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 间 ： 0 5 / 0 7 / 2 0 2 2   0 5 / 0 8 / 2 0 2 2  

地 点 ： 宇 宙 规 律 国 际 佛 学 会  

主 讲 ： 周 金 花  

题 目 ：  

一、佛法修行 

（五十八）有真我吗？  

二、斋食养生 

立夏养生要点  

三、每周一素 

凉拌茄子  

 

主 要 内 容 ：  

一、佛法修行 

    （五十八）有真我吗？ ──萨遮迦的论辩挑战（之一） 

  有一次，佛陀游化到离车族人的跋祇国首府毘舍离城，住在附近的大林精舍。 

  那时，耆那教尼揵子门徒之子萨遮迦，正好也住在毘舍离城。 

  萨遮迦饱学各种理论，辩才无碍，受到当时许多人的崇敬。他曾当着毘舍离

的群众，发下这样的豪语： 

  「我不预期有任何与我论辩的沙门、婆罗门，乃至他们的领导者、老师，甚

至于自称是已证全然正觉的人，不被我论到震撼动摇、颤抖汗下而落败的，即使

是一根无知觉的柱子，也照样要被我论到摇动颤抖。」 

  这天一早，萨遮迦遇到来毘舍离城里乞食的尊者阿说示，问他说： 

  「阿说示师！沙门瞿昙都怎样教弟子们的呢？」 

  「火种居士！世尊时常教导我们：当观色、受、想、行、识等诸蕴，蕴蕴都

是无常、无我。」 

  「阿说示师！沙门瞿昙怎么会这样教呢？要不是您听错了，就是沙门瞿昙有

错误的邪见。我会找个时间去见瞿昙，与他当面论个清楚。」 

  于是，萨遮迦在离车族人的聚会堂，当众宣告，他将去找佛陀论辩，如果佛

陀的主张，真的如尊者阿说示所说，他会将佛陀辩倒。 

  要辩倒佛陀？这耸动的消息，自然引起离车族人议论纷纷，并且好奇地跟随

萨遮迦，来到佛陀的住处围观。 

  萨遮迦与佛陀行礼如仪后，质问佛陀说： 

  「瞿昙大师！听说您时常教导弟子们观色、受、想、行、识等诸蕴，蕴蕴都

是无常、无我的，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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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种居士！确实是这样的。」 

  「瞿昙大师！这让我想要举个譬喻来反驳：譬如任何种子与植物，都要依于

土地才能成长，人也一样，要以色为『真我』；或以受、想、行、识为『真我』，

才能依着这『真我』而生起善恶。」 

  「火种居士！你这是说，色是『真我』；或说受、想、行、识是『真我』吗？」 

  「是啊，瞿昙大师！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 

  「火种居士！我只要你谈你的立论，你提大家的观点作什么呢？」 

  「好，瞿昙大师！就只谈我的论点，我确定色是『真我』；受、想、行、识

是『真我』。」 

  「火种居士！请就你所知照实回答我。例如，像波斯匿王在憍萨罗国一样，

一国之王在他的领土之内，是不是能自在地行使他的主宰权？」 

  「是的，瞿昙大师！」 

  「火种居士！当你说『色是主体我』时，这『真我』就要像能行使主宰权的

一国之王一样才对，然而，这『色』能自己自在变化，要变成这样，不要变成那

样吗？」 

  萨遮迦沉默了，明知这一关键回答，等同瓦解掉自己的立论，但碍于在那么

多人面前认输，是很难堪的一件事，所以没有勇气照实承认，任凭佛陀再三追问，

还是沉默不答。 

  这时，有一位手持金刚杵的大力夜叉，实在看不下去了，在空中对萨遮迦不

满地说： 

  「火种居士！世尊连问了你三次，你为何还不回答？再不回答，我就用我的

金刚杵，敲碎你的脑袋。」 

  萨遮迦吓着了，赶快据实回答佛陀说： 

  「不能，瞿昙大师！」 

  「火种居士！你要想清楚啊，请注意，你现在的回答，与先前你所主张的『色

是真我；受、想、行、识是真我』，前后矛盾！让我再问你，色是常呢？还是无

常？」 

  「无常，瞿昙大师！」 

  「无常者是苦呢？还是乐？」 

  「是苦，瞿昙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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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无常，是苦者，都是变易法。在这些变易法当中，多闻圣道者，会认为

