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懷瑾先生的簡介 

 

    南懷瑾，壹玖壹捌年出生，樂清南宅殿後村人。幼承庭训，少習諸子百傢。 

浙江國術館國術训練員專修班第贰期畢業、中央軍校政治研究班第十期畢業、金

陵大學研究院社會福利係肄業。抗日戰爭中，投筆從戎，躍馬西南，籌邊屯垦。

返蜀後，執教於中央軍校軍官教育隊。旋即潛心佛典，遁蹟峨嵋大坪寺，閱藏叁

年。後講學於雲南大學、肆川大學等校。赴臺灣後，任文化大學、辅仁大學、政

治大學、以及其他大學、研究所等教授。數年前旅美，現尚寓香港，未定所居。

在港、臺及居美時期，曾創辦東西方文化精華協會總會、老古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美國維吉尼亞州東西方文化學院、加拿大多倫多中國文化書院、香港國際

文教基金會。並關心傢鄉建設，1990 年泰順、文成水災，捐資救患，並在溫州

成立南氏醫藥科技基金會、農業科技基金會等。又將樂清故居重建，移交地方政

府做為老幼文康中心，且為厦門南普陀寺修建禅堂，倡建金溫鐵路，作出鉅大贡

献，眾所皆知。生平致力於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出版有論語別裁、孟子旁通、大

學微言、老子他說，及佛 、道兩傢叁十多種著作，有經英、法、荷蘭、西班牙、

葡萄牙、意大利、韓國、羅馬尼亞等捌種語文翻譯流通。曾講學歐、美、日各國，

美國華盛頓大學尚設有南懷瑾學院。

 



    其門生博士，自出鉅資，用其名義在國內創立光華獎學基金會，資助叁十多

所著名大學，嘉惠研究師生等舉。要之：其人壹生行蹟奇特，常情莫測，有禅學

大師、國學大師種種稱譽，今人猶不盡識其詳者。近年為重續中華斷層文化心願，

致力提倡幼少兒童智力開發，推動讀經及中、英、算並重之工作。又因國內學者

之促，為黃河斷流、南北調水事，倡立「參天水利資源工程研考會」，作科研工

作之先聲，不辭勞瘁，不避讥嫌雲雲。 

人物生平  

1918 年 3 月 18 日出生於浙江省樂清柳市； 

 

國立藝術院第贰期畢業； 

 

中央軍校政治研究班第十期畢業； 

 

金陵大學研究院社會福利係肄業； 

 

1945 年，前往肆川、西康、西藏參訪。期間在峨眉山中锋大坪閉關叁年。（為了

修學） 

 

離藏後赴昆明，講學於雲南大學，後又講學於肆川大學。 

 

1947 年返回故鄉柳市，不久，歸隱於杭州叁天竺之間。後又在江西庐山天池寺

附近清修。 

 

1949 年春前往臺灣，相繼受聘於中國文化大學、辅仁大學和國立政治大學講學。 

 

1969 年創立"東西精華協會"，後創立"老古文化事業公司"和"十方丛林書院"。 

 

1971 年創辦《人文世界》雜誌。 

 

1976 年到 1979 年閉關於鬧市叁年。 

 

1985 年旅居美國，成立弗吉尼亞"東西學院"。 

 

1988 年到香港居住。 

 

1993 年應妙湛長老之邀到厦門南普陀寺主持"南禅柒日——生命科學與禅修實踐

研究"。 



 

2000 年由南先生任理事長的香港國際文教基金會，將"兒童中華文化導讀"活動嚮

祖國大陸及華人世界全面推廣。 

 

