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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佛教的人生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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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佛教的人生关怀在理论根基、核心原则等方面表现出独特性。深入研究和把握佛教人生关怀的
“特质”———缘起论的哲学根基和慈悲平等、净心净土的关怀维度等———方有可能直面现实“境遇”，以实现其
价值的真正“创造性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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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Buddhism’s Life Care
LI Yuyong
（ Chinese Ｒesearch Center of Philosophy and Ｒeligious Culture，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Nanjing，Jiangsu 210044，China）

Abstract： Buddhism’s life care shows its uniqueness in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core principles，
etc． Only by making an in － depth study and grasping “characteristics”of Buddhism’s life car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the genesis of Buddhism，care dimensions of equal mercy and Circumcision and Pure Land，etc． —can we face the reality of “one’s lot”，and realize the real “creative
transformation”of its values．
Key words： Buddhism； the genesis of Buddhism； benevolence and equality； Circumcision and Pure
Land

一
缘起论是佛教人生关怀智慧独特的世界观和理论基石 ，是佛教伦理区别于世界其他宗教 、哲学伦理
的根本性征。所谓“缘起”，是指现象界的一切诸存在或生起都是相互依存 、互为因果、互为条件的关系
或过程。世间一切事物、存在都是随缘而动，绝对孤立的事物是不复存有的，正所谓“诸法因生者，彼法
［1］（ p876）
这里的“因 ”和“缘 ”通常解释为关系和条件。“因 ”指引生 ( 产生 ) 结果的
随因灭，因缘灭即道”。
直接的、内在的原因，“缘”则是指外在的、起辅助作用的间接原因。 据此，不难得出“因 ”是世间万事万
物生灭的主要原因、内在原因，“缘”则是外在原因、辅助条件。所以，“因缘”又常被称为“内因外缘 ”或
“亲因疏缘”。即便如此，在佛教看来，世间诸法也都是因缘的聚散生灭 ，所以现象界万法，也叫“因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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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法”。《杂阿含经 》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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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p12）
佛教认为，大凡依因缘而生起的世间万物，彼此间都有密切的关联，不仅人与人之间、人与社
灭。”
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乃至自然之“无情”与“有情”之间也是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的 。
佛教的“缘起说”透过世间诸存在之种种表象、“现 ”象，以似乎颠扑不破的形式和逻辑阐发深刻而