有『真我』，或是『属于真我的』，或是『其中有真我』，或是『为真我所包含』

的吗？会认为『这是我的』，『这是我』，『这是我的真我』吗？」 

  「不会的，瞿昙大师！」 

  「那你会吗？」 

  「我也不会，瞿昙大师！」 

  「火种居士！如果对色、受、想、行、识等一一蕴不能离贪，不能离欲，不

能离思念，不能离爱，不能离渴求，一旦色等一一蕴起了变化，会生起忧悲恼苦

吗？」 

  「会的，瞿昙大师！」 

  「火种居士！这就像一位身上背着许多苦的人，老是跟苦在一起，不断、不

舍，当然永远不会快乐。 

  火种居士！我想从你的立论中，找到真实义，但却遍寻不着。就如同有人到

山里，想要找坚硬心材的木料，结果却砍到粗大笔直的芭蕉树干，将它层层剥开，

剥到最后，里面什么也没，哪有坚硬的心材可得！你的立论，就像那重看不重用

的芭蕉树。你不是自夸能辩倒所有人，令他颤抖汗下的吗？看！你连衣服都汗湿

了，还滴到地上，而我身上却看不到汗流。」此时，萨遮迦只能惭愧、懊恼、低

头、无言地坐在那儿，忍受围观的离车族人的讥嘲。萨遮迦为了免于继续被讥嘲

的尴尬，赶紧请佛陀开示，佛陀则再一次为大众作了「无我」的教说。 

  最后，萨遮迦为他轻率、鲁莽、不怀善意的挑战论辩行为，向佛陀深深地表

示了忏悔，并请求能于隔日以饮食供养佛陀，佛陀也默然同意了。 

  按语： 

  一、本则故事第一段取材自《中部第三五萨遮迦小经》、《杂阿含第一一○

经》，参考《增壹阿含第三七品第一○经》。 

  二、萨遮迦，依《中部第三五萨遮迦小经》菩提比丘英译本之批注，说他的

双亲是苦行者尼揵若提子（为六师外道之一）的门徒，这就解开经中佛陀称他「火

种居士」之矛盾，因为火种居士是拜火婆罗门的通称。 

  三、尊者阿说示，另译为「阿湿波誓」，就是那位因仪态庄严，唱说「诸法

因缘生，佛说此因缘；是法缘及尽，是大沙门说」之「缘起偈」，引起尊者舍利

弗注意，继而归依佛陀的尊者「马胜比丘」，他也是听闻佛陀初转*轮的五比丘

之一。（参考《四分律》〈卷三三〉、《中华佛教百科全书》第三一四四页） 

  四、夜叉，是欲界天四大天王众的一类众生，以手持金刚杵为其特征，连统

领四大天王的三十三天王帝释。《中部第三七爱尽小经》中，尊者目揵连称帝释

为「药叉」（元亨寺译本），其批注（一）注明原巴利语为「yakkha」，此字一

般译为「夜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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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真我」，即印度传统哲学《奥义书》中说的「阿特曼」（梵语为 a^tman，

巴利语为 atta^）。在佛陀时代的印度传统上，认为此「真我」是不变的、永恒

的、唯一的，是人中之「主」，而宇宙世界中，也有一个同性质的「主」，称为

「梵」（Brahman）。相对于人体中的「真我」，宇宙世界中的「梵」称为「大

我」，而「真我」就称为「小我」。由于这是当时传统以来印度的主流思想，所

以萨遮迦会说：「大家都这么认为的。」 

  六、「是『真我』，或是『属于真我的』，或是『其中有真我』，或是『为

真我所包含』」一段，《杂阿含第一一○经》原经文作：「见我、异我、相在」，

但《中部第三五萨遮迦小经》无。其中，「异我」字面意思是「不是我」，但依

《杂阿含第一○九经》来解读，实际上指的就是「我所」。「相在」，依《杂阿

含第五七○经》、《相应部第四三相应第三经》，应包含两种情形，即「色等一

一蕴在主体我中」，或是「主体我在色等一一蕴中」。 

  七、「『这是我的』，『这是我』，『这是我的真我』」一段，巴利语作「etam! 

