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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庄严经论》（唐天竺三藏波罗颇迦罗蜜多罗译本）中说：

性种及习种　　所依及能依

如来藏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如来藏光明的现象部分，即佛

的报身和化身，因为是有颜色的，所以此二者也叫做色身；另一部分

就是如来藏光明的空性部分。

从如来藏的角度来讲，所有生命都有如来藏佛性。因为如来藏是

我们心的本性，它是自然的，本身就存在，不需要通过修行来增长，

它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们的心，所以也叫做自然住佛性或“性种”。但

世俗佛性，也即随着闻思修而增长的随增佛性或“习种”，却是修行

人需要观察自己是否具备的素质。这也叫圣种、圣性，圣者的种子、

种姓。当自然住佛性与随增佛性走到一起，变成无二无别的时候，就

叫做成佛。

唯识宗和一些小乘佛教认为，人有五种种姓：第一，大乘佛教成

佛的种姓；第二，小乘佛教的声闻种姓；第三，缘觉种姓；第四，不

定种姓，随时有可能变化，比如开始是小乘佛教的阿罗汉种姓，但后

来因为其他原因，变成了大乘种性等等；第五，还有一些众生是断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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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性，根本没有佛性的种姓，这种人永远都成不了佛。

大乘佛教的另一些唯识宗与中观宗却认为：所有众生都可以

成佛。

不过，这些争论仅仅是理论上的辩驳，对我们的修行无关紧要，

都可以过滤掉。我们需要重视的是和修行有关系的问题。其中比较重

要的，是判断自己是不是可以修学佛法，能否发菩提心，或有没有随

增佛性，有没有机会修学大乘佛法。

一、小乘圣性的标准

所有小乘佛教都认为，圣性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少欲知足；第

二个是喜欢闻思修。具备这两个条件的人就是有圣种的人。这种人闻

思修行就会成就。如果不具备这两个条件，就叫做绝种、断种的人，

这种人是不会成就的。在不具备这两个条件之前，我们的学佛，顶多

只是求保佑、求平安、求健康、求长寿、求工作顺利等等。大乘佛教

的圣种也需要这个很重要的基础。

首先，所谓少欲知足，就是不要过度追求不现实的目标，不能贪

得无厌。对已经得到的东西要有知足心。没有少欲知足感的人不但永

远都不会幸福，更不会解脱。

凡夫都会对物质世界有着非常强烈的贪欲心与执著，小乘佛教认

为，这就是断种人的表现。但大乘佛教却认为，这只是暂时性的断种，

不是彻底的断种。这种人通过闻思也可以变得少欲知足，并对闻思修

感兴趣。

我在”佛教徒的生活模式”（见《慧灯之光》壹）中也讲过的，

佛教不是禁欲主义，只是要求佛教徒在生活上不要堕二边：第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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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在物质上安于现状，尽量过简单的生活，不要因物质生活而付出

太多代价，这样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学习、打

坐、修行。这样不仅此生幸福，下一世也能很好地把握，同时还可以

带动身边的其他人，让他们也过同样的生活。但现在的每个人却不是

这样，都活得非常累，却最终什么也得不到。本来的出发点是希望得

到幸福，却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是投入产出比最低的一项投资，有付

出却没有回报，为什么还要死执不放呢？第二，如果对物质生活没有

太多执著，但因前世福报，此生不需要付出太多代价也能拥有优裕的

条件，佛是不排斥的。佛没有要求佛教徒一定要过艰苦的日子。如果

温饱没解决，圣性的条件就不一定完全具备。但我们一定要知道：凡

夫的心是永远无法满足的。

少欲知足不仅对个人的修行有很大的帮助，对整个人类来说也是

一大奉献。据联合国发表的《2002年世界人口状况》预测说：到2050年，

地球人口将达到 93亿多，而按照生物学家的估计，地球却只能养活

80亿人口。当人口爆炸到地球不堪重负的时候，人类又将何去何从呢？

所以，节约资源本身就是对所有生命的一种贡献。

第二个，在前者的基础上还要精进闻思修行。学习佛法，不是去

学教条、神秘的东西，而是学智慧。在刚刚开始的时候，要多闻思，

一般在家人精进闻思三五年以后，就要将主要精力用于修行。前期以

闻思为主，后期以修行为主，这是很重要的次第。

如果能具备上述条件，即使有时观想不清楚、信心不足、根机太

差等等，都不需要担忧，因为这些都是暂时性的现象，有了圣性就已

经有了很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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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乘圣性的标准

