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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公長老與我 

泰州吉祥文化研究所 副所長 

南京理工大學泰州科技學院 教授 

范觀瀾 

摘 要 

成公長老，成一法師，譽為當代著名高僧，又譽為民國百年佛教碩德。二十

餘年間與筆者歷經了一段奇特的因緣。本文從幸識成公長老、成公長老到我家、

為成公長老立傳、伴隨成公長老的最後的歲月等四個部分的闡述，深深地覺得這

一段經歷是人生之旅中的一個重要時段，有時甚至覺得這一段過程是改變了人生

軌跡的重要節點，有些真能讓我記憶終生、難以忘懷。 

關鍵詞：成一法師、我 、二十餘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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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公長老，成一法師，譽為當代著名高僧，又譽為民國百年佛教碩德。曾任

世界宗教徒協會會長、世界佛教僧伽會副會長、臺灣中國藥用植物學會理事長、

美國華嚴佛教會主席、智光高級商職董事長、臺灣華嚴蓮社董事長、華嚴專宗學

院院長等一系列職務。就這麼一位顯赫的宗教領袖卻與筆者我歷經了一段奇特的

因緣。時間可追溯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中期，海峽兩岸對峙了近四十年後交通

剛開始時，一直延伸至相伴長老的最後歲月，那是西元二〇一一年五月。這樣經

過了二十多個春秋。從幸識到相知，以至成為忘年交，後來又能為長老記錄立傳

出版，以至伴隨長老的最後歲月。多年以來，筆者深深地覺得這一段經歷是人生

之旅中的一個重要時段，有時甚至覺得這一段過程是改變了人生軌跡的重要節

點，有些真能讓我記憶終生、難以忘懷。 

一、幸識成公長老 

上個世紀的西元一九八五年，我當時在泰州市人民醫院供職，從那裡考取了揚

州地區黨校，經過兩年的脫產學習後。當時正值海峽兩岸對峙近四十年後，臺灣民

眾可以回大陸探親。大陸從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臺灣事務機構，正基於此，畢業後，

我即被任命為泰州市臺胞接待站首任站長。寶島成了我的工作研究物件，我亦作為

政府服務寶島的一名使者。到任後，領導即又派我至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專事學習

臺灣知識。 

在寶島的對岸，一個真實的臺灣逐步在我的面前展現。老師們的授課，影像紀

錄片的觀看，大批當地報紙雜誌的參閱。竟然當下的寶島與我印象中臺灣差距如此

之大。特別是在那裡看到當時的《中國時報》上有專版介紹了臺灣十大高僧，其中

有白聖長老、悟明長老等，當我看到成一長老的介紹時，一下子被吸引了，因為介

紹成公長老標注的是江蘇泰縣人，泰縣即泰州，這正是我開始要工作的研究物件。 

知道長老是一位顯赫的宗教領袖，時任世界佛教僧伽會副主席、世界宗教徒聯

誼會副會長、智光高級商職董事長、華嚴蓮社董事長、華嚴專宗學院院長和美國華

嚴佛教會主席等一系列職務。但閱讀了他的背景資料得知他老人家又是一位早年的

醫科畢業生，一種職業的本能對其又多了一分崇敬。 

西元 1988 年秋，成一法師經過好幾批人打前站後才悄然回到闊別 40 年的祖

庭泰州光孝寺。由於經過已經來過泰州的人們介紹，長老與我相見似乎就一見如

故。長老勻稱的身材，清雅的面容，和諧的談吐，舉止安詳，平易近人，讓你親

近後在精神上就有一種愜意的感覺。特別是老人家為我們解釋一些佛教常識妙語

連珠。有些足能讓你受用一生。有些甚至在做人的軌跡上能夠發生變化。如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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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我介紹佛教的基本道理，要佈施，要幫助人。幫人有三點，其一，幫人幫成功

