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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養、沉厚、健全、無事
把自己本位的生活深深紮根
——談文明危機下的禪門生命實踐      

文/姜海通
 

十月道南禪修一切平穩圓滿，如夢似幻的七日，水天一

色，一塵不染。「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相應著

《楞嚴經》：「如淨琉璃內含寶月」的佛境界。

「秋，靜靜地徘徊，靜靜地徘徊。」

自己歸到自己的本來無事，自覺內證是這次禪修的核心

主題。

台北故宮博物院 倗祖丁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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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去冬來年復一年，宇宙天地的變化本來如此。

我傳統祠堂文化的老師則告訴我們：「生活從秋天開始」。

一年四季二十四節氣中，秋天，宇宙天地的能量流動，從 

外在的發散轉為內在收斂，充實的時節。高空的寒冷大氣慢 

慢下壓，富含養分的溫暖「地精」之氣則沉到地面和江河湖海

的水面以下，魚、蝦、螃蟹都到了一年內最為肥美的季節。

我們人體的五臟、脾胃、腸道系統也會相應著天地的力量

變化，進入內在充實的狀態。所謂貼秋膘：中秋的月餅、湖南

的剁椒魚頭、江浙的螃蟹……，我們中國人的飲食文化、生

活方式，隨時都和天地變化互相的感應統一在一起。

回想起父母去新疆遊歷，回家的時候，我馬上到火車站去 

迎接。出去玩是很累的，我以前對他們說過，每到一個地方， 

真的要禮敬當地的山神、地神、水神，與自然合而為一，天地 

的力量才會顯現，自動幫你們調整身心的問題。而反之呢?如

果是像現代旅遊產業，每到節假日就人山人海的湧入風景  

區裡面，只能擾亂天地、動植物的安寧。這是一種缺乏恭敬 

心的生命實踐。

我的家住在上海，上海是個繁華的資本文明現代化大都

市，土地、水和空氣、人的生理、心理狀態，遭受的污染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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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的。同時這個嘈雜的環境、煩悶的環境對人生命身心的 

壓迫、影響，成為新時代生命科學、道學不得不關注的問題。

唯識學是一門經驗的學問。提供了一套對宇宙、世界、 

形而上形而下、生命究竟是什麼的解釋。讓我們了解自己的 

生命，自己歸到自己。《大乘起信論》把世界劃分為生滅門和

真如門。不了解生滅門，則無從歸到真如門。

現代文明危機，阿賴耶識「污垢面」的巨大力量。

在唯識學中，一切存在的本來就是「阿陀那識」。是佛陀

用語言文字，所做的一種慈悲性的解釋。其中傾向於解釋有  

情眾生存在的就是「阿賴耶識」。一切眾生自己由「貪、嗔、癡」

生生世世在那裡搞自己，攝受、聚集，客觀世界無盡的基因。

主觀心理與客觀世界混雜在一起，產生種種物理的、化學

的、生物的、礦物的變化。一切存在的根本就在於阿陀那識

的執受。一種生之欲的延續包含：

一、人的語言、意識、思想、心理現象。

二、人的肉體和感受存在的延續。

三、人在六道裡面，男女、飲食、生老病死的輪迴。

阿賴耶識的無明作意一動，六根相應在六塵上產生認識

功能的流轉。第七識、第八識深度「自我戀」，互相抓取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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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識執藏的功能。業惑緣起是無盡的。第六識、第七識、 

第八識由「五遍行」關聯為一個整體。眾生的「心、意、識」的

貪、嗔、癡會永遠繼續下去。

阿賴耶識染淨同宮，人違依於善惡之間。人類社會幾千

年打打殺殺，宗教、哲學、科學、知識學問一大堆，從來沒 

有不危機的時候。只要是「心、意、識」所生的一切「想」，都是

妄想，而妄想是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的。

張老師說現當代文明的危機，實際上用兩個字就講清楚

了。那就是：「疏離」。

人和自己的疏離。

人和他人的疏離。

人和家庭、社會、天下國家的疏離。

人和宇宙天地自然的疏離。

宇宙天地和一切的存在原本應當如《華嚴經》所展示的， 

在毘盧舍那佛的至高光明照耀下，本來無事、本來清淨、本來智

慧、互相和諧、互相化育、互相交融統一在一起的。而所謂 「疏

離」，就是一種「對抗性」力量，這種力量來自於「心、意、識」產

生的煩惱妄想。就是一種「心、意、識」認識力功能性力量流

轉，阿賴耶識「污垢面」的巨大力量。宇宙是因因果果，因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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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所生法，在變化中展示的物理、化學、生物、礦物，乃至社 

會環境的種種排列組合。也就是「地、水、火、風、空、識、覺」

七大種在妄想分別計度中的互變。

禪修七天裡面和道友在休息室泡茶。用的是在清淨佛堂以

七寶長期培養而來的非常好的普洱茶來作供養。所謂「供養」， 

就是讓一切的存在能夠互相交融、互相化育、互相提升而成

就的關係，是天地間唯一正確的人、事、物關係。人生在世，  

必須要學會常修供養，積善成德，成就一切的人、事、物，這  

是我的傳統祠堂文化老師所傳授。

成就人事物其中的第一層就是「器識」，也就是儒家的「格

物、致知」，佛家的「明心見性」。能否在誠意中遍學一切，能  

不能認識了解一切存在的內容，只有學問、修養、智慧上能  

領會一切的存在，才能與一切的存在合而為一，打成一片； 

事物才會顯現給你它的功德，從而成就它。一塊薑、一塊豆

腐、一條魚、一隻雞，萬物有靈，你不能成就它就是糟蹋。                         

其中就討論到「水」的問題。我們一開始使用道南書院的

水，湖南湘潭一帶的水土、水質、水氣、水勢是非常好的。泡

茶的效果自然非常和合成功。茶和身體快速合而為一，身體

氣孔打開和空間合而為一，脾的力量擴大，運化功能完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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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到虛空中，皮膚出汗「汗乃心之液」，化去濁氣而放光，身心

