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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很多学佛多年的人，还不清楚真正的佛法是什么，其所

涵盖的范围究竟为何。不仅在汉地有很多人不懂何为真正的佛法，

在藏地也有同样的问题。除了一些僧人以外，一般的农民或牧民大

都对佛法的内涵不甚了解，认为只要能修佛塔、经堂或金碧辉煌的

寺庙，或者念一点观音心咒，就是很不错的佛教徒了；但这些仅是

做善事而已，不是学佛，也不是修行。所以，我们有必要对佛法或

佛教的定义略作说明。

一、佛教的错误定义

佛教＝信仰

有些人认为，佛法是一种信仰。

信仰也即信心，佛法当然是需要信心的，但如果因此而说佛法

就是信仰的话，又显得过于简单了，因为信心仅仅是佛法的许多观

念之一。佛教的基础和重点都不是信仰，而是智慧和大悲。佛法虽

然提倡信仰，但除了佛法以外，科学也有对信心的要求。譬如，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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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人提倡对科学要有信心，如果有人不相信科学的话，可能连飞机

都不敢坐了。正因为相信科技，相信飞机能将人从出发地带到目的

地，人们才会去坐飞机。无论做世上的任何事，都要有信心才能成办，

而佛教所谓的信心，也就是如此，所以，认为佛教仅是一种信仰是

不正确的，信仰不能等同于佛法。

佛教＝哲学

那么，佛教是哲学吗？也不是。哲学有西洋哲学、东方哲学等

不同的类别，虽说其中的某些思想与佛教相似，但没有任何哲理所

剖析出的深度，能达到佛法的层次。所以，佛教也不等同于哲学。

佛教＝科学

佛教是科学吗？虽然佛教中的某些观点与科学相同，但也不能

就此将二者画上等号。

佛教＝唯心主义

佛教是唯心主义吗？很多人认为，宗教是唯心主义，但这应该

是针对西方宗教而言的。多数的西方哲学家都是唯心主义者，故而

他们也将西方的宗教归入唯心主义的范畴；然而，佛教的思想与唯

心主义是全然不同的，所以佛教也不是唯心主义。

佛教有四个宗派，其中的经部与一切有部根本就没有唯心的论

点，属于大乘的中观也没有唯心的主张；而同属于大乘的唯识宗则

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派别，其中仅有一派所讲的小部分观点与唯心主

义有些许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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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英国的经验唯心主义者贝克莱所主张的部分观点，就与

唯识宗所说的“境由心生，法由心造”表面上有些类似。罗素在《哲

学问题》的第一章——《现象与实在》里，也对贝克莱的观点进行

了剖析，并从中发现，要完全扳倒贝克莱的主张，还是有相当大的

难度。尽管如此，唯心主义的这些见解，也根本达不到佛教唯识宗

所探讨的深度。

除此之外，唯心主义与佛教的观点就再也没有任何相同之处了。

其实，不管是唯物主义，还是基督教、古印度宗教等其他宗教，

都有与佛教相似的部分。然而，这些例子只说明了它们有相似之处，

却不表示它们在整体上无分轩轾。因此，纵有部分雷同，也不可将

佛教视为唯心主义，因为二者从根本上就不同，如果撇开小小的相

似处，而从宏观的角度去看，其间的差异就更大了。由此可以证明，

将宗教视为唯心主义的观点，纯粹是西方传来的一种主张，佛教是

与此全然不符的。

举例来说，月称菩萨的《入中论》是代表大乘佛法最好的经典，

该论认为：从世俗谛的角度来说，精神与物质都存在；从胜义谛

的角度来说，则物质与精神均不存在，二者都是空性，并不是物

质是空，精神是不空。月称菩萨进一步说道，这些都是释迦牟尼

佛的观点，因为佛在《俱舍论》中，对世俗谛的精神与物质都有

所探讨，而在讲述《般若波罗蜜多》时，又同时破斥了精神与物质。

换句话说，如果认为成立，则双双都成立；反之，则双双都要破斥。

这是月称菩萨的论点。

而密宗宁玛巴的观点，则以无垢光尊者为代表，他认为，外境

不是心，只是心的幻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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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心主义的观点我也知道一些，佛教与唯心主义的观点实在相

