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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佳《經歷特殊年代的高僧──淨慧法師及其生活禪研究》（博士論文原題目《生活禪：

淨慧法師對漢傳佛教現代轉型的探索和實踐》），選擇淨慧法師作為當代佛教人物研究的典型個

案，從他具體的人生經歷中，反思生活禪興起和發展的歷史時代背景及主客觀原因，釐清他與

歷史時代、社會政治的關係。進而，將人物個體作為歷史的連續體，來呈現當代佛教復興過程

中一位活生生的「人」。

淨慧法師是新舊交替、承上起下的一代僧人，他的經歷是佛教、社會和時代的一個縮影。

淨慧法師是大陸佛教真正自覺繼承和推展現代人間佛教運動的主要開拓者之一，他所倡導的生

活禪更是迄今大陸唯一具有體系化思想的實踐模式。

生活禪不僅是淨慧法師個人強烈的自覺意識和擔當精神，它更代表了大陸改革開放以來

佛教復興背景下的一種現代性路徑選擇和積極的主體性實踐。生活禪模式，對當代大陸佛教具

有重要價值。淨慧法師為漢傳佛教現代轉型發展、處理佛教與政治的複雜關係，特別是從禪宗

角度落實人間佛教、形塑佛教主體性，提供了一種可能。

本文共分為七個部分：

導論部分，主要闡述選題緣由、研究意義、研究方法，以及相關研究成果等。筆者除了

利用已公開的文獻資料以及田野調查資料之外，也注重利用未公開的稀見資料，包括柏林寺藏

「淨慧長老文史檔案資料」數據庫、中國佛教協會部分教務檔案，以及筆者收集的上海金剛道

場資料和遼寧省佛教協會智悲法師檔案等。此外，也注意利用已有的訪談、採訪、演講視頻、

音頻和文字資料。

第一章「淨慧法師對佛教傳統的繼承」，主要以淨慧法師早年在傳統叢林的學修經歷──

尤其是從虛雲老和尚受戒、得法，傳承禪宗五家法脈，闡發他對禪宗、對佛教傳統的繼承。

1949 年以後，大陸佛教命運坎坷，佛教人才也出現斷層，淨慧法師正是改革開放以後佛教恢

復發展的關鍵一代。而虛雲老和尚在寺院管理、禪宗修持乃至弘法使命方面，對淨慧法師影響

深遠，使他一生始終對佛教命運心懷憂患意識、對禪宗振興和佛教發展自覺擔當，既繼承傳統，

又開拓創新。

第二章「政治與宗教張力下的抉擇」，主要以淨慧法師親身經歷的「雲門事變」「反右」等

政治運動為例，考察身處其中的佛教、國家和個體──一方面呈現 50 年代中期至改革開放以

前佛教的曲折坎坷歷程，一方面剖析政教關係張力中作為個體的淨慧法師的心理衝突和身份抉

擇。20 世紀 80 年代以前，淨慧法師雖然接下禪宗五家法脈，又成為第一批中國佛學院本科生，

但他那時尚未成為佛教領袖或高僧，因而他那時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為，只能是被動地服從與

國家政策和政治安排。這段經歷，也造就了後來他對政治、對時代、對現實、對眾生深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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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特別是他後來對佛教與政治始終能夠保持清醒的認識、秉持佛教信仰本位和主體性，

對自己宗教身份定位非常準確。這雖然是個體的經歷，同時也是社會和時代的縮影，是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不斷調適的一個「陣痛」過程。這一過程