平衡安和。學佛就是要歸到佛的，相信塵塵剎剎中都有佛， 

如此就供養了十方三世的列祖列宗，往聖先賢，諸佛菩薩。    

一切的生命實踐，都要以提升和供養我們的生命的自覺佛性

為準則。

水、土、空氣、陽光通過農作物，通過飲食，被人生命功能所

攝受，就會轉化為人的肉體，肉體的物質構成，氣、勢、度、量，就

會直接影響人的性格、心理、心境。所謂人傑地靈，古今以來  

潭州出了虛雲和尚，八指頭陀等四十多位大禪師非常有道理的。

這個水煮了兩天，慢慢得水壺的下面就沈澱了一些礦物  

質的水垢了。我的朋友一看，以為這是不好的東西。結果去店 

裡面買了一些瓶裝的100%「純淨水」來泡茶。一杯下去，茶水

和合度不是很好，感覺到身心能量的震動往下沉，陰氣很重。

《中庸》：「天命之謂性」。

一切存在都有一個內容、內涵的。雞是木火之性，用它

來燉湯，就非常適合。結果你一定要拿來烤，那就容易上火

了。牛有牛的性，羊有羊的性，種種草木性都不同。中華民族

上古的祖先，神農氏就對我們的生存環境的一切，做了充分

的資料數據的整理了。產生了一個資料：《神農本草經》。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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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草木，有溫、涼、寒、熱，展示身心直接所感應到不同能量 

的藥性信息來，是一種實證科學的結果。

傳說：神農嚐百草，中了很多毒，以荼解之。犧牲自己，    

貢獻人民。他的方法就是用堅韌不拔的精神，親自用自己的     

身心，智慧實證體察宇宙的真理。

身體是最精密，最智慧的科學儀器，古典道學都是以自  

己生命的本位，身心為標準去體驗，感應這個世界的。雖然

說第一義諦是要超越自己的身心感覺，不過首先必須初步恢

復身心的正常感受力，相信自己身體的感受經驗。畢竟證道

也是一種經驗。一種可以證到的超越性的經驗。

我馬上就知道了其中的道理。我指給朋友看了這個水垢。

道南的水，裡面的水垢，是阿陀那識的一種礦物的變化，說 

明這個水是從本地地表取上來，裡面含有礦物質，微生物等

等比較天然的水氣要素，還沒有經過過分的加工處理的。

而瓶裝的100%「純淨水」是按照化學或者醫學實驗的

標準，用生產線中機器加工工序加工成純的H2O的。這就是

很複雜的一個問題了。不同的品牌，有不同的取水口：地表

水、地下水、山泉水、深井水等等。不同的工廠，具有不同層

次的反過濾技術，有不同級別的生產線，其中保留的礦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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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不同……等等。瓶子上面印刷的分類記號，「純淨水、 

礦泉水、天然水、純水、飲用水」，水的水質、水氣，水的層

次，能量都不同的。現代化的生產線正是人類意識，濁氣最

為嚴重的變化之一。但是如果在上海這樣大城市，用加入大 

量氯氣的自來水是完全不行的，於是就需要足夠的學問，智慧

來辨別。個人感覺農夫山泉這樣的天然水，可能會比較好。

人是無知的。根本煩惱「貪、嗔、癡」裡面有「癡」。對一 

切沒有認識，正落在煩惱裡面。這個「水」的緣起裡面就有人

和天地自然的疏離的對抗性力量。認識到這一點，我馬上升 

起了對自己的生活，對天地自然隨時不誠敬、不恭敬的那種 

懺悔心。

泡茶最最重要的因緣條件是三個，也就是三緣和合：

「水、茶、泡茶人的『氣』。」所有的一切構成一個供養生命的生

活「場」。缺一個條件就不能很好的成就茶道供養。

不僅僅是水，飲食文化中，所有的食材，都應該是來自於

天地自然的哺育，饋贈。帶有生命必須的信息、能量、力量。

生命需要最基本的三種要素大致有「陽光、空氣、水」。符合

生命的東西就是有能量的東西，才能構成對「天、地、人」的供

養。現代社會的追求利潤、效率，人為的加速行動，比如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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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素、用化肥等等。這只能模仿出一個東西的樣子，並不能 

創造出天地真正的能量。

把一隻農村三年的老母雞，和一隻快餐的肉雞比較。人 

類強行扭曲了肉雞成長的自然規律，骨骼、肌肉、元氣都沒有

長好。大棚蔬菜，反季節的菜和一些農家自己種的自然的菜吃

起來有明顯的區別。

譬如：中國山東大白菜最好。周總理作為國禮贈送外賓

的。它物種生命内涵，性質是什麼，在一個怎樣的天地日月，        

地理環境中成長起來陽光、空氣、水的條件如何，磁場、氣場

如何，什麼時候採摘，如何採摘，怎樣運輸，形態形狀怎麼

樣，人們在怎樣的主客觀狀態中，結緣得到，如何處理，洗菜、   

切菜，境界狀態應該是怎麼樣的，怎麼樣燒，轉化和合，最後 

怎麼樣吃，什麼是吃得好，身心如何變化等等。最後達到和天

地的和諧統一，互融互化，開發供養自己的生命。

老師經常帶我們去逛菜場看菜、買菜。

經常罵我們，菜可以這樣洗嗎?可以這樣切嗎?

