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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佛教報刊對華嚴宗研究的史料價值
安徽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安徽工業大學《概論》教研室（系）主任
明成滿

摘 要

在黃夏年等學者的努力下，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
成補編》
、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三編》和《民國稀有佛教資料彙編（報紙）》相
繼影印出版，基本將零散分佈於各地的民國佛教報刊搜羅殆盡。這些史料叢書共
有 344 冊，將近 20 萬頁，為我們研究民國佛教史提供了豐富的史料。民國佛教報
刊對於華嚴宗研究的史料價值主要體現在六個方面。其一，對於民國華嚴宗教育，
能提供中華佛教華嚴大學、武昌蓮溪寺華嚴學校、五臺山法雲寺華嚴學院、重慶
華岩佛學院、揚州長生寺華嚴大學、上海靜安寺華嚴大學、漢口九蓮寺華嚴大學
等教育機構的成立、教學情況、機構概況、經費、宗教活動等多方面的史料。其
二，關於華嚴經的編印和抄寫，能使我們瞭解民國時期《重編華嚴經疏鈔》的編
印、抄寫華嚴經完成後徵求跋文、金書華嚴經、血書華嚴經等方面的情況。其三，
關於民國時期華嚴宗寺院的法會和道場，可瞭解祈禱和平的法會、祈雨法會、息
災法會和多種道場的情況。其四，民國時期的華嚴宗研究，主要包括對華嚴宗研
究方法的探討、對華嚴宗字母的研究、對華嚴宗史的研究、對華嚴宗教義的研究
等方面。其五，能為我們提供民國年間華嚴經的宣講和禮誦的詳細資料。其六，
其他方面的史料價值，包括華嚴寺與廟產興學運動的關係、募造大方廣佛華嚴經
塔的情況、華嚴閣及華嚴塔的修建等。

關鍵字：民國佛教報刊

華嚴宗

史料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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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由於社會變遷，佛教逐漸走向復興，華嚴宗也不例外。關於民國
時期華嚴宗的研究，學界的成果很少。目前僅見主要有二，一是陈永革的《論
民國時期的華嚴宗復興：以典籍搜集與刊刻為中心》 1一文；二是陳永革參加第
二屆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的會議論文《論民國時期（1912－1949）華
嚴宗的弘傳及其效應》 2。應該說對民國時期華嚴宗的研究剛剛開始。民國時期
的佛教報刊有 300 多種，要加強民國時期華嚴宗的研究，需借助於民國佛教報
刊資料。在黃夏年等學者的努力下，《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3、《民國佛教期
刊文獻集成補編》 4、《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三編》 5和《民國稀有佛教資料彙
編（報紙）》 6相繼影印出版，基本將零散分佈於各地的民國佛教報刊搜羅殆盡。
這些史料叢書共有 344 冊，將近 20 萬頁，為我們研究民國佛教史提供了豐富的史
料。這些材料中有許多華嚴宗的史料，據筆者的初步統計其中關於民國華嚴宗的
文章有 600 多篇，而且多數為他處所不見，對研究民國華嚴宗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以下分六個方面闡述。

一、關於華嚴宗教育
根據筆者的檢索，民國佛教報刊中關於民國時期華嚴宗教育的文章有 70 多
篇，下列表 1 列出了其中有代表性文章的相關資訊。

1

載賴永海主编 :《禪學研究》第 9 辑，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18—228 页。
載陳一標主編：《2013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華嚴蓮社 2014 年版，第 423—454 頁。
3
黃夏年：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以下簡稱《集成》）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 2006 年版。
4
黃夏年：《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補編》（以下簡稱《補編》）
，中國書店出版社 2008 年版。
5
中國書店出版社編委會：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三編》
（以下簡稱《三編》）
，中國書店出版社 2012
年版。
6
黃夏年：《稀見民國佛教文獻彙編（報紙）
》（以下簡稱《報紙》
），中國書店出版社 2008 年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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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民國時期的華嚴宗教育
機構名稱

文章題目

中華佛教華
嚴大學（江
蘇常熟）

中華佛教華嚴大
學預科簡章

中華佛教華
嚴大學

中華佛教華嚴大
學核准備案

中華佛教華
嚴大學

中華佛教華嚴大
學新建彌勒樓閣
福城大塔文

武昌蓮溪寺
華嚴學校

武昌蓮溪寺開辦
華嚴學校

武昌蓮溪寺
華嚴大學

複武昌蓮溪寺華
嚴大學體空法師
書

五臺山法雲
寺華嚴學院

山西五臺山華嚴
頂法雲寺募化建
設華嚴學院緣啟

五臺山法雲
寺華嚴學院

山西五臺山華嚴
頂法雲寺華嚴學
院簡則

重慶華岩佛
學院

重慶華嚴佛學院
緣起

揚州長生寺
華嚴大學

揚州長生寺華嚴
大學院釋迦牟尼
佛聖誕二千九百
五十年紀念祈禱
事實簡章

史料來源

史料價值

介紹了該校預科的基
《覺書》 1919 年第 5 本資訊，包括入學資
期；
《補編》第 1 卷， 格、入學介紹、課程、
第 323 頁。
修業年限、休假、考
試和獎罰等方面。
對於研究政教關係有
《海潮音》1921 年第
參考價值，介紹了呈
7 期；《集成》第 138
請國民政府教育行政
卷，第 527 頁。
委員會備案的情況。
《四川佛學旬刊》
對研究中華佛教華嚴
1925 年 9 月 15 日；
《集
大學內的佛教建築有
成》第 128 卷，第 69
重要價值。
頁。
《晨鐘特刊》 1928
瞭解該校創辦人、經
年第 3 期；
《補編》第
費來源等多種資訊。
32 卷，第 420 頁。
《佛寶旬刊》 1928
瞭解該校與外界的學
年第 40 期；《補編》
術交往情況。
第 33 卷，第 20 頁。
《北平佛化月刊》
1936 年第 44 期；
《補 瞭解該學院創建緣
編》第 40 卷，第 343 起、啟動資金的來源。
頁。
《北平佛化月刊》
瞭解該院學額、經費
1936 年第 44 期；
《補
預算、管理機構、資
編》第 40 卷，第 344
金募捐辦法。
頁。
《山西佛教雜誌》
瞭解重慶華嚴佛學院
1934 年第 9 期；《集
創辦的背景、緣由
成》第 140 卷，第 208
等。
頁。
《佛光月報》1923 年 瞭解該學院在佛誕日
第 2 期；《集成》第
紀念活動的有關情
12 卷，第 187 頁。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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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州長生寺
華嚴大學
揚州長生寺
華嚴大學

