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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信仰佛教、学习佛法与修证佛法的区别 

现在有一些在家人信仰佛教，只是有时去寺院上香拜佛，学持几句佛号或

咒语，或者去寺院受三皈五戒。三皈是皈依佛、法、僧。五戒是戒杀生、戒偷

盗、戒邪淫、戒妄语、戒饮酒。有的寺院在授戒时会讲解戒条，有的寺院不

讲，但都会发一个皈依证，这个人便成为佛教居士。说自己皈依的是哪位法

师，哪个寺院。皈依是“依止”的意思，即我们将依止佛、法、僧，得到解

脱。 

还有的人没有皈依，只是看到佛像，听到梵呗心里欢喜，便去烧香磕头。

如果有老师讲佛法，他也听得很开心。以上的人被统称作佛教信徒。他们因对

佛法了解较少，故信佛只求佛菩萨能保佑自己以及亲人平安、健康、快乐，事

业兴旺，财源广进。偶尔会吃斋，为寺院当义工，捐钱建寺庙，做布施，做慈

善事业等。 

学习佛法再进一步，除了信佛以外，还要了解佛说了什么，不满足于只是

焚香拜佛，所以开始阅读佛教经典。基本相信因果、轮回、业报。有些人会吃

斋，偶尔打坐静心。但只是信佛所说，对自己的心性要求较少。佛菩萨、因

果、轮回、业报等这些观念虽然相信其存在，但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总认为自

己信佛就不会下地狱。即使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捐些钱、物给寺院、道场，想

佛菩萨慈悲，应该会庇护我们，使我们不好的果报，大果化小，小果化了。这

些人是第二种信佛的，很多人都洒脱到不屑于讲形式，说“心中”有佛就可以

了。其实，心中也是偶尔有佛菩萨而已，碰到自己的利益、七情六欲，便将佛

菩萨从心中流放了。 

第三种就是修证佛法。信佛更进一步了。当对佛法有了更深的了解后，已

经不满足于只知道佛说了什么，而是像佛一样，“以身证道，自己成佛”，彻

底从轮回中解脱。这就是修证佛法，就是自己要做佛。但成佛之路是一个降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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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过程，一路走下来，要每时每刻观照到自己的习气欲望、自己的贪嗔痴

慢疑减弱多少。要站在菩萨的角度，用佛说的观点去思考、反省自己的起心动

念和为人处事。还要广积功德，广结善缘，止恶扬善。否则，恶的果报形成

时，修证非常困难，会令行者身心受损，修证者将无时间、精力、条件修证。

或者会令你对佛法以及能救度你的所有老师产生抵触、反感、厌恶的情绪，从

而远离他们。却会喜欢与一些故弄玄虚，能与你同流合污或表面持戒精严，内

心邪念欲望炽盛，贪求名闻利养的人为伍。即使在佛陀时代，他的弟子恶果形

成时，也听不进正法，离开佛陀僧团，另寻外道老师，错失佛陀转法轮的四十

九年，再想值遇佛出世，不知又要几千年的轮回，真是生生世世的遗憾…… 

所以，信仰佛教、学习佛法、修证佛法是三个层面。一位佛教信徒可能并

不学习佛法、修证佛法，只是相信有佛菩萨的存在，而且在慈悲地护佑着他

们。他们只是虔诚地上香、礼拜、祈愿，等于只是与佛菩萨们结了一个善缘而

已。他们终将有机会聆听到佛法。（“佛法”是佛菩萨们为众生准备的无尽宝

藏） 

学习佛法者，也许表面看上去，并不像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也许他们很

少去寺院烧香叩头，但他们却如饥似渴地扑在佛教的经典里面汲取营养。对经

典领悟得愈深，他们对佛菩萨的感恩和敬佩就愈多。佛法会变成他们生活的乐

趣和生命的导航。 

修证佛法者根据选修的法门的不同，有的注重形式，有的不拘小节。但如

果是一位真正想成道的修行者（有的只是利用佛法沽名钓誉），佛法会成为他

生命的信念和生存的全部意义。“证道者”与这个世界“修心养性”，注重

“养生”等人还不同。“证道者”是彻底从身心两个方面改变、战胜自己，上

百次的脱胎换骨，等于令自己一次又一次死亡并重新诞生，是对人生命极限的

最大挑战。常说：一个人征服世界容易，但征服自己很难。“以身证道”就是

选择世界上最难的一件事来做。在途中，有苦有乐，不是说修证几年就可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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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断除烦恼。在未证果以前，一位证道者和一位凡夫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烦恼

的层面不同，因生命追求的意境不同。未证佛果时，证道者也有失败、痛苦、

身体的疾病……因为在成道的因缘中，不只是自己的努力，助缘也要很多，还

要周围的环境适合修行。在现在这个时空，因种种助缘的缺失，证道愈来愈困

难，但也并非完全没有机会和希望。只是在清洗身心的染着时，觉受上要付出

更多而已。愿每位修证佛法者精进、努力，用最后一生的心求取生命轮回的解

脱。 

 

 

二  修证佛法的实相 

修证佛法是在探索生命的全部奥秘和终极意义, 是一条心灵成长之旅。是

在身心两方面不断提升，圆满人的生命等级。 

佛法并非是佛陀创立的，是他将自己看到的宇宙和生命的实相说了出来。 

修证佛法是让我们站在佛陀的角度去看宇宙和生命，而不是只知道佛陀说

了什么。 

佛法的时空领域涉及了银河系，他不只是在谈地球和人类的奥秘和意义。

用佛法的术语来讲，是指三界六道众生以及三千大千世界。 

人是一个小宇宙，人体的每一个细胞都蕴含着宇宙的全息信息。了解生命

的奥秘，等于了解宇宙的一切。那么我们就从宇宙的起源开始说起。 

现代科学有个假说，认为宇宙是在一百三十七亿年前的一次大爆炸中形成

的。虽然站在佛法的角度，这还不是终极真理。但是，站在人类认识问题的角

度是最贴近真理的一种说法。这比宇宙是由某一个人、一种神秘力量或者自然

生成要更贴近实相。如果我们把宇宙爆炸前用一个圆圈来表示，这就是中国道

家的无极图，其实用一个中空，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球体比喻宇宙爆炸前的

http://www.yidum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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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更准确一些。但是，站在地球上人类的角度，用一个平面图来表达似乎更

容易理解。 

 

 

