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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人生中，信仰意味着什么？是生命的

最终依归，还是可有可无的点缀？信仰又能为我们

带来什么？是人生道路上的智慧明灯，还是遭遇挫

折时的心灵安慰？在这信仰缺失的时代，人们或是

在信仰的真空中失去重心，或是在信仰的探索中彷

徨迷茫，或是因为对信仰的渴求而饥不择食。那么，

信仰的真空要靠什么填补？信仰的渴求应当如何解

决？信仰的探索又该遵循什么标准？换言之，对信

仰的诉求是否终将归于宗教？希望我们在本文探讨

的问题，也是您所关注的。

【一、信仰与人生】

愿斋：是否所有人都有宗教信仰的需求？

济群：如果说所有人都有宗教信仰的需求，

那未免绝对。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的确有许多

人没有宗教信仰，也不曾意识到信仰对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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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尤其在中国社会，许多人对宗教都缺

乏正面认识。在这样的前提下，信仰需求或者

被扼杀在摇篮中，或者转化为其他需求。至于

那些终日为衣食奔忙或沉溺声色的人，从未思

考过人生大事，自然也觉得信仰是可有可无的。

但信仰关注的是人生大事，包括生从何来、

死往何去，包括对自我和人生价值的认识，也

包括心灵关怀和烦恼的解脱。这些都是人类永

恒的问题，不会因为我们的忽略而不再存在。

事实上，但凡有思想的人都可能碰到。一旦涉

及这些问题而没有宗教信仰作为支撑，人生往

往会陷入迷茫中。

觉照：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有宗教信仰的

需求。即使那些自称没有任何信仰的人，在人

生的特殊时刻，尤其是死亡来临时，也常常会

发出诸如此类的感慨——“假如我有一种宗教

信仰该多好啊！”我觉得，只要这个世界还不

完美，还存在种种苦难，种种缺陷，宗教信仰

就有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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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照：也有人认为，有信仰总比没有信仰

更好，这种观点对吗？

济群：拥有健康的宗教信仰，当然比没有

宗教信仰更好。因为信仰能帮助我们找到人生

的究竟归宿，净化心灵，建立道德规范，引领

我们踏上古圣先贤的求真探索之路。

愿斋：常常听到有人说“我什么都不信”，

这种人是否存在？这一观点的危害是什么？

济群：这句话本身是有问题的。他们信不

信食物可以充饥呢？信不信太阳可以带来光明

呢？真的什么都不信，就无法在世间生存了。

事实上，他想说的只是自己什么宗教信仰也没

有，却将这个问题极端化了。无神论者是存在的，

但即使是无神论者，也不能说什么也不信。

因为对宗教的长期隔阂，我们周围的确有

很多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但如果连基本的

人生信念也不具备，往往引发私欲的极端膨胀。

近年来，功利主义在中国迅速发展，导致拜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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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风。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信仰。

宗教是道德建立的基础。古往今来，许多

民族都是依宗教建立自身的道德准则。“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提倡了几十年，这和菩

萨道的精神完全一致。但人性是自私的，如果

认识不到“为人民服务”的意义，很难使人们

自觉接受，更难以长期坚持，无法具有持久的

生命力。

闻道：有人觉得做个好人就行了，为什么

要有宗教信仰呢？他们认为，某些声称有信

仰的人未必比自己善良。

济群：关于好人的说法非常笼统，每个人

都有理由认为自己是好人，但究竟依照什么标

准呢？而所谓的好人，也有不同程度的区别。

我们一般认为的好人，就是善良而富有爱心的

人。从佛教角度来说，能依五戒十善生活，是

人天乘的标准；能断除贪嗔痴，是解脱道的标准；

能自觉觉他、自利利他，是菩萨道的标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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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满断德（生命中不再有贪嗔痴）、悲德（对众