了，並不是自己的功勞，而是由於人家的內在因素所起到的作用；其二，幫人不

能圖報。如有功利的想法幫人就沒有動力；其三，一個人幫人要時時幫，處處幫，

永恆地幫。我聯想到以前所學習過的教課書，覺得長老的這些理論內容系統化，

更通俗化。 

從 1988 年後起初幾年間，成公長老為了完成其先師公南亭老和尚的遺願，修

復光孝寺祖庭，幾乎每年都回大陸，由於工作的關係，我每次都能陪他並幫助安

排在大陸的行程，留心做一些記錄，包括拍攝照片。我寫了些新聞稿以及散記類

文章在海內外的報刊、電臺發表。有些照片參加展覽後還得了獎。這僅是由於工

作的關係讓我去這樣做的。就因為如此，我覺得兩千年前的佛教東傳，對於古老

的中華民族無疑是一個偉大事件。這一事件的發生，使得中國文化在多元化發展

的基礎上又新增加了一股雄勁的血脈。一部中國的傳統文化史實際上就是一部儒

釋道三家相互砥礪相互作用的歷史。而佛教能在兩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一直被社會

所認同所接受，這也確實是了不起的，值得研究的。而我所在的城市又稱為人文

萃集之地、佛門高德雲集之鄉，亦有譽為「名僧的搖籃」。就這樣，自己不知不覺

就有了一種責任感，把這種文化能夠傳承下去，不管人家做不做，我堅決努力地

去做。 

二、成公長老到我家 

幾年後，我又回到醫院供職，但是研究佛教歷史倒成了工作之餘的第一個愛

好。與海外的高僧們的接觸距離反而近了。後來雖然有幾年成公長老因禁足修行

沒有來大陸，但是每年都能收到他老人家親筆書寫的賀卡。有人來大陸時他總是

托人捎給我豐厚的物品。真可謂是關懷備至。記得西元 1997 年深秋中有一個星期

天的清晨。當時我還未起床，海安王興存先生打來電話說：「一個小時後成一老法

師要來看你。」天啦！我當時的心情真不知如何形容。一位著名的大法師要來我

家，真覺得手足無措，我當時住的公寓樓樓層比較高，加之又沒有電梯。他老人

家此時已超過八十高齡，怎麼能忍心叫他老人家登上樓，再則家中什麼準備都沒

有。在這種錯綜複雜的心情中，門鈴響了。長老與其徒弟明度法師（時任臺北華

嚴蓮社住持）以及興存先生已經到了門口。深秋的天氣乍暖還寒，但長老一行的

到來，寒舍裡卻如春風陣陣。長老到來，我才得知，長老此次率團來大陸，本來

計畫，並沒有泰州的行程，而長老是特意要來看我的。我向長老報告了近幾年我

發表的有關佛教歷史的文章以及拍攝的有關佛教活動的照片。長老還送給我許多

有關佛教研究的珍貴資料。如從 1986 年以後 10 年之中有關泰州光孝寺復建情況

兩岸的往來信件匯總。這其中也有我曾寫給他老人家的信件呢。老法師坐在我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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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之極的客廳中與我討論了我的有關文章，還給我講述了哪些內容是重點等等。