《大乘庄严经论》中说：

大悲及大信　　大忍及大行

若有如此相　　是名菩萨性

（一）大乘圣性的共同标志

大乘佛教界定大乘圣性的共同标志，包含四个方面：

第一，大悲。在没有修学大乘佛法之前，生来就有慈悲心。比如，

有些小孩在看到杀鸡、杀鱼、杀牛、杀猪的时候，心里很痛苦、很难

受。这些先天的悲心不是无因无缘的，而是上一世或再上一世学过大

乘佛法，或修过慈悲心的结果。如果从小根本没有悲心，看到众生遭

受巨大痛苦的场景，一点反应都没有，麻木不仁、野蛮凶狠，这样的

心是难以调伏的，所以不能列入大乘根机的行列。但这种人经过努力、

精进地修行，还是有扭转的可能，只是难度有点大而已。

第二，大信。当听到大乘佛法里的空性、光明如来藏，万事万物

如幻如梦之本质等深奥、不共观点时，虽然还不懂空性，更没有证悟

空性，但仍然觉得空性很了不起，对空性、如来藏、光明都能欣然接受，

并且很有信心，也说明此人是大乘佛教的根机。

当年阿底峡尊者在西藏的时候，从印度来了两位小乘修行人，他

们是戒律威仪等等都非常标准的比丘。阿底峡尊者给他们讲人无我的

时候，他们很高兴。之后给他们讲《心经》，当讲到眼耳鼻舌身都是

空性的时候，他们惊恐万分，连忙用手塞住耳朵，祈求尊者不要说这

样的空性，这是不可能的。阿底峡尊者感叹道：仅仅有一个清净的戒

律和行为，是不能成就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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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大忍。在听到大乘佛法里的布施身体、持戒、下堕到地狱

去度化众生等不可思议的伟大行为与发心时，不但不排斥、不害怕，

而且很欣赏、很羡慕这些菩萨的勇气，这也是大乘根机的表现。

第四，大行。没发菩提心之前，在听到大乘佛教的六度时，即使

做不到，却很生欢喜心。平时也尽力去布施、持戒、忍辱、禅定等等。

这四个条件就是大乘佛法的根机。若能具备上述四个标志，就能

很快发起菩提心，并能修持大乘之法。

佛陀说过：想修大乘佛法，想成佛的人，不需要学很多法，只需

要学好一个法—大悲心。大悲菩提心好比曙光，成熟的佛性就是太

阳。没有曙光，太阳也不会出来。但仅仅拥有一颗大悲心，并不是一

切都解决了。除大悲心以外，我们还需要证悟空性的智慧等条件，但

最关键的是大悲心。没有大悲心就不会有菩提心，也就不可能成就。

当然，如果没有与生俱来的悲心，也不是无可救药了。所有的思

想、观点，都可以后天培养，出离心或大悲心也是一样。在没有大悲

心之前，暂时不要修空性、大圆满、大手印。等大悲心过关了，其他

功德稍加修习，也会轻而易举地具足。

（二）对大乘圣性的不同观点

大乘佛法的圣性，分唯识和中观两种观点。

1.唯识宗认为，圣性不是空性，也不是如来藏和阿赖耶识。《瑜

伽师地论》中说过，佛性是无始以来就已经在阿赖耶识上具备的，天

生的无漏种子。通过闻思修行的力量就能激活这个种子，使其慢慢成

熟，从而证得佛菩萨的果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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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乘中观的圣性，分为自空和他空两种：