揚州長生寺
華嚴大學

揚州長生寺
華嚴大學

揚州長生寺華嚴
大學院緣起
揚州長生寺華嚴
大徹堂落成開堂
禪七四十九日通
告
揚州長生寺華嚴
大學組織法會召
集學僧緣起並通
告
華嚴大乘佛學院
簡章；華嚴大乘佛
學院秋期時間課
程表等

《佛光月報》1923 年 瞭解揚州長生寺華嚴
第 1 期，《集成》第
大學創辦的背景、緣
12 卷，第 76 頁。
由等。
《海潮音》1923 年第 瞭解揚州長生寺華嚴
10 期；
《集成》第 157 大學內部的建築、弘
卷，第 305 頁。
法等活動。
《海潮音》1926 年第 瞭解該華嚴大學招
8 期；《集成》第 166 生、組織法會的有關
卷，第 87—89 頁。
情況。
《佛光月報》1923 年
第 3 期；《集成》第
12 卷，第 313—320
頁。
《佛光月報》1923 年
第 2 期；《集成》第
12 卷，第 186—187
頁。
《佛光月報》1923 年
第 4 期；《集成》第
12 卷，第 443—445
頁。

瞭解該大學的組織機
構、職員、學制、課
程設置、入學條件、
費用、假期、校規、
課程表、考試、學生
成績等情況。

揚州長生寺
華嚴大學

華嚴大學學課日
行記

概要介紹所開每門課
程的教授內容。

揚州長生寺
華嚴大學

華嚴學院文林試
課編

上海靜安寺
華嚴大學

華嚴大學簡章；華
嚴大學課程時間
《佛學叢報》1914 年
表；華嚴大學緣起 第 10 期；《集成》第
預白待校舍完工
4 卷，第 129—134 頁。
再爲登報招考

瞭解該校的緣起、校
舍建設情況、宗旨、
課程設置、費用情
況、入學資格、學生
待遇、休假、獎罰、
課程表。

漢口九蓮寺
華嚴大學

《海潮音》1924 年第
7 期；《集成》第 159
漢口華嚴大學畢
卷，第 384 頁。
《海潮
業；漢口九蓮寺華
音》1921 年第 21 期；
嚴學校開學紀事
《集成》第 152 卷，
第 69—75 頁。

瞭解該校首屆學生畢
業的有關情況；瞭解
該校成立時社會各界
到會祝賀並發表演講
的情況。

華嚴大學授課教師編
寫的學佛指南。

上表羅列的民國時期華嚴宗教育機構主要有江蘇常熟的中華佛教華嚴大學、武昌
蓮溪寺華嚴學校、五臺山法雲寺華嚴學院、重慶華嚴佛學院、揚州長生寺華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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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上海靜安寺華嚴大學、漢口九蓮寺華嚴大學等。表格中的文章涉及到這些華
嚴宗學校成立、教學情況、機構情況、經費、宗教活動等多方面的史料。為了說
明的需要，下清單 2 列舉了揚州長生寺華嚴大學和上海靜安寺華嚴大學在教學情
況等方面的詳細史料。
表 2：揚州長生寺華嚴大學和上海靜安寺華嚴大學教學情況的對比
類別

揚州長生寺華嚴大學

上海靜安寺華嚴大學

學制

三年，每半年一個學期。

三年，每半年一個學期。

無

有

費用

所有費用該不收取；並給學員
補貼穿衣費用，正班每月一元
大洋，副班銅元百枚。

學費、膳宿費、經書紙墨和醫
藥費等費全部由學校供給。

入學資格

限收出家比丘尼、十八歲以
上、身體健全、品行端正、已
受具足戒且住過叢林、發心堅
固誓願不退。

出家人住過禪堂、品行端正、
無諸嗜好，在家人有居士資格
者；文理通達能閱經書者；
20—35 歲；無分中外遠近地域。

入學介紹

對各人考試分數張榜公佈，確
定獎罰事項。

政商學界諸君為本校所認識
者；各寺主持為本校所認識者。

招生名額

分正副兩班，各收學生二十四
名。

正班 42 名，預班 18 名；招收
附學生，不限名額。

休假

每月放假四日，每逢望朔及佛
誕日普佛、祈禱和拜願。

例假：六日休一日，無寒暑假；
特假：四月初八，十二月初八；
病假須校長批准。

有無預科

有周考、月考、學期考、畢業
考。

考試

獎罰

一切遵照叢林清規，細則另外
制定。另有根據考試成績的不
同，每月分別津貼大洋一元、
銅元 140 枚、銅元 100 枚。

主要根據修行和考試情況決定
獎罰，有語言、實物獎勵，言
語、扣分懲罰。

課程

華嚴教義、經學科、國文、讀
經、研究科、唯識法相、修觀
念佛、作文。

讀經、講經、講論、講戒、修
觀、作文、習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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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上表看出，揚州長生寺華嚴大學與上海靜安寺華嚴大學在教學方面有不
少差別，這些材料便於學界對民國時期的華嚴宗教育進行比較研究。

