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 间 ： 0 5 / 2 1 / 2 0 2 2   0 5 /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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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焰摩迦的我见  

二、斋食养生 

小满养生  

三、每周一素 

凉拌平菇   

 

主 要 内 容 ：  

一、佛法修行 

    （六十）焰摩迦的我见 

  有一次，尊者舍利弗到憍萨罗国的首都舍卫城游化，住在城南郊外的祇树给

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名叫焰摩迦的比丘，起了一个错误的念头，对人说： 

  「依我理解世尊的说法，解脱的阿罗汉一旦命终后，流转生死的『我』就断

灭无余，一无所有了。」 

  其它比丘知道焰摩迦比丘这么说后，都纷纷跑去劝他： 

  「焰摩迦学友！佛陀不会这样说，请你不要诬陷世尊、诽谤世尊！你应当赶

快抛除这样的邪见。」 

  然而，焰摩迦比丘一直不认为他的想法是错的，对来劝他的比丘们说： 

  「诸位尊者，我这样说才是对的，你们都不对！」 

  比丘们眼见说服不了焰摩迦比丘，就去向尊者舍利弗求援。 

  尊者舍利弗了解了原委后，找了个空，专程去见焰摩迦比丘。 

  见了面后，尊者舍利弗首先澄清他的耳闻，当面向焰摩迦比丘问道： 

  「焰摩迦学友！你曾说：『依我理解世尊的说法，解脱的阿罗汉一旦死了以

后，流转生死的我就断灭无余，一无所有了。』对吗？」 

  「确实是这样，学友！」 

  「焰摩迦学友！让我来问你一些问题，你要照你想的回答。 

  五蕴中的色，是不变的常呢？还是无常？」 

  「舍利弗学友！是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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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无常的，会生起苦，是苦吗？」 