（1）中观自空的佛性或圣性是法界。在第三转法轮之前，法界

意味着空性。

释迦牟尼佛在二转法轮的时候，推翻了我们凡夫的所有观念。中

观应成派的见解就是不承认、不建立任何观点。就像禅宗所讲的，越

是接近诸法的本性，我们的语言越是鞭长莫及。如果实在要用一个词

来表达，就叫做空性，但这种空性实际上只能算作单空。

单空有两种：一种是从中观应成派的角度给中观自续派下的定义。

因为这种空性，只是在四边当中破了一个边或实有，还没有离开所有

的观念或戏论，所以叫做单空。

另外一种，是从密法或第三转法轮的角度给自空中观取的名字。

虽然中观应成派破除了自续派的单空，却不能战胜自己的缺陷。站在

第三转法轮的角度去看，中观应成派也是不完整的，因为其中缺少了

如来藏的部分，而只有空性的一面，所以也叫做单空。

两种单空的概念都是从上往下的看法。被定义者自己不会看到自

己的不足，只会认为自己的观点非常完整。从一切有部到最顶级的大

圆满，都是后者改进前者，将前面学派的优点与长处保留下来，再对

不完整的缺陷予以弥补，这样一直往上走，而形成的顶尖宗派。

在一般的显宗当中，最顶级的见解就是中观应成派。

（2）到了第三转法轮和密宗的时候，又在上面加了光明如来藏

的概念。中观他空的佛性或圣性则包含了如来藏的成分。

在成佛以后，光明就不叫如来藏了，因为其中的“藏”字与佛性

中的“性”字，表示像地下的矿藏一样隐藏在烦恼下面，或仅仅表示

佛的种子和本性。

宁玛巴和觉囊派认为：佛的法身根本不是种子或将来可以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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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而是真正的、最基本、最原始的功德，任何时刻都在我们的

心里全部具备。这是最透彻的他空中观对如来藏佛性的表述。

如果直译藏文版《宝性论》的题目，应该叫做《上续论》，因为

其内容比较接近密宗续部的见解，所以称之为“续”。而汉文版翻译

的题目叫《宝性论》。“宝”即三宝，“性”就是佛性。佛性是三宝、

三身的总体，也是心的本性。最究竟的三宝就是佛性。法身、报身、

化身最深层的意思是：法身是光明如来藏的空性部分，报身是光明如

来藏的光明部分，化身是空性和光明结合而产生的，当众生根机成熟

的时候，随时可能显现化身的一种能量。实际上，法身、报身、化身，

都是心的本性如来藏。我们自己既是法身、报身、化身，也是佛、法、

僧三宝。《六祖法宝坛经》中说的“自性俱三身”也是这个意思。密

宗有些特殊皈依，就是皈依心的本性如来藏。

《宝性论》的最后几个偈子，是弥勒菩萨将第三转法轮中宣说如

来藏功徳的内容汇集一处而写成的，其中说道：修学第三转法轮，尤

其如来藏内容的人，即使在现实当中受头痛之类的小小痛苦，也可以

代替多生累劫堕地狱的报应。可见如来藏意义之深广，我们一定要认

真修学。

（3）旁述两种二谛

中观的二谛分为两种：第一种二谛，胜义谛是单空，即《入中论》、

《中论》、《般若十万颂》、《金刚经》、《心经》中讲的空性；世

俗谛是除了空性以外形形色色的世界，如幻如梦的现象。无论清净还

是不清净的现象，都叫做世俗谛。第二种二谛，是第三转法轮所讲的，

无论是空性或现象，只要存在于佛的智慧境界当中，都叫做胜义谛。

除了佛的境界以外的全都叫世俗谛。因为单空也是由我们的心—六

识或八识创造出来的，所以也是世俗谛。

要抉择两种不同的胜义谛，就要观察它的两种胜义因或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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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式：

