄影

记者萧策居士。提供国际协助并担任翻译的

是马来西亚原驻缅甸商会会长黄智来居士。

本次活动主办方是河北武强弥陀院华严

大道场。自活动启动以来，信众热烈支持，

共计收到资助沙弥、学僧资金4.5万元，路费

约2.5万元。为令正法久住，培养国际弘法人

才，各方善信欢喜供僧，令人感动。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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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初一清晨，护法居士特意包了饺子以表心意。早斋后，常住欢

喜礼送。

7:00，华严大道场佛国访问交流团前往北京，由肃宁尹居士、赵居士

代表大众驾车相送，11:30，到达北京亦庄。一直关注此次活动的黄居士与

同事已恭候多时，热腾腾的午斋端上来，体现着主人的热情供养，僧众搭

衣持钵，在庄严肃穆的临斋仪中用完了清净的斋供。

佛国访问交流团在北京停留一天，于十一月初二（公历11月26日）

6:00，由黄居士、温居士等相送前往北京机场，8:00，顺利登机。一行人

威仪清净、庄严，所到之处备受尊重。15:45（缅甸时间14:15）到达缅甸

仰光机场。这是衲第二次来缅甸，亲切的感觉油然而生。

公历：     年     月    日  地点：

农历：     年     月    日 

2011     11      26 仰光

2011    十一    初二    

公历：     年     月    日  地点：

农历：     年     月    日   

2011     11      25 北京

2011     十一   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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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场过海关时，边检人员示意我们到特定通道，不用等待。优先过

关，体现出缅甸尊重僧人的优良传统；边检人员相当客气，充分体现了僧

宝的尊贵。

前来接机的黄智来居士、谢居士及洪居士父子早已等侯在机场，见面

后非常欢喜。

仰光机场并不大，仅相当于国内一般小城市的机场。现在正值缅甸的

凉季（缅甸分三季：热季、雨季、凉季），但气温依然高达38℃，相当于

国内夏天的温度。一下子从冬天来到了夏天，只用了6个小时的时间。所以

刚下飞机，大家就赶紧到洗手间把冬天的衣服换成了夏天的，真是见笑！

黄智来居士汇报行程安排，说现在正值旅游旺季，所有旅馆已经爆

满，也可能是因为中国北京佛牙舍利光临缅甸的原故，建议先去大金塔朝

拜，后去黄居士师父VEN ZANEYA 的道场（即此次接受资助学僧的寺院SHWE 

MIN WON TAWYA）。

由谢居士及另一位出租车司机驱车前往大金塔。路上车水马龙，时见

荷枪实弹的军人在路边巡转。衲问谢居士，莫非仰光戒严？他说事实治安

很好，枪支基本用不着的。确实，上次来的时候，不单未见荷枪实弹的军

人，连警察都少见，可见仰光治安的稳定了。这次情况不同，可能是旅游

季节的原故吧，也可能是为了保护来自中国的佛陀舍利，维持前来瞻仰的

人们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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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国参访团到达大金塔时，果然朝圣者络绎不绝，比上次来的时候

（今年雨季）人流量大幅增加。走近大金塔，大众皆被其神圣庄严的气势

所感染。衲不禁忆想起一个故事，当时佛陀在世时，有缅甸的两位商人到

印度做生意，遇见佛陀时虔诚地供养，佛陀慈悲地赠与他们八根头发。后

来两位商人回国以后，建舍利塔供养佛陀的八根头发，供人朝拜。后世的

国王梦见佛陀头发放光，因此重建舍利塔，贴金、镶种种宝石，形成了举

世闻名的庄严、巍峨、壮观的缅甸大金塔。

大众虔诚地朝拜大金塔。很多来自欧美金发碧眼的洋人看到来自中

国的出家人非常惊奇，当我们敬献鲜花时，他们纷纷拿起相机拍摄中国出

家人清净、庄严的威仪，眼神中流露出赞叹与敬重。缅甸的朝圣者也对我

们的到来表示了好奇、友好与尊重。虽然朝圣的人很多，可是气氛非常肃

穆，没有丝毫嘈杂。同行的人恭敬礼佛，衲选择了一处地方坐下来，盘腿

禅修，在静默中领略佛陀的慈悲。不知过了多久，当听到参访团成员弹指

下座时，已是傍晚时分了。衲在轻安中起座礼佛，感恩佛陀的加持！

佛 国 参 访 团

的人说，当衲禅修

时，很多朝圣者都

流 露 出 深 深 的 敬

意，也许他们更多

的是对一位出家人

修行时的致敬吧！其实这本来就是出家人的本色，修行是理所当然的。

太阳就要落山了，大金塔在夕阳的辉照下愈发庄严。夜幕很快降临，

灯光照耀下的大金塔愈显金碧辉煌。满怀肃穆和感恩，参访团轻轻地告别

了大金塔，车子驶向了夜幕中的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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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院在仰光的城郊，简陋的路灯照耀着绿树和房屋，有如中国二十多

