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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游微观与宏观世界（科幻小说）

【大象】 发表于 2004-3-26 21:55  只看该作者

神游微观与宏观世界（科幻小说）

神游微观与宏观世界（科幻小说）
 

 
大象 

 
 
你见过电子吗？你知道银河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吗？我认识路，让我带你走一

走吧。有人也许会问：电子是不能用肉眼看见的，银河外面的世界我们有生之

年不可能去旅行，那我们怎么能看见呢，该不是骗人吧？ 
 

 
不，虽然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我们用肉体不能达到，但我们的心却可以，佛经

上说，心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心是可以周遍大千世界的，可能平时我们只用

心在现实的事物上面，而对现实以外的事物没有用心去体会。这次，我带大家

的这次的旅行只是精神的旅行，所以叫神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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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凝神定气，精神放松，最好能打坐，让思绪离开目前现实的纷扰。放松

之后，反观自己，想象自己已经从身体里出来了，自己的肉体只是一个躯壳在

这里。思想既然已经自由，想大就大，想小就小，可以随意飞驰变化。我们不

妨变小，先看看微观世界吧，我们发现，在自己变小的时候，脚下的土地慢慢

起了变化，泥土的分子结构我们已经可以看见了。我们再变小，我们已经能看

见无数的电子在一些原子周围高速旋转，电子太多了，就象一团云雾。我们再

变小，这时候，因为我们已经跟电子一样小，我们可以跟上他们运动了，所以

发现他们并不快。我们继续变小，小的比电子还小几千万倍。现在，我们发现

电子已经很大很大了，居然象一个行星一样大，这时候，我们的视野内只能看

见几个原子，我们突然感到原子核居然如此的明亮且灼热，不行，我们得找一

个比较阴凉的电子歇歇脚，我们飞啊飞，终于看见一个蔚蓝色的电子，我们开



始降落，在降落的过程中我们惊奇的发现，电子的上面不是平坦的，也有山川

河流，居然也有智慧生物！他们的一天也是由他们的电子绕原子核旋转一周为

一年，电子自转一周为一天。天哪，在我们的地球上，我们曾觉着他们太小，

速度太高，当我们变得如此之小的时候，我们居然也觉着电子上也是日出而

作，挺悠闲自在的，与我们的地球上的感觉居然一模一样，我们给他们说我们

是地球来的，他们居然还不相信，我们认识了一个小孩，我们姑且叫他电子人

吧。我们在他家休息休息。他很热情好客，却不相信我们来自另外一个世界，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象过一个大的无法想象的世界。他说他们都相信唯物论，

他们的祖先就是这么经过几百万年进化过来的，现在他们已经掌握了航天技

术，开始星际旅行了，他们也没有发现除了行星恒星之外的任何东西。天哪，

在我们的世界看来，他们的几百万年不过是电子绕原子核转了几百转而已，在

我们地球人看来，也许只有几秒钟的时间，他们的星际旅行也许在原子与原子

之间运动而已，他们认为的恒星不过是原子核，他们的银河系只不过是一个泥

土一个小甲虫身上的分子而已，小甲虫每天都在动，但难怪，电子人永远是看

不见的，他们永远不可能把几千万个银河系放在一个视野中，看看他的宏观结

构，因此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是在甲虫的身上，在他们的参照系中，周围

永远是这几个星星，几百年没有动过。看来，由于随着我们变小了，时间也明

显变慢了。我们已经理解了佛经中的“坐微尘中看大世界，于毫末端转大法

轮”的含义了。 
 

 
算了，微观世界的旅游到此为止吧。我们开始变大，再变大，变得与电子一样

大，变得比电子还要大得多，我们又看不见电子了，只看见一团云雾似的东

西。那是由于电子无数的电子在绕原子核高速旋转带给我们的假象，我们知道

那里有我们一个朋友，名叫电子人，不过，现在现在他们所居住的电子已经绕

原子核几百圈了，他们已经过去几百年了。我们的朋友电子人可能早已经死

了，可是他的世界仍然在延续，不过很快他们的世界就会毁灭，不复存在了，

但他们也经过了世世代代的努力，也实现了他们祖先的梦想。 
 

 
我们又回到了地球。我们发现我们的躯壳居然没有动，在这几秒钟的时间内，

电子的世界发生了多少事情啊。可是我们除了用心而外，永远是无法沟通和相

互看见的，也是不能相互理解和证明的。其实，他们虽小，我们又何尝大呢，

他们的生命短暂，我们在茫茫宇宙中又何尝不是昙花一现呢？时间和空间的概



念只有在一定的时空中才是意义的。 
 

 
既然如此，我们在去宏观时间中看看，我们想象我们变大，大得跟地球一样

大，我们已经感觉银河系中不是我们平时看起来那么仿佛是静止的，我们再变

大，我们现在已经大得看见太阳成为一点了，太阳也没有那么热了，九大行星

在他的周围既然也象疯了一样高速度的旋转，可能是因为我们太大了，时间也

相对变快了。因为我们现在与银河系一样大，银河系中的一天，也就是银河系

自转一周，地球还真不知绕太阳转了多少转了呢。因此我们现在咳嗽一下，也

要花地球转几百圈的时间，也就是几百年啊。我们再变大，大得比银河系还要

大得多，这时，我们原来看见的不连续的星系已经连成一片了，我们已经分辨

不出他是由许多并不靠在一起的星星组成的，只是看见了一个轮廓。这个轮廓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再变大，这回看清楚了，原来他是一个小鸟，还在飞

来飞去到处找吃的，远处有个猎人正在用枪瞄准他呢。我们赶紧劝阻，不想让

他把小鸟打死。不过仔细想一想，小鸟的死活丝毫对我们没有影响，哪怕猎人

把小鸟煮了，吃了，再变成粪便拉出来，对于我们地球人来说，我们只不过是

小鸟身上的一个原子上的电子上的小东西，谁能消化一个电子呢？除非他们把

小鸟身上的每个原子都能分解，不然，奈何不了我们半根豪毛，我们也永远感

觉不到。我们作一个最坏的打算，即使他们这里的科学家刚好把我们的银河系

做成他们的原子弹中的一个分子，原子弹爆炸的时候，我们当然一命呜呼了，

但是，我们的时间与他们不一样，他们的原子弹在做的过程中，我们地球已经

有几万代人已经过去了。因为他们动一下，相当银河系动了一圈，银河系动一

圈，太阳系的地球已经不知动了多少万圈了。 
 

 
好了，没有什么稀奇，我们不看了，旅游到别处，也是文明程度有些差别，绝

大多数星际没有文明，我们再变大，也不过是简单的重复而已。世界到处都

有，我们的旅游此为止，我们回去吧。我们变小，变小，再变小，现在变到同

地球一样大了，现在变成同人一样大了。哎呀，不好了，我们的躯壳已经找不

到了，我们在宏观世界旅游一会，地球早都过了几万年了。现在，地球上已经

没有人了，有迹象表明世界已经毁灭，原因是人类太幼稚，各自以自己国家的

利益为最高利益，竞争激烈，私欲横行，不思护佑众生，不保护环境，唯我独

尊，在利益争斗过程谁也不肯让步而启动了核按钮。我们只好找紫霞仙子借了

一个月光宝盒，乘时光隧道再回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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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看见我们的身体了，实际他在这里并没有动，我们又回到我们的身体

