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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之路 人的道路 
景念南公懷瑾老師誕辰一百週年          

文 /姜海通

巴別塔

「那時，天下人的口音、言語，都是一樣。他們往東邊

遷移的時候，在示拿地遇見一片平原，就住在那裡。他們

彼此商量說：『來吧！我們要做磚，把磚燒透了。』他們就

拿磚當石頭，又拿石漆當灰泥。他們說：『來吧！我們要建

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為要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

們分散在全地上』。耶和華降臨，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

塔。耶和華說：『看哪！他們成為一樣的人民，都是一樣的

言語，如今既作起這事來，以後他們所要作的事，就沒有不

成就的了。我們下去，在那裡變亂他們的口音，使他們的

言語彼此不通』。於是，耶和華使他們從那裡分散在全地

上；他們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為耶和華在那裡變亂天下

人的言語，使眾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別（就是

「變亂」的意思）。」

──〈創世紀〉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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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坐在家中，陽光正慢慢得灑下來，從房間的窗台向外

望去，透過連片優美的石庫門紅瓦屋頂，可以看到上海「虹

口港」指向黃浦江的出口。遠處的浦東陸家嘴摩天高樓群正

告訴我，自己身處在一個工商業科技文明鼎盛的時代浪潮之

中。此地古名「上海浦」是唐宋時代的入海口，也是近代上

海最早開埠接受西方文明的地方。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一九一八年南老師出生

了。一個歷史悠久的古老文明，在這數百年之間，面對著有

史以來最為巨大的變局。東西方兩股巨大的文明力量，正在

痛苦中摩擦，在驚濤駭浪中碰撞。

《聖經》中的這一段具有象徵性的故事是有很深含

義的。歐洲的語言學大師，在十八世紀就已經證明了以古

印度梵文為源頭的統一的印歐拼音文字系存在。《大藏

經》中《法苑珠林》關於語言的創制也有記載：「造書凡

三人，長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三曰倉

頡，其書下行。」

「中國文化幾千年，中國人老祖宗早就知道，言語是

三十年一變。現在不同了，現在語言十五年就一變了。言語

如果不跟文字脫離關係的話，一百年以後的人就不懂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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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文章了。

我常常告訴人，你們喜歡讀唐詩宋詞，先學會廣東

話，先學會客家話，閩南話。那個音讀詩讀詞非常好聽，你

拿國語一讀都不對了。所以現代人，很多人學國語出身來

作詩詞，我看了蠻頭大的。我說你詩是很好，有詩才沒有好

詩，不懂音韻。言語跟音韻，跟文字脫離，文字單獨。中國人

知道，所以把言語跟文字脫開，變成中國一種文體，現在我

們叫古文。這個道理一學就會了，只要一個孩子花一年的時

間，認識了兩千多個字，五千年以前的書，五千年以後讀，完

全可以懂。

你看英文、法文、德文就不同了，他們是跟著白話走的。

白話文一百年以上的都變古文，非專家讀不懂。

你們現在偏偏要提倡白話文，還提倡簡體字，將來不曉

得怎麼辦！比如我年輕時也住過上海，還懂一點上海話。我

現在一講上海話，上海那個戴衛東經常笑我，老師啊！你這

是老牌的上海話，現在上海話有新的。所以我說我這些數據

發給你們，是當時的白話，如果你和孩子花一年的時間，把

這些文字搞通了，就有四個字──博古通今。

從白話文教育入手的人，對於中國文化永遠通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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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許多資料寶庫都在古文裡頭，你這個鑰匙都打不

開，歷史也讀不懂，中國文化讀不懂，西方文化也沒有搞

通。現在就給你們改一改剛才那個師爺的話，哎！大家都是

學了『不古不今之學』，處在一個『不生不死的時代』，多痛

苦啊！」──《南懷瑾演講錄》

滲水的自來水管

我住的地方在廚房的下面有一條舊的自來水管道，這條

管道已經非常老舊，看上去已經被修補過多次。當我第一次

來到這裡的時候，我注意到這塊地方的附近很潮濕。櫥櫃牆

壁已經霉爛。經過檢查，這條管道的整個表面持續緩慢向外

滲水。這條管道的兩端都埋入到牆壁中，是一條已經廢棄了

的有壓力自來水管道。

仔細思考觀察了一段時間，我逐步發現到這是一個很難

解決的問題，我放棄了更換管道的方法。這種方法風險很

大。修補應該也是沒有用的，水無孔不入，從任何縫隙就可

以鑽出來，所以房東一直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我判斷要引導滲水流到屋子裡

面的排水地漏系統裡面去。距離不遠，中間被櫥櫃的底座

擋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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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滲漏出來：

1、先要盡量把它收集起來。

2、想辦法讓它上升二十公分左右，移動到地漏的位

置，最後排除。

於是我設計系統，購買素材，搭建組合。用塑料紙，把管

道下方鋪住，所有的水收集到這個上面，通過一個傾斜的角

度，讓它滴落下來。在下方定製了一個特型有機玻璃水槽。

設置了一台微型蠕動泵。這是一種專門用來處理各種微流體

事件的特殊水泵。它的力道不太大，無污染，可調速，流量

控制精確。最後連接一台計時電源開關，讓它每日循環定時

啟閉。這樣，就完成了一套無監視循環抽水系統。

最後通過計算，每日啟動九分鐘，75%電機速度，就可

以完全抽乾滲漏出來的水量。如此可以契合這個問題的事實

情況，解決這個問題。為什麼要這麼做呢？當然，要讓水歸

到它應該去的地方，不能讓水漏到它不該在的地方，這樣廚

房的濕度才會恢復正常，各種潮濕霉變才不會影響到我的生

活。物理世界的地水火風空才能平衡，人才能住得安穩。

生命一旦存在，必定是相應著物理世界的，存在於物

質世界之中的，而在我們這個世界，自然界相對於人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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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生存、生活而言，並不風平浪靜。環境非常嚴酷，有時太

冷，有時太熱，有時水太多，有時風太大，有時太高，有時太

低，有時太乾，有時又太濕。還有各種不同的生命形態，共

同生活在這個自然空間之中。

馬克思哲學

大學裡聆聽了《哲學導論》課程錄音，可以說我的哲學

啟蒙恩師正是上海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王德峰老師。王老師

的主要研究方向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他是馬克思哲學研究水

平極高的賢哲。常年在復旦大學為莘莘學子進行智慧布施。

網路上還有他所講的《馬克思哲學原著導讀》《藝術哲學》

等等許多很好的課程。經常聽到他的教誨：「把握一門學

問，要從這門學問的起源和淵源處把握它。」這些對我的影

響都非常大。

馬克思的思想在萊茵報時期萌芽，當時德國政府要剝奪

摩賽爾地區農民對當地土地享有的世襲繼承權。記者寫了報

導，馬克思認為這個報導還不夠有力，就冒充記者寫文章為

當地農民做辯護。馬克思當時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哲學，他提

到自己同時研究歷史和法律輔助他做哲學研究。他應用黑格

爾法哲學原理為基礎來做辯護，結果徹底失敗。這次失敗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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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了年輕馬克思黑格爾主義者的哲學立場，使他逐漸萌發出