如果把宇宙爆炸前比喻成一个“真空”的状态，那“真空”爆炸后产生了

波动。在波动区，一切看上去是“即有即空”的。真空的波动产生了能量流和

光，能量和光的振动形成了声音。这即是佛法里密宗讲的宇宙的根本音：

“嗡、啊、吽”，这是最初的能量流和光振动产生的空性之音，它不是来自人

类的意识。由此产生的表达心声的语言，观世音菩萨的心咒“六字大明咒”从

“嗡、啊、吽”衍生出来。以持诵“六字大明咒”为法门修证佛法的人，当他

们修证佛法到“光音区”的时候，他们会听到宇宙的一切都在持诵“六字大明

咒”。“六字大明咒”成了所有的光、音、所有的能量、所有的振动、所有的

相，佛法中把这个境界称“入法界音流海”。证入这个境界的人，会把由人类

的意识产生的表达心声的所有语言都转成“空性之音”。所以，他不会被音声

境界所转。 

不同的光音和不同的能量、波动频率形成了不同的物质和生命，也就是我

们现在看到的宇宙、星球以及地球上的一切生命。现代科学说太阳系生成于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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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亿年前，地球形成于四十六亿年前，银河系有一千多亿个恒星，宇宙有十亿

银河系一样大的星系。我们人类用肉眼能看到的星球都属于物质区域的，但是

如果我们站在光音区看，所有的星球已变成了光线中振动的微尘，而地球只是

其中的一粒微尘而已。 

修证佛法之路，从“有为法”的角度看就是我们从物质区的牵引中解脱，

穿越光音区、波动区进入真空地带。从物质区看，我们似乎是在穿越一个时空

隧道。实际真相是，这三个区重叠在一个点上，只是因为物质区的人有“时

空”观念，他们看一个“生灭”状态会看到一个“时空”的变迁。所以，修证

者每一个状态的改变都是时空的改变。”时空”是我们人类处在宇宙一个角度

而形成的虚幻的分别，这个角度有盲区。 

人类是在物质区域的，但从佛法的角度看，我们的心却可以在任何区域遨

游。当我们的心进入“真空地带”时，如果我们站在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生存的

这个世界，一切都是“即有即空”的，一切都在生成的同时呈现寂灭，“生

灭”是同时的。这就是佛法《心经》中所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金

刚经》中所讲的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不可得。因为“生灭”同时，所以我

们看不到过去，现在，未来的时空。让心安住于“真空地带”的生命状态就是

佛法中所讲的八地菩萨的生命状态。在这儿，佛法有个比喻是：“心寂然不动

如虚空”，所以八地菩萨称为“不动地菩萨”。但在“真空地带”，仍有一个

“空相”存在，这个“真空”像一台录像机，录下了宇宙的生灭变化，生命的

轮回。他在波动区播的投影是“即有即空”，在“光音区”和“物质区”重播

的投影都是有“时空”的录像，我们便看到的是一切事物有成、住、坏、空。

站在地球上看投影，只能看一个面，这一方面是地球和人类在“宇宙时空”中

处的角度决定的，另一方面是人类因为“分别、执着”导致眼睛看事物有局限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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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球上的许多宗教门派都是在证入了这个生命状态后就停止了。因为人

在修证到这个区域的时候，会发现已经变成了真空状态，自己已经“空无”

了，没有什么可以继续修证的东西。而且发现波动区、光音区以及物质区的一

切都从自己生发出来。所以，自己变成了一个万能的无形无相的空性力量。自

己就是一切，一切都在回归自己，又从自己生发出来，宇宙的万物都会通过与

自己的合一而获得力量和加持。 

但佛陀的修证没有停留在这个地带。因为在这个“真空”中，仍然有一个

“空的我”存在，只是这个我已经变成了无形无相的虚空。但在这个“空我”

里，却储存着宇宙生灭的所有信息。对人类的修证者来讲，这个“空我”里储

存着人生生世世的轮回信息，佛学中把它称为轮回的种子。所以佛学，以及后

来受大乘佛学影响的中国道教把从这个领域解脱称为“粉碎虚空”。 

“粉碎虚空”的境界是大家熟悉的《心经》中观世音菩萨“照”见“五蕴

皆空”的境界，在此处的生命状态处在一个“觉照者”与“所觉照的”都消失

的状态。 

在“粉碎虚空”的境界中，佛法的修证者（虽然此时在意境上已达空我）

会认知到“宇宙的无明一动”、“宇宙的大爆炸”等等原来是一个“错觉”，

宇宙从来未动过（此处的“动”是相对于“静”来讲，是因为人一直认为自己

在生灭中，所以才讲从未动过，实际上在此处是超越“动静”二相的）。对于

人来讲，意味着人生生世世的轮回是由最初的一个根本错觉产生的。你从未生

灭过，如果宇宙生命中轮回的所有信息，都是一个错觉，那万法，包括生命本

身就如幻化。此时，因行者“所觉照到的”一切皆空，所以“觉照者”也空。

这时，行者证入的境界即是“色空不二”，行者被称为“觉者”、“佛”等

等。宇宙万法的一切生灭变化对行者来讲，都是实相，非真非假。 

“粉碎虚空”以后，修证者证入“色空不二”的示现。被地球上“物质形

态”局限的人类，看事物的角度很片面，对于人类的意识和眼睛来说，同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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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只能看到和理解一个面。所以，我们在地球上是无法从任何一个角度去看清

宇宙的真相的。但是修证到“粉碎虚空”以后的行者，他们可以从地球上任何

一个物质形象或者行为而见到宇宙的真谛。他们摆脱了时空的束缚，即证入时

空的虚幻。所以，他们可以在“当下”的刹那同时看到物质区、光音区、波动

区，而不被任一区牵引，透过这些处在“色空不二”的示现中。所以，物质、

光、声音等等，都是道的显现。每一粒微尘里面都有圆满的佛性。 

从物质区到波动区的穿越时空只是站在地球人类的角度去看，如果站在

“真空地带”的位置，这几个区是重叠在一个点上的。即“真空、即有即空，

时空不同角度的示现”重叠在一起。所以，修证者不管证到何种程度，它包括

的修证境界都是全部。这也就是佛法中要求行者不能离开一个区去寻找另一个

区，离开假我，而去寻找另一个真我。离开太阳系去寻找银河系，太阳系就在

银河系中。只是行者如果仍被物质区牵引，他在物质区的角度便无法了知其他

区的境界。执着于任一区的人都像一只井底之蛙，无法看清“生命”的全貌。

只能看到一小片天…… 

所以，佛学的时间观只说“当下”，但对于一位已经证入“当下”的生命

来讲，当下不是指时间(因为在此时时空是消失的)，而是一种生命存在的状

态。所以现在我们大多数人所说的“活在当下”，其实只是指专注在某一个时

间段或者一个行为中，并不是佛法成就者“活在当下”的状态。所以，并未体

验到自在。 

其实我们的心可以回到真空地带，只是我们无法安住在此，因为我们常被

物质区、光音区、波动区牵引。处在“真空地带”的位置，这些地区只不过是

我们对“真空地带”储存的“生灭信息”产生“分别、执着”而导致的投影，

而我们经常进入这些投影去做主角。就像我们看一部电视连续剧，认为连续剧

的主角是自己一样。所以，我们进入电视剧中，随着电视剧的剧情悲欢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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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轮回。所以，佛在《金刚经》中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

