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o. 2016~10                           2016 5 30  

********************************************************* 

 

南怀瑾先生与中国文化 
 

古国治1 

 

南怀瑾先生一生与中国文化脱离不了关系，首先，南先生是中国文

化的受益者，他自幼受中国私塾教育，背诵四书五经，练过武功，求仙

访道，最后学佛。在四川禅宗宗师袁焕仙处悟明心性之后，且经过真修

实证，对中国文化的心性之学自有独到的领会，所以能够融会贯通儒家

的修心养性、尽心知性和道家的修心炼性。因为有此修养，所以他在台

湾虽然过着无立锥之地的贫困日子，却不以为苦，仍然宾客往来谈笑风

生，仍然坚持教化学生，仍然坚持读书作学问，仍然坚持静坐修定转化

身心性命，不断探索生命的奥秘，也可以说他乐在其中。 

他在台湾弘扬佛法的过程中，因不吃素又娶妻生子，佛教界有人曾

经骂他大魔王，他亦不以为侮。他讲学出书，有的大学教授说他不入学

                                                       
1 2016年 5月 12日写于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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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之流，他也无所谓，为了让中国文化普及民间，他自有主张。向其求

教者，遍及三教九流，上有达官贵人，下有贩夫走卒，然而却自称没有

学生。 

南怀瑾先生是中国文化的爱好者，13 岁之前就点阅《资治通鉴》

三次，18 岁于杭州孤山文澜阁藏书楼阅《四库全书》，读经史子集，

于秋水山庄阅道家秘本书籍，26岁于峨眉山大坪寺闭关阅《大藏经》，

28岁出关后又转至四川乐山五通桥闭关，阅《永乐大典》《四库备要》。

他不仅读二十五史，更读野史、笔记，终其一生不断阅读中国各种古籍

及现代书籍，他的藏书犹如一座小型图书馆，在讲解《论语》的《论语

别裁》书中，引用中国古籍多达 80 多种。他因爱好阅读古籍，好学深

思，深深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和价值，打下了弘扬中国文化的基础，否

则光有志向，没有学问见识，如何实现心愿。他说自己是爱好中国文化

的老顽固，常以唐人刘方平的诗自况，“朝日残莺伴妾啼，开帘只见草

萋萋。庭前时有东风入，杨柳千条尽向西。”面对西方文化的大潮，面

对国人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他犹如古老中国文化的一个白头宫女，凄

凉孤单地始终坚守着中国文化的价值和优越性。 

他更是中国文化的弘扬者，到台湾后，他找人学佛，印佛经，办禅

七，提持佛法心宗；接着应聘到大学授课及演讲，也应邀到军中巡回演

讲，创办“东西精华协会”，讲述《易经》、《老子》、《庄子》、禅

学；办过出版社，办过《人文世界》杂志，传播人文思想，强调精神文

明；为培养僧才，在其主导下办了“十方书院”，并亲自讲课及主持禅

修。寄居美国和暂住香港期间，讲课亦未中辍。回到中国大陆之后以八

九十高龄，仍在讲学，尽其一生均在弘扬中国文化，他以唐末洞山良价

禅师的诗形容自己，“净洗浓妆为阿谁，子规声里劝人归。百花落尽啼

无尽，更向乱峰深处啼。”有其悲愿，有其无奈。其讲课内容整理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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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儒释道已达 60余册，他的书在 20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在中国大陆热

销，有助于国人学习传统文化。其在书中处处透露出他对中国文化衰亡

的担忧，也充满了他对中国国家民族强盛的信心。 

 

他为什么要弘扬中国文化 
 

（一）时代背景 

 

南怀瑾先生生于公元 1918民国七年，这是新旧文化交替、国事蜩

螗变动的年代。清朝自鸦片战争以来，遭受西方列强船坚炮利之侵害，

为了图强救国，乃有以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张之洞、李鸿章为

主导，主张“师夷之长以制夷”的自强运动，学习洋务，造枪炮，造

轮船，练新兵。到了中日甲午战争，清朝战败，对中国民族自信心更

是一大打击，更进一步怀疑不是国防武力出问题，而是政治体制出问

题，遂有维新变法，改行君主立宪，可是因慈禧太后之阻挠而未能成

功。接下来是改朝换代，民国成立，实行西方共和体制。此时在人文

方面，新译西书不断涌现，西方思想大量进入中国，成为时髦。1919

年由陈独秀、胡适等人发起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打倒孔家店，

喊出“民主与科学”口号。此时已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是全盘

西化，烧香拜佛被视为迷信，中医被视为不科学，教育也改向西方学

习，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社会风俗、宗教信仰被全面否定，有些学

者认为这是自春秋战国时期以来，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发生过如此剧烈

和根本的社会和思想变革。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批孔扬秦，

中国文化已摇摇欲坠，命如悬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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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抛弃中国文化  社会面临的问题 