一種嶄新的思想。馬克思發現一種「力量」，這是一種非常

真實的力量。它超越一切理性，觀念和形而上學，是一種真

實強大的力量。這是一個重大發現。在物質利益的領域，這

是一種排除和消滅敵人的力量。萊茵報時期的馬克思已經發

現了這個東西，不過還沒有能夠清楚認識它。

馬克思批判黑格爾哲學，廣泛吸收了費爾巴哈關於生

命的感性對象性存在的種種思想。之後他就放棄了《黑格

爾法哲學批判》的寫作，轉而進行《政治經濟學批判》也就

是《資本論》的寫作，在《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和哲學手稿》

馬克思已經完成了從「商品」入手的研究。完成了從「使用

價值」到「價值一般」的抽象過程──「價值範疇」形成的

批判研究。

「商品似乎是簡單而平凡的東西，但深入的分析表明，它

是一種十分古怪的東西，充滿著形而上學的奧妙和神學的怪

誕：例如，用木頭做桌子，木頭的形狀就改變了。可是桌子還

是木頭，還是一個普通的可以感覺的物。但是桌子一旦作為

商品出現，就變成一個可感覺而又超感覺的物了。它不僅用

它的腳站在地上，而且在對其他一切商品的關係上用頭倒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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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從它的木腦袋裡生出比它自動跳舞還奇怪得多的狂想。」

確實，任何一位偉大的物理化學家，都不能從一塊手錶中分析

出它價值一百美金。「價值」範疇是構造現代資本社會整個結

構的最基本範疇。一直到《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已經成

功確立了一種嶄新的存在論思想。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

康德哲學三大批判，「範疇」作為先驗的東西，包括空

間，時間的直觀，把種種語言能描述的事實經驗製作出來。

然而康德保留了「物自體」不可知的界線，追求純粹理性的

形而上學。黑格爾把唯心的形而上學發展到巔峰狀態。而馬

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如其名字，是「範疇批判。」「行

規定者」確實是先驗的，但不是理性力量，是一種「物質性

力量」，或者按馬克思的術語：對象性本質力量。馬克思從

中體驗到「異化」，而南老師專門把《莊子》的「物化」概念

拿過來做過對比，可謂大禪師對此處深深的了解。

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提到了，「社會權力」

的概念「Social power」是馬克思哲學思想的「拱心石」。

這是一種感性的力量，它超越理性形而上學，既是「物質

性力量」，又是「社會存在」，馬克思完成了「自然界」和

「社會存在」的統一，超越了機械唯物論和形而上學的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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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兩者的缺陷。

1.自然並不是無生命得聳立在那裡供人認識和開發。

2.行規定者也不是理性形而上學之種種觀念「範疇」。

人的社會存在的歷史展開，包含了自然界對人的呈現和

感性實踐的方式。這同時也就是不同種類科學的方式。馬

克思說：「生活有其基礎而科學另有其基礎，這壓根就是胡

說。」

為了解決水管問題，我使用了定向、定時、定量的物質轉

化能力──一台機器的力量。這來自於哪裡？一台機器的力

量，完全的就在這個時代整個「社會存在」的形態裡面，生

產實踐方式整體裡面。這是「自然力量」，同時是「社會存

在」。「金銀天然不是貨幣，貨幣天然是金銀」──社會存在

包含自然力。

人類在感性生命實踐之中，也就是在「社會存在」的整

體之中，相應著自然物質世界。「社會存在」在歷史中展開。

人類對自然界的「上手」不同，也就是人類和自然界打交道

的方式不同，自然界對人類就呈現出不同的面向。古典文化

的中國人以「道學」的方式進行生命實踐。現當代工商業科

技文明是相應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力量。古希臘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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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柏拉圖的理性形而上學滲透在裡面，發展出幾何數學，物

理，化學種種現代定量科學。

馬克思的「存在論」命題一句話：社會既肯定又否定地

呈示於自然。王德峰老師說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馬克思

只是示範了一種全新科學的一個的門類，這種存在論的科學

完全可以繼續發展下去。

《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語言哲學

「語言是存在的家」──馬丁．海德格爾《關於人道主

義的書信》

當然語言不僅僅是口語和文字，一個手勢，一個舞蹈姿

態，一個表情，所有傳達「意義」的形式都是語言現象。正

如南老師所說的，我們這一代人，從小接受的是白話文字的

教育，記得從小讀書常伴左右的是一本綠皮的《新華字典》。

《新華字典》詞條對「一」的解釋：

「1. 數名，最小的正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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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純；專：專～。～心～意。

3. 全；滿：～生。～地水。

4. 相同：～樣。顏色不～。 ……」

我們從小對語言的最初的基本印象就是這樣的。

哲學的教育、傳統文化的教育，在成長中是完全缺失

的。其他的種種學問也完全沒有任何脈絡。數學教育都是技

術性的計算，證明的重複。在每一個嚴肅學問的領域，藝術

的領域，科學的領域，想要進入東西方任何一種學問的創造

傳統中都遇到巨大的障礙。歷史文化環境的錯亂，深深的疑

惑伴隨著生命成長。

語言究竟是什麼？

語言究竟如何表達含義？

認識，語言，實踐的關係是什麼？……

我從小接受西方藝術的繪畫教育長大。日復一日，年復

一年，在畫室裡畫石膏像，這尊是維納斯，那尊是阿波羅，你

就坐下來畫。也不知道為什麼如此。一道巨大的溝壑橫梗在

那裡，銅牆鐵壁一般永遠也通不過去。

後來了解到，喔！原來在，希臘，義大利，這些地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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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石的雕像隨處可見。地中海的陽光照射在白色的大理石

上面，吹著海風，特別優美。「石頭」是那裡人們的一種生

活方式。在那裡學建築，第一個概念和中國人的磚木結構不

同，第一課：「建築是石頭做的。」

後來讀了一些希臘哲學、希臘神話、希臘悲劇、數學家的

故事，以及《聖經》。對這些雕塑人物有了更生動的認識。

我知道了文藝復興的大師他們都是樣樣全能的大師。他們很

多不僅僅具有藝術方面的成就。達芬奇每日在大自然中，盡

情地玩耍，在陽光下，畫著那波光粼粼的水流。他對工程設

計、機械設計、流體力學、解剖學都非常精通。科學之父伽利

略同時是非常好的古典文學大家，他的科學著作的修辭、文

筆，華麗得讓人陶醉。那個時代，西方的植物學家，都擁有

足以堪比藝術家的手繪素描能力，可以用優美的線條繪畫自

己著作的銅版插圖。

再到後來，我的外語有所進步。我體會到用英語學習

photoshop，3dmax這樣的計算機軟件「上手」非常快。西

方語言，拼音文字可以非常生動地處理各種空間關係和形式

轉化的問題。

字母、音節，互相組合。字根靈活地脫落和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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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contain加後綴 er，快速名詞化為 container「集

