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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田大作的女性文明思想研究

傅红英

( 绍兴文理学院 人文学院; 浙江 绍兴 312000)

摘 要: 池田大作维护女性生命尊严，发挥女性潜在价值，促进世界和平与人类幸福的女性文明论是

以“生命尊严”为核心的《妙法莲华经》佛教思想的体现，同时又有其独到伟大之处。突破已有的对池田大

作女性观的单纯性研究，将其置于佛法背景下考察，其女性文明思想是关于构建“生命尊严”思想体系、实
现和平共生幸福理想社会的系统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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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中后期，池田大作与世界各地文化

精英多次进行对话和交流，不仅撰写了大量著

作，而且在世界各地兴办了创价学校，以多样化

方式积极推动文化交流活动，极大促进了人类幸

福与世界和平的创价事业。池田大作有诸多关

于妇女、儿童、教育等的论述，这些是其“生命尊

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在创价学会内

部还是在学界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与东西方

文化精英的对话交流与其著作如《我的人学》
《人生问答》《心灵四季》《女性箴言》《新女性

抄》等中，池田大作都就女性问题发表了自己的

见解。展望 21 世纪，池田大作更是热情宣称: 绚

丽的 21 世纪，女性文明的来临。
在诸多关于池田大作思想的研究中，有少部

分关于池田大作女性观的研究，主要有陈爱香的

《池田大作的女性观探析》、刘可的《池田大作女

性观研究》、马薇的《池田大作的女性观解读》、

王夏冰的《池田大作女性观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

初探》和李红霞的《鲁迅与池田大作女性观比

较》。这些研究都注意到了池田大作对女性生命

存在状态的关注，然往往只是孤立谈女性生命尊

严与价值，而忽视了池田大作的女性观实际上是

他女性文明理论的一部分，其女性文明与“生命

尊严”思想及其人类理想中的和平共生幸福社会

有着更为深刻与内在的联系。蔡瑞燕对此可以

说是有所注意，其论文《论池田大作的女性观》
研究了池田大作对女性作用高度重视并把女性

发展看作 21 世纪新文明发展之良方的原因，提

出池田大作女性观的核心内容是将女性作为人

类前途美好期待的具体切入点和独特视角，是对

女性特质的理解和对女性力量的高度认同，然其

研究尚不够系统与深入。本文拟从女性文明

角度对 池 田 大 作 的 女 性 思 想 作 更 进 一 步 的

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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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法缘起: 般若智慧是女性