 

孔家店被打倒之后，1937 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国陷入了八年

痛苦的抗日战争岁月。1945 年抗战胜利，接下来又有国共内战，国民

党战败，迁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国防上发展武力，研发原

子弹，让西方列强不敢藐视中国。毛泽东过世之后，邓小平走改革开放

路线，发展市场经济，先让一批人富起来，短短几十年，中国崛起，摆

脱了贫穷落后，中国富了，中国强了，但是问题随之而来。 

当年为了打倒孔家店，鲁迅与吴虞曾经猛烈抨击礼教吃人，中国人

丢掉了儒家礼教，不再克己复礼，不再克制自己的欲望，变成物欲横流，

一切向钱看。为了金钱不择手段，失去了孔子“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

浮云。”的道德修养，官员容易贪污腐败，商人失去道德底线之后，造

成假货盛行，食品不安全。目前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假冒伪劣、欺诈、腐

败现象，在假冒伪劣和欺诈的背后，本质上是道德危机，道德价值观迷

失。近年来相继发生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

馒头”等恶性食品安全事件，农药、激素充斥在日常食用肉类、水果、

蔬菜之中，令人人食不安心。相关调研表明，近七成人对中国的食品状

况“没有安全感”。连关系人身健康甚至生命的食品、药品都敢去假冒

伪劣，可见这些人的良知缺失到了何等地步，也意味着社会道德底线已

被击溃。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有良心自责，只要能赚钱，只要能成名，一

切皆无不可。当社会道德底线失守，“缺德”现象蔓延为社会常态，“逐

利”成为全民行为取向，这个社会如何不“病”？徒善不足以为政，徒

法不足以自行，德法相辅相成。当今中国法治、德化、社会管理都未步

入正轨，因而乱相不已。 

长久以来，尤其是市场经济发展中，道德诚信缺失问题一直存在，



  5

其他不道德现象和社会问题也不同程度的存在，如许多人规则意识淡

漠，知而不行，禁而不止，随意违规，大大增加了社会秩序的治理成本，

甚至有些时候或某些领域出现“法不治众”的无奈结果；一些人缺乏他

人意识和公德意识，以自我为中心，甚至缺乏基本的对他人的尊重和对

规则法律的遵守，“以人为本”变成“以我为本”，利己主义、实用主

义、拜金主义在现实中都普遍存在。失去传统的诚信，人与人互不信任，

不讲仁义，社会变得冷漠自私。在科学的口号下，视信仰为迷信，一般

民众不再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不相信因果，变得投机取巧，无所畏惧。 

这是这个时代所产生的问题，南先生在书中多次提到科技的发达带

给人类的便利，但是不能带给人类幸福，科技与资本家的结合反而使人

迷失在物欲横流之中。西方物竞天择的思想，让世界处在不断的战争之

中，与不断的以强凌弱资源掠夺之中，以及不断的破坏地球环境之中。

他也看到了中国人自己抛弃了传统文化之后，人与人之间失去了诚信之

后的不安，在追求金钱追求物欲，失去了精神追求之后，人变得没有理

想，浑浑噩噩过一生。而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心物一元、世界大同思

想有助于人类之和平发展，中国儒释道的心性之学有益于人类追求幸福

和安定社会人心。在南怀瑾先生看来，中国文化是个大宝藏，无论是天

文、地理、政治、国防、经济、生命科学，五千年之文化自有其长处，

弃自己之珍宝而不顾，实在可惜。他总结历史之经验，认为国家亡了，

可以复国，文化亡了就没了，例如佛教文化在印度就不存在了，所以他

忧心忡忡极力弘扬中国文化。 

 

普及儒释道文化  延续中国文化命脉 
 

要弘扬中国文化，除了讲学之外就是著述，南怀瑾先生的书大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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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讲演整理而来，有的学者教授批评其著作不够严谨，难入学术之林。