年前的南方村镇。当车到达寺院时，寺院的长老和知客们已经等候多时。

寒暄过后，宾主落座，双方在友好的气氛中洽谈了助学的活动内容。会谈

过后，长老微笑着与我们互道晚安，知客僧恭敬地带领我们来到客房。清

净整洁的房屋体现了寺方的尊重。

公历：     年     月    日  地点：

农历：     年     月    日    

2011     11      27 仰光

2011    十一    初三

初三早晨5:00，按照弥陀

院的规矩，我们依然唱诵汉传

的课诵梵呗。在6:00用斋时，

搭衣持钵到达斋堂，负责照顾

的净人与八戒女恭敬有加地端

上了早斋。我们盘腿而坐，衲

注意到，当她们端斋饭走到跟

前时，皆略弯腰，恭敬地跪下

来呈上斋饭，轻手轻脚地放在

桌子上，可见她们平时多么庄严肃穆。事实上，除了上课的声音以外，几

百人的寺院没有丝毫杂音，在后来几天的住寺中，衲发现庄严肃穆的气氛

一直如此自然地呈现着，可见平时僧众修学是很严谨的。

上午8:00左右，在殿堂中举行了庄严的资助活动。首先由衲代表华

严大道场及十方信众介绍了此次资助的缘起和意义，鼓励更多的人来学习

华语和弘扬佛法，为令众生得度、正法久住而努力，后由寺方住持长老开

示，然后黄居士做了赞叹随喜的发言。接着，华严大道场佛国行成员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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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严大道场及

十方信众，向

对方赠送了助

学基金、华严

大道场的相关

著作、光碟和

珍贵的侯店毛

笔。接受捐赠

方的代表为该寺住持长老、两位代表十位学僧的常住法师，两位法师也是

即将赴台湾留学的比丘。然后双方在欢喜中合影纪念。参与此次仪式的有

寺方的住持、管理寺院的诸位法师，百余位比丘、沙弥、八戒女及二十多

位居士。

仪式后，华严大道场佛国行成员对住持长老作了南传佛教传承教法的

相关访问，长老愉快地回应了整个访问过程。捐助与访问过程中，负责翻

译的是仰光孔圣庙总务、缅甸华裔林培坤居士。

下午，寺方安排法师带领我们再度参拜大金塔、乔达基大佛寺、马哈

希尊者道场及仰光有代表性的寺院。乔达基大佛全长几十米，由整块缅甸

汉白玉雕成，眼睛清净灵秀，如活人一般。此神来之笔，据说是中国匠师

所为，真是鬼斧神工，令人惊叹，难以忘怀，可见中国古人的智慧！接着

参观了化缘开启此伟大工程的居士塑像及影像，其人丰满柔和的脸庞全然

中国唐宋时的菩萨形象。虽然衣着不同，但其清净、恭敬、内敛的神态中

蕴涵着的慈悲，完全是一位菩萨行者的神情。后到马哈希尊者的道场，寺

院非常大，建筑很合理，体现出禅修者的肃静。静观中发现，寺院的僧俗

人员在行走中都带着禅修者的安祥。

夜幕来临，驱车回寺。带领我们朝圣的寺方法师始终柔和、得体，修

养很好。一行人所到之处，备受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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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四下午，寺院的

首座邀请我们参加禅修并

接受访问。首座说，本

寺每日禅修院有五支香，

天天如此，有十几位禅修

者，不放假。其他僧众、

学生每天背佛学与语文、

历史、物理等课程，星期

天放假。首座建议访问A

寺，他说对方的住持法师是华人，会说华语，而且熟悉南传教法，衲听

后很高兴。

首座和尚带领我们驱车前往，约二十多分钟后到达。我们一见寺院，

不禁会心一笑，原来此寺是我们刚来时，司机领错路到的第一座寺院。进

入寺院，首座和尚显得更加慎重。整座寺院几乎没有声音，每个人不管在

路上或在殿堂皆是缓缓安详地经行，肃穆、安宁的禅修气氛非常浓厚，很

像衲十几年前到过的西安卧龙寺的古朴禅林氛围。这正是衲所赞叹的。首

座和尚和我们也轻轻地经行，路上遇到有人询问时，首座的语音很低，八

戒女好奇地看了衲几眼，也是轻轻地回答。我们发现，所有的人在互相询

问时，都是轻轻的。

路上见到一位汉传的师父，亲切地询问我们是否来自中国，我们很高

兴地回答了他的问话。

一路上发现禅修的人来自世界各地，这应该是一座很有影响的国际

寺院。见到寺院的住持法师时，首座上前问话，对方用汉语向我们询问：

“来自大陆？”衲回答：“阿弥陀佛！”对方不禁一笑。入门后，寺方住

持客气地让座。衲与清澈师就座后，首座恭敬地顶礼了寺方住持。

公历：     年     月    日  地点：

农历：     年     月    日   

2011     11      28 A寺

2011    十一    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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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佛国行有几次访问，主要是针对南传佛教的现状、教法和僧团修