給人吃的東西要有人的能量要求的，這個食材最後會變 

成你的肉體，你生命的一部分。你們這樣亂做亂燒，到底是

給豬吃的?給狗吃的?還是給人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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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研究下去，柴、米、油、鹽、醬、醋、茶的古法製作

工藝，和現代生產工藝的巨大區別，都是丟失了人氣的供養和

天地的能量。裡面的學問很深很深。

古法的醬油是大豆微生物轉化，陽光曬出來的，裡面保

存的是太陽能。現代是化學勾兌，反而陰氣很重。江南真正

的臘肉，就是要在二十四節氣，冬至一陽生的時候，用鹽醃

下去。到二陽、三陽，分別拿出來，在特定的天地風能，信息

場，老宅方位中懸掛出來，風乾。把這個天地的能量儲存在

臘肉裡面，這是高能量飲食，過年的時候拿出來燒大菜。那

種光澤、漂亮、力量都是不可思議。

祠堂文化老師的母親親手製作的江南臘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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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深入看下去，大城市的市場上，符合道理，正宗的食

材很少。傳統飲食文化中很深的豆腐等等門類，現在都是假

的。沒有真正做出靈性來，吃了化不掉，會得痛風的。

靈性這個東西是很敏感、柔弱，宇宙裡面很細膩的一個

東西，它和萬物互相的陰陽電，互相交感、互融、感應。所以

說中國人用什麼東西，就要供什麼東西，用什麼藥物，就要供

藥王等等；要用野山參就要供野山參，要磕頭，要七寶供養等

等。用生命恭敬虔誠的光芒來護持它和它互相交融、互化， 

這樣才會有用的。煩惱、不敬、不信完全是對抗性力量，陰

陽電一對抗，震動頻率不能和合，這個靈性力量就自然沒有

了，很精微的。

《中庸》說：「不誠無物」 。 《禮記》說：「絜靜精微」。

所以中藥材從採摘，到加工、炮製，一切的流程，都是 

有經驗的，非常恭敬的老藥房師傅，精細完成的。他們每天供

養天地人，藥王的三根香必須的。像現在的中西醫結合，藥

房裡面隨便，開個單子，隨便抓個藥，隨便煮一下，基本都是

濁氣系統的人事物，藥不會有靈的。放眼望去，現代的社會

很少有阿賴耶識「清淨面」能量系統的藥物，如此中醫學的效

果就很難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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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大中醫都是大菩薩，張仲景、孫思邈等等，都是

大家族出來的，具有深厚功德力，供養善行的根基，具有天文

地理無所不通的大智慧，才出來做醫生。

西方文明科學技術的發展，現在可以做到，強行的用人 

的意識，插入到天地自然統一的流動中去把一些「基因」的組

合強制改寫，改變糧食的物種的性質等等。以商業謀取利益

為目的，這種意識是濁氣系統力量，這裡面的因果究竟會走

到什麼地方？誰也不知道了。

世界上古今中外從來沒有出現過一種文明，和現在我們

所處的全球資本化工商業文明一樣下劣到這個程度。把天

地、自然、人的生命、靈魂、智慧，糟賤、踐踏到這種程度。

中國古人早就懂所謂「基因」這個智慧，我們採用人和宇

宙天地自然，互相供養、互相養育、互相培養的方法，轉變物

種的樣式。我們農業文明基礎的所有的糧食種類，畜生品種，     

都是我們的祖先，伏羲、神農這些人在道學下面，指導人們用

恭敬心、善行、清淨心、虔誠心，通過祠堂文化，慢慢地供

養天地，慢慢轉化氣質而得到的結果。譬如，稻子是狗尾巴草

改變來的。豬，是野豬轉變來的。

中國人的飲食文化、生活方式、生命實踐，全部都是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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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供養、天地人和諧統一的「道學」系統一脈延續的。生命

存在的阿陀那識，超意識、語言，在宇宙中，有一個力量的展

示、感應和流轉的。如果沒有「道學」，根本無從真正理解其 

中博大精深的智慧。

這裡面，語言的問題最大，因為西方文明的進入，兩種不

同力量方向的文化的激盪碰撞。中國人逐漸丟失了對自己文

化的理解，我們的生活世界逐步瓦解。西方文化的根源於古

希臘的理性主義哲學傳統，講求的是柏拉圖理念世界，經

驗世界的二分法。講求知識論、邏輯推演系統、思想系統。

通過希伯來宗教的發展，通過笛卡兒哲學，逐步發展為現代

科學、科技、物質主義，形成資本文明。方東美老師指出：這

是一種對宇宙價值的向下拉平。總而言之，其哲學發展的脈

絡，全部都在思想裡面，強化的是意識的發展。從唯識學

看，一切的想都是妄想，大道是超越意識的，人的意識越發

展，煩惱污濁的力量愈強，自己和自己，人和天地自然，人和人

的對抗疏離就愈嚴重。

建立在現代化學的基礎上，美國人搞的那一套飲食的

營養學，是最要命的。一個西瓜放在那裏，他們馬上就去分

析，它的化學構成，元素的比例多少、水分多少、蛋白質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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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分多少、甜味等級多少等等。這種採用意識，分析邏輯的思