池田大作所说的女性文明，简言之就是指维

护女性生命的尊严并充分发挥和创造女性价值，

促进和平共生幸福社会的文明。在池田大作看

来，较之男性，女性在孕育生命、培养孩子等问题

上无疑具有得天独厚的绝对优势。因此，女性首

先要做好自己，自觉生命的尊严，做一个完全的

人，坚持学习，不断向上，具备独立人格，心灵丰

富，充满朝气。因为只有这样，女性才能更好地

发挥女性价值，担当起培育生命并进一步担任好

家庭、社会各种角色，做个贤明的妻子，成为坚强

乐观的母亲，充分发挥女性的教养与智慧，做“希

望的诗人”。他坚信: 维护女性生命尊严，更好地

发挥和创造女性价值，实现女性文明，将有效促

进世界和平，实现人类幸福。
关于池田大作女性观产生背景与原因的研

究，文章不多，观点却相对丰富: 王夏冰的《池田

大作女性观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初探》观察到了

池田大作女性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 刘可的

《池田大作女性观研究》注意到了日本传统文化

和佛学思想对池田大作女性观的影响，提出了池

田大作的女性观的民族特色与佛学特色，并以儒

家女性观与西方女权主义作参照，指出池田大作

女性思想对传统的坚守与现代的吸纳。这些研

究都有一定依据，能说明一定问题。然而，作为

一名佛教组织领袖人物，池田大作女性思想及其

女性文明理论的形成，探讨其深层次背景，佛教

思想的深远影响才是最根本的。
宗教是对人的终极关切。池田大作终身与

创价学会成员一起，以佛教的生命尊严思想为根

本，致力于推动文化教育，促进世界和平的事业。
他积极开展国际文化名人和领导人物的对话活

动，足迹几乎遍布世界各地。池田大作的女性思

想是立足于佛法教义基础之上的女性观，也是其

关于建设和平共生人类幸福社会理想的重要切

入点。与众多国际文化名人的对话记录显示，池

田大作不仅对女性的生存境遇、生活方式予以高

度关注，还极力倡导女性成为创造 21 世纪新文

明、建设和平文化的主角，促进人类幸福与和平。
除了《我的人学》《心灵四季》《人生问答》涉及女

性话题，池田大作的随笔集《女性箴言》《新女性

抄》更是集中阐述了其对女性问题的独到见解。
从维护“生命的尊严”出发，池田大作既平等对

待男女，又尊重性别差异，他高度肯定女性的社

会地位，特别推崇发挥女性价值，认为引导女性

创造幸福是人类获得幸福推进世界和平的重要

途径。池田大作不是男权主义者，也不简单地为

女权主义者说话，其女性观建立在深厚的宗教根

基之上，是其女性文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

果脱离池田大作的女性文明理论而单纯谈他的

女性思想，可能失之偏颇，变得狭隘。
佛教思想史上，女性地位观念有个曲折的发

展过程。池田大作善于将自己的精辟见解用对

话形式呈现。何光沪先生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

版的“宗教与世界丛书”共收入 4 本池田大作与

野崎勲、松本和夫、井上光央、石黑东洋等的对话

记录，分别是《我的释尊观》《我的佛教观》《续我

的佛教观》《我的天台观》。其中《我的佛教观》
的主要内容是佛灭度后三次结集佛经，小乘教分

裂为上座部、大众部再到大乘佛教，对谈内容涉

及阿育王、弥兰陀王、维摩诘、龙树和世亲，也谈

了《维摩诘经》和《法华经》。从他们的对话中可

以清楚感受到释尊最初对待女性是排斥的，关于

女性的故事对女性多有丑化甚至认为女性是邪

恶的，释尊甚至也曾经教导得意弟子阿难警惕妇

人，不要靠近她们，所以最初只有男性出家为比

丘众。后来阿难接纳了摩诃波阇波提这第一位

女性出家为比丘尼后，女性僧侣才逐渐增多，然

释迦对出家女性弟子的戒律却比男性弟子更为

严苛。佛教文献也曾有关于女人五障说和畜生

化身等贬损女性说法。“小乘佛教认为女生垢

秽，不能成佛; 汉传佛教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亦强

调女人成佛之先，必须先行女转男身。修行的时

候也需多于男人三大劫。”［1］大乘佛教传承了释

迦的平等意识，使得女性地位有了进一步提高，

“龙女成佛”说明了大乘佛教在女性修行理论方

面的发展。大乘佛教世界观的核心在于寻求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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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整体性，包括物质与精神的相互依存与并列，

