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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院神秀与慧能的理论基础是对野心冶的定位与定性袁清净心的回归是他们心性论的共同目的袁然而袁回
归的途径存在神秀观心看净与慧能野识心见性冶的差别袁这使他们的心性论分别代表着禅宗心性论发展
的两大基本方向袁在根本上决定了神秀北宗与慧能南宗的群众基础及发展路向袁并成为北宗衰微而南宗
兴盛局面出现的理论渊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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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弘忍以后袁其弟子神秀在中国北方传教尧慧能在南方弘法袁各自扬名一方袁史称野南能北秀冶遥 就禅
宗主流而言袁神秀与慧能心性论分别代表着禅宗心性论发展的两大基本方向袁对它们做深入研究袁不但
能准确把握禅宗心性论的发展历程袁还能挖掘出北宗衰微而南宗兴盛局面的理论渊源遥

一尧 回归的途径院观心看净与野识心见性冶
神秀在叶观心论曳中说院野心者袁万法之根本也遥 一切诸法袁唯心所生袁若能了心袁万行具备遥 冶这说明心
是人一切活动的根本袁是修行实践的关键袁因此袁求佛应内求自心袁否则就会越求越远袁正是野将心外求袁
舍父逃走遥冶咱圆暂孕苑圆
神秀认为心有两种院净心和染心袁前者是野真如之心冶袁后者是野无明之心冶遥 这两种心都是人本来就
具有的袁但二者互不相生袁只是由于因缘而和合在一起袁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心袁其实是截然不同的两种
心遥 染心如果障蔽净心就会造恶业而沉沦三界袁净心如果不被染心所染就能造善业而成圣成佛袁正如
叶观心论曳所说院野心是众善之源袁心是万恶之主遥 涅 常乐袁由自心生袁三界轮回袁亦从心起遥冶神秀认为院
人生诸多烦恼和无边情欲恶念袁其根源不出贪尧瞋尧痴野三毒冶和眼尧耳尧鼻尧舌尧身尧意野六贼冶袁野但能摄心
内照觉观常明遥 绝三毒永使消亡袁六贼不令侵扰袁自然恒沙功德种种庄严遥冶咱猿暂孕员圆苑猿 这就是一个息灭染心尧
回归净心的过程袁即野观心冶遥
在叶观心论曳中袁神秀认为院野唯观心一法袁总摄诸行袁最为省要遥冶 所谓野观心冶袁就是以心作为观想内
容的禅定袁实际上袁这要求以直观内省的方式消除染心对净心的蒙蔽袁并保持本觉净心袁也就是要看住
净心袁即野看净冶遥 观心看净袁就是通过禅定实践来熄灭妄念尧拂拭客尘袁从而显示本有佛性袁达到无所不
知而与真如相照的境地袁这又是一个野离念冶的过程袁最终对一切法尧一切境都心无所著袁使一切活动都
成为佛性自然的舒卷遥 总之袁观心看净是一个断灭野无明冶尧达到觉悟的过程袁是一种直观内省的宗教道
德修养方式遥
观心看净的要旨是院野莫卷缩身心遥 舒展身心袁放旷远看袁平等尽虚空看冶咱源暂孕员圆苑猿袁宗密将其总结为院野远
离愦闹袁住闲静处遥 调身调息袁跏跌宴默遥 舌拄上腭袁心注一境遥冶咱缘暂孕源园圆 以上说法一方面表明神秀主要教人
通过坐禅和调息的方法来修炼禅法曰另一方面表明克尽染心尧显露净心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袁修行要由
定发慧袁依次第进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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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秀也讲顿悟院野超凡证圣袁目击非遥袁悟在须臾袁何烦皓首钥 冶咱猿暂孕员圆苑猿野诸佛如来有入道大方便袁一念净