2006 年在江甦吳江的太湖之滨，創建太湖大學堂。 

習武缘起  

    太極拳協會會長"立法委員"韓振聲先生，曾經以「太極拳與道功」這個問題

來問我，所以就我個人年輕時學拳的經驗提出來與他砌磋研究，我們壹致以為學

太極拳到最後階段，應該走入修道的途徑較為圓滿。由於那次相談得很投契，後

來又應他的邀請於"民國"伍十伍年（壹玖陆陆）十壹月十壹日，假立法院第贰會

議室做了此次講演。當天報紙刊出的新聞，誤以我為國術傢相稱，實在不是事實，

只是覺得國內的武術精神，與日俱衰，令人忧心，正如今日中國文化之亟亟待興

壹樣，而返觀太極拳在歐美各國則日益流行，每回看到國外寄來的拳姿照片，卻

又不免有「橘逾淮而枳」的感慨，因而藉此次講演的機缘，贡献個人壹得之見，

以就教高明，並以阐述我中華文化中武藝精神內涵之壹般。 

習武訪師  

童年 

    我自幼個性就好動，並嗜讀武侠小說，剛在十贰歲時即開始習練種種武藝。

此前在陆至十餘歲時期則因體弱多病而日與藥物為伍，且目患近視、常私自貪閱

武侠小說而躲在樓上書房按圖瞎練，父母固不知情。因心慕飛檐走壁，自亦練學

跳梁倒掛，有壹天，不慎從梁上跌落到地，聲震壹室，傢父聽到鉅大聲響上樓察

看，才知道我在偷偷習武，當時他老人傢並沒有對我責怪，反而聘延武師到傢教

我武藝，這時起我才正式開始習武。 

啟蒙 

    當時在傢鄉浙江樂清壹帶盛行所謂的「硬拳」，與今日壹般練拳情形相差不

多。起初，隨師習練時，固然不知道以我衰弱之躯而學此剛猛之拳是否適當？又

不能分辨拳藝的優劣，每回習拳之後卻有頭腦昏昏之感，莫知其所以然？但以從

小誌慕侠客義行，所以也就勉強自己而照練如仪。 

訪師 



    其後負笈肆方，人事接觸漸廣，以心喜武術道功，乃不計耗資，不論宗派，

凡遇有壹技之長的人，或具神通，或有道，或有武功，即頂礼叩拜為師。因此到

贰十歲前，所拜的師父，各門各派，積加起來亦多達捌十餘人。所學範圍包括南

宗、北派，長拳、短打，乃至十捌般武器，至少亦習弄過十肆件左右，外加蒙古

摔跤、西洋撲擊等，真可謂：「樣樣統摸，般般皆弄。」 

比賽 

    有壹次，中央國術館張清江先生，於杭州國術舘主辦全省性國術比賽，我亦

參與其盛，以姿勢優異而穫冠軍。抗戰前，各縣市普設國術館，都有專人負責，

武風維揚，盛極壹時。然我私自反省所習武藝實未精到，各路各派，亦不過略窥

其門徑而已，乃決心繼續尋師訪道，親近高明。 

習武訪道  

劍仙 

    當時聽到杭州城隍山上有壹老道，傳說係滿清王室公子出傢者，這位老道須

眉皓白，童颜鹤發，神釆奕奕，據傳已成劍仙；得此消息，心中萬分興奮，即行

前往拜谒數次，都未得見面。（想起當時訪師求道之誠懇，見面即跪，而今日朋

輩相訪，談玄說道等，甚或有人還以此過訪談道為對主人的—種施惠，算是看得

起對方，今非昔比，想來頗多感慨）。聽說這位道長當時逢人來求皆推稱不會劍

術，若慾習畫他則教人畫梅。幾番週摺後，我終於見到了他，即嚮他再叁懇求學

劍，只學此項，不求其他。因為我意誠心堅，終於穫得進壹步約談。 

    他見面壹開頭就問：「曾習何劍？」我答：「學過青萍、奇門等等。」於是道

長即命我當場試練所習。我練了壹陣以後，他批評說：「這真的只是兒戲，不可

再練，徒費光陰，還是以讀書為好」，又接著說：「你所聽說壹些小說書上說的白

光壹道，口吐飛劍，這類的話，在世界上並無其事。劍仙雖有，但並非如同小說

上所描述的那樣；今天你暫且試練壹下，每天晚上把門窗緊閉，房間內不點燈，

使內室漆黑，僅點香壹枝，嘗試用劍劈開香頭，手腕著力，而臂膀不動，等練到

壹劍迅下，香成兩半時，才進入第壹階段。第贰步再把豆子掷嚮空中，用劍劈在

空中成兩半，功夫能練到這裡，再來見我，再為你解說劍路。」 

    當時聽了以後，心想這實在太難了，雖然心知天下無難事，這樣練劍，也不

是不可為，但因當時立誌學文兼學武，俾能經世濟時，而諸事分心，惟恐心不專

壹則反而壹事無成。魚與熊掌，不可得兼，遂作罷。放棄作劍仙，然而對於學拳

仍舊勤勞，每日凌晨叁時，必起床練拳，兩叁小時後，再沐浴更衣。當年杭州西

湖壹帶，武師甚多，我亦朝夕浸潤其間，躍馬佩劍，臂縛鐵環，腿绑鐵砖，也相



近於那時的「太保學生」了。壹笑！以後訪遇僧道甚多，皆各有專長，然所說與

城隍山老道大抵相同。總之，我在那段學拳時期，練習武功，可以說從來沒有間

斷過壹天。 

入川 

    抗戰前贰、叁月，我即只身入川，其後壹些朋友也隨政府辗轉來到了陪都肆

川，相遇時都說，我有先見之明，固不知道我想到峨嵋學劍的心願。記得那時壹

路訪道，到漢口時，曾遇到兩位異人，壹道壹俗，道者紅光滿面，俗者跛其壹足。

手中均捻弄鐵彈，笑容霭然，我竟不覺尾隨其後，自黃鹤樓前绕到後山，他兩人

壹直走亦不稍回頭。翻山越岭，直到下坡時，才回頭問我：「奇怪！年輕人你跟

我們到這裡幹什麼？」我本想把訪師求道的心意告訴他，忽然感覺到天下騙子甚

多，倘若在湖北只身遇騙，那就麻煩了，於是說是遊山。他們又問我將往何處去，

我說打算到肆川，道人仔細看了我壹回，然後說：「好的！你應該入川，我們後

會有期，但是今天你不要再跟著我們了。」他並留了以後見面的地址給我，就此

分別。至今回憶起來，該贰人神態舉止都很奇異，令人回味無窮。後入川，遍訪

青城、峨嵋仙佛觀寺，壹路亦未有些時中斷過。 

遇異 

    肆川名勝鹄鳴山，為東漢期間道教祖師張道陵隱居之地，山上住有壹位名號

王青風的道士，是肆川境內傳說的劍仙，我曾經上山尋訪他，多次以後，終於見

到面，他亦是壹位奇人異士。他說：並無飛劍這種事，但劍仙卻是有的。然而他

的說法又與杭州城隍山老道所說稍有不同。他說劍為壹種「氣功」，所謂以神御

氣，以氣御劍，百步之外可以御敵。又說劍有伍類，大別之為有形、無形。他知

道我羡慕「金光壹道」的劍術時，告訴我需铸備壹寸叁分長金質小劍，再以道傢

方法習練。壹如道傢練丹之法，可將黃金炼化成液體，並可服饮，若中了毒，道

傢並有解此毒的藥。當時私自想到，現在到了科學昌明，枪炮及炸彈等威力無比

的利器皆已發明了的時代，還去苦練這種劍術幹什麼？如果是為了強身，則個人

已經知道的許多方法，就足以保健，何必浪費時間在這方面。就因這樣想法，意

誌始終未能專精堅持而放棄了。 

    後來請王青風老師表演，那時我們彼此之間的感情已經很深厚，所以他就特

允了我的請求。壹次他站在山頭上，用手壹指，數丈外對峰上的壹棵老松即應手

而倒。我童心未泯，尚驚訝地問他何以無光。他說：「我早已經告訴過你並無此

事，慾練至有光，另有壹番道理。」 

    這時他的大弟子亦在旁邊，這個人也是道士裝束，我亦請他表演，但見他用

鼻孔吼氣，便看到他站立之處，週遭山土轉即成尘飛揚。此贰次表演都是我親眼

目睹的事實，由此而相信中國武術，的確可練至甚高甚妙境界。此其壹。 



    第贰位所遇到的異人，在肆川自流井，是由以「厚黑學」聞名之李宗吾先生

所引介。李公學問、見識廣博，道德亦高，世所罕見，其所著作的「厚黑學」，

如其所說：「撥開黑的，讓人見到真正的。」旨在諷世。我在自流井遇到他的時

候，就說在附近赵傢崙鄉下，有壹位捌十多歲的老先生，是得到武當內傢武功的

真傳，輕功已經到了「踏雪無痕」的境界，如果隨他學習，只須叁年的時間便可

有成就。因為這位老人的師父籍貫浙江，所以亦慾授壹逝籍弟子以報師恩。知道

我是浙江人，故願為引介。 

    於是我們坐「滑杆」下鄉去拜訪，相談之下，連稱「有缘」。老人見我對於

飛檐走壁之事，心存懷疑，不大相信，他洒然壹笑之後，即疾行壹裡多路，又快

步走回來，這時剛好新雨初晴，地上泥泞，老人腳上穿的壹雙白底新靴，壹趟回

來後，鞋底壹點也沒有被泥染污，而且他在起步時，未見拿架作勢，洒然來去自

如。他又問慾見走壁的身手否？隨即見他張臂貼壁，亦未有任何架勢，人已離地

拔高，笑說：「你現在相信吧！亦願學否？」並稱說學這些功夫只有柒十贰诀，

歸納成柒十贰字，壹字壹诀，壹字壹姿勢，循序漸進，無需廣場，僅樓阁之上，

即敷應用，若願住叁年，即可示教。我當時考慮再叁，複因恐怕自己誌趣不專，

弄得百事無成，故只得婉辭。後壹路代觅可傳的人，卻沒有找到，至今心中仍掛

念遺憾。 

棄武學禅  

    後來到了成都，遇到壹位河南籍拳師，教我「十叁大法」，即是太極拳衍變

的十叁架式，不剛不柔，然而每壹個動作，招招可以致人死命。頓時感覺到倘使

學這套拳的人沒有道德修養，動輒要人性命，如何了得！所以從此棄拳不學，專

誌學禅，在峨嵋閉關叁年，壹直與拳絕缘。 

    太極拳種式頗多，陳傢的雙邊以及楊傢太極，都曾習練，到現在還能勉強記

憶的是楊傢拳之姿式，若演練全套，則因荒疎已久，頗有勉強之感。我對拳術，

壹擱就是贰、叁十年，既不練習又不與人較量，可說壹生從來未曾施用過，且越

到後來越怕動手，愈厭習武。春秋法傢韓非子之名言：「儒以文亂法，侠以武犯

禁。」文人自古相輕，武人從來不服輸。好勇鬥狠，粗暴骁勇，有時令人難忍，

因此以後與習武朋友也就漸漸地疏遠了。武功的根源，首當追溯到我國伍千年前

深遠博大的文化。古人造字，止戈為武，即已阐明武的原理。武功的目的是以武

制亂，以求「和平」。 

    後世學武，反而更滋生事端，學文亦是如此，這也是使我棄武學禅之主要動

機。以上是我學武的經過，同時亦足證明我並非所謂的國術傢。 

習禅品茶 

    蔡俊，壹個為南懷瑾先生制茶的青年。用蔡俊的話講，（南懷瑾）眼睛壹睁



就喝茶[1]。 

    南老師只喝岩茶，他覺得岩茶不像鐵觀音那麼浮，內斂但是有香氣。他喝的

岩茶出在叁坑兩涧，第壹坑是牛欄坑，第贰個是慧苑坑，第叁個坑是大坑口，也

稱玖龍坑。叁條坑是纵嚮的，兩涧是橫嚮的，兩涧壹條是流香涧，還有壹條為悟

源涧。最好的岩茶就出在這裡。 

    最好的正山小種出產地為麻粟，產量很少，每年蔡俊都要到麻粟收購壹些原

料，然後再回來制作。對茶的認知度每個人都不同，所以蔡俊也不會譁眾取寵。

做茶要物盡其用，物質本質的美好不能因小而失大。他的理念如此，應用也用心

良苦，把做好的茶供養給南老師。 

    南老師非常受用蔡俊的茶，傢鄉的味道或者是童年的味道，引起老人傢無盡

的回憶。從早到晚，南老師都喝茶。他的作息時間與我們常人不壹樣，我們的晚

餐像他的午餐，他壹天只吃壹頓飯。 

    南老師最喜歡的茶就是岩茶，不講究品種，只要是好的，追求壹個結果。所

以，每年專門有壹兩款給老師的茶，命名為老茶鬼。選擇武夷山叁坑兩涧中的茶

樹，旁要有水流過，並且要藏風聚氣。 

人物評價  

    南懷瑾的著述是學習中國傳統文化的捷徑，對無法直接了解典籍的人作了壹

個重要引導，南懷瑾的言談生動有趣、博大精深，可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忠實代

言人，對中國傳統文化複興與普及的作用功不可沒。人們尊稱他為"教授"、"大

居士"、"宗教傢"、"哲學傢"、"禅宗大師"和"國學大師"，壹度名列"臺灣十大最有

影響的人物"。在中國大陸有多數的民眾由西方哲學轉入東方文化，代表作品如

《論語別裁》《孟子旁通》《原本大學微言》《易經雜說》。其中刊正了許多以往對

傳統文化的誤解。 

    在臺灣則多由佛道入門（大多數為佛教眾），佛教學方面如《金剛經說什麼》

《圓覺經略說》《如何修證佛法》《藥師經的濟世觀》，南懷瑾可說是密教準提法

在臺灣香港的重要推動力。 

    道傢方面，南懷瑾的書籍在命理及中醫學亦扮演不可缺的首階，如《老子他

說》《莊子諵譁》《道傢密宗與東方神秘學》《靜坐修道與長生不老》《中國道教發

展史略述》等。 

延伸閱讀  

南懷瑾非常尊重中國的傳統文化，甚至因此反對伍肆運動，認為其造成了對

傳統文化的破壞。 

南懷瑾先生認為中國能歷數朝甚至外來統治仍不亡，乃是中國文化不亡所致。 

故近幾年來大力推動兒童讀經運動，希望能將讀中國古書的基礎往下扎根， 以

挽回目前中國人幾乎對中國自身文化毫無認識的大斷層。 惟其兒童讀經運動，



以推動"中、英、算"叁者並進，非獨厚中國國學也。 而所注重之讀經部分，又

以肆書伍經為主，尤以肆書為重， 冀能為中國孕育出經世濟民之材，而非詩詞

歌赋之材也。 

\ 

杏壇春意暖教化滿人間 ——記國學大師南懷瑾先生 

時至今日，在海峡兩岸，在日本、韓國，在東南亞，在北美、歐洲，甚至在

世界上其它更多的國傢和地區，南懷瑾先生依然是壹位頗富神秘色彩的傳奇人物，

且名播遐迩，聲譽日隆…… 

早在伍十餘年前，作為國學大師的南懷瑾先生即在臺灣傾全力講述、印行傳

統文化經典，從學界、商界、政界，直到民間大眾，先生不辭辛勞，奔波教化叁

十餘載，內容涵蓋儒、佛、道及諸子百傢，兼及醫卜天文、拳術劍道、詩詞曲赋，

著述凡叁十餘種，立足時代科學精神，將古老的中國傳統文化推進到壹個新的、

更加璀璨奪目的文化層面，開拓了全新的學術視野，其影響之深遠必將是劃時代

的。其後，先生又奔走於美國、香港、歐洲等地，雖偶於經贸領域度化，然其根

本心願仍在中華傳統文化之弘揚，蓋以文化為民族存亡之根本也。 

數十年來，南先生雖旅居海外，然心懷故土鄉梓，深切關懷著祖國大陸經濟、

文化、社會的發展，晚年尤甚，谆谆教導海外眾多弟子赴大陸投資，引進先進科

技，支持國傢經濟建設，並率先在大陸投資 1286 萬美元修建金溫鐵路，籌集鉅

額善款在大陸南北十餘所高校設立"光華教育獎學金"，為希望工程捐助拳拳愛

心……凡此種種，令人深為感佩。南懷瑾先生到底是怎樣壹位傳奇人物呢？ 

長憶峨嵋路 繩床月滿天 

1918 年，壹代奇才南懷瑾先生诞生於浙江樂清柳市區壹個世代書香之傢，

從孩提時起即接受嚴格的傳統私塾教育。到十柒歲時，先生除精研儒傢肆書伍經

外，涉猎已遍及諸子百傢，兼及拳術劍道等多種中國功夫，同時苦心研習文學歷

史、琴棋書畫、詩詞曲赋、醫藥卜算、天文歷法諸學，每得其精髓而以為樂焉。

這位孜孜以求的好學青年，為深入探究宇宙人生的奥秘，不畏艱險，跋山涉水訪

求多位岩穴高隱之士，虛心求教，學到了許多不傳的法門和秘學。 

抗戰軍興，年輕的南先生毅然辭親遠遊，入川任教於中央軍校，報效國傢。

在川時又入華西坝金陵大學研究院，專研社會福利以便服務社會大眾。當時報載：

"有壹南姓青年，以甫弱冠之龄，壯誌凌雲，豪情萬丈，不避蛮烟瘴雨之苦，躍

馬西南邊陲，部勒戎卒，殚力垦殖，組训地方，以巩固國防。迄任務達成，遂悄

然單騎返蜀，執教於中央軍校。只以資禀超脫，不為物羁，每逢假日閒暇，輒以

芒鞋竹杖，遍歷名山大川，訪盡高僧奇士。複又辭去教職，棄隱青城靈岩寺，再

遁蹟峨眉山中峰絕頂之大坪寺，學仙修道雲雲。" 

