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6 月 1 日至 6 月 5 日， 在参
加由中国慈善联合会等机构在
台北主办的“2015 海峡两岸暨港
澳慈善论坛 ”期间 ，我和大部分
的参会人员一起拜访了慈济医
院 、慈济大学 ，并在位于台湾东
部花莲的慈济基金会总部和创
始人证严上人面对面。

证严上人 1937 年出生于台
湾台中县清水镇， 俗名王锦云，
法名证严。 因父亲脑溢血去世觉
人间无常，于 1961 年出家。 1966
年，29 岁的正严在花莲县创立慈
济功德会———慈济基金会前身。
目前，慈济基金会资产已超 1400
亿元 ， 每年运作的资金达百亿
元， 在 55 个国家设有慈济办公
室或注册有当地的慈济基金会。

在此番和慈济零距离接触
之前 ，我对慈济并不陌生 ，即使
从没刻意搜集慈济的资料，慈济
的信息总是从不同的公益人士
那里传来 ： 慈济有自己的电视
台 、大学和医院 ；慈济是有佛教
背景的基金会； 哪里有灾难，哪
里就有慈济， 在灾难发生时，慈
济的行动速度比政府还快……

当踏进位于花莲慈济基金会
总部的静思精舍， 面对瘦削飘逸
的证严上人时， 她一直对我们强
调：慈济是大家做的。 已经 79 岁
的证严上人，每日三点半起床，忙
到十点多才就寝； 一日只吃两顿
饭，三分饱，每日都在忧虑人间疾
苦：人生的时间有限，但还有很多
的事情需要去做……

五毛钱救人

静思舍位于山脚下，云雾缭
绕，犹如仙境。 外形似基督教堂
的静思舍里没有庙宇里常见的
佛龛、功德箱，也没有烧香，摆设
简单但静雅肃穆。

6 月初的花莲稍显闷热 ，证
严上人接见我们的地方没有空
调 ，两排吊扇在头顶转动 ，木地
板 、木茶几 ，屋内弥漫着类似香
茅精油的味道， 让人神清气爽 ，
内心宁静。

证严上人对佛教实施改革 ：
无庙宇无佛像无香火无膜拜，号
召信徒将买香火的钱捐出去救

人行善。 当证严上人将遁世的修
行与人世的疾苦相连，将佛教的
慈悲化为人间的爱，佛教便有了
人间的温暖。

证严上人语速缓慢， 声音轻
柔。 在问及抛弃佛教一些传统形
式的原因时，证严上人说：佛法为
正信，不是迷信，正信没有恐惧、
怀疑，重在倡导心灵，倡导爱。

因为倡导爱，有一念不忍之
心才因缘汇合，有了慈济创立之
初的“五毛钱”救人的故事，才有
了现在慈济的“慈善帝国”。

在当天， 证严上人又向在场
者讲述了“五毛钱”救人的故事。
1966 年，证严上人知道了一个产
妇因没有钱生孩子而死于难产的
事情时，号召她的 30 位跟随者每
天捐出 5 毛钱放到竹筒里。 渐渐
地， 加入 5 毛钱捐赠队伍的人越
来越多， 慈济开始救助一个丈夫
去世， 贫病交加又不能回大陆的
八十多岁老人。 慈济请人帮忙来
送一日三餐， 并帮忙日常照顾和
看病，直到老人离世。 从此，“五毛
钱真的可以救人”开始传颂，慈济
也开始有做不完的救助。

我不由想起内地很多号召
“每天捐一元”的公益机构，而今
越来越多企业重视大额捐赠，距
机构设立之初的使命却渐行渐
远。 在台湾，慈济在社会大众中有
巨大的影响力， 众多普通人仍在
定期给慈济捐款。 随车导游就是
慈济的志工， 他告诉我们他每个
月在发工资后都会捐出 1000 台
币给慈济，一直捐了 10 年 ，直到
近期台湾的经济不景气， 他的收
入减少，才停止了捐赠。