想方式，完全破壞了中國傳統文化中人對宇宙天地，食物的統

一性理解和認識。把人與天地之間這種生命實踐的感應整

個破壞。主觀上這樣認識食物，吃下去，在阿陀那識的變化

感應中，會轉成陰氣，身心能量愈來愈低，最後得癌病。癌病

是阿賴耶識污垢面力量，因果業力的展示，所以治不好。

現代人吃飯，沒有恭敬心。一個個邊看手機邊吃飯。我 

的老師說，這個飲食能量實際是被鬼觸食了。張老師說：「鬼

神是一種感應，一種心靈的聚會。」實際處處在在就在身邊

的。

中國人看到一個西瓜放在那裡，是在自心現量境界中， 

看到這個生命存在，在天地間，整個的能量展示。一個西瓜有

它生命能量，有它的清香，這種香氣是可以感應人天的，所以

西瓜切一半可以供天。它和整個空間，和你整個身心互融互

化的整個力量狀態、勢能方向，是我們中國人關注的東西。

所以中國人歷來的祠堂文化，都是在家族生活的氛圍， 

生活場中，進行的傳遞、傳播，而不是課堂。課堂是從西方知

識教育的系統發展而來的樣式，現代大學、現代醫院都是從

教會、教堂發展來的。中國人向來是生命實踐的教育，手腳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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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自然農耕，用自己整個生命存在，用心體驗生活的教育，不

是知識的教育。每到重大的節日，清明、中秋、過年，小孩子

在大人的帶領下，這個湯圓這樣包，那個餛飩這樣做，實際

是把「人氣」的能量給旋轉，和合包裹進去了。現在有很多人學

西方文化，在廚房用機器來打蛋、和麵、榨汁，他們不知道，  

他們只是把食物的形狀打散掉而已，並沒有人氣和合進去， 

這個食物只有一個假的形，機器和出來的麵都是僵的，而沒

有氣化、轉化。所以用機器實際上是做不出人做出來的飲食

的。祠堂文化讓人從小體驗天地人合一的生活，把最高深的

道理融入到最平凡的生活中去。

而二百年以來，破壞中國傳統天地人合一的祠堂生活方

式的人，恰恰是從西方文化接受知識邏輯系統教育，意識， 

語言充分訓練發展的那些「人才」。人的生命中心從宇宙天地 

的全體存在，落到頭腦的局部妄想的小我裡面。如此慢慢演

變為問題重重的現代教育樣式。

我們很有誠意的跟著老師學做菜，一道菜從頭到尾， 

每一種次第，每一個細節觀察體會，加上講解，還要用心操

練、反饋，慢慢的才能學到真東西的；不存在上兩堂課，懂一

點知識就能學到東西的道理。人心不能沉潛下來，不能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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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來，不能少一點妄想，多一點落地的實在生命體驗。不能真

正對自己，對萬事萬物恭敬，傳統文化的傳承，在每一個門

類的學問中一定是命若懸絲的。《大學》的「正心、誠意」，《中

庸》「誠則明」，在唯識學的原理，實際就是在善法十一中，大

中小隨煩惱軟化了，讓人和人之間的對抗疏離不要這麼嚴

重。學人和老師，老師和學人，是合為一，互相感應，互融互化

的。禪門有以心印心。只有精華文化的生命實踐傳承下來，人

才會擺脫無知、傲慢，歸到智慧中去。

那麼為什麼要提升我們的肉體能量、生命能量呢?

宇宙是阿陀那識，超時間、超空間，無自性的流轉、變化。

每個人的肉體因為自己的「貪、嗔、癡」，都是極為粗重而不輕

安的。佛法的八苦中就有五蘊熾盛苦。

在其中生命的體驗，心靈的健全成長完全是能量法則支配

的。在高能量下面，人對生命體驗的信息的密度，時間空間的

感受要緊密漫長許多。如果身心缺乏能量，空洞、空虛，那麼

時間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很快就煩悶地過去了，也可以說完

全浪費了。

每個人的身心是充滿煩惱的、妄想的、不平和、不平衡

的、不健全的，那麼他所展開的一切生命實踐必定在破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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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不在〈普賢行願品〉所展示的互相依持、互相成就、互相

化育的創造性力量之中。個人、家庭、社會、國家、天下，必定

是互相對抗疏離的。社會不可能歸到知禮、講禮、合理的、 

平衡安寧的制度中的。

「自天子以至於庶民，皆是以修身為本。」肉體實際是阿賴

耶識的相分，內含了清淨和染污的種子。佛法在〈三界天人表〉

中對不同層次生命相應著物理虛空，不同身心能量層次，相應

著不同的福德、飲食、男女、睡眠、生活等等，都有科學精密

的劃分。地獄、餓鬼、畜生、人、天、羅漢、菩薩、佛都有不同

的三昧力量，相應著不同的時空狀態的層次。

孟子說要善於培養自己的「浩然之氣」與天地精神相往

來。「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

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現代社會由於歷史的原因，把東西方的宗教信仰全部都

打掉了。人的心神、精神世界沒有了力量旋轉的中心。科技的

氾濫、資訊的氾濫、知識的氾濫與瑣碎，地水火風自然環境

的破壞，資本文明對利潤的追求，對人的生命時間的剝奪，造

成了人類的身心、生活世界，全面失去穩定、安寧內在能量

和力量，全面的崩潰。現代社會全面推動生命力的快節奏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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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耗散、擾亂，這是完全錯誤的方向。生命必須以無事、清