離成都不遠的灌縣青城山，有壹傢著名的靈岩禅寺，南先生至交傳西法師在

此住持。當時不少知名學者如冯友蘭、錢穆等均住在寺內閉關靜修，大居士盐亭

老人袁焕仙先生也在寺裡閉關。袁老先生乃名重壹時的川北禅宗大德，他散盡億

萬傢財，行腳遍天下，求法忘躯，大徹大悟，潛心內典，栖誌心宗，亦睹明星以



悟道，見拈花而破颜者矣。先生悲大道之沉淪，眾生之颠沛，乃以如來傢業、孔

老薪傳，立己立人而及國傢天下，與虛雲大法師並世弘法，法鏡高懸，宗風燿烁，

壹時影從之名流學者不惜千裡跋涉而就教於先生。 

南先生於休假閒暇亦時常往來於青城山，在寺裡小住，有缘結識了袁焕仙老

先生，晤談之下，遂為忘年之交。袁先生閉關期滿，下山到成都成立了維摩精捨，

南先生追隨左右，遂拜門牆，成為維摩精捨開山首座弟子，潛心修道參禅，多有

會心之處，竟毅然辭去中央軍校教官之職，而師生情谊甚笃，有如父子焉。南先

生其時正值贰十伍歲華年，已深得袁老先生真傳，並隨袁老先生赴重庆參訪虛雲

大法師，親聆教诲，隨老師到潼南玉溪口過冬，更得老師親炙，心得更非同壹般。

其後，南先生為求深研佛法，便悄然離開成都，奔赴峨眉山大坪寺閉關修持。 

峨眉山是中國佛教伍大名山之壹，為普贤菩萨道場。中峰的大坪寺由明末避世的

得道高僧松月法師開山，地處懸崖陡峭的孤峰之上，只有猴子坡、蛇倒退兩條崎

岖的山路可通，山上無水，所用僅靠雨水和冬季的冰雪，故人蹟罕至，確為閉關

靜修的好去處。由於大坪寺藏有全部大藏經，又有挚友印華法師的提議及普欽大

法師的首肯，南先生便選定此處閉關了。 

叁年閉關閱藏，南先生穿上僧衣，於青燈古佛旁斋戒素食，日夜苦讀經、律、

論叁藏十贰部伍、陆千卷佛傢經典，以經為法，印證個人修持所得，遂致終生受

益無窮。其間，袁焕仙先生特地上山看望這位心心相印的弟子，並在大坪寺為僧

眾舉行了壹次禅柒，又欣然題筆為大坪寺作了壹幅禅意隽永的對聯——"此地即

普贤道場，來天末雁，看岭外雲，數遍色色尘尘，都是晴空壹亘；何處見秀頭和

尚，饮赵州茶，讀慈明榜，歷畫山山水水，依然秋月半輪。" 

對於這壹段生活，南先生留有深深的記憶，"長憶峨嵋金頂路，萬山冰雪月

臨扉。"對提議他到此處閉關的印華法師，南先生心中更是時時感念。印華法師

為當時川西尼眾翘楚，南先生閉關期間，她是虔誠發心供養的外護之壹。南先生

在壹首憶印華法師的詩中寫道；"印心促膝記當年，定起繩床月滿天。幾點腊梅

花慾蕊，經窗相對兩無言。"對當年的修持生活作了精細的描述，亦對同道至交

表露了深挚的友情。 

後來，南先生從峨眉山又來到樂山竹根滩伍通桥多寶寺閉關靜修，由於聞訊

而來訪者日見其多，遂移至弟子張懷恕傢書樓之上安居，禅修打坐外，便埋頭於

書丛之中，披閱了全套《永樂大典》、《肆庫備要》等經史典籍，所穫甚豐。 

1945 年，南先生在神通俱足的風了和尚陪同下，遠走西康、西藏，參訪密

宗各宗各派。風了和尚為其護法並安排行程，滿空法師擔任藏語翻譯，肆川高等

法院首席檢察官謝子厚大居士則供養他紅教、白教、黃教、花教等多種秘藏法本。

許是由於南先生擁有當時西康行辕公署少將參議的頭衔，因此他能在康藏壹帶得

到順利的安排，並有得以參透密宗各派奥秘的方便。在此期間，南先生參訪了贡

噶活佛、根桑活佛等，得到多位上師印證，承認南先生為合格的密宗上師。後來，

贡噶活佛還在成都古刹大慈寺，特地為南先生傳授了顯秘大小戒律，並親手書寫

了藏文傳法傳戒的證書交付南先生。 



在川玖年，南先生雖歷盡艱險曲摺，然終於修得大成，豈非前世因缘？南先

生有詞雲："雲水萍飘豈偶然，玖年足蹟遍西川。管他鬓到秋邊白，落得人間月

似烟。肠空轉，事難全，又入阎浮慾界天。樽前酒醒荒唐夢，君嚮潼南我嚮滇。

"是即將離川的惘怅，還是哀民生之多艱，抑或是若明若暗的禅語，或許是叁者

兼而有之吧！ 

 

人生知何似 景德傳燈時 

南先生取道重庆，離川赴滇，講學於春城雲南大學，其間又短期回到蓉城，

講學於肆川大學。1947 年，先生返回浙江樂清故裡，旋即歸隱杭州天竺，細細

披閱了浙江省立圖書館所藏文渊阁《肆庫全書》與《古今圖書集成》，繼而避亂

世於江西庐山天池寺結茅棚清修。1949 年春，先生經波歷險，始來臺灣。 

南先生初莅臺灣，受朋友怂恿，壹時興起，與友人合作經商，然適逢時變，

加之友人經營失誤，竟至本利無歸，陷於困頓。然先生未加責怪，反於友人多方

撫慰，並備酒肴款待，聞者無不感佩。斯時，先生栖身基隆海滨壹陋巷中，阖傢

陆口擠在壹小屋內，瓦可漏月，門不閉風，子女尚在髫龄或襁褓，生活甚為清苦。

先生自己形容當時之境況："運厄陽玖，窜伏海疆，矮屋風檐，尘生釜甑。"然先

生素來超然物外，坦盪洒脫，故窮而不愁，潦而不倒，依舊滿面春風，並在此困

厄之中完成了他在臺的第壹部鉅著《禅海蠡測》，就禅宗要旨、公案、機锋、證

悟、神通及與丹道、密宗、淨土諸法之關係，钩玄剔要，精微阐述，為求證無上

菩提大道者，架設壹條登堂入室之梯。 

不久，先生遷居臺北龍泉街，寓於壹處菜市場中，環境喧鬧，污秽堆積，雖

身居伍浊陋室，仍每每右手執筆疾書，左手抱著幼子，雙腳還要不停地蹬著搖篮，

以防其中的孩子哭鬧，又完成了《楞嚴大義今釋》和《楞伽大義今釋》兩部傳世

之作。"自從壹讀楞嚴後，不看人間蹧粕書。"前者探尋人生宇宙真理之本原，乃

步入佛門、悟證真空妙有的壹部奇書，更是抱本修行、閉關悟道、直至證果均須

臾不可離身的修持指南。後者解析唯心、唯物之矛盾，列有壹百零捌個人生思想

哲學問題，堪稱佛門唯識學寶典。"楞伽印心"，禅宗伍祖宏忍，即以此驗證學人

是否開悟。在此困頓坎坷境遇，南先生不得不"著書多為稻粱謀"以"煮字療饑"，

但先生自奉甚俭，恬淡為樂，雖有在陳之厄，仍安貧樂道，收詹阿仁等弟子悉心

指導，以弘揚大法。先生雖叁餐不繼，見鄰居無米為炊，卻"人饑己饑"，趁鄰居

夜半入睡之時，悄悄將偶得之米袋放在這戶人傢門口，令人有米為炊，免於饑馑，

如此嘉言善行，亦不勝枚舉雲。 

幾年後，先生相繼受聘於文化大學、辅仁大學執掌教席，且應邀到多所大學、

機關、社會團體講學，舌耕筆耕收入漸豐。其間，先生焚膏繼晷，筆耕不辍，以

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為宗旨，面對當時學術界對禅學與道傢的諸多誤解和歧見，先

生揮如椽鉅筆，寫出《禅宗與道傢》壹書，正本清源，全面阐釋禅宗宗旨與宗派

源流，深刻剖析了禅宗對中國文化與社會的深遠影響。該書亦以翔實史料纵論正

統道傢及隱士、方士、內丹、外丹各派源流變遷及其修炼要旨，使學術界耳目為



之壹新。該書壹經問世，各界讀者若久旱之望雲霓，迅即暢銷岛內外，南師之名

遂為更多的人所知曉。 

1969 年，南先生以"熟讀經書徒論議，實行道義太伶仃"，不忍中華傳統文化

日趨式微，發願"慾為天心唤夢醒"，巍然自拔，振臂而起，創立"東西精華協會"，

意慾為臺港工商社會注入中華文化之清泉，並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取精用宏，俾

服務於社會與大眾。 

東西精華協會坐落於臺北市青田街，雖為壹室壹厅的小公寓，卻是"室雅何

須大，花香不在多"，厅中懸掛著南先生親筆題寫的兩幅對聯"上下伍千年，纵橫

十萬裡；經纶叁大教，出入百傢言。""海納百川，龍奮風雷開宇宙；天容萬象，

鹏飛窅冥啟東西。"其氣勢自是非凡。難怪莘莘學子、各界贤達深深為之感奮，

捐資出力，共襄勝舉。 

協會會務繁忙，先生講學範圍又極廣，除深入淺出講述儒、釋、道叁傢之學

外，尚有中國文化大係、歷代謀略學、中華醫藥、中國建築與園林藝術、中國企

業管理，以及詩詞、書畫、星相、堪輿、卜易之學……前往聽講者極為踊躍，名

流學子，販夫走卒，靡不俱備，講堂內外，均人滿為患。南先生或青衫布鞋，或

西裝革履，風趣幽默，侃侃而談，聽眾每有所得，不時發出會心的微笑。 

東西精華協會會務發展，影響日大，叁遷其址於臺北信義路贰段之複青大厦。

其間，南先生不殚勞苦又創辦了《人文世界》月刊，每期撰寫文稿肆、伍篇，皆

為通宵達旦之作。雜誌壹期期面世，其中連載的長文《靜坐修道與長生不老》引

起眾多讀者的熱列反響。先生此文融合儒、釋、道叁傢靜坐原理，參以中西醫學

學術成果，對數千年來各傢修道者的修持經驗，予以深入淺出的介紹和解答，揭

示了幾千年來修持的秘中之秘。不久，《靜坐修道與長生不老》和先生對歷代禅

門祖師公案予以新解的《禅話》相繼刊印了單行本，以解學人之渴。 

接著，先生創立了"老古出版社"，後更名為"老古文化事業公司"，創立了"

大乘學捨"，後更名為"十方丛林書院"，並出版發行《知見》雜誌。雖日見繁忙，

然先生矢誌宏揚中華傳統文化，夜以繼日，揮毫寫下係列傳世之作，《論語別裁》、

《孟子旁通》、《老子他說》、《易經雜說》、《易經係傳別講》、《歷史的經驗》、《新

舊的壹代》、《中國佛教發展史》、《中國道教發展史》、《金剛經說什麼》、《圓覺經

略說》、《禅宗丛林制度與中國社會》、《道傢密宗與東方神秘學》、《觀音菩萨與觀

音法門》、《習禅錄影》、《禅觀正脈研究》、《壹個學佛者的基本信念》、《如何修證

佛法》、《藥師經的濟世觀》、《原本大學微言》……其中相當壹部分為學生整理的

先生講學記錄。與此同時，南先生整理出版了與袁焕仙老師合著之《維摩精捨丛

書》、《定慧初修》，出版《金粟轩紀年詩初集》和《金粟轩詩詞楹聯詩話合編》……

真是著作等身，蔚為奇觀。南先生將畢生心血結晶盡數贡献給了社會大眾，如先

生者，今世能有幾人？ 

 

