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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佛教論壇在港開幕
班禪首次海外弘法

和諧世界 同願同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暮春的香港，佛光普

照，高僧雲集。第三屆世界佛教論壇在香港正式開
幕。首次蒞港、現年22歲的藏傳佛教最高領袖第十一
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傑布在會上發表主旨演講，成
為全場焦點。班禪開示道，要實現自然和美、世界和
平、社會和諧、家庭和睦，唯一途徑是「內心科學」
的完美建立；他又籲四眾弟子要弘揚佛法，使佛法長
久住世，造福眾生。

尚有相關新聞刊A12及A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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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中國佛教協會、香港佛教聯合會、中華宗 《佛法理論是「內心科學」之精髓，戒行清凈是
教文化交流協會共同主辦，主題為「和諧 佛法住世之根基》為題作開示，並以此偈為始。
他開示說，當今世界注重「外物科技」
，忽視
世界，同願同行」的第三屆世界佛教論壇於昨
，由於貪慾不斷膨脹、「三毒」侵蝕
日及今天在香港舉辦，來自數十個國家和地區 「內心科學」
的近千名佛教界人士、專家學者和社會知名人 人心，從而惡緣泛起，生態失衡、環境惡化、
士出席，與會者將圍繞佛教弘法現代化、佛教 災害頻仍、疾病蔓延、戰亂不止，嚴重危害
教育發展、慈善理念踐行、佛教文化弘揚等專 有情眾生的今生來世。對此，賢達智者們都在
努力探尋 世界和平安定之道，而實現自然和
題展開深入探討。
美、世界和平、社會和諧、家庭和睦的唯一途
述佛法是「內心科學」精髓
徑是建立完美的「內心科學」
。
論壇的開幕式於昨日上午8時半，在香港紅磡
籲世人勿偏重「外物科技」
體育館舉行隆重的開幕典禮。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聯合國秘書長潘
班禪說，實現自然和美、世界和平、社會和
基文專門為論壇發來賀信。全國政協副主席董 諧、家庭和睦的唯一途徑是「內心科學」的完
建華，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許嘉璐，香港特區 美建立。「佛理是『內心科學』的精髓，是提
行政長官曾蔭權，中聯辦主任彭清華，中央統 升人類精神境界、優化人們道德品性、化解人
戰部常務副部長朱維群，國家宗教局局長王作 類矛盾糾紛、消除人們內心苦痛的一盤甘露；
安，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周波，國務院台辦副 也是推動世界和平、持續發展的一劑良方」
。
主任葉克冬等出席開幕式。
他表示，對於當今世界來說，佛法的弘揚極
在啟動儀式後舉行大會主題演講，董建華，許 為重要。而要使佛法長久住世、造福眾生，僅
嘉璐，曾蔭權，傳印長老，第十一世班禪額爾德 僅依靠修建規模宏大、富麗堂皇的廟宇殿堂是
尼．確吉傑布，台灣中台禪寺惟覺長老，及來自 遠遠不夠的，佛教四眾弟子具備圓滿的教、證
日本、韓國、泰國、尼泊爾、斯里蘭卡等國家及 功德，且具有相當數量的優秀學僧，乃是弘揚
地區的9位佛教領袖、學者和政府官員，圍繞 佛法的關鍵。
「和諧世界，同願同行」發表了主旨演講。
他引用龍樹菩薩所云：「仁者於戒勿破羸，
班禪大師在萬眾矚目中發表主旨演講。他以 莫雜莫染當凈修，佛說戒為眾德本，如情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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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止地」
，認為這樣不僅符合佛法，而且符合自
己所在國的法制，也能得到當地群眾的信任和
尊重。
承續、弘傳佛法是全體佛教徒們義不容辭的
崇高使命。為此，應以世界各地具有悠久歷史
的古剎和具有影響力的寺院及佛學院作為基
地，大力培養能夠繼承、護持和弘揚佛法的各
類教職人員和戒行清凈的僧伽團體，為他們創
造健康良好的內外修行環境，使他們自覺抵制
物慾風氣的負面影響，梵行清凈，功德遞增，
以提升個人內心佛法之力推進整個佛法的全面
發展。
班禪強調說，「應將『內心科學』與『外物
科技』發展有機結合起來，為實現世界和平、
社會和諧、時代進步、文明發展努力貢獻力
量」
。具有相當數量的優秀學僧，乃是弘揚佛法
的關鍵。釋迦弟子應以戒為師、依律而行，使
自己的修學、思維和行持符合佛法的典律。
「第三屆世界佛教論壇閉幕典禮暨祈禱世界
和平儀式」今日下午2時假富豪機場酒店宴會廳
舉行，象徵一連兩天的論壇將正式完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沈清麗

