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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习佛教世界观的重要性

为什么要讲佛教的世界观呢？因为，虽然佛教的世界观是一门

普通的常识，但对佛教徒或研究佛教的人来说，却是相当重要的。

有些人认为，因为佛教讲空性，所以就没有什么世界观或人生

观等概念；也有人认为，佛教只不过就是烧香磕头，劝人向善而已。

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其实佛教并非如此简单。虽然佛教是讲空

性，但并不是说万物皆不存在；烧香磕头也不能代表佛教，更不能

阐明佛教教义；还有，劝人向善的确是佛教所宣扬的，但这并不是

佛教独一无二的特点，例如传统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

教导，也同样是在劝人向善。由此可见，上述这些观点，都是因为

对佛教的一知半解而造成的。为了让更多的人弄清这一点，所以有

必要就此问题进行一些研讨。

讨论这个题目的另一个原因，是佛教经典对宇宙构成的描述，

与现代自然科学所发现的结果，从表面上看似乎有部分冲突。一些

不懂佛教教义的人，就因此认为佛教不科学，并连带地将佛教的一

些修法与见解，也认定为是不准确、不合理的。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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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由于没有系统地学过佛教，因此也就无法透彻地了解佛教的

真正见解。

在西方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宗教与科学之间的争论。每当此

时，自然科学往往能提出强有力的、具说服力的证据，来驳斥宗教

的部分理论；然而，不但现代科学无法推翻或证明西方宗教所阐述

的造物主，就连这些宗教本身，也不能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一点。如

此一来，有些人就以点代面，想当然地依此类推，对所有宗教、所

有教派，以及所有的修法和见解，都抱持同样的观感，认为它们都

是迷信、愚昧、消极、落后的代名词，佛教当然也难逃此劫。为了

澄清这些误会，为了消除这些成见，就理当以研学佛教世界观作为

切入点。

因此，虽然佛教特有的教义包括缘起性空、大空性、大光明、

生起次第、圆满次第等一系列的见解和修法，但此处暂时不讲这些，

而只就佛教的世界观进行一些必要的讨论。

这个题目如果深入地讲，就必须要对宇宙形成理论作广泛的研

究，其复杂性可想而知，所以今天只是浅谈而已，希望能以此提供

给诸位一些思维的线索。

二、佛教的微观世界观

要完整地叙述佛教的世界观，就要从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两个

层面来讲。

首先讲微观世界。佛教的很多基本教派在对微观世界的观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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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存在着许多分歧，其缘由可上溯到近三千年以前，佛在转法轮时，

曾有意地宣讲了不同的教言，人们根据各自所听到的法语，从而创

立了不同的教派。基本教派有四：一切有部、经部、唯识宗与中观

派（如果将密宗单独分开，则就是第五派了，但此处暂时不讲密宗

的见解）。如从大小乘的角度来分，则一切有部和经部属于小乘，

唯识宗和中观派属于大乘。四大基本教派的见解像楼梯一样，分成

四种不同层次，一层高过一层。

之所以有这样不同的层次，是因为佛考虑到众生的承受能力不

同。如果一开始传法就讲中观或密宗，闻法者会难以接受，并因此

退失信心，从而不能进入解脱道。如果这一世不能走解脱的路，下

一世能否再有这样的机会就很难说了。为了给众生培植相应的善根，

为了适应不同众生的根机，佛才会以不同教言的方便来因材施教。

也可以说，是因为众生需要不同的引导，才会有这些教派的创立。

这一切，都是度化众生的善巧方便，而并不是佛教论师或高僧大德

们彼此之间的观点存在着分歧或者矛盾所导致的。

下面分别就四大基本教派的观点一一进行介绍。

（一）一切有部的观点

一切有部认为，外界的山河大地、房舍以及肉身等所有的粗大

物质，都是由微尘所组成的。佛经中所谓的微尘，就如同科学目前

所发现的基本粒子—质子、中子、光子、介子、超子等一样，是

构成物质的极小单位。他们认为，所有粗大的物质，都是由细小的

微尘所组成的。虽然《俱舍论》中对非常细微的、最小的物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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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安立了许多不同的名词：极微、微尘、铁尘、水尘、兔毛尘、

