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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究竟怎么看世界？

可能有人会奇怪：佛教关心的是人生烦恼

及痛苦的解脱，与认识世界、了解世界有什么

关系？事实上，对世界能否达成正确认识，直

接关系到我们的幸福。因为人生的许多烦恼和

痛苦，都是由错误世界观造成的，正如我们平

时所说的那样：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所

以说，对世界的观察和认识，是正确或是错误，

是深刻或是肤浅，是全面或是片面，总会在不

知不觉中影响我们的心灵感受，左右我们的行

为方式。

【一、世界者何】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现在使

用的很多词汇，最初都来源于佛教，包括我们

经常说到的“世界”。佛法所说的世界，由时间

和空间组成。《楞严经》卷四曰：“云何名为众

生世界？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汝今当知，东

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现在

未来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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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为迁流义，属于时间范畴。佛法认为，

时间像流水一样，处于不断的迁流中。从过去

延续到现在，又从现在延续到未来，所以时间

的存在形式为三世，即过去世、现在世、未来

世。而“界”则是对方位的界定，属于空间范畴。

佛教对宇宙的空间，有六方和十方之说。六方

是指东、西、南、北、上、下；十方则是指东、

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

佛教又把世界称为世间，“间”为间隔义，世界

就时间划分，有三世的间隔；就空间划分，有

方位的间隔。

佛法所说的世界，古人称之为宇宙。《淮南

子》曰：“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宇

为空间，即东、西、南、北、上、下；宙为时

间，即古往今来的变化过程。就其基本定义而言，

与佛教关于世界的概念基本一致。

世界包罗万象，若从佛法的角度认识，有

不同的划分方式。

从内容上，可归纳为两部分：一是有情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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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有情，即六道中一切有知觉、有情感的生

命，比如人类和形形色色的动物等；二是器世间，

指一切生物赖以生存的山河大地等。从结构上，

可划分为三部分，即欲界、色界、无色界。从

生命的存在形式上，则分为地狱、饿鬼、畜生、

阿修罗、人、天、声闻、缘觉、菩萨、佛，也

就是通常所说的“十法界”。

相对于我们看到的现实世界，佛法对世界

的认识更为深远。世界不是单一的存在，而是

有着重重不同的层次。

【二、佛世时人们对世界的看法】

人类文明就是取得认识的过程，而对世界

的如实认识，正是一切认识的最终目标。自古

以来，人类对所依存的世界，始终没有停止过

探索。如果说洞察万物是一切科学的愿望，那

么了解生命真相就是所有宗教的动力。所以，

不论哲学、宗教还是自然科学，都是建立在对

世界的不同观察方法，和由此而来的认识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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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在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度表现

得尤为突出。印度是热带国家，人们的生活问

题相对容易解决，所以印度人关心生死甚于生

活，关心世界甚于家庭，一旦衣食无忧就去打

坐冥想。这使得他们在两千年前就形成了众多

的思想理论，并依照各自对世界的认识，创立

了派别众多的宗教和哲学体系。

佛经记载：佛陀在世时，对世界的解释已

形成九十六家学说，可谓众说纷纭。其中又以

六十二种最具代表性，称为“六十二见”。根据

其共性，可归纳为以下三种：

1.宿命论

宿命论又称定命论。持此论点者认为，我

们一生的命运，一生的富贵贫贱、吉凶祸福，

都是前生早已注定的。有些人似乎特别被命运

垂青，事业、家庭样样如意，诸事顺遂；而有

些人命运多舛，即便劳苦终日，最后还是穷困

潦倒……是什么在冥冥中操纵着一切？是什么

导致了这些不平等现象？在宿命论者眼中，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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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我们与生俱来的命运。

宿命论的观点很容易和佛教的因果观混淆，

令许多不曾学佛或是对佛法了解不深的人将两

者混为一谈。事实上，因果观与宿命论存在本

质的差别。宿命论者所说的因果，属于机械因

果论。依照他们的理论，命运来自不可知的力

量，也是人类无法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和扭转的。

命运既已注定，那么，不论今生努力修善或无

恶不作，都没什么切实的意义。

2.神佑论

东西方宗教大多认为，宇宙中存在主宰一

切的神，比如上帝之于基督教，真主之于伊斯

兰教，大梵天之于婆罗门教。

《圣经·创世纪》记载：“上帝说，要有光，

于是便有了光。”上帝按照他的意愿，在六天内

创造了天空，创造了大地，创造了海洋，创造

了生命和物种，创造了果实和作物，最后按照

他的形象创造了人类。而在《古兰经》中，我

们可以看到同样的描述：“他以大地为你们的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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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空为你们的幕，并且从云中降下雨水，而

借雨水生许多果实，做你们的给养。”

对于他们的信仰者来说，神的权威超乎一

切之上，整个自然界都属于神的创造，而操纵

世界进程的规律同样来自神的旨意。人类想要

通过自己微薄的力量去改造命运，无异是天方

夜谭。神佑论和宿命论一样，否定了现生努力

的作用。既然万物都来自神的恩赐，那么，人

生幸福也只能通过对神的祈求才能获得。

3.偶然论

偶然论认为，世间万事万物，乃至人生的

一切，都是偶然而没有规律可循的。

在持这一观点的人看来，我们的出生来自

父母偶然的结合，而成长过程更充满了偶然因

素：偶然进入某个学校，偶然从事某种职业，

偶然遭遇成功和失败……如果一个人的认识仅

仅局限于自身，那么，发生在他身上的很多事

的确貌似偶然。我们常常会在回顾人生时陷入

这样的假设：“如果当初……那么，我的命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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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另一番景象。”似乎人生完全是由各种偶然因