生具有无限慈悲）、智德（具足一切智慧）的佛陀，

才是究竟的好人。所以说，宗教信仰不仅为我

们界定了是非善恶的标准，更为我们指明了完

善道德的途径，帮助我们成为具有深度和纯度

的好人。

不可否认，的确存在虽有信仰却品行不端

的人。但问题在于，这些人是否按照信仰的道

德标准来要求自己？此外，每个人的素质和起

点都不同，有些人积重难返，但只要有心向善

并持之以恒，多少总是会发生转变的。我们衡

量一个人时，不仅要横向比较，也要纵向比较。

觉照：宗教信仰不只是教我们做一个好人，

善良的人，同时也教我们做有智慧的人。这一

点佛教表现得最为突出。学佛必须福慧双修，

悲智双运，二者缺一不可。

觉照：很多人认为，信仰只是为了寻找死

后的归宿。若年轻时就信仰佛教，难免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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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和事业发生抵触，不妨等老了再考虑这个

问题。

济群：人们在年轻时往往会有许多理想和

追求，当他们将全部精力投入其中时，或许还

意识不到信仰的意义。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

对世俗生活的虚幻才会有深切体会。尤其是到

“老来岁月增作减”的时候，名利地位也好，家

庭事业也好，与即将到来的死亡相比，都显得

不再重要。所以人们在晚年更需要信仰的支撑，

这也是信徒中老年人居多的主要原因。所以有

人认为，信仰只是老来的安慰，年轻时关注信

仰还为时过早。

其实佛教既有出世的层面，也有入世的层

面，绝非消极避世。它所关注的不仅是生死大

事，也包括对现实人生的改善。佛陀在《善生经》

中，就对世人如何处理家庭关系、看待财富等

问题作了非常具体的开示。如果我们年轻时就

依教奉行，会少走很多弯路。反之，如果一生

为欲望奔忙操劳，且不论结果如何，难免沾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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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不良习气，老来想要改变时往往力不从心。

同时，对信仰的实践也需要在年富力强时进行。

历代祖师大德多是在年轻时开始修道，佛陀更

是在三十五岁便已觉悟。这就像接受教育，在

年轻时开始更好，还是到晚年开始更好呢？

【二、正信、迷信与邪信】

闻道：说到信仰，人们往往会联想到迷

信。究竟什么是迷信？

济群：迷为迷惑、分不清，信为相信、顺

从，而迷信就是盲目的相信和崇拜。从广义上说，

凡不能把人导向觉悟、智慧和真理的信，皆可

称为迷信。

从信仰对象来看，如果对象本身尚处于迷

妄状态，那么建立其上的信自然也是迷妄的。

通常，我们总觉得宗教信仰中才存在迷信现象。

事实上，我们在生活中也常常陷于迷信而不自

知。比如贪财的人为财迷，贪色的人为色迷，

爱看戏的人为戏迷，爱看球的人为球迷，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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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子不胜枚举。也有些人迷信数字，如广东

人喜欢“八”，西方人忌讳“十三”和“星期五”。

还有人迷信名字，以为改一个吉利的名字就能

为自己带来好运。这些都是想当然的迷妄行为。

从我们自身来看，如果极端执迷于某事，

也会引发迷信行为。如算命、看相之类，本可

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并不完全是无稽

之谈。因为命运的确有一定规律可循，也就是

佛法所说的“如是因感如是果”。但缘起的生命

现象甚深难知，其中包含诸多不确定因素。如

果我们过分相信算命，以为命运一定是如此这

般，那又大错特错了。

觉照：还有许多人将宗教等同于迷信，那

么，如何认识宗教呢？

济群：将宗教等同于迷信的观点，反映了

人们对宗教的无知。宗教并非人们想象的、源

于人类对世界的无知或某种偶然，所以到一定

时期就会完成其历史使命。纵观人类历史，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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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社会到今天的信息时代，宗教早已渗透在

不同民族的文化中，渗透在生活的各个领域，

成为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虽然其中

有多神、二神、一神、无神的演变，有低级和

高级的不同，但宗教始终是精神生活的核心。

不可否认，某些宗教行为中的确掺杂了迷

信色彩。所以，我们必须了解正信、杂信、迷

信乃至邪信之间的区别。

闻道：怎样看待“提倡科学，破除迷信”

的说法？

济群：提倡科学能否破除迷信？事实上，

在科学盛行的地区，在具有相当科学知识的人

身上，迷信现象依然存在。因为人类的认识能

力有限，科学能告诉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

却无法帮助我们认识自己，认识内在的心灵世

界。

我们高举“科学”的旗帜，但真正认识科

学吗？了解科学的精神吗？我们把科学等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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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但科学尚处于不断发展中；我们崇尚科