包括男女之间的平衡和对女性的尊重; 同时也不

十分强调寺院独身生活，且抬高了世俗生活并肯

定婚姻生活中也有获得觉悟的可能。这些都在

佛教领域促使女性地位进一步提高与发展，而中

世纪以后，作为佛教集大成者，日莲大圣人更是

明确否定“女人五障”之说，强调成佛条件与性

别无关，“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强调女性可以

成佛。
创价学会是以日莲佛法为根本，注重在实践

中修行《妙法莲华经》的佛教团体。日莲佛法持

“一生成佛”“即身成佛”与“众生皆可成佛”理

念，鼓励人们重视“行动”与“实践”，在“南无妙

法莲华经”的照耀下，以对话等方式重视佛道修

行，在苦乐相伴的日常生活中自利利他，自信、勇
敢、智慧地去实现世界和平及众生的幸福。

1948 年 9 月 13 日，年仅 21 岁的池田大作在

西神田的旧本部聆听户田成圣讲解《妙法莲华

经》时，被户田先生从生命所迸出的深邃思索、强
烈的大确信、关怀世界与人类的慈悲呼吁感动，

惊叹于《妙法莲华经》之深远伟大，认为真正能

救济人类之道的只有《妙法莲华经》，这是悟得

宇宙与生命根源之法义，是教示全人类追求最高

境界的圆满具足生命幸福的根本原理。于是，年

轻的池田大作便自觉生命，写诗明志，誓愿从此

要勇往迈进，坚强地在大法的生命中活下去。事

实表明，池田大作一生都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

践行了《妙法莲华经》深邃伟大的佛法理念。
《妙法莲华经》把生命看得至高无上，认为

当维护生命尊严，男女平等，众生平等。其中龙

女成佛的故事告诉人们，众生平等，宇宙万物依

正不二，男女都可修行成佛。池田大作认为，“本

来佛教对于万物来说可以看成是一个永恒高尚

的伟大生命的体现，这是释尊的悟道，以这个开

眼观之，是看不到男女之差别的”［2］。
众生平等，珍视生命，出于尊重与慈悲，佛教

反对杀戮，非暴力、和平是佛教的本质主张。佛

教讲求般若智慧。根据《大智度论》卷三十四、
《大品般若萨陀波仑品》记载，“般若是诸菩萨摩

诃萨母，能生诸佛，摄持菩萨。以父母之中，母之

功最重，是故佛以般若为母。”佛法倡导“把母亲

的思子之心带给一切众生，把无量的慈爱带给全

世界”［3］54。在佛教中，女性、女性智慧与和平紧

密关联，大乘佛教认为“正是这种仁慈的犹如母

亲的领悟力，才将可悲的人类从无明、痛苦、业和

轮回中拯救出来。换句话说，它是一种高度同情

的智慧，即充满大慈大悲的智慧，等于佛教的博

爱或宗教之爱———它推动了诸佛和菩萨孜孜不

倦地以正觉救度一切众生”［4］。
参透了《妙法莲华经》的教义，池田大作将

21 世纪的关键词明确为“生命”和“生命力”，呼

吁每个人都要建立起强烈的生命尊严意识，从生

命根本意义出发，遵循生命的法理，维护生命尊

严，其人本教育思想、人性革命理论与和平共生

思想都是以“生命尊严”理论为核心。而“般若

智慧是女性”的佛教思想则可看成是池田大作关

于“女性是天生的和平主义者”思想的重要来

源。循此前行，我们可以约略探寻到池田大作独

特的女性思想有着深厚的佛教根基，以此为基础

构建的女性文明思想，是推动世界和平走向 21
世纪新文明的重要切入点，也是池田大作和平共

生思想的核心所在。

二、思想核心: 维护生命尊严，尊重
生命法理

生命尊严得以维护，生命就会焕发出素朴的

光辉，人性就会显得美丽迷人。不论女性还是男

性，同样都是人，对一方稍有蔑视思想都应立即改

正，而基于这种思想的社会体制当然应当革除。
池田大作十分看重女性作为人的尊贵性，认

为女性成为妻子和母亲之前是人，是一切的出发

点，同时也是一切的归结点。这应成为各种人生

态度的规范，迷失、忘却这一不言自明的道理，就

会是现代人最大的不幸。池 田 大 作 认 为 女 性

“‘作为人’比‘作为妻子、‘作为母亲’有着更深

的根基。”［5］池田大作女性观中对女性的希冀表

现出其最基本的生命尊严准则———女人是人的

基本主张，是佛学慈悲的众生平等立场下的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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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观，其意义超出世俗范畴，引导女性远离世

