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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在任何地方，只要有現任全國政協
常委、西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中國佛教協
會副會長、中國佛教協會西藏分會會長珠
康‧土登克珠活佛的出現，你都會有一種由
衷的平和。彷彿這個世界，頃刻間塵埃盪
盡、甘霖飄灑，真善美的旋律洋溢着時空，
讓人撕去虛偽、讓人心不設防、讓人靈魂安
寧。他那飽滿的面龐，煥發着青藏高原特有
的黝黑；展朗的五官，散發着與生俱來的慈
悲氣息，神態寧靜而恬淡；他體形肥碩，行
動起來略顯遲緩，但走起路來昂首闊步、鏗
鏘有力，有一種高屋建瓴的自信和飽經風雨
的淡定！

登菩提路：從普通牧民家
庭走出的沙門領袖

藏傳佛教，或稱藏語系佛教，是指傳入
西藏的佛教分支，與漢傳佛教、南傳佛教並
稱佛教三大體系。藏傳佛教目前主要有四大
教派：寧瑪派，該派僧人只戴紅色僧帽，因
而又稱紅教；格魯派，格魯派僧侶戴黃色僧
帽，故又稱為黃教；薩迦派，薩迦派寺院圍
牆塗有象徵文殊、觀音和金剛手菩薩的紅、
白、黑三色花條，故又稱花教；噶舉派，該
派僧人按印度教的傳統穿白色僧衣，故稱為
白教。每個教派，都有顯宗和密宗兩部分，
而且都非常強調修行次第，第一是出離心，
第二是菩提心，沒有一個教派不需要出離心
和菩提心。 「嗡、嘛、呢、叭、咪、吽」是
藏傳佛教的六字真言，在西藏被印於經幡、
刻於山崖、藏於經桶、飾於殿堂，為藏傳佛
教使用率最高的誦咒，幾乎到了無人不知、
無人不念的地步。

作為藏傳佛教第七世珠康活佛，珠康‧
土登克珠活佛告訴記者， 「活佛」是青藏高
原這塊神奇的雪域之地孕育出的一種獨特的
宗教文化現象，活佛轉世是藏傳佛教特有的
傳承方式。珠康活佛就是格魯派著名的活
佛。 「活佛」譯稱 「轉世尊者」。珠康一
詞，源自第一世珠康‧格來加措，是 「山
洞」的意思， 「山洞」曾是宗喀巴大師修行
的地方，從第一世珠康活佛到今天，已經有
三百八十多年的歷史了。珠康活佛在西藏歷
史上是繼達賴、班禪之後的第五位活佛，也
是藏北高原最尊崇的活佛。

一九五八年，一個普通牧民家庭的一位
健康、聰慧、英俊又符合種種異兆的男孩，
被認定是轉世靈童，再經過嚴格的金瓶掣
籤，最終被定為第七世珠康活佛，他就是珠
康‧土登克珠，那時他只有三歲。藏傳佛教
認為活佛是永恆的，靈魂可以進駐不同的肉
身來到世間生活。經過坐床儀式後，珠康‧
土登克珠正式成為第七世珠康活佛。活佛坐
床禮儀是藏傳佛教寺院中最為重大的宗教儀
式，舉行坐床儀式是標誌着能以 「前世活
佛」的地位公開與外界往來，正式成為有權
的活佛。珠康‧土登克珠活佛是西藏和平解
放後的首位轉世活佛，所以他的坐床儀式受
到了當時新中國政府的高度重視。他告訴我
們： 「我的坐床儀式是一九五八年的夏天在
那曲隆重舉行。那次儀式是歷代珠康佛中最
隆重的一次，也是那曲地區歷史上最隆重的
一次坐床儀式。」

一、二、三世珠康活佛都曾是色拉寺活
佛，四、五世珠康活佛時代，他們來到環境
惡劣、地廣人稀的藏北，陸續修建了九座寺
廟；到六世珠康活佛時，藏北當地部落土人
送他一座寺廟，再加上原先的色拉寺，共有
十一座寺廟。這十一座寺廟的管理，就是珠
康活佛的重要工作之一。珠康‧土登克珠活
佛被譽為 「西藏最忙的人」，他不僅要管好
十一座寺廟，因為身兼數職，每一個社會角
色都要他付出大量的精力。一九九三年，珠
康活佛當選為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二零零
零年三月召開的九屆政協三次會議上，他又
被增選為全國政協常委，並連任第十屆、十
一屆全國政協常委，如今還同時兼任西藏政
協副主席、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中國佛協
西藏分會會長。

