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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润百富》专访

【采访缘起】

在慈善榜的这期杂志里写这样一篇稿的初

衷有三：

首先，佛教慈善本就是慈善机构的源头。南

北朝时期，佛教就有了这种慈善性质的金融机

构，专门用以救济贫穷等。养病坊、疫病坊等

留寺医疗的方式，流传到了日本，是成熟的慈

善医院形态。佛教有大量针对生态环境保护的

善举，护生戒杀和功德林（即佛教徒的义务植

树活动）的种植。因此，既然要调查走访慈善

机构的现状，佛教慈善如今的发展和影响当然

是不可回避的话题。

第二个原因，则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思考所

带来的机缘。我喜欢冬天的时候去普陀山，虽然

我从不敢说自己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但每次坐在

轮船上，听着汽笛声响，看着暮色中渐渐远离的

外滩，霓虹闪烁，渐行渐远，当一切陷入黑暗之

后，听着水的声音入眠，一觉醒来，是那样一个

安静的所在。这个过程本身就已经可以让我一次

一次体会“渡”的含义。

到了岛上，只有班车，随时可以招呼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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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时候我愿意选择散步，时间可以放慢，

脚步可以从容，冬天的普陀山因为寒冷，人相

对总是比较少。就是那样一个冬天，我拿着已

买好的返程船票，站在南海观音塑像的广场上，

一个人闲来无事边走边看那些刻在石头上的捐赠

居士姓名。突然发现，有很多捐款数额巨大的，

从落款署名看往往是家族企业，根据地区划分，

这些家族企业又多是江浙一带，或者福建、广东

等地。其实在此之前，我一直有个困惑。为什么

这些相对富裕的地区更多善男信女？或者说为什

么这些善男信女多出自这些富裕地区？他们是因

为信了佛所以更容易被观世音保佑吗？佛教难道

是这样谁信我我就让他们更容易发财吗？或者谁

供奉我我就让谁家庭更兴旺，做生意更回避凶险

吗？这样的佛教肯定是我们俗人想象中的势利。

况且这个道理即使是真的被善男信女无条件地相

信，在逻辑上也无法说服我。

但是在那一瞬间，我萌生了另一个辨证的

思路，让我重新体会“商道”，是否有这样一个

可能，当一个人因为信仰宗教，因此更守规矩，

更讲诚信，遇事更懂退让，宁可少赚一分也要

心里安稳等行为使他们广结善缘，所以才越来

越富有呢？生意场上固然充满凶险，可是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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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因为信佛，相信世间万物自有因果，因此能

在追逐中有一点看破，可能反而不会铤而走险，

也因此可以转危为安呢？也就是说，其实我们

常抱怨的无商不奸，无奸不商，成就的只能是

小商小贩，而处处惟利是图，充满敌意地做人，

到最后只会让自己身心俱损，哪里还能生意兴

隆呢？

当时海风冷得有些刺骨，从那天起，我骨

子里那份重“学”轻“商”的思想似乎开始有

了转变。接下来，由于工作原因得以拜访那些

上榜企业家的时候，我的思考逐渐得到了越来

越明晰的答案。与我们想象的“奸商”相反，

绝大部分资产已经可以上榜的企业家，他们身

上所传递出来的沉稳、平和、诚信等特质，让

你在和他们接触的时候感受到的不是焦躁和狂

妄。虽然他们每天运筹大量资金，身陷无数公务，

但是，他们只要花时间和你坐下来谈话，身上

总有一种善的定力让你愿意与之亲近。这是红

尘中的佛缘吗？

社会上那么多企业家开始做慈善，绝对不是

偶然，我希望找到精神上的答案。

最后的一个原因，是关于对慈善理解的一

些困惑。慈善的核心是慈与善，可是什么是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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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什么是善？整个世界可以通过捐赠的数字去

为慈善排榜，因此我们知道在美国有比尔·盖茨，

在中国有余彭年，他们给我们做出了慈善的表

率。但是慈善同时也招来非议，经常听到人抱

怨某些慈善机构因为监督管理不力，善款不能

善用，也有企业家做慈善时被误解为炒作宣传，

更有的受助者渐渐不思进取养成惰性，所以总

听到人心不古的感叹，这些与“善”渐行渐远

的事情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带着这样的困惑，我们寻访了很多线索，希

望能找到一位高僧接受我们的采访。可是，我

们的佛学基础有限，在几乎一筹莫展的前提下，

幸亏得到一位朋友在休假期间的帮助，他向我推

荐了济群法师，寥寥数语“他是汉传佛教的几大

长老之一，极少数还坚持修学和度人为佛法修行

根本的僧人”。之后，我们顺利地找到了济群法师，

因此有了下面的对话。

问：在您眼中慈善最核心的精神是什么？

答：是慈悲。慈善的行为，应该出于纯粹

的慈悲心而非其他。其实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

的悲悯之心，但这种悲心往往是狭隘而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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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如与我有关或有好感的人，即便无关，