南先生曾在台湾之辅仁大学和中国文化大学任客座教授，他无意走学院

派之学术路线，自有其考虑。他 36 岁所撰写之《禅海蠡测》，公认是

中国文化的传世精典之作，内容除了关于禅宗之演变、宗旨、公案语录、

机锋转语、神通妙用、参话头、佛教教理、禅定之外，更论及丹道、密

宗、净土以及理学，还有西洋哲学、科学等等，其所引述之书籍包括佛

经、禅宗语录、道藏、云笈七签、神仙传、悟真篇、指玄集、象山全集、

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朱子全集、太极图说等等。读《禅海蠡测》，方

知南怀瑾先生学问之广博，古文功底之深厚。 

这本著作是南先生有感于日本铃木大拙在西方讲禅，禅学在西方大

为流行，而当时著名之台湾某学者自贬中国文化，否定中国之禅宗，所

以南先生特地在书的背面，印上“为保卫民族文化而战”。不过，这本

书要看懂并不容易，不要说佛法禅宗之莫测高深，不可思议，若无一定

之古文基础，恐怕连文字都有障碍。 

自唐代以来，儒释道成为中国文化的三大主流，南怀瑾先生讲述和

著述了儒家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道家的老子、庄子、列子、参

同契，佛家的心经、金刚经、圆觉经、维摩诘经、楞严经、楞伽经、药

师经，这些儒、释、道的主要经典大部分经过讲演记录整理出书。其中

《楞严大义今释》和《楞伽大义今释》是语译，他认为研究《楞严经》，

对宗教、哲学、科学以及宇宙、生命、人生会有更深刻的认识，但是近

代学者梁启超说是伪经，而且新佛学研究派把《楞严经》说成是真常唯

心论的外道理论，担心《楞严经》被误导被淹没，所以在艰苦的环境下，

将《楞严经》译成白话，以广流通。 

《楞严大义今释》于 1960 年出版之后，又因《楞伽经》在唯识法

相学之重要性，不仅如此，禅宗更以楞伽印心，于是又将《楞伽经》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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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白话。《话说中庸》则是他于 1998年寓居香港时亲自所写。 

为了普及儒释道文化，他不走学术路线，以通俗易懂、生动有趣、

深入浅出的方式，让一般大众都能接受。南怀瑾先生的通俗其实并不肤

浅，也不低俗，不仅义理高深，启发人的思想，而且常会引用历史故事

和诗词来说明，加上他自己的人生阅历作批注，读起来趣味无穷，他认

为要把最高深的道理讲得人人听得懂。不仅如此，南怀瑾先生对儒释道

三家融会贯通，经常以佛家解释儒家道家，或以道家解释佛家儒家，互

相引证。例如讲到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则引用佛家的禅宗悟道来

解释，堪称一绝。他在著述所展现出来的，的确是“上下五千年，纵横

十万里。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言。”不管是儒家也好，道家佛家也好，

南先生的书籍引起人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这对复兴中华文化起了一定

的作用，20世纪 90年代掀起的国学热潮是否受此影响，不得而知，但

是南先生为了延续中国文化命脉的心愿却很清楚。 

至于有人说他不入学术之流，在《论语别裁》前言中，他说自己只

是个人一得所见，都自别裁于正宗儒者经学之外，不入学术预流。他的

著述是否因通俗或考据不够严谨而无学术价值呢？是否在学术文化上

没有建树呢？那就留给有识之士、明智之人去评断吧！ 

 

替孔子平反伸冤  重塑圣人形象 
 

南先生讲述《论语》始于 1962 年，但是只讲了前六篇。1974 年 4

月应邀台湾“大陆工作会”开讲《论语》，由蔡策速记后整理成文字，

取名《论语别裁》出版，很快成为畅销书，轰动朝野，改变了一般人对

孔子的刻板印象。自古以来都把《论语》当成一句一句的格言来读，甚

至有人主张重新编排，而南先生则认为《论语》的篇章是有宗旨、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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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有秩序的，前后呼应不可分割，这是孔门弟子的悉心安排，这一看