心袁顿超佛地遥冶咱源暂孕员圆苑猿 神秀北宗主张运用种种方便袁点滴领会袁日积月累袁最后豁然大悟遥 当然袁这种建立
在渐修基础之上的顿悟袁区别于慧能南宗始终着眼于直了心性的野顿悟冶遥
慧能在叶坛经曳中说院野心量广大袁犹如虚空袁噎噎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尧大地山河袁一切草木尧恶人善
人尧恶法善法尧天堂地狱袁尽在空中遥冶所谓虚空袁并非指真正的空无袁而是说袁万法都是以自我的本心作
为依托袁从心的本体性角度来看万法袁万法皆空遥 所以袁心同虚空一样能含容万法袁对个人而言袁含容的
范围囊括了心外的一切遥
慧能所指的心袁不是存在于人心之外尧能够主宰世界的独立本体袁而是个人的心理活动尧主观精神袁
是具体的心遥 这种心袁被慧能称为野自心冶袁自心更重视心的个体性袁是众生各自有特性的心体遥 作为本体
的自心袁又被慧能称为野本心冶袁本心是指心的本来状态尧即在出生以前本来意义上的心遥 从更广的角度
来看袁本心是一切有情众生袁乃至菩萨尧佛所普遍具有的袁可称为宇宙的心遥 慧能进一步将本心与自心相
合为一袁并认为其本质是清净遥 清净就是佛教中的野菩提般若之知冶遥 慧能认为每个人都先天俱足这种智
慧袁这也是他野识心见性冶尧顿悟成佛理论的基础遥 慧能常以邪恶之心尧狂妄之心尧嫉妒之心来描述普遍众
生之心袁并将其归结为一个野妄冶字袁认为这才是现实社会中每个人的真实之心遥 而且袁慧能强调本心就
在当前现实之中尧就在自心之中袁也即净心就在妄心之中遥 野菩提本清净袁起心即是妄袁净性在妄中袁但正
除三障遥 冶咱员暂孕苑员 可见袁对于净心和妄心袁慧能主张众生不应一味离妄另去求净袁而应即妄求净遥
与神秀单纯的野心冶论相比袁慧能在自己野心冶论的基础上袁还提出野性冶的概念袁从而构成完整的野心
性论冶袁确立了以心性为本的独特的禅学体系遥 慧能认为野性冶与野心冶密切相联袁甚至与作为本体意义上
的心含义相同遥 在野心地性王冶的比喻中袁尽管野性冶对野心冶有统摄作用袁但野性冶毕竟建立在野心冶的基础
上袁若失去心的依托袁野性冶也就抽空了遥 由于心有自心和本心两个层面袁相应而言袁性也有自性和法性两
种含义遥 作为人心之本质的性袁也就是具体的人性袁被慧能称为自性袁自性指有着明显的排他性曰作为万
法本质的性袁也就是佛性袁被慧能称为法性遥 从众生的解脱途径来看袁心性之间还具有同一关系遥 叶坛经曳
说院野识心见性袁即悟大意冶尧野识心见性袁自成佛道遥 冶所谓野识心冶袁就是直观自心袁明了一切诸法都是自心
所生袁自心就是佛曰所谓野见性冶袁就是发现自身本有的佛性袁觉知自性本来是佛袁可以说袁两者的境界是
同一的遥 心性同一袁也就是自心与自性同一袁本心与本性同一遥
最后袁慧能提出了他禅法的中心理论院顿悟成佛袁即单刀直入的顿教遥 野识心见性冶是慧能顿悟论的
源头和实质袁在慧能看来袁一切众生心中本来就有佛性袁野我心自有佛袁自佛只真佛曰自若无佛心袁向何处
求佛钥 冶咱员暂孕员园怨 人人都有潜在的般若智慧袁成佛的关键在于激发出智慧之念袁正是野一念愚即般若绝袁一念
智即般若生遥冶咱员暂孕缘员 总之袁慧能顿悟论的特色是一个野顿冶字袁悟前不需要漫长的渐修袁悟后也不需要长久
的维护袁一悟即永恒遥
实际上袁神秀与慧能在弘忍门下先后作的偈子已初步反映出两者心性论的差别所在遥 神秀野身是菩
提树袁心如明镜台遥 时时勤拂拭袁莫使有尘埃冶咱员暂孕员圆 的偈语表明出神秀已形成野拂尘看净冶咱远暂孕圆苑苑 的说法袁并
体现出北宗野渐冶的宗旨曰慧能野菩提本无树袁明镜亦非台袁佛性常清净袁何处有尘埃冶咱员暂孕员远 的偈语袁则认为
佛性的空无一物就是清净性袁为后来南宗野顿冶的宗旨立下根基遥