羊毛尘、象毛尘、日光尘等，但我们暂时知道是“微尘”就足够了。

微尘又是由最细小的极微尘组成，这个极微尘已经细小到不能再被

分割，或说已经分到不能再分的地步，所以叫做无方分极微尘。这

种极微尘是实有的，它是物质构成的基本元素，所有粗大的物质则

只不过是极微尘的产物而已。

也就是说，山河大地、人体、房舍等粗大的物质，都是由许多

极微尘堆积而成的，除了极微尘以外，这些物质实际上都不存在。

众多极微尘的累积，就会使人形成幻觉。所谓的幻觉，就是以为物

质确有形状、颜色等。然而，这些幻觉中的山河大地、人体、房舍

等却并不存在，只不过是一些没有形状、颜色的极微尘而已。

极微尘与极微尘之间，有空间相隔。这种极微尘之间的空隙，

虽然从宏观世界的角度来看是很渺小的，但在微观世界里，它还是

有相当大的距离。

一切有部同时认为，精神也可以被分割，但无法像物质那样由

方向来分，而是经由时间来分。譬如一个人心中冒起了一刹那的念头，

虽然这一刹那的念头在宏观世界里是非常短暂的，但从微观世界的

角度来看，这一瞬间的念头也可以再分成许多前后的阶段，直至最

后分到实有的无分刹那。

另外，一切有部还将时间、空间、速度、方向等法都抉择为实有。

由时间将精神分割到不能再分的无分刹那，与物质的最小单位

极微尘相结合，这两个元素就构成了人，除此之外，我与众生都不

成立。一切有部就是经由极微尘以及无分刹那来抉择人无我，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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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理论基础，从而证达阿罗汉的果位。

（二）经部的观点

经部关于微观世界的观点，基本上与一切有部相似。二者之间

的差别，在于经部进一步将时间、空间、速度、方向等判定为非实有。

何谓空间？所谓空间，就是在一个范围内没有被任何物体所占

据的位置，这种没有被占的位置，就是空间，除此以外，并没有空

间的存在。如果有东西占据了某个位置，这个位置就没有空间了；

当物体被移走后，腾出来的位置就是空间。由此可见，所谓的空间，

实际上是假立的、不实在的。

再说时间，不论是一分钟或一小时，一个月或一年，都只不过

是物质变化的过程而已，除此之外，并不存在所谓的时间。我们只

能通过世上万物的变化来判定时间，譬如根据气候的变化过程，而

建立起春夏秋冬的时间概念等。这种物质变化的过程，我们称之为

时间。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太空中没有任何星球的话，我们能算定时

间吗？不能。由此可知，时间只不过是以物质变化为基础，由人的

意识而增上安立的法。

虽然现代物理学对时间也有不同说法，到底时间存不存在，它

的本体究竟为何，都是学术界激烈讨论的课题之一，但经部的论师

们却认为，时间只是人的一种概念而已，除了物质的变化以外，实

际上并不存在独立的时间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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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速度又是什么呢？只是物质运动的过程而已。除了物质以

外，并没有速度可言。譬如，当某个物体在静止状态下，它是处于

零的位置；在第一刹那，它进入第一个位置；在第二刹那，进入第

二个位置……这样就形成了所谓的“速度”。由上可知，无论物体

是在零的位置，还是正进入第一、第二、第三等位置时，都是除了

物质自身的本性以外，不存在任何实质上的速度。

虽然从宏观而言，用我们的肉眼可以看到一个物体迁移的速度；

但从微观的角度而言，它却不存在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迁移。因为一

个极微尘才刚产生，在还来不及迁移之际，就当即消失了。这个观点，

与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比较接近。

方向也是如此。譬如，我们如果以一个基点为中心，来指出东、

南、西、北的方向，这些所谓的方向也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因为如果向东移动一段距离，重设一个基点的话，原来的东方就变

成现在的西方了……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故不一一陈述。

以上内容，为经部与一切有部的差异。

二者的共同点是，经部也同样认为粗大的物质并不独立存在，

所谓的存在只是由许多的极微尘占据了空间而已。但极微尘为什么

会聚集在某个空间而不分散呢？他们对此解释道，这是由于每一个

微尘都可分成地、水、火、风四大的缘故。请大家注意，这里所说

的地、水、火、风，并非我们平时所看到的地、水、火、风，而是

指某种能力。

所谓“水”，是指将微尘聚集在一起，而不让它们分散的能力。

由于每个微尘中都有水的成分，即彼此之间的吸引力，所以不会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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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但在经部的一些论著中，却将其归为风的力量。而在物理学中，