电，应作如是观”。 

三  怎样修证佛法 

我们究竟怎么样修证才会不被物质区、光音区、波动区的一切牵引、迷

惑？第一、通过禅修，培养专注力，聚集能量，转化成光，进入正定。第二、

破除对“自我”的执着。第三、累积功德。 

第一，刚开始修证佛法，我们可以把自己放在“物质区域”，那么我们需

要通过持续的“专注力”证入“忘我”的状态，这样我们的身心才可以从

“气”的运化聚集成“能量团”。大乘佛法的密宗讲“心气”是“不二”的，

对于凡人来讲，心就是气。中国道教修炼内丹也是在聚集能量，他们内守穴

窍，凝神入气穴，心念空灵虚极，忘我到恍兮惚兮。这种意识状态就是炼“内

丹”的火候，性空真火。意到气到，生生世世累积的能量被聚集到他们身体意

守的“穴窍”中即“丹炉里”，中空的能量团密度越来越大，体积越来越小，

最后爆炸发光，炼成为“内丹”，等级高的叫“金丹”，这个“金丹”就是

“阳神”。这样他们即可以修出一个像佛教里面讲的“光化体”，大家称这个

“光化体”叫做“神仙”，虽然这个“光化体”不像物质那样容易毁坏，而且

有神通，但是“光化体”仍然是光音区的一个相，仍然有生灭轮回。 

佛法的能量聚集也是靠“专注力”达到“忘我”的状态来完成。他与道家

有个最大的区别是：佛法的指导思想起点就是“无我”的，佛法讲用于修证的

这个“刹那生灭的身心”是一个幻境，他用于内观的三脉七轮也是其大无外，

其小无内的。所以行者通过专注力进入“忘我”的时候，他比执着“我相”，

求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道家，证入的意境更广，摄受的能量更多。用一个不

太恰当的比喻，就是一个大杯子与小杯子的比喻。能量是无分别注入的，专注

力也基本相同，但大杯子装得更多，只因为法器大而已。所以，佛学的修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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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专注力”进入忘我，聚集能量转化成光，进入光音区，他可以得到光化

的“意生身”。而在果位上“意生身”是无限的，有很多，他们可以进入不同

的世界，而不像道教只有一个“阳神”而已。 

在物质区的行者，很执着于固定的形象、外表，得失心很重。因为物质、

形象、外表都是有成住坏空的，都在刹那不住地改变。但行者观照不到，所

以，一旦事物最终发生变化，行者的心境就会被影响干扰。 

佛法修证者，刚开始进入光音区时，就开始进入佛学讲的定态。因为我们

如果还在“气”的状态下，气在脉道循环，我们的杂念是无法停止的。（其实

真谛是，气的流动也是幻境，是因为我们分别执着导致的幻境。这就是慧能禅

师刚到广州光孝寺时，两僧看到风吹旗帜在动，便互争是风动还是旗帜动，最

后慧能代他们回答：是仁者心动。）因我们的意识分别、执着，所以，在

“气”的生命状态时，很难入定。所以大部分的修行的宗教门派都在“调气”

上入手。当我们的气在脉轮深处聚集成为能量，随着能量的密度的加强，我们

就可以静下来，甚至进入忘我的状态。等能量转化成光，就开始进入了定态，

因为光可以不动了（其实光也在动，还有振动和生灭，只是对于我们粗糙的觉

受和分别来讲，似乎停止了）。刚刚进入光的定态的时候，就是佛教禅宗说的

“明心”的开始。只不过，这个刚开始的“明心”还停留在中国禅宗神秀禅师

一首偈子的境界：“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当光明渐转，进入真空地带时，才到达慧能禅师的境界：”菩提本无树，明镜

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光音区的转化，基本上是“光明境”的转化，它大概分为四个次第。先从

可见光，赤、橙、黄、绿、青、蓝、紫进入不可见光，有根器的人再转入灵光

（银白色的光）或者金光。第二个次第是从“光”转入“明”，就是没有光的

感觉，但感觉到很“清明”，“清明”的意境是一种“明亮”的感觉。第三个

次第，“清明”再转入“空明”，“空明”的意境是“天亮了”。“天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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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境界再转入“空”。此时行者即可破光明与黑暗的分别，但破光明与黑暗的

分别时，有的行者同时已可证入真空地带。证入光音区的行者，一般喜悦、宁

静、快乐多一些，是因为他们的定力增强。 

刚开始在有为法中修证时，首先缺失的是持久的专注力，现在先介绍几个

培养专注力的小方法。 

一、 内观意守 

内观就是行者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心内。为什么用内观呢，有一些法门

也用外观，比如：用眼睛盯着外界的一个物品或者一束光、一个点来令自己专

注静下来。虽然在忘我之后并无身内身外之别，但笔者认为，刚开始修证的

人，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内好一点。因为我们平时诸根都向外漏，我们的注

意力其实都在外面，能量向外散失。如果注意力开始放入体内的任意点上，都

有“收心摄意”的作用。比起外观，唯一的缺陷是，内观没有看得见的目标，

注意力易散失。虽然有觉受，但行者还不能住在觉受上，不让觉受打扰自己的

专注力，要“觉而不动”。 

其实，专注的内观一处，近似于道家的“意守”，只是佛法选择的内观部

位与道教的“意守”有不同。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佛教的气脉讲三脉七轮，

道家讲奇经八脉。因为角度不同，佛教把人当作法界，从“无我”的角度看气

脉，更近似一个中空的球体。而从有形的角度看，身体的气脉循环当然局限于

人类的身体内，范围也只涉及到了太阳系，即小周天、大周天的运化。当证入

无心的境界时，脉也不存在，同归虚空。 

一般内观的部位可选择：眉心轮中心（两眉心中间的位置）、心轮中心、

脐轮中心、海底轮中心、生发宫、整个脊柱或脊柱的一个穴位，中脉的任何一

点或整个中脉位置。易昏沉者选择较高位置意守，散乱者以较低点为好（但高

血压者不宜守头部，女子月经来时不宜守海底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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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观时，不只是觉得两眼向内看，那样“意念”仍在头部，“心气”并