香港，扎西德勒！
「香港，扎西德勒！」
在講台上，班禪大師一
句簡而有力的祝福話，贏得全場人士熱
烈掌聲。
班禪大師是以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的
身份前來出席是次論壇，也是他首次出境參加
活動，使他的一舉一動備受注目。在前天參加
了迎請南京棲霞寺佛頂骨舍利的安奉儀式後，
他一直未有公開講話，令大眾更加留意他昨日
在第三屆國際佛教論壇的主旨講話內容。現場
所見，有不少境外媒體直接將鏡頭對準他，屏
息以待他的發言。
在論壇開幕式上，身披深紅色袈裟的班禪大
師，首先與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傳印長老、副會
長祜巴龍莊猛長老，香港佛聯會會長覺光長老
一同主持拈香祈福儀式。論壇上，當被主持人

吉祥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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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到主講台時，他站起身先走向佛頂骨舍利
寶塔前，合十鞠躬禮拜，並站在佛頂骨舍利寶
塔前方的主講台邊，以溫和堅定的語調發表了
約5分鐘的主旨演講，其間不時抬頭望向台下信
眾，令眾人頗有如沐春風之感。
演講最後，班禪祈願佛法長久住世，高僧大
德壽高業豐，國泰民安，眾生幸福。「香港，
扎西德勒！(藏語：吉祥如意）
」 贏得了現場熱
烈掌聲。

出身普通藏族家庭 能操流利英語
第十一世班禪額爾德尼俗名堅讚諾布，1990
年2月13日出生於西藏嘉黎縣一個普通的藏族家
庭。1995年11月29日，嚴格按照宗教儀軌和歷
史定制，通過金瓶掣簽並經國務院批准，他被
確任為十世班禪轉世靈童真身，取法名：吉

尊．洛桑強巴
倫珠確吉傑
布．白桑布。
同年12月8
日，第十一世
班禪坐床典禮
在日喀則扎什
倫布寺舉行。
2009年3
月，時年19歲 ■佛頂骨舍利寶塔。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的班禪大師在
江蘇無錫舉行的第二屆世界佛教論壇上首次在
公眾面前發表演講。他的流利英語讓與會代表
和海內外媒體紛紛驚嘆。聞聽演講的藏傳佛教
代表們表示，十一世班禪已經承擔起了歷代班
禪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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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慶林 賀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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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
林專門為論壇發來賀
信，表示世界佛教論壇
是弘揚佛教文化、維護
世界和平的重要平台。是次論壇主題為「和諧
世界，同願同行」
，必將推動世界各國佛教界
攜起手來，和衷共濟，為促進世界的持久和平
與共同繁榮作出應有貢獻。
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朱維群宣讀賈慶林發
來的賀信，對論壇的舉辦表示熱烈祝賀，對參
加論壇的海內外高僧大德和各界朋友表示誠摯
問候，並預祝論壇圓滿成功。
賈慶林在賀信中指出，佛教在人類文明和文
化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傳入中國後與中華
文化會通融合，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
部分。佛教強調眾生平等、尊重包容，主張莊
嚴國土、利樂有情，倡導無緣大慈、同體大
悲，對於凈化人心、利益人群，乃至增進人類
福祉發揮了重要而積極的作用。
賈慶林表示，世界佛教論壇是弘揚佛教文
化、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平台。本次論壇主題
為「和諧世界，同願同行」
，必將推動世界各
國佛教界攜起手來，和衷共濟，為促進世界的
持久和平與共同繁榮作出應有貢獻。希望各位
高僧大德交流弘法利生經驗，挖掘優秀文化資
源，闡發佛教義理精髓，探討人類共同面臨問
題的化解之道，一道為人心和善、社會和諧、
世界和平作出積極貢獻。
他並預祝第三屆世界佛教論壇圓滿成功。

潘基文 賀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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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舉行第三屆世界
佛教論壇，聯合國秘書
長潘基文發來賀信。潘
基文表示，本屆論壇提
出「六行」倡議，即：
感恩、奉獻、惜緣、包容、尊重、分享。他對
此表示歡迎，認為這些行動能夠支持聯合國在
和平、發展和人權的三大支柱領域開展工作。
國家宗教局局長、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會
長王作安在開幕典禮上宣讀了潘基文的賀信。
賀信說，佛教的深厚教義給聯合國提供了源源
不斷的靈感和啟示。佛祖主張「若想改變世
界，必須改變人性」
，這給大家就如何改善人
類共有的家園和全人類福祉提供了重要借鑒。
賀信說，當今世界面臨 所有重大全球性挑
戰，諸如致命武器的擴散和包容與和平的缺
失，這些都要求我們改變諸多成見，解放思
想，接受新的理念和行為。要知道人類的錯誤
和短視甚至還加劇了自然災害的發生。
賀信說，各國當前最緊迫的任務是可持續發
展。為此建立一種新的模式十分重要。還有不
到兩個月的時間，國際社會將齊聚里約熱內盧
召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會」
，這是幫助世
界實現更加公正和可持續發展目標千載難逢的
機會。「在這方面，佛教可以大有可為，我希
望世界能夠聽到你們的聲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