不知不覺個把小時過去了，興存先生不住地提醒，生怕影響下麵的行程，但長老

與我交談甚歡，後來確實沒有時間，長老才與我依依不捨地告辭。臨行前我將 1989

年在鎮江焦山為成公長老將智光老和尚衣缽交給茗山長老的瞬間記錄的放大照片

作為禮品送給長老。這張照片取名為《傳承》，曾經多次入選展覽並獲獎。後來長

老把這張照片高高地掛在臺北華嚴蓮社的祖堂內，讓人們去記住這一個難忘的瞬

間。1997 年 11 月 2 日長老給我的信中這樣說道：「此次回大陸，最快之事就是能

到府上拜訪。」後來有一次碰到明度法師，她對我這樣說道：「想不到老和尚對你

感情這麼深，在臺灣，在美國，他從來不會輕易到人家裡去的。」 

應該說成公長老如此地嘉惠我，這是我從事這方面工作的動力。多年以來每

當想到德高望重的成公長老，似乎就不敢懈怠。文字功底淺，為了充電，我去南

京大學讀了兩年新聞傳播學研究所。寫出的文章先寄給老人家幫助修改。在我西

元 2001 年出版的 21 萬字的《江淮名刹泰州光孝寺》一書中，大部分文稿都是老

人家幫我修改過，並一字一句地推敲。本書的責任編輯江蘇古籍出版社府建民先

生看到老法師的修改稿後，對老法師的嚴謹有加的態度讚不絕口，都說我非常有

福報。同時，老法師還專門幫我寫了序文鼓勵嘉惠我。西元 2002 年元月 8 日，那

本書在泰州舉行新書發行儀式。他老人家還專門委託時任中國佛教協會諮議會委

員、江蘇省佛教協會名譽會長、鎮江金山江天禪寺、句容寶華山隆昌寺住持、當

代著名高僧慈舟老和尚來泰州祝賀該書發行。再則他還發來祝賀傳真，高度評價

了我的這本小書。「這是一本內容充實、涵蓋古今詳實不虛，頗有價值的佛教歷史

巨作。希望各位鄉親好友，仔細的閱讀它、珍藏它！當能使您獲得許多珍貴的資

料，充實您的智慧寶庫！」後來作家出版社又出版了我的另一本專著《尋蹤名僧

的搖籃》，成公長老又是他老人家全力支持，使得該書能夠順利出版。 

三、為成公長老立傳 

西元 2002 年春天，成一長老回大陸。在一次聊天中長老說美國的一記者提出

要幫他寫傳記，臺灣也有人要幫他寫傳，他問我怎樣？老法師的信任對我來說是

受寵若驚。為成公作傳，也是我非常樂意的一件事。不過，我感覺自己的知識、

器度、魄力、閱歷，顯然是不夠的。但是，我又覺得親近成公已近 20 年，老法師

所出版的著作我都反復閱讀過，並做了大量的筆記。他老人家創辦的《萬行》雜

誌已有 20 多年。上面的「法海波瀾」欄目記載了他那段時間的活動。這些難得的

資料我已佔有。再則多年以來，特別是近幾年，老法師回大陸我都跟隨左右作記

錄，並且用答錄機錄下了大量的口述資料，用照相機拍下了許多珍貴鏡頭。老法

師不管是在海峽對岸還是在大洋彼岸，常常給我來電話，講述了他老人家一個又



成公長老與我 37 

一個動人的故事。他還把多年的日記手稿帶給我。再則長老的弟子們都全力支持

我為成公寫傳記。已經獲得博士學位的賢度法師多次打電話關心傳記，寫得怎麼

樣；如有什麼需要她會説明的。《萬行》雜誌的幾位編輯幫助我整理了大量歷史資

料帶給我。我想這些有利條件其它人也許是不可能達到的。而更主要的成公本人

他自己就是一位資深作家。人們稱他是一位文化工作的鬥士。從上個世紀三十年

代初學生時代就為故鄉的《江東報》寫過稿，五十年代初擔任《人生雜誌》主編

又後任《覺世旬刊》總編輯。《中國佛教月刊》、《今日佛教》他主持過編務，而且

作品特多。他擔任發行人的《萬行》雜誌月刊至今已有了 300 多期。他出版的個

人文集已達數十本之多，可謂是著作等身。他的《自傳》供我史實的引導。當時

他雖耄耋之年，但思路敏捷，是他老人家親手圈定了我的寫作大綱。特別是在一、

二年中，我基本上放下了其它工作專事寫作這部傳記。記得在那個隆冬季節，外

面下著漫天的大雪，我卻在寓所地下室臨時書房中夜以繼日地爬格子，真可謂是

「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為成公寫傳記」。特別利用春節的那個長假，我幾乎把

自己封閉了起來，以每天近五千字的速度向前遞進。這樣的寫作生活，倒反覺得

有一種快感。由於成公長老作為一位傑出的宗教領袖，他那獨特的人生經歷，超

凡的境界以及在當代國際宗教文化領域的廣泛、深遠的影響，再則他老人家有著

惠澤他人的魅力與親和力，常讓筆者在寫作之中生出許多歡喜因緣，在撰稿的日

日夜夜，同時也能分享到與成公之間的超然情感，仿佛老和尚就在身邊。和成公

長老生活在同一時代，深深覺得是我們這代人的榮耀。用成公長老的精神寫成公

長老，自然而然成了我寫作的強有力的精神支柱。這種感覺，也許其它人是難以

想像的。這部傳記的寫作方式，我是每寫幾個章節後就用「伊妹兒」傳到臺北華

嚴蓮社，蓮社的負責電腦編輯的尚元居士再將這稿輸出來交給老和尚，成公長老

都是一字一句的修改，有時會打來電話，在電話中指導筆者如何寫作。 

我想寫作成公傳記。由於諸多人的關照，我個人只是一個充當縫衣工的角色。

《傳記》是一襲千補百衲衣。這部作品則是純文學的、生活的、思想的描寫。我

無意美化和拔高成公長老，我只是比較客觀地表現了這位當代佛教領袖在他九十

多年的人生中所走過的生活道路。因為個人的歷史也是一段社會發展史。從成公

長老的生平行為著眼，並賦予人物生活方式的再現，務使讀者有「身臨其會」之

感。另外我想本書既是一部傳記文學，其中有的人物形象，在其原形基礎上我會

忠實地使用全部生活史料為素材，但可能會不可避免地帶上作者本人的理想意識

和方外人對佛學的基本理解，而一些細節的描寫更是遵從文學的法則作合理構思

和藝術想像。目的是使這部作品能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和文學價值。這部傳記我

還將已發表的隨成公長老活動的記錄文章作為附錄刊出。另傳記中用了大批圖

片，除一些歷史資料來自於《萬行》雜誌，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多年拍攝的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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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先賢曾經這樣說過：佛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佛教