中。一切又恢复了往日的喧嚣。哎，身体总有一天会按他既定的规律死亡，倒

是我们的思想能超越时空。我们要是只有个能独立存在的思想该多好啊。

搜索更多相关主题的帖子: 电子

【赞佛偈】 （大象，2004.5.3）
 智慧福德最尊胜，事理无碍超时空。

 因果缘起不二法，慈悲恒演菩提行。
 我今礼赞诸佛圣，愿脱轮回断死生。
 同证如来光明性，广度迷途化有情。
 

【大象】 发表于 2004-3-26 22:03  只看该作者

南无普贤王如来,^_^

南无普贤王如来,^_^
 

 
 
大方广佛华严经 

  
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菩萨行愿品 

 
唐般若译 

 
 
 
所有十方世界中 三世一切人师子 我以清净身语意 一切遍礼尽无余 

 
普贤行愿威神力 普现一切如来前 一身复现刹尘身 一一遍礼刹尘佛 

 於一尘中尘数佛 各处菩萨众会中 无尽法界尘亦然 深信诸佛皆充满 
 各以一切音声海 普出无尽妙言词 尽於未来一切劫 赞佛甚深功德海 
 以诸最胜妙华蔓 伎乐涂香及伞盖 如是最胜庄严具 我以供养诸如来 

 
最胜衣服最胜香 末香烧香与灯烛 一一皆如妙高聚 我悉供养诸如来 

 
我以广大胜解心 深信一切三世佛 悉以普贤行愿力 普遍供养诸如来 

 
我昔所造诸恶业 皆由无始贪嗔痴 从身语意之所生 一切我今皆忏悔 

 
十方一切诸众生 二乘有学及无学 一切如来与菩萨 所有功德皆随喜 

 
十方所有世间灯 最初成就菩提者 我今一切皆劝请 转於无上妙法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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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佛若欲示涅槃 我悉至诚而劝请 唯愿久住刹尘劫 利乐一切诸众生 
 

所有礼赞供养福 请佛住世转法轮 随喜忏悔诸善根 回向众生及佛道 
 

我随一切如来学 修习普贤圆满行 供养过去诸如来 及与现在十方佛 
 

未来一切天人师 一切意乐皆圆满 我愿普随三世学 速得成就大菩提 
 

所有十方一切刹 广大清净妙庄严 众会围绕诸如来 悉在菩提树王下 
 

十方所有诸众生 愿离忧患常安乐 获得甚深正法利 灭除烦恼尽无余 
 

我为菩提修行时 一切趣中成宿命 常得出家修净戒 无垢无破无穿漏 
 

天龙夜叉鸠般茶 乃至人与非人等 所有一切众生语 悉以诸音而说法 
 

勤修清净波罗蜜 恒不忘失菩提心 灭除障垢无有余 一切妙行皆成就 
 

於诸惑业及魔境 世间道中得解脱 犹如莲华不著水 亦如日月不住空 
 

悉除一切恶道苦 等与一切众生乐 如是经於刹尘劫 十方利益恒无尽 
 

我常随顺诸众生 尽於未来一切劫 恒修普贤广大行 圆满无上大菩提 
 

所有与我同行者 於一切处同集会 身口意业皆同等 一切行愿同修学 
 

所有益我善知识 为我显示普贤行 常愿与我同集会 於我常生欢喜心 
 

愿常面见诸如来 及诸佛子众围绕 於彼皆兴广大供 尽未来劫无疲厌 
 

愿持诸佛微妙法 光显一切菩提行 究竟清净普贤道 尽未来劫常修习 
 

我於一切诸有中 所修福智恒无尽 定慧方便及解脱 获诸无尽功德藏 
 一尘中有尘数刹 一一刹有难思佛 一一佛处众会中 我见恒演菩提行 
 普尽十方诸刹海 一一毛端三世海 佛海及与国土海 我遍修行经劫海 
 一切如来语清净 一言具众音声海 随诸众生意乐音 一一流佛辩才海 

 
三世一切诸如来 於彼无尽语言海 恒转理趣妙法轮 我深智力普能入 

 
我能深入于未来 尽一切劫为一念 三世所有一切劫 为一念际我皆入 

 
我於一念见三世 所有一切人师子 亦常入佛境界中 如幻解脱及威力 

 
於一毛端极微中 出现三世庄严刹 十方尘刹诸毛端 我皆深入而严净 

 
所有未来照世灯 成道转法悟群有 究竟佛事示涅盘 我皆往诣而亲近 

 
速疾周遍神通力 普门遍入大乘力 智行普修功德力 威神普覆大慈力 

 
遍净庄严胜福力 无著无依智慧力 定慧方便威神力 普能积集菩提力 

 
清净一切善业力 摧灭一切烦恼力 降伏一切诸魔力 圆满普贤诸行力 

 
普能严净诸刹海 解脱一切众生海 善能分别诸法海 能甚深入智慧海 

 
普能清净诸行海 圆满一切诸愿海 亲近供养诸佛海 修行无倦经劫海 

 
三世一切诸如来 最胜菩提诸行愿 我皆供养圆满修 以普贤行悟菩提 

 
一切如来有长子 彼名号曰普贤尊 我今回向诸善根 愿诸智行悉同彼 

 
愿身口意恒清净 诸行刹土亦复然 如是智慧号普贤 愿我与彼皆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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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遍净普贤行 文殊师利诸大愿 满彼事业尽无余 未来际劫恒无倦 
 