裝箱」；build加 ing名詞化building，馬上就是表達「建築」。

這個時態形式有「在時空中延續存在」的意味；arch──拱

圈，加詞綴 tecture「結構」，變為 architecture建築，這裡

面保留了古羅馬建築學以「石拱結構」為基本構造的遺存。

中國人的「建築」一定是磚木結構，木石是器世間一對平衡

的力量。《黃帝內經》「金木者，生成之終始」來自於傳統

世界觀。great，thank，都和基督教的禮讚、祝福、感恩的實

踐聯繫在一起。「play」的含義，也不僅僅是「玩」，而是有

「上手」的意思。大音樂家對樂器演奏都是用「play」，很生

動。

我逐漸知道了不同語言之間，包含著很深的文明樣

式，文化境界的區別。體驗世界的關聯性，精神世界的領域

非常廣闊深厚。很多東西是無法翻譯的。

大學裡我開始研讀，康德、胡賽爾、海德格爾到弗雷格

（邏輯經驗派的鼻祖），維特根斯坦等人譯文的原典。這些人

的書很難讀。胡賽爾三大卷的《邏輯研究》開創了整個現象

學運動。他和學生海德格爾一起，給現當代西方哲學注入了

語言哲學，存在主義哲學的力量。他在演講集《歐洲科學的



273

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就已經指出了歐洲文明的發展，科

學的發展，走入虛無主義的道路。這是在他經歷了一次世

界大戰的喪子之痛，對歐洲現代文明所發出的嚴肅思考。

伴隨著現象學運動所提出的「概念懸置」，現象學還原等方

法，澄清根基，回到事情本身中去的口號，「現象學」的影響

力穿透到現在，這是一九〇〇年左右。

海德格爾認為只知道「存在者」而遺忘「存在」是整個

歐洲現代文明陷入虛無主義的病症。尼采說：「上帝死了。」

海德格爾在《路標》這本演講集中，把科學區分成兩種：

「……按其對象的事實特徵，存在方式，每個對象領域都

具有的某種獨特的可能的揭示，證明，論證的方式，以及如

此這般形成的知識概念構造方式。倘若把科學理解為『此

在』的一種可能性。那麼，根據這種一般科學的觀念，就可

以表明：科學必然具有兩種基本可能性，即關於存在者的各

門科學（存在者狀態上的各門科學）和關於存在的這一門科

學……。」

海德格爾的存在論命題：存在既遮蔽而又澄明的到來。

生命真理包含科學真理。

生命真理，社會存在，自然界是統一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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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

「1.    世界是一切發生的事情。

1.1  世界是事實的總體，而不是事物的總體。

 1.11 世界為諸事實所規定，為它們即是全部事實所規

定。

 1.12 因為事實的總體規定那發生的事情，也規定那所有

未發生的事情。

 1.13 在邏輯空間中的諸事實就是世界。

 1.2  世界分解為事實。

 1.21 每項事情可以發生或者不發生，其餘的一切則保持

原樣。」

「 2.023 正是諸對象構成這種不變的形式。

 2.0231 世界的實體只能規定一種形式，而不能規定任

何物質的屬性。因為物質的屬性只有通過命題來表述

——只有通過對象的配置來構成。

2.0233 如果兩個對象具有相同的邏輯形式，除了它們外

在性質的差異之外，它們之間唯一的區別就是：它們是

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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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31 或者一個事物具有別的任何事物都沒有的屬

性，這時我們可以直接用一個描述使它同別的事物區分

開來並指謂它；或者另一種情形，有好幾個事物，它們

的全部屬性都是共有的，這時就完全不可能從它們之中

指出某一個來。」

「2.l 我們給我們自己建造事實的圖像。

2.12 圖像是實在的一種模型。 

2.13 在圖像中圖像的要素與對象相對應。 

2.131 在圖像中圖像的要素代表對象。 

2.14 圖像的要素以一定的方式相互關聯而構成為圖像。 

2.141 圖像是一種事實。 

2.15 圖像的要素以一定的方式相互關聯，這表明事物也

是以同樣方式相直關聯的。圖像要素的這種關聯稱為圖

像的結構，而這種結構的可能性則稱為圖像的圖示形式。

2.151 圖示形式是這種可能性，即事物之間的聯繫方式

和圖像要素之間的聯繫方式是相同的。 

2.1511 圖像就是這樣依附於實在的；它直接觸及實在。 

2.1512 它就像一把衡量實在的標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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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121 只有分度線的端點才真正接觸到被測量的對

象。 

……

2.16 事實要成為圖像，它和被圖示者必須有某種共同的

東西。      

2.161 在圖像和被圖示者中必須有某種同一的東西，因

此前者才能是後者的圖像。 

2.17 圖像為了能以自己的方式──正確地或錯誤地──

圖示實在而必須和實在共有的東西，就是它的圖示形

式。 

……

2.172 然而圖像不能圖示它的圖示形式；圖像顯示它的

圖示形式。

3. 事實的邏輯圖像是思想。」

「日常語言是人機體的一部分，而且也像機體那樣複雜。

人不可能直接從日常語言中懂得語言邏輯。

語言掩飾著思想，而且達到這種程度，就像不能根據肌

膚的外形來推出它所遮蓋的思想形式一樣；因為衣服的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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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計不是為了揭示身體的形狀，而是為了全然不同的目

的。理解日常語言所要依賴的種種默契是極其複雜的。」

語言符號是環環相扣互相依靠的，有結構的思想圖像。

界線的兩邊支撐起邏輯空間。邏輯圖像和事實相應，表達意

義。要準確了解一個句子的含義，必須了解這個思想圖像結

構的界線，以及它互相結合的整體面貌。從中去了解它所相

應的那個事實。西方文明的邏輯學、幾何、數學，都具有很深

刻的「圖示法」的成就。沒有準確的圖示結構，語言將無法

表達任何正確的含義，語言的系統就會混亂。「語言」的力

量很快就會枯萎。

在他的後期思想之中，已經充分深入到一種很深「歷史

性」之中。這讓我想起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哲學。

他隱居起來，以非常冷靜的頭腦、耐力，年復一年，日復一日

地觀察著語言在實踐之中的使用，從而進行研究。留下眾多

的富有價值的精神智慧的遺產。

「我所反對的是那個理想的精確性概念，它彷彿是先

驗地給予我們的。我們在不同的時期裡有不同的精確性理

想，它們都不是至高無上的。」──《維特根斯坦全集》

從認識邏輯上我們可以建立種種關於「過去──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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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圖像模型，然後通過實踐，觀照去驗證。但是

