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 间 ： 0 8 / 0 6 / 2 0 2 2   0 8 / 0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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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一）意业为最重  

二、斋食养生 

大暑养生  

三、每周一素 

炝拌白菜   

 

主 要 内 容 ：  

一、佛法修行 

    （七十一）意业为最重 ──优婆离外道居士的归依 

  有一次，佛陀游化到摩揭陀国的那烂陀城，住在波婆离地方的芒果园内。 

  那时，耆那派的尼揵子，正好也率领他的门徒们住在那烂陀城。 

  尼揵子的大弟子中，有一位长人，因为长得很高，大家都叫他「长苦行」。 

  一天，这位长苦行外道，在那烂陀城乞食完毕后，转来拜访佛陀。佛陀问起

他有关尼揵子对业的分类，长苦行外道回答说： 

  「瞿昙！我的尊师尼揵子不讲业，而是以身罚、口罚、意罚等三种分类来教

我们的。这三种罚各不相同，其中以身罚为最重，意罚最轻。」 

  佛陀再三询问，长苦行外道都一再回答身罚最重，于是，佛陀就沉默不再回

应了。 

  由于佛陀的沉默，长苦行外道也就相同的问题反问佛陀。 

  佛陀回答说： 

  「苦行！我不讲罚，我以不做身恶业、口恶业、意恶业的三恶业，来教导大

家，三种业各不相同，而以意业为最重。」 

  这时，换成长苦行外道再三询问，佛陀则再三确认意业为最重。 

  由于话不投机，长苦行外道就告辞了。 

  长苦行回去后，尼揵子知道他在佛陀面前，毫不退缩地主张自家的思想，自

然是给了他一番肯定。正当尼揵子肯定长苦行时，在座还有尼揵子的一大群在家

信众，他们之中的领袖人物优婆离，起来夸口说他可以轻易地论破佛陀的观点，

要求尼揵子让他前往论战佛陀。但是，长苦行对论战一事，再三向尼揵子表示反

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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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师！我不喜欢让优婆离居士到沙门瞿昙那儿，因为沙门瞿昙会幻术咒语，

能咒化别人成为他的弟子，优婆离居士到那儿，恐怕会被沙门瞿昙诱化，成为他

的弟子。」 然而，尼揵子却再三自信满满地说： 

  「那是不可能的，长苦行！只有优婆离居士会收沙门瞿昙为弟子，哪有优婆

离居士被诱化的道理！赶快去吧，优婆离居士！去降服沙门瞿昙，我可以降服他，

你也可以！」 

  于是，优婆离居士就去找佛陀论辩了。 

  首先，优婆离居士确认了佛陀与长苦行的谈话，接着，就对长苦行的论点大

加赞叹。 

  佛陀听完后，对优婆离居士说： 

  「居士！如果你愿意站在追求真理的基础上，那么，我们倒可以就此点作深

入的探讨。」 

  优婆离居士同意了。 

  佛陀开始问： 

  「居士！如果有位耆那派门徒，发愿持戒：此生只喝热水，不喝冷水，以免

杀害了水中看不见的众生。但后来他得了重病，需要喝冷水来医治。虽然他想喝

冷水，但却自我克制，没去喝而病死了，这样，耆那派的尼揵子说他会往生何处？」 

  「瞿昙！他会往生到一个叫『意着天』的天界去，因为他死时，心中还有想

要喝冷水的不清净执着。」 

  「居士！居士！请注意你的回答，你前后所说的不一致！居士！你曾答应要

在追求真理的基础上，来探讨此事的。」 

  「瞿昙！虽说如此，但我还是认为身罚最重，意罚最轻。」 

  「好，居士！让我再问你：如果有一位耆那派门徒，为了避免杀生而严守一

些禁戒，结果，在为了守这些禁戒而来回绕路中，却早已踩死了许多微小众生，

这样的结果，耆那派的尼揵子说他会得到怎样的报应呢？」 

  「瞿昙！如果不是故意的，则尼揵子不说犯了重罪。」 

  「居士！你说的『故意』，是尼揵子所说的什么罚呢？」 

  「瞿昙！是意罚。」 

  「居士！居士！请注意你的回答，你前后所说的不一致！居士！你曾答应要

在追求真理的基础上，来探讨此事的。」 

  「瞿昙！虽说如此，但我还是认为身罚最重，意罚最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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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居士！让我再问你：如果有人想要拿刀子，将此城中的所有人在一天