行的，旨在增进了解与交流。回寺后，知客关切地询问了参访过程，并转

达了长老的安排，准备第二天由寺院法师带领我们参观勃固的大佛。

我们开始了正式访问，可惜对方华语并不流畅。后来由一位加拿大

的华人女士帮助翻译，虽然表达略好，但有一些专门的佛法名词却不会翻

译。在访问过程中，不时有各国的禅修者前来参问。虽是金发碧眼的洋

人，可也恭敬到位，安详经行。结束访问后，加拿大的女士表示了很大的

歉意，说她的普通话不够好，因为平时在加拿大主要说英语，自己又是广

东裔华人，所以很多佛学名词用普通话不太会表达。为了弥补歉意，她希

望我们多留几天，她将找一位台湾的华人、普通话比较好的禅修者来帮助

翻译。寺方住持法师表示同意，我们因为签证和行程原因不能多待，所以

约好后天下午见面。



22 23

公历：     年     月    日  地点：

农历：     年     月    日   

2011     11      29 勃固

2011    十一    初五   

初五早晨，由寺院的执事带领我们驱车前往勃固（PEGO）。汽车驶向

勃固，一路上的田园风光有如二十几年前的中国南方乡村，水田中稻谷金

穗下垂，收割好的田地中，稻草切割处理得很整齐。当越来越接近乡下的

时候，我们惊讶地发现，村落中人们居住的皆是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木板

茅草屋。

离开国家公路，车子驶向一个小村子。约七八百户人家，散落在崎岖

的约两米宽的小土路两旁。村民听见汽车声，皆好奇地张望。不时见到有

八戒女头顶簸箕化缘大米，很惊讶她们头部的平衡能力，在来的路上还见

到有顶着大盆，安步当车的妇女，简直像我国杂技表演者一样稳当自然。

忽然听到震耳的广东老歌，衲不禁很奇怪，询问翻译林居士，怎么在

这么偏僻的异国他乡会有广东老歌呢？林居士说缅甸人很喜欢中国大陆、港



24 25

台的电影歌曲，可以说很流行，衲不禁释然。当车驶近的时候，发现原来是

有年轻人结婚，租了几套旧音响，在路边大放广东老歌。新郎新娘坐在租来

的临时搭的彩色花棚门口冲茶待客，进门的客人在彩色花棚里由家人热情招

待。挡住了路的摩托车、三轮车看见了出家人坐的车子赶紧恭敬让路。

值得一提的是，在缅甸的几天中，凡是寺院派出的车子，遇到收费

站、停车处皆畅通无阻，不用缴费。当工作人员看到车上有佛教的五色

旗、端坐的是出家人时，都毕恭毕敬。乘坐电梯时，工作人员也是弯腰相

让，其他人看见出家人也不敢怠慢，这就是佛教国家的良好风气。听林居

士说，在缅甸是以出家人的地位为最高的，然后是军人。不但一般的男众

女众，连军人也必须尊重出家人。林居士说缅甸民众淳朴，很少偷盗抢劫

之事，更难听到杀人犯罪，应该跟佛教信仰有关。

车子到了村尾，向右经过一座小桥，到了一座乡村寺院。这是一座

道场和学校相结合的寺院，学生有沙弥，也有贫困人家的儿女，由寺方资

助，免费上学。寺院不大，是VEN ZANEYA 所建，有一百年的历史，相对

老旧。可能是因为资金缺乏，没有完工，看起来好像国内要拆迁的二层破

楼。教室破旧，是水泥和木结构，二层楼的栏杆只用几十根木头简单围

住，有一定的不安全性。当我们到达时，寺方表示了高度的热情，把主要

座位让给了客人，同时呈上了茶和糯米、椰丝做的点心。

听说不远处还有一座寺院，就驱车前往。这座寺院也是道场与学校结

合，条件相对比较好。一询问，才知道新校舍是由日本人资助的，仅用了

500美金，就把新校舍建好了。我们也捐助了500元人民币表示随喜。

回来的路上，不禁想起热情的寺院法师和学校的老师、学生，衲不由地

询问翻译林居士，像这样需要资助的学校多不多。林居士和司机皆说很多。

衲想：资助这样的学校，对于学生来讲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啊！把这个想

法告诉了林居士，司机听了以后说，师父完全可以赞助第一座寺院啊！

车子慢慢往前开，衲无意中询问，像修这样的一条村路需要多少资

金，司机说得找人预算才能知道。到寺院后，寺院已经准备好丰盛的饭

菜。司机找人预算得知，村路总长1公里，宽2米，砖与水泥、沙石结构，

需美金300元。当再次核算后，确实如此，衲当即表示愿意资助修建这条

路。用斋时，寺院法师、乡村的父老都赶来，表现得非常热情和感动，校

长和一些年青人有礼貌地拿着扇摇，驱走苍蝇。如此礼敬有加，反而让参

访团的人有些不好意思了。

饭后举行仪式，全寺的僧人、全校的老师学生和村里的长老全部到

场，先是参访团与寺院的法师、沙弥、老师及学生们合影，然后正式举行

捐助仪式。首先由老师、学生及村里长老全体礼拜、赞颂中国来的法师

们，然后由衲代表讲话。衲在讲话中说到：“看到沙弥、学生们虽然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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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简陋的环境中学习，但很努力用功，很感动。看到村路的崎岖，感觉不