直至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宗教政策開始逐步落實。

第三章「生活禪與人間佛教傳統的接續」，主要分析大陸 80 年代重提人間佛教、重新樹

立太虛大師和人間佛教旗幟，並將人間佛教確立為中國佛教發展方向的具體經過，以及在此背

景下淨慧法師生活禪對人間佛教理論和實踐層面的探索。這一時期，大陸佛教主體性開始逐漸

覺醒，堅持信仰為中心，與氣功等剝離，與政府進行對話訴求合法權益。在趙樸初身邊的成長

和在中國佛教協會主編《法音》的經歷，使淨慧法師尤為關注佛教現實和時代責任，並且也充

分鍛鍊出他對政治政策的把握能力。而外出訪問交流的經歷，則增長了他對世界佛教發展態勢

的眼界，使他更能結合中國漢傳佛教自身特點探索出一條發展道路。淨慧法師極其尊崇太虛大

師，他對生活禪和人間佛教關係的理解，具體地表現為以禪宗方式落實並推動了人間佛教的學

修實踐。

第四章「生活禪提出的思想背景及其基本內容」，主要剖析了生活禪對安祥禪的模仿和超

越，以及對當代佛教弘法理念的揀擇、吸收和融攝。生活禪的蘊育、提出和不斷完善，這一過

程至今仍在持續進行，淨慧法師的門人弟子自覺承擔起弘揚和發展生活禪的使命。生活禪理念，

在社會上逐漸形成一種超越佛教信仰的普世主義理念，被大眾接受並內化為一種日常生活價值

和行為方式。

第五章「生活禪實踐與現代佛教主體性建設」，著重界定了宗教主體性、佛教主體性、佛

教社會主體性、佛教文化主體性、佛教信仰主體性的內涵，以及生活禪實踐在佛教主體性建設

方面的意義。佛教主體性是佛教僧尼信眾從自身角度自覺秉持佛教信仰，發揚大乘精神，參與

社會，服務國家，利益人群，是一種明確的角色定位和身份選擇。佛教主體性，使佛教之所以

能夠成為佛教，這是其自身的本質屬性，也是佛教存在的內在合法性依據。佛教主體性建設，

要求佛教和佛教徒應當與社會文化建立起良性互動的聯繫，不是被動地滿足政治的要求、功能

定位，而是要有自覺的宗教身份意識和主動的擔當精神，實現神聖性、文化性和社會性的統一。

生活禪的實踐，是淨慧法師探索在社會主義政教關係的具體國情下，堅持漢傳佛教信仰和修證

原則、傳承佛教宗風、引導信眾正信正行、提升佛教和僧尼社會形象乃至提升整個社會的道德

的嘗試。生活禪，不僅僅是他在人間佛教框架下的努力，更是致力於整個佛教的發展，尤其是

漢傳佛教的現代轉型以及禪宗的振興。

結語部分指出，淨慧法師從一個幼小棄嬰成長為一代高僧的歷程，是以微觀的角度連貫

地展現當代佛教復興和發展的進程。淨慧法師在歷經政治運動之後，意識到作為宗教的佛教，

必須堅持信仰的超越性，要從政治身份重新歸回到宗教身份，確立佛教的主體性，積極自覺踐

行大乘佛法菩薩精神。因此，他在落實人間佛教的背景下不失時機地提出生活禪，用現代化的

語言文字和思維方式來推動禪在社會文化層面的傳播。生活禪，是他對漢傳佛教現代轉型整體

思考和探索實踐的努力。

此外，附錄部分還附有《淨慧法師年譜簡編》《淨慧法師文章著述》《1958 年淨慧法師與

虛雲老和尚有關資料》《趙州柏林禪寺法脈源流圖》《慧法師傳法弟子簡表》《生活禪主要道場

簡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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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明 

 
 
 
 
不管是過去，今天，還是未來，中華佛教是中華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組

成部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離不開中華文化的復興，而中華文化的復興

不能沒有中華佛教文化的復興。兩岸的炎黃子孫不能沒有這樣的文化認同，

也不能以任何藉口、任何形式去否定這樣的文化認同。否則，何以自稱「炎

黃子孫」？正如基督徒林語堂先生所說，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有道教徒的

元素。同樣，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有佛教徒的元素。儒、道、釋和民俗文

化的互補結構，是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的核心。明清以後的任何外來文化要想

在中國的大地上生存下來，都不能不與中國固有的文化傳統相融合而別開新

的局面。 

近百年的中國現代佛教史，是中華佛教文化從傳統形態走向現代形態的

重要過渡階段，是兩千年中華佛教文化傳統經歷著傳承、改革和創新的重要

歷史時期。近百年的中國現代佛教史，與近百年的中國政治社會史有著密不

可分的關係。準確地說，是近百年的政治社會史，決定了近百年中國現代佛

教史的艱難曲折和多元一體的特徵。 

從辛亥革命到 1949 年，臺灣地區經歷了從日據時代到 1945 年回歸祖國，

大陸地區從滿清王朝過渡到中華民國，香港和澳門還處於英、萄的統治之下。

這一時期的臺灣佛教，長期處於「日本化」，並在 1945 年回歸後逐漸向「中

國化」回歸，大陸佛教則發生了「兩千年來未有之變局」──以宋元明清佛

教為代表的傳統佛教形態正面臨著新時代的巨大挑戰而迅速轉向現代佛教形

態的建構，港澳佛教還處於急劇變動中的中國佛教之邊緣。1949 年以後，臺

灣佛教、大陸佛教和港澳佛教因為處於不同的政治體制之下，從而表現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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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不同的歷史態勢。一大批受過良好現代佛教教育、富有革新精神的大陸高

