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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谛与二谛（世俗谛及胜义谛）有什么不同呢？二谛是见解的

对境；四谛虽然也有见解对境的成分，但主要是以修持方法为重点，

始终围绕着如何修持才能获得解脱的主题而宣讲的。所以二谛与四

谛在佛教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常识，如果能够了解，就会对自己的修

行有一定的帮助。当然，如果不广学二谛或四谛等佛教的太多理论，

而只是在学到适当的理论后便专修也可以，但除了一些极利根的人

以外，就很容易出差错。 

譬如，如果只知道人身难得、轮回痛苦的道理，往往在修行的

过程中就会产生一些疑问：我修这些到底能不能得解脱？如何得解

脱？修的是不是正法？这些疑问一旦出来，由于没有闻思的智慧，

自己就无法解决并由此产生困扰，从而成为修行的违缘。但是，智

慧却可以帮助和鼓励我们，所以，作为修行人，还是应该有一些应

有的知识，这些知识对于实修的人来说，不但是需要，而且是不可

或缺的常识。



140 慧灯禅修班教材（二）

一、概述 

四谛的修法就是从出离心、菩提心开始。出离心让我们超越轮

回，菩提心让我们在超越轮回后却不离轮回。这二者之间是否矛盾

呢？并不矛盾。如果没有出离心、不能超越轮回，我们就与六道众

生无异，谁也没有能力去度化他人。如果要超越轮回，就必须断除

贪欲轮回的念头，但在超越之后，却不能脱离这个轮回世界。所谓“脱

离”的意思，就是得到涅槃后不度众生，只追求自己的解脱。声闻、

缘觉就是不但超越而且脱离了轮回，他们安住在灭定中，因定力有限，

所以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度化众生。 

但大乘佛法则要求超越却不能脱离轮回。因为大乘菩萨不论是

修空性、无我或大悲心，其目的并不是要逃避轮回的痛苦，而是为

了具有更强大的能力，能够更有效、更完整地去利益众生，能够更

无私地付出。凡夫因为没有超越轮回，所以没有任何选择余地，他

们身不由己地要流转轮回。而大乘菩萨虽然超越了轮回，却自愿不

离轮回，因为他们深知，要度化众生就必须身处其中，因为在涅槃

中并没有众生，所以大乘菩萨不能脱离轮回。在这点上最重要的，

是要将世俗谛与胜义谛分开来看。 

何为四谛？就是苦、集、道、灭。为何不是五谛或三谛呢？因

为一切所知，或所有存在的东西可以分为两种：涅槃和轮回，在这

之间没有第三种存在可言。轮回有它的因果，涅槃也有因果，两对

因果加起来就是四谛，佛教的四谛就是以因果来解释轮回和涅槃。 

凡夫为什么流转于轮回，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这个不朽

问题的答案，只有佛才能阐释，即使其他人精通了世间的所有学科，

在面对该问题时，脑海中都只能是一片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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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以其无碍的智慧，将这个问题的答案向我们一语道破：不

论是做人或做畜生，都有各自存在的因，既不是偶然，也不是造物

主的安排，这个因叫做集谛。而苦谛，就是轮回的果。为什么取“谛”

字呢？“谛”就是真实的意思。这是否意味着轮回是真实的呢？并

非如此。之所以称之为真实，是从圣者的角度而言的。因为凡夫的

所见与圣者的所见有云泥之别，凡夫因被种种无明所遮障，所看到

的只是虚假的幻觉，而圣者看到的则是真实的，所以，“谛”字并

不是依凡夫而取的名称。 

那么，究竟有多少真实的东西呢？有四个。轮回的因是集谛，

果是苦谛；涅槃的因是道谛，果是灭谛。灭就是通过修行之道而消

灭所有的业障、痛苦，远离轮回一切不清净的现象。 

弥勒菩萨在《宝性论》中，用了一个恰如其分的比喻来诠释四

谛：从一个人生病、看病、吃药，到最后重获健康，医生治病的过

程一般有四个步骤：①必须知道病的本质；②必须要断除病源，如

果不将病源根治，想直接阻止病痛是没有用的；③给药；④药到病除。

任何医生给人治病，都必须经历这四个阶段。首先，如果不知病因

就无法下药，知道病因但没有药、不懂药理，或下错药也起不到作

用，所以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必须从知道病因入手。同样，四谛也和

治病的四个步骤相对应：“苦谛”是所知，“集谛”是所断，“道谛”