忍心，所以决定资助修路。祝愿走向这条路的人们幸福安乐，学生们无量

智慧光明，沙弥成为阿罗汉乃至伟大的佛陀。”大家非常欢喜。捐助资金

由一位寺方的法师代表接受，法师和衲共同托起盛着美金的盘子，大众一

起唱“萨度！萨度！萨度！”（善哉！善哉！善哉！）法师拿出笔纸请衲

用中文提名，衲提名为“觉悟之路”。当翻译成缅文时，大家非常得欢

喜、赞叹！然后由法师、村中长老代表致感谢辞，他们表示还要礼请法师

们再度前来，因为这是第一次见到中国人、中国的出家人来到村里，而且

是提供资助的人。最后由全体学生、老师及村里长老们礼拜中国僧众。

不得不提的是，仪式结束时已是中午时分，寺院和村里已经迅速地

组成了一个34人的修路委员会。他们一再地表示感谢，承诺会尽快完成

道路修建工程，不负所托。当我们要走的时候，全体的法师、老师、学

生、村中长老热情相送，挥手而别，“Good bye”“欢迎再来”的声音

响彻天空！

回来的路上，参拜了一座金塔，是古时的小国王所建，又参拜了四面

佛，金塔与佛像皆非常庄严，令人肃然起敬。又访问了两座寺院：一座是

缅甸寺院，一座是华人的寺院。

缅方寺院也有佛学课程，但无在家学生，多年来培养了一批又一批

的僧人。每日一课禅修，教学法师是从寺院毕业的学生中培养起来的。经

访问得知，缅甸的出家人短期出家较多，可以随时自由出家或还俗。衲

问到：“有没有长期乃至终生出家的呢？”寺方住持说：“有，但比较

少。”和国内刚好相反，在中国，出家就是终生的意愿，短期几天出家只

是近几年的尝试，也只是少之又少的人的一种尝试，也可以说只是一种体

验。缅甸短期出家却是一种普遍的风气，所以当衲问到以上问题，他们都

觉得不好意思。住持更重复了衲讲的中国一般都是长期出家的问题，意思

是要策励在场的缅方出家人吧！

到华人建的观音寺（在勃固，非仰光的“十方观音寺”）访问时，得

知观音寺的华人主要来自云南，也有云南附近的缅籍华人。寺院建设带有

中国南方的民俗气息，大雄宝殿的汉白玉佛像是缅甸工匠所雕刻，做工精

美，同样的观音像做工却一般，这是因为缅甸工匠不熟悉中国人物像的雕

刻技巧。观音寺的住持去了仰光，接待的比丘曾在马来西亚上佛学院，前

几天曾担任佛舍利光临缅甸的护法团翻译。法师非常客气，有问必答，交

谈中得知他来自云南，出家多年。当访问到寺方的修行课程时，法师说除

早晚课外，沙弥们还学习《三字经》、《弟子规》、缅文、英语等课程，

每年结夏安居，主要是念佛，听闻佛法是台湾法师的光盘、书籍。

由观音寺出来，傍晚时分抵达SHWE MIN WON TAWYA 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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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历：     年     月    日  地点：

农历：     年     月    日   

2011     11      30 A寺

2011    十一    初六   

初六下午依约访问了A寺的住持法师。负责翻译的是一位台湾来的比

丘尼，她已经提前来到了。首座与她打了招呼，她询问了昨日的访问内容

与情况，并向衲问起今日的主题。衲略为介绍，对方很客气地表示会尽力

地翻译，只是担心不能胜任。

住持法师16:00准时开门。正式访问中，衲着重名色（身心）的深入

探讨与对方禅修的系统性。法师说这座寺院主要注重个人化的实修与指

导，对于《阿毗达摩》、《清净道论》等系统教法不重视，主要是四念

处，但注重内观而不注重止禅的修法。深入地沟通中，法师承认着重四念

处中的法念处修法，在培养觉知、观照中烦恼慢慢稀薄，真相最后大明。

在问到是否了解禅宗的时候，对方表示不懂。当法师说一切真相本来如此

呈现，只是众生烦恼而不明了时，衲说禅宗也说“一切现成”。所以，最

后衲说南北传佛教并无矛盾，结果一致，对方表示完全同意。衲介绍了国

内许多禅师、法师在沟通南北传佛教，华严大道场也是如此，住持师父、

首座、翻译的尼师皆表示赞叹！最后在对佛教本是一致，只是方法多门的

观点上达成共识，圆满地结束了此次访问。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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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的路上，首座提到不远处一座寺

院有很庄严的佛像与菩提树，路途很近。

到达后所有的人都大喜，这是一座有1200

多尊佛像的寺院，佛像安详、庄严，有缅

甸造型，也有像是中国造型的，秩序井然

地矗立在旷野中。佛像旁皆栽有菩提树，

可惜杂草很多，需要有人打理。中间是一

座高大的佛塔，佛塔里外四面皆有佛像，

塔内墙上供满了小的佛像，庄严清净。



34 35

初七早晨4:30出发，由寺院的

知客相送至机场。本来想自己叫出租

车，但长老得知后，强调一定要相

送，而且嘱咐翻译林居士，当我们在

蒲甘（BaGan）、茵莱湖停留五六天

后，再带我们回仰光寺院住一天，

然后再乘机飞往马来西亚。真是盛

情难却！

路上看到托钵的僧团，身着绛

红色袈裟的整齐的队伍威仪地行走在

晨间路上，好像回到了佛陀时代，不

禁让人肃然起敬。清澈师说看到僧团

的乞食是那么清净、真实而亲切。衲

说：“是啊！以前只是在经书上看到

搭衣持钵沿街乞食的描述，现在亲眼

看到，就会感觉很亲切了。”