二尧 回归的价值院群众基础与发展路向
野心冶是神秀和慧能心性论的基点袁他们把世间诸法都容纳在野心冶中遥 慧能的野心冶论中甚至还包括
了他人的本心袁因此袁他们追求解脱的对象只限于内心袁他们追求解脱的方式只需通过直觉袁这种方式
与其它佛法相比袁要简单地多尧新颖地多遥 不同于神秀袁慧能的野心冶论还有着独特视角院他不是站在佛心
的角度讲绝对的清净心袁而是站在众生心的角度讲被烦恼污染的清静心遥 因为对众生染心的关怀与即
妄求净的口号在实践中能更好地满足群众的心理需要袁所以袁慧能的禅法在民间颇具吸引力遥 慧能在岭
南传法时就拥有很多信众袁这种情形又为日后南宗禅法的弘扬打下了基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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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秀主张人人都有清净佛性袁慧能强调众生即佛袁可见袁他们心性论的最终落脚点都是佛性论遥 他
们不是将佛视作高高在上尧遥不可及的独立精神实体袁而是把佛从彼岸世界转移到此岸世界袁认为一切
众生都有佛性袁在成佛问题上彻底实现了众生平等遥这不但关系到神秀北宗的繁盛和慧能南宗后来的
兴旺绵延袁还影响到禅宗对社会各阶层的有效渗透遥 事实上袁慧能的真正高明之处在于找到一切众生都
有佛性的原因院人性遥 慧能所说的人性也就是世人的本性袁和中国儒家学说中的人性含义基本相同袁在
叶坛经曳中袁慧能还把佛性直接诉诸人性袁如野世人性净袁犹如清天袁惠如日袁智如月袁知慧常明遥冶 总之袁慧
能将佛性论向人性论的延伸袁对神秀仅就禅本身论禅的立场实现了超越袁并引起人们对自我精神的足
够重视袁从世俗化角度使佛教更加贴近中国传统文化袁大大增强了禅宗对众生的吸引力遥
神秀将观心看净视为实现解脱最为关键尧最为简便的方法袁认为若执著于三戒尧六度尧烧香尧持斋等
修行方法袁只能获得某些福德袁而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遥 神秀还将野念佛冶法门统摄于观心法门之中袁提
倡野正念冶念佛袁野了如来义袁名为正念遥 故知念在于心袁不在于言遥 冶咱猿暂孕员圆苑猿 可见袁他要以念佛的功夫息灭妄
念袁凭禅定的力量使内心不乱袁从而由定发慧遥 神秀在弘忍门下修习六年袁叶楞伽师资记曳记载院野禅灯默
照袁言语道断袁心行处灭袁不出文记遥冶 这说明他一直将禅观修行的践履视为达到心识转变的途径袁保持
了东山一系的朴素禅风遥 弘忍死后袁神秀在江陵当阳山玉泉寺传法袁出现野四海缁徒袁向风而靡袁道誉馨
香袁普蒙熏灼冶咱苑暂孕员苑苑 的局面遥由此袁神秀引起朝廷关注袁以至被召入宫袁所以袁观心看净的禅法是神秀北宗
引起官方重视的关键所在遥 入宫以后袁武则天对神秀的特殊崇信袁使神秀所传禅法成为统治阶层承认和
肯定的野官禅冶袁又使神秀也成为野两京法主袁三帝国师冶袁咱愿暂孕圆猿猿缘 这些荣誉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神秀在佛教
界的地位袁证明了其禅法在当时的流行程度遥 神秀的门徒也大都享有盛名袁且被朝廷崇信袁一度出现了
北宗绝对兴盛的局面遥义福认为院野道在心不在事袁法由己非由人遥 当自勤力袁以济神用冶咱愿暂孕圆愿源猿遥普寂主张院
野摄心一处袁息虑万缘曰或刹那便通袁或岁月渐证袁总明佛体遥噎噎滴水满皿袁履霜坚冰遥冶咱愿暂孕圆远缘怨 上述观点显
然是神秀观心看净思想的延续袁所以袁我们不能够忽视北宗兴盛的思想根基遥
神秀奉行以心为宗的禅法具有很大的包容性袁不但不排斥教典袁还把禅修的方便法门与经教会通
起来袁北宗的这一特点被宗密概括为野方便通经冶遥 咱远暂孕圆苑苑 对经教的领悟能提升野观心冶的效果袁可如此一
来袁神秀的禅法在无形中对修佛之人的文化层次和经济条件就有了约束和限制遥相比之下袁慧能的野顿
悟成佛冶理论则对目不识丁的农民都适用袁我们从神秀自身学通儒道尧慧能本来不识字的现象袁也可判
断出两者心性论对求佛者文化水平要求的差别袁神秀的的群众基础自然要小于慧能遥
慧能对心的定位与定性直接为其顿悟说奠定了基础袁野心冶与野顿冶表现出一致性袁他说院野故知一切
