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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佛教复兴运动历史背景探析
刘红梅
（合肥工业大学人文经济学院．安徽合肥２３０００９）

摘要：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了明末佛教复兴运动的历史背景：其一，明中后期宗教政策对佛教产生了消极的影
响；其二，“·心学”的流行。刺激并带动了明末佛教的复兴；其三，明朱走主教和罗教的盛行，促进了佛教对自身的反
思；箕四，明束佛教复若内田在于求变之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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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说
它特殊，是因为在这短短几十年间，“一方面是从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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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众。在此情形下，丛林僧品愈加芜杂混滥，丛林秩

方文化接触的开端。其内容则先之以王门诸子的遭

序荡然无存。明末曹洞宗禅师湛然圆澄，在其《慨
古录》中就说：“太祖将禅教瑜伽开为二门。禅门受
戒为度，应门纳牒为度。自嘉靖（１５６６）迄今（１６０７）

学革新运动，继之以东林派的反狂禅运动，而佛学，

五十年。不开戒坛。而禅家者流，无可凭据。散漫四

西学。古学，错综交织于其间。”…在这一思想转型期

方，致使玉石同焚，金鳓奠辨。”ｏ“９””临济宗禅师汉
月法藏也在其《弘戒法仪》中感叹：“自戒坛一团，仪
法尽亡，相顾讥诃，难于和合。”““‘…

明道学转向清代朴学的枢纽，另一方面又是中西两

中，明末佛教以复兴的形式，完成了由宋明佛教向近

代佛教过渡的历史使命。明末佛教复兴的历史背景
相当复杂，涉及外因、内因多个层面，以下试图从四
个方面略加揭示。
一、明中后期宗教政策对佛教的消极影响

二、“心学”的流行刺激并带动了明末佛教的复
兴
明代开国后大倡程朱理学，虽有效地加强了中

针对元代佛教的流弊，明太祖朱元璋制定了一

央集权，但亦明显削弱了儒家知识分子的主体自觉

系列政策，对佛教进行有效监督和管制，客观上起到
了恢复和整肃佛教的积极作用。明朝后来的君主，

精神，本意为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渐沦落为士人们
迫名逐利的工具。时至明末，面对内忧外患的严重

虽基本遵行这一保护与限制并行的政策，但是一些

社会危机，被定为官学的程朱理学并不能从思想方

具体政策上的不当，使佛教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其

面提供积极有效的支持。而阳明心学张扬禅宗自
信、自立、自强的主体孝寿神，对生活在动荡不安的明
末社会、处于思想苦闷状态中的士大夫们，起了极大

中，鬻牒制度和宫禁戒坛两项政策，直接导致了明中
叶以后佛教的衰微。景泰年间，为救济饥荒、解决财
政困难，明代宗一改太祖无偿发放度牒的政策，开始
实行出卖度牒的政策，这一制度一直沿袭至明朝末

年。鬻牒制度的恢复，使大量并无正信的社会闲散
人员得以跻身丛林，致使僧尼数量剧增。一时僧团
内部龙蛇混杂，僧众素质大为下降．丛林规范、戒法
律仪形同虚设。明末四大师之一的莲池株宏曾指摘
这一现象：“僧尼暴横，灭法之由。司世道者从而抑

之，佛法乃得久存而无弊，是正以安僧，非以病僧
也。””ｏ显然，他认为贤明君主的政治干预实非破法，
反有革除佛教弊端的作用，赢僧众的杂滥并非佛法
兴盛之象征，反正是导致佛教衰落的直接原因。
明世宗是明王朝唯一排佛的帝王，他在位中后
期，对佛教进行了一系列压制和打击。其中禁开戒
坛的政策，给佛教丛林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嘉
靖二十五年（１５４６），下诏锦衣卫捕系京师天宁寺受

戒人众。四十五年（１５６６）。诏禁僧尼戒坛说法，并
管制游方。戒坛不开，受戒轨则遂遭废弛，戒法久湮

不传；经论禁讲，难启僧俗正信正行，外道之徒得以

的鼓舞作用，心学一时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精神家
园。这些士大夫们沉醉于心学，出人于儒佛之间。谈
禅论道。儒佛之间的界限，霎时模糊起来，很多人由
此机缘而皈依佛门，走向出离生死的道路。如心学
泰州学派传人或与其有紧密关系的陶望龄、焦弱侯、
李贽、袁宏道等，他们或身居要职，或是时代思想的
先锋，最终都是归心禅宗、净土，成为明末后士界中
较有影响力的人物。可以说，心学的普及和深入，为