在机场有台湾的一位游客相询，

原来是台湾航空的退休机长，来瞻仰佛

国圣地。他对我们佛国行的成员很感兴

趣，上飞机后又主动过来攀谈，问衲是

否到过台湾。他主动地介绍了台湾的佛

教现状，很是热情。后来衲让清朗师送

他一套华严大道场的书籍和光盘，他非

常感谢，说回去一定拜读。

公历：     年     月    日  地点：

农历：     年     月    日   

2011     12      1 蒲甘

2011    十一    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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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顺利抵达蒲甘，随后即往娘乌镇。万塔之都，名不虚传，虽然经

过千年历史的风霜，很多雕塑的外形已经剥落，但风骨依然，更显历史的

沧桑、千年来佛教的兴盛。放眼望去，矿野中随处皆是佛塔，在草木掩映

中，佛塔有如一位位千年圣者，在慈祥地凝望着来访的众生，这是佛陀慈

悲与智慧的展示，是古王朝人民的虔诚创造。

一路上，不时有金发碧眼的洋人乘着马车、自行车、出租车从身边掠

过，神态中充满了对佛陀与历史的崇敬。当我们停下来礼佛、绕塔时，他

们都很好奇地拿起相机向我们拍摄。也许中国僧人在南传佛教国家希有、

难得一见吧，也可能是佛国行成员的庄严威仪吸引了他们。不时有洋人前

来询问、打招呼，满脸的惊奇和欢喜，神态中带着敬重，谈话中得知有来

自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人员。

中午到达饭店时，有韩国的僧人邀请合影留念，他们是韩国法雨禅

寺组团前来佛国朝圣的。在上下午的行程中，还遇到来自台湾的同胞组团

前来朝圣旅游，有居士友好尊重地向我们问好。导游是华裔缅甸人，一再

问好并询问国内的佛教四大名山。导游和台湾同胞一致对洋人称着“老

外”、“老外”的，完全像在国内时一样的口气，岂不知道，我们这时候

也都是名符其实的“老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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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八，早餐时遇到马来西亚的居士前来相询，问衲是来自台湾还是韩

国，衲回答来自中国大陆。他很恭敬地问来缅甸的情况，听衲说过几天将

去马来西亚时，他非常高兴。当衲说曾经在马来西亚弘法、领众禅修时，

他表示这次有时间就去亲近、听法。用完餐，他还特意过来道别。

今日依然朝拜佛塔。下午在一座大塔的寂静处讲法，有缅甸信众见

到后恭敬合掌。后到另一座古塔中打坐，在放下中，清净柔和的心与周围

融为一体。起座后，摄影记者萧居士请衲端坐准备照相。一位来自美国纽

约的女士问能让她给衲照一张相吗，衲回答说可以！她赶紧摆好了三脚架

和相机，郑重其事地做好照相的准备，旁边的洋人一看，也赶紧拿来三脚

架、相机。看她们照得那么认真，衲不禁闭眼打坐，过了好一阵子，她们

才心满意足地拍完照片，“Thank you !Thank you !”“Good bye！”

“Bye bye！”

公历：     年     月    日  地点：

农历：     年     月    日   

2011     12      2 蒲甘

2011    十一    初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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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来，在缅甸生活、

朝圣，发现缅甸是一个非常

朴素的国家，在这个佛教

气氛很浓厚的国度，佛教影

响着社会的每个角落。虽然

因为军政统治，美国经济制

裁，缅甸在过去几乎被世界遗忘，但她也因浓厚的佛教氛围和修行氛围，

被发现者称为世界的“隐士”。隐士并非落后的意思。隐士虽少为人知，

或不为人知，但是他们是从嘈杂中淡泊退出的高尚之人。隐士并非愚昧无

知之人，恰恰相反的是，他们是智慧、道德、看透世间的人。正因为他们

看透世间，在不被世间理解时选择隐居，默默地修行自己，这才是隐士的

随缘自在。隐士在机缘成熟时，也可以应世发挥他们的慈悲、智慧。缅甸

在发现者的心目中就是这样一个有隐士特征的国家。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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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缅甸虽然远离了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世界，但是她依然有自己

充满智慧与道德的文明；她不因脱离世界而孤独，恰因独处而怡然

自乐。这就是近几年缅甸开放以来，西方人的发现。所以有很多国

家的人们开始走向这个国家，亲近这个佛国。

在缅甸，佛教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干净的厕所，不论

城市或者乡村，厕所里面都有水池、自来水，这是受佛陀戒律中进

厕所必须备净水洗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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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缅甸，虽然佛教气氛依然很浓，但随着商业、旅游和世俗化，僧人

的戒律已没有历史上那么精严了。信众的信仰虽有民俗的根基，但也欠缺

佛教教义的引导。虽然有很多人有短期出家经历，但依然不懂佛陀的真正

教导。

到缅甸朝圣的中国信众应当注意，缅甸并非讲究素食的大乘佛教的

国家，所以用餐即使是素食，也需特意交待餐馆不放葱、蒜和鸡蛋等，因

为他们炒菜时习惯放这些。在机场等公共场所，如果有不相识的人前来帮

助，是要付小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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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历：     年     月    日  地点：