杏壇春意暖 教化滿人間 

1986 年 11 月 14 日，臺北《中央日報》有壹則新聞稱，澎湖馬公市有壹對男



女青年，男的叫張建勝，女的叫陳淑子，他們以騎馬迎親，按古礼仪式舉行婚礼。

當雙方互赠信物時，新郎以《論語別裁》赠予新娘，新娘則以《孟子旁通》回赠。

兩書均為南先生著述，先生於臺灣青年之影響，由此可見壹斑。難怪臺北壹傢刊

物將南先生赫然列入在臺灣最且影響力的十位人物排行榜。 

南先生的講演錄《論語別裁》，長達 67 萬言，係先生以渊博學識，旁徵博引、

拈提古今而成，對《論語》原文作了翔實、準確、生動的講述，並以經解經，阐

發原文意旨及所涉人文掌故，且對原文串講撮編為壹個個歷史故事，寓意深遠而

妙趣橫生，實為解讀古聖的上乘佳作。盡管先生自谦為"個人壹得之見，不入學

術預流"，然自《人文世界》雜誌和《青年戰士報》慈湖版連載及臺北中央廣播

電臺連播後，引起極大轟動。1976 年 5 月，該書由老古文化事業公司出版面世，

迄今已印行數十版之多，香港、新加坡等地亦爭相翻印，"洛陽紙貴"，信不謬也。 

南先生以其等身著作，空中授受，教化人間，受益者啟迪心智、增廣學識、修養

身心、博大襟懷，從東到西又何止千萬？而那些追隨南師左右，耳提面命，親聆

教诲者，更是殊勝有加，何其倖運！ 

東西精華協會與十方丛林書院在南懷瑾先生主持下，會員學員無分老幼尊卑，

無分在傢出傢，皆為同窗道友，如兄弟，似手足，俨然壹個和睦興隆的大傢庭，

而南先生便是大傢共同尊崇的傢長。在眾多的學生心目中，身材不高，率常總是

身穿壹襲青衫、腳踏壹雙布鞋的南老師，既是骨格清奇、神採飘逸、眉宇間隱現

著智慧之光的仙佛中人，又是才高捌鬥、學富伍車、博大精深的學界泰鬥，還是

淡泊名利、不求聞達、永遠寧靜超脫且情意醇厚的仁慈長者，但更是永遠微笑、

呵護備至、較親生父母"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嚴師慈母。 

宅心仁厚的南先生，素來輕財好義，慈悲為懷，每每捨已為人。協會會員的

會費始終是新臺幣 20 元，雖然會員們壹再提議增加，但總被先生否決。協會經

費盡管十分拮據，但每年仍要捐出不少資助清寒學子的獎學金、救濟金，鼎力贊

助社會慈善和公益事業，有時還要供養壹些出傢人的零用金，所須經費便全靠先

生歷年在各大學研究所任教的薪金及講學、著述的收入來維持。至於先生以密宗

上師身份為弟子們灌頂所收受的供養紅包，從不打開看，遇有來訪的小朋友，隨

手打開抽屉便拿出來送人。先生之博愛襟懷，素以天下父母為自己父母，以天下

兒女為自己兒女，然對親生子女庭训甚嚴，其子女可孟、聖茵、壹鹏、國熙均天

真活泼，聪慧過人，大學畢業後，即训練他們自立。如今，他們在海外自我奮鬥，

均已卓然有成。 

"友天下士，讀世間書"的南先生頗具古侠義之風，"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

空"，凡來訪宾客，無論男女老幼，地位高低，均留下就餐，就是送貨的夥計、

來收账的先生，南師也要讓他們吃完飯再走。凡好酒好菜統統用來招待客人，常

常席開肆、伍桌，先生自己則幾十年如壹日，午、晚兩餐各吃壹小碗紅薯稀飯，

各色菜肴僅淺嘗而已，酒幾乎是點滴不沾。而南師每日的工作卻異常繁忙，講學、

會客、教拳、礼佛、诵經、參禅、打坐、處理會務及往來信函，夜晚還要巡視全

樓，待夜深人靜時，方能坐擁書城，閱讀寫作，常常是"未眠人在書斋裡，寂寞



银燈曉色臨"，匆匆中又開始了新的壹天。 

先生嗜書成癖，藏書之富、讀書之多，世人難以企及。所藏之書，上自先秦，

下至民國，經史子集、詩詞曲赋、佛道經典、名人傳記、世界經濟、外國史地、

哲學論著、各國政論、中西醫藥、當代科技，甚至中外美術、音樂、武侠小說……

堪稱收藏宏富的圖書館。先生讀書既多且快，壹目十行，過目成诵，隨口引證，

令人叹為觀止，誠天纵之資，非常人所能及也。 

集中華傳統文化之大成的南先生，其道德文章，名滿天下，引起各國人士瞩

目。美、英、法、德、日、韓、加拿大、比利時、菲律宾、馬來西亞、新加坡等

國壹些名牌大學的專傢、學者和男女學生，仰慕中國文化，崇敬南師的人品學問，

紛紛登門拜訪、學習。南先生總是以誠、以礼相待，傾心傳授，不講求代價，更

不要求回報，因而不少從南師學習或交往的西方人士，受中國文化薰陶，逐漸進

入東方文化的人生境界，與南師有若傢人父子。壹位德國來的學生學成歸國時，

更嚮南師行中國的跪拜大礼辭行，起來時仍淚眼婆娑，依依不捨。加拿大學子文

颢儒從師先生門下，不到壹年，竟比不少中國人還中國化，他谦恭有礼，敬業樂

群，好學不倦，文質彬彬，堪稱西方儒者，受中國孝道影響，求學期間他還設法

將寡母接到臺灣觀光。學成歸國後，文颢儒出任加國文化部專員，公餘之暇，將

《論語別裁》譯為法文，以廣教化。委內瑞拉學者達易理擅長禅意書畫，對易學

興趣尤深，他專程來臺從師研習易經，經先生親炙及嚴格考試後，穫先生親自簽

署之適任海外易學教授證書壹紙。達易理欣然返國，執教於委內瑞拉國立大學，

專任中國週易課程。 

出身紐約時報名記者的美國禅宗鉅子卡普勒，法號大心淨圓，其弟子遍及伍

大洲，為尋禅宗之根，卡普勒率弟子貝克先生及般森女士特來參訪禅宗大德南懷

瑾教授。兩夕徹夜長談，卡氏心悦誠服，受益良多，臨行緊緊擁抱南師，激動地

壹再說"我不能不再來"。回國後，卡普勒極口稱贊南師是壹位現代難得的開悟者，

壹位了不起的當代禅宗大師，並常介紹他在歐美等地的禅門弟子，不斷到南師處

訪談求教。 

以壹部《中國科技文明史》而聞名於世的英國學者李約瑟博士對道傢學術極

為推崇，在寫這部鉅著時，曾專程赴臺訪求有關道傢學術方面的學識和資料。陳

立夫先生陪同他來南懷瑾教授處訪談，相見之下，晤談甚歡，談了叁個多小時仍

興致盎然，庆倖自己如入寶山，迭穫寶藏，終不虛此萬裡迢迢之行。 

1985 年盛夏時節，南先生應邀乘上赴美班機，抵達華盛頓，成立了"東西學

院"，致力於東西方文化溝通，弘揚中華固有之學術凡叁載。旅美期間，幾乎每

天都有不少客人來訪，其中有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亦有日本人、

埃及人和美藉華人、旅美侨胞……多數為學者、教授，也有將軍、議員、政要及

工商钜子，他們不但來請教中國文化和佛學方面的知識，話題亦時常涉及經濟、

哲學、宗教及國際關係等等，來時虔誠、尊敬，走時喜悦、滿足，傾心於先生的

學識、修養和無窮的魅力。 

來看南先生的還有壹些小職員，小餐館的老闆、做臨時工的黑人等等，南師



與他們歡坐壹堂，妙語迭出，笑聲不斷，他們說："聽老師講話真開心，我們在

聽笑話中便懂得了許多道理。" 

春風化雨，百草沾恩，南師教化凡伍十餘載，其著作惠及當世，亦將澤被後

人，有倖衔法乳之惠者，又豈可以數量計？ 

 

龍天齊問訊 回首照中原 

旅美叁載，南先生未嘗壹日不思念中華故土，歲在丙寅，中秋月圓，先生夜

不能寐，口佔壹絕以慰思鄉之情；"江山今古壹輪渾，海外中秋月在門。百萬龍

天齊問訊，何時回首照中原？" 

其實又何止是旅美期間，先生旅臺叁十陆年，因"書劍飘零，不見慈颜"，常

常是"幾回好夢到傢鄉"，每逢生日從不言寿，而遵佛陀教诲，將生日稱為"母難

日"，每屆此日，均有詩感懷，如"丁巳母難日並聞旱象"詩雲："思親飛夢到傢山，

手自焚香淚自潸。化作慈雲功德水，春雷普覆護重關。"思親戀鄉之情發於伍內，

感人肺腑。就先生而言，對父母的思念和對故土的依戀是統壹和谐而不可離分的，

久而彌深，老而彌笃。 

在美期間，南先生在臺門生絡绎於途，而留美的大陸學子亦紛紛拜於門下，

先生關懷愛護青年，使其無不如沐春風。浙江溫州市領導人知悉先生在美情況，

遂專程拜訪這位鄉贤前輩，並歡迎先生返鄉贡献心力。先生對大陸近年來改革開

放政策早有認同，對鄧小平先生重視農業之舉尤感欣慰，並認為改革開放須避免

"嚮錢看"等弊病，而應實實在在投入資金，引進先進科技，確實達到淑世濟民之

目的。 

1988 年，南先生移居香港，中共溫州市委書記董朝才等來訪，亟盼先生倡

導、推動中山先生《建國方略》中提及的金溫鐵路，以利浙西壹千肆百萬百姓。

金溫鐵路自 1915 年浙江省長公署嚮北洋政府提出建議起，到 1984 年浙江省嚮全

國人大提案修建該路，並穫鄧小平先生批示，柒十年間幾次"胎死腹中"，卻因山

高水急，投資過鉅而擱淺。先生以苍生為念，為造福桑梓，振興中華，不避艱險，

竟發大願心，慨然應允，挺身作了金溫鐵路的催生者，旋與弟子成立香港聯盈興

業有限公司，並撰《對金溫鐵路的淺見》壹文交浙江省及溫州市負責人參閱。不

久，經大陸多層機構審批，中外合資之金溫鐵道開發公司正式注冊登記，聯盈公

司 1286 萬美元亦分期提前注入。 

1992 年 12 月 18 日，金溫鐵路舉行開工典礼，十萬民眾自動湧來參加，人人

額手稱庆，大陸、港臺傳媒亦紛紛報道。鐵路施工建設中，雖困難重重，然先生

矢誌不移，迭献良策，鼎力支撐。1997 年 8 月 8 日上午 7 時零 5 分，金溫鐵路全

線铺通，1400 萬浙西南人民企盼了近壹個世紀的夢想，終於成真。在萬民歡騰

的喜庆中，國務院發來贺電以示熱烈祝贺。 

此刻，無限欣喜的南先生立即決定功成身退，還路於民，將香港聯盈興業有

限公司全部股份轉讓給地方，並赋詩壹首，詩曰："鐵路已铺成，心忧意未平。

世間須大道，何只羡車行？"此刻，南先生想得更多的是北宋大儒張橫渠先生所



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他要在物慾橫

流、浮躁不安的現代工商社會重振中華傳統人文精神，為世道人心铺設壹條和谐

有序、健康發展的坦途。 

幾乎與催生金溫鐵路同時，南先生的著作在大陸不胫而走，熱潮迭起。繼北

京團結出版社率先於 1989 年推出南先生的《靜坐修道與長生不老》之後，1990

年，在出版界享有盛譽的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不甘人後，隆重推出先生的叁部權

威著作《論語別裁》、《禅與道概論》與《歷史的經驗》。後者亦為先生講演錄，

該書撷取赵蕤《長短經》、劉嚮《戰國策》、桓範《世要經》精華，參以歷史興亡

成敗之實例，精辟論述了治世用人，防邪辨奸之道，並對《素書》、《太公兵法》、

《陰符經》逐句串講，辅以壹百伍十則歷史故事，供讀者經史合參，從中悟得創

業、待人、處世之真谛。此數部著作出版後，迅即引起轟動，幾經印刷，仍供不

應求。 

1991 年冬，上海佛學書局恢複伊始，便推出國內信眾早就嚮望的南先生伍部佛

學專著《如何修證佛法》、《觀音菩萨與觀音法門》、《壹個學佛者的信念》、《楞嚴

大義今釋》和《楞伽大義今釋》。書局負責人週傢俊先生在序言中介紹出版缘起

時敬稱："南教授對佛學書局素有好感，有深缘。聞悉今夏上海佛學書局恢複，

生大歡喜心，即委託老古文化事業公司嚮上海佛學書局聯係出版事宜，以大法施

供養有缘，以示對書局的庆贺和支持。上海佛學書局為滿足廣大信眾的需求，為

著弘揚正法，利益人生，亦努力促成此舉。正是因缘殊勝，功德圓滿，谨錄數言，

聊以為序，共沾法益。" 