俗束缚，注重精神高贵，做真正的人，指导女性往

幸福之道创造自己的价值。由此可见，池田大作

对女性的关怀与指引，是终极意义上的关怀与引

导，他鼓励女性树立不断前进的人生态度，实现

自我的充分发展，追求真正意义上的幸福。
“佛法所谓的‘佛’，是意味着生命的内在的

尊严; 所谓佛法，可以说就是生命的内在的法则。
在包括生物界和无生物界的自然中，有着肉眼看

不见的‘生命的丝’。这些丝支撑漂亮的‘生命

的布’———整个宇宙的完美的调和。在这种调和

中，把生命尊严的思想当作我们人的‘生’的目

标是必不可少的。”［6］维护生命尊严就要尊重生

命内在法则，遵循生命原理。佛法认同众生平等

的同时并不否定其差异性特质，正是因为有性

别、种族、年龄等差异得以丰富。
从“生命尊严”理论出发，池田大作以男女

平等为人立场为前提，同时承认男女在生物学意

义以及心理、具体能力特长等层面的差异，认为

男女双方要各自发展其特性，并在此基础上加以

结合并取长补短，使彼此特性交相辉映，相得益

彰，这是人类该有的本来面目，只有这样，人类才

能进入和美幸福的境地。因此，池田大作坚信

“把女性从家务、育儿或分娩等非她们不可的工

作中解放出来，毋宁说等于是使人类的生存陷于

困境。对于女性来说，也等于是放弃她们最重要

的据点和城堡”［7］56，认为要成为完全的人而不

肯受家庭束缚，是对女性解放真正意义的误解，

而且女性更应当认为这是缔造幸福明朗的家庭

的绝对条件，对于妻子自身来说，建设幸福家庭

也是人生幸福的基础。因此，作为妻子，当将主

要精力投入到子女培育与辅佐丈夫，使丈夫可以

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与社会活动中。
与男性相比，女性的母性体验使她们会自然

地呵护与珍惜生命，维护“生命的尊严”，通常也

会更加热爱和平，反对战争。母亲培育孩子是最

崇高的价值创造，母亲负有创造生命又培育生命

的最高使命，她对子女的教育可谓是关乎家庭、
家族乃至国家、社会甚至人类繁荣兴衰的大事。

女性都是希望的诗人，有很好的教养与智慧，可

以通过对话与寒暄以及自己的人格力量，培养感

动，创造美的价值，可以通过参与文化艺术等活

动，充分发挥女性智慧与慈悲的光辉。“为他人

而行动，加强、加深又稳固了我们生命中的佛界。
当佛界得到增强，我们就能够更深地去启发他人

的生命。而这条人性变革的王道，就存在于自利

利他的行动之中。”女性如果能做好自己，安住家

庭，做好妻子与母亲，同样是自利且利他的行为。
女性只有很好地发挥了自身价值，生命才会圆融

丰满，充实有意义。尽可能发挥女性价值，使之

不仅拥有坚强乐观的精神，更加慈爱地培育孩

子，还要自觉保护和扩大幸福的声音，把母亲的

爱子之心带给一切众生，把无量的慈爱带给全世

界，用女性的力量改变时代，促进环境与人的革

命，推动世界和平与人类幸福。池田大作深信

“全世界的母亲们能创造和弘扬伟大的幸福的艺

术”，可以“通过女性心灵的和平来缔造社会的

和平，认为女性的和平的力量会成为惊人的伟大

的力量来改变社会”［3］190。
维护生命尊严，尊重生命法理，既做到男女

平等又充分发挥女性的价值，做好自己、成为贤

明的妻子与坚强的母亲，池田大作的这一思想充

分体现了佛法众生平等、维护生命尊严的精神。
池田大作将实现女性文明看成是促进世界和平与

人类幸福的有效手段，充分认同并看重女性在社

会中的地位与作用，呼唤绚丽的 21 世纪女性文明

到来，这是池田大作独具慧眼、十分精进的思想。
池田大作的女性文明观以深厚的佛法思想为

根基，维护生命的尊严，平等对待男女，尊重性别

差异，又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即高度肯定女性的社

会地位，将人类历史的转变寄托在最珍贵生命的

女性智慧与慈悲的集结上，希望通过发挥女性的

潜在价值，促进人类文明幸福。

三、美好愿景: 创造女性最高价值，

创建共生幸福社会

西方有句谚语，“推动摇篮的手是推动世界

的手”。池田大作正是在女性身上发现了母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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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德和力量，才有了他以女性文明为核心的和平

