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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准备与一些未入佛门的非佛教徒分享一些佛教知识，

做一次轻松愉快的文化交流。我相信佛陀的智慧会给每一个人带来

光明，佛陀的慈悲也会给每一个人带来幸福、开心与欢喜。

一、为何宣讲佛教的世界观

首先，我们不能把佛教当做普通的宗教，更不能把佛教当做迷

信来看待，佛教是一种文化。它的很多观点与理念都非常科学。我

们的现实生活不能缺少这些理念，一旦没有这些理念，不了解世界

的真相，就会犯一系列的错误，我们的生活也将出现形形色色的痛

苦与烦恼，所以此处有必要介绍一下佛教的世界观。

二、佛教的世界观

绝大多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凡夫，也即普通人。在

所有普通人心中，都有着类似的三种烦恼：贪图心、嗔恨心与无明。

用佛教的语言来讲，这叫“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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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三毒烦恼以后，我们的心会变得失去自由、毫无自在，当

烦恼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大动肝火、怒不可遏，从而伤害

自己与周边的亲朋好友，甚至还会给社会造成危害。

怎么样去控制、断除这些烦恼呢？佛教有很多方法，其中的一

部分，来源于佛教的世界观。

佛教有很多观点，其中有些观点已经超越了普通人所能想象的

范围，但总体而言，也可以归纳为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

比如说，因为不了解金钱、感情、婚姻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

真相或实质，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痛苦、烦恼与负面的影响。若能

对世界有一个客观、公正、科学的认识，用正确的眼光去看待世界、

看待人生，就能减少烦恼，活得也不会这么辛苦、这么累、这么没

有意义。

（一）二谛

佛教的世界观，首先要从二谛讲起。

什么叫做“二谛”呢？

首先讲一个例子。比如说，用肉眼与显微镜去看同一个鹅卵石，

结果是不一样的。用肉眼去看鹅卵石，无论再专注、再认真，也只

能看到一个静止的、一动不动的物体；但如果用显微镜去看同一个

鹅卵石，鹅卵石就会随着显微镜的放大倍数，而逐渐变成分子、原

子、原子核、电子、质子、中子，最后到夸克等一系列的微尘。而

且其中每个微尘都在不停地运转，其中电子围绕原子核运转的速度，

为每秒 600 多英里。这种高速运动，使原子看起来像一个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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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看似静止的鹅卵石中，没有任何静止的东西，一

切都是运动的，这是显微镜的结论。

鹅卵石不可能同时既是静止的又是运动的，静止与运动，是矛

盾的东西，它不可能是一个矛盾体，它的本质，一定是其中之一。

那其中哪一个结论准确、符合事实呢？当然，相对而言，显微镜下

看到的景象，才是鹅卵石的本质，所以是真实的。肉眼看到的静止

物是不真实、不符合实际的现象，这叫做幻觉或幻相，也叫做世俗谛。

因为我们的肉眼是很世俗、很庸俗、很普通的感官，它发现的

东西就称为世俗；“谛”是真实的意思，因为用我们的肉眼去看，

静止的东西是真实的。显微镜下发现的现象，就是胜义谛。当然，

佛教的胜义谛不是这么肤浅，这只是低层次的胜义谛。

以上所讲的世俗谛与胜义谛，就是粗浅意义上的“二谛”。

同样，从凡夫五个感官的角度来说，现实生活中包括人以及外

界在内的一切，都是很真实、很实在的。这就像梦境中所感受到的

一切，从做梦者的角度去看，也是非常真实的。做梦者对梦里的一切，

会像对现实生活当中的事物一样执著。我们做梦的时候，根本无法

否定梦境的存在，但在醒来了以后，才知道梦中的一切都是不存在的，

都是假的。

我们首先要学会并接受的结论是：用不同的感官去看世界，则

任何物质都会有不同的现象。因为人类的眼睛的结构是这样，所以

我们看到的世界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的眼睛换成另外一种结构，那

我们看到的世界也不会是今天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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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狭隘的感官—错误的结论