是所修，“灭谛”是所获。 

我们首先也必须知道轮回到底是什么？人的生老病死以及这个

世界究竟是什么？以上所有的问题都可归纳为两个字—苦谛。了

解苦谛以后，就对如何解决生老病死有了一定的认识，而它们的根

源就是集谛，要断除这个根源，该采取何种方法呢？生理上的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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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适当的药物，医治生老病死则需要修习正法。对治烦恼执著，

必须利用某种与它针锋相对、尖锐对立的东西去将它推翻，不然起

不了作用，这就是道谛。其结果就如同对症下药后病人能重拾健康

一样，我们修行的目的，就是要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小乘修行人

只希望解决个人的生老病死；大乘菩萨的发心，是不仅为了解决自

己的问题，更要解决所有生命的生老病死。 

要完全做到这点是极其困难的，单凭个人的力量去度化所有的

众生，即使是佛陀，在一世之中都无法完成。但佛的能力和愿力是

永无止尽的，他时时刻刻都在度化有缘众生，即便如此，佛也无法

度尽所有众生。能否度尽不是首要问题，关键在于是否在为此而奋斗。

四谛就是为达到这些目的而宣说的。 

二、广述 

（一）苦谛四种行相的重要性 

关于对苦谛的认识，无论是显密两宗，还是大小二乘，都有自己

不同的见解，此处就讲显宗大小乘共同的观点。四谛中的每一谛都有

四种行相，行相是《俱舍论》中的专用名词。四谛与行相是怎样的关

系呢？我们可以打一个比喻，假如脸是四谛的话，脸上的五官就是行

相。《俱舍论》讲，苦谛有四种行相：无常、痛苦、空性、无我。比

较笼统地讲，苦谛就是轮回中一些不好的、不清净的现象。如从细节

去看，就有所谓的四个行相。虽然密法在不共的见解上不承认此行相，

但无论显宗的小乘、大乘，在此问题上的观点却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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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提到过，除了一些菩萨以外，没有一个有智慧的生命是自

愿流转轮回的。虽然现在有些人在被催眠时，会说他们是故意投生

于轮回的，但这么说可能是撒谎或出于自己的幻觉，实际上每个人

都是在毫无选择的情况下来的。为什么非来不可呢？就是因为由业

力而产生了烦恼的缘故。就像农民种庄稼，种子本身是无情，不会

思维要生出何种果实，但在适当的温度与湿度的条件下，果实就产

生了。同样，人在中阴时也是漫无目的，没有任何具体的想法要做

什么，但还是来了，这就是因为已经有了转生轮回的因，无论是否

愿意，他们都别无选择。如果真的有选择，又有谁会愿意去做牛做

马或过痛苦的日子呢？ 

之所以要认识苦谛并非出于好奇，而是要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

就像医生为了治病而去观察、分析病的来源一样，认识苦谛就是为

了能断除它，具体的方法，就是先要找出我们流转轮回的原因。 

对此有种种说法：无因无缘、造物主的安排等。但这些说法都

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只有单方面的认可不能算是证据，只有被有

智之士一致公认为是理性的、合乎逻辑的论点，才能算是根据。而

这些立论又都是缺乏强有力的证据来说服他人的。 

凡夫流转轮回的根本原因就是我执，由我执而产生贪、嗔、痴。

因为有了我执，就会想方设法利益自己，为一己之利而奔忙。如果

没有我执，就不会产生利己的念头，也就没有接踵而来的种种善恶

之行。 

有些宗教喜欢说神论鬼，佛教虽然不否认鬼神的存在，但却认

为潜藏在每个人心中的我执，才是世界上最大的魔鬼。外在的魔障

最多只能影响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问题，例如生病或不顺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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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无法将我们束缚于轮回，就算集中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鬼，也无