第一种因，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中观所讲的离一异因等等。佛教

在观察的时候，首先宣说自己的观点，这就叫做立宗。然后用一大堆

的理论或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是符合实际和准确的，这些证据就叫

做因。

第二种因，是第三转法轮所讲的抉择光明胜义谛的理由。麦彭仁

波切在《定解宝灯论》第六品中讲得很清楚，荣森班智达和很多密法

续部中也讲过这种因。释迦牟尼佛在第二转法轮时说，一切法是空性，

包括佛的智慧也是空性。但在第三转法轮当中，却承认光明如来藏的

实有，但此时的实有和前面的空性是一回事。即使用完全相反的词来

表达，也不会自相矛盾。

（4）阿赖耶与如来藏

阿赖耶一词，各个宗派都在用，但不同宗派对其所赋予的涵义却

是各不相同的；甚至同一宗派在不同的地方，对其所赋予的涵义，也

是大相径庭。譬如，在密宗续部中，如来藏有时叫做阿赖耶，八识里

的阿赖耶识有时也叫做阿赖耶。所以很多人就分不清阿赖耶识与如来

藏的关系了。但在藏传佛教当中，这应该不是难题，因为二者的差别

非常明显。首先，阿赖耶识属于八识的范围，但如来藏已经超越了八识。

论唯识自己也承认，虽然说阿赖耶是不空、实有的，但也是无常生灭

的；第二，阿赖耶识是不清净的有漏轮回之法，属于四圣谛中的苦谛；

而如来藏却是无漏的清净之法，属于灭谛；第三，如来藏不能存储，

而阿赖耶识就像电脑的储存器一样，可以储存各种轮回的有漏善、恶

种子；第四，如来藏是恒常的，阿赖耶识是无常的，但我们必须知道，

如来藏的本体也是空性，第三转法轮的《入楞伽经》中也讲得非常清

楚：外道的自我是实有而不是空性，如来藏却是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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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乘佛性觉醒的表现

佛性分为两种：一是智慧的佛性，也即证悟空性的智慧佛性或法

身佛性；二是方便的佛性或报身佛性。也即除了证悟空性的智慧以外

的，诸如布施、持戒等广大行为的佛性。

在听到大乘佛法的慈悲心、菩提心、平等观以及菩萨度化众生的

感人故事等等的时候，心驰神往、欣羡非常，觉得大乘佛法与菩萨真

是很伟大，甚至眼泪直流、汗毛竖立，如果有类似表现，就可以判断

自己的方便佛性成熟了。

当听到像《入中论》、《中论》中讲的空性法门时，不但不排斥，

而且深感内心震动，热泪盈眶、激动异常，十分渴望早日证悟空性。

如果有这样的反应，就可以断定是智慧佛性成熟了。

四、大乘佛性的障碍

《大乘庄严经论》中说：

应知菩萨性　　略说有四失

习惑与恶友　　贫穷属他故

佛性也有四种障碍，如果有了这些障碍，我们的佛性就很难成熟、

觉醒，佛性也无法起作用。所以要设法遣除这四个障碍。  

（一）习惑，串习烦恼

从无始以来到现在，我们已经让烦恼长期串习、生长，到现在

也没法控制，只能让它们随心所欲地发展。虽然在没有发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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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证悟空性之前，不可能彻底断除这些烦恼，但要设法去控制这

些烦恼。

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对烦恼的界定是不一样的。

小乘佛教认为，所有烦恼中危害最严重的是贪心。如果对轮回、

钱财、人或其他东西有贪欲心，就不能从轮回中解脱。小乘佛教唯一

的追求目标，就是从轮回中获得解脱，而不是解救众生，所以小乘佛

教的很多修行都是针对贪欲心的。

大乘佛教虽然也要断除贪欲，但大乘佛教认为，所有烦恼中最大

的祸害是嗔恨心。因为大乘佛教的宗旨是发菩提心，利益、度化众生。

菩提心的基础就是大悲心，大悲心与嗔恨心是矛盾、对立的。所以，

修学大乘佛法最关键的就是要控制嗔恨心。

作为凡夫俗子，我们经常会生起嗔恨心。比如说，同事、同学、

佛友或家人稍微对自己说一句不好听的话，都会火冒三丈，立即恶口

相向，甚至大打出手。作为大乘佛子，我们必须学会控制、减少自己

的嗔恨心，不让嗔恨心无限制地疯狂发展。

凡夫另一个比较严重且具毁灭性的烦恼就是傲慢。傲慢与大乘佛

教思想也有着非常严重的冲突，因为所谓菩萨，就是愿意生生世世担

当众生佣人的勇士，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神仙。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人，