僧來台，很快全面地改變了臺灣佛教的歷史面貌和發展趨勢。「人能弘道，非

道弘人」。特別是進入 1980 年代以後，臺灣經濟騰飛、政治轉變、社會開放，

給臺灣佛教帶來了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臺灣佛教界的主流自覺繼承和發揚

太虛大師所開創的現代人間佛教之精神，經過了三十年的傳戒、僧教育、青

年學佛營以及面向社會的文化、教育和慈善等弘法利生事業的長期累積，終

於開始爆發式地發展，佛光山、慈濟功德會、法鼓山、中台禪寺等一大批現

代佛教教團迅速崛起，從臺灣到世界各地，從弘法到文化、教育、慈善等事

業的全面開花結果，不僅使臺灣成為中華佛教文化復興的中心，也使中華佛

教文化以嶄新的精神風貌影響世界，成為構建現代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1949 年以後的大陸佛教，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不得不為生存而艱難

掙扎。1978 年「改革開放」以後，大陸佛教「絕處逢生」，中華佛教文化命

脈重獲延續的希望。不過，長期以來的人才斷層和青黃不接，特別是既有願

心「為了佛教，為了眾生」、又能夠因應時代、適應社會需要的合格僧伽人

才的匱乏，大陸佛教的恢復與成長和中華佛教文化的復興與重建之路，還很

漫長，也會經歷著不可避免的曲折。在大陸佛教經歷這七十年的曲折發展之

道當中，有一位在新政權建立的前兩年（1947 年）出家學佛而命運多舛的

僧人，在痛定思痛之後涅盤重生，以佛陀的智慧開啟因應時代的政治智慧，

以佛陀的慈悲開啟挽救中國佛教文化傳統的慈悲，孜孜以求，勤勤懇懇，默

默耕耘，身體力行，以理論和實踐傳承弘揚著太虛大師所開創的現代人間佛

教傳統，為大陸現代佛教點亮了一束希望之光。他就是本書的研究對象淨慧

長老。 

我與淨慧長老相識於 1995 年冬在天津召開的一次宗教學年會上。他是

當時佛教界唯一的學者代表。我於 1990 年正式開始研究近現代中國佛教

史，深為太虛大師所開創的現代佛教革新運動所吸引，但同時也深為當代大

陸缺乏太虛大師的現代人間佛教事業傳承人而遺憾。在會議期間，我對淨慧

長老矢志不移地弘揚太虛大師的現代人間佛教思想、以「覺悟人生、奉獻人

生」來闡釋現代人間佛教要義的發言，甚是敬佩。當天晚上，我以同為湖北

人的老鄉關係，去向他請教。這是我第一次單獨與一個僧人進行交流。我很

冒昧地問他：「您既然那麼推崇太虛大師所倡導的現代人間佛教，太虛大師

是主張正知、正信、正行的，可是追隨您的信徒中並非都是正知、正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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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吧？」他並沒有不悅，而是平和地對我說：「何老師，信徒的知見和信