素促成，我们只是在偶然的选择和机缘中被造

就。

事实上，任何事物的发生都具有内在联系，

也就是它所产生的原因和由此带来的结果，两

者包含了现有事物的一切信息。但我们常常由

于个人经验的限制，不了解因果规律，不了解

偶然背后的必然，因而对人生充满困惑，只能

把自己无法理解的一切笼统地归之于“偶然”。

那么，佛法又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呢？

在佛法看来，宿命论的观点往往偏执一端，

难以自圆其说。比如疾病的产生，固然有业力

的影响，但也会因为四大不调而造成。若是我

们平日疏于饮食调养，不是暴饮暴食就是三餐

无着，久而久之，健康自然受损。那由此带来

的疾病也是命中注定的吗？又比如我们的寿限，

虽有命定的因素，但若是因为看不到人生意义

而去自寻短见，这轻生的结果也是无法避免的

吗？按照宿命论的观点，一切行为都是命中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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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在强大的命运面前，我们只是受操纵的

傀儡而已。如果认同这样的解释，犯罪行为是

否会因命运使然而不必受到法律制裁？所以说，

宿命论的观点不仅消极，而且难以让人信服。

佛教所说的因果，虽然也承认命运的存在，

承认生命发展有一定规律可循，但命运不是绝

对的。一方面，命运建立在因果基础上；另一

方面，由因感果的过程又取决于缘的推动。佛

法所说的因果是众多条件的和合，绝不等同于

宿命论者的论调。我们今生的生命状态固然和

命运有关，和前生带来的生命信息有关，但因

还需要缘来成就。在由因感果的过程中，任何

一个条件的改变，都会影响到最终结局。也就

是说，今生的言行及环境等因素，直接关系到

前生种下的因能否成熟。

举例来说，某人天资聪慧、记忆超群，有

文人之因。若有幸出生于学习氛围良好的家庭，

有老师的精心栽培，那么他的才能就会得到正

常发挥，成为学识渊博之人。反之，若是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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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寒，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更没有读书机会，

没有师长指点，纵使聪明过人也难有所作为。

又比如说，我们前生与某人结冤，种下不善之因，

今生若有缘相逢，这个因就会像种子受到阳光

雨水的滋润一样迅速生长。因为前生播下的恶

因而导致今生的对立，甚至一见面就觉得不顺

眼，为些许小事造成相互之间的毁谤、争斗。

这是因在缘的催化下结果，所谓“因缘会遇时，

果报还自受”。但如果他们一直无缘相遇，那么

因就像埋在仓库的种子一样，遇不到生长的缘，

也就缺乏成熟的条件，所谓时节未到。由此可见，

缺少缘的因就像没有土壤的种子。没有外缘作

为条件，纵使历经千年，业因也不会结果。

命运也是同样的道理。每个生命都带着无

始以来形成的业力，如果我们能正确认识因和

缘的内在联系，就可以通过改善外缘，达到改

造命运的效果。若是我们因前生不修布施，导

致今生的贫穷下贱，但只要现在通过行善、布

施和供养来积累福德资粮，就能在因上逐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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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贫困的命运；若是我们因前生嗔心炽盛而树

敌众多，但只要现在修习忍耐和谦让，严以律己，

宽以待人，对方也就无法和你继续争斗，从而

在客观上改变这段恶缘的成熟；若是我们因为

前生杀生过多，导致今生的多病与短命，但只

要现在修习慈悲，积极放生并护生，福田中就

能不断增长延寿的缘，从而改变短命的业报……

然而，外缘的影响是相对的，它既能使命运朝

好的方向迈进，也能促其朝相反一面发展。若

是我们因为前生行善积德带来福报，却不懂得

好好珍惜，善加利用，反而仗势欺人，多行不义，

那么今生造下的因缘一旦成熟，就会转福为祸。

世间没有一成不变的命运，因此佛法又将

命运称为“运命”。也就是说，命运是由自己运

载的，它的改变就掌握在我们手中。基于此，

佛教也不承认主宰神的存在，认为命运是由业

力决定的，即阿赖耶识中储藏的、无始以来的

生命信息。这些业力又是由我们的所思、所言、

所行决定的。我们过去的行为，导致今生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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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状态，再由现在的行为决定未来去向。

“众生业力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世

上之所以会有那么多我们无法理解的现象，并

不是某种不可知的神秘力量在推动，而是由我

们自身行为导致的。因此，偶然论者的观点同

样不符合佛教的因果观。佛法认为，世上所有

现象都有内在联系，即“诸法因缘生，诸法因

缘灭”。所谓的偶然，是建立在必然的前提下。

所以，不论宿命论、神佑论还是偶然论，

都是从某个角度来观察世界，带有很大的局限

性和片面性，对于世界的认识是不究竟的。

【三、世界的结构】

宇宙的结构是什么？我们生存的地球，在

宇宙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

面对茫茫宇宙，人们思考着，探索着。古

希腊哲学家首先提出“地心说”，认为地球是静

止不动的、处于宇宙中心的球体，其他星球都

围绕地球运转。到 16世纪初，天文学家哥白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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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提出“日心说”，认为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

地球围绕太阳运行。其后，天文学家们进一步

发现：天空中的很多星辰，是和太阳同样的恒星，

它们分布在广阔无垠的宇宙中，按各自的运行

轨道存在着。

佛教对世界结构的认识，既不同于地心说，

也不同于日心说，和现代科学倒是有相似之处。

当然，其深刻程度又非现代科学所能及。

1.三  界

三界，即欲界、色界、无色界，这是佛教对

有情世界的基本划分。佛教认为，世界以须弥

山为中心，在它的周围，根据有情的不同生命

层次，形成世界的差别。关于须弥山，现代人

有种种猜测，或认为是喜马拉雅山，或认为是

太阳系的中心。这些推断我们且不必理会，总之，

围绕着须弥山，除了太阳、月亮，还有众多星球，

形成有情世界。其中，包括欲界、色界和无色界。

什么是欲界？顾名思义，生活在这个层次

的人，欲望表现得特别强烈。在佛经中，将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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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定义为需求，包括生理和心理两方面的需求。