  「是苦。」 

  「若是无常、苦，那是变易之法了。多闻的佛弟子，会对这变易之法的色，

认为这色就是我，或者认为这色是我所拥有的，或者认为色中有我、我中有色吗？」 

  「不能，舍利弗学友！」 

  「五蕴中的其它四蕴：受、想、行、识也一样。 

  再来，五蕴中的色，是从前世，经今生，到来世的主体；在生死流转中来来

去去的『如来』吗？」 

  「不是的，舍利弗学友！」 

  「那受、想、行、识是如来吗？」 

  「也不是的，舍利弗学友！」 

  「那异于色有如来吗？异于受、想、行、识有如来吗？」 

  「没有，舍利弗学友！」 

  「或者，色中有如来吗？受、想、行、识中有如来吗？」 

  「没有，舍利弗学友！」 

  「如来之中有色吗？如来之中有受、想、行、识吗？」 

  「没有，舍利弗学友！」 

  「离开色、受、想、行、识，其它处有如来吗？」 

  「没有，舍利弗学友！」 

  「焰摩迦学友！世尊体证法，亲证真实，在真实中，无所执着、无所施设，

你怎么会说：『依我理解世尊的说法，解脱的阿罗汉一旦死了以后，流转生死的

我就断灭无余，一无所有了。』呢？这样说对吗？」 

  「不对，舍利弗学友！」 

  「焰摩迦学友！既然如此，那之前你为何要那样说呢？」 

  「舍利弗学友！之前，我因为无知，所以那样说，现在听了你的解说，已经

断除先前的邪见，体悟正法了。」 

  「焰摩迦学友！如果是这样，那你说说看，假如现在有人问你，解脱的阿罗

汉命终以后怎么了，你会怎么回答？」 

  「舍利弗学友！我会这样回答：解脱阿罗汉的色、受、想、行、识都是无常

的，因为无常，所以是苦，解脱阿罗汉的苦已经息灭、寂静、清凉、永没了。」 

/remen/fodizi.html
/remen/zhengfa.html


  「善哉！善哉！焰摩迦学友！正是应该这样回答。为什么呢？因为解脱阿罗

汉的色、受、想、行、识都是无常的，无常，所以是苦的，所有无常、苦的事物，

都是生灭变化的，不存在着永恒不变的主体，可以说常、说断的。」 

  经过了尊者舍利弗这番开导，焰摩迦比丘远尘离垢，得法眼清净。 

  接着，尊者舍利弗又为焰摩迦比丘说了一个譬喻： 

  「如果有人与一大户人家的主人结怨，为了报仇，就混入这大户人家充当卑

微的仆人，每天晚晚睡早早起，隐忍屈辱，全意奉承取悦主人。当取得主人信任

后，在主人对他毫无戒心之下，就一刀取了主人的性命。 

  焰摩迦学友！那位仇家，一开始就决定要谋害大户人家的主人，而大户人家

从来就不能觉察，不是吗？」 

  「正是这样，舍利弗学友！」 

  「如果，一开始大户人家就知道那人想要杀害主人，而加以防范，那么，那

大户人家的主人就不会遇害了，不是吗？」 

  「是的，舍利弗学友！」 

  「所以，焰摩迦学友！愚痴无闻的凡夫对自己的五蕴有了是常、是安稳、不

病、是我、我所的想法，对他爱惜保护，最后，终于会被执着五蕴的这个仇家所

害，就像那大户人家的主人，被假装仆人的仇家所害了都不知道一样。 

  焰摩迦学友！多闻的佛弟子对自己的五蕴，观察他多病、像烂脓包、像刺、

像杀手，是无常、是苦、是空，非我、非我所，对五蕴不起执着、不领受，就能

自证涅槃：知道生死已尽，清净的修行已经确立，该作的都已完成，不再有往生

下一辈子的后有爱了。」 

  这番深入的譬喻解说，更让焰摩迦比丘进一步断除了所有烦恼，证得了解脱。 

  按语： 

  一、本则故事取材自《杂阿含第一○四经》、《相应部第二二相应第八五经》。 

  二、比对故事第六三〈遍寻不着瞿低迦的识〉中说的：「解脱就像熄灭的火、

断了根的树一样，于未来世永不复起，若至东方、南、西、北方，是则不然，甚

深、广大、无量、无数、永灭。」焰摩迦比丘说「漏尽阿罗汉身坏命终更无所有」、

「漏尽比丘身坏命终断灭无有」到底错在哪里呢？如果从尊者舍利弗的问答教说

中去探索，就更能把握焰摩迦比丘说「更无所有」的真正意涵。尊者舍利弗从五

蕴的无常、苦，引入无我的教说，凸显了焰摩迦比丘错误的症结在于「我见」，

他以为从前生、今生到来生的生死流转中，有一个不变的主体我（又称为「如来」）

在流转，一直要到成就阿罗汉，在阿罗汉命终时，这个主体我才断灭。这样的观

念，当然不符合佛陀所教说「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的缘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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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如来」，为印度传统的名词，有两个含意：（一）佛陀的另一个称号，

表示证入一切法实相的圣者、恰如其分的说法者，一切佛都是证同样的真理而来

的意思。（二）众生「我」的别名，指从前世来，又到后世去，在生死中随缘而

来来去去，如是如是没有变异的生命自体，一般在「十四无记」中的「如来死后

有」，以及故事中尊者舍利弗说的「色是如来吗？」所指的「如来」，就是这个

意思。 

  四、生死流转中，有个不变异的自体「如来」，这是「常见」。看不到因缘

相续的前后变化关系，这是「断见」，两者正是非缘起的两个极端。其中，「断

见」与「寂灭、止息」有何不同？简单来说，前者是没有能力洞察接续因缘，以

为就此凭空消失了的中断，而后者却是「此灭故彼灭」，真正止息了生命根源（「集」）

的不生。 

 

二、斋食养生 

今日小满 

小满者，物致于此小得盈满。 

 “小满”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八个节气。通常是每年的 5月 21日左右，太阳黄

经位于 60度。“斗指甲为小满，万物长于此少得盈满，麦至此方小满而未全熟，

故名也。” 

大麦等夏收作物已经开始结果，籽粒逐渐饱满。但是尚未完全成熟，所以称做“小

满”。 小满有“大落大满，小落小满”之谚语，“落”是下雨的意思，雨水愈

丰沛，将来愈是大丰收。 谚语有云：“小满高粱芒种谷，立夏种上玉蜀黍。”“小

满晴，麦穗重。”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四月中，小满者，物致于此小得

盈满。”小满之时，各地陆续进入夏季，南方地区平均气温一般在 22 度以上，

同时雨水增多，正如民间传言：“小满小满，江满河满” 