二、華嚴經的編印和抄寫
在民國佛教報刊中，關於這方面的文章有 100 多篇。

（一）華嚴經的編印和刊刻
近代中國，歷經戰亂，佛教凋敝，典籍損失嚴重，這對於重經教闡釋的華嚴
宗來說，打擊尤為嚴重。在民國時期，華嚴宗的復興首先注重典籍的搜集與刊刻。
在楊文會等人遍搜國內外華嚴經典籍的基礎上，許多人致力於華嚴經的重新編印
與刊刻，其中最重要的成果當屬《重編華嚴經疏鈔》的編印。為了這部書的編印，
專門成立了華嚴經編印會，《覺有情》半月刊專門出版了《華嚴疏鈔編印專號》。
民國佛教報刊中登載有該會活動的一些文章，為我們研究當時華嚴經編印情況提
供了不可多得的史料。
表 3：民國時期的華嚴疏鈔編印會
篇名

資料來源

內容介紹

《佛學半月刊》 1943 介紹了編印會勸募編印費用的有關情
華嚴疏鈔編印
年第 276 期；《補編》 況，規定捐款 500 元以上者，將來可獲贈
會近訊
第 66 卷，第 289 頁。 《華嚴疏鈔》一部。
全書共 40 冊將要全部出齊，每部工本費
《中流》 1944 年第 4
華嚴疏鈔編印
800 元，規定以前捐款之數不足 800 元
期；
《補編》第 75 卷，
會出書通告
者，需補足差額，方能獲贈該書一部，但
第 194 頁。
需另付郵寄費。
簡介了華嚴經在中國流傳的歷史，徐蔚如
《佛學半月刊》第 183
華嚴疏鈔編印
等居士有感于當時流傳版本有諸多錯
期；
《集成》第 55 卷，
緣起
訛，遂決定重新編印華嚴經。並介紹了編
第 7 頁。
印的方法和步驟。
《佛學半月刊》第 183
華嚴疏鈔編印
介紹了該編印會的宗旨、組織機構、編印
期；
《集成》第 55 卷，
會簡章
計畫、經費預算、募捐辦法、工作機制等。
第 10-12 頁。
《佛學半月刊》第 8
華嚴疏鈔編印
卷第 18 號；《集成》
會第三、四、
第 55 卷，第 82—83
五次會議錄
頁。

《佛學半月刊》第 203 期；
《集成》第 55
卷，第 289—290 頁。
《佛學半月刊》第 9
卷第 14 號；
《集成》第 55 卷，第 353—354
頁。通過這些會議記錄可瞭解華嚴經編印
的具體工作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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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國年間華嚴經的抄寫
在佛教徒看來，抄經是一方便易行門，不僅贊法丶親近如來，且能攝取福德，
受天神庇佑，亦能消災滅罪。在《占察善惡業報經》中提及書寫供養經典具有如
下之功德：其一，於究竟甚深第一實義中，不生怖畏，遠離誹謗。其二，心能信
解，得正知正見；其三，能除滅諸罪障；其四，能現證無量功德。在其它諸多的
經典中，如《金剛經》、《藥師經》、《地藏經》、《維摩詰經》等，也都明示書寫佛
經有極大的功德。所以，歷代許多虔誠佛教信仰者，包括僧人丶帝王將相丶士吏
文人，甚至平民百姓，有的是為弘揚佛法而抄經，有的是為祈福丶報恩丶佈施丶
薦亡而抄經。
通過佛教報刊可知，民國時期除編印出版《華嚴疏鈔》外，還盛行個人抄寫
華嚴經，有一般抄寫、金書、血書等方式，有的抄寫完成後還廣泛徵求跋文。
1.抄寫華嚴經並徵求跋文
民國時期許多虔誠的佛教徒把抄寫華嚴經作為自己修行的一種方式。如蘇州
的曹崧喬居士是著名的慈善家，他創辦了近代史上著名的慈善組織蘇州隱貧會。
隱貧會內設有寫經部，讓一些讀書寒士充當寫經員，繕寫《金剛經》等佛經，然
後銷給購經者，以此維持生計。他自己也抄寫《法華經》與《華嚴經》。曹崧喬
抄寫華嚴經完成後，就在報刊上載文徵求跋文。在跋文中他道出了抄寫華嚴經的
動機，即向社會表明自己興辦慈善事業的誠心，徵求社會更多人士的援助，幫助
自己把慈善事業維持下去。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已興辦十多年的蘇州隱貧會
遭遇了較為嚴重的經濟困難，曹居士擔心「即已辦者，勢亦將停辦，他不具論，
即此寫經寒士，二百餘人，借本小販，四百餘人，月領津貼，二百餘人，皆系常
恃以存活者，一日失所憑依，鮮不轉於溝壑，一為念及，寢食何安？」看得出來，
曹居士擔心隱貧會一旦停辦，有近千窮苦民眾的生活難以保障。他認為出現這樣
的困難是自己的誠心不夠，於是「發願敬書華嚴經一部，以為以往及現在未來
諸大善士，用伸回向華嚴法歲，增崇福慧，並待有緣善知識，奉請供養，襄助
善舉」 7。可見，曹崧喬居士抄寫華嚴經帶有維持自己慈善事業的目的。民國佛
教報刊顯示，為了支援曹居士的善舉，趙珊、俞嗣如、楊叔吉、圓瑛、印光、張
純一、劉聖惠、無生、王季同、梅光義、汪家玉、李和溥、鄭顯志、王季烈、張
以誠、管之銘等當時多位僧俗兩界知名人士都為其抄寫的華嚴經書寫跋文。一些