之中全数杀光，有可能吗？」 

  「不可能！因为这那烂陀城十分富饶，人口太多了，没有人能在一天之中以

刀子杀光所有的人。」 

  「居士！如果是有大神通力的沙门或婆罗门，能以他意念所成的大神通力，

在一怒之间毁掉整个那烂陀城，你认为有可能吗？」 

  「瞿昙！这有可能，不要说一个那烂陀城，即使毁掉十个、三十个、五十个

那烂陀城，都有可能。」 

  「居士！居士！请注意你的回答，你前后所说的不一致！居士！你曾答应要

在追求真理的基础上，来探讨此事的。」 

  「瞿昙！虽说如此，但我还是认为身罚最重，意罚最轻。」 

  「好，居士！你听说过檀特山、迦陵伽、迷奢、摩登伽，是怎样变成毫无人

迹之森林的吗？」 

  「瞿昙！我曾经听说过，那是一些先知们心中的瞋意所造成的。」 

  「居士！居士！请注意你的回答，你前后所说的不一致！居士！你曾答应要

在追求真理的基础上，来探讨此事的。」 

  优婆离居士默默地想了一下子，回答佛陀说： 

  「瞿昙！长久以来，我实在是被那愚痴无知的尼揵子所欺骗与误导，才会对

您说身罚是最重的。世尊！现在我已经明白了，我已经了解了，从现在起，我归

依佛、法、僧伽，愿世尊接受我为在家弟子，从今天开始，终身归依，直到命终，

为在家弟子。」 

  「居士！请你默默地归依就好，不要张扬。」 

  「世尊！您这样说，就让我更加钦佩与欢喜了。世尊！以前我成为尼揵子弟

子时，他们在那烂陀城内到处宣传，与世尊的作法，大不相同。 

  世尊！从今天起，我不再让尼揵子和耆那派的徒众们来我家，只让世尊与世

尊的四众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进我家门。」 

  「居士！你家长久以来一直尊敬、供养着尼揵子与耆那派门徒，可以说是他

们食物供养的主要来源，日后，如果他们来你家，你应当继续布施他们食物才好。」 

  「世尊！您这样说，就让我更加钦佩与欢喜了。世尊！过去，我听人说，世

尊要求人家只布施你自己和你的门徒，不要布施别人，布施你自己与你的弟子有

大福报，布施别人不得福报。然而，现在世尊却劝我继续布施耆那派徒众，世尊！

关于此事，我自有分寸。世尊！让我再度归依佛、法、僧伽，从今以后，终身归

依，为在家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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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佛陀为优婆离居士作有系统地次第说法教导：先以许多技巧，引发他