万法袁尽在自身中袁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遥冶咱员暂孕缘愿 慧能的顿悟论袁使瞬间与永恒得到了统一袁为人们
解决了宗教解脱层面上理论和现实冲突的问题遥慧能反对修习过程中的形式主义和繁琐仪式院其一袁他
主张修道不必拘泥于寺庙袁所以袁唐武宗那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袁给依赖寺庙经济弘法的神秀北宗带来
致命的打击袁而慧能南宗依靠丛林的发展路向却表现出更强的适应性和生命力曰其二袁慧能不以诵经为
然袁这样袁就扫除了文字在学佛中的障碍袁有利于下层劳动人民进入佛门曰其三袁也是最重要的袁他重视
顿悟而反对渐修袁主张道由心悟尧禅非坐卧遥 观心看净与顿悟成佛理论的共同目的是对清净之心的回
归袁然而在成佛的速度上袁慧能的野顿冶远远快于神秀的野渐冶袁慧能这条简单快捷而又永久的解脱方式更
能适合普遍众生的宗教需求遥在这种背景下袁公元 苑缘苑 年袁慧能弟子神会主持戒坛度僧袁所获钱财用来
支援战场袁立了大功袁由此袁南宗的正统地位逐渐得到朝廷的确认袁慧能的六祖地位也得以确立遥南宗这
种发展契机的出现袁也验证了慧能野惟传顿教法袁出世破邪宗冶咱员暂孕苑员 的说法遥
事实上袁神秀对净心的追求使他成为野迹远俗尘冶的一代大师袁入宫以后袁神秀多次请求还山袁从未
应允袁这说明袁尽管他倍受朝廷崇信袁可在某种程度上也被朝廷利用遥 神秀心性论建立在野农禅并作冶的
基础上袁但是袁当北宗逐渐发展为野官禅冶时袁已严重脱离自身的经济基础袁而且袁北宗在有了权势之后也
不再以追求心性论的丰富和创新为弘法的前提袁其理论的发展必然受到限制袁所以袁朝廷政策后来朝南
宗的偏向袁对北宗来讲就无异于釜底抽薪袁北宗在历经繁盛之后迅速走向了衰微遥 慧能心性论的主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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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追求心的本来面貌袁所以袁神秀向武则天引荐慧能时袁慧能没有入宫遥他一直保持禅家本心袁在岭南宣
扬自己的顿悟法门袁信徒多为普通百姓遥 这种野民禅冶道路袁使其禅法在慧能死后的二十多年间仍默默无
闻袁并一直偏于一隅袁远不及北方神秀的禅法声势显赫遥 然而袁正是由于慧能没有走神秀依赖帝制的道
路袁南宗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才不会太受制于统治阶级袁从而可以拥有更多的时间与空间去发展理论袁
使自然本心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充分流露遥 后来袁慧能野识心见性冶的思想为马祖道一野平常心是道冶咱怨暂孕缘愿员
和黄檗希运野即心是佛袁无心是道冶咱员园暂孕猿愿 的观点所继承袁他们把日常生活的主体和悟后的情景融成一片袁
逐渐形成一种任运自然的禅风袁为野心冶的自然化方向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袁加快了禅宗中国化的进程遥
百丈怀海 野一日不作袁一日不食冶咱圆暂孕员猿远 的主张袁又把慧能心性论所提倡的主体性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袁
使叶百丈清规曳和野农禅并作冶的修禅方式得到了大力推广遥 这样袁野农禅冶与野官禅冶的发展特点与社会初
效应形成鲜明对比遥
从总体上讲袁神秀北宗心性论和慧能南宗心性论共同促进了历史上禅宗心性论的繁荣遥 具体说来袁
神秀主张的观心看净尧坐禅静修的思想袁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达摩以来楞伽师相传承的如来藏佛性思想
的继承袁在现实生活中显得活力不足袁这一特点也决定了神秀北宗在经历繁盛时期后迅速走向衰微的
命运曰慧能是中国禅宗的真正创始人袁他的自性清净尧野识心见性冶心性论袁给已流传百余年的禅法带来
了十分明显的变化袁在整个中国禅宗心性史上带有某种转折意义遥
咱员暂渊唐冤慧能著 郭朋校释援坛经校释咱酝暂援北京院中华书局袁员怨愿猿遥