生命教育

在做救助的过程中，证严上
人发现人们 “往往因贫而病、因
病而贫”， 便以一个弟子捐出的
家为地点，花莲医院的四个科的
主任来支持义诊。 但在开始了一
段时间后 ，证严上人发现 ，这个
模式并不能诊治大病。 深感医疗
缺乏而给人们带来疾苦的证严
上人开始有了建设医院的信念。

证严上人讲了一段在建医
院期间婉拒巨额捐助的事情。 一

位在台湾长大的日本佛教徒听
说了她建医院的计划后，因为感
恩于当时台湾和平遣返他们回
日本 ，便想捐出 2 亿美金 （约合
当时的 80 亿台币）。 “我当时建
立医院的目标是救贫病苦难，如
果接受了， 作为老板的日本人 ，
可能实现不了最初的目标。 ”证
严上人谈到拒绝接受这笔捐款
的原因时说 ：“慈济的传统是希
望好事人人做。 ”于是证严上人
从零开始 ， 和众人一起艰苦创
业，一砖一瓦建医院。

“十分感谢社会大众的大力
支持 ， 特别是慈济医院创新的
‘无语良师’（捐赠遗体给医学院
进行解剖学习 ） 项目的顺利实
施。 ”证严上人说：“是一大群人
成就了慈济医院和慈济大学。 ”
如今 ， 慈济医院已经走过了 10
个年头 ，而 “无语良师 ”项目 ，让
慈济医院成为全世界医疗界闻
名的“解剖中心”。

在慈济大学医学院，我们了解
到“无语良师”的情况。慈济大学医
学院将佛教运用到人体解剖课，将
之变成充满佛教人文精神的课堂。
慈济志工将死后遗体（被称为“大
体”） 捐赠出来供学生上解剖课使
用，被解剖者被称为“大体老师”，
更被尊称为“无语良师”。

由佛教法师、 医学部师生按
照佛教精神，在助念声中接回大
体。 解剖前，师生为“大体老师”
做庄严的佛教法事。 在解剖完火
化前一天，医学院师生到殡仪馆
为“大体老师”们打扫卫生。 出殡

之日 ，医学院师生 、慈济大学领
导以及大体老师家属云集慈济
大学，医学部以最隆重的礼仪送
“大体老师”最后一程。

以佛教精神贯穿的人体解
剖课，对亡者及其家属给予了最
真挚的尊重，对于学生则是最深
刻的人文精神的教育，参与这一
课程的过程 ， 就是理解什么是
人、 为什么要尊重人的过程，让
学生深刻认识和领会生命的价
值和意义。 慈济大学通过生命的
教育 ，教医学院学生以术 ，并育
之以德。

试想，接受这样一种生命教
育而出师的医学生，在以后的从
医生涯中，怎能不对手术台上的
生命尽以全力，怀以敬意？ 有这
些学生从业的医院，医患关系会
缓和很多吧？

将心比心

因为不忍之心，佛教慈济走
向人间 ，开始救苦救难 ；因为想
从根本上解决贫苦的悲悯之心，
慈济建医院建大学。 回顾慈济的
发展历程，可以看到证严上人执
着创新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
力。 究竟是什么让证严上人这样
一个出家人对佛教进行创新改
革，行动在人间？

“当把心放在苦难人身上 ，
将心比心，当执着于如何解决这
些苦难时，创新就会出现。 ”证严
上人回答。

为了更形象地回答这个问

题，证严上人请慈济的同仁现场
演示了即将给尼泊尔的灾民使
用的“复合床”。 这张床既可以用
来睡觉， 还可以折叠成椅子，不
仅质地轻巧 ， 而且折叠后体积
小，透气性也好。 “复合床”的出
现就是源于对当地灾民需求的
观察：大部分的尼泊尔灾民住在
帐篷里， 潮湿的环境中没有床，
也没有椅子，于是慈济团队就着
手发明了“复合床”。

慈济在 1999 年台湾的 9·21
地震之后， 在南投县开始灾后重
建的尝试。 慈济发现，灾民们在最
惊惧的时候， 最需要的是可以依
靠的肩膀。 慈济的策略是向灾民
提供安身安心的生活， 并照顾到
孩子，不耽误他们的学习，在不到
两年的时间， 慈济帮助灾区重建
了 50 所中小学。 为了加快进程又
保证质量， 慈济同仁天天守在工
地和建筑工人在一起， 天天对着
他们说感恩， 以鼓励他们做得更
好： 工人天天面对着这一群对他
们“感恩”的彬彬有礼的慈济人，
怎么可能不用心建好学校？

