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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菩提书院中，义工有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事实上，书院的所有成员基本都是义

工。包括我，也是一个义工，一个和大家共同

修学，共同走在菩提道上的义工。

菩提书院是一个公益组织，是非盈利性的，

所以它的参与者应该本着奉献而非工作的心态

加入其中。如果说工作可以获得劳务报酬的话，

那么，这种奉献的报酬就是令生命得到调整、

净化和升华。

但菩提书院又不同于通常的公益组织，而

是一个以修学为中心的公益组织，其重点就在

于初、中、高三级修学。初级，是以人生佛教

为基础，以信仰建设为核心；中级，是以《道

次第》为基础，以菩提心为核心；高级，是以

正见为基础，以止观禅修为核心。

书院的组织架构，也是围绕三级修学来设

立，包括辅导委员会、修学委员会、督察委员会、



传灯委员会、慈善委员会等。它首先是一个自

觉觉他、弘扬佛法的修学团体，然后才是一个

具有慈善性质和互助功能的公益组织。两者是

彼此促进，相互深化的。修学和弘法，可以说

是心灵的慈善；而传灯和互助，又是对修学内

容的具体实践。

在这样一个定位和模式之下，再由义工团

队推动整个书院的工作。所以说，义工就是菩

提书院的中坚力量，这种重要性不是临时的，

不是阶段性的，而是一以贯之的。过去重要，

现在重要，未来还是重要。

【做义工的意义】

从书院发展来说，义工固然是不可或缺的。

而从义工本身来说，参与菩提书院的事业，也

是修学的重要环节。这种重要性，将随着修学

的深入而不断突显出来。可以说，当这种重要



性逐渐稳固并成为人生头等大事时，我们才算

是真正地走上了学佛之路。

在世人眼中，人生最重要的无非是家庭、生

活、工作、人际关系等等。但所有这些，我们

只能暂时地拥有。再和睦的家庭，最终也要离

别，舍不得也得舍；再热爱的工作，最终也要

退休，放不下也得放。很多人忙了一辈子，忙

得没时间去想一想，活着的价值是什么？生命

的意义是什么？就像一个旅行者，不关心所乘

的车驶向哪里，却把所有精力消磨于途中琐事。

到发现自己搭错车时，人生已是终点。又或者，

即使到了终点还懵懂无知。这就是多数人的生

命现状。

学佛所做的，就是追求生命的觉醒和解脱，

进而帮助一切众生走向觉醒，走向解脱。这并

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需要我们用生命去实践的

目标，并且是尽未来际地实践。因为它的意义



是永久而非短暂的，是无限而非有限的。事实上，

无论说它的意义有多大都不为过，因为它改变

的不是生活条件，而是生命品质。

当然，学佛并非易事，尤其在今天这样一

个信息社会。学什么，怎么学，似乎有无数的

选择。但对多数人来说，这些选择带来的不是

便利，而是莫衷一是的困惑，是眼花缭乱的迷

惘。菩提书院所建立的，就是一套清晰简明、

行之有效的修学模式，使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

把握修学重点，并将学佛融入生活，与现实人

生相结合。在生活中实践佛法，在实践中检验

心行。

这套模式是我在多年弘法过程中，根据修

学次第和大众需求总结出来的。近年来，又在

实际操作过程中不断完善。事实证明，凡是认

真按照这套模式修学的学员，都能在短时间内

发生改变，于法受益。作为义工，我们惟有了



解这套模式的价值，才能认识到这个事业的意

义，认识到参与其中的意义。

【改变心，改变贪嗔痴的共业】

菩提书院不是哪个人的事，也不是哪些人

的事。它所面对的，是一切轮回中的众生；它

所接纳的，是一切寻求生命真谛的人们。

今天这个社会，人心浮躁、道德沦丧、生

态失衡、灾难频频。可以说，无论是我们生存

的地球，还是生活其间的人们，都在面临前所

未有的危机。人类恣意地纵容着欲望，也恣意

地破坏着地球，几乎到了毫无顾忌的地步。为