南先生《如何修證佛法》等重要的佛學著述在大陸印行後，深受僧俗大眾及

佛學界人士歡迎，多次加印而仍難購求，往往壹書在手尚未讀完，而親朋好友已

有十數人等待於後。有鉴於此，老古文化事業公司於 1993 年再授權有影響的北

京師範大學出版社以簡體字印行《如何修證佛法》，出版後不到壹年，又發行叁

萬餘冊。 

《如何修證佛法》原名《融會顯密圓通修證次第》，為避免與其他經論混淆，

才改為現在較為淺顯的書名。本書係南先生於 1978 年春在臺北閉關靜修期間，

抽暇為海內外弟子們所作的係列講座，共贰十捌講，對實際學佛修證的步驟，有

精辟講解和具體指引，是絕對的過來人語。尤為難得的是，本書對修持路上的迷

惑、歧路，以及不自覺的錯誤，都壹壹點破，並將楞嚴經所講伍十種陰魔境界所

蕴藏的修行解脫的大秘密和盤託出，對學佛者確是彌足珍貴。 

該書於 1989 年在臺正式出版，迄今已印行十餘版之多。1990 年，該書即引

起美國學術界關注，美國翻譯界有名的兩兄弟之壹傑西.克裡瑞立即著手將其譯

成英文在美出版。傑西.克裡瑞的弟弟汤玛斯.克裡瑞則翻譯了南先生的《禅與道

概論》，並已付梓。汤玛斯在給南師門生、《如何修證佛法》英譯本序言的作者包

卓立的信中，談及他們兄弟從 1980 年便開始閱讀南懷瑾教授的著作，認為南氏

學術博大精深，融通各傢，既有理論，又有實證，為當代所罕見。 

在大陸"南懷瑾熱"中，北京燕山出版社印行了《道傢密宗與東方神秘學》，



中國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則出版了南先生的《孟子旁通》與《老子他說》，中國世

界語出版社和複旦大學出版社更隆重推出了南先生係列著述，將大陸"南懷瑾熱"

推嚮了新的高潮…… 

 

慈雲楊枝露 化雨作春風 

南先生移居香港後，居處頓成熱點，在臺、美時的門生故舊往來如梭，大陸

政商界重量級人物亦不時來訪，世界各地的參禅修道者更是函電交驰，時時請教。

先生壹如往昔，不辭辛勞，熱誠相待，有函必複，其情其景，甚為感人。雖然在

臺時，蒋經國先生曾嚮先生有所請益，臺北政要如王升、馬紀壯、肖政之、崔之

道、劉安祺、廖祖述等都曾拜於先生門下，然先生絕口不談政治，唯以弘揚中華

傳統文化為已任，學而不厭，诲人不倦，身體力行，以利益天下眾生。 

1993 年農歷正月初叁，厦門南普陀寺的節日氣氛比往常更濃烈，許多大陸

人士從各地紛紛趕來，還有不少人士從美國、加拿大、法國、臺灣和香港等地專

程前往，參加這裡舉辦的壹次別開生面的禅修實踐活動。尤為引人瞩目的是，此

次禅修活動的主持人南懷瑾先生，在南普陀寺方丈妙湛老法師的再叁邀請下，首

次回到了阔別肆十餘年的故土。 

中國傳統的儒、釋、道叁傢之學中蕴藏著極為豐富的人體生命科學的內涵，

如何使之在現代社會發揚光大，始終是中國文化事業上的壹個重要課題，對此南

先生已進行了長達數十年的探索與實踐。此次禅修活動，即是南先生以現代科學

精神結合古代佛教禅柒形式所進行的壹次修持實踐。對於此次活動，全國政協副

主席、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赵朴初居士親自致函祝贺，中共厦門市委、市政府為此

舉辦了大型歡迎宴會。 

在世紀之交，由南先生任理事長的香港國際文教基金會，鉴於臺港等地相繼

開展的"兒童讀經"活動已使百萬兒童受益，為中華民族"百年樹人"計，遂將"兒童

中華文化導讀"活動嚮祖國大陸及華人世界全面推廣，以傳承中華文脈，開發兒

童潛能，陶冶高雅情操。基金會將精心編纂的中國古詩文經典教材、英文文化導

讀教材及兒童"珠心算"教材免費提供給讀經兒童，並派專傢辅導，收效頗佳。據

不完全統計，迄今為止，海內外已有數以千萬計的兒童從小便以聖贤為友，與經

典同行，必將終生受益。更為重要的是，這壹活動亦有效促進了全社會對中華傳

統文化的認同與回歸，厥功至偉。 

與此同時，南先生將他關愛的目光投嚮了直接關乎社會與經濟發展的諸多領

域。2004 年 10 月中旬，清華大學在上海舉辦高層經理人研討會，特邀南先生前

往演講。壹連肆個小時，南先生以古喻今，妙語連珠，對中國當代社會走嚮及經

濟問題進行了深刻剖析，並提出了解決這些問題的應對方略，南先生的真知灼見

令全場與會嘉宾叹為觀止。 

2005 年 9 月 28 日，是大成至聖先師孔子诞辰 2556 週年的紀念日，這天，南

先生應邀為來自全國各地的工商界成功人士發表了精彩演講，話題仍是中華傳統

文化。演講中，先生口若懸河，诙谐幽默，既深入淺出，又引人深思。先生精辟



地指出，現在很多人還不知道什麼叫"事業"，其中，"事業"的定義在《易經係傳》

裡很明白地告訴了我們，那就是"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他解釋說，"

壹個人壹生裡做壹件事情，對世界人類永遠有功勞，永遠有利益給大傢，這個才

叫事業。像大禹治水，這叫事業，因此他為萬世所崇仰，其功永不可沒。上面最

高到皇帝，下面最倒霉到討飯的，都不是事業，那是職業。在座的工商界老闆生

意做的很好，賺錢很多，要講事業那還差得很遠。"對先生鞭辟入裡的論述，與

會工商鉅子贊不絕口，都說到今天才真正懂得什麼叫"事業"。壹位全國工商聯的

負責人感慨道："我是負責光彩事業的，查過《辭海》，竟然找不到'事業'這個詞。

今天聽南先生講中國文化，才幡然大悟。" 

2006 年 8 月 4 日，南先生為《文彙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電視臺聯合

主辦的講座又做了"中國傳統文化與大眾傳播"的主題演講，對當今新聞與出版業

面臨的種種挑戰提出了自己的獨特看法。他認為，文化人首先要建立壹個人生目

標，要為社會負起責任來，新聞出版不應稱為媒體，而應是文化先驅。他強調出

版應有精品意識，"但得流傳不在多"，而教育的目的是教做人，人做不好，再好

的理想目標也沒辦法做到，因為事情是人做的。在演講中，先生鼓勵現代人要讀

歷史，要獨具慧眼，讀懂文字背後的東西，要對社會多些善意的建議，他指出，

惡意的批評很容易，善意的建議很難，可行的建議就更不容易。先生長達肆個小

時的講演，令與會贰百餘位海峡兩岸新聞、出版界人士眼前壹亮，豁然開朗，人

人皆感如饮醍醐。 

先生以 88 歲高龄猶盡全部心力度化眾生，不避風霜勞苦，唯以天下苍生為

念，正是：高山苍苍，河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而世人也將永遠記得—— 

"在當今這個時代環境裡，還有這樣壹位眾所景仰的國學大師，奉献自己的全部

心力，繼續著孔聖、釋迦文佛以來的偉大教化，薪火相傳，永不止息……" 

為兩岸和平作贡献  

饮水毋忘掘井人 

近日，讀老友魏承思新著《兩岸密使 50 年》，感慨良多。自 1949 年

臺海兩岸分治以來，國共兩黨多次秘密接觸，鮮為人知的形形色色密使，

甘冒風險，為兩岸溝通、和解和統壹，穿梭往來，辛勞奔走。有蒙冤鐵窗

的，有無功而返的，有痛失時機功敗垂成的，也有施欺騙伎倆終陷兩岸於

劍拔弩張困境的。直至今年 3 月 29 日，江炳坤正式以國民黨副主席身份率



團訪問北京，國共兩黨才得以公開握手。50 多年來，為改善兩岸關係默默

奔走的密使們，是功不可沒，值得懷念的。 

李登輝接過蒋經國權力後，沈誠被"高檢"以"涉嫌叛亂"罪名起訴，後雖

被判無罪，卻從此失去兩岸傳話人的作用。這時，大陸選定蜚聲海峡兩岸

的國學大師南懷瑾為居中牽線人，在香港開辟新的兩岸秘密溝通管道。 

然 80 年代中，臺灣發生"十信案"，蒋經國借機將壹批黨政軍要人整的

整，贬的贬，調的調，抓的抓，連南懷瑾也被懷疑為"新政學係領袖"。1985

年南懷瑾不得已"避蹟出鄉邦"，離開了生活 36 年的臺灣，到美國華盛頓隱

居 3 年，直至蒋經國逝世後，才途經日本返抵香港定居。不想在香港剛住

下第陆天，南懷瑾當年在成都軍校的老同事、全國政協常委、民革副主席

贾亦斌突然找上門來，幾個月後又介紹中央對臺工作有關負責人楊斯德與

南懷瑾接上關係。 

南懷瑾這個"跳出叁界外，不在伍行中"的隱士式人物，為什麼會被選

中作為兩岸關係的傳話人呢？壹是南懷瑾與李登輝能夠說得上話；贰是他

在兩岸政治圈中有廣泛人脈關係，了解兩岸的政治和歷史；叁是南有壹定

社會地位和威望。應當說，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南是唯壹合適人選。為著

民族統壹大業和兩岸人民的福祉，南懷瑾抱著"買票不入場"的態度參與其

中，不久即應李登輝的邀請啟程從香港重返臺灣，與李當面商討對大陸政

策。從 1990 年 12 月 31 日開始，終於促成兩岸密使在南懷瑾的香港寓所重

開國共兩黨會談。 

第壹次會談結束後，南懷瑾分別給兩岸領導人寫了壹封信，表達自己

及時抽身、樂觀其成的心願。信中說："我本腐儒，平生惟細觀歷史哲學，

多增感叹。綜觀捌十年來傢國，十萬裡地河山，前肆十年中，如陰符經言，



人發殺機，天地翻覆。後肆十年來，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及今時勢，吾

輩均已老矣。對此劫運，應有總結經驗，瞻前顧後，作出壹個崭新好榜樣，

為歷史劃壹時代之特色，永垂法式，則為倖甚！但人智各有異同，見地各

有長短，壹言興邦，豈能望其必然，只盡人事以聽天命而已。我之壹生，

只求避世自修，讀書樂道了事，才不足以入世，智不足以應物，活到現在，

已算萬倖的多餘。只望國傢安定，天下太平，就無遺憾了。目前你們已經

接觸，希望能秉此好的開始，即有壹好的終結。惟須松手放我壹馬，不再

事牽涉進去，或可留此餘年，多讀壹些書，寫壹些心得報告，留為將來做

壹點參考就好了。多蒙垂注關愛，寵赐暫領，容圖他日報謝。" 