在这一时期，下雨后，气温会急剧下降，所以要注意添加衣服，避免感冒，高温

多雨，空气闷热潮湿，是“小满”时的气象特征。 

 

小满三侯 

“小满三候”：第一候苦菜秀，第二候靡草死，第三候麦秋至。  

一候苦菜秀  

小满虽然预示着麦子将熟，但毕竟仍然处在一个青黄不接的阶段。在过去，百姓

们在这个时候往往以野菜充饥。食苦菜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苦菜的品种也多

种多样。 《埤雅》以荼为苦菜。《毛诗》曰：“谁谓荼苦？”是也。鲍氏曰：

“感火之气而苦味成。”《尔雅》曰：“不荣而实者谓之秀，荣而不实者谓之英，”

此苦菜宜言英也。鲍氏曰：“感火之气而苦味成。”蔡邕《月令》以谓苦荬菜。  

二候靡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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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康成、鲍景翔皆云：靡草，葶苈之属。《礼记》注曰：“草之枝叶而靡细者。”

方氏曰：“凡物感阳而生者，则强而立；感阴而生者，则柔而靡。”谓之靡草，

则至阴之所生也，故不胜至阳而死。 根据这些古籍的著述，所谓靡草应该是一

种喜阴的植物。小满节气，全国各地开始步入夏天，而靡草死正是小满节气阳气

日盛的标志。  

三侯麦秋至  

这一句原为三候小暑至，后《金史志》改为麦秋至。《月令》：“麦秋至，在四

月;小暑至，在五月。小满为四月之中气，故易之。”麦秋的秋字，指的是白骨

成熟之时。因此，虽然时间还是夏季，但对于麦子来说，却到了成熟的“秋”，

所以叫做麦秋至。  

 

“小满习俗” 

小满旧俗：抢水与祭车神 

 旧时水车车水排灌为农村大事，谚云：“小满动三车(三车指的是丝车、油车、

水车)。”水车例于小满时启动。此前，农户以村圩为单位举行“抢水”仪式，

行于海宁一带，有演习之意。 祭车神亦为农村古俗，传说“车神”为白龙，农

家在车水前于车基上置鱼肉、香烛等祭拜之，特殊之处为祭品中有白水一杯，祭

时泼入田中，有祝水源涌旺之意。以上旧俗表明了农民对水利排灌的重视。 

 小满动三车  

这里的三车指的是水车、油车和丝车。此时，农田里的庄稼需要充裕的水分，农

民们便忙着踏水车翻水；收割下来的油菜籽也等待着农人们去舂(chong)打，做

成清香四溢的菜籽油;田里的农活自然不能耽误。 可家里的蚕宝宝也要细心照

料，小满前后，蚕要开始结茧了，养蚕人家忙着摇动丝车缫(sao一声)丝。 《清

嘉录》中记载：“小满乍来，蚕妇煮茧，治车缫丝，昼夜操作”。可见，古时小

满节气时新丝已行将上市，丝市转旺在即，蚕农丝商无不满怀期望，等待着收获

的日子快快到来。  

蚕神诞辰  

小满节相传为蚕神诞辰，所以在这一天，我国以养蚕称著的江浙一带也很热闹。

小满节时值初夏，蚕茧结成，正待采摘缫丝，栽桑养蚕是江南农村的传统副业，

家蚕全身是宝，及乡民的家食之源，人们对它充满期待的感激之情。于是这个节

日便充满着浓郁的丝绸民俗风情。  

 

“小满养生” 