慈悲為懷：
藏北牧民的好活佛

珠康活佛對藏傳佛教有着很深的造詣，
戒定慧三學同修，信解行證次第並重，他不
僅能夠深入淺出地講經說法，而且能夠用佛
法真實不虛地解決藏民的生活問題。他說，
「什麼是活佛呢？活佛是指在世間活着的

佛，人間佛，為人類做一些事。第一世珠康
活佛已經成佛了。我的肉身往往變換，但靈
魂是不會換的。」珠康活佛強調，佛教的精
髓是 「大慈大悲」，佛教的準則是 「諸惡莫
作，眾善奉行」；如每一個人都能懂得敬
畏、心懷感恩、樂於助人、疼惜生靈，就是
最好的修行，也是促進和諧社會的保證。

近年來，珠康‧土登克珠活佛為弘揚佛
法，扶貧助學，送醫送藥，宣傳黨的宗教政
策，幫助當地政府部門排憂解難，解決各種
矛盾糾紛，走遍整個藏北草原，行程約六萬
公里，累計捐款人民幣百萬元以上，講經說
法逾百次，為利國利民發揮着特殊作用，在
藏北牧區信教群眾中享有很高的聲譽。藏北
草原傳頌着他的許多感人事迹，信眾們親切
地稱他為 「牧民們的好活佛」。

珠康‧土登克珠活佛說，他在那曲工作
時，經常到草原牧區下鄉，有許多群眾送
牛、送羊和錢給他。藏民把錢放在他左手，
他右手就把它送出去了。送到哪裡去了呢？
貧困戶手裡。人們不斷地給他，他就不斷地
送，留自己的少，留寺院的少，送給貧困戶
的多。他給自己提出了 「五不」的規定，
「不迎接，不歡送，不坐高床，不接受貧困

戶的供養，不接受黨員和領導幹部的供養。
我經常到藏北各地講經說法，所到之處也很
受群眾歡迎。比如信眾讓你坐高床，但我要
求自己，即使坐高床也是象徵性的坐一會，
不然群眾會不高興。還有信眾供養的時候，
要看黨員、領導有沒有，扶貧對象有沒有？
如果有的話就退還給他們，實在退還不了，
就以其他方式還給他們。」他說，有一次他
把布施來的二百八十六頭牛、七百二十六隻
羊都分給了貧困戶，幫助他們發展生產，脫
貧致富。當然，送來的牛、羊、馬、藥品等
東西很多，自己寺院裡也用一部分，但是對
絕大部分布施，主要用於扶貧或是希望學校
方面。這樣做既符合佛教慈悲濟世的教義，
也契合了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時代
要求，這也是中國佛教協會已故會長趙樸老
和中國佛教界多年來為之倡導努力的人間佛
教的精神。因而，這種做法在社會上受到了
藏民普遍的歡迎，群眾反映很好，認為這樣
的做法體現了菩薩道的精神。

關注民生：
貼近群眾慈悲濟世

在珠康活佛的心裡，一個好活佛就要繫
廣大群眾疾苦，想着為基層群眾辦好事、辦
實事，盡量想辦法協助政府部門解決人們日
常生活中存在的問題。只有這樣才能真正體
現佛教所說的慈悲濟世的偉大思想，才能使
佛教的精神思想貼近生活，貼近群眾。也只
有這樣，僧侶們才能真正地受到廣大群眾的
擁護和愛戴。

每當談起親手處理的那些問題，珠康活
佛顯得有些激動，話也多了很多。像那曲地
區的計劃生育、礦山採礦、捕魚等許多棘手
的問題，藏區佛教協會協助政府做了許多工
作。眾所周知，作為一個僧人是反對任何殺
生行為的。面對計劃生育政策，有的孕婦就
直接找到佛教協會問珠康活佛說： 「舊社會
我們都不殺生，但是現在的共產黨讓我們殺
生，我們實在是想不通。」群眾議論越來越
多，說什麼的都有。於是，計劃生育工作做
起來就非常困難。經常有人找到他說： 「我
現在懷孕了，政府說我違反了計劃生育政
策，讓我打掉孩子，這是殺生啊，你是活
佛，你說怎麼辦？我們聽活佛的。」珠康活
佛非常理解牧民們的心情，他坦誠地說：
「作為一個佛教徒我們是絕對不能殺生的，