我所修行无有量 获得无量诸功德 安住无量诸行中 了达一切神通力 
 

文殊师利勇猛智 普贤慧行亦复然 我今回向诸善根 随彼一切常修学 
 

三世诸佛所称叹 如是最胜诸大愿 我今回向诸善根 为得普贤殊胜行 
 

愿我临欲命终时 尽除一切诸障碍 面见彼佛阿弥陀 即得往生安乐刹 
 

我即往生彼国已 现前成就此大愿 一切圆满尽无余 利乐一切众生界 
 

彼佛众会咸清净 我时于胜莲华生 亲睹如来无量光 现前授我菩提记 
 

蒙彼如来授记已 化身无数百俱胝 智力广大遍十方 普利一切众生界 
 

乃至虚空世界尽 众生及业烦恼尽 如是一切无尽时 我愿究竟恒无尽 
 

十方所有无边刹 庄严众宝供如来 最胜安乐施天人 经一切刹微尘劫 
 

若人于此胜愿王 一经于耳能生信 求胜菩提心渴仰 获胜功德过于彼 
 

即常远离恶知识 永离一切诸恶道 速见如来无量光 具此普贤最胜愿 
 

此人善得胜寿命 此人善来人中生 此人不久当成就 如彼普贤菩萨行 
 

往昔由无智慧力 所造极恶五无间 诵此普贤大愿王 一念速疾皆消灭 
 

族姓种类及容色 相好智慧咸圆满 诸魔外道不能摧 堪为三界所应供 
 

速诣菩提大树王 坐已降伏诸魔众 成等正觉转法轮 普利一切诸含识 
 

若人於此普贤愿 读诵受持及演说 果报唯佛能证知 决定获胜菩提道 
 

若人诵此普贤愿 我说少分之善根 一念一切悉皆圆 成就众生清净愿 
 

我此普贤殊胜行 无边胜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刹

【赞佛偈】 （大象，2004.5.3）
 智慧福德最尊胜，事理无碍超时空。

 因果缘起不二法，慈悲恒演菩提行。
 我今礼赞诸佛圣，愿脱轮回断死生。
 同证如来光明性，广度迷途化有情。
 

【兰海】 发表于 2004-3-26 22:06  只看该作者

大象师兄以电子宏佛法，让我想到黄念祖的心声：
 

 
“不理解佛教哲理，则将落后于时代。近百年中由于相对论，量子论、亚原子物

理学、太空中的宇宙研究等等，所取得的成果，给佛教哲理增添了许多实际论

证和实例……整个科学正在酝酿一场大革命，我们生逢其时，应肩荷起这个伟

大的任务，发起自利利他，自觉觉他的大志”。这是一个科学家的感慨，更是一

个佛界前辈的心声。

http://bbs.dianzich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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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老自利利他，自觉觉他的大志也是我们肩荷的大担。随喜赞叹大象师兄！

【大象】 发表于 2004-3-26 22:36  只看该作者

呵呵,兰海师兄过奖,大象修证有限,所写乃比量知见,不敢与大德同比.但深信人的

智慧(科学)与佛的智慧有相通之处,只是人类尚无到达佛"正遍知"的地步,所见所

识只是管中窥豹,以科学角度认识佛教,,消除众生对佛教的误解,以佛教指导科学

乃至我们的生活,乃是大象毕生的事业,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阿弥陀佛^_^

【赞佛偈】 （大象，2004.5.3）
 智慧福德最尊胜，事理无碍超时空。

 因果缘起不二法，慈悲恒演菩提行。
 我今礼赞诸佛圣，愿脱轮回断死生。
 同证如来光明性，广度迷途化有情。
 

【兰海】 发表于 2004-3-30 15:50  只看该作者

培养爱心 
 

 
［法］一行禅师著 

 
 
节选-步入终极空间

 
 
 
  《金刚经》里，佛陀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可是我们仍然执著于

相，而失去了佛法"互摄互入"、"无相"和"空"的精髓。被相所缚，我们忘记了实

相是既非"我"我们在此时此地就可以感知她的存在。当你在"金刚三摩地"中感受

一朵花的时候，你就感受到了太阳和整个宇宙！如果你契入了花的互即互入的

本性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一切事物。你不必问："后来怎么样了"，因为就在

http://www.dianzichan.com/uc/bb2/viewthread.php?tid=2503&page=1&authori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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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眼前，你看到了一切永恒。只要你深入地感触一样事物，所有的东西就都

在那儿。如果你在僧团里也像这样修行，深入地生活、深入地体察事物，修行

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了。如果你不明白，你也不要着急，就让法雨继续滋润

你藏识的土壤吧。尽管法是用名相概念来表述的，但是不被名相概念所缚而真

正地理解它仍然是可能的。
 

  当我们眺望大海时，我们会看到有很多波浪。我们也许会把它们描述成或

高或矮、或大或小、或有气势或不那么有气势，但是这些词却不适用于水。站

在波浪的立场上来看，有生有灭，但这些只不过是表象。波浪同时又是水。如

果波浪只看到自己作为波浪的一面，它就会怕死。为了觉悟到它自己同时又是

水，波浪必须深刻地反观自己。如果我们把水取走，波浪就不存在了；如果我

们把波浪取走，水就不存在了。波浪就是水，水就是波浪。它们属于存在的两

种不同的层面。我们无法将这两者作比较。形容波浪的言词名相不适用于形容

水。
 

 
  实相不能用语言概念来描述。涅磐首先是概念的泯灭。在华藏世界里，我

们不去寻找释迦牟尼佛的色身。我们寻找的是毗卢遮那佛(Vairochana
Buddha)，它是释迦牟尼和所有一切过去、现在、未来佛的本体，也可以说是

我们自己的本体，因为我们都是佛。在华藏世界里，空间同时也是时间。过去

在看着未来微笑，未来也在看着过去微笑，而两者都存在于现在，可以在现在

被感受到。
 

 
  当你走入华藏世界时，你就是佛。你不必说自己是未来佛，因为过去、现

在、未来在这里成为了一体。当你去感受水的时候，这种感觉是很好的，但这

不意味着波浪消失了。波浪永远是水。如果你只想感受波浪而不想感受水，你

将会因恐惧生死和很多其它烦恼而痛苦。但是如果你深刻地反观自身，觉悟到

你就是水，所有的恐惧和烦恼都会消失的。当你进入华严王国、感受毗卢遮那

佛时，你同时也是看到了坐在菩提树下的释迦牟尼佛。毗卢遮那佛和释迦牟尼

佛是一体的，就像水和波浪。
 

 
  既然毗卢遮那佛的实相不能用语言名相来描述，那么用语言名相来谈论它

也可能是危险的。涅磐是描述毗卢遮那佛的一个安全的方式，因为涅磐意味着

所有观念和名相的泯灭。在某些宗派那里，人们惯于使用"父亲"这个词，但是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是父亲而不是母亲？任何能使人想起它的反义词的词都

是有问题的。圣母是一个能冲淡我们对于圣父的观念的很好的词。
 

 
  这首描写大丽花的诗是越南的一位年轻诗人写的。他的名字叫郭克泰

(Quach Thoai)：
 

 
静静地伫立在篱笆前

 
你绽开了隽永的微笑

 
惊异于你的美

 
我一时无语

 
我听到你在吟唱

 
一首不知始于何时的歌

 
面对你

 
我深深地弯下了腰

 
 
  大丽花是一种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的普通的花。但是如果我们不注意，我们

就会错过它。那天早晨诗人完全地活在了当下，所以他能够体会到这朵花的

美。花的歌声本来一直就在那里回旋，只是当诗人突然之间步入了毗卢遮那

佛、法身佛的王国，才听到了它。出于尊敬，他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大丽花是

佛，每时每刻都在慈悲地讲法。因为我们被无明所障，听不到它在讲法，但这

不意味着它没有在讲法。事实上，一切事物 青草、鲜花、绿叶、卵石，所有这

些无不在一直宣讲着《妙法莲华经》。
 

 
  《华严经》里有一章，讲的是普贤菩萨（Samantbhadra）修行的故事。

普贤菩萨坐在释迦牟尼佛面前，进入了"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三昧"。"如
来藏身"即"一切诸佛的法身"。在这种三昧里，他感受到了一切诸佛的真身，进