不能下达于关注的位置。是心气与注意力同时要进入“内观处”。这是内观很

重要的一点。不能把握要领，可以观想吸气时，将气吸入被观处，呼气时从被

观处呼出，几次之后“心气”自然入于被观之处。内观时，注意力、呼吸与关

注的部位合一才是最重要的。“内观”时，内观之处不应频繁移动，偶然调整

一两处位置即可。除非是在练气功想清理体内的一些障碍，或有老师传授的其

他法门在修，否则，不要移动你的“内观专注点”。这样易聚集能量，进入忘

我，得定。 

内观时，内观的部位出现任何冷、热、麻、胀等等觉受或忽大忽小，光明

境界等都属正常，没有也算正常，不用大惊小怪。这种“内观法”的目的是培

养你的“专注力”以及将长久向外驰逸的能量收摄回来而已。时久，会有光明

生起或因专注力进入定态。 

二、 观呼吸法 

只要我们正常活着，呼吸就不会有片刻停止，但很少有人每时每刻都了解

自己的呼吸状况。你刚才的一刻是吸气还是在呼气，呼吸的长短、快慢如何，

是暖还是凉，我们都不易在散乱中察觉。观呼吸法即是通过让你清晰地观看、

明了你自己的呼吸状况，而培养专注力。但是，在佛陀曾经教授的法门内，观

呼吸法是很重要的法门，它被称为“安般守意”。佛陀的儿子罗睺罗就是从此

法门证入阿罗汉果的。如果你不是专修此法门的话，也可以只把它作为一个培

养专注力的方法。 

具体观法： 

上坐后，全部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呼吸状态上，呼吸的长短冷热，每一息

都要清楚。而且随着心的专注和沉静，呼吸不只从鼻出，行者会觉得呼吸从身

体的任何部位出，从每个毛孔出。忘身时，只有呼吸，不知从何出……然后从

此入门进入似乎不呼不吸的入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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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数呼吸法 

行者上坐后，身心放松集中意念，从一数到十，然后返回来再从一数到

十，一直持续这样做。数呼吸法意在培养行者清明的专注力。如行者昏沉散乱

打妄想，可能就数到十二、十三了，而且用数数字代替杂念。但要注意，专注

力的培养中，行者始终要保持一个清明的觉知。但前面的“内观意守”与“观

呼吸”都结合了身体的气脉修法，对生理的转化帮助更大。不过没有最好的法

门，适合你当下修的就是最好的，不要执着。 

四、 持咒（持名号入禅定法） 

咒语有很多种，常见的基本上可划分为：①祈请咒，如百字明；②相应

咒，如诸佛菩萨心咒；③降魔咒，如楞严咒；④超度咒，如往生咒等。如配合

禅定修行，最好持相应咒。“六字大明咒”是观世音菩萨心咒，行者持诵久

了，可以与观世音菩萨的“无缘之慈，同体大悲”相应，得到加持和护持，清

洗业力。 

持诵时，声音从“下丹田”出，有点像美声唱法，身体内部就像真空，整

个音流充满体内，振动脉道。（不要用喉咙在唱或用口在念诵）。这样持诵行

者才能进入定态。而且持到一定时候，只要行者专注力足够，身心就是“六字

大明咒”音流，入法界音声海。 

持诵佛菩萨的名号也有很大加持力，因佛菩萨们在“因地”都有大愿，持

诵他们的“名号”易与他们的愿力相应，得到他们的救拔和加持。如要与禅定

相应，就是像持咒那样持诵名号，如南无阿弥陀佛，持诵时也像持“六字大明

咒”那样持，可以入定态，行者也许可以立刻见到“西方净土”和“西方三

圣”现前，并非是在往生时。 

总之，要通过持咒和持名号入禅定，持诵的方法很重要，一定要让音流从

身内出，振动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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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应当以“南无阿弥陀佛”和六字大明咒“嗡嘛呢呗咪吽”或三字咒

“嗡、啊、吽”是首选。行者都可以观想它们排列于中脉，然后从身或头顶振

动而出，音流遍满法界。有些行者很快就身心化为音流，有些行者会身心充满

光明，因法界中光音是一体的。音的振动也可产生光，光明中有音有相，化生

一切。身心充满光明时，行者会忘声忘身。层次更高的行者可以在光中见到阿

弥陀佛和观音菩萨之相，而且与他们合一，无二无别。 

第二、破除“我执” 

什么是“我执”呢？佛说“人无我”、“法无我”。“人无我”就是说你

认为的这个刹那不停的生灭意识和身体不是“你”，你是不生不灭的，你是

佛。只是被这个幻境牵引，无法解脱。包括身心的色、受、想、行、识，即五

蕴。“法无我”是指不只是人，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没有一个“真实的自我”存

在，他们也只是缘聚则生，缘散则灭。“我执”就是指你执着于这一切不真实

的幻境，而被其所转，所摄受。 

在刚开始破除“我执”时，最大的干扰和牵引是“情欲”。说“自我”就

是“情欲”，也未尝不可。如果情欲破了，名利很容易破掉。有时“名利心”

也是“情欲”无法满足而要寻找的另一个突破口。有些老年人说，我已经很久

没有性行为等，似乎已没有情欲了。在古代有的僧人为了断情欲，竟自毁男

根，但断情欲却并非是毁掉生殖器或没有性行为，情欲包含爱情、友情、亲情

等等范围，但现在只谈偏重于生理系统的情欲干扰。 

有句话说：“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其实人类几千年来，

无数诗词歌赋为情而作，但情仍说不尽、道不明。但几乎每一位有情感的众

生，都在其中酸甜苦辣地品尝着。其实，如果从修证的角度看，情什么也不

是。如果简单做一个比喻，在物质区，它是一种表面的形象、虚妄的觉受、是

一个念头、是一种行为、是一种体验、是“五蕴”——色受想行识。在光音

区，它是光．和声音．．。在波动区，它是振动。在真空区，它是示现。从物质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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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区，修行者都在破情欲的牵引，即使你变成了宇宙振动，仍有情，是情在