则称其为“粒子之间的引力”。所谓“地”，不是指宏观世界里的地，

而是指所有坚硬的物质，如骨头、金属等物质中的坚硬成分都属于地。

除了四大之外，还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就是众生的共业，这是现代

科学所无法证明的。

以上内容，是经部关于微观世界的观点。

早在公元前 4 世纪，西方的科学家们就提出过原子学说。他们

认为，世界最基本的成分，是物质的最小碎片，这种碎片希腊文称

为 atomos，即不可再分割的意思。原子的英文写法 atom，即来源于此。

几千年来，人类一直认为原子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最小单位，但事实

证明，原子根本不是坚实而不可分的物质，而是极为微小的能源贮

藏室。直至 20 世纪初期，科学家们才对原子的结构有了新的了解，

并开始探讨潜藏于原子中的巨大能量。在每一个原子的中心，是由

质子（proton）和中子（neutron）组成的原子核，原子核周围有电子

（electron）围绕旋转。

而夸克学说的提出，更使世人对微观世界的认识尺度分别缩小

到原来的十亿分之一（相对于原子）和万分之一（相对于原子核）。

但即使是夸克、轻子和传播子（即传递力的粒子）这些现代科学目

前所发现的更为基本的粒子，其细微程度仍远远不及经部与一切有

部所说的极微尘。

更重要的差别是，经部和一切有部通过对微尘的发现，从而抉

择出人无我，并由此走向解脱；而物理学对基本粒子的研究结果，

却不幸被用于现代武器的推陈出新方面。双方所走路线的不同，是

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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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唯识宗的观点

唯识宗认为，如果不详细观察的话，外界的物质在表面上是存

在的；要是深入地进行观察，则外界物质的实有性就无法成立。为

何无法成立呢？因为，如果用最简单的分解方法来观察物质，就根

本找不到物质终极的实有性，也就是说，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基本粒子，

表面上的存在只不过是一种幻觉而已。这也是佛教独有的论点之一，

其他学说都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

在唯识宗的微观世界里，没有真正的物质存在，所有的物质经

过观察后，都是内心的现象。这种观点的某些部分，有点像贝克莱

的“经验论”，但二者的差异之处也很多。然而，我们不能因为它

们有一点像，便认定唯识宗就是唯心论。这好比牛羊头上都有角，

却不能因此而认为牛就是羊，羊就是牛一样。既然所有的教派都是

人创立的，其间必定会有某些共同点，但细微的共同点不足以认定

此即彼，彼即此。

总之，唯识宗的微观世界，是一个非常内在的精神世界，外在

的物质世界对他们而言并不存在。

（四）中观派的观点

中观派有两种观点，其中最究竟的见解就是空性。从空性的角

度来说，已经不存在所谓的微观或宏观世界，一切都是空性。但中

观也讲世俗谛，所谓世俗谛，就是从眼、耳、鼻、舌等感官所得出

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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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俗谛的角度来说，中观也有两种：一种与唯识宗类似，即

认为不存在物质的微观世界；但大部分的中观世俗谛见解，也可以

称之为世间观，所谓世间观是指：在正常情况下，如果以眼、耳、鼻、

舌、身能够感知到某种物质，就承认它的存在。譬如，如果能看到

或听到某种事物，就承认这个事物的存在。

佛曾说过：“世间人会与我争论，但我不与世间人争论。世间

人认为存在的，我也承认是存在；世间人认为不存在的，我也承认

是不存在。”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从世俗的角度来看，外在的山河

大地等不可能不存在，肯定是存在的，只不过这是世俗人的见解，

是眼、耳、鼻、舌所得出的结论。这就是世间观，很多中观世俗谛

的境界就是如此。

在世间观的世俗谛境界中，也存在着物质的微观世界。这种见

解与经部的观点十分相似：外界粗大的物质是由许多极微尘构成的，

很多极微尘堆积成不同的形状，并由人替这些不同的形状取了不同

的名字，如房子、车子等，而实际上它们只是一堆堆的微尘而已。

总结四个基本教派的论点如下：由于唯识宗认为没有物质的微

观世界，所以就暂且不谈；其他三派大部分的见解，都承认物质的

微观世界。

中观派则是将一切有部与经部认为不可再分割的无方分极微尘

分解尽了，什么都不存在—虚空一片，物质的本体越往深处寻找

就越找不到，最终达到无中无边的空性境界。就像万里无云的晴朗

天空，没有天地万物、喜乐悲苦，这就是中观的空性。

小乘的微观世界观，与早期自然哲学的原子论，或经典物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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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结构上的发现，是有一点点相似的。但是中观派和唯识派遮破

