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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門禪與傳統禪的區別及其在當代生命教育中的意義
華南農業大學宗教與文化交流研究中心

何方耀

生命教育的缺失和薄弱日益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問題，這一點在大陸尤其突
出。各地頻繁發生年輕學子輕生自殺事件更是不斷撞擊著每一位有良知的教育工
作者的心弦，在悲歎之餘，人們已愈益認識到生命教育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生命
教育正式提出雖然距今不過半個世紀且發源於美國，對中國來說屬於舶來品，然
而就事實而言中國的傳統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中蘊含著豐富的生命教育的理論、
方法和實踐經驗可資今天的生命教育借鑒參考，尤其是對今天高校生命教育有著
重大的借鑒意義，可謂是當下生命教育的重要資糧。特別是禪宗活潑生動，殊勝
獨特而又寓教於生活實踐的修行法門，作為一種啟迪生命智慧，揭示生命實相的
系統方法，為備受身心煎熬的當代民眾提供一服心靈的清涼劑，為當下的生命教
育提供了適合中國民眾文化特徵和心理偏好的身心靈修煉方法。因此，本文從佛
教禪宗的宗門禪與傳統禪的區別入手，探討宗門禪的特點及其對當下生命教育，
特別是大學生生命教育指導意義，以就正於教內外大德同仁。
一、作為六度、三學之一的傳統禪定
禪（Dhyāna）通常與定（Samādhi）連用，稱“禪定”。禪定一詞，雖然
意義紛歧，但專注一境，集中思慮的思維修煉，是其最為常見的涵義。就這個意
義而言，禪定既非禪宗所獨有，也非佛教所首創。在佛祖釋迦牟尼于菩提樹下成
正等正覺之前，禪定苦修在印度社會已蔚然成風，事實上，禪定是世界各大宗教
共有的修持方法之一。基督教的冥想（meditation）派和伊斯蘭教蘇非派（Sūf
ī）也都非常重視禪修訓練，歷史上也曾出現過無數大成就者。正如南懷瑾先生
所言：“禪那的境界，釋迦也曾說過，這是一種共法，所謂共法，並不是佛法所
獨有的，凡普通世俗的人，與其他宗教，異派學術的人，只要深明學理，努力修
證，都可以做到類似的定境。”1臺灣印順法師也指出，“禪定是共世間法。”2因
此，禪定、禪修是各大宗教共用的訓練方法，只是目的、手段和重視程度不同而
已。
佛門的禪定屬於六度或“六波羅蜜”之一，為中國佛門各派所共同遵循；同
時也是佛門三學之一，是佛門弟子的必修之課。從六度（佈施、持戒、忍辱、精
進、禪定、智慧）和三學（戒、定、慧）的順序來看，禪定都排在智慧之前，即
以禪定為手段，以智慧為目的和歸依，禪定的目的就是為了開啟了悟生死的大智
慧（Prajñā）。禪定的真正意義，正如兩晉之際規範天下僧尼儀軌的著名高僧道
安所指出的，“世尊立教法。有三焉。一者戒律也。二所禪定也。三者智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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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懷瑾著《禪宗與道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 年版，第 22 頁。
釋印順著《印度佛教思想史》，北京：中華書局 2011 年版，第 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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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三者至道之由戶。泥洹之關要也。戒者斷三惡之幹將也。禪者絕分散之利器也。
慧者齊藥病之妙醫也。”3要開啟大智慧這一“齊藥病之妙醫”，就必須以禪定
這一“絕分散之利器”為不可或缺的訓練之道。
所以，無論是六度還是三學，禪定都是開啟了卻生死智慧的重要一環和必經
之路。禪定的經典和方法幾乎與佛教入華同步展開，所謂“自遺教東移，禪道亦
授，”4禪學經典是中國最早翻譯的佛典之一。從後漢時入華的安世高到南北朝
時入華的求那跋陀羅都不斷傳譯禪學經典。5中國僧眾的習禪實踐也早在東晉時
代就見諸歷史記載，以後在佛門更是蔚然成風，6以致“習禪”成為歷代高僧傳
一個重要門類。
可見在傳統的佛教理論和實踐中，禪定或者禪修是僧眾修行的重要法門之一，
初期的禪修者往往獨處山林，岩棲澗飲，不與世事，以求去無明，息煩惱，達到
7