有大陆公益人士在现场问 ：
慈济吸引了巨额善款，但在面对
怀有别样目的的捐款者时该怎
么办 ？ 证严上人表示 “善门难
开”， 但是慈济从没有这样的困
惑。 慈济的募款之初就是募心 ，
强调的是有心的付出，付出无所
求 ，不仅如此 ，还要对受助者说
感恩 （在慈济 ，听到最高频率的
一个词就是“感恩”，帮助了受助
人 ，还要对受助人说 “感恩 ”，感
恩受助人给你这样一个助人的
机会）。 “慈济坚持的是该做绝对
不少做， 不该用的绝对不多用 。
由此培养善心和善根。 ”证严上
人说 ，现在慈济的医生 、志工大
都是自假自费参与慈济有关的
工作。

其实证严上人的话换成公
益套话就是：把受助人放在第一
位，必然会出现创新；同样，在面
对捐款人时，将受助人的利益放
在第一位，别有用心的捐款者就
不会出现了。 将心比心，募款即
募心，证严上人就这么轻松化解
了大陆公益界的难题。

（徐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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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慈济时,会谈些什么

6 月 1 日，2015 海峡两岸暨
港澳慈善论坛在台北召开。 论坛
由中国慈善联合会、澳门基金会、

爱家文化事业基金会、 中华大成
至圣先师孔子协会联合主办，中
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 台湾公益
团体自律联盟、 腾讯公益慈善基
金会、台湾社造联盟协办，香港大
学社会科学学院、 卓越领导力学
院、丰盛社企学会支持。

本次论坛为期 5 天，分为现
场论坛与参访交流两部分。 第一
天为现场论坛， 在论坛结束后，
与会人员到台湾本土的慈善组
织：甘乐文创、长庚养生文化村、
台北社企大楼、 苏澳镇白米社
区、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慈济
大学进行考察交流。

论坛由爱家文化事业基金
会执行顾问周小雯主持， 中国
慈善联合会副秘书长孟志强、
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委员区
荣智、 台湾公益团体自律联盟
理事长冯燕、 中华大成至圣先
师孔子协会会长孔垂长、 台湾
佛教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副总
执行长林碧玉、 爱家文化事业
基金会董事长余宗泽在开幕式
致辞。

孟志强表示加强两岸四地
慈善事业的交流与合作是大势
所趋。 作为中国内地慈善领域的
联合型、枢纽型组织，中国慈善

联合会一直将推动两岸四地慈
善事业交流合作作为重要工作
领域。 今后，中国慈善联合会将
继续坚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把
两岸民众福祉当作共同目标，致
力于两岸慈善界的共同发展，并
为两岸四地慈善事业的合作共
赢创造有利条件。 中慈联将致力
于两岸四地慈善交流的常态化、
多元化、专业化。 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是两岸四地同胞顺应历史
潮流做出的共同选择，在这条和
平共赢之路上，公益慈善事业一
直如春风化雨般维系着两岸亲
情，服务着两岸民众福祉。

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共享、
共担、共创”，本次论坛围绕中华
文化与全球慈善格局、救灾经验
与联合响应机制、企业创新助推
社会建设、社区再造构筑慈善文
化等内容进行深入探讨。 本次论
坛之前还进行了内部研讨会，通
过论坛及研讨会， 各方达成共
识，将开启两岸四地公益领域交
流与合作的常态化，同时宣布成
立 2016 海峡两岸暨港澳慈善论
坛筹备委员会，每年在两岸四地
不同地方举办论坛，将论坛一直
办下去。

（徐辉）

2015 海峡两岸暨港澳慈善论坛台北举办

将开启两岸四地公益交流常态化

� � 中国慈善联合会副秘书长孟
志强致辞

探访台湾慈济

� � 慈济基金会举行的浴佛仪式，以表达对佛陀的敬意，启发人人保
持清净的心，同时祈求天下无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