法可以说是南先生的创见，发前人之所未发。 

明清科举考试，规定四书以朱熹的批注为准，因此六七百年来，孔

孟思想都被限制在朱熹的思想中，读朱熹的批注，形成了对孔子刻板不

近人情的印象，严重造成对传统文化心生反感。南怀瑾先生所讲述的《论

语别裁》，大胆推翻了几千年来前人的解释，例如“君子不重则不威”，

重不是摆出一副道貌岸然不茍言笑的样子，而是自尊自重自信。“无友

不如己者”，不能解释成不可以结交不如自己的人，应该是没有一个朋

友不如我，不可以看不起任何一个人，否则孔子成了势利小人，否则“三

人行必有我师焉”如何解释。又如宰予昼寝，孔子感叹“朽木不可雕也，

粪土之墙不可圬也”，按照过去的说法，孔子看到宰予白天睡觉，觉得

不可救药，骂他“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南怀瑾先生认

为宰予是孔门中的高才生，只是身体不好，因而感叹“朽木不可雕也，

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对他不要有太多的要求。如此一来，孔子不是板

着脸孔的老学究，而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 

对于孔子见南子后子路不高兴那一段，南先生亦有不同于宋儒的解

释，孔子有其通达高明之处；另外，孔子也不是只会讲格言式的人伦道

德，他还有形而上的哲学思想，“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孔子只是

少讲，不是不讲，更不是不懂；南先生在解释“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

仁焉。”就是由静定修养归到天人合一、物我同体的仁境。在《论语别

裁》中诸如此类的地方有一百余处，把被宋儒扭曲的孔子形象重新导正

过来。否则孔家店被打，孔子被打得很冤枉，他在《论语别裁》中说该

打的是孔家店的伙计，而不是老板，这可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要不

是南怀瑾先生替孔子平反，孔子不知道还要被冤枉多久，《论语》的价

值不知还要被埋葬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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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还大学原本面目  阐述内圣外王之道 
 

南怀瑾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上所做的另一件大事是返还《大学》的原

本面目，《大学》是孔子的学生曾子所写的一篇学习心得论文，原来编

排在《礼记》中，从宋代开始，把《大学》和《中庸》抽出来，与《论

语》《孟子》合成四书，再加上《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

秋》五经，作为科举考试的命题范围。自明朝以后，不但根据“四书”

考功名，而且规定以朱熹的批注为标准，但是《大学》被朱熹根据他的

师承程明道和程伊川先生重新改编，南先生认为这样的改编是对先贤的

大不敬，而且不赞成朱熹将亲民改为新民。南先生认为《大学》的思想

源自于《易经》的乾卦文言，属于古代中原文化，自有其理路脉络，不

必去篡改原文，而且对朱熹的批注和改编提出了批判，他说被宋儒理学

家朱熹批注所垄断的儒学，并不足以概括中国文化的大全。这样恢复《大

学》原来面目的作法，以及重新解释《大学》，让后人跳出宋朝理学家

的思维，重新认识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对中国文化是很有意义

的。 

很多人以为打坐修定就是学佛，南怀瑾先生说静定修养是中国的传

统文化，甚至明说要学佛不如去看他的《原本大学微言》。在其讲述的

《原本大学微言》中，对“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解释，引用了佛学大小乘修止修定的方

法，并且逐字逐句加以说明，也讲了许多禅宗的道理和故事互相印证，

使中国文化儒家道家本有的静定修养更加清晰详细，这对认识中国传统

文化的贡献很大，这也是数百年来宋明清理学家因困于门户之见无法做

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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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解释《大学》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明明德就是佛家的自觉，亲民就是觉他，止于至善就是觉行圆满，静定

修养是达到自觉觉他的步骤方法，儒家与佛家没有差别，只是我们不懂

自己的文化而已。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人格修养，才

能外用，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与佛家的自度度他、自利利他是

一样的。 

“内圣外王”是儒家的核心理念，南先生在《原本大学微言》中，

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解释明明德的“内圣”（内明）之学，什么是明德，

明德与“心物一元”的道，明明德之后，如何达到“止于至善”。因之

讨论到相关的“格物致知”“知至而后物格”的“知”，这个“知”与

“知止而后有定”的“知”是同是异，能知之性是什么，什么是能知，

什么是所知，能知所知与明德的关系如何，知至又如何意诚，如何心正，

心、意、识（知性）的差别如何，南先生融合了佛家的唯识学及禅宗加

以阐述。又什么是“格物”，是否就是格去心中的物欲，“知至而后物

格”到底如何解释，他引述《易经》及《中庸》来讲解。对内明之学，

作如此深入的解释和探讨，在学术思想史上应该是少有的吧！ 

因格物的物而又讲到西方文明自工业革命之后，追求科技的发展

与商业结合，提高、刺激、扩大了人对物质的欲望，为了掠夺物资而

引发了战争，为了享受物质而破坏地球生态，使人走向“迷心逐物”