易解的道理，难道不可谓佛教对人类思维范式和宇宙图式读解的一大贡献 ？ 作为佛教理论根基的“缘
起说”共有八种，有所谓“业感缘起说”、“中道缘起说”、“阿赖耶缘起说”、“六大缘起说”、“真如缘起
说”、“法界缘起说”、“性具实相缘起说”和“自心顿现缘起说 ”，而其中颇具特色也是最具伦理意蕴的是
天台的“性具实相缘起说”和华严的“法界缘起说”。
天台是中国第一个比较成熟的佛教中国化宗派 ，其理论基石便是“性具实相说”。所谓“性 ”是指法
、
性 真如； 所谓“具”是指具足、具有。“性具实相缘起说”是指世间每一事物本来具足大千世界的本真和
本性。天台宗实际创始人智者大师( 公元 538—597 年) 说： “夫一心具十法界，一法界又具十法界、百法
［3］（ p54）

正所谓“一念三千”、“十界互
界，一界具三十种世间，百法界即具三千种世间，此三千在一念心。”
具”是也。后来天台宗大师知礼和尚( 公元 960—1020 年) 概括天台特色时说，“只一具字，弥显今宗”。
另一个比较成熟的佛教中国化宗派华严用“法界”来表征“现象”与“本体 ”的统一。 一般将“法界 ”
分为四种即“事法界”： 指生灭纷纭、千差万别、五光十色的现象界。“理法界”： 指一切万法的同一本体、
平等一如、没有差别、如如不动的本体界，是超出思想言语的不可思议境界。“理事无碍法界 ”： 是指世
间万物的差别事相是与如如不动的本体世界之间存在着相即相入的关系 ，本体与现象是一而非二的，如
波即水、水即波一样相互交融无碍。所谓本体无自性，须借事显发，而一切现象，皆为真如理体的随缘变
现，
事无理不成，理无事不显，因此，理即是事，事即是理，理事圆融而无碍。“事事无碍法界 ”： 是指在本
体世界的统一原理( 法则) 之下，各种不同的事物之间各有差别，各守自性，事事相望，多缘相即，一多相
即，大小无容，重重无尽，此法界是华严的最高境界。 华严“法界缘起 ”的根本思想是法界全体的“无尽
缘起”，强调一切诸法的全体互为缘起，亦即任何事物皆因条件的相互依存而有变化 ，以一法成一切法，
以一切法成一法，互摄互融，重重无尽，比较精辟地阐发了“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关系，对世界万物
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有着深刻而独到理解 。
作为佛教伦理智慧理论基石的缘起论或缘生理念启示人们 ： 世界既然是“因缘和合 ”而成的，那么
每个个体、每一部分都不是孤立的“岛屿”，都要依赖于他人、社会和自然才能存在并发挥作用。 用今天
的视角来看，佛教伦理的哲学基础缘起论或缘生理念实际上包孕有世间众生 ( 包括“无情 ”) 相依相存的
道理，这就要求人们应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和他人以及自己和社会 、自然的关联性、依存性。
就自己与他人而言，每一个“我”都不能离开“他 ”而独立存在。 当下，由于经济全球化，交通、通讯的便
捷，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在拉近，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却越来越疏远 ： 他人对于个体来说，只有手段的
意义，即它只是满足个体目的和需要的工具 ，只有在满足个体的需要和利益时 ，他人才有存在的必要，否
则随时可以被抛弃，人们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和谐关系逐渐疏离 ，个体完全蛰居于自我的心
灵之中，个体与他人之间的亲切感和交流所带来的满足感则荡然无存 。 而佛教伦理中的缘生理念正视
个体与他人之间的这种彼此依存 、相互依赖的关系，或许能为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互利、促进人际和
谐有启迪意义。就个人与社会而言，社会其实是由无数个人所组成的，离开个人无所谓社会，但个人离
开社会也不能真正成其为社会的人 。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要求社会公共生活领域要为身“陷 ”
其中的公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和追求获得美好生活的机遇 ，以使自我有更加充分的发展； 但另一方面
也要求每个公民应自觉承担起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 ，从而实现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的良性互动 。

二
佛教伦理以慈悲为怀。佛典《大智度论》有云： “大慈予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 大慈以喜