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佛教有个概念叫做共业，也就是说，众生

共同的业力，招感了我们所面对的环境，招感

了种种我们不想看到却不得不看到的问题，以

及种种我们不愿接受却不得不接受的困境。想



要改变这些现象，需要更多人的努力。虽然，

一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只要我们用心

去做，就可以把这一点星星之火传递出去，不

断地传递出去。终有一天，它会驱散黑暗，光

照大千。

那么，我们又要从哪里开始努力呢？所有社

会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人心，在于每个人的心态。

我觉得，今天这个社会就是一个贪嗔痴的

舞台。我们平时讲到“贪、嗔、痴”三个字的

时候，可能不会有多少感觉。因为它的意思很

平实，很容易理解，于是我们往往只是把它当

做佛典中常常出现的一个概念。说的人就那么

一说，听的人也就那么一听。

但对生命进行深入思考之后，你会发现，贪

嗔痴是绝对不容轻视的。事实上，它们牢牢掌控

着生命的主权。发号施令的，是贪嗔痴；兴风作

浪的，是贪嗔痴；制造痛苦的，还是贪嗔痴。



佛陀真是有大智慧，仅用三个字，就对凡

夫的生命状态作了精辟归纳。

其中，痴是代表无明。因为无明，使得我

们看不清自己，也看不清世界。因为看不清，

就会产生很多错误的想法和设定，由此带来贪

爱、执著和占有，以及与此相反的嗔恨、厌恶

和排斥。

这些情绪似乎是对立的，毫不相干的，其

实却是一体的两面。因为有贪爱，就会有嗔恨；

因为有占有，就会有排斥。进而引发焦虑、纠结、

恐惧、不安、孤独等负面情绪。可以说，所有

这些都是源于一念贪心。

因为有贪，就会有得不到的焦虑，有患得

患失的纠结，有害怕失去的恐惧，有无法常保

的不安，有终究只是一场空的孤独。其根源，

又在于痴，在于无明。如果不消除贪嗔痴，生

命就不得安宁，世界就不得安宁。更可怕的是，



这个苦日子是没有尽头的。即使再聪明，再有

能力，只要没有认清贪嗔痴的真相，都是活在

它们的掌控中。区别只是在于，它们变现的花

样更多，程度更甚。因为能力可以使贪和嗔得

到滋养，让人贪得更心安理得，嗔得更无所顾忌。

我们只有看到世界存在的过患，看到生命

存在的过患，才能真切认识到，佛陀为我们指

引的觉醒之道是多么可贵。又因为认识到这种

觉醒之道的可贵，我们才希望有更多的人由此

获益，有更多的人走上这条道路。

其实，觉醒是别人无法替代的。就像生病

不能替代，治疗不能替代一样。要走向觉醒，

走向解脱，也是任何人替代不了的。但不能替代，

不代表什么也做不了。正相反，我们是可以大

有作为的——那就是为人们创造走向觉醒的因

缘。世界越喧嚣，人心越动荡，就越需要佛法

的清凉。所以我们要大力传播佛法智慧，让人



们看到，世间还有这样一条觉醒之道，一条通

往解脱而不是轮回的道路。

【在做事过程中检验修学】

作为菩提书院的义工，我们所做的一切，

不仅是在参与书院建设，也是在成就内心的解

脱之道、菩提之道。

生存在这个世间，我们都会承担这样那样

的工作。不论我们做的是什么，哪怕是佛教事

业，只要没有正确的定位，不是本着菩提心在做，

一样会进入贪嗔痴的串习。所以，我们参与菩

提书院的发展，不仅是做外在的事业，更要把

它作为修行的一部分。

三级修学的最终目标，是成就大智慧和大

慈悲，这也是佛菩萨所具备的两大品质。菩提

书院有这样四句话：“以发菩提心为根本，以三

级修学为中心，以六和为管理方针，以自觉觉



他为使命。”在书院服务的过程，就是一种利他

的修行，一种慈悲的修行。我们从三级修学中

受益了，是否希望更多的人走进三级修学？是

否愿意帮助更多的人开始三级修学？这就是对

菩提心的实践，是由自利进而利他，由自觉进

而觉他。

而实践菩提心的过程，又是检验智慧的过

程。可以帮助我们考察，能否以所学佛法指导

自身言行，能否在做事的同时与法相应。菩提

书院的学习方式，是“理解、接受、运用”。所

以，做事就是检验我们能否“运用”的重要途径。

这种运用不仅要体现在义工服务上，也要落实

到工作和生活中。即使我们能对法义说得头头