自取灭亡的险境，若无“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的圣人之德，则万

万不可能领导天下走向太平。这是他对当前全世界所面临的问题而提

出的警语。 

至于外王，有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身心修养之后，转入外

用的齐家、治国、平天下。讲到齐家，他特别指出女性母德、母教的重

要，同时指出自秦汉以后的帝王都是有大问题的家庭，许多生于深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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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养在宫妃太监之手的职业皇帝，怎么能够讲究格物、致知、诚意、

正心、修身、齐家之道？“以德服人者王，以力假仁者霸。”南先生对

中国历史上的诸多帝王的治国方法作了梳理，与“大学之道”的内涵相

对照，其中自有微言大义之处。最后他总结了儒学演化与国家发展的关

系，以及西方文化的演变对中国的影响，希望中国人了解本国的文化精

神，开拓未来要走的道路，并正告一些存有成见、偏见，或居心叵测的

外国人士，能够知道中国文化的精神和民族性，减少误解，而互相交流

融会，促进人类的和平与进步繁荣。 

 

大胆评论王阳明学说的四句教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对明朝以后的思想影响很大，也影响

了日本的明治维新。王阳明最有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

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南怀瑾先生 20 几

岁，年纪很轻，在四川成都任中央军校政治教官时，不顾当时校长蒋介

石对阳明学说之爱好，就大胆对此四句教提出质疑。心之体是无善无恶

的话，那么意之动的有善有恶是从哪里来的？有善有恶必然是从体来

的，无善无恶的体怎么能生出有善有恶的意，这两句是互相矛盾的。知

善知恶是良知，这个知和那个本体有没有关系，有关系，那么在哲学上，

王阳明的说法犯了三元论，有一个无善无恶心之体，又有一个有善有恶

的意志，再加一个知善知恶的良知，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的本体，这

是有问题的。 

且看后来南先生在其所著的《禅海蠡测》如何评论四句教，他说：

明儒王阳明，远绍陆象山心法，世称其已近于禅，其著名之四句教，为

毕生学术思想中心，至有以之与禅宗心法并提者，实则大误。四句教云：



  12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为良知，为善去恶是格

物。”若心之体，本无善恶，则此体为一废物，意动而忽生善恶，此善

恶之来，纯出无根，而其于心体两不相关，何须为善去恶；为善去恶

又与心之体有何关系？纵不为善去恶，心之体亦自无善无恶也，此其

误一。 

心既有体，在善恶之意未动以前，非绝无善恶，为潜伏于体中耳；

此心可称之曰性善，亦可称之曰性恶；因善恶两俱潜伏。如心之体，在

意未动前，是净明无过；则应准《大学》之义称之曰“至善”；否则当

用《荀子》之意，称之曰“本恶”；何得言无善无恶。无与有乃相对意

义，各代表绝对之词；天下之无，何能生有，既认有心之体，而云无善

无恶；于辩正名辞上，不免过失；不若以“无”易“非”之为有当矣，

此其误二。 

四句教中，为学得力处，只是一个“知”字；“良知”得辨其善

恶，是以用为善去恶工夫，返此动意之初；如返之于无，则终成一个

废物，明此心性何用？最不解者，此“知”之一字，又从何处生起？

“良知”若从心体自生，心体绝非无物，“良知”若从外来，于心体

绝无交涉；况此一知者，为是意动，为非意动？若为意动，落在善恶

中矣；若非意动，“知”之一字，即为心之体，何云无善无恶为心之

体，此其误三。 

阳明以一代儒宗，其四句教纲领，大误如此，世不之察，推为心性

理学之极则，殊为识者所惜！ 

以上这段评论，在义理上分析辩驳得颇为透彻。中国文化儒释道三

家之学，究其核心，不离心性二字，心性乃儒释道三家之核心，儒家孟

子讲“尽心知性”，中庸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早在战国时期，就有孟子与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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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善性恶之说。道家讲“修心炼性”“性命双修”，佛家讲“明心见

性”。王阳明心学影响中国文化数百年，并远及日本，作如此透彻之批

判，此亦是中国文化史之大事也。南先生若非早年悟道，通达心性，智

慧明了，何能作此大胆之评论。 

 

