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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普照 灑愛香江
場外浴佛膜拜 場內虔誠瞻禮

26日，天朗氣清，陽光普照，成千上萬的善男信女像河

水匯向大海一樣，湧向紅磡體育館，前往瞻仰在那裡供奉
的世間僅存一枚釋迦牟尼佛頂骨舍利。絡繹不絕的信眾在
工作人員的指引下，井然有序地步入會場，表情莊嚴，虔
誠參拜。

有機會，這次「請假都要來」。有廣州

香港善信因曾錯失親睹指牙舍利的

善信陳小姐來港後才知道佛頂骨舍利在港
供奉，感慨道：「香港真是受到佛光普照
啊。」亦有非佛教信徒特地到場瞻禮，表
示「佛頂骨舍利的巡禮正為世界傳遞 和
平的信息」
。
2008年8月，釋迦牟尼佛頂骨舍利在南
京長干寺遺址出土重光。佛頂骨舍利此次
到港是其首次離境接受供奉。佛頂骨舍利
是佛教界的最高聖物，是釋迦牟尼佛智慧
的象徵。這次佛頂骨舍利到港供奉，不僅
被視為香港佛門盛事，也被視為全港盛
事。

梵音縈繞 心生清靜
昨日是釋迦牟尼佛頂骨舍利公眾瞻禮的
第二天，在供奉佛頂骨舍利的紅磡體育館
外，大批信眾湧至，只為親睹佛頂骨舍
利。為了讓公眾可以瞻禮佛頂骨舍利，大
會預留部分門票在會場外售賣，有近50人
排隊輪候。
走進體育館，高約1米的佛頂骨舍利寶
塔奉立在禮台中央，金黃色的塔身顯得異
常輝煌。信眾排隊瞻禮，步下禮台離開
時，他們的表情或是興奮，或是不捨，對
佛的那份虔誠寫在臉上。
由於入場券數量有限，熱情信眾太多，
主辦單位在體育館廣場設置了公眾浴佛
亭，放有佛祖釋迦牟尼像供市民參拜。
廣場內佛聲唱誦，佛音縈繞，令人心
生清靜。大家在體育館外虔誠地雙
手合什，向佛頂骨舍利方向膜
拜，不少善信市民並在浴佛亭
以香湯沐浴佛身，以香花
供奉如來，以小錘鳴鐘
祈求平安。

■第三屆世界佛教論壇開幕式在紅磡體
■第三屆世界佛教論壇開幕式在紅磡體
■第三屆世界佛教論壇開幕式在紅磡體
育館舉行。
育館舉行。
育館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攝
攝
攝
育館舉行。
育館舉行。
育館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攝

教界的最高聖物，一生也難得一見，而自
己在1999年佛牙舍利和2004年佛指舍利到
港供奉時都沒能親身到現場瞻禮，一直感
到遺憾。這次為了能瞻仰佛頂骨舍利，她
幾天前就開始興奮地期待 ，這天更特地
請了假，只為不要再錯過這難得的機會。
黎先生跟隨家人一同到此瞻禮。他說：
「香港以快速的經濟發展聞名於世，但是
香港人卻更需要心靈的撫慰。佛頂骨舍利
第一次離開內地，就選擇了港澳作為供奉
地，這是香港的幸事，體現了國家對香港
的文化支持。」
參與浴佛的李小姐說：「一年一次的浴
佛節是難得機會，加上我對佛教有信仰，
我的兒子又是在佛誕日出生，所以覺得與
佛很有緣⋯⋯兒子今天要返學，星期日才
帶他來浴佛和瞻禮佛舍利。」 一位出家
的老人在離開瞻禮現場時亦說：「佛光普
照，福氣滿滿。願香港繁榮昌盛，願世界
和平。」
「和諧世界，同願同行。」這不但是今
屆世界佛教論壇的主題，更是香港人以至
全球所有人對世界與未來的
殷殷期盼。
■香港文匯報記者 沈清麗

