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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中國梵淨山生態文明與佛教文化論壇側記
戴秉國：
戴秉國
：文明和生態環保息息相關

為更好地探索、發掘梵淨山生態資源和佛教文化的價值，推動生態文明建設融入文化建設
和社會建設的各方面，促進梵淨山生態文明建設與佛教文化的協調發展，在生態文明貴陽國際
論壇2013年年會勝利召開之際，銅仁迎來了以 「梵天淨土．桃源銅仁」 為主題的2013中國梵
淨山生態文明與佛教文化論壇。本次論壇由生態文明貴陽國際論壇組委會主辦，銅仁市人民政
府、貴州省宗教局、《中國宗教》雜誌社、貴州省宗教學會、貴州省佛教協會聯合承辦，大公
報協辦，是生態文明貴陽國際論壇的分論壇。本次論壇的召開，標誌着銅仁地方政府對梵淨山
價值探索和開發的歷史翻開了嶄新的一頁。
史利偉 王麗君 姚勇 綜合報道

▲原國務委員戴秉國致辭

▲貴州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張群山致辭

戴秉國在論壇開幕式上發表了主題為 「心靈環保、世界
和諧」的講話。
他說，中華文明和世界文明的過去、今天和未來都與生
態環保問題息息相關，這個問題正日益突出，牽動世界各國
和芸芸眾生。環保僅靠外在的資源、努力和約束是遠遠不夠
的，環保事業就應該從心靈環保開始，從一些樸素的認識開
始。
一是心態決定生態，心境牽動環境。習近平總書記最近
講，要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以 「照
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為總要求，清洗思想上的
灰塵，力戒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這
個要求有很強的針對性和現實感，同時也有扎實的文化和歷
史基底，因為這是數千年來中國社會對做人、做官的基本要
求，也是士人和官員的基本修養。必須首先解決好內在的心
態問題，才能更好地處理外在的生態問題。心態如何在相當
程度上影響和決定着生態狀況。
二是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佛教是珍惜生命、尊重自然
的宗教，梵淨山和幾乎所有佛寺都在美麗的山水之間。在這
樣一種環境裡，人是接地氣、有靈性的，能夠保持一顆安靜
、純淨、善良的心。中國文化主張人與自然的和諧，主張節

儉，倡導有限消費。我們一定要擺好人和自然的位置，處理
好人與自然的關係，培養 「仁愛萬物」的情懷。
三是既要金山銀山，又要綠水青山。中國古代哲人非常
重視人的價值和人的發展，不排斥人對自然的合理利用，但
主張利用與養育不偏不廢，反對涸澤而漁，摒棄掠奪式開發
。人們在自身發展進步中，容易忘記這些老祖宗的教訓和智
慧，因而付出巨大代價。中國在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一
定要汲取他國和歷史上的經驗教訓。
四是同舟共濟，而非同舟共 「擠」。生態的英文詞源於
古希臘詞彙，意思是 「家」。在全球化時代，地球是一個地
球村，是一個大家庭，因此生態保護以及應對氣候變化的努
力是一項國際性事業，需要這個大家庭中所有成員的共同努
力和真誠合作。生態文明的國際合作，以及各種類型、各個
領域的國際合作，恐怕都需要有一種同舟共濟的精神。同舟
共濟也是一種主張和諧的世界觀。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
與人以及國與國之間的和諧，都是和諧世界的題中之義。
戴秉國最後強調， 「和而不同」是和諧的要義， 「共同
發展」是和諧的目標。如果我們大家都有 「萬物並育而不相
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的豁達心態和理性行為，那麼這個世
界一定會更加美麗、更加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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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仁市委書記劉奇凡致辭