引导学佛走向实修实证  倡导佛教与科学结合 
 

佛教在印度原本就是修行的团体，传入中国，就被帝王大臣士大夫

们所喜好，自汉末历经魏晋南北朝，净土宗、律宗、天台宗、成实宗、

三论宗、俱舍宗、禅宗、华严宗纷纷建立，到了唐代，佛教文化在中国

土地大放光彩，甚至主导了学术思想，与儒家道家三家鼎足而立，也因

此形成了宋明理学的兴起和发展，其中尤以禅宗对宋明理学家影响最

甚。然而理学之兴亦有弊端，所谓“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

有高谈阔论、不切实际之风，所以到了明末清初，遂有黄梨洲、顾亭林、

李二曲、王船山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力图矫正。禅宗自宋朝之后也走向

机锋转语之末流，越向后代发展，更严重的则是走向口头禅，一样是高

谈阔论，不重实际修行。清末民初之研究唯识者或研究国学之大师大多

倾向于教理之研究，却少有实修实证者。 

南怀瑾先生自身得益于佛教禅宗，根据《维摩精舍丛书》记载，他

于 25 岁参加四川禅宗大德袁焕仙先生主持的灵严寺禅七时悟明心性，

来年入峨眉山大坪寺闭关阅《大藏经》，29 岁到康藏参访密宗上师，

经贡噶上师认可，获得传授密法资格，亦曾多次闭关专修。到台湾后，

除了主持禅七，讲解心经、金刚经、圆觉经、维摩诘经、药师经之外，

于 1978 年讲述“融会显密圆通修证次第”，整理出书时取名为《如何

修证佛法》，提出修学佛法的三个纲要，见地，修证，行愿。有关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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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的著作，除了《如何修证佛法》之外，还有《瑜伽师地论声闻地讲

录》《禅与生命的认知初讲》《现代学佛者修证对话》《南怀瑾与彼得

圣吉》《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以及最近新出版的《大圆满禅定休息简

说》等，可见他对实修实证的重视。 

他提示学佛者要通教也通宗，教理与修行并重，在弘扬佛法的过程

中，始终提倡实修实证的重要性。他区分了佛教、佛学、佛法三者之不

同，佛教是宗教性的信仰，佛学是哲学学术思想的研究，佛法是认识清

楚理论以后，以自己的身心作科学性的实验和求证。释迦牟尼佛当初只

是带领一批僧团修行，形成宗教及学术思想则是后来的演变，实际修行

方是释迦牟尼佛说法之初衷。 

对于佛教未来的发展，南先生主张脱掉宗教的外衣，与科学结合。

1994 年，他在厦门南普陀寺举行禅七时，就定名为“生命科学与禅修

实践研究”。他认为佛家与道家的内容都是生命的大科学，唯识法相应

与认知科学作综合研究，而且唯识学的科学条理性非常清晰，他晚年在

“太湖大学堂”有个愿望，希望结合世界上的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医

学家、脑科学家、生命学家、心理学家等，作生命科学与认知科学的研

究，可惜他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结语 
 

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在其《现代文明的成坏》书中说：“所谓现代

文明，也就是主宰人类生活将近三百年的主流文明，它起源于西欧，逐

渐普及全球。而最近半个世纪以来，这一文明已呈衰象。”中国近百年

来高喊现代化，从“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我们的政治体制已经

西化了，我们的思想已经西化了，我们的教育已经西化了，我们的服装



  15

已经西化了，南怀瑾先生曾经开玩笑说中国文化只剩下“吃”了。西方

的科技文明的确带给我们生活许多便利，但是物质生活的舒适就是幸

福吗？不是的。为了满足物质生活的舒适，人们失去了健康，失去了

与家人的相处时间，孩子失去了父母的关爱，造成许多心理问题，诸

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人是有灵性的，除了物质的需求，还有精神

的需求。 

《现代文明的成坏》书中又说：“整个世界，处处呈现的情绪乃是

虚无和冷漠，这成为人类当前文明的主要征象。我们不知道人为什么活

着，也不再问人如何跟别人相处，当然也更不知道整个宇宙与人的关系

在哪里。”现代文明已经走向极端发展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则严重缺失，

作为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看到了最近百年来人类面临的严重危机。今

日的中国人是否应该看清世界的真相，是否应该看清西方文明的弊端，

是否一如既往的一昧崇洋，是否要重新审视中国五千年文明就一无是

处、一无所长？ 

中国文化的特长是精神文明，是儒释道的心性之学，中国文化正是

挽救此危机之良方。南怀瑾先生已经离世了，他已经把中国儒释道的主

要经典讲述完了，他弘扬中国文化的心愿已经完成了。身为中华儿女的

炎黄子孙们，如能秉持“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之中国文化精神，为

自己之安身立命，为家庭之幸福快乐，为国家之长治久安，为世界人类

之太平，应该还有很多事要做吧？！ 

 