法使我们流转轮回，唯有我执有此能耐。但我们却一直没有意识到，

这个常时存在于心中，并深得自己欢心的家伙竟然是个魔鬼。如果

我们不想再继续走轮回的路，就必须先将此魔消灭，之后才能过得

自由自在，不再受到它的扰乱。 

既然找到了轮回的根源，该如何消灭它呢？烧香、磕头、念咒

能办到吗？如果有出离心和菩提心的帮助也许有一定的效果，出离

心可以帮助我们处理一些比较粗大的问题，再由世俗菩提心来解决

较细的枝节。但最细微的我执，唯有无我和空性的修法才能尽除，

所以四种行相必须有无我和空性。那么无常和痛苦为什么包括在四

种行相中呢？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对轮回产生厌离，不再追求轮回中

的圆满。 

归根结底也就是说，无常与痛苦这两个行相能让我们生起出离

心，无我与空性则让我们有无我的见解，这四种行相，将轮回的真

面目彻底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使我们能够一目了然，从而产生

超越的愿望、勇气和能力。 

以前没有佛的教导，对轮回没有正确的认识，对世俗的金钱、

名利常存非分之想，不计后果地贪婪追求。如果有人对此表示没兴

趣，反而被认为是不正常，所以一般人也就随波逐流，成为了金钱、

名利的奴隶。学佛以后，佛教打破了我们牢固的成见，给予了我们

超越常人的，对世界、对人生的全新认识，虽然这些知识，会遭到

世人的反驳，但它却是任何理论都无法战胜的。 

佛也说过：“我不跟世间人争论，但世间人要跟我争论。”意思

就是说，佛能理解世俗人的贪欲和执著，而世俗人一旦听到佛讲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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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性、无我就不能接受，就要提出反驳。其实反驳是正常的，因为这

些知识不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听过、没有想过的事情，而且和他们平时

的想法也大相径庭，所以肯定是要反对的。但反对归反对，世上究竟

的真理只有一个，世俗人首先会反对，最后还是要接受的。这里讲的

世俗人并非指无神论者或唯物主义者，而是指还没有学佛、没有证悟

空性的我们，就是我们所持的陈旧观念在反对这些新的知识。 

所以，我们要推翻的，并非外道或无神论的观点，而是要推翻

自己的执著。自己的执著一旦消灭，任何外道的论点都无法伤害我们，

不论他们说得如何天花乱坠，对一个已经证悟的人来说都是徒然，

没有任何影响。能彻底推翻这些执著的方法，就是出离心、菩提心，

以及至关重要的空性见解。 

为什么空性有这样的能力呢？因为，导致我们流转轮回的根源

不是外在的某种物质，而是内在的观点和执著，是一种念头，而念

头是可以被推翻的。但也不是所有念头都可以被推翻，那些有根据

的、合乎逻辑的念头就很难被推翻。而我执是有根据、有理性的吗？

并非如此。 

从一出生开始，我们就认为有我的存在，现在回头看看，到底

我是不是存在的呢？如果是的话，又是怎么样存在的呢？如果我们

回头详加观察，就会发现：原来我是不存在的。可是为什么现在又

觉得我是存在的呢？这一切都是一种颠倒的幻觉。就像人在生病发

高烧时，视线中、脑海里常会出现一些稀奇古怪的景象和念头一样，

这是因为内在已经具备了出现这些景象和念头的因，所以不论是眼

睛所见，还是心中所想，都只不过是这些因所造成的幻觉而已。又

如服用某些中草药以后，也会看见一些本来不存在的东西，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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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真正存在这些东西，而是我们内在已经具有形成这些幻觉的因