从内容上分，可分为财、色、名、食、睡五欲。

即人类对财物的需求，对性爱的需求，对名誉

的需求，对饮食的需求，对睡眠的需求。五欲

又建立在色、声、香、味、触这五种感官需求

之上。我们的眼睛喜欢悦目的色彩，耳朵喜欢

动听的声音，鼻根喜欢芬芳的气味，舌头喜欢

可口的味道，身体喜欢舒适的感觉。

一般来说，所有欲望中，又以食、色两种

最为强烈，所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具体到每个人，由于兴趣不同，对欲望又有各

自偏重：有人热衷敛财，将积攒财富视为首要

任务；有人热衷性爱，将男欢女爱看作至高享

受；有人热衷名誉，将名扬天下当成人生目标；

有人热衷饮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有人热

衷睡眠，大好光阴，一睡了之。虽然欲望的强

烈程度因人而异，但作为欲界众生，无一不是

沉溺在欲望的追求和享乐中。

三界众生又有六道的差别。其中，以人道



15

为枢纽。人道之上是天道，生存环境非常优越，

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和天人相邻的是阿修罗

道，意译非天，他们有天人的福报，却没有天

人的德行，并且嗔心炽盛，经常出于对天人的

嫉妒与其发生激战。

和人道共住的众生有两类：即畜生道和鬼

道。畜生道是我们最熟悉的，包括形形色色的

动物。在地球上，动物种类非常之多，现存物

种就已五花八门，成千上万。而就地球有限的

历史来说，业已灭绝的物种更多达现存数量的

一万倍。至于佛教所讲的鬼道，以饿鬼为主，

此外还有威德的鬼，有下贱的鬼，有寒酸的穷

鬼，有多财的富鬼……有的鬼福报非常大，住

在富丽堂皇的宫殿，而那些没有福报的孤魂野

鬼，只能在荒郊野外依附草木生活。

饿鬼道之下是地狱道，可分为“八寒地狱”

和“八热地狱”，其生存环境之艰苦，实是难以

想象，何况亲历。生活其间的众生，时刻都在

经历难以忍受的折磨，生不如死。八寒地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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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是寒冷，冷到什么程度？在这个世界根本

找不到如此寒冷的地方，比南极和北极不知冷

多少倍。处在八寒地狱的众生，被冻得浑身起泡，

大如莲瓣，身临其境，实在是倍受煎熬。八寒

地狱分别为：

1.额部陀，又名额浮陀。罪人因严寒所逼，

皮肉起泡。

2. 尼剌部陀，又名泥赖浮陀。此处罪人寒

苦加剧，所起之泡即刻爆裂。

3. 额哳吒，又名阿吒吒。此处寒苦更甚，

口不能言，于舌中吒吒作声。

4. 嚯嚯婆，又作阿波波。此处罪人寒苦至

舌僵，唯于喉中作嚯嚯之声。

5.虎虎婆，亦是因寒冷而发出之异声。

6. 优钵罗，译为青莲花。此处罪人皮肉受

冻开裂，色如青莲。

7. 钵特摩，又作波头摩，译为红莲花。此

处罪人皮肉受冻开裂，色如红莲。

8. 摩诃钵特摩，译为大红莲花。此地寒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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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极，罪人皮肉冻裂，如大红莲花一般。

八寒地狱外，还有八热地狱，处于其间的

罪人终日在极度高温中饱受各种刑罚之苦，千

生千死，万生万死。八热地狱分别为：

1. 等活狱，罪人依次遭受各种刑具加害，

闷绝倒地后再次复苏，继续受苦。

2.黑绳狱，罪人被狱卒以黑绳在身上分割，

再以刀斧或斩或锯。

3. 众合狱，罪人被狱卒逼入铁山之间，然

后铁山合拢，将罪人挤压至七窍流血。

4. 号叫狱，罪人寻求房舍入铁屋中，屋内

火起，将其烧得发出惨叫。

5. 大号叫狱，情况与号叫狱相似，只是有

两层铁屋，有情受苦更惨。

6.烧热狱，狱卒将罪人置于烧热的铁板上，

再以大铁钉由下贯穿全身，使受刑者七窍及毛

孔遍布火焰。

7. 极烧热狱，狱卒以三股叉从罪人下身贯

入，至两手及顶门而出。再以铁叶将罪人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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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丢入沸腾的锅中煎煮，骨肉分离后将骨骼捞

出。待皮肉复原，复又煎煮如前。

8. 无间狱，处于此地的罪人极为悲惨，所

遭受的酷刑主要有三种：

① 火焰从东方扑面而来，罪人站于铁地上，

其余三方之火依次而来，四维上下只有熊熊大

火及火中传出的惨叫声；

② 在铁箕中装满烧热的铁炭，将罪人放入

其中颠簸，再置于热铁地上，令其登热铁山，

上下反复不休；

③ 将罪人之舌拔出，以铁钉绷于铁板上，

又用铁钳撬开其口，将热铁丸置入，并灌以熔

化的铁水，从口、喉、五脏至下身流出，所经

之处无不溃烂。

地狱众生由于往昔造作的恶业，在无量无

边的痛苦中绝望挣扎。

尽管所处环境不同，各自福报不同，但欲

界众生都未脱离欲望束缚，只是在表现形式和

强烈程度上有所区别。从人间到他化自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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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越高欲望就越淡泊。以淫欲为例，天人和