我們事實上並不能把握，擔保「過去──現在──未來」的

事實發生。南老師常常說，過去的事情那麼久遠，通過種種

考證，考古，說事情一定是這樣的，他是不相信的。「精確

性」「嚴格性」都是一種語言遊戲的玩法，它和我們這個時

代的「社會存在」，生產實踐能力有關。

「早期的文化將變成一堆瓦礫，最後變成一堆灰土，但

精神將縈繞著灰土。」──《維特根斯坦全集》

「人們不能猜測一個詞是如何起作用的，只有去察看它

的使用並從中學習。」──《哲學研究》

「語言遊戲的源泉和原始形式是一種反應，只有這種反

應，才能使更加複雜的形式得到發展。我想說的是：語言是

一種提煉，『在開始時是一種行為。』」

「語言是行動」──《維特根斯坦全集》

 他認為語言活動是一種遊戲，人和人之間有一定規則的

遊戲，沒有任何固定不變的意義，而只是在其使用中，存在

種種「表象」的「相似性」，這是眾多的「家族相似性」在佛

法的唯識學中，阿陀那識，認識力於無盡的時間空間中綿延

玩耍。維特根斯坦說：「我們的語言世界開始就好像原始的



279

村落，外面慢慢包圍起井然有序的高速公路和高樓大廈。」

事實上，在現代化學開始之前，人們已經在「煉金術」中和

自然打交道了。

「有些哲學家說：『死亡之後將開始一種沒有時間的狀

態』。或者說：『一種沒有時間的狀態將在死亡之時開始』。

這些哲學家沒有注意到它們是在時間的意義上使用『之

後』、『之時』、『開始』這些詞的。時間性蘊含在他們的語

法之中。」──《維特根斯坦全集》

主觀認識力相應著客觀世界的存在，所顯現出來兩個東

西，時間空間，也是生命體驗世界的根本方式。種種存在顯

現的「意義」完全蘊含在語言的句法之中，蘊含在語言形式

遊戲的結合和脫落之中。

語言是「社會存在」的歷史性力量，經過提煉、沉澱，充

分展示的工具。語言的使用，語言的結構，語言意義的表

達，需要和空間相應。空間是最大的共相，也就是一合相。

「普天之下皆為王土」，一切空間中的存在都和認識力相

應，都可以用邏輯結構來表達出來。空間中現象的特徵界

限就是邏輯的外延。弗雷格的《算數基礎》說：「數」就是

把內涵捨棄之邏輯純粹的「外延」，數學研究邏輯純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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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形式的互相轉化。數學和空間統一，是認識力的一種工

具。（可以說《算術基礎》這本簡潔優美的小冊子開創了羅

素、懷德海、維特根斯坦等人，以嚴格數理邏輯工具指導的

「邏輯經驗哲學」的整個流派。）

理性的認識力量和事實相應，認識的空間形式結構，就

是數學。西方人在古希臘時期，就將「幾何、代數、哲

學、語言邏輯」統一起來。中國文化核心的易學，包含

「理、象、數」三者，本來也是一套完整的生命科學系統。

空間時間中的存在都是以相對性的表象呈現出來，二

元邏輯關係。生命認識力則超越對立和它相契。阿賴耶識

的「五遍行」遍一切處，其中就有「觸」──三合和。房間

裡的水流到這裡，流到哪裡去都可以，沒有關係，因為我的

生命住在這個裡面，它就有了應該去的地方，不應該去的地

方，物理世界和生命實踐相應，賦予了存在事物的內涵和外

延。認識世界的方式不同，外延內涵就不同，同一個事情的

意義就大不相同。

白日依山盡，

黃河入海流；

欲窮千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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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上一層樓。

生命實踐，語言活動，認識活動，邏輯的內涵外延，數學

是統一在一起的。現當代文明的度量衡事實標準大多是西方

科學制定的，而中華文明兩千年前就由秦始皇統一了物質尺

度標準，從而建立了統一的市場，統一的國家格局。

大道是超越語言的，語言是大道的起用，有如佛法的文

字般若。

獨立懸絕的東西，不在語言之中，這是語言表達不出來

的東西，它不是相對性的東西。《指月錄》：「以指指月，指

非是月。」《金剛經》通過層層邏輯的遮除，顯出「非相」。

非存在照應著存在，在一切中超越一切就是佛。佛也為

幻，了不可得。

「6.52 我們覺得，即使一切可能的科學問題都已得到解

答，也還沒有觸及到人生問題。當然那時不再有問題留下

來，而這也就正是解答。

 ……

6.522 確實有不可說的東西。它們顯示自己，它們是神秘

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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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 哲學中正確的方法是：除了可說的東西，即自然哲

學的命題──也就是與哲學無關的某種東西之外，就

不再說什麼，而且一旦有人想說某種形而上學的東西

時，立刻就向他指明，他沒有給他的命題中的某些記號

指謂。雖然有人會不滿意這種方法──他不覺得我們

是在教他哲學──但是這卻是唯一嚴格正確的方法。

6.54 我的命題應當是以如下方式來闡明作用的：任何理

解我的人，當他用這些命題為梯級而超越了它們時，就

會終於認識到它們是無意義的。（可以說，在登上高處

之後他就必須把梯子扔掉。）他必須超越這些命題，然

後他就會正確看待世界。 

7. 對於不可說的東西我們必須保持沈默。」──《邏輯

哲學論》

生命的根本智慧是超越語言的，語言是大道的起用。佛

陀一方面說一切語言無實義，一方面又說要文字般若。而中

國文化自古具有「文以載道」的精神。

語言是形而上形而下的統一；是存在論、認識論、實踐論

的統一；「大道」廣泛在各個層面的樣式中展示就是文化。

文物衣冠，鐘鳴鼎食。中國近代史上洋務運動的「中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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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西學為用」不成立。接受一個文明的實踐方法，生產方

式，必定也就在某一種哲學裡面了，中西文化各有自己體驗

世界的方式，生命實踐不同。沒有足夠廣闊深度視野的「比

較哲學」的工作，是非常難以融合兩種非常不同的文明力量

的。對語言原理的不理解，必然會造成南老師所說的中不中

西不西，錯亂痛苦的根本困境。

中國人的祠堂文化、唐詩宋詞、飲食文化，完全是中國人

領會大道，展開生命實踐，一以貫之的方式。西方人的哥德

式大教堂，歐拉公式，交響樂則是另外一面的「道顯」。 海

德格爾說：「語言是存在的家」。丟失了自己文化的根，就丟

失了自己存在的「家」。

「時間空間」在中國傳統文化的世界觀，宇宙觀中，是

如環無端的陰陽交變，也就是說中國人的精神體驗世界的方

式就是如此的，自然而樸素的晝夜交替，春生夏長，秋收冬

藏。柏拉圖《理想國》的「理念論」、「洞喻」影響西方世界

兩千年，加上一千年基督教世界歷史，理性形而上學，地獄

天堂二分的宇宙觀融合，形成一種「強制性力量」，他們體

驗世界的方式是強制遞進式二元分裂。方東美老師指出他們

的文明形態不在一種統一性的「中道哲學」之中，這是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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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文明的關鍵點。

歷史的展開，不是單純事件展開，是文明實踐的展

開，是生命體驗世界方式的歷史。中國古代的大歷史學家就

是大哲學家，就是大文學家，文史哲是統一不分的。生命的

存在投射到虛空之中，隨時在應契種種存在關係和實踐的問

題。語言不能把生命宇宙大道的統一性展示出來，不能具有

適當合理統一的語言，不能和空間事實的結構相契，那麼宇

宙生命的大合唱將不能得到和諧安定的生存本位。張老師總

是說：「語言符合經驗，符合事實」、「是什麼就是什麼，不

是什麼就不是什麼。」達摩祖師說：「要找一個不騙的人。」

所以古代的道統、文統、政統，完全是合一的。

中國古代道學

南老師說：「周易是從周代開始的，中國的上古還有神

農時期的『連山易』和黃帝時期的『歸藏易』。」

說實話，我一開始認為中國人的文字是沒有力量的。我

不能找到中國方塊字的邏輯內涵和外延，他們經常是含混不

清，範圍不齊。不管是語言的使用，還是句法的結構，都沒

有統一的直觀形式，常常帶有錯亂的情緒化力量。我真的不

能領會它們所要表達的文化內涵。在漫長的歷史之中，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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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一個遺忘了鑰匙，無法打開自己家大門的孩子，直到南老