而已。 

知道这一切的真相后再去修练，就会清楚地了知我是不存在的。

从开始修练到认知无我的这一系列过程，就是道谛。刚开始修道谛时，

修行的力量不是很明显，在打坐观想时会深深体会到无我的存在，

但出定后仍然要吃、要穿、要生活，别人骂自己时仍然会懊恼。对此，

《入菩萨行论》的智慧品中也讲过，并不是证悟空性起不到作用，

而是其目前的能力很微弱的缘故，所以必须要使其不断地发展、增长，

一旦这个能力足够强大的时候，情况就会改观，这一点极为重要。 

（二）只讲苦谛四种行相的原因 

苦谛本身包含了轮回所有的有情和无情。森罗万象的器情世间，

其行相何止千万种，但为什么佛只讲四种呢？这是因为其他行相与

我们的修行关系不大。佛在《妙法之王大乘经》中讲过一个比喻：

一人被毒箭射中，如果不及时处理，毒素就会蔓延全身而致命。如

果此时旁边的人却只管研究这支箭是从哪个方向射来的、是什么材

料做的、由谁做的，而没有想到将毒箭拔出，那么这人还来得及救吗？

答案可想而知。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拔箭救人，而不是研究箭的来

龙去脉。 

这个故事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从中箭到死亡这短短的几分钟，

就好比我们生命的几十年，在这短暂的生命中，什么是最重要的？

是去研究日月的运行？还是外层空间的星球？很多人都曾做过这些

研究，但他们都在研究尚未完成前就死去了，其他星球上有无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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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水，对死去的人已无关紧要。所以，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最重要

的就是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将短暂的生命用在其他的研究上是不

值得的！在上面的比喻中如果有一个旁观者，一定会觉得这些人不

救人反去研究箭，是极为愚蠢、荒唐之至的；同样，如果只是将精

力用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面，而不致力于修行，也一样是不智之举。 

无论是太空或微观世界中的现象，都是苦谛行相的一部分，化

学、物理、哲学也都是苦谛的行相，但这些对于我们的解脱并没有

太大关系。凡事都应分个先后顺序、轻重缓急。首要的先做，其他

的等以后再谈也不迟。在家人为了生存而必须做的事，并不能解决

生老病死的问题，而与解脱有关系的就只有苦谛的四种行相，所以，

其他的就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一旦证果之后，无需做任何实

验，轻轻松松地就能了悟其他种种纷繁复杂的问题。即使要做研究，

也要等解决了生老病死的问题以后再说，目前就只谈这四种行相。 

世间的所有学科，都只是为了生存而已，对彻底解决生老病死

的问题没有任何帮助，一旦生命受到威胁，都只有无奈以对。大家

只需回顾一下非典流行时期世人的种种心态和行为，就可以心照不

宣了。这就是为什么佛只讲无常、痛苦、无我、空性这四种行相的

原因。 

下面就四谛各自的行相做比较细节的说明。 

1. 苦谛 

苦谛本身，包括外面山河大地的器世界，与六道众生的有情世界。

也就是说，六道有情众生，以及从眼、耳、鼻、舌、身、意六识所

接触到的所有现象，都属于苦谛的范畴。因为经常接触到，所以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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谛离我们最近，人的自身也包含在苦谛中。虽说离得最近，但凡夫