原则一：清热利湿、生津止渴。  

因人体在夏天津液消耗较多，所以夏天应注意清热生津止渴，并且因这一时期暑

湿并重，所以应在日常多注意清热利湿、清暑化湿。 中医认为，长夏在五脏中

归于脾，也宜清补。按中医养生学的观点，过湿对脾不利，因此日常饮食中应适



当多食甘凉或甘寒为宜。 但应注意，因味苦的食物具有能泻能燥能坚的功能，

所以不宜多食。夏天酷热高温，人们喜冷饮，饮水多，导致湿气易侵入人体。外

湿入内，使水湿固脾，引起脾胃升降，令人的运化功能产生障碍，就会积水为患，

引起食欲不振等。 因此，夏天要常吃利水渗湿的食物，这样能够健脾和胃，脾

健则其升降运化功能得以恢复，有利于行水利湿。 

 原则二：清心祛暑、清热解毒。  

中医认为，夏为暑热，夏季归于五脏属心，适宜清补。而心喜凉，宜食酸，比如

可常吃些小麦制品，之外可适当多食些桃子、橄榄、菠萝、芹菜等。 中医注重

天人合一，阴阳互补，因此人们在夏天以多吃些以性寒凉味酸食物为宜，尽量不

吃辛辣温燥之物。不过应注意生食冷饮不宜过度，以免伤及人体内的正气而诱发

疾病。  

原则三：健脾养胃，补气益阴。  

进入夏季，天气炎热，人体消耗增大，一方面急需补充营养物质和津液，另一方

面因暑、湿气候的影响易导致脾胃正气不足，胃肠功能紊乱。 

所以在饮食上应以健脾养胃为原则，以汤、羹、汁等汤水较多、清淡而又能促进

食欲、易消化的膳食为主，这样才能达到养生保健的目的。 同时，少吃或不吃

油腻厚味、油煎的食物，并且每餐进食量不宜过大，应以少量多餐为原则。  

小满养生两避忌  

1、莫贪眼前舒服，过于避热趋凉  

小满节气正值五月下旬，气温明显增高，如若贪凉卧睡必将引发风湿症、湿性皮

肤病等疾病。 如在露天乘冷过夜，或饮冷无度，致使中气内虚，从而导致暑热

与风寒之邪乘虚而入。 在乘凉时，要特别注意盖好腹部，不少农村地方喜穿“兜

肚”，是很符合养生之道的。夏季养生，古人之所以提出保养阳气，关键在于暑

热外蒸，汗液大泄，毛孔开放，这样机体最易受风寒湿邪侵袭。 

 2避免久处空调环境，谨防冷气病 

 所谓冷气病，是指由于人们久处冷气设备的环境下工作和生活时所患的一种疾

病。轻者面部神经痛、下肢酸痛、乏力、头痛、腰痛、容易感冒和不同程度的胃

肠病等；重者会出现皮肤病和心血管疾病。而老年人中出现的各种症状更加明

显。 防止以上两点发生的办法是： 1室内外的温差不超过 5摄氏度为好。室

内温度不少于 25摄氏度。 2入睡最好关关空调，室内空气外界空气流通。 3

当在室内感觉有凉意时，一定要站起来适当活动四肢和躯体，以加速血液循

环。 4若患有冠心病、高血压、动脉硬化等慢性病人，尤其是老年人，不要长

期呆在冷气环境里，患有关节痛的人亦不要老在冷气环境里生活。 而要防止湿

邪侵袭，在居住环境上就要切忌潮湿。因此，在长夏居室一定要做到通风、防潮、

隔热，如果室内过于潮湿，空气污浊，不仅家具、衣物发霉、长毛而损坏。还能

损伤人体阳气。有些国家对儿童风湿病的研究证明，50％以上的患儿，是由于住

在潮湿的屋内造成的。 



 

“起居养生” 

小满时节，万物繁茂，生长最旺盛。人体的生理活动也处于最旺盛的时期，消耗

的营养物质为四季二十四节气中最多。 所以，应及时适当补充，且小满节气之

后也是疾病容易出现的时候。建议要有“未病先防”的养生意识，增强机体的正

气和防止病邪的侵害。古人之所以提出保养阳气，关键在于暑热外蒸，汗液大泄，

毛孔开放，这样机体最易受风寒湿邪侵袭。人们不能过于避热趋凉。 如在露天

乘冷过夜，或饮冷无度，致使中气内虚，从而导致暑热与风寒之邪乘虚而入。 在

乘凉时，要特别注意盖好腹部。夏季养生，小满节气中气温明显增高，雨量增多，

下雨后，气温会急剧下降，所以要注意添加衣服，不要着凉受风而患感冒。 因

为夏天昼长夜短，且夜间温度也较高，导致一些人夜间休息得不好，这样会加大

心血管疾病的发作风险，如高血压患者易血压升高，心绞痛患者发作频率提

高。 小满当顺应夏季阳消阴长的则律，早起晚睡，但要保证睡眠时间，以保持

精力充沛、维持身体各项机能正常运转。建议成年人每天保证 7小时高质量的睡

眠，晚上 11点前进入安静入睡状态。  

 