振动。即使在真空区，进入“空我”，仍有普照万物的爱，普度众生的情。虽

然“空我”的爱上升到了慈悲，但仍算有情众生。它在物质区和光音区的投

影，仍有生生世世的缘要了，仍需要承担共业和自己个业形成的果。 

可以说情欲一直是人类修证中最大的障碍。人的性成熟时，人就是一颗情

欲的种子，只要因缘具足，随时可以发芽开花结果。而这个世界缘太多了，在

网络时代，时空缩短，条件具足太容易了。如果愿意，有的人一生都在不同的

缘中开花，一直到生命终结。我们先不把这种行为与任何人类的道德品质、责

任义务挂钩，只从佛学修证的角度谈这样做的结果。（一）结缘无数，情缘是

最不易了的，因为它不能等价交换。（二）不断的换缘，使很多执着情欲的人

受伤害，这样情欲就导致了刻骨铭心的逆缘。（三）心神易散失，意念无法专

注、入定。（四）能量散失，易漏失能量。（五）自己内心的嫉妒、嗔恨、占

有欲会增强，很难彻底平息。六、会变得虚伪、不真诚、撒谎，内心的阴暗面

增强。这种阴暗会使人觉得生命没有意义，因为光明坦荡代表生发，阴暗代表

死亡。总之，情欲是物质区、光音区令修证者最难解脱的幻境。 

在小乘佛教中，四果阿罗汉从一开始修行就离情去欲，严持戒律，修四禅

八定，等于他们逃避了这个幻境。入定后，他们安住在定中，寂灭为乐。寂灭

只是在物质区呈现出的一个面，在波动区，寂灭和生发是同时的。故“寂灭”

久了，一旦因缘具足，阿罗汉一定会从禅定中出来，进入生发状态。此时他们

会很茫然，因为他们不知道，他逃避的那一面，一直同时伴随着他。“他”就

是“情欲”本身，他逃掉的只是不让“种子”有发芽开花的机会和条件而已。

种子仍在，众生有情，宿缘仍在。但阿罗汉证到四禅八定后，他凭定力即可以

令自己的所有“觉受”寂灭掉。在寂灭定中，他全身只有一丝“气息”维持，

这丝“气息”只能吹动一根汗毛那么微弱。所以，红尘的一切，包括情欲，对

一位在现世证四果的阿罗汉来说，只能令他的一根汗毛微微震动一下，他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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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定力即可抵抗一切。真的是八风（利、衰、毁、誉、称、讥、苦、乐）吹不

动。但宿缘要了，慈悲要起，否则他无法在人间圆证佛果。众生在情欲之中，

他的铁石心肠有时无法有太多的善巧方便救拔有缘的多情众生，这就有了菩萨

的出现，生起慈悲的阿罗汉，开始“摄心为戒”，进入红尘，用各种方便、善

巧救拔众生，甚至包括情欲的满足。但这样的菩萨在现世几乎找不到。 

直接从菩萨道修证的行者，不管宿世的根器如何，在现世又要救拔众生，

又要修证四果阿罗汉．．．．．的定力，比较困难。有些因缘不是个人的努力即可达成

的，时空的万事万物都会对你的正定．．构成影响。 

如何突破情欲对自己的控制？当通过专注力．．．进入定态，通过禅．定力．．对自己

的身心觉受以及外境诱惑能做到“觉而不动”最好。“觉而不动”时间久了，

自然可以到达“动而不住”，“住而即有即空”。从“即有即空”到“色空不

二”的示现，这是身心解脱之路，但这条路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在意境上，

首先要有正念、正知见。 

比如，佛法里对治五蕴牵引的方法有：痛念无常、苦、空、无我。我们应

这样思维，这个世界一切无常，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把握，情欲是很虚幻的，像

“自我”一样的虚幻。人有“十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

爱别离苦、求不得苦及五蕴炽盛苦、坏苦、行苦），想我们已到中年，回望过

去的岁月，眨眼而过，像一场梦，似乎并未作出任何对生命有价值有意义的事

情，活得迷迷糊糊，光阴在吃喝玩乐中虚度，未来几十年，也不见得比现在更

好。想想老去时，身体衰老，头脑混沌，疾病缠身等，我们会比前面的几十年

过得更开心吗？我们还是应该抓紧时间修行，不要让自己杂念纷飞，为未来以

及下一世，累积一些福报、功德。佛说，一切如梦幻泡影，临终时，我们什么

也带不去，只有业随身。你身口意的行为，就是你的业力，它如影随形，因缘

熟了，业都要示现果报。想想自己对别人，对这世界所做所说，你曾给予别人

的痛苦，都将回归到自己身上。我们要清醒一点地做人、做事。佛说我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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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到“无我”的等级，这样我们即可解脱。如果我们有很好的条件来修行，就

要一心一意地修证，不要再生起任何为满足自我私欲而不择手段的邪念。 

另外，树立崇高的信念、目标也是突破“情欲”对自己牵引的最好方法。

记得曾经在电影中看到，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一位烈士被囚禁在监牢，他在

就义前，在监狱的墙上写了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

故，二者皆可抛”。当时我在看电影时还小，想他的“自由”指的是什么，连

生命都没有了，他还要自由干什么？我想他的“自由”应该是指他的一种信

念，比如改变这个世界，他认为不公正、黑暗的一切。现在我们不是去探讨他

追求的信念如何，而是想说如果一种“信念”可以让人放弃生命以及所爱的

人，那情欲对他的牵引会很弱。这使我想到，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一个每时每

刻都在关注自己的身心觉受，关注自己的所爱和被爱，意念如果只在“我”和

“我的”范围打转，那这个人要突破情欲的控制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要不

断开阔自己的视野、心胸、气度。不要让自己的注意力只停留在“自我”的分

别觉受中。每个修证佛法的行者，都应把“以身证道，解脱轮回，普度众生”