了这种论点，而认为根本就没有任何基本粒子的存在。但目前科学

领域的研究结果却尚未达到这种境界，量子力学虽说比较接近，但

也只是接近而已。

我曾与几位数学家，以及权威的量子物理学家探讨过这个问题，

他们都认为物质最终是不可能变成虚空的，即便质量可以转变成能

量，但能量却不可能消失。目前科学的观点仅止于此，但从佛教的

角度来看，这还不够深。

这几年我看了一些物理学方面的书，并多次向物理学专家请教，

也学到了一些东西，但对我来说却是了无新意，因为其中的许多观

点与佛教是一致的，而且在经书中都已讲得非常透彻。只是他们的

结论是靠仪器实验出来的，而我们的结论则是由推理或前辈的证悟

而来，差别仅此而已。不论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或是玻尔等人的

量子力学，我都不觉得特别新鲜，反倒认为这些理论还未达至巅峰，

有必要继续发展。

综上所述，中观的微观世界观，其境界已经超越了最先进的物

理学说。至于密宗，则更有着非常奥妙的、准确的、实用的微观世

界的观点，但现在还不必急着讲，此处只讲显宗的观点。

仅就微观世界的论点而言，纵观全世界所有的学说，不论是宗

教的、科学的还是哲学的，没有一个能比佛经讲得更为透彻。我们

可以肯定地说，佛教的微观世界观，已经远远超越了所有目前已知

的其他学说。如果量子力学能不断发展进步，也有可能达到佛教微

观世界的部分境界，但即便经过成千上万年的发展，它也不会超越

佛教的究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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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的事例可以证明，世间的科学理论永远无法抵达究竟，终

将被新的观点所替代。我们都知道，虽然经典物理学家也曾宣布：

物理学的研究成果已经达到了顶峰，但随着爱因斯坦等人的相继出

现，经典物理学的观点就陷入了尴尬的境地，而不得不被推翻。

佛教中观的微观世界的境界却不是这样，在这种境界中，物质

世界已经被分解到虚空的状态，所以没有再超越它的可能。

有些人因为不了解佛教的推断方式，所以不能接受上述观点，

不接受也无妨，这是个人的问题，能否接受通常要看个人的理解程度。

诸位也许对量子力学的观点比较精通，但对佛经中的观点却不一定

能了解得十分透彻，所以自然会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但无论如何，

绝不是因为我是佛教徒才如此自卖自夸，如果单纯因为我们是佛教

徒才这样说，那就是片面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假如无根无据地

夸大其词，也就毫无意义；如果所讲的观点有根据、合逻辑，则在

任何情况下都经得起考验。总之，佛教教理的无懈可击，是不可否

认的事实，我们只需拿几本其他宗教或者学科的书与佛经比较一下，

就可以一见分晓。

言归正传，佛教的微观世界观为何要如此抉择物质呢？其宗旨，

是要借此打破我们对人、对事、对钱财名利等世间万法的执著。至

于其他学说，则有着与佛教截然不同的目的。

三、佛教的宏观世界观

世人对佛教的最大误解，主要是在宏观世界的问题上。譬如：

有人认为，《俱舍论》中没有说地球是圆球形；《时轮金刚》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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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提到这个世界是圆形的；佛经中对须弥山、月亮、太阳以及四大

部洲等的描述，与科学家们从月球上或太空中所看到的情形也是大

相径庭；还有，佛经所说的太阳围绕四大洲的观点，也与现代科学

所发现的事实恰恰相反；另外，经书中在描绘月球的时候，提及了

月球上的天人以及天人的宫殿等。但大家都知道，1969 年 7 月 20 日

下午，阿波罗 11 号正式在月球上登陆。三位太空人在月球上进行了

长达 21 小时的探测，却没有发现任何的天人或宫殿……这些事实是

无法回避的，因为这在佛经中叫做现量，就是能清清楚楚地见到。

难道是佛的错误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矛盾呢？是不是现代科

学发达以后，就出现了新的世界观，所以我们才要去寻找答案？这

一切，就是今天要讲的主题。

其实，释迦牟尼佛住世时，就早已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

现代科学的历史只有三百多年，两千多年前结集的佛经，虽然不可

能存在与现代科学研究成果相抵触的问题，但在当时的佛经中，就

有了自己的问题和答案。当时的佛教学者，便已经就佛经与佛经之

间对宇宙构成，以及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不同描述提出过疑问。

譬如《俱舍论》与《时轮金刚》对宇宙构成的描述就有非常大的出入，

关于日食和月食的说法也有很多种，以至于后来的佛教学者对此产

生了诸多疑问：难道是有两个世界？还是一个世界有几种不同的描

述？于是学者们就到佛经中去寻找答案，结果他们找到了。那么，

佛经中对这些差异是如何解释的呢？下面我们分别进行讲解。

（一）对宇宙不同描述的解释

关于对宇宙不同描述的解释，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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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时轮金刚》的一个大疏里将此问题讲得非常清楚。这