欢喜学习的兴趣与意愿，然后再教导他有关布施、持戒、生天之法，并说明五欲

的危险与堕落，生死的污秽，离欲的功德，以及佛法修道法门的清净这一类之「端

正法」，使优婆离具备接受佛法核心法义的欢喜、柔顺、耐性、向上、专注、无

疑、明净心境，就像一块容易被染色的白布一样，最后，才教导他苦、集、灭、

道等四圣谛的「正法要」。 

  到此，优婆离居士当下远尘离垢，得法眼清净而证入初果，见法、得法；知

法、入法，不再疑惑，不再畏惧，合掌对佛陀说： 

  「世尊！现在，我已经了解了。让我三度归依佛、法、僧伽，从今以后，终

身归依，为在家弟子。」 

  优婆离居士回家后，即告诉他家的守门人，以后只让佛陀及其四众弟子进门，

不再让尼揵子及其门徒进家门来。 

  长苦行外道听说了这个消息，回去向尼揵子抱怨为何当初不接纳他的意见，

而让优婆离居士去找佛陀论辩。尼揵子不相信长苦行所说，就要长苦行直接到优

婆离家去查个清楚。结果，优婆离家的守门人，只愿意布施食物给他，果真不让

他进门。长苦行回去自不免又一番抱怨，但是尼揵子还是不相信，竟亲自带领着

他的徒众，前往优婆离居士家一探究竟。 

  守门人还是告诉尼揵子，优婆离居士已经成为佛陀的弟子了，若是需要食物

供养，请在门口等候，但不准进门。尼揵子表明他们不需要食物，坚持只要见优

婆离居士一面，向他当面问个清楚。 

  于是，优婆离居士在中门的小屋中设座接待他们，但自己却自顾自地先坐到

尊贵的上座位置。 

  尼揵子看了，很不满意，质问道： 

  「居士！你自己坐在上位，如同出家修道人一样，这样，应该吗？」 

  「尊人！这里还有许多位子，如果你愿意，就自己找个位置坐吧！」 

  「居士！你这个狂妄、愚痴之人，胆敢自己请命要去论败沙门瞿昙，结果却

被沙门瞿昙的幻术所诱，反而被人家降服了，怎么会这样呢？」 

  「尊人，沙门瞿昙的幻术是吉祥、美好的。如果我的亲朋好友，能够接受到

这种幻术转化，那一定能将他们导向获益与幸福；如果全王族、婆罗门族、吠舍

族、首陀罗族，乃至天、魔、梵等一切众生，都能接受到这种幻术转化，那一定

能将他们导向获益与幸福。 

  就让我来打个譬喻好了：有个宠爱年轻妻子的婆罗门丈夫，听从妻子的要求，

从市集买回来一只弥猴。妻子嫌猴子的颜色不好看，要将牠染成金黄色。但染坊

里的工匠却说，猴毛的颜色太深了，染不成金黄色。尊人！你所说的法也像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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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挡不住别人的质问，也不能从思惟观察的修行中得到印证，只能染一些愚痴的

人，不能染有智能的人。 

  又如有一位婆罗门，要将一套新的白色衣服染成金黄色，染坊里的工匠会说，

这套新的白色衣服，能染出很漂亮、有光泽的金黄色。尊人！那位世尊、等正觉

者所说的法就像这样，禁得起别人的质问，也可以从思惟观察的修行中得到印证，

但只有具备智慧的人能被染，愚痴的人不行。」 

  「居士！包括国王在内的大众，都知道你是我的弟子，居士！你自认为自己

是谁的弟子呢？」尼揵子再问。 

  这时，优波离居士起身，转身朝佛陀的方向，合掌、跪右膝，长长地赞叹了

佛陀一番，并且明确地说自己是佛陀的弟子。 

  尼揵子听了，当场吐血。由于这样的打击，他在转往波波城后不久，就病逝

了。 

  按语： 

  一、本则故事取材自《中阿含第一三三优婆离经》、《中部第五六优婆离经》。 

  二、想喝水但没去喝，这是意业已成但身业未成。非故意踩死微小众生，这

是有身业而无意业。神通与意念有关，拿刀杀是行动的身业，优婆离的回答都与

他自己「身业最重」的主张相违，佛陀设计的问题，可说是命中要害，善巧而犀

利，成功地激发了优婆离居士孰正孰邪的思辨与抉择。 

  三、「意业最为重」，就是说在肢体、言语、意念三种行中，以意念的影响

力最大，而不是肢体行为。除了这个重点外，我们再次看到佛陀「先说『端正法』，

再说『正法要』」这种有系统、有次第的善巧教化。 

  四、尼揵子确定优婆离居士成为佛弟子后，当场吐血一事，《中阿含第一三

三优婆离经》与《中部第五六优婆离经》均有，但说因此而病逝，则仅《中阿含

第一三三优婆离经》有。 

 