凡人就不尽相同。四天王天和忉利天的天人尚

未脱离凡人的交合形式，但夜摩天的天人欲望

就相对淡泊，只需拥抱就能得到满足。到兜率天，

天人们只要拉拉手就能心满意足。而到化乐天

人就更简单，相视一笑即可。到最高一重他化

自在天，甚至连笑都是多余，彼此只要看一眼，

欲望就会得到满足。但不管怎么说，只要身处

欲界，仍会有欲望的困扰。

什么是色界呢？色界的“色”不是颜色，

也不是女色，而是代表物质。佛法认为，我们

对物质的认识主要依据两方面：一是显色，即

颜色；一是形色，即形状。任何物质现象都是

通过显色与形色两个渠道呈现在我们眼前，所

以，佛法将物质现象定名为“色”。

色界天在六欲天之上。欲界天享受的是物

欲之乐，而色界天享受的则是禅悦之乐。前者

是物质的，后者是精神的。相应的，到达欲界

天和色界天的要求也不同。如果我们能布施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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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持五戒十善，将自己拥有的钱财、掌握的技

术、具有的能力施舍给他人，再以戒律约束行为，

净化德行，就可以投生欲界天。而要到色界天

的话，仅仅布施、持戒就不够了，还必须修习

禅定。只有具备禅定基础，才能继续上升到层

次更高的色界天。

据禅定境界的不同，色界天又分为四禅十七

重天，即初禅三重天、二禅三重天、三禅三重天、

四禅八重天。由修行者的禅定境界，决定其在

色界天的层次。

三界中最高的是无色界，属于纯精神的世

界。投生于无色界，是修习四种空定的果报，

即空无边处定、识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非

想非非想处定。

色界的四禅加上无色界的四空定，合称四

禅八定。值得注意的是，四禅八定并不是佛教

特有的。佛陀在世时，印度许多外道也修四禅

八定。那么，佛教的禅定与外道有什么不同？

外道认为，一个人可以通过四禅八定证悟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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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修行人要突破三界：首先突破欲界，其次

突破天魔的世界，最后进入大梵天的境界而解

脱。还有一种外道认为，只有进入非想非非想

处定才是最终的解脱。

释迦牟尼佛在修行之初，也曾跟随外道修

习四禅八定。但佛陀以自身实践认识到，四禅

八定并不是真正的涅槃，仅仅是证悟解脱的基

础。所以，佛陀要我们“观三界如火宅”，因为

三界之内仍有生死和轮回。

2.三千大千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词

汇。那么，三千大千世界究竟是什么含义？究

竟有多大？三界内，欲界与色界的初禅天合为

一小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则是以小世界为单位

来计算，一千个小世界合为小千世界；一千个

小千世界合为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合为

大千世界。

小千世界、中千世界、大千世界合称三千

大千世界。如此，再以每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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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作为一位佛陀教化的区域。如我们居住

的娑婆世界以释迦牟尼佛为教主，西方极乐世

界以阿弥陀佛为教主，东方琉璃世界则以药师

佛为教主。

现在，我们再来计算一下三千大千世界的

容量。每个小世界就是一个太阳系，小千世界

就是一千个太阳系；由一千个小千世界组成中

千世界，等于是一百万个太阳系；一千个中千

世界组成大千世界，即十亿个太阳系。

3.十方微尘世界

虽然三千大千世界已大得惊人，但它并不

能代表整个宇宙。事实上，它在宇宙中就像砂

粒一样渺小。整个宇宙又有多大？佛经中是以

十方微尘世界来说明。十方是指东、南、西、北、

东北、西北、东南、西南、上、下，其间散布

着无量无边的微尘。而在十方世界中的三千大

千世界，就如微尘那么数不胜数。这在佛教的

很多经典中都有说明。

《阿弥陀经》介绍的西方极乐世界，就在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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娑婆世界十万亿佛土之遥的地方。鸠摩罗什翻

译的三十卷《摩诃般若经》中，佛说摩诃般若

大法时所放的光明，遍照十方恒河沙数世界。

又如《维摩诘经》记载：维摩诘示疾，佛遣文

殊师利及众比丘前去慰问。及至维摩诘家中，

舍利弗发现屋内空无一物，连座位都没有。正

在疑惑之间，维摩诘知其心意，便问文殊师利

菩萨道：“您已游历无量佛土，觉得哪一佛国的

椅子最好？”文殊师利答说，“依我看，从我们

这个东方世界过去，经三十六恒河沙国，有世

界名须弥相世界。其佛为须弥灯佛，那个世界

的椅子皆是师子座，高八万四千由旬，美妙无

比。”维摩诘闻言，随即用神通将那里的椅子搬

来让比丘们落座。到了用餐时间，维摩诘居士

发现，从我们这个世界过去，经四十二恒河沙

佛世界，有国土名香积，那里的饭特别香，且

能开发智慧，于是又用神通到那里取了一大钵

饭来。这都说明在我们所处的宇宙间，世界数

量之多不可穷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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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使人类不得不放弃

几千年来的妄自尊大，放弃自以为是的“地心

说”和“日心说”，也使人类不得不承认这样的

事实：我们的故乡地球乃至太阳系决非宇宙的

中心，和宇宙间无穷的未知部分相比，它们不

过是小小的砂粒。但科学对宇宙的认识还远远

不够，它能告诉我们的只是：宇宙具有潜在的

无限性。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佛法对世界

的认识：小世界是有量有边的，而十方微尘数

世界，乃至整个宇宙却是无边无际的。

【四、世界的生成及演变】

世界是怎么形成的？生成后又遵循什么样

的规律在发展？

佛法认为世界由因缘而生，既有形成的过

程，也会走向毁灭。任何一个世界都要在无常

规律的支配下，经历生成、稳定、毁坏、消亡

四个阶段。这个过程经典中称为成劫、住劫、

坏劫、空劫。

什么是劫呢？劫是一种时间计量单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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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们平时用来计算时间的概念：一年、一天、

