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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何要区分生存的方式和意义

生存的方式和生存的意义虽然是最简单、最基础的道理，但要

做起来却不是很容易。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最需要和最缺少的，

并不是密宗、大圆满，而是这些基础的修法和认识，因为最基础的

也是最关键的。

虽然密宗大圆满是很高级的法，但以我们目前的状况来看，现

在还不是修的时候。如果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下修大圆满或是其他的

密宗，效果不一定很好。这并不是说大圆满和密宗有什么不好，大

圆满和密宗当然是很好的甚深之法，但修者的根机必须与法相配。

我们需要的是效果，并不是大圆满、生起次第、圆满次第的名声。

如果根机不配而提前修大圆满、修密宗，效果就不是很理想。

整个佛法，尤其是藏传佛教特别讲究次第。修行人的层次也是

参差不齐：有些人修了很长时间，修行也比较好；有些人又刚刚开始，

连佛教的一些基本道理都不太了解。但总的来说，基础的问题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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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关键、最需要的。现在我也是在基础的方面努力，并没有去修

大圆满、生起次第、圆满次第等。我相信，只要基础打好了，其他

的都好说；基础不好，修什么法都不会有效果。所以，在基础上面

我们一定要下功夫。

基础是什么呢？你们都知道，基础是出离心和菩提心。虽然每

个人都会说，但是做到了没有？以前我们讲过“佛教的定义”，对

一个修行人来说，怎样衡量自己修的是不是佛法呢？藏传佛教的高

僧大德们在很多论典中对佛教下了这样的定义，很简单，就一句话：

修任何一个法，能够断除烦恼的叫做佛法；不能断除烦恼，或者对

断除烦恼没有什么帮助和效果的，就不是佛法。

很多人学佛的时间比较长，既修完了五加行，又念了很多咒，

每年也听了很多开示。现在我们回头自我检查一下，我们在修行结

果——断除自身烦恼方面有没有明显的效果和进步。如果没有的话，

虽然不能说以前的修法都是白修，当然有善根，至少在我们心田里

播下了很好的种子，但谈不上是真正地断除烦恼。如果是这样，就

需要调整，看看问题在哪里，究竟是我们的修行方法不对，自己与

所修的法不适应，还是自己不够努力。我想，最根本的问题，就是

基础没有打好，或者没有巩固好。有一点基础的人，需要巩固基础；

没有基础的人，就要打好基础。所以，我们应当从出离心开始修。

为什么要讲生存的方式和生存的意义呢？我觉得掌握这一点很

重要。现在很多人，包括不少学佛的人都把生存的方式和生存的意

义混为一谈，除了生存的方式以外，没有生存的意义，就像愚昧无

知的畜生一样。

对一个动物来说，如果因前世的因缘能够活到十年、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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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顺利地活到了十年、二十年的话，这就是它的胜利。对它来说，

这就是生存的意义。

很多人也是这样，生存的意义当做生存的方式，生存的方式当

做生存的意义，不学佛的人是这样，居士当中的部分人也是这样。

这两年学佛的人越来越多，但有些人的所谓学佛，只是为了追求人

天福报，既不特别地强调下一世怎么样，更不寻求解脱，主要是在

现世生活中能够过得好一些——健康、长寿、发财，就是为了达到

这一点目的去烧香、拜佛、念经等。从外表上看是在学佛，但实际

上是把佛法当成了一种生存的方式。不信佛的人，将努力工作作为

生存的方式；信佛的人，将去庙里烧香拜佛作为生存的方式。这种

所谓的学佛，根本没有涉及生存的意义。我们应当分清什么是生存

的方式，什么是生存的意义，这是基础的基础，是学佛的第一个入口。

二、生存的方式

生存的方式，是指衣、食、房、车等生活的条件。修行人的生

活模式应该是什么样，佛的要求是什么样的呢？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像米拉日巴尊者那样放弃一切到山洞里面

去修行呢？能够这样做当然是很好的，但很多在家人做不到，因为

做不到，所以佛也没有这样要求。简单地说，佛对所有佛教徒只是

要求四个字，就是少欲知足。对于出家人和在家人来说，少欲知足

这四个字的含义不尽相同。作为在家人，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这四

个字的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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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到的有些人中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拥有三四套别墅，但

这些人却并没有住这些房子，而是很多时候都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睡；

还有很多人有三四辆车，但是只用一辆车，其他的又闲置于车库……

这样的生活，就不是少欲知足。另外，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说，过

度地开发能源，过度地砍伐森林等，这些都是错误的生存方式，也

不符合佛的要求。

该怎么理解佛的要求呢？人的生活离不开金钱，如果根本没有

钱，现代人更没办法生存。佛也没有说这些生活的基本条件不能有，

但佛要求我们，在一般的情况下，个人的生活应当尽量地简单一点、

朴素一点，只要能够生存就可以了，不一定要生活得太优裕。这不

是说一定要吃不好吃的，一定要穿很旧的衣服，一定要住很破的房子。

佛也说了，如果因前世的福报，自己在这一生当中不需要太多的辛苦，

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就能过上很优裕生活的话，也不一定要过很

朴素的生活。少花一些精力来追求物质财富，过简单的生活，也就

是说不能太奢侈，这样就可以节约很多时间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这是佛告诉我们的生存方式。

