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4年，懷着一顆對玄武祖師的虔誠之心，李光富徒步
登上武當山，皈依道教全真派。三十
多年過去，李光富已是中國道教協會
會長。
新時期如何發揮道教的作用？就任中

國道教協會會長兩年來，李光富不停地
思考奔走，對解決道教發展面臨的問題
也有着清晰的認識與規劃。他說，配合
國家「一帶一路」建設，道教可以發揮
更大優勢。要推動組建國際道教組織，
為促進人類文明交流互鑒和解決全球性
問題貢獻中國道教的思想智慧。

培養國際化的道教人才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才是興道

之基、弘道之本。李光富說，中國道
教要走向國際，就需要有更多國際化
的道教人才為依託。
目前，中國道教界大專以上學歷的教

職人員僅佔已認定備案總人數的10%左
右。外語、研究、管理、道醫、養生等
方面高水平人才匱乏。這就是中國道教
界的現狀。
如何讓道教走向世界？李光富給出的

答案只有兩個詞：「人才」和「貢
獻」。「口口聲聲說自己是中國傳統宗
教，卻培養不出幾個優秀人才，作不出
什麼貢獻，老百姓憑什麼承認你呢？」
今年4月，中國道協在中央社會主義

學院首次舉辦道教培訓班，並計劃在
兩年內把各省級道協的主要負責人輪

訓一遍。李光富說：「這是何等的幸
運，既是宗教的幸事，也是我們教徒
的幸事。因此我們要抓住機遇，加大
人才的培養力度，展示道教的良好風
貌，為道教事業的發展貢獻出自己的
力量。」
目前中國有10所道教學院，15本道
教院校教學大綱和教材正在編寫中。未
來，還需要培養更多懂外語的複合型人
才，向海外弘揚中國道教文化。然而當
前，全國道教院校專職教師僅有44人，
畢業生總數僅有1,200人。學院普遍存
在基礎設施薄弱、辦學經費不足、教學
經驗缺乏、進修途徑少等問題。以中國
道教學院為例，單改造學生宿舍就需要
資金4,000萬元。
李光富說：「道教人才培養需要我們

自身的努力，但也確實面臨很多實際困
難，僅靠道教界難以解決。需要有關部

門在政策、資金、平台等方面予以大力
支持。」

成立世界道教聯合會服務全球
2015年6月29日，李光富在就任中國

道教協會會長後的首次正式講話中就提
到，他在任期內，將推動組建國際道教
組織，為促進人類文明交流互鑒和解決
全球性問題貢獻中國道教的思想智慧。
李光富認為，道教作為中國五大宗教

中唯一土生土長的宗教，具有深厚的文
化底蘊，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
分，不能只在國內發展，應該為全世界
服務。
隨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道教
在東南亞以及歐洲、美洲等20多個國家
和地區落地生根。但是，目前尚無一個
得到各國道教徒廣泛認可和參與的世界
性道教組織，也沒有適當的途徑團結和
聯繫全世界道教徒。
「兩岸道教界一家親，都在一道上；
同燒一炷香，同敬一尊神。」李光富
說，香港、澳門、台灣地區的道教人士
多次建議，希望中國道教協會發起成立
世界性的道教組織。
法國、意大利、比利時、西班牙、葡
萄牙、瑞士、墨西哥、新加坡等多個國
家道教界的代表也曾向中國道教協會提
出，希望中國道教協會牽頭成立一個國
際性的道教組織，以團結和聯絡全世界
的道教徒開展道教文化交流。
從2015年底開始，國家宗教局外事

司多次到中國道教協會，就成立世界道
教聯合會一事進行調研。目前，相關文
件正在徵求海內外道教界的意見，籌備
工作正有序進行。世界道教聯合會將會
是首個在中國成立的國際性宗教組織。