入了华藏世界。尽管他就坐在释迦牟尼佛前面，可是他面前却出现了无数的

佛，而且每尊佛前面都有一个普贤菩萨。
 

 
  为了发现一切诸佛的法身，如果你这样练习一个小时的坐禅或行禅，进入

到华藏世界，并用那里的方式去观察一切事物，那么你将感触到过去、现在、

未来的无数诸佛，并且听到每一尊佛所讲的法。当年轻的越南诗人突然进入华



藏世界时，他遇到了一尊佛，叫"大丽花"，他倾听了大丽花佛所讲的法，深受

感动，他向大丽花佛鞠了一躬。佛一直在讲法。时代在讲法，国王在讲法，众

生在讲法。如果你有一双专注的耳朵，你就随时能听到真正的法。
 

 
  未来就是过去，现在就是未来。这三世彼此注视着，以无穷的方式使这个

世界觉醒。全知是没有界限的。在华藏世界里，空间是由时间构成的，时间是

由空间构成的。一粒微尘包含了整个空间，一粒微尘包含了整个时间；一刹那

包含了整个时间，一刹那包含了整个空间和整个时间。从这个练习开始，深入

地观察无常的特性，接着深入地观察"无我"和"互即互入"的特性。只要这样做，

一切事物将在你面前展现出它的全体，一存在于多中，多存在于一中。
 

 
  在华藏世界里，我们了解到一切事物都是我们的心所建造的。当我们被概

念束缚时，当我们自心中有那么多无知和烦恼时，我们就无法看到事物的本

性，我们就会建造起一个充满痛苦的世界。我们建起了监牢，我们建起了地

狱，我们建起了种族歧视。我们污染环境是因为我们对"互即互入"缺乏洞察。

这个由妄心建立起来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了憎恨、痛苦和虚妄的世界。
 

 
  如果我们练习深入地观察（即禅观），看到了事物互摄互入的本质，我们

的无明就会转变为觉悟。读《华严经》之后出去行禅，你会感到世界明亮了一

点，有了更多的光明、更多的空间、更多的鲜花和更多的海洋。将会有更多的

鸟儿在歌唱，而你也会有更多的时间去欣赏它们。这些其实也是心的产物。如

果我们继续一起深入观察，我们就能够立刻创造出华藏世界。这是减少痛苦的

最好的方法。减少痛苦意味着减少无明，减少我们心中的基本烦恼。每一事物

都渗透在其它所有事物当中。伤害了一个人同时就是伤害了我们自己和所有的

人；给一个人带来了松弛，实际上就是给每个人包括我们自己带来了松弛。这

种觉悟带来了真正有益的行为，即普贤菩萨的大行。
 

 
  在华藏世界里，时间是无穷的。在这里，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但是在那

里，你有用不完的时间。你还有那么多空间。那里的空间是由时间构成的，时

间是由空间构成的。在这里，我们有"寿者"的观念。我们认为自己生前死后都

不存在。按照我们的"寿者"观念，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但是在那里，"寿者"的观

