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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四月五日，最大規模、最高規格的本煥長老追思會在深圳

弘法寺舉行，高僧大德雲集，社會賢達畢至，十方信眾摩肩接踵，在佛號

哀鳴中咸聚美麗的仙湖追思本煥長老，用心砥礪他逾百年的菩提蹤。那

一天，天氣陡然變化，久違的雨水毫無顧忌地傾瀉下來，風雲變色、人天

同悲，或許這是造化和人間在心照不宣地恭送本老最後一程。

——本報記者 史利偉

死生事大，生命在於過程
不知道為什麼，從得知本老往生哀訊的

那一刻，一個曾經風靡中國、影響一代中華
兒女的人物形象一直撩撥我，從香港到深
圳，我一直試圖用更加理性心態阻止自己的
胡思亂想，但是這個形象和他的言語始終揮
之不去、欲罷還休——他就是蘇聯名著《鋼
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主人翁保爾柯察金。
他的名言猶如晨鐘暮鼓，一直縈繞在耳邊，
「人，最寶貴的是生命；它，給予我們只有

一次。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他回首
往事時，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
無為而羞恥；這樣在他臨死的時候，他就能
夠說：我已經把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
都獻給了這個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了
人類的解放而鬥爭」。在這個浮華和喧囂的
時代，對於一些習慣了自視聰明的人來說，
這是一句讓人感覺虛無和稚氣的話語；但是
對於真正經歷過風雨和考驗的人來說，這又
是如此的真實和崇高。

我毫無理由地把保爾柯察金與本老聯繫
起來，雖然我知道他們分屬不同的時代、不
同的環境、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不同
的信仰、不同的人生，這是不爭的事實，但
是他們確確實實擁有極為相似的對待生命之
態度。據本老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他生前
在晚飯後乘涼時，曾不止一次指天上最亮
的一顆星星對他們說： 「我將到那裡去」。
在他臨往生之前，還一再囑咐，他往生後要
荼毗，不要念過多的溢美之詞，就稱他為修
行人，並諄諄教導大家，一輩子老老實實做
事就好。死生事大，但是對於本老和保爾來
說，對於生命，他們注重的是深度而不是長
度，是內涵而不是形式，是過程而不是結
果，是價值而不是面值，是彼岸而不是此
岸。

白首童心 恆順眾生
親近本煥長老，是從二零一一年五月本

報開闢《盛世菩提》專欄開始的，我還清楚
地記得，本老是大公報《盛世菩提》專欄的
第一個受訪者。當時我是在中華民族宗教文
化促進會執行主席、深圳市宗教文化研究會
會長易道先生和原深圳市委統戰部副部長兼
宗教局局長馮安群先生的陪同下，去拜訪本
老的。我們去的時候，他正在
法堂會見朝拜者；法堂門外排
長長的隊伍，本老微笑，
一個一個地接見、摸頂、加
持，真誠至極、用心至致。等
了好久，朝拜者禮畢，我們一
行人走進了法堂。一看都是熟
人，老和尚很是高興，不停地
祝好，非常關心大家的身體、
事業。當大家都恭祝老和尚身
體健康、長久住世時，本老顯
得更加精神了，他用地道的湖
北口音說： 「我已經一百零五
歲了，但是我還只是一個小和
尚，才五歲呢！」說話間，他
還把五個指頭高高舉起，衝我
們做了個鬼臉。

當易道先生介紹我是大公

報記者，專程來採訪他時，他很高興，讓我
走近一點。當我親近老和尚時，他突然問
道： 「你發財了沒有？」面對這突如其來的
發問，一介書生的我有些不知所措，恍恍惚
惚中，尷尬地跪在他的膝下，如實白本老：
沒有。這時老和尚拿起他案台上的一個竹
片，先摸摸我的頭頂，之後就用竹片輕輕敲
打，同時口中念念有詞， 「升官升官升大
官，發財發財發大財；升官升官升大官，發
財發財發大財……」這時候馮先生他們都忍
不住笑了，馮局長走近本老，提高了嗓門在
他耳邊說道： 「老和尚，不能總是這兩句話
啊！」本老衝他們笑了，笑得很開心、很
天真、很燦爛，隨即口中的話多了起來：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平安快樂，全家幸

福……」後面還有很長很長，我實在難以分
辨出他在禱念什麼。加持完畢，本老鄭重地
說： 「謝謝你們宣傳佛教，宣傳本煥，你要
知道，眾多布施中，法布施最為殊勝，你們
功德無量啊！」後來的交談中，本老一直強
調，自己還是一個小和尚，還要堅持學習佛
法，像自己的恩師虛雲和尚那樣，深入經
藏、躬耕不輟。這是我第一次跟本老近距離
接觸，也是第一次和本老攀談，他的眼睛不
好使，耳朵也不靈敏了，但是說話的底氣還
是十足的。

不久，我採寫的《盛世菩提》專訪《本
煥：未成佛道，先結人緣》刊出了，又是我
與易道先生、馮安群局長帶報紙前去看望
本老。本老看到報道，非常歡喜，用放大鏡
放在報紙上，十分仔細地看文章的大小標
題，很是認真，由衷的微笑洋溢在他那滿是
皺紋的臉龐，是那麼的自然、和藹。突然，
他指報紙上的一張照片問我： 「你看，這
是本煥，漂亮不？」我再一次被本老問得不
知所措，思維好像斷了電，一片空白，只能
煞有介事地點頭說道， 「確實很漂亮啊，您
老還要活到一百二十歲呢」。那一刻，本老
很開心，一抹紅暈在他臉上慢慢浮起，就像
一個受了表揚的孩童，純真而爛漫。我請本
老對我的報道給予指導，他滿臉和悅地說：
「你寫的對，出家人在未成佛道之時，一定