“淵池浪息，則徹見魚石；心水既澄，則凝照無隱” 的智慧境界。這種習禪之
風，雖也影響到部分教外士大夫之精神情趣，但主要囿於佛門僧眾之內。
二、作為見性法門的宗門禪定
至初祖達磨泛重溟而至廣州，一路弘傳禪法，至嵩山少林而面壁九年，倡二
行四入法門，教人依四卷《楞伽》，籍教悟宗。一線單傳至四祖道信，仍然以靜
坐參禪為主，在社會上，甚至在佛教界並無太大影響。至五祖弘忍始倡《金剛般
若》以取代名相複雜的《楞伽經》，並一改去過去棲息岩穴，避世靜修的習慣，
于黃梅東山之下，鼎建道場，廣收徒眾，集體焚修，緇素四眾，競相切磋。禪風
為之一變，由較強的出世傾向轉向較濃的入世傾向。
至六祖慧能大師，以行者身份，據宿世因緣，因上上利根，頓悟本性，授衣
缽南歸，隱身一十五載而現身南海法性寺，因風幡之論而說南傳宗旨，現比丘相，
踞獅子座，開東山法門，歸曹溪而說法度眾三十七年。傳即心即佛之旨，倡行住
坐臥皆是道場，“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直指法門，8使禪定之內涵發生革
命性變化，也標誌宗門禪（禪宗南宗）的正式成立。
六祖慧能大師對坐禪與禪定進行了全新的定義：
何名坐禪？此法門中，無障無礙。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為坐；
內見自性不動，名為禪；善知識：何名禪定？外離相為禪；內不亂為定。外
若著相，內心即亂；外若離相，心即不亂。本性自淨自定，只為見境思境即
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真定也。善知識：外離相即禪，內不亂即定。外
禪內定，是為禪定。9
3

【梁】
《出三藏記集》卷十一，道安法師《比丘大戒序第十一》
，見梁釋僧祐著，郭鵬、蕭鍊子點校《出三藏記集》
，北京：中華
書局 1995 年版，第 4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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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釋慧皎撰，湯用彤點校《高僧傳》卷十二《習禪》，北京：中華書局 1992 年版，第 426 頁。
5
參見日本忽滑穀快天著，朱謙之譯《中國禪學思想史》
（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5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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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日本忽滑穀快天著，朱謙之譯《中國禪學思想史》
（上）第八章《習禪之實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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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釋慧皎撰，湯用彤點校《高僧傳》卷十二《習禪》，北京：中華書局 1992 年版，第 4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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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寶本《六祖壇經·行四品》
，載《大正藏》第 48 冊，第 349 頁。
9
宗寶本《六祖壇經·坐禪品》
，載《大正藏》第 48 冊，第 33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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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慧能的法門裏，禪定不是一種方式而是一種心態，一種不以物喜，不以已
悲，以心轉境，而不為境轉的自在心態。這種心態的取得不關是否盤腿趺坐，是
否觀心看淨，也不關乎是否住廟清修或在家營生，只要能保持外離諸相，內心不
亂的心態，就能徹見本性，得大自在。並且對傳統佛門，特別是以神秀為首的北
宗所倡導的離世索住，坐禪觀心的禪修方式持批評態度。10
善知識，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坐、臥，常行直心是也。淨名經（即
《維摩詰經》）云：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
昧，直言常坐不動，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即同無情，卻是
障道因緣。善知識，道須通流，何以卻滯？心不住法，道即流通，心若住法，
名為自縛。若言常坐不動，是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即被維摩詰訶。善知識，
又有人教坐，看心觀靜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會，便執成顛，如此者
眾。如是相教，故知大錯。11
所以，在六祖慧能所宣導的禪宗裏，禪，不僅僅是六度、三學之一，不只是一種
修行方式，更不是離群索居，靜坐禪觀，而是一種徹見本性的不二法門，是一種
面對生活的心態，可以說，在禪宗裏，“禪定”概括了佛學的全部修習。12
三、傳統禪定與宗門禪定的主要區別
傳統禪定與宗門禪定的區別可以從不同的角度進行分析，這裏則主要從禪修
與生活的聯繫角度進行分析，以討論宗門所倡導的禪修方式在當下生命教育中的
實際意義。
首先，其最大的區別就是將禪定由一種修行方式轉變為一種生活態度，一種
直面人生問題的心態。宗門各派並沒有完全否定傳統禪修的意義，禪宗寺院都設
有禪堂就是證明，也沒有否定傳統經教四諦十二因緣、空有皆遣、不著兩邊等理
論的指導意義，而是強調修行的關鍵不是修姿勢而是修心態，整個禪修的關鍵是
修心，心的迷或悟，迷則眾生，悟則佛陀。心為境轉，放不下人我二執，即使靜
坐山林，念經拜佛也是枉然。所謂“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一念清淨，心
能轉境，放下萬緣，就能徹見本性，開悟成佛。
因此，禪宗最大的貢獻就是用心態的調整取代了姿勢的調整。只要心態正確，
娑婆也是淨土，正如六祖慧能在講解西方淨土時所說的那樣：
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須彌倒，去邪心，海水竭，煩惱無，波浪
滅，毒害忘，魚龍絕。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放大光明，外照六門清淨，能破
六欲諸天，自性內照，三毒即除，地獄等罪，一時消滅，內外明徹，不異西
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13
10