到底有没有一个客观存在的世界，这是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争

论的焦点。从佛教的角度来说，这也是唯识宗与经部宗辩论的焦点。

我们所有的观念，都是由我们的感官首先传递出一种信息，然

后再通过我们的第六意识去分析，最后判断出结论。判断所依据的

数据或信息，都来自于我们的感官：眼、耳、鼻、舌、身。

如果我们的感官没有问题，很可靠，那它给我们的信息就不会

有错；如果我们的感官有漏洞、有局限，那它传递给我们的信息也

会有问题。但无奈的是，我们的感官是不可靠的。关于这一点，从

前面鹅卵石的比喻就可以了知。

要知道，今天我们看到的东西，都是不真实的、虚幻的。当下

真正存在的世界，仅仅是“一秒钟的万分之一”。当然，一秒钟也

可以分为十万分之一、百万分之一，但是我们先不分得这么复杂，

暂时先把一秒钟的万分之一作为“当下”。若抓住当下的时间，则

在当下之前和之后的世界都是不存在的。因为当下之前的世界，已

经消失而不复存在。而当下之后的世界，还没有诞生，故而也不存在。

真正存在的，就是“一秒钟的万分之一”，这就是我们的世界。

怎么样证明呢？

物理学认为，电子围绕着原子核运转。佛教却不说“运转”，

而称为“生灭”。

此处的用词值得注意。我认为，佛教的这个用词是非常精确的。

因为在微观世界当中，没有一个东西在运转，运转也是一种感官上

的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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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当电子从原子核的东边移动到另一个位置的时候，在

我们的概念当中，这是运转，但实际上并没有一个电子在运转。因

为东边位置上产生的电子在产生的同时，就在东边的位置上消失了。

也即是说，它就在同一个位置上一诞生就立即消失，它的生灭几乎

是同时的。之后在它往前的位置上，又诞生了一个全新的电子，同

时它也在这个位置上又消失了，就这样不断地在往前的位置上又诞

生、又毁灭，但在我们的视觉看来，就是一个电子分别从第一个位

置跑到第二个位置，然后是第三、第四个位置，所以认为它在运转。

实际上，第一个位置上的电子，和后面每一个位置上的电子相互之

间，都是没有任何关联的。东边位置上的电子已经消失，永远不会

再出现。但从微观中的宏观感觉来看，还是有一个电子在转的错觉，

但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东西在运转。虽然它们之间，有类似的共同点，

但后来的电子根本不是以前的电子，所以佛教称之为生灭。

感官的常识是错误的，科学的结论是正确的。用非常准确的逻

辑来推理，就会非常清楚地发现，世界只有当下一秒钟的万分之一

那么短暂，其余的都是错觉。

举一个宏观世界中的例子。比如说，几十个彩灯排在一起，第

一个瞬间的时候，第一盏灯亮，然后立即熄灭；第二个瞬间，第二

盏灯亮，也立即熄灭，就这样第三、第四盏灯泡分别亮了又灭，虽

然灯泡与灯泡之间，没有任何联系，都是独立的，但因为一串灯泡

配合得天衣无缝，所以我们从远处看来，就仿佛是一个光点一直从

第一盏灯泡的地方移动到最后一盏灯泡的地方，但连小学生都知道，

这只是视觉上的一种错误，实际上并没有光在移动，所以佛教称之

为“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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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从来不会认为世界是生生灭灭的，而会认为时间可以把

过去和未来串联起来，会认为自己先到某个地方上班，然后又回家，

是同一个自己在做不同的事，从来不认为自己存留的时间只有一秒

钟的万分之一，也从来不认为世界也只是一秒钟的万分之一，因为

物质生灭的速度非常快，我们的肉眼无法捕获。

不仅如此，我们也没有办法让过去、现在和未来碰头，没有办

法让它们在一个位置上聚会。如果“过去、未来和现在”可以在一

个位置上聚会，那“昨天、今天和明天”也可以在同一个时间点聚

会了，这样一来，我们的时间概念全都会乱套，所以三者不可能聚合。

所以，我们今天都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当中。

正因为如此，所以佛教会说世界如梦幻泡影一般虚幻，这是非

常科学的世界观，其中没有任何信仰的成分。

各位都应该看过《黑客帝国》或《骇客任务》，这部影片的主题，

就是告诉我们，整个人的生活、工作以及周边的一切，都只是一个

电脑程序，不是真实的东西。

同样，我们今天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当中。对我们来说，这

个虚幻的世界非常真实，只要我们不观察，一切都很真实。但如果

有一天我们开始怀疑自己的感官，并认真地回头一看，才会敏锐地

洞识到：原来自己一直活在这样一个虚幻的世界当中！

此时摆在我们前面的，有两条路：如果希望生生世世就在这个

虚幻的世界中活下去，那就什么都不要观察，一切都会一如既往，

这叫做“轮回”；如果不愿意继续在虚幻的世界中迷茫下去，就要

树立起一个崭新的世界观，这就是佛教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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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观用来干什么呢？它会给我们带来智慧与慈悲心、爱