个《时轮金刚大疏》，是以前的香巴拉人写的，距今有 2181 年的历史。

后来西藏人也写了很多这方面的书，距今也有七八百年左右，所以，

这些都不可能是为了应付登陆月球或物理学的发展，才被动地来思

考该如何进行解释的。

针对《俱舍论》与《时轮金刚》对宇宙结构描述之间的巨大差异，

《时轮金刚大疏》以恰如其分的理由向我们一语道破：问题的关键，

在于佛陀传法的内容不是根据自己的证悟境界，而是取决于听众的

接受能力。其主要考量，是看对方能否受益。

如果能利益众生，就算所讲的与事实不尽相符，佛也会暂时先

这样讲，然后再慢慢地引导；如对众生有害，就算事实的确如此，

佛也不会如实告知。听众能承受到什么程度，唯有佛才知道。因为

佛有他心通，所以十分清楚地知道，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及文化背景下，

只有这么讲才能让听众接受，从而利益那些众生。由此可知，佛之

所以说大地是平面的，中间有须弥山等，都是度化众生的一种权巧

方便。

不仅《时轮金刚大疏》之类的论著这样进行解释，包括佛陀自

己也作过类似的解答。比如，针对释迦牟尼佛在不同场合谈及当初

自己是如何发菩提心、如何走上解脱道，前后说法之间的偏差，一

位弟子就曾问道：为何从前您说是在某尊佛前发心，现在又说在另

一尊佛前发的心呢？佛陀对此回答道：我传法的内容是随众生的根

机而定，针对以前那些人，就要那么讲，他们才能接受；对于后来

的这些人，只有这样讲，才能对他们有益。唯一的衡量标准，就是

众生的利益。由此可见，佛陀传法的内容，是随众生的根机而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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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否意味着佛永远都不讲真理，只随众生根机而说呢？也不

是。这只能说明：因为众生的根机千差万别，所以进入佛门的途径

也是各不相同的。在经由不同方法逐步将各类众生引导入门之后，

最终的解脱道还是只有一条。

佛经中对同一事物或现象之所以有多种不同的描述，其原因就

在于此。至于佛经的描述与现代科学发现之间的差异，想必也就不

难理解了。

（2）无论是《俱舍论》或《时轮金刚》，其中对宇宙结构所作

的描述，从空性的角度来说，都是众生的幻觉，都不可能实有存在；

但从世俗谛或众生的角度来看，两者的描述都有可能。也就是说，

在某些人的境界中，宇宙的结构正如《俱舍论》所言；而在另一些

人的境界中，宇宙的结构又如《时轮金刚》中所说的一样。因此，

针对不同业感的众生，佛的开示也不止一种。

另外，《时轮金刚大疏》中还提到：在一个五肘深五肘宽的岩

洞里，可以容纳转轮王与他的四部大军。也即是说，从一个普通人

的角度而言，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山洞；但对另一个众生而言，则可

以容纳转轮王以及他所率领的千军万马。

《时轮金刚大疏》中又说道：令人类垂涎三尺的一桌丰盛美食，

在饿鬼众生的境界中却根本不存在；对于造作过杀生等严重罪业的

地狱众生而言，在如同针尖般大小的微尘上，也会出现险恶峻峭的

高山。

对于这些看似矛盾重重的描述，该如何解释呢？其主要原因，

就在于不同众生会有不同的认知或者“业感”，因为这些景象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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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外在的，而是一种内在的缘起。这好比米拉日巴尊者钻到牛角中去，