師的出現。

南老師是一位哲學大王，通學大王，他博古通今，是一

位將中國儒釋道的文化，中國人的整個「歷史性存在」做高

度、廣度、深厚、圓融，完整呈現的大禪師。

譬如南老師對「天」字的解釋： 

「『天』字，真是『我的天哪！』，讀古書，碰到這個天

字，如果要仔細研究，也不是那麼容易，同是一『天』看它用

在哪一『天』的意義，我們現在把它歸納起來，也與『道』字

一樣，有五個內涵。

一、是指天文學上天體之天，也可以說，包括了無量無邊

的太空。可不是嗎？外國叫航行太空，我們叫航天，並沒有

兩樣，各自文化不同，用字不同而已。這是科學的天。

二、是宗教性的天，這是表示在地球人類之上，另外有個

彷彿依稀，看不見、摸不著的主宰，叫它為天。在我們上古以

來的傳統習慣上，有時和『帝』字、『皇』字是同一意義。不

過，『帝』或『皇』是把那個莫名其妙的東西，加上些人格化

的意思而已。如果用『天』字，就抽象得多。在意識上，便有

『天人之際』，自有一個主宰存在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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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形而上哲學的天，它既不代表陳列日月星辰的天

體，統屬於自然科學的範圍，又不是宗教性的唯心之天。它

既非心和物，又是心和物與一切萬象的根源。它猶如蕭梁時

代，傅善慧大師所說的一首詩『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

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的天。簡言之，它是哲學所謂的

『本體』之天。

四、是心理情緒上的天。它如一般人習慣性所默認的

『命』和『運』關聯的天。所謂『天理良心』，這是心理道德

行為上所倚仗的精神的天。又如說：『窮極則呼天，痛極則

呼父母』，是純粹唯心的天。

五、是屬於自然科學的範圍，作為時間和空間連鎖代號

的天，例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今天、明天、昨天，以及西

天、東天等等。

總之，先要了解這幾個中國古書中，『天』字的差別意

義，這在研究《中庸》一書時，更為重要。好了，我們為了講

《大學》，又是『過了一天又一天』了！」──《原本大學微

言》

文字的內涵、外延、深度、範圍，在歷史中變化。南老師

認為古人將圖形符號和口語脫開，倉頡的六書造字，幾千年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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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一致性，統一性的圖像形式關係，對後代人了解古人的智慧

思想極為重要。很多古籍都說「伏羲畫卦，倉頡造字，鬼神泣

之，功德至大。」神話故事不一定是真實的，但它們象徵性的

記載了「文明存在」根源。包括任何一門實踐性學科，都應當

是歷史性的，不能了解它的過去的形態，就不能深入了解它們

當下的樣子中，真正精髓。「觀今宜鑑古，無古不成今。」

南師說：「我們正式講解《大學》、《中庸》之前，首先

須要了解中國文化中三個重要文字的內涵：『道』字、『德』

字、『天』字，再加一個『大人』名詞的意義。然後再研讀《大

學》或《中庸》，就好辦得多了。我們中國的文字，自遠古以

來，就不同於其他一些民族的文字。中國字是方塊字，它與

印度的梵文，埃及上古的象形文字，都以個體形圖來表達思

維語言的內涵意義。所以到了漢代，便有專門研究文字學的

學問，以『六書』來說明中國文字的形成及其用法。所謂『六

書』的內容，包括：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這

屬於漢學中最出色的『小學』和『訓詁』的範圍。但是，這是

一門專門的學問，我們不必在這裡多講，免得浪費時間。不

過，這裡所講的『漢學』，是專門指漢代文字學、考證學，並

不是現代外國人對中國文學或學術都稱作『漢學』的意思。



288

那麼，我提出讀古書須先理解『道』、『德』、『天』等字，以

及『大人』一詞是什麼意思呢？這也與漢代文字學的『小

學』、『訓詁』很有相關之處。因為我們要研究從春秋、戰

國時期以來的諸子百家書籍，尤其是儒、道兩家的書，對

以上的幾個字，用在不同語句、不同篇章裡的涵義，並不

可只作同一意義的理解。否則，很容易把自己的思維意

識，引入歧途，那就偏差太遠了。」

南老師在另一處說：「過去讀書，五、六歲以後，先研究

『小學』，就是研究做人道德行為，等於現在學校的公民課

程──灑掃應對。『灑掃』從文字上看很簡單，灑灑水、掃掃

地而已；『應對』可就麻煩了，對老前輩行什麼禮，到了客

廳坐什麼位置，送一封信給叔叔伯伯，講話的態度該怎樣等

等，做人處世都包括在應對當中。除此之外，研究『小學』

之學，就是後來所謂的說文、訓詁等的文字學，探討文字的

來源。中國文字不同於西方文字的拼音而成，中國文字有所

謂六書──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的法則。

我們知道中國字的部首是從『一』字開始。『一』就畫分

了上下，所謂一畫分天地；再在上面加一畫『 』（上），就

是上，下面加一畫就成『 』（下），是為下。宇宙本來是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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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無法分別，現在分了以後，『人』在『 』的下面，即成

為『天』，這個字就代表了天。我們看到了『示』這個字，就

是表示上天垂下來許多象徵，顯示給人們看，太陽、月亮、風

雲、雷雨都是上天的垂示，所以這個字，就代表了與上天的

關係。圓圈中間加個十字，就代表了土地的『田』字，這土

地上面出了一點苗芽便是『由』，再向下伸展成為上下通的

便為『申』，在申旁再加上『示』；表示由天上來的，而上下

左右都能通達，便謂之神。只能下行旁通而上面長了一根象

徵性的毛毛『鬼』就是鬼。那帝的篆文『帝』也是表示上天

垂示下來的徵象，代表形而上的，不可知，不可說，也無法形

容他，有這樣一個力量，這樣一個東西在，就叫作帝，再加

上示，就成了一個宗教性的哲學觀念。中國古禮稱祭天地的

禮為『禘』。至於形而上，到底有沒有？又是怎麼樣一個東

西？暫時不談，到此為止，如再向上討論，就牽涉到哲學與

科學的問題了。」

在讀大學的時候，開始接觸《說文解字》。這是一部漢代

的許慎寫的書，被認為是流傳下來中國最早的字典和文字學

文獻。當時推薦「中國書店」的版本，因為這個版本沒有多

餘的現代人的解釋，比較純淨的緣故。而它的印刷，保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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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木刻版的舊版樣式。《說文解字》是以小篆為標準字