兩岸領導人並未讓南懷瑾如願。壹年半後，即 1992 年 6 月 16 日的壹

次會談，南懷瑾親筆起草《和平共濟協商統壹建議書》，壹式兩分，交密

使分別送達兩岸最高當局。建議書內容如下："有關兩岸關係未來發展問題，

適逢汪道涵先生、楊斯德先生、許鳴真先生等與甦誌誠先生等，先後在此

相遇，廣泛暢談討論。鄙人所提基本原則叁條認為：雙方即應迅速呈報最

高領導批示認可，俾各委派代表詳商實施辦法。如蒙雙方最高領導採納，

在近期內應請雙方指定相應專人商談，以期具體。如未蒙批示認可，此議

作罷。基本叁原則叁條：1.和平共濟，祥化宿怨；2.同心合作，發展經濟.。 

 

南懷瑾先生永垂不朽 

 

小雅 

南懷瑾先生的人生終點  



2012 年 9 月 29 日下午肆時，南懷瑾先生於太湖大學堂去世，享年 95

歲。 

當媒體中已經陸續有壹些報道之時，太湖大學堂裡，那些作為南懷瑾

先生的貼身弟子們，卻迟迟未對外界正式發布此壹消息，壹直到 10 月 1

日才透露出南師去世的肯定答複。為什麼這樣，其中另有隱情。 

早在 10 天前，也就是 9 月 20 日左右，媒體上已經有南師病危的消息

傳言，甚至壹度傳出去世的消息，後經確認為消息不準確。南師這期間確

實因感冒而身體不適，曾入上海中山醫院治療。但西醫只能治表而不能治

本，在南師的示意下回太湖大學堂閉關入定。 

入定是佛傢功法中壹種既簡單又高深的靜坐禅定，也是人永生的唯壹

有效辦法。人之所以有生老病死，就是因為人有慾望和行為，而這些慾望

導致的行為，消耗著我們人體的心血，從而導致各種病狀。入定就是用禅

定功法來主動關閉人的慾望和行為，使人體保持壹種絕對平衡的自封閉狀

態。對於外界來說，入定之人幾乎沒有氣息，和去世在現象上沒有太大區

別，但不同的是，入定之人還有出定的可能，而去世則永遠不能活回來了。 

太湖大學堂之所以後於媒體發布消息，就是因為南師處於入定狀態，

對於弟子們來說，無法確定其去世與否，但外界的人可以隨便說說，而弟

子們誰也不能也不敢輕易斷定老師是去世還是入定。壹直到現在，雖然被

迫承認南師去世的消息，但仍沒有辦理後世的任何行動和方案出臺，因為

大傢寧可相信入定，也不能冒險當作去世來火化處理。 

南懷瑾先生的豐功偉績  



早在 2010 年，南懷瑾先生仍然不時地會見壹些來訪者時，小雅就曾經

與太湖大學堂的負責人聯係，希望能拜見南師，壹方面希望南師安康，另

壹方面為勸學網對南師作品的侵權表示壹點歉疚之心。不過，小雅的請求

被管理人員斷然拒絕。 

雖然沒有見到過南師，但小雅自認為是南懷瑾老師的弟子，而且是壹

名優秀弟子。因為小雅是在南師書籍的指導下，逐漸打開了國學大門，從

此看清了萬物變化之理，百傢變通之奥，並且走上了國學普及教育的行列。

如果沒有南懷瑾老師，也許小雅再摸索 10 年，未必有如此進展。因此南懷

瑾老師的功德，決不是那些跟隨他學習準提佛法，修炼禅定之弟子所能感

受到的。 

壹些知名人士、著名網站，在講述南懷瑾老師的豐功偉績時，總時羅

列出南師對儒釋道的精通、詩詞書法的造诣、兩岸和談的桥梁、以及佛學

方面的壹些奇聞秩事。這些內容誠然都是南懷瑾老師的過人之處，然後卻

並不是南師的主要功績。這就如同我們贊美關羽時，渲染他的胡子有多麼

的美丽、他的青龍偃月刀有多麼的沉重、他的武功有多麼的高強，卻輕描

淡寫地說壹下他的忠義。 

南懷瑾先生，從小受過良好的國學教育，因其個性受鑽研，對自己不

明白的道理持之以恆地不斷追求，這是壹種常人所不具備的精神。除此之

外，還必須博聞強記、觸類旁通的悟性，不斷尋師訪友的毅力，才成就南

懷瑾先生精通儒釋道易的深厚底缊。 

這些深厚底缊，本身並不是南懷瑾先生對社會的贡献，這只是他個人

的才具。只有當南懷瑾先生將這些知識融會貫通之後，通過演講、著書等

方式，讓成千上萬的華人，明白或有所領悟國學的精髓，這才成就了南懷



瑾先生的偉大功德。在所有在華人中間，知識水平與南師相當的國學專傢

並不少見。但他們知識再豐富，也只是他個人的財富，並沒有為廣大群眾

帶來任何好處，這就是南懷瑾先生的閃亮之處。 

如何繼承南懷瑾先生的遺誌  

    南懷瑾先生入定或去世，小雅感到非常悲痛。悲痛的並不是南懷瑾先生的逝

世，而是中國失去了這樣壹位能夠去除幾千年國學臭味，讓國學展現其真實面貌

的人。引用臧克傢的壹句名言：“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

象“中文在線”這樣打著維護版權的幌子，幹著敲诈勒索他人財物的勾當之人，

在小雅的心中已經死了，而南懷瑾先生和他的著作壹樣，永遠活在小雅的心中。 

南懷瑾先生的著作博大精深，並不是每個人都能看懂，也並不是每壹個愛好國學

的人，都能持之以恆地學習下去。所以，國學的推廣和普及任重道遠。小雅雖然

不才，但壹直在認真學習國學，並且將自己所理解的內容，無私地講解奉献給大

傢，這就是用行動來嚮南懷瑾先生學習，而不是停留在口頭或表面，也不是叁分

鐘的熱度，事後各行其事。 

    記得 2 年之前，新浪下屬企業，曾組團去拜訪南懷瑾先生。在交流時，大傢

所提出的問題，全是南師在著作中經常提及或強調的內容，而他們竟然壹無所知，

這讓南師感到很不高興。表面上對南師無比崇敬，實際上又不去閱讀南師的著作，

這樣的人豈能算是對南師的尊敬？ 

    還有壹些南師的弟子，成天講壹些佛學中的功法，自以為是南師的嫡傳弟子，

小雅壹直認為這很可笑。因為大道當前，悟則假徒亦真，不悟則真徒亦假，豈能

因為你有缘當面聽者，你就真的是南師的徒弟了？小雅自然也不會來爭此虛名，

只是要讓大傢明白，繼承南懷瑾的傳承，每個人都有機會，只要你去認真閱讀南

師的著作，並且將所學內容傳之於他人，使國學真傳不至於斷絕。 

    老子、孔子已經去世 2500 年以上，但小雅仍是老子、孔子的弟子。伏羲、

炎黃也已經有 5000 至上萬年的歷史了，但小雅仍是他們的嫡傳弟子。如果沒有

自己的著作傳世，就算將你封閉成木乃伊，將來也只能是遺臭萬年罷了。因此，

小雅將來的奮鬥目標，壹定是將自己所理解的國學精華，用之於企業、社會，讓

大傢真正明白國學的精髓。 

南懷瑾先生著作出版順序 

 

南懷谨先生著述目錄： 

1.禅海蠡測 （1955） 



2.楞嚴大義今釋 （1960） 

3.楞伽大義今釋 （1965） 

4.禅與道概論 （1968） 

5.維摩精捨丛書袁焕仙南懷瑾合著 （1970） 

6.禅話 （1973） 

7.靜坐修道與長生不老 （1973） 

8.論語別裁 （1976） 

9.習禅錄影 （1976） 

10.新舊的壹代 （1977） 

11.參禅日記（初集，原名：外婆禅）金滿慈著南懷谨批 （1980） 

12.參祥日記（續集）金滿慈著南懷谨批 （1983） 

13.定慧初修袁焕仙南懷瑾合著 （1983） 

14.孟子旁通（壹） （1984） 

15.淨名庵詩詞拾零.佛門楹聯廿壹副.金粟轩詩話捌講 （1984） 

16.觀音菩萨與觀音法門 （1985） 

17.歷史的經驗（壹） （1985） 

18.道傢、密宗與東方神秘學 （1985） 

19.中國文化泛言（原名：序集） （1986） 

20.歷史的經驗（贰） （1986） 

21.禅觀正脈（上） （1986） 

22.壹個學佛者的基本信念——華嚴經普贤行願品講記 （1986） 

23.老子他說（上） （1987） 

24.中國佛教發展史略述 （1987） 

25.中國道教發展史略述 （1987） 

26.易經雜說——易經哲學之研究 （1987） 

27.金粟轩紀年詩初集 （1987） 

28.如何修證佛法 （1989） 

29.易經係傳別講 （1991） 

30.圓覺經略說 （1992） 

31.金剛經說什麼 （1992） 

32.藥師經的濟世觀 （1995） 

33.原本大學微言 （1998） 

34.南懷瑾選集（十冊合集） （2003） 

35.花雨滿天 維摩說法 （2005） 

36.論語別裁 （2005） 

37.答問青壯年參禅者 （2005） 

38.南懷瑾說佛：現代學佛者修證對話 （2007） 

39.南懷瑾與彼得.聖吉：關於禅、生命和認知的對話 （2007） 



40.莊子諵譁 （2007） 

41.人生的起點和終點 （2008） 

42.小言黃帝內經與生命科學 （2008） 

43.週易今注今譯 解贰十卦 （2009） 

44.老子他說 續集 （2009） 

45.禅與生命的認知初講 （2009） 

46.南懷瑾先生答問集 （2009） 

47.我說參同契 （2009） 

48. 老子他說續集 （2010） 

49. 維摩诘的花雨滿天（上下冊） （2010） 

注：1、新添加的著作，括號內時間皆為出版日期。2、《週易今注今譯》後更名

為《白話易經》，此書並非南懷瑾先生所作，書中解釋不正之處太多。南師說明

過，此書原本請南師來寫，南師雖答應了，但因多種原因並能夠沒有抽出時間來

細寫，只粗略寫了前 20 卦的譯文，解釋部分更沒有來得及寫。後主辦方催促，

南師自己也覺得承诺未兑現而有詳單，遂同意由徐芹庭來寫。寫完後在南師不知

情的場合下就出版。此事曾讓南師很不高興，並作了公開聲明。小雅細讀過此書，

認為此書再出版將影響南師聲譽，希望出版商不要繼續打著南懷瑾的旗號騙錢。 

南懷瑾先生的詩詞選 

 