關於南宗對北宗“坐禪”的批判，可參見龔雋《中國禪宗史上的“坐禪”觀念——以初期禪史為中心》，載明生主編《禪和之
聲——2011-2012 年廣東禪宗六祖文化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廣州：羊城晚報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76-79 頁。
11
宗寶本《六祖壇經·定慧品》
，載《大正藏》第 48 冊，第 352 頁。
12
參見任繼愈主編《宗教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1 年版第 1052 頁，“禪宗”條。
13
宗寶本《六祖壇經·疑問品》
，載《大正藏》第 48 冊，第 35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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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慧能的禪宗裏，人人嚮往的西方極樂世界，不在遙遠的西方，而在人們的
心中（唯心淨土），即萬緣放下，行善去惡，消滅心中的貪瞋癡慢見疑等煩惱，
就能徹見本性，呈現心中的自性淨土。所以，心態決定迷悟，決定一切，甚至決
定是身處天堂還是身在地獄，
第二、定慧由遞進關係轉為一體關係
由於是心態而非姿勢決定一切，所以禪定就不再是身體姿勢的調整，智慧不
是因禪定而生，禪定本身就是智慧，智慧由心念而生，一念若悟，自身等佛，所
謂“一念心清淨，佛居魔王殿；一念惡心生，魔王居佛殿。”14一念心清淨，魔
王亦可成佛，禪定就是心態的調整，智慧就是心態的體現，傳統定慧的遞進關係
也變成一體關係，由定生慧，變成定慧等持。
《六祖壇經》強調，“定慧一體，不是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即慧之時
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若識此義，即是定慧等學。諸學道人，莫言先定發慧，
先慧發定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並比喻道，“定慧猶如何等。猶如燈光。
有燈即光。無燈即闇。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同一。此定慧
法。亦複如是”15
因此，智慧是徹見本性的頓悟，而不是四禪八定的漸修，不需要像傳統的息
數觀那樣：
數一至十，十數不誤，意定在之。小定三日，大定七日，寂無他念，泊
然若死，謂之一禪。……垢濁消滅，心稍清淨，謂之二禪也。……行寂止意，
懸之鼻頭，謂之三禪也。還觀其身，自頭至足，反復微察，內體汙露，森楚
毛豎，猶睹膿涕。於斯具照天地人物，其盛若衰，無存不亡，信佛三寶，眾
冥皆明，謂之四禪也。16
這種一步一步的禪修，由一級而至六級，最後達到“厥心即明，舉眼所觀，無幽
不睹”的境界。這種漸進式的身心調整正是傳統禪定所主張的漸修法門，由守戒
而得定，因禪定而開智慧。慧能禪宗則繼承了《楞伽經》事須漸成，理則頓悟的
理論，主張調整心態，徹見本性，不落階級，頓悟成佛。強調定慧等持，認為禪
定與智慧為體用關係，禪定由姿勢調整變成心態調整，並將這種心態的調整融入
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將禪定由岩泉寺窟帶入尋常百姓之家，將禪的甘露灑向普
羅大眾，由普羅大眾受用並承傳。這也是人們常常引用的“佛法在世間，不離世
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17這一偈語的精義所在，也是禪宗雖幾經劫亂，
曆千年而不墜的原因所在。
第三、禪定由特定時地轉入一切時地之中
因為禪定是心態調整而非姿勢調整，禪定就不須要特定的時間、地點或特定
的環境、條件，生活中的任何時間和任何場所都可以成為人們禪修的道場。所謂，
14