中獨特的哲學思辨方式，佛教中所張揚的那種高拔的人生境界，以及佛教中一些

大德高僧不息的追求精神，是一個文明進步的社會所必須弘揚的，也是我們每一

個生活在困惑而迷惘的精神境界中的人值得認真研究的課題。正基於此，我默默

地努力用心寫好這部《成一法師傳》。有因就會有果的，尼采說過：「佛教是歷史

上唯一能真正實證的宗教。」如今這本書能夠順利出版，也是諸多人付出的辛勤

耕耘，終於有了一種收穫的愉悅。 

《成一法師傳》在大陸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後，這本書已流傳至中國大陸、

港、澳、臺，以及東南亞和歐美一些國家，得到了很多師友們的讚歎，朋輩們的

嘉美。同時也得到傳主成公長老的肯定。該傳記初版那年老人家已為九三高齡，

那年中秋在南京的他嘉譽筆者，專門題詞：「這是一本實實在在的記錄，希望大家

喜歡這本書，可作當代佛教的參考。」 

該書出版後，並得到社會諸方面的關注。著名作家渝慶先生專門寫了書評《梵

音花雨中的慈航人生》文章，並高度評價，「該書記述了一個泰州籍當代高僧的感

人肺腑的人生故事，資料彌足珍貴，全書具有亮眼的視覺衝擊力。」泰州市人民

政府還專門為我的這本拙著頒發了文藝創作獎。 

我也曾這樣想過，《成一法師傳》為何受到這麼多人的青睞，絕不是我寫得怎

麼樣，主要的是由於成公長老的那種超人的智慧，做出了尋乎平常的事情。同時

長老又是我們泰州傑出的鄉賢。泰州地處蘇中，城市不大，但這裡人傑地靈，一

方水土養育一方人，在這裡從古代到今日出現了諸多的傑出人物，宋朝有教育家

胡瑗，明代有哲學家王艮，有儲巏享有才子盛名，明末尚有說書藝人柳敬亭，清

初有詩人吳嘉紀，當代京劇藝術家梅蘭芳等等。 

佛教界這裡曾譽為「名僧的搖籃」，歷史上高僧輩出。單近現代就出現了玉成、

守培、常惺、智光、南亭、藹亭、東初等一大批頗具影響的名僧。 

說實在的，當人們瞭解到成公長老的事略後總是為他老人家的精神所震撼

的。再則成公長老那親和的感召力在泰州幾乎家喻戶曉。近二十多年來，他老人

家為了完成師公南亭老和尚的遺命，為復興祖庭江淮名刹泰州光孝寺而不遺餘力

地奔走，為祖國佛教的興盛，為培育佛教人才，為傳統佛教走向世界而竭盡心力。

可想而知，一位耄耋老人不顧一切忘我地奔波，這在當今世界是絕無僅有的。 

《成一法師傳》在中國大陸出版後，流傳至寶島臺灣，得到眾多的成公長老

的弟子的喜歡，他們覺得看到這本書後，更加瞭解他們的恩師，而且會更加愛戴

成公長老。由於大陸出版物為簡化字，有的人會在閱讀上發生障礙。所以他們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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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要再版這本傳記，後來又改用繁體字在臺灣出版發行。 

四、伴隨成公長老的最後的歲月 

（一）護送智光南亭二尊宿回家 

西元 2010 年（庚寅年）的春節大年初一，我和往常一樣給海峽對岸的臺北華

嚴蓮社成公長老的專線電話撥過去，不知何原因振鈴響了好久始終無人接聽。當

時我似乎就預感到長老也許會發生什麼狀況。心裡是這樣的嘀咕，又撥通了蓮社

的另外的電話，得知長老是身體違和，住進了臺北國泰醫院。我心想長老年已耄

耋，這也是自然規律，也許過過會好的。直到當天晚間，現任臺北華嚴蓮社住持

的天蓮法師給我打來電話，說是剛剛從醫院回來，說是成公長老的前列腺有了病

變，目前身體衰竭，住在醫院搶救。還說，她們已作好充分的思想準備。我連忙

安慰一番，說是你們辛苦了。的確，在我親近長老的日子裡，得知長老的弟子們

對老人家的照顧是無微不至的，但似乎我又覺得長老的生命力又是那樣特別的旺

盛，我想這也許很快就會轉危為安的。 

確實，春節過後，老人家在他的弟子們的精心照顧之下，又奇跡般地好了。

但顯然身體已大大不如從前了。長老出院後，我與他通了電話。在電話中，他給

我流露了能否長住家鄉泰州，要不要報備，等等。其實，老人家的這個想法，早

在幾年前就有了，他已不止一次的與我談起，最後要葉落歸根，長住泰州。我總

以為老人家是說說而已，心想，眼下的大陸的諸多條件畢竟與寶島臺灣是有一定

距離的，特別是冬天這裡的氣溫低，恐怕長老吃不消。何況，泰州畢竟城市不大，

醫療條件有限。每當他給我談起此事，我竟然沒有當回事，搪塞幾句而已，這一

次恐怕要當真了。 

其實，成公長老已真正想到要葉落歸根。不但如此，他還考慮到，當年是他

老人家將曾師公智光長老，師公南亭長老迎請到寶島臺灣弘法，如今他要回故土，

首先想到也要把這兩位尊宿的骨殖移回故土，也讓他們回家，葉落歸根。 

西元 2010 年 5 月 4 日，經過一系列手續核准報批後，成公長老率領法系子孫

數十人，還有臺灣的諸山長老，包括年僅九十多歲的原光孝寺法子守成長老、臺

灣中國書法家協會原理事長廣元長老等在淡水觀音山舉行了智光與南亭兩位尊宿

啟攢開塔大典。裝壇先供奉在華嚴蓮社祖堂之中。於 2010 年 5 月 10 日下午二時，

又率領華嚴蓮社董事長賢度法師以及他的弟子全度、常度、續臻、續慧等法師，

恭請智光與南亭兩位尊宿舍利回歸祖庭泰州光孝律寺。 

記得，那天晚上我與光孝寺住持法空大和尚一齊去南京祿口機場接機。為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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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兩位尊宿舍利，法空大和尚還專門租借了一輛賓士大轎車，而且通過管道進入