牛角没有变大，米拉日巴也没有缩小一样，但这却是谁也抹杀不了

的事实。

依照佛陀所讲的观点，不同的众生看同一个星球，各自会看到

不同的形状，因为内在缘起的差别会影响到外在的缘起。佛教所讲

的这些奇妙现象，蕴含着现代科学与哲学以前从未接触过，将来也

不可能彻底知晓的真理。

当修行不足的时候，外在的诱惑会变得强大有力，从而使内在

的能力无法与之抗衡；当修行达到一定程度，而使内心获得自在之

后，内在的能力就能随意改变外在的状况。现代科学无法解释这一

点，即使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但从佛教的角度来看，其深度和

广度却远远不够。

虽然佛陀将这个世界描述成很多不同的形状，但并非意味着这

个世界同时存在这么多不同的形状，而是表明一个世界在不同众生

的眼里，会显现出不同的面貌，其原因就在于内在因缘的不同，只

有佛才能知道个中奥妙。佛经中对这个世界的各种描述就是由此而

来的。

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为什么没有一部佛经中的描述，符合现

代科学所发现的世界“真相”呢？

因为，在当时人的概念中，大地就是平面的，太阳围绕着大地

而转。虽然从现代人的角度而言，这些观念是错误的，但在这些相

对来说不是很关键的问题上，佛陀都不会与世人争论。不论地球是

圆的还是平的，对希求解脱的人来说并不重要，对修行也不会有丝



248 慧灯禅修班教材（二）

毫影响。因为这些都是小问题，佛也就无需与世人争辩，但在重要

的关键问题上，佛却非常认真，力图要推翻世人的错误观点。譬如，

我们始终认为有一个“我”的存在，对此，佛就不遗余力地加以破斥。

佛的说法原则，是抓根不抓枝。

佛陀传法先后只持续了四十多年的时间，宣讲《俱舍论》与《时

轮金刚》中间相隔的年头也只有三十多年，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以

佛陀浩瀚如海般的智慧，怎么可能讲到后面就忘了前面是如何讲的，

然后又重新再讲一个不同的观点呢？即使普通人在说话时，也会注

意到前后的一贯性，不可能前后颠倒，信口开河。所以，佛陀如此

传法，是有世人无法测度之密意的。

实际上，不要说我们生存的这个小小的世界，就算是太阳系、

银河系，乃至整个宇宙所有成员的一切运动，佛也了解得一清二楚。

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需将《时轮金刚》天文学与现代天文学的某些

数据作一比较，就可以真相大白，譬如 ：

                          古今天文学比较

主要天文数据
现代天文学
 ( 单位 : 天 )

《时轮金刚》天文学
( 单位 : 天 )

地球公转轨道周期 365 365

月球轨道周期 27.3217 27.395343

火星轨道周期 686.980 687

水星轨道周期 87.968 87.97

土星轨道周期 10759.2 10766

金星轨道周期 224.701 224.7

木星轨道周期 4332.6 4332

黄、白道交点周期 6793.460 6792.99

注：两个天文学的小数进位取值不一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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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黄道和白道的两个交点，在《时轮金刚》天文学中取名为

罗睺罗的头和尾，罗睺罗是传说中的动物，因此有些人就误解了佛

教的天文学，以为这只不过是一些神话传说而已。但从上面的数字

可见，除了土星的周期以外，其他结果与现代天文学的计算结果有

着惊人的相似。

我们都知道，为了研究月球等天体的运动，几个世纪以来，许

多天文学家耗尽了毕生的精力；但是，没有借助于任何精密仪器，

仅凭着超人的智慧，佛陀便早已用精确度极高的数据，十分准确地

描述了月球在其轨道上运动的平均速度和近地点与远地点的速度，

以及其他星球的顺行、留、逆行 a 等运动的情况。

具有如此智慧的佛陀，又怎么可能毫无意义地说出先后矛盾的

话来呢？绝不可能！

（3）佛经对宇宙结构的描述众说纷纭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如

果经书中只有一种描述，大家就会从此认定宇宙只是这个样子，世

界肯定就是这样，继而使其成为固定不变的一种执著。正因为佛经

中有各种各样的描述，孰是孰非很难确定，世人就不会固守一见，

从而最终了解到：原来外境是随着众生的因缘而变的。

所以，要了解佛教或是想研究佛经，就必须饱览佛教经论。无

论是要支持还是批评佛教，就算没有读遍所有的经论，至少也要掌

握其中的关键。如果只是翻过几本经书，就想对佛教妄加评论，是

非常草率的做法，谁也没有资格这么做。在仅知皮毛的情况下，任

①顺行、留、逆行：都是指行星的视运动，即我们在地球上所看到的行星运动。顺行是指自西向
东运动；逆行是指自东向西运动；留是指行星与恒星的相对位置基本不变。这三种视运动是地球
和行星两者的公转运动合成后，在天球上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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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评语都是盲目的、无知的。这就像要评价基督教的观点，首先就