淨、凝練、凝定為高能量狀態。

不過馬克思說得對，也不能一味否定現代科學時代的成

就。交通物流的便利、通訊的便利等等，為我們創造生活，提

供了物質世界的方便基礎。古代的生產力是完全不夠的。人

面對嚴峻的自然界軟弱無力，一切文化的精華、文物都鎖在

大家族或者皇家的收藏中，難於世人見面，下層的老百姓還

是非常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巨大生產力，管理運轉的精

密、高效、合理，是現代應用邏輯、實用邏輯的成就。

現代資本主義已經把人類物質世界全部統一了，未來能否

更進一步提升，就是人類生命本身，精神世界，思想文化的

問題了。一切的物質生產都是為供養生命而服務的。一切學

問、藝術、人類燦爛的文明，最終都源自於生活，來源生命體

驗的基礎。生活恰恰是生命的根基。《大學》說：「物有本末，  

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在內證聖智中認識自己的存在，認識自己的「貪、嗔、癡」。

從而懺悔反省，歸到自己本來的無事，本來的清淨智慧。

佛說地球是娑婆世界，實際就是在生滅門的底層。人

在無盡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昏擾擾相中糟賤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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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迦摩尼佛是不要這個世界的。必須要超越生滅門，歸到真

如門。

張老師說自己沒有什麼，但是有兩點：

一、真的會打禪板。

二、真的會講《指月錄》。

禪修前兩天，在老師和天龍八部，浩然正氣的加持下，體  

會到身心轉化的力量極大，濁氣從內在向外轉化。第四天下

午老師讓大家出去行走兩個小時，說不走會生病。在晚上，   

身心氣血充滿，恢復了平衡。老師就讓大家在禪堂行香，配 

合念「阿彌陀佛」。

只聽「啪!」的一聲，大家站立不動。

老師說：「這就是自覺內證，自心現量。」

然後再念佛行香，然後打板「啪!」大家站立。

老師和宇宙天地整個的環境合而為一，天龍八部接受 

號令，「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浩然之氣在慈悲中，展示了內證

聖智，自心現量境界究竟是什麼。同學們隨各自的境界，各 

有感應，各有體會，各有所證，各有收穫。

最最起碼的，在清淨境界中，可以反省到自己在生活中

「貪、嗔、癡」的問題有多嚴重而發心懺悔，反省自己的業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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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阿陀那識甚深細，一切種子如瀑流。」

當下即是，要保任下去堅持走到底是有難度的。也可以

發菩提心，歷劫精進修行。學佛修行就是要成佛的，就算這

一生做不到，只要信佛歸佛，生生世世面對一切的存在領域

的艱難險阻，就會有力量了，慢慢歸到一切ok!
 《楞嚴經》、《楞伽經》的自覺內證、自心現量、內證聖智

就是涅槃，就是超越意識和語言，自己歸到自己，自己的生命

本來無事，自己本來的與宇宙萬物合而為一，打成一片。

第二天課堂上，老師說：這一套禪門的運作方式，自覺內

證極深的智慧，就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是傳統精華文

化中，核心中的核心，價值中的價值，精華中的精華。自己歸到

自己本有的清淨無事也就是「靈魂」的性狀，就是至高的宗教。

中國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中，應該融入並深化《楞嚴經》、《楞

伽經》。

「禮敬天地，禮敬往聖先賢，禮敬祖先」從阿賴耶識「污

垢面」向「清淨面」、「超越面」昇華的生活方式。

這個時代，有很多菩薩示現，不僅僅南老師，方東美老師

也是一位，我老師的父親、母親也是。我的老師是非常古典

傳統的祠堂文化家族出來的。歷史上，列祖列宗中歷代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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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佛家的很多修行人。

飲食文化主要是我老師的母親傳下來的。

茶道和玉文化是我老師的父親傳下來的。

他對我的老師說：「南老師是聖賢境界，對的!不過你落

地起用看看呢?」

兩位老人都是近兩年往生。談到此處，真是無盡的感恩、 

感念、感激涕零。我的老師讀南老師的文章，得到了非常深的

相應、感應和感召，才決定紀念供養南老師，把中華民族祖

先，在這片土地上，代代相傳，沉澱下來的一套深厚博大的 

智慧合盤托出。

我的老師經常說：頭腦中的學問，在實際操作的時候，  

往往都是似是而非的東西。講課的內容，學人自己在生命實

踐中，往往無法構成有效的自我檢驗。

維根斯坦、羅素、懷德海搞的那套學問是說「人的語言

是抽象的，它實際是以生命實踐為根的。」未來的文化弘揚和

學術路線只是表面的展示，還是要注重落地的東西，能夠上    

手的東西，構成很強抓地力，生活和生存能力。在這個文化支

離破碎的社會裡面，未來的道門要完全沉潛到整個社會生活 

的深處基礎中去，牢牢貼在生活經驗的事實裡面，具有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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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服務大眾的高品質，深厚生命體驗的能力和能量。

生命充實了，學問自然好。不能在事實經驗中驗證的則

是假的學問，應該果斷捨棄，搞真不搞假，不騙自己。學佛修

行不能成為廢人，要成為有用的人。我開始深深的思考這些

問題。

談到父母親從新疆回來，我馬上去火車站把他們接回家。 

看他們坐火車疲憊了，給他們如法泡功夫茶供養。他們從崑

崙山脈河床上隨便撿拾了一些普通的青玉石回來。

喝著茶，我對他們說：「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是從上古的

『玉』文化崇拜而來的。中國有八千年玉文化歷史，而且綿延

到現在沒有斷。在各個考古地點，各個時代都有。都會有玉

琮、玉璧、玉龍、玉神人、玉帶鈎、玉佩等等很多。發源的

地方就是崑崙山脈。它也是我們『道』學文化的起源。《金剛

經》有〈一合理相分〉，宇宙天地無時無刻在統一中變化，在 

變化中統一。上古神話有祝融和共工作戰，天塌西北，地陷

東南，形成了我們中國大地的地形。現代科學研究證實，印

度洋板塊在上古快速衝撞亞洲板塊，造成喜馬拉雅山脈、崑

崙山脈、青藏高原的隆起，構成了中華大地整個自然環境的大

格局。由三大階梯，形成了世界上最大最高的淡水庫，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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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形成黃河、長江等大河流。太陽照射在高原上面，由於上升