機場內部。只見賢度董事長推著坐在輪椅上成公長老。顯然長老的身體大大不如

從前了。全度、續慧法師跟隨其後，常度、續臻兩位法師每人身掛一位尊宿的舍

利壇。據說他們是從上飛機前就一直掛在脖子上，從沒有放下，以示對兩位尊宿

的敬重。在機場內的迎候大廳，我記錄了這個非常莊嚴而特別有意義的瞬間。 

在回泰州的路上，我單獨陪伴著成公長老坐一輛車子。儘管長老的身體大大

不如從前，但是他還是與我侃侃而談，談到能夠把智太老、南老兩位師祖回歸祖

庭，這也是他多年來的夢想，如今夢想成真，深感興奮不已。剩下來，此次回大

陸我就不回臺北了，也準備葉落歸根了，當時老人家與我說話，似乎好像有什麼

預感。我說：「不會的，不會的，在泰州住一段時間，調養一下，以後可兩邊走走。」

但老人家堅定地與我說到：「此次來了就不走了。」還拜託我幫忙辦理關於報備的

手續。我也連連說到，不要緊，不要緊的。 

次日，江淮名刹泰州光孝寺內隆重的舉行智光、南亭兩位尊宿舍利安放儀式，

並舉行兩位尊宿追思讚頌法會。臺北華嚴蓮社董事長賢度法師代表成公長老向參

加法會的四眾弟子介紹了兩位尊宿的生平以及回歸祖庭的意義，使大家更加緬懷

祖師的恩德，讚頌會後，恭迎兩位尊宿的舍利安放至光孝寺後院的祖師塔院。 

（二）相伴成公 

2010 年 5 月 12 日，當兩位尊宿追思讚頌會圓滿結束，舍利安放完後，成公長

老也許是勞碌的原故，老人家突然神志恍惚。有人說，他已完成了兩位祖師回歸

祖庭的任務，也許要放下了。甚至有人還拿來了念佛機，在旁邊助念「南無彌勒

尊佛」。而我在一旁，竟覺得哪有可能呢？從接機到當下剛剛才有兩天時間，而長

老也一直處於興奮之中。確實乘飛機有顛簸的一路辛苦，而且又換了一個新的環

境，雖然勞碌是有關係的，但是也不至於就那回事嗎。 

來大陸前，成公長老的生命體徵應該是正常的。她們僅告訴我只需過半個月

換一根導尿管而已。根據這個情況後來我即打電話要我供職的那所醫院的泌尿科

主任殷德俊先生趕快趕至光孝寺出診。殷先生以最快的速度趕至光孝寺，殷先生

瞭解病情後，再檢查了導尿管，原來導尿管堵塞了，清理消毒後重新處理了一下，

忽然間，只見成公長老「唉」的一聲，似乎從睡夢中醒來一般。「沒事了」，大家

惆悵的心情頓時也輕鬆了許多。其實這種狀況，在親近長老的歲月中，我也確實

不止遇到過一次，心中還在想，長老畢竟是高僧，高僧就是不一般啊。 

次日，成公長老與弟子賢度、全度一行去了海安觀音禪寺，受到了信徒們的

熱烈歡迎。的確觀音禪寺也是成公長老的一手呵護下復興的，這裡的一草一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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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懷有很深的情感。本來，弟子們在想既然，葉落歸根，頤養天年，希望成公長

老兩邊住住，加之海安又有他的俗家親戚去那兒，可能會好照顧一點，但是，老

人家執著的就要住在光孝寺。後來，我曾問過長老：「當時您是什麼動因，又為什

麼那麼執著？」長老跟我說了這麼一席話，真讓我更加敬佩這位無私的老人家。

他這樣說：「我既然把太師公智老、師公南老兩位請回來葉落歸根，安放至光孝寺

塔院，我就是來陪伴他們的。我是出家人，光孝寺是我的祖庭，這裡就是我的家。」 

又過了幾天，臺北華嚴蓮社董事長賢度一行離開大陸回了臺灣。成公長老即

在光孝寺的碧雲丈室後的一間套房中住了下來。臺灣還專門派了一位越南人叫法

蔭，專事照顧長老。這位居士從 2007 年就開始照顧長老，非常有經驗，而且很體

貼老人家。光孝寺法空大和尚對長老的照顧也是無微不至，專門將自己的侍者寂

照法師派過來全天候地照顧長老。這樣我即成了他們之間的聯絡人。頓時，倍感

身上的責任重了起來。的確，成公長老在泰州定居，安養天年，確實是長老執著

的要求。但是這兒的條件畢竟是不如臺灣的，可是老人家，我感到他是為法忘軀。

在這裡整整歷經了一個寒暑，夏天氣溫有時會冒到攝氏 39 度。冬天，這裡還會下

著大雪，長老都全然不顧。 

至於長老的醫療保健，根據長老的身體情況，我要醫院專派了一位中醫科的

科主任方亞祥主任醫師，平時為長老用藥物進行調理，再請泌尿科的科主任殷德

俊主任醫師，定期為長老更換導尿管，以保證其不感染。另外有時還會碰到長老

的因風寒發熱，我還會派位有經驗的老護士為其輸液。我想盡可能讓長老在泰州

減少一些疾病的痛苦。 

一時間，成公長老的精神一天一天好起來，春暖花開時天天由侍者推著輪椅，

在寺院中來回轉轉，逢人都打個招呼，光孝寺院中似乎又多了一道風景線。那些

日子，我還向他們保證，手機會 24 小時開機，隨時是可以聯絡到的。 

長老在光孝寺的定居一段時間後，我總覺得老人家有一種超人的力量，他為

了弘法竟是忘我的。其實，在伴隨成公長老的最後歲月當中，能夠經常零距離地

與他老人家交流，能夠聆聽到他老人家的教誨，深深感到心靈的慰籍。那一年長

老在泰州度過了傳統的端午、中秋、春節三個佳節，我都是與法空大和尚陪同他

老人家。春節時分，我還帶著我的家人去向他老人家拜年。老人家非常慈悲，每

次我去一次，他都要拉著我吃這樣，拿那樣。每次向他告假時，老人家都要送我

一下，每次一定送我至他的居室門外，有時甚至叫法蔭推著輪椅把我送至山門之

外，才依依不捨地回去，真叫你過意不去。 

長老住在泰州，我也覺得有一份責任，心中總是在牽掛。那些日子我與法蔭

居士之間常常電話聯繫不斷，她雖然是越南人，中文講得生硬，但為了成公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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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之間的溝通還是較為順利的。那些日子為了陪伴長老，凡出差的任務能推則