心。拥有慈悲和智慧以后，就能准确地看待金钱、感情、婚姻与世界，

通过佛教一系列的修练，最终可以成佛、成就或者顿悟、证悟。

（三）世界的本质

接下来，我们要探讨另外一个问题。佛教怎么看待这个世界？

世界是物质还是感知？

很多人把佛教归为唯心主义，因为佛教认为，一切都是内心的

现象。其实不是这样，虽然西方宗教多数是唯心主义，但佛教不是。

同时，佛教也不是唯物主义。尽管佛教里面有唯物的成分，也有唯

心的成分，但整体而言，它既不能归属为唯心主义，也不隶属于唯

物主义。唯心与唯物，只是西方哲学的一种分类，它不能概括人类

所有的知识。

佛教认为，世界既不是物质，也不是心，而是心创造出来的一

种幻觉。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今天看到的宏观世界，实际上也不存

在的。比如说，在物理学家看来，假如一个原子有一栋楼这么大的话，

那一个原子核仅仅只有一粒米这么大。

除了原子核以外，在原子中剩下的其余部分都是空的，只是一

些电子在围绕着它旋转而已。正因为电子转的速度太快了，我们的

眼睛看起来，就像根本没有运动的固体一样。实际上这都是我们视

觉上的幻觉，除了原子核以外，只有电子在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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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幻觉到底是物质的幻觉，还是内心的幻觉呢？物质永远不

会有任何幻觉，所谓幻觉，都是从我们的内心产生的。

在佛教里面，这也称为微观世界的无常。什么是无常，无常和

运动是一回事。佛教认为，万事万物都是无常的，万事万物都在运动、

变化，没有一个静止的东西，这就是佛教的世界观。

从上面两方面的分析可以得知，无论是从时间的角度，还是从

微观世界的角度来看，世界都不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样子，而是一

种我们从未体认过的境界。

（四）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如果找一个恰当的佛教用语来描述我们今天看到的物质，那就

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当中的“色”字。“色”也即物质。

我们能看见的物质的存在，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来表述，一个是

颜色，一个是形状，除了颜色和形状以外，不存在物质。

大家都认为，红、绿、白等颜色存在，所以有些人对颜色非常

执著。买衣服的时候，会挑三拣四，选取自己心仪的颜色。但科学

告诉我们，颜色是不存在，它只是因光波的长短而造成的视觉错误，

因此，世界上并没有颜色这个东西。

我们还认为，长、方、圆等形状是存在的。虽然在宏观世界当中，

形状是存在的，但在微观世界当中，形状并不存在。

以银河系为例，在高原的晚上，时常可以看到银河系像手臂一

样的一条光带。在我们地球人看来，这是一条白色的光带，有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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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状，但实际上它并没有形状，只是由很多的星球等天体组成的

而已。

同样，凡是肉眼能够看到的任何再细小的物质，都有形状、有

颜色，但在微观世界当中，它们却是另一副新貌—没有任何形状，

只是由无数的粒子构成。通过波粒二象性还可以证明，粒子最终也

可以变成波。波是什么概念？就是根本没有任何物质性征的东西。

今天我们对现代人讲佛教的世界观，一点都不吃力，因为原子论、

相对论与量子力学，都在一步一步地靠近佛教的世界观。我们大可

以用这些科学的论证，来给大家证明世界的虚幻性，这的确让我们

很受鼓舞。

三、痛苦—源自于执著

那我们最终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知道世界的虚幻与痛苦本质以后，希望能够减少自己对这个世

界的强烈执著。

我们不要认为，所有的痛苦，都是外在因素造成的。其实，这

都是我们自己的内心在作怪，是它在制造痛苦。

所有痛苦的源头，就是执著。当我们对一个东西非常执著的时候，

就会受制于它。它的任何演变，都会主宰我们的喜怒哀乐；一旦我

们对它失去执著以后，它就会变得与我们毫不相关，不会支配我们

的心境，更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痛苦。

以感情为例，当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非常执著、非常在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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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如胶似漆的时候，其中一个人的一举一动，都会牵动另一个人的心。