7

曹崧喬：
〈敬書大方廣佛華嚴經徵求跋啓〉
，
《山西佛教雜誌》1934 年第 12 期，
《集成》第 140 卷，
第 3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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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文對曹居士的慈善行為進行了稱讚，「在蘇城創辦隱貧會，敦發十大願，內秘
菩薩行，外現居士身，欲令眾生悉能離苦得樂，生有技能，老有給養，病得醫藥，
死得殮葬，學則助以資財，商則自已基本，工則全其生計，災則供其衣食。毀家
紓難，見義勇為」8。
2.金書華嚴經
所謂金書華嚴經，即以赤金抄寫，如「雲臺山海甯寺舊藏有赤金寫本華嚴經全
部，置藏該寺塔內，詳情曾志本報。傾聞佛乘法師會同該寺主持宋安瑞西各班首
職員，發願修補，並到京鎮滬杭各埠募緣重修，仍以赤金抄寫，刻以整理告竣，
分訂成冊，金書金光燦爛，重複舊觀」9。此外，當時武昌榮妙上人精書金字華嚴
經，十年才完成三分之一。
3.血書華嚴經
中國佛教界自古就有刺血書寫華嚴經的習俗，如明代的善繼和尚花了不到兩年
的時間就用所刺自己身上的血書寫了 70 萬字 81 卷的華嚴經。血書華嚴經的風俗
一直流傳到民國時期，這一風俗在民國佛教報刊中多有體現。如普欽法師從 1936
年開始在上海浦東海會寺閉關刺舌血抄寫華嚴經，「因出血過多以至身體虛弱異
常，或勸其少息，師渭然歎曰：「這臭皮囊，留之何用？今生不虔，更待何生？」
勇猛行持，仍不見輟。10」經過兩年的艱苦努力，終於在 1938 年完成這一項巨大
的工程。下表羅列當時其他一些血書華嚴經的有關情況。

8

圓瑛：〈曹崧喬居士書華嚴經跋〉，
《佛學半月刊》第 95 期，
《集成》第 50 卷，第 287 頁。
《佛教日報》社：
〈雲臺山海寧寺赤金寫本華嚴經重修圓滿〉
，
《佛教日報》1936 年 2 月 17 日，
《稀
見民國佛教資料彙編（報紙）
》第 2 卷，第 1 頁。
10
〈蜀人普欽法師刺舌血敬書華嚴經〉
，
《佛化新聞報》1937 年 8 月 19 日，
《稀見民國佛教資料彙編
9

（報紙）
》第 7 卷，第 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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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民國時期的血書華嚴經
文章名

資料來源

蘇州法音寺住持
刺血書華嚴募建
梵刹

《佛教日報》 1937 年
4 月 23 日；《報紙》第
6 卷，第 213 頁。

餘覺頌元僧善繼
上人血寫華嚴經
八十一卷
血書華嚴經跋

瞻禮元僧善繼和
尚血書華嚴經並
另函妙法蓮華經
血書大方廣佛華
嚴經跋

史料簡介

蘇州獅子山法音寺住持常明刺血恭
書華嚴經。有居士被此行為感動，發
起募捐行動，為該寺的建築修繕籌集
款項。
《覺書》 1919 年第 5 善繼上人血書華嚴經八十一卷，該血
期；《補編》第 1 卷， 經藏蘇州闔門外半塘橋龍壽山房，有
第 294 頁。
人觀此經後深受感動，寫詩讚頌。
《海潮音》1929 年第 3 為藏於蘇州半塘橋龍壽山房的血書
期；
《集成》第 172 卷， 華嚴經作跋文，也反映了民國時期對
第 324 頁。
血書華嚴經的推崇
《佛學半月刊》第 85
介紹了藏於蘇州半塘橋龍壽山房的
期，《集成》第 49 卷， 血書華嚴經的狀況
第 495 頁。
《弘化月刊》 1947 年 介紹了慧江居士血寫華嚴經的有關
第 70 期；
《補編》第 70 情況
卷，第 138 頁。

三、民國時期華嚴宗寺院的法會和道場
民國時期由於天災人禍嚴重和社會變遷，佛教慈善公益事業較為發達，華嚴
宗寺院也積極投身於其中。這些慈善公益事業包括各種類型的法會和道場等。以
下對民國佛教報刊中的華嚴寺舉辦的各種法會和道場的情況作一介紹。

（一） 祈禱和平的法會
民國時期，戰亂頻仍，百姓飽受戰爭之苦，人民渴望和平，佛教界人士也用
舉辦護國息災法會的的方式表達和平的意願。1937 年湖南佛教居士林攸縣分林發
起「修建護國息災祈禱世界和平華嚴法會」的倡議。1941 年重慶市各界舉辦「追
薦陣亡將士及死難同胞護國息災祈禱世界和平華嚴法會」
，法會歷時五天。太虛法
師、漢藏教理院的惟善法師、重慶華嚴寺的定九法師、中國佛教會的止安法師、
羅漢寺方丈宗仙和尚等多位佛教界知名人士參加了法會，陪都各界也都派代表參
加。法會上，有兩百多名僧眾誦讀華嚴經，太虛法師還做了演講。法師演講的主
題是「建立人間的永久和平」。演講共分為五個部分：「一、前言；二、宇宙萬有
的真實相；三、人類的社會性；四、武力惟禦暴除害，以文化求盡善；五、讓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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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進大同」11。太虛大師的演講為該和平法會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二）祈雨法會
佛教祈雨的活動，從唐朝就開始流行。民國時期天災嚴重，華嚴宗寺院把祈
雨作為服務社會的方式之一，請看以下兩則材料。
廣漢金輪場金輪寺常樂老和尚，慈悲心切，濟渡心殷，緣入夏以來，旱魅
象炎，田疇皸裂，苗多枯乾，毅然發心，於國曆六月二十八日設壇，自捐
香供等費，虔誦華嚴尊經，定期十日，勸約地方人士，家家齋戒，誠求雨
露，酷暑炎熾，行持不懈，果荷佛天垂恩，期內大沛甘霖者三，江河泛漲，
人物騰歡，該地四眾，感師濟度，爭為供養，師分毫不受，足表為法為人
功德，深信法力回天，非素有修持者，曷克有濟？12
四川榮昌城內天上宮，因旱災嚴重，民眾祈雨。建立萬民祈雨息災華嚴法
會共八十一日，自正月十六日起，四月初八止。請行修法師領眾主法。在
白馬洞泣禱，天亦油然作雲，日光不現，至四月初九日天降大雨。會中有
居士鄭耀伯，法名海清，先皈依行修法師，其人平時手不失念珠，常以醫
術活人，佈施不吝。謝雨息時，猶同大眾跪拜，後回家略染微疾。在四月
十九日申刻命終。13
以上兩則材料反映出民國時期祈雨華嚴法會的一些基本情況。從材料看，祈雨
華嚴法會時間長短不一，時間長的可持續九九八十一日，短的只有十日。兩則材
料都說明祈雨的效果非常靈驗，所記是否屬實還需進一步考證。