推，實在不能推辭的，則來去匆匆。以最快的時間趕到泰州，生怕在此期間，會

發生什麼狀況。 

（三）有求必應 

成公長老，在泰州應該說是一位家喻戶曉的人物，家鄉人都為能出現他這位

宗教界領袖而感到自豪，老人家在光孝寺頤養天年的消息不脛而走。那些日子常

常有人要到住地去親近他老人家。這其中包括老人家的弟子，他們從上海、南京、

臺北、香港，甚至有的從美國趕過來一批一批親近他老人家，長老都親自為他們

開示，將他的著作和筆者為他所著的《成一法師傳》贈送給他們。有的人甚至是

慕名而來，有的人是看了筆者所著的《成一法師傳》而趕過來，作為追星族、鐵

杆粉絲來親近老人家的，有的時候，有人曾竟戲稱我為成公長老的「經紀人」了。

大凡能夠親近到長老的居士們都感到心靈上的慰籍。用他們的話說，能夠親近到

成公長老這位當代佛教高僧，是他們的福報啊！ 

如南京有位居士叫詹天靈、常州有位居士叫解志敏，兩位居士都讀過筆者所

著的《成一法師傳》，深深被傳主的精神所感動，他們說，往往寫傳記的傳主都是

往生後再寫的，而成公長老還健在，當下就住在相距不遠的地方，他們通過筆者

趕至泰州來親近成公長老。老人家分別為他們開示，他們覺得，長老是一位世界

級的大德高僧，親近後，甚感法喜充滿，還表示要把自己的喜悅，要分享給周邊

的信眾，長老真謂之功德無量。 

成公長老在泰州期間，臺灣華嚴專宗學院的師生更是惦念著長老。這一年 11

月 1 日正逢華嚴專宗學院卅周年院慶。華嚴蓮社董事長賢度法師及住持天演法師

把師生們帶至泰州，竟然把院慶的會議地址也放在那兒。目的是她們更多的是陪

伴著長老。那幾天師生除掉會議之外，都是陪伴她們敬愛的導師，那一幅幅場景，

真讓人為之動容，成公長老與眾弟子們的情感至今叫人難以忘懷。 

成公長老在泰州的日子裡，泰州的媒體都紛紛爭相報導長老在泰州的消息。

有的媒體還專門嘗試採訪了老人家。我集中收藏了老人家的一些錄音、錄影。近

年來我還常常播放一下，聆聽老人家聲音，觀看老人家的影像，似乎覺得老人家

還在我們這個世界上，他的為法忘我的精神仍然在感召我們。其實，老人家的精

神是我們取之不盡的寶藏啊！ 

（四）生命危象 

西元 2011 年 4 月 24 日，大概夜裡還不到兩點鐘的時候，我的手機電話鈴聲

突然響起，頓時，我即感到有不祥的預兆，開始是成公長老的侍者法蔭居士的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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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一個帶著哭腔的聲音傳來，「阿公摔下來了」，即刻間，我即覺得問題大了。