行是很複雜的，我們法師的職責就是要引導信徒達到正知、正信和正行。如

果信徒從一開始都是正知、正信和正行的，那就不需要我們去做法師了。太

虛大師之所以到處講經說法，就是因為廣大的信徒當中還存在著不同程度的

非正知、非正信和非正行。你們做佛教研究的，也是幫助我們向社會和信徒

宣揚佛法的正知、正信和正行啊，所以我非常支持學者們開展客觀的佛教或

佛學研究，這是我們很大的增上緣。」這次交流，我們還談了其他的一些佛

教和佛學的問題，讓我驚歎佛教界中還有像淨慧長老這樣有學識、有見地、

有擔當的僧人！也就是在這次交談中，淨慧長老希望我應當將研究的範圍擴

展到 1949 年以後的海峽兩岸佛教。我說，這個時期牽涉的政治問題太複雜，

也太敏感，很多的第一手資料和檔案文獻都很難看到，學術研究的難度太

大。他勸告我說：「中國佛教史不能沒有這一段。我們今天和未來的佛教，

都與最近幾十年的佛教命運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無論是經驗還是教訓，都

需要我們從學術的客觀的態度去分析和總結。」我當時只是勉強地答應下

來，心裡實在沒有底氣。之後，我也因各種機緣，結識了大陸地區的一些僧

人，但是淨慧長老一直是最令我敬佩的一位。他後來在柏林禪寺等處所開展

的各項佛教文化教育和弘法活動，以及他發表的各種文章和著作，都是我非

常關注的對象。2013 年 4 月 20 日，我應邀參加在普陀山佛學院舉辦的全國

青年佛學論文發表會，並擔任評委。中午，我與道慈法師、湛如法師、聖凱

法師及魏道儒教授等圍坐在一起餐敘，室外大雨如注，湛如法師突然被人叫

走，一會兒他回來坐下，對大家說，一位湖北籍的長老今天早上在黃梅圓寂

了。空氣頓時凝結了起來，室外的大雨夾雜著大風顯得格外的野性，大家都

不願意接受這突如其來的消息。在瞬間沉默之後，我突然想到淨慧長老當年

勸我研究當代佛教的囑託，我意識到是時候開始研究 1949 年以後的大陸佛

教了，而研究的首個對象，毫無疑問就是淨慧長老與中國現代佛教的關係。 

淨慧長老之所以值得作為 1949 年以後大陸佛教的一個重點來進行研究，

至少有三點重要的理由： 

第一，淨慧長老學佛弘法的一生，正是 1949 年前後至 2013 年，他一生

的坎坷經歷，正是 1949 年至今大陸佛教歷史的一個縮影。況且，他在 1947

年年僅十四歲披剃于一個傳統佛教道場──武昌卓刀泉寺，1951 年十八歲時

到廣東雲門寺受比丘戒，有幸得以親侍中國現代禪門泰斗虛雲老和尚。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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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悟過人，深受器重，1952 年即成為虛雲老和尚傳法弟子，並隨侍虛雲老

和尚從武昌往北京。同年冬朝禮五臺山後，他奉虛老之命回到雲門寺，擔任

雲門寺監院。1954 年，他前往江西雲居山看望虛雲老和尚，短住養病。1955

年冬雲居山傳戒，他受虛老之托擔任第三引禮師。1956 年中國佛學院在北

京成立，他有幸成為首批學僧，並擔任學生會主席。1959 年本科畢業之後，

他繼續就讀研究班，1961 年被錄取為中國佛學院研究部第一批研究生。1963

年，他被錯劃為「右派」，先後被派遣到北京、廣東和湖北老家參加勞動改

造。1979 年他「右派」帽子被摘掉，奉命重返北京參與中國佛教協會的各

項恢復工作。1981 年中國佛教協會機關刊物《法音》創刊，他受會長趙朴

初先生之委託任責任編輯，並開始協助趙朴初先生開展許多重要工作。他於

1984 年起擔任《法音》雜誌的主編，到 2002 年辭去主編之職，之後全力推

展河北和湖北兩地的生活禪道場建設與教團的文化、教育和學術事業。可以

說，他親身經歷和參與了 1949 年以後大陸地區佛教曲折發展歷程中的幾乎

所有重大事件。對他的一生開展研究，是探討 1949 年之後七十年大陸佛教

歷史的一個不可多得的重要案例。 

第二，近百年以來的中國現代佛教傳統，開啟於辛亥革命時期覺醒起來

的以太虛大師等為代表的一批具有鮮明新時代意識和擔當精神的現代僧伽

的出現。太虛大師所開創的使傳統佛教適應時代發展要求的革新運動及其所

高舉的現代人間佛教旗幟，成為中國現代佛教發展的主要方向。可以說，人

間佛教的旗幟成為近百年來中國佛教界是否能夠自覺地適應時代、契理契機

地建構現代新型佛教的一個重要標誌。在 1949 年以前的大陸佛教和 1949 年

後的臺灣佛教和港澳佛教，其主流都是走人間佛教之路的。1949 年以後的大

陸佛教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忌談太虛大師和人間佛教，直到 1983 年中國佛教

協會成立三十年之際趙朴初先生以其特殊的身份和超人的膽識在大陸重樹

太虛大師所開創的現代人間佛教之旗幟，兩岸四地的現代人間佛教之路才逐

步有了交流的機會。淨慧長老正是趙朴初先生倡導大陸人間佛教之路的重要

助手，也正是在趙朴初先生的指導和關懷之下代表中國佛教協會接待了來自

臺灣佛光山的星雲大師及其一行在大陸的參訪活動，親身感受到星雲大師所

領導的佛光山教團「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的偉大弘願，因而

最早提出了現代人間佛教的「星雲模式」。他從星雲大師所領導的佛光山教

團的人間佛教事業，看到了太虛大師所開創的現代人間佛教之路的時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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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性和未來性。他明確地認識到，道安大師開創了佛教中國化之路，慧能