稍有不遂，便会生不如死；当有一天两人分手、形同陌路，根本没

有感情的时候，无论一个人发生任何事，也不会对另外一个人产生

影响，更不会让他痛不欲生。

如果死抱着强烈的执著不放，就一定会产生极大的伤害与痛苦。

这个伤害与痛苦，还将远远超过它当初给我们带来的幸福。

四、痛苦的分别

释迦牟尼佛除了告诉我们世界是无常的以外，还说了“有漏皆

苦”，这个世界是痛苦的。很多人对此不能理解，所以认为佛教很

悲观、很消极。

其实根本不是这样。佛说的痛苦有三种：

一个就是“苦苦”，这是大家公认的痛苦，比如生病、贫穷、

死亡等。

另外一个叫做“变苦”，变化的痛苦。是指虽然暂时拥有很好

的生活环境，感觉不到痛苦，但如果有一天离开这种生活，没有优

裕的生活条件以后，那时所感受的痛苦比普通人的痛苦还要强烈，

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原来的生活，正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从乡下一下子搬到一个公寓楼去住，会

感觉很满足、很幸福；但过了半年、一年以后，又不会心满意足了，

我们又会为别墅而奋斗；真的住到别墅以后，假如再让我们搬回原

来的公寓楼，就会感觉异常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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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的房间，一样的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我们从乡下

搬到公寓楼的时候，不是很幸福吗？为什么现在从别墅搬到公寓楼，

就不幸福了呢？这就是我们内心的不满足造成的，实际上住在别墅

里已经变成一种导致痛苦的因素，这叫做“变苦”。

还有一个“行苦”，是更细微的痛苦。

《中观四百论》中讲得非常清楚：“胜者为意苦，劣者从身生，

即由此二苦，日日坏世间。”世界上有两种痛苦，社会底层的人往

往是身体上的痛苦，吃不饱，穿不暖，还有体力劳动所导致的疲乏；

上层的人就有精神上的各种痛苦，这两个痛苦每天都在折磨全人类。

佛永远不会否定现实生活当中存在短暂、相对的幸福和快乐，

但佛认为，总的来说，这个世界用“幸福”这两个字来形容不太恰当，

所以我们要力争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

五、幸福，来自于心灵

当我们穷困潦倒、一贫如洗的时候，我们会认为：如果有一天

自己想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住上别墅，开上名车，戴上名表，穿

上名牌衣服，那我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真

的发财了，家财万贯、应有尽有，我们是不是真的像自己当初所想

象的那样幸福呢？也许在头一两年的时间中，我们感觉非常好，觉

得自己很了不起，很幸福。但这种幸福感不会往上走，反而会往下滑，

当幸福感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就会慢慢消失，两三年以后，这种满

足感已经找不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痛苦又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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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看到周边的邻居拥有更豪华的别墅，更高档的轿车，原

来给自己带来幸福感的别墅和名车，反而成了自己痛苦的来源。这

个时候，自己只有再往上追逐。如果真的得到了，再过一两年，又

会不满足，这种喜新厌旧、贪得无厌的人永远都不会幸福。当他走

到生命尽头的时候，也是带着一种抱怨和不满离开世界的。这就是

凡夫的心态。

现在我们看到了，西方发达国家不就是这样吗？虽然他们的经

济收入，已经在半个世纪当中翻了三番，但他们的幸福指数却不但

没有同比例增长，反而在直线回落。他们为什么不幸福？因为幸福

并非来自于外界，而是来源于心灵。

我们错误地认为，所有的痛苦与幸福，都是外在的东西带来的，

所以我们拼命地去揽权揽财、追逐美色，一直都在往外追求。但金

钱和名声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为了挣钱、为了夺名，人类不惜

把自己整个的生命和青春，都投入到工作当中，破坏环境、消耗能源，

尔虞我诈、互相算计，却没有警觉到，其实幸福与痛苦，都来自于

心灵深处。因为我们追求幸福的方法不得当，所以我们得不到幸福。

如果这样都得不到幸福，那我们又何苦呢？

最近美国的一位教授写了一本非常出名的书，叫《幸福的历史》。

他花了 6 年的时间，引用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去研究人类的幸福到

底是什么？到底什么东西真正能给我们带来幸福？

最后他得出结论，并在书的最后一行写道：“如同神话里盛

过基督宝血的神杯一样，极致幸福也可能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当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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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可叹啊！尽管我们把幸福当做神圣的东西去追求，这也是

