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 间 ： 0 6 / 0 4 / 2 0 2 2   0 6 / 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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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二）同一个识在轮回吗？  

二、斋食养生 

芒种养生  

三、每周一素 

凉拌香菇西兰花   

 

主 要 内 容 ：  

一、佛法修行 

    （六十二）同一个识在轮回吗？ ──嗏帝比丘的邪见 

  有一次，佛陀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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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住在祇树给孤独园附近的比丘们中，有一位原为渔夫儿子的比丘，名叫「嗏

帝」，他告诉其它比丘说： 

  「我确实听世尊说过，在生死中流转的识，是不变的。」 

  其它比丘们知道了，纷纷来规劝他说： 

  「嗏帝学友！不要这样说，不要诽谤世尊，世尊不曾这样说。世尊用各种方

法，都在教导我们『识为因缘所生，离开因缘条件，就无所谓的识』，怎么会像

你说的那样呢！」 

  但是，嗏帝比丘一直坚持己见，听不进其它比丘的纠正劝导。大家没办法，

只好去禀告佛陀。 

  佛陀请人叫嗏帝比丘来当面确认，嗏帝比丘还是那样说。于是，佛陀便更进

一步追问嗏帝比丘： 

  「嗏帝！你说的识，指的是什么？」 

  「世尊！就是那能说、能感受、能到处经历善、恶行而受业报者。」 

  「你这个愚痴人啊！究竟从谁那里听我这样说的？我不是用各种方法说明『识

为因缘所生，离开因缘条件，就无所谓的识』吗？你这个愚痴人啊！我不曾这样

说，而你自己却作这样的曲解与诽谤，这会伤害你自己，增加你自己的罪过，会

让你长远受苦的。」 

  于是，佛陀转问在场的其它比丘，其它比丘都同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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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尊！您确实用各种方法教导『识为因缘所生，离开因缘条件，就无所谓

的识』。」 

  「很好！很好！比丘们！你们都记得我所说的『识为因缘所生，离开因缘条

件，就无所谓的识』，所以，识随着所引生的因缘，就有不同的名称，如从眼睛

看见东西所生起的识，就称为『眼识』；从耳听声、鼻闻香、舌尝味、身触物、

意识法的因缘而生起的识，就分别名为『耳识』、『鼻识』、『舌识』、『身识』、

『意识』，这就像火，其名称可以从所引生的燃料来称呼一样，如烧木柴的火，

称为木火；烧一捆捆柴的火，称为薪火；烧干草的火，称为草火；烧干粪的火，

称为粪火；烧谷壳的火，称为谷壳火；烧垃圾的火，称为垃圾火。 

  很好！很好！比丘们！你们都记得我所说的。只有这个愚痴的嗏帝比丘，颠

倒了文句与含义，既诽谤了我，也伤害了自己，更犯下了大罪过。你这个愚痴人！

知错了吗？」 

  受佛陀这般责备，嗏帝比丘内心忧戚，无言地低头，若有所思。 

  佛陀责备过嗏帝比丘后，继续告诉比丘们说： 

  「比丘们！你们看到众生了吗？」 

  「看到了，世尊！」 

  「比丘们！你们看到众生需要依赖食物提供的营养，才能生存吗？」 

  「看到了，世尊！」 

  「比丘们！你们看到当食物供给的条件消失了，众生就会死亡吗？」 

  「看到了，世尊！」 

  「比丘们！如果不确定以上说的这一些，那么就会有怀疑，不是吗？」 

  「的确，世尊！」 

  「比丘们！如果以正慧如实见以上所说的这一些，那么就不会有所怀疑了，

不是吗？」 

  「是的，世尊！」 

  「比丘们！如果你们对这清净、明亮的正确知见起了执着：珍爱它、宝贝它、

拥有它，那算了解我教导过你们的筏喻法：筏是用来渡河，不是用来喜爱执着的

吗？」 

  「不算了解，世尊！」 

  「比丘们！如果有外道问你们：『道友！你们确知这样清净、明亮的正确知

见，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用处？有什么功德呢？』你们应当怎么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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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尊！我们会这样回答：『道友！清净、明亮的正确知见，是为了厌离欲