後來，緊接著法空大和尚又打來電話，叫我趕快來光孝寺。此時，我即刻通知我

那供職的醫院派救護車和醫生也迅速趕至光孝寺。我心想，怎麼會來得這麼突然

啊！前幾天剛剛為老人家辦理了大陸延長居住的批件手續和法蔭簽證延期文件。

昨天，海安觀音禪寺住持常靜大和尚剛剛帶他回海安一天，來來回回都非常順利，

怎麼就突然出現狀況呢！ 

我和救護車幾乎是同時到達光孝寺的。那天夜裡儘管是時處春天，卻春寒抖

梢，還是寒氣逼人。當我趕至成公長老居住地後，當時看到的場景，即是成公長

老是躺在地上，動彈不得，哼個不停。我想肯定是摔下來骨折了，否則不會這樣。

我又想，年近百歲老人的骨折，預後是不堪設想的。儘管如此，先搶救再說，先

要把他老人家送至醫院檢查一下。我即和法空大和尚、法蔭以及救護車上來的醫

生們，一齊用擔架將長老抬至救護車上送至泰州市第四人民醫院。醫院急診科和

放射科都做好的迎接病人的準備。到達醫院，為減輕成公長老的痛苦，我和接診

醫師直接把長老用推車先至放射科拍片，首先要明確診斷啊。 

2011 年 4 月 24 日，3 點零 1 分 39 秒，醫院 X 光片顯示報告成公長老右側股

骨骨折。這已是事實了。如何面對現實。法空大和尚建議請他所熟悉的許靜居士

來一起商量。許靜居士也是位骨科老醫師，治療跌打損傷是祖傳了。將許居士接

到醫院後，老居士也感到問題比較嚴重，預後是不容樂觀的，由於成公長老年齡

太大，但也只能保守治療。 

後來，我們一齊商量，要選擇在那所醫院住院的問題。因我覺得我所供職的

醫院是一所綜合性醫院，看來老人家是不能承受手術風險的，即選擇了許居士所

在的泰州市中醫院，那所醫院骨傷科還是個重點專科，加之那位許居士的兒子正

是這個科的科主任。就這樣，將成公長老即轉之中醫院住院治療。 

此刻，臺北華嚴蓮社已得知成公長老的狀況後，董事長賢度法師不斷地與筆

者通電話，瞭解長老的病情，並叮囑我，要不惜一切代價，到最好的醫院，請最

好的醫師為成公長老治療。同時她委派時任蓮社當家天蓮法師，當天即從臺北就

趕到了泰州。到達中醫院，瞭解病情，瞭解治療方案。成公長老的法子，山東濟

南神通寺住持界空大和尚，得知長老骨折的消息，還求得山東當地治療骨傷的祖

傳秘方傷骨膏藥派車日夜兼程送至泰州。這些弟子的精神真讓人深受感動。 

長老住在醫院，由於骨折的原因，身體狀況極劇變化，儘管當地政府、醫院

專家都非常重視，但也是無力回天，後來老人家是多種器官迅速衰竭，醫療無效。

無奈，生命危象。4 月 26 日下午 4 點 30 分，把長老護送回了祖庭光孝寺。在藏經

樓一樓的大廳中，設置了念佛堂，開始助念彌勒尊佛聖號。成公長老靜靜地躺在



44 2015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臨時搭就的床鋪上，側身臥著，那頂熟悉的紫紅色絨線帽子還是放在枕頭的邊上，

老人家似睡非睡一般。在那裡，醫院還是派了醫生與護士進行照料，實際是臨終

關懷一般。以我的直覺看，成公長老此時已生命危象，隨時就有往生涅槃的可能

了。 

（五）往生涅槃 

成公長老生命危象的資訊，很快傳到臺灣。4 月 26 日當晚臺北華嚴蓮社董事

長賢度法師、住持天演法師、書記天行法師、桃園僑愛講堂住持乘度法師、當家

天仁法師、臺北光泉寺住持全度法師以及常度法師一齊趕至泰州，抵達光孝寺後，

隨即到藏經樓看望成公長老。諸位弟子即刻又加入了念佛的行列。 

時任桃園僑愛講堂住持的乘度法師，還對筆者說到，4 月 21 日她剛離開大陸，

20 日在光孝寺禮祖的時候，還親近過師父，那天還看到老人家在走廊上曬太陽，

和煦的陽光照在他的身上，是如此的慈祥與自在。師徒倆還在一起照了相片，不

料才幾天的光景，如今趕來，只能在老人家的身邊，稱念彌勒聖號了。 

光孝寺退居住持弘法大和尚，近幾年雖在閉關修行，聽到長老病危的消息，

也即刻率領他的弟子趕至祖庭送師父一程。山東省濟南市齊魯首刹神通寺住持界

空大和尚在長老危象期間一直住在泰州，陪伴著師父成公長老。 

在光孝寺藏經樓內，本地的法師居士都圍住在成公長老的周圍，一聲聲南無

彌勒尊佛的聖號，時起時伏，煞是壯觀，非常虔誠地都在誠心誠意的送別成公長

老。 

4 月 27 日上午，美國華嚴蓮社住持天因法師、當家天融法師、法眷續慧法師、

會極法師、桃園僑愛講堂天齊法師、亞素、玉枝居士以及臺北華嚴蓮社福田功德

會陳寶琴居士及一行人都趕到泰州光孝寺，也加入了念佛的行列。 

就這樣，成公長老在光孝寺藏經樓內，在眾弟子的佛號聲中度過了近 50 個小

時，在西元 2011 年 4 月 27 日 20：00 成公長老終究離我們而去，示現寂滅。這時

我還在想，在我親近老人家這麼多年當中，知道他有一個習慣就是每天晚上八時

準時就寢，莫非，老人家是預知時至啊！ 

成公長老走了，是我為他寫了訃告，即聯繫泰州日報、泰州晚報，保證當夜

能排上版面，次日的報紙能發佈。 

成公長老示寂後，依循佛教叢林古制為老和尚法體移駕坐缸。供人們悼念。

那幾天，光孝寺內每天陸續有各地的法眷及信眾趕來悼念。藏經樓內掛滿了挽幛、

挽聯。字裡行間充滿了對成公長老的懷念。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江蘇省佛教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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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長、鎮江金焦兩山方丈心澄大和尚寫的挽聯是：成就菩提將千載宗風丕振，