咱圆暂渊宋冤普济 著援苏渊雷点校援五灯会元院上咱酝暂援北京院中华书局袁员怨愿源遥
咱猿暂观心论咱酝暂援载叶大正藏曳第八十五卷遥

咱源暂大乘无生方便门咱酝暂援载叶大正藏曳第八十五卷遥

咱缘暂宗密 述援禅源诸诠集都序咱酝暂援载叶大正藏曳第四十八卷遥

咱远暂宗密援圆觉经大疏钞院卷 猿 之下咱酝暂援载叶续藏经曳第 员 辑第 员源 套第 猿 册遥
咱苑暂渊宋冤赞宁援宋高僧传咱酝暂援北京院中华书局袁员怨愿苑遥

咱愿暂渊清冤董诰 等编援全唐文院三咱酝暂援北京院中华书局袁员怨愿猿遥

咱怨暂渊宋冤释道原援景德传灯录援台北院佛陀教育基金会印行袁员怨怨怨遥
咱员园暂渊宋冤赜藏主编集

萧萐父

吕有祥

蔡兆华点校援古尊宿语录院上援北京院中华书局袁员怨怨源遥

渊责任编辑 张忠平冤

渊上接第 员缘愿 页冤 理论家的心血遥 探讨神思的发生之源和理论形成袁对全面认识我们民族的艺术思维
理论有着重要的意义遥 作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美学范畴袁神思在古代的文学艺术创作和审美中
发挥了积极的尧巨大的作用遥 即使在文艺学美学的话语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的今天袁它的理论价值仍不可
忽视袁仍值得我们认真发掘尧总结遥
淤司马相如叶答盛 问作赋曳袁张少康等编叶先秦两汉文论选曳袁人民文学出版社袁员怨怨怨 年袁第 猿源远 页遥
于盂曹植叶宝刀赋曳袁赵幼文叶曹植集校注曳袁人民文学出版社袁员怨怨愿 年袁第 员远园尧员远圆 页遥
榆曹植叶七启曳袁同上袁第 远 页遥

虞曹植叶洛神赋曳袁同上袁第 圆愿猿要圆愿缘 页遥

愚陈寿叶蜀书窑杜 传曳袁叶三国志曳渊四冤袁中华书局袁员怨愿圆 年袁第 员园圆圆 页遥
舆陈寿叶吴书窑楼玄传曳袁叶三国志曳渊五冤袁同上袁第 员源缘缘 页遥
余房玄龄等叶晋书窑刘 传曳袁中华书局袁员怨愿圆 年遥

俞宗炳叶画山水序曳袁俞剑华叶中国古代画论类编曳渊上冤袁人民美术出版社袁员怨怨愿 年袁第 缘愿猿要缘愿源 页遥
逾段玉裁叶说文解字注曳袁上海古籍出版社袁圆园园员 年袁第 缘园员 页遥
员员 参见范文澜叶文心雕龙注曳之叶神思曳篇袁人民文学出版社

圆园园园 年袁第 源怨远 页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