是道，但只要不能运用，就说明我们并没有真

正地“接受”法义，没有将佛法替换原有的观念。

这样的学佛，只是在我们现有的心行系统增加

一个佛法包装而已，是自欺欺人的，也是没有



真实力用的。

所以说，成为一个义工，无论对于书院建

设还是个人修学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这样

我们才能在实践中考量，在实践中成长。同时，

也和大家一起来推动书院的发展。

【和谐社会，从我做起】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样一个义工团队，

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今天这个社会，

既是高度的文明，也是高度的无明，到处充斥

着浮躁、混乱和急功近利。

有句话叫做“穷得只剩下钱了”。在过去，

这只是针对某些人的特殊评价。但在今天，几

乎成了普遍的社会现象。地球蕴藏了千万年、

甚至亿万年的资源，只要能找到的，只要能挖

出来的，人们都会想方设法地把它变成各种产

品，当然，最终的目标是变成金钱。



而变成产品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很快就

会成为垃圾。因为现代人使用物品的周期已经

越来越短，短到一次性。甚至还未使用，就出

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成为垃圾。所以，“穷得只剩

下钱”是非常可怕的。当它只是用来评价某个

人或某些人的时候，我们可以视之为幽默，一

笑了之。而当它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时，最后真

有可能把地球的资源挥霍一空，只剩下一堆叫

做“钱”的纸。按现在的发展趋势，也许只是

一些用数字来表示的电子货币。当这一天到来

时，钱就成了埋葬人类的坟墓。

在这样一个社会，人们太需要对现有的人

生观进行反思，对现有的生活方式进行审视。

这不仅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也关系到我们的切

身利益。因为世界是缘起的，生活在其中的每

个人，包括自然界的一草一木，都是息息相关，

唇齿相依的。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比较注重家庭观念，

虽然也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崇

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但多是文人志士的理想，而普

通民众并没有多少社会意识。

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传入中国的大乘

佛法也受到影响。虽然继承了很多大乘佛法的

理论，如般若思想、华严教法等，却未能很好

地弘扬大乘所特有的菩提心教法，以及帮助一

切众生走向解脱的利他精神。很多人虽然学的

是大乘佛法，但发心还是偏向自利，偏向个人

解脱，这就使得佛教予人消极避世的误解，也

使佛教自身的发展出现偏差。

最近，我在广州作了题为“菩萨修行的六

个项目”的讲座。之所以讲这个题目，就是想

告诉大家：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菩萨！

菩萨的修行项目固然很多，但主要可归纳



为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六项。

显然，这些项目并非人们以为的那么高不可攀。

应该说，每个有心实践的人都可以去做。有一

分力，可以做一分；有两分力，可以做两分。

只要精进努力，就能向菩萨的标准不断靠拢。

在我们的观念中，往往觉得佛菩萨是信仰、

膜拜的对象，而不是学习、仿效的榜样。这是

一种极大的误解。从生命品质来说，佛菩萨固

然是圆满而高尚的，和我们有着天壤之别。但

这种高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是以凡夫身份