学的力量，但科学是一把双刃剑，它所产生的

作用，还取决于掌握者和使用者。

唯有真理才是破迷开悟的武器。这又涉及

两个问题：首先，我们破除的是不是迷信？其次，

我们用来破除它的武器是不是真理？否则的话，

我们很可能是以一种迷信去破除另一种迷信，

甚至是以迷信障碍对真理的认识。

闻道：那么，佛教中是否存在迷信现象

呢？佛教又是如何破除迷信的呢？

济群：佛教中的确存在着迷信现象。在许

多名山宝刹，每天有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在烧

香磕头，其中大多带有迷信色彩。因为在他们

心目中，佛菩萨就是人类的保护神，求求拜拜

就能获得护佑。

佛教认为，迷是由于众生的无明所致。除

了觉悟的圣者，又有哪个凡夫不迷呢？只是迷

得深或浅罢了。正因为缺乏智慧，才使我们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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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于执著，使人生充满困惑。所以佛法特别强

调智慧的作用，要通过闻思经教树立正见，通

过修定发慧走向解脱。佛法所说的解脱包括心

解脱和慧解脱，一方面使内心从烦恼中解脱出

来，一方面使认识从迷惑中解脱出来。当我们

解脱烦恼迷惑之后，就不会再被迷情所转。

闻道：法轮功的乱象，使某些人对宗教心

存畏惧。那么，邪教与宗教是否有着内在联系，

它们的区别又是什么？

济群：什么是邪教？通常，其教主多因极

度狂妄而自视为救世主，也有出于个人私欲而

创教。在手段上，他们或是以似是而非的观点

欺骗大众；或是以特异功能招徕信徒；乃至以

危言扰乱视听，如宣扬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等，

使人们因恐惧依附其门下。总之，他们的所作

所为决不是慈悲济世。

邪教和宗教的确有着某种联系。因为邪教

往往会依附于某种传统宗教。比如法轮功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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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名相，而西方许多邪教则依附基督教、天

主教。邪教所宣传的世界末日、上升天堂，以

及教主对自己的神化，其内容往往来自传统宗

教，以增加其邪说的可信度。然后，将剽窃的

内容根据自身需要再加工。即使邪教中经常出

现的劝人行善，也都是变了味的，只是蛊惑人

心的伎俩。所以说，邪教是长在宗教身上的一

颗毒瘤。

觉照：信仰邪教会带来什么危害？

济群：这个问题，可能通过一些事实更容

易说明。在“世界邪教大观”的网页上，转载

了《环球时报》这样一段内容：

1978 年 11 月 18 日，美国邪教组织“人民

圣殿教”914 名教徒在圭亚那集体服毒自杀，前

往谈判并劝说的美国众议院议员赖恩及随行人

员也一同被杀。

1993 年 4 月 19 日，“大卫教派”在美国得

克萨斯州韦科市以东的卡梅尔庄园被联邦调查

局出动的军警包围 51天。庄园被攻陷后，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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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 80多名邪教成员与教主大卫·考雷什集体

自焚，葬身火海。

1994 年和 1995 年，邪教组织“太阳圣殿教”

先后在瑞士、加拿大、法国制造了多起集体自

杀事件。

1995 年 3 月 20 日，“奥姆真理教”在东京

地铁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沙林毒气事件，导致 12

人死亡，5500 人受伤。

1997 年 3月 26 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

亚哥的一个邪教组织“天堂之门”，包括教主在

内的 39人集体自杀。

2000 年 3月 17 日，乌干达邪教组织“恢复

上帝十诫运动”，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教徒集体自

焚事件，530 多名教徒在乌干达西南部的卡农古

教堂被集体烧死。随后，警方又发现多处被害

教徒的坟墓，总数达上千人。

闻道：如何才能避免邪信？

济群：当我们接触一种宗教时，不要一味

盲从，而要认真观察和思考：其教主是否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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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慈大悲的济世情怀，具有值得仰赖的高尚道