必须熟读圣经，假设除了知道耶稣这个人以外，对基督教的其他教

义都一窍不通，又如何去加以评论呢？

上述观点除了在《时轮金刚》中提过以外，在一千多年前的学

者所著的《般若波罗蜜多释》中也宣说过同样的道理。

（二）对月球不同描述的解释

佛经中曾讲到：月球上有天人和天人的宫殿。可是当宇航员登

上月球时，却只能失望地看到一个毫无生机的星球。

如果要问其中谁对谁错，应该是双方都没错。我们在承认科学

发现的同时，也要记住佛曾亲口所说的话：“世间人与我争论，我

不与世间人争论；世间人认为存在的，我也承认是存在；世间人认

为不存在的，我也承认是不存在。”所以，佛教的包容性很大。不

仅是现代的，就是千百万年以后的科学新发现，佛教都可以包容。

佛所说的“世间人”，并不是指任何一个人的胡思乱想，而是

指在正常情况下，以人的眼、耳、鼻、舌等感官所得出的结论。如

果我们看到此屋中没有骆驼和大象，佛也会认定是没有；如果我们

看到此屋中有很多人，佛也会承认有很多人。当佛站在我们世间人

的立场来看问题时，由于这些是我们眼睛所得到的结论，佛就会予

以承认。

同理，虽然现代科学是依靠各种仪器来做实验，下定论，但仪

器最终还是要靠人的眼睛来观察。说穿了，实验都是人做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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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人靠的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些感官在正常情况下所得到

的结论，佛永远都不会否定。只要是经过无可非议的实验所得到的

结论或新生的事物，佛教都会接纳。只要是佛教徒，都应该知道这

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佛教的宏观世界观有着无限发展的空间，

这是非常重要的。

既然我们不否认现代科学对宇宙的准确认知，那么佛陀为什么

要在荒凉寂寥的月球上描绘出美丽的天人和华丽的宫殿呢？

其实，佛并没有说月球上存在着以普通人类的肉眼可以看到的

天人和宫殿，并不是说在月球上存在着人类的城市，而是说有天人

的城市。如果佛说有人类的城市在月球上，人们就应该能看到；如

果月球上只有天人的城市，则人类就不一定能看到。

佛曾说过，两种不同道的众生在看同一个东西时，会得到两种

不同的结论。人只能看到人的世界，而看不到天人的世界。就像人

的肉眼只能看到粗大的物质，而看不到无线电波等更细微的物质形

态，但却不能说因为我们看不见，无线电波就不存在。同样，天人

的世界也不是我们所能看到的。

这种说法合乎逻辑吗？其逻辑性非常强！两种完全不同道的众

生，其器官的构造与阿赖耶识中的种子都截然不同，当他们同时看

一个东西时，看到的会是两种不同的结果。如同有些鱼类和人类的

感受不同一样，天人和人类之间的差别就更大，他们在观察同一外

境时，所得出的结果就更不相同。由于天人比人类高一个生命档次，

所以天人可以看到人的世界，而人却不能看到天人的世界。总而言

之，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因为佛并没有说月球上有人可以看到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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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佛的说法没有错。

这不是新的答案，而是几千年前就有的答案，也是非常精妙的

回答。如何能证明这一点呢？佛经中讲过：以前有一种老鼠，专门

住在火坑中，以火为食却毫发无损；过去还有一种衣服，穿脏了不

能用水洗，而是要扔到火里，以熊熊烈火来清除衣服上的污垢，却

不会烧坏衣服，因为这种衣服的原料是石材。在中国的史籍中，也

有这样的记载。

因为那种老鼠的身体构造与我们不同，就像用石材做的衣服与

用普通布料做的衣服不同，所以能够承受烈火的高温一样，老鼠对

火的感觉也与我们人类完全不一样，因此就可以生活在火里。虽然

现在没有再听说有此类动物，可能是已经绝种了，但很多人都知道，

在海底的火山口附近，即使水温高达 200℃，却仍然有一些鱼类常年

生活于其间，完全不受高温的影响。如果是人类或其他鱼类，则绝

对无法在这种环境中生存。

从以上这些例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不是所有众生对冷热、疼

痛的感受都一样。既然感觉可以如此不同，那么眼睛所看到的现象

不尽相同也是合情合理的。类似的逻辑还有很多，此处无须赘述。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推理的话，就根本没有理由执持一般人所谓