（三）息災法會
息災法會是民國時期舉辦較多的一種法會，表 5 列出了當時三個息災法會的有
關資訊。

11

《佛化新聞報》社：〈陪都各界熱烈禮請太虛大師主持華嚴法會並講演題為“建立人間的永久和
平”〉
，《佛化新聞報》1941 年 9 月 11 日，
《稀見民國佛教資料彙編》第 9 卷，第 9 頁。
12
《佛化新聞報》社：
〈常樂老和尚誦華嚴經祈雨〉
，
《佛化新聞報》1940 年 8 月 1 日，
《稀見民國佛
教資料彙編》第 8 卷，第 195 頁。
13
《佛學半月刊》社：〈榮昌祈雨息災華嚴法會〉，
《佛學半月刊》第 7 卷第 15 號，
《集成》第 54
卷，第 24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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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民國時期的息災法會
法會名稱

資料來源

情況介紹

長沙華嚴息災法會

朱寅亮居士等創辦，四眾弟子百余人
《佛學半月刊》第 7
誦華嚴經；該法會分總會和分會兩
卷第 3 號；《集成》
類，總計舉辦九會（九場）；目的是
第 53 卷，第 304 頁。
祈禱世界和平，消除人民災劫。

榮昌華嚴救劫法會

《四川佛教月刊》
三教寺住持行修法師和多位居士鑒
1935 年第 3 期；《集
於國家多難，發願建設法會，挽救劫
成》第 58 卷，第 408
運，延十方僧眾和居士共同參加。
頁。

南嶽福嚴寺華嚴水
陸息災法會

《佛化新聞報》
1941 年 6 月 19 日；
《報紙》第 8 卷，第
271 頁。

南嶽福嚴寺住持了然和尚為薦慰忠
烈，祈求勝利，自八月初一至九月十
九舉辦法會，誦華嚴經四十九日，並
建普利水陸道場一壇

此外，民國佛教報刊中還有史料說明當時一些華嚴法會規模宏大，盛況空前。
如表格中的榮昌華嚴救劫法會，有文章這樣記述了它的規模。
茲將其該會逐日行法經過特登報端以宏佛化。（一）延比丘四十餘名，勤念
華嚴經，並逐夜施放焰口，偵冥陽鹹得普度。
（二）該會各方居士，約有數
百人，勤苦念佛，晝夜不輟者七日。（三）該會又延得藏僧十餘人，持咒不
斷，聞該喇嘛頗得密宗真諦，誠為男女居士所推崇。（四）該會又蒙魏參贊
官，請托參加法會之周伯威居士者，前曾遊西藏，得大勇法師秘傳顯密二
宗，頗有深得，並日督喇嘛行法，極其熱忱，故遠近居士求其授法者絡繹
不絕，該會此舉誠稱此間空前未有之盛大法會也。14

（四）華嚴宗道場
當時華嚴宗寺院除了主辦各類法會外，還有多種類型的道場。表 6 列出了一些
相關資訊。

14

《佛學半月刊》社：〈榮昌縣華嚴救刦法會紀勝空前未有〉
，《佛學半月刊》1935 年第 13 期，
《集
成》第 58 卷，第 36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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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民國時期的華嚴宗道場
道場名稱、時間

資料來源

道場概況

北平廣濟寺丁醜
華嚴海印道場
（1933 年）

《湖南佛教居士林林刊》
1933 年第 3 期；《補編》第
47 卷，第 357 頁。

北平廣濟寺廣佛
華嚴海印道場
（1940 年）

持續四十九日；含薰修華嚴海
《同願》1940 年第 1 期；
《補 印懺儀，法華三味懺儀，幽冥
編》第 59 卷，第 418 頁。 淨戒一壇，金光明齋天法事一
堂等

北平廣善寺華嚴
道場（1941 年）

誦華嚴普賢行願品。設延壽堂
《佛學半月刊》1941 年第
和延壽牌位；薦亡堂設薦亡牌
17 號；
《補編》第 65 卷，第
位；專為生者免除災厄，亡者
427 頁。
出難苦趣。

松江華嚴菴七佛
道場（1928 年）

《淨業月刊》第 29 期；
《補 因華嚴庵內大殿落成而舉行
編》第 127 卷，第 350 頁。 的道場。

廣濟寺啓建華嚴
道塲（1940 年）

《佛學月刊》第 2 期；《集
成》第 91 卷，第 403 頁。

海蓮社法會華嚴
道場（1930 年）

《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
持續 120 日，誦華嚴經經文；
1930 年第 24 期；
《補編》第 因持續時間較長，所需費用較
10 卷，第 417 頁。
多，希望十方善信大力相助。

持續四十九日；祈禱國家和
平、人民安居樂業。

為世界人民祈福禳災、追薦各
處戰役陣亡將士及一切幽
魂；持續四十九日。

從表格看，民國華嚴道場一般持續 49 日，也有持續 120 日的。有的華嚴道場
為國家祈禱和平，為人民祈福，也帶有明顯的公益色彩。

四、民國年間華嚴經的宣講和禮誦
講經的淵源可上溯到南北朝時期傳揚佛經的梵唄和唱導。當時以歌詠形式傳
揚佛教經義，至唐代發展為俗講和僧講，俗講面向大眾，九世紀上半葉極興盛，
「愚
夫冶婦樂聞其說，聽者填咽寺舍」。至宋代，市井百姓爭相圍觀傾聽，堪稱盛況。
到了民國時期，隨著華嚴宗的復興，宣講華嚴經的活動較為流行。表 7 列出了相
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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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民國時期華嚴經的誦講
發起機構