一小时乃至分分秒秒。佛教所说的劫，主要有

小劫、中劫、大劫三类，此外还有更漫长的芥

子劫、磐石劫、侵蚀劫等。

小劫是根据人寿计算的。按印度传统说法，

人寿从 8万岁开始，然后随着众生道德的堕落，

每 100 年减去一岁，一直减到人寿 10岁的时期，

世界充满饥馑和灾难，人类苦于自然环境的恶

劣，开始寻求道德帮助。此后再从人寿10岁开始，

每经 100 年增加一岁，如是增至 8 万岁。这个

增减过程所耗费的时间为一小劫。如果以现在

的概念来计算，一小劫为 1599.8 万年。

每一中劫为 20 小劫，即 15,998,000×20，

共 319,960,000 年。

每一大劫为 4 中劫，即 319,960,000×4，

共 1,279,840,000 年。

佛教所说的芥子劫，时间漫长得几乎无法

计算，只得以比喻来说明：在方圆40里的城池内，

全部堆放着芥子。天人每百年从这里取走一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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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子，直到拿完城里所有芥子为止。在此期间

经历的漫长时间即为一芥子劫。而磐石劫是以

磐石的损耗来形容：有磐石方圆 40里，天人每

500 年下来一次，用衣袖往磐石上一拂，将磐石

表面抹掉一点。如是再三，直到将磐石磨损殆尽，

所须耗费的时间为一磐石劫。

在佛教中，宇宙的存在以“劫”作为时间

单位。世界的形成和毁灭，同样以“劫”来划分。

包括成住坏空四个阶段。

1.成  劫

成劫，就是世界形成的过程。

佛经说，世界形成于众生的业力。当然这

不是某个众生的业力，而是一切众生的共业。

众生的共业在宇宙中产生旋风：“觉明空昧，相

待成摇，故有风轮执持世界。”再由旋风在空中

转动，出现风起云涌的现象。云越聚越厚，开

始下起大雨。经中将首先出现的旋风称为风轮，

将由此带来的大雨称为水轮。风轮把空中众多

微尘旋刮在一起，又由水轮的力量使各种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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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经过一小劫的漫长时间，世界的雏形开

始显现。世界形成后，再经十九个小劫，逐渐

出现三界六道众生，即为成劫。

2.住  劫

地球形成之初，土壤松软肥沃，到处生长

着茂密的森林和香甜的水果。其时，地球还没

有人类居住，除植物外一无所有，水果成熟后

也无人采食。后来，光音天的天人来此云游玩耍，

发现此地物产丰富，就经常飞来采食。由于贪

食过甚，身体沉重得无法飞翔，无奈之下，只

好留在地球上。在此之后，经过一代又一代的

繁衍，人口越来越多，世界渐渐进入稳定的发

展状态。佛经中把这个时期叫作住劫。

住劫长达 20 劫。我们可以计算一下，一

劫 是 15,998,000 年， 那 么 20 劫 就 相 当 于

319,960,000 年，现在我们所处的正是住劫。住

劫有两种情况：一是有诸佛住世，二是出现三

种灾难。据佛经记载：在住劫第九劫期间，释

迦牟尼佛来到娑婆世界成佛，并度化众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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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知，我们现在正处于住劫第九劫。佛经还

说，至住劫第十一劫，弥勒菩萨将继释迦牟尼

佛之后，来此世间成佛度众生。其后，第十五劫、

十九劫都会有佛陀出现在这个世界。

至于住劫出现的三种灾难，则是战争、饥馑

和瘟疫。这些灾难一般发生在减劫，是在人类道

德堕落时出现。首先是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然后

人类为抢夺资源发生战争，并由战争导致饥馑

和瘟疫这两种更大范围的灾难。生活在灾难中

的人类，由于极度痛苦而良心发现，道德逐渐

回升，减劫转至增劫。当增劫开始后，世界也

随之趋于和平、安定。按照佛教理论，人类道

德的升华与堕落，直接关系到世界的发展前景。

这是佛教和其他宗教以及科学的不同认识。

3.坏  劫

经过住劫之后，地球开始走向毁灭。这种

毁坏不是一夕之间，而要经历二十个中劫。包

括有情世界的毁坏和器世界的毁坏。

有情世间的毁坏，是指世上一切生命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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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不论人类还是动物，都在死亡后投生于其

他星球，地球逐渐荒芜。待生命完全消失后，

他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也随之瓦解。器世间是在

三种灾难的摧毁下逐渐毁灭的：首先出现火灾，

将世界化为灰烬；接着出现水灾，将万物悉数

淹没；最后出现风灾，将世界散成碎石及无边

无际的粉尘，重又回到初始状态而回归太空。

这三种灾难，即经典所说的“火烧初禅天，水

淹二禅天，风吹三禅天”。

4.空  劫

坏劫之后，世界开始进入空劫。此时，世

上的一切不复存在。众生投生于其他星球，山

河大地化为微尘飘散于太空。据经典记载，空

劫要持续整整二十劫。

宇宙中的各个世界，都处于不断的成、住、坏、

空之中。从十方世界的局部来看，有的正在形成，

有的已经安住，有的趋于毁坏，有的化为虚空。

而从整体来说，虽然各个世界有成住坏空的变

异，但宇宙却在无限的循环中不增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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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世界的原理】

人类对于世界的探讨主要涉及两个问题：

一是世界的本原，二是世界的发展规律。这也

是古今哲学家和宗教家关注的热点。哲学的本

体论和宗教家的神创说，都是为解决这两个问

题提出的。

关于世界本原的探索，哲学上有唯物和唯

心两种观点。唯物论者着眼于现象，认为世界

由物质构成。印度顺世论提出世界由地、水、火、

风四种元素构成；中国五行说将金、木、水、火、

土作为万物产生的基础；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

则认为世界由原子构成。而唯心论者致力于现

象产生的起因，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精神。如古

希腊的柏拉图，认为理念是世界的本原；德国

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是世

界的本原。不论唯物还是唯心，都是从单一的

角度看世界，难免有失偏颇。

神学家们基于各自的信仰，针对世界的形

成提出不同版本的“神创说”。印度婆罗门教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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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世界由大梵天创造，伊斯兰教将真主作为世