当作生命的最高目标来追求，而不只是想通过修证来获取现世的安乐。因为只

要在时空区，你的“安乐”随时都会被击碎。只是我们在快乐平安时，体验不

到佛说的苦，或者好了伤疤忘了痛。我们可以想想躺在医院中的病人，想想他

们寝食难安，生不如死的痛苦。想想我们身边的亲人、朋友为情所困，为情在

煎熬，在心灵上体验着生不如死的感觉。也许我们有一天果报熟了也会变成他

们。一位证道者甚至要想到三恶道众生的苦，虽自己看不到，佛经中讲起过，

那是苦的，无片刻喘息和停止的机会的，而且时间之漫长，不知有多久。 

现在介绍两种对治生理欲望的小方法： 

(一) 性能量升起时，如果你的意识能够清静无为，不去幻想其它女人或

男人，不去分别这种冲动与淫欲相连，不去在意自己想与异性亲近的觉受，安

坐于坐垫上（躺、或坐在椅子上，意守在海底轮或脊柱上），那么几次训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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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这种能量会自动回归脉轮，开启脉道。而且，性能量充沛时，身体的每个

细胞能量都会充盈。这种细胞里的“淫毒”使人产生“性要求”的幻境（这种

淫毒是身体的觉受与意识中储存的“淫欲”信息相合产生的，如果我们的心不

分别身体的这种觉受，即使我们的细胞里残留着淫欲的信息，也不会形成淫毒。

它仍然可成为修证中最强大的一股力量，但彻底清除这种信息，需要身心的彻

底转化）。修证者会看到如果行者无欲无求，充盈的细胞能量非常清净。行者

一旦升起淫心以及暧昧的觉受，中空的细胞马上变得浑浊，而且发出各种彩色

光芒。生物场振动频率改变，向喜欢的异性发出性爱的波动。所以，不受情欲

牵引是我们最困难的事情。但如果不断训练自己，也可以尽快到达，只是开始

有一些难度。这并不是让每个行者离情去欲，只是行者在修证中一个阶段的需

要。如果行者从物质区、光音区的时空中解脱后，才可以让自己从情欲升华到

爱。那是一种从情欲解脱后的自在。 

(二) 单运法：当有性冲动时，把意念守到自己的海底轮，观想性能量变

成燃烧的火。甚至可以观想自己的海底轮像一个液化气灶，用意念打开开关，

“嘭”的一下，火焰从“海底轮”腾空而上，然后让火愈烧愈旺。让欲火尽情

燃烧，不要让它与戒律、道德、品质等等联系。让自己安住在燃烧的欲火里，

觉而不动。最后结束修证的时候，将火收回脐轮。 

第三、累积功德 

我们每天有二十四小时，因种种原因，我们在坐垫上修证的时间并不太

多，那么日常生活便成为我们修证的最好道场。“无我”是大乘佛法修证的地

基，但在坐垫上进入专注，暂时“忘我”都不太容易。因常被杂念、幻境以及

身体的觉受牵引。那么日常生活中，就要刻意去训练“无我”的品质，而“利

他”之行是训练“无我”品质的最好方法。这也是佛法中常说的发“菩提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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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认为“利他”是在帮助别人，这是世俗人的看

法。所以，人们常常去做一些慈善事业，或者去无私地帮助弱者。但从佛法的

角度，这只是累积人天福报，无法成为解脱轮回的功德。佛教史上，禅宗的初

祖达摩祖师，刚来中国时，梁武帝召见他，梁武帝在中国佛教史上是很有名的

一位皇帝，他修建了很多寺院，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做了很多事。但当他问达

摩这样做有没有功德时，达摩祖师看着他高高在上的样子，膨胀的欲望和习

气，淡淡地说：没有功德。相信这对虔诚信仰佛法的梁武帝有很大冲击，使他

终于对佛法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知。 

对一位佛法的修证者来讲，“利他”是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修证、改变自

己的欲望习气。比如，我们在路上见到一位乞丐，我们毫不犹豫地施舍了一点

钱给他，这种施舍满足了“自我”的爱心、同情心、怜悯心等等的需要。但这

还不是佛法的布施，佛法的布施要求行者在布施的同时，去掉的是自己的贪婪

以及对金钱的执着，当然也有对被施者的爱。但更多的应该觉照到我们做每一

件善行时，自己的起心动念是否真的很无私。这是修行者功德圆满的需要。所

以，能够改变自己习气、欲望的行善才可累积功德，成为自己修证的助缘。 

佛法对修证者行善有更高的要求，比如前边的布施，佛法的修证要求 “三

轮体空”的布施，这是对佛法的见地要了解的人才可以做到的，即施者空、钱

空、受者空。这样就是在布施的同时，已经证得“无我”。因“无我”，所以

也无他。外境都是相对“自我”存在的。有些修证者认为，既然一切皆空，那

我就不做了，但如果你自己仍然被物质区牵引，那所有的形式对你都是很重要

的。把心中的善愿变成行为，对你才是“利他”之行。 

当然，如果我们认为别人对我们的帮助是为了积功德而不懂得感恩，那就

更是大错特错。有时动物都知道回报救他的人，何况是我们人类。感恩心是做．

人．的一个基本品质．．．．。如果缺失感恩心，你在做人的品质上已经缺失了很多，又

怎能从人成佛呢？拥有“爱心”的善行做多了，也会触动人的内心世界，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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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来愈无私。虽然他并未将此上升到佛学修证境界，刻意为之，但他也是在积