但是我們不能違反黨和國家的計劃生育政
策，我們要尊重國家的大政方針。」他耐心
地給她們講述國家的計劃生育政策，講述根
據自己家庭的具體情況看待計劃生育問題，
告訴她們孩子多的利弊關係，陳述自己的看
法，最後讓她們自己決定是否要孩子。她們
聽了珠康活佛的講述後，覺得他說得有道
理。計劃生育對西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
有好處的，一是能夠提高人口的質量和素
質，二是可以與自然環境以及經濟物質條件
相適應，協調發展。珠康活佛說： 「西方一
些國家攻擊西藏的計劃生育政策是沒有道理
的，這是因為他們對中國西藏的許多政策認
識不足，理解不夠。我認為實行計劃生育政
策對提高藏民族人口素質，提高生活質量都
有好處，因而，我在電視上的講話就很受老
百姓的歡迎。許多群眾說，珠康活佛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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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知菩薩無心，以眾生之心為心。

菩薩無境，以眾生之境為境。

故得有感即通，不謀而應。

良由眾生心之本體，與菩薩之心，息息相通。

——《印光大師文鈔》

本報記者 史利偉

沒有錯，所以我們要聽政府的話，實行計劃
生育政策。」

我們都知道，歷史上的藏族人一般不會
在神山中動土開礦的，也不在神湖中捕魚。
過去西藏噶廈政府也有法律條文來禁止在這
些地方開礦捕魚。從某些方面說，藏傳佛教
敬天、不殺生的思想對西藏自然生態環境的
保護，的確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現代社
會的經濟發展需要開發，人民的生活水平也
需要改善，這種情況下，怎麼辦？那曲就遇
到了這樣的問題。比如當地相關部門開山找
礦、修路架橋，是造福一方的好事。但是當
地的群眾不答應，他們認為這樣破壞了千百
年來敬拜的神山，會惹怒山神的，為此他們
甚至與當地的政府部門發生了衝突。矛盾非
常激烈，處理不好就會引起更大的問題。政
府部門就找到佛教協會，他們知道群眾聽活
佛的話。於是，珠康活佛就請教他們寺院裡
的一個堪布，這個堪布說： 「這個問題好
辦，經書裡說過應該怎麼辦。我們可以把這
個山上的神，搬到另一個山上去。」於是，
珠康活佛請喇嘛們念經祈禱，做佛事活動，
將神山搬遷到其他地方，成功地解決了群眾
與當地政府之間的矛盾。

邊界和草山糾紛一直是那曲地區與青海
省長期存在的敏感問題，這個問題處理的不
好或不夠及時後果都是不堪設想的。珠康活
佛曾經多次協助政府部門深入這些牧民當中
調查研究，深入細緻地做群眾的思想工作，
告訴他們生活在青藏邊界線上的牧民群眾們
要互諒互讓，互相學習，要相信中央和當地
政府會妥善地處理邊界糾紛問題。也許因為
珠康活佛的特殊身份，很多時候，他的耐心
教育化解了許多仇恨和矛盾，這使他感到十
分地愉快，因為，作為佛教界人士能為地方
政府的工作排憂解難，也算是作出了他們的
一份貢獻和愛心。

團結互通：
要加強藏漢佛教界的交流

談到佛教的慈善事業，珠康活佛覺得漢
傳佛教在這方面有許多經驗值得藏傳佛教學
習借鑒。像福建的南普陀寺，他曾經訪問
過。當時這個寺院是在聖輝大和尚的領導
下，各個方面做得都非常出色。珠康活佛
說： 「我們藏傳佛教，特別是在寺院管理等
方面應該向他們學習。訪問南普陀寺時我的
感受很強烈，也有許多的想法。比如，學習
他們如何開展佛教慈善活動，學習他們如何
管理寺院，如何培養年輕的僧才，如何提高
年輕僧人的整體文化素質與佛學修為。」