农历：     年     月    日   

2011     12      3 茵莱湖

2011    十一    初九    

初九到达茵莱湖。清净广阔的茵莱湖在群山环抱中，众人乘着梭子

般的木艇行驶在蓝天碧水间。鸥鸟悠闲地飞翔，好像欢迎新来的客人，用

单脚划船而屹立不倒的渔夫们和我们友好地互相问候。可以移动的水上菜

地，原来是泥土放在水草上种植的。可以划来划去的水上房屋和田地简单

而充满绿意，这是一个神奇的天地。不远万里而来的游客们会眺望到远处

的高山和湖边、水中塔寺的倒影，带着浓浓的东南亚风格的建筑是一道道

美丽的风景。穿过水上的田野人家，妇女、小孩们透过窗户、站在门边对

我们招手、微笑，“Hello！”“Hi！Hi！”我们也欢喜地向他们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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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历：     年     月    日  地点：

农历：     年     月    日   

2011     12      4 仰光

2011    十一    初十   

初十傍晚回仰光，长老很高兴，询问旅途是否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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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日下午5:00，乘机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马来西亚黄居士、洪居

士和田居士前来迎接。入住巴生的华人旅馆。

公历：     年     月    日  地点：

农历：     年     月    日   

2011     12      5 马来西亚吉隆坡

2011    十一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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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日下午访问马来西亚佛光山东禅寺，由有根尼师、慧轩法师先后

接待。

先由有根尼师带领我们参观了大雄宝殿和佛光缘艺术馆，并参拜了佛

陀真身舍利。大雄宝殿干净、简洁，塑像庄严。佛光缘艺术馆正在展览马

来西亚华人画家韩彪的系列水墨画，富有马来西亚本土气息。负责讲解的

艺术馆主任是一位居士，她说佛光缘艺术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画展，

旨在展示真善美的作品，没有宗教、国界的界线，只要不过分另类即可；

另一部分是雕塑等其它艺术品。正展现的是将被收入台湾佛牙舍利馆的馆

藏珍宝，是由马来西亚的居士们所贡献的，艺术品都非常精美。接着有根

法师带领我们参拜了艺术馆二楼的佛陀真身舍利，此佛舍利乃泰国所赠

送，平时不开放，只有贵宾参拜时才开放。

参拜了佛陀舍利后，慧轩法师带领我们参观了修持中心，有五观堂、

抄经堂、讲堂、禅堂等，法师作了相关的介绍。五观堂能容纳三四百人，

抄经堂时常开放，讲堂有大小两个，适应不同人数的活动。禅堂定时开

公历：     年     月    日  地点：

农历：     年     月    日   

2011     12      8 佛光山东禅寺

2011    十一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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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没有坐长香，但有时举办五日禅、七日禅等活动。据慧轩法师说，马

来西亚的信众中深入修持佛法者不多，所以以文化课、佛学课、文艺活

动、抄经、短期出家、短时间禅修等接引为主。东禅寺禅堂除继承传统外

略有变动，禅修法门多样，不局限禅宗参话头，因禅宗之参禅较抽象，故

法门以随宜应机者多。

最后就有关佛光山的宗风、道风进行访问，内容涉及佛光山的教学、

组织、制度、方便接引与究竟修证等问题。慧轩法师皆坦诚、毫不保留地

作了相关介绍。

临走时，慧轩法师赠送了有根法师早已准备好的《星云八十》等星云

大师的相关资料与作品，皆非常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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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禅寺继承了星云大师的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善

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的四大宗旨，寺院处处洋溢着浓厚的文化艺术

气息，人间佛教平和地展现在大众面前。



78 79

应当提到的是东禅寺山门前有效仿龙门石窟的佛陀与弟子的雕刻，神

态安详、逼真；法物流通处的各种星云大师的作品和各种佛教法物法宝皆

做工精美，可见佛光山以文化艺术承载佛法的高品质定位。

本次访谈亲切、友好，东禅寺法师的礼貌、坦诚让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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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历：     年     月    日  地点：

农历：     年     月     日   

2011     12      9 马六甲

2011    十一     十五   

十五日到达马六甲，开车相送的有黄居士、林居士（马来西亚中国医

药保健商会副会长林隆发硕士）和马来西亚企业家洪居士，负责接应的有

马六甲徐国胜居士，同行的有华严大道场佛国行一行及中国辽宁企业家吴

居士父子等。

到达马六甲后，直接去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马来西亚马六甲分会，也

是马来西亚的慈济总部进行访问。负责接待的慈济工作人员带领我们参观

了整个慈济分会的机构，并做了热情详细的讲解，态度恭敬，礼仪周到，

所遇到的慈济人员也都谦卑有礼。慈济分会秉承着台湾证严法师的佛教精

神理念，以文化、教育、环保、慈善等利益世界，体现佛陀伟大的智慧和

慈悲。参观的地方有静思堂，静思书轩，国际会议室，幼教中心，义诊中

心，花道、茶道、书法教育室，慈善、环保、文化、教育的展览等。处处

体现出大爱无疆的精神和中道平和的人间佛教风格。

当问到是否深入世间，是否有佛法的深入修持时，工作人员回答：

证严法师最近几年说过，原来为世界做的很多，为佛教做的比较少，所以

最近提倡深入经藏。而慈济分会也经常有水忏、《妙法莲华经》修学、绕

佛的活动。工作人员提到最近正在排练水忏。当问及慈济无国界、宗教的

包容与关爱，是否只要慈善就好，回答是慈济主要的内涵还是佛教的，各

种方式（文化、教育、慈善、环保、幼儿教育、花道、茶道等等）只是方

便。工作人员对于慈济精神理念的解读和回应的灵敏能力让人印象深刻，

怪不得慈济能够成为国际性的组织。

值得一提的是慈济的建筑，风格朴素，富有亲和力、纯洁性，柔和中

蕴育着智慧。她们的幼儿教育全部是正面积极的教导，除了与世间一样的

文化知识外，更强调德行、信心、爱心的培养和鼓励。

访问期间，华严大道场佛国行一行都向对方赠送了华严大道场的相关

资料和著作。临走时，工作人员赠送了慈济的有关资料，“欢迎再来”的

声音回响在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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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来西亚先后访问