氣流，把海洋的濕潤空氣往內陸抽送，形成濕潤的四川盆地

等等。崑崙山脈可以說是我們華夏大地的脊梁。真正的『玉』

必須是98%結晶轉化的精微能量結構。是在崑崙山上，以寒

冷、缺氧等等嚴酷環境，經過地球『上升力能量』，在漫長的

歷史中慢慢修煉，慢慢轉化而來的地球的『舍利子』，代表一   

種漫長艱苦修煉的成就。

一切的七寶都是不俗氣的。人要脫去庸俗，具有高貴的人

格，非要經過苦難的磨練，身心經過相當的修養、轉化和修

煉不可。

『玉』崇拜是一種至高的象徵性的宗教，是把天地人合

而為一的最高智慧，結合至真善美的崇高宗教信仰與符合生

命，供養生命的生活科學，完全綜合統一起來的一個東西。

西方人的宗教信仰是上帝，世界是上帝創造的，形而下形而

上，天堂地獄完全二元割裂，是不成立的。」

「玉」文化崇拜，表示個體生命對宇宙大生命，和諧，統一

的頂禮、讚嘆。提供了一條從宇宙最底層的物理世界，逐步點

化上升到精神世界，一直發展到如莊子搏扶搖而上的大鵬

鳥，至高生命解脫的連續階梯和真理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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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於天地之間，也無可逃於天地之間。一個人的肉體， 

是通過飲食，從地氣來的。他的精神生命，是來自於認識力、 

意識，心神的力量來自於天氣。天地人，精氣神，一而三，三 

而一，和合而成為「人」。

唯識學中，宇宙的本來，阿賴耶識變現的相分包含了器世

間、肉體和種子。肉體是地水火風，皮膚、血管、肌肉、骨骼和

合起來的。第七識的抓取形成一股能量轉化和對流，展示為 

第六意識相應的分別、習氣、念頭。種子生現行，現行薰種子。

陽化氣，陰成形。生命實踐的身口意三業「引滿能招業 

力牽」。

肉體表裡和世界空間環境中隨時在做一種能量的變化、 

上海震旦博物館

上古玉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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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和轉化，中醫叫做「氣化」。

一個上古的良渚文化的玉琮，文化上專門的術語叫做「雞

骨白」，剛剛出土的時候，是非常灰暗、難看的。如果此時，有

一位修養非常好的人來慢慢的用人氣，人的生命光能來培養

它，亦或者放在道場、禪堂，接受天地人的供養，在時間的綿

延中，它會自動感應，轉化為紅潤漂亮，光澤豔麗的「孩兒面

色」就是「顯靈」。這就是形而上生命功能直接交融，相應在 

空間中的現量境界的直接展示。是古人超越意識、語言、文字

的表法示道方式。

我對父母說：「沒有天地的恩澤，沒有往聖先賢的教育、創

造，就沒有我們中華民族的今天，我們必須學會供養，感恩他

們。」所以我繼續教父母每天點香、供茶、敬天地人、祖宗。

我自己則每天早晨起床，供茶點香，敬天地祖先、諸佛菩薩。

早晚都有一泡茶調整身心。

中國文化的祭祀供養文化下的香文化、茶文化、酒文化、 

食文化，種種起用的、轉化的生活科學，都從中發展出來。中  

國人的制器就包括：古代的陶器、玉器、青銅器、漆器、木器、 

青瓷器、紫砂等等很多了。其中都有生命清氣和自然天地統一

和諧、互融、互化、互育、培養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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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進一步發展為敬天、敬地、敬祖宗、敬往聖先賢， 

宗教化的儒家祠堂文化生活方式。安寧無事，與天地合而為

一。張老師說：湘潭附近是魚米之鄉，水土豐美，家家戶戶 

池塘都有幾百斤魚。歷朝歷代皇帝變了，朝代變了，社會底層的

生活基礎依然安寧而不變。

我晚上燉了一隻三年的老母雞湯給父母補補身子，老

母雞湯的力量非常大，用來提升元氣非常好。看到父母面色紅

潤，滿屋光明，我就告辭了。

《心經》說「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這

句話可以落在生活方式上來理解。宇宙一切存在，在與「空」 

相應中，互變，互轉。通過對「地、水、火、風、空」五大種的轉

化提升，提升肉體的能量轉變了阿賴耶識相分。生命的「精氣

神」能量愈高，所攝受的世界空間體量就愈大，這就是佛法 

中所謂福德成就的真意。

「色受想行識」五蘊，是生命的功能力量混雜、執受、攝 

受物理世界「地、水、火、風、空」形成的生理、心理、感受、認

識的種種障礙。

真正的智慧不在「空」上，不在「有」上。超越了《易經》的

「陰陽」。超越了《老子》的「有無相生」。觀自在菩薩，用大智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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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五蘊皆空。懂得了生理、心理、感受、認識、語言和自然只是