【宋】普濟著，蘇雷淵點校《五燈會元》
（中），北京：中華書局 1984 年版，第 768 頁。
宗寶本《六祖壇經·定慧品》
，載《大正藏》第 48 冊，第 352 頁。
16
康僧會《安般守意經序》，載梁釋僧祐著，郭鵬、蕭鍊子點校《出三藏記集》，北京：中華書局 1995 年版，第 243 頁。
17
宗寶本《六祖壇經·般若品》，載《大正藏》第 48 冊，第 35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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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柴運水，無非佛事，碾米作飯，正好參學。”18歷史上無數祖師大德，包括
六祖慧能自己都是在尋常的生活勞動中徹悟本性的。
曹溪負舂黃梅，單紹祖位；溈山執典百丈，丕振宗風；指山蔭涼大樹、睦州
垂聲於首座，當下桶箍脫落；雲峰增色于堂司；演祖之磨頭，叢林取則；楊
歧之監寺、奕葉傳燈。19
六祖慧能，曾在五祖弘忍座下槽廠舂米，溈山靈祐曾在百丈懷海門下為典座，
睦州道明曾充首座，四川雲峰體宗甯禪師曾任堂司，蘄州五祖法演禪師曾當磨頭，
楊歧方會禪師曾任監寺，這些名垂青史的祖師大德，都不是在觀鼻觀心的靜坐禪
修中，而是在平常的生產勞動中，頓見本性的。而在歷史上 1700 位祖師的開悟
公案中，“不到五分之一是在禪堂裏面開悟的，另外五分之四都是在各種勞作或
其他狀態下開悟的。”20
傳統禪定參修需要特定的時地和條件，而宗門的禪定則無時無地不可以進行，
可以說只要你能調整心態，生活中處處在在皆可參禪問道。正如永嘉玄覺《證道
歌》中所說的：
游江海，涉山川，尋師訪道為參禪。
自從認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關。
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21
禪定，不需要特定時間、地點，也不需要特定的姿勢，“行亦禪，坐亦禪”，語
默動靜之間，都是禪修的道場。出家僧眾如此，在家信眾也是如此。能否見性開
悟，關鍵不在於是否出家專修，在家常人，只要善於調整心態，一樣可以見性開
悟。正如六祖慧能所說的那樣：
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
在寺不修，如西文人心惡。但心清淨，即是自性西方。韋公又問:在家如何
修行？願為教授。師言：吾與大眾說無相頌，但依此修，常與吾同處無別，
若不作此修，剃髮出家，于道何益？22
而那首著名的《無相頌》，即“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菩提只向心
覓，何必向外求玄”的偈語，即使不是佛門中人，也都耳熟能詳，這其中，完全
沒有講打坐觀心，也沒有講燒香拜佛，所言所論完全是日常居家生活中的為人處
事之道以及面對生活問題的心態。“心平”、“行直”就是禪定，就是智慧，在
日常生活中保持一顆真心，平直之心，就是禪定狀態。所以，生活就是道場，平
常心就是菩提，禪在生活之中，生活在禪定之內。人生的每一個階段,每一處場
所都可以是開啓生命智慧、頓悟生命真相的場所。
四、宗門禪對當下生命教育所具有的意義和價值
禪宗形成於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宗門的禪定智慧在漫長的農業社會，曾滋潤
18