世界佛教論壇和佛頂骨舍利蒞港供奉，是全國佛教界兩大
盛事。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表示，世界佛教論壇延續和
諧世界理念，本屆主題「和諧世界、同願同行」，信息積極
而具勉勵意義。為人處世樂於助人，無論環境順逆都和衷共
濟，不僅是佛教朋友的共同願景，也是香港以至全球各地人
民應該抱持的人生態度。
曾蔭權昨日在第三屆佛教論壇開幕典禮上致辭時表示，這
兩項盛典適逢香港回歸15周年在港舉行，意義重大。佛教源
遠流長，對中華文化影響可說至深且巨。佛理能淨化人心、
啟明悟性，而行善濟世的主張，對於促進社會和諧穩定，有
正面作用。
他續說，香港是國際大都會，擁有多元文化特色，鼓勵不同宗教和諧共存，特區政府一
直支持宗教發展，並致力保障宗教自由。各宗教團體熱心興辦學校，提供醫療、福利和社
會服務設施，佛教團體正是其中一股重要而積極的力量；香港的佛教徒目前超過100萬人，
在生活各層面實踐教義，證道弘法，服務社會，貢獻宏大。

釋傳印：清淨和諧可期
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傳印長老在第三屆世界佛教論壇開幕式
上致辭說，世界大眾同願清淨和諧，同行利他眾善，則和諧
世界可成，人間淨土可期。
傳印長老開示說，進入21世紀，人類科學技術、物質文明
的成就空前，但內心的執 煩惱，外在的衝突紛爭，卻有增
無減。追求內心寧靜，實現世界和諧，逐漸成為全人類的共
同願望。自2006年首屆世界佛教論壇開始，他們始終圍繞構
建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這一人類社會的偉大願
景，以佛陀的教導為核心，積極探討人類自身、人與人、人
與自然環境的和諧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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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僧過堂」顯香江特色

「千僧過堂」於昨日上午11時30分在富
豪機場酒店舉行，宴會廳被布置成肅穆莊
嚴的齋堂，台上供奉 釋迦牟尼佛和千手
觀音，台前的几案上供奉 彌勒佛，彌勒
佛前供奉米飯、玉米等7種食物，橙子、
芒果等4種水果，並供奉2盆鮮花，以及香
爐、淨瓶、引磬等法器。
伴隨 清脆的雲板聲，千名僧人依序入
座。在眾人合什低眉念誦《供養咒》的同

許嘉璐：走進心靈清淨

曾蔭權：主題積極勉勵

林女士在瞻禮後
難掩心中的興奮，
說佛頂骨舍利是佛

酒店宴會廳變身齋堂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在第三屆世界佛教論壇開幕式上致
辭說，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不斷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
合，已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世界佛教論
壇已成為展示中華文化和佛教文化的重要窗口，成為兩岸四
地佛教界加強交流與合作的重要平台，成為國際佛教界倡導
宗教對話和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舞台。
董建華說，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15周年，值此大事因緣，
第三屆世界佛教論壇在香港舉辦，這是香港與內地佛教界多
年來相互交流、密切合作結出的豐碩成果。
他又回顧了前兩屆世界佛教論壇的主題。董建華說，從首
屆論壇的「從心開始」
，到第二屆論壇的「眾緣和合」
，再到
本屆論壇的「同願同行」
，這些思想和主張從佛教的視角提出了達到和諧境界的最佳方法、
條件和途徑，為構建和諧社會、共建和諧世界提供了重要的精神食糧和價值支撐。

全國人大原副委員長許嘉璐在論壇上發言時表示，中華
民族一向崇尚道德、和而不同，這是儒釋道共同的教育。
儒釋道三者整體性的宇宙觀，最利於人類生存發展的倫理
觀，包容他者、推己及人的思維方式，及反諸自身內省的
修養方法，決定了我們提倡慈悲，追求智慧，力主平等，
熱愛和諧，祈盼和平的民族性格。無論是藏、漢、南傳佛
教，還是大乘、小乘弟子，都是佛祖弟子，都是破除五蘊
和貪嗔癡的表率，必須齊心協力以佛祖智慧，解除眾生心
靈之苦，讓眾生走進心靈的清淨之地。

錯過指牙
遺憾至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
「三德六
味，供佛及僧，法界有情，普同供養」，
在維那師的領唱下，逾1,300名僧人齊誦
《供養咒》
，在香港舉行的第三屆佛教論壇
的重要活動之一「千僧過堂」隆重開始，
展示了內觀自省、感恩惜福、知足常樂等
傳統佛教理念，氣氛莊嚴，儀式謹嚴，場
面盛大。