宇宙中互為變化的假象，就不會這麼執著於四相了。貪、嗔、癡

自然淡泊而沒有執著了。了解一切的一切來來去去，了不可得。

第七識「染淨依」的抓取就開始轉變為清淨的平等性。肉體自

然轉化，內觸妙樂，常光現前。五蘊解脫，生命的能量慢慢就

提升了。阿賴耶識非善非惡本來的那個一合相的秩序就對生

命敞開，這就是轉識成智。生命無盡的力量當然就出來了，就

遠離顛倒夢想，無有恐怖。孔子的智仁勇力也出來了。

根本智、差別智、道種智、一切智、一切智智，從資糧

位、加行位到「坐微塵中轉大法輪」。一切的修行都在於了掉

這個物理性的肉體。《老子》說：「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

男女、飲食和天地同根。修行實際在修的是存在統一性的

「五遍行」。

在這裡不得不說，中國人在飲食文化的貢獻上面，是全

世界最大的。中國人的飲食文化全部是道學一個系統裡面來

的。譬如說，善於使用老灶頭，控制火大的變化性，用豬油

做生物媒介，用鐵鍋翻炒轉化；善於使用醃製，利用天地的

風，使能量、物質結構充分轉化，精微。天地自然的力量，和

合凝聚到食物之中，完全是氣化的思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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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所謂四種食的劃分是從古代印度文化。中國人的祭

祀文化、飲食文化不僅僅是「段食」，而是「段食、觸食、思食、識

食」綜合兜攏起來提升生命能量的東西。「大道至簡，天下為

公。」大道蘊含在器物中「百姓日用而不知」。中國古代陶器、青

銅器、瓷器很多都是飲食器，都是道器變通的。中國人的制器

都是參贊天地之化育，供養天地，供養神鬼而作。《易經》中也

提到過類似內容。

器世間、有情世間、聖賢世間，萬事萬物是互轉互化的，    

實際上中國人人種的腸胃道，在長期的文明薰陶下，腸胃的纖 

維組織、長短、彎曲、能量的震動頻率都和西方人是不同的。

生理上我們並不適合堅硬，非轉化的牛排、蛋糕、生魚片、  

速食文化的。張老師說：「腸胃通腦部」，是和智慧相關聯的。  

所謂人傑地靈，中國的大地上，往往有真正的飲食文化的地

方，會出現文人文化，兩個相應在一起。

喝茶、吃飯，重要的是和十方祖先同吃的這一口「氣」

互相感應的信息和能量。不懂祭祀供養的文化也就無從懂      

得這些器物真正氣化的價值。也無從懂得王侯等級分封的制

度，家族宗法的制度，食客和門客的制度。

生命存在是在本位上體驗世界，相應著物理空間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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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和宇宙天地之間綜合的信息、能量、物質的變化，在唯識 

學是可以有一套理論結構框架和時空規律的。基本樞紐就是：

一、崇高信仰中的智慧；二、環境；三、飲食；四、男女； 

五、睡眠。

這就是生命實踐的構造。

這個和古典的儒家建築、園林、服飾、家具、器物都是

統一的。不同的哲學境界，不同的生命實踐道理，創造不同

的生活樣式。古典祠堂建築的平衡、莊嚴，雕刻的華美。身體

不同部位的氣機、能量，相應著服飾的材質、面料、剪裁、工

藝、款式。古典書房的格局，文房四寶的製作工藝，古典家

具、桌、椅、床、榻的尺度、曲線。園林的移步換景，曲折透

氣，天人合一，植物種類的安排等等。無不是符合生命能量 

規律的道學的空間設計。

中國儒釋道三家基本點就落在一個「善」字。

「諸惡莫做，眾善奉行。」

 一個人的生命實踐，在一切的人事物中：

一、能否有利於自己心量的擴大。

二、能否有益於自己身心的轉變。

三、能否有益於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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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的生命本位在五種基本人事物關係中和空間相

應，就是儒家說的「五倫」，父母、妻子、兄弟、朋友、老師， 

都有各自合理，和諧統一的打交道的方式。生命之間善於打交

道，在互相成就，有益處的關係中，就是「禮」。「非禮勿視，非

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如同「玉」的氣展示出來是溫潤

而有光澤的，這就是唯識善十一的「不放逸」和「不害」。

阿陀那識力量的流轉，在清淨面和染污面之間，有一個

社會資源分配和力量流動的方向、勢能、度量的問題。宇宙

清淨面的力量也就是「浩然正氣」，在自然主義中，在往聖先

賢的學問中，在傳統文化的古典文物中，在諸佛菩薩的功德

力中。人類社會必須構造一個以生命為中心旋轉的社會生活

系統。從證道的「清淨道場」到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教

育、醫學等等領域具有一個互化的空間秩序。

《黃帝內經》、《易經》就是在「清淨面」中用不同層次，用

數學、語言、邏輯描述宇宙一切存在本身阿陀那識的力量   

流轉，互相映射、互相感應的時空規律和狀態的大科學。

自覺內證的道門必須對人類醫學事業的發展：醫學理論

的統一、闡述和發展，藥學的實驗整理，給出義不容辭支持。

教育事業也是一樣的。海德格爾說：「醫療、教育，都是『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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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事業，都不可以和污濁的資本邏輯混為一談。」