念被清除了，那里只有自由。
 



 
  有人问在华藏世界里是否能找到咖啡或可口可乐。有的，那里有这些东

西。但是那里还有那么多别的更令人愉快的东西，所以根本不需要可口可乐。

人们不需要药片。阳光、彩云、香花和珍宝，是这样地令人心旷神怡，所以你

不必寻找遗忘痛苦的手段。在这里，你或许要借助于某种事物使自己忘却现

实。当你的配偶给你带来很多痛苦时，你或许会投入到自己的社会工作或环保

工作中去。你喝酒，因为你想忘却、想逃避。你想用药片来逃避那令人不快乐

的现实。但是在华藏世界里，一切事物是那样地令人快乐，所以你不需要这些

东西。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是被禁止的。如果你想找它们，你就能找到它们，但

是你不需要它们。如果我们把彼此敌对的人带入华藏世界，他们的行为将会像

佛一样。他们将得到光明、空间和时间的加持，将不会做他们在这里所做的事

情。
 

 
  秋季的一天，我在练习行禅。秋叶如雨飘落。我踏在一片叶子上，停下来

将它拾起来，凝视着它微笑了。我觉悟到，这片叶子本来一直就在那里。每个

秋天树叶落了，每个春天它们又再现自己。它们经历了夏天、秋天，然后又一

次飘然落地。它们在玩捉迷藏的游戏，假装死了，又假装重生。但这不是真

的。当我深入地观察这片叶子时，我看到它不仅仅是一片叶子，就像佛不仅仅

是一个人一样。佛是同时遍一切处的，这是我们在《华严经》和《法华经》里

所了解到的。这片叶子也同样遍一切处。我请求它唤回自己的所有的示现身，

因为它摆脱了生死观念，所以能这样做。
 

 
  我母亲去世七年以后，一天夜晚，我突然醒来，步出室外，看见皓月当

空。凌晨两、三点钟时，月亮总是散发出一种深沉、宁静而温柔的光，就像母

亲对孩子的爱。我感到沐浴在她的爱里，此刻我领悟到，我的母亲仍然活着，

并将永远活着。几个小时以前，我在一个梦境里非常清晰地看见了我的母亲。

她年轻而又美丽，温柔地对我说话，我也跟她说话。从那时起，我知道我的母

亲一直与我在一起。她假装死了，但那不是真的。我们父母的生命在我们身上

得到延续。我们的解脱就是他们的解脱，我们为我们的完善所做的一切就是为

他们的完善、为他们和我们的孩子的完善所做的一切。
 

 
  当我拾起这片秋天的落叶，端详着它时，我微笑了，因为我看到它唤回了



它在十方的无数个分身，就像释迦牟尼佛在《法华经》里所做的一样。然后我

反观自己，看到自己是一片叶子，在那一刻，也将自己的无数分身唤回自己身

边。只有在清除了我们只在此时此地存在的观念之后，我们才能这样做。我们

同时遍一切时、一切处。
 

 
  当你触摸这里的土壤的时候，你便是触摸到了那里的土壤。当你触摸到当

下时，你也便是触摸到了过去和将来。当你触摸到时间时，你也便是触摸到了

空间。当你触摸到空间时，你也便是触摸到了时间。当你触摸到早春的柠檬树

时，你也便是触摸到了三、四个月后将高挂枝头的柠檬。你可以这样做，因为

柠檬已经存在了。你可以触摸历史层面上的柠檬树，也可以触摸终极层面上的

柠檬树，这取决于你。《法华经》的练习就是去体会终极层面上的你自己、树

叶及树。
 

 
  当你感受波浪时，你同时也感受到了水。这就是我们的练习。如果你与一

群朋友在一起，在行坐或饮茶时练习觉照，你将在生活在历史层面上的同时，

能够感受到终极层面。当你不为波浪所限而同时能感受到水的时候，你的恐

惧、焦虑和愤怒将会被轻而易举地被转化掉。
 

 
  安宁和快乐的世界就在我们的指端。我们只需要去感知它就可以了。当我

走进梅村厨房里的时候，我或许会问学生："你在干什么？"如果她说："法师，

我在切胡萝卜。"我会感到有点失望。我希望她能脱离历史层面而触摸到终极层

面。她只需抬头微笑就可以了。或者她在想别的事情，而我的问话将她带回到

当下，她可以抬头说："谢谢你"，或"我在呼吸"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回答。你

不必死后才能进入天国，事实上，你必须活着的时候就这样做。是什么使你活

着？觉照。你周围和你心里的一切事物都可以成为你进入法界之门。当你练习

行禅时，请求一棵树或一朵花告诉给你华藏世界，我相信它一定会指给你入门

之路的。
 

 
  在《局外人》中，阿尔伯特·加缪给我们讲了一个名叫莫尔萨特(Meursault)
的囚犯的故事。有一天，在他的单身牢房里，莫尔萨特感受到了生命、感受到

了华藏世界。他仰面躺着，抬起头来，透过天花板旁边的一小块窗户，他平生

第一次看见了蓝天。一个成年人怎么可能是第一次看见蓝天呢？事实上，很多



人就是这样活着的，他们被囚禁于愤怒、沮丧和相信幸福与安宁只存在于未来

的观念中。莫尔萨特在被处决以前还有三天时间可活。在充满觉照的那一刻，

蓝天真正地存在了，而他也感受到了它。他发现生命是有意义的，他开始专注

地生活于生命留给他仅剩的那些时光。他生命中的最后三天变成了真正的生

活。
 

 
  最后一天，一位牧师来敲他牢房的门，希望能听到他最后的忏悔，但是莫

尔萨特拒绝了。最后牧师失望地离开了。那时莫尔萨特把那位牧师描述成一个

活死人。莫尔萨特领悟到，需要拯救的人不是他，而是那位牧师。如果我们看

看周围，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像死人，像行尸走肉一样活着。我们要尽己所能帮

助他们。他们需要被某种事物所触动，如蓝天、孩子的眼睛，一片秋天的落叶

等等，这样他们就能苏醒过来了。
 

 
  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读到一篇小说。内容是一个法国猎人在非洲丛林里

迷了路。他觉得他要死了，因为他找不到出去的路。但是他很顽固，不肯向上

帝祈祷。于是他做了件半是祈祷半是玩笑的事情："上帝啊，如果你存在，请来

救我！"几分钟后，一个非洲人出现了，把他带出去了。后来他写道："我呼唤

上帝，但是来了一个黑人。"他不知道那个非洲人就是上帝。在莫尔萨特的情形

中，上帝以一块蓝天的形式来拯救了他。我们也许会被一朵花、一块卵石、一

只鸟或一声雷所拯救。任何事物都能为我们带来天堂、华藏世界的消息。任何

事物都能使我们清醒过来，回到生命的当时当地。我们不应该分别。
 

 
  我拾起这片叶子时，我看到它假装在春时诞生，又假装在秋末死去。为了

帮助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众生，我们也出现了，然后又消失了。我们心中有一

股不可思议的力量，如果我们在觉照中过日常生活，如果我们慈悲、小心、专

注地行走，我们就能够创造奇迹，把我们的世界变成一个适合居住的奇妙的地

方。慢慢地在觉照中行走，是一种解脱的艺术。你走着，摆脱了一切烦恼、焦

虑、计划和执着。这样的一步就有使你从一切烦恼中解脱出来的力量。通过活

在当下，你改变了自己，而你的慈悲也将得到证明。
 

 
  看看花，看看蝴蝶，看看树木，看看有着一对富有同情心的眼睛的孩子。

这是《法华经》教给我们的一种深刻的练习。你心中慈悲的力量将会改造生



命，使它变得更美好。慈悲总是从智慧而生的，而智慧是深入观察的结果。
 

 
在终极空间里快乐地行走

 
用你的脚

 
而不是用你的头脑

 
如果你用头脑 你将会迷路了

 
 
在终极空间里讲法

 
落叶满天飞舞

 
秋季的月光铺满了小路

 
法充遍十方

 
 
在终极空间里讨论法

 
我们彼此注视着微笑

 
你是我 你看见了吗

 
说者与听者是一体

 
 
在历史空间里享受午餐

 
我使所有的祖先和所有的

 
子孙后代 都饱足了

 
我们相会在一起 找到了我们的路

 
 
在历史空间里被触恼

 
我们闭目深思

 
三百年后我们在何处

 
我们睁开眼睛拥抱了

 
 
在终极空间里休息

 
以雪山为枕

 
美丽的红云为毯

 
什么都不缺少

 
 



TOP

6#大中小

TOP

7#大中小

在终极空间里坐禅
 

分享多宝佛的狮子座
 

每一秒钟都是实现
 

每一个果实都成熟而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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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子已经被兰海于2004-3-30 15:50:36编辑过]

【大象】 发表于 2004-3-30 15:52  只看该作者

呵呵，好！^_^

【赞佛偈】 （大象，2004.5.3）
 智慧福德最尊胜，事理无碍超时空。

 因果缘起不二法，慈悲恒演菩提行。
 我今礼赞诸佛圣，愿脱轮回断死生。
 同证如来光明性，广度迷途化有情。
 

【兰海】 发表于 2004-3-30 15:55  只看该作者

培养爱心 
 

 
［法］一行禅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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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华藏世界
 

 
  《华严经》是佛教最优美的经典之一。"华严"的意思是"花饰、花环或花

冠"，或是"以鲜花装饰佛"。难道佛不够美么？为什么我们要用花装饰他呢？这

部经中的佛不仅仅是人，他超胜于人。历史上的佛--释迦牟尼，诞生于2600年
前的迦毗罗卫国。他结过婚，有一个孩子，为了修行离开了家庭。他开悟后成

为一个著名的导师，帮助过很多人，八十岁的时候，逝于拘尸那

（kushinagara)。一天，他的一个名叫阿那律（Aniruddha）的弟子正在舍卫城

（shravasti)的街道上行走，这时他被一群外道拦住了，这些人问他："佛死以

后，是继续存在还是不再存在了？"佛陀在世的时候，有很多人做过这样的努

力，试图理解真正的佛。阿那律告诉他们不知道。后来，当他回到 陀园，向佛

陀汇报刚才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佛陀告诉他："理解佛是困难的。当你以色、

受、想来考察佛的时候，你能通过这些事物把握住佛吗？"
 

