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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對於我來說，戶田城聖先生既是導師，也可以說是父

親。他 1900年 2月 11日出生於現在的石川縣鹽屋町。今

年─ 2000年，恰逢他誕辰一百周年。

當時，世界到處都颳起殖民地統治的風暴。日本也在

富國強兵的政策下，加快近代化。

恩師誕生的那一天─一百年前的 2月 11日、星期

天的《東京日日新聞》（現在的《每日新聞》）上，刊出這樣

一類的大標題：“俄國軍艦集結”、“要塞炮兵隊長教育召

集”等。

在此四年後的 2月，爆發了日俄戰爭。

另外，《礦毒受害百姓大舉暴動》的報道，告訴人們

當時深受足尾銅山礦毒之苦的農民們，以青年為骨幹，奮

起鬥爭的情景。

但是，日本這次最早的反公害鬥爭，兩天後遭到殘酷

的鎮壓，很多人負了傷。

田中正造對此極其憤慨，在國會中大聲怒吼，發表了

“殺害民眾就是殺害國家”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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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百年前報紙上反映出來的“光”與“影”，看來也

可以窺視出以後 20世紀的動向。

我們通過和平哲學團結民眾，就是由生活在這樣的時

代氛圍中的牧口常三郎首任會長、戶田城聖第二任會長構

想和創始的。

在日俄戰爭前夕激烈的“軍事競爭”中，牧口會長提

倡“人道競爭的世紀”，展望了人類的共生。在冷戰的漩渦

中，戶田會長最早呼籲“地球民族主義”的理念，主張廢

除核武器。

兩位先生都非常重視立足於“生命的尊嚴”的人性教

育，企圖將這種教育的充實和變革作為出發點。

因而提出了“創價教育學會”的名稱，開始了草創時

期的對話活動。

這是 1930年的事。

等待時機，創造時機─殉身大難的兩位先師實踐的

力量，令人感慨無量。今年也是創價學會創立 70周年。

本書作為題名《走在大道上》的第二卷，收錄了分 24

次在《第三文明》、《大白蓮華》雜誌上連載的《我的人生記

錄》。

時間過得真快，開始執筆以來，已經快五年了。

從 1975年 1月 26日創立 SGI（國際創價學會）開始寫

起，每月一次，按時間順序，原原本本地撰寫了人生春秋。

也許是由於每天的日子都激烈地變化，想寫下來留存

的事情意外地多，連載終於寫到了 10年前的階段。

今年我已經 72歲。

每年都充滿了起伏曲折，人生的記錄也像沒有盡頭的

磁帶，好像怎麼也寫不完。

這也許反而是有分量的人生的證明。我這麼說服自

己，在繁忙的空隙，提筆寫人生。

靜靜地回顧過去，我生來體質虛弱，以為自己活不

長，所以決心把生命獻給恩師，日復一日，如同翻日曆一

樣，拚命地堅持活下去。

正因為這樣，恩師戶田先生一面激勵我“要長遠活下

去”，一面對我進行長達十年的薰陶，塑造了我全部人格，

對我有着筆墨難以盡述的深厚大恩。

對於一直支持我到今天的所有的人們，我也不禁要深

深地感謝。

總之，我在這部連載的第一回裏談到 SGI 是由 51個國

家和地區的代表參加而創立的。而現在它已經發展到 148

個國家和地區。

我們的文化與教育、和平與人權的人道主義的運動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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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到全世界。牧口、戶田兩位先生該多麼高興啊！

SGI 成立的時候，我作為參加人之一，要求寫下自己

的名字，我在其國籍欄中填寫上“世界”。在成立大會上，

我向各國代表簡潔地發出了呼籲。在那裏滿含着我的一切

真情。我呼籲道：

“希望大家胸懷的不是使自己顯赫揚名，而是向全世

界播下和平這一妙法的種子，完成自己寶貴的一生。”

“我自己也這麼做。”

繼恩師之後的不二的精神鬥爭將永無止境。《走在大

道上》也越過了世紀，其命運看來也要無限地延續下去。

最後，向繼第一卷之後，繼續為本書的出版付出辛勞

的《每日新聞》社的出版局長山本進先生、責任編輯清水

香臣先生等有關人員，表示衷心的感謝。

池田大作

2000 年 2 月 11 日 恩師誕辰 100 周年的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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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聯合國和平獎

恩師戶田城聖（創價學會第二任會長）先生曾經說

過：“受到某個國家的表彰，就要終生為那個國家盡力。”

不論受到哪個國家、哪個機構的表彰，都不是單純

的讚賞和榮譽。我認為其本來的意義是促使你發下新的誓

言，採取下一個行動。

重要的不是“過去如何行動”，而是“今後怎樣行動”。

1983年 8月 8日，接受聯合國和平獎時，我曾這樣說

過：“我們以前雖然一直支持聯合國，但是作為對今後的

期待來接受獎賞的。今後我們仍將為世界和平更加竭盡全

力。”

傳達授獎儀式是在東京澀谷的國際友好會館舉行的。

出席儀式的有作為聯合國秘書長代理的明石康副秘書長（當

時）以及聯合國宣傳中心埃克斯雷所長（當時）等許多人

士。

我是體驗過戰爭的悲慘的那一代人。對於我來說，對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那年創立的聯合國寄予的期待很大，