mama,esohamasmi,eso me atta^」菩提比丘长老英译本作「This is mine, this 

I am, this is my self」元亨寺译本在《中部第三五萨遮迦小经》作「彼是我

所，予是彼，彼是予之我」，而在《相应部》里均译作「此是我所、此是我、此

是我之我」。这段经文，北传《阿含经》中均无。atta^，水野弘元之《巴利语

辞典》译为「我体」，也就是「主体我」、「真我」的意思。 

  八、「见我、异我、相在」或作「是我、异我、相在」，常见于《杂阿含经》，

可视为一定型句，南传《四部》（即相当于北传的四部《阿含》）中也有，但似

乎较「这是我的，这是我，这是我的真我」少。「这是我的，这是我，这是我的

真我」，则常见于南传《四部》，也可视为一定型句，但不见于北传四《阿含》。 

  九、论辩当中，虽然有大力夜叉的威吓插曲，但佛陀主要还是根据「无我」

正法的真理，折服了萨遮迦。 

  十、当萨遮迦不怀善意地找佛陀挑战论辩时，我们没看到佛陀向萨遮迦要求，

如果论辩输了的一方，只能选择「自杀」，或者选择「成为对方的学生且多少年

不得离开」的条件，而只是帮萨遮迦找出其立论错误之处，然后善意地协助他脱

离邪见而已。 

 

二、斋食养生 

今日立夏 

立夏养阳重护心，调息静气午觉稳，常食姜做有氧，晚喝粥气血畅。  

立夏养生的重点在于养阳、养心。饮食上应多吃葱姜等升发阳气的食物，晚饭宜

常食粥以养胃生津，适量豆类等；多吃新鲜蔬菜、水果；适当搭配粗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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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气特点】 立夏是指太阳到达黄经 45°时，时逢每年公历的 5月 5日或 6日。

《历书》曰： “斗一指东南，维为立夏，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也。” 立

夏标志着夏季的开始，人们习惯上把立夏当作是气温明显升高、炎暑将临、雷雨

增多、农作物进入生长旺季的一个重要节气。 

 

《礼记·月令》篇解释立夏曰： “蝼蝈鸣，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说明

此时节青蛙开始耻噪着夏日的来临，蚯蚓也忙着帮农民们翻松泥土，乡间田埂的

野菜也都彼此争相出土，日日攀长。 

 

实际上，若按气候学的标准，只有日平均气温达 22℃以上时才作为夏季的开始。

立夏节气前后，南方地区南部刚进入夏季，华南其余地区的气温为 20℃左右，

属暮春时节。 

只有华南地区的低海拔河谷地区，早在 4月中旬就能感受到夏季的燥热，在立夏

时节气温已达 24℃以上。 

立夏前后，南方气候炎热，雷雨增多，而华北、西北等地气温回升较快，但降水

仍然偏少，加上春季多风，水分蒸发较多，易发生短暂的干旱现象。  

 

【养生要点】  

◎起居养生  

宜晚睡早起《黄帝内经》曰： “夏三月，此谓蕃秀……夜卧早起，无厌于日”， 

立夏以后人们要顺应气候变化，每天晚上睡觉时间可比春季稍晚些，以顺应阴气

的不足；旱上应旱点起床，以顺应阳气的充盈与盛实。  

 

坚持睡午觉 立夏后因晚睡早起，晚间睡眠时间相对不足。 

加之立夏后白天气温较高，人体汗出增多，正午气候炎热时，人体血管扩张，使

血液大量集中于体表，加上午饭后消化道的供血增多，大脑供血相对减少，人在

午后常感到精神不振，困意频频。 

 

因此立夏后人们应该养成午睡的习惯。研究表明，午睡可以预防多种冠心病、心

肌梗塞等心脏病的发生。但午睡的时间不宜太长，一般以半小时到 1小时以内为

宜。对于中午不能午休的人来说，最好以听音乐或闭目养神的方式代替午休。  

 