  阿那律回答说"不能，世尊。"接着佛陀问"你能离开色、想、识而找到佛

吗？""不能，世尊。"他回答道。佛陀说："我就在你面前你尚且不能明白我，你

又怎么指望我去世以后能把握住我呢？"佛陀把他自己叫做"如来"（Ｔ

athagata），"来自真如"、"回归真如"，或曰"不来不去的人"，因为真如不能

用"来"、"去"来限定。
 

 
  当跋迦利（Vakkali）比丘在一个陶工家里临终之际，佛陀去看望他，他到

的时候，跋迦利试图坐起来，可是佛陀说："不，跋迦利，请像原先那样躺

着。"接着，佛陀问他感觉怎么样，痛不痛，跋迦利说："很痛，世尊。"佛陀问

他是否有什么事情觉得遗憾的，跋迦利说："世尊，我只遗憾我没能多去看看

您。"佛陀说："跋迦利，如果你修习佛法，你就是永远同我在一起。这个身体

不是我。"佛经里有很多这类故事。佛陀并不只是这个色身。他是活着的法，当

你修学成佛之道时，你会发生变化，并将永远同佛在一起。
 

 
  灭度前，佛陀告诉他的弟子们说："朋友们，这只是我的色身，只要你们继

续修行，我的法身将与你们同在。皈依法吧，以自己为州屿。佛就在那里。"他
的话是非常清楚的。如果你去体会活生生的法身（Dharmakaya)，你将不会再

抱怨你生在佛陀之后两千五百多年、没有机会亲近他、跟他学习了。佛的法身

永远存在，永远是活着的。哪里有慈悲和智慧，佛就在哪里，我们就可以看见



和体会他。作为活着的法，佛有时被称为毗卢遮那（Vairochana）。他是由光

明、鲜花、快乐和宁静构成的，我们可以同他散步、与他坐在一起，并且握他

的手。当我们进入华藏世界的时候，我们所遇到的佛就是毗卢遮那。
 

 
  华藏世界光明炽盛，佛菩萨们都是光身，让你自己沉浸于佛菩萨的这种觉

悟之光里吧。在那里，每一个觉悟了的生命的毛孔都流泻出光明，闪耀在四面

八方。在华藏世界时，你变成了光，而且你自己也开始发光。允许你自己被光

所改变吧，觉照是光。当你独自一个人练习行禅的时候，深深地享受着每一

步，此时你就会散发出觉照、快乐和安宁之光。每次我看到你们这样行走时，

我就会被你们所散发出的某种光所摄服，突然间回到当下。然后我也开始慢慢

地走起来，深深地享受着每一步。以同样的方式，你可以听任自己沉浸在遍布

华藏世界一切处的光明之中，这样做时，你也将成为一个发着光的菩萨。让我

们大家一起进入华藏世界并沉浸于其中吧，以后，我们也将为后来人开启这道

门。
 

 
  进入华藏世界，我们会面对无尽的空间，华藏世界广阔无边，有足够的内

在空间和外在空间给每个人，因为那里的生命由修行而积累起来的功德非常广

大，而且他们的时空永无穷尽，所以他们拥有很多自由。华藏世界里的佛菩萨

们欢迎我们，为我们提供无限的空间，在那里我们感到非常自由、非常舒适。
 

 
  我们看见的第三件东西是花，到处都是花。前、后、左、右、上、下，满

目都是花。实际上，在华藏世界里，我们用来看东西的眼睛变成了花，用来听

东西的耳朵变成了花，用来讲话的嘴唇变成了花，用来端茶的手也变成了花。

那里还有巨大的莲花，大到足够三四个人坐在上面！这些莲花中的每一朵都有

一千多个瓣，当我们凝视其中的一片花瓣时，会看到这片花瓣中有另外一朵千

瓣莲花，而这朵莲花并不比第一朵莲花小。如此重重叠叠，层层无尽。这听起

来或者不可思议，但在华藏世界却是真真切切的事情。在那里，我们不能说一

件东西比另一件东西大或小。大和小的概念不存在了，一和多的概念也不存在

了。当我们看到第二朵莲花的一千个花瓣，每一片花瓣同时也是一朵完整的千

瓣莲花时，我们即是看到了一中的多和多中的一，看到了互摄互入的奇迹。
 

 
  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了别的什么呢？我们看到了浩瀚之"海"。我们所得



到的功德，我们所享受到的快乐以及我们所体验到的安宁是如此广大，以致于

没有别的办法来形容它。在华藏世界里，"海"这个字被多次使用－－功德海、

喜悦海、觉海、愿海……。我们发誓要为众生带来幸福－－我们的誓愿是如此

宏大，以致于只有"海"才能容纳得下；我们所体验到的安宁和快乐是如此广大

而强烈，以致于我们只能使用"海"这样的字眼儿来描述。华藏世界也充满了珍

宝－－－觉悟、智慧和幸福的珍宝。我们所感受到的每一件事物都是使我们快

乐的珍宝。我们不必占有它们，因为每一件珍宝都是为了我们的快乐而存在

的。这里的每个人、每件事物都是珍宝，每一分钟也是珍宝，而且每件珍宝里

都含有大量别种珍宝。我们不必囤积它们。一件珍宝就足够了，因为在那个世

界里，每一个"一"都包含着"一切"。《华严经》里使用了"因陀罗宝网

（Indra'sjeweled net)"这个比喻，来形容一切事物互相作用、互相交错所导致

的千变万化。这张网是由无数种闪烁的珠宝织成的，每一件珠宝都有无数个

面。每一件珠宝都能映出网上所有其它的珠宝，而它的影像也映在所有其它的

珠宝上。从这个角度来看，每一件珠宝都包含了所有其它的珠宝。在这里我们

不必贪心，一颗小珠宝就足以使我们心满意足了。
 

 
  华藏世界里有很多美丽的彩云。在佛经中，云代表雨，而雨象征着喜悦，

没有雨，什么东西都不能生长。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谈及法雨、五彩缤纷的法雨

的原因。彩雨和彩云保护着我们，为我们带来很多快乐和幸福。菩萨要经历的

十地之一是"法云地"，在这一地里，菩萨用他（她）的法雨，为很多人带来幸

福。
 

 
  在华藏世界里我们还发现了很多优美的狮子座。想象一下众多优美、舒适

的座椅，是适宜给狮子坐的，那种带着威严、力量和自信缓步行走的雄美的生

命，当我们进入华藏世界、看到菩萨这样走路时，感到深受鼓舞。任何时候只

要我们想坐下来，都会发现有一个制作精美的狮子座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我

们只要坐在那里就行了，不必做其它任何事情。在华藏世界，我们的快乐、安

宁和喜悦是无穷无尽的。
 

 
  华藏世界里还有华美的幡盖，象征着我们安住于其中的觉照的温暖和喜

悦。当我们在觉照中与自己和谐相处时，我们就安住于温暖和喜悦之中。在觉

照的保护下，我们拥有了深刻的觉悟和真正的安宁。进入华藏世界使我们遇到



了所有这些美妙的事物。
 

 
  到了华藏世界以后，我们或许想向佛陀表示一下自己的敬意。让我们进入

《华严经》的第二十卷、找找释迦牟尼佛吧！我们询问他的下落时，有人告诉

我们他在夜摩天宫， 于是我们问怎么能到那儿。但是我们刚朝那个方向走了一

两步，另外的人又指点我们说佛陀已经在这里了。我们不必去夜摩天宫了。真

的，我们看见释迦牟尼佛就坐在我们面前的菩提树下。我们也许会想，优楼频

螺村（Uruvela village）是在地球上，位于印度，可是在这里，在华藏世界，

我们却看见了菩提树下的佛陀，以及优楼频螺村的孩子们。
 

 
  随后又有人从夜摩天宫来，告诉我们佛陀在夜摩天宫。这是令人困惑的。

一个人怎么能同时在两个地方？他怎么能同时在菩提树下，又在夜摩天宫？但

是这却是华藏世界里发生的真实的事情。接着另外一个朋友又告诉我们说，佛

陀在灵鹫山，现在正在宣讲《法华经》，而不只是在2500年以前。佛陀怎么能

同时在三个地方？但是不一会儿我们发现，佛陀同时遍一切处，像这样的事情

就发生在华藏世界里。因为那里有那么多光明、那么多喜悦，还有那么多珠

宝，释迦牟尼同时遍一切处就成为了可能。
 

 
  实际上，不仅释迦牟尼能够上演这种奇迹，华藏世界里的每个人都同样能

够做到。我们也可以同时遍一切处。从宇宙的任何一点上，人们都能够感受到

我们的存在，不管我们和他们处于什么位置。我们根本不受时空限制。我们渗

透在每一个地方，我们就在每一个地方。任何时候，如果有人以深深的观照来

体验某件事物，他或她就将感受到我们的存在。这听起来也许不可思议，但是

在华藏世界里，事情总是这样的。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触摸一下花朵，我都能触摸到太阳，然而自己却