▲銅仁市市長夏慶豐主持論壇開幕式

本次論壇的舉辦，引起了海內外的巨大關注
展目標。戴秉國開門見山： 「很高興以一位貴
，論壇開幕式上，海內外嘉賓雲集於銅仁。
州銅仁老鄉和外交戰線老兵的身份，參加
原國務委員戴秉國，外交部副部長翟雋
梵淨山生態文明與佛教文化論壇。」他
，貴州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張群山，
特意申明： 「我出席過很多論壇和會
銅仁市市委書記劉奇凡，銅仁市市
議，但以生態文明和佛教文化為主
長夏慶豐等領導；中國佛教協會副
題的，是第一次。在自己的家鄉
會長、湖南省佛教協會會長聖輝
出席國際性會議，也是第一次。
大和尚，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
所以這個論壇對我既有親切感又
四川省省佛教協會會長永壽大和
有新鮮感。我願結合自己的經歷
尚，貴州省佛教協會會長、貴陽
，與大家分享對生態文明的一
弘福寺住持心照大和尚，澳門佛
些感悟。」 接 着 他 以 「心 靈 環
教中心協會會長戒晟大和尚，廣
保、世界和諧」為主題發表
東省佛教協會副會長、雲浮國恩
演講 。
寺住持如禪大和尚，台灣桃園佛
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湖南
教會理事、桃園佛堤禪苑住持傳肇
省佛教協會會長聖輝大和尚代表佛
大和尚等海內外高僧；老撾人民民主
教界在開幕式上致辭。聖輝大和尚對
共和國駐華大使宋迪．本庫，尼泊爾駐
梵淨山印象深刻，早在2006年就前來
戴秉國向銅仁市民宗委
華大使馬赫什．庫馬爾．馬斯基等駐華使
梵淨山考察，對梵淨山佛教文化內涵的
主任龍海碧表達問候
節，大公報副總經理周延召、中國宗教雜誌
探索及梵淨山生態資源的保護，給予過很多
社社長韓松等媒體高層；中國社會科學院世
寶貴建議。7年後再次來到梵淨山參加生態文明與
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世界宗教研究》
佛教文化論壇，大和尚十分認真，專門準備一篇數千字
主編黃夏年，北京師範大學哲學與社會
的講稿，從 「佛教的生態思想是推動生態文明建設的
學院教授徐文明等專家學者；海航集
積極作用」 「佛教依正不二的宇宙觀對人類中心主義
團董事局主席陳峰、香港宗教文化研
的撥亂反正」 「佛教節制慾望的生活觀對現代消費主
究會會長易道等企業社團代表出席
義的糾偏」三個方面，全面闡述佛教的生活觀和生態
論壇。
觀。
開幕式由中共銅仁市政府
論壇上，與會學者、法師等圍繞梵淨山的佛教歷
市長夏慶豐主持，戴秉國國務
史、自然生態以及佛教在生態文明領域能夠發揮的作用
委員、張群山副主任、劉奇
進行了探討。
凡書記、聖輝大和尚、陳鋒
地處銅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縣、江口縣、松
主席等分別在論壇開幕式上
桃苗族自治縣三縣交界處的梵淨山，是武陵山脈主峰
致辭。劉奇凡代表中共銅
，總面積567平方公里，海拔2750米。整座山林層巒
仁市委、市人大、市政府
疊翠，物種豐富，既是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也是聯
、市政協和427萬銅仁各族
合國 「
人與生物圈」保護網成員。
人民，向遠道而來的各位
梵淨山佛教歷史悠久，尤其以 「彌勒道場」
領導、各位法師和中外
的美譽為外界熟知，被譽為 「古佛道場」。據
嘉賓表示熱烈歡迎
悉，梵淨山佛教唐宋時開始從山周向腹地
，並詳細介紹
傳遞推進，明清時期達到鼎盛，曾經有
了銅仁發展
「四大皇寺四十八腳庵」。但之後由於
戰略和發
戰火等原因，全山寺廟屢建屢毀、屢
毀屢建。如今，山頂主寺─承恩
寺、金頂釋迦殿和彌勒殿、西線護
國寺、南線的龍泉寺和金佛苑等已
修復一新。