怎么可能无私奉献呢？

而贪欲心却与慈悲心有一点相似的地方，虽然不能等同，至少也

不会严重地冲突。

无明、愚昧虽然也和菩提心有一些冲突，但不是很严重的冲突，

所以这些烦恼可以放在后面慢慢对治。大乘佛子首先要对治的烦恼就

是嗔恨心与傲慢心。

凡夫俗子一般不会发现自己的缺点和短处，却总会乐此不彼地说

别人的缺点。学习大乘佛法以后，我们要逐步改正这些毛病，对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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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上的问题。让不好的东西逐渐减少，好的东西慢慢发展。用佛教的

语言来讲，这叫做修行。用现代的语言来讲，这叫做心理训练。如果

不控制这些烦恼，就不能发菩提心。

西方科学技术在提高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其思想也带有很

大成分的毒素。如果这样持续下去，菩提心永远都只能是嘴巴上的口

头禅，而不可能落实到内心与行为当中。

其实，与森罗无际之大千世界相比，我们人类是非常渺小的。

1971 年 7 月 31 日，阿波罗 15 号的太空人施高特（David R．

Scott）和欧文（James B．Irwin）第四度登月，并驾驶月球车在月

亮上探测 67小时。欧文上校在完成此次飞行后，突然向太空总署递

交了辞呈，之后进入神学院开始学习。后来他说：“当我们飞向月球时，

身后的地球最初还可以清晰地看到海洋、白云和山脉，美丽极了，就

像圣诞树上的装饰。但几个小时后，地球却小为篮球，不久又缩小成

为棒球、乒乓球……这时我才突然发觉自己是这样快地离开地球，内

心的感触真是无法形容。借着电脑帮助，我们平稳地降落了，那种感

觉非常新奇，我们居然到达月球表面了，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开拓

者的兴奋……抬头回顾地球，只见那美丽温暖的地球，显得极其脆弱，

好像用手指一捏，就会捏碎似的……人多么渺小。”他由此深深体会

到，人类是那么的渺小，还有什么值得狂妄自大的呢？事实就是如此，

不用与整个宇宙相比，仅就整个太阳系来说，地球都是那么的微乎其

微，何况小小的一个人，我们怎么能有傲慢心？

但在放弃傲慢的同时，却不能放弃勇气。虽然普通人很难做出什

么惊世骇俗的大事情，但只要发心伟大—为了天下所有众生的幸福

而立誓成佛。则哪怕做一件很小的事情都是无比光荣、无比伟大的。

只要心怀菩提心，我们就会自动提升到伟大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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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交恶友

所有真心学佛的同道都应该是善友。学佛圈子里的人经常相互鼓

励、相互督促，断恶行善、利益众生，就是随增佛性的顺缘。

恶友不仅仅是指那些教唆自己犯罪，或行持不法勾当的人，也包

括一些看似善意的朋友。比如说，有些人对自己非常好，时常关心自

己的生活，经常约自己去吃喝玩乐，还不让自己掏一分钱。虽然他是

好心好意，但这种做法却会阻碍我们的学佛。因为各种散乱一方面浪

费了我们的时间，让我们减少了闻思修，而且在游乐的过程中也会助

长我们的贪嗔痴。尽管对方不一定是故意在影响我们学佛，但因为他

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对我们好，所以反而让我们得不偿失，如果这

种关心继续下去，就会毁掉我们的前途，让我们失去解脱的希望，并

最终堕落轮回三途。从佛法的角度来说，这就是我们的恶友。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环境对凡夫的影响是很难估量的。

如果长期与这种恶友在一起，不但生起菩提心没有希望，原来学到的

好习惯也会慢慢化为乌有。本来一个人的佛性可以在今生成熟，但因

为遇到了恶友，所以佛种也无法成熟、发芽，今生也没有解脱的机会

了，这不是很可惜吗？

不管恶友是谁都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即使是不能不打交道的父母

亲友，在信仰和修行上也要有自己的立场。如果能感染对方学佛，那

是最好；实在不行，也要设法回避。佛教讲因缘，因缘是可以自己创

造的，而不是由造物主或万能神像设计电脑程序一样，把所有的因缘

与命运都事先固定好了，谁也无法更改的。

反过来，有些人虽然没有给自己什么世间的好处，有时说的话也

不一定好听，甚至会说一些骂人的粗语，但因为对方的批评，却让我

们看到自己的不足，并督促我们改正缺点，提升菩提心、出离心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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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功德，走上解脱道。这就是我们的善友、善知识，我们要尽量与这