去甚远。因此，根本不符合佛教是唯心主义的说法。其实也并没有

人真正认为佛教是唯心主义，只说宗教是唯心主义而已，因为西方

宗教确实是如此的。

综上所述，佛教不是唯心主义，因为它不认为精神是第一性；

佛教当然也不是唯物主义，因为它不认为物质是第一性。

佛教＝宗教

佛教是宗教吗？

“ 宗 教” 这 个 词 是 从 西 方 传 来 的， 如 果 从 宗 教 的 英 文 单 词

religion 本 身 的 含 义 来 解 释 的 话， 则 佛 教 也 不 能 算 是 宗 教。 因 为

religion 的字义中含有承认上帝存在的意思，西方有些人不认为佛教

是宗教，就是由于佛教不承认造物主的存在。而过去佛教的一些高

僧大德也持有同样的看法，说佛教不是宗教。我认为佛教也不是西

方人所下定义的“宗教”，因为佛教向来都不承认上帝的存在。

既然如此，那么佛教究竟为何呢？

二、佛教的定义

佛教＝佛学

佛教的真实含义就是佛学。因为佛教实际上就是释迦牟尼佛所

传下来的学科；或者可以说，佛法是让凡夫人通过修学以达到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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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的一种方法。因此，佛教就是佛学。

佛教＝教＋证

佛经对佛教的定义就是两个字：“教”和“证”。教，是释迦

牟尼佛亲口传讲的，或是经过释迦牟尼佛加持和开许，然后由菩萨

们写下的经论，如藏传佛教的《丹珠尔》和《甘珠尔》；证，是指

个人的修证，其中包括了戒（戒律）、定（禅定）、慧（智慧）三

部分。也就是说，教、证这两个字代表了整个佛法；另外，还有更

重要的两个字，也可以概括佛法的所有定义，那就是“智”和“悲”。

下面就从智、悲两方面来谈谈佛教。

所有的佛教，包括大乘、小乘，显宗、密宗的内容，都可归纳

于智悲当中。智悲双运，是整个佛教的精华所在。修行就是要修智

悲双运，所谓学佛，也就是学智慧与大悲。

那么，烧香、磕头、念经等是不是学佛呢？是学佛的一部分，

但不是最主要的内容。

佛是什么呢？唐卡中画的面色金黄、结跏趺坐的佛，是不是真

的佛呢？

那是不了义的佛。大乘佛法认为，佛的化身与报身，是佛陀为

了度化凡夫与十地菩萨而分别显现的形象。佛为了能与凡夫沟通，

就必须显现化身。虽说每个众生都具有如来藏，但由于没有证悟，

因此佛的法身对我们还无法起到作用。要想证悟，想走解脱道，就

必须依靠化身与报身佛的引导，然而，化身与报身都不是真正的了

义佛，唯有法身才是真佛。所谓的法身佛，就是指智悲双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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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佛，就是要学智慧与大悲。所谓的成佛，就是指断尽所

有的贪、嗔、痴烦恼之后，所显现出的原本具备的如来藏之所有智

慧与大悲。除此之外，别无他意。

宁玛巴的高僧荣森班智达曾说过：佛教永不改变的定义，就是

智与悲。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解释可以完整地表达佛法的内涵。

他还认为，学佛的方法不一而足，用哪个方法都行。譬如，净

土宗的念佛是方法之一，禅宗的打坐参禅也是一种方法，但不能认

为除了念佛以外，其他的方法都不算是学佛；同样，出家人守出家戒，

在家人守在家戒，这是两种方法，不能认为只有出家戒才是真正的

戒律，或者认为守在家戒就不能成佛；密宗有气脉明点的修法，但

这并不是成佛的唯一道路，不修气脉明点也可以成佛。这些都只是

方法而已，有些方法可有可无，佛教并没有限定非用哪一种方法不

可，但唯一不变的精华，就是智悲。任何方法如果修不出智慧与大

悲，就不能称其为佛法。虽然这是荣森班智达的论点，但却是显宗、

密宗都认同的。

总而言之，如果从智悲两方面来表述佛法，就能完整地概括佛

法的全貌。

如果有人问：什么是佛法？则可回答说：“佛法就是智悲。”