明末佛教特别是居士佛教的发展和兴盛提供了重要
的契机。胸望龄曾说：“今之学佛者。皆因‘良知’二
字诱之也。”…
但是．泰州学派向禅宗的所谓“逼近”，乃至最
终的背离，致使心学的流行对佛教的影响不仅仅是
正面的。泰州学派的颜、何一系到后来的李贽，以激

烈、狂放的形式异化了阳明心学的主体精神，被讥为
“狂禅”派。“狂禅”之“狂”，主要表现在对传统礼
制和道德观念的叛逆。其率性狂放、不拘戒律的行
为，事实上正是长期在理学名教压制下的士人们要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０８—２８
作者简介：刘红梅，女，台肥工业大学人文经济学院，讲师，哲学博士。

万方数据

第１２期

刘红梅明束佛教复兴遣动历史背帚探析

求思想解放和人格独立的另一极端反映。它似儒非
儒、似佛非佛．既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正统儒学伦常

为本的心性说，又与以因果为纲、持戒为本的禅宗背
道而驰。万历以后，这种“狂禅”运动风靡一时，促
进了儒佛两家对其进行纠弊。在儒家，东林学派以
稳健、茑实之风，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对王学束流
的玄虚浮躁之弊进行修正。在佛教，莲池等则对阳
明心学进行了全面的反省。
阳明心学虽然在精神和气质上处处散发着掸宗
的气息，但在最终目标和根本旨趣上与禅宗毕竟是

不同的。禅宗以般若性空和因果轮回思想为理论基
础，参禅明心见性之后，仍然要通过修行去除烦恼习
气，达到永超轮回而获解脱自在的目标。而阳明心
学毕竟是以儒为本的，其理论前提是肯定物质世界
的实在性和现实存在的合理性，其关怀的焦点仍然
局限在现世的人伦世界，旨在通过心性的修养工夫
而成圣成贤。所以，阳明心学也许可以无限制地接
近禅学，却永远不可能等同于禅学。莲池曾锐利地
指出，心学的“良知”仍然屡于妄心、妄识。与佛教
“真知”有着质的区别。事实也是如此，王阳明虽受
禅宗思想熏习很深，但出于人世的儒学立场，与程朱

理学一样，对佛教的理勰时有偏颇。比如，他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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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反两方面，刺激和带动了明末佛教的复兴。
三、明末天主教和罗教的盛行。促进了佛教对自
身的反思
明末思想界的复杂性，不仅展现于“三教合一”
的文化融合运动中，亦突出表现在中学、西学的交涉

上。明末，西方天主教再度传人中国，与历史上前两
次基督文化的输入相比，此次输人无论从规模到影
响都很大，以致形成了一场较大的中西文化交流与
冲突。此次冲突主要表现为儒学与天主教、佛教与
天主教之交涉两个方面。就佛教与天主教来说，天

主教为争取政治和上层知识分子的支持，采取“补
儒易佛”的传教政策，对佛教缘起性空、六道轮回、
戒杀放生等思想大加批判，以图取而代之。夭主教
的迅速传播及其对佛教猛烈批判，造成了佛教信众
的部分流失，使明束佛教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如被称作明末天主教三柱石之一的杨廷筠，本为莲
池门下居士，后改奉天主教，并转而批判佛教。在这
种情形下，佛教出于护教之目的，掀起了一场辟天运
动。莲池及其在家弟子虞淳熙是首批辟天的代表人
物，后继者有密云圆悟、费隐通容、罗川如纯和明末
四太师最后一位的蒲益智旭。他们对天主教的刨世

理解佛教体用不二、空有相即的中道深义，批评佛教
了生脱死、上求下化的出世理念是逃避现实，“只是

说、人性论、灵魂说、天堂地狱说进行了破辟，并以儒
佛配合的原则，从为人熟知的儒家学说中寻求有关

成就他一个私己的心”，“所以不可以治天下”。不

佛教轮回、戒杀等思想的支持。
佛教、天主教在明末特定历史时期展开的一场
论辩，反映出两种不同宗教在宇宙、人生根本问题上
的理论分歧，以及由此展开的修行实践上的差异。

过，尽管心学在根本精神上与禅宗相悖离，但其反求
诸己的理路，相较外化天理且日渐教条的程朱理学

来说。显然具有补偏救弊的时代效应。因此，明末佛
教的许多高僧对心学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漓益称