了佛光山和慈济，这是首

次以直接沟通的方式接近

台湾有影响力的国际性佛

教组织，和以前只是通过

书本、光碟、媒体等间接

的接触不同，更富有鲜活

性和直观性。给人以信心

的是，佛教在台湾能发扬

广大，在大陆照样能发扬

广大。大陆佛教虽然在组

织力和影响力上没有台湾

的大，但内涵完全一样，

所以方法、方式运用得

当，大陆佛教的发扬广大

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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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历：     年     月    日  地点：

农历：     年     月     日   

2011     12      10 马六甲

2011    十一     十六   

十六日早晨，参观了抗日烈士纪念碑。日本侵略者用种种惨无人道的

方式（碎脑、剖腹、幽闭火烧、活埋等等）处死华侨，华侨至死不求饶，

有的破口大骂，有的傲视不语，体现了威武不屈、浩气长存的民族精神，

激励着人们奋勇前进。

接着参观了葡萄牙、荷兰所建的红楼、教堂、城堡，是马六甲被侵略

者统治的历史见证。在历史上，马六甲被葡萄牙、荷兰、日本、英国先后

占领、统治过。

下午到香林寺，是出家人主管的独立寺院。原是青云亭的法师为独立

弘法而建，有30年的历史。寺院冷清，寺僧很友好。

接着访问了青云亭，马六甲最古老的寺庙，有400年历史，香火鼎

盛。这是一座佛道结合的寺庙，由华人团体主管，是早年华人政治、宗教

信仰的中心，在历史上扮演过很重要的角色。

参观时见到来自世界各国的善男信女诚心祷告，络绎不绝，其中不乏

洋人，令人诧异。青云亭的住持尼师很热情，知道我们从中国来，她很高

兴，说在青云亭，她只是代为打理（事实管理权是居士团体），建议我们

参观她们的净苑和图书馆。因为青云亭具有旅游性，净苑有开设佛学班，

真正海内外法师来挂单、交流都在净苑。我们表示愿意参观，她事务繁

忙，赶紧嘱咐一位在寺做义工的教师负责带领我们参观。佛国行一行随着

这位居士前往参观，居士热情地介绍，他说青云亭属于边缘佛教，是旅游

的地方，寺院的佛学交流、学习班主要在净苑。

净苑是一座独立的三层楼，上面写着“金星上人净苑”的字样，里

面备有定期开设各种学习班的教室，每间教室不大，但整洁卫生。负责教

学、共修的主要是居士，可惜的是出家人忙于应接不暇的寺务，无空领众

修学。

图书馆里面藏书丰富，主要是马六甲居士们的捐献，有各类佛教书籍

和文史著作，除很少部分流通结缘外，其它都是借阅。馆内安静、书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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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足。

傍晚乘电梯俯瞰马六甲，近处的城市、远处的马六甲海峡尽收眼底，

真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

十七日早晨参观了马六甲的历史博物馆。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郑和下

西洋的展厅，大气磅礴，民族情怀由此激荡。郑和是第一位世界性的航行

者，他所率领的船队不论从规模上、人数上都要比后来的麦哲伦、哥伦布

等人的船队浩大，而且他的船队是以和平交流、贸易的方式进行世界性的

航行，比之西方的侵略性航行更有伟大意义。在展厅中展现的中国古代陶

瓷工艺品及船队的模型皆精美绝伦，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人的聪明智慧。

公历：     年     月    日  地点：

农历：     年     月     日   

2011     12      11 马六甲历史博物馆

2011    十一     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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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着 访 问

了释迦院，这是

一座由华人建

设，由来自斯里

兰卡的法师住

持的寺院。访

问中，住持法师非常得热情、慈悲，一再表示欢迎佛国行一行的到来。交

流中主要谈了南北传的同异，大家一致认为南北传方法虽不同，但目标一

致。住持法师一再邀请有时间到斯里兰卡访问参观，他将亲自带领我们前

去。法师虽是斯里兰卡僧人，但他在斯里兰卡已经专门接触了北传佛教，

读过玄奘法师、义净三藏的有关西域取经的《大唐西域记》、《南海寄归

内法传》等，并曾经到日本修学禅宗十年，在台湾留学五六年，所以对北

传佛教没有隔阂。衲说日本佛教来自中国，他说日本佛教确实来自中国，

但已有所改变，已不是纯粹的中国佛教，衲完全同意。释迦院是主要以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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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传授佛教的寺院，每个星期都有佛学课，由法师、居士讲解，法师强调