佛果禪師編《金山江天禪寺規約》之《莊房規約》，鎮江金山江天禪寺 2006 年影印本，第 30 頁。
佛果禪師編《金山江天禪寺規約》之《眾職事箴》，鎮江金山江天禪寺 2006 年影印本，第 38 頁。
20
《禪文化給現代人帶來什麼——訪大願禪師》，載《禪文化週刊》，第 3663 期（2013 年 7 月 24 日出版）B11 版。
21
弘學《永嘉玄覺證道歌講析》，成都：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2006 年版第 16 頁。
22
宗寶本《六祖壇經·疑問品》，載《大正藏》第 48 冊，第 34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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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無數中國人的心靈，讓無數有緣接觸者受用無窮，開發生命潛能，縮放智慧之
花。然而，當歷史發展到今天，人類進入了科技一日千里，資訊瞬息萬變的商業
社會，古老的禪宗智慧還能為當下的人們所受用嗎？能否對當下方興未艾的生命
教育提供幫助借鑒，找到溝通互動的對接點？
（一）宗門禪與生命教育的對接點
禪宗的理論與實踐對當下方興未艾的生命教育有無價值和幫助，這是一個教
內外人士所關心的熱點問題，要厘清兩之間的關係，我們有必要對生命教育的基
本內涵做一個簡要的梳理。世所公認生命教育之父是美國學者傑•唐納•華特士
（Ｊｏ ＤｏｎａｌｄｏＷａｌｔｅｒｓ）
，他於１９６８年，在阿南達學校（Ａ
ｎａｎｄａ Ｓｃｈｏｏｌ）創立了第一個生命教育平臺，並在其《生命教育》
一書中揭示了他所首創的生命教育的核心理念，即“教育並非只是訓練學生去謀
得職業，或者單純從事知識上的追求與獲得，而是引導他們充分體悟、感受人生
的意義與價值。”“生命教育旨在引導人們回到生命之中，生命本身就是一個大
教室，不只是孩子，包括我們自己，都應該聽聽生命怎麼說。”23可以看出其理
論核心就是對現代教育外在化、物質化偏向的一種矯正，要求教育的目光在向外
看的同時，注重向內看，向內“體悟、感受人生的意義和價值”並“引導人們回
到生命之中”。據此理論核心，中國的學者將生命教育的特徵表述為“生命教育
強調的是‘眼睛向內’的教育，是心靈的教育、精神的教育、意義的教育。”24而
目光向內，反求諸已，開發生命本具的般若之智正是禪門所倡導和強調的修行原
則，“菩提只向心覓，何須向外求玄”，尋找本地風光，發現自家寶貝，正是禪
宗所標舉的不二法門。正是在目光向內，回歸生命本真，開發生命內在潛能這一
點上宗門禪與生命教育在核心理念上找到了內在的契合之處，進而可以實現完美
的對接和互動。宗門禪千餘年來所取得的理論積澱和實踐經驗，可以為當下的生
命教育提供豐富多彩而又切實可行的文化資源和實踐經驗。
爲什麽向內看、關注生命的本真、傾聽來自生命內在的聲音成爲生命教育的
核心理念和特點，乃是因爲在科技高度發展、物質高度豐富的今天，物質的追求
和欲望籠罩和掩蓋了一切，成爲一股人類社會無法控制異已力量，教育也概莫例
外，物質化、外在化、實用化，傳統教育所具有的精神關懷、心靈疏導和生命反
省被忽視或邊緣化，學校教育的目的就是塑造商業社會所需要的合格産品（實用
人材），而不是培養身心靈平衡發展的健全人格。
今天的高等教育也是如此，“我們的教育並沒有引導學生去認識生命的尊嚴、
理解生命的價值，沒有成為力挽生命物化之狂瀾的衛道士，而成為物化人性再生
產的推波助瀾者，學校也被物化為勞動力的培養所。”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學校
教育將絕大多數精力放在説明受教育者認識、把握客觀世界上，即幫助人們增強
從客觀世界中獲取更多利益的本領。這種物化的教育導致的結果是：課堂上只見
以知識對受教育者的灌輸，不見精神對生命的滋養。”25本應是精神家園的高等
23

傑•唐納•華特士著，林鶯譯《生命教育》，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６版。
劉慧《生命教育內涵解析》，《課程.教材.教法》2013 年第 9 期
25
張紅艷 許海元《教育本真與生命教育》《教育學術月刊》2009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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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府成了精神的荒原，本應是心靈澆灌者的教師成了心靈扭曲的推手，本應是道
德守護者的教育領域産生了道德危機，本應“吾日三省吾身”的學子變成了一心
向外攀緣的勢利客。特別是當前資訊社會，網上虛擬空間占據人們生活的比例也
越來越大，而學校中那些“長期沉溺於網路世界的個別大學生，終日與電腦為伴，
導致交往能力下降甚至退化，產生緊張、不合群或冷漠等心理健康問題，甚至出
現社交恐懼症。當他們離開網路面對不理想的社會現實的時候，會感到悲觀失望、
極度缺乏自信，極易引發社會問題。”26其中一個最爲令人關注也最令人痛心的
現象就是自殺、殺人現象在學校的泛濫。
“據國家衛計委最新統計結果顯示，2013 年，我國（中國大陸）城市和農
村居民非疾病死亡原因中，自殺死亡僅次於交通事故、意外跌落，高居第三位。”
27
這些現象雖非始至今日，但當前形勢變得更加嚴峻。迫使人們對當下這種向外
的、物化的、技術主導的教育體制進行反思，要求關注人的內心世界、關注生命
本身。其實，這種反思幷非始於華特士，20 世紀初的美國著名教育家杜威就明
確強調，“教育不是把外面的東西強迫兒童或青年去吸收，而是要使人類‘與生
俱來的能力’得到生長。”28只是當華特士將這種眼光向內、開發“與生俱來的
能力”的觀念理論化、系統化之後，才引起了不同地區人們感同身受的共鳴和反
響。所以，目光向內，反求諸已，開發人類自身本具的潛能、促進生命的平衡發
展與境界提升就是佛教宗門禪與當代生命教育實現無縫對接的著力點。
（二）宗門禪的理念與實踐對生命教育的借鑒意義
首先，禪宗所強調的心態決定生存狀態的智慧是當下生命教育中化解人生煩
惱的重要思想資源。開啟智慧，斷除煩惱，是佛教也是禪宗的共同目標，同樣也
是生命教育的核心宗旨。生命教育不是心血來潮，也不是標新立異，而是因應現
代人教育和生活中的問題而生，是為了解決人生問題而興起的教育門類，今天的
人類與佛陀時代和歷代祖師大德所面對的問題和困難雖然大不相同，但身心靈的
苦痛和煩惱其性質還是大致相同的。
有的學者用空間幾何的三個維度比擬生命教育，認為生命教育也有其長、寬、
高三個維度，
（三個面向）分別對應著生命的時間維度、空間維度、心靈維度。
以時間為前後向，生命的時間維度是從無到有、從生到死的過程，其特
徵是生命的“長度”，可稱作生死維度。以知識空間為左右向，生命的
空間維度是個體與他者、與萬物的交互過程，也是個體不斷擴充文化知
識，提升自己內涵的過程，其特徵是生命的“廣度”，可稱作人文維度。
以心靈體悟範疇為上下向，生命的心靈維度是一個從成己、成人到成物
的心靈建構過程，其特徵是生命的“深度”；同時，這三重維度並非各
自獨立而是相互作用，三者交織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生命的運行。生死維
26