累功德。因为“无私”就是菩萨的品质，无私的人不太看重自己的利益得失，

不会斤斤计较、算计等价交换，不会在做每一件善行时，一定要一个理由。 

佛法中，大乘菩萨修证的“六度”即“六波罗蜜多”(“波罗蜜多”为梵文

的音译，即“到彼岸”之意，意思是指由生死岸到涅槃岸。意译为“度”，指

渡过，到达的意思)，都可以累积功德，因为它是佛陀为彻底破除我们的“我

执”而设立的。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 

“六度”的意思即是解脱轮回的六种方法，行者需边修边能观其空性，才

能称为解脱法门。即行者需要站在真空地带看自己所有的修证行为．．．．．．．．．．．．．．．．。 

第一度布施波罗蜜多，是由布施入解脱门。布施所拥有的一切给需要帮助

的人。如金钱、劳动、知识、微笑等等。修此布施法，没有目的，不求回报，

布施完便不挂在心上。佛法中说“三轮体空”而施，即是指施者空、受者空、

所施一切空。用此三轮体空来布施才是布施波罗蜜多，才能入解脱之门。否

则，只是做人间善业，积累人天福报而已。 

第二度持戒波罗蜜多，即是由持戒入解脱门。 

大小乘的戒律很多，但对大乘在家行者来说，莫过于“诸恶莫作，众善奉

行”这八个字。在人道，合乎于国情、道德规范、准则，利益众生的事即为善

事，反之则为恶。 

持“戒”的本质是通过行为的约束而收摄心性的放纵，从而逐渐洗刷贪、

嗔、痴三毒。如果只重形式，心性上一点没有改变，也不叫持戒波罗蜜多。 

佛教最基本的有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酗酒。 

不杀生，并非单单吃素或放生就是不杀生。大乘佛法的每一个修证都与心

性有关，如果人还有嫉妒、嗔恨，杀心随时会生起来。如嫉妒、嗔恨别人时，

恨不得他死掉。虽然我们只是心中生起这样的念头，但如果有一天你拥有了至

高无上的权力，你就会将自己不喜欢或对自己的权力有威胁，让你嫉妒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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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消灭掉。嫉妒、嗔恨、报复、贪婪都是杀生的因，人类的杀心不会因为吃

素食就可以泯灭。 

比如佛陀时代，佛的弟子们，因受持不杀生戒，所以，不敢打扫精舍。因

为在打扫时，会伤到一些小虫子。但是害虫太多了，又影响他们的修行。佛陀

告诉他们，打扫精舍只是清除污垢，心中并无杀生之念，所以，即使误伤小

虫，也不能算破戒。我们也常常杀虫，比如当你被蚊子叮咬，好不容易找到

它，并将其打死，等它血染墙面时，观察你心中瞬间升起的快意，这就是我们

平时不易察觉的“杀心”。我们对它的死亡有快感，这就破了“杀生戒”，而

不是除害虫。 

不偷盗戒，是指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拿。这句话听起来并不难做，但是对

心性方面，它并不仅限于财务，还包括情感、权利、知识、精神领域的一切。

人的贪婪、占有欲、自私都是它的因。人的欲望永不满足，每一样喜欢的物

品，人都想占为己有。我们想窃取这个世界的一切，来满足“自我”对名、

利、情欲的渴求，偷心不死。 

不邪淫戒，人类来自于性，情欲渗透在人类的每个细胞中，严格的划分，

有爱、情、欲三个层面。欲是最低物质层面的满足，在生理上有刺激、快感就

可达成。比如，嫖娼等。男女两人互不相识，只是见面就上床，床上游戏而

已。情已涉及到男女双方的共识、理解、沟通等层面，惺惺相惜，情不自禁而

发生两性关系。爱是更高层面的，爱是不管你爱的人爱不爱你，你都能够给予

足够的宽容和谅解，甚至帮助而不求回报。当人的生命从情欲升华到爱的层面

时，就不再邪淫。也许他仍需要情欲的满足，但他的身口意非常正。如果看到

一个自己喜欢的异性，就心旌摇荡，见一个爱一个，爱三天后又马上爱上另一

个，甚至可以同时向几个人示情，语调暧昧，喜欢营造暧昧的氛围等等，这都

是邪淫的因。邪淫可以让人心猿意马，心神散乱，无法保持正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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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妄语戒，简单地说，就是不撒谎，诚信，不欺骗别人。人会为了维护自

己的私心和利益而撒谎，也许你的谎言会对别人造成伤害，也许不会，但都算

破戒。 

不酗酒戒，就是不因为喝酒影响自己的正身、正意、正言，令自己心神散

失。当然，现代修行者在佛陀的不酗酒戒里，也可以看到应该戒任何麻醉药和

毒品。 

    所以“持戒波罗蜜多”重点是行者通过诸行为检点到自己内心的不善，内

心的贪、嗔、痴，从而马上警觉而改正，即“摄心为戒”。这才是大乘道入解

脱门的“持戒波罗蜜多”。 

第三度忍辱波罗蜜多即是由忍辱入解脱门。 

“忍辱”并非是指对一切事、一切人都逆来顺受，任人欺凌不加反抗。而

是面对这些欺凌你的人和所有你认为不平等的待遇和恶劣处境时，你心中能不

起嗔恨。如果你心中已生起极大嗔恨，不管行为怎样做，是忍还是反抗，都已

不在“忍辱波罗蜜多”。 

“忍辱波罗蜜多”的“忍”有安住于一境，知其空性的意思。在任何环境

中，心能不断观人空、法空，让自己从六根带来的分别觉受中解脱出来。有时

即使愤怒，但其中并无嗔恨之毒，此即入解脱门。 

如因孩子犯错，责骂孩子，虽有愤怒，但无嗔恨。如密宗诸佛像虽呈忿怒

相，但他们因证入“空”性，所有的愤怒也是“真空妙有”，具有极大的加持

力。 

第四度精进波罗蜜多即由精进入解脱门 

“精进”有多种方式。如一闻正法，即刻能放弃自己以前种种不善业，种

种消耗时间、生命而且无益的俗务，而生起听闻学习正法之心，这也叫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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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持佛法中，能忍则忍，能断则断，认真用心，每时每刻能端正修法态

度。对上师布置的功课坚持不懈修证，不给自己找任何放松的借口等等，这都

是“精进波罗蜜多”。 

第五度禅定波罗蜜多即由禅定入解脱门，佛法的禅定分为几种：（一）四

禅八定（二）阿罗汉的寂灭定；（三）菩萨的游戏三昧；（四）如来空定。 

第六度智慧波罗蜜多经由禅定波罗蜜多而达成。 

佛法中用“缘起性空”的思想来解释宇宙生成的一切，看人类的万事万

物。你见到的万事万物一切都是缘起的，每个缘本质空。如：一张书桌，是由

木板、钉子、木工等几个缘都具足时才产生的，然后起个假名叫“书桌”，而

“书桌”的存在本质上是空的，是一个物质的“相”和“用”。而每个缘本质

也空，也是由不同的缘具足而成。如木板是由树木、伐木工人等因缘具足才会

出现，钉子是由制钉子的工厂种种缘具足才会造出来。这样讲是让人由此不执

着“物质实有不变”的认知，破我们对物质实有的执着。 

大乘佛法用“中观”来指导修证，使行者证入“缘起性空”的境界。“中

观”是让行者在否定一个面的同时，也否定另一个面的真实,即“中道”行。如

行者在开始修证时，很散乱是不对的。但如果静下来，认为“静相”是证入空

性，也是不对的。要“空、有”不住，才是合于“中道”的。因为在物质区，

我们只能看到事物的一个面，这是不合真理的。所以，我们修证要证入“真空

区”，要合乎“真空区”看待事物的角度，生和死同时，静和动同时，一切即

有即空，破我们“诸相实有”的认知。其实，圆证“中道”的行者已经突破

“真空区”的盲区。 

中观正见又称“无生见”或“中道”。是龙树菩萨在阐述论证佛“缘起性

空”思想的基础上确立的，是指导大乘行者修证的最重要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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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观正见”的要点是：大乘行者在修证成佛的整个过程中对任何事物境