◎饮食养生  



食姜以养阳 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  

姜性温，属于阳性药物。立夏吃姜有助人体阳气生发，符合中医“春夏养阳”的

观点。姜可解表祛寒、化痰止咳、健脾暖胃。 

现代研究表明，生姜不仅含有姜醇、姜烯、柠檬醛等油性的挥发油，还含有姜辣

素、树脂、淀粉和纤维等物质，有兴奋提神、排汗降温等作用。 

 

立夏后吃姜可缓解酷暑带来的疲劳乏、厌食失眠等症状，同时，适量吃姜还可开

胃健脾、增进食欲，防止肚腹受凉及感冒。  

 

晚饭宜食粥  

立夏后人体阳气渐趋于外，新陈代谢旺盛，汗出较多，气随津散，人体阳气和津

液易损。 

晚饭时可经常喝点粥，既能生津止渴，又能养护脾胃，可谓一举两得。除此之外，

立夏后应适量豆类等，以补充蛋白质；多吃水果蔬菜补充维生素；适当搭配粗粮

以均衡营养、促进消化。  

 

◎运动养生  

多做慢节奏的有氧运动  

立夏以后，人们应该选择散步、慢跑、打太极拳等慢节奏的有氧运动。随着气温

的升高，人们容易出汗，如果此时再剧烈运动，容易造成机体缺水。因此，立夏

后宜选择慢节奏的有氧运动。  

 

常练养心功  

此功宜在农历弦朔日(初七、初八、廿二、廿三日为弦日，初一为朔日)的清晨， 

朝南方端坐，去除心中杂念，叩齿 9次，然后将口中津液鼓漱 3次，意念中想南

方有红色气体从鼻入口中，并将此气与口中津液一起分 3次咽入丹田。  

常练此功法可使人在夏天神平体安，增强心脏功能而不伤及肺脏。  

 

◎经络养生  

立夏节气应重点养护心脏。 



因为人体“心”脏与四季中“夏”相应，夏季时心阳最旺，功能最强，所以人们

在春夏之交要顺应天气的变化，重点养护心脏。养护心脏应经常按摩内关穴，内

关穴在前臂掌侧，腕横纹上 2寸，掌长肌健与挠侧腕屈肌健之间。  

 

【内关穴】 取穴方法  

比较简便的取穴方法是： 将掌心向上握拳，手腕上抬，手臂上可见两条突起的

筋，内关穴在两筋之间，腕横纹上 2寸的地方。  

 

按摩方法 按摩时，一只手的拇指放在对侧手臂的内关穴上，稍微向下点压用力

后，保持压力不变，旋转揉动，点揉 1分钟以后再换对侧。按摩时以产生酸、麻、

胀感为最佳。  

如能坚持经常按揉，会感到一种莫名的刺激感沿着前臂内侧传至心脏，说明达到

了较好的刺激效果。经常按摩内关穴，可保护心脏，缓解心痛、心悸、胸闷等症

状。  

 

◎情志养生  

立夏后天气渐渐变得炎热。 

“暑易伤心”，高温天气易使人“心躁”。因此，立夏之后尤应重视情志养生，

力争做到“戒怒戒躁”，使自己养成急事不惊、烦事不争的心态。 

 

正如三国时养生学家嵇康在《养生论》中所说： “(夏季)更宜调息净心，常如

冰雪在心，炎热亦于吾心少减，不可以热为热，更生热矣。” 也就是告诉我们，

夏天要使自己做到心静自然凉。 

 

总之，立夏后我们应保持神清气和、心情舒畅，切忌大喜大悲，使气机宣畅，通

泄自如，以免伤心、伤身、伤神。 

 

三、每周一素 

凉拌茄子  



 

材  料：  

细紫茄子 4 个、香菜 3 棵  

生姜小块、食盐适量、醋一大勺、麻油两大勺  

做  法：  

1. 茄子洗净折断隔水蒸透，注意不要蒸锅了颜色就不

好看了，筷子可以轻轻戳透即可；  

2. 放凉，手撕成丝状；  

3. 生姜和香菜切成碎粒；  

4. 将香菜碎、姜末、盐、醋、麻油混合拌均匀，和手

撕的茄子搅拌均匀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