服務「帶路」讓道教走向世界
李光富認為，「一帶一路」倡議是非

常難得的機遇，緊跟「一帶一路」步
伐，將是道教走向世界重要的第一步。
他說，道教界將積極參與服務「一帶一
路」建設作為道教對外交流工作的重

點。他自己任內有一個計劃，即充分利
用道教學院、道教養生院等載體，在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地區辦班向海
外學員授課，從而把道教及其承載的中
華傳統文化推廣到世界上。
目前，中國道教界正在開展「弘揚丘

處機祖師西行和平慈愛精神系列活
動」，推動道教文化在全世界廣泛傳
播。同時也開展「請進來」戰略，邀請
相關國家的友好組織和人士，到中國參
訪道教協會和宮觀，真實了解宗教信仰
自由政策，體驗道教文化的博大內涵，
感受新時期道教事業發展的蓬勃生機。
李光富說，中國道教協會將加強與相

關國家宗教界、文化界的友好交往，開
展宗教文化交流與互鑒。繼續與國外道
教組織和其他友好團體交流合作，舉辦
道教文化展覽、道教學術講座、道教音
樂武術演出、道教養生體驗班等活動，
組織翻譯道教經典，增進國外民眾對道
教的認知，擴大道教文化在海外的影響
力。
「現在全世界都有孔子學院，道教也
應該走向國際化、全球化。我們要吸收
孔子學院的經驗，為傳播道教文化作好
準備。」李光富說，「中國的佛教、儒
家都可以走出國門，道教同樣也應該走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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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城的白雲觀西院，中國道教協會就坐落在這

個安靜的院落中。走進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道教協會

會長李光富的辦公室，午後的陽光鋪陳在地板上，窗

外一派秋意盎然。

在他的談論中，既有「一帶一路」的宏觀視野，也

有重視道醫整理傳承，道教人才培養的具體行動，更

有對整頓道風的清醒認識。他是謙虛的也是熱忱的，

他是一個道學家，更是一個有着國際視野的中國道教

協會的掌門人。他出訪了很多國家，不遺餘力地向全

世界推廣中國道教文化。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

李光富說，服務國家「一帶一路」倡議，是道教走向

世界的重要一步。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任一龍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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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醫學在養生健身、防治疾病等
方面具有獨特優勢。」李光富認為，
傳統醫藥學迎來天時地利與人和的好
時機，應深入挖掘道醫學寶庫的精
華，完善道醫理論，構建道醫藥學傳
承體系，整理道醫藥方，推動道醫藥
學廣泛服務民眾。
「歷史上很多道士都成為了偉大的醫

學家。」李光富說，道醫是以《易
經》、《黃帝內經》和《老子五千言》
為理論經典，以精氣神調養為手段，以
身心靈健康為目的的道家醫學，與中醫
在藥物、針灸等方面都有所交叉。
李光富表示，由於道醫始終以「師

帶徒」形式傳承，門檻高，輻射窄，
失傳風險大。「道醫傳承形式的弊端

日益凸顯，目前道醫學已經深陷傳承不
力、青黃不接的困境。」他認為，道醫
學應堅持創新與傳承的原則，借鑒現代
科研和教育模式發展傳統醫學。

建道教傳統醫藥傳承機制
他建議，應成立中國道醫研究院，

建立道教傳統醫藥的有效傳承機制，

制定道醫考核標準和認證體系，對確
有療效的道教傳統醫藥建立考核體
系，推動傳統醫藥學傳承和發展，讓
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發揚光大，
造福人類。「我們常說醫道同源，十
道九醫，可見道教醫學、道教養生學
對我國傳統醫藥學的發展有着不可磨
滅的功績。」李光富告訴香港文匯報

記者，中國道教協會未來還將成立道
教醫學養生研究院，進一步鼓勵道教
醫學、養生學發展，倡導道教養生、
治療理念，推廣運用武術、導引、針
灸、按摩、推拿等道教養生醫療方
式，舉辦各類養生研討會、養生論
壇、養生講座等文化活動，培養道醫
和養生人才，開辦道教醫療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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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教協會一直把開展與港
澳台地區道教界交往、服務祖國
統一大業作為重點工作之一。改
革開放以來，與港澳台地區道教
界交往日益頻繁和廣泛，每年都
組織多個團組交流互訪，並在聯
誼機制、文化研究、公益慈善、
人才培養、舉辦道教活動等方面
開展了全方位的交流合作。
1993 年中國道教協會聯繫內