样的善友靠拢、结交。

依止上师也是这样。从解脱方面讲，如果对方的功德高于自己，

就值得依止，因为依此可令自己长进；如果对方与自己不分高下，则

不管对方再有钱、再有地位，都不必依止；当然，如果对方的功德反

而不如自己，那就更不用说了。

古人云：交友须胜己。平时在世间接触人也要注意筛选，尽量选

择能让自己长进的朋友。

据说，有几位根本不学佛的外国科学家，曾与藏传佛教的上师一

起，做过一项生命科学方面的探测研究。在一起工作中，上师经常与

他们探讨慈悲心、菩提心等话题。工作结束后，科学家回到了自己的

家乡。过了很长时间，其中的一位科学家写了一封信给上师，信中说

道：与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根本无法理解菩提心、大悲心的含义，但

回来以后，关于慈悲心的话语却一直回响在我的耳边，不知不觉之间，

我的心里也生起了慈悲心。

的确如此，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菩提心的人，其说话的感染

力是强大的，其言传身教的魅力也是无法想象的。

因此，我们应尽量靠近善友，远离恶友，更不能长期与恶友打

交道。

( 三 ) 贫穷，穷苦潦倒

对有些人来说，穷苦潦倒不可能构成障碍，比如米拉日巴，世上

不会有比他还穷的人了，但贫穷不但不是他的阻碍，反而是他修行的

顺缘；同样，有些人虽然很穷，也觉得无所谓，认为只要能从轮回中

得到解脱，温饱问题不能解决也没关系，照样可以修行，对他们来说，

穷苦也不是障碍；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假如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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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只能为生活操持，挣钱就成了头等大事，根本谈不上修行，也没时

间发菩提心了。

佛教徒不必过艰难的生活，外表上很时尚、很前卫也未尝不可；

如果没有菩提心，外表再寒酸、再朴素，都不能解决问题。乞丐就穿

得破破烂烂，有些外道甚至连衣服都不穿，但他们却没有成佛，也没

有菩提心。同时，佛教徒也不要追求奢侈的生活。对绝大多数人来说，

生活水平越高，付出的时间、精力就会越多，压力也会越大，因为钱

财不可能从天而降，这样一来，修行的时间也就越来越少了。所以，

对修行人来说，太奢侈也是一种障碍。

但有些极少数的人因为前世的福报，今生不必付出太多，就自然

而然拥有优裕丰富的物质生活。这种人就不必去过艰苦的日子。

同时，对大多数人来说，为了下一世过上中等的生活，今生适当

地做一些布施也是有必要的。

（四）属他，无自由者

过去的奴隶、佣人，现代社会中为了金钱或其它的少许利益，自

己的很多行为都不得不受到他人控制，这都是没有修行自由的人。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虽然很多人自以为了不起，实际上个个

都在为了生活而匆匆忙忙，奔波劳碌一辈子，生活的乐趣都被忙碌带

走了。所以，在物质生活上要知足少欲，多给自己一点自由，不要因

竞争攀比而让欲望随心所欲地无限膨胀，从而失去自由。自由的人无

论在哪里，都感觉轻松舒服；如果没有自由，即使住别墅、开洋车，

也体会不到幸福。

从物质生活的角度来说，我们这个时代应该是人类有史以来物质

生活最丰富的一个时代。我们拥有飞机、无线电、电脑等先进设备与

产品，但与古人相比，我们却失去了天下最珍贵的自由。我们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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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这个问题，并适当地做出取舍，尽量多给自己一些自由。