胡秀錦《“ 現代學徒制”人才培養模式研究》 河北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9 年第 3 期。
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2014 中國衛生和計劃生育統計年鑒》北京: 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出版社，2014 年出版，第 302 － 326
頁。
28
[美]《杜威教育論著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1 年出版，第 1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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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框定了生命的客觀長度，從而決定了人文維度的提成範疇；人文維度
拓展了生命的知識視野，為心靈維度的拓展奠定了知識基礎；而心靈維
度的深度則能使個體更好地審視生命的生死維度，更好地懂得生死之意
義。29
我們雖然不能完全同意論者的這種分類法，但這種觀點至少體現了生命的不
同層次，克服了將生命完全物質化的缺陷，這三個維度其實可理解為自然生命、
理性生命和靈性生命三個層次，即我們通常所說的身心靈三個層次。從佛教的視
角觀之，無論哪個維度的生命都面臨著不同的困苦和煩惱，也都不出四聖諦所概
括的八苦範圍。論者特別強調生死維度出現的問題在當下的中國特別突出，並且
指出，“國內相關報導指出：自殺成為近幾年來我國１５—３４歲人群非正常死
亡的首要原因，且自殺的低齡化趨勢也越來越明顯。”（數據引自馮建軍，武秀
霞《生命教育：研究與評論》，載《中國德育》２００８第８期）這一切都在昭
示：公眾對死亡缺乏基本的認知。因此對死亡（包括自己與他人的死亡）沒有正
確而必要的認識。‘死亡教育’在這樣的環境下提出，就顯得刻不容緩、恰逢其
時。”30
的確，死亡在中國文化中是一個特別忌諱的字眼，也是中國大陸當下教育體
制中最被忽視的部分，因這一問題而導致的自殺現象也是當下高校管理者最談虎
色變的問題，每到畢業前夕，學校更是顫顫兢兢，唯恐出現學生自殺現象，可謂
是嚴防死守，弄得負責學生工作的輔導員們神經緊張，草木皆兵。自殺現象的出
現，究其實就是無法面對或解決人生的各種煩惱、心態完全失衡而做出的極端行
為。
而“了生死”正是佛門所追求的終極目標，其中的關鍵是“了”，無論是分
段生死還是變異生死只要明瞭其因緣果報就不會被其迷惑，人生的種種煩惱也是
一種生死。面對煩惱，禪宗所標舉的解決方法就是及時調整心態，以因果法則為
指導，反省自身，認清事情的真相，改變能改變的，接受不可逆轉的，進而創造
條件，扭轉事態方向，化煩惱為菩提。而當下的大學生們因為缺乏這方面的教育
和指導，遇到困難往往一條道走到底，不會放下，也不會調整自己，不僅學生如
此，甚至許多成功人士也常常因此走上不歸之路。
因為在當下科技和商業高度發展的資訊社會，人們的生活看似衣食無憂，豐
富多彩，實際上人類亘古以來就存在的痛苦和煩惱，四聖諦中的苦諦依然存在，
八苦不僅仍然存在，而且被瞬息萬變的社會進一步加劇放大，人們生起一種被一
股強大的未知力量所操控而無法把握自己的漂浮感和無奈感。
科技發展給人類帶來了豐富的物質產品和便利的生活設施，原本是想將人們
從自然的束縛中解脫出來，結果科技本身卻成了束縛、操控人們的主宰，人們主
動或被動地沉迷其中不能自撥。沉迷於網路遊戲的青少年、整天盯著手機螢幕的

29
30

于思文《從“有限之途”到“無限之境”———談生命教育的三重維度》
，《東北師大學報》哲社版 2016 年第 1 期。
于思文《從“有限之途”到“無限之境”———談生命教育的三重維度》
，《東北師大學報》哲社版 2016 年第 1 期。