董建華：開示和諧之路

時，義工們手持木桶，開始給眾僧分餐。
按照佛門儀軌，眾僧靜靜進餐，不得發
聲。

18種食材烹製羅漢齋
是次「千僧過堂」以一飯一菜一湯過
堂，簡單而不失香港特色。過堂主菜羅漢
齋用到18種食材，取18羅漢吉祥之意，包
括如意、黃耳、竹笙、白果、髮菜和多種
菇類等粵菜典型食材，這些食材主要產自
中國內地。酒店大廚還專程向香港西方寺
大廚請教了烹製齋菜的要領。
12時40分左右，眾僧齊誦《結齋偈》，
「千僧過堂」結束，僧人們井然有序地依
次離開齋堂。
在「千僧過堂」後，同場舉辦了7場分
論壇，來自世界各地的教內外人士討論佛
教弘法的現代化、佛教教育的發展、慈善
理念的踐行到佛教文化的弘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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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全球唯一一枚佛頂骨舍利日
前南來香港，福臨香江。陪同舍利來
港的南京市副市長陳剛昨日獨家向香
港文匯報道出此次運送路途中的點點
滴滴。為了訪港，專門製造了一個特
殊材料製成的金塔，放置佛頂骨舍
利，造價逾100萬元人民幣。同時，又
曾就運送過程舉行專門論證會，並邀
請了南京航天航空大學的專家，專門
研究運送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震動問
題，務求做到運送工作萬無一失。
陳剛表示，運送舍利是符合文物安
全的要求，亦要符合佛教的儀式和規
定，不能有一點失誤。最初討論舍利
的安固方法時，曾經提出用木匣子，
並在舍利下面放上海綿，但國家宗教
局表明，舍利必須要放在金塔中，並
用4把鎖鎖住，「你不能說，用膠水黏
一下，繩子綑一下就來了，這肯定是
不行的」
。

專家論證付運
防彈罩厚2厘米
他又說，為了舍利的安固方案，特
別請了多方面的專家進行了論證會，
包括文物專家、史學專家、博物館專
家、航天專家，其中博物館專家是從
溫度、濕度等角度去考慮
如何保護舍利。同時，他
亦邀請了南京航天航空大
學的專家，研究運
送過程中的震動問
題，確保舍利在移駕
的過程中
不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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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大眾自利利他

因震動對其有影響，因此這次安固舍
利的底座也是特別採用硅膠製成。
對於擺放舍利的金塔，陳剛坦言，
這也是經過仔細研究和論證的。去年
年底，正在等待國家正式批文的時
候，南京方面已經開始在為舍利運送
工作作準備，因製造安放舍利的金塔
需要3至4個月的時間。起初，他們準
備用2厘米厚的防彈玻璃製作金塔的外
罩，但由於重量問題，最後改為採用
一種特殊材料，其特性是強度非常
高，透光率特別好，透紫外線的過濾
亦很有效，但是它的重量很輕，令金
塔可以便於移動。

轎夫特訓半月
開會逾30次
「此次金塔的塔罩，正是由曾鑄造
天壇大佛的南京晨光鑄造廠製造的。」
他進一步介紹，這個金塔是要由人手
來抬的，由8個人負責，中間還有2個
人護 金塔，「就像以前抬八人大轎
的方式」，因此他們找來8個年輕壯漢
專門為此訓練了半個月。「為了這個
舍利來港，我們召開會議超過30次，
其中到北京與國家宗教局協調2次，北
京到南京作對接協調會議也有5次，包
括公安部，因為這次是採用一級警
備。」
就此次舍利降福香江，陳剛形容，
佛家常說覺悟，即是要踏尋最高的智
慧，這種智慧是可以
了脫生死苦海，它的
體現便是在大腦，所
以頂骨舍利就是智慧
的象徵，是佛家最高
級別的舍利。又說，
曾經取西經的唐僧的
頂骨舍利目前也在南
京，更是歷經日本侵
華等種種艱辛，才得
到保存。

佈景金黃如佛光顯現
佛歌，在樂隊和旗隊的引領下，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傳
印長老，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覺光長老，中國佛教協
會副會長、第十一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傑
布，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祜巴龍莊猛長老與
一眾嘉賓緩步走入會場。