至少也是不反感的，总是离不开个人好恶。但

佛教提倡的慈悲却有着更为深远的内涵，那就

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所谓无缘大慈，是

不分亲疏、平等给予快乐。所谓同体大悲，是

没有自他之别，对众生所有苦痛皆能感同身受。

惟有这样，才能成就圆满的慈悲。

佛教还认为，真正的慈悲是要帮助人们究

竟解决生命的痛苦，这不仅指物质问题，还包

括心灵困扰；不仅指现实问题，还包括生死大

事。从佛法观点来看，心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所在。只有解除人类生命中的永恒困惑及心灵

内在的无明烦恼，才能从根本上铲除痛苦之源，

获得究竟安乐。

问：现代社会，在商业文化和社会功利主义

盛行的当下，因为生存压力大，很多人在得与

失的问题上找不到平衡点，患得患失，予取予

求，包括对待慈善事业也是一样。慈善在很多

情况下不具有力量，被怀疑、污蔑甚至以怨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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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情况，如何修得您所说的慈悲心？

如何推进“民心向善”？

答：要平衡得失，首先需要对因果有正确

理解。因果有二，一是外在因果，即由言行导致

的客观结果；二是内在因果，即由言行逐步造

就的生命品质。很多人做慈善或宣扬慈善时，

只是将之作为社会大众推崇的道德行为。如果

定位于这种外在因果，往往会在付出后希求社

会或受助方认同，以此作为回报，这就难免掺

杂功利心，甚至演化为一种变相贸易，或是因

为看不到行善的及时回报而失去动力。事实上，

慈善应该是由慈悲心发出的自觉行为，并在实

践过程中使慈悲心得到增长，人格得到完善，

生命品质得到提升，这才是行善的最大回报。

而不在于外界如何看待，也不在于受助者是感

恩或误解。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点，认识到慈

善对生命改善的意义，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

就像人们认识到事业、财富重要时会不懈追求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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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推进“民心向善”，应该从两方面着手。

首先，帮助民众正确认识慈善行为对于自身生

命改善的意义，也就是当下利益（令内心调柔

安乐）和长远利益（令生命品质得以提升）。其

次，需要大力弘扬传统文化中的高尚道德理念，

如儒家提倡的仁义，墨子呼吁的兼爱，大乘佛

教倡导的慈悲济世精神，这些思想都是铸造慈

悲品质不可或缺的基础。

【心理呵护重于单纯物质帮助】

问：寺院目前主要从事哪些类别的慈善活

动，每个活动的核心又分别是什么？

答：寺院的慈善活动主要有两类，一是侧

重于精神，通过讲座、共修、禅修及印赠书刊

等方式，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念，建立

健康的生活方式，从而在各种顺逆境界中拥有

良好心态，拥有直面问题的勇气和解决问题的

智慧。二是侧重于物质，通过扶贫济困、助学

救孤、义诊施药、环保护生等方式，使遭遇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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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者得到具体帮助。

问：在您所提及的慈善行为中，经济救济和

心理安抚是一种什么关系？目前，获得心理帮

助的是什么样的人群？

答：经济救济和心理安抚有着共同的目标，

就是帮助我们建立幸福人生。因为经济基础和

良好心态正是构成幸福指数的两个重点，其中

又以心态更为重要。没有好的心态，即使身家

亿万，锦衣玉食，也只能带来一些暂时满足，

无法从中获得长久稳定的幸福。我们在生活中

可以看到，同样的物质条件和生活环境，有些

人能知足常乐，有些人却怨声载道，烦恼重重，

原因何在？正是不同心态使然。

所以说，经济救济固然重要，但它所能解

决的问题是暂时、局部的。如果不从根本上着手，

人们就会不停地寻求外在帮助，甚至因受助而

滋生懒惰、依赖等不良心理。因此，在解决物

质问题的同时，还要帮助大众建立积极健康的

心态，解除产生痛苦的心理基础。佛教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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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度众生，就是要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使之获

得安乐。

在通常的观念中，需要心理帮助的只是那

些心理疾病患者。而从佛教的角度来说，除了

佛菩萨这些究竟解除烦恼的圣者以外，凡夫都

是需要心理帮助或引导的。人类的一切问题，

归根到底是因为对生命自身的无知而产生，即

佛教所说的无明。因为看不清生命真相，就会

产生错误的人生观念，由此形成各种恶性需求。

许多人一生都在这些错误观念及混乱情绪中奔

忙，实在辛苦！佛教所说的解脱，便是要引导

人们走出心灵的误区。

【善款如何善用？】

问：教界目前是通过什么渠道与需要帮助者

建立联系？目前，就您所了解的，有多少机构

和个体建立了帮扶关系，有多少人得到了佛教

慈善的帮助，而这些人里，进入空门的弟子有

多少？

答：渠道大致有三类：一是弱势群体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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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上门来，二是由信徒或相关机构介绍而来，