南華大學 人間佛教研究及推廣中心

2016 人間佛教與生命教育 國際研討會

年輕一族、長年忙於各種應酬的中青年一輩、迷失于各種保健品的中老年一輩，
人們迷失於物質力量的操控之中，淹沒於各種煩惱和心結之中，無法抽出時間來
觀照自己，無暇從物欲中抽身來反觀自己的心靈感受，甚至無暇體會或感受生活
中的幸福和美好。因此，要讓現代人從物質的控制中解放出來，首先必須調整心
態，讓心為境轉變為境為心轉，認識到心性的巨大能量和力量，從物質的控制中
解脫出來，觀照自己、反省自己，找回失落的快樂和寧靜。而禪宗成熟而系統的
心態調整法門正是當下生命教育可直接借鑒的資源和方法。
第二，禪修與生活一體不二的修持方式為當下生命教育眾提供了極具操作性
的解決之道。
中國的生命教育起步較晚，“直到 20 世紀末，香港、澳門和臺灣才相繼開
展了生命教育活動”。而中國大陸生命教育的真正啟動是在本世紀初。“2004 年
11 月，遼寧省啟動了“中小學生命教育工程”，提出了《中小學生命教育專項
工作方案》，在大陸首開先河。2010 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
( 2010—2020 年) 》發佈，提出了“重視安全教育、生命教育、國防教育、可持
續發展教育”，生命教育上升為國家教育戰略。”31但真正實際開設生命教育課
的學校屈指可數。“國內僅部分院校如復旦大學、廣東藥學院、江西師範大學等
相繼開發了相關的供公選課使用的生命教育教材，但是側重點不一，差別較大，
不利於生命教育課程的發展。”32
許多學校的生命教育課包涵在思想政治課或通識教育課之內，沒有獨立出來。
而且對生命教育課是獨立開設還是包涵在通識或素質教育課之內，抑或將生命教
育的理念貫穿所有教學活動之中還有爭論。我們覺得生命教育課既應有獨立開設
的專門課程，更應貫穿於所有的教學活動之中，成為教育活動不可或缺的核心精
髓。而禪宗寓修行於生活的修持原則正是這一精神的體現，歷代禪師大德寓教化
於生活的豐富經驗正是今天生命教育可資借鑒的寶貴資源。而且更為重要的是生
命教育並非人生某一階段就可完成的活動，而是一種終生教育。正如學者們所指
出的那樣，“生命教育不是階段性的，它貫穿於人的一生。”33這與禪宗的修持
經驗也是如出一轍，禪宗修持的目的在開悟，但開悟後仍需修持，修持活動不僅
有專門的集中清修，更要寓修於生活，並貫穿於自己整個生命過程。
我們決不能把生命教育搞成陽春白雪、高不可攀，變成少數專家學者研究把
玩的高雅藝術，而是要像六祖大師所倡導的那樣，“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
像宗門禪的修持一樣融入民眾的生活之中。因為在現代商業社會，人們為生活而
勞碌奔波，除了在校學生之外，一般人不可能有太多的閒暇時間專門接受生命教
育，這就要求我們的生命教育不只是完成某門課程，修完某幾個學分，而是要培
養一種終生保持的人生態度和生活習慣。如何寓教育於生活之中，祖師大德的公
案為此提供了可資效法的例證。
31

羅盛齊《大學生生命教育探析———基於北京市海澱區部分高校大學生的調查》，
《江蘇第二師範學院學報(教育科學)》2015 年
第 2 期。
32
朱芳《我國高校生命教育課程研究述評》
，《科教文彙》2015 年第 6 期。
33