贪，是为了离欲，是为了如实知的缘故』。」 

  「很好！很好！比丘们！你们确实应该这样回答。 

  比丘们！众生当生与来生，都需要四种食物来维持与延续生命。哪四种呢？

即物质性的抟食，可以生起感受的触食，求生意志的思食，以及攀缘执取的识食。 

  比丘们！这四种食物的需求从何而来呢？其根源的『集』是什么？从哪里生

起，从哪里制造出来的呢？ 

  那是『爱』！ 

  爱又是从何而来？其根源的『集』是什么？从哪里生起，从哪里制造出来的

呢？是受；触；六入处；名色；识；行；无明。这就是从无明而有行，从行而起

识，从识而起名色，从名色而起六入处，从六入处而起触，从触而起受，从受而

起爱，从爱而起取，从取而起有，从有而起生，从生而有老病死、忧悲恼苦。 

  因此，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入处灭，六

入处灭则触灭，触灭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

灭，生灭则老病死、忧悲恼苦灭。 

  比丘们！有了这样的知见，还会耽湎于过去，想着：『我过去存在或不存在？

我过去是什么？后来又变成怎样？过去如何？』吗？」 

  「不会的，世尊！」 

  「有这样的知见，还会飞驰于将来，想着：『我将来会存在或不会存在？我

将来会是什么？之后又会变成怎样？我将来会如何？』吗？」 

  「不会的，世尊！」 

  「有这样的知见，还会困惑着眼前『我存在或不存在？我是什么？如何存在？

生从何来？死往何去？』吗？」 

  「不会的，世尊！」 

  「比丘们！有这样的知见，还会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和合僧团、

恶意让如来流血』等五大重罪吗？还会故意犯戒、舍戒、放弃在僧团中修学吗？

或者，转向跟随外道修学、求福、持咒，以求离苦息苦吗？」 

  「不会的，世尊！」 

  「比丘们！有这样的知见，还会有第八次的轮回受生吗？」 

  「不会的，世尊！」 

  「比丘们！有这样的知见，还会因尊敬老师而说吗？会因大沙门世尊这样说

就跟着说吗？还会去追随其它人为老师吗？还会献身于尊奉一般沙门、婆罗门，

重返他们的喧闹讨论，以及求吉祥的符号仪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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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的，世尊！」 