三是通过义工社区走访等方式找到帮扶对象。

此外，寺院弘法部、慈善会等机构，多与社会

上的孤儿院、养老院、福利院、救助站及民间

互助组织等有互动关系，并参与各地突发灾难

的救助，但我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得到佛教的

慈善帮扶。

佛教界的物质救济，不会以要求受助者产

生信仰为附加条件。当然，他们在接受救济的

过程中，或多或少会受到佛法教化。确实也有

不少人因为这一机缘接触到佛法理念，身心两

方面都有受益，从而走入佛门。

问：佛教慈善在善款的募集、使用及管理

上是如何分配的？如何最有效地使用这些善款，

保障这些善款用到最需要的人身上？或者有效

地向民间大众传播善念？

答：佛教慈善善款来源主要有三：其一，

来自信徒的专项捐赠。其二，来自寺院的功德

金或其他收入。其三，来自会员缴纳的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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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款的使用原则是根据施主意愿专款专用，

若捐款者没有明确意向时，则可进行统筹安排。

在佛教团体中，对资金的管理主要从设立制度、

严格管理和加强因果观念两方面着手。作为慈

善事业的参与者，必须有济世的悲心并深信因

果。在此基础上，再以规范的财务制度作为保障。

在使用方面，除落实在扶贫帮困、助学救孤、

义诊施药、环保护生等传统慈善项目外，主要

用于大型救灾及刊印弘法书籍。在具体落实过

程中，主要通过事先走访、专项落实、事后跟

踪等操作流程，使善款得到有效使用。

至于向大众传播善念，我认为，关键还是

在于对善的正确认识。社会上对善行的宣传也

很多，但除了让大家感动一番以外，未必能令

人见贤思齐。原因何在？正是因为没能深刻揭

示出慈善行为的内在价值，及对生命改善的意

义，这就必须从观念上进行调整。然后，通过

政府重视和媒体力量等有效途径，将这种理念

传达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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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目前，参与慈善的人越来越多，很多

企业家和社会名流都积极加入到慈善活动中来，

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答：这是一个好现象，代表他们物质水平

和人生追求的提高，开始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感。

从佛教来说，对某个行为的评判，关键是

看动机，也就是“发心”。就慈善来说，同样存

在不同的发心，有些可能是出于慈悲，也有些

可能带有功利色彩，甚至将造势摆在首位。佛

教认为，只有以慈悲心来做，才是真正的慈善

行为。否则的话，即使在客观上起到扶贫帮困

的作用，但这些行为本身是会打折扣的，也难

以对提升生命品质起到多少作用。

问：最近随着国学热的兴起，有很多事业

有成、经济稳固的人成为居士，您能否向我们

解释一下什么是居士？成为居士有哪些要求？

答：居士，原指富裕且有德有道的居家之士，

现指皈依三宝、修学佛法的在家信众。

成为居士的条件很简单，只要信赖佛法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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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宝并通过如法的皈依仪式来确定这种信赖即

可。当然，皈依还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内涵，不

是用短短的篇幅可以完整介绍的。皈依之外，

居士还应受持戒律，遵守相应德行。不少人虽

然对佛教有好感，但对成为居士却心存畏惧，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怕被佛教的清规戒律

所束缚。其实，佛教对在家居士的基本要求只

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

五点，这也是成为一个好公民应该遵守的行为

规范，并非超乎寻常的要求。即使暂时不能全

部做到，也可以分受，能做哪一条就受持哪一

条。其实，受戒和慈善一样，关键是认识到这

一行为对自身生命改善的意义。

现代人普遍活得很累，主要原因，一是因

为欲望太多且执著难舍，一是为了满足欲望而

不择手段，从而使生命陷入不良惯性中。持戒，

正是帮助我们摆脱这种不良惯性的有效手段，

是身心健康发展的交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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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对普通人来说，如果想了解一些佛学知