但我们往往会为了一些没有必要的生活，而给自己带来很多的

痛苦。譬如说，现代文明病的三大根源——肉、牛奶、鸡蛋，都是

根本没有必要的食品，但我们却不知道杀了多少生命，给众生带来

了多么大的痛苦！我们以前都不知道，都在依照一种不正确的模式

生活，以至于给很多众生带来了很大的痛苦！这只是一个比喻，其

他方面我们也可以依此类推。

佛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特别讲究不要堕两边、不要走极端。

如果生活太穷，就走极端了，只有像米拉日巴尊者那样的人，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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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修行，绝大多数的人不行。但是，如果生活太

腐败，吃多了、睡多了、电视电脑看多了，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病。

很多医学博士也讲过，因为美国人吃肉吃多了，所以 50％的美国

人得了心脏病。因而，佛给我们制定的生活模式，就是尽量地简单

一点。

另一个关键性的原则，是不能以杀、盗、淫、妄等十不善作为

生存方式。在不违背这个原则的前提下，如果生活过得好也没有什

么问题，但只有极少数福报很大的人，才能一生当中既不太费力，

生活又能过得很好。一般而言，生活过得越好，付出就会越大，所以，

佛要求我们尽量地选择比较简单的生存方式。

大家想想，以前没有学佛的时候，自己有没有将生存的方式和

生存的意义分开过？我想应该没有。那个时候我们一般会认为，吃

喝玩乐就是生存的意义，但佛告诉我们，吃喝玩乐只是生存的方式，

而不是生存的意义。

譬如说，一辆汽车的生存意义是不是燃烧燃料呢？当然不是，

汽车生存的意义，就是交通运输，燃烧燃料只是它的生存条件，因

为有了燃料它才有活力，才可以做事情。人也是这样，衣、食、住、

行等，是人生存的方式，至于生存的意义，学佛的人与不学佛的人

在认识上会有很大的差别。

现在我们懂得了佛讲的道理，也在跟着佛陀学习。佛告诉我们

怎么做，我们就尽量地去做，虽然我们不能百分之百地达到佛对我

们的要求，如果百分之百达到了，我们就成佛了，但我们可以做到

30%、50%，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做的时候从哪里开始呢？就是从区

分生存的意义和生存的方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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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好吃的食物、穿漂亮的衣服、住豪华的房子不是生存的意义，

以后我们只能把金钱等世俗的东西当成维持生命的条件。

不学佛的多数人就没有这样的概念，包括世间的哲学，也根本

分不清生存的意义与生存的方式，真正能够懂得什么是生存意义的

人只有佛陀。

曾经有一个有钱的人告诉我，他做一桩生意可以挣几百万，但

这对他来说只是在银行存折上面多了几个数字而已。这是什么意思

呢？他有吃有穿，一个人能用的就只有这么多了，再多几百万、几

千万也用不着。我觉得他说得很不错，事实就是这样。当然，如果

他把这些钱财拿来做慈善，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那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不做这些事情，只是积累很多金钱，这是不是生存的意义呢？

不是。

三、生存的意义

生存的意义是什么？关于生存的意义，虽然很多人有不同的观

点，但最终的意义，就是要为解脱做一些准备。现在大城市的人都

买了各种各样的保险——生病了，有医疗保险；年老了，有养老保

险……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这些保险也能起到一些作用。但死了

有没有保险呢？没有保险！真正大难临头的时候，很多人就没有任

何保险了。当然，如果确定后世不存在，人死了就一切结束了，那

么，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也就可以了，我们不需要为死亡以后考

虑。但从人类有史以来到今天，任何一个哲学家，任何一个科学家，

都不能真正推翻轮回学说、证明后世不存在，相反，有关轮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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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铁一般的证据却越来越多，这不是什么猜测，而是在活生生的

现实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回避现实——后

世一定存在，既然如此，那我们该怎么办，需不需要为后世考虑呢？

当然更需要了！

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往解脱方面去想，通过轮回过患、死亡无

常等修法来培养出离心，走上解脱道，就是生存的意义。因为真正

能够走上解脱道，就彻底地解决了我们的生老病死。如果是大乘佛

法的话，不但解决了自己的生老病死，而且也可以逐渐解决所有众

生的生老病死，所以，我们要高瞻远瞩，不能只看到现实生活当中

的一些蝇头小利，否则我们会彻底失败。很多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充满悲伤、充满嗔恨地离开了人世，因为他们生前没有区分生存的