聯合國的發展是我經常考慮、關心的事。

面對不知何時是盡頭的東西方冷戰，以及連接不斷的

國際紛爭，聯合國一直受到很多批評。坦率地說，就是批

評“聯合國沒有履行其使命”。在日本，也不時有人大聲議

論“聯合國軟弱論”、“聯合國無用論”。

但是，我確信：“那麼，除聯合國外，究竟有哪個機

構能建造通向世界和平的軌道呢？”

我自就任創價學會第三任會長以來，就對支持聯合國

的民眾運動的道路進行了種種的摸索。

儘管如此，在發起國際支援運動時，切忌性急冒進。

因為學會始終把構築以佛法為基調的民眾的和平力量作為

目標，只有當這樣的基礎堅如磐石時，國際支援運動才會

鞏固。

1975年初，在颳過哈德遜河的寒風中拜訪紐約的聯合

國總部時，運動邁出了一大步。在與瓦爾德海姆秘書長（當

時）會談時，我提交了以學會青年部為中心推進的“爭取

廢除核武器的一千萬人簽名”。

從那以後，多年夙願的支持聯合國的活動一直切實地

前進。

授予我聯合國和平獎的是第五任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

亞爾先生。他在任期間，我與他會見了四次。

印象深刻的是 1990年秋在東京的會見。

交談涉及很多問題，有轉向以聯合國為中心的時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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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以及對 SGI（國際創價學會）與聯合國共同舉辦的

“戰爭與和平展”的反響等等。“人類議會”的議長─聯

合國秘書長的日程，確實是“以分計算”的。聽說這一天

也是一個會見接一個會見。

訪問世界上哪個國家，這恐怕是家常便飯吧。在絕不

能說寬敞的房間裏，連同走廊下，都能感受到一種繁忙緊

張的氣氛。

我多次跟秘書長說：“秘書長為了人類非常繁忙。我

不能再多佔用您寶貴的時間了。”但每次秘書長都挽留

說：“再談一會兒，可以嗎？”

在分別的時候，秘書長手裏拿着一塊刻有聯合國徽章

和他自己簽名的鎮紙說：“SGI 會長為人類的相互理解與和

平作出貢獻。您的書桌上一定堆積着許多這方面的文件。

我想這塊鎮紙正好用於壓這些文件。”只有公務繁忙的人

才會說出這樣真心的話。

後來作為還禮，我決定送他一塊刻有 SGI徽章和我簽

名的鎮紙。這裏面也包含着我自己支持聯合國的決心和真

情。

  從“國家支持的聯合國”轉變為 

“民眾支持的聯合國”

面向 21世紀以及永遠的未來，人類為了進步、安穩和

快樂的生活，只能以聯合國為中心來進行協調。

問題是怎樣求得聯合國作用的加強和靈活性。各個成

員國的努力當然是重要的。但是，僅有國家的聯合，一定

會有一種傾向，即強國與弱國產生的對立，把國家之間的

利害關係放在優先地位。

怎樣才能在實質上增強聯合國的作用呢？─我的結

論是，在支持聯合國的基礎上，應當把“民眾的聲音”置

於“國家的聲音”之上。

聯合國憲章的開頭也寫着“我們聯合國人民”。主語不

是國家，而是人民。

民眾是誠實的、正直的。是真誠地祈願和平。民眾

的這種熱情是真正可以信賴的。把民眾的這種善意集結起

來，就會成為支援和擔當聯合國的真正的力量。

也可以說，要把“為了國家的聯合國”轉變為“為了民

眾的聯合國”，要從“國家支持的聯合國”轉變為“民眾支

持的聯合國”。

我在與聯合國許多要員的談話中，在提出的各種建議

中，一有機會我都呼籲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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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支援聯合國的信條來說，這因為聯合國與創價學