德；其教义是否符合真理，是否能使我们提升

人格并最终走向解脱。当我们选择一种宗教时，

更不要有急功近利的想法，否则很容易误入歧

途，因为邪教往往是利用人性的弱点来吸引信

徒并对其进行精神控制。当我们准备确定一种

信仰时，还要看它是否经过了时间考验。事实

证明，传统的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等，

不论对个人还是社会都是有益的。

【三、信仰与理性、科学】

觉照：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些信徒虽然不

了解多少教理，却非常虔诚；而一些信徒虽

然掌握了很多教理，反而没那么虔诚。这一

现象说明了什么？

济群：信仰和人们的精神需求有关。如果

内心对宗教有强烈需求，就会身体力行地实践。

一旦由实践得到切身的宗教体验，信仰就会更

虔诚，更坚固。但佛教信仰还应以理性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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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缺乏这一基础，又没有正确的实修实证，

即使初发心非常猛利，也很难一如既往地保持。

至于掌握教理后能否得益，关键是看学佛

的定位。如果仅仅将教理当作学术来研究，不

和自己的人生发生关系，不将佛法切实运用到

生活中，是得不到真实利益的。即使对教理研

究得再多，也难以生起虔诚的信心。

云海：有人认为信仰必须建立在理性基

础上，也有人认为首先要做到“无条件的信”，

应当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济群：说到宗教，必然涉及信仰。基督教

有“因信称义”“信者得度”之说，显示了信的

绝对作用，这就是典型的“无条件的信”。因为

很多宗教经验是超越理性的，所以他们往往排

斥理性。

但佛教认为，人类之所以为万物之灵，正

是因为具有理性思维能力。那么提倡理性的佛

教，又是如何看待信的作用呢？《大智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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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我们：“佛法大海，信为能入，智为能度。”

要进入佛法海洋，首先必须有信，但要从佛法

得到利益，必须依靠智慧（理性）。佛法修学有

信、解、行、证四个次第，也是以“信”作为

入门的第一步，再辅以“解”和“行”，最后才

能达到“证”的目的。只有对佛法生起信心，

才会认识和理解，才有能力行持和实践。反过来，

对佛法有了深刻理解和切身实践后，才能使信

仰得到进一步深化。

关于信仰和理性的关系，印顺法师将其概

括为：“佛法依正见而建立正信。”如果没有正

见的基础，信仰很可能落入迷信乃至邪信中。

佛教还有一句话是“有信无智长愚痴，有智无

信增我慢”，辩证地指出了信仰与理性的关系。

佛法重视理性，但这是指正确而健康的理

性。八正道是佛法修行的常道，其中又以正见

和正思维为首要，即正确的认识和思考。有了

理性的指导，才能成就正语、正业、正命、正

精进、正念和正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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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海：在网上经常看到佛教徒与自然科学

工作者之间的交流。一些佛教徒常在言语间

将科学工作者归于八难中的“邪见众”，引起

科学工作者的强烈反感，并多次指出，许多

攻击科学的佛教徒根本不懂科学。

济群：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

本身说不上正见或邪见，关键在于指导科学研

究的“见”是否正确。教界人士对科学工作者

的责难，主要和唯物论的知见有关。就科学研

究本身来说，如果不执著唯物论为基本出发点，

而是本着求真的精神探索未知世界，那么双方

应该是有共同语言的。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渠道

追求真理，也包括科学研究。如果一概加以否定，

是坏人善根。即使对知见不正的人，也应善意

引导。

这还使我联想到另一种极端。长期以来，

很多人都将科学等同于真理，而视宗教为迷信，

试图以科学代替宗教。其实，这两种想法都是

片面的。宗教和科学是两个不同领域，解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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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在的不同问题。科学是帮助我们认识物质

世界，改善生存环境 ；而宗教则是建立社会道

德，解决生死归宿，两者无法相互取代。所以，

牛顿、爱因斯坦等许多著名科学家都有宗教信

仰。

觉照：有了宗教信仰后，还能客观地从事

学术研究吗？

济群：许多研究宗教的学者会标榜自己没

有信仰。也常听到有学者说，虽然我不反对学

生有宗教信仰，但我不希望他们在研究中介入

信仰成分。这似乎都在表明，一旦拥有信仰，

就会使学术研究失去客观性。之所以会有这样

的观点，应该和历史上某些宗教对理性的压制

有关。

但佛教信仰和理性并不冲突。从佛法角度

看，理性正是人类通达真理、成就解脱的基础。

但我们也要认识到，理性往往是以个人的经验、

知识及好恶为基础，这就使它很难摆脱自身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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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所以学术界在很多问题上莫衷一是，“彼亦