侠骨柔情天付予， 臨風玉樹立中衢。 

知君兩件關心事， 世上苍生架上書。 

          --錢吉 

蜀道初登壹飯難， 唯君母子護安康。 

肯知甦季非張俭， 不信曾參是項梁。 

徒使王陵有贤母， 奈何維诘學空皇。 

千金投水淮陰恨， 今古酬恩枉斷肠。 

【注】南老師初到成都時，和錢吉結成了患難之交。伍十多年後，南老師懷念這

位老友，寫了這首很富感情的詩。 

 

東風骄日玖州忧， 壹局殘棋尚未收。 

雲散澜沧江岭上， 有人躍馬拭吳钩。 

【注】南老師在川康邊境大小涼山地區，創辦垦殖公司時所寫。 

 

雲作錦屏雨作花， 天饶豪富到僧傢。 

住山自有安心藥， 問道人無泛海槎。 

月下聽經來虎豹， 庵前伴坐侍桑麻。 

渴時或饮人間水， 但汲清江不煮茶。 



【注】南老師在峨眉山閉關時所寫。 

 

門外忽傳走轉車， 聘書遞送卻愁餘。 

自從長揖山林後， 又嚮人間填表書。 

【注】1963 年，“中國文化大學”聘請南老師擔任教授，這是南老師在臺灣的

第壹份正式工作。南老師在接到聘書後，非常感慨，寫了這首詩。 

 

壹紙飛傳作委員， 卻惭無力負仔肩。 

人間到處宜為客， 免著頭衔較自然。 

【注】1963 年，當時臺灣的某委員會給南老師送來壹個聘書,請南老師擔任委員,

南老師堅辭不受，寫了這首詩。 

 

辛苦艱難獨自撐， 同侪寥落少晨星。 

松筠不厭風霜苦， 雨露終教草木青。 

熟讀經書徒議論， 實行道義太零仃。 

乾坤亘古人常在， 慾起天心唤夢醒。 

【注】1969 年 9 月，在壹些外籍學者專傢和南老師弟子門生的籌劃下，“東西精

華協會”在美國加州成立。同年十壹月，在臺北創立了“東西精華協會”總部，

南老師自任會長。 

 

忧患千千結， 山河寸寸心。 

謀身與謀國， 誰解此時情。 

忧患千千結， 慈悲片片雲。 

空王觀自在， 相對不眠人。 

【注】1976 年底，南老師把出版社的事交給學生古治國，自己掩室謝客，在鬧

市中閉關了。這兩首詩偈是在閉關前所寫。 

 

不是乘風歸去也， 只缘避蹟出鄉邦。 

江山故國情無限， 始信尼山輸楚狂。 

【注】1985 年 7 月，南老師在門生李傳洪、李素美等人的陪同下，匆匆到了美國。

這首詩是南老師剛到美國時寫的。 

 

柒十年來春夢尘， 肆恩未報客心驚。 

雲山傢國愁千節， 未轉金輪愧此身。 

【注】1987 年中，南老師在美國已住了兩年多,身在異鄉,心嚮故國，寫了這首詩。 

 

墮地匆匆卅陆年， 肆恩未報事如天。 

栖皇遁世謀常拙， 離亂苟全難息肩。 



道力徒增衰鬓改， 情懷猶為世缘颠。 

苍茫肆顧苍生淚， 何日人歸浮海船。 

        --癸巳母難日 

思親飛夢到傢山， 手自焚香淚自潸。 

化作慈雲功德水， 春雷普護透重關。 

--《丁巳母難日閱報知大陸旱災》 

【注】上面兩首詩，南老師分別寫於 1953 年和 1977 年母難日。 

 

壹世人如兩世人， 全傢十口肆方分。 

卅年多少冤魂淚， 況有哀鸿隔岸聞。 

【注】這是南老師 1978 年收到第壹封傢書，第壹次知道了父親的情況時所寫。 

 

漂泊平生負孝慈， 勞君艱苦費撐持。 

辜恩有愧難為報， 松柏春陰應較迟。 

【注】這首詩寫於 1981 年端午節前，在給他原配夫人的回信中。 

 

壹生誌業在天心， 慾為人間平不平。 

愧我老來仍落拓， 望渠年少早成名。 

功勋富貴原餘事， 濟世利他重實行。 

憐汝稚龄任遠道， 強抛涕淚暗傷情。 

【注】這首詩是南老師在 1969 年寫的，題目是《诫勉幼子國熙赴美留學》。 

 

炉火焙香靜自焚， 維摩壹室斷聲聞。 

到門宾刺如紅葉， 過手傢財是白雲。 

食少祗堪分鹤料， 心空無礙入鸥群。 

盡將書籍零星買， 遮眼維留梵荚文。 

繁華丛裡壹閒身， 卻嚮他途別觅春。 

千丈懸崖能撒手， 不知誰是個中人。 

他方羁旅愁千叠， 傢國情懷感萬重。 

我亦藏身無處住， 如何淺水走蛟龍。 

【注】這首詩是南老師在 1986 年寫的，題目是《悼朱生文光》。南老師對朱文光

的驟然去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和萬分的惋惜。 

 

同心協力是何人， 辛苦艱難賴有君。 

壹會靈山終不散， 偕行悲願濟斯民。 

贰十餘年舊道場， 孤身冷庙喜清涼。 

相逢猶似當年境， 不覺人間歲月長。 

【注】這首詩是南老師赠給李淑君的，題目是《書赠淑君學子》。 



 

懷數千年文化，開解讀之難；傳諸百傢思想，立傳承

之瑾 

 

上聯：懷數千年文化，開解讀之難； 

下聯：傳諸百傢思想，立傳承之瑾。 

【注】小雅於 2012-10-04。 



 

 



驚悉懷瑾先生仙逝，深表哀悼。先生壹生為弘揚中華文化不遺餘力，令人敬仰，

切盼先生學術事業在中華大地繼續傳承。谨嚮先生親屬表示慰問。 

 

――溫家寶 

贰零壹贰年玖月贰十玖日 

 

上聯：壹腔熱血曉通儒道佛桃李滿天下；  

下聯：兩袖清風播撒真善美恩澤潤伍洲。  

橫批：萬世楷模  

 

南國壹老夫，精通佛道儒。 

上下伍千年，纵橫萬裡途。 

百傢爛於胸，真言溢於書。 

大師從此去，玖州同悲哭。 

【注】雪岩《悼念南懷瑾先生挽聯》 

 

上聯：是儒，是道，是釋，無古無今，天地獨懷瑾； 

下聯：非聖，非仙，非佛，有晴有雨，悲喜不住心。 

【注】勸學網 QQ 群收集 

 

上聯：生前多奇舉； 

下聯：散淡任評說。 

【注】勸學網 QQ 群收集 

 

上聯：潇潇洒洒無來去，呕心沥血唤群蒙； 

下聯：只恨當時相逢晚，不忘南師壹生情！ 

【注】勸學網 QQ 群收集 

 

上聯：叁教兼修，兩岸傳燈，學海經神無玷玉； 

下聯：中秋未滿，伍湖駕鹤，瀛洲方丈後凋松。 

【注】勸學網 QQ 群收集 

 

南人懷美瑾，含笑列仙班。 

看我釋儒道，國學普世傳。 

 

釋僧積善苦，儒士化仁難。 

道體明不易，叁傢壹念觀。 

 



不須歸滿月，玖玖兩留禅。 

學止還無盡，缘終亦未完。 

 

中西為體用，青定勝於藍。 

華夏薪火舉，文明正涅磐。 

【注】勸學網 QQ 群收集，《挽南懷瑾》（伍言絕句 4 首） 

 

上下伍千年，纵橫十萬裡， 

經纶叁大教，出入百傢言。 

【注】勸學網 QQ 群收集，《挽南懷瑾》（伍言絕句） 

 

勿成迷，勿著相，來來去去了舊賬， 

秋風拂面太湖水，碧波後浪湧前浪。 

 

何用悲，何來傷，南師自己有主張， 

辛勤耕耘春復秋，無生滅處是故鄉。 

 

莫私語，莫喧鬧，心燈相續最重要， 

金粟軒裡青青秀，同願同行菩薩道。 

 

不可言，不思議，月圓天心在秋季。 

今朝撒下菩提種，他日龍華共相遇。 

【注】宗性法師（中國佛學院副院長、教務長，成都文殊院方丈）挽於壬辰年，

中秋日。 

 

南懷瑾先生仍未去世的疑點 

 

小雅 

《小雅挽南懷瑾老師》 

上聯：懷數千年文化，開解讀之難； 

下聯：傳諸百傢思想，立傳承之瑾。 

 

    有關南懷瑾先生去世的消息，從 9 月 20 日起就已經從媒體上陸續傳出，但

經過太湖大學堂工作人員的證實，南師是屬於入定而非去世。壹直到 10 月 1 日，

仍有記者追問南師的死訊，得到的回答是“入定”而非“去世”。直到當天各大

媒體報道出來之後，太湖大學堂的工作人員，才不得不確認南懷瑾的去世於 9

月 29 日下午 4 點，更讓人吃驚的是，南懷瑾先生的遺體，已經於 9 月 30 日火化，



這中間有許多疑點，經不起推敲，這中間壹定有不為人知的秘密。 

由於 9 月 20 開始就已經有南師去世的傳言，至 26 日太湖大學堂正式對媒體發表

申明，說南師曾壹度身體轉惡，目前處於“入定狀態”，而不是“去世”。叁天

後去世的消息不公開，對外的理由是南師曾遺嘱不要聲張、壹切從簡。小雅認為

此事有悖常理，主要分析有以下幾點： 

 

1、南師弟子眾多，友人遍布各地，這其中許多人甚至比自己的子女還親。南師

作為壹個大德之人，不可能不通人情世故下此遺嘱。 

 

2、去世後沒有必要隱瞒消息，第贰天迅速悄悄火化更是離奇。南師已經是海內

外少有的國學大師，連起碼的照片、錄音也不公開出來，這是無法想象的。即使

火化，也不可能沒有捨利子。 

 

3、去世的時間選擇在中秋國庆長假前壹天，這更有玄機。這樣壹來，許多匆匆

回傢過節之人，壹時不方面修改行程來甦州參與悼念活動。 

 

小雅認為，以上事情聯係起來思考，不難得出幾方面的結論： 

 

1、南師去世前確實是在“入定”狀態。26 日的申明內容並沒有錯。 

 

2、南師 29 日並未去世，而是仍處於深度入定狀態。這樣的入定，有可能需要多

年，甚至是幾百幾千年。以前南師在講學時也說過這種可能性。 

 

3、之所以選擇 29 日去世，並在 10 月 1 日公布，這是因為不能讓更多的人知道

此情況，迅速火化是因為南師的深度入定，不能有任何幹擾。這樣的深度入定，

即使門外有人經過，南師也會微妙玄通，感覺到外物的變化，從而影響入定狀態。

因此最好的辦法就是轉移地點。 

    根據以上分析，雖然理由不充分，但小雅堅信南師仍沒有真正去世，否則就

無法解釋太湖大學堂如此奇怪的治喪方式了，畢竟南師不是他們幾個人的老師，

而是千萬人所尊敬的老師。 

南懷瑾辭世經過及舍利子 

 