对苦谛却从来没有准确的认识。由于缺乏认识，就导致了很多痛苦。

所以，认识苦谛是至关重要的。 

苦谛的四种行相：无常、痛苦、无我、空性，为什么会对解脱

轮回有深远的影响呢？因为，平时我们因贪、嗔、痴所造的杀、盗、

淫等罪业，都是因为对这四种行相没有正知正见而造成的。 

与无常相违的见解，就是认为万法常住不灭的常见。常见是与

生俱来的，世间的人们总是认为世间形形色色的东西是常住不灭的，

并对它们萌生出贪心或嗔恨心。但是，如果某人对无常有一定认识，

就不会对他人怀有深仇大恨，因为他明白，仇人不会永远是仇人。

从更细微的角度来看，仇人也是刹那刹那生灭的，真正去寻找时，

这个仇人也无处可寻。贪心也是一样，一般人以为金钱名利是靠得

住的，所以百般追求。如果人们知道它们是无常的、是靠不住的，

还会如此绞尽脑汁、不遗余力地追求吗？ 

《普贤上师言教》中有一个典型的公案：有位修行人在山洞中

闭关了九年，在他闭关的洞口有丛荆棘。每次出去时，荆棘都会挂

到他的衣服，使他感到极不方便。正当他想把它砍掉之时，忽然转

念一想，也许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回到洞里了，还不如去做点有意义

的事，就放弃了原来的打算；进到洞里时衣服又被挂到，他又想把

荆棘砍掉，但一想到以后不一定还会再出洞，与其砍伐荆棘，不如

在洞里修心，就仍然没有去砍。就这样经历了九年，直至他获得成就，

洞口的荆棘还在原地未动。正是因为他内心强烈的无常观，才使他

能够珍惜生命的每一刻，不将时间浪费在无有意义的事情上，而只

用于修行。这一切，并不是因为他证悟了空性，而是由于体会到无

常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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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能深深体会到世间万法的无常性，就不会再愿意将毕

生的精力都投入到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上面。但是，除了那些菩萨和

真正的修行人以外，现在的世间人都在盲目地追求物质生活上的所

谓圆满。究其原因，就是世人认为物质财富是靠得住的，并以这样

的错误观点而导致了诸多问题。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推翻自己的

常见。而通过修习无常，就可以推翻我们的常见，当我们能深切体

会到世事无常时，就不再是昔日的自己了。 

为什么苦谛的第二个行相是痛苦呢？因为，一般人认为生命中

也有很多快乐的元素，不觉得轮回是痛苦的。我们之所以会主动地、

热情地投入到世间利益及荣耀的追逐中，是因为我们相信其中有幸

福快乐。这样的认知，都是由于我们相信人天果报是快乐的而引起

的。佛要求我们视所有的轮回现象为苦，这不仅是佛的要求，事实

也是如此。反之，如果佛所说的不是事实，则无论佛有没有要求，

我们都无须照做。虽然在现实生活中随时可看到、体会到轮回的苦，

但因为有一个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就使得我们时而体察到痛苦，时

而又忘却了痛苦，对我们体认轮回的真相起不到什么作用。所以，

佛才教导我们要视轮回为苦。 

有人会反问：轮回怎么会是痛苦的呢？我们的亲身经历可以证

明，轮回中确有快乐啊！之所以有这些感觉，都是因为自己被一些

表面的、暂时的现象所蒙蔽的结果。如果我们能够了知这些所谓快

乐的真相，就会对自己目前所处的岌岌可危的现状生起强烈的忧患

意识。 

佛陀一针见血地指出，苦可以分为三种。

（1）苦苦。两个苦字说明了痛苦中的痛苦，真正的痛苦，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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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常人都能觉察的苦。它很明显、很粗大。苦苦主要存于地狱、饿鬼、