要先結人緣，廣結善緣，沒有眾生哪能有佛
啊？」接，他戴上老花鏡，把桌子上的一
個簽字筆拿起來，顫顫巍巍地握在手中，整
個臉龐幾乎貼到了報紙上，認認真真地在報

紙的右上角寫下：本煥百 O
五。最後老和尚反覆交代侍
者，叫大和尚（弘法寺方丈印
順法師）來，一定讓大和尚好
好招待他們，感恩他們！聽了
本老的話，我們表示非常感
謝，但是實在不願意麻煩老人
家了。但是老和尚很執著，一
定要留我們，我們哄他說去方
丈室看看大和尚，借此機會，
徑直離開了弘法寺。一邊走
路，馮局長和易會長一邊跟我
開玩笑，他們說跟老和尚吃飯
也是一種修行，但是那是苦行
哦，老和尚會不停地給你夾
菜、送飯，決不允許剩下丁點
飯菜，哪怕是湯水；更不允許
吃飯的時候掉下一粒米、一片

菜葉，你若沒看見，老和尚會給你撿起來吃
掉，所以我們這些凡夫俗子還是溜之大吉。

後來，也多次陪同各界朋友去弘法寺拜
見本老，但是由於人多的緣故，再也沒有單
獨跟本老攀談過。看他拖百歲之軀，還
在早晚不停地接見朝拜者，毫不吝嗇地給予
開示、加持和度化，給人信心、給人希望，
給人勇氣，實讓人崇敬而又憐憫。本老的
法堂一直懸掛一幅對聯：不為自己求安
樂，但愿眾生得離苦。或許菩薩心腸的他，
從一生下來就注定了荷擔普度眾生、拔苦與
樂的如來家業！

百歲菩提 安詳示寂
四月一日，突然收到本老身邊居士轉發

來的短信：阿彌陀佛，弘法寺上本下煥長老
於四月一日早上七點安詳舍報，圓寂歸西，
享年百零六歲。敬此誠請並隨喜大家發心，
以精進修行，如齋戒、念佛、誦經修法及放
生等功德回向長老，祈祝蓮品高僧覺行圓
滿，並祈願長老慈悲不捨眾生，乘願再來、
倒駕慈航、廣弘正法，以普度眾生早出苦
海、悉登彼岸。當時覺得有些突然，怎麼可
能呢？忘記了那一天是愚人節，於是直接打
電話到弘法寺求證，果然客堂答覆 「本老往

生之事，是為謠言，不予確認」。此時，我
有些悲喜交集，悲的是誰人竟然拿老和尚的
往生開玩笑，愚弄大眾，實在是令人氣憤；
喜的是，這真的只是一個玩笑，本老依然駐
世。但是，我還沒有在這複雜的感情中解脫
出來，四月二日凌晨，本老往生的哀訊再次
傳出：中國佛門泰斗本煥長老今晨零點三十
六分在弘法寺安詳示寂。這個消息是真實
的，弘法寺的官方網站上用粗大的黑體字給
予確認。這一次，我沉默了良久，關於本
老，關於佛教，關於信仰，我沉思良久！據
悉，那一天，超過十萬人含淚奔入弘法寺，
瞻仰本老遺容，紀念這位見證中國佛教百年
歷程的百歲菩提。

四月五日早晨八時許，本老追思大會在
弘法寺舉行。中央統戰部、國家宗教局、廣
東省委省政府、深圳市委市政府的相關領導
和中國佛教協會、香港佛教聯合會、澳門佛
教總會及台灣、泰國、美國各地高僧大德及
十方信眾數千人出席追思會。追思會結束
後，還進行了荼毗法會，在一片佛號聲中，
伴隨漫天的菊花，本老法體荼毗。弘法寺
方丈印順大和尚介紹，荼毗是老和尚自己做
出的選擇，認為 「生歸叢林死歸塔、燒了乾
淨」。本老的法身舍利將繼續在這青山碧水
間陪伴大眾，用他那魅力的人格和慈悲精神
莊嚴國土，利樂有情，普惠世間。

《六祖壇經》上講， 「佛法在世間，不
離世間覺，離世求菩提，恰如覓兔角」。以
此告誡信眾，修行要在人間，覺悟也要在人
間，每一個有心修佛的人，都不可能逃避人
類世界。所以佛教是人間的，只有腳踏實地
去修心養性，才能使自己的人格淨化昇華，
進而明心見性，終成佛道。本老在人世間走
過了一百零六個年頭，僧臘 84 年，戒臘 84
夏，幾乎以畢生的修行，見證中國佛教的
發展。如今，本老的寂滅，是中國乃至世界
世俗佛教的重大損失，祈願長老在另一個煥
然一新的世界裡慈悲依舊、不捨眾生！

本煥長老到歐洲參訪 本煥長老（左）到日本參訪，日本友
僧贈送法寶留念

美國僧眾前來深圳弘法寺聽聞本煥長
老方便開示

本煥長老（前排右二）參訪香港，並
與香港佛教界深入交流

本煥長老（右）和永惺長老（左）相談甚歡

原全國政協常務副主席葉選平先生
（左）稱讚本老建寺安僧功德無量

中國佛教協會前會長趙樸初居士
（右）與本煥長老親切交談

本煥長老（中）與馮安群局長（後）、
易道會長（右）及本報記者史利偉（左）親
切交流

本煥長老欣然在大
公報上題名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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