界的创造者和维护者，基督教崇拜上帝无所不

能的创造力……这些关于世界本原的解释属于

唯神论。

佛教的认识既不同于哲学家，也不同于神

学家。那么，佛教是如何看待世界的形成呢？

1.缘生缘灭

佛教认为，世界的生成和毁灭来自因缘聚

散，所谓“因缘成世界，因缘灭世界”。所以，

佛教对世界的解释，可以归纳为“因缘因果”

四个字。在佛教经论中，关于因缘的解释很多。

《阿含经》云：“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

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这是佛经中非常著名

的偈颂。关于此偈，在佛陀时代还有这样一个

故事：

一天，佛弟子马胜比丘至城中乞食。他行

走时举止安详，威仪具足。舍利弗尊者当时还

是外道，但见到这位比丘的威仪后，立刻被他

的庄严从容所吸引，情不自禁地生起恭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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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此人的气质，一定不是等闲之辈。不由自主

地上前打听：“我见您气质非凡，和旁人完全不

同，能告诉我您的导师是谁吗？他一定是解脱

的圣者，他的主要思想是什么？”马胜比丘回

答说：“我的导师佛陀是一位了不起的智者，如

果您有不明白的问题可以去请教他，他一定能

回答您所有的疑难。我出家时间还短，许多道

理还不清楚，不过僧团中经常念诵这样一个偈：

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舍利弗觉得大有深

意，于是皈依在佛陀座下，后来成为佛陀十大

弟子中的智慧第一尊者。

“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中的“诸”，

是众多或一切之意；“法”是指宇宙间的一切现

象。万事万物都可归于法的范畴，这些法从哪

里来？从因缘中来。《杂阿含经》进一步解释道：

“有因有缘集世间，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

灭世间，有因有缘世间灭。”其中，“集”是生起、

产生的意思，“因”是诸法生起的主要条件，“缘”

是诸法生起的次要条件。佛法认为，宇宙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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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成和灭亡都是由条件决定的。条件聚合时

法就开始生起，条件消散时法开始败坏，重又

归于虚无。一切诸法无非如此。

比如从种子生长为大树，这一过程需要什

么条件？种子是其中最重要、最亲近的条件，

而生长所需的阳光、水土，则是次要、疏远的

条件。但不论这些条件是亲是疏，都缺一不可。

如果我们认为种子就是一切，而忽略阳光、土

壤等外缘，再好的种子也无法发芽，更不必说

成长为一棵大树。反过来说，若有充足的阳光

雨露而没有种子，就更是无稽之谈。只有众多

因缘和合，才能成就法的生起。再如我们这次

讲座，也是因缘的和合。有法师来讲课，也有

在座的诸位听众，还有南普陀弘法部举办这次

活动及讲堂的存在。这些条件的共同参与，才

能成就本次讲座。

关于缘起的定义，简单地说，就是“此故彼”

的关系，所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

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此有故彼有”，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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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足这些条件，然后才有某种现象的生起。比

如桌子，是因为木料、木工、铁钉、油漆、工

具等条件的存在，所以才有桌子的出现。“此无

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是说一旦成就桌子的条

件败坏了，桌子也将随之消失。不仅桌子如此，

世间万事万物都由条件决定它的生存和消亡。

由此可见，每一法的形成，都离不开由因感果

的基本规律。

2.缘起法的三大特征

佛教所说的缘起法，有以下三大特征：

第一，果从因生。

果就是结果和现象。结果从哪里来？哲学

家和神学家也是从结果去寻求事物产生的原因，

但由于他们的智慧不够圆满，从而导致对起因

的错误认识。比如前面说到的神创万物，把神

作为事物产生的原因。宿命论者也是类似的看

法，认为一切都是前定的，而偶然论者认为事

物无因无缘。这些都是片面的观点。佛陀以大

智慧亲证宇宙人生的真理后，为我们揭示了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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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真正起因。也就是说，任何一种结果都由

因缘和合而生。

第二，事待理成。

事就是事物的具体存在，如桌子、房子、

麦克风、座谈会等，都叫作事相。理则是事相

存在的规律，例如人的存在法则是十二因缘。

其中，我们最容易认识的两个环节是生缘老死。

生，代表生命的诞生，它存在的结果是老死。

这是人生的必然规律。任何一个人出生后，都

要走向死亡。不论男人还是女人，今人还是古人，

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无法摆脱生和老死的过

程。这就是“事待理成”。

第三，有依空立。

有是指存在，空是指不存在。任何一种存

在的现象，都是建立在不存在的基础上。以茶

杯为例，正因为没有这个茶杯，所以它才能经

过工人的制造而产生。我们不能离开具体条件

谈存在。各位可以想一想，离开具体的条件，

会有我手里的茶杯吗？这就是佛法所说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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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空立”，是缘起法的第三个特征。

任何事物的存在都具备上述三个特征。我

们还是以桌子为例，桌子是果，通过木料、铁

钉等加工而成，再油漆为成品，这是“果由因

生”。实际上，不是任何人都能做桌子，而是掌

握专门技术的木匠才能做，这是“事待理成”。

这张桌子在被制作出来前是不存在的，是由木

匠加工而成，这是“有依空立”。以这三点去检验，

我们会发现，宇宙间任何事物都具备这些基本

特征，都离不开缘生缘灭的法则。

3.从缘起看世界

佛法正是从缘起的角度，才主张世上不存

在第一因。因为万事万物都是各种条件的组合。

就条件本身来说，是相互依赖的，并没有一个

最初的条件。就以我们穿的衣服来讲，是由棉纱、

染料、机器、纺织工人和裁缝等众多条件和合

而成的。缺少任何一种条件，都不能成为衣服。

其中什么才是最初的条件呢？根本就找不到。

所以佛法说“无始”，否认世界有开始，否认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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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有名为始基的本原。