识，又希望能够获得心灵上的帮助，有什么渠道？

答：建议先看一些“人生佛教”的书籍，

这是以佛法智慧对现实人生种种问题所作的解

读，适合尚无信仰基础而有心了解佛法的人士。

西园寺弘法部长期致力于佛法弘扬，以网络、

音像、书刊杂志等多种方式向民众普及正信佛

法，“人生佛教”系列也是其中的重点之一。近期，

又以“佛学和心理学”作为面向社会弘法的方向，

出版有“佛学与心理学专刊”等。

此外，西园寺弘法部还开办有“青年佛学

进修班”，并于每周、每月定期举行各类共修活

动（看着我困惑的样子，法师补充说，类似做

礼拜，我立刻会意，同时惭愧）。除立足于寺院

的定期活动外，我们也和各地高校、企业有较

多互动，或是应邀前去举办讲座，或是接待各

地学子的参访，如北大、复旦、清华、南大等。

我所理解的佛法，就是心性之学，是究竟

解决人生问题的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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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后记】和济群法师走在一起的时候，

会看到一些人因为见到他，突然脸色凝重，然

后双手合十行礼。其实在临去拜访之前，我已

不止一次地和朋友说，这次的机缘让我很惴惴

不安啊。身为媒体工作者，我会觉得自己幸运，

可以有机会与各行业的精英翘楚对话。但是，

每当我将自己所了解和感知到的星星点点落实

到文字或者图像的时候，却总充满遗憾和对不

能充分表达的无奈，因为面对这些在各个领域

难以企及的高度，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短暂

的时间做大量功课，以致让采访的对话看上去

还像那么回事，然后再把看上去像的东西尽我

所能地展现出来。同时因为时间和篇幅的关系，

往往这种呈现又要大幅度地缩水。最后，看着和

我所体会到的深度完全不能匹配的文字，却又要

开始下一个选题的工作，有时甚至因此产生对工

作的怀疑和否定。不过一般情况下，我对这些无

奈的回合已经学会习以为常，抱怨之后还是很快

会得到解脱，不过这次似乎不同。

应该说，采访是顺利的，对采访前期我们精

心准备的问题，法师认真打印出来并一一解答，

这些解答写在纸上，似乎是浅显易懂的。采访当

时，济群法师仍然是用简单的表述娓娓道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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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中感受着平和安定的气场，认真地记录。然

而回到家后，我看着这一万字的采访笔记，济群

法师精心准备的问题解答手稿，以及从弘法部那

里带回的两整袋书籍图像资料，却陷入不知如何

表述的困境。

那么多简单的话堆积出来的语句，不管我是

原封不动地把访谈记录呈现，还是做任何删减

或再加工，都无法表达我所感受到的万分之一

的深厚，更不要提还原了。

还是讲一个画面结束这篇文章。

采访前，济群法师说周六下午他在西园寺，

却并没说是西园寺具体何处。我到达之后，从

入口处一直走到最里面。因为是周末，寺庙里

很热闹。一路上，有善男信女在进香，观音殿

前居然有一些老年人穿着红红绿绿的戏服在唱

歌。回廊转角处有大朵大朵盛开的杜鹃，回廊

两边是一些意义深刻的警示文，我边走边看，

时间到了两点，我拨通济群法师的手机。

“您好，我已经到了西园寺，请问您在哪？”

“哦，你在西园寺哪里？”

“我走到了最里面。”

“不要走到里面，走过头了，现在你转身出

来，我在天王殿这里。”

“好的，天王殿……”（天王殿也很大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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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里呢？我疑惑地向相反方向走）

“你继续笔直向前走，我已经看见你了。”

电话突然挂断了。我放下手机，四下张望。

到处都是人，三五成群的人，穿梭的人，进

香的人，一些穿着红红绿绿的衣服在观音殿前

排练的人，周末下午西园寺还真够热闹！可是

那么多人在我面前，济群法师在哪里？我怎么

知道哪一个是他？为什么他看见我了，而我还

没看到他？这真让我焦虑。心中焦虑，却想着

出家人不打妄语这句话，“笔直向前走！”谁让

我四处张望的？就在我想着这句话的同时，我

不再理会四周，加快步伐，突然发现（果然就

在笔直的正前方），在正对面土黄色的佛墙下，

一个穿着土黄色僧服的人向我挥手。在见到他

向我挥手的瞬间，我几乎恍惚了。很少有人在

这个时代有这样的挥手，不是大喊“嗨，我在

这”，也不是矜持与拘谨的招手。佛墙前的这个

僧人，整个人都和他的挥手浑然一体，那么飘然，

那么亲切。

类似的感觉在我生命中还出现过一次，仍

然要说到冬天的普陀山。那一次下着小雨，我

气喘吁吁地爬到山顶，拖着沉重而疲倦的步伐，

心中抱怨着下雨天登山拜访寺庙的艰辛，几乎

快要坚持不下去，却突然在一个转弯处，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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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笔直而狭长的通道。通道尽头，是墙上书

写的四个大字——同登彼岸。我站在那里，周

遭只有雨声，万籁俱寂。

当天下午，我走到济群法师身边的时候，才

发现，周末下午两点的西园戒幢律寺，一点都

不喧闹，安静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