界不能执着两边，在否定一个概念或境界的同时，也要否定与此概念相反的概

念和境界。 

如行者在观修中，住于杂乱或执着任何身心内外的境界都不对。但如果住

于一切皆无的寂灭境中，认为这就是佛说的性空之境，也是错的。即“空无”

和“有”都不住，动和静都不执着。不执着二元对立的任一边的修证，（如修

证中的观与所观、觉与所觉、照与所照等）即名“中道行”。其实，如果对立

的两边都空，那也谈不上有什么“中”可言，“中道”只是方便说法而已。用

“中观”的观修方法安住于“中道”，是大乘行者在初期观修法门中“意识”

存在的一个最正确状态。 

“中观见”又称“无生见”，是指一切心意识的内在境界和外现的境界以

“缘起性空”的角度，都显现为本来无生，这已经突破了“真空区”的盲区。

佛说：“众生是在无生处，妄见生灭。”本来无生，自然超越有无、垢净、生

灭二边。本来无生，那宇宙的爆炸、一动全是幻境、假相，大乘行者在修证中

凭此“无生见”才可以最终破“法身执”，进入如来果位。 

大乘佛法还有另一个重要见地“唯识”来指导行者修证。在“唯识”中，

宇宙万法都是心识的化现，这是站在刚刚进入“真空区”看事物，一切不过是

心识的投影。而“真空区”的第一个层面包含的空相即相当于“唯识学”中的

“阿赖耶识”。唯识通过阐述“心识”的化现万事万物的“相”来破我们对光

音区、物质区、波动区以及真空地带的执着，使我们从诸相中了悟它们的虚

幻。 

佛法的修证号称八万四千法门，但几乎统摄在“止观”中。“止”即止息

妄心杂念，“观”即观到真如实相。“止观”又称“观心”法门。 

第一步：修行者上坐，观自己的念头川流不息，不断在心中生灭，但有一

个觉知始终知道自己有杂念了、杂念少了或现在静下来了。我们把这个觉知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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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者。自己的杂念成为一位被观的对象，叫做被观者。念头本虚妄，本无生起

的地方，也谈不上去灭它，观它就像海市蜃楼一般来临，生生灭灭，变化不

定，虚幻不实，行者只需保存一个静静观照的状态就可。不要生起“消灭杂

念”的心，也不被杂念或身心任何觉受牵引，如身体的酸、麻、冷、胀、疼

等，这也是虚妄的，会不断变化，也属“心意识”的一部分。 

行者在这样观照一段时间后，似乎修出一个观照者和被观照者。观照者如

如不动，被观者生生灭灭，生起又消失。在日常行为中，即使自己喜笑怒骂

等，也会觉得有一个观照者在那儿静静看着。这是观“心”法门的第一个阶段

完成。 

第二步：观者与被观者消失，因为行者见地不明，会以为如如不动的观者

是“真我”，不断生灭的那个是“假我”。其实，行者的这个“观照者”是相

对于处于生灭的“被观者”而建立的，“被观者”既是虚妄不实的，那“观照

者”也是假的。观照者与被观照者只是修行者处于动、静对应的两个状态而

已。但因行者在第一步的修持过程中，杂念已经很少，很多念头已基本不生，

如果行者已到达极静的状态，而行者又不会住在静相上，那观者与被观者自然

合二为一。行者自然实证“动静”二相不再分别的境界。 

但很多修行者停在第一步不能自然进入第二步，这是杂念的“止力”未到

达的缘故。如小乘行人在“四禅八定”中“止力”已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而

大乘未有“四禅八定”的行者却不易破第二步。此时，建议用一些小法门，如

持诵“六字大明咒”，让观者、被观者全部融入“六字大明咒”的音流中，即

是身、口、意合一持诵，这样行者可暂时将“动静”二相合二为一。 

第三步：行者进入第三步时，已很容易进入动静二相不分别的“大乘三摩

地”状态，身心俱亡，但仍有执着，故动静二相并未消失，仍属“有相”范

围。应在第三步中达到“动静”二相俱亡，了然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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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从第三步过渡到第四步中间要有一个坐外功夫，即功德的建立

（如布施、持戒、忍辱），如功德与功夫同时具足，大乘行者已进入光明海，

破“我空”与“法空”，沐浴在诸佛菩萨的光明海中，而且观法界一切皆从光

明化生，包括诸佛菩萨等皆从光明中化生，即有即空。此境界很像法身佛的境

界，实证心、佛、众生无二无别。 

行者在光明海中随光明即有即空，但这并非到达实证“空性”的境界。行

者似乎已达“无所住”而生心，明了“妙有真空”，但“生灭”仍然在境界中

存在。未破“法身执”，光明即“法身执”。 

第五步：一切在定中如如不动，无生无灭，包括光明海或光中化生的一

切。行者此时证到“无生”境界，因“无生”故观不到“灭”。因“无生”故

无“成、住、坏、空”，行者进入如来空定，实证“如来”境界。 

行者到第五步，大乘行者才真正断尽情欲，破尽“我执”，将“情欲”升

华为大慈大悲，升华为博爱，才始觉将六道众生全部度尽。然后行者回归红尘

之中，时时活在“当下”，身心随缘起用，有为、无为皆为利益众生。 

在“止观”的整个修证路途中，仍然是在“中观”见地的指导下，从物质

区到“真空地带”的移动（次第大概有观与所观空，觉与所觉空，照与所照

空，圆照）。突破“真空地带”后，因为这几个区重叠在一个点上，所以修证

者会觉得自己一直在原位未动，本来是佛，这是“禅”的境界。 

修证之路，风景万千，不同根器的人有不同的幻境以及遇到的问题，所以

最好有过来人的指导下修证。但现在指导实证的老师比较少，希望大家都能发

愿去“以身证道，普度众生”。 

最后愿把我们修证、讲法、学法的功德回向给法界所有有情众生，愿大家

早日从六道轮回中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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