二、斋食养生 

大暑养生 

大暑赤日炎火烧，避暑乘凉静养好， 

苦夏散步茶薷香，熏艾防蚊防感冒， 

瓜蔬豆粥禁生凉，户外湿热防暑伤。 

 

大暑时烈日炎炎，天气酷热，养生以静养为好。注意防暑降温，可多食用含薷香

的茶或药膳；通过熏艾以防蚊、防感冒；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忌贪凉饮冷；选

择散步、静坐等方式进行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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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中说“大者，乃炎热之极也。”暑热程度从小到大，大暑之后便是立秋，正

好符合了物极必反规律，可见大暑的炎热程度了。 

大暑三候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大暑，六月中。暑，热也，就热之中

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犹大也。”其气候特征是：“斗指丙

为大暑，斯时天气甚烈于小暑，故名曰大暑。”大暑节气正值“三伏天”里的“中

伏”前后，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期，气温最高，农作物生长最快，同时，很多地区

的旱、涝、风灾等各种气象灾害也最为频繁。 我国古代将大暑分为三候： 一

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溽暑，三候，大雨时行 腐草为萤大暑之日“腐草为

萤”。古人认为，萤火虫乃腐草所变，萤火虫又名“烛宵”、“耀夜”，是大暑

迎接立秋的诗意之虫，轻罗小扇扑流萤，萤火虫袅袅神秘在静夜里穿梭时，其实

凉爽的秋已经不远了。 土润溽暑后五日“土润溽暑”，溽是湿，湿气浓重，蒸

郁而令人难耐。 大雨时行再五日“大雨时行”，因湿气积聚而招致大雨滂沱，

而大雨时行以退暑，最热时秋即携大雨来临。 

 

大暑习俗 

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烧伏香等习俗。 饮伏茶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

的茶。 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煮成的茶水，有清凉祛暑

的作用。古时候，很多地方的农村都有个习俗，就是村里人会在村口的凉亭里放

些茶水，免费给来往路人喝。 晒伏姜伏姜源自中国山西，河南等地，三伏天时

人们会把生姜切片或者榨汁后与红糖搅拌在一起，装入容器中蒙上纱布，于太阳

下晾晒。充分融合后食用，对老寒胃，伤风咳嗽等有奇效，并有温暖保健的功

效。 烧伏香伏香，大暑节气气温最高，农作物生长最快，大部分地区的旱、涝、

风灾也最为频繁，抢收抢种，抗旱排涝防台和田间管理等任务很重;因此百姓烧

香祈福，祈求风调雨顺，百谷丰登;还有一种说法接近于中医的灸，在伏天里用

药香熏烤特定的穴位，可以治疗多种顽固的疾病。 

 

起居养生 

注意防暑降温 

俗话说：“大暑大暑，有米不愿回家煮。” 

大暑时人经常会感到酷热难耐，潮湿闷热的天气极易引起人中暑。因此，此节气

防暑降温是养生重点。中医理论认为，夏天暑气大，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人

主心，暑气伤人先伤于心，并有“中暑者，中气虚而受于暑也”的说法。 

暑湿之气乘虚侵袭人体，使人心气亏耗，导致中暑的发生。大暑时应注意室内降

温，避免在烈日下曝晒，注意劳逸结合以防中暑的发生。 

除此之外，也可常食一些芳香化浊、清解湿热之药膳，如清暑祛湿茶、蕾香叶粥

等。清暑祛湿茶的做法是： 



准备鲜扁豆花、鲜荷叶、鲜玫瑰花各 20g，先将荷叶切成细丝，与扁豆花、玫瑰

花放入锅内，加水 500 毫升煎成浓汁，加适量冰糖后饮用。 

 

霍香叶粥的做法是： 

将鲜霍香叶 20g煎汤待用；将 100g粳米加水煮粥，待熟时加入煎好的霍香汁，

即成霍香叶粥。 

万一发现有人中暑，应立即将中暑者移至通风处体息，并给予淡盐水或绿豆汤、

西瓜汁、酸梅汤等饮用。也可用风油精把手涂湿或取食盐一把，揉擦两手腕、双

足心、两胁、前后心八处，直到擦出许多红点，患者即觉轻松而愈。 

 