乐因缘予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予众生。”“慈”是慈爱众生，给人以快乐； “悲”是悲悯众生，拔除痛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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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合称为“慈悲”。简言之，就是与乐拔苦。在佛教看来，慈从悲来，悲必为慈。 慈与悲相辅相成。 只有
慈悲相连，才能产生与乐拔苦的践行和作用 。
大乘佛教把慈悲分为三种，称之为“三缘慈悲 ”即佛典《大智度论 》所云的“众生缘、法缘、无缘 ”。
这三种缘是根据大乘佛教空宗思想划分的 ，认为以众生为对象的慈悲是凡夫的慈悲即“众生缘慈悲 ”。
而“法缘慈悲”指的是觉悟众生无我、进而觉悟诸法无我的道理而生的慈悲 ，是声闻、辟支佛和菩萨的慈
悲。心无所缘，离一切差别，超越对立，毕竟空无，此为佛的“无缘慈悲 ”。 佛教伦理中的慈悲襟怀是其
生命关怀精神的集中体现。具体来说，慈悲精神有三个层次，即“小慈悲、中慈悲和大慈悲”。“小慈悲 ”
是主客有别，自他有别的； 而大慈悲则是一种无差别的、普遍的慈悲，也称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 上
述可以看出，“三缘慈悲”侧重于从慈悲的对象来区分，大、中、小慈悲则偏于从佛教修持者的认知和思
想境界来区分。大乘佛教强调慈悲乃佛道之根本 ，中国佛教伦理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充满普遍的深厚的
生命关怀的精神理念。不仅如此，中国佛教还重塑体现慈悲理念的神格形象 ，其中又以观世音菩萨最为
典型。观音菩萨慈悲精神的特点有三，即一是现实性，观音菩萨能解救现实生活中众生的种种苦难，满
足众生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愿望和要求 ； 二是随类性，观音菩萨随类度化，对众生一视同仁，不分贵贱贤
愚，有针对性地开示教化，度脱苦厄； 三是融通性，观音菩萨应化形象千姿百态，圆融自在。
佛教慈悲理念的最重要实践就是布施 。布施实际上就是“给予 ”。 每个人都从社会和他人处索取，
所以也都应回馈社会和他人。当社会和他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应当伸出援助之手，每个人都有回报和救
助的义务，不能只是索取而不给予。人们以自己的财力、体力和智力尽可能去救助贫困者，积极从事社
会公益事业如救灾扶贫、照顾鳏寡孤独、参与医疗卫生、挽救失足者等，显然，这对缓解社会弱势群体的
实际困难、消解社会公共生活的矛盾、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是大有裨益的 。
慈悲是大爱的集中体现，佛教伦理中包含有深厚的热爱生命之感情和理论 。 佛教对“生命 ”的理解
非常广泛，佛教生命关怀的基石是众生平等 。佛教的“众生平等 ”不仅是不同个人、不同人群、不同人种
的平等，而且还超越人及人类的范围，是宇宙间一切生命的平等。 佛教所讲的“众生 ”包括六凡四圣，
“六凡”是饿鬼、地狱、畜生、阿修罗、人和天； “四圣”是指声闻、缘觉、菩萨和佛。佛教主张“六道轮回 ”，
即在没有解脱之前，处于六凡中的生命依据自身的业力行为获得来世相应的果报 ，所谓“善有善报，恶
有恶报”，行善者可以由鬼变成人，作恶者可以由人变为鬼，他们在“变”“现”上有高低序列，但其生命本
质上是平等无二的———既可上升进步，也可下降坠落———每个生命都是平等无阶的。 而这种生命之本
质即是佛性。在佛教看来，不仅人类具有佛性，一切众生包括上述的“六凡四圣 ”都具有佛性，所谓“是
［4］（ p27）
而从佛教“六道轮回”的角度来看，一切众生亦都是平等无下的。 因为一切众
法平等，无有高下”。
生都在六道中轮回，受生死烦恼的系缚，而且众生于生死流转的三界中、多生中曾互为父母。 每一众生
都曾获得其他众生的恩惠，正如《心地观经》云，“即无始来，一切众生，轮转五道，经百千劫，于多生中互
［5］（ p297）

为父母”。

佛教伦理所倡导的慈悲平等观有助于提升人们的人文关怀意识 ，比如人们在认同宇宙万物普遍平
等理念的基础上，就能由平等心进而产生同情心、爱护心和慈悲心。佛教关于众生平等和万物都有佛性
的主张，也直接否定了人类至上的偏颇观念 ，否定了人类有权征服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把人们从人与
自然绝对对立的主客二分思维框架中解放出来 ，有助于人们确立人与自然相和谐的思想基础。 既然众