不会被灼伤。当我触摸这朵花的时候，不必飞向天空，我已触摸到了一朵云；

当我触摸这朵花的时候，我同时感受到了我的心、你的心以及那颗大行星地球

的存在。这就是华藏世界。只要我们契悟了事物互即互入的本质，这种奇迹是

可能的。如果你真正深入地来感触一朵花的话，你将触摸到整个宇宙。宇宙既

不是"一"也不是"多"。当你触摸"一"的时候，你触到了"多"，而当你触摸"多"的时

候，你触摸到了"一"。你也可以像释迦牟尼佛那样，同时遍一切处。想象一



下，你的孩子或爱人现在正抚摸着你。再深入地观照一下，你会看到无数个自

己正融入一切处，与每个人和每件事物互摄互入。我在越南呆了不到二十五

年，可是那儿已有好几代年轻的出家人和居士通过我的书、磁带（那些书都是

手抄本，在地下暗暗地流传。)以及通过练习行禅和深入观察认识了我。通过这

些东西，我在与欧洲和北美的人民、花草树木、河流湖沼接触的同时，依然能

够与越南的人民、花草树木，以及越南的山水保持着联系。实际上，一个掌声

可以传达到无数个星系。一个声音的影响是不可测量的。你的每一瞥、每一个

微笑和每一句话，都能到达宇宙的远方，影响着宇宙中每一个有生命和无生命

的存在。每一件事物都与所有其它事物相联系；每一件事物都渗透入所有其它

事物之中。这就是华藏世界，这也是我们的世界。通过深入观察和深入体会，

我们能够把这个世界变成华藏世界。我们愈是练习深入观察，就愈会有更多的

光明存在，就愈会有更多的花，更多的海、更多的空间、更多的幡盖、更多的

珠宝和彩云。这全取决于我们。
 

 
佛放大光明

 
普照于十方

 
悉见天人尊

 
通达无障碍

 
 
  当你放光时，你就是在帮助人们看东西，因为你的光把人们照醒了。佛陀

放出大光明，照亮了十方世界。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地、毫无障碍地看到他。
 

 
佛坐夜摩宫

 
普遍十方界

 
此事甚奇特

 
世界所希有

 
 
  佛陀怎么能坐在夜摩天宫里而同时又遍布宇宙的一切处呢？这是一个奇

迹。但是不仅佛陀能够演出这种奇迹，我们所有的人都能。我们坐在这里，但

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存在却遍布整个宇宙。具有某些悟性和觉照的人们在他

们发现他们自己的地方，同时也能体会到我们的存在。去体会吧，你就会明

白。你会体验到你想体验的东西，就在你所在的地方。去倾听吧，并在内心体



认它，不必读任何书。
 

 
诸法无来处

 
亦无能作者

 
无有所从生

 
不可得分别

 
 
  所有事物都没有起源。它们不是从任何地方来，因为它们超越了有和无的

概念。它们不必受生。它们不能用我们的观念来理解，或者用我们的思维范畴

来分别。它们没有从任何地方来，也不向任何地方去。没有作者或创造者。这

就是实相的本性。当我们超越了生与死、创造者和被创造者的概念时，我们只

能亲身去体会和经验那些事物。所有的事物都没有起源，因此它们没有生。因

为它们没有生，也就不可能有灭。这就是华藏世界里事物存在的方式。
 

 
一切法无生

 
亦复无有灭

 
若能如是解

 
斯人见如来

 
 