形的，同時上追溯至大篆的字形。當時完全讀不懂，翻開來

一看，眼睛都花了，就和畫符一樣，一頭霧水。

經過南老師如此這般恰到好處的點撥。隨著時間的推

移，我對西方哲學，中國傳統文化思考的積累。某一天，我再

回去翻看《說文解字》。我拿起書，翻開正文第一頁，讀到：

「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凡一之

屬，皆從一。」

我豁然開朗！原來漢字的符號之間互相的是有一個關係

結構的，這個結構和西方文字的音節音韻的句法結構原理不

同。這是一種生命應契空間，直觀相應的結構。「一」就是這

個整體的「符號金字塔」開始的地方，這是它的尖頂。「一」

以上是完全超越一切存在和語言的東西，禪宗有話頭：「萬

法歸一，一歸何處？」，「一」就代表「主觀生命的認識

力、生命的功能」與「客觀世界、物理空間」開始互相應契呈

現出來種種相對互化之存在表象，就是「二。」

接下來出現的兩個字：自然就是「上，下。」「一」是六

書的象形，「上」「下」就是指事。空間直觀的座標就誕生出

來了。中國文字是自上而下書寫的，自然和中國人的「道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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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有關係。「上」就是傾向於精微的，高頻率能量的精

神和生命存在形態，「下」則傾向於客觀的物理世界。中國

人的生命觀、宇宙觀、世界觀，基礎框架已經被賦予了。

中國人的世界觀是「陽主陰從」，以禮讚宇宙中偉大精

神生命的存在為基礎的。這個東西就叫做「道」。「道」本身

不在語言文字之中。陰陽、空有、清濁、身心，世界一切存在

都是相對互化的「表象」呈現給生命的。如水興波，互興互

滅，各顯一面，佛家叫「幻有」。這裡和西方文化「實體」觀

念不同。

可以說現代的量子力學和相對論徹底顛覆了西方傳統

實體科學概念，趨向東方傳統文化。認識力照應著一切存

在，細到極微，大到無量，奇小無內，奇大無外，都是實

踐，邏輯的假立。「夫陰陽者，數之可百，推之可萬……。」

「示」字，造型上「 」字垂三畫下來，從天而垂，日

月星三光也。一切祭祀，禮讚生命的實踐，都帶有「示」字

部，祭、祀、祠、社、禍、福……等等。

《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三：天地人之道也」，「三」就是生活在天地中的人。

從「一」開始，萬類的存在呈現出來。生命本來和萬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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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在一起，在生命實踐的「上手」之中；在馬克思所說的

「勞動」中；「主觀生命」和「客觀世界」對流和轉化，發

生人事物的關係。在大道的關照下，認識主觀生命的功能

和客觀世界之間的關係，開發生命，轉變宇宙存在之種種缺

陷，得到福德和智慧的成就。

伏羲得河圖洛書畫卦，倉頡造字。「一二三四五六七 

八九十」各有相應的氣、勢、位、度。河圖洛書就是中國文化，文

字，內在的數學模型。生命的展開和回歸，相應河圖相生的

循環；洛書九宮相剋的循環。去來成壞，重合在一起的「生河

圖、死洛書。」

萬物有靈，生命功能充斥周流宇宙。主觀生命功能「乾

卦」──「大哉乾元」。客觀世界為「坤」，厚德載物，乾

坤定位。生命的展開、旺盛、回歸有「坎卦、離卦」。「降清

升濁，升清降濁，生滅成壞，陰陽交變，化氣成形，一氣周

流」，各有「上升力，下降力」方向勢能的不同。下降力的樞

紐是「震卦」，上升力的樞紐是「艮卦」。「風雷相搏」：物質

從「巽卦」開始被依附，在「離卦」得到充分攝受轉化，「山

澤通氣」：在「兌卦」被釋放，「坎卦」藏入混沌之初。物

質轉化，在上升、下降力之中，就有綜合的「還原反應、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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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反應。」「三」加上一種流動的字形就是「气」。陰陽交

融之間就有種種化學轉化──精微粗重不同。「太易、太

初、太始、太素。」宇宙「信息、能量、物質」在無常轉化中

勢、向、力、能量狀態，這就是「易」的主題。

《易》之教「絜靜精微。」

「風雷、山澤、水火、天地。」先天八卦具有「升降、清

濁、交變」勢能的直觀，後天八卦則具有，四方四維，空間時

間氣變直觀。《易緯》〈乾鑿度〉中提到：「四正陰陽交爭

為行，四維為返，東南、西北為天門地戶。」五為中宮，神之

所居。五方各應「仁義禮智信」於「中、央」和合，上升，回

向到生命「大道」之中去。古代的祭天、祀地，東西南北中各

有：玉璧、玉琮、玉章、玉琥、玉璜、玉圭，各禮一方，佛家講

五方佛，實際上是相同的。一切真善美都是宇宙天地人相互

融合的創生。

「上中下、左中右、精氣神、天地人」起用則處處皆

空，周遊六虛變動不居，參天化地，和合陰陽，天人相應，中

國文化特有的「中道哲學」的形式，順理成章的發展出「參

贊天地之化育」的《中庸》思想系統。

然後歸到「王」字：「天下所歸往也。古之造文者三畫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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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其中謂之王。王：三者天地人也，參通之者王也。」「王」

就是具有通達天地人三才的智慧福德的人。「王」字已經把

中國文化宇宙觀、世界觀，人生追求的方向意義徹底表達出

來了，內聖外王修養生命。

就有「玉」，「王」佩戴的就是「玉」，玉有五德，溫

潤、剔透。人養玉三年，玉養人一世，中國的玉文化傳承比

文字更久遠。「金生麗水，玉出崑岡」玉石在崑崙山上高海

拔，缺氧的自然環境中，接受上升力，悠久的時間，還原為精

微能量結構。玉石和人氣最和合。佛家有七寶供養，七寶都

是和生命力量相應的。中國人很早就會利用火來轉化物質的

能量結構，陶土放置火焰中，加上窯爐，製造高溫缺氧的環

境，就能轉化為優美的陶器和瓷器，模仿出玉石一樣溫潤的

質感。

從玉文化展開的茶文化，香文化都是極深的，培養清氣

正氣的文化。《孟子》的浩然之氣，佛家的清淨之氣，一切

的道門都在養氣。生命的精氣神、荷爾蒙系統、肉體狀態、清

氣大小，生命能量大小、力量、深度在這種生命科學形態之中

都是有尺度標準的。

《新華字典》所代表的那種破碎的文字觀已經不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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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文解字》就是中國的先驗哲學。中國文化在漢代就已經

面臨了禮崩樂壞，春秋戰國社會種種的錯亂，傳統文化如何

傳承下去，已是嚴重的問題。許慎是一個非常有文化理想的

人，他寫完這部書，馬上就交給政府保存起來，自己回鄉下

做初等教育去了。《說文解字》示範了漢字符號結構如何與

「道」相應在一起展開。這就是「第一哲學」的大學問。南

老師說，小學、文字學，訓詁是很重要的。文字是開啟文化內

涵，境界的鑰匙。周代有《史箍篇》（已經遺失），印度有因

明、聲明。上古到夏商周，燦爛優美莊嚴的禮樂文化，無不是

大道的展示。語言的音韻、音律，詩歌的優美意境，也已經先

天地根植在這種語言和天地相應結構之中了。

生命本位上進行一切宇宙身心直觀，中國古代道學和

印度古代文化具有共通的東西。南老師說：「《瑜伽師地

論》瑜珈Yoga，就是相應、交感。」宇宙隨時變轉，就是

「無常」，就是「易」。生命從本位應契，上下、四方、四

維、六合、八方、十方。儒家，就有「君臣、父子、妻兒、兄

弟、朋友」，生命的空間事實關係。生命的綿延，在時間上

「祖、中、少三代。」空間上就是「飲食、男女、家、國、天

下。」道家：「天地人、精氣神，陰陽轉化，升降清濁，如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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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端。」佛家：「三世因果，六道輪迴。三界唯心，萬法唯

