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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傳佛教與東⽅⽂化
任繼愈
中國北京圖書館館長

提要
佛教傳入中國經歷了：介紹時期──漢朝至東晉；融合時期──南北朝；創造
時期──隋唐；儒化時期──宋至清，演變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漢傳佛
教與東方文化的關係有四個注意的方面：一、漢傳佛教的融會貫通性，佛教吸
收中國傳統文化，中國文化在吸收佛教過程中充實自己；二、漢傳佛教善於隨
著時代發展而不斷充實發展自己；三、漢傳佛教與中土文化互相吸收，互相借
鑒；四、由漢傳佛教的傳播與東方文化的關係，可供預測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化
在吸收世界文化過程中發展的前景。
關鍵詞： 1.漢傳佛教

2.中土文化

3.儒化

p. 12 ↴
古代印度佛教向東北方傳播，有三條途徑：一是經緬甸到雲南省，後來形成具
有中國特色的「雲南上座部」；一條經尼泊爾到西藏，然後由西藏向藏語地
區、蒙古地區傳播，更遠到蘇聯遠東地區，形成中國特色的「藏傳佛教」；一
條經中亞，通過絲綢之路傳到中原內地，形成「漢傳佛教」。前兩條路，因山
路崎嶇，山高水深，商族稀少，而且當時西藏和雲南物產不甚豐富，可供遠途
貿易的貨物不太豐富，沒有大量交易的前景，難比絲綢之路，可直通中原內
地，可以從東方文明大國販運絲綢、瓷器等，與西方珠玉、香料交換，滿足東
西方雙方貴族的奢侈需求，故能經久不衰。[1] 長途販運為了保證貨物安全，
沿途要求政治穩定，沒有戰爭，為了商旅安全，要結隊行動，以免遭到擄掠。
這些有利的交通條件只有絲綢之路比較理想。所以經西域到長安，再到洛陽，
成為東西方商旅網絡的通途。中間有時受到戰爭的阻隔，但基本上可以通行，
並受到沿途政權的保護。本文只談漢傳佛教，另外兩支中國佛教這裏從略。
佛教傳入中國，從文獻記載及考古資料（新疆石窟造型及壁畫）表明，當時傳
入中國的除佛教外，還有摩尼教等。佛教勢力較大，影響較廣，後人以為當時
經西域傳入中國的只有佛教，這是不全面的。正如印度古代佛教文獻記載，印
度阿育王是虔誠的佛教護法。考古發現，今存阿育王石柱文字，他保護佛教，
同時也保護其他宗教。佛教記載偏愛於自己信奉的宗教，是可以理解的。（今
天中國政府保護佛教，有明文規定是事實，同時中國政府也保護伊斯蘭教、基
督教、道教，也有文字規定。）
漢傳佛教傳入中國內地，大體經過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介紹時期──漢～東晉；
第二階段為融合時期──南北朝；
第三階段為創造時期──隋唐；
第四階段為儒化時期──宋至清。
漢傳佛教自始至終走的是中國化的路。即使在第一階段的介紹時期，佛教典籍
從古到今不斷有新的漢譯本，但佛教的主要典籍大量湧現於東漢到唐中期（約
800 年）。唐以後多為零星譯述。北宋有國家的譯經院，譯出佛經有限，約在
五百卷左右，多為已譯出的佛教典籍的補充，也有些零星短經，在社會上影響
不大。這時佛教在印度遭到政治變故，源頭衰竭，可供介紹的原始資料當然越
來越少，當年印度各種流派在漢譯佛教典籍中都可以找到。介紹階段應當是客
觀轉述，但漢傳佛教的譯文，從一開始就不甚忠實於原文。此種現象是不可避
免的。因為佛教的宗教理論發生在古印度，必然帶有地區及民族文化的特色。
中國也有自己古老的文化傳統，往往以自己的觀點方法來迎接這個外來的宗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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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早期佛教漢譯典籍帶有中國理解成分。最早把佛教看作與黃老同道，解釋
佛教宗旨時，說：「沙門者，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為也。」 [2]
早期譯「涅槃」為「無為」，用老子的「守雌」、「抱一」解釋佛教的「守
一」，把佛教所謂神通理解為神仙的變化飛升，還有把「地獄」譯為「泰山」
的。
越過介紹時期，進入融合時期。這時大部分佛經都有了漢文譯本。中原地區，
玄學盛行，有文化修養的佛教徒對佛教般若學理解為「無為」之學。道安在
〈道地經序〉中說：「寄意故有六階之差；寓骸故有四級之別。階差者，損之
又損，以至於無為；級差者，忘之又忘，以至於無欲也」，他把佛教禪定訓練
理解為老子的無為無欲，損之又損。梵文原文「心意」、「意念」本來說兩個
概念，漢譯統譯為「意」字。佛教安般守意，乃禪法的十念之一，並不指守護
心意。守護心意，不使放逸，是中國道教的修煉方法，如損之又損，忘之又
忘，都與佛教原旨不合。又如支謙譯《大明度經》，把「般若」譯為「大
明」，「波羅蜜多」譯為「度無極」，以「道」與「般若波羅蜜多」相比附，
譯「道」為「虛空」。支婁迦讖、吳支謙、秦竺佛念把《般若經》的「真如
品」譯為「本無品」。到了鳩摩羅什才改譯為「大如品」。
在佛教傳入漢地的早期，主譯者均為外國僧人，他們大多數來自中亞西域地
區，來自天竺者少。早期漢譯佛經原本出自「胡語」（中亞語言），直接從梵
文譯出的佛教典籍南北朝以後才逐漸增多。隋唐譯出的佛經，才完全出自梵文
本。早期漢譯佛經，主譯者有的不懂漢文，有的略通而不精，不能不借助於中
土助手。從傳譯開始之日，就不可避免地雜入中原本土的思想和觀點，也就是
說，佛教從傳入漢語地區，就帶上漢文地區的烙印。
佛教傳入的第二階段融合階段，更系統地吸收、融合中土觀點來解釋佛典。
「六家七宗」即是最典型的代表。佛教與中原本土思想互相交融，廣泛傳播。
漢傳佛教第三階段在隋唐時期。這時期的特點在於擺脫佛教原有的框架，由中
華本土佛教學者、宗派創始人開始構建中國佛教的新體系。它的特點是更多地
結合中國社會傳統的實際，建立宗派，使佛教教義更進一步結合中國國情，有
的較為接近上層（如天台、華嚴），有的偏重下層（如禪宗與三階教）。他們
建立宗派的理論，有的在佛書中有文字依據，有的借用佛經文句賦予新解，也
有的宗派直抒胸臆，自稱得自佛祖「心傳」，擺脫依傍，直指心源。這一時期
的佛教更充分地體現了中華民族善於吸收外來文化、善於創造的民族特點。古
印度佛教好比一株大樹，主幹枯老，派生的新枝由主幹蔓延孳生，生長得比原
來的主幹更為壯大，異常茂盛。今天凡是到過印度，參觀過佛教聖迹鹿野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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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鷲山、那爛陀寺、菩提樹證道處的，幾乎都有同感。漢傳佛教的第四階段，
宋元明清以後形成三教合一，以儒為主導的局面持續了近千年。此一時期佛教
與中國傳統文化融合得更緊；負擔起治國安邦，輔助王化的責任。