  「比丘们！你们只会说自己所知、所见，以及自己所了解的，是吗？」 

  「是的，世尊！」 

  「很好啊！比丘们！我以『当生可见证、可直接领受、劝引验证、向上引导、

智者内证』的正法来教导大家，我为大家说的，就是这样的法。 

  比丘们！有『健康』的『精卵结合』，以及有相应的『识』三个因缘俱足了，

才会有胎儿。经九个月或十个月的怀孕，婴儿才会出生。婴儿出生后渐渐养育长

大，生理上诸根也渐渐成熟。 

  生理上诸根成熟以后，由于不具正念，对心解脱、慧解脱不如实知，所以，

当眼看、耳听、鼻闻、舌尝、身触、意识时，遇到喜欢的就乐着，不喜欢的就憎

恶，因而罪恶的行为就在其中不断地发生。这样，从觉受的乐爱，就有了执取；

有了执取，就有蓄势待发的有；然后是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的大苦聚集。比丘们！

这一切，不都是以具足爱，由爱所系缚而形成的一连串相接续的吗？」 

  「是啊，世尊！」 

  「比丘们！正等正觉的如来，心具正念，对心解脱、慧解脱如实知，所以对

每一个眼看、耳听、鼻闻、舌尝、身触、意识，喜欢的不会乐着，不喜欢的也不

会憎恶。这样，对觉受不会有乐爱，乐爱止息了，取、有、生老病死、忧悲恼苦

的大苦，也就止息了。比丘们！这一切，不都是以爱的息灭，而达到解脱的吗？」 

  「是啊，世尊！」 

  「比丘们！要记住这爱尽解脱的简要教导，也要记得嗏帝比丘，这个被困在

爱之大网束缚中的渔夫子之例子。」 

  按语： 

  一、本则故事取材自《中部第三八爱尽大经》、《中阿含第二○一嗏帝经》。 

  二、嗏帝比丘所说的识，就是主导觉知、感受、行为、业报，也就是一般人

通称的灵性、灵魂。如果说，生死轮回中有一不变者在，不论称它为「识」、「灵」、

「魂」、「我」，那又有什么不同呢？不就是印度《奥义书》以来所说的「真我」

吗？难怪嗏帝比丘要受到斥责。 

  三、在佛陀到处教导「无我」的环境下，佛弟子中竟然还有嗏帝比丘这样的

误解，真可谓「佛以一音说法，众生各得其解」了。 

  四、「比丘们！如果有外道问你们：『道友！你们有这样清净、明亮的正确

知见，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用处，有什么功德呢？』……你们确实应该这样回答。」

一段，取自《中阿含第二○一嗏帝经》，《中部第三八爱尽大经》中无。 

  五、「还会去犯『杀父、杀母、……还会有第八次的轮回受生吗？」一段，

取自《中阿含第二○一嗏帝经》，《中部第三八爱尽大经》中无。其中，「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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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第八次的轮回受生吗？」亦即表示最多只还会有七次的生死流转，间接地指「初

果」。 

  六、「会为了尊敬老师而说吗？……以及求吉祥的符号仪式吗？」一段，取

自《中部第三八爱尽大经》，在《中阿含第二○一嗏帝经》中，次第与意涵均略

有差异。 

  七、「识」，为形成胎儿的三个要件之一，《中部第三八爱尽大经》作「康

达婆」；《中阿含第二○一嗏帝经》作「香阴」。「康达婆」，又译为「干闼婆」，

为好色之乐神，喜欢看夫妻敦伦之乐（参考《中华佛教百科全书》第三七五三页

中），而有所借用。但不论是「康达婆」亦或「香阴」，这样的用法恐怕是比较

后来的。若以整体《阿含经》中的惯用词来看，联系一期生命到另一期生命还是

以「识」一词用的最多。 

  八、如同眼识、耳识等识的不同称呼，后来将从前生来到此生之识，称为「结

生识」，从此生到来生，称为「有取识」，这也是「识」在不同情况下，为展现

其不同作用之偏重，而给予不同称呼的又一例。 

  九、我们再一次看到，「爱」在生死流转中举足轻重的教说。连同「我」的

错误见解（即「无明」），成为佛法修学的重要轴心。 

 

二、斋食养生 

今日芒种 

芒种雨多气温高， 午时天热子午觉， 喝水饮食清甜淡， 汗多防暑衣勤

换， 祛暑益气津止渴， 食品要鲜忌坚果。 

 

节气特点 

芒种是夏季的第 3个节气，适逢每年公历的 6 月 5日左右，太阳到达黄经 75°

时。农历书记载： 

“斗指巳为芒种，此时可种有芒之谷，过此即失效，故名芒种也”。 

 

就是说，芒种节气最适合播种有芒的谷类作物，如晚谷、黍、稷等。芒也指忙，

即从芒种开始要忙着种有芒的农作物，农谚“芒种忙忙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曰： 

“五月节，谓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 

意思是说，大麦、小麦等有芒作物种子已经成熟，抢收十分急迫。晚谷、黍、稷

等夏播作物也正是播种最忙的季节，故又称“芒种”。我国古代将芒种分为三候： 

 

“一候螳螂生；二候鹏始鸣；三候反舌无声。” 

在这一节气中，螳螂在去年深秋产的卵因感受到阴气初生而破壳生出小螳螂；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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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的伯劳鸟开始在枝头出现，并且感阴而鸣；与此相反，能够学习其它鸟鸣叫的

反舌鸟，却因感应到了阴气的出现而停止了鸣叫。从芒种节气开始，气候炎热，

雨水增多，湿度变大，北方进入雷雨、阵雨天，南方则已进入阴雨连绵的梅雨天，

天气异常湿热。 

  