修行而成。而在菩萨队伍中，虽然有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这些大菩萨，

但追随在他们身后的，也有很多小菩萨，很多

初发心菩萨。当我们认识到解脱的意义，发愿

追求解脱，并愿意帮助更多的人走向解脱时，

就已迈入菩萨的行列。

作为学佛者，我们应该以成为菩萨为荣。



不要做迷惑的人，而要做觉醒的人；不要做烦

恼的人，而要做自在的人；不要做自私的人，

而要做利他的人；不要做沉沦的人，而要做解

脱的人。

【做义工，就是学做菩萨的开始】

做义工，就是学做菩萨的开始。所谓做菩萨，

就是在佛法正见的指导下，服务社会，服务大

众。凡夫无始以来都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不妨

反省一下，又有哪一天不是在为自己着想呢？

但问题是，这样是不是就过好了呢？是不是就

开心了呢？

《道次第》告诉我们：“我执是一切衰损之门，

利他是一切功德之本。”生活中也可以看到，那

些整天想着自己、在乎自己的人，必然烦恼重

重、内心纠结。反过来，如果能处处为别人着想，

不计较自身利益，不在意个人得失，这种人不



仅容易开心，还会受到大家的爱戴。更重要的是，

能够由此增长慈悲和智慧，这是我们修学菩提

道不可或缺的资粮。

三级修学的目标，就是要成为菩萨。菩萨

是梵文音译，意为觉有情，就是自觉、觉他。

不仅要自己觉悟，还要帮助大众共同觉悟，在

利他的过程中完成自利，在觉他的过程中圆满

自觉。其中的关键，就是把所学教理运用起来，

学一点，就用一点。在实践中深化对教理的认识，

进而把所学教理转化为自身心行，以此完成生

命品质的改变。

当我们把自己定位为菩萨时，就会以菩萨

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其实这就是在修本尊，就

是在临摹佛菩萨的品质。反之，如果你把自己

定位为凡夫，那就很可能为所欲为，什么都没

有畏惧，什么都没有底线。所以，对自己的定

位非常重要。台湾很多佛教组织就称呼义工为



菩萨，我觉得这个称呼很好。虽然大家离真正的

菩萨还有距离，但只要发心成为菩萨，有自利利

他的愿望，那么，这个称呼就可以不断地提醒我

们，让我们向菩萨看齐，向菩萨的标准努力。

作为菩提书院的义工，和其他义工有什么

不同呢？区别就在于，我们不是单纯地做事，

而是在三级修学的基础上服务大众，是在出离

心、菩提心的基础上建立菩萨品质。如果没有

出离心、菩提心和空性见的支撑，所做的善事

往往只是人天善行，未必能成为菩提道的资粮。

甚至会做得执著，做得烦恼，做出种种人我是

非。事实上，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这是我们

需要特别警惕的。

三级修学的过程，就是学修空性见、实践

菩提心的过程。大家学了《道次第》，对菩提心

有了一定认识之后，可以先发起愿菩提心，并

通过受菩提心戒，在十方三宝面前正式宣誓，



发愿成为菩萨行者，发愿成为利益大众的人。

这是一件多么高尚的事，多么有意义的事。

什么叫高尚？什么叫有意义？听起来似乎

就是一个概念，而且是一个被滥用已久，近乎

空洞的概念。当你真正认识到这一选择的内涵

和重要性时，你才会理解，真的有那么一种高尚，

可以让你的生命焕发光彩，可以让你的人生不

再虚度。这些都需要我们通过未来的修学去充

实，去认识。

总之，成为义工是修行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是临时客串，随便做一做的。我们要认识到，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正业，是生命中最为重要的

选择。相比之下，其他工作只是谋生手段而已，

虽然也能在不同程度上造福社会或是帮助他人，

但惟有菩提道的事业，才能让人们究竟解除生

命的迷惑烦恼。这不论是对个体还是社会，都

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