学佛是什么呢？就是学智慧与大悲。

（一）智

所谓“智”，是指佛的智慧，其与世间的智慧不尽相同，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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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类似之处。譬如，佛对娑婆世界——亦即世间人所说的宇宙——

的描述，或对世间种种事物的看法，既有与一般凡夫的观点一致的

地方，也有出入较大之处。但无论如何，佛之所言都有其一定的道理。

例如，佛在描述宏观世界时，曾提到有须弥山、四大部洲等的

存在，这就与部分世人的宇宙观有着一定的差异。因为以常人的眼

光来看，这些事物都是无法找到的。

虽然在之前，我就已经讲过佛陀为何要如此描述的原因，相对

于古代的人来说，如果能明白这个道理，对生活在现代的我们就更

具有深刻的意义。因为，古代人对宇宙的形成与结构所知有限，当

时的佛教徒也不会对这个议题进行进一步的思维，所以没有必须要

解释的迫切性；但在当今世界，依赖现代科技而形成的宇宙观，尤

其是对宏观世界的认知早已深入人心，其中就有许多与佛教亦异亦

同的观点。为了不让世人对佛教产生误会，所以有必要再次予以说明。

佛陀传法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向每一位听法者确切地传达三法

印的义理，如果不能讲清三法印的道理，就失去了传法的意义。

凭什么说三法印如此重要呢？这是有经教为证的。佛陀在世期

间，弟子曾问佛，佛陀圆寂后，若有外道假造佛经，该如何分辨正

法与伪法呢？佛陀回答说，无论任何经论，只要包含了三法印的道理，

都可纳入佛教之中，否则，就不是佛法。提纲挈领抓住要点，才是

佛陀最看重的，这就是为什么佛传法时十分注重三法印的原因。

释迦牟尼佛住世期间，在释迦教法的听众当中，有着各种不同

背景的众生──外道、婆罗门教徒、天人、非人等。其中以婆罗门

教徒为主的很多听众，都持有与实际不符的宇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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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深知，如果不合时宜地去驳斥他们，必然会引起他们的反

感，弘扬佛法的事业也将受到威胁。为了与这些听众的根机相应，

释迦牟尼佛便采用了一些善巧方便——虽然明知那些观点是不对的，

却没有去推翻他们。只要能传讲三法印中诸行无常、有漏皆苦、诸

法无我的道理，其他观点正确与否都不必在意。因为唯有通达三法印，

才能让他们从轮回中解脱。其他诸如宇宙观等，学得再透彻，也与

解脱没有任何关系。

正因为佛陀没有更正他们的其他观点，所以当时的宇宙观就被

保留了下来。当听众的根机发生变化时，佛即会适时地驳斥他们原

有的宇宙观或其他观点，并建立一种与其根机相应的宇宙观，这些

都是佛陀传法时所用的善巧方便。之所以会有不同于现代的宇宙观

出现在经典中，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种解释，并不是为了应付现代人所提出的“佛经内容与当代