一真法界願今生華藏竟升。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上海市玉佛寺方丈覺醒大和尚

寫的挽聯是：成正果舍報身萬德具圓，一合相留軌範華枝春滿。江蘇省佛教協會

副會長、南京棲霞寺方丈隆相大和尚寫的挽聯是：赴寶島以宣妙法，歸祖庭而達

蓮邦。臺灣廣元長老專門寄來挽幛，上面寫到：「成一長老圓寂，究竟涅槃」。山

東省佛教協會會長、青島湛山寺方丈明哲長老，可算是成公長老最年長的法子，

他寫來了挽幛：成公上人寂照，乘願再來，法嗣青島湛山寺明哲敬挽。其他還有

好多好多。 

從 4 月 28 日至 5 月 3 日，光孝寺內每天接待成百上千人前來悼念。江蘇省、

泰州市的地方政要也都紛紛前來光孝寺悼念。法鼓山農禪寺方丈果東法師聽到消

息後，專程從臺北趕至大陸泰州悼念。臺北華嚴蓮社法律顧問吳西源律師專程從

臺北趕來守靈。一批批長老的法子徒孫紛紛從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及寶島臺灣的

各地一齊彙聚泰州光孝寺，悼念老和尚，為其守靈，念佛，直至參加荼毗讚頌典

禮，送老和尚最後一程。他們是真安法師、真定法師、天法法師、天恩法師、天

善法師、界雲法師、天嶽法師、敏度法師、正度法師、自莊法師、天戒法師、慈

一法師、明達法師、印彬法師、慈汶法師、天悅法師。還有華嚴專宗學院陳一標

副所長，智光商職的董事張南山、李後崎、周金宗、呂學文和前任校長羅新玉、

秘書許世銘等。 

在那幾天中，泰州的媒體紛紛以較大篇幅報導各界敬悼成公長老的消息。有

的是整版登載了筆者的文章，如《成一法師與光孝寺修復》、《為成一法師立傳，

感受高僧大德》等。 

2011 年 5 月 4 日，在光孝寺藏經樓舉行成公長老荼毗讚頌典禮。由光孝寺住

持法空大和尚主持，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覺醒大和尚、臺灣中國佛教會副理事長

明光法師、中國佛教協會諮議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無錫祥符寺方丈無相長老有及

各諸山長老及泰州人民政府副市長劉勵先生等諸位地方領導與法眷和各地趕來悼

念的信眾，共同頌揚成公長老的德行、學養及推動兩岸文化等各項交流的功德巍

巍。臺灣中國佛教會副理事長明光法師是代表臺灣中國佛教會理事長圓通長老宣

讀的「悼成一老和尚圓寂荼毘讚頌文。」宣讀時那場面真是讓人為之動容。功在

佛教，兩岸同悲，法幢摧折，慧日潛輝，嗚乎成公，乘願再來。一字字、一句句，

真謂催人淚下。臺灣華嚴蓮社董事長賢度法師介紹成公導師的生平事蹟，解說導

師對佛教的貢獻與影響。 

接著，由無相長老、明哲長老等諸山長老率四眾弟子舉行了傳供大典。在法

師們諷誦經文中，將 108 種供品，由每個人手中傳遞到成公長老的壇前作最恭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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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供養，當中筆者還看到有許多信眾將錢幣隨著供品一起傳供至壇前，由此可見

信眾們對成公長老的尊仰和恭敬。 

這天下午一點鐘，在藏經樓老和尚壇前，由明哲、弘法、界空、法空等主持

起缸儀式。所有參加儀式的法眷和信眾們拉起兩根長長的紫色的飄帶，一個接著

一個將老和尚的法體恭迎上車，然後沿著剛剛開通的啟揚高速公路緩緩地開赴海

安營溪，去觀音禪寺舉行坐缸荼毗儀式。我坐在第一輛車上為開道車。同時，我

還不時地停下用照相機記錄了整個經歷的過程，也就是個把小時的工夫，我們的

車隊到達了海安觀音禪寺。觀音禪寺山門夾道兩旁人山人海，迎接老和尚的法體

入寺荼毗。 

觀音禪寺專門在山門的左側廣場上搭起了荼毗的露天祭壇，壇後樹起成公長

老慈祥巨幅圖片的大銀幕。由無相長老主持誦經說法，然後點燃火炬荼毗。又至

寺內玉成樓佈置的靈堂中禮拜上香。後來，看著一縷縷青煙從荼毗現場飄拂著。

幾天來始終覺得成公長老的音容笑貌一直縈繞著周圍，似乎老和尚沒有走，但是

事實畢竟是事實。晚餐我始終覺得沒有胃口，心中一直還是惦念著那個現場，這

一夜我幾乎沒有能睡得著。淩晨，我又趕至現場，看到的是成公長老坐缸火化已

近結束，剩下的是留下了幾十顆舍利。那舍利有的還閃閃發光呢。然後，我看到

老和尚各地的法子們，臺北華嚴蓮社、美國華嚴蓮社、桃園僑愛講堂、陽明山光

泉寺、濟南神通寺、泰州光孝寺、海安觀音禪寺等，每個分支道場都請到了舍利

回寺供奉。在觀音禪寺專門還舉行供奉舍利儀式。賢度法師在典禮上又一次向參

加典禮的信眾宣說了成公長老的生平事蹟。 

這天上午，參加典禮的法眷恭請老和尚舍利，回到泰州光孝寺塔院入塔安奉。

入塔安奉儀式禮請江蘇省佛教協會副會長、揚州大明寺方丈能修大和尚主持，並

宣讀法語。至此，成公長老示寂後一系列儀式在祖庭已成圓滿。 

經過這一段時間參加的活動，我深深地覺得，成公長老應該是功德圓滿了，

雖然示寂，但長老教演賢首，弘法無國界的精神，可謂法雨滿娑婆，更是僧眾的

典範啊。如今老和尚走完人間九十八載，綜觀其一生的經歷，真是猶如展讀一部

當代佛教發展史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