上述四点是菩提心的障碍，佛种成熟的障碍。如果有这四个障碍，

佛性就不会成熟。

五、大乘佛性的功德

《大乘庄严经论》中说：

功德亦四种　　虽堕于恶道

迟入复速出　　苦薄及悲深

第一，迟入。有了出离心，还没有发菩提心或大悲心的人，如果

今生造了五无间罪，死后立即会堕入无间地狱；与之相反的是，即使

没有生起无伪菩提心，只是佛性成熟了的人，造了五无间罪之类的严

重罪业，下一世也不会堕入地狱。其堕入地狱的果报，可能会在成千

上万年以后才成熟，这就给了当事人一个很大的忏悔、清净罪业的空

间。如果能在此期间忏悔，就能躲过此劫。

第二，速出。佛性成熟了的人即便是在几万年以后堕入地狱，也

能立即从地狱中解脱，其速度之快，就像篮球扣到地上立即反弹一样

迅捷无比。如果是其他众生造了五无间罪，不但死后立即会堕地狱，

而且在堕入地狱以后，也是百千万劫不得翻身。

第三，苦薄。佛性成熟了的人因为堕地狱的时间很短，在这么短

短的时间当中，几乎感觉不到太多的痛苦，所以堕地狱与不堕地狱没

有太大的差别。

第四，悲深。没有佛种的众生堕入地狱，只会顾着自己本身所要

忍受的巨大痛苦，根本想不到其他众生的痛苦。佛性成熟了的人即便

是堕入地狱受苦，也会想到度脱其他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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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看过佛陀的故事。释迦牟尼佛前世还没有发菩提心的时

候，曾与另一位众生一起堕入地狱。地狱的地上全是烧红的铁，脚

一踩在地上，立即被烧焦，并冒出焦臭的浓烟，痛苦万分，无以言表。

地狱的狱卒手持烧红的棍棒，强迫佛陀的前世与另一位同伴共同拉

一辆烧红的铁车。但两人使尽了全身力气，怎么拉也拉不动。佛陀

的前世心想：既然拉不动，干脆我申请一个人拉车，让同伴离开这

些折磨。于是便向狱卒请求道：车我一个人拉，您把他放了吧！狱

卒气愤地回答说：每个众生都是自作自受，谁也不能代替谁。说罢，

便用铁锤猛击佛陀前世的头部，佛陀的前世当下死亡，并立即转生

三十三天。

一般情况下，地狱众生的寿命很长，再痛苦都不会死。但因为佛

陀前世的一个善念消除了无量业障，积累了极大善根，所以能当即死

去，离开地狱的痛苦。这就是佛性成熟的典型标志。

这个时候的释迦牟尼佛不仅不是佛，连菩萨都不是，只是佛性开

始成熟了而已。这是释迦牟尼佛第一次发慈悲心，之后，佛在此基础

上一步步修行，最后终于成就了佛果。

以上所述，是弥勒菩萨的《大乘庄严经论》里的几个偈颂的

内容，与修菩提心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是大乘中观和唯识共同

的观点。

这些都是修菩提心的前期预备工作，学到这些知识的目的是用来

观察自己：我是否具备这些条件？如果不具备，该怎么去创造这些条

件？我有没有上述障碍？如果有，该如何远离？我们要学会思考上述

问题并反躬自问，然后落实在思想行为中。

如果能具备上述条件，很快就能成为菩萨。一旦成为菩萨，从此

以后就根本不用考虑自己的痛苦，而只需要考虑怎么去利益更多的人，

度化更多的众生，可以真正无私、全心全意地奉献。



慧灯之光（柒）

156

两种佛性

157

麦彭仁波切的藏文传记中讲到，在他老人家示现圆寂的时候，曾

对周围人提到：我暂时不会转世，而将以鸟类等动物的形象去度化众

生。

当菩提心生起来以后，就会不考虑自己的得失，只是一心一意地

帮助众生。可见，菩提心的确是人类有始以来最伟大的思想。

用现代的语言来讲，大乘佛法就是一种服务行业，菩萨就是众生

永久的服务员。他的服务方式是将佛的智慧和慈悲奉献给人类及一切

众生。如果能成为菩萨是非常荣幸的，从此以后的人生就是真正有意

义的人生。即使没钱、没名、没地位，都无所谓。所以什么都可以没有，

菩提心是万万不能没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