旁生三恶趣当中。 

（2）变苦。这种苦开始不是很明显，但后来可以变成痛苦。譬

如在街上看到陌生人出车祸死亡，不会感到很悲痛。但如果死者是

自己的父母亲人，则立即会有强烈的痛苦感受。因为对亲人有感情，

所以会引起伤痛。如果在亲情当中没有潜伏着痛苦的话，就不可能

有痛苦的感受。另外，一些世俗中所谓的快乐也有可能会变成痛苦。

譬如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就感觉身心舒畅；一旦面临分手，就会黯

然神伤。如果当初在一起的时候不觉得快乐，分手之时也就不会有

什么痛苦。所以快乐和痛苦在此是成正比的。 

这种“苦”，表面上看似快乐，实际上随时都可能变成痛苦。

如果没有先前的快乐，就不会有后来的痛苦。就像我们在商场等公

共场所中，虽然与成批的陌生人萍水相逢，又各奔前程，却既不快

乐也不痛苦一样。因为没有先前的快乐，所以没有后来的痛苦。在

这种先前的快乐中，隐藏着后来的痛苦，所以称之为“变苦”。变

苦通常存在于欲界的人和天人道中。 

（3）行苦。因为它很细微，所以我们的感官对它的生灭没有明

显的反应。但它却像火车的车头一样，牵引着后面的痛苦，也就是说，

它有能力导致其他痛苦的产生，因为它是有漏法。行苦主要存在于

色界与无色界中。 

佛就是如此全面地给苦作了定义，如果轮回中只有苦苦的话，

那么人间也是有快乐幸福的。不止天和人，包括畜生也会有快乐的

感觉，但这只是片面的想法。不论世界多么五彩缤纷、绚烂夺目，

万法最终还是离不开痛苦的。因为佛所看到的，是轮回的全貌，而



四谛—脱离生死的出路 151

不只是片面的一部分。在他将苦的粗细层面都观察到以后，最后得

出的结论是：轮回中充满了痛苦。 

人的痛苦，不要说与地狱或饿鬼道的众生相比，就是与畜生相比，

都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又有多少人愿意重新

再过这一生？并不多。因为大家都觉得活得太累，太辛苦，生活压

力太大了。即使在人世间找不到太多苦苦，但这并不表示人生没有

痛苦，人们的痛苦往往来自于精神上的空虚和恐慌。譬如，大生意

人的最终目标，也就是希望自己有好日子过，但随着事业而来的却

是无比的压力，甚至有人会因无力承担而走上绝路。 

没有修学佛法的人，年轻时还不太在意，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由于心中没有依处而产生的空虚感便与日俱增。身强力壮时为了防

老去拼命挣钱，面对老病和死亡时，一辈子累积的财富却派不上用场。

或许有人会寄希望于人，但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亲友的关怀、

儿女的孝顺，比如陪伴于身边或以书信或电话的方式给予安慰，都

不能抵御心灵上的惶恐。最终只有单枪匹马孤军奋战，但即便使出

浑身解数，又怎能战胜实力强大的瘟神、死神呢？此时此刻，心中

的恐惧与懊恼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多数人就选择忘记或回避这个

现实，转而投入尽情地享乐中，但这种挥之不去的结局却随时在展

示着威胁的面孔，让我们始终无法忘怀，因为这个现实太沉重了。 

年轻人也不例外，虽然他们整日逍遥自在、纵情欢乐，但如果

能静下来思维：人是为什么而活？以后会怎样？以前又是如何？在

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就能深切地意识到，生命的源头和尽头

都是很模糊的，思维、视线所能触及的，只是眼前短暂的时光。许

多人无法直视这个令人惶恐的结论，就只有掩耳盗铃地将这个问题

弃置一旁，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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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生活就像麻药，只能暂时将我们麻醉，但生老病死却是无

论如何都逃不掉的现实。如果现在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以后等待我

们的会是怎样的处境就很难说了。这不是夸大其词的威胁，而是不

可回避的事实。以上这些都是变苦侵扰人类的结果。 

当然，有的人由于文化背景的影响或自身温饱都未能解决，所

以目前还没有条件考虑这些。但只要有条件，就不如早作打算，让

自己能尽早苏醒过来。如果执迷不悟，整天只是顾着享乐，就真对

应了从前修行人称此类人“无异于畜生”的说法。畜生所关心的就

是温饱、玩乐而已，我们看重的它们不在意，我们看它们苦，它们

倒不以为苦。那些只知及时行乐的人，的确与畜生没有高下之分。

前人所下的结论，将此种情况描绘得极为真切，实在并不过分。 

《普贤上师言教》中提到的八种痛苦，都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

具体细节可以看书了解。有些人认为生死问题无关紧要，眼前的衣

食住行才是最重要的，解决生活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都是因

为没有意识到痛苦与无常的缘故。 

为什么眼前的事重要，以后的问题就不重要呢？后世的问题难

道真的可以摆在一边不管？下一世、再下一世所要面对的，为什么

不需要解决？我们有什么理由只看眼前而不看其他呢？没有理由。

或许有人会说后世是不存在的，因为有科学的论证。但后世存在与否，

我认为是哲学而非科学的问题，没有任何科学可以证明前、后世不

存在，一些所谓的证据，只不过是少部分人的一种不成熟的想法而已，

所以并不能推翻前世来生的存在。我们不但没有借口不去思考这个

现实问题，而且要更深层次地去思维轮回的真面目。只看表面的后

果，就是让我们从无始以来流转轮回至今，可以说我们是被蒙骗了，

所以要赶快醒过来。以上讲的是第二种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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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空性和无我两种行相。空性是指精神和肉体都没有受到