張紅艷許海元《教育本真與生命教育》，
《教育學術月刊》2009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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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大珠慧海禪師，馬祖道一禪師法嗣。有源律師問曰：“和尚修道，還用
功否？”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師曰：“饑來吃飯，困來即眠。”
曰：“一切總如是，同師用功否？”師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師曰：
“他吃飯時，不肯吃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所以不同也。”34
今天的生命教育也理應包括日常的吃飯、睡覺等生活中的細小問題，因為在
當下，人們吃飯、睡覺真的出了問題，聯合國設世界睡眠日就是證明。
關鍵是“饑來吃飯，困來即眼”，即不饑時不要吃，困了時則要眠。這本是
人們生活的常態，也是人生的兩大享受。許許多多的現代人卻剛好在這兩件事上
出了問題，不是吃得太多就是睡得太少，為健康生活所必須的兩件事卻成為了健
康的兩大殺手：吃飯吃出了許多疾病，睡眠睡出了重大障礙。原因正如慧海禪師
所說：吃飯時“百種須索”，睡覺時“千般計較”。不該吃的吃，不想吃時也吃，
山珍海味、飛禽走獸，無所不吃，吃，成了一種負擔，吃，成了眾病之源；睡眠
則能省就省，沉於各種聲色享受，百般計較，該睡時不睡，不該睡時想睡，睡眠
遂成為一些人的嚴重問題，各種生理、心理疾病亦由此而生。如果遵行禪門大德
的教誨，“饑來吃飯，困來即眠。”返回生活的本有狀態，回歸人性的本來面目，
而不是像許多人所習慣的那樣，飽足時吃飯，困乏時卻不眠，顛倒生活秩序，弄
得身心俱疲。真正做到“饑來吃飯，困來即眠”這一自然的生活之道，就會品味
生活的每一份快樂，把握生命的每一個韻律，從而生活于和諧安寧之中，這就是
禪宗所強調的專注的力量，這也正是當下生命教育中的應有之義。
第三，禪宗所揭櫫的心態影響社會生態的理論和實踐為生命教育的長遠目標
提供思想和理論依據。
當前的中國（特別是大陸）社會，處於轉型時期，各種社會矛盾此起彼伏，
空前尖銳，許多人處於一種心理失衡狀態，都認為自己付出的多得到的少，認為
社會對自己不公，因而沒有公平感、安全感、信任感和幸福感，整個社會充滿了
一股暴戾之氣。為了獲得蠅頭小利，為了發洩心中的憤懣可以坑蒙拐騙、殺人放
火，無所不用其極。老人倒地無人敢扶這種古今中外罕見的社會怪像正是這種失
衡的社會生態的縮影和寫照。調整整個社會心態，讓畸形的社會回歸其本真，這
也正是生命教育的長遠目標，禪宗成熟而又系統的身心調節法門、與生活融為一
體的心態調整手法，為個人和社會心態改善提供了一劑行之有效的藥方。例如，
生活禪的一個重要智慧就是要學會放下，學會做生活的減法。而只做加法不做減
法卻是現代人的一個通病。事業越做越大，時間越來越少，應酬越來越多，飲食
越來越精，健康越來越差，房子越來越大，睡眠越來越差。所以，房奴、車奴、
股奴越來越多，擁有的越多，失去的也越多，從主人到奴隸，這就是人生加法的
因緣果報。
“放下”，是禪門大德在開示時常用的一個詞兒，但也是常被人們誤解的一
個詞，以為放下就是放棄，就是妥協退讓，不思進取。其實放下就是要放下人、
我二執，放下那些你並不需要或並不急需的東西，放下那些束縛你身心的障礙，
34

【宋】普济著，苏雷渊点校《五灯会元》（上），北京：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1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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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精力和時間集中於你必須直面的問題，回歸生活的正常軌跡。同一個事物，心
態的轉變產生的效果是絕然不同,不是環境而是心態決定我們的生存狀態。
禪宗的智慧就在於讓每一個人都能調整自己的心態，讓畸形的心理回歸正常，
從放下中解放自己的身心，而不至於鑽牛角尖而不能自拔，因而導致失衡的心態
累積，從而形成一種充滿戾氣的社會生態。調整心態，化解心結就顯得格外重要，
從個人到社會，只有心態回歸正常社會才能正常，也才能為和諧社會的建設打下
堅實的基礎，這也正是我們今天的生命教育所要追求的長遠目標。
五、結語
生命教育發源於後工業化時代的美國，其目的和主旨就是為了矯正當下教育
物質化、外在化、功德化的傾向，解決由此帶來的一系列人生問題，使教育不只
是培養懂得客觀知識、能夠謀職賺錢的知識精英，更重要的是要培養身心靈平衡
發展，人格健全的人類；佛教創立於二千多年前的印度，其終極目標也是要解決
生老病死等人生的重大問題，開啟智慧，離苦得樂，而禪宗則是佛教在中國文化
土壤中產生一朵生命之花，它標舉反觀內省、直超頓悟的修行法門，以開啟智慧、
斷除煩惱為終的，積累了豐厚的實踐經驗。佛教禪宗與生命教育雖然體系不同、
話語各異，但在反觀內省、開發生命潛能、回歸生命本真，解決生命的根本煩惱
上卻異曲同工、殊途同歸，完全可以實現無縫對接，讓佛陀和祖師大德創造的“甘
露之果”，讓歷千年而不衰的禪門智慧，在今天的生命教育中再度展示其大機大
用，實現東西方文化的有機結合，開出絢麗多彩的生命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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