會在“通過民眾的團結來克服國家惡”這一點上有着強烈

的共鳴。

創價學會（最初稱創價教育學會）創立於 1930年。其

戰前的任務是對抗日益喧囂的軍靴聲。不用說，軍國主義

最後發動的戰爭，是國家惡的頂點。

在與猖狂的權力的魔性進行鬥爭的過程中，首任會長

牧口常三郎先生死於獄中，第二任會長戶田城聖先生在獄

中度過了兩年的歲月。學會的組織也被摧毀。可以說創價

學會從其創立之初，就背負了要與壓制民眾的國家惡作鬥

爭的宿命。

聯合國是從對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一國家狂奔的痛切反

省中產生的。其目標是超越一國的利害，謀求全人類的利

益，這是毋須多說的。

在“克服國家惡”的挑戰，可以說聯合國與學會是直

接相聯繫的。

說是支援聯合國，但重要的是要有證明這一主張的行

動。

各個國家都有支持其國家的市民、國民。但聯合國沒

有直接支持其活動的“國民”。因而就需要用世界市民這一

全球化的意識，來支持聯合國的民間活動。SGI 一直作為

聯合國各種機構的 NGO（非政府組織），參加了聯合國的各

種活動，就是出自這個目的。

以後從聯合國還獲得了聯合國榮譽表彰（1988年）、和

平貢獻 A聯合國秘書長表彰（1989年）、聯合國難民事務高

級專員辦事處所（UNHCR）和人道獎（同年）。我把這一切

都看作是對 SGI 的“為民眾的聯合國”這一信條和行動給

予了理解。

  站在車站前募集救助難民資金的青年們

令人感到充滿希望的是，肩負下一代重任的 SGI 的青

年們對我的信條有着共鳴，積極地參加支援聯合國的活動。

那是 1984年 4月在東京國立車站前發生的事。我在去

參加東京的創價初、高中的開學典禮的途中，發現了會員

們站在那兒募集救助難民資金。

那天是難得休息的日子。也許本來是想出去和朋友聊

天，或者去參加體育鍛煉。雖說已是春天，但吹過來的風

還很寒冷。

但是，青年們仍在拼命地向行人呼籲支持，這即使是

一次小小的嘗試，但如果能為救助逃避戰火的人們和飽受

飢餓痛苦的母子助一臂之力⋯⋯最重要的是，通過具體的

行動，青年們可以感受到理念和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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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愛的青年們，簡直像希望和平的尊貴的菩薩。

我就要去出席開學典禮，穿着一身禮服，心裏雖然

想過，穿着這身衣服來募捐是否合適，但還是讓車子停下

來，參加了募捐。

由於太突然，青年們有些驚訝，顯得有點緊張。會員

們露出笑臉，精神飽滿地對我說：“感謝您的協助！”

青年部支持聯合國的活動，僅募集難民救助金一項就

達 18次。對於青年們的辛勞，我作為一個希望和平的人，

也想向他們道謝：“謝謝！今後仍請多協助！”

民眾本來就希望和平。可是，冷戰結束後的今天，國

家仍在搞軍備競賽，反覆不斷地進行戰爭和壓迫。

要停止人類的這種循環，克服國家惡，使人類轉向和

平團結的方向─但實現這種目的哲學和軌道在何處呢？

現在世界上很多有良心的人們在 SGI 中看到了這種光明。

德奎利亞爾秘書長也說過：“我之所以高度評價 SGI 

對聯合國的支持，是因為它不僅有精神層面上強大的支

援，而且還帶有具體的行動。在這一意義上，SGI 是支援

聯合國的模範，是真正值得信賴的存在。”第六任秘書長

加利先生也作過同樣內容的評價。

我們的責任越來越重大。因此，特別是青年，必須要

進一步面向世界，有必要在學習和實踐中培養作為世界市

民的視野和力量。

我還認為，SGI 和學會要在世界的民眾運動中起模範

作用，首先就要問一問它有無作為領導者的資質和人格。

偉大的民眾運動的領導者總是把為民眾獻身當作第一要

義，絲毫不能考慮自己。必須要作為徹底的“公職人員”

示範，因為“大人無己”。

不論甚麼運動，人都是根本。處於負有責任地位的

人，如果忘記了“為了甚麼”這一根本目的，忘記了嚴於

律己，開始考慮自己個人的利害，從這時起，從這一瞬間

起，運動就會墮落。接着就開始蔑視民眾，把民眾當作手

段。再沒有比這更可怕的事了！

所以，我要告訴下一代的青年，作為民眾運動的領導

人，要經常對照自己的良心，反問自己有沒有令人羞恥的

地方。

這些話並不只是警戒麻痹大意，而是許多歷史講述的

真實─過去打着民眾利益旗號的運動，不知甚麼時候都

墮落、消失了。

聯合國的創設已經超過半個世紀了。關於聯合國的作

用、存在意義，至今仍然議論紛紛。

但是，偉大的建設、偉大的前進，是不斷的忍耐和苦

難。正如甘地所說的那樣，那是蝸牛的前進，要緩慢地、

一步一步地前進。前途即使有迂迴曲折，但人類今後一定

會進一步認識到聯合國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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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要繼續前進，我相信，世界和平未來的新的

光芒，是從行動的汗水中產生的。
東京富士美術館開館

文化存在於與破壞、暴力對立的一極。文化從內心啟

發人。相反，破壞、暴力從外部壓抑人。藝術打開心靈，

面向光明。權力把心靈封閉於黑暗之中。所以，如果有志

於未來，文化、藝術的交流是極其重要的。

是從甚麼時候開始的呢？─我開始考慮創立美術館

了。

恩師戶田城聖先生常說這樣的口頭禪：“要看第一流

的東西，不接觸第一流的東西，就不會識別真東西。”這

些話對美術品，對人都適用。

識別真正好東西的能力，只有和第一流的東西接觸，

才能培養起來。讓感到美好、傑出的純樸的心靈互相接

觸，感性才會得到磨煉。在人格的陶冶上也同樣是如此。

和第一流的人格接觸、交鋒，才能使心靈共鳴。

開始出訪海外以來，我常常擠出時間，拜訪羅浮宮等

著名美術館。據說有的人看到我這樣，還以為我單純是忙

中偷閒。

佇立在人類共有的珍寶─藝術作品的面前，我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