科学结论不一致”的质疑，才强词夺理用于搪塞的，而是在一千多

年前就已经解释好了。因为当时的人并不具备现代人对宇宙所了解

的知识，因此也没有必要做出什么解释。这就说明，佛陀利用这些

权巧方法来度化众生，是具有远见卓识的表现。

佛陀自己也曾说过，为了适合不同听众的口味，他传法时讲过

许多相互不一致的论点，但唯一不变的真理，就是空性。例如，从

世俗谛的角度来说，三法印中的诸行无常及有漏皆苦是真理；然而

从胜义谛的角度来看，就谈不上是绝对的真理。唯有其中的诸法无我，

才是绝对的真理。

其实，纵使佛教对宏观世界的描述与现代人的认知不同，也不

能证明佛教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所谓现代人对世界的认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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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说是现在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用肉眼或仪器所能观察到的世

界罢了，谁也不能就此认定这是唯一的宇宙真理。

佛教认为：六道众生看同样的一杯水，会有六种不同的显相；

六道众生看世界，会看见六种不同的世界。这就是多种宇宙的概念。

就微观世界的层面来说，以前也讲过许多了，现在只略提一下。

从过去的经典物理到相对论，再到量子物理，一路走来，这些科学

的观点越来越接近佛教的论点。量子物理学的创始人也认为，自从

提出了量子物理的论点，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知，已朝佛教等东方

文明所指引的方向迈了一大步。我提到这些的原因，就是为了指出

科学与佛陀智慧相似的地方。

而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就是只有佛才能讲出的那些论点。不

论是现代的科学或哲学，就算再往后发展成千上万年，也永远无法

达到佛的境界——空性、光明、万法皆为佛的坛城、本来清净等。

世间所有的思维与逻辑、所有的聪明才智，甚至神通，都无法感知

佛的这种境界，这就是佛的智慧凌驾于所有知识之上的表现。

话说回来，智悲的“智”，可以简单地解释为证悟空性的智慧。

证悟空性包含了很多意义，证悟人无我，证悟显宗中观的空性，以

及证悟大空性与光明；从密宗的观点来说，空性与光明没有任何分

别，这也涵盖了大圆满的见解。

在世间流传下来的所有文献及思想中，都不存在大空性这个名

词，即使有的话，也只是将物质分解到不能再分的粒子后，所剩的

一片空白。而现在有些人就连这点都还不敢肯定，仍然要坚持保留

能量的存在——能量也是物质。因为，如果连能量都不存在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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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所有的物质都将变成是无中生有的，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个无

法接受的结论，因此，他们所能理解的程度，连显宗的境界都达不到。

我在前面提过，在微观世界中，科学与佛的见解稍微有些相似，

但这还不是佛的境界。虽然有一些七八十年前的中国学者，不论出

家人与在家人都有，曾用爱因斯坦的质能转换理论来解释空性，但

都不是很恰当的。因为这种解释实际上是一种断见，质量转换成能

量后，质量就消失了——原来存在的变成空无，但这并不是真正的

空性。

佛所讲的空性，无须经过这种转换的过程，而且依照能量守恒

定律，也无法承认从有到无的说法；即便承认，这些推导也绝对不

符合佛教所讲的空性。事实上，真正的空性并不是物质变成空性，

而是既是物质，又是空性，在物质现象存在的同时就是空性，这才

是佛所说的空性。

尽管现代物理学家对物质世界的认知，已与佛的观点相当接近，

但在精神层面或空性的见解上，现代人与佛教的智慧相比，仍有着

天壤之别。

以世间人的智慧所能达到的最佳结果，充其量是能让日子过得

更好一点，譬如科技的发达所带来的物质文明等。可是也有人认为，

科技带来的不是更好的生活，而是更复杂、更危险的生活，这种说

法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相对而言，经由佛的智慧所能达到的结果，则是让每位众生都

能从轮回中解脱。这不仅仅是书面上的理论，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只要肯如理如法地修行，每个人都能亲身体验到这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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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讲，就是佛教的“智”。