大師開創了佛教大眾化之路，而太虛大師開創了佛教現代化之路。他就是要

自覺地繼承和推展太虛大師的人間佛教之路。由此，他以生活禪的實踐為中

心，以「覺悟人生、奉獻人生」的理論來闡釋當代人間佛教之精義，成為大

陸地區真正具有現代人間佛教之歷史自覺的主要代表。 
第三，「生活禪」無疑是淨慧長老積極推展現代人間佛教事業的主要標

誌，既包括傳承自其親教師──虛雲老和尚對中國傳統禪宗法脈的繼承和弘

揚，也包括太虛大師以禪作為中國佛教傳統之主要特質的現代人間佛教思

想，是中國禪宗的歷史傳統與現代人間佛教的創造性融合。在當代大陸地區

特殊的政治社會處境之下，淨慧長老所闡釋和實踐的生活禪，是唯一能夠反

映中華佛教文化傳統在當代之弘傳的創新形態。這種創新形態的生活禪雖然

在制度層面存在著不可避免的缺失，但是不可否認，它為大陸地區佛教的現

代形態構建和大陸地區中華佛教文化的傳承和創新點亮了希望之光。 
鑒於以上原因，我曾建議此書以「度劫新生──淨慧法師及其生活禪研

究」之名正式出版，但是由於在信息溝通上出現了失誤，仍以現名出版。 
王佳曾多年研究當代佛教慈善，來中國人民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後，我積

極鼓勵她開展淨慧長老與生活禪的學術研究。四年當中，她翻閱了大量的文

獻資料，也多次深入田野開展實地調查，終於完成了這篇博士學位論文，並

順利地通過了學位論文答辯。各位匿名評審專家和答辯委員給予這篇博士學

位論文許多積極的評價和讚賞。作為她的指導老師，我在肯定和欣喜之餘，

更多的是指出該論文中存在的不足之處，希望她繼續努力，爭取在中國現代

佛教史的研究中取得更好的成績。 
是為序。 

 
何建明 

2019 年 12 月 7 日晚，於京西六不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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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鄧子美 

 
 
 
 
本書之「特殊年代」，狹義指中國大陸「文革」時期（1966～1976 年），

廣義可延至大陸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1949～1979 年），殊與常相對而言，

改革開放後的大陸無論從社會秩序，還是從人們理智常識的恢復來看，才屬

「正常」。在那特殊年代，由於一系列運動，意識形態逐漸控制了人們所有

信息源，「文革」乃其最高潮，致使人的精神被普遍戕害，尤其是青少年。

對趙高個人的指鹿為馬，秦國大臣尚可心照不宣地譏笑。然而對整個意識形

態機器的指鹿為馬，在經歷過苦但正常的生活的人們中，老年人不敢說，中

年人則往往自己也被其「新」且「洋」（前蘇聯）的形式攪糊塗了，於是至

少在精神上，前輩處世經驗正常的代際傳授被打斷，缺乏自身閱歷的青少年

群體，就成了那個時代最大的受害者，其影響至今猶在。 

據慧皎《高僧傳》，凡在譯經、義解、神異、習禪、明律、亡身、興福、

經師、唱導等任一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的僧人，皆可認定為「高僧」。如此，淨

慧法師至少在義解、習禪、興福（慈善事業）、經師四方面皆有公認的卓越成

就，是為高僧無疑。然而，如今有人不僅對已寂之淨慧長老多所指謫，且對

在那個特殊年代被迫「還俗」，在改革開放後又重新出家的僧人，儘管他們言

行高潔，成就卓著，亦均不以為然。這只能說明這些人對那特殊年代的血腥

或有所知，然對其精神上的冷酷加狂熱近乎無知了。 

其實，做人難，做好人更難，做好僧伽本分難上加難，此其所以為僧寶。

治史不易，治信史更不易，治當代史尤為不易中的不易，此其所以為史德。

王佳博士知難而進，不僅將與淨慧法師一生相關的資料搜羅殆盡，一一整

理，且走遍了大江南北，關外關內，凡淨慧法師足跡所到之處皆加勘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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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發揮其社會學專長，在淨慧法師常駐寺院作長期田野考察，固為理所當