意义和方式，所以导致了这些问题。如果我们现在仍然做不到的话，

将来也会像他们一样，这种失败不像世俗间争权夺利的失败，那些

失败是小失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若在我们一生结束的时

候还是以失败而告终的话，那就是最大的失败。以后还有没有这样

的机会来弥补呢？很难说。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在行动上分清生

存的方式和生存的意义。

佛教里面讲过一个逻辑，无论是什么东西，如果在一秒钟的万

分之一那么短的时间当中一点也不动的话，则在万分之二、万分之三、

万分之四甚至万分之万的时间内也不可能动了。同样，如果三年当

中没有任何进步的话，六年、九年、十二年、十五年也不会有进步。

修行的目的不是为了健康、顺利、发财，而是为了解脱。只有

断除烦恼以后，才会获得解脱。虽然在三年、五年当中彻底断除烦

恼不太现实，但减少烦恼没有？即使没有明显地减少，但往减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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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走了没有？这也是一个问题。我们就从点点滴滴开始去做，没

有必要谈佛的境界是什么，菩萨的境界是什么，《现观庄严论》讲

什么，中观讲什么，月称菩萨说什么，龙树菩萨说什么……这些太

多了，一生都说不完。寻根问底地去追究这些佛的境界、菩萨的境

界没有用。

我也有这样的体会，我们学《现观庄严论》的第一个问题，就

是讲菩提心，讲得非常复杂，每一个字上面都有很多不同的观点，

不同的观点我都设法去掌握。比如说：菩提心有什么样的分类，分

开以后有多少，归纳以后有多少；世俗菩提心是什么样，胜义菩提

心是什么样，等等，天天研究这些；对一个观点，有支持的、有反

对的，反对的人用什么样的逻辑、什么样的理论、什么样的教证去

驳倒对方，对方又怎么样反驳，等等，在菩提心上面花了很长的时间。

几十年过去了，我还没有菩提心，这是多么令人汗颜的事啊。但有

些人不是这样，他不管菩提心的若干观点，只是去修菩提心，结果

人家修成了，我们却没有修成。

作为居士就更不能像我这样。本身居士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短短的时间内，又去听这个法、听那个法，如果一个都不修的话，

就像一个人吃东西，吃完了之后却不能消化，结果全部吐出来一样

没有任何意思。

我这几年没有讲太多的逻辑，除了针对目前居士容易有怀疑的

地方，或必须要说清楚的少数问题给了一些解释以外，其余都是真

正的修法。但你们修了没有？当然，如果你们反过来问我，你修了

没有？那我很惭愧，我也没有修。从现在起，我们都不能这样继续

下去，大家要一起修。所有人都要修，我要修，你们也要修，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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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关键的。

我们在理论上早就知道什么是生存的方式，什么是生存的意义，

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跟没有学佛的人一样，还是把金钱当做生

命的意义。从此以后，我们应该将二者区分开，把金钱看得淡一点，

没有以前那么执著。实际上，“金钱”这两个字，包含了很多很多

的内容，所有的身外之物，都可以用“金钱”两个字来代表。

我见过很多生意做得比较大的企业家，据他们说，他们的事业

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扶贫、为了弘扬佛法等，如果真的是这样，

也不需要放弃金钱，只是内心不能那么执著。

我经常听到很多居士给我说，希望佛菩萨能给他加持，让他的

生意做得更好，能挣更多的钱去供养三宝。虽然这个发心不错，但

实际上我们不需要用钱来供养三宝。真正的佛菩萨不希望我们有更

多的钱，他们更希望我们有出离心、菩提心。对佛菩萨来说，我们

有钱、没钱无所谓，他们希望我们做的是，只要生存没有太大的困

难，就一心一意地去修行，竭尽全力地把握住自己的生死，这是我

们目前的工作。

寂天菩萨在《集学论》中通过引用教证也阐述过一个观点：如

果菩萨自己一个人到静处去修行，耽于减少烦恼的幸福、禅定的滋味，

而不度化众生，这是菩萨的堕落。所以，如果有了菩提心，事情还

是要照样去做，但做事情的目的就不一样了。

有一个比喻可以说明这一点。你们每个人肯定都知道飞蛾，但

你们知不知道飞蛾为什么投火，挡都挡不了？它冒着被烧死的危险，

一定要投到火里面去，是不是要故意自杀呢？不是，它就是很喜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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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定要投到火里面。