  如果你能够契入不生不灭及诸法实相，那么，对你来说，要领悟佛就不是

那么困难了。这些诗引自《华严经》第二十卷。《华严经》里有很多同样优美

的诗句，由于我们已经明白了深刻地体会一件事物就是体会整个宇宙的道理，

因此我们就不必一一引述它们了。当我们在华藏世界里漫步的时候，吸进来的

是佛，呼出去的是佛，走在佛上，坐在佛上，我们觉悟到这里的佛是毗卢遮，

是活着的法，是真如实相，是自性，而且我们同他是一体的。华藏世界是这样

地令人快乐，而且伸手可及。它是一个只要我们想去当下就可以去的地方，那

是一个充满了光明、大海、法云、珍宝、狮子座和香花的世界。我们现在在这

里就能看到它。我们不必浪费一秒钟生命，我们只需步入严藏世界就能彻底地

享受生命。华藏世界是我们心的产物。无论是我们生活在充满了痛苦、分别和

战争的娑婆世界（the saha world) ，还是生活在充满了花鸟、安宁、慈悲和智

慧的华藏世界，这完全取决于我们。宇宙是唯心所造，每一件事物都来源于我

们的心。如果我们的心充满了矛盾和妄想，我们就会生活在一个充满了矛盾和



虚妄的世界中。如果我们的心是纯净的，充满了正念和慈悲，我们就是生活在

华藏世界里。
 

 
  在《华严经》里，宇宙被描述成一朵多瓣莲花，每一片花瓣，同时又是一

朵完整的莲花，如此层层无尽。在华藏世界里，任何时候只要我们观察一样东

西，我们总能从中发现宇宙中所有的东西。在这里，大和小的概念不存在了。

当我们面对大海时，也许会感到，同大海相比，我们是那么地渺小和微不足

道；当我们遥望繁星满天的夜空时，也许会产生这种感觉，即我们根本什么都

不是。但是宇宙很大我们很小这个想法只不过是我们的观念，它是由心产生

的，不是客观事实。当我们认真地观察一朵花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其中包含

着整个宇宙。一片花瓣就是整个花朵和整个宇宙。在一粒尘埃里有很多佛土。

当我们这样进行思惟修时，我们关于小和大、一和多的概念就将逐渐消失。
 

 
  一朵花代表着整个宇宙这个意象可以教给我们很多东西。在《金刚经》

里，我们清除了我与非我、人与非人、众生与非众生、寿者与非寿者之间的分

别。现在在《华严经》里，我们发现所谓的生物与非生物从根本上没有什么区

别，生物就是由非生物因素构成的。科学家们发现，以前我们以为是无生物的

东西实际上却包含着生命。我们无法在生物和非生物之间划一条线。当我们这

样看地球时，我们可以把这整个星球视为一个有机体，于是我们就不会再区别

人与非人、动物与植物、植物和矿物了。我们径直把地球当作一个生物的美丽

躯体，我们知道，对这个躯体的任何所属部分的伤害都会伤及整个机体。它就

像是一朵花或一个人，对一个细胞的任何行为都会影响到整个生命。如果你明

白地球是一个活的有机体，你就会知道该怎样去保护她，因为保护地球和大气

层就是保护我们自己。每一件事物都是与所有其它事物相互联系的。拯救我们

的星球就是拯救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后代。这是佛陀的教导中一个深刻的观

念。佛教出家人被禁止烧山伐木，没有正当理由连割草也不行。
 

 
  在日课中，沙弥们每天要诵"众生无边誓愿度"，这是《金刚经》的教导。

我们保护地球是因为我们对生物和非生物都充满了慈悲和尊敬。那些想保护地

球的人应该研读一下《金刚经》和《华严经》。把宇宙看成一朵花是一个美妙

的意象。每朵花都有很多花瓣，在每片花瓣里你都能看到整朵

花。"一"在"多"中，"多"在"一"中。作为一个十六岁的沙弥，我背下了《华严



经》中《夜摩宫中偈赞品》)中的最后几段诗行：
 

 
若人欲了知

 
三世一切佛

 
应观法界性

 
一切唯心造

 
譬如工画师

 
分布诸彩色

 
虚妄取异相

 
大种无差别

 
 
大种中无色

 
色中无大种

 
亦不离大种

 
而有色可得

 
 
心中无彩画

 
彩画中无心

 
然不离于心

 
有彩画可得

 
 
  这件事情取决于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心创造出了无数的形色和观念，而

我们的世界就是这种理解方式的产物。地、火、水、空这些元素与你心中的形

色看起来似乎是两码事，但是如果你认真思考，你会发现没有这些元素根本就

不会有你心中的形色，而没有这些形色，同样也没有这些元素。形色和元素是

一体的。一个不能没有另一个而存在。
 

 
彼心恒不住

 
无量难思议

 
出现一切色

 
各各不相知

 
 



譬如工画师
 

不能知自心
 

而由心故画
 

诸法性如是
 

 
  一位画师可能不了解他自己的心，但是他是根据自己的心而进行创作的。

世界现象的本质也是如此。法的本质是它们是从我们的心中产生的。世界向我

们展示的这个样子是唯心所造。
 

 
心如工画师

 
能画诸世间

 
五蕴悉从生

 
无法而不造

 
 
若人知心行

 
普造诸世间

 
是人则见佛

 
了佛真实性

 
 
  这告示我们体会佛的最佳方法，不是要去寻找一个人，或者一个非人，一

个名称，或者一个与众不同的权威人物，乃至一个传统，而是要观察我们自己

的心，观察它是如何发生作用的。
 

 
  心制造了一切--我们的恐惧、痛苦、生死、得失、地狱、慈悲、憎恨、绝

望和分别。如果我们修行，我们将能够明白心生万物的方式，并因此而体会到

真正的佛。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出家人时，我背下了这些诗句，并且每天晚上

诵它们，虽然我是死记硬背，但它却帮我浇灌了智慧的种子，逐渐地我开始理

解了这些诗句。如果你想见到十方三世一切佛，你就必须看到宇宙的本质，明

白一切事物唯心所造。《华严经》的首要教导就是一切事物皆是心法。"心"在
这里的意思不是意识、智力，而是某种更深刻的东西，某种既是个体又是全体

的东西。如果你不懂不要着急。你不必什么都懂。只须去欣赏这部优美经典的

诗句就行了，如果它们能使你感到轻松，那就足矣。不必觉得肩上有重担。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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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不费吹灰之力，你就会理解了。你只要容许自己活在当下，体会你所遇

到每一件事物，专心致志地行走，用你的整个生命去帮助别人，这就行了。这

是无修之修。将自己的大脑绷紧只会给你制造更多的障碍。不要用意识去听，

你会发现你自己就在华藏世界里，感受着光明、珍宝和莲花。当你处于那种境

界中的时候，你只须去体会和被体会。总有一天你会契入"互即互入"之实相，

而它也将融入于你的生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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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语精华
 

 
----在华藏世界里，我们不去寻找释迦牟尼佛的色身。我们寻找的是毗卢遮那佛

(Vairochana Buddha)，它是释迦牟尼和所有一切过去、现在、未来佛的本体，

也可以说是我们自己的本体，因为我们都是佛。
 

 
----大丽花是佛，每时每刻都在慈悲地讲法。因为我们被无明所障，听不到它在

讲法，但这不意味着它没有在讲法。事实上，一切事物 青草、鲜花、绿叶、卵

石，所有这些无不在一直宣讲着《妙法莲华经》。
 

 
----如果你有一双专注的耳朵，你就随时能听到真正的法。

 
 
----在华藏世界里，空间是由时间构成的，时间是由空间构成的。一粒微尘包含

了整个空间，一粒微尘包含了整个时间。
 

 
----当我拾起这片秋天的落叶，端详着它时，我微笑了，因为我看到它唤回了它

http://www.dianzichan.com/uc/bb2/viewthread.php?tid=2503&page=1&authorid=1225


在十方的无数个分身，就像释迦牟尼佛在《法华经》里所做的一样。然后我反

观自己，看到自己是一片叶子，在那一刻，也将自己的无数分身唤回自己身

边。只有在清除了我们只在此时此地存在的观念之后，我们才能这样做。我们

同时遍一切时、一切处。
 

 
----佛的法身永远存在，永远是活着的。哪里有慈悲和智慧，佛就在哪里，我们

就可以看见和体会他。
 

 
----在华藏世界时，你变成了光，而且你自己也开始发光。允许你自己被光所改

变吧，觉照是光。当你独自一个人练习行禅的时候，深深地享受着每一步，此

时你就会散发出觉照、快乐和安宁之光。
 

 
----你的每一瞥、每一个微笑和每一句话，都能到达宇宙的远方，影响着宇宙中

每一个有生命和无生命的存在。每一件事物都与所有其它事物相联系；每一件

事物都渗透入所有其它事物之中。这就是华藏世界，这也是我们的世界。
 

 
----当你放光时，你就是在帮助人们看东西，因为你的光把人们照醒了。佛陀放

出大光明，照亮了十方世界。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地、毫无障碍地看到他。
 

 
----华藏世界是我们心的产物。无论是我们生活在充满了痛苦、分别和战争的娑

婆世界（the saha world) ，还是生活在充满了花鸟、安宁、慈悲和智慧的华藏

世界，这完全取决于我们。宇宙是唯心所造，每一件事物都来源于我们的心。

如果我们的心充满了矛盾和妄想，我们就会生活在一个充满了矛盾和虚妄的世

界中。如果我们的心是纯净的，充满了正念和慈悲，我们就是生活在华藏世界

里。
 

 
 
----不要用意识去听，你会发现你自己就在华藏世界里，感受着光明、珍宝和莲

花。当你处于那种境界中的时候，你只须去体会和被体会。总有一天你会契

入"互即互入"之实相，而它也将融入于你的生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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