行三問訊禮 齊誦《心經》
■傳印長老（左一）
、覺光長老（左二）
、第十一世班
禪（右一）向佛頂骨舍利行三問訊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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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譽為香港回歸祖國15年來第一次舉辦的大型
國際宗教會議、第三屆世界佛教論壇開幕式在紅磡
體育館舉行。主禮台的中央，擺放 首次出境供奉
的國寶佛頂骨舍利，與盛大的開幕式互相輝映。
紅館頂部的燈光，加上布置成一朵金黃色的大
蓮花，把整個場館照得金碧輝煌。主禮台以三座
金佛為背景，背後布景以藍色為主調，天空的金
黃色猶如佛光顯現，上方用金漆大字寫上本屆論壇主
題「和諧世界，同願同行」
。高僧大德分坐在主禮台的
兩旁。坐在前排的還包括有首次出境並出席是次論壇
的藏傳佛教領袖、十一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傑布。
開幕式於早上8時30分開始。場內奏起頌讚釋迦牟尼

此時，全場起立合什，由4位高僧大德
帶領向釋迦牟尼佛頂骨舍利行三問
訊禮，並共同主持拈香祈福法
會，千僧萬眾齊誦《心經》
，
氣氛更添溫馨。
最後，在眾嘉賓致辭
後，各主禮嘉賓一同主
持啟動儀式，將寓意吉
祥如意的水晶球和蓮
花置入亮燈台，中間
緩緩升起一個更大更
亮的藍色水晶球，寓
意對和平和諧的追
求。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沈清麗

釋覺光：佛法化解矛盾
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覺光說，舉辦世界佛教論壇的目的，
就是運用佛法的智慧來化解矛盾，克服困難，讓佛法深入人
心，讓社會更加和諧。
覺光長老開示說，社會和諧，人人有責。為建設和諧安定
社會，締造和平繁榮的世界作出貢獻，是時代賦予佛教的神
聖使命，是佛教徒應有的使命。當今世界，社會矛盾錯綜複
雜，人類面對不少困難。第三屆世界佛教論壇的主題「和諧
世界，同願同行」
，不但順應了時代發展的要求，同時契合
了佛教的主張和理念。
他希望，通過這次國際會議向世界傳達愛好和平、追求和
諧的意願，運用佛陀智慧來化解矛盾，克服這些困難，讓佛
法深入人心，讓社會更加和諧。

釋惟覺：對話化除對立
第三屆世界佛教論壇發起人之一、台灣中台禪寺惟覺長老
發表題為《和諧世界，同願同行》的主題發言。他開示說，
和諧世界需要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齊同並進的發展，透過文
化交流對話是化除對立心結的良方。
惟覺長老說，幾千年的血緣、文化與思想融合，造就了中
華民族的存在。現今的中國，不但是「經濟大國」、「政治
強國」
，更是獨步全球的「文化王國」
。中國博大精深的文化
蘊藏以及穿越千古的豐富藝術典藏，讓人難望其項背。
他說，和諧世界需要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齊同並進的發
展，透過文化交流對話是化除對立心結的良方。無論是從宗
教、道德、藝術、科學哪個方面 手起，佛法的慈悲、智慧
與中華傳統文化，無疑是士農工商、男女老幼等同願同行對話的平台。所謂「聖人之治天
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
，可見人文教化的重要性。
■記者 沈清麗 攝影 劉國權

王菲感動萬千信眾
▲
玉
女
誦
心
經
▼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
著名歌星王菲(左圖)猶如天籟般的嗓音輕柔
地唱出《心經》
。身穿一襲飄逸白長裙的王
菲，在第三屆世界佛教論壇開幕禮上獻
唱。她在獻唱前先向佛頂骨舍利鞠躬敬
禮，再雙手合什輕柔地、緩緩唱出《心
經》
，感動了在場每一個人。
未能出席現場獻唱的天王歌星劉德華，
則預先錄製了本屆論壇主題曲《同願同行》
，在
關淑怡、張明敏等眾歌星現場獻唱時加插播
放，一同讚頌佛陀。■香港文匯報記者 沈清麗

他說，和諧是人類共同心願，世界乃眾生共業所感。惟有大眾同生無住清淨之心，同發
自覺覺他之願，教內人士同行上求佛道下化眾生之六度萬行，社會大眾同行自利利他之眾
善義舉，方能成就清淨和諧之世界。
傳印長老特別為此次世界佛教論壇的召開，拈偈語數句：「香海論壇殊勝緣，良辰嘉會
聚高賢。同心同德同商討，同道同行同願堅。淑善覺音播四海，光華慧日麗中天。佛慈普
被三千界，天下太平民永安。」

■幼童在家長指導下親手浴佛。
■幼童在家長指導下親手浴佛。
■幼童在家長指導下親手浴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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