誦講概況

資料來源

中國崇德會
（上海）

從 1941 年元宵節開講四十卷華 《佛學半月刊》 1941 年
嚴經，每晚七時至八點半；請 第 5 號；
《補編》第 65 卷，
法師和居士輪流演講。
第 235 頁。

中國崇德會
（上海）

由於上次講經活動大受歡迎，
該會利用電臺自 1941 年五月朔 《佛學半月刊》 1941 年
日起，在每天上午九時至十
第 12 號；《補編》第 65
時，請華嚴學院智度大法師繼 卷，第 347 頁。
續宣講華嚴經。

重慶報恩寺

鑒於異說紛紜，道德淪亡，人
心溺陷，請法界尊宿慧西法師
在春秋兩季每日宣講華嚴經，
1933 年開始，以三年為期。

上海清涼禪寺

從 1929 年九月初一起；請慧西
《海潮音》1929 年第 9
法師每日下午二時至四時宣講
期，《集成》第 173 卷，
華嚴經，次日上午上午八時至
第 456 頁。
十時為研究經義時間。

北京淨蓮寺附設
法界學苑

曾於 1937 年春轉華嚴法輪，
1939 年秋後重又開始講華嚴
《佛學月刊》第 1 期，
《集
經，請慈舟法師在 1947 年 3 月 成》第 95 卷，第 26 頁。
24 日起又續講華嚴經。

四川涪陵紹宗寺

久欲延請慧西老法師赴該寺講
華嚴經全部，並以三年為期。
但因慧西法師一直多病，未能
成行。1940 年慧法師恢復健
康，終能如願。

南京佛教淨業社

該社於 1936 年發起華嚴法會，
《佛教日報》 1936 年 8
禮誦華嚴經全部，該社社員每
月 15 日，
《補編》第 4 卷，
日下午二時開經，日誦四卷，
第 94 頁。
周日全天禮誦，預計十八天即
可誦讀完畢。

《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
院年刊》 1933 年，
《補編》
第 53 卷，第 327 頁。

《佛化新聞報》 1940 年
3 月 28 日；《報紙》第 8
卷，第 163 頁。

民國時期佛教界人士對重視華嚴經的原因也作瞭解釋。
「夫華嚴經者，乃一乘
圓頓之妙門，因該果海，果徹因源，無礙法界之真理，非空非有、無上無容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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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輪也。此即我釋迦佛陀最初成道以後，於七處九會，為諸大乘根器所說之甚
深教法也，其在會聞法者，如普賢、文殊、觀音、彌勒等四十一位法身大士，皆
道登十地，或鄰佛果之摩克薩也。其中雖有未破盡一切障者，然其所說之理皆以
分證，是謂佛初證道後，直接從本起、本暢說本懷之華嚴教悔也」15。
民國時期的《佛教日報》還登載有居士因潛心禮誦華嚴經而受佛祖保佑的故
事。說是成都有一孫姓女居士，
「日誦華嚴經，寒暑不斷，並自製匾額一方，上書
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南無華嚴海會佛菩薩十八字。懸掛經堂，朝夕禮拜。」佛祖
和菩薩被他這種虔誠的行為所感動，一次鄰家失火，眾人只見她家房屋頂上「金
光繚繞，雲蓋千層，火舌絲毫未曾射過，畢竟得保平安，由此可見誦持華嚴經之
功德，真屬不可思議」16。雖然這則消息內容的真假現在已難以考證，但它能說明
當時社會和人們對禮誦華嚴經的推崇。

五、民國時期的華嚴宗研究
從民國佛教報刊看，當時學界對華嚴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 對華嚴宗研究方法的探討
對於華嚴宗研究方法的探討主要有兩篇文章，一是尹雲凡的《華嚴研究法》，
二是周叔迦的《華嚴經研究法》。《華嚴研究法》主要有這樣幾部分內容：其一，
明確華嚴研究法的重要性。佛學是專門的學術，有專門的研究方法。而且佛學中
的各宗派都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對於華嚴宗研究來說，必須透徹瞭解華嚴宗旨，
並有一番虛心體察的功夫。其二，對華嚴經組織法的研究。主要分析了華嚴經的
組成結構，以及對每一部分所應採取的具體研究方法。
《華嚴經研究法》對華嚴經
的研究提出了五個基本方法，即諷讀經文、探尋綱宗、分品研究、綜習全經和參
考群籍。17

（二）對華嚴字母的研究
華嚴字母共有四十二個。因為這四十二個字母出於《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
品》，所以稱為「華嚴字母」。華嚴字母經過一千多年來的傳承整理和弘揚，已成
為中華文化遺產中的一部分，又是佛教梵唄的一顆明珠，堪稱東方文明最完美的
歌樂之一。通過民國佛教報刊，我們可瞭解當時對華嚴字母研究的概況。聖知的
15