然，其所獲洵為本書特色。然治當代史之不易處，主要在於把握歷史人物評

價之分寸。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亦同。基於王朝興廢的斷代

史已被譏為「斷爛朝報」，著眼於社會之斷代史，或可據此在每五代人之間

作一區隔，至少這點不失為斷代劃分方法之一。此緣五世之後，怨、親之業

力方得消盡。移之於評價當代僧伽成就功過，如以淨慧法師（1933～2013 年）

那代人為「僧一代」，由於特殊年代曾阻斷了一代人出家，接續僧一代的大

陸「僧二代」大致已為所謂 60 後、70 後，依次類推，對僧一代的評估，大

抵須至 2040 年後出生的一代人中的史家才有望作出公斷。而如今對淨慧法

師有所批評者，多因他年少無知，在「反右」中被「動員」，寫了「揭發」

其師虛雲長老的大字報，以致這些人心中怨業未消。惜其多不知在那特殊年

代的紅色氛圍下，學生揭發被「工作組」圈定的老師「正常」，抗拒工作組

則涉嫌「包庇」，很「不正常」，因而特殊年代乃「顛倒」年代。那時青年淨

慧法師固然犯錯，作為僧伽自應更嚴追究，但就其個體責任而言，追究是為

幫助他認錯改錯，難道不是這樣嗎？本人閱歷雖不很廣，但據所見，知錯改

錯的僧伽往往比未犯大錯者更精進。而淨慧法師犯錯之後不久即認錯改錯，

精進逾常，蓋得之於習禪，且不說其傳禪之功遠蓋其過，僅本之於佛陀悲情，

亦當可諒之。對仍不滿於淨慧法師當年行為者而言，也是諒之方能消怨業。

同理，在學術研究中因對研究對象關注日深而難免染有親情，此為人情之

常。王佳博士為研究所需，雖兼聽不同意見，但與淨慧法師的弟子們似更親

近，故未免將其同情流諸筆端。然而怨親同源，五世而斬，而唯悲情與苦同

存長在。因此可見當代史作為信史之不易之一。 
再者，就法理而言，追究當究首惡。只是特殊年代離我們既太近，又已

遠。說太近，也就是未過五世，造成那特殊年代之首惡尚難清晰分辨，至少

難言對之已形成社會共識。若因此無奈地去追究被捲入者的個人責任的話，

除了本煥、唯賢等因入獄而令人崇敬的長老之外，幾乎可說人人或多或少有

份，同時人人皆為受害者，因而關鍵不在懲誡，而在反思，反思冷酷狂熱有

以來之種種，以期早日覺醒。唯清醒乃可知人論世，唯清淨乃可治佛史。說

已遠，是指親歷那年代的人們如淨慧法師等已寂或將寂，如不抓緊搜集整理

史料，隨著他們相繼離世，那年代行將被遺忘。可是，有人在故意抹去或曲

解那年代的痕跡，許多檔案仍未開放，即已開放的少部分，查詢時也關卡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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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即寫成，有見識的當代史著出版亦較前更難，此為當代史作為信史之不

易之二。 
然而，那年代不可以被遺忘，王佳博士此書之重大價值不但在於通過對

淨慧法師一生成就的梳理，詳述了大陸漢傳佛教現代轉型劇變之由來與演

化，也在於並未「為尊者諱」，而是樸素、忠實地保存了很多歷史「老照片」，

以待來者評斷。更重要的是，由於缺乏對特殊年代的深刻反思，淨慧法師那

代人似曾相識的搞運動手段、精神戕害手法等等，如今卻在沉渣泛起，重蹈

歷史覆轍已不再僅為預警。於是，通過本書瞭解法師那代人更成為必要。與

首惡相對，特殊年代的青少年皆為受害者，可悲的是至今，其中很多當年受

害最深，雖已年邁卻對自身精神上所受戕害仍不知不覺，於此尤見淨慧法師

的可貴。從這一意義上看，將淨慧長老譽為特殊年代最有代表性的高僧也不

過分，而苛求其為「完人」則過分矣。 
自就學於江南大學二年級起，王佳博士就請我在佛學研究上加以指點，

至今已近十五年。這些年來，她在佛學、佛史研究路上雖艱不以為艱，雖慢

卻未走岔或分心或斷斷續續，因一以貫之而碩果纍纍。本書則為其在何建明

教授指導下，傾其佛學積累與心血所鑄最新成果。此我所引以自豪者，故樂

為之序。 

 
鄧子美 

2019 年 8 月 6 日於步跬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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