“眼见为凭”的正确性。难道在整个宇宙中，唯有人眼所见才算是

真理吗？并非如此！我们不能排除有比我们看得更清楚、更透彻的

生命存在，而且也不能排除他们在看我们所了知的太阳系之时，会

看到一个跟我们所见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

我们对外在冷热、疼痛等的感觉，其实也是一种内在的特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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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反映在表面上而已。人类正常的感官反应，也只是相对地准确，

而不是绝对真理。人类的许多传统观念已经被量子力学推翻，而量

子力学无法推翻的观念，却早已被佛理所推翻了。因此，我们没有

理由固守己见地坚持：只有我们所看见的才是唯一的真理！

对佛教修行人来说，这是很容易接受的。譬如：米拉日巴尊者

能自在地穿越悬崖，或双盘坐在空中；有些成就者的脚踩在石头上，

就像是踩在泥地上一样，立刻可以现出脚印；又有些瑜伽士能够穿

越墙壁等。这些不可否认的事实，便足以颠覆传统的旧观念。

现代人很傲慢，总喜欢将自己没看到或想不通的归结为不存在。

没有看到是事实，但这却不能说明不存在。譬如，在三百多年前，

还没有量子力学理论的出现，可它当时是不是绝对不存在呢？当然

不是，只是未被人发现而已。同样，有关月球的问题，也要从这个

角度来分析。

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并不是在人类登陆月球，并发现它是个不

毛之地之后，我们才开始去寻找问题的答案，而是由于佛学家们考

虑得非常周到，所以两千多年前的佛教典籍中，就已经有了答案。

总结以上各点可知，佛教的微观世界境界不仅超越了早期的自

然哲学原子论，也超越了现代量子力学的论点；而佛教在宏观世界

领域中，已经令人心悦诚服地分析出，宇宙构成的许多类型，是由

于众生内在因缘的不同所致。反观科学和其他学说，他们只是一成

不变地死认一个我们熟知的圆形地球，月球则是死寂一片，从没有

推测过一个地球或月球同时有不同现象存在的可能性。仅从这一点

而言，我们也无法否认佛教宏观世界观的先进性与包容性远胜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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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其他学说。

总而言之，作为一种学说，或是像佛教这样极具逻辑性的宗教，

其所有的观点都必须有根据、合逻辑。在佛教的世界观中，微观世

界与现代的物理学既有相同点，也有超越其上的地方；而宏观世界

与现代科学的相同点，大家可参阅《大方广佛华严经》的第九品。

在第九品中讲道：太空中漫布着许许多多的世界，其数量是无边无

际的。这不仅与现代科学的发现一致，更远远超越了日心说和地心

说；至于宏观世界与科学的不同点，则是佛陀为了令众生入道的一

种权巧方便；还有许多佛教特有的、超胜于科学的观点，则是现代

科学根本无法解释的。

在西方，时常有媒体或科学工作者到寺庙或佛学院去探讨这类

问题，可是我们这里目前还没有，除了一些人在看过《俱舍论》后，

有时会私下进行讨论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交换意见的机会。但自然

科学的观点现在连小学生都知道，当佛经中所讲的与其发生冲突时，

大家就会产生怀疑。有些人打骨子里就轻视佛经，认为里面的全部

内容都是不科学的。

针对这些现状，就有必要向大家介绍佛教的世界观，这需要从

微观和宏观两方面着手：微观世界观包括相同的和超越的部分；宏

观世界观则包括相同的、表面上不同的以及超越的部分。一旦建立

起这些框架与思路，讲起来就比较容易被了解。凡是稍有智慧与思

维能力的人，都不太会排斥佛教的理论及行为，而佛教也永远无惧

于智者的观察。

由于不了解这些论点，就会产生诸多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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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们比较了解的是东方文化，所以只认为大乘佛法是整

个东方文明中最辩证、最透彻的思想。后来逐渐看到了西方哲学和

科学理论，才深深地体会到，佛法不仅是东方文化的顶峰，而且也

是全人类所有文化中最伟大的思想。

仅仅从世间的角度来说，佛法所强调的自由、和平、平等、民主、

真诚、环保、素食、卫生、节约等理念，也是真正的跨世纪思想。因此，

我个人认为，对任何人来说，没有机会读佛书都是人生最大的遗憾！

在这个充满着冷嘲热讽的世界里，深广理性的智慧从古至今就

容易被世人所忽视，但我们深信，佛陀的智慧和慈悲，定能为人类

社会带来新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