聖潔：〈重慶報恩寺講華嚴經啟〉，
《佛教日報》 1936 年 3 月 4 日，
《報紙》第 2 卷，第 66 頁。

16

《佛教日報》社：
〈渝城戴孫氏虔誦華嚴經之最近感應〉
，
《佛教日報》 1936 年 5 月 13 日，
《報紙》

第 3 卷，第 33 頁。
17

周叔迦：〈華嚴經研究法〉
，《佛學月刊》1943 年第 3—4 期合刊，《集成》第 96 卷，第 30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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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字母梵漢異同表》對 42 個華嚴字母逐一進行了梵漢異同對照，此表共分五
格，
「第一格，實叉難陀譯經文內所列漢字；第二格，不空三藏別譯金陵刊本，梵
漢並列；第三格，不空別譯潮安刊本，梵文新體所注漢字與上不同者，亦附入；
第四格，據清內府抄本梵字母新體寫法，作上列梵字對照；第五格，注明每字在
悉曇所列母次及字表之章次」18。聖知的《華嚴字母審音表》這樣說明瞭其研究思
路：
「按華嚴四十二字母見諸經文，譯者凡三，別譯有一，今通行唱頌者，依實叉
難陀譯本，而天竺字母見於各經，有僧伽婆羅、玄應、不空、慧琳等譯。它如悉
曇字記、天竺字源、激情內服藏抄天竺字母諸書，俱注音翻，惟譯人時代不同，
方言有別，致同一梵文，譯漢多異。茲參考各本酌輯斯表」19。

（三）對華嚴宗史的研究
民國時期一批學者對華嚴宗史進行了研究。下列表 8 羅列了相關文章的資訊。
表 8：民國時期對華嚴宗史的研究
作者及文章名

資料來源

文章內容介紹

廣覺：
《華嚴宗開 《佛學月刊》第 2 卷，第 1 期；
介紹了華嚴宗創立的有關情況
教記畧》
《集成》第 102 卷，第 503 頁。
認為杜順建立華嚴宗，到法藏澄
《佛學月刊》第 2 卷，第 1 期；
大涵：
《華嚴宗之
觀將其發揚光大；之後逐漸衰
《集成》第 95 卷，第
創建及其發展》
落。華嚴宗教義的形成與唐以前
412—414，451—454 頁。
的地論宗有密切的關係。
雨堃：
《華嚴宗之 《微妙聲》第 8 期；《集成》 介紹了華嚴宗的源流、創立、興
源流及其演變》 第 85 卷，第 203 頁。
盛以及衰落的歷史。
從理論上對當時流行的判斷立
雨堃：
《華嚴宗立 《海潮音》1937 年第 2 期；
《集
教開宗的標準進行了質疑，提出
教開宗之檢討》 成》第 196 卷，第 31—49 頁。
關於華嚴宗立教開宗新的觀點。
又琛：
《華嚴宗衰 《海潮音》1932 年第 11 號； 探究了華嚴宗衰落的原因和表
落之探原》
《集成》第 182 卷，第 242 頁。 現等方面的情況。
[日]龜穀聖馨河
野法雲著，會
《海潮音》1949 年第 3 期；
《集
介紹了華嚴宗在中國發展和興
忍、緒華譯：
《中 成》第 204 卷，第 479—485、
盛的歷史。
國華嚴宗發達史 502—509 頁。
之一章》
18

聖知：
〈華嚴字母梵漢異同表〉
，
《蘇州覺社特刊》第 5、6 期合刊，
《補編》第 67 卷，第 173—180

頁。
19

聖知：
〈華嚴字母審音表〉
，
《蘇州覺社特刊》第 5、6 期合刊，
《補編》第 67 卷，第 181—18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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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華嚴宗教義的研究
表 9：民國學界對華嚴宗教義的研究
作者及文章名

資料來源

《海潮音》1936 年第 5 號；
梅光羲：
《華嚴宗教
《集成》第 193 卷，第 358
義畧說》
頁。
《佛學半月刊》華嚴宗專號
持松：
《華嚴經之文
1942 年第 9 號；
《補編》第
義綱要》
66 卷，第 97 頁。
《佛教評論》第 1 卷第 3
密林：
《華嚴宗教義
號；《集成》第 46 卷，第
始末記》
419—431 頁。
《佛學半月刊》第 9 卷第
應慈：
《華嚴宗教義
15 號；《集成》第 55 卷，
始末記序》
第 361 頁。
黃懺華：
《華嚴宗的
根本教理》

鄧尉山：
《華嚴十玄
門之畧解》

張一留：
《論華嚴與
淨土》
持松：
《佛學半月刊
華嚴宗專號》

內容介紹
從歷史、教判、教理、觀行、
行位、身土等六個方面介紹了
華嚴宗的教義。
介紹了華嚴經的文義綱要。
介紹了華嚴宗教義形成、發展
和完善的過程。

為《華嚴宗教義始末記》一文
寫序，介紹了此文的寫作背景
及其重要性。
主要內容包括法界緣起、四種
《海潮音》1932 年第 11
法界介紹、十玄門的闡釋、六
期；《集成》第 182 卷，第
相圓融的含義、性起法門的介
238 頁
紹。
闡釋十玄門總的意義，即顯示
《海潮音》1926 年第 8 期， 華嚴大教關於一切事物純雜染
《集成》第 166 卷，第
淨無礙、一多無礙、三世無礙、
112—113 頁。
同時具足、互涉互入、重重無
盡的道理。
《弘化月刊》1942 年第 17
闡述了華嚴宗與淨土宗的關
期；《補編》第 69 卷，第
係。
37 頁。
介紹了華嚴之源流、華嚴經在
《佛學半月刊》1942 年第 8
中國之地位、華嚴經之科判、
期；《補編》第 66 卷，第
六十華嚴與八十華嚴之處會、
89 頁。
華嚴經獨成一宗之沿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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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瞭解當時華嚴經、華嚴宗研究的其他論著的刊行和出版情況
表 10：民國時期華嚴宗研究的相關書目
作者及文章名
《佛學書局 1938 年佛學
圖書目錄華嚴部》

資料來源

內容介紹

《敬佛月刊》第 2 卷 刊登了佛學書局 1938 年華嚴部
第 2 期，《補編》第 的圖書目錄，含華嚴經的刊行
55 卷，第 43—47 頁。 和佛學研究著作的出版。

刊登了金陵、磚橋、揚州、杭
《補編》第 55 卷，第
州、北平、上海等處刊刻的華
215 頁。
嚴經和華嚴宗研究的書目
《海潮音》1933 年第
刊登了從唐朝到清朝歷代關於
南亭：
《華嚴宗著述彙目》 2 期，《集成》第 183
華嚴宗研究的著述，共 120 種。
卷，第 202 頁。
佛經流通處：《1936 年重
訂佛學書目華嚴部》