▲中佛協副會長
中佛協副會長、
、湖南省佛協會長聖輝大和尚致辭

▲海航集團董事局主席陳峰致辭

《中國宗教
中國宗教》
》雜誌社
雜誌社社長韓松主持論壇
社長韓松主持論壇
▲老撾人民民主共和國駐華大使宋迪
老撾人民民主共和國駐華大使宋迪．
．本庫致辭

佛教依正不二的宇宙觀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撥亂反正
他強調，在生態文明方面，具有兩千五百多年歷史的佛
教蘊含着依正不二的思想，為發展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提供
了一種古老而常新的生態智慧，在現代生態文明建設中可以
發揮積極的作用。
佛教認為，人類社會與自然萬物是相互依存的，是 「正
報」與 「依報」的關係。 「正報」是我們內在的身心世界，
「依報」是外在的自然環境。一切山河大地、花鳥蟲魚都是
我們賴以生存的物質世界，是依報；而人類的行為、言語、
思想構成我們的身、口、意三業，是正報。在佛教中，正報
是主動的，依報是被動的，依報隨着正報而轉移。《維摩經
》云： 「隨其心淨，則佛土淨。」所以，自然環境的好壞是
與人類的觀念、思想和行為不可分離的。就是說，人類的身
心和諧，則能促成自然環境的和諧；反之，人心不善、浮躁
不安、製造惡業，必然環境惡劣、災害不斷。這便是業感緣
起、報應不爽的道理。正是因為佛教相信因果、相信依正不
二的原理，所以佛教最大限度地尊重生命，尊重自然，佛教
不僅推行放生的理念，而且歷來寺院所在之處無不是青山綠
水，環境宜人，生態和諧。

佛教節制慾望的 「惜福觀」 是對現代消費主義的糾偏

美麗的梵淨山金頂

▲銅仁市市委常委
銅仁市市委常委、
、副市長陳明華認真聽取現場嘉賓發言

大公報副總經理周延召博士演講

聖輝：
聖輝
：用佛教思想正能量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聖輝大和尚說： 「舉行中國梵淨山生態文明與佛教文化
論壇，着力推動發展綠色產業、綠色城鎮和綠色消費，為建
設美麗中國、實現 『中國夢』做出貢獻。 『中國夢』是中國
人的夢，理所當然也是佛教的夢。要圓成中國夢不能靠空談
，只能腳踏實地。所以今天我們在梵淨山舉行中國梵淨山生
態文明與佛教文化論壇，意義非常深遠。」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徐文明博士演講

▲尼泊爾駐華大使馬赫什
尼泊爾駐華大使馬赫什．
．庫馬爾
庫馬爾．
．馬斯基致辭

生態問題產生，若從人類自身、或是從人類的精神深處
尋找原因，那就是人類慾望的過度膨脹，在無休止地外逐中
喪失了自我。今天，人類正生活在一個物慾橫流、消費至上
的時代，人類在肆無忌憚的、毫無節制的消耗和浪費地球有
限的資源，過度消費和享受已經成為今天這個時代的 「流行
病」，這是人類生存的悲劇，也是導致現代全球性生態危機
的思想根源。可以肯定，生態環境的惡化與人類精神的墮落

實際上是同步進行的，生態危機的實質就是人類精神的危機
。因此，生態危機的解決期待着一場真正的 「思想革命」。
這場 「思想革命」的核心，就是人類必須適可而止、懸崖勒
馬，對日益膨脹的慾望進行降溫。在這一方面，佛教的節制
慾望的 「惜福理念」蘊含着豐富的生態智慧，為現代人提供
了一種可貴的 「心靈環保」思路，對於解決現代生態危機具
有深遠的意義。
佛教一向認為，對慾望的不合理的追求是造成人生痛苦
的根源，而人生苦難的根本原因就在於 「貪嗔痴」三種 「根
本煩惱」。《佛遺教經》上說： 「多欲多煩惱，少欲少煩惱
，無慾無求，則無煩惱之患。」《佛遺教經》還特別提到 「
知足之法」： 「若欲脫諸苦惱，當觀知足，知足之法即是富
樂安隱之處。知足之人，雖卧地上，猶為安樂。不知足者，
雖處天堂，亦不稱意。不知足者，雖富而貧。知足之人，雖
貧而富。不知足者，常為五欲所牽，為知足者之所憐愍。」
中國人常說的 「知足常樂」，按佛教所說，這是因為知足的
人，不再為各種慾望所牽掛，心中平安快樂。佛教開出八萬
四千法門對治八萬四千煩惱，也就是對治人的各種慾望。在
佛教看來，無慾或少欲是人類獲得 「歡喜平安」之樂的關鍵
。所以知足常樂，不但是佛教的生活情操，更是愛護自然、
保護自然的一種崇高境界。
佛教關於人生的意義和生命價值的思考，在現代這一物
慾橫流、生態失衡的時代凸顯出一種合理的生活方式和價值
理念。現代文明實際上是在縱慾主義的絕路上行進，人們在
狂熱地 「購買」和 「使用」中尋求自我滿足，用前所未有的
速度吃掉、穿壞、更換或扔掉一切，而知足常樂、艱苦樸素
一類的古訓倒成了迂腐之見。可以預見，人類在消費主義的
驅使下若再不回頭，地球有限的資源將被迅速揮霍耗盡，承
載人類與萬物的偉大星球，人類如果再不自省，將來就會毀
在人類的 「慾望之海」。在全球性生態危機日益嚴重的今天
，人類非常需要運用佛教博大精深的生態思想的正能量，吸
取其積極的生態智慧，提倡和實踐一種簡樸、節儉、自然的
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就像我們今天置身於一片祥和，充滿
了佛氣、靈氣、和氣的梵淨山一樣，來體現、實現人與自然
的和諧相處的感動。