“饮食养生” 

小满时节，天气闷热潮湿，正是皮肤病高发期。《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篇》中说：

"邪气中经，则身痒而瘾疹。"这里说的就是"风疹"病。小满是湿性皮肤病的易发

期，所以饮食调养宜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常吃具有清利湿热作用的食物。  

宜“吃苦”“尝鲜” 小满食“苦菜”：《周书》中，便有“小满之日苦菜秀”

之说。营养专家说，苦菜含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以及多种无机盐、维生

素等营养成分，可清热、凉血、解毒，对疖肿、吐血、鼻出血、便秘、感冒等都

有很好的防治作用。  

小满见“三鲜”：三鲜指“黄瓜、樱桃、蒜薹”。 

应季果蔬富含维生素和矿物元素，不仅能补充人体水分还可补充微量元素。需要

注意的是，果蔬一定要“鲜”，久放则营养成分流失大半。 在小满节气的养生

中，要特别注重清暑祛湿，以防止疾病的发生。随着天气变热，人体消耗增大，

因暑、湿气候的影响易导致脾胃正气不足，胃肠功能紊乱。 此时急需补充营养

物质，在饮食上应以健脾养胃为原则，以汤、羹、汁等汤水较多，清淡而又能促

进食欲、易消化的膳食为主。同时，少吃或不吃油腻厚味、油煎的食物，并且每

餐进食量不宜过大，应以少量多餐为原则。 饮食方面，进入小满后，气温不断

升高，人们往往喜爱用冷饮消暑降温，但冷饮过量会导致腹痛、腹泻等病症。此

时进食生冷饮食易引起胃肠不适而出现腹痛、腹泻等症，由于小儿消化系统发育

尚未健全，老人脏腑机能逐渐衰退，故小孩及老人更易出现此种情况。因此，饮

食方面要注意避免过量进食生冷食物。 另外，小满后不但天气炎热，汗出较多，

雨水也较多，饮食调养宜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常吃具有清利湿热、养阴作用

的食物，如赤小豆、薏苡仁、绿豆、冬瓜、黄瓜、黄花菜、水芹、荸荠、黑木耳、

胡萝卜、西红柿、山药等。  



忌吃膏粱厚味、甘肥滋腻、生湿助湿的食物，当然也可配合药膳进行调理，还可

以常饮些生脉饮以益气生津。 

 

“情志养生” 

小满时风火相煸，人们也易感到烦躁不安。养生之要当以平和心态，适应气温变

化，心静自然凉。 

此时要调适心情，注意保持心情舒畅，胸怀宽广，以防情绪剧烈波动后引发高血

压、脑血管意外等心脑血管病。  

 

“运动养生” 

不少人存在这样一个误区：由于夏天出汗多就懒于运动了。其实夏日仍需维持适

量的运动，但要注意不应在阳光下运动。同时，由于夏天运动出汗量更大，对排

毒有好处，但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防止出汗过多导致血黏度升高。 此时可多

参与一些户外活动如下棋、书法等怡养性情，同时也可在清晨参加体育锻炼，以

散步、慢跑、打太极拳等为宜。 

饭后一小时再运动，不宜做过于剧烈的运动，避免大汗淋漓，伤阴也伤阳。同时，

夏季一定要多饮水，及时补充水分，排除毒素，减轻心脏负担。 

 

“小满艾灸” 