（二）悲

所谓“悲”，亦即大悲心。大悲心是大乘佛法的精华，因为所

有的大乘发心，都是以大悲心为起始的。如果失去了大悲，就根本

不能称为大乘佛法。

佛陀所讲的大悲，是世间所有的思想当中都根本不存在的见解。

虽然中国的传统文化崇尚伦理道德，西洋文化提倡慈善与社会公益，

但佛陀的自他平等、自他相换、自轻他重等思想，以及大乘菩萨所

履行的无条件的奉献，却是整个世界绝无仅有的。

如果要细说大悲，则可从两方面着手：

1. 世俗方面的大悲

譬如，佛陀在学道之时，仅仅为了让一头饥饿的狮子填饱肚子，

就毅然决然地布施了自己的身体。又譬如，倘若有人强迫这个房间

里必须有一个人从十楼跳下去摔死，那么符合大乘佛法真正意义的

行为，就是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主动表示自己愿作那个跳楼人。这

不只是嘴上说说罢了，而是发自内心的想到：“如果跳下去，一定

会非常痛苦，不如让我来代替其他人承受这个痛苦吧！”

诸如此类的布施及忍辱等行为，都是世俗方面的大悲心。佛法

的真正意义，是不仅要这样发心，还要有实际的行动；不仅要从事

救灾、布施衣物、看护伤病患者等解决众生暂时痛苦的慈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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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甘愿为众生的解脱付出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代价。

话说回来，我们不能因为慈善活动只能解决众生的暂时痛苦，

就放弃力所能及的世间慈善之举。作为发心利众的大乘行人，社会

上的慈善活动当然也应该参加。

戒律中有一则故事：一个重病卧床不起的比丘，由于没人照顾，

所有大小便都拉在床上，污秽不堪的景象大家可以想象。一天，释

迦牟尼佛带着阿难来到这个比丘的住处。见到佛陀的大驾光临，比

丘惶恐至极，然而，佛陀却轻言细语地安慰他，并让他把脏的衣物

拿来，然后亲手替他洗。既然佛都能这么做，身为佛弟子的我们就

更不用说了。不过，这还算不上是真正的悲心。真正的悲心，是在

生死关头能做出舍己为人的决定，并付诸实行。虽然在某些其他的

思想或理论中，也提及了这一点，但他们的悲心却是片面的，范围

很狭窄的；而佛的大悲心却是针对所有的众生，而不是仅仅针对人

类或佛教徒的。

2. 超世俗的大悲

更广、更伟大的悲心，是绝不止于让众生吃饱穿暖，虽然这些

事也要做，但却不是重点。最重要的，是要让所有众生明白轮回的

真相及解脱的方法。首先是令众生了解轮回的真相，然后教导他们

如何从轮回中获得解脱。佛最伟大的慈悲即在于此。

为什么呢？譬如，纵使将一位病人照顾得无微不至，直到康复

为止，但这样能防止他以后不再生病吗？不能。我们能解决的，只

是这一次生病的问题罢了，他在以后的生生世世中所要经历的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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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爱莫能助的。任何形式的财物布施，都只能暂时地解决他人

生活贫困、衣食无着的问题，却并非长远之计。只有让众生明了生

老病死的真相，引导他们修行，从而踏上解脱道，才能彻底地、永

久性地解决他们的所有痛苦。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利益众生、度化

众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救度。

唯有佛这样的悲心，才算得上是大悲，其他世间的慈悲只能说

是“悲”而已，还不能用“大”来形容。因为大悲心与佛的智慧有

着很密切的关系，而菩提心也就是大悲心。

大家都知道，虽然其他宗教所做的慈善事业比较多，但其以救

人救世之名所挑起的战争也为数不少，所以，这是不是绝对的慈悲

心还值得商榷。相对而言，佛教从来就没有要征服或降伏的意思。

佛也说过，他根本不在意人与人之间的战争所获得的胜利，他所强

调的胜利，是通过调伏自相续所得到的胜利。

其实，大悲还有很多不同层次的意义。

佛曾经说过：“我告诉你们解脱的方法，要不要解脱，全由你

们自己决定。”也就是说，每个众生的命运，都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而不是由佛陀来安排的。这种说法所表明的态度，就不像其他宗教