說到這裡，珠康活佛給我講了一段他與
聖輝法師曾經的交往。那時候，雖然他是在
西藏工作，聖輝法師在北京，有時候聽說在
南普陀寺，他們平常的往來不多，但是與聖
輝法師的交往卻是一個善緣。 「你知道嗎？
聖輝法師對西藏和藏傳佛教非常地關心。記
得許多年前全國政協開會，我們都在宗教
組。有一次開會休息時，他主動來找我，說
有點事情要與我商量。他說：聽說西藏那曲
發生了特大雪災，我想捐助受災的地方一些
善款，為那曲的受災群眾做一些我們力所能
及的事情。當時，我聽了非常感動。第二天
開會時，他就親自找我，送來了現款十萬元
人民幣。後來，他來過西藏訪問，我們一起
去了藏北那曲，聖輝法師也參拜了我的寺院
孝登寺，給我們寺院還布施了十萬元人民
幣。另外，還給那曲的學校捐助了十多萬助
學的善款，還捐助了許多貧困學生，直到今

天聖輝法師還在繼續捐助着這些學生的學費
和生活費用。可以說，聖輝法師對我們西
藏，對藏傳佛教很有感情，對我們那曲的教
育事業和佛教事業做了不少的貢獻。」珠康
活佛感慨地說道。如今，中國漢傳佛教的主
要寺院，幾乎都留下了珠康活佛的足迹，而
漢傳佛教對藏傳佛教的交流，也達到了前所
未有的程度。

如今，新一屆的中國佛教協會更加注重
三大語系佛教的相互學習和交流，在扶持藏
傳佛教的發展方面做了很多實際工作，如寺
廟的修建、佛學院的開辦、僧侶生活環境的
改善等等，藏傳佛教的人士都看在眼裡。如
今，國家還拿出專項資金幫助保護藏傳佛教
的文化藝術和編纂藏傳佛教的文獻資料，還
通過展覽、培訓等方式不斷提高藏傳佛教僧
侶的綜合素質，促進中國三大語系佛教界的
團結與交流。他們也感覺到中國佛教協會加
強了與各省市藏傳佛教的聯繫與溝通，像佛
教協會的有關會務活動，通過藏文信息簡報
的方式，及時發布到地方藏傳佛教組織。

愛國愛教：
參政議政也是普度眾生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國人民愛國
統一戰線的組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
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是中國政治生
活中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一種重要形式；是
中國各族人民經過長期的革命鬥爭，在新中
國成立前夕，由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
無黨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團體、各界愛國人
士共同創立的。擔任了二十年全國政協委
員、常委的珠康活佛，高度評價政協委員的
重要作用， 「政協委員的建議是非常有力量
的。 『南水北調』、 『西部開發』等好多建
議一開始都是政協委員提出的，提了一、兩
年，中央就開始實施。」

按照珠康活佛的理解，中國的宗教界愛
國人士參政議政有兩層含義：一是作為公民
參與國家政治生活；二是作為宗教界代表參
與國家政治生活。作為政協委員，他先後提
出了包括藏傳佛教文化保護、加強宗教界自
身素質建設、加強西藏自治區野生動物保護
力度等的許多建議。這些建議都得到黨中央
的高度重視，相關的解決措施很快出台。珠
康活佛表示，國家對宗教人士也十分重視，
這讓他深感身上責任重大， 「現在黨的民族
宗教政策很好，廣大信教群眾充分享受宗教
信仰自由。黨和國家還積極引導藏傳佛教與
社會主義發展相適應，解決了許多實實在在
的問題，在那曲那邊，廣大老百姓、親戚、
朋友都來看我、拜見我，內地也有很多朋
友。政府這邊還安排我擔任西藏自治區政協
副主席，還要主持中國佛教協會西藏分會工
作，我自己還有十一座寺廟要管好。我可能
是西藏最忙的人，一般都沒有休息時間。但
是我感覺很充實、很幸福，我是實實在在地
在弘法利生。」

在珠康活佛的思想中，佛教裡面沒有保
守主義，恰恰佛教是非常開放的。 「佛」的
意思是 「覺悟與智慧」，修佛是追求智慧與
真理。佛法注重實證實修，並且要普度眾
生，就是不為自己求安樂，幫助眾生離苦，
這恰恰是一種積極入世的精神。所以佛教不
是讓人沒有任何慾望，而是讓人們用智慧去
把握現實，不該做的不能做，該做的一定要
毫不猶豫，比如作為政協委員參政議政，這
本身就是一種弘法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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