六、其他方面的史料價值
（一）華嚴寺與廟產興學運動的關係
清末民國時期，廟產興學運動持續不斷，許多地方政府和土豪劣紳打著興學
的旗號，肆意掠奪寺廟的財產。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華嚴宗寺廟也不例外。以下
用一則民國佛教報刊中的史料說明華嚴寺在廟產興學運動中的遭遇。
案據本會萬載縣分會呈稱：
「查華嚴庵曆歸僧從唸主持，因匪亂後，屢被曹梅
初侵奪，舊已涉訟，控曹梅初，伊挾嫌朦報第四區署區長，始則排槍向佃，勒去
票谷二十一石，繼則拘佃押三日未繳，又拘僧人到區，意亦押繳，幸蒙楊熙照維
護，暫延俟政府命令，方可解決，不惟不保護，今又將華嚴庵寺產，老佃驅逐另
發新佃，又將福昌寺寺產，各佃均已轉換，另發別佃，又勒去朝陽山住持僧心月
手票一紙，計谷六十石，牟坡下寺產，另發別佃。似此屢控屢殘，雖蒙上峰明令，
當地政府置之不理，招僧面諭，提抽十分之四，以辦學慈善之用，飭僧自認四成，
呈文到案，方可出示保護，本會無法可行，為此懇請均會設法制止，等情。查該
縣保長等強奪租穀一案，前准貴政府民一字第二四○四號。代電複，已飭縣查明依
法辦理在卷。案據前情，相應函請貴政府查照，希即再予飭縣嚴行制止，以維法
紀而重產權，至級公誼」20。
從這段材料看出，在廟產興學運動的影響下，江西萬載縣的一些基層政權掠
20

中國佛教會：〈本會公函第九九四號函江西省政府據萬載縣分會吳華嚴寺租榖被奪一案函請飭縣

嚴行制止由〉，
《中國佛教會月刊》 1937 年新 16 期，
《補編》第 32 卷，第 47 頁。

回目錄頁

514

2014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奪華嚴庵等寺庵的票谷、拘押僧人、強佔其地產並出租，萬載縣政府對此不聞不
問，並表示只有華嚴庵在同意捐出每年收入四成的前提下，縣政府才能出面保護
其寺產。萬載縣佛教會請求中國佛教會幫助，中國佛教會行文給江西省政府，請
省政府出面解決此事。通過該縣華嚴庵的遭遇，我們可以瞭解廟產興學運動的一
個側面。

（二）募造大方廣佛華嚴經塔
民國時期佛教界認為華嚴經第二譯卷第十四十五賢首品在華嚴經所有經卷中
最為關鍵，「若誦此品，真心信解，所獲福德，至為殊勝」，一批居士準備將此品
刻石並建塔供奉。在刻石方面，請當時第一刻石名家西泠印社葉品三居士主持，
石材全部選自太湖嚴州青石。並決定在杭州西湖建雙塔供奉此項法寶，一塔位於
孤山公園，另一塔位於湖心阮公祠。關於此雙塔的建造計畫，
「兩塔各十三級，各
高三丈餘，經營嚴飾，盡其美善」。關於造塔的經費來源，
「塔建築費及刻石工程
一應在內，限兩千五百至三千元，所需之費用，分願募集，每願拾元，一人認
多願，或數人合一願，均可任便。功德人名，附鐫于經幢下方，用彰盛德而垂
不朽」 21。

（三）華嚴閣、華嚴塔的修建
民國時期，一些寺院重修華嚴閣。當時昆明玉案山筇竹寺準備重修華嚴閣，
該寺住持惺庵法師等刊登勸募啟示：
「貧僧遠承法嗣，添居住持，存錘草建刹之心，
乏點石成金之術，所冀十方長者，再世宰官，發無量心，結最勝果，賜蔚遲之一
帖，指十敬之連困，庶幾彈指樓臺，見佛家之富貴，稱心檀越，增法界之莊嚴」22。
鎮江定慧寺華嚴閣修成後，弘度法師還做《華嚴閣序》23，敘述重修過程，描寫四
周景色，發追古撫今之感慨，更增添了該華嚴閣的文化底蘊。
民國時期西安曾重修華嚴塔，有佛教雜誌這樣記載：
朱子橋將軍來陝後，鑒於省城南鄉華嚴寺之華嚴塔年久失修，遂即招工重
建，茲聞該塔現已修理完成，朱氏為一勞永逸計，又擬將塔之全面積，純
用石灰塗灌，以期耐久，特商之楊慕時氏代為設法，氏即前在渭南存留之

21
22

〈募造大方廣佛華嚴經塔疏〉
，《海潮音》1923 年第 9 期，
《集成》第 157 卷，第 184 頁。
惺庵、居士周鐘岳：〈昆明玉案山筇竹寺修建華嚴閣啟〉
，《弘法特刊》 1932 年第 1 期，
《補編》
第 46 卷，第 478 頁。

23

弘度：〈華嚴閣序〉
，《中流》1944 年第 3 卷第 3 期，
《補編》第 75 卷，第 17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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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石灰撥給四桶，以資應用雲。24
綜上所述，關於民國時期華嚴宗的研究，學界的成果很少。民國佛教報刊包
含有大量的民國時期華嚴宗的資料，這些資料涉及到華嚴宗教育、華嚴經的編印
和抄寫、華嚴宗寺院的法會和道場、華嚴經的講誦、華嚴宗的研究等多個方面。
相信民國佛教報刊中的華嚴宗資料對於進一步加強華嚴宗史的研究有不可替代的
價值。

24

《威音》雜誌社：
〈陝西重修華嚴塔〉
，《威音》第 26 期，
《集成》第 33 卷，第 45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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