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但真正的幸福，却是得不到的。不是世上没有

幸福，而是我们追求幸福的方法有问题。

普通人对世界往往会有过高的期望，认为只要自己能够追求、

能够奋斗，就一定会得到幸福，如果达不到目的，就非常失望，当

失望到无法承受的地步时，就会精神崩溃，甚至选择一了百了的路。

人们之所以活得不幸福、很辛苦，就是因为不知道世界的本质。

得到一个这样的人身非常不容易，本来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上活得幸

福、轻松、有意思，但因为我们的错误观念，使我们丧失了所有的机会，

甚至走上极端的路，这是我们最大的失败。

六、空性—消除执著的金钥匙

当理论上知道世界的虚幻本质以后，我们能不能从这个虚幻当

中脱离、苏醒过来呢？这是有办法的。

刚才我们讲，这个世界只是一秒钟的万分之一。实际上，世界

连一秒钟的万分之一也不存在。因为我们可以把一秒钟继续分下去，

分为一秒钟的百万、千万、一亿、十亿分之一，最后可以分为空的，

根本就不存在。

从佛教的观点来看，哲学与数学上的“无限小”（任何物质都

可以永远无有穷尽地分下去）是一个错误概念。

比如说，十块钱可以分成十个一块钱，一块钱可以分成十个一

毛钱，一毛钱可以分成十个一分钱，然后一分钱也可以分，可以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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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无止尽地分下去，没有一个再也不能分的阻碍。但这种思维已经

脱离现实，实际上所有的东西不可能是无限的，一个有限的东西一

再被分之后，最后只能分成空无。我们的意识可以不受任何限制，

它可以无穷地分，但物质本身的体积却是有限的，所以会被分完，

分完以后，就是佛教所讲的空性。

量子力学已经证实，所有粒子最后可以变成波，真空当中有零

点能，零点能才是世界真正的基础。

也即是说，无论坚固的山河大地，还是硕大无比的天体，最后

都只是能量而已。当能量的密度足够的时候，从纯能量当中，立即

可以诞生一个粒子，成千上万的粒子聚集在一起，就慢慢组成了这

个世界。

诸位可以仔细地思考、分析一下，我们当下的生活究竟是真实的，

还是一场虚幻的梦境，虽然我们不能否定今天的现实生活，就像做

梦的时候，也无法证实梦不存在一样。但在佛的境界中，我们所感

知的一切，都是虚幻的。

七、无挂无碍，轻松自在

佛教的世界观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因为世界是虚幻的，就变得

毫无反应，像行尸走肉一样麻木。也不要把世界想象得太完美，一

旦出现一些丑陋的现象，就根本无法面对。其实这个虚幻和现实生

活一点都不矛盾。我们照样可以去工作，去发展自己的事业，因为

我们要养家糊口，要生存，但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对世界再也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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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前那么过度的执著了。当执著减少、心量拓宽以后，我们做任

何一件事都会很轻松、很自在。

无论婚姻、感情、家庭等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不会患得患失。

如果成功，当然皆大欢喜；即使不成功，或有一天出问题了，我们

也知道世界的本质就是如此，该聚合的时候聚合了，该分散的时候

分散了，该拥有的时候拥有，该失去的时候失去了，自己无力改变，

所以会面对现实，而不会回避。心里也没有一败涂地的懊丧感，一

切都会处理得很顺利、很完整、很完美。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要知道世界的本质，不要

以为世界是很完美的，就像我们想象中的极乐世界一样美好。当然，

世界也有美好的一面，但美好不美好，完全取决于我们内心的态度。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释迦牟尼佛知道世俗人的心态，他非常了

解金钱是什么东西。所以给我们指了一条路，也即给我们制定了一

个生活模式（见《慧灯之光》中的《佛教徒的生活模式》），该怎

么样去生活？怎么样生活可以更轻松、更幸福、更有意思，其中讲

得很明白，大家可以参考。

懂得佛教世界观的人不但不会变得更冷漠，反而会比一般的人

更懂得关爱与感恩。

缺乏佛教世界观的人在父母去世的时候，孝顺的人也会在一两

周当中无法忍受，但一两周过去以后，就慢慢淡化了；两三年以后，

就彻底遗忘了。

但通达佛教世界观的佛教徒却不会这样，父母离开，他当然会

痛苦，但他知道这是一个自然规律，是无法逃避的现实，所以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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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太大的痛苦，但一两个月或三五年过去以后，他永远不会忘记父

母的恩德，这就是差别，所以我们要树立佛教的认知。

承不承认前世后世、因果轮回是另外一回事，但我们共同要面

临的，是今天的现实生活。佛教的世界观建立起来以后，就能给我

们带来很多应对现实问题的诀窍，让我们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积极、

智慧地面对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