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我认为，如果是从事佛学研究，只有以信

仰为基础，才能更客观地认识佛教。如果不真

正走入其中，怎么可能有全面透彻的认识？长

期以来，人们总是在某种思想的指导下研究佛

教，可想而知，其客观程度会是如何。更何况，

能通过书本和知识传达的佛法内涵很有限，如

果自己没有修证体验，几乎不可能如实、客观、

深入地了解佛教。

《瑜伽师地论》曾说到四种真实：世间极成

真实、道理极成真实、烦恼障净智所行真实、

所知障净智所行真实。学术研究只能达到道理

真实的层面，而圣贤们成就的是烦恼障净智所

行真实、所知障净智所行真实，这是非宗教实

践者永远无法抵达的境界。

云海：一般的宗教和科学一样，都带有某

些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的形而上学的基

本假设。如果带着某个基本假设来解释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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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假设，两个基本假设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

性就很大。这是科学研究的大忌！而佛教本来

就不带有这种形而上学的假设，其基本原则就

是“如实知见”，所以信仰佛教是不会障碍科学

研究的。

【四、宗教与社会进步】

云海：有些学者认为，非竞争性的佛教

信仰是中华民族近 500 年来不能自立于世界

前列的根本原因。而其他佛教国家，如缅甸、

泰国、老挝、斯里兰卡等，皆属于不发达国家，

中南半岛文明发祥地的柬埔寨更是如此。现

代社会是强者生存、崇尚竞争的，要完成中

华复兴的伟大事业，就要清除佛教之类的“软

骨头”思想。

愿斋：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中华民族

的主体思想由儒释道三家构成，在历史上曾为

中华的数度辉煌立下汗马功劳。过去如此，今

天也能进一步发挥作用。事实证明，受这些思

想影响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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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坡、港台等地，还有千百万海外华人，都为

世界创造了繁荣。中国近代以来的衰弱，或许

正和舍弃本民族优秀文化，盲目学习西方，提

倡连西方都不以为然的“达尔文主义”有关。

有人接受进化论之后，以此作为衡量一切的标

准。进化论在动物界是适用的，但对人类来说，

近现代社会发生的腥风血雨，便和“社会达尔

文主义”的泛滥不无关系。在文明的今天，究

竟是提倡佛教的非暴力精神，还是主张弱肉强

食的无情竞争更符合人们的愿望？

济群：佛教对社会的影响不可能是全部的，

所以将国家兴衰简单归因于佛教是片面的。就

中国来说，佛教虽然与传统文化水乳交融，但

真正治国还是依儒家思想。此外，也不能以经

济发达作为衡量社会健康发展的唯一标准。

如果说佛教的消极在于强调了非暴力，难

道现代社会还缺少暴力吗？这个世界已经有太

多的争斗，人类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结

果如何呢？当我们斗到精疲力竭之际，又靠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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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来抚慰自己的心灵？

从经济发展来看，西方国家固然更强大，

但社会问题并没有因此消除。一个健康的社会，

应该是经济和文化平衡发展的，是具有良好道德

风尚的。至于佛教对当今社会的作用，取决于这

一思想能为我们提供什么帮助。如果佛法能为我

们提供智慧引导，解决心理问题，带来世界和平，

那正是当今社会所需要的。

闻道：问题是，现在的世界和平就是靠武

力维持的。为什么中国在过去几百年里一直

遭受侵略？就是因为我们经济落后，正所谓

“落后就要挨打”。

济群：目前，人类拥有的核武器足以把地

球毁灭几十次。通过发展核武器互相制衡，是

制止战争爆发的唯一可行方法吗？我们怎样才

能保证这些核武器得到安全保存？事实上，世

界多一件武器，就多一个不安定因素，多一个

引发战争的导火索。所以说，再先进的武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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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使世界变得危机四伏，而不是和平安定。