古希腊人之所以主张世界有本原，是从有

限的人生经验来判断的。就每个人来说，某年

某月某日出生，几岁开始读书，几岁开始工作，

似乎都有一个起点。基于这种经验型的思维，

他们以为世界的产生也有本原，有起点。而佛

法从缘起的角度透视，认为世界是因缘和合而

成，不存在第一因，也没有作为开始的本原。

以上帝或真主作为创造世界的第一因，在佛教

看来是不能成立的。

【六、存在的本质】

我们看到和接触的世界到底有没有实质？

这是古今中外哲学家、宗教家们关心的问题。

一般人总以为，我们接触的世界是实实在在、

真实不虚的。因为我们很相信自己的感官，并

以感官觉知来看世界。有没有鬼呢？没有，因

为我们没看见；有没有菩萨呢？没有，因为我

们也没看见。这些认识源于我们的感觉，但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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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是不是可靠呢？事实上，感觉既要受到感官

的限制，又会被错误观念所误导。如果盲目地

跟着感觉走，就像“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实在危险。

佛教是怎么看待世界本质的呢？佛教对世

界的认识，是建立在如实见的基础上。所谓如

实见，就是如实地认识世界，它来自清净、圆

满的智慧。如实见也称正见，为八正道之首，

是对世界本质的正确认识。这种认识同样没有

离开缘起法。下面，我从几方面说明。

1.缘起法：无常恒不变性

常恒不变，是人们很容易产生的错误认识。

我们习惯把一切看成永恒的，希望生命永恒、

家庭永恒、事业永恒，总是活在对于永恒的期

待中。正是这种错误观念，给人生带来很多事

与愿违的痛苦。

佛法说人生是苦，其中有一种就是“行苦”。

“行”是有为法迁流变化的特征，比如人的生老

病死，世界的成住坏空。这些本来属于正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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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众生愚痴，总期望一切是实在的、永恒不变的，

所以经历无常变化时会万分痛苦。比如执著爱

情永恒、家庭永恒，当夫妻发生矛盾，或亲人

病故时，就会无法接受这一事实，从而陷入绝望。

其实，无常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世间一

切都是无常变化的，人有生老病死，朋友间有

聚有散，我们的心情有喜怒哀乐。此外，大海

有潮起潮落，草木有荣有枯，月亮有圆有缺……

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切是发展的必然结局，就

不会有这么多痛苦了。

2.缘起法：无独存主宰性

我们总认为事物是可以独自主宰或独立存

在的，基于这些见解，就会产生两种错误认识。

其一，认为世界有主宰一切的神，一切来

自神的创造。之所以产生这种误解，是因为不

了解因果规律，不了解缘起法则。错误认识还

会导致行为的偏差，盲目崇拜神灵，将幸福寄

托于对神的祈求，不知通过修行改善生命的重

要性。虽说心念的力量不可思议，但如果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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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努力，一味期待神助，就像求神使水中的石

头浮起一样，不是很愚昧吗？

其二，产生“我”的错觉。我们的生命体，

从色身到精神世界都是因缘所生。身体是各种

元素的组合，精神世界是众多经验的积累，哪

有独立存在的“我”呢？可我们总是执著有“我”，

并以自我为中心产生种种烦恼。对我喜欢的便

贪，贪心生起，就可能造下杀盗淫妄的恶业；

对我不喜欢的则嗔，嗔心生起，同样会造下杀

盗淫妄的恶业。人类的烦恼、痛苦乃至罪恶，

就产生于这种虚妄的我执之上。生命本质是无

我的，世界本质也是无我的，所以说，宇宙人

生的一切现象都无独存主宰性。

3.缘起法：无实在性

虽说万物在本质上是无我的，是空的，但

存在的假相还是有的。在佛法看来，人生烦恼

都是因为不能正确认识空和有的关系而起。我

们总是把自己眼中的“有”和真实存在混淆起来，

看桌子，觉得桌子是实在的；看身体，觉得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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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是实在的。这种实在的感觉，佛法称为自性

见。所谓自性，即能够自己有、自己成、自己

规定自己。世上究竟有没有这样的东西？茶杯

是自己有的吗？不是，必须具足条件才有。

与自性见不同，缘起法认为一切存在都是

条件有、条件成、条件规定。而常人由于对缘

起缺乏正确认识，就会被假相所迷惑，产生错

误的自性见。人类的自性见根深蒂固。在原始

社会，人们会把梦境看成真实的存在，做了噩

梦不但害怕，还要祈祷三天。又如给婴儿照镜子，

他会对着镜子乱抓，以为镜内的影像是真实的。

这都属于自性见。科学家对事物起因有更深刻

的认识，却把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看成实在的，

同样没有摆脱自性见。哲学家似乎比科学家更

高明，已认识到事物的现象是虚假的，但他们

还是认为有一个实在的、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

体，依旧没有超出自性见。

但世上根本不存在常恒不变的东西。任何

事物都是缘起的，是条件的组合，其本质是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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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谓空，是空去对有的执著。在我们眼中，

看得见、摸得着的一切都是实在的：实在的茶杯、

实在的桌子、实在的房子……如果我们用缘起

法去衡量，会发现它们根本就不具有固定不变

的实质。可人们脱离有见之后，往往会落入空

的极端，认为什么都没有，其实那是顽空，同

样是错误的。

佛法所说的空，是对事物本质的透视，并

不否认缘起的现象，不是什么都没有。从现象看，

茶杯有，桌子有，房子也有，但有的只是假相，

是条件的组合。佛法揭示了世界本质的无自性，

让我们以空的智慧透视一切。但要明确的是，

无自性既不是空，也不是有。之所以说空，只

是为了帮助我们摆脱对有的执著。

4.因缘所生，唯识所现

唯识思想是佛法的重要理论之一，揭示了

心与境的关系，认为心境相依，境不离心。也

就是说，能认识的心与所认识的境相互依存。

世界由心和境组成，但我们往往不能正确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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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的关系。我们比较容易感觉到境，也就是