煮梅 

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将进入多雨的黄梅时节。此时正值梅子黄熟，故称梅雨。赵

师秀《约客》曾写道:"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

敲棋子落灯花。"在南方，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

论英雄"的典故。新鲜梅子大多味道酸涩，难以直接入口，需加工后方可食用，

这种加工过程便是煮梅。 

另外芒种还有皖南安苗，打泥巴仗等其他民俗。 

 

芒种养生 

芒种节气时气候炎热，雨水增多。养生方面要注意防暑，衣服宜勤洗勤换；重视

睡子午觉；饮食宜清淡，多食益气生津止渴的新鲜蔬菜、水果，少食坚果，多喝

水。 

 

子午觉 

芒种的到来，是炎炎夏日的开始，阳气逐渐浮盛，但阴气也开始出现。 

《皇帝内经》讲：阳气尽则卧，阴气尽则寤，中医认为，睡眠和醒寤是阴阳盛衰

交替的结果，通过睡眠，也有助于调节人体阴阳。 

  

因此，古人讲究“子午觉”：子时 23点到 1点，阴气最盛，阳气衰弱，此时睡

觉，最能养阴；午时，11点到 12点，阳气最盛，阴气衰弱，午时睡觉，有利于

养阳。 

  

起居养生 

起居方面，要晚睡早起，适当地接受阳光照射(避开太阳直射，注意防暑)，以顺

应阳气的充盛，利于气血的运行，振奋精神。夏日昼长夜短，中午小憩可助恢复

疲劳，有利于健康。芒种过后，午时天热，人易汗出，衣衫要勤洗勤换。为避免

中暑，芒种后要常洗澡，这样可使皮肤疏松，“阳热”易于发泄。 

  



情志养生 

在精神调养上应该使自己的精神保持轻松、愉快的状态，恼怒忧郁不可有，这样

气机得以宣畅，通泄得以自如。 

  

运动养生 

夏季运动最好选择在清晨或傍晚天气较凉爽时进行，场地宜选择在河湖水边，公

园庭院等空气新鲜的地方，有条件的人可以到森林、海滨地区去疗养、度假。锻

炼的项目以散步、慢跑、太极拳、广播操为好，不宜做过分剧烈的活动，若运动

过激，可导致大汗淋漓，汗泄太多，不但伤阴气，也宜损阳气。 

  

饮食养生 

饮食调养方面，历代养生家都认为夏三月的饮食上以清补为主，健脾、祛暑化湿

为原则，可以多吃一些能祛暑益气、生津止渴的食物。 

宜清补。 

 

《吕氏春秋•尽数篇》指出：“凡食无强厚味，无以烈味重酒。”唐朝的孙思邈

提倡人们“常宜轻清甜淡之物，大小麦曲，粳米为佳”，又说：“善养生者常须

少食肉，多食饭。”在强调饮食清补的同时，告诫人们食勿过咸、过甜。 

  

在夏季人体新陈代谢旺盛，汗易外泄，耗气伤津之时，宜多吃能祛暑益气、生津

止渴的饮食。老年人因机体功能减退，热天消化液分泌减少，心脑血管不同程度

地硬化，饮食宜清补为主，辅以清暑解热护胃益脾和具有降压、降脂功能的食品。 

 

三、每周一素 

凉拌香菇西兰花  

 

材  料：  



鲜香菇数朵、西兰花半颗  

姜末、辣椒少许盐、蔬果粉、香油适量  

做  法：  

1. 将鲜香菇洗净切成小块，西兰花浸泡洗净也掰成小

块；  

2. 将锅中水烧开后下入西兰花焯烫成熟，在凉开水中

冷却备用；  

3. 将香菇也同样方式焯烫熟，凉开水冷却备用；  

4. 将西兰花和香菇同置碗中，将切碎的姜末和辣椒也

放入其中；  

5. 加盐、蔬果粉、香油调味拌匀即可装盘食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