一旦人的精神，肉體提升到清淨面，人就可以有天然的

通天智慧。《易經》有：「夫大人者於天地合其德，於日月合其

明，於四時合其序，於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

奉天時。」此時，大德敦化，小德川流。一切存在，互融、互

化、互育，和諧統一。

美國歐洲等軍事帝國主義主導下的，現代金融、資本、貨 

幣系統，職業場所，攜帶的信息力量，大多都是強妄想計度，  

非常煩惱、非常染污、非常執著的。焦慮、失序、壓力，對生

命時間剝削和壓迫。

在認識論中「現象學還原」的轉化超越就非常重要。     

學會把價值範疇，種種科學的範疇思維捨去，替代以生命

供養系統的思維方式。生存資料的來源，職業大多是由不得自

己，但是究竟是用在供養「貪、嗔、癡」上，還是供養「生命自

己」的提升上面，這個是自己的事情。智慧把宇宙中一切存  

在本來的「性」，它們的內容展示出來，並且智行合一。

沙漠的植物生存能力極為強大，在如此嚴酷的環境下， 

往往根系極深，極為廣，吸取養分水分的能力極強。同時露

頭、葉片都很小，以減小能量消耗。學會把自己本位的生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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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植物一樣，深深紮根。 

職業、事業、志業、超志業。

張老師說《金剛經》的「無四相，妙行無住」就是「施，無 

相施。」學會用東西精華文化的智慧力、實踐力，在自己的生活

場中、生活領域，通過種種因緣條件，創造出清淨面的高能  

量，健全自己的生命，成就自己的生命。

人人有佛性，人人都可以分享宇宙總持的光明、智慧和 

力量，人人都可以成佛，各個都可以證到「物自體」，都可以

證到自覺內證、現量境界，都可以自覺、自悟、自修、自成。   

未來的時代，每個人歸到個體本位的生活，自我覺悟和自我

教育、自我培植。有大志者則天涯海角，心心相印。

張老師說：「禪是宇宙的大花園」。

在生命能量，空間思維方式的統一下，個人、家庭、社會、 

國家、天下，一切的進退舉止，行住坐臥，通情達禮，慢慢接

受淨薰而提升，在清淨面中互相和諧通達智慧，重重無盡，     

進而從理論和實踐中達到《禮運》〈大同篇〉和《華嚴經》無  

盡真、善、美的大統一、大和諧、天下大同理想。

馬王堆T型帛畫，從考古印證，古人宇宙生命智慧。辛

追夫人的「升天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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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在去年，非常幸運得去看了閉館已久的湖南省博物

館。閉館是為了維護其中陳列解放後一個重大的考古發現

——馬王堆漢墓文物。筆者深深的為我們祖先的智慧莊嚴的

生命境界頂禮，並且深深懺悔自己，和自己所處時代的罪惡。

張老師在《六祖壇經》的禪修時提到過，辛追夫人的肉 

體保存得如此完好，可見她活著的時候，身心是多麼乾淨。

這張T型帛畫本來是蓋在墓主人的棺板上的。畫的格局，  

氣勢非常大、非常莊嚴，色澤非常正，很美。其中對中華古人 

完整的宇宙論、生命觀的系統，展示得非常清晰。中國人將 

這個信仰、信念，充分而優美的，貫徹在自己的生命、生活的 

樣式裡面。把生命本有的高貴，清淨完全得展示出來了。

可以研究的內容豐富無比，個人學養有限，只能提這麼

一點點。

帛畫的結構是三段，上方是種種天神、祖先、日、月，下

方是種種地鬼。中間是紅色、白色兩條龍，旋轉交叉往上升。

有一塊大玉璧，中間拖住一個踏板，上面是辛追夫人拄著拐   

杖站在上面。下方體現的是建築和種種飲食器具、飲食文

化。「龍」就是生命的「氣」。

完全是天、地、人、神、鬼，宇宙三才和諧統一的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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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長沙博物館

馬王堆辛追夫人

T型帛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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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展現。生命所走的道路是向上昇華的道路，依託的完全是

信心、恭敬心、祭祀的文化、飲食的文化。在漢墓中出土了

大量精美絕倫的漆器，都是飲食器具、酒器，還是飯食器、     

盤子、碗等等。裡面中心的位置都會有「君幸食」、「君幸酒」

的文字。提示吃飯、喝茶、喝酒都要保持感恩。在儲存衣物

的大漆木箱子表面，都畫有二十八宿的星圖。還有歷史上最早 

的非常詳實的，彗星觀測記錄的資料。辛追夫人就這樣靜

靜地躺在那裡為我們後人說法、示道。

筆者認為馬王堆漢墓的一大貢獻，就是用事實，充分證

明，展示了古人高貴清淨的生活樣式和宇宙論、存在論的完

全統一。

結論：
把儒、釋、道三家，結合東西精華文化中的宇宙論、存在

論、認識論、實踐論、方法學，由唯識學、禪門文化、華嚴宗

哲學渾然統一為一種包含生活樣式的至高宗教。

超越語言意識，使生命走向阿賴耶識「清淨面」、「超越面」。

在生命實踐中完全落地生根，形成在理論、事實上可以檢驗， 

以供養生命為中心旋轉的生活「場」、生活系統、生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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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法生活」、「常修供養」。涵養、沉厚、健全、無事；把

自己本位的生活在與天地合而為一中、智慧中、實踐中深深

紮根。成為全人類文明危機、強大煩惱、壓迫性巨浪中的一

葉方舟。

《維摩詰經》說：「心淨則國土淨」。身心生活安頓好了，才

能「汝坐道場，銷落諸念。」必須先完全充實，穩固自己的生命

力量，提升能量，而後影響身邊的人，再慢慢擴展。好好過日

子，沒有紮實的生活基礎，身心靈都不健康、健全，生命一點

力量氣度也沒有，什麼禪門文化、證道修行都是空談。

孫中山先生說：「和平，奮鬥，救中國。」

中國得救了，就可以為世界文明的安寧做出巨大貢獻。

這是我所了解的，把見地、功夫、行願，完全統一起來的禪

門路線。

尚德讀後：
聖智內證，是一切正能量學問的根本基礎。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五日

於湘潭道南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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