識。」不同符號系統設立，時空框架的深廣度不同，處理的問

題也不同，實踐內容也不同。但都是相應同一個生命存在真

理，這叫「道通為一」。

反觀西方拼音文字的符號關係，就沒有那麼緊湊嚴密

了，顯得鬆散許多。《說文解字》環環相扣，如泉水般自然

得展開。「二」代表大地，《說文解字》安排在最後。中間相

交的萬類存在，「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互相

組合脫落，表示陰陽相交成萬類。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互

相交融。

生命的力量降落到地上，發展出「草」、「木」自然界存

在的開始，少陽之氣。相應生活實踐中的吃竹筍，老母雞湯

等等。雞爪子之類，筋頭把腦的地方質感「勁道」是身體中

納陽的地方，中國人特別愛吃。外國人只吃白肉。

然後生命的力量在空間位置中安定下來，「止」。

「足」生命站立於地。「正」，「止於一謂正」加「日」

就是「是」。加個寶蓋，就是「定」。生命展開，對世界的

轉化實踐，完全是從「手」、「足」而起。很多字從「足」

發展出來，譬如「道」。很多的字從「手」發展出來，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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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執中而書謂「史」。

「學」字就是兩手進行對世界的上手，陰陽交變的實踐

之中，以宇宙生命混沌的源頭十二地支的「子」照應這個活

動。天開於子。「子」就是天地開闢之始。「渾淪者，言萬物

相渾成而未相離，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

也，易无形畔」──《易緯》〈乾鑿度〉這和《心經》：「照

見五蘊皆空……色不異空，空不異色……不增不減，不垢

不淨……不可得……」是相通的。

南老師在《禪海蠡測》中創造性地用「力學」中的「向

心力」和「離心力」解釋心意識力量的變化狀態。描述了

聲光電化科學和佛法的相通之處。我的一位老師曾經說：

「很遺憾牛頓讓人類先發現了地心引力，而沒有發現天心引

力」，「人的生命能量結構，有五分之四受天心引力影響，而

只有五分之一受地心引力影響。」

一切神話、故事，往聖先賢的力量是存在的。

 中國文化祭祀、飲食、器物、藝術，生活科學的種種，都

相應著宇宙、空間事實、能量事實來展開。非心非物，即心即

物，祭天祀地，敬鬼供神。藝術也有寂靜莊嚴和靡靡粗俗力

量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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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腐，由高頻能量鹵水激發大豆的凝合。轉基因大豆

就不可能和合成形。如同身體四大是由生命能量凝合起來

的，當生命力量撤退就會分散。道的力量超越語言，於馬克

思哲學的「物質性力量」相通。它包含一切自然力，包含現

今科學、化學、礦物、相對論、量子力學等，遍滿宇宙。大勢

至菩薩是這種力量的表達。生命在作意，智行合一的修養中

達到哲學、科學、藝術、宗教的圓融統一。

從「身體」發展出很多字，骨、肉，包括空間尺度，一

寸、一尺等等，都是用手臂手腕骨度量，不同於現代科學的

生產和度量方式。

「五」為天地相交之中，字形清晰，重要的能量樞紐通道。

從「二」發展出「土」，發展為「里」，老上海有「里

弄」。安居於其中謂「里」。

道理的「理」，左邊是「玉」，意思是「玉石內部顯示的

紋理結構。」

中國人的「理」完全的要和事實結構相應，而大道是超

越語言互融互攝的，華嚴宗哲學有一一事遍含一切理，無量

為一，一為無量。認知科學、生命科學，生活實踐的科學，就

是「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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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學」的廣大起用，就包括：調和環境，地水火風空

的水利、建築、園林等。人氣轉化、水、食物的飲食文化；解

決肉身荷爾蒙系統的問題（從「道學」中發展出中國人的醫

學）；解決生命活動空間秩序的問題。擴展為《禮記》〈禮

運篇〉世界大同的文化理想。生命與天地合而為一的寂靜

莊嚴的文明形態。生命的光如何打出去，就會如何回來。一

切的起用都是以「恭敬」為根本，《禮記》開始就有「毋不

敬，儼若思。」

好粥千攪，就有「見」字，主觀生命的照應。人的關懷和

合進去。機器是做不到的。一切「上手」處處為道，都是氣之

交變「氣化」的思維方式滲透一切，轉化空靈自在，和生命高

頻精微力量合而為一。「事有終始，物有本末」生命對空間完

全的關懷照應的功夫。「買菜、洗菜、切菜、燒菜，到怎麼吃。」

行住坐臥，處處事理。那種博大精深，代代相傳的經驗積累。

能夠「推十合一」為「士」那是不得了的學問家、實踐家了。

中國文化的認識論和實踐論，物理世界和精神存在，形而

上形而下，道器變通，有機融合統一的生活境界，會對全世界

的文明做出巨大貢獻。《易》「一陰一陽謂之道，繼之者善也，成

之者性也。」中國文化是一個追求「真善美」的文化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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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識哲學

《莊子》「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楞伽經》「流注生，相生，流注住，相住，流注

滅，相滅。」

阿賴耶識最初的朦朧作意，如同泡茶，當茶水注入到蓋

碗之中，茶葉完全地沉浸在水中，茶葉對水完全呈現出它的

現象。這也是投胎的開始。當六根落在六塵之上的時候，客

觀世界就向主觀生命顯現出來，主觀生命就投射到客觀世界

時空的綿延之中，背覺合塵就開始了，生命開始進入到輪迴

變異玩耍之中，進入到種種樣式，種種認識力的活動，種種

語言現象的活動之中。

一切歸到識，唯有識，超越識。

六根落在六塵上，在時空中玩耍的那個活動的功能作

用，就叫做「識。」佛說：「阿陀那識甚深細，一切種子如

瀑流。」

唯識學的理論系統的設定是從人的存在最為徹底的究竟

來展開的。它的道理所對應的生命實踐就是如何讓自己徹底

了解自己的究竟，如何成佛的生命實踐問題。《瑜伽師地論》

十七地，完全講從凡人開始如何成佛的實踐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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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人事物存在，隨著實踐的深度不同，道理層次