“明朝功业士，远不及汉唐宋，理学则大过之，阳明
一人，直续孔颜心脉。””１麦浪明怀禅师亦认为：“阳

明夫子，以应化大权，创良知之说，揭禅宗语，和会融
通，使儒门英杰，始知趣向。”一－对良知说在引导儒者
学佛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至于心学狂禅派，其在敦伦、持戒诸方面的“细
行不修”，必将对儒、佛两家都带来众多的流弊。因
此．明末佛教人士对其基本持批判的态度。莲池曾
严厉地指出，狂禅派如李贽的极端行为，“恐有害于

佛法，无益於佛法。””１并对“好同儒释者”的盲目性
作出批评：“只据良知门下诸君于，以有减无增、一

切现成等语，便欲和会儒释，而谓达摩直指之禅亦止

狳光启、杨廷筠等人从维护和改进儒家伦理学说的
立场出发，对儒学和天主教进行多方面的融会贯通，
希图以天主教来补足儒学在终极关怀方面的欠缺。
而对于佛教，他们则指责其“空谈心性”、“幽眇无
当”、“与世无补”，希冀以夭主教“实学”乃至西方先
进的科学技术来革除时弊，重振朝纲。不论他们对
佛教的理解正确与否，其倡导“实学”、批判“玄虚”

的立场，其实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明末佛教丛林
“偏虚不实”的弊病。实际上，明末佛教人士在反击
天主教辟佛的同时，亦持一种达观的理性态度，希望
能藉此外教攻击促使佛教内部的觉醒，从而推动其

复兴和发展。蒲益即说：“若谓彼攻佛教，佛教实非
彼所能破。且今时释子，有名无义者多，藉此外难以

于此，宁知佛法不是这个道理。谈何容易，切勿自误
误人，为害不小。””１显然，他认为将心学与佛教进行
简单比附、盲目和会，只会造成对佛教义理的错解，
对修行不利。莲池还对周汝登等心学束流极力主张

警悚之，未必非佛法之幸也。刀不磨不利，钟不击不

的“无善无恶”说，进行过周详严正的辩驳，并力倡
“止恶行善”以对治“狂禅”的疏狂空虚之弊。不仅
莲池，憨山、蒲益等明末佛教复兴运动之中坚人物，

念，吸引了生活在动荡不安之明末社会中的中下层
民众，一时于万历朝大行于世，成为明末与白莲教齐
名的民问宗教。罗教以“无为”为特征，具有“似佛

对心学狂禅派给佛教带来的流弊皆有痛切的认识。

非佛性”。在教义上，杂糅了佛教禅净思想和道教

他们对明末佛教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对狂放、伪滥
等禅弊的反思和纠正，而心学狂禅派运动恰恰推动

清净无为思想，虽依附佛教但又对佛教的因果思想
加以批判；在修行方法上，宣扬“无修无证”，指斥佛
道的修行方法为有为法，虽以禅为依托．但实质上又
与佛法的“空有不二”之中道精神相背离；在旨趣

了此类流弊的蔓延。因此可以说，王学末流狂禅派
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明末佛教的改革。
综上，“由阳明所完成的思想史上的变革运动，
不仅改造了儒教本身的结构，同时也成为打破佛教
界沉滞状态的一个契机。”””更准确地说，心学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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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三武灭僧而佛法益盛，山衲且拭目俟之矣…“１
建立于明成化年间，发展于正德、嘉靖年问的罗

教，又称无为教。其以通俗简易的语言宣扬救世理

上，塑造出一个“真空家乡”，虽仿效净土宗的西方
净土，却与净土教义完全不符。罗教的似佛非佛性，

对正信不足的佛教徒具有很大的迷惑性，甚至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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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人都将其视为上乘禅法而转修罗教，这不但淆讹、
混滥了佛教的义理，亦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佛教的
丛林生活。明末佛教将入佛背佛、扰人正见的罗教
定性为外道，莲池、密藏道开禅师等人对罗教的本
质，进行了严厉而深刻的批判和揭露，以确立佛法正
见，并提起僧俗对佛法的智信。
以上看来，天主教和罗教的流行，虽对明末佛教