一个“我”的支配；无我是指肉体和精神都不是“我”。不论其概

念有何差别，但二者都是讲无我的。 

为什么要思维无我呢？因为这是最关键的。通过出离心和菩提

心的修法，使我们减少了许多贪心、嗔心……但没有空性的见解，

就不能绝对性地解决根本的问题—我执，它就像一根钢丝将我们

的精神和肉体联结在一起，使我们生生世世都被束缚在这个肉体中，

而不得自由自在。肉体的要求也很高，为了养活它、满足它的种种

要求，我们的精神就受制于肉体，成了肉体的奴仆。这根钢丝一天

不断，我们就一天不得自在，所以必须截断这根钢丝。一旦挣脱钢

丝的束缚，我们的精神就可以自在地翱翔，像断了线的风筝一般在

法界的天空中任意飞扬，我执就再也无法去操纵它了。 

要断掉这根钢丝，唯有证悟空性一途，除此别无他法。证悟空

性后就不存在你我他的分别，也就不存在自私心，就不会为了利己

而去做杀生、偷盗的恶行，也不会对害己之人起嗔心，或对中意的

物和人起贪心。从小乘的角度看，这些烦恼消失后就算是解决了生

老病死的问题，自己从轮回中已经找到出路，到达了目的地。所有

的痛苦都已消失，从此再不必轮回。而大乘菩萨却是以此为起点，

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饶益他众。因为证悟空性后打破了自私心，从此

就可以无私地奉献，无条件地利益众生。所以，不论是为自己还是

为他人的解脱，都必须要证悟空性。否则，以其他的修法，虽然可

以减少粗大的烦恼，但根本问题仍会继续存在。 

佛法的一切见解与修持都不神秘，是符合逻辑与事实的，任何

人只要能理解，肯定都会赞同。我们已经找到一条逃离轮回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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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是一条很安全的出路，但是否选择从这个出口走出去则是另一

个问题。不走，就永远只能在出口徘徊。这就涉及实际的修行了。 

苦谛第三、第四个行相的具体修法就是空性与无我；第二个行

相痛苦的具体修法，可以参看《普贤上师言教》外加行中所讲的轮

回过患；至于无常的修法，从目前看来，能导致许多烦恼的常见不

是很细微的，而是比较粗大的常见。要推翻这种常见就要修习《普

贤上师言教》中的寿命无常。这些修好以后，我们就可以生起非常

坚定的出离心，这对于解脱是很有帮助的。 

其实，学法、修行对世上所有的生命来说都很重要，没有意识

到这一点是很大的错误。众生皆具佛性，相信经过诸佛菩萨们时刻

不断的努力，最终能让人们理解这一点，只是过程要长一些，所以

我们自己也必须努力。 

尽管在家人平时要处理很多繁琐的家务事，但每天能从 24 小时

中，早、晚各抽出一小时思维这些问题，其余 22 小时都花在世俗杂

务上应该是能够做到吧！修行人需要有正知正见，但更需要修法。

能信佛固然是千载难逢的机缘，在现在这种时代就更难得，可是没

有具体修法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就算有朝一日能解决，也要经过极

漫长的时间，所以不管是为己为人，都要早点开始修行。 

除了这四种行相以外，其他科学的课题，哲学的观点，以及传

统的文化等都属于苦谛的行相，如此来说，苦谛的行相有成千上万种。

但有限的人生不允许我们对所有的行相都进行研究，因而仅选这四

种来帮助我们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如果为了要有生活能力而去学

一技之长，是有其必要的，但这不是为了解脱，不是我们生存的目的，

只是暂时如此罢了。也不是说一旦学佛，就什么都不学不做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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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佛教也无法长远流传下去。佛教一向就有出家与在家两种