的深度廣度，框架也會有所不同。不同智慧認識的因，就

會得到不同的實踐結果。宇宙有十法界──地獄、餓鬼、畜

生、人、天、阿修羅、聲聞、緣覺、菩薩、佛；不同的生命理

想，生命實踐重合在宇宙中互相融合，互相轉化地展開。

種子生現行，現行熏種子。阿賴耶識有五遍行，「作

意、觸、受、想、思」，遍一切處，它朦朧作意，如水起浪，浪

浪相疊，無法停息，便隨時自己抓著自己，天然攝受內外主

客觀一切表象，反影種種樣式和現象。環環相扣的緣起是無

盡的，因是，「無明」。

故有六、七、八識為一整體。從前五識反映客觀世界開始

就被六、七、八識抓住種種樣式不放，攝受地水火風的表象一

起旋轉震動假合成為報身；乃至成為社會環境，自然環境。

一切存在析為極微，「境風吹識浪」，譬如大漠沙丘，大

猛風裹帶沙塵，變形遷移。一切的存在，都是在無常中，本

來由種種條件和合起來的因緣所生法。

若禪宗悟道，當下了了分明，飛鳥掠空，了不可得，就會

意解心開，身體轉化，內觸妙樂，超越主觀和客觀，前五識

如其所是了了分明，初是平等性智、妙觀察智，而後成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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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大圓鏡智慢慢成就起來。從六根進來，一切所緣當下即

是變現，也是熏習。修行的原理是以種種條件、資糧、智慧為

基礎，以種種「作意」為樞紐，當下轉化垢熏為淨熏。轉化

大中小煩惱，完全落在十一種善法之中。轉粗重為輕安（這

個地方和中國古典易學是相通的），經過四禪八定，聲聞、緣

覺、菩薩，最後掃除一切障礙，在一切中超越一切。生命存在

中最難以解脫的攝受和熏習，正是飲食和男女，《大梵天王

問佛決疑經》「火大一身之主，故分二識，從靈成舌識，主靈

成意識。」阿賴耶識、第七識、意識；飲食；男女；色身火大

都是統一的。

最後達到，彌勒菩薩的唯心識定。成就的智慧遍照法

界的大神通的彌勒樓閣，達到生命在宇宙中的最高智慧成

就，成為淨樂我常永不凋謝的花朵，而又超越之。

禪

法本法無法，

無法法亦法，

今付無法時，

法法何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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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

「何期自性本自清淨，

何期自性本不生滅，

何期自性本自具足，

何期自性本無動搖，

何期自性能生萬法。」

徹底認識自己，徹底了解自己。禪門文化具有完整的證

入形而上道的方法。

南老師說：「禪門文化的禪宗的叢林制度，就是共產主

義社會。」

張老師說：「禪是真理中的真理；智慧中的智慧；善良中

的善良。」

《華嚴經》〈普賢行願品〉作為文明內涵的基礎

張老師在禪七上說：「南老師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就是

《一個學佛者的基本信念》。」生命的展開就是時間、空

間的展開，就是認識力的展開，就是語言的展開，就是心

量的展開，就是生命實踐的展開，同時就是數學的展開。

實踐在和認識相契中有種種界線和互相的關係。生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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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存在，必定應契在虛空中，必然需要適當的本位和各種

條件。生命存在相應著自然界，改變轉化自然界。生產力

是服務生命的。究竟看來，認識力在時空中綿延是一種

愚癡玩耍。生命相應著物理世界，地水火風空，相應著陰

陽、空有，種種相對表象，把本來不合和，不適合自己生命

存在的種種條件，調適好，成就一切，就是《中庸》參贊

天地之化育了。世界上一切的存在本來都是如此，互相依

靠，互相依持，互相轉化，互相孕育，互相成就的關係。

「成就萬物，養育萬物，化生萬物」互依、互持、互化、互

融，是宇宙之間唯一真實的關係。佛陀托缽乞食，《華嚴

經》開篇就是供養種種諸神，《普賢菩薩行願品》的禮

敬諸佛，供養如來，展示著生命本來具有的「誠明之道」

於「常修供養。」古巴比倫對數學的祭祀，古羅馬的萬神

殿，中國古典的祭祀文化，祠堂文化等等生活樣式，都體

現著對宇宙生命虔誠恭敬的態度，對宇宙生命根源的禮

讚。我的一位老師曾說：

「春節就是中國人的〈普賢行願品〉」。在一個本來無

事，互化互育，恭敬莊嚴，天人合一的文明形態中，禪門文化

的高邈境界，遊戲智慧，才會順理成章地孕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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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相、別相、同相、異相、成相、壞相。」

華嚴境界，莊嚴無比的「華藏樓閣」是一切的歸結，方

東美老師最後就是歸到一切事理處處圓融無礙，相應一

切，包容一切，慧照十方，至真至善至美的「華嚴宗哲學。」

《楞伽經》「智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心。」永遠無私無我的

為眾生服務是唯一的歸命處。這是一切有人生意義的文明

之根本中心。

馬克思說：「當人類社會克服了物質性力量的對抗性，徹

底揚棄了貨幣和異化之後，人類將進入一種真正的人類文

明，共產主義社會。」

海德格爾說：「我就像在為西方文明修一條路，這條路

修到一半，我就已經精疲力盡再也修不下去了……」他的

晚年，還讓他唯一的中國學生熊偉用毛筆寫了《老子》掛在

辦公室裡觀看，不過他最終也沒有進入到中國文化中去。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南老師在南禪七日中提出：認知的科學、生命的科學。

並說：「一條世間的鐵路不重要，文化鐵路才重要。」

張老師說：「中國人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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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大道是超越語言的，語言是大道的起用和展現。西方

的先驗哲學、馬克思哲學、語言哲學、中國古代道學、祠

堂文化、唯識哲學、禪門文化，以及華嚴宗哲學，完全相

應在一起。

一、以形而上「大道」為原點契入空間的統一性，展開語

言結構。

二、宇宙、身心一切存在，作為環環相扣，相對互化的「表

象」呈現給認識力。

三、數學在空間中，0為道，1為無量，無量為1。

四、語言與事實相應並具有統一確切的形式。

五、語言包含證入究竟形而上道的實踐方法。

六、語言以生命「真善美」為本位，恭敬心為基礎，包容各種不

同層次，不同形態的生命實踐，劃定界線，理事無礙，互化

圓融。哲學、科學、宗教、藝術，生活世界圓融統一。

文化鐵路是一條超越之路、語言之路、一條人的道路。

尚德讀後：

一、《楞伽經》一開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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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心。」

所以才說一切哲學與邏輯，無非是在阿陀那識與阿賴
耶識的變現或相應中做開展。因此，執著哲學、邏輯或

語言，便永遠不得解脫。故要從根本智中去超越「緣起

性空」，要在後得智中去相應一切存在而又超越存在。

即超越語言與哲學，超越一切的一切。其實，根本智和

後得智，常常是互應在一起的，也就是性相本相連。

二、如何做到呢？

那就是認知和修煉的功夫了：

我本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

即：

實際理地不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

要：

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

從而：

即此用、離此用；離此用、即此用。

如飛鳥掠空，了無痕跡與軌跡，此乃仙珠走盤，了不可

得。但非虛無主義，乃般若及智慧現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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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濟禪師的：

無念、不取、歷歷孤明，便是這般。

三、江山代有才人出，祝福你好自珍惜，好自歸到人生本有

的高貴。

尚德 於台灣達摩書院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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