小满节气灸一：安神养心  

因夏季属火，又因火气通于心、火性为阳，所以，夏季的炎热最易干扰心神，使

心情不宁，引起心烦。而心烦就会使心跳加快，心跳加快就会加重心的负担，诱

发各种疾病。  

因此，夏季养生重养心。艾灸劳宫、涌泉、心俞等穴位，可以达到安神养心扶阳

的作用。 

 小满节气灸二：健脾化湿  

小满节气正值五月下旬，气温明显增高，如若贪凉卧睡必将引发风湿症、湿性皮

肤病等疾病。 小满过后，雨水多起来，天气闷热潮湿，中医称之为“湿邪”。

由于人体的脾“喜燥恶湿”，此时出汗水分丢失较多，受“湿邪”的影响最大，

脾胃消化功能会较差，一些夏季疾病会随之而来。 例如食欲不振、腹胀、腹泻

等消化功能减退的症状，还常伴有精神萎靡、嗜睡、身体乏力等，中医叫做“湿

邪中阻”，还有可能患上脚气、湿疹等皮肤病。  

所以，小满节气养生要注重健脾化湿，中脘、足三里、丰隆、解溪等穴位是小满

节气祛湿健脾主要选择的穴位。 小满节气，艾灸养生重在祛湿气，健脾胃。对

于患有慢性肠胃炎的朋友，以及脾胃虚弱的小儿一定要把握好这个节气，艾灸承

山、阴陵泉、三阴交等穴位。可以很好地解决以上健康问题，改善肠胃功能。 

 

“清热败火这样吃” 



1. 苦瓜 

每年夏天一到，苦瓜就是菜市场的主角。初夏养生，一准儿少不了它。苦瓜虽然

入口苦，但是回味却很甘甜。  

推荐吃法：柿子椒炒苦瓜搭配比例大概是 2/3的苦瓜，配上 1/3的柿子椒清炒即

可。 

苦瓜中的苦味成分能增进食欲、健脾开胃、清内火；柿子椒中的辣味成分也能够

刺激唾液和胃液的分泌，有助消化的作用。 

2. 芦笋 

芦笋味甘苦、微寒。具有清热化痰、益气和胃、治消渴、利水道、利膈爽胃等功

效。 

小满节气食用芦笋不仅能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消化、去积食、防便秘。  

推荐吃法：白灼芦笋 

取鲜嫩的芦笋洗净切两寸左右的段，烧半锅清水，水开后放入芦笋烫 2分钟捞起

装盘；锅中放生抽一勺，清水适量，煮沸后倒入盘中，在芦笋上泼上热油即可。 

3. 芥蓝 

芥蓝味甘苦，性辛，具有清热解暑、利水化痰、解毒祛风作用，对肠胃热重、熬

夜失眠、虚火上升，有很好的缓解作用。 

推荐吃法：素蚝油芥蓝 

将芥蓝菜清洗干净，沥干水分；锅内放多点水煮开，再放些盐和食用油，将芥蓝

菜入锅焯烫 5~6分钟；用筷子夹到盘内，多余的水滗掉，再淋上蚝油 

4. 苦苣菜 

苦苣性寒、味苦、无毒，有消炎解毒的作用，特别适合初夏小满这个时节食用。  

5. 莲子芯  

莲子芯虽苦，但是清火效果却最好。用莲子芯冲水喝，可以治疗便秘。 

有史料记载，乾隆皇帝每到避暑山庄总要用荷叶露珠炮制莲子芯茶，以养心益智、

调整元气，清心火与解毒。  

推荐吃法：泡茶饮用。取 5~6粒莲子芯和茶一起冲泡饮用。 

6. 金银花 

金银花自古被誉为清热解毒的良药，它性甘寒气芳香，甘寒清热而不伤胃，芳香

透达又可祛邪，可以用金银花泡茶饮用。 

 推荐吃法：金银花红果茶取 2克金银花、10克山楂，可以清热降火润泽肠道，

能有效缓解各种上火燥热症状。 

 

三、每周一素 



凉拌平菇  

 
材  料：  

平菇 250g、红辣椒  

姜、油、醋适量、芝麻、酱油适量  

做  法：  

1. 平菇洗干净用手撕开；  

2. 水煮开，加一点点的盐，把平菇煮熟，不用煮太久；  

3. 捞起挤干净水；  

4. 加入辣椒，姜蓉，芝麻，倒入烧热的油，再加入一

点酱油和醋，搅拌均匀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