地、香港和台灣地區著名道教宮
觀，在北京白雲觀舉行了羅天大
醮盛典。以後，1998年在台北指
南宮、2001年在山西綿山、2007
年在香港、2012年在湖北武當山

分別舉辦了羅天大醮，港澳台和
內地許多宮觀參加了活動。
2005年7月，應台灣中華道教
總會的邀請，中國道教協會組成
96人演出團，赴台灣舉辦「海峽
兩岸道教音樂會」，三場巡演，
深受台灣同胞的好評。
從2006年開始，中國道教協會
就與香港蓬瀛仙館進行合作，每
年都會組織內地青年道長們到香
港中文大學參加暑期進修班。
2008 年，在中國道教協會倡導
下，形成了一年一度的大陸與台
灣、內地與港澳地區道教界新春
聯誼機制。

倡設中國道醫院 助傳統醫藥學傳承發展

開通APP 道士真假可查
「當前，有些宗教人士道風不正，甚

至出現藉機斂財的現象，帶來了非常惡劣
的社會影響，這是我們必須要注意的問
題。」李光富表示，道教下一步的工作，
就是規範化、制度化，把道教打造成社會
的一片淨土。
李光富坦言，信仰淡薄、道風不振、
戒律鬆弛、商業化等等，嚴重危害道教的
生存土壤，損害了整體形象。「有些不正
規的廟觀打着道教旗號走商業化的路，魚
目混珠。有些人穿上道教服飾，搖身一變

成了『道士』，欺騙信眾。」他指出，道
教界當前面臨的「信仰淡化、戒律鬆弛、
商業化」等問題都屬於道風領域，必須着
力解決。
李光富表示，去商業化已成為道教界
的重點工作，要依據相關規範正本清源，
有些宮觀廟宇應該規範落實宗教政策。他
並透露，下一步，道教界將利用大數據、
開通手機APP查詢系統，讓道士「真
假」有據可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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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5年年1212月月1717日日，，李光富在台灣拜訪佛光山開山宗李光富在台灣拜訪佛光山開山宗
長星雲大師長星雲大師。。 中新社中新社

■■20172017年年77月月，，李光富會長在英國召開的中李光富會長在英國召開的中
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暨多元文化國際交流論壇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暨多元文化國際交流論壇
開幕式上致辭開幕式上致辭。。 香港文匯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報北京傳真

■2016年5月，中國道教協會代表團李光富
會長一行參加在意大利卡塞塔王宮舉辦的
「不敢為天下先」道教節系列活動，與卡塞塔
主教互贈禮物。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海峽兩岸和港澳地區道教界代表2015年參加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
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和平祈禱法會。圖為中國道教協會會長
李光富(右二）、香港道教聯合會主席梁德華（右三）、澳門道教協會會長吳
炳志（右四）、台灣無極三清總道院執行主席鄭銘輝（右一）在法會上拈香
祈禱。 中新社

個 人 簡 歷

■■李光富會長與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光富會長與香港文匯報記者。。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20162016年新年年新年，，李光富一行慰問武當山區福利院和貧困群眾李光富一行慰問武當山區福利院和貧困群眾。。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李光富會長李光富會長 中新社中新社

1955年8月
李光富出生於湖北省鄖陽城。
1984年
徒步登上武當山，皈依道教全真

派，開始了修道生活。
2002年8月13日
在武當山道教協會第四屆代表大會

上，被選舉為武當山道教協會會長。
2003年
當選為湖北省政協委員，同時還

分別當選為丹江口市政協副主席、
十堰市政協副主席。

2007年12月3日
當選為湖北省道教協會名譽會

長，省道教協會諮議委員會主席。
2008年2月
當選為政協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

委員。
2010年12月
在中國道教協會第八次全國代表會

議上，當選為中國道教協會副會長。
2013年2月
當選為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

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