生平等，从弃恶出发，佛教倡导不杀生。不杀生的理由有二： 其一是慈悲平等心，其二是避免杀生恶业，
这是佛教徒最重要的实践德目，为所有流派所共许。

三
佛典《维摩诘所说经》云，“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 ”。 佛教很早就发现了
人性的三大弱点即“贪、嗔、痴”。“贪”即贪欲、贪爱，对事物起爱著之心； “嗔 ”即嗔恨、嗔恚，对事物起
怨恨之心； “痴”即愚痴、痴迷，迷惑于种种假象而不见真理。“贪、嗔、痴 ”被认为是污染众生、燃烧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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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的三种根本烦恼，也称“三毒”。为了直接对治“三毒”，佛教提倡“不贪、不嗔、不痴”的伦理要求即
忍辱精神，以消除根本之烦恼。佛教伦理倡导的“忍辱 ”，其实质就是做到人嗔我不嗔，人恼我不恼，集
中体现了佛教伦理所追求的宽容境界 。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分析和参照的 。
为了从观念上排除“三毒”，早期佛教还提出和强调“无我说 ”，强调要从“我 ”的观念、“我 ”的东西
的观念中解脱出来。早期佛教讲的“无我 ”，并不是说作为实体的“我 ”不存在，而是要离“我执”。“我
执”，是执着自己东西的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 ，表现为“我爱”，即对自我的执着爱恋； “我嗔”，自我傲慢，
仇恨他人； “我痴”，对事理迷惘、无知。这些对于正确认识自我，和善心灵，善待他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
义。自早期佛教以来，佛教的主流派就主张“心性本净说”，认为众生的心性本来是清净的，只因烦恼的
污染而没有显露出来。中国佛教尤其禅宗更强调和肯定众生佛性的本然自足 ，慧能在《坛经 》中说，“世
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在六祖慧能看来，众生先天具有性善的本性，人心本善是众生伦理自觉、道
德修养的出发点，而佛教徒的修持就是在自心中明见善的本性 ，体认最高的伦理准则。
当今社会，随着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物质生产已越来越丰富，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另一
方面，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矛盾，在人与他人和人与自我关系上，一些人自我扩张、自我膨胀、目空一
切，处处以自我为中心，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僵化、紧张和冰冷； 而另一些人又自我扭曲，出现自我的失落、
丧失等现象，构成当代一些人精神上的莫大痛苦和悲哀。 此外，现代人们又不由自主地卷入到为“物 ”
所役的束缚中，在欲望的驱使下疲于奔命，生命沦为物欲的工具，生活的全部意义诉诸物质功利的占有 ，
“贪婪”成了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 形成上述自我的膨胀、扩张或自我的扭曲、失落以及对
“物”的无节制追求，究其原因可能错综复杂，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当代人并没有认识到佛教生态伦理智
慧所倡导的“忍辱”和“净心”的真正要义。这种“忍辱”精神，用现代视角来看，其实就是一种宽容的理
念。宽容是人与人交往和沟通的助力 ，也是互相信任和建构和谐关系的桥梁 。 而“净心 ”真义则关注人
的心灵建设，注重改变人的价值观念，有助于从根本上扭转导致日趋严峻的环保危机的偏颇甚或错误观
念的影响和支配。
“心净则国土净”亦成为当前佛教徒进行环保运动的经论依据 。台湾花莲慈济功德会所推动的“预
约人间净土”以及法鼓山所提倡的“心灵环保”便是基于此。“心灵环保”是台湾法鼓山已故圣严法师根
据《维摩经》、《华严经》等经论所说的“随其心净则佛土净 ”的观念进行的生态阐释。 对于如何进行生
态环保，圣严法师认为应该从两方面着手 ： 一种是从物质环境的保护，一种是正本清源从心灵的净化做
起。在这两方面中，圣严法师又突出强调“心灵环保”的核心地位，认为物质环境的保护是治标，心灵的
［6］
净化才是治本。 可以看出，在圣严法师的思想体系中，主要还是突出传统佛教注重心灵净化和精神解
脱的文化价值取向。台湾大学哲学系杨惠南教授在《当代台湾佛教环保理念的省思———以“预约人间