    以下是我知道的有關懷師辭世經過和懷師荼毗後捨利子等的若幹情況，傳達

此消息的師兄因我未信守诺言、保守秘密已被我得罪並斷絕聯絡，如今公布出來

是為了讓大傢免於苦悶，增強信心，因為懷師說過：道是天下人的公道。而懷師

也是大傢的懷師。 

有關懷師辭世的經過 



    2012 年 9 月 19 日早晨，懷師在與兒子南國熙講完話後，說“我累了，要休

息了”，隨後入定坐化，此時懷師氣住脈停，體軟身熱。弟子們心存希冀，只好

宣布入定，不觸碰懷師，全力護持，為懷師祈福诵經。至 9 月 25 日柒日內，懷

師體溫和頭部溫度都未大變，身體柔軟，體出檀香。 

    9 月 26 日發覺懷師體溫明顯下降，遂宣布成立護持工作小組，並開始準備

後事，進行修建荼毗炉等事宜。至 29 日懷師狀況再無逆轉。 

    9 月 29 日下午，上海中山醫院的醫生到太湖大學堂審視並確認懷師已無生

命蹟象，開具死亡證明書，認定懷師辭世時間為 2012 年 9 月 29 日下午 16 時 26

分。之後為懷師換衣時，懷師身體柔軟。 

    9 月 30 日晚中秋之夜在太湖大學堂進行了懷師荼毗仪式。 

 

有關懷師荼毗後捨利子的情況 

    懷師荼毗仪式結束後，弟子們經過討論商議，在否決了就地不開炉建塔的方

案後，於 2012 年 10 月 5 日早晨肆點打開荼毗炉，看到經過荼毗後，懷師的頭骨

完整，上面缀滿各色捨利子；頭骨壹半呈現黃色，壹半呈現藍色；舌頭完整，上

面布滿蓮花狀捨利子；其餘身體化成捨利子無數。 

    根據安排，懷師的捨利子不日將運往肆川成都文殊院，在那裡將舉行法會以

示紀念。懷師捨利子的照片也應會在近期公布。 

 

有關懷師圓寂的缘起 

    有關懷師圓寂的缘起，據說有叁： 

    其壹，懷師身心疲惫，世缘已盡。 

    其贰，在道法上，覺得大傢未能遵循他的教導，走平實的入世修正心行之道，

反而視他為仙佛之流高推聖境。 

    其叁，懷師的接班人據說已經等到並接過棒子，懷師覺得後繼有人、再無掛

礙。 

    以上是我了解的些許情況。懷師心思非壹般人所能揣度，抑或懷師喜歡這種

不知所終的結果吧。 

 

補續 

    懷師經過依佛礼荼毗後，頭骨完整，下巴完整，舌根呈蓮花狀，舌頭為半透

明粉紅色，過去曾有此異象的據說只有鸠摩羅什法師。這是說法如雨，舌燦蓮花

的果報，也證明老師講的法都是真實的,沒有壹句虛言。 

 

（加注：據記載，鸠摩羅什法師心知世寿已盡，但還希望繼續譯經弘法，當他稍

覺身體肆大不調，便為自己持咒加持，又請弟子共同诵念，然而回天乏術。圓寂

之前，鸠摩羅什嚮僧眾告別時發誠實誓願：“若我所譯經典，合乎佛意，願我死

後，荼毗時，舌根不壞。”當他示寂以後，弟子們依佛礼予以荼毗，整個肉身盡



化，唯有舌頭不爛，完好無損，“薪滅形碎，唯舌不壞”，即舌頭久焚而不壞，

紅如蓮花，成為壹颗鉅大的捨利子。可見他譯出的佛典與佛義是完全相合的。） 

    老師的捨利子共裝了柒罐，有淡綠色，藍色，透明如水晶狀的，非常非常多，

非常漂亮。這是老師真修實證的實實在在的證明。據聞老師最後在醫院身體非常

不適時, 仍每日做工夫, 實地證明了他自己常說的“我隨時隨地都在用功”, 念

念在定慧中。 

    他最後反複強調生命的意義不在肉體上，自性是光明的，不要被肆大牽著走， 

不要玩弄肆大，他又反複強調 “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 寂滅為樂”的

道理。 

    他希望弟子們整合歷史，肆書伍經，及佛法，要弟子們不斷反省自己，谦虛，

用功。 

    老師常說人要平凡，他也選擇了壹個平凡的方式走了。 

    我寫下以上真實的事情是希望增添師兄們對佛法的信心。老師真實的證實了

何謂 “真修行人”是也。 

 

南懷瑾先生辭世的傷痛 

 

古國治 

    懷師走了，有太多太多的傷痛。 

    懷師壹直是中國文化的護持者，中國近壹百多年來，因為國體積弱，深受英

法德日等國的船堅炮利之害，國人為了圖強，紛紛興起嚮西方學習之風，從廢除

科舉到國傢體制改革，到辛亥革命，伍肆運動，文化大革命。這段期間，中國人

壹直在否定自己，否定自己的政治，否定自己的教育，否定自己的習俗，最後否

定了自己的文化，你可以從南先生的書中，處處看到他為此感到傷心痛心和耽心。

因為文化是立國的精神，是立國的根基，壹個人有形而無神，那是什麼樣子，中

國人沒有自己獨特的精神文化思想，還叫中國人嗎？ 

    所以他講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他講易經老子莊子列子參同契，他講金剛經圓

覺經維摩诘經，譯釋愣嚴經愣伽經，而且講得深入淺出，希望人人都能懂能，能

夠普及到各個層面，其目的無非為了恢複中國文化的元氣，為自己的國傢民族贡

献心力，贡献智慧，為了做這件事他捨傢，捨財，捨身命，說來如何不令人傷痛？ 

如何捨傢？他在大陸有贰子，壹玖肆玖年獨自壹人赴臺灣，假如他為了傢人留在

大陸，在那個時代，請問他能夠講佛法講論語孟子嗎？能夠推廣中國文化嗎？在

臺灣他另有贰子贰女，在生活堅苦的情況下，對子女每人送壹張大學文凭，做完

父親的責任然後送出國，要求他們今後自立，子女想要來看父親，因為身邊有客

人要接待，往往推迟另約見面時間，即使見面亦因身邊有學生或客人而不能談話，

假如你是他的子女，請問是何感受？他給子女的時間不及別人的千分之壹萬分之

壹，為了弘揚中國文化，懷師捨掉了給兒女的時間，捨掉了含贻弄孫,然對子女



並非無情,只要有時間有機會亦谆谆教诲,而子女亦付出了對父親的思念，思此,如

何不令人傷痛？ 

    如何捨財？懷師沒有房產地產，唯壹有的是老古文化事業公司，但是利潤和

版稅並沒置私產，都這邊給那邊給，只要有利於文化的事或別人有需要，都捨出

去了。他生活簡朴壹天只吃壹餐，吩咐做好菜但不是為了自己，壹件衣服經過幾

十年還在穿，生活沒有娛樂，曾經有人送懷師名貴的玉器古玩，他堅持不要，唯

壹的愛好就是讀書，買書又花不了幾個錢，有錢沒錢不在乎，視金錢如粪土，辛

苦壹輩子，自己沒有任何物質享受，懷師自己當然無所謂，站在我們俗人的立場

來說，亦令人傷痛！ 

    如何捨身命？懷師為了弘揚佛法，在臺期間曾數次主持禅柒，柒天柒夜下來，

往往因疲惫而大病壹場，還不要學生照顧，捌十多歲在浙江義乌主持禅柒，亦因

人多如廁不方便而生病，玖十多高龄還是和往常壹樣，白天接待客人解答問題，

夜裡回複信函，處理事情或校對書稿，因為要對讀者負責，壹言壹字不能出錯，

出書前均親自校對稿件，後來視力不佳，每天還須以聽的方式校稿，經常還要隨

機講課，懷師對自己要求甚嚴，壹生忙碌，沒有休息，能作贡献，盡量贡献，不

計身心勞累，做到不能做為止，除了敬佩之外，何嘗不令人傷痛？ 

    懷師曾經創建金溫鐵路，那是為了造福鄉裡，並不是他真正想要做的事，他

曾經說過世間須大道，何只羡車行，他想做的事除了弘揚中國文化之外，想開拓

壹條人走的大道，他的理想是融會東西方文化的精華，集合科學傢哲學傢醫學傢

等各類專傢探索宇宙生命的奥秘，解決唯心唯物的問題，為世界人類作贡献，而

今這個理想尚未實現就走了，令人傷痛！ 

    懷師的學生很多，他將他的人生智慧、領悟心得、修行經驗贡献給學生，付

出了無數的時間精力，而學生卻不成才不成器沒有成就，那是很痛苦的事，所以

經常感叹沒有學生，如今走了，如何不令人傷痛？ 

    就我個人而言，我年輕時消極悲觀厭世，是懷師改變了我的人生觀，猶如再

生父母，給了我新的生命，要不是有懷師，我的生命早已不存在，懷師走了，內

心的傷痛，無以言喻。 

    懷師的仰慕者數以萬計，而且有許多人因看了懷師的書而豁然開朗，改變了

人生態度，這些人對懷師均心存感激，對仰慕者感恩者而言，因為太多人要來，

無數人要來，不能壹壹滿足，在他辭世時未能親赴靈前致哀致敬，這是很遺憾的

事，我亦為此而傷痛。 

    逝者已矣，壹切都化為灰烬，烟消雲散，生死本無常，唯有先生的精神常存，

思想常在。願把此傷痛化為學習與實踐，學習實踐他捨己利人的精神，學習實踐

他做人做事處處替別人著想的風範，繼續把中國文化的種子傳播下去，把生命智

慧的火炬接續下去，遂不辜負他老人傢在天之靈。 

                                                       古國治敬筆致哀 

                                                   贰零壹贰年十月伍日 

 



宗性法師悼南懷瑾先生 

 

月圓之夜恩師別，花雨滿天心相隨。 

－－ 中秋之夜南公懷瑾先生荼毗時刻 

    贰0壹贰年農歷捌月十伍晚在太湖大學堂為南公懷瑾先生舉行荼毗仪式時，

壹輪皓月高懸天際，清明的月光下，中國佛學院副院長、成都文殊院方丈宗性法

師為懷師舉火。整個祭奠告別仪式莊嚴清淨，殊勝圓滿。以下是宗性法師為南公

懷瑾大士荼毗語。 

《為南公懷瑾大士荼毗語》 

 

應化人間樂太清，柒星了然住大坪。 

遠走康藏通禅那，缤紛法雨坠紫雲。 

    恭維南公懷瑾大士。壹玖壹捌年農歷贰月陆日降生。浙東樂清人士。壹世行

藏，已載籍章。上下伍千年，纵橫十萬裡，經纶叁大教，出入百傢言。平生功績，

難描難绘。贰 0 壹贰年農歷捌月十肆日，化缘既盡，大事已畢。遊戲人間玖十有

伍載。醉心法海柒十餘春秋。嚮上壹乘，早識貧無立锥之旨；隨順世情，不費依

樣畫葫之機。今予：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笑曰：俄而壹

夢，是夢非夢，夢裡夢外，夢夢夢夢。南公懷瑾大士，印如是耶？既今末後壹著

荼毗壹句，又如何舉揚？ 

靈岩諸子出火宅，太湖水印娥眉月。 

肆大伍蕴如意樹，壹粒粟米沧海阔。 

 

                                                              宗性 拙 

 

資料來源：勸學網  大家藝文天地  彙編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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