美国的 911 事件就足以使人警醒。他们的经济

可谓发达，武器可谓精良，仍然无法避免这样

的灾难。正如一行禅师所说，世界和平是始于

人类内心的和平。

闻道：佛法所说的“不、空、无”，是否

会使人脱离现实社会？如果所有人都接受这

些观念，是否会导致社会停滞不前？

济群：现代人喜欢谈进步和发展。在我们的

想象中，进步和发展总比落后要好。而我们所谈

的进步和发展，往往局限于经济和科技。在这样

的发展浪潮中，淳朴的民风、传统的美德、悠闲

的心境都在渐渐失去。以失去这些作为代价的发

展，是否值得？因为幸福不仅在于物质，更在于

良好的心态和健康的身体。

佛法所说的“不、空、无”，并非我们理解

的一无所有。说空，是要否定错误的认识和执著，

这正是烦恼之源。倘能认识到一切存在都是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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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假相，本质上是无自性空的，我们就不会

被任何变化所伤害，才能更从容地面对人生。

觉照：健全的法律和良好的社会制度能取

代宗教吗？

济群：西方人文主义的兴起，是对中世纪

神权统治的否定，认为良好的社会制度可以解

决一切问题。经过几百年的努力，虽然社会制

度日趋完善，但问题还是层出不穷。因为健全

的法律只能制裁犯罪，却不能消除犯罪；良好

的制度只能减少导致犯罪的因素，却不能消除

实施犯罪的动机。可见，社会问题归根到底还

是人的问题，心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内心无法

宁静，如果我们的行为失去道德，社会又怎能

出现安定的局面？

【五、信仰现象的分析】

愿斋：前面说过，烧香礼佛的现象往往带

有迷信色彩。那么，这些行为能否将我们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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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真正的宗教信仰呢？

济群：信仰是寻找终生的依赖，这种依赖

将贯穿整个人生。所以当我们确定信仰时，需

要举行某种仪式，比如基督教的洗礼，佛教的

皈依。凡是没有经历这一过程的，不能算作真

正的基督徒或佛教徒。

就佛教来说，皈依的关键在于宣称三皈，

即“尽形寿皈依佛，尽形寿皈依法，尽形寿皈

依僧”。这是选择佛教信仰后的宣誓，直接关系

到我们能否获得佛教徒的资格，也是区别佛教

徒与非佛教徒的标准。当然，想要成为合格的

佛弟子，还须遵行相应的戒律，如佛教的五戒等。

至于那些不曾皈依，只知烧香礼佛的人，

或是出于朦胧的宗教需求；或是停留在民间信

仰阶段，对寺院、道观、神庙一视同仁地顶礼

膜拜；或是纯粹的功利行为，抱着“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的态度来投机，严格地说，都不

属于宗教信仰的范畴。当然，如果以虔诚心礼佛，

也能因此获得内心安宁，并种下善根。而在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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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宝的过程中，也有更多机会接触到正信佛

教。

觉照：有些人是因为事业或感情受到挫折

才转向宗教寻求安慰，如何看待这种信仰动

机呢？

济群：每个人都有自己寻找信仰的契机，

但这只是出发点，关键是在此基础上引发正确

的信仰。从佛教角度来说，如果只是因为遭遇

挫折而寻求心灵安慰，并不是佛教提倡的，很

难引发正信，对探索真理也没有切实帮助。

当然，挫折也是引发信仰的助缘。因为人

生有种种苦难，我们才会生起离苦得乐的愿望。

生命是脆弱的，佛陀当年正是有感于世间老病

死的痛苦，才发心求道。所以信仰并非逃避现

实的手段，而是改善人生、探索真理的动力。

愿斋：一个人是否可以拥有多种宗教信仰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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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群：这通常是因为信得不深。如果信得