传统，出家人是专门修行的，在家人则既要修行也要做一些世间事务，

但对世俗的事不能像一般人那样投入，只需适当地参与就可以了。 

2. 集谛 

“集”有两种：一是烦恼，诸如贪、嗔、痴、慢等；二是以贪、

嗔、痴、慢等所造的业，无论是善业或恶业都是集谛。为什么叫集谛？

因为它是让我们流转轮回的因素。“集”的意思等同于全部、所有、

一切，也就是说我们在轮回中所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由业及烦恼

而产生的。 

我们要明白，六道轮回不是造物主或任何人格化的神所创造或

安排的，也不是无因无缘的一种偶然，而是存在着因果关系的。其

中最重要的因就是我执。我执是什么呢？比如，当我们头疼时，就

会说：“我的头好痛啊！”这个意识中有个“我”字。又譬如在骑

车时，如果突然有辆车从前面闪过，人们就会悚然一惊，这个念头

里也有我。所有这些产生“我”的根源，是一种盲目的执著，虽然

是盲目的，它却完全控制了世上所有的人，包括我们所敬佩的很多

伟人们。 

我执的作用就是让每个人都重我轻他，虽然有时表面上以他人

为重，实质上还是利己为先。由我执而产生贪、嗔、痴等烦恼，贪

心让我们去偷盗，嗔心让我们去杀人，如此而造的业就是因，此因

也肯定会有果，因为世间万物，包括微观世界中我们看不见的事物，

都有其特殊的因果循环规律。所以杀、盗、淫业一定是有果的，它

们的果就是轮回中的种种痛苦。这些产生痛苦的因就是“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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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我们最需要做的，就是断除产生痛苦的因，方法就是要修行、要

有正知正见，并通过证悟空性而达到目的。 

3. 道谛 

涅槃的因也即解脱的因，就是道谛。道谛在《俱舍论》中也有

四种行相，但此处我们不广讲。道谛的主旨，都包含在宗喀巴大师

的《三主要道论》中，其内容涵盖了显、密所有关键的问题。 

第一是出离心，就是不将物质生活的追求当成生存的目标。发

起出离心以后，就不能再像常人一般，用生命的代价去换取生活中

的享乐，而是要树立起崇高的生存目标—希求解脱。甚至应该像

大乘菩萨般发菩提心，为了度化众生而生存。如果活着是为了解决

自己的生老病死问题，而不是为了吃喝玩乐，就具备了出离心。第

二是菩提心，就是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而生存。这与一般报章杂志等

媒体上所宣传的好人好事不一样，真正的菩萨仅有一个目的，就是

为了利益他人而活。第三是证悟空性。

一言以蔽之，道谛所讲的不出这三条。我也一再强调过，在没

有生起出离心与菩提心之前，不要修任何其他的法。并不是没有更

殊胜的法可修，而是在根机不适应时，再怎么修也是枉然。道谛可

以彻底断除集谛中所有的烦恼，如同病根尽除之后，病痛也随之而

消失一样，集谛的烦恼断除后，痛苦也不复存在。 

对凡夫而言，眼识是极具说服力的，眼见为凭。譬如，要将石

墙观想为透明的就很困难，因为眼睛看不到透明的墙。但当修行达

到某种层次时，外界的影响就会变得很微弱，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

地去改变或控制外在的现象，使它们逐渐淡化甚至消失，但这种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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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离现在的我们还有一段距离。有些人会怀疑这种境界的可能性，

但这种境界不仅在佛经中有记载，我们有论证，更有许多高僧大德

亲身的经历足以证明，只是目前离我们的境界还相当远，所以要从

最基础的出离心开始做起。 

4. 灭谛 

灭谛就是断除了一切烦恼，就像乌云密布的天空被一阵风吹过

后，露出清澄的蓝天一样。同样，当烦恼和业被出离心、菩提心以

及空性的见解断除以后，剩下的就是佛的智慧—光明如来藏。这

是灭谛，也是我们修行的最终结果。那么，证得光明如来藏是否为

修行唯一的目标呢？并非如此。证悟此境界后，我们就可以更完整、

更有力地去度化众生，这才真正是大乘佛法的最终目标。 

以上介绍了四谛，其中苦谛讲得广一些，其他三谛相对略些。

具体修法在《普贤上师言教》中已经讲得比较完整，大家可以看书

修习。修行是很重要的，但不要太过追求神秘，而是要走佛指点给

我们的踏踏实实的路，这样一路走上去，绝对会有结果的，希望大

家能精进不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