全力打造環梵淨山「「金三角
金三角」」文化旅遊創新區
劉奇凡：
劉奇凡
：全力打造環梵淨山
生態文明是繼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之後的一種高級文明
形態。3000年前，佛教的創始人──喬達摩．悉達多就曾提
出了 「依正不二」的生態文化觀，強調人與自然的關係是共
榮共存、一損俱損的關係，倡導眾生平等和尊重自然、保護
自然、融入自然的生態環保理念。這次論壇作為生態文明貴
陽國際論壇的一個部分，以生態文明和佛教文化為主題，以
關注人類的未來為共識，不但順應了時代發展的要求，同時
也契合佛教的主張和理念。與會嘉賓都是各自領域的精英，
在建設生態文明、弘揚佛教文化等方 面 富 有 遠 見 卓 識 ， 我
們相信，通過大家的共同努力，本次論壇取得的成果，
必將對於深入研究佛教思想及其現實價值，促進人與自
然和諧共存，產生重大而深遠的意義。我們也願意與海
內 外 嘉 賓 一 道 ， 發 大 願 ， 踐 大 行 ， 努 力 擺 脫 「貪 、 嗔 、
痴」的困擾，為人類的永續發展作出更加富有建設性的
貢獻 ！
銅仁是貴州東部的一座美麗城市，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

先輩們對美好家園的呵護，給銅仁留下了優質的自然生態和
景觀品相。梵淨山是武陵山脈的主峰，是地球同緯度線上唯
一保存完好的綠洲和聯合國人與生物圈網成員，更是全國著
名的彌勒菩薩道場、中國五大佛教名山之一。佛因山而興盛
，山因佛而揚名。自宋朝以來，歷代帝王對梵淨山的敕封共
達6次之多。梵淨山的生態文化與佛教文化實現了最完美的融
合，構成了 「
梵天淨土．桃源銅仁」品牌形象。
銅仁也是貴州最具活力的城市，在建設 「武陵之都．仁
義之城」，與全國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銅仁 「中國夢
」的征程中，我們將緊扣全省 「加速發展、加快轉型、推動
跨越」主基調，更加注重對生態環境的保護，大力弘揚生態
文化、佛教文化、紅色文化和民族文化，全力打造環梵淨山
「金三角」文化旅遊創新區和生態文化示範市，共建美好幸
福的和諧社會，在推動發展的同時，追求人的心靈生態和諧
發展，確保青山常在、綠水長流，更多地造福於人民，實現
科學發展、轉型發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張群山：
張群山
：鼓勵佛教智慧參與構建生態文明模式
張群山指出，這次論壇以生態文明和佛教文化為主
題，積極探討人類自身，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之道，讓佛
教的生態智慧與倫理規範參與構建當代中國的生態文明
模式，佛教的生態文化參與培育當代公民的生態文明意
識。梵淨山是貴州的第一山，自然生態得天獨厚，佛教
文化積澱深厚，佛教文化與生態文化相輔相成，相得益

▲戴秉國在銅仁市委市政府領導陪同下考察梵淨山

彰，是兩種文化完美結合的典範。近年來，我們全面貫
徹黨的宗教政策，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依法管理宗教事
務，切實維護宗教界合法權益，有力推動了全省經濟發
展和社會穩定，此次論壇的舉辦對於我們深入挖掘佛教
文化精髓，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必將產生重大而深遠
的影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