很深，自然不会这么杂。许多宗教都有强烈的

排他性，佛教虽然比较包容，但也要求专一。

如果不安住，是无法深入学修，从中受益的。

就像我们拥有几处房子，但也只能在一个地方

睡觉，如果整夜在各处游走，势必无法安眠。

信仰是为了寻找归宿，而真正的归宿应该是唯

一的。

觉照：有些人觉得佛教信徒中，文化层次

还是偏低。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

愿斋：我们接受的教育对宗教始终持批判

态度，这使很多知识分子视佛教为迷信，自然

就很难信佛。相对而言，没多少文化的人也不

易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但西方的佛教徒往往

文化层次较高，说明这种现象只是地区问题，

不是佛教本身的问题。

云海：五四运动前，儒家是中国的主流文化，

它对佛教也是排斥的，所以受过教育的人对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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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普遍有抵触情绪，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这

种抵触情绪就小得多。久而久之，就使人们误

以为佛教只有“低”层次的人才信。

在一些东南亚国家，佛教传入几乎与文明

进程同步。因此，佛教的人天乘善法也成了这

些民族的主流知见。缅、泰等国几乎全民信佛，

不论文化水平高低，都将信佛当作光荣的事。

藏地的情况与此相似，历史上的文化精英也多

为僧人。但在汉文化圈子中就不同，因为汉文

化有些观点和佛教是相抵触的。

济群：佛教徒的文化层次偏低，只是特定

时期的特殊现象，是人们对佛教的隔阂与无知

造成的。在古今中外的社会精英中，信佛者比

比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佛教有庞大的哲学

体系和严密的逻辑思辨，假如没有一定的文化

素养，也很难深入堂奥。

觉照：从现状来看，佛教徒中女性占了相

当比例，这一现象又说明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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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海：女性富有慈心和同情心，在逆境中

的忍耐力较强，容易对佛法生信。但由于受三

纲五常等封建流毒的影响，传统中华女性在心

智方面存在一些缺陷，如拒绝理性思维、依赖

性强、意志薄弱等。对有志于修学的女性来说，

必须引起重视，否则容易出现“信而无解”“能

信而不能行”等令人遗憾的结果。学佛光有信

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依教奉行。

济群：从总体看，学佛的女性确实比男性

多。因为女性感情细腻，比较容易感受人生痛

苦。此外，女性更需要寻找依赖，而男性则相

对独立，容易自以为是。再有一个原因是，男

性事业心强，当他沉溺于事业时，根本无暇考

虑人生问题。相对来说，女性有更多时间和机

会接触佛教。

愿斋：常听人说“学佛一年，佛在眼前；

学佛两年，佛在大殿；学佛三年，佛在西天”，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信仰淡化的现象？作为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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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徒，应该如何坚定自己的信仰？

觉照：当今社会对人的诱惑实在太大了。

如果一个学佛人没有法喜，得不到佛法的真实

利益，信仰必然要受到冲击。其次，发心不正、

动机不纯也是重要因素。佛教最终是要解决苦

的问题，但我们对苦的认识往往很肤浅。仅仅

通过书本认识苦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切身感受

自己和他人的痛苦。苦难能激发信仰，增长道心。

济群：学佛应该以出离心、菩提心为基础，

这也是坚守信仰的保障。很多人虽然信佛，但

从未生起出离心和菩提心，或是在初发心之后

逐渐忘失了。原因是什么？心的活动需要因缘

去滋润。过去的修行人很重视无常观和不净观，

就是为了巩固出离心。如果平时总是在世俗生

活的轨道中，久而久之，就会被各种欲望和需

求所主宰。同样，菩提心也要通过不断的观修

和实践来深化。而汉传佛教在这两方面都做得

很不够。

信仰还要建立在对佛法正见的认识上。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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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之所以会信仰淡化，是因为本身就信得比

较盲目，对佛法没有深入认识。换句话说，信

仰并未在他们内心扎下根来，没有成为他们的

观念。如何使信仰得到巩固？或是通过理性认

识，或是通过实践证悟，或是通过感应道交。

如果既没有胜解，也没有实证，又没有感应，

信仰自然会逐渐空洞，最后淡化或退失也就不

奇怪了。即使表面没有放弃信仰，也会落入习

惯性的麻木，甚至逐渐转向对世俗名利的追求。

所以要依正见建立正信。见，才是佛法与

外道的不共所在。但对信仰的实践，不能仅仅

停留在认识上，还需要身体力行。如果有正见

指引，再辅以出离心和菩提心，信仰就能不断

得到巩固、深化和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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