这不是上帝的安排，也不是无因无缘，蝴蝶对火就不那么敏感。

也许从现代生物学或医学角度来说，有一些物质方面的解释——在

飞蛾这种昆虫身上，有一些对火非常敏感的物质。现在的所有事情

都是用科学来解释的，但最关键的原因却不是这个。

所有事情都有因缘，因缘有远的因缘和近的因缘，也叫做远因

和近因。远因是很早以前造成的一种因，近因就是当下的因。现在

我们从物质方面所做的所有解释都是近因，那它的远因是什么呢？

远因是由于飞蛾的上一世非常执著自己的相貌，或是非常喜欢漂亮

的人，特别地执著色蕴，无论是男的女的，无论是对谁，这样下一

世就会投生为飞蛾。飞蛾投火身亡的远因就是贪心。

我们都是凡夫，死了以后一定要投生，非投生不可，连佛都挡

不了。如果佛能够阻挡，今天我们肯定不会在轮回里，佛已经把我

们全部度完了，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作为凡夫，谁都不能选择一定

要投到哪里——一定要做人，一定要做天人，等等。为什么我们一

定要反反复复、不由自主地投生呢？这肯定不是我们的本愿。如果

出于自愿的话，那绝对没有一个众生愿意投生为畜生，更没有愿意

投生到饿鬼、地狱道的。但地狱里面却充满了无以计数的众生。为

什么呢？因为我们对轮回有贪心，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对不太了解佛法的人来说，怎么样走解脱道，是一个非常复杂

的问题。解脱在哪里？解脱的路线怎么走？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

都可以通过地球仪、地图来查找路线，但解脱的路怎么走，就似乎

显得很麻烦。但是，依靠佛的教诲就不是很难。就像一条街上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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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都在往前走，其中一个人一下子掉头往回走一样。在轮回的道

路上，所有的众生都是往前走，往前走走到哪里呢？走到地狱、旁生、

饿鬼道等处，但修行人却往回走了，往回走走到哪里呢？就是要回

归自然。

现在不是很多人说要回归自然吗？但世人所回归的“自然”，

不是真正的自然。真正的回归自然，就是走解脱道，放弃对轮回的

贪欲心。目前我们需要的，就是出离心。从今天起，我们不能把金

钱当成生存的意义，也不能把传统观念当中的儿女家庭、天伦之乐

等当做生命的意义。

对一个凡夫来说，生命轮回非常痛苦。也许有些人不一定承认，

他们没有经历过太多的痛苦，拥有一些暂时的幸福生活，就自以为

是地说，我的生活已经是人世间最顶峰的生活了，什么极乐世界、

解脱，我根本不需要！但他们看错了，他们目前的幸福生活并不是

永恒的，这是他们对轮回的认识不够造成的。具体的道理我不讲，

在人身难得、死亡无常，尤其是轮回过患里面讲得很清楚。通过观

修我们就能知道，如果这样一直往下走，前途是非常可怕的，所以

我们必须回头！

从现在起，为了获得解脱，我们必须放弃那些世俗的金钱、名利。

当然不是全部放弃，释迦牟尼佛在显现上也天天托钵化缘，天天要

吃饭。当然，佛吃不吃饭肯定是无所谓的，但在众生的眼里，佛也

会如此示现，凡夫就更做不到彻底放弃世俗生活。但除了生活以外，

我们还要有一个坚定不移的决心——走解脱道。在此基础上，哪怕

念一句咒，就已经开始回头了，走一步是解脱道，走两步也是解脱道，

走得越多，离解脱越近。依照我们以前的方式生活，不回头一直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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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走，就会离解脱越来越远。

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也不是很容易。出离心比菩提心容易一些，

所以我们先易后难，能做到的先做，释迦牟尼佛的方法也就是这样，

不能把最难的东西先推给你，否则所有的人都会灰心失望，能做到

的先做，做完以后再做其他的。出离心生起了，就修菩提心；菩提

心有了，就修空性；显宗中观的空性了解以后，就提升到密宗大圆

满的层次，这是最踏实的路。

虽然我讲的这些内容，是针对刚刚学佛的人而言的，但我想很

多人还是需要的。让你们讲什么是出离心，什么是菩提心，你们多

数人都会讲，考试能及格。但是在实际行动上及不及格？我想我不

及格，你们及不及格？如果不及格的话，那我们还是需要实实在在

地修。

前几年我讲了出离心和菩提心，去年又讲了很多空性的修法，

今年又回到最基础的地方，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从头开始学。你

们是不是有点不理解，但我认为这是需要的。你们可以想一想，自

己是不是需要调整一下？在实际行动上，你们是不是把最基本的修

法修好了？空性、大圆满离我们还很远，所以你们不要要求修最高

的法。

我不给你们布置其他的作业，你们每个人都有很多文字上的作

业，再不能多了。但是我也给你们安排一个作业，你们要认真地思

考一下，这两年修行的进步是什么。过一段时间我要考试，考试的

内容，就是问你们有没有菩提心，有没有出离心，在出离心、菩提

心上面有没有什么进步、收获，内心深处有没有获得什么佛法的利益，

这是修行人最基本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