中華民族是個偉大的民族，幾千年來，立足於東方，影響到世界。它善於繼
承，勇於創新，經常以繼承的方式來創新，即古人所說的「以述為作」。名為
繼承，實為發展。這是中國幾千年來運用的發展文化的主要方式。
佛教東傳，在介紹階段已融入不少中國傳統文化的成分，在第二階段，更進一
步融會貫通，第三階段，由融會貫通發展為獨立創造，第四階段成為儒化佛
教，形成獨具特色的漢傳佛教。
漢傳佛教的表現充分體現了中國文化的特色。漢傳佛教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
部分（還有道教、儒教等其他宗教）。
漢傳佛教與東方文化有以下幾個方面值得注意：
(1)漢傳佛教的融會貫通性。佛教傳入後，不斷與中國本土國有文化融會貫通，
形成新的文化內容。中華民族，從秦漢以來，就是不斷吸收外來文化使自己成
長起來的，歷代中國文化都是吸收當時有影響的優秀文化充實自己而發展起來
的。
(2)漢傳佛教善於隨著時代發展而隨時變易，充實其內容，能夠與中土主流思潮
配合，取得生存、發展，並以自己的思想影響、豐富中國本土文化。中國哲學
史的心性論，就是得益於佛教的佛性論而得到深化。這種深化的心性論大大豐
富了孔孟以來的心性學說，把中國哲學史推向更高的水平。
(3)漢傳佛教與中土文化互相吸收、互相借鑒而不是互相排斥、敵對，體現了中
國傳統文化博大深沉、兼收並蓄的傳統。同時又有兼善天下的胸懷，把有價值
的東西慷慨地傳播到更廣闊的範圍。佛教大乘普渡眾生，與儒教兼濟天下的傳
統良好地結合起來。中國不但把四大發明傳到全世界，漢傳佛教還把自己的教
派、經典、宗教儀規，傳播到我們的近鄰諸國，朝鮮、日本、越南的佛教基本
上是在漢傳佛教的基礎上創建的，這些流派在他們國家也都不同程度地發展壯
大。
(4)由漢傳佛教的傳播與東方文化的關係，可供我們預測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化發
展道路和前景。中國是古老的文明大國，又是一個面臨新世紀、新時代的大
國，它古而不老，舊而常新。中國未來文化的前景，也應有類似相應的幾個階
段可以借鑒。如果勉強類比，中國當前與世界文化的相互關係，正處在佛教東
傳的第一、第二階段，我們正處在面向全世界，對我們不熟悉的文化加以介
紹、融合的時期。經過了這長期介紹、融合的過程，必將走向創造階段。我們
正滿懷信心，借鑒前人走過的道路，參考他們的經驗，為建設中國的新文化而
努力。飲水思源，漢傳佛教對中國，以至對東方文化的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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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將為未來新文化繼續發揮積極作用。新文化中，當然包括漢傳佛教的優良傳
統在內。瞻望前程，光明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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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Buddhism and Eastern Culture
Ren Jiyy
Director,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Summary
The transmission of Buddhism into China underwent the introductory phase (from
Han to Eastern Tsin Dynasties); the fusion phase (Period of North-South Division);
the creative phase (from Sui to T’ang Dynasties); and the Confucian influence phase
(from Sung to Ching Dynasties), resulting in the evolution of Buddhism into part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There are four important point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Buddhism and Eastern culture: (1) the syncretic nature of Chinese
Buddhism; the strengthening of Buddhism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y mutual
incorporation; (2) the capacity of Chinese Buddhism to develop in tune with the times;
(3) the mutual learning process between Buddhism and Chinese culture of the Yellow
River plains; (4) a vision for the incorporation of cultur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into
Chinese culture in the 21st Century, drawn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Buddhism and Eastern culture.
Keywords: 1.Chinese Buddhism
3.confucian influence

2.culture of the Yellow River plain

[1] 長途販運，路程越遠，販運的貨物越要精緻，體積不太大而價值昂貴，才可
以驅動商販貿易的積極性。
[2] 《後漢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