人前装假善知识，说大妄语。”ｏ“””’甚至“僧有饮酒
食肉，驰猎于声利之场，而恬然不以为异者””１既无
正信，不务修本，多营杂术，“僧又有作地理师者，作
ｈ筮师者，作风鉴师者，作医药师者，作女科医药师
者，作符水炉火烧炼师者，末法之弊极矣。”””更有
甚者，转修道教内丹或崇奉罗教。

戒律不振，佛教徒行为无所依从，和台共住的丛

丛林造成了一定程度的ｉ申击，同时也为丛林加强自

林生活荡然无存。“今也末法浇漓，真风坠地，上下

身的反省、为明未佛教的复兴提供了一个历史契机。

之名分混滥，丛林之札义绝闻。””“””’明末佛教丛

四、明末佛教复兴内因——求变之内在动力
明中叶以后佛教之衰败，究其原因，虽有政策不
当等外在原因，其决定因素实在于佛教僧团内部之
不治。湛然圆澄在《慨古录》中，以古今对比的形

林伦常的混乱，集中体现在师徒关系方面。中国自

古有尊师重道的传统，在佛教，师长是引导学人走向
菩提正道的善知识。“净业三福”是三世诸佛净业
正因，其第一福云：“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

杀，修十善业。”可见，恭敬师长、奉事师长有其深刻

式．对明末佛教丛林积弊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讨。
大体来看，明末佛教丛林衰微之表征，不出禅学衰

的内涵所在。对于修学佛法的人来说，奉事师长、报
答师恩是做人学佛，乃至出离生死的必要前提。然

微、戒律松弛、伦常无序三个方面。
禅宗以其独特的心性论和直捷简要的修行方
式，非常适合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成为唐以后中
国佛教的主流和代表。与教下依经典文字立义不
同，禅宗强调“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即以参禅之法
直捷明悟己之真如本性。然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
中，一些参禅者常常借口“教外别传”而轻视经敦，
滋生出狂禅、野狐禅等弊病，此遂成为佛教丛林衰败

从《慨古录》中可以看到，明末佛教丛林存在着师徒
伦常的危机：“前辈师资之间，亲于父子。今也动辄
讥呵，自行不端，学者疑惮。”¨“９““‘今为师徒者，一
语呵及，则终身不近矣。”口“’…’明末佛教丛林不仅
存在徒弟不敬师长的现象，甚至出现徒弟报复师长
的不正常事件，“或师范诫训过严，或道友议论不

的主要原因之一。南宋来年以来，禅学逐渐走向衰
微，至明未，禅宗已凋弊至极：以追求心性解脱为宗
旨的禅法，已演变为“辄云达磨不立文字，见性则
休”【Ｉ“、不学经教、轻视戒律的狂禅，或者是信口乱
发“种种无义味语”、“以打人为事”的伪禅。此外．

合。便欲杀身以报之也。或造揭贴，或捏匿名．遍递

缙绅檀越，诱彼不生敬信，破灭三宝。””“”“’
禅学衰微、戒律松驰、伦常混乱等弊．导致丛林

制度下开发智慧、陶铸圣贤的教育精神不得发扬，丛
林寺院很难担负起觉世明心的教育重任。佛教丛林
极度颓败、陈腐的现状，实为明末佛教复兴运动之内
在动力。

禅宗学人自恃直指单传，喜谈理性，厌说事相，“唯
图语句尖新，喜谈即秽即净““”。禅门颓败、禅法堕
落之情形，不唯在莲池、憨山、圆澄等佛门高僧的著
述中随处可见，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黄宗羲，对明末禅
风的衰颓电多有揭示：“万历以前，宗风衰息。云
门、沩仰、法眼皆绝；曹洞之存，密室传帕；ｌ｜缶济亦若

存若设，什百为偶，甲乙相授，类多堕窳之徒。紫柏、
憨山别树法幢，过而唾之。””４１
佛教修学门径众多，约之即戒定慧三学，三学之
中又以戒为根本，所以戒律的存亡关系着佛教的兴
衰大事。明代度牒的失控和长期的戒坛不开，致使

出家人数剧增。明末丛林出家众来源相当复杂，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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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９］答江山朱居士［Ａ】．遗藕（卷三）［Ｍ］莲池大师全集［ｃ】；
４６８３．