净土”和“心灵环保”为例》和《从“境解脱”到“心解脱”： 建立心境平等的佛教生态学 》等论著中，对“预
约人间净土”和“心灵环保”提出批评，认为他们都存在割裂心与境、“重心轻境 ”的倾向，偏颇根源是对
《维摩经》中“心净则佛土净”的断章取义。 杨惠南教授基于《维摩经 ( 佛国品 ) 》的重新考察和解读，认
为“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思想本身包含两层意义： 其一，倘若想要“心解脱”，就必须“境解脱 ”，亦即要让
内心的烦恼彻底去除，必须先让外在的世界清净无染。 其二，倘若想要“境解脱 ”，就必须“心解脱 ”，亦
即要让外在的世界清净无染，就必须先去除内在心灵的烦恼。 在此“理解 ”基础上，杨惠南提出应当建
立“内心”与“外境”并重的佛教伦理学，主张现实的环保运动应当建立在“心 ”与“境 ”平等、众生世间与
器世间平等的佛教伦理思想基础上 。
其实，就佛教第一义谛而言，在“心”与“境”的关系问题上，“心”无疑是第一位的，因此佛教将一切
问题的根源归结于“心”，任何问题的解决需要从根源上即“心 ”上着手，通过改变人的“心 ”来改变世
界。就世俗谛而言，“心”与“境 ”互为因果，因此佛教才有“唯心净土 ”和“带业往生 ”两种不同的净土
观，前者由“心净”到“土净 ”，后者则是由“土净 ”到“心净 ”。 综合真俗二谛来说，由“心 ”与“境 ”的关
系，应该可归纳总结出“净心净土”的生态伦理原则，这里使用的“净心净土 ”双动宾结构既涵盖了“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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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与“治境”两个方面，又凸显了“心 ”在终极意义上的地位。 太虚大师说得好： “净土非自然而成就
的，亦非神所造成的，是由人等多数有情识起好的心，据此好心而求得明确之知识，发为正当之思想，更
见诸种种合理的行为，由此行为继续不断做出种种善的事业，其结果乃是成为良好之社会与优美之
世界。”
基于印顺法师的《佛法概论》，佛教宣扬的“净土 ”至少有两个内涵即在器世间，使一切存在在优美
而有秩序的共存中，充满生意的和谐； 其二，自他关系中，得解脱自在，更能实现乐和清净的人生理想于
世间。“净土”是佛教所描述的佛所居住的世界，是心无烦恼、幸福安乐和环境优美、生态和谐的世界。
“净土”的种类很多，除了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还有弥勒菩萨的“兜率净土 ”、药师佛的“净琉璃 ”
世界、香积佛的“众香”世界、华严三圣的“莲华藏 ”世界等等，而其中影响最大、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阿
［7］（ p182）
“阿弥陀佛净土 ”又称为西方极乐世界，
弥陀佛净土。天台大师湛然说，“诸教所赞，多在弥陀 ”。
是大乘佛教徒所向往和孜孜以求的理想国土的典型 。 所谓“极乐世界 ”，就是无苦有乐的世界。《阿弥
［8］（ p346）
陀经》说： “彼土何故名为极乐？ 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
阿弥陀佛所允诺的“极乐世界”是佛教理想的宜居环境的典范。根据佛所宣示的经论，“极乐世界 ”
是人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和谐的世界 ，物与物的搭配、形状、色彩和声音等，都非常协调且充满美感。佛教
所追求的理想世界，地广人稀，资源丰富，丰衣足食，永远不为物质生活所累。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清静
安宁，所见所闻都令人愉悦欣喜而不会引起丝毫的烦恼。“净土 ”是菩萨善行的果报，它的实现在根本
上依赖众生的努力。中国佛教特别重视通过心灵的自觉 ，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进而改善自己的行为，
创造“人间净土”，这就是《维摩经 》所倡导的众生“心净则佛土净 ”的理路。 这种独特的未来预期图式
表现了佛教超越人类和现世思想的立场以及人生不断向上追求的自觉与热情 ，深刻反映了人类深处追
求理想生存环境的共同愿望，这对建构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世界和自我的心灵净化也是有着重要的启
发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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