物质部分，而心是无形无相的，很容易被忽略。

事实上，心比境更重要，心才是一切行为的根

源所在。

比如一个持刀行凶的罪犯，要受到法律追

究。我们能否认为刀是杀人凶器，罪责就在刀？

显然不能。我们都知道罪责在凶手，因为他太

凶残了。怎么判断这个人凶残？一般人只能看

到表面现象，比如他已犯下杀罪。如果一个人

有杀人动机，还没有付诸行动时，我们就难以

判断了。事实上，一个人的善恶不仅在于表现，

根本还是在于心，这才是起到主导作用的。心

的重要性，可以从三方面来说明。

第一，心是行为的根源。人和动物最根本

的区别在哪里？就在于心。人在很多方面比不

上动物，但心智比动物聪慧得多，所以才成为

万物之灵。人不会像鸟那样飞翔，却能制造出

飞机，比鸟飞得更快。

学佛和不学佛的区别在哪里？也在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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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建立信仰，首先是思想上的认同。《华严

经》说：“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

性，一切唯心造。”“法界性”就是十法界，是

佛教对生命层次的划分：最高的是佛，其他依

次为菩萨、缘觉、声闻、天、人、阿修罗、畜生、

饿鬼、地狱。这十种生命层次的区别都在于心。

成佛在于心，做人在于心，当牛作马还在于心。

在十法界中，人道的作用就像中转站，非常重

要。佛教讲人身难得，正是因为人道具备最好

的修行条件，可以断恶修善。这还是没有离开心。

六祖慧能在《坛经》讲到佛和众生的区别：

“前念迷即众生，后念悟即佛。”迷与悟，是众

生和佛的天渊之别，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这种

差别不过是在一念之间。有道是“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所谓放下，不仅在形式上放下，更

要在心中放下。佛经记载了这样的故事：一个

修行人拿着东西去见佛。佛陀叫他放下，他把

左手的东西放下了；佛陀又叫他放下，他把右

手的东西也放下了。佛陀还叫他放下，他很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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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都放下了吗？佛陀告诉他：我不是让你

放下手中的东西，而是让你放下心中的执著。

第二，境由心造。也就是说，我们认识的

一切对象都离不开能认识的心，这是唯识非常

重要的概念。一般人往往认识不到这点，总以

为自己看到的一切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看见这

个茶杯很好看，就认为茶杯本来好看；看见这

朵花很美丽，就认为花本来美丽；我们看见那

个人很讨厌，就认为那个人本来讨厌……殊不

知，这些境都是由心所造，都没有离开心的认

识。谁能举例说明，哪种东西能离开心的认识？

其实，举例本身就离不开心的认识。如果离开

心的认识，也就无法举例了。

人类对一切现象的感觉，都来自我们的认

识。其中既有社会的影响，也有属于个人的经

验。我们说这个茶杯好看或不好看，茶杯本身

存在美丑吗？不过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罢了。

《大智度论》中有个比喻：一个美丽的女性，在

丈夫眼中是贤慧的妻子，在孩子眼中是善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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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在与她同样漂亮的女人眼中就成了仇敌，

而在鸟兽们看来，她就是可怕的人……“境由

心造”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世上一切现象的美丑和价值，都是我们出

于自身需要设定的：一只古碗，鉴赏家看到的

是历史，收藏家看到的是价值，外行却只看到

它的破旧。又如馒头和金子，通常情况下，人

们都会认为金子比馒头更珍贵，但在特殊情况

下，它们的价值也会发生改变。有个故事说，

一艘船遇难时，大家都跳到海里逃生。其中有

位富翁带走了金子，另一位贫民带走了馒头。

在海上漂流几天几夜后，贫民因为馒头渡过了

生死难关，富翁却抱着金子惨死海中。由此可见，

任何事物的价值都不是绝对的。

又如天上的月亮，在不同观赏者眼中会产

生不一样的作用：有人觉得赏心悦目，有人却

因此伤怀哀叹；同样是秋天，有人觉得“我言

秋日胜春朝”，有人却觉得“秋风萧瑟天气凉”

而不胜悲戚。境本是同样的境，不同的心却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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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出不同的境。所以说，“风月无今古，情怀自

浅深”。同样的事物，在不同的人看来，会有不

同的发现。即使是我们自己，在不同心境中也

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哲人说，“人是万物的尺度”，

而这个尺度就是我们的心。

第三，苦乐由心感受。一般人或许以为有

钱有势才能快乐，事实是不是如此呢？有钱有

势的人，往往将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羡慕之上，

但这种快乐并不真实，也不会长久。事实上，

人只要安于现状，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快

乐，所谓知足常乐。所以说，苦乐并不在于外境，

而是在于心境。

虽然人人都在追求幸福，却很少有人了解

幸福的内涵和源头，一味向外寻找。比如将幸

福建立在物质改善上，为挣钱不择手段，结果

钱挣到了，幸福却没有随之而来，甚至在盲目

追寻中迷失了自己，实在是舍本逐末。幸福人

生的关键是心灵健康，其次是身体健康，第三

才是财富。虽然生存离不开物质条件，但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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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物质，没有健康的心灵和身体也不行。就

像病人，再好的食物也不觉得可口；就像帝王，

权力和财富都达到顶点，没有好心情同样不会

感到幸福。

我们可以逃避环境，逃避人际关系，但无

法逃避自己的心。如果心中有烦恼，不论换作

什么样的环境，还是不能摆脱烦恼。直面人生，

就是直面我们的心灵，因为苦受和乐受都来自

心。所以学佛要从培养健康心灵着手，这才是

追求幸福的根本。因为世界不是唯物的，而是

唯识的。在人生起主导作用的，正是我们的心灵。

【七·结　说】

佛法关于世界的理论，向我们揭示世界的

本质是无常、无我、无自性、唯识所现的。如

果我们用这四种智慧审视世界，就可以从烦恼

中解脱出来，安心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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