所供奉的“救世主”或“造物主”，谁能上天堂，谁该下地狱，都

由他们来主宰。由此可知，在大悲当中，也包含了佛教的自由、宽容、

平等、和平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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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智悲双运的修法

那么，该如何修智悲呢？

其实，菩萨所行持的六波罗蜜多，都没有超出智悲之义。布施、

持戒、忍辱是大悲；禅定、智慧是智；精进则是智悲的助缘。以智

悲二字来界定佛教的意义，是简捷的说法，其深广的内涵，就是六

波罗蜜多。

既然整个佛法的精华，就在于“智悲”二字，那么，是否有什

么方法可在一座当中将八万四千个法门都涵盖呢？答案是肯定的，

方法就是修“智”与“悲”。

有人会提出疑问：修大悲心需要细密深刻的思维，而证悟空性

的智慧又不需要任何杂念，既然如此相互矛盾，又怎能在一座当中

同时修呢？

对我们初学者来说，首先要修菩提心、受菩萨戒；一旦受了戒，

菩萨戒的戒体——菩提心就已经存在于我们的相续当中；在此基础

上，就可以进一步修空性。

当进入空性的状态时，并没有明显地去思维“愿一切众生脱离

轮回痛苦”，也可说是没有明显的大悲心，但因为之前受的菩萨戒

戒体已存在于心中，故而，当心进入空性境界时，菩萨戒也随之而

进入空性之中。我们要知道，菩萨戒并非物质，而是一种心的状态，

虽然在进入空性境界时，心里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念头，但菩萨戒却

是存在的，所以，心与菩萨戒不分彼此，同时都可以进入空性的境界。

此时菩萨戒即是空性，空性即是菩萨戒，这就是智悲双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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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双运的意思，就是当我们在证悟空性的境界中停下来时，

心既是证悟空性的智慧，又与菩萨戒无二无别。如果能这样修，则

所有大乘佛法的精华都已包含，再没有什么需要修的法了！

这是初学者的智悲双运修法，如果能这样修，则仅在一个坐垫上、

一个位置上或同一时间内，就可以将佛的八万四千法门之精华彻底

无余地修完。

菩提心与空性的具体修法在此无需重提，只要将两个修法合并

即可。

当然，在大悲心之前，还是要先有出离心。倘若自己对轮回痛

苦都没有感受的话，是无法对众生生起慈悲心的，因为慈悲心的来源，

即是众生的痛苦。没有慈悲心，菩提心也无从生起。出离心的另一

个条件，是希求解脱。当看到众生在遭受痛苦折磨时，发愿要让他

们获得解脱。但转念一想，如果自己都不能先解脱的话，又如何能

带众生解脱呢？这样一来，出离心的两个条件就都具备了。

出离心是菩提心的基础，有了菩提心就可受菩萨戒，而菩萨戒

是可以自受的。在受持菩萨戒之后，便开始修空性。当菩提心与空

性结合在一起时，即为智悲双运。有了这样的见解，则所有大乘显

密教法的精华都已了然于心。

出离心、菩提心要一个个分开修，最后进入空性的境界。这样

一来，前面修的出离心与菩提心，也就成了空性的智慧。

此处所说的空性智慧，不像小乘的人无我见解，它是含有大悲

心成分的，而在大悲当中，又有证悟的智慧。这些智悲双运的见解

与修法，囊括了所有佛法的含义，说起来虽然这么简单，真要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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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时，却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出离心的生起，要靠人身难得、死亡无常等外加行，而生起菩

提心的条件，则是积累资粮（修曼荼罗），及清净业障（修金刚萨埵）。

显然，不论选择哪种方法学佛，都离不开外加行与内加行的修法，

这也是我一直强调修加行的原因。

现在我们都已经知道，佛教的真正意义，是“智”与“悲”。

从今往后，我们学佛就学这两个字，修行就修这两个字。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可学可修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