思想理论。
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部分，女性文明以她极

具个性的方式存在，有着不可忽略的地位。在漫

长的人类历史上，凡是黑暗时期，通常也是对女

性生命压迫戕害最严酷的时期，如黑暗的中世

纪，欧洲文明几乎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当女性

生命尊严得不到维护的时候，女性没有机会充分

展示其推动文明的力量，强权主义就会占上风，

血腥暴力斗争就会不断，战争、杀戮与争斗泛滥，

两次世界大战与当今还在进行中的大小战争与

斗争，都是极有力的佐证。反之，人类文明的每

一个进步发达时期，则往往是女性生命被尊重，

女性人身得以解放和社会地位提高的时期。
女性所独具的母爱本性使她们与生俱来地

散发着保护弱小、反对战争、坚强乐观、宽容慈悲

的人性光辉，这是战胜暴力的最好法宝，培育女

性对艺术的热爱品性及其充满诗性智慧的文化

教养则将是推动文明发展的最佳手段。欧洲文

艺复兴时期，一些女性发挥自己性别的优势，以

独特的方式介入男性之中，以优雅从容的姿态穿

梭于文化艺术沙龙，尽情挥洒她们才情和热情，

温馨持久地推动了欧洲文明，这些都是非常有说

服力的事实依据。
长久以来，在有识之士的积极推动下，女性

文明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只要稍加观察

与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如今人们虽然普遍达成

尊重女性的共识，但是，在如何真正尊重生命、充
分发挥女性价值、切实推动社会文明这个议题

上，人们的认识与行动还存在很大差距。
池田大作以他的生命尊严思想体系和女性

文明理论给出了很好的答案: 懂得尊重自己生命

又能维护他人生命尊严，女性要尊重自己作为女

性生命的特质，做最好的自己、慈爱的母亲和贤

惠的妻子，健康独立、坚强乐观，过成功幸福的人

生; 要做希望的诗人，通过文化艺术和社会活动，

培育风的心，播撒爱的种子; 要让爱的心灵国际

化，以广阔的心怀，积极诚恳地参与交流与对话，

扩大团结，用人间大爱促进世界和平。池田大作

认为女性本能地具有真爱、保护、抚育生命的天

性，母亲这种怜子之心如果在政治上得到发扬，

就不会再有战争发生。而女性的觉悟、努力与才

智使得女性是家庭不可替代的顶梁柱和太阳，女

性不仅能够出色地培育孩子，也是男人行动的力

量源泉，女性能够创造最崇高的价值，有着改变

世界的力量，能够促进世界和平共生社会建设。
因此，池田大作倡导 21 世纪当让女性、母亲担当

主角，推进和平文化发展，实现人类幸福。
很显然，池田大作对女性的高度重视是从世

界和平出发，站在整个人类幸福的立场对女性地

位与价值的充分认同，他认为，“只要不以人的解

放和人的幸福为前提，任何妇女解放运动都不可

能取得真正的成果”［7］107。正因为如此，池田大

作并不赞同只在政治、社会方面大做文章的女性

解放运动，更反对将女性从母职中解放出来。其

思想与理论有着深厚的佛法背景，对于推动世界

和平，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大同幸福社

会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与推动作用。同时我们

也应注意到，作为佛教思想家，池田大作更重精

神而轻物质，他注重倡导女性在精神层面作出努

力，创造价值，希望女性在自觉维护生命尊严，努

力让自己成为完全的人的同时，能全身心养育孩

子，辅佐夫君，做贤明的妻子和慈爱的母亲; 认为

“不管到什么时代，妻子总是有着为妻所应尽的

义务，因为这不仅是建立幸福光明的家庭所必须

具备的条件，而且幸福家庭的建设对妻子本身来

说，也是幸福人生的基础”［7］26。同时他又希望

女性能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进行艺术文化交流，

建设和平文化，缔造幸福生活。可见，我们不能

脱离佛法背景与池田大作的和平共生思想孤立

地理解其女性观，而应该看到其是从佛教的生命

尊严与平等思想出发，是池田大作人性革命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其人类和平共生理想的重要

手段。池田大作基于深厚佛法的以维护生命尊

严思想为基点的女性文明思想为促进世界和平

提供了明晰的路径，有较高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

值，值得我们思考学习与参照借鉴。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池田大作的女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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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与女性文明理论过于重精神而轻物质，所以，

遗憾的是，因为高度赞成女性作为母亲与妻子的

家庭地位与作用，反对将女性从母职中解放出

来，池田大作忽视了现实社会中女性生存与发展

的实际需求问题，这容易引起女权主义者的诟

病。关于女性职业与经济收入问题，池田大作谈

及较少，其中比较有创见的是在与汤因比的对谈

中，汤因比提出要让“爱的经济”得到报酬，付给

母亲高工资，池田大作十分赞成这个主张，认为

这个提议很好且合乎情理，认为“这样，为生儿女

而做出牺牲的妇女们就不会感到不满了，而且，

男人和整个社会就都会充分认识到生儿育女是

件多么不容易的工作了”［8］。这样的意见的确

很有价值，可是现实中却容易落空。生命生存状

态是多元的，价值观也是多元的，尊重生命尊严，

要从尊重个体生命价值开始。如果过分强调母

职，就容易使得女性丧失自我而不能自觉生命的

尊严，就有可能无法实现女性成为真正意义的人

的人性革命，从而影响女性文明发展且进一步影

响人类世界和平共生的幸福社会推进历程。
此外，池田大作的女性文明理论较多谈论女

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更多的是鼓励女性做

好自己，创造价值，发挥作用，而较少从社会、政
府和男性角度谈如何创造条件促进女性文明，这

固然与池田大作从佛法理念出发更加看重人的

自觉与内省分不开，与池田大作人性革命理论也

相一致，然而，如果没有社会与政府的高度重视

与政策支持，没有男性思想认识高度与实际行动

的支持、配合与协助，女性文明想要绚烂到足以

推动 21 世纪，能够真正缔造和平文化，切实促进

人类文明，就会举步维艰，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的

进程将会十分艰难缓慢，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足够

的思想认识和心理准备，切不可盲目乐观，单纯

将缔造和平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女性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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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Women’s Civilization Thought of Ikeda Daisaku

FU Hongying
( School of Humanities，Shaoxing University，Shaoxing，Zhejiang 312000)

Abstract: The theory of Ikeda Daisaku’s female civilization，which protects the dignity of women’s lives，
exerts its potential female values and promotes world peace and human well－being，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Buddhist thought of The Lotus Sutra with the“dignity of life”as its core． At the same time，it has its unique
greatnes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heory of female civilization and its relation with the thought of the“dig-
nity of life”and the peaceful symbiosis and happy society in Ikeda Daisaku’s ideal．
Key words: Ikeda Daisaku; female civilization; life dignity; Buddhist id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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