熏艾防蚊防感冒 

艾叶性味辛苦、温，入肝、脾、肾经，有温经止血、散寒止痛、祛风止痒之功。

现代医学药理研究表明，艾叶是一种广谱抗菌抗病毒的药，它对金黄色葡萄球菌、

乙型溶血性链球菌、大肠杆菌、白喉杆菌、结核杆菌等有不同程度杀灭作用，对

腺病毒、流感病毒有一定抑制作用，对呼吸系统疾病有一定防治作用。艾叶烟薰

是一种简便易行的防疫法，实验研究表明，每平方米而积取艾叶 1——5g 进行烟

熏 30~60min，即可对居室起到消毒杀菌作用。除此之外，熏艾还能防蚊驭虫，

可使人免除夏季被蚊虫叮咬之苦。 

 

饮食养生 

大暑节气暑湿之气较重，人易出现食欲不振、肚腹胀满、肢体困重等现象。饮食

方而宜多吃燥湿健脾、益气养阴的食物。可用橘皮 10g(鲜皮加倍)，加适量冰糖，

用开水冲泡后代茶饮，常饮可起到理气开胃、燥湿化痰的功效。 

大暑时人体出汗较多，容易耗气伤阴，在饮食上除了多喝水、常食粥、多吃新鲜

蔬菜水果以外，还应多食用益气养阴的食物，如山药、大枣、莲藕、百合等。 

大暑时节还应谨防“因暑贪凉”。明代汪绮石在《理虚元鉴》里指出：“夏防暑

热，又防因暑取凉”，这是告诫人们在酷热的夏季，在解暑的同时一定要注意保

护体内的阳气。因为天气炎热时人体出汗较多，毛孔处于开放状态，此时机体最

易受外邪侵袭。因此人们在避暑的同时不能过分贪凉，否则会因贪图一时舒服而

伤及人体阳气，如经常吃冷饮，从冰箱里拿出来东西就吃等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运动养生 

大暑时节人们可根据自身体质特点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但总的原则是强度不宜

过大。对于身体健康的人来说，运动强度以运动后适量出汗、身体有舒服的畅快



感为度；中老年人则以活动时不感觉到疲乏为度。每个人可根据各人身体情况及

喜好选择散步、爬山、游泳、太极拳等运动方式。另外，也可做“静坐转颈叩齿

功”，具体做法是： 

坐姿，双拳撑地，头部向肩部方向扭动，远视，左右方向各做 20次。叩动牙齿

40次，调息，津液咽入丹田 10次。 

此功法可治头痛、胸背风寒、咳嗽上气、喘咳心烦、胸隔胀满、掌中热、脐上或

肩背痛、中风、多汗、心情郁结、健忘等。 

 

情志养生 

大暑时的炎热天气不仅会使人感到身体疲劳、食欲下降，还经常会使人“肝火”

妄动，表现为心烦意乱、无精打采、思维紊乱、食欲不振、焦躁易怒等，这种现

象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症”，俗称“情绪中暑”。现代医学研究证实：人的神

经系统对气温、气压和湿度等自然要素的变化比较敏感，高温的气候会影响人体

情绪调节中枢，继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和内分泌水平，于是产生“情绪中暑”

症状。预防“情绪中暑”首先要做到“心静”，越是大热，越应做到心平气和，

以避免不良情绪影响。 

 

三、每周一素 

炝拌白菜  

 
材  料：  

白菜 300 克、生姜小块、干辣椒 2 个、生抽 1 大勺、米

醋 2 大勺、素蠔油 1 小勺、食用油适量  

做  法：  
1. 白菜洗净切细，干辣椒、生姜切一下；  

2. 油烧热，干辣椒、生姜炝锅，炒出香味；  

3. 倒入米醋、生抽、素蠔油，炉灶开火略微翻炒；  

4. 倒入白菜大火翻炒 2 分钟即可；  

5. 脆脆的白菜做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