南传佛教传统很注重禅修，但因受北传佛教影响，也慢慢以庄严的方便方

式接引信众。最后，宾主双方合影留念，华严大道场佛国行一行向他赠送

了来自中国侯店的毛笔，法师非常欢喜、感谢！

下午乘船参观了马六甲的海河，水质浑浊有轻度异味。两岸现代化气

息和谐、悠美，让人联想到古代的西湖泛舟的美景是否也是如此？

在马六甲的两三天都是阿胜居士一路陪伴，既是翻译，也是导游、司

机，其为人诚恳、柔和、热情大方，让人印象深刻。

16:00，由阿胜联系司机在慈济分会送我们到吉隆坡。18:00，到达吉

隆坡后，由黄居士送我们到怡保。20:15，到达霹雳州怡保报恩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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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日，由报恩寺住持空禅法师安排，叶居士、陈居士驱车带我们

去槟城极乐寺参观。一路上山青水秀，风光无限，怡宝的山水素有“小桂

林”之称。极乐寺的露天观音慈眉善目，大雄宝殿宏大广阔，万佛塔极尽

庄严。极乐寺是马来西亚最大的道场。不过，现在和国内很多知名古寺一

样成为了旅游胜地。

公历：     年     月    日  地点：

农历：     年     月     日   

2011     12      12 槟城

2011    十一     十八  

十九日早晨，由邢居士开车带我们到印度餐馆吃印度饼，香脆、柔

软的各式印度饼别有风味，价廉物美。这是来自佛陀故乡的面食，佛陀在

世也吃过这些食品吗？斋后依然由叶居士、陈居士驱车带我们到金马仑高

原，只见山在云中，云在山中，秀美的金马仑群山令人清凉自在。茶园、

花园和各种小商业分落山中，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了！听陈居

士说金马仑高原的命名，是在英殖民地时，由一位英国人金马仑最先开发

的原故。

回来的路上，见到路边有摆小摊的一家人，陈居士说这是原住民（土

著），没有什么社会地位。衲问他：“原住民是否有自己的文字？”他

说：“没有。他们是真正的土著，马来人是后来来的印尼人，他们不承认

马来人是原住民，但没有办法，因为原住民占人口的比例很小，也落后，

没能力统治、发展马来西亚，语言虽然保持了方言，但融入社会也只能学

马来语。”事实上，现在有部分马来人认为华人、印度人是外来的民族，

岂不知他们自己也是外来人！

公历：     年     月    日  地点：

农历：     年     月     日   

2011     12      13 报恩寺

2011    十一    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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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居士提到在东南亚，除了新加坡以外，马来西亚是华文教育、传统保存

得最好的国家。很多东南亚国家如泰国、印尼、缅甸都没华文教育，甚至

印尼、缅甸很多人都不会说华语，也听不懂华语。衲问为什么马来西亚能

保持纯粹的华文教育而没被同化。他说当时为了赶走英国殖民统治者，三

大民族（马来人、华人、印度人）约法三章，即推翻英殖民者国家独立以

后，三大民族都可以平等保存自己的文化、语言、宗教信仰等。虽然，现

在马来人受政府保护，拥有特权，华人是第二等公民，但相对来讲，在东

南亚国家中，除了新加坡，中华文化、信仰、语言、民俗乃至社会地位保

持得最好的还是马来西亚的华人（新加坡原属马来西亚，后独立，所以华

语教育也很好）。当然，现在马来西亚有少部分华人学英语而丧失了华语

的传统教育。马来西亚的经济主要靠华人的努力，但马来政府并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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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历：     年     月    日  地点：

农历：     年     月    日   

2011     12      14 吉隆坡机场

2011    十一    廿十   

廿十日，报恩寺的邢居士、陈居士驱车送华严大道场佛国行一行，由

怡保报恩寺前往吉隆坡机场。一路上时有风雨，怡保群山笼罩在烟雨迷濛

中，美不胜收。23:35，由吉隆坡登机。

东南亚很多国家也是如此，甚至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就拿华人开刀。陈

居士认为是政治家玩政治手段的原故！事实上也是华人没有什么政治实力

的原故！衲跟他说，要争取华人在所在国家的政治地位的提高，才能解决

长期的问题。

目前，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在逐步提升，但远远不够，还有赖于国

家和一切有识之士对于优秀的华夏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弘扬。必须认识到，

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一脉相承，是人类伟大的文明之一，它的深髓和精

华依然能利益整个世界人民。所以，国家与一切有识之士应当认识到，取

其精华，去其糟粕，不分门户地把一切中华文化的优秀内涵深入继承与弘

扬起来，以利益整个世界人类，让人类达到进一步的平等、和谐、尊重与

发展！

当然，一切世界其它的优秀的文化内涵，只要有利于世界人类的进一

步的平等、和谐、尊重与发展的，都应当好好地继承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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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一日5:30，到达北京。有北京、山东与河北的诸位大德居士迎请、

献花、合影留念，感恩不尽！

公历：     年     月    日  地点：

农历：     年     月     日   

2011     12      15 北京

2011    十一     廿一    

华严大道场佛国行一行圆满归来，顺利地考察了缅甸、马来西亚的风

土人情、历史文化，访问了佛寺高僧，有赖于三宝的加持、龙天的护念和

一切关怀、支持此次佛国行的人们。

无量的感恩！

后 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