［１０］近世中国佛教的曙光一云凄株宏之研究［Ｍ］．（日）荒术

见悟著周贤博译，台北慧明文化公司，２００１：５９．

［１｛］辟邪第·际明棒师复荣［Ａ］．藩益太师全集（第六册）
［Ｍ Ｊ

１６２２．

［１２］经教［Ａ］．竹窗随笔［Ｍ］：３６９５．
［１３］弥陀疏钞·答净土四十八问［Ｍ］：１５６５．
［１４］三峰禅师塔铭［Ａ］．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Ｍ］．东方出版
杜．１９９６：１１１．

［１５］云楼本师行略［Ｍ］；５１６２，
［１６］憎务杂术［＾］．竹宙三笔［Ｍ］：３９４０．

（责任编辑尹钧禄）

明末佛教复兴运动历史背景探析
作者：
作者单位：
刊名：
英文刊名：
年，卷(期)：
被引用次数：

刘红梅
合肥工业大学,人文经济学院,安徽,合肥,230009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2005，26(12)
0次

参考文献(16条)
1.嵇文甫 晚明思想史论 1996
2.戒疏发隐
3.慨古录 1996
4.弘戒法仪序
5.潘桂明 中国居士佛教史 2000
6.西方合论序
7.云门麦浪怀禅师宗门设难 卍续藏经
8.杂答 遗稿
9.答江山朱居士 遗稿
10.荒木见悟.周贤博 近世中国佛教的曙光--云棲袾宏之研究 2001
11.辟邪集·际明禅师复柬
12.经教
13.弥陀疏钞·答净土四十八问
14.三峰禅师塔铭 1996
15.云棲本师行略
16.僧务杂术

相似文献(1条)
1.学位论文 朱继臣 憨山德清以“宗”解“教”的思想 2008
明末憨山德清继承了宋代以来禅教并重的传统，即重视禅，也重视教。他的理论和实践，在当时都是相当出色的。憨山虽出身于禅门，但他精通教
典，对天台、华严、唯识都有精深的研究。其对宗(禅)与教的认识和把握在明末佛教丛林中具有代表性，他不仅认为宗、教一致，而且用宗来解教。本
文主要是以憨山对华严、唯识和净土的理解和运用来说明他的以宗解教的思想。
憨山大师是晚明佛教复兴运动的中坚人物，他一生的宗教活动和对晚明佛教丛林的改革事业与其充满改革意识的以宗解教的思想密不可分。本文试
图通过对憨山大师以宗解教思想的研究，展示憨山在晚明佛教丛林颓废的情况下，是如何以宗解教、对分歧的诸宗派加以整合的。
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来探讨憨山大师的以宗解教的佛学思想。
第一部分首先考察宗与教的概念并介绍“以宗解教”的命题。使人们认识到在中国佛教史上，宗与教的概念的分离与统一是指判教意义上的，并不
是指宗教学层面的。这一部分是了解憨山以宗解教思想的前提。
第二部分分析介绍憨山的禅宗本位立场。禅的立场是憨山佛学思想的根本立场，他是立根于禅来看待教的，只有清楚了憨山的禅宗立场，才能更好
地理解他的以宗解教的思想。在这一部分里，主要介绍了憨山对于禅学的见地和修养以及他的如来藏思想。这是憨山用宗来解释教的基础。
第三、第四部分是本文的主体部分，也是本文的重点，着重分析憨山的以宗解教的思想。
第三部分先探析了憨山的教禅一致的主张，憨山大师的以宗解教的思想是以教禅一致为基础或前提的。我们要了解憨山大师的以宗解教的思想，就
必须清楚他是如何认识宗(禅)、教关系的。只有在他认为宗与教存在统一的前提下，他才会以宗去解教。其次，在这一部分主要以憨山与华严和唯识的
关系来具体分析憨山是怎样以宗来解教的。
第四部分是从憨山以禅会净的角度来说明憨山以宗解教的思想。在这一部分，首先介绍了憨山极力弘扬净土的原因，在禅净关系上认为禅净一致
，在实践主张禅净双修。其次又从唯心净土与西方净土的同异以及理事关系来说明憨山以宗解教的可行性。本文通过对憨山以宗解华严、以禅观唯识、
以禅会净土的以宗解教思想的具体分析和探讨，反映了憨山在晚明佛教丛林改革中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为佛教的振兴做出了积极地贡献，也从侧面反
映了晚明佛教界人士面对巨大的社会变革和思想文化的冲击，在思想理论层面是如何对内努力做出调整、对外进行积极回应的。同时也显示了他的以宗
解